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教育政策執行成效及其成因 

 

本章承續上一章，以分析架構中，執行主體與利害關係人之「認知」、「意

願」、「能力」與「溝通」等四個指標，對訪談內容加以分析，俾了解教育政策之

執行成效與形成原因。最後再依據分析之結果，進行研究架構的驗證。 

本章共分四節：一至二節分別呈現執行主體（教師代表）與利害關係人（家

長代表）之訪談內容與分析；第三節就訪談分析內容做一彙整，第四節則進行研

究架構的驗證。以下分述之。 

 

第一節 執行主體：教師代表的意見與分析 

 

本節將說明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作為執行主體之一的教師，對於該政策

的認知、執行意願與執行能力等面向，以及教師與利害關係人（家長）之間的溝

通情形。以下分述之。 

 

一、 認知面向 

 

首先，在教師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認知上，受訪者對「學校願景」

的了解是： 

…我們升旗的時候，校長有說，這個是我們的精神，希望大

家能夠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呀！所以讓學生知道這個，也許對他的



人格感化也有點影響…事實上這樣一個願景是講” want to be”

嘛！是想要去達成的…（受訪者編號 01） 

⋯理想上是這樣沒錯，讓學生除了讀書以外，還要培養人

格，其實這個是不違背、也不衝突的⋯（受訪者編號 02） 

基本上，受訪者對「學校願景」的了解，多半限於願景的理想性、

描述性，而未能深入說明新中本身願景的獨特性。究其原因，受訪者說

明了此一願景的提出背景： 

這是教務處這邊先擬初稿，再讓課發會去討論，看有哪些

地方要修正、調整。（受訪者編號 05） 

⋯我覺得它是一個紙上作業。並沒有為了這個讓很多老師

去討論、研究⋯這是他們自己訂出來的，然後就公告說我們有這

個願景、目標。這個願景，我懷疑說，學校有沒有去宣導，或是

讓大家有共識，要追求。（受訪者編號 03, 09, 11） 

⋯他那時說要抽測，但後來就沒抽。⋯就是宣導一下。只

是希望大家重視一下。（受訪者編號 01） 

新中的學校願景，是由教務處擬初稿，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確認之

後，就交到各教師手中，並上網公佈。整體過程僅有少數教師參與，大

多數皆為事後得知，故教師對此一願景的認同感並不強。 

 

二、 意願面向 

 

其次，在執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意願方面，受訪教師提出如下意見： 



⋯我們學校有發展很多社團，都是蠻優秀的⋯，包括管樂

團、絃樂團等等，也包括像國語文競賽。現在問題是說，學校的

重點還是放在升學，那這些社團通常是一、二年級，三年級就要

準備學測，這也是蠻可惜的，就是他可能要為了升學，放棄前兩

年的基礎。⋯其實最根本的是要啟發學生，其實不管制度怎麼

改，東改西改，老師的愛心是不會變的，老師希望學生好是不會

變的。只要老師能夠秉持這個原則，不管教育怎麼改，學生永遠

是受益人。（受訪者編號 02） 

⋯小學的課程發展比較順利，因為他們沒有升學壓力，可

以真正從學校本位去做發展。國中還是會考慮這個部分。所以在

國中部分還沒反映到這裡來。因為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還要考慮

很多額外的，像人力，沒辦法像小學那麼快。⋯這種事情是慢慢

在修。雖然這個課程沒有像以前一樣，舊課程思考比較多，包括

在課程內容方面、教學方面，都先經過實驗。（受訪者編號 05） 

受訪者認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既屬於教育改革的一環，還是有其價值存

在，只要對學生有益，教師都會願意付諸實行，只是，基於理想與現實的落差，

受訪教師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支持是有所保留的。 

 

三、 能力面向 

 

