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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從重要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的角度，詳述本研究的出發點。首先釐清課

程的意義，並剖析課程決定之於課程發展的關係，探索這方面文獻的主要目的，

在於從鉅觀的角度理解課程決定在課程概念之下的意涵；接著研究者將焦點指向

課程決定的概念本身，藉由歷程的探索，來理解課程決定的行為背後重要的影響

因素，另一方面，決定層級的討論則試圖以較具象的觀點來理解課程決定；課程

決定過程中的另一項關鍵在於做決定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狀況，從決定者自

處與彼此共處兩個面向切入，研究者能夠將對課程決定的理解拉到實施的層次；

最後，研究者感興趣的是影響課程決定結果的各方力量，從這裡又將課程決定與

外部大系統的關係牽連在一起。 

 

承上所述，本章的第一節整理課程、課程發展與課程決定的理論；第二節討

論課程決定的歷程與層級；第三節說明學校層級中主要的課程決定者及其互動關

係；第四節則指出影響學校層級課程決定的因素。 

 

第一節 課程、課程發展與課程決定 

 

一、 課程的意義 

 

課程的意義向來眾說紛紜，但一般認為可以區分為四大類，即：課程是學科、

學程和教材；課程是計畫；課程是目標或成果；課程是經驗（王文科，民 83；

李子建、黃顯華，民 85）。也就是說，學者談及課程這個概念時，所指涉的不外

是學校提供予學生的知識本身、欲透過知識的傳授達成的單元目標與成果、學校

有計畫地實現知識傳遞或目標成果，以及學生在學校中所獲得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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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課程是一個經常用來指稱單元目標、內容、計畫、學習經驗與具

體活動的靜態詞彙，包括了教學前（課程設計階段）、教學進行中（課程實施階

段）以及教學結束之後（課程評鑑階段），實質的教學內容與計畫的形式兩方面

的意義。另一方面，課程也被視為一種預先訂定的計畫，未經計畫的學習活動不

屬於課程定義的範圍，學校是有意圖的提供特定的教學內容與目標給學生（歐用

生，民 75；黃顯華，1993）而依照呈現型式的不同，學校的課程又可以分為正

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三大類。 

 

二、 課程發展的意義 

 

許多學者認為課程發展的意義與課程計畫、課程設計、課程編製、課程建構

等並無二致，皆指課程結構的發展（簡楚瑛，民 70；歐用生，民 75）。Taba（1962）

認為課程發展是一種敘述，用以確定課程的構成元素以及元素間的關係，指出組

織的原則以及要求條件，使它們能順利的運作；Beauchamp（1968）則認為課程

發展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文件的整體實質，構成元素和安排，及課程的內容，另

一部份是各元素的組織形式，除了強調學校教育應扮演更多文化內容傳遞的功能

之外，Beauchamp和 Taba對課程發展的定義其實相當類似。 

 

課程發展的過程涵蓋了課程內容、課程目標、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

鑑幾個部分。課程內容是學習經驗的安排，包括生活、知識、態度及價值等方面

的題材，這些內容來自整體的社會文化，經過篩選之後放入教育系統傳遞給下一

代（簡良平，民 91）；課程目標是課程欲對學生達成之影響的具體描述，其性質

不應侷限在行為目標的範疇（李子建、黃顯華，民 85）；課程設計是為提供學習

機會所運用的架構或模式，並依據欲達成的課程目標、學習者的本性、社會的性

質、政治和社會的制約等因素來編製（王文科，民 83）；課程實施是透過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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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選擇適當的教學方式實現課程設計的結果，過程中經常受到師生互動

等不能預期因素的影響；課程評鑑則是透過課程相關資料的蒐集，判斷教學活動

或材料之價值的過程，具有引導特定課程或教育方案方向的意義（黃政傑，

1987）。 

 

