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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標準化:看待課程評鑑的另類途徑

陳美如* 郭昭佑**

課程評鑑是一個讓人們透過評鑑學習如何審視課程的過程。在教育現場
上，當教師面對課程評鑑時，不管是透過自我檢核與省思，他人的觀察、紀錄、
訪談或問卷，其審視課程的依據多為預定的課程評鑑標準(standards)，標準的功
能主要在指引評鑑的客觀方向，但同時也容易讓大家忽略課程的其他要素，侷
限了評鑑的視野，忽視多元個體的脈絡差異，遏止可能的創造與發展。「標準」
的存在讓大家在無意間限縮了關注焦點，而只向標準看齊，對於評鑑標準
(standard)的應用逐漸走向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現象，已有愈來愈多學者開
始反省標準化的問題，並開始提出後標準化(post-standardization)的概念，導引
評鑑的另類的思維與途徑。本文即援引後標準化的思維，檢視課程評鑑標準的
意義與價值，了解許多課程改革現場從標準化到後標準化的經驗，嘗試建構思
考課程評鑑的後標準化圖像，希望找到一個重新觀看課程評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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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於 2000 年啟動了大幅度的課程改革，在後現代思潮影響下，九年一貫

課程所揭示重要內涵之一的學校本位課程(教育部，2003)，讓教師課程自主權
得以彰顯，課程發展成為學校教師教學工作的重要環節，教師終於有機會成為
教室內課程進行的舵手，而不只是水手的角色。然而，隨之而來的責任，讓教
師必須在學校的課程發展與進行中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這是教師過去從未有
過的經驗，課程評鑑的概念即在當時的課程改革浪潮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教師也首度嘗試課程評鑑的實際作法，而此一對課程評鑑的基本理解，為後來
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奠定起步的基礎，課程也成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最重要的
評鑑向度之一。

課程評鑑是一個讓人們透過評鑑學習如何審視課程的過程。在教育現場
上，當教師面對課程評鑑時，不管是透過自我檢核與省思，他人的觀察、紀錄、
訪談或問卷，其審視課程的「依據」多為預先初擬的課程評鑑標準(standards)，
或稱為指標(indicators)、規準(criterion)…，其概念原屬評鑑過程中的指引，提
供一個看待課程的視野或觀點，即評鑑課程時「應關注什麼」的方向導引(郭昭
佑，2007)，評鑑原就具有導引作用，而這些標準也成為導引過程最重要的工具，
但備受重視與過度使用的結果，卻常成為判斷一個好的課程的唯一準據，也讓
「良好品質」的課程長得愈來愈相似。

課程評鑑在走了一段日子後，有些質疑聲音逐漸出來，各種課程評鑑的不
同作法是否都能達到確保課程品質的目的？一旦課程評鑑自身也須要被公開檢
驗，後設評鑑(meta-evaluation)的概念成為有意義的存在，目的在確認「課程評
鑑」的品質，亦即評鑑的對象是課程評鑑。然而，即使有著後設(meta)的觀點，
大家卻習以為常的好像非得遵循某個依據，藉以判斷怎樣才是一個好的課程評
鑑？此時，後設評鑑標準成為確保課程評鑑品質的最後一道防線，最常被引用
的是美國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ment of Standards for Education
Evaluation)所提出的方案評鑑標準，包括效用性(utility)、可行性(feasibility)、適
當性(propriety)、精確性(accuracy)等四大項，共 30 個標準(Stufflebeam,1974），
用以判斷課程評鑑的品質。然而，即使是課程評鑑的後設評鑑標準，其所隱喻
的價值如出一轍，目的在指陳一套清晰的架構，讓課程評鑑的後設評鑑得以依
循，其所關心的是「課程評鑑」的程序與結果應受檢視的標準，重點則在找出
證據，探求課程評鑑的實施是否符合後設評鑑標準的規範。

只是，在評鑑「標準」的導引下，是否讓大家逐漸忽略其他要素，而朝著
標準走去？林逢棋(2009)即指出評鑑總是先設定一個標準，然後以這個標準去
檢視達成程度，評鑑者僅看到結果，礙於時間且必須講求績效，多用放諸四海
的標準去推論問題所在，卻不去探討文化脈絡的問題。白亦方(2008)則認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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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評鑑標準本身在提供後設評鑑之參照，但是在尋求參照過程，若太強調客觀
數據與精確，以證明評鑑本身符合科學的要求，這樣的後設評鑑是基於社會效
率說，藉由工作分析、細目化、標準化、成本—效益等程序，提出一連串的證
明，這樣的程序將導引表現趨於一致性，導致後設評鑑的標準化。

據此，不論是課程評鑑或其後設評鑑的標準，似乎都在提供一個框架，看
似指引了評鑑的客觀方向，但過度重視或盲目追求的結果，卻也侷限了評鑑的
視野，忽視了多元個體的脈絡差異，遏止了可能的創造與發展。「標準」的存在
讓大家在無意間限縮了關注焦點，而只向標準看齊。對於評鑑標準(standard)的
應用逐漸走向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現象，已有愈來愈多學者(Fullan,2007；
Hargrave,2007/2008； Neito,2005；Noddings,2007；Shirley,2009)開始反省標準
化的問題，並開始提出後標準化(post-standardization)的概念，導引評鑑的另類
的思維與途徑。

「後」（post-）在牛津字典的意義為隨…之後(after; subsequent)、在後面位
置(behind; posterior)，具有對前者的省思與批判，導引新觀點之意。本文即以此
為立場，援引後標準化的思維，檢視課程評鑑標準的意義與價值，了解許多課
程現場從標準化到後標準化的經驗，嘗試建構思考課程評鑑的後標準化圖像，
希望找到一個重新觀看課程評鑑的位置。

貳、評鑑課程的標準、標準化到後標準化
目前我們正處於短視的階段，缺乏想像，而傾向於簡單的解決辦法。

(Noddings,2007:60)

一、標準及標準化在課程評鑑上的意涵

標準常是科學、技術和實踐經驗的總結；標準化則意指實踐標準的歷程，
為在一定的範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對實際或潛在的問題制定共同的和重複使用
的規則之活動，標準化強調規格一致，可重複使用，以及一致性實作，強調準
確、數量化，要求具體，並主張每位使用標準的人能以相同的方式解釋標準(維
基百科，2011)。由此可知，標準的意義在歸納科學、技術與經驗，以提供參照
或導引；標準化則是實踐標準的過程。