再者，提到實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所需的能力時，受訪者表示： 

我覺得課程計畫到底⋯。因為我自己還有更多的心力是實



施課程教學，這方面我可以預想教學的詳細流程，這部分可以事

先自己構思。所以我不知道這個東西還可以怎麼做。你說不做

嘛⋯？對，他又要備查。可是根本不可能事先預想計畫。在實際

教學的時候一定會作修正，不可能一開始就把最美的、最完整的

課程規劃出來⋯（受訪者編號 05） 

⋯說實在的，我覺得這對老師來說，不是最好的方式，而應該是去

發展很好的教案，就是老師們在教學上想到很好的點子，這部分才是對

老師最有幫助的。（受訪者編號 05） 

學校課程計畫是由各領域課程計畫所組成的，而發展領域課程計畫，對受

訪教師而言，是全新而陌生的任務，必須花費許多心力才能做好。但以教師的角

度而言，時間、心力有限，應當將資源投注在對學生有直接助益的課程、教學上。

是以，若一定要教師具備發展課程計畫的能力，將造成教師的困擾與額外的重擔。 

此外，有鑒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理想性，受訪教師也提到整體大環境的

現實與無奈： 

⋯不管教改怎麼改，整個教學、考試模式都還是學測⋯（受

訪者編號 05） 

國民中學背負的龐大升學壓力，令教師感到施展不開，在此情形下，學校

本位課程幾乎毫無發展的空間。 

 

四、 溝通面向 

 

最後，在溝通此一觀察面向上，受訪者談到： 



⋯教學研究會裡面，老師才能集合起來⋯（受訪者編號 10） 

⋯其實，討論時間沒有很長，大部分都已經是既定的決策

了，只是讓你看一下有沒有小小的問題而已⋯所以我們到課程發

展委員會去的話，通常應該是說，參加一個說明會而已，不是一

個討論會⋯所以我覺得好像沒有「發展」？什麼叫發展委員會？

好像沒有去做發展，就是遵循一些規定⋯（受訪者編號 01） 

個案學校由於規模龐大，多數科目的教師數少則十幾位，多則如國文科有

數十位、甚至百位以上，彼此要作充分溝通並不容易。而學校行政亦未設法透過

行政機制調整，協助教師形成教學群（受訪者編號 07, 08）。此外，在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上，領域教師能夠參與討論的空間也不大，以致於受訪教師在會議中

參與感較低。 

 

第二節 利害關係人：家長代表的意見與分析 

 

本節將呈現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作為利害關係人的家長，對於此一政策

的認知、配合意願與配合能力等面向，以及家長與執行主體（教師）之間的溝通

情形。以下即分別說明。 

 

一、 認知面向 

 

在家長部分，受訪者首先談到對學校本位課程的認知：  

他上課的內容，美術多一節，就是好像有些藝能科的節數會多出來⋯ 



⋯課程方面，因為他希望你快樂學習，所以藝能科會給你多，那藝

能科多的話，相對的一些課程會減少。就是課程的內容還是蠻多的，會

教不完。教不完的話，很趕，那小孩子的吸收能力不可能那麼好，所以

效果就會比較差⋯ 

⋯它是強調要讓我們啟發的、比較活潑的教學⋯ 

⋯小孩子程度相對會比較高。⋯這是九年一貫跟以前最大不一樣的

地方，九年一貫是要你懂，他的考試題目是在課本上找不到的，但是他

觀念是在課本裡面，所以你要學那個觀念⋯（受訪者編號 02） 

受訪者提到，學校本位課程是希望透過活潑、啟發式的教學，讓學生理解

課本中的觀念，也就是避免死背，力求融會貫通。而實際上發生的改變是，藝能

科時數增加了，相對也減少其他學科的上課節數，造成學科教師趕課現象，影響

學生學習效果。 

這樣的認知，也包含了對學校本位課程政策負面缺點的憂心：  

⋯學校課程講完，時間也差不多了，老師沒有辦法更深入、進一步

的去分析、講解，所以它還是在死背的階段。那唯有靠補習班，靠他們

補習班老師來給他啟發、開導，讓他能夠理解⋯ 

⋯在學校的時間，教那個課程教完就差不多了，沒有辦法多餘的時

間再去做一些引導。⋯變成他要去上補習班，補習班的需求量也是增加

了⋯現在這個補習問題很嚴重、很麻煩，這樣的話會貧富差距⋯因為現

在貧富差距本來就越來越大了，那不是每個人都付得起，那貧富差距越

大，造成社會階級會形成，付不起的人永遠就是在下面⋯ 

⋯現在這種改革教育變成說，有錢的會佔便宜，有機會多學一點，



那沒有錢的就可能會是弱勢的，沒有辦法多學一點，這樣子差距越拉越

大⋯（受訪者編號 02） 

受訪者指出，學校本位課程注重觀念的啟發，課堂上需要更多引導與討論，

讓學生習慣主動思考。但學生在校時間有限，使得學校教師無法完全發揮，間接

造成了「補習問題」。 

 

