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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評鑑概念與基礎探究 

郭昭佑、陳美如* 

摘    要 

本文係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進行基礎探究。首先從課程評鑑者內外部角
色的相對性概念談起；其次探究在內外部課程評鑑相對性的諸多層級中，為何取
學校為中心？接著，依循學者看法與實徵研究，嘗試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作一初
探的定義，並分析其要素；然後從形成性、總結性、心理與社會政治等向度，分
析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獨特的評鑑功能，最後將針對其特殊的內涵逐一探究，並藉
此釐清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在課程評鑑發展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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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評鑑概念與基礎探究 

郭昭佑、陳美如* 
 
二十世紀末台灣的課程改革以「九年一貫課程」為名，除了強調國民中小學

課程的連續性外，包括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課程統整、能力本位…等重要概念，
更一次顛覆傳統的課程發展模式，其中以學校為本位，授權第一線的教師成為課
程發展者更是讓傳統教師「課程實施者」的角色，轉變為「課程發展者」的角色。 

基於權責相符原則，教師既成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者，課程的品質自然須由
學校與教師負責，「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中即明列「課程評
鑑範圍包括：課程教材、教學計畫、實施成果等」，更敘明課程評鑑應由中央、
地方政府分工合作，各依權責實施：「中央係負責建立各學習領域指標，並督導
地方及學校課程實施成效；地方政府則負責辦理與督導學校舉辦各學習領域表現
測驗；而學校則必須負責課程與教學的評鑑，並進行學習評鑑」(教育部，1998)。
因此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倍受重視後，為維護課程品質，有利學生學習，「學
校本位課程評鑑」議題接續著刺激校園的課程發展文化，更讓教師的專業成長有
了更進一步的方向，然而，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究竟與傳統的課程評鑑有何不同，
在課程評鑑的發展上的定位是什麼，似乎仍不甚清楚。 

因此，本文將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進行基礎探究，以釐清其樣貌。首先
從課程評鑑者內外部角色的相對性概念談起；其次探究在內外部課程評鑑相對性
的諸多層級中，為何取學校為中心？接著，本文將依循學者看法與實徵研究，嘗
試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作一初探的定義，並分析其要素；然後從形成性、總結性、
心理與社會政治等向度，分析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獨特的評鑑功能，最後將針對其
特殊的內涵逐一探究，並藉此釐清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在課程評鑑發展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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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評鑑者內外部角色的相對性概念 

一、內外部評鑑的差異 

如由評鑑單位的角度區分評鑑類型時，多數學者認同內部評鑑 (internal 
evaluation)與外部評鑑(external evaluation)的區分方式(Mathison, 1994; Russell & 
Willinsky, 1997; Scriven, 1991)。Marsh 和 Willis(1999)更指出內外部評鑑是教育評
鑑中隱含的兩極化價值立場之一(如表 1)。 

表 1  一些教育評鑑中隱含的兩極化價值立場 

診斷的與形成性的 ────────────── 總結性的 

非正式的 ────────────────── 正式的 

標準參照的 ──────────────── 常模參照的 

過程 ─────────────────── 產品 

學生判斷的 ──────────────── 教師判斷的 

內部的 ────────────────── 外部的 

內含一切學生的 ─────────── 限制排除某些學生的 

人文的 ────────────────── 科技的 

資料來源：Curriculum-alternative approaches(2ed.), by C.J. Marsh, & G.Willis, 1999, U.S.A.: 
Prentice-Hall, Inc.  

 
在表面上，如以教育機構為單位，內外部評鑑的區別很清楚，只要是教育機

構內部成員對機構內相關評鑑客體所進行的評鑑活動，即可稱為內部評鑑；相對
的，只要是教育機構以外的人員對機構內相關評鑑客體所進行的評鑑活動，即稱
之為外部評鑑。 

然而，在內外部評鑑的差異上，許多學者認定並不僅止於上述內外部的表面
意涵之區隔而已，而認為有更進一步的實質意涵。在他們的認定上，內部評鑑係
教育機構基於自動自發精神，發揮自我反省與批判能力，由教育機構本身規劃與
執行的評鑑活動，目的在發展與改進教育機構的品質；而外部評鑑係由教育機構
之外的團體或小組來執行評鑑活動，包括政府、督學或視導人員、訪評或檢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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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同僚等，通常以符合績效責任要求為其主要目的(蘇錦麗，1997；Nevo, 1995)。 
蘇錦麗(1997)更以高等教育為例，由精神、發起者、目的、角色、強調的品

質、評鑑作法、評鑑工具、實施方式、時間、報告的處理方式、報告的運用等項
目，比較內外部評鑑的差異(如表 2)。 

表 2  內部評鑑與外部評鑑之比較 

項目 內部評鑑 外部評鑑 

精神 自我管制 外在認証/認可 

發起者 高等教育機構 高等教育機構之外的團體(通常是政府) 

目的 自求改進 証明符合績效責任的要求 

角色 形成性評鑑 總結性評鑑 

強調的品質 內在品質的改進 外在品質的控制 

評鑑作法 品質評估、品質保証 品質審議 

評鑑工具 自我評鑑、同僚評鑑 審議者/後設評鑑者之評估 

實施方式 自我評鑑 訪問評鑑 

時間 長(通常為一至二年) 短 

報告處理方式 不公開 公開 

報告運用 作為改進參考 作為學生及其雇主選校、選才之依據；作為
政府或其他單位經費補助之依據 

資料來源：引自高等教育評鑑-理論與實際(頁 22)，蘇錦麗，1997，台北：五南。 
 
由此可知，如以學校為單位，內外部評鑑的區分並不僅代表學校內部人員或

外部人員，對學校所進行的評鑑活動表面上的差別而已，而更有其實質意涵的不
同。所謂內部評鑑係指學校為瞭解學校系統之教育品質所主動進行的評鑑活動，
評鑑者為學校成員，直接向學校負責，並以學校發展與改進為主要目的；相對的，
外部評鑑係指學校外部之教育權力，為瞭解學校系統之教育品質所進行的評鑑活
動，評鑑者由學校外部人員組成，以績效責任為主要評鑑目的。兩者特質主要差
異如下(改自郭昭佑，2000)： 

1. 評鑑者不同：內部評鑑的評鑑者為學校內部成員；而外部評鑑則為學校以
外的人員。 

2. 評鑑動力源不同：內部評鑑的動力大多源自於學校本身，基於學校需求、
自我要求或為爭取外在認可，較屬於自發性、主動性的評鑑；而外部評鑑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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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源自於學校外部的教育權力，對學校而言多屬於配合性、被動性的評鑑。 
3. 評鑑目的不同：內部評鑑目的多以學校發展與改進為主，較屬形成性評鑑

