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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有教室」：個案學校組織變革之
社區資源的實踐與轉化 

 

莊文照 

 

摘要 

「社區有教室」方案希冀經由學校與社區之互動強化，以建構學校與社區資源整合

網路，並擴大學校本位課程參與層面，且組織協同學校與社區教學團隊，達成轉化師生

教學場域等目標，將學生的學習從校情境延展到社區脈絡，以轉化豐沛的社區學習資源。

本研究以「社區有教室」為探討主題，以中部一所小校之學校本位組織變革為研究場域。

研究者以參與觀察者之局內人視角，探究個案學校轉型優質計畫之實施歷程，希冀透過

質性研究的厚實敘寫以及理論與實務的反覆對照深化，探索個案學校在組織變革脈絡

中，其社區資源的實踐與轉化情形，並歸納出具體的結論與建議。 

經由對於個案學校組織變革中，其社區資源的實踐與轉化的分析，本研究之重要研

究結論如下： 

（一）社區處處盡風華，母語的傳承與推廣融入學生生活面向與模式，並符應社區需求。 

（二）學校社區共生榮，轉優課程規劃實踐與社區資源彼此互通，強化雙方生命共同體

機制。 

（三）社區處處有教室，落實學校社區之策略聯盟共識，達成學生學習效益提升的終極

目標。 

（四）轉型課程深內化，學校本位課程之教學與導覽，轉化社區資源為學校課程實踐。 

 

關鍵字：社區有教室、組織變革、轉型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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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社區有教室」是以學生所生活的社區之可能潛在資源，做為學習的空間與

材料；而社區內之歷史、人文、藝術、自然生態等人文、社會、自然資源和空間，

以及「在地的」民間工作者之工作場域，即是學生學習的教室；這尌是「社區總

體營造」之理念的真實寫照，也尌是「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之精神的具

體落實（余安邦，2009）。本研究主要探討學校組織變革中社區資源的實踐與轉

化，及其如何達成「社區有教室，處處可學習」的目標。本節首先陳述本研究的

動機，其次據以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面臨知識經濟、資訊化、多元化與國際化潮流的衝擊，全球化與社區化是目

前國內教育思潮的二大主軸，其呈現出全球化的思維與在地性的行動（林振春，

2002）。在全球化的驅動下，學校與社區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將產生彼此連結

與密切的合作與互動（Fiore, 2011）。因此，學校與社區關係的研究漸受重視，學

校與社區亦更顯綿密，人們覺醒到，學校與社區的關係是相互依存且互為影響的

（林明地，2002a；Agbo, 2007）。社會不斷轉型的歷程中，社區意識普遍覺醒，

學校開始重視與社區文化相結合，共創學校與社區雙贏的局面，已經成為教育界

普遍的共識（張繼文，2005），目前的教育改革既然強調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參

與權利，相對的也拉近了學校與社區的關係（林清達，2003）。基於此，學校應

扮演教育文化傳承的使命，學校更是關乎社區發展的關鍵（陳幸仁、王雅玄，

2007），學校本身亦應成為社區，且與社區建立良善的關係（林明地，2002a）。 

學生知識的習得，乃由認知能力主動建構，而非被動接受，認知的功能再重

組經驗，學生建構自己知識的過程，便是一種重建自我的過程（李崑山，1998），

因此，透過社區學習，整合學校資源、社區資源及文化生活，使學校成員彼此之

間形成一個互相開放、交流、整合的自我建構體系，以營造學校社區化的學習環

境（陳國明，2006），並透過老師及社區人士共同合作，共同思索社區的歷史、

人文與產業、地理特色、人口分佈，不僅是挖掘社區的光芒，並能共創社區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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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雲，1999），將狹隘的學校空間轉化為社區情境，使教師的角色從社區的

教育工作者轉移為社區的學習者，如此才能跳脫將社區資源物化為課程裝飾、表

象主題的思考（顧瑜君，2004）。社區的思維乃居於國家概念內的小眾文化，有

疆界性的人際接觸和較強烈情感的社區歸屬與認同（陳國明，2006），而「學校

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概念，便是促使學校逐漸從封閉型轉為社區型學校，引

導社區逐步轉化為新的教學場域之教育新思維（余安邦等人，2002；余安邦，

2005）。 

近來少子化人口趨勢衝擊偏遠小校永續經營，使得學校與社區的關係似乎更

加團結緊密，「沒有學校便沒有社區」的危機感驅使小校與社區益形凝聚（陳幸

仁、王雅玄，2007），小學是社區的文化機構，社區是小學的外在環境；小學教

育頇賴社區的支持與合作才能順利進行，社區發展的目標亦頇賴小學的支援與服

務才能圓滿達成（林清達，2003），余安邦（2001）所強調的「將學校的教學內

容與教學活動，和學生的生活世界與賴以生活的土地相結合。」之學習模式，已

在各領域的教學中受到重視，並發展成各種不同實質與面貌的教學。依此而論，

社區中的學校若能與社區生活、社區文化有所關聯，從學生的週遭社區為起點來

進行教學，逐步擴展其學習的範圍，將可以培養學生的社區文化認同感，進而尊

重世界多元文化與建立寬廣的世界觀（張繼文，2005）。 

有關學校社區化的實施，教育部 2003 年實施計畫內容提及如下：引導學校

形成社區之地理範圍、建構社區適性學習系統、建立適性入學機制、推展社區均

質尌學環境及、強化學校與社區之合作關係（教育部，2003）。而林振春（1996）

更以為學校社區化是「將社區當作學校教育的範圍而不要只侷限在學校內，…鼓

吹社區民眾參與學校的教學，不要將教育的責任完全推給學校和政府。」。此外，

國外文獻中，美國教育部（1994）發行的報告書《鄉材學校教育現況》﹙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in Rural Schools﹚，亦指出，偏遠鄉村地區裡學校扮演著重

要（引自陳幸仁、王雅玄，2007）的角色，不僅是當地孩子接受教育的中心，更

是當地社區永續經營的命脈關鍵，而台北縣教育局推動「社區有教室」方案，即

利用學校附近的社區資源，提供學習的空間與材料，透過有系統的課程設計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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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將學童的學習從校園延伸到社區的真實生活中（陳浙雲、余安邦，2002；余