 

 

 

二、 意願面向 

 

在意願面向上，受訪者提到，國中家長的傳統觀念有待轉變：  

⋯因為現在第一個是家長有「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這種觀念，

所以家長方面不能改⋯有一些就侷限在這種觀念的問題，因為制度是比

較新，但觀念是舊的，如果觀念沒有辦法跟著制度來改，那當然這樣子

改革就會出問題了。那的確有很多負面的效應，也有正面的效應。所以

一改就是不能回頭。問題是改，現在又亂七八糟，不改又不行，可是改

了又亂，所以現在也是⋯是無奈⋯ 

⋯事實上家長對課程方面比較沒有參與，也沒有辦法去做深度的了

解，他也不會覺得課變多變少，他不會關心到這些，他是關心學生的課

業方面⋯（受訪者編號 02） 

受訪者認為，家長對學校本位課程政策的參與意願偏低，主要原因是傳統



觀念未轉變，仍關注學生的課業學習與升學問題，亦直接影響國中實施學校本位

課程的成效：  

⋯他們（家長）現在最關心的還是學測這個部分。（受訪者編號 04, 

10） 

⋯老師的方面，一定要配合家長，所以你也很難有創新的教法，或

是說有發揮的空間，這比較困難⋯觀念不改的話，整個制度沒有辦法去

實行，還是會照舊，拼升學率，把學生拉過來，何況現在學生越來越少

了。學校要吸引學生，一定是第一個，你不管學校多美、有什麼軟硬體

設備，他還是看升學率⋯（受訪者編號 02）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希望透過各校發揮自身的特色，設計出以學生學習

為中心的學校課程，一方面活化課程教學，另一方面減輕學生學習負擔，均衡五

育發展，達成教育改革的理想。然而，新的制度需要新觀念的配合，才能使其運

作步入正軌，而國中家長的傳統觀念，仍重視學生的升學表現，對於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的參與意願低落。 

 

三、 能力面向 

 

在能力面向上，受訪者提到：  

⋯設立家長會辦公室，⋯家長委員來開會也比較方便。以前比較不

重視這些，都是少數人而已⋯ 

⋯（課發會）現在是有家長委員⋯我們現在是停留在比較「義工」

的層次。⋯那教學方面還沒有。比如說如果有律師事務所，對於法律方



面就可以提供我們這方面⋯但目前這方面還是沒有進行⋯（受訪者編號

02） 

國中課程分科精細，且教學內容較深，一般家長在課程、教學的參與上，

受限於專業門檻，無法深度參與；對於學校事務亦缺乏參與經驗，目前僅能提供

行政單位的「義工」人力資源，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上，尚未能稱職扮演夥伴角

色。 

 

 

 

四、 溝通面向 

 

最後，在溝通面向上，儘管參與有限，受訪者卻認為，家長在學校經營上

的角色將日益重要： 

（權力）下放應該是下放給老師、家長還有學生，尤其是學生家長。

（受訪者編號 01） 

⋯家長會長有時會在重要場合出現。聚餐他也來過。甚至以前開會

啊，他也會來。⋯照道理說，他可以參與學校的經營⋯學校提供他們辦

公室，是表示一種尊重，家長也應該有參與權。⋯這反映時代的潮流吧！

突顯家長也有教育決定權。（受訪者編號 03） 

⋯現在是主張教育要行銷，我們現在是用企業經營的方式來經營學

校，就是學生是顧客，我們要把學生當成顧客，然後對於顧客要積極讓

他滿意。那⋯我們行銷對象除了學生之外，家長也是我們的顧客⋯（受



訪者編號 02） 

是故，家長雖非教育專業人士，但基於時代的潮流、學校經營理念的轉變，

以及教育改革的推行，家長參與學校事務是有正當性的。然而，目前新中家長僅

擔任行政單位的義工，在課程發展上還未能融入討論，故需要加強相關知能，尤

其是增進對學校本位課程的了解。 

進言之，家長注重升學的傳統觀念，影響了其本身參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的意願，也造成學校、教師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限制。此種觀念有待時間逐步轉

變。 

 

第三節 小結 

 

由訪談內容觀之，接受訪談的教師和家長代表，對於學校本位課程政策的

認知層次略有出入、參與意願有所不同，執行能力亦有差別，而不同身分受訪者

之間的溝通情形並不理想，仍有心態上與制度上的障礙需克服。分述如下。 

 