與前述的學者不同，Beane, Toepfer 和 Alessi（1986）試圖更清楚地區分課

程發展和課程計畫之間的界線，他們認為課程發展主要涉及的是設計實際教學情

境的方案，根據廣泛的目標，將那些目標轉換成協調的、一致的學習經驗規劃，

相對來說，與課程目標的設定階段關係較小。本研究無意窄化課程發展的意義，

將課程目標的設定階段完全摒棄在課程發展的定義之外，但 Beane等人的研究確

實提醒著課程研究者，除了課程意義的靜態特性外，也應該重視課程發展過程的

動態成分，課程發展是一個從課程目標設定、課程設計到課程實施與評鑑的流動

歷程。 

 

三、 課程發展與課程決定 

 

決定（decision-making）是課程決定理論的核心概念。在「決策、做決定、

行政決定」等譯名的背後其實皆意指：經過慎思（deliberation）之後，從多個可

行的方案中，做出一個選擇的過程（高新建，民 80；黃雅瑛，民 90；王前龍，

民 84）。 

 

高新建（民 80：66）整理國內外主要課程學者對課程發展要素的看法後指

出，若從課程組成的角度來說明課程決定的範圍，包括：課程目標、內容、學生

學習經驗、學習活動、教學策略或方法、教學材料或資源、教學空間或環境、教

學評鑑、教學時間、分組方式等項目；Klein（1991）提出的九大課程決定項目，

與高新建的分析結果亦相當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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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展這些課程要素的過程中，蘊藏著無數個需要回答「怎麼做」的問題或

情境。每一個「怎麼做」的答案，可能涉及核心價值立場的回應、教學策略的提

出，或是具體教學活動細節的安排等關鍵的課程要素。因此，課程決定是教育人

員針對課程發展過程中與課程目標、內容、學生學習經驗、學習活動、教學策略

或方法、教學材料或資源、教學空間或環境、教學評鑑、教學時間、分組方式等

組成要素相關的種種問題，經過審慎的思考與深度的討論，最後從數個具體可行

的待選方案當中，做出選擇的過程。 

 

此外，課程決定（curriculum decision making）實際上是一種思維的方式，

是每位課程決定者透過自己獨有的邏輯，從眾多可能的選擇中，不斷辯論

（argument），最終得到一個答案的歷程（Jones & Haynes，1999；Huff & Pondy，

1983）。 

 

也就是說，課程決定是課程發展概念下的一項重要元素，透過無數個以邏輯

辯論為基礎的決定形成了發展課程的可能，而透過課程決定的探究，得以一窺課

程發展過程中關鍵時刻的演變。 

 

第二節 課程決定的模式與層級 

 

一、 課程決定的模式 

 

Carrol與 Johnson（1990：21-24）認為一般課程決定的歷程可以分成七個階

段，從辨認以確定問題、明確表達立場、產出可行方案、尋求資訊、判斷或選擇、

行動乃至回饋，這是一個環狀的連續歷程（引自楊美玲，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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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說法雖然強調了課程決定是一個連續不斷、循環的歷程，然而從歷程

中所包含的七個發展階段觀之，仍可嗅出科學理性決定模式的重要假定：明確描

述問題、由決定者條列可能的解決方案及可能的實施結果、將結果評定優劣順序

（Sergiovanni & Carver，1980）。然而，正如一般行政決定模式面臨的挑戰，完

全以科學與理性作為依歸的決定模式漸漸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張鈿富，民

90），Johnston（1989）認為理性的課程發展模式忽略了課程決定的政治性，簡良

平（民 91：20）則認為理性模式去脈絡化及去個人化的描述是不恰當的，這些

學者的說法意指在傳統的課程決定模式中，決定者作為人的特質雖是不可忽略

的，卻的確被漠視了。 

 

Walker（1971，引自黃政傑，民 80）針對理性課程決定模式的缺失提出了

自然發展（Naturalistic model）的課程決定模式（圖 2-1）。該模式最重要的特點

有二：一是將課程決定者自身對課程的信念，納入課程決定的歷程當中，作為一

個重要且基本的影響因素；二是強調決定者試圖從既有的課程立場轉化到實際課

程設計時，會經歷 Schwab（1969）所謂慎思的過程，以更具實用性的手段、而

非依靠僵硬的理論來解決課程發展時遭遇的問題。 

 

 

 

 

 

 

 

 

 

 

