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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五峰國中位於新北市新店

區，現任教師會理事長由陳世

斌老師擔任。世斌老師熱愛教

職，對於教學方法頗有研究。

近來他積極參與翻轉教學相關

活動，並開放觀課分享他的教

學經驗，前來取經者包含國內

外許多教育同行，及對教育有

熱忱的學者。

　　今年，因緣際會中接下五

峰國中教師會理事長一職，展

現教職工作以外的組織經營能

力。實際執行任務的時間雖短

，但有許多特別的經營理念及

想法，值得我們借鏡。下面將

訪問作重點陳述，分享給各位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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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成立與傳承

　　五峰國中教師會成立於民國八十六年，

早期五峰國中的教師對於教師會組織非常熱

衷，因此參與度一直很高，每年五月進行下

學年理監事及理事長改選。去年改選後新任

理事長因在職進修，無力承擔教師會會務而

請辭理事長職務，並請託世斌老師出來接任

；九月，經理監事會投票改選，全員贊成通

過才能有幸為全校老師服務。

　　「如何提升教師會在學校存在的必要性

與價值，是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與努力的方向

」世斌老師表示。

　　五峰國中由於學區經少子化影響，班級

數近十年已減少約三分之一，教師員額不斷

減少，加上過去曾任教師會的優秀幹部們也

陸續退休，在缺乏新舊經驗傳承與新進教師

對教師會的認同度尚且不高的情況下，該校

教師會的經營成為新任理事長必須思考的是

情之一。

教師組織經營

　　五峰國中的學區因少子化影響，這十年

來班級數減少三分之一，教師員額不斷減少

，同時，在人事的新陳代謝中，許多教師會

的優秀幹部陸續退休，在缺乏新舊經驗傳承

與新進教師對教師會的認同度尚且不高的情

況下，世斌老師接任理事長，要如何開創新

局，為五峰國中教師會注入新的熱情？世斌

老師在訪問中表示，從簡化會議提高開會效

率、教師形象再形塑等目標來重新營造教師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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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新科技 簡化會議過程

