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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自民國 91 年全面實施之後，其實施成效與預期目標

達成的情形，及其在鉅觀與微觀層面面臨那些有待解決的問題，在在值得深入探

討。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概況，包括精神與特色、課程

組織與運作、課程發展與實施、領域教學與多元評量等五個層面，及其對學校親師

生可能的影響。

本研究以臺北縣市、基隆與宜蘭縣為研究對象，採用半結構訪談與問卷調查進

行資料之蒐集，以立意抽樣方式抽取臺北縣市八位中小學教師為訪談調查樣本，並

抽取前述四縣市八所國民中小學 178 位教師為問卷調查樣本，針對九年一貫實施的

相關情形與問題進行研究，並將所得之訪談與問卷調查所得資料略做比較分析，以

了解受試者對各校前述五個層面內涵的達成情形，以及所面臨的問題。

研究發現前述五個層面達成程度高排行依序為:課程發展與實施、領域教學與

多元評量、課程組織與運作、對學校親師生可能的影響與精神與特色;針對各個層

面的實施受訪者亦提出包括國民中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因學生升學高中的考試壓

力，無法有效實踐;但國民小學雖有較大發揮空間，惟亦受校長領導能力與意願，

以及整體教師專業知能和參與意願等影響等問題。本研究針對這些問題試圖提出

「署慎評估修改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的實施與結果的運用」等九項建議以為參考。

關鍵詞:九年一貫課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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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九年貫課程實施概況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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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ince 2002, of the New 1-9 Curriculu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ucational reforms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is curriculum compri

ses seven major categories of learning, in order to offer students a complete “knowledge 

map" and enhance their creativity. However, the new curriculum has been very controver

sial.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curriculum on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but also on school goals and characteristic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

ment committee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category instruction and al

ternative forms of evaluation.? The su吋ects of the study included both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Taipei county, Keelung city and 

Yilan county. 80t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were used to col

lect the pe此inent data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Eight elementa叩 and high school tea

chers from Taipei city and county were interviewed, and 178 teachers from eight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nd county answered questions on a questionnaire, giving their points of view on 

what has changed in their school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1-9 curriculum. Ac

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greatest impact has been 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 

smallest impact was on school goals and characteristics. It was widely thought that several 

problems needed to be solved, including tha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unior high and ele

menta叩 schools in terms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ir highest-grade students for the next aca

demic stage. Nine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as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main problems. 

Keywords: Grade 1-9 Curriculum, school-based , curriculum developmer吐， alternative 

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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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結論