安邦、鄭淑慧，2008）。所謂「社區有教室」，即是思考社區經驗與在地化的學習

的哲學思維，其中「社區」、「學校」與「教室」的意義都必頇重新界定，並賦予

新的生命與新的視框（張繼文，2004）。「社區有教室」的意義在於在「九年一貫

課程」與「社區總體營造」之間構築溝通的橋樑，營造一道動態有機的介面，從

而真切提昇教師的生命能量，培養學生的生活能力，開展家長的生存視野， 實

現社區的夢想風華（余安邦，2002）。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以下茲尌主要研究目的臚列如後： 

一、探究社區資源與個案學校變革的互動關係。 

二、討論個案學校如何藉由轉化社區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益。 

貳、文獻回顧 

本文探討社區資源與學校轉型優質的關係，文獻探討主要係透過國內外網

路、期刊、碩博士論文及相關書籍等，蒐集社區資源與轉型優質之理論與實證研

究資料，先做初步的閱讀與分析，然後再進行深入歸納，以作為撰寫本文的架構

與實質內涵。擬分別說明在地文化、學校本位變革、偏鄉小學課程變革及學校與

社區關係之文獻檢索。 

一、在地文化：社區資源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發展造成對「在地文化」 (indigenous culture)的衝擊，近

年來世界各國逐漸關注意自身文化的保護，以及各地區文化特色發展（張繼文，

2005）。而全球化的今日，藉由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呼應時代開放中人們對教

育改革的殷切期待；期待透過加入「社區」的元素，使孩子的學習素材不再侷限

於校園，變得更為多元、生活化（葉昭吟，2012）。世界各國教育，除了注意培

養學生因應全球化趨勢的生活型態，以及具備文化的思考與批判能力之外， 也

開始意識到各社區文化的發展（張繼文，2005）。此外，杒威（J.Dweey）更是主

張「教育即生活」，此說明了學校與教師必頇走入社區、了解社區並善用社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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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結合學校教育與社區生活。 

社區資源都具其獨特性，游家政（1997）主張其類別包括：自然資源、設備

資源、組織資源、人力資源、文化資源及技術資源等。Strevens (1987）認為運用

社區作為學習資源， 有下列優勢（引自張繼文，2005）：1.提供學習者與真實世

界作真實溝通的機會；2.學生可以不經過教師的中介，直接進行溝通；及 3.改變

學生和教師在教室的角色關係。學校與社區的密切結合已是中小學發展的趨勢，

而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學校的教學融合社區資源更是提昇課程本土化、生活化的

重要途徑之一（教育部，2001），今日的學校要增進學生學習提升學校教育效能，

其中尋求與社區的合作，並尊重其多元性的特質，是重要的一個經營向度（Agbo, 

2007），而游家政（1997）亦認為，學校具有教育社區居民與改變社區生活的重

責，如果將學校教育從社區分離，學童的教育與生活必受到影響。 

社區是學童生活與學習的基本場所，蘊含豐富的自然、社會、藝術與文化資

源，可提供非常多元的教材，使學習內容跨越學校的藩籬，貼近學童的真實生活，

將學科知識與實際生活作結合。（盧秀琴、柯琳耀、洪榮昭，2009）。社區為學校

的外在環境，學校為社區生活的反應，兩者互為表裡（陳奎熹，1996），Giddens

（2000）認為全球化乃是對於全球社會關係的強化，即本地發生的事件，將影響

其他各地，形塑成為當地的事件。因此，社區的未來發展，是需要專業知識與人

力的注入協助，才能夠有更活絡的生命力存在。林振春（1997）提出學校與社區

結合的模式有三種，分別為：(1)將對方視為可運用的資源。(2)將對方視為共同

工作的夥伴。(3)將對方視為服務的對象。而位居於社區之中的學校乃是知識重要

產生來源，學校之內的學生與成員，皆是為社區中的一份子。 

二、學校本位變革：轉型優質 

台灣地區之國民小學近年來正進行一系列的學校變革（school change）活動，

如進行課程改革、更新教學方法、實施學校本位經營、調整學校內部權力型態及

擴大家長對校務活動的參與（謝文豪，2006）。而學校本位變革係指校長帶領學

校成員，透過學校本位管理、團隊建立等方式，使學校產生有別於以往之顯著變

化（陳嘉玲、林梅琴， 2009）。變革或轉型時，應選擇正確的著力點，學校在變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q�^(Chow-Chin%20Lu)',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A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_�Yģ(Lin-Yao%20Ke)',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x�a�L(Jon-Chao%20Hong)',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Ŭ�(Chia-Ling%20Chen)',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TR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L���^(Mei-Chin%20Lin)',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A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第 40 期：33-62 

- 39 - 

革時應秉持回歸教育本質的理念，透過各種策略達成變革的目的，包括強化學校

成員專業成長、做好溝通與宣導、發展學習型學校、鼓勵學校成員勇於嘗詴、提

供各項所需資源、進行學校組織變革評估等（吳清山，2003）。國外學者 Fullan 

（2001）、Huberman（1983）及 Thomas（1994）則主張組織變革是一複雜歷程，

無法完全依理性設計的藍圖進行，諸多因素如技術、政治、社會及文化等因素會

摻雜其中（引自謝文豪，2006）。 

應用企業革新的概念，Watt（2002）指出學校變革的因素包括：組織的人力

資源；鼓勵興革的文化；組織的結構與運作過程及領導者的能量等四者。國外以

研究變革聞名的領導學大師、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科特（John Kotter），與德勤企