近來受到現代性的社會效率要求影響，教育現場或多或少都有若干的標準
存在，尤其是影響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課程規劃更是如此，標準提供一個有
實用價值的參照，並透過評鑑確認課程在標準上的實踐情形；然而，一旦課程
評鑑過度重視甚而追求標準的達成，無形中卻也導引不同的教師教學及學生學
習逐漸朝向所謂的課程評鑑標準靠攏，當大家逐漸以實踐此一標準為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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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化因此產生。標準雖僅從科學、技術和實踐經驗提供一個有價值的課
程評鑑參照，但朝向標準化的課程評鑑則強調規格與實作的一致性，重視準確、
具體與數量化，追求在標準上的表現，並確保標準的達成。Noddings(2007)即
指出當我們為了主題、概念或技術使用標準這個字眼時，意味著課程具有一致
性及高品質的雙重意義；而當我們引用大量的標準來闡述課程內容，看待學生
時強調強調具體、數據之表現，課程中的教與學都為了達到標準，這就是標準
化的過程。

二、課程評鑑走向標準化的影響

當我們透過評鑑看待課程時，如果評鑑的立場過度重視標準的達成，在標
準的牽引下走向標準化，對課程的發展、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都有極大的
影響：

（一）標準化易忽視多元差異

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聯邦政府「沒有一個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強調學生學習表現標準，確保每個孩子的基礎學習成就，但為
了解決帶好每一位學生的課題，反映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課程學習也產生
一連串的問題。Noddings (2007)即認為太多人決定要孩童都有公平的機會去學
習，結果學生都被迫修習相同的科目，同時透過標準化測驗檢驗學生學習結果。
Neito (2005)亦指出美國關注績效、標準和測驗，那些未能滿足官方期望標準的
學生和教師們則需被伴隨而來的測驗所懲罰。台灣雖然沒有以強制方式對待未
達標準的學校或學生，但也針對每年基測成績 PR 值低於標準的學校施以一定
的壓力1。

然而，所有的學生學習條件都相同嗎？Winton 即指出常態分配係假定所有
學生都有同等獲得成功的機會─就好像已認定所有學生都有平等的學習機會、
相同的家庭背景及同樣的潛能，但這些都是不可能的，面對學生需達到的表現
標準，他表達出深切憂慮：「一次又一次，在家裡，在學校，我們營造出一些讓
孩子感到挫敗和無能的情境」(引自郭昭佑，2007)。同時，標準化亦可能忽視
學生的多元性向，Hargreaves 和 Fink(2006）即認為標準化的結果多將課程聚焦
於測驗方案的讀寫算，而無法帶領學生往更高的能力階層提升，增加學生進入
知識經濟的機會，標準化課程觀點的井蛙之見過度關心學生讀寫算的教導，而

1 在國中階段，老師們稱之為「業績」。中部一所原住民國中基測成績 PR 值在
20 以下，教育局希望學校加以改善，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大家一起努力，每天
上課輔，留校晚自習到十點，隔了一年，情況沒改善。校長再安慰全校，再努
力看看，但第二年還是一樣。最後校長選擇如果在成績上拼不過人家，但可以
教國中生好好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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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藝術、社會研究及健康教育，造成了下一代成為文化庸俗的人、地理上恐
外的人，以及病態肥胖的辦公桌前馬鈴薯。

（二）標準化易致競爭焦慮，甚至剝奪課後家庭功能

當教育現場的課程焦點走向標準化，此一趨勢是否符合教育本質的質疑即
不曾停歇，從論述非學校化的 Illichi 至今皆有類似的反省。Illichi（1971/2004）
直陳學校幾乎不惜一切代價的驅使學生加入課程學習競爭，並不斷向高分的課
程學習進軍。

近來，現代性的社會效率特徵充分反映在課程評鑑所關注的學生學習評量
標準，諸多國家不惜任何代價，希望在短期內提高可測量的學生學習標準表現。
Hargreaves (2008:16) 即指出這是一個高風險及高壓標準化的時代，大家日益重
視國際學生學習測驗評比的結果，造成許多國家的恐慌，並將包袱轉嫁到學校
課程和教師身上，不斷強調提升學生學習成就標準，徒增競爭性焦慮；即使幼
稚園及小學也越來越早介入兒童時期的預備教育，不斷增加額外教學的預防措
施及課後安親課程，國家的干預越來越早，吞食越來越多的家庭時光，也侵犯
兒童的課後生活。

這樣的論述與作者在2011年3月與一位服務於澎湖的小學校長交談時顯現
的擔心是相同的，她是一位認真並致力於學生學習與教師成長的校長，但她指
出現今太多的課後補救教學方案，降低了學生的家庭時間，親子的互動減少，
家庭的功能也未能扮演兒童成長過程中的關鍵角色，親子間的情感是學校無法
取代的課程，而這養分卻是陪孩子一生的關鍵力量。不斷追求學習成就朝向標
準化的結果，就像是開毒藥來治療前一個病症，尚不知是否能治好病，卻可能
衍生更多的後遺症。

（三）標準化遏制師生教與學角色的創造性

在倡議標準的影響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即易受標準箝制而缺乏創造
性。Noddings (2007)直陳美國的教育系統已經被狹隘測驗的過度標準化所扭
曲，用一連串的標準化來詆毀課程，取代慎思的課程研究，州和聯邦政府是同
謀，荒謬的將這樣的標準寫入法案中，只依教育目標引導特定的課程內容選擇
和教學，建立複雜的能力標準來認證教師，「好教師」被狹隘的定義為對測驗在
行和教學訓練有素的人，逐漸不習慣去思考關於教師應該知道什麼以及能夠做
些什麼的更深一層的問題。

在台灣亦有類似情形，反映在學校教室的課程實踐裡，教師努力訓練學生
成為「考試高手」，即使他們知道教導學生如何考高分和真正的教學與學習是
不同的，但在要求標準化測驗成績的氣氛底下，課程的進行儼然成為學習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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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孩子被教導要贏別人，卻忘了學習歷程最重要的是學會面對自己，班級氣
氛是對立的，學校課程已離人格涵養、文化陶冶的理想愈來愈遠(陳美如，2007)。

在這樣的標準化氛圍中，學生的主體性不見了，教師的主體性也喪失，教
師與學生只成為課程改革系統的一個環節，標準化迫使教師成為一個政策的執
行者，國家課程的傳輸者，學生則被要求成為表現數據的提供者，缺乏課程過
程中師生彼此有意義的創造經驗。Shor 與 Freire (1987/2008：12)即認為當我們
把知識的生產與對現存知識的認識區別開來時，學校就很容易淪為一個販賣知
識的地方，而知識就只能在離課堂有一段距離的地方被產生，由研究員、學者、
教科書作者及官方課程設計委員會等來製造，卻不是由學生與教師在課堂內從
事創造與再創造。