功能；而外部評鑑目的多以績效責任為主，較屬總結性評鑑功能。 

二、內外部評鑑差異的首要特質—評鑑者 

由此可知，純粹的「內部評鑑」不只評鑑者是內部的，動力也源自於內部的
主動性，代表的是一種為了學校發展與改進的「主動性的內部評鑑」(如圖 1)；相
同的，純粹的「外部評鑑」不只評鑑者是外部的，動力也源自於外部，代表的是
一種對學校績效責任有所要求的「被動性的外部評鑑」(如圖 2)。 

        
發展改進 

               
內部評鑑者 

              主動性 

 
圖 1  純粹內部評鑑的重要特質組成圖 

績效責任 
 

外部評鑑者 
              被動性 

 
圖 2  純粹外部評鑑的重要特質組成圖 

當然，有一些內部評鑑，評鑑者雖是學校內部成員，但動力卻源自於學校外
部，或是以績效責任為主要目的；例如台灣現行教育評鑑活動，在外部訪評前多
會要求學校先進行自我評鑑，學校在進行此一自我評鑑時，評鑑者雖然是學校內
部成員，但動力卻源自於外在，是消極被動的，也多因循外部評鑑之績效責任目
的，因此表面來看雖是內部評鑑，卻是「被動性的內部評鑑」，少了內部評鑑的
內部動力源及發展改進目的之重要特質，是不純的內部評鑑。 

自然也有一些外部評鑑，評鑑者雖是學校以外的人員，但動力卻源自於學校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第十六卷第一期 6 

本身，或是以學校發展與改進為目的，例如許多學校所進行的自我評鑑歷程中，
除內部評鑑外，更主動邀請外部專家蒞校訪評指導，評鑑者雖是校外成員，動力
卻源自於校內，是積極主動的，也多以發展與改進學校為目的。因此表面來看雖
是外部評鑑，卻是「主動性的外部評鑑」，是不純的外部評鑑。 

綜上所述，從內外部評鑑特質差異的三個向度，可區隔如下列模型圖： 
           

績效責任 
            發展改進 
              
                       內部評鑑者  外部評鑑者 

主動性 
 
 
              被動性 
 

圖 3  內外部評鑑重要特質差異組成模型 

由上述分析可知，內外部評鑑最直接的區隔應是「評鑑者」，也就是說，不
論其動力源是內部或外部，也不管評鑑目的是發展改進或績效責任，只要評鑑者
是內部評鑑者，即屬於內部評鑑，如評鑑者為外部評鑑者，即屬於外部評鑑。因
此，評鑑者是區隔內外部評鑑的首要特質。 

三、內外部課程評鑑者的相對性 

評鑑者的角色如由發展性觀點來看，應是「夥伴」(partner)或是「會諫言的朋
友」(critical friend)；而在責任性或是知性的觀點中，為了客觀評鑑則必須維持中
立和保持距離(Chelimsky, 1997; Fetterman, 1997)。評鑑者的位置不同，所扮演的
角色也不一樣；在學校層級中，內部評鑑者為學校成員，並直接向校長或管理者
負責，而外部評鑑者為學校外部的人員，因不直接受僱於學校，在角色上享有較
高程度的獨立性(Scriven, 1991)。 

然而，在課程評鑑中，就無法完全以組織(學校)內外來區分內外部評鑑了。
舉例來說，如從中央集權式的課程發展過程來看，課程的發展是由教育行政主管
當局主導，邀集學者專家與學校教師，經由一連串的課程籌劃、設計(試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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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評鑑的研發過程。其中內部評鑑者應該是這些參與發展課程的專家學者或學
校教師們，而外部評鑑者則可以是未參與此一課程發展的其他課程專家。 

其次，如果從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來看，對於學校總體課程的發展而言，
即可以學校為單位區分內外部評鑑，亦即學校內部成員(如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即為課程評鑑的內部評鑑者，學校以外的課程專家學者即可成為外部評鑑者。課
程評鑑的客體範疇如果往內縮，內外部評鑑所代表的層次須相對性的往內縮一層
次。以目前台灣所公佈施行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例，學校為發展課程須成立「課
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如果評鑑客體為各學習領域課
程小組所規劃的學習領域課程，該小組成員才屬於內部評鑑者，而其他成員(包括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外專家學者)則成為外部評鑑者。同理，課程評鑑的客體
範疇如再往內縮，內外部評鑑所代表的層次須相對性的再往內縮一層次。以學校
中那些實際發展某個課程方案的小組成員(在小型學校或許為學年，大型學校或許
為班群)為例，如果評鑑客體為他們所發展的課程方案時，小組成員自己才是內部
評鑑者，其他成員(包括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課程發展委員會、校外專家學者)
都是外部評鑑者(如圖 4) 

 
 
 
                     

課程方案 

設計小組
 內  外 

內  外                 

                        

各學習領域(學年)           內 外 

課程小組
                  校外專家學者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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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之內外部評鑑者相對性表徵圖 

由此可知，課程內外部評鑑者具有相對性的概念。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學
校所設立「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成員為例，在評鑑學校總體課程時，相對於學校
外部專家學者，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內部評鑑者；然而，在評鑑某個課程方案(或學
習領域課程)時，相對於發展此一課程方案的小組成員(或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課
程發展委員會所扮演的卻是外部評鑑者的角色。因此，在課程評鑑中，學校某個
組織或成員究竟是課程的內部或外部評鑑者，須視其評鑑的課程範疇而定。 

貳、內外部課程評鑑間較佳的平衡點：學校本位 

依上述內外部課程評鑑者的相對性觀點，可能的課程評鑑者角色由內而外，
依次為教師本身、課程方案設計小組、(班群)、各學習領域(學年)課程小組、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層級)、學校間的策略聯盟(校群)、地方教育當局及中央教育
當局(含學校外之國內外專家學者)等各課程評鑑層級。從系統性的觀點來看，各
層級如為了各自的需求而評鑑課程，易因人言人殊而缺乏內外部對話的媒介，因
此必須由其中一個層級扮演課程評鑑運作的樞紐角色，紮根在內外部課程評鑑間
的最佳平衡點位置，以承內啟外，維繫課程發展品質。 