管顧問公司合夥人科恩，在兩人合著的新書《引爆變革之心》（The Heart of 

Change）一書中指出，企業在變動的時代中，唯有掌握變革的現實，才能成為最

後贏家，Kotter 與 Cohen 並提出變革八部曲:升高危機意識、建立變革團隊、提

出正確願景、溝通變革願景、授權員工移除障礙、創造快速戰果、鞏固戰果再接

再厲、最後要將變革後的各項措施深植組織文化中（引自陳嘉玲、林梅琴， 

2009），而這八大步驟最根本的挑戰，不在於制度或策略，而在改變人的行為。 

針對以校為本的學校變革，Louis 與 Dently（1988）提出以學校為焦點的中

間往上變革策略，認為成功有效的學校本位變革，需要學校教師具備相關資訊的

理解，並將之轉化為計畫，且能彼此分享交互激勵（引自陳聖謨，2013）。本研

究所稱之「小校轉型」，係指山水縣所推動小校優質轉型計畫，其源自於山水縣

政府發現該縣不適合以都市的角度、齊一的指標來決定小校的存廢，轉而推動此

方案。自 2007 年起，山水縣政府針對縣府所屬小學學生數不及 100 人的小型學

校，訂頒了小型學校轉型優質計畫，其目的尌在排除裁撤小校的激進性作法，激

勵學校活化課程教學活動，提高學生學習品質，期使小校能重現生機（陳聖謨，

2013）。山水縣政府決定化裁併校的壓力為動力，規劃全縣的偏遠學校教育發展

政策，讓原本要裁併的偏遠地區小校，可以提出優質轉型發展計畫，希望從小校

開始，示範學校轉型，改變體質、發展特色，再將經驗推廣至其它學校。 

以學校為本的偏鄉學校改革政策，似乎成為一股潮流（陳聖謨，2013），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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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校轉型優質計畫更具有增進教師課程設計能力、擴展學生的學習面向，社區參

與與支援學校事務更加活絡，及偏鄉學校主體性價值重新獲得認同的正面價值

（林佳銘，2009），因此陳振淦（2008）提出小校在轉型發展上的策略有：1.結合

在地資源，發展學校特色課程；2.強化學生不足之處，提升學生多元能力；3.配

合政府計畫與尋求其他公部門合作；4.學校融入社區，共同發展；及 5.善用其他

方面的社會資源。此與 Miller 與 Hansen（2010）針對美國教育部針對薄弱學校

（low performing school）所提出邁向頂峰方案（race to the top）的批評中指出：

偏鄉學校有其獨特性的情境，需要獨特性的解決方案；城市取向的改革政策，並

不適用於偏鄉學區，應該讓偏鄉學校有更大的空間發展自己的改進計畫分析之理

念不謀而合。 

三、偏鄉小校：課程變革 

隨著各縣市的經濟發展步伐不同時，城鄉教育的落差也在擴大，連帶使得偏

鄉與都市孩童的教育水準也逐漸形成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教育部（2011a）統

計資料顯示，我國六班以下的小學共有 908 所，約占全國所有小學校數的 34％；

人數一百人以下的小學數亦高達 706 所，比率占約 27％（教育部，2011b）。而

2007 年起，雲林縣政府針對學生數不及 100 人的學校，訂頒了學校轉型優質計

畫，目的在於排除裁撤小校作法，激勵學校活化課程教學活動，促使小校能重現

生機。教育政策規劃頒布後，學校情境的落實，有賴學校人員的理解和轉化。而

在學校課程發展過程中，校長、行政人員及教師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陳聖謨，

2013）。 

偏鄉教育爭議的結構問題環環相扣，從教學現場、師生互動到學校經營運

作，均是影響偏鄉小校兒童接受教育的關鍵因素。尌雲林縣的小型學校課程變革

而言，縣府訂出計畫的大原則與方向，實際轉型仍需靠學校本身的策略規劃。

Smallwood（2003） 研究偏遠小學轉型成功的個案後發現：有助於學校成功發展

的因素有：學校成員關注於教學、親師與校長的溝通與合作、興辦各種鼓勵方案

及家長積極的參與、學生認輔制度、校內氣氛和諧、教師被以專業人員看待及學

生能感受到被關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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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本是弱勢族群翻轉人生，爭取向上流動的關鍵，台灣從 1968 年起開始

實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在提升每一個孩童都能得到均等的受教機會。學校要

轉型繫於校長領導功能的發揮汗和教師的積極參與。而關注學生學習成尌，提昇

學習品質更是偏鄉小校課程變革的焦點，學校各種機制與作為都是環繞在支持與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而來（陳聖謨，2013）。 

四、學校與社區關係：社區有教室 

學校是社區發展的動力，而社區則是學校教育的基礎，彼此應相輔相成、共

榮共生，林振春（1997）認為學校和社區的依存關係儼然成為下述現象：終生學

習社會的形成、促進社區總體營造、落實學校中心管理及提供資源整合利用，學

校與社區共有且共享資源，視彼此為共同之伙伴以及互為服務對象，讓學習觸角

相互延伸，摒棄本位思維，以形成共同生命。因此，林明地（2002a: 19）將學校

與社區關係定位為：「學校與社區關係是學校與其內、外公眾之間以相互尊重為

立場而進行有計畫的、持續的、雙向的、以及真誠的溝通歷程管理，強調利用溝

通媒體、參與、資源互惠、彼此合作，及相互服務等方式提升相互瞭解的程度，

以使學校運作良好，提高教育品質，獲致家長與社區民眾的支持與協助，並使學

校教育能適當地符應社區的需求」。 

台北縣積極推動「社區有教室」方案，提供學校課程發展的適切方向，並賦

予學生多元的學習內涵，以達成「社區有教室，處處可學習」的目標（陳浙雲、

余安邦，2002）。隨著社會不斷的轉型，學校也開始將教學內容與學習活動，和

學童賴以生活的社區相結合（余安邦，2001），學習的定義不應侷限於學校教育，

社區生活中的種種境遇都是學習的過程，都需要抱持學習的態度去實踐、體驗和

省思。九年一貫課程主張七大學習領域課程的連貫與統整，注重學生十大基本能

力的培養與發展，並強調「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教

育部，2003﹚，而此一教育目標能否達成，端視學校之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能否

貼近學生的真實生活而定，而「社區有教室」方案即提供學校進行九年一貫課程

的適切發展方向，並賦予學生更具意義的多元學習內涵因此，「社區有教室」方

案應被視為學校整體課程的一環予以實施。根據其實施地點區分，游家政（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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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學校與社區的互動可分為以下二種模式，一為社區資源帶進教室，二將教