（四）標準化意涵控制而缺少對人的關懷

標準化以控制性要求效率為主，充滿科技理性的現代性特徵，缺少對人理
解尊重的開展過程，Kenway (2008)直指這是普遍的守財奴狀態，亦即涉及課程
政策、教育政策問題時，始終以審計、計數、評量、比較來制定標準，進而標
準化，透過使用數字行使控制，透過測量來管理，透過計算來控制，然後透過
貨幣來激勵，這是具守財奴特性的課程觀。

此一向標準看齊的標準化過程似乎已成通病，在台灣，各項計畫似乎都需
藉由評鑑以確認原先設定的標準是否被達成，即使在品格教育的推行上，也提
供系統性的標準，透過各種訪視，要求學校具體化，提供證明，甚至有些縣市
頒發品格教育優良學校。用標準化的概念強加在人格涵養的教育歷程上，更以
評鑑彰顯標準化的重要，強調績效的現代性特徵，而缺少對人的關懷。

一旦評鑑課程的立場與實施缺少對人的關懷；同時即缺少課程規劃者對於
課程願景與人的關連；缺少課程推動過程要激發利害關係人的內在動力；缺少
一個讓課程得以開展人的潛能之環境營造思維；缺少對教師與學生幸福感的營
造；缺少課程實踐中具脈絡化、及對可能性與開創性的追求。一旦評鑑課程的
視野全都聚焦在標準，評鑑立場僅在確認標準的達成與否，評鑑即可能成為課
程走向標準化的最大幫兇。

三、看待課程的另類途徑：後標準化的概念

標準化的浪潮雖方興未艾，但其發展似乎已遇到瓶頸。主張回應性評鑑
（responsive evaluation 及標準本位評鑑(standard-based evaluation)的 Stake 即強
調不同的學生、教師和參照團體間均有不同的標準，即使是同一課程方案，標
準亦會隨著課程發展歷程的時間變化而改變，他認為在一健康的社會中，不同
的群體本就會有不同的標準(引自黃嘉雄，2006)。Hargrave(2007)指出標準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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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相關統計的改善曲線開始逐漸減弱，且證據顯現新的問題已產生，一些策
略的結果及存在的解答對教育的改革沒有效用。並直指後標準化時代已逐漸來
臨，並在幾個國家開始生成運作。Eisner(2002)亦認為標準化雖有(1)不複雜，符
合政治語言；(2)通則，不需太多細節；(3)看得見短期成效，改革看起來較有效
率…等迷人之處；但其問題包括(1)忽略各州課程與評量的差異；(2)忽略學生背
景差異；(3)忽略各校資源的差異。

面對標準化的問題，的確已有許多國家開始反省，嘗試改變。透過課程的
調整來教導學生靈活性、冒險精神、創造力及問題解決能力，有些是透過多樣
的社群、社區網絡和通訊科技來進行，力求更好的學習，而不是經由標準化的
知識內容 (Sahlberg，2010:53)，標準化所倚賴的官僚體制已逐漸為專業取代，
權力及控制開始退居於幕後，後標準化的改革強調同情、社群、公民、民主、
世界性認同，將過去因為競爭所撕裂的部分再放在一起(Hargreaves,2008)，後標
準化的世代將成為專業的趨動者，能改變經營，且有強烈的自信（Goodson et al.,
2006）。

檢視課程的觀點從標準走向後標準化，在世界各國的步調是不相同的。可
以肯定的是，自 1980 年代以來，當標準化逐漸成為多數國家面對課程改革的基
本態度同時，後標準化的另類課程改革視角亦開始在許多國家生成:

表 1 八 O 年代後課程改革的標準化\後標準化比較
標準化的課程改革 另類的課程改革—後標準化

嚴格的標準
中央為所有學校、教師與學生設定一致
性、清楚、高標的表現標準，強調以結
果表現改善公平。

寬鬆、多元具脈絡性的標準
標準要在脈絡裡被定義。為校本課程的
發展設定彈性的框架。鼓勵改善一致性
目標，為全民創造最理想的學習機會。

重視讀寫與數理能力
重視閱讀、寫作、數學與自然科學的知
識與技能。

重視廣大且有深度的學習
教學與學習重點在博學及有深度的學
習，給與個體的個性、道德角色、創造
力、知識與技能等成長的所有面向相同
價值

預定結果的教學
高分被視為是成功與好表現的標準，把
教育的風險減到最低，教學重點在要考
的內容並設法達到預設的結果。

鼓勵冒險與創造
以校本與教師自己發展的課程，促進教
學與學習方法的創新；同時鼓勵承擔
教、學及領導活動所面對的風險與不確
定性。

依結果決定績效
學校表現與學生學習結果與學校評鑑
後的獎懲有密切關聯。影響學校與教師

責任與信任
在教育系統中，逐漸塑造一個責任與信
任的文化。這系統能珍視教師及其對學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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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獎勵，未達標準的學校或個人則受懲
罰。

生的專業判斷，決定什麼是對學生最好
的，針對趕不上的學校或學生提供資源
與支援。

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
由國家訂定課程標準，依各課程發展層
級而下。中央以下的教育人員扮演課程
改革的一個環節，傳遞前一層級的課程
理想。

由上引導，由下擾動，教師社群的開展
中央、地方與學校教師成為並行的夥
伴，課程改革是彼此共同實踐的，關係
是平等的，相關的人投入其中，也開展
出自身的意義。

資料來源：整理自 (Hargreaves & Shirley,2008；Noddings,2007；Sahlberg，2010)

課程改革的視角從標準化邁向後標準化的歷程中，有幾項特徵(陳美如、郭
昭佑，2011)：

（一）課程的「標準」從嚴格走向寬鬆、多元與脈絡性；

（二）從只重視讀寫與數理科學能力，到逐漸強調有意義及深度的學習；

（三）課程與教學從達成預先訂定的結果，到鼓勵師生在教與學中的冒險與創造；

（四）從強調課程的結果績效，逐漸強調責任與信任。

（五）課程政策推動從由上而下的線性改革逐漸走向多維的、社群的交互影響。

檢視課程的後標準化觀點逐漸清楚，新的學說已然展開，改變的方向重新
看見人的價值與責任，從課程的表象到深層的價值，在乎兒童幸福感與社群的
合作。Barber（2001）宣告一個見聞寬廣的專業判斷新時代來臨，Hargreaves (2008)
更直指課程改革典範的轉移已經發生。然而，後標準化典範的形成，並不意味
原有典範的結束，兩者是可以共存的。後標準化時代並非摒棄標準，而是仍需
要標準，只是不要透過標準化的程序來達至標準，主張更多的彈性並強調在達
到標準的過程中，永不放棄更多的可能性。如同 Hargreaves 與 Shirley(2008)在
「第四條途徑」(The Fourth Way)一書所言: 我們仍有標準(standers)，但不再標
準化(standardization)。