本文以為，此一課程評鑑的中樞機制，應以學校層級為中心，亦即學校本位
(school-based)的概念，才堪擔任此一關鍵角色，主要考量如下： 

一、尊重差異 v.s.系統思維 

過去在有關學校評鑑的檢討中，擬訂一致性評鑑指標的量化方法往往被人批
評是「拿橘子與蘋果相比」，因各校情況不一，硬要在同一標準下比較，常遭致
本來即處劣勢者的抗議(秦夢群，1997)，課程評鑑亦面臨同樣的問題，不同的課
程發展組織，基於其需求所發展的課程，自有其多元與差異性存在。差異多元是
既存的事實，然而對許多人而言，「差異多元」是可怕且受拒斥的，它被認為是
問題的部份，而不是解答，且極少提供有效的作法以解決此問題。但是面對現今
複雜的社會，為因應更多元、且不可預期的景況，學校組織除強調多元及解放單
一主流的價值外，也必需面對學校間，甚至學校內部的差異與複雜 (Shap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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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基於對差異多元的尊重，在課程評鑑主要的運作層級似乎愈小，愈貼近課
程發展現場愈好，最好是課程設計小組，甚至教師本身更佳。 

但從系統觀點來看，系統就本義而言是一種存在，是一種具有整體性的事物，
組成系統的部份，必須要相輔相成交互關連的形成一個整體，方能成為一個系統，
同時系統亦是一種「有系統並注意關係的思考方式」（謝文全，1988）。在系統
思維下，如果由課程發展的最小層級，不管是教師本身或課程方案設計小組成為
課程評鑑的運作樞紐，可能在系統性思維不足的情形下見樹不見林，造成評鑑結
果建議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窘境。因此課程評鑑的主要運作層級須具系統
思維，不宜太小。 

在尊重差異與系統思維兩個端點間，學校層級也許是可接受的平衡點。從尊
重差異的觀點，如以學校為中心，學校需先瞭解本身的特殊情境，理解每個學校
各有其特有的價值，其他學校的課程評鑑實驗方案或結果僅能提供參考，而非全
盤吸納。同樣的，課程評鑑方案或結果並不能適用於每一個學校，這是尊重學校
間差異本質的認定；即使在學校內，也應建立起不同角色對課程評鑑事務看法也
會有差異的基本信念，這些差異並不是衝突或分裂的開始，而是促使學校開展更
多可能性的起點。 

二、脈絡性的便利 

在課程評鑑運作樞紐的脈絡性上有二個考量，其一為空間脈絡，即課程評鑑
主要在學校脈絡中；另一為時間脈絡，亦即針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所進行的歷程
性課程評鑑。 

在空間脈絡上，如果課程評鑑者(內部或外部)是學校內部成員，較熟悉學校
課程發展脈絡，具備豐富的學校課程發展經驗，且較能瞭解課程的問題與需求，
所提建議也較為可行，Nevo(1995)即認為評鑑如在無威脅的情境中執行，較不會
產生防禦及拒斥行為。由此可知，如以學校層級為課程評鑑運作樞紐，在熟悉的
學校(成員)與課程發展的空間脈絡上，基於瞭解，並在少威脅的情境中互動，應
有利於課程評鑑的進行。 

其次，在時間脈絡上，課程評鑑雖期待透過內外部評鑑的有機聯結，尋求績
效責任之總結性功能，然其本質上係屬於形成性評鑑。如果課程經由籌劃、設計、
實施後再評鑑，評鑑結果不好再修改，學生已然成為「課程實驗的白老鼠」，為
避免此一白老鼠的夢魘，課程評鑑似乎不能最後再實施。Nevo(1995)即認為回饋
如果想有助於改進，它必須是隨時的，在課程發展的籌劃、設計、實施、成果評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第十六卷第一期 10

鑑各階段有其不同的評鑑需求，每一個階段均應實施適當的評鑑活動，提供各階
段的特殊課程發展需求。 

由此可知，在課程內外部評鑑的聯結與對話過程中，不管從空間的熟悉與不
具威脅性，或是從時間脈絡的形成性發展改進觀點來看，其運作樞紐在學校層級
中是相當恰當的。 

三、課程發展的層級：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有不同的模式，六○至七○年代，許多教師專業自主性較高的國家，
如英國、澳洲等，在學校課程的發展趨勢，逐漸由中央集權轉變為地方分權，課
程的決定權落在教師層級，其基本的假定為：教師參與課程決定可增進教師專業
能力與專業自主權，並能促發課程改進，此一課程權力下放的轉變就是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Lo, 1999; OECD, 1979)，是以學校為主體，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模式。 

課程評鑑如果能隨著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亦步亦趨，在課程發展過程中，扮
演隨時發現與建言的角色，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實是如魚得水。由此可知，在
內外部課程評鑑運作樞紐的思考中，學校層級是聯結內外部課程評鑑，並促發對
話的可行方式；而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式中，以學校層級為中心，亦即學校本
位課程評鑑，更是課程發展中最佳的隨行守護。 

參、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意義探究 

「課程」依循不同的理解角度而存在於許多層次，包括各界期盼的理想課程、
官方公佈的正式課程或書面課程、教師理解的知覺課程、教學實際執行的運作課
程、及學生實際學到的經驗課程等(黃政傑，1994b)。因此課程評鑑可由中央或地
方教育當局的層次來執行，也可以由學校、或學校內部課程組織、甚至以班級為
單位的層次來實施，而「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即是一種「以學校層級為主」的課
程評鑑歷程。 

張嘉育與黃政傑(2000)即從學校課程的內部評鑑角度出發，定義「學校本位
課程評鑑」為發生在學校層級的課程評鑑活動，亦即由學校成員統籌規劃，對學
校的課程發展過程或課程成品進行系統而有計畫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以診斷學校
課程問題，引導課程發展過程，產出優質的課程成品。游家政(2000)則依循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的概念，直稱「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評鑑」，並定義為學校根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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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所發展出來的課程，系統地蒐集其規劃、設計與實施等資料，進行價值判斷，
以做為課程決定的依據。  

在詮釋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上，Garaway (1995)的定義與上述學者以「學校內部
課程評鑑」取向相仿，並特別聚焦在學校成員合作行動過程所呈現的意義，認為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係學校教師共同合作產生行動取向的知識，藉以釐清其價值和
觀點，並試圖在未來的行動上達成共識。林佩璇(2000)更從行動研究的觀點直接
拒斥了教育當局層級的課程評鑑層次，認為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發展，可視為對
傳統由上而下的課程評鑑之反動，亦即當傳統的評鑑途徑被指為不能協助學校進
行課程發展時，學校應藉由行動研究尋求途徑來改進其教育實踐而非滿足教育部
或教育局的需求。 