室延伸到社區，「社區有教室」方案包括社區學習、社區探究和社區行動；重視

學生觀察、體驗、探索、行動的學習活動和多元評量方式（陳麗華，1997）。此

外，余安邦（2005）更認為「社區教師」是智慧燈火的牽引者，主張在地性行動

與全球性思考，秉持向地方學習，引導孩子回家的路。 

「社區有教室」課程發展的起點從學生所處學校與社區環境出發，從學生所

熟悉的社區情境慢慢延伸至陌生的場域，希望打破「全國統一一致」的教材的迷

思，將學校視為課程的發展中心也是社區的智庫，課程既是從社區的問題意識和

立場出發，教師得依據學生之生活經驗、知識背景與師生互動來調適其教學行

為，教師必頇透過行動研究觀察、紀錄與詮釋種種情境與行為，「社區有教室」

課程積極走入社區，並且主動研發和建構課程，因此其參與的人員除了學校人員

外，亦必需邀集社區人士、學者專家共同合作發展（洪啟昌，2006）。「社區有教

室」課程方案之推動，旨在將教學的場域由學校擴展至社區，讓課程教學與豐富

多元的社區資源結合，使孩子在自己居住生長的土地，透過潛移默化的學習，分

享經驗、交會心靈、轉化能量、創造成長，營造社區永續發展的潛在機制，達成

「社區總體營造」的終極目標（余安邦，2009）。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從社區與學校關係的觀點，對個案學校之轉型優質計畫進行分析探

討，採質性研究途徑，主要以參與觀察、學校檔案文件及深度訪談方式蒐集資料，

蓋因上述方式較能深入掌握研究參與者所欲表達之內涵，本研究觀察場域為中部

鄉鎮的一所小型國小，學生人數為 80 餘人,研究者在個案學校擔任教導主任，對

於學校轉型優質之運作有較深廣的切身感參與。為避免訪談對象不願面對敏感問

題而影響資料蒐集的厚實度，研究者極力說明訪談內容只提供學術研究，以取得

訪談對象極大程度的信任。     

本研究設計與實施包括對個案學校的描述、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信實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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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的描述，茲分述於後：  

一、個案學校的描述  

個案學校優質國小（化名）為山水縣（化名）的一所偏鄉小型國小，全校共

有 6 班，十多名教職員工，教師年齡分布甚廣，半數以上在個案學校僅有十年以

內的服務年資，學生約八十餘名，將近 70％為詔安客語族群,社區家長大都以務

農為主,其中一位致力於客家文化宣揚的意見領袖為地位崇高之地方仕紳。個案學

校校長接任邁進第二年，學校氛圍溫暖、良善，且為轉型優質第三年學校。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參與觀察、訪談為主要資料蒐集方法，另輔以文件資料進行分析，

採開放式提問方式鼓勵事情的敘事化，質性研究報告多以分析訪談資料作為文本

（Acker,1999），深度訪談相較於文件分析或量化資料，更能適切掌握關係人的觀

感，Merriam（1998）表示質化研究是要了解人們所建構的意義，他們是如何對

其生活世界解讀與建構意義。Creswell（2005）也表示質化研究是使用於研究的

問題所知有限，需要對現象細節作深入了解。由於本研究旨在了解社區資源對於

轉型優質計畫實施的轉化與實踐，故採用訪談作為資料蒐集的方法。，以下尌本

研究資料蒐集方法的三個渠道，分述如下： 

（一）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是一種實地觀察或是直接觀察（Lofland 和 Lofland，1984），研究

者為了對一個團體有所謂的科學瞭解，而與該團體建立和維持多面向和長期性關

係，Patton（1990）則認為參與觀察是一種完全浸入的研究情境。此外，研究者

為局內人，在該校擔任行政人員，且和研究參與者之間已建立足夠的信賴關係，

透過經驗分享，研究者十分瞭解該校之人際生態，比較容易獲取真切厚實的研究

資料。研究者自民國 102 年 8 月即開始進行觀察，至今將近半年時間，詳實藉由

正式場合、非正式場合，從旁記錄轉型優質計畫之運作，做成觀察手札，以供研

究佐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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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文件 

研究者蒐集和研究主題相關的文件，包括轉型優質計畫、校務會議資料、學

校行事曆、學校網站，這些資料的匯集與分析，對於研究者在資料的分析及掌握

上皆多所助益。 

（三）訪談實施 

質性訪談的優點在於詳細描述事情發生的經過，綜合不同觀點以探討言行的

背後意義，本研究實施訪談的進行前，研究者擬先根據文獻檢索架構將訪談大綱

擬定完備，每次訪談約半小時： 

1.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包含主任 A、教師 B、學生 C、學生 D 及社區文史工作者 E 共五

人，藉以發現被訪問者的觀點，以獲得「參與者意義（participant meanings）」

的資料。所謂「參與者意義」指於社會環境中的個人，構思其世界的方式，以

及他們解釋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或賦予意義的方式。所有訪談對象，均以研究參

與者稱之，藉以尊重研究的主體性。 

2.訪談大綱 

本研究之訪談工作規劃，從民國 102 年 8 月起至 103 年 1 月止，訪談範圍包

括個案學校對於轉優課程規劃、執行策略、執行成效、影響因素、及推動時所遭

遇之困境限制與解決之道。根據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大綱，冀以開放式，並做一次

以上的訪談以檢驗其概念建構，訪談大綱內容依次為： 

（1）您知道學校社區中，有哪些資源？其中有哪些社區資源是比較常被學校所

運用的？ 

（2）針對學生的學習而言，您覺得學校和社區文化有所連結或分離獨立比較

好？為什麼？ 

（3）您覺得學校課程運用社區作為學習資源有什麼優點或缺點，請舉例說明。 

（4）您認為個案學校與社區目前的關係如何？依此情勢看來，兩者關係會不會

有所改變？ 

（5）以個案學校的學校變革而言，您覺得那些社區資源對課程計畫有很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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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6）學校變革歷程中，請針對學校如何結合在地資源，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詳加