設計 

政策 

慎思 

資料 

立場 

圖 2-1 自然發展課程決定模式（黃政傑，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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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er 的自然發展課程決定模式，是因應現實狀態所做出的修正，這個模

式納入決定者個別的課程信念（立場），透過慎思，課程決定的過程可說是一連

串為自身立場辯護的歷程，因此，從一片混亂中殺出重圍取得的共識，不盡然是

最符合教育理想的決定（王前龍，民 84）；另一方面，自然發展課程決定模式中

的慎思，在實際進行時經常引致矛盾和衝突，決定者之間不易達成共識，且在嘗

試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常受到團體中的互動關係、領導者的介入方式、組織的氣

氛等因素的阻撓，真正的課程對話在克服這些因素之後才能展開（Posner，1998；

簡良平，民 91）。 

 

二、 課程決定的層級 

 

朱敬一、戴華（1996）從外部效益的觀點指出，透過教育的過程，國民將會

產生素質上的提升，而這種提升對許多教育之外的事項都有助益，如加速經濟發

展、維持國家整體環境的清潔等，國家為了確保這些事項的發展，有權辦理國民

教育。從 70 年代蘇聯發射史巴尼克衛星事件到已經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美

國聯邦政府對各州教育權力的態度經歷過不止一次的變化，為了因應社會的變

遷，在中心化（centralization）與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兩極之間擺盪，這

樣的現象說明了國家在辦理學校教育（尤其是國民教育階段）時扮演的主動地

位。課程發展與實施的方向作為教育目標的具體實踐途徑，顯然是國家權力運作

的合理範疇。 

 

在行政組織之內，國家有權支配龐大的課程決定權力如何分配，藉此凸顯層

級間不同的角色任務與重要性。Goodlad（1979，引自簡良平，民 91）指出社會、

機構、教學與個人經驗等四個課程決定的層級；Beane等人（1986）則指課程決

定的層級包括：全國、州、學校系統、學校、教師小組、個別教師和教室層級，

這樣的改變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趨勢相互呼應。國內學者因應我國的行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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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出國家、地方、學校、班級四個層級（歐用生，民 75）；黃政傑（民 78）

則提出教育部及相關機構、省市縣教育行政機構、學校、教師、學生五個層級，

較歐用生的說法更重視學生個別而主動創造的課程經驗。Klein（1991）在課程

決定的理論架構中提出七個課程決定的層級，包括：學術層級、社會層級、正式

層級、學校層級、教學層級（Instructional level）、運作層級（Operational level）

與經驗層級，Klein 的架構不僅更有系統地將課程決定的層級從教育體系向外延

伸，重視社會脈絡對教育的影響力，更將以教師為主體的課程決定細分為教學層

級與運作層級，強調課程實施過程對課程決定的影響力。 

 

黃炳煌（民 77，引自高新建，民 80）認為課程決定的層級應由事務的性質

來區分，他提出政策性、專業性、技術性等四個決定的層次，認為在行政體制上

接近高層的單位，進行的課程決定較偏向政策的性質；相反地，接近學生的層次，

愈傾向於進行技術性質的課程決定。黃炳煌提出的層次說，是一種分層負責、講

究權責相符的模式。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正式實施，學校在課程發展與決定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大幅

改變，從傳統上的受命單位，轉化成得以進行政策擬定的組織；另外，教師的專

業地位逐漸得到肯定，以教室作為課程發展單位的日子也指日可待。長久以來，

由上而下（top-bottom）的教育改革模式，隨著國家對學校乃至教師賦權增能

（empowerment）的過程，逐漸轉變成由下到上（bottom-up）生根式的改革取向。

目前學校層級課程決定的主要範疇包括：轉化課程政策的內容、訂定學校哲學與

目標、課程計畫的協調、課程內容的選擇與組織、課程發展技能的提升、教師進

修機會的安排、人事與經費的管理、學校專業文化的塑造等（簡良平，民 91：

36）。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影響下，學校層級課程決定的事務向政策性、專業性靠

近，學校課程決定權力增加是顯而易見的。學校層級是本研究主要感興趣的一個

課程決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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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層級主要的課程決定者及其互動關係 

 

一、 學校層級主要的課程決定者 

 