陳美如與郭昭佑(2001)則援引有關學校本位評鑑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概
念，而迴避了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直接定義，認為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基本上是
延續學校本位評鑑的精神與評鑑步驟，只是其評鑑客體為學校所發展的課程，因
此定義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為「針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進行評鑑，其評鑑的精神與
策略取自學校本位評鑑」，在此定義下，學校本位評鑑與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差
異為，學校本位評鑑的客體包括校務、教師、學生學習、課程、社區關係、各項
計畫…等，而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位於學校本位評鑑的架構下，其評鑑客體是課程。 

由此可知，學者們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定義並不一致，思考的面向亦不相
同，然大體而言，以學校內部成員為主要評鑑者，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為評鑑客
體，須經系統性的評鑑歷程，以課程品質及教師共同合作行動為目的，在這些向
度上均有較多的敘述。另外，Hill(1986)對課程評鑑的定義亦突顯學校與教師的角
色： 

課程評鑑收集證據，並促使人們瞭解如何引發最佳的課程安排、最純熟的

教學協助、及學生的潛能，以增進、拓展與深化學生的認知，評斷、行為

和成長方式。它不是一種只以鑑定課程材料與教科書或依據教學計畫目標

評量學生成就為焦點的方法。相反的，它是創造意義的技術，以應用於學

校的課程、教學和學習潛能，而課程、教學和學習是不可分隔、相互連結

成整體系統的協同作用力，它們是核心技術，具有生產性功用，也是學校

的工作，此課程評鑑的全面性定義是課程發展概念的基石(p.5)。 

Hill 對課程評鑑的定義聯結課程、教學與學習，不但釐清教師學習課程評鑑
技能的需求與必要性，直接指涉其為學校與教師的工作，更詮釋其為核心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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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性的、創造意義的技術，且能形成整體系統的協同作用力，不僅呈現課程評鑑
在課程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影射其居於後設的、主動的位置，從而協
同整體學校系統，形成運作動力。 

依據上述學者們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想法，與作者在理論與實踐間來回的
檢證與思辨(陳美如，2001，2002；陳美如與郭昭佑，2001，2002a，2002b；郭昭
佑與陳美如，2001)，本文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初探性的定義如下：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係指教師經由專業的支持與學習，能真實且有系統的評
鑑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課程內部評鑑常駐機制建立、內外部評鑑間真誠對話、
與多元參與的氛圍中，維繫課程發展改進與績效責任，以確保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品質，以利學生學習，同時促發教師專業成長與自主，形塑學習與討論的學校系
統文化。」 

此一定義包含六個要素： 
1. 主要評鑑者：教師 
教師是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主要評鑑者，因為唯有實地參與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的人才最瞭解課程，最有資格對自己的課程進行評鑑，當學校教師擁有更大的
課程決定權時，就必須思考課程評鑑此一自我反省批判的課題，教師面對課程評
鑑，不應是被動的角色，而是一個主動積極的個體，而課程評鑑對教師而言也不
應是一項作業，而是在課程專業自主的同時，所應負有課程品質與學生學習的責
任。 

2. 核心機制：專業的支持與學習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概念中，課程評鑑的專業支持與學習是首要的促發

點。也就是說，當課程評鑑學習鷹架能提供充分的專業支持；當身為課程評鑑者
的教師能瞭解課程評鑑的意涵，熟稔實際的評鑑歷程；當評鑑不再是一個黑箱，
因理解而降低威脅恐懼；當教師具備這樣的專業自信而放開心胸；那麼課程評鑑
在學校系統中，將不再是一個攻擊與防禦的戰場。 

其次，專業支持者除了嫻熟課程發展與評鑑之理念與實務的學者外，最能帶
領教師改變的還是教師，也就是專家教師的概念，他們在觀看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時，經常有比學者更務實與深入的洞見。 

3. 評鑑客體：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課程評鑑顧名思義是以課程作為評鑑客體，不過「課程」具有多層的意義，

包括學科或科目、目標、計畫和經驗等(黃政傑，1994)，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
評鑑的客體即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包括以學校為中心的課程籌劃、設計、實施、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概念與基礎探究 13

成果評鑑等課程發展階段，都有不同的課程評鑑與回饋需求。  
4. 評鑑歷程：真實且有系統的 
評鑑不能只架構於直覺的基礎上，而是一個提供原則、方法與工具之系統的

歷程(Nevo, 1995)。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考量評鑑脈絡、輸入、過程、成果等
面向，並經課程評鑑問題釐清、指標預擬、計畫擬訂、資料收集、分析、評鑑發
現報告等有系統的評鑑歷程，是確保評鑑信效度的重要因素。而真實係相對於形
式化而言，許多評鑑使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包括教育行政當局、評鑑人員、學校
成員為準備與撰寫資料紀錄而繁忙不已，最後報告卻束之高閣，徒具評鑑形式，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真實的評鑑歷程才能真正尋求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問題
與改進，也就是去形式化的評鑑歷程。 

5. 運作平台：課程評鑑常駐機制、內外部評鑑間真誠對話、與多元參與的氛
圍 

課程評鑑在以學校為中心的場域中，常駐機制、內外部評鑑間真誠對話、與
多元參與的氛圍，是運作平台的組成要件。常駐機制包括組織設立(如學校課程評
鑑小組)、成員參與(得徵詢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有興趣教師參與)及共識、隨時與課
程發展同時啟動，恆行不悖，它提供課程評鑑在學校中的一種認同與位置，與課
程發展併行，永續課程評鑑的形成性功能。內外部真誠對話則希望使內外部評鑑
間在一個無威脅恐懼、非攻擊防禦的情境下，真誠的對話，共謀課程發展的問題
與解決策略，它平鋪一個相互學習與客觀檢證的空間，以尋求課程品質的績效責
任，從而發揮課程評鑑的總結性功能。而多元參與則允許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參與，
吸收從各種角度觀看課程的樣貌，它展延不同意見交融的視野，納匯百川，凝聚
課程評鑑的心理或社會政治功能。 

在這些要件下運作的課程評鑑，教師專業支持與學習的要素有了生成的著力
點，更讓真實且系統的評鑑歷程要素呈現了參與及對話的空間。此三要件所組成
的運作平台，就像植物成長所須的環境：土壤、空氣、與水一般，如此課程評鑑
在學校中必能生根抽芽，而開花結果自然可期。 

6. 目的：提升課程品質，學生學習，教師專業，與學校系統文化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主要目的，一方面透過真實有系統的評鑑歷程、及常駐