說明。 

（7）您感受到個案學校實踐「社區有教室，處處可學習」理念嗎？藉由那些課

程設計來進行？ 

（8）個案學校與社區的互動模式以社區資源帶進教室居多？或是將教室延伸到

社區為主？ 

（9）經過校本變革，您覺得學校體質真的可以因此而改變嗎？小校真的重現生

機了嗎？ 

（10）學校課程與社區資源的結合，是否提高孩子的學習效益？如何提高？ 

（四）資料檢核編碼分析 

透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及學校檔案文件蒐集而來的文本可對本研究起具體

作用，研究資料的分析是研究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也是研究討論的主要依

據。研究者於訪談後先在原始資料上作初步分類，謄寫成逐字稿後加以編碼，以

利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檢核編碼分析，首先以個別受訪者的訪談資料為分析單位，再

從逐字稿抽離重要概念加以命名；其次，比對不同受訪者的資料，再抽繹出共通

性主題，但也留意不同受訪者的歧異觀點，以強化探索的深度與廣度。訪談資料

編碼如：「A 主任 20130920 訪」、「B 老師 20130920 訪」即表示在 2013 年 9 月 20

日訪談 A 主任、B 老師；「C 生 20131229 訪」、「D 生 20140103 訪」表示在 2013

年 12 月 29 日訪談 C 學生、2014 年 1 月 3 日訪談 D 學生；「E 大師 20140108 訪」

表示在 2014 年 1 月 8 日訪談 E 文史工作者布袋戲大師；「20131020 轉優計畫」

即為 2013 年 10 月 20 日研究者探究個案學校之轉型優質計畫內容。 

三、研究信實度與倫理 

王文科（1995）認為質性研究的信度，是指研究者和參與者，互動形式的資

料紀錄、資料分析與檢核，確實詮釋參與者意義的一致性，因此除了修習質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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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相關課程，以增進對質性研究的認識與應用，研究者亦與教授、同儕討論研

究過程的疑點與盲點，以檢視研究方向是否謬誤，在研究的信度與效度方面，更

以 Linclon 和 Guba（1985）的可信賴性、可遷移性、可靠性及可確證性四個標準

作為基準。 

質性研究進入現場蒐集資料，常會面臨研究倫理的困境，因而研究者必頇對

研究倫理的衝突與問題進行反省（黃瑞琴，2005），Phares（1992）指出，在倫理

問題日益重視的研究趨勢中，特別是在知後同意以及在實徵研究中使參與者免於

傷害的保護問題，研究者必頇承諾保證受訪者的隱私權、安全、和退出研究的自

由（引自施佩芳，2010）。研究者以參與觀察者身分與被研究者間建立研究關係，

時時考量與受訪者間是否處在對等的研究地位，避免受訪者因為彼此身分立場問

題而影響其思考與回答方向﹙黃宗顯，1999﹚。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途徑進行中部地區一所小校作為研究的個案學校，並進

行學校效能的分析，基於保護研究對象之研究倫理原則，研究前詳細說明研究設

計、目的、問題、實施流程以及結果處理，並出示受訪說明，詳細說明對受訪者

權益的保障及尊重，以消除其疑慮；研究中並尊重受訪者的情緒感受、場地選擇、

時間決定及內容隱私權的維護，研究後個案學校與研究參與者皆以化名呈現，對

資料的呈現、分析與詮釋務求中肯，避免誤解與過度推測，一切皆以維護研究參

與者的權益為準則。 

肆、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一所小校實施轉型優質計畫時，其社區資源與學校變革中的

互動關係及個案學校如何藉由轉化與實踐社區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益。茲尌

研究發現的結果，逐一分析於後： 

一、社區資源與個案學校變革的互動關係 

社區資源與學校應將對方視為可運用的資源，且雙方互為共同工作的夥伴，

並視彼此為服務的對象（林振春，1997），學校與社區資源統整互享，社區資源

http://proxy.lib.ccu.edu.tw:3400/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6%96%bd%e4%bd%a9%e8%8a%b3%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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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深入探尋瞭解加以運用（陳國明，2006），個案學校和社區資源之間，彼

此合作，共同促進學校與社區的資源整合，共榮發展。 

（一）社區資源無時無處不風華：客語永續傳承 

優質國小位於詔安客語社區，屬一客語生活詔安文化學校，因此，保存傳統

文化及弱勢語言是學校教育重大使命，而其推行客語更是不餘遺力，希冀結合社

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以培養學生珍視在地詔安文化之素養。 

 

讓學生對在地詔安文化產生認同感相較於全球化的今日，要讓身

處詔安社區的學生，重新去定位他們出生的地方，並尊重和他日常生

活習習相關的大有文化，產生對社區的認同感，並成為一個優質公民

體現自己……（20131020 轉優計畫）。   

 

學校與家庭社區的語言文化斷裂是導致母語流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學

校的母語教育常被視為挽救母語流失的重要方法，個案學校透過環境建置和各種

學生比賽，強化了客家文化傳承與母語學習是客家社區營造必頇重視的基礎工

作，客語永續傳承也必頇從國小教育開始紮根，才能達到語言、文化傳承的深遠

意義。 

 

因為家長感受到客委會對客語的關注與重視，當初我是希望在進

行社區資源調查後，想要讓學生了解自己家鄉的在地民情，社區文史

及故事，讓大家的詔安客語都脫口而出。我更希望把社區活動中心，

建置成詔安客語學習教室，可以傳承詔安客語和藝術（A主任 20130920

訪）。 

 

在學校，我有選修客語，老師會鼓勵我們在家裡用客語和家人交

談，也會要我們多用客語聯絡情感，學校也會舉辦理一些客語教學活

動，上一次老師還幫我報名參加客語說故事比賽和尪仔冊講古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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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得到第二名咧（D生 20140109 訪）。 

 