學校層級中主要的課程決定者，包括：校長、全體教師、家長、督學、專家

學者（諮詢者）、課程發展委員會等（簡良平，民 91；Leithwood，1982），有時

也受到社區人士或是其他公眾意見的影響（Peters，1976；Baruch & Callaway，

1986），而每位課程決定者都在學校課程決定的過程中扮演獨特的角色。 

 

(一) 校長作為課程決定者 

 

Kimston & Anderson（1982，引自 Bowers，1991）的研究指出，校長在學校

課程決定的歷程中仍然擁有最多的權力，教師次之，家長幾乎沒有真正的課程權

力，更不用說學生。Wallace（1978）認為校長應具有九項關鍵的的課程能力，

包括：決定課程目標的能力、決定課程內容的能力、決定教師進修活動等面向，

這些能力就是校長運作學校層級課程決定內涵的技能，顯示校長作為學校的最高

領導人，在進行課程決定時，扮演主動的角色。 

 

校長作為課程決定者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營造有助於教師參與決定的組織

氣氛。Brady（1984）的研究發現，校長的支持與教師團體參與決定的程度呈現

正相關，Marleen & Mary（2001）則認為校長應營造出合作的（collaborative）課

程決定模式，也就是說，校長在課程決定中的角色是設法使學校成為具有積極合

作氛圍的組織，而不只是自行做出多數的決定。 

 

(二) 教師作為課程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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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本位管理的背景下，教師作為與學生真實學習最接近的學校成員，在

以針對學生個別化需求設計課程作為目標的課程決定過程中，教師進行課程決定

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同於學校行政人員，教師能運用自己的教學經驗做出最適合

學生的決定（Johnston，1995）。因此，教師在課程發展與決定過程中的地位變得

重要，關於課程的責任大幅延伸（expansions）（Young，1979）；另一方面，教師

突然被要求進行團隊合作，不管是與領域教師相互討論，或與校長進行協調，都

必須從過去的孤獨當中走出來，這是需要許多新的技能才應付得來的

（Hawthorne，1990）。然而，多數的教師縱然認同教師在課程決定中的重要角色，

卻表示自己並未擁有真正的課程權力，顯示多數學校的行政環境尚未做好教師決

定的準備，或是教師的心態仍未調整妥當（Bridgeland & others，1981），在理想

與現實狀況之間，仍有一段差距存在，而教師對學校課程決定模式的知覺，會影

響其參與決定的意願（Macpherson，1998）。 

 

(三) 家長作為課程決定者 

 

家庭是學校以外，另一個供學生生活與學習的主要場所。家長參與學校層級

的課程決定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需求有溝通協調的

管道。Davis（1984）在澳洲進行的研究發現，少數移民學生的家長因為語言等

因素無法良好地參與學校課程決定的過程，並因而為學生的學習帶來負面的影

響，當家庭與學校的教育相衝突時，學生的學習變得困難。 

 

(四) 督學作為課程決定者 

 

督學是學區層級（或正式層級）與學校進行溝通的代表，在學校層級的課程

決定中扮演監督政策方向的角色，多半不介入課程決定的細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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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家學者作為課程決定者 

 

在學校層級中通常扮演被動的諮詢者，提供新穎的理論或相關的實務經驗給

學校成員參考。 

 

二、 主要課程決定者間的互動關係。 

 

  作為第一線的教學者，教師在課程決定歷程中的重要性已不言可喻，許多研

究認為校長、家長、專家、督學等「非教學者」，應該盡力協助教師進行課程決

定（Leithwood，1982；Ross & others，1982 ），這樣的研究結果間接加強了教師

在課程決定過程的主體地位，而校長做為學校行政系統的代表人物，在理論的觀

點上，扮演的是協助教師取得真正權力、將課程與教學的理論成功引導進入教室

內的橋樑角色（Bradley，1985；蔡因吉，民 91）。然而，我國的課程權力剛從中

心化走向去中心化，大多數的學校仍在摸索這股強大的蛻變帶來何種意義，一個

真正以教師為核心的課程決定模型尚未穩定，因此，校長在這個摸索的過程中所

扮演的主動角色顯得益加重要。 

 