参、邁向後標準化的課程改革—他山之石

我們正進入一個後標準化的時代 (Hargreaves,2008:15)

在 Hargreaves(2008)所著「後標準化時代的來臨：三個婚禮與一個喪禮」(The
coming of post-standardization: three weddings and a funeral)中將芬蘭、英國與加
拿大比喻為婚禮，意指課程改革走向後標準化方向；而以美國強調標準化的
NCLB 為例比喻為喪禮。而 Noddings (2007) 在「標準」（Standards）一文中對
美國也有相同的評述。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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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Hargreaves 將英國課程改革列為朝向後標準化之國家，但細究英國的
課程改革現況，對於學生學習評量仍處於標準化的階段2，英國全國教師協會在
2009 年抵制全國性的學生標準化評量，對於標準化測驗提出嚴厲批評，但英國
教育當局目前仍堅持基本的測驗是必要的，英國的後標準化尚處於論辯的階段
（駐英國代表處文化組，2011）。因此本研究以芬蘭及加拿大為例，一窺課程改
革，尤其是學生學習成效從標準走向後標準化的樣貌:

一、芬蘭以信任為基礎面對課程改革之路

芬蘭在七○年代以前的課程還是處於中央集權下，至八○年代以後才開始
逐漸走向信任學校和教師的改革道路；九○年代初期，一個以信任為基礎的學
校文化正式在芬蘭展開，開始邀請教師和學校參與社會的發展，這樣的行動對
芬蘭教育體系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參與，教師們看出系統3的意義，知道學校
和社區是攸關課程與學校整體發展的決策場所。在這樣的整體社會氣氛下，具
高度專業與道德感的教師也欣然接受此新的責任；而學校也很快接受自身在信
任文化中引領改變的角色(Sahlberg，2010:60-61)。

當九○年代全球多數國家在設定標準化測驗的時候，1991 年芬蘭國家教育
委員會決定停止這類型的監測，而給予教師更多信任，教師們可以自己設計考
試，雖仍使用全國通用的教學指引，但非照單全收，老師可以有 80％的空間自
行發揮課程，將重點放在學習本身，而不是讓學生為了考試而學習，實施有彈
性的責任制，學生的學習評量以教師設計的測驗為主，而不是統一的校外測驗，
希望營造小學成為單純求知的免試區域，以保留一個可以讓學生自然學習、探
索的環境，保護學生天生的求知慾，也讓教師在課程規劃上更自由(沈茹逸摘
譯，2011；Sahlberg，2010:59)。

2 針對英國是否採用標準化的全國學生學習評量，自 1988 年國定課程以來就一
直是爭議不休的議題，論爭的兩方分別是教師群體與學者為反對的一方，政府
部門為支持的一方，政府又有學校經費的控制權，學校經費主要依據學生人數
及學生在全國評量成績這兩項指標。作者 2008 年在英國進行小學課堂研究，其
全國評量仍如火如荼進行，部分中學(國中)招收學生仍會參考六年級的評量結
果，進行研究的小學發給家長的通訊亦指出為配合全國性的評量，學校將會增
加傳統的家庭作業。而中學的標準化評量結果，仍在英國的新聞中占據很大的
版面，公布各地區的中學學生的通過率，並以學生成績提高為榮，鼓勵大家繼
續努力。
3 芬蘭課程關注系統這概念與 Mtcal Fullan 2003 年之後在加拿大進行的高達
4500 所中小學的學校課程改革的主要核心觀念不謀而合，有興趣可參見
Fullan(2010)出版的”All Systems Go: The Change Imperative for Whole System
Reform”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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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從整體社會到課程政策，共同營造信任並致力於幫助每一位孩子的環
境，在這樣的氛圍下，課程改革並不大張旗鼓，學校裡反應出的是異常的平靜，
教師們努力實踐專業知能和社會責任，特別關心學習困難的學童，幫助他們跨
越學習障礙，提升能力，希望每一位孩子發揮特有的天賦，長大後能為芬蘭有
所貢獻。Hargreaves (2008)點出這些改變並非由倡導者和目標干預者所主張的，
而是由所有參與的教師安靜的、專業的合作，一如當世界各國好奇芬蘭的教育
奇蹟時，基層教師的反應是:「因為我們不用像盎格魯薩克遜4國家，花很多的
時間在回應來自高層政府主導者長之又長的問題(p21)。」

此外，芬蘭的校長不僅是管理與領導學校，許多校長繼續從事每週 2-3 個
小時的班級教學，透過親自的教學示範，建立教師對校長的信賴，並使校長和
學生保持連結，其課程領導不是不切實切的雄辯，而是由校長親自帶領的一種
活生生的、日復一日的真實。不僅強調課程的改變，更重視連續性，強調文化
和創造性，透過承諾、信任、合作和責任感，力主專業和以社群為基礎，促進
進步，課程領導是發生在每日的學習與教學生活的點滴之中，而不是只有經營
上的考量(Hargreaves，2008)。在芬蘭的課程環境裡，利害關係人皆涉入其中，
親身參與，共存共榮，非拉開一個距離，亦非指導他人如何做，而是互助成事，
在成人之美的過程中，也成就了自己。

這樣的課程改革特性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台灣的課程改革雖強調以學生
為主體，但推動過程仍傾向剛性、強制性的，常常造成教師的抗拒，理念與願
景的溝通不足，也讓少數不願投入學生學習改善的教師有更多的藉口。

芬蘭選擇離開標準化，反而著重課程的多樣化，營造一個可以培養學生好
奇、願意學習的環境，更致力於教師素質提升並展現對教師的信任，學校的課
程領導也回歸教育的本質，拉長時間慢慢改變，也在經年累月之間奠定其實力。
其實，芬蘭逾三十年來改造的不僅是課程綱要或標準，更重要的是整個芬蘭社
會與教育的「體質」，課程綱要的改變並不代表課程改革的全部，其所扮演的角
色對教育的實質影響力亦有其限度，在芬蘭的課程改革經驗裡，其信任的氛圍，
體質的調養，社會整體信念及對相關人的價值提升與自願的投入，才是正向改
革源源不斷的力量。