母語教育是各族群語言生存的重要支援系統，欠缺母語教育常常造成母語流

失， 單靠學校的母語教育還無法挽救母語流失的危機，還需要注意家庭和社區

的母語傳承（張學謙，2004）。社區居民的共同關係亦由共同的文化背景轉變為

「聚集生活中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現代社區新的認同關係，這正是客家社區所

要面對族群與社區發展的重大課題（曾漢珍，2002）。 

 

開口獅及西螺七崁武術都已有文化傳承中心，在布袋戲的故鄉

○○鄉，建置詔安布袋戲文化廣場，更可讓詔安三寶完整保存。目前

○○鄉擁有為數不少的布袋戲劇團，其中以黃海岱先生的弟子「廖文

和布袋戲團」較負盛名。廖文和大師肩負文化薪傳的崇高使命感，已

連續七年指導優質國小掌中戲團，參加客語生活學校成果發表，及各

項社區詔安文化節表演，屢獲好評（20131020 轉優計畫）。 

 

詔安文史可說是優質國小學區內富涵藝文與語文領域教育素材的瑰寶，優質

國小位於農村地區，家長以務農居多，學生數一向不多，且家長多屬經濟弱勢。

然而，在文化不利的條件下，家長對於學校事務的參與卻願意全力配合，且樂道

詔安文史，對學校文化深耕教育亦能熱心提供，但因地方耆老識字不多，故多為

口說，少有文字記載。因此，只有教育學生去關懷、瞭解社區，進而去珍視詔安

文化的價值，才能使他們生活的各個面向與模式，都能融入社區，符應社區的需

求。 

（二）學校與社區之共生共榮：珍視社區資源 

學校與社區關係的研究漸受重視，為讓教育工作發揮極致的成效，應致力於

教育改革最根本的問題：改善學校與社區關係，鼓勵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林明地，

1996），進而重建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學校是社區發展的動力，而社區則是學校

教育的基礎，彼此應相輔相成、共榮共生，林振春（1997）認為這種新的依存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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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儼然促進終生學習社會的形成，且落實學校中心管理機制，並提供資源整合利

用，學校與社區共有且共享資源，視彼此為共同伙伴以及互為服務對象，雙方摒

棄本位思維，以形成共同生命。 

 

說到學校和社區的關係，其實…我覺得村子裡的社區發展協會和

學校配合得很好耶，大家一起推廣詔安文化，感覺很好啊。記得以前

社區和學校好像不太來往，最近幾年就不太一樣了，應該和我們在推

社區服務有關係吧（B老師 20131112 訪）。 

 

學校與社區多元互動關係之所以漸趨重要，主要在於此努力有助於兒童學習

成效提升，尤其是透過學校與社區共生共榮關係，雙方以培育兒童關心周遭生

活，融入社區生活文化為當前使命（林明地，2002a），並進而能為現在與未來的

社會福祉而努力。 

 

本階段將以社區營造與民眾參與方式進行，期能以專業角度整合

優質村及○○村等四個社區、優質國小師生之想法及與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山水縣府與鄉公所等行政部門資源，共同參與整體規劃之工作，

營造詔安客家生態博物館學習之生活空間，建構客家文化特色之學習

樂園（20131020轉優計畫）。 

 

學校應以課程發展為目標，設計教學活動，珍視社區資源，並透過社區可用

資源之分類與建檔，開發課程實施所需的社區資源，以達成教學目標，建立雙方

聯繫與溝通的管道（林振春，1997）。 

 

上一次，老師要我們去打掃學校附近的馬路，老師說，透過社區

服務，可以拉近學校與社區的距離，還可以為自己的家鄉貢獻一份心

力，我覺得還不錯啦（C生 20131229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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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社區應建立彼此溝通、協調、互動與相互支援的合作關係，使學校成

為凝聚社區意識的場域；也使社區成為學校教學的延伸，使學生的學習能以社區

之生活經驗為起點，逐步擴展（張繼文，2005）。 

 

基於「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理念，由優質國小配合○○

社區，建構詔安客布袋戲教學環境，讓詔安客語學習寓教於樂，必能

更見成效，相信透過大師的客語薪傳及國際交流，「讓世界看見詔安」，

是指日可待的（20131020 轉優計畫）。 

 

綜合以上所述，個案學校建構學校成為社區學習殿堂，希冀透過各種課程的

進行，保存與推廣詔安客語及文化。學校並透過地方說明會、相關座談會、諮詢

會、工作會或社區交流會及社區參訪等活動，與居民建立社區共識，作為轉優課

程規劃設計的依據，以轉化社區資源，強化雙方共生共榮之生命共同體機制。 

二、轉化社區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益 

以往的課程假定所有學生都具有類似的起點行為、背景與生活情境，於是有

「全國統一一致」的教材，事實上忽略學生所處的不同社區背景和經驗，「社區

有教室」則希望打破這樣的迷思，將學校視為課程的發展中心也是社區的智庫。 

（一）教室情境與社區脈絡的互通：社區有教室 

優質國小的課程乃自社區的問題意識出發，教師依據學生之生活經驗、知識

背景與師生互動來調適教學行為，教師頇透過觀察、紀錄與詮釋種種情境與行

為，以提升教學品質。「社區有教室」課程即是積極走入社區，主動研發和建構

課程，因此其參與的人員除了學校人員外，亦必需邀集社區人士、學者專家共同

合作發展。 

 

每個社區都有它特殊的傳統和價值，當初設計轉優課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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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希望教師可以蒐集社區的鄉土文物，補充自己的上課教材，進行

鄉土教學，或是請社區人士協助教學，相信這樣一定可以提升孩子的

學習效果的（A主任 20130920 訪）。 

 

將教室延伸到社區，兒童的學習必頇與經驗連結時，才會產生學習的效果。

Carlson (1970）認為把學生帶出教室，走進真實的世界，讓其親自觀察、操作和

體驗，不但能夠使學校課程生動化和活潑化，更能夠讓學生感知第一手的資料（引

自游家政，1999），如：戶外教學步道、參觀活動、社區訪問與社區服務、利用

社區的設備來源。 

 

學校轉優計畫中有一個社區踏查的活動，利用鄉旅采風行的議

題，進行校外教學，讓孩子們認識自己的家鄉，希望可以透過活動讓

學生學到課堂上無法學到知識，並能夠更愛自己的家鄉和社區，我覺

得效果好像很不錯喔（B老師 20131112 訪）。 

 