　　五峰國中教師會會員數目前有一百零一

人。以往，教師會為了處理會員問題、校務

相關議題或是市教師會傳達訊息，約莫兩個

星期進行一次會議。世斌老師認為學校教師

平日要處理自身的職務及課務，所餘時間不

多，而教師會會務又是無給職的服務性工作

，開會次數過多也會造成教師額外的工作負

擔。因此，除了理事會議及緊急事件外，其

餘皆利用「臉書」進行討論，減少開會時間。

　　世斌老師去年成立兩個臉書社團：「五

峰教師會理監事」及「五峰教師會」。「五

峰教師會理監事」設定為不公開的社團，只

開放給教師會理監事或是幹部；「五峰教師

會」則開放給全校教師共同參與。他運用這

些社群網站作為聯繫工具，當有議題或重要

訊息要後續處理，需要理事及幹部一起商討

時，世斌老師將這些訊息張貼在「五峰教師

會理監事」臉書社團上，成員看到之後，將

自己的想法寫上或是針對其他人員所提出的

意見進行補充，最後形成決議，理事長便據

此進行後續處理。透過網路平台的溝通，即

使與會人員再忙都可以抽出一些個人時間參

與討論。世斌老師巧秒的運用資訊科技消除

會務人員時間及空間障礙，同是運用網頁的

封閉性，可以使訊息在為成熟之前不會受到

太多干擾。

　　「五峰教師會」是全校教師共同參與的

臉書社團，學校任何一位教師都可以進來瀏

覽他們需要的訊息。所以學校重要活動、市

教師會訊息及校教師會相關訊息都會張貼在

這個網頁上。

　　但學校教師同仁對這個網頁的使用率高

嗎？世斌老師認為，組織經營著重長期經營

，在新的網路工具，也需要時間培植它的使

用客群。透過高度使用者在推廣給他的周遭

夥伴，使用人數應該可以達到理想目標。世

斌老師以他目前參與翻轉教學的學思達教學

社群過程來說，這個網站成立才一年多，從

原本才數百人參加，到現在已有近二萬人的

參與關注，並形成全國的翻轉教育風潮可見

一般。所以只要用心經營，必定會有成果的。

　　「當然，我們需要時間來推動並用心經

營。」

提升教師形象

　　世斌老師認為建立教師在校園的尊嚴與

價值是經營教師會一個重要的目標。轉調五

峰國中之前，世斌老師原在臺北市的中正國

中服務七年，其中有四年的行政經驗。在分

處兩個不同行政區的國中學校任教，世斌也

強烈感受其中的差異。

「在臺北市任教時的經驗當中，會覺得行政

團隊理當要支援教學第一線的老師，只要是

對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有益的想法或建言，

校長主任行政團隊都是非常重視，並且展現

高度格局與行政理念在思考處理與整合學校

事務的。」世斌老師認為：

　　「學校活動若沒有結合課程，行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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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理念格局，其活動終將失去意義，其

政策也將窒礙難行。」

　　「我最敬佩與感念的是當時在中正國中

的楊淑萍校長，她讓我在教師生涯當中，學

到許多寶貴的行政經歷、視野、理念、格局

與風範。」

　　在談話過程中，可以感受到臺北市學校

的教師會在學校是一個重要意見監督與提供

者的角色，而且教師會是受到尊重的，但這

樣的狀況在新北市不能算是常態，許多學校

的教師會甚至經營的很辛苦。

　　甚麼因素導致如此大的差異？世斌老師

認教育局或校長的領導風格，以及行政格局

、教師素養皆有相關。臺北市的校長遴選過

程中，學校教師會意見是參考指標之一；在

校務發展以提升教學品質為主要目標，學校

行政推展校務時，會尊重採納各方意見，這

樣的氛圍下，教師會所形成意見相形之下非

常重要，也形成彼此能理性溝通的氛圍。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教師與行政的互

動。世斌老師認為學校是教育學生品德發展

智能的機構，機構裡的所有教師行動應以達

成此目的為主要目標。在臺北市服務的教師

和行政進行溝通，大部分都是為了提升教學

或學生學習而提出要求。以教學課表的安排

來檢視：臺北市的教師看到了課表安排不利

於教學品質或學生學習時，才會請行政人員

協助調整，不會為了授課節次過於分散或是

私人好惡的問題去跟行政做要求；當然這也

包括行政團隊作為的用力與心態。又如領域

在各年級的導師是否逐年平均、班級任課教

師是否以穩定為優先考量、課表的安排是否

重視學生學習成效、教師建議事項是否容易

被行政不當解讀、或能針對教師意見或行政

事務做理念上的確認及溝通、以及學校政策

的執行是否嚴謹確實、佈達清晰，讓教師、

學生、家長、社區、甚至媒體，都能清楚知

道學校政策的輪廓，也能讓學生及家長不但

安心放心，還有信心及同理心等等。這些在

臺北市與新北市兩區的比較相形之下，咱們

新北市的學校確實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要如何扭轉這個劣勢呢？

　　教師以教育學生、協助家長指導學生成

長為主要任務。除了個人教學及班級經營之

外，若能適時的關心學校事務，在適當的時

機提出建言，促使學校整體教學環境提升，

如此，對學生學習、教師地位與校務發展都

有正面貢獻，無形中讓社區的家長更為放心

。因此，協助學校行政，提高教師及教師組

織在學校的正面印象，使教師會在學校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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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互動氛圍是具體的目標之一。世斌老師

