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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的發展讓我們想像未來似乎更有憑據，這是討論未來

教育不可少的面向，不過還須根據重要行動者行為（實務）的

改變來勾勒未來教育。《未來教育》這本書是由一群現職優秀

的老師合著，他們從教育現場的科技應用與發展著手，也沒錯

過許多研究調查數據來說明整體環境。最重要的，他們從對教

學與學習實務的深刻觀察提出了未來教育四大浮現事實，以及

如何促成改變的六根政策槓桿。本書讓我們對教育未來有更多

正面的想像空間，也提醒了許多迫不及待的工作亟需展開才能

真正遇見教育的未來。 

 
教育，已經成為眾人之事。一方面，整體而言教育是國家培育人才

的系統，但也成為很多社會問題指責或歸因的對象；另一方面，生活中

大多數人不是身為家長就是學生，或是這兩者的親戚或朋友，因此每個

人都跟教育或多或少有關。然而，對教育關注與切身感的提升卻未必成

為推動教育更好的力量，而將許多社會問題歸咎於教育也往往止於某一

寬大論述的結語，無法深入實際問題也難以進一步謀求解決。《未來教

育》這本書卻以務實態度討論教育如何更好，且是根據已經浮現的事實

來預測教育的未來，也指出在事實與我們所欲未來之間的落差必須仰賴

槓桿策略來引領變革。 

《未來教育》是由美國「教師品質中心」創辦人兼總裁 Barnett 

Berry 率領一群高效能教師團隊共同著作。他們認為，無法想像就無法

創造（未來），因此本書集結了這群作者對於 21 世紀的學習願景與教

師專業樣貌的想像，而這個想像的基礎是「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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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的專業。全書分為八章，第一章是序言，闡述全書主旨與各

章重點；第二章回顧了美國教師簡史，三至六章提出四個浮現的事實

（emergent realities），第七章說明政策的槓桿來加速變革與轉型，第八

章則為結語。以下針對本書提出的四個浮現事實以及槓桿變革策略的內

涵分別說明重點。 

壹、浮現事實一：轉型的學習生態 

電腦與網路科技的發達與普及已使學生不但有快速的搜集資料工

具、及時的社交通訊，也能運用遊戲自娛；相較之下，教育現場成為最

無聊但又不得不進入的場域。教育者必須要能體認社會與教室界線逐漸

消失的事實，並與學生共同營造新的學習生態。本書把它叫做「連結主

義」（connectivism；本書，頁 69），指出教師必須隨時接受挑戰並快

速地啓動已知的知識並連結應用於現場。 

這個時代已經改變為教與學連結的時代，即「教」與「學」是合作

的行為，建立線上學習社群很重要，這同時也反應出現代教師若不能重

新定位自己就可能淪為「夕陽產業」（本書，頁 86）。其背後隱含的

訊息是，「注意力經濟」時代已然來臨，現在的資訊供給早已超過（人

的）需求，人們的注意力變成珍貴資產，但它是流動的，因此可用「貨

幣」概念形容。換言之，誰能吸引最多注意力就能創造更多潛在財富；

教師，亦然。 

貳、浮現事實二：網內外的無縫結合 

網路的發達造就虛擬環境，而虛擬環境的裡外是否有天衣無縫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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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也就是線上學習與實體學習如何創造出合作學習）才是教育理當努

力的目標。網際網路的進步以及線上內容的豐富都讓人們對於彈性、可

自主學習的線上學習寄與厚望。然而在學校實體內學習的人際互動也仍

是寶貴的學習經驗之一，因此如何完美結合兩者是重要努力方向。 

為了解決弱勢學生科技資源短缺的問題，作者在本書提出「以社區

為中心的學校」概念，視學校為社區生活中心，能提供多方面功能，當

然包括可上網的電腦中心以能替學生與家庭創造合作無間的環境。 

參、浮現事實三：21世紀的職業分化 

高度分化的教師職涯將因艱鉅複雜的教學任務應運而生。在第五

章，作者們想像的教師類別包括：精熟教師（master teachers）、專業教

師（professional teachers）、駐校教師（resident teachers）、學徒教師

（apprentice teachers）、輔助教師（adjunct teachers）、個人化指導專家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specialists）、虛擬教師（virtual teachers）、

社區領導人（community leaders）等，每種教師都有不同專業要求與資

格認證以資擔任不同類型的工作。 

這些教師類別讓人眼花繚亂，不過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教師不能只管

輸入（教學）而也需考慮輸出（也就是教學成果，在此可界定為學生的

學習成效），且這是一種專業，也就是必須重新定義何謂「結果導向的

教師專業」。 

教師不應只是「複製適當的課程與教學模式，就能年復一年指導二

十五名學生，從初任到退休都不必改變」（本書，頁 134）。相反的，

教師需要不斷升遷、進步，但絕不能因而與教書絕緣。本書作者們想像

教師職涯將是更有彈性的生涯規劃，讓其擁有許多領導與企業式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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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但每天又能與學生保持深入又深刻的連結。本章內容豐富，作者