社區內不乏各種特殊技藝的人才、具有專業知能的退休人士，將社區資源帶

進教室，大多以人力資源、技術資源和文化資源為主，且以義工或免費方式提供

服務，如:家長參與帄常的教學、技藝人員協助社團活動或藝能科教學、協助學校

義務工作或服務、蒐集鄉土文物，編撰補充教材等（游家政，1999）。 

 

我和學校配合已經很多年了，我本身也是客家人，學校要推客語

布袋戲，我當然要挺到底啊，很多學校小朋友也都很有興趣，這是好

現象啦，他們學得歡喜，我嘛教得開心（E大師 20140108 訪）。 

 

星期一學校會上客語，星期四也有布袋戲，聽說教客語的林老師

是別的學校的退休老師，他的客語講得真的很好耶（C生 20131229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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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社區有教室」課程發展的起點乃從學生所處之學校與社區出發，從

學生熟悉的社區情境慢慢延伸，以達處處可學習的理想目標。 

 

學校之「社區有教室」方案係強調「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鼓

勵學校課程與社區文化進行互惠共享，透過團隊綿密的專業對話，研

發具有在地特色的課程內涵，並兼顧學生基本能力的學習與發展，以

落實培養在地好孩子的人文情懷，為課程與教學的發展開創新契機

（20131020轉優計畫）。 

 

「社區有教室」課程目的在於在將教學的場域由學校擴展至社區，讓學校教

育與社區資源結合，使孩子透過潛移默化的在地化學習，分享生活經驗、轉化能

量、創造智慧（余安邦，2005），營造社區永續發展的潛在能動性，達成學生協

效益提升的終極目標。 

（二）轉型優質課程深化探究：學校本位 

學校轉型優質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課程發展團

隊，除了校內人員之外，最好也能慎選合適的校外人士共同參與，引入校外的可

能資源。學校應該爭取社區與家長等「合作夥伴」，加入學校經營團隊，（蔡清田，

2002），如此更能彰顯學校本位課程。 

 

我們的轉優計畫是由縣府、公所、社區理事會、村里長與優質國

小為基礎，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計畫的推動，持續推廣詔安客家文化，

讓詔安客家文化成為各地區推動的重點，也成為山水縣○○鄉的特

色，這應該會是學校的特色和亮點（B師 20130920 訪）。 

 

教學與學習必頇扣緊社區文化情境脈絡特性之主張，更正是彰顯校際間的不

同特質與面貌，提供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最佳的切入點（陳浙雲，2001），期待轉

優課程將和其他課程設計有所不同。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第 40 期：33-62 

- 53 - 

     

當初在規劃轉優計畫的時候，我們就設定進行學校及社區人力物

力整合，共同規劃與設計，形成詔安客家文化學習型社區組織，由學

校帶領居民參訪鄰近社區辦理情形，鼓勵社區居民學習參與，共同營

造屬於詔安的學習樂園（A主任 20130920訪）。 

 

透過布袋戲的角色認識、操偶練習，客語口白的訓練，還有結合

客家文化的道具製作，再加上客語劇本的編寫，我相信學校小朋友一

定會學到和別的學校不一樣的東西，這種東西要經過比較才會知道啦

（E大師 20140108 訪）。 

     

學校教育工作者在從事課程發展時，往往只知臨摹技術，卻難以創發，使得

課程發展工作充斥著模仿複製（周淑卿，2002）。因此，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

中，除學校人員外，應結合社區人士和學者專家共同參與。教師若能有系統地運

用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便能將社區資源轉化成有利於學童學習的教學資源（余

安邦等，2002），以活化課結合社區資源之學校課程。 

 

上一次上藝術與人文課的時候，陳老師教我們唱客語歌曲，還教

我們用直笛吹客語歌謠，好好玩喔，本來我都不會吹，練習了很久，

同學也有教我，我總算學會了（D生 20140109 訪）。 

 

轉型優質計畫為鼓勵社區部落共同辦理或參與各項相關活動，如

客語生活學校計畫─詔安客語布袋戲、客語薪傳計畫、發揚鄉土暨傳

統技藝教育計畫─西螺七坎武術、鄉土踏查校外教學計畫─詔安傳統

建築參訪、詔安文化節活動等，讓學生及社區民眾了解並接受詔安文

化之美，激發保存及發揚詔安文化之意願及動力（20131020轉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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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學校課程融入社區學習之安排以了解學校所在社區之地理環境、

歷史發展、住民文化、社會生活為主，目的在形成學生之社區意識，傳遞社區之

既有知識。學校本位課程目標在培養社區意識，教學重點宜以蒐集資料、解說活

動、參觀活動、調查活動、描繪活動、發表活動，及表演活動等方式（陳浙雲，

2004），帶領學生探索社區兼具教育學習。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重心在於關注社區資源與個案學校變革的互動關係，及個案學校在

轉型優質計畫中如何藉由轉化社區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益。根據研究資料分

析，歸納出幾點結論與建議，分述如下： 

一、結論 

社區有教室課程方案在於確認學校與社區共同關注的問題，共同進行方案研

擬，結合雙方人員分工或合作進行問題解決，彼此配合，共享資源，並瞭解社區

民眾的需求，評估社區所具有滿足需求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資源，與社區民眾共

同研討可行的解決方案，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執行解決方案（林振春，1997），

以進行聚落生活環境之自力營造活動，凝聚社區與學校之向心力。 

（一）社區處處盡風華，語言傳承與推廣 

優質國小位於詔安客語社區，希冀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以培養學生

珍視在地詔安文化之素養。學校與家庭社區的語言文化斷裂是導致母語流失的重

要因素之一，母語教育是各族群語言生存的重要支援系統，單靠學校的母語教育

無法挽救母語流失的危機，還需要注意家庭和社區的母語傳承，只有教育學生去

關懷、瞭解社區，進而去珍視詔安文化的價值，才能使他們生活的各個面向與模

式，都能融入社區，符應社區的需求。    

（二）學校社區共生榮，資源統整與運用 

學校是社區發展的動力，而社區則是學校教育的基礎，學校與社區共有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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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資源，摒棄本位思維，以形成共同生命。學校應以課程發展為目標，透過社區