一、 認知面向 

 

在教師方面，受訪者認為，學校本位課程賦予教師某種自主權，可以參與

學校課程發展的決議，如課程節數、走向等，此一改變「至少是一個起步」（受

訪者編號 03）。另一位受訪者則認為，目前的課發會中，與會者的交流、討論尚

嫌不足，課發會並沒有發揮應有功能（受訪者編號 01）。整體而言，受訪者對「學

校願景」的了解，多半限於其理想性、描述性，而未能深入說明新中本身願景的



意涵。 

家長部分，受訪者則提到，學校本位課程是希望透過活潑、啟發式的教學，

讓學生理解課本中的觀念，也就是避免死背，力求融會貫通。而實際上發生的改

變是，藝能科時數增加了，相對也減少其他學科的上課節數，造成學科教師趕課

現象，影響學生學習效果。這樣的認知，也包含了對學校本位課程政策負面缺點

的憂心，也就是學校本位課程其實是注重觀念的啟發，在課堂上需要更多引導與

討論，讓學生習慣主動思考。但學生在校時間有限，使得學校教師無法完全發揮，

間接造成了「補習問題」。 

 

二、 意願面向 

 

受訪教師認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既屬於教育改革的一環，還是有其價值

存在，只要對學生有益，教師都會願意付諸實行，但是，基於理想與現實的落差，

受訪教師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支持是有所保留的。 

在家長部分，受訪者則認為，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參與意願偏低，主要

原因是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觀念並未轉變，仍關注學生的課業學

習與升學問題，亦直接影響國中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成效。 

 

三、 能力面向 

 

受訪的教師代表指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對教師而言，首先要面臨的就是

時間、進度壓力；此外，也牽涉到課程行政的細節。另外，以教師的角度而言，



時間、心力有限，應當將資源投注在對學生有直接助益的課程、教學上。是以，

若一定要教師具備發展課程計畫的能力，將造成教師的困擾與額外的重擔。 

受訪的家長代表則提到，家長在課程、教學的參與上，受限於專業門檻，

且以往對於學校事務亦無參與經驗，目前僅能提供行政單位的「義工」人力資源。 

 

 

四、 溝通面向 

 

教師代表認為，在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中，能夠參與討論的空間不大。同

一領域的教師為數眾多，彼此要作充分溝通並不容易。 

家長代表則指出，目前新中家長僅擔任行政單位的義工，在課程發展上還

未能融入討論。但家長會辦公室的設立，為家長的教育參與提供了良好基礎。 

儘管參與有限，受訪者卻認為，家長在學校經營上的角色將日益重要。是

故，家長雖非教育專業人士，但基於時代的潮流、學校經營理念的轉變，以及教

育改革的推行，家長參與學校事務是有正當性的。然而，目前新中家長僅擔任行

政單位的義工，在課程發展上還未能融入討論，故需要加強相關知能，尤其是增

進對學校本位課程政策的了解。 

 

第四節 研究架構的驗證 

 

本節為研究架構的驗證，承續前三節對訪談資料的分析，本節將以此為基

礎，分別討論：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否開始啟動？以及其發展成效及



檢討。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成效 

 