機制、內外對話與多元參與之運作平台，以維繫課程發展改進與績效責任，確保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品質，以利學生學習；另一方面經由課程評鑑專業的支持與學
習，促發教師專業成長與自主，進而形塑學習與討論的學校系統文化。 

這裡所稱之學校系統的意涵，並不僅止於單一學校本身內部系統與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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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包含學校與學校間，甚至與整體教育系統、以至於社會系統間彼此交融滲透的
以學校為中心之開放系統。 

由上述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定義與要素分析可知，當教師在專家教師或學者，
有效的專業鷹架支持下，學習課程評鑑的內涵與作法，在充分理解後，能真實的，
有系統的評鑑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並經由課程評鑑常駐機制的建立、內外部評鑑
間的真誠對話、與多元參與的合作氛圍中，讓課程評鑑在學校系統中紮根，以維
繫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改進與績效責任，確保課程品質，有利於學生學習，並藉
此促發教師的專業成長與自主，以形塑學習與討論的開放的學校系統文化。 

肆、課程評鑑的功能在「學校本位」上的 
獨特意涵 

Scriven(1967)將評鑑功能區分為形成性與總結性，而此一區分延用至今仍廣
為接受，在形成性功能方面，評鑑被使用來改進及發展進行中的活動(或方案、個
人、成果等)，而在總結性功能方面，評鑑被使用於績效責任、証明或選擇。亦有
學者提出評鑑的第三種功能，即心理的或社會政治的功能(Cronbach, 1982; House, 
1993; Patton, 1978; Weiss, 1983)，他們認為有些評鑑活動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形成性
或總結性功能，而僅是為了增進活動的認同，期使受評鑑客體依特定的社會與政
治目的或期望發展。 

課程評鑑的實施當然也有形成性、總結性、心理或社會政治性等三種主要的
評鑑功能，但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這三種功能依循著上述定義與要素而各自
延伸出其特殊的意涵。 

一、以「常駐機制」的建立支持形成性功能 

從形成性功能來看，課程評鑑應與課程發展同時並行，即使在課程發展之初，
透過課程評鑑可鑑別出學校先備特質、瞭解學生、家長、社區、教師、或教育當
局對學校課程發展的需求，以確立課程發展的方向與策略，因此課程評鑑是學校
課程發展一開始即最適當的切入點(張嘉育與黃政傑，2000；Grobman, 1985)。 

Stufflebeam(1983)提出「評鑑最重要的意圖不在於證明，而是為了改進」的重
要觀點，許多評鑑學者奉為圭臬，其要義在說明評鑑的隨時回饋，並促使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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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的正面積極功能。而在課程評鑑上，是要能在課程發展過程中，隨時診斷出
外顯的、內隱的或潛存的課程發展問題，分析問題的癥結與可能成因，並提出具
體可行的對策，或能藉此確認課程發展的需求與方向。更重要的，可為課程發展
之籌劃、設計、實施、成果評鑑等各階段，提供必要的回饋訊息，有效引導並隨
時修正課程發展(游家政，2000；Tamir,1985)。 

據此，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評鑑的形成性功能對外部評鑑者而言似乎是
緣木求魚，評鑑專家與或研究人員雖然精熟評鑑技術學理，但終究不是學校成員，
對個別學校的課程發展與背景不易有深入的瞭解，評鑑後也不會是課程發展的參
與者，甚或是課程改革的最終實施者，在未負有共同責任下，其評鑑報告亦較不
易被學校成員所理解與接受(張嘉育與黃政傑，2000；游家政，2000；Hughes et al., 
1980; Grobman, 1985)。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教師是主要的評鑑者，在專業的支持與學習後，成
為專業的、常駐的內部課程評鑑者，如再透過計畫、辦法之擬訂或減授時數等制
度之建立，或課程評鑑組織、諮詢管道、或視導評鑑中心等組織設置之規劃等方
式，使課程評鑑成為學校中例行事項，教師更能自覺課程評鑑為教職必備之知能，
且形成經常性的自我反省改進或討論與學習文化，此一常駐的課程評鑑機制，即
能根生運行，在學校本位課程各階段的發展過程中，隨時提供有效的回饋或改進
的資訊，以常駐機制支持課程評鑑的形成性功能，而永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二、以「內外部評鑑對話」落實總結性功能 

以「判斷績效」為目的之總結性功能，是評鑑的最原始功能之一，主要在確
認方案目標的達成程度，以瞭解成效。在學校課程評鑑的總結性功能上，即在學
校所發展的課程至某一階段後，蒐集有關課程發展成果資料，並提供充分的資訊，
或與原定的課程發展目標比較，藉以瞭解課程發展成效，衡斷課程的內在價值，
以作立即而合理的課程決策，如釐清各課程發展組織的績效責任，或作為繼續、
修正或終止課程方案等課程決策的依據(張嘉育與黃政傑，2000；游家政，2000；
Grobman, 1985; Tamir, 1985)。 

明顯的，如果內部評鑑能提供最好的形成性評鑑功能，外部評鑑則較能達成
總結性功能的期待，然而如果沒有良好的自我評鑑內部機制，將無法發展正向的
評鑑態度，而在與外部評鑑的對話時將缺乏必要的自我信賴，使評鑑成為一個控
訴及防禦的戰場，因此雖然多數人同意形成性評鑑將焦點集中於內部評鑑，但
Nevo 認為即使總結性評鑑也應鼓勵發展內部評鑑機制，目的不是為取代外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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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而是透過對話成為有效的外部評鑑之先決條件(Nevo, 1995)。 
而為發展內外部評鑑間的對話，Nevo(1995)更認為雙方必須對評鑑結果有共

同責任感，亦即評鑑結果不能由單方面來承擔，假如發展改進的責任僅單方面的
推給內部成員，則在參與評鑑時，內部成員極少會為了改進而產生對話的動機，
因為他們須獨自面對外部評鑑者所揭露問題之解決責任，不僅降低了發現適當解
決問題的機會，也暗示內部成員將為這些問題而被指責，容易喚起內部成員防禦
及反責難的抗拒行為。 

由此可知，即使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在內外部評鑑者間形成一種相對性的關
係，然其總結性功能主要仍由外部評鑑負責，但如果無法避免內外部課程評鑑間
的彼此威脅而形成攻擊防禦情形，導致無法追求真實的課程發展績效，其總結性
功能的有效性將遭受質疑，因此各層級內部課程評鑑機制的建立，及內外部課程
評鑑者間的真誠對話，並共負評鑑結果的責任，是落實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總結性
功能有效性的先決條件。 