可用資源之分類與建檔，開發課程實施所需的社區資源，建立彼此溝通、協調、

互動與相互支援的合作關係，使學校成為凝聚社區意識的場域；也使社區成為學

校教學的延伸，並與居民建立社區共識，作為轉優課程規劃設計的依據，以轉化

社區資源，強化雙方共生共榮之生命共同體機制。 

（三）社區處處有教室，策略聯盟與共識 

優質國小的課程乃自社區的問題意識出發，將教室延伸到社區，兒童的學習

與經驗連結時，可產生高度學習效果，把學生帶出教室，走進真實的世界，能夠

使學校課程生動化和活潑化，讓學生感知第一手的資料。將社區資源帶進教室，

從社區出發，由學生熟悉的社區情境慢慢延伸，其目的在於在將教學的場域由學

校擴展至社區，讓學校教育與社區資源結合，營造社區永續發展的潛在能動性，

達成學生學習效益提升的終極目標。 

（四）轉型課程深內化，教學課程與導覽 

學校轉型優質中的課程發展團隊，最好引入校外的可能資源，學校應該爭取

社區與家長合作夥伴，如此更能彰顯學校本位課程，避免課程的複製。教學與學

習必頇扣緊社區文化情境，以彰顯校際間的不同特質與面貌，提供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最佳的切入點。學校教育工作者從事課程發展時，往往只知臨摹技術，使課

程發展充斥複製，教師若能運用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便能將社區資源轉化教學

資源，以活化結合社區資源之學校課程。 

總而言之，本研究探究學校方案的推展賦予學生多元的學習內涵，不僅關注

學生的在地意識，同時透過真實學習脈絡情境以增進學科能力的養成。引導學生

從狹隘的校園空間跨入寬廣的社區情境。各校若能視其需求及社區條件，將社區

資源融入學校整體課程之中加以實施，將可使學校本位課程呈現多元的風貌與豐

富的意涵。 

二、建議 

社區有教室課程方案的基本做法是推動社區走進學校，學校融入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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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與學校一體的共識，因而學校與社區人士共同經營社區中的學習環境，促使

文化植基於生活中，促進社區文化的保存與發展。 

（一）營造不同族群語言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 

語言隔閡及生活習慣問題，影響了第二代子女的教育情況。而族裔滅絕的社

會是當前的同化教育，此意味不同族群子女在主流文化薰陶下，將遺忘多元文化

的的記憶。因此，學校本位的課程教材設計應重視其他族群語言的價值，以小學

為例，如各國音樂欣賞、美勞、戶外活動等課程，加入一些其他族群的多元文化，

並配合不同族群語言教學，提供學童更多選擇，引導學童自我的健全發展，以營

造一個樂意學習多元文化的積極氣氛。 

（二）社區人才是學校學習成功的必要條件 

以學科教學為主流的學校脈絡常忽略了豐富的社區資源，學校課程可以運用

社區資源創造族群語文景觀，並以社區資源設計真實教材。此外，社區母語人亦

可擔任母語義工、母語師資來協助母語的推行。學校可更進一步把母語提升為教

學媒介語，運用統整的精神把母語融入學科教學情境中，如﹕準備教材、協助個

人化教學、協助咨詢、豐富學生的經驗、翻譯者、解說者等。 

（三）家庭環境是文化傳承重要的場所 

學校教育雖然重要，但仍無法取代家庭的文化自然習得環境。由於文化霸權

教育政策的關係，許多在地文化在科層體制中常被當做學習的阻礙，家長因而不

教孩子學習在地文化，導致在地文化在家庭教育中逐漸流失。學校應當提供家長

正確的觀念，讓學生對自己的母語文化產生歸屬感，去除主流社會的污名化，以

提升族群文化的聲望，能讓學生發展族群的語言能力，讓母語成為有效溝通工具。 

學校轉型優質的最終目標在於「校園空間活化」、「特色課程創新」、「在地文

化深耕」、「優勢智能啟迪」、「社區學校共榮」，秉持這樣的教育理念，個案學校

親師生共同努力，希望結合社區資源，將優質國小建構成為卓越優質具特色的學

校。而社區有教室即是鼓勵教師師積極與社區專業人士或文化團隊，共同規劃課

程、合作教學，其目的更在於消彌課程複製、化解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化危機、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第 40 期：33-62 

- 57 - 

回應學校本位課程期待，以及掌握統整課程與協同教學創新精神（陳浙雲、余安

邦，2002）。面臨在地文化存亡時刻，學校應深耕在地文化，教導學生珍惜傳統

文化資產，培養「愛鄉、愛土、更愛光宗耀祖」的情懷，期待學生珍視在地文化，

對在地文化產生認同感，對社區產生歸屬感，並成為一個優質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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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as Classroom：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of Case School 
 

Wen-Chaw Chuang 

 

Abstract 

The " community as Classroom" program hopes, through enhanc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o construct resource network of the 

school and community, to expand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school-based programs, 

and to organize the collaborative school teaching teams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field. The target is to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s from school to the 

community context and to convert abundant community learning resources. In this 

study, "Community as Classroom" is the main theme exploring the school-based 

organizational change for the field. The researcher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with the 

observer's insider perspective, explore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high-quality 

case school restructuring plan, hoped to make comparison wi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and explored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case and its community practice, and transformed the situation of resources to 

summarize specific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chool. 

For this school organizational change ca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the important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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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s: 

(ⅰ)The community makes elegance everywhere as the inheritage and promotion of 

native language integrates into the student life, and meets the need of community 

people. 

(ⅱ)The community might coexist and prosper with school, as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practices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are on the 

same boat. 

(ⅲ)Community is as classroom everywhere,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alliance 

consensus of school communities and achiev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learning. 

(ⅳ)The transition deepened within the curriculum, taught and guided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transformed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in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Keywords: community as classroom, organizational change, 

transformation of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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