二、加拿大鼓勵彈性與合作學習的課程改革氛圍

加拿大 1990 年代中後時期，亞伯達省、安大略省、卑詩省的學校一直熱衷
標準化測驗，視全省標準化測驗結果為其學生表現和學校課程品質的指標，許
多決策過程只根據學生考試成績的單一標準，而此項標準常不能真實反映課程

4 這裡指的是以英文為主要語言，以往為國英國殖民的國家。除英國本身外，
亦包括美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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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生學習情況，讓教育人員感到挫折（教育資料館，2011）。在當時，教師們
抱怨「改變太多，太快，太急促」，時間不足以進行課程計劃及從事研究發展；
沒有時間合作或學習；沒有時間「反省」、「理解課程」、「學習如何執行」或理
解「專業書籍」 (Hargreaves,2008:24-25)。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2003 年的大選中，Dalton McGuinty 出任省長(2007 年獲
得連任)時承諾對教育進行改善。在此之前的十年間，安大略省的教育問題叢
生，經費大幅削減，教師士氣低落且與學校管理階層關係緊張，學生學習成績
不佳，高中生畢業率降低，家長們紛紛放棄公立學校；為此加拿大針對英國教
育改革進行研究，以吸取其經驗與教訓。Fullan 領導多倫多大學的團隊針對英
國 1998-2003 年的教育改革進行評估，結果指出英國教學品質策略依賴一套改
進學校教育的壓力與支援系統，1997-2000 年學生標準化測驗分數顯著提升，
隨後便停滯不前，部分原因在於由上而下的指令過多，未能適當的促進教師和
校長的積極性(Education Week，2011)。加拿大從英國的改革經驗中確立課程改
革的核心，最關鍵的是：方向來自中央，力量出自基層 (Fullan，2009)。可看
見其實現整體變革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促使基層看到改革跟自己的利益密切相
關，而不是一廂情願。

和芬蘭一樣，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課程改革經驗中，並不限於課程標準的
推動，而主要顯現在相關機構的支持系統中，安大略教師管理學院制訂了致力
於學生學習和教師專業發展的教學專業標準，多倫多大學規劃的教師教育課程
包括團隊教學組織形式，強調各種形式的合作，重視教學實踐(陳玲玲，2010)。
此外在課程目標的制定上，省與學區間也保有彈性。安大略的課程改革，雖然
有省的總體目標，但每年都要和各個學區進行協商，制定出遠大但可行的地方
目標 (管洪雲，2009)。另外，在學校課程品質方面，安大略省和美國相同，也
有一套提高課程品質的量化指標，例如到 2008 年 6 年級學生在閱讀、寫作、數
學成績通過率達到 75%，到 2010 年使高中生的畢業率達到 85%。但與美國不
同的是在實施策略上，把更多的重點放在尋找、推廣成功經驗，而非對學校的
成績進行排名 (Education Week，2011)，安大略省走的是一條自下而上的道路，
其推動策略重在過程的相互學習與支持，而非聚焦在結果的排名，亦非讓學校
各自努力與相互競爭。

此整體課程改革氣氛，也影響學校課程領導並落實至教學實務之中。加拿
大愈來愈多校長也開始反省：「我們已經不太再重視考試結果的重要性，學校教
職員也不再神經緊繃。我們了解到老師今天的壓力或是學生明天的焦慮。」學
校開始使用個別學生檔案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持續記錄學生的寫作評量和兩個
月內老師改過的作業（教育資料館，2011）。加拿大已經試著從震撼式的考試測
驗，回歸到以在校實質的學習表現來評量學生，改善的氣氛被有意義的支持，
在朝向後標準化的過程中，雖仍有省的目標，但學校和地區也被鼓勵發展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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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己所設計的目標(Hargreaves,2008)。其標準逐漸從嚴格走向寬鬆、彈性、
多元，且更具脈絡化。

加拿大課程改革的後標準化特徵，反映在對教育人員積極性的鼓勵與合作
學習的注重，改變對標準的觀念及實踐策略的調整。在人員的合作方面，透過
願景的宣導與溝通，讓學校校長關注教育本質，並倡議學校間的觀摩學習、資
源共享與教師社群的合作；在標準方面除有省的目標外，學校和地區也被鼓勵
擁有自己的目標；在標準的實踐策略上更具彈性，省的標準化測驗逐漸回歸學
生在校的學習歷程與實質，並以檔案來記錄學生的學習表現。

綜合來看，芬蘭與加拿大走向後標準化的課程改革經驗，並非放棄標準，
而是再思考如何看待標準，更積極的並貼近課程現場的實踐標準，並看重教師
與學生的可能性與未來發展性。其改變也回應了 Bruner (1996/2001)所提的:

「如果學校是進入文化的門徑，而不只是進入文化的準備，那
麼我們就應經常不斷地重新省視：學校的種種作為應讓學生理解自
身的權能，並讓他們理解自己有多少機會能因應學校和出了學校以
後的世界？我們都太過於專注學生「表現」的形式標準，以及很多
科層系統所預設的體制性要求，以致輕忽了教育原應有屬於個己的
面相(p70)。」

芬蘭與加拿大兩個國家的課程改革在走向後標準化的過程中，積極找尋自
身課程應有的面相。兩者在整體課程環境的氣氛營造上，擺脫高壓與競爭，回
到每天的課程實踐與反省，並進行教育人員的價值與意識提升。一如 Michael
Fullan 所言（2007）：開始後標準化的策略時，就必須承諾自身的教育責任，建
立教師的能力，並提供專業協助。

肆、看待課程評鑑的另類途徑：後標準化的觀點

教師應該是受教育的模範，不是「傳遞教學」的機器

(Noddings,2007)。

課程評鑑係透過評鑑的手段促使課程發展更臻完善的過程。然而，原為提
供參照指引的標準卻成為爭相追逐的焦點，而走向標準化，已過於向工具性傾
斜；加拿大與芬蘭的課程改革經驗提供了後標準化的方向指引，從兩個國家的
課程經驗來看，後標準化絕不僅止是面對標準或標準化時的不同態度而已，它
更代表一個相當不一樣的價值典範，具有特殊的意義與內涵。本文試著從後標
準化的角度重新審視課程評鑑，思考此一另類途徑的可能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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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思考課程評鑑的另類途徑:後標準化