事實上，校長自身所肩負的任務也面臨大幅度的改變，趙廣林（民 85）調

查發現，絕大多數的校長把時間花在一般性的行政事務上，幾乎沒有時間進行教

學與課程相關事務的討論上，然而，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迫使校長必須承擔起來

自中央的巨大課程權力，必須設法讓學校本位的課程穩定發展，因此，校長不再

只是一位行政領導者，更必須是學校教學與課程的領導者。Smith 與 Andrew

（1989）認為校長課程領導的具體作為，應表現在四個方面： 

 

1. 校長是資源的提供者。包括校內與校外的可用資源，校長都必須完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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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課程發展的需要。 

2. 校長是教學的指導者。校長能夠直接關注有助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的因素，

例如：教師的教學技巧。 

3. 校長是溝通者。校長能有效的利用各種管道，與學校成員或校外關心學校的

人士進行觀念的交流。 

4. 校長是可見的存在者。校長應經常出現在校園當中，讓學校成員隨時有機會

與校長交談與互動。 

 

本研究認為學校領導者雖然與教師、家長一般，都屬參與學校層級課程決定

之一員，然而學校領導者除針對課程重要元素的決定提供自己的意見之外，還必

須負起運作課程決定團隊的責任，並透過具體的行政策略來維繫學校層級課程發

展過程的品質，在學校層級課程決定的過程中，學校領導者扮演格外關鍵的角色。 

 

第四節 影響學校層級課程決定的因素 

 

Gay（1991）指出，可能影響學校層級課程決定的因素，因為來源的不同，

分為來自學校外部正式組織的影響、學校外部非正式組織的影響、學校內部正式

組織的影響、學校內部非正式組織的影響四個層面。 

 

一、 來自學校外部正式組織的影響因素，包括： 

 

(一) 測驗局及委員會。 

(二) 專業的聯會。 

(三) 檢驗證書的聯會。 

(四) 公共意見民意調查。 

(五) 議會遊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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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消費者（學生、家長、商人）。 

(七) 勞工組織。 

(八) 政府的管理者。 

 

二、 來自學校外部非正式組織的影響因素，包括：  

 

(一) 特殊的利益團體。 

(二) 教材的出版商。 

(三) 傳播媒體。 

(四) 個別評論家。 

(五) 社會的公民危機。 

(六) 習俗與傳統。 

(七) 慈善基金會。 

(八) 可能向學校施壓的政治意見。 

 

三、 來自學校內部正式組織的影響因素，包括： 

 

(一) 政府的權威。 

(二) 諮詢機構與行政人員。 

(三) 法律的規範。 

(四) 學校管理機構。 

(五) 學區與學系的行政人員與教師。 

(六) 學校系統的官僚型態。 

(七) 學校的資源與設備。 

(八) 做決定的系統。 

(九) 決定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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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來自學校內部非正式組織的影響因素，包括： 

 

(一) 教職員對課程與教學的觀點。 

(二) 正式課程運作的政治關係。 

(三) 習俗與習慣。 

(四) 團體互動的社會關係。 

(五) 參與者的人格特質與能力。 

(六) 建立人際關係的技能。 

(七) 課程計畫的領域。 

 

Gay（1991）從宏觀的角度說明可能影響學校層級課程發展與課程決定的主

要因素，本研究的焦點將著重在學校內在的影響因素中，做決定的系統以及參與

者的互動關係兩個部分，其他的影響因素則作為討論學校課程決定運作系統之下

的子題。 

 

課程決定是實際上是一個從眾多選擇當中，以決定者自身的價值信念為基

礎，回答問題的過程，而從最開始強調科學理性的決定模式到自然發展模式演變

的途中，課程決定者自身的立場、以及決定模式的非理性要素，逐漸被突顯出來，

課程決定不再被視為一個單純選擇的歷程。學校是課程決定的其中一個關鍵層

級，在這個層級當中，包括：校長、教師、家長等人討論戶動之後，共同做出決

定，而學校層級的課程決定過程中，隱含的內、外部影響因素非常的龐雜，唯本

研究主要關注的是來自學校內部的影響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