三、以「多元參與」彰顯心理或社會政治功能 

在評鑑的心理的或社會政治的功能上，評鑑是用來增進活動的認同，期使受
評鑑客體依特定的社會與政治目的或期望發展(Cronbach, 1982; House, 1993)。然
而當課程評鑑獨立於課程實施之外，評鑑係由外在專家控制與執行時，身為課程
實施者的教師只能被動的接受評鑑，僅能擔任評鑑專家的資料提供者之角色，因
此不能反應出課程實施者的責任(林佩璇，2000；Garaway, 1995)，亦即當教師是
被動的、被評鑑的、提供資料的參與時，其對評鑑活動認同的心理功能已不足，
更遑論依期望發展的社會政治功能了。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教師的角色是主動參與的課程評鑑者，經由常駐性
的評鑑歷程，其對課程評鑑活動的認同應無庸置疑，然而以學校為中心的課程發
展並非學校閉門造車，而是必須考量教育理想、法令、社會期待、學生與家長需
求、社區發展等，因此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所稱的參與，除了教師即課程評鑑者
的直接參與外，更強調的是更多不同意見的「多元參與」。 

在過去的研究中，有許多行動研究與評鑑模式指出集合各群體的力量進入評
鑑想法的重要性，其中有兩個常用的詞：「利害關係人」或「參與性評鑑」(Carr 
& Kemmis, 1986; Guba & Lincoln, 1989; Simons, 1987; Stake, 1983)。Hughes(1990)
即認為評鑑應包含教師、家長、學生的關心，與社會相關團體的參與：「在學校
中有一個很實際的挑戰，不管評鑑目的為行政決策或顯示教育需求，都應明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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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相關的參與團體，包括教師、學生、家長及其他適當的團體」(p.27)。 Worthen
與 Sanders(1987)在流覽相關教育評鑑研究後，亦明白指出評鑑結果的使用者在歷
程參與的重要性，評鑑中重要使用者的涉入，將使評鑑的使用更確實，也可瞭解
他們對評鑑的期待。 

然而在一般的評鑑情境中，學生與家長只是扮演被動的回應者角色，而未真
正主動的參與(Brandon, 1993; McTagggart, 1991)，因此如何發展出一套參與的程
序，給予有興趣的團體(如學生或家長)有一個比較平等的機會參與討論，是一項
重要的議題(Alvik, 1995)。 

多元參與的氛圍使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突顯了一些優勢（林佩璇，2000；Ayers, 
1987; Brandon, 1993; Elliott, 1992; Garaway, 1995; Patton, 1982） 

1. 建構一座連接決定和評鑑的橋樑，讓課程的實踐者/教師在學校本位課程評
鑑中，創造了一個在過程中擔任決策的任務，發揮教師在課程專業上的影響力。 

2. 多元參與可增加利害關係人彼此互動的機會，更可透過彼此的協商，發展
一種互動的學習氣氛。 

3. 經由多元參與的不同意見與觀點，在評鑑過程與目標間的協商，課程評鑑
的信度和效度將因而增強。 

4. 利害關係人的多元參與，亦能增加評鑑結果的接受度與使用，增加課程評
鑑的應用性。 

除了上述優勢外，學校本位課程評鑑所獲致的訊息，更可使參與者及非參與
者瞭解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推動全貌，這些全貌與事實，將促使更多元的參與，
在課程發展成果或價值的意見表達下，為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爭取更多元的參與
及支持，更能激勵參與者的動機，進而促進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改進（張嘉育
與黃政傑，2000；Grobman, 1985; Tamir, 1985） 

由此可知，學校本位課程評鑑預設著不同意見的接納，也強調多元的參與者
經由民主原則平等的參與，經由不同利害關係人真誠的討論、協商、溝通等歷程，
尋求更多的認同，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符應更多的期待。而此一多元參與的機制，
將使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心理與社會政治功能得以充分彰顯與發揮。 

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延伸的重要內涵 

依循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定義，有許多須更進一步詮釋的重要內涵，以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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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範圍內涵、動力內涵、評鑑者角色內涵、及歷程內涵等四
個向度依次加以詮釋。 

一、範圍內涵：以學校為中心不以學校為限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school-based curriculum evaluation)一詞中，「學校本
位」的意涵，與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的意涵相同，它代表的是「以學校為
中心的」、「以學校為基礎的」、或「以學校為主的」，但絕不是「學校內部的」、
或「以學校為限」的概念。 

從上述內外部課程評鑑的相對性觀點，學校內部所有可能擔任課程評鑑者的
層級，從教師本身、課程方案設計小組、(班群)、各學習領域(學年)課程小組、以
至於學校層級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等，都存有課程評鑑的內外部相對性，學校層級
課程評鑑(課程發展委員會)似乎是學校內部最終的外部評鑑，但相對於學校內
部，校外尚有(校群)、地方教育當局及中央教育當局(含學校外之國內外專家學者)
等各外部課程評鑑層級，因此從內外部課程評鑑的角度，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並不
僅止於學校內部課程評鑑。 

其次，從系統的觀點來看，學校是培養人的歷程，無法自外於社會，其自身
應化為一自我創生的系統（Luhmann, 1984），不斷的適應外在環境，為了生存進
行再生，為適應需要或有結構變化，而形成學校系統的變革。學校系統應是社會
系統中的一部分，屬於開放的次系統，須與其他的系統間彼此滲透對話，因此學
校本位的系統性內涵並非以學校為限。 

如從課程改變的影響來看，Henson(2001)認為學校改革(或教育改革)無可避免
的會涉及課程的改變，而透過課程改變可以重塑學校，甚至整個社區本質，
Cuban(1993)更直言不諱的論及課程改變對整個大社會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改變
課程，也就是擾動美國文化中重要價值觀」 (p. 183)。Forsyth, Jolliffe, and 
Stevens(1999)則認為課程發展主要是在一個特定的教育情境中(如學校)發生的，漸
漸地，國家級的教育或有關品質保證的機關，將因其差異性而建立起越來越多、
越來越廣的標準，而這些標準與現有的或新興的國家課程發展標準相互符應的耗
時過程中，國家課程發展標準的基礎會因為這些因素而一直在改變，包括科技的
改變，以及政府和政府機關所宣佈的創新措施。此一因學校差異性由下而上的課
程發展影響觀點，亦可說明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範圍係以學校為中心，而非以學
校為限。 