個案學校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在組織上成立了「課程發展委員會」，在運

作上按時召開各次會議，並經由會議結論，提出了學校願景作為發展學校本位課

程的依據。這些行政層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步驟，可謂按部就班、中規中矩。 

然而，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重要參與者─教師與家長的角度觀之，個案

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亦僅停留於行政的、理想化的執行層次： 

⋯基層老師何時有權力參加決策呢？連全國教師會，偶而在某些關

鍵時刻，曾經跟教育部長座談而已，關鍵時刻才有⋯（受訪者編號 01） 

⋯改革的人跟我們實際上是脫節，他不曉得我們實際情況，所以怎

麼改？你看病總要說，病出在哪裡？找出病的根源。他現在根本病的根

源都不知道，就隨便改。你曉得，整個大環境他也沒有銜接，文化的因

素，不是說外國的制度引進來就有用，文化的根源要先改⋯（受訪者編

號 02） 

⋯一個體制已經那麼多年了，你要突然把它一百八十度轉變，很難

轉。就像個巨人一樣，你要他轉彎也要慢慢轉⋯（受訪者編號 03） 

受訪教師一再指出，改革本身無可厚非，但值得批評的是執行改革的作法。



以個案學校而言，要找出學校特色、提出願景，應該是讓多數教師共同討論、一

起發掘學校文化與共同價值，如此由下而上的學校課程發展，才能深入而長久。 

即使以起步階段來觀察個案學校的課程發展，個別領域的教師群亦未能有

效形成。除了受限於教師人數眾多、溝通效率不佳之外，相關制度亦未能提供促

進凝聚的動力，如：原有教學研究會功能不彰、新增「專業對談」時間過短且流

於形式…等，凡此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皆為不利條件。 

長遠以觀，良好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應該全校總動員，以「由上而下

的行政規劃」為基礎，「由下而上的集思廣益」為動力，在各種正式、非正式溝

通中，經由辯證過程，調和期望與意見的衝突，找出各方利益的平衡點，並持續

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整體過程。 

整體而言，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由上而下的行政規劃方面已

有一定基礎，然而最重要的由下而上集思廣益方面，仍有待加強。當務之急，在

於如何將學校願景落實為多數教師的教育願景，使領域教師建立群體認同感，進

而著手設計學校特色課程。 

 

二、影響個案學校課程發展成效的原因 

 

如上所述，個案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上的成效未臻理想，究其原因，

可分為以下四方面來說明： 

 

 

 



 

（一）認知面向 

 

學校教師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認知不夠深入，不知其然，更不知其

所以然。學校願景雖已提出，但其提出過程未經充分討論與意見辯證，致使教師

對其難以產生認同。 

一般家長受限於專業門檻，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參與顯得力不從心，

且其缺乏參與學校事務的經驗，故在現階段仍無法充分認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的意涵。 

因此，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既無法取得教師與家長的普遍認同，

自然缺乏使其落實的重要動力，因而導致成效不彰。 

 

（二）意願面向 

 

學校教師認為，對學生有益之事，皆值得努力以赴。學校本位課程強調認

同學校、建立特色，使學生以校為榮，故具有理想色彩。然而，欲落實「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尚須許多其他條件配合，故教師對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意願是有

所保留的。 

一般家長則多仍抱持傳統觀念，注重學生的課業學習與升學表現，對於理

想化的學校本位課程並無參與意願，此點也直接造成個案學校課程發展的障礙。 

 

 



（三）能力面向 

 

教師欲有效進行課程發展，需要具備相關知識、技巧，並有充足時間等資

源。然而，個案學校因相關制度不健全、缺乏教師群之傳統，以及背負龐大升學

壓力等，致使教師尚未能勝任發展領域課程計畫的任務。簡言之，個案學校欲發

展學校本位課程，尚須補強若干能力。 

而在家長方面，因學校課程為教師專業領域，一般家長缺乏參與討論所需

的專業背景，且其亦無參與學校事務的經驗，是以，家長亦缺乏參與發展學校本

位課程之能力。 

 

（四）溝通面向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校需要集結各領域之課程發展，化整為零，由下而上集

思廣益，方能建功。而個案學校之個學習領域，教師為數眾多，溝通效率不佳，

相關制度亦未能適時彌補此一障礙，以致各領域教師群尚未建立，發展學校本位

課程之任務自然難有成效。 

而在家長方面，該校以往並無家長參與學校事務之傳統，在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過程中，家長也未與其他參與者密切互動，故未能扮演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

協力夥伴角色。 

 

綜上所述，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參與者，在認知、意願、能力與

溝通面向的表現均不理想，以致於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成效不佳。雖然



個案學校在由上而下的行政規劃上能提供良好基礎，有助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

進行，然而，在最重要的由下而上集思廣益面向，個案學校仍有許多進步空間： 

相關參與者無法對學校願景產生深刻認同；學校文化尚未轉變，教師與家

長缺乏致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意願；資源不足，教師與家長對於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力不從心；最後，個案學校規模甚大，且有後天條件上的缺憾，以致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重要參與者未能有效溝通。 

 

以上即為本章對研究架構所進行之驗證。經由前述討論，本研究發現，研

究架構中所包含之四項觀察指標，確能指示出個案在相關教育政策上的執行成效

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因此亦得以提出具體建議，提供個案學校改進課程發展之

參考。下一章即就本研究之結論與後續建議詳細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