一、面對差異，鼓勵調整—看待標準的態度

在行為目標的時代裡，教師們被告知千萬不能丟掉目標，要改變教法和學
生們一起達到目標(Noddings,2007)。課程的實施是將事先計劃好的課程傳遞給
學生的工作，是一種有秩序而且要依循劇本來傳遞資訊的工作，是一種類似於
記事員的工作，課程評鑑也是按部就班的執行，Ayers(2001/2006)認為這些看法
都是一種迷思。

因為當教師沈浸在這些細節時，課程的選擇反而喪失了，拒絶了差異，也
降低了課程能提供豐富的學習創生的可能性。教師們的課程與教學生活在乎的
不只是薪資報酬，他們更在乎的是可以自由發展及分享他們的策略，在更小的
班級中滿足多元學生的需求（Nias,1989）。

因此，當面對制式的課程評鑑標準時，應勇於面對差異進行調整。Ayers
(2001/2006)指出課程與教學的範疇比那些條列式的評鑑標準寬廣得多，更具生
命力，包含了更多的痛苦和衝突、更多的喜悅和智慧、更多不確定性，在課程
實踐裡，要求更多的判斷、精力和壓力。他直陳當教師拿到課程評鑑標準時，
應先把它擱置在一旁，直到已經規劃出課程的較大目標，並且針對那些目標設
計出特別的計畫和實質的行動步驟之後，才把那些標準拿出來，此時才能夠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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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這些課程評鑑標準的指引，而不會對它們卑躬屈膝。Noddings 也認為面對以
往一味接受並執行標準的作法應該改變，而應主動評析、調整或增刪評鑑標準，
在後標準化的時代裡，教師必須運用專業判斷來為個別學生或團體決定多元合
法化的課程選擇，並對一致性的標準進行調整(Noddings,2007)。終究，標準的
存在雖有其意義，但評鑑課程時所需感受的層面要比簡化的標準廣泛且複雜太
多，因此在面對制式的課程評鑑標準時，應同時正視差異的存在，存同求異，
鼓勵調整。

二、彈性與開放—政策應有的謙卑

芬蘭身為遙遠的歐盟小國，其教育的成功，除不斷調整，建立符合個人與
社會需求的學校教育外，在課程改革歷程中保持彈性與開放更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特質 (Sahlberg，2010)。課程實踐並非僅是遵循中央的制式規範，照單全收，
照本宣科而已。面對多變的世界局勢，對許多先前的概念與做法都需重新建構，
課程發展歷程更要保持彈性與開放。

Shor 及 Freire (1987/2008：14)即指出如果教師和學生在課堂內運用力量對
知識進行重新建構，那麼他們也必然能運用力量來重新建構他們所處的社會。
教育的發展就是在創新與既存的傳統間取得平衡，許多需要的創新特質早已存
在教育系統之中(Sahlberg，2010)，只不過要在彈性與開放的氛圍中被尊重，從
芬蘭的課程改革經驗中可以看見政策執行者的謙卑，不過度強加一致性的框架
在學校系統中並做嚴苛的要求。

如果我們認同這是重要的教育價值，課程評鑑需要政策制定或決策者正視
標準化的控制及其對課程的限制所造成的影響，朝向從後標準化的角度來看待
課程評鑑，讓評鑑的標準、過程或結果應用有機會保持彈性並開放各種可能性；
對於課程發展而言，意義的追尋與方向及路徑的確立，更重於標準的符合程度。
透過課程評鑑，關心教育的人，看見課程的本質，建立課程願景與行動策略；
具體的促進教師間與學校間彼此觀摩學習，並鼓勵學校和教師發揮教育理想與
夢想，發展更人性化的課程，這難道不比逐條確認符合標準與否重要？

三、誠實與信任—有效評鑑的基礎

信任與誠實一直是芬蘭社會的基本價值(Lewis,2005)。信任是穩定社會關係
所不可或缺的，當某一方相信對方在互動過程中可信與正直，信任就存在，信
任更是徹底影響人際和團體的行為的重要因素 (Zucker,1986 ；Morgan &
Hunt,1994)。誠實則是信任的前題，彼此的誠實是促進信任的重要元素 (Doney
& Cann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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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鑑應建立起安全、信任、說實話和忠貞的界限，以全人的觀點邀請
利害關係人帶著他們的能力、興趣、經驗和夢想進入教師的課程教學世界，回
應教師的課程教學，以利再形塑與建構這個課程教學空間(Ayers,2001/2006)。
Mcknight,Cummings 及 Chervany(1998)指出相信他人是誠實的、有能力的、善
意的，才可能建立信任，願意相信並彼此依賴。信任的建立除相信他人的誠實
外，同時對自己也要誠實。一直很喜歡宋文里（2004）的一句話: 「我們必須
很誠實的盤點我們的庫存─意義的庫存─以便知道我們自己的貨色。」對自己
誠實，才能坦誠面對自己的有與無，接受自己的完美與缺陷，也才能在評鑑過
程中開啟各種對話的可能性。

Guliker, Baartman 和 Biemans (2010)在荷蘭研究學生能力本位的評量中，
提及教師需要有效的自我評鑑，評鑑利害關係人要更具創造性的合作，透過評
鑑了解課程教學的實質內涵，以促進課程教學的實質改善。而要實質改善，需
要誠實的面對問題，並誠實的揭露自身的難題與不足。課程評鑑是課程改革裡
照亮課程實踐現場的重要機制，透過評鑑的協助與支持，建立教育者的能力及
其對教育的洞見。Ayers (2001/2006：187-188)更指出如果我們對人有足夠的信
任，才有辦法去看見學習。而在評鑑實踐裡，信任更是重要的議題。後標準化
的時代，要回到教育真實與師生素樸的存在，面對課程評鑑，信任對方的能力，
並給予最大的善意，並公正相互對待，真實面對彼此的處境，方可能透過課程
評鑑進行課程的更新與調整。否則，將如同許多評鑑過程，淪為事實真偽的論
辯與攻防戰。

四、道德與責任—應有的自我價值感

評鑑如果去標準化，那要依據什麼？老師如果就此放手，課程品質如何確
保？此刻，道德與責任在後標準化的脈絡中是核心的要素。Greene 在＜教師即
陌生人＞(Teacher as stranger)一書中即指出在價值混亂的時代，教育者更須進行
道德哲思，當人們可以批判的反省平日賴以維生的原則，以及我們行動背後的
理由，對於各種不公平、不正義的事項進行反省，就更能意識到自身的道德選
擇與理由，人們將更能承擔責任，而非陷入無力感中(Greene,1973)。