由以上論述可知，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概念中，當學校內部課程評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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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後，為更客觀有效及彼此學習考量，應與其他學校(校群)相互合作，互為外
部課程評鑑系統，彼此學習，或進一步能與教育當局、學者專家交換行政、理論、
與實務經驗，進而產生彼此交互的影響與學習，或能創造更優質的學校本位課程
評鑑之發展環境。 

二、動力內涵：以主動學習為原始動力 

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對評鑑的意義及其在學校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解讀，甚至
誤解，在許多評鑑情境中，學校成員對評鑑所表現出的抗拒即可能是此一誤解的
結果，因此必須透過學習，使學校成員釐清評鑑的意涵，並取得評鑑在學校中角
色的共同理解(Nevo, 1995)。由此可知，如缺乏學習的動力，課程評鑑的意涵無法
獲得學校成員的理解與認同，即使將學校本位課程評鑑概念的種子帶到學校中，
亦很難生根發芽。 

而上述的學習動力必須是主動，才能具有恆久性。許多研究指出如果學校成員
能經驗評鑑過程與論辯，並認為是有趣，具啟發性，且有價值的，則評鑑功能方能
充分發揮，或是一開始未加入，但從觀察其同僚的過程中學習、體會與瞭解，當對
評鑑的態度轉為正向時再加入(Alvik, 1995; Kells, 1988; Lau & Lemahieu, 1997)。總
之，課程評鑑的學習可經由資訊提供，以引發興趣或形成非正式壓力，但並不適合
強迫每位教師都參與，宜保持自願的原則，在此原則下，其動力較大，也較無怨言。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主動學習是須要一些持續動力的，這個動力可能來
自於專業成長的自我成就感。游家政(2000)即認為課程評鑑可視為一種回饋學習
或專業建立的歷程，就學校課程評鑑的結果而言，一方面能讓教師瞭解課程問題
缺失所在，進而謀求改進；另一方面透過對課程的肯定，也能建立教師的信心，
且在學校課程評鑑的過程中，教師必須自我檢討課程方案與謀求改進，並時時和
其他的課程發展者、課程專家等互動，因此在無形中獲得專業能力的提升。由此
可知，專業提升經常是教師繼續主動學習與成長之良性循環的另一個促發點。 

教師主動學習的原始動力如能持續，一種學習的集體意識即可能因此而產
生。Cousins and Earl (1992)檢視許多研究後，認為透過學校本位評鑑的過程，組
織的學習將會發生，學校成員將較為活躍。而成員活躍的參與評鑑，將能促進評
鑑結果的利用，也將促使組織的學習活絡(Greene, 1988)。 

由此可知，課程評鑑進入學校之初是很重要的。首先，須讓學校成員接受學
校本位課程評鑑的重要概念，經由對課程評鑑理解與認同，所衍生的主動學習，
則是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原始動力。此一原始動力，亦將經由課程評鑑歷程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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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學習與專業成長，延續主動學習的良性循環，甚而形成整體學校學習的集體意
識，進一步促發組織學校的運作。 

三、評鑑者內涵：教師在課程評鑑中的行動研究角色 

傳統上，教師被告知應該要教什麼及做什麼，其行為係屬被動的，而在研究
的歷程中，教師也多是一個被研究者，被觀察者，並無發聲的餘地。但自八○年
代，將教師融入改變的過程以縮短研究與實踐間鴻溝的呼聲日益升高(Cross, 1987; 
Tyack, 1990)，教師的參與漸被定位為研究者，並訓練教師成為他自身教室裡的研
究者(Heath & Branscombe, 1985; Low, 1993)，應在自己的教室裡收集資料，並加
以反省，從事改變(Koziol & Burns, 1986)。事實上，教師即研究者的理念始於英
國 1968 年「人文課程方案」研討會上 Stenhouse 一篇請教師一起參與課程研究的
手稿。其基本假設是研究結果需要實踐者的批判回應，Stenhouse 更主張教師專業
的自律性，鼓勵教師有系統的質疑自己的教學，作為專業成長的基礎(蔡清田，
1997；Stenhouse, 1968)。 

行動研究是由實踐者為改進實踐所進行的活動，從「經驗」與「反省」之間
的覺醒和自我批判的歷程，使個體的概念、實踐及經驗能週而復始的不斷被調整
修正，進而培養在行動中有關直覺、理性的整體意識(Reason, 1988; Torbert, 
1991)。行動研究係以反省性的實踐釐清價值與判斷，反省不僅是對過去的回顧，
更是闡釋意義的過程，而行動則是反省的基礎(Elliott, 1991)。 

評鑑不只是一種教育管理措施，同時也是一種教育研究，即研究者藉由評鑑
瞭解方案的問題或成效，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教師同時扮演研究者與發展者
的角色，成為行動研究的典型，經由評鑑發現課程發展問題、研擬策略並加以修
正，因此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中，評鑑與研究是交織在一起的(游家政，
2000)。Grundy 更認為課程評鑑除透過教師自我反省歷程以改善課程實踐外，更
期望提升教師的覺醒力，刺激他們注意一些習焉不察的課程議題(引自林佩璇，
2001)。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概念中，對課程的反省與探究歷程是由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的實踐者--教師所執行，評鑑的過程是建立在教師即研究者之行動研究的基
礎上，教師的自我反省不僅有助於評鑑資料的蒐集、分析與詮釋，更能導引新的
行動，提升對課程的覺醒(Acland, 1992)。在學校本位評鑑研究中也發現，教師可
以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且能「從事經常性、持續性的反省，並增加教師教學實
踐中更嚴謹的對話」(Tiller, 1993)。行動研究刺激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發展，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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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對傳統評鑑偏重瞭解評鑑結果的不滿，而特別強調其自我反省功能，此一由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成員所進行的內部評鑑，較熟悉課程所在的環境，亦較瞭解課
程設計上的需要，且更能反應課程發展過程中的及時問題，以由下而上的典範和
教師即評鑑者的主張，刺激課程評鑑建構新的方法論來顯現評鑑的行動研究本
質，期能更瞭解學校獨特的需要，以改進學校課程(林佩璇，2001；Werner, 1978)。 

由此可知，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教師透過「在地者」的角色，經由對課
程發展的覺知、反省、與實踐的循環歷程，改進學校課程，並促進教師的專業自
省與發展，驗證課程評鑑在學校中的行動研究本質，也確立了教師在課程評鑑中
行動研究的角色。 