J 、研究動機

1996 年行政院教改會總諮議報告書針對中小學傳統學科與評量等缺失，提出課

程改革的建議策略至，就中有關發展學校本位與整體性的課程，以提供學生統整知

識的學習，落實全人教育的目標建議，是為實施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決策的重要

依據與推力。再者，為回應社會對教育改革的期待，並兼顧國家發展的需求，教育

部乃於 1998 年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J 其基本理念在於使新

世紀的中小學學生，透過九年一貫課程的學習之後，能具有人本情懷、統整能力、

民主素養、鄉士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的健全國民;並改變中央一地方

的課程發展權力，強調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其生活

經驗為重心，以培養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此一攸關國民教育的重大改革，其實施成

效如何，厥為社會大泉關注焦點。

但九年一貫課程自民國 91 年全面實施之後，在鉅觀與微觀層面皆陸續面臨若干

的挫折與問題。適來，有關「一綱多本」與「一綱一本」之爭，即是前者的明顯事

例之一。而就後者而言，相關的研究指出各校的課程實施亦遭遇不少問題(林佩璇，

2001 ;張嘉育， 1999 ;甄曉蘭， 2001) ，如僵化的課程概念:行政科層體制的束縛、

負擔過重、溝通不足，過於任務導向;課程改變的孤立性;教師的專業能力、時間

與負荷;及其對改革的冷漠與抗拒;成員認知與行動之間的落差與衝突、參與層次

及面向不足;學校層級課程發展方案過多，干擾教師層級的課程發展;教師異動頻

繁;外在環境與法規的限制;欠缺課程晶管機制等。這些問題是否僅是過渡期的短

暫陣痛，抑或可能成為長期糾結不清的結構性問題，頗值得進 s步關注與探究，否

則面對高中九五暫行課綱的實施，與九八課綱的全面推行，恐有重蹈覆轍之虞。

針對前述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所衍生的問題，教育部亦積極回應與處理，並於

2003 年分別針對「九年一貫課程解決策略」、「教師教學能力」、「學習銜接的補

強」、「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實施」與「因應家長疑惑」等，提出改進的措施並研擬

有效的解決策略。這些策略的可行性與實施成效為何，亦值得深入了解。

九年一賈課程係近年來國民教育階段重要的教育改革之一，以公共行政學 (public

administration) 的觀點而言，可由「政策產出 J ( policy output) 與「政策影響 J (policy 

impact) 兩個層面，進行所謂的政策評估 (policy evaluation) ，但兩者相關聯且密不

可分，因為前者為政治目標的陳述與行政行為達成所必需經歷的，而後者所關心的

則是諸如績效、目標達成情形與影響因素等議題，這些關注點取決於目標內涵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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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概況之調查研究

政作為 (Rosenbloom， 1998) 。職是之故，前述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所行生的問題，

其成因為何?能否透過這些影響因素的探究與評析，獲致可能的因應策略?等的探

討議題，頗能符應政策評估研究的關注點。

三、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除探討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其預期目標與特色的

落實情形，及其對學校親師生可能的影響之外;並析究國民中小學在課程組織與運

作、課程發展與實施、領域教學與多元評量等層面的實施內涵。最後再以訪談與問

卷調查方式進一步了解其所衍生的相關問題，試圖提出因應策略以為參考。

醋、文獻初探

一、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與特色

前述教育部於 1998 公布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J 強調以「課

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 J 以帶得走的「基本能力」為課程學習的目標;以「學

習領域 J 取代傳統的「分科課程 J 以「學生為主體」取代以「教師為主體」的教

學思維模式:強調「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增加學校及教師彈性自主的空間;設

置「彈性學習節數」提供學生更多元化的學習空間與機會等 o 據此析論，九年一貫

課程的主要精神與特色至少具有下數端:

(一)學校本位

九年一貫課程發展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 J 由各校成立「課程發展

委員會」與「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等課程組織，依照教育部頒訂的課程綱要，負

責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此係課程發展權力的下放，由原來「中央一地方」的關係

轉變為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強調「由下而上」、「民主參與」、「共同決策」、

「自我評鑑」與「學校自主」等精神。此種課程發展機制能隨時融入新的教材與內

容，改變以前較忽略因地與因時制宜的「中央一地方」的課程發展模式，使其內涵

能較富彈性，適時地將新的社會趨勢與學生的興趣等，納入課程，如性別教育、多

元文化教育、藥物教育與消費教育等新興課程都可以隨時加進課程之中，成為學習

的教材。

再者，由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概念深受「學校本位管理 J (school-based man

agement) 運動的影響，故其能反映出教師專業發展及教學自主性的要求，同時亦能

符應對教育的民主參與的呼籲 O 學校本位課程設計是以學校為中心，社會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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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中央、地方與學校三者權利、責任的再分配，賦予學校教育人員權力和責任，

結合學校內外資源與人力，主動進行學校課程計劃、實施與評鑑(黃政傑， 1985) 。

因此，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應強調課程的多元性、地方性及適時性，並應能立即回應

社區、學校與學生的需求，以增加課程的彈性及機動性，進而發展學校的特色課程。

除此之外，亦需賦予學校教師發展課程的自主性，使其在課程發展的脈絡與過程中，

能思考課程的適切性、合理性及可行性，以培養教師的課程意識;同時也能進行課

程的研究與發展，以提昇教師的專業能力，建構學習型的組織。

(二)課程毓整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知識、經驗、社會與課程設計等的統整，由原來「學科本位」