在芬蘭的經驗裡，教育是最值得國家投資的項目，而具有高度能力與品德
的教師從事教學，有助於芬蘭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教師樂於承擔此責任，
並受到社會高度尊敬，芬蘭的企業界也喜歡雇用具備教師資格或曾經擔任過教
師的員工（Salhberg, 2006）。涉入教學的人必須做出道德上的抉擇，而且這種
抉擇通常都是獨特的，對於過程的正當性愈是審慎的教育者，愈能以人的立場
去評估週遭情境，發展出新的選擇思考、感覺和行動方式的能力時，選擇利他
而不是利己、選擇和解而不是衝突、選擇卓越而不是平庸、選擇努力而不是自
滿、選擇正義而不是欺壓，道德感即建立了，此道德的成就給予人的本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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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的特性。這部分建立後，責任感應運而生，就再也無法對教育者提出更多
的要求（Ayers，2001/2006；Pratt,1994/2000)。而此特性也呼應了芬蘭歷經四十
年教改，從不主張教師評鑑，而是信任教師，以及加拿大近來的後標準化過程，
基層教育者不用一直回應來自高層的要求，有密切的相關。

我們需要負責任的和有效的教學專業人士，帶領學生培養有意義的學習，
這是專業責任 (Hargreaves & Shirle,2008)。老師要提供什麼樣的課程?不是教育
部規定，因為永遠來不及，世界不斷在變動5。在後標準化的課程環境中，有生
命感，教學有深度，有道德與責任，才是一位有自我價值感的教師。

五、省覺與持續更新—教育者的重要課題

一旦弱化課程評鑑標準的工具性功能，教師的課程評鑑主體性即獲得彰顯
的機會，此時，教育者本身的省覺與持續更新顯得特別重要。林逢棋(2009)指
出每一個教學都含有「有用的目標」和「美感的目標」，當教師有美感目標時，
教學產生的「自我驕傲」（self-importance）才會高，在教學上才有內在的滿足
與成就感，老師不是教書匠，而是有感覺的藝術家，每一次的教學就是和學生
共同創作的歷程。此美感的目標好似呼應了後標準化的特徵，如同陳美如(2007)
所言，教師教學的準備，不只是準備課程，更是時時準備好自己。

教育是一個送禮物的過程，一位學問淵博的老師身上永遠有免費的禮物可
以提供給好奇的學生們，一位好的教師能閱讀舊教材，學習新教材，為課程帶
來新觀點，在準備過程，觀點、奇聞、應用和連結堆疊了起來，如果機會來了，
教師就會把儲存在他腦子裡的東西拿來使用(Noddings,2007)。教育人員時刻思
考要提供什麼內容以及用什麼方式和學生共創課程經驗，這是老師為學生準備
的禮物，這需要教育者的自省、自覺與持續更新，才可能發生。

六、持續的對話—視野交融的機會

課程評鑑在後標準化的彈性與開放氛圍中，標準不再是唯一的準則，除自
我省覺外，對話是提供與他人視野交融並藉以提升的重要機會。透過對話認識
自己，走入社群，透過社群的力量相互支持，提升彼此，進而建立各種關係、
結構、系統的整體，讓人各得其所，並發揮所長。一位教育者的話語給我們很
好的提醒:

5 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大地震，福島核能外洩，就讀國中的兒子的理化老
師，就及時在課堂上和他們討論核能外洩的問題及相關的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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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覺到，還有一種卡著自己，讓自己能量阻滯無法提升的東西…
那是未知的，開啟真正行動的鎖鑰卻可能就在裡頭。要能通過「閱
讀自己」、「認清自己」的過程，我想，夥伴的陪伴、支持和分享是
重要的（曾慶台，2004）。

這種分享對話，是後標準化時代課程評鑑的各利害關係人要持續不斷進行
的功課。透過對話，走進彼此的生命，如宋文里（2004）所說的「自/我在邁向
他者之時，需要用面對 /面的方式，在交互主觀之中，做出言 /語。」，
Ayers(2001/2006)更認為對話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相互回應，大聲說出來讓我們
的聲音被聽見，透過集體的、持續的對話，讓我們可以一窺教育過程中某些事
情的深度，挖掘出埋藏在表層下面道德的與知識的意涵。 Fullan(2010)也指出
應關注從個人到社群的連結，甚至是系統網絡的建立與支持。

一個人的能量有限，眾人的智識無窮。在課程評鑑過程中，透過對話與分
享，每個利害關係人有機會將自身暗默不明的知識揭露出來，一方面釐清自己，
一方面理解對方的視野，在來回的交流中進行交融，對於評鑑課程的觀點層次
即可能在漸次的視野交融中獲得提升。

七、在地化與脈絡化—課程評鑑後標準化的期待

雖然在芬蘭與加拿大可以看見後標準化的課程改革身影，但不可能直接移
植，如同 Anderson (2011)所言:每個國家必須找到自己的解決辦法，符合其具體
情況，可以從其他國家學習，但無法複製這些技術。

評鑑應是在脈絡中的(Noddings,2007:59)。當我們面對各種層出不窮的新狀
況，更要回歸到人們自身特定問題和在歷史、文化、地域等身處於該世代的脈
絡化議題中(Wang,2010)。學生要如何利用他們的知識與技能來面對人生真實的
挑戰，反映在課程評鑑裡，應關注的是我們的學生在學校脈絡裡能學到什麼
(OECD,2011)。

在課程評鑑的後標準化中，在地化與脈絡化是很重要的基本條件。Goldstein
(2004:13)明確指出與其去監控為達目標而前進的過程，不如集中資源，針對每
一系統的動力取得足夠的了解，方能促使建設性的政策得以施行。強調在地的
脈絡與文化，因為這樣的境域之中，擁有在地知識的人，方能建構出屬於自己
的多樣目標，而不完全盡信於從全球觀點設立的共同標準，在全球性與在地化
之間尋求平衡。而當教育者有能力在複雜脈絡下反思實踐，就可以在所處情境
中做出適當抉擇，並且在整體的敘述脈絡下開放自己。此也是後標準化時代中
課程評鑑欲達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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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幸福感的擴散—後標準化課程評鑑的願景

教育須把學生和教師整合成一個對知識進行相互創造與再創造的整體
(Shor & Freire, 1987/2008：12)。Hargreaves (2008)指出在一項美國加州教師的調
查研究中，當教師被問到什麼因素最能夠吸引他們在具挑戰性的城市學校6教書
時，令人意外的，並不是增加薪水或其他外在鼓勵，而是小規模的班級和傑出
領導的學校校長，這兩項因素會提升教師的教學條件並使他們的教學受到有力
的支持。