四、歷程內涵：評鑑歷程中不止歇的溝通與對話 

從過去的課程發展經驗來看，多數的課程決策由教育當局(或學者專家)決
定，即使在學校中亦多由學校行政者決定，教師及學生只是被告知與執行，真正
教育的主體無法參與加諸於他們的課程決策，其他的利害關係人如家長、社區等
更沒有發聲的機會，因而課程的規劃，經常與實際的需求與脈動脫節，致使許多
課程改革成為例行的「儀式」。課程發展如有要更多的凝聚與共識，並透過評鑑
的歷程瞭解與解決問題，溝通對話是不可或缺的程序。 

溝通意指一般意見的交換，而對話是兩個人或兩群體的相互接近，彼此有伙
伴感，鮮明的意識到他人如自己，對話的雙方不是以智力或權力進行問答，而是
以心進行問答，雙方皆以整個生命投入其中（來安民，1993）。Habermas 指出，
即使在最簡單的溝通對話行動中，任何人都想要被瞭解，並尋求和聽者達成共識，
但當意見或有效性的主張被質疑時，就須透過論辯的程序（引自 Blake, 1992）。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各群體從不同角度發聲，不難想見溝通對話，甚至論辯，
是必要的程序。 

溝通對話在課程評鑑中可以降低壓迫，並提升評鑑的利用。Cousins 與 
Leithwood(1986)即指出，假如顧客在評鑑初期即涉入，且保持執行資訊的瞭解，
並與評鑑者在整個評鑑歷程中不斷的互動，則對評鑑結果的應用將大為提高。
Stake (1975)也認為評鑑歷程加入溝通對話的程序，將更能容納各種不同的視野進
入評鑑的機制，使評鑑結果與建議更符合教育、學校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及
期望，也更有利於日後的改進，因此 Stake 所主張的反應評鑑歷程即為評鑑者與
其觀眾或相關群體間動態互動的持續對話。 

Nevo(1995)更認為評鑑者與不同評鑑觀眾間的對話應是全程的，包括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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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處理或向各種觀眾呈現初始的發現時；對話，亦應是資料分析與解釋過程
的一部分。而當向相關利害關係群體時呈現「最後的」發現時，對話亦應繼續，
Nevo 將「最後的」放入引號中，是因為呈現發現是溝通對話的基礎，而非採用或
利用與否的資源，因此對話是從未結束的。 

由此可知，溝通對話能使課程評鑑更具洞見，並增加評鑑的有用性。在學校
本位課程評鑑中，必須以溝通對話為基礎，而非植基於描述的主張與權力的判斷，
評鑑者則應期待自己成為課程評鑑對話中建構的參與者，而非資訊查詢或權力參
考的提供者。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假如內部課程評鑑成員已有自己的評鑑發現，可經
由溝通對話，以支持、補充、爭辯、或對抗外部課程評鑑的發現時，外部評鑑者
對他們的威脅性將減少。同時，也較不會產生防禦行為。除了內外部課程評鑑者
間的溝通對話外，學校本位課程評鑑更須擷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相關利害關係人
的各種看法，基於評鑑發現，經由溝通對話，開展更多可能性及更多元角度之不
同觀點的交融，以期更瞭解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問題加以解決，並使課程評鑑更具
建設性、更具利用價值。 

陸、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定位—代結語 

長久以來，學校教師常對課程評鑑抱持懷疑的態度，認為學校的課程評鑑是
一時性的、獨立於課程發展之外的工作。事實上，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不僅是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的重要成分，同時也是學校改革的一部分。透過課程評鑑與課程發
展間的對話，不但可以啟動學校的課程發展方向，建構優質的課程發展過程，監
控課程成品的品質，同時也是永續學校課程發展與改革的機制(張嘉育、黃政傑，
2000)。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與過去多數教師所認知或感受的課程評鑑有些差異。其
在課程評鑑的發展上，應有其獨特的定位，本文基於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定義、
要素、功能與內涵，首要定位在「主要的課程評鑑者/教師的專業支持與學習」，
這與過去教師在課程評鑑上所扮演的被動的、因應的、被評鑑的、甚至無關的角
色不同。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相信唯有在充分理解課程評鑑的觀念、功能與作法，
並從做中學習，實際打開課程評鑑的黑箱，當教師對課程評鑑不再感到莫名的威
脅，與無知的畏懼後，課程評鑑才可能在教師生涯或學校課程發展中生根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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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第二個定位是「內外部課程評鑑的聯結」，在教師課程
評鑑專業學習之前題下，期望透過內外部課程評鑑有機的聯結與互補，使各自的
優勢最大化，達成評鑑的最有效機制，以克服過去內外部評鑑，彼此獨立實施所
面臨的劣勢；或併行但不相交集，甚而相互威脅的困境。 

過去教師對課程評鑑的認知是外在的、最後的、一時的，因此學校本位課程
評鑑的第三個定位是「以學校為中心的常駐性」，強調課程評鑑係與課程發展併
行，評鑑的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除了評鑑範疇包括課程籌劃、設計、實施及成
果評鑑外，更應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同列於學校運作的常駐機制。另外，既稱學
校本位，則不論在課程發展或課程評鑑，應秉持以學校為中心，但不以學校為限
的原則，藉以區別一般的課程評鑑概念。 

第四個定位是「多元參與及溝通對話」，大多數教師對課程評鑑相關角色的
理解可能就是外部的專家、學者、或內部的教師而已，評鑑歷程多是單向的，或
僅是評鑑過程中的簡單詢答。但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除了隨著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過程，內外部課程評鑑者彼此隨時真誠溝通與對話外，所有利害關係人，包
括學校行政人員、教育行政人員、學者專家、教師、家長、學生，以至於社區都
應有發聲的空間，作適度的參與，在彼此溝通與對話之相互尊重與彼此理解中，
尋求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最有效評鑑。 

至於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第五個定位是「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的雙重目的」。
一般對課程評鑑的認知，不管是形成性的發展改進，或是總結性的績效責任，主
要目的都在提升課程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唯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係教師經由課
程評鑑專業的支持與學習，且在多元參與的情境中溝通與對話，當代表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品質的內涵一次一次的出現，並經常性的討論時，這些內涵將逐漸的內
化至教師心中，其課程發展與評鑑的專業成長與自主，學校系統中的討論與學習
文化，都能透過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過程形塑出來，這是除了課程發展品質與學
生學習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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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ncept and Foundation fo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valuation 

Chao-yu Kau & Mei-ju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found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valuation”. The main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iculum evaluators’ relativity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valuations and to explore why it is school-based. Next,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make a prior definition and essence analysis fo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scholars’ opinions and practical study. Third,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valuation will be analyzed from the 
ways of formative, summative, and physical or social-political. Finally, the study will 
explore the special meanings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clarify its 
developmental role in curriculum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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