轉變為「學習領域」的課程，將中小學的學習內容統整為語丈等七大領域，配合前

述學校本位的課程設計，則較能兼顧課程的水平與垂直銜接。 Beane (1997)亦指出，

課程統整與知識學科可以相容並蓄和平相處，因為透過前述經驗與社會等四個面向

的統整，學科知識的重要概念與內涵能與學生的真實生活世界聯結，賦予學習更多

的意義與價值。

(三)彈性課程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校本位的發展，並設置「彈性學習節數」提供學生更多元

化的學習空間與機會 o 因此，在授課時間的安排上留給各校 20%的自主時間，各校

能考量其特色發展七大學習領域以外的課程，或就各學習領域課程進行加深加廣的

學習，或實施彈性課程的教學活動。彈性課程或空白課程能賦予教師較多的教學自

主權，亦能提供學生多元與自主學習的機會。

然而彈性課程意涵並非是指放任的課程，而是讓學校及教師擁有更多空間可以

自由發揮，追求更加卓越的教學品質，以表現其教師的專業性與學校自主。同時彈

性課程的規劃還要不斷地追求多元及開放性，並隨時檢討課程的內涵，以符合學生

適性發展的學習需求(王淑宜， 2001) 

(四)學生能力本位

九年一貫課程以「學生主體」取代「教師主體」的教學思維模式，係指教師應

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其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設計。易言之，學生的學習能力與需

求是主要的參照架構，其目的在於提供適才適性的個別化教育，以擺脫「主智主義」

( intellectualism )知識取向的集體競爭教育。九年一貫課程旨在培養中小學學生具備

「增進自我瞭解發展個人潛能」等十項基本能力，重視學生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

亦即生活與應用的能力，而非記誦的能力。

(五)績效責任

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改變課程發展的權力，學校具有較多的課程決定權，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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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組織與運作，各校的課程實施、教材編輯、審查與選用、課程評鑑、

與行政權賣等，皆有更多的自主權，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可共同參與決策，以落實由

下而上的本位管理。相對地，學校亦有其應負之責，以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績效責

任要求參考之依據。

(六)多元評量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多元能力的培育，因此在學生學習結果的評量上，亦重視多

元的評量，包括目標、人員、方法、學習過程與結果等，皆要求採行多種且真實的

評量，讓學生的學習能與生活經驗結合。由於傳統紙筆測驗易流於知識的記憶，而

無法達到分析、應用、綜合與創造的高層次的學習，且容易將學習內容與其實世界

的生活經驗一分為二，徒然造就只會讀書考試，卻無法將所學知識加以應用的學子。

因此，使中小學教師具有「真實評量 J ( authentic evaluation )、「檔案評量 J ( portfolio 

evaluation )與「實作評量 J (performance evaluation) 等多元評量的知能，用以檢驗

學生的學習結果，亦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特色之一。

二、課程組織與運作

依「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規定，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

「學年/學科/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與「教師自組研究小組」等組織，進行學校本

位課程的發展，不同的課程組織各有所司。一般而言 r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主要

任務有以下數端:建構學校課程願景、審查課程計畫、發展本位課程、規畫與呈報

總體課程方案 r學習課程領域小組」則類似學校原有的「各科教學研究會 J 提

供各領域教師專業對話的平臺'彼此進行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學生輔導等心得

與經驗的分享:除此之外，選擇教科書、同儕教學視導、彈性課程的發展等亦為重

要的活動內容。至於「教師自組研究小組」並非強制性組織，可由各校積極鼓勵志

同道合教師，利用課餘時間共聚一堂，進行教學反省、行動研究與改進教學，使「教

師即是研究者 J ( teachers as researchers )的目標更加落實。

就組織行為的觀點而言， Yukl (2005) 