結構性的關係形塑了教育，這就是所謂的課程，換言之，課程是藉由人們
所預設的溝通模式，呈現出社會性與結構性的關係 (Popkewitz ,1991/2007：
33) 。後標準化時代的社會性更重於結構性，課程評鑑要覺知—課程實踐不僅
僅是傳遞技能而已，更是生活的行動，並且牽涉到喜好與價值、義務與選擇、
信任與照顧、承諾與辯解，課程評鑑最好的結果就是--教育者知道，自己的生
命產生了影響(Ayers，2001/2006：28-34)。

如 Hoit (1990)所言「我們想要的課程是能夠為所有兒童開啟一條通往生活
在勇氣、希望、和愛的生命道路，引領學生走向一個值得活的生命的道路」。
Ayers(2001/2006：124)也指出為孩子營造走向幸福的人生，幸福感的建立在後
標準化時代是被關注的，透過信任、道德與責任、省覺與更新的過程，回應教
育的本質，讓孩子的一生活得好7。教育的歷程是透過送禮物的過程，擴散幸福
感。這幸福感的獲得，並非不勞而獲，需要透過生命的投入，經歷困頓、懷疑、
迷網，但從不放棄，而後發現自己可以，自己有能力，自己有用，能對自己與
他人的生命發生影響。後標準化時代的課程評鑑，要不斷回應並提醒:在課程理
想建立與實踐歷程，是摧毀師生的幸福感還是建立了幸福感?建立或摧毀的歷程
是怎麼產生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麼?終究，師生幸福感的建立與擴散才是課程
的終極目的。

6 美國大城市中的學校(inner city school)，和台灣不同。其新移民多集中在大城
市內生活，社經地位較高的美國人選擇住在郊區。而城市內的學校學生家庭社
經地位較低，城市內吸毒、犯罪與學習困難的問題也較多。對美國教師而言在
城市內學校教書是比較大的挑戰。
7 該用語參考自 Eisner(2003)所提:好的學校教育意味著要我們的孩子的一生活
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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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在面對差異鼓勵調整、彈性與開放、誠實與信任、道德與責任、自省與更

新、持續對話、在地化與脈絡化、幸福感擴散的後標準化課程評鑑圖像中，思
考課程評鑑的另類途徑指向的是「人的價值感之建立與意義提升」。而此價值感
的建立與意義提升，需要教育者自內而外的道德自省與自律，透過社群的合作，
外在整體的教育體質也要進行改造，自內而外，也由外而內。改革的啟動點，
中央帶領，減少過多干擾，給予基層更多信任、提供資源，而基層也要負起責
任。

在邁向後標準化時代，不要抱怨、不要藉口，也不用無力感來塘塞，這些
已經不是拒絕改變的理由。正視課程實踐歷程中，自身、學校、社會之限制，
確立方向，帶著恐懼邁步向前，更要彼此提醒要勇敢，給彼此勇氣。好的課程
沒有終點，它始終都是在形成的過程當中。課程評鑑不是用來比較的，而是課
程的利害關係人的成長，在面對課程、創生課程、反省課程、修正與調整課程
中，發現了自身也發現別人，發現自己與他人原來是共同存在，相生相惜的。

上述這些思考與養分，非來自真空，而是早已存在，已存在課程領域之內，
甚至課程領域之外，這是整體(whole)的概念。在美國有多年教學經驗並從事研
究的 Ayers 對此提出深刻的反省:

我這輩子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努力想要去改變，去創造，或者改進學
校和教室裡的教育。一路走來，我所學到的一個道理是，沒有保證
一定會成功──你只有滿懷著信念、希望和恐懼，然後就一頭栽進
這項任務裡頭。我還學到另外一個道裡，那就是，你必須要想得深
遠，質問每一件事情，不可以只是在問題的邊緣地帶做些笨拙的修
補工作 (Ayers，2001/2006：183) 。

這是後標準化的時代特徵，我們要做的只是去覺察、去跨越邊界，去閱讀、
去領悟、去行動，保持彈性並接受各種可能性，勇敢面對。

最後，在後標準化的課程評鑑實踐過程中，心胸要寬，眼界要寬，待人處
事要寬。借用余秋雨的話語:

大文明是需要大空間來承載的。空間小了，原來的大文明也會由大
變小，如果不變小就會被撞碎，或者流逸別處。希臘文明很大，但
空間太小，後來只能流逸在外，由阿拉伯學者和義大利神職人員保
存、尋找，最後在佛羅倫斯復興，復興在一個大空間之中。眼前在
耶路撒冷互相衝撞的幾種文明，本來也很大，但為了衝撞的需要，
都把自己削尖了，因此也由大變小(余秋雨，2004：50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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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最核心的意義是人的價值，是生命的課題。在課程評鑑裡頭，如何可
以達到理想?需要放到一個更大的空間與時間的長河中，去面對自己的處境，課
程評鑑的核心關懷，不再是評鑑者與被評鑑者的關係，也不再是專家與實務者
的關係，更不是標準的達成與否。課程評鑑結果的優劣，不純粹是課程或教學
領導的影響，不只是課程發展或教學技巧的反應，而是更大的我們，是我們要
共同面對的生命的課題，重新再反省 Eisner(2003)所提:一個好的學校是要我們
的孩子一生活得好。不是嗎？

有了這樣的理解，對各種課程事務，我們會重新定位，並以不同的視野來
觀看，因為這樣的轉變，許多可行的策略與答案，就會在課程歷程中，在真實
面對生命本質的過程裡，慢慢長出來。這，才是課程評鑑後標準化另類途徑，
是指向生命本質，誠實面對，在生命彼此交付過程中，長出來的各種可能的道
路，而這些道路，都受到尊重。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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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tandardizati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ward Curriculum Evaluation

Mei-Ju Chen* Chao-Yu Kau**
Curriculum evaluation is a process that helps people to learn how to examine

curriculum. When teachers deal with curriculum evaluation, no matter through
self-reflection, observation from others, records, interviews or questionnaires,
mostly they proceed according to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tandards which are set
in advance. The function of standards is primarily to provide evaluation with
objective perspectives; however, standards setting makes teachers neglect other
factors of curriculum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us may deter possibl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xistence of standards narrows different issues of curriculum
and makes standards the only criteria.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gradually moves toward
standardization,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are reflecting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standardization and provide the concept of post-standardization as an alternative. In
this article I apply the concept of post-standardization so as to examin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 standards,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from
standardization to post-standardization in curriculum reformation context and try to
construct post-standardization, and thus have a brand-new perspectives toward
curriculum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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