從協助推展學校招生、提升教師教學精進等

實際行動實踐經驗教師會的理念。

　　過去幾年，五峰國中的新生人數減少，

世斌認為新生報到減少的原因可能是學校的

招生宣傳作為不夠，因此，在行政會議世斌

建議以閱讀與品格教育為主軸規劃招生活動

，並建請配合節慶活動，由新入學的七年級

學生寫感恩卡給國小老師。

他表示：「該次活動非常感謝學校輔導處在

卡片設計及推動策略上的用心；在活動結束

後，聽說有幾位學區的國小老師收到感恩卡

後特別有感，還分別一一回信給學生，讓師

生情誼與教育影響力更正向放大。」世斌希

望未來在校內也能多推行敬師感恩，藉由品

格相關系列活動，提升教師尊嚴與教學熱情

，也讓老師、學生及家長對於五峰國中有更

多良好的印象。

　　另外，世斌老師感受到教育環境及家長

觀念的改變，傳統的講授式教學法已經不足

以解決當前臺灣人才不足的教育問題，因此

在五峰推動翻轉教育。世斌在去年因受到中

山女高張輝誠老師學思達的感召，加上兼任

五峰數學領域召集人的重任之下，開始在五

峰進行翻轉教學，並建立「翻轉五峰」臉書

教師專業分享平台。同時在新任七年級導師

班開始學習並實驗翻轉，透過開放教室公開

觀課的歷程，與許多教師先進切磋經驗後，

更建立了自創的「國中數學學思達教學模型

」，目前已前來觀課切磋的校外教師個人約

有十多人；前來觀課切磋的團體包括康軒出

版社編輯群連續三週觀課、三月十七日新竹

市數學科教學輔導團有十一人前來觀摩；另

預定四月十日下午數學領域共同研習時間，

辦理新北市文山區級的公開授課觀摩交流及

五月一日澳門同善堂中學由校長帶領二十五

位教師來台已預約觀課。世斌老師發展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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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除了幫五峰建立良好的師資專業形象，

點燃教師教學熱情，同時也希望與大家一起

來改變臺灣的教育。

　　他表示，今年國中教育會考，數學考科

依據課程綱要內涵，已納入非選擇題型之試

題，評量考生的數學溝通能力。因此世斌接

受同校鄧家俊老師(全國數學科輔導團員)的

邀約與指導，邀集五峰數學領域教師共同成

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在五峰推動「數學非

選好好玩」有獎徵答活動，培養學生表達其

解題思維過程與說明理由的能力。藉由每兩

週公佈一題與生活情境相連結的數學素養題

，經開放學生投稿並批閱後，除了在學校網

站上公佈評分標準與學生作答結果範例之外

，教務處協助於公開場合抽獎，而感謝家長

會提供獎品。也算是為五峰的教學精進改造

添增一例。

　　五峰國中教師會過去除了協助老師處理

一些受到不平的待遇之外，每年都有辦理校

外旅行參訪活動，這幾年辦理「澎湖離島人

文學習暨社會福利宣導活動」、「生命教育

電影欣賞」活動—到臺北市京華城欣賞吳乙

峰導演的「秋香」紀錄片；103年更與家長

會合辦親師活動—東眼山國家森林研習活動

，以及同年暑期花東之旅，透過跟社會局申

請贊助小部分經費，教師參與情況都非常踴

躍。

小事情大用心

　　世斌老師認為五峰國中教師會正處於組

織轉變時期，身為理事長的他及教師會全體

幹部在這個時間點可以做的就是把每一件小

事做到最好。

　　五峰國中的薪資轉帳銀行是台灣土地銀

行新店分行，雙方是約定跨行ATM提款五次

免費，但部份會員希望有跨行轉帳(繳款)免

費的需求，所以理事長再次和土銀針對雙方

約定事項進一步處理，使約定事項更趨近學

校教師的需求。世斌認為教師組織是需要宣

傳的，市教師會也是如此。一項議題的處理

可能是階段性逐步完成。而每個階段可能需

要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教師會可以善用快訊

或會訊將議題處理的進度及前因後果告訴會

員，讓會員能夠「看到」整個議題的發展過

程，產生一種被服務的感覺。

結語

　　世斌老師從過往的經驗看到教師工作的

本質對於教師會的經營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現階段，新北市教育環境所能分配的資源

固然尚不能和臺北市相提並論，但也許可以

先從我們自身小小的改變，來提高教師組織

服務有感的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