們詳盡描繪了教師分化所需搭配的師資培育、資格認證甚至具體的薪資

幅度（本書，圖 5-2）。所謂教師分化意指教師的專業分化，產生不同

類別之教師，如前述之精熟教師、專業教師等，各自具備不同的專業資

格，讓教師在職涯規劃上，不需離開原先之教學專業，但又有彈性的生

涯規劃。 

肆、浮現事實四：教師創業與創新的未來 

「教師創業家」（teacherpreneurs）（本書，頁 164）一詞是本書共

同作者 Ariel Sacks 首創，意指教學成就業經肯定的領導型教師不但有深

入的教學知識，也清楚瞭解學校經營，且具備散播教師專業的技能與執

著。 

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創業家並非一般創業家，如臺灣有些學校名師

因教學好且自編教材佳可能就創立補習班開班授課。作者認為，教師創

業家仍在現場教學，但可以發展課程教材、擔任新進教師的師父、進行

研究並與其他組織合作等；簡而言之，是以「教學專業」為基礎進而發

展出更多元的知識型產出。再者，教師創業不是為了更為豐厚的經濟報

酬，而是發展出強調創意與創新的文化，這是教育圈目前極度欠缺的區

塊。 

伍、槓桿變革策略 

第七章提及「提高教師品質」在美國學校改革優先順序中排行第

一，另一方面，對「有關當今教育的爭議，教師有發聲的機會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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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六成意見不太同意，可見得社會上對於教師品質（隱含專業度在

內）以及教師對重要議題的發言權普遍並不認同。這讓上述由四個浮現

事實所預測的美好教育未來似乎有實踐困難。因此，本書提供六個槓桿

策略，意指針對難解問題若能找到對的支撐點就可以小搏大，解決困

難。 

第一根槓桿是「民氣可用」。作者援引許多統計數據、調查報告資

料說明，社會上對於說服民眾相信「教師不是教育的問題而是解決政策

問題的鑰匙」時機成熟，這點將可作為解決所有問題之基礎。 

第二根槓桿是「資源分配」，可從學校財政著手將資源分配多些給

亟需幫助的學生，對教師則施以不同投資以爭取更多優秀人才投入教

育。第三根槓桿是「重整師資培育制度」，包括師資培育以及授證都需

重新思考如何培養出高效能教師。 

第四根槓桿是「培養適當工作環境」。書中引述，許多教師每週必

須奉獻超過六十個小時才能完成工作（本書，頁 221），而在這麼沉重

的工作負荷下如何能期待高品質的成果？ 

書中引述許多研究的結論指出，「如果工作環境逼得教師無法言行

合一，教師就無法協助學生達到高層次的學習」。其實工作環境的改善

並不一定需要較多預算，重新分配時間、開放式的協調合作、重視教師

與善待教師也是構成工作環境的重要因素。 

第五根槓桿是「重訂教師的績效考核制度」，一方面要將教師的績

效考核設計為針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必須考慮學生學習成效如何評

量；另一方面，績效考核不是結果而在提供更多資訊以讓教師教學得能

改善與精進，因此需要充分運用科技優勢。 

第六根槓桿是「轉變教師工會組織」，將過去以政治協商、談判爭

取籌碼的工會組織轉變為專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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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仔細思考本書的論點與背後邏輯後可整理出三個討論方向，首

先是如何預測未來。所有人都希望能預知未來，但問題是怎麼預測。本

書提供實務導向（practice-oriented）的未來想像，也就是根據現有事實

資訊來想像未來，重點在於釐清既有事實並設法脫離既有框架。 

實務理論（practice theory）近年逐漸興起，許多組織與管理學者都

曾呼籲研究「實務」以能瞭解複雜、動態、分化、移動的社會現象

（Bullough, 1997; Feldman & Orlikowski, 2011），此乃因為行動者的每

日實務才是構成社會真實的基石，一旦脫離個別的實務來談整體的創

新、改革、改變，恐怕只是緣木求魚。 

其次是「教」、「學」並重的教育改革。許多教育改革未能成功據

信都與未能深刻考慮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實務有極大關係（林生

傳，2004）。教育改革的政策方向與內涵常有前瞻性，但未考慮教師與

學生才是教改的行動者（social actor，見 Lamb & Kling, 2003），他們

的實務能否改變才是重點。教育學者 Burch（2007）主張以制度觀點

（institution theory）來看教育創新，除了大處著眼（考慮到制度環境）

外也需小處著手，就是要檢視個別學校實務，才能進而瞭解教育政策與

間的落差原因再行對症下藥。 

最後，是教育與商業兩難之外的教育專業發展省思。在我國儒家文

化傳統下，教師有其獨特地位，而至聖先師孔子雖然博學道藝，卻廣泛

被認為「不可稱其為專家」，因為如此稱呼易於貶抑了其超然地位，只

能據此稱其為「偉大的教師」。時至今日，教師的意涵應該更為寬廣，

在不同社會脈絡下也該扮演更多元角色，不再排斥「專業」甚至要追求

專業以及專業的成長。 

本書提醒，當學生知道的資訊可能比教師更多、取得速度更快時，

到底教師要教給學生什麼？這其實也就是教師專業內涵所在，不但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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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深思與想像，也是教師應該要著力於形塑之處。 

教育是百年大計，我們對教育的耕耘不見得會立竿見影，但教育的

成果卻絕對會形塑我們的共同未來；一分努力一分收穫，若能見微知著

則教育就能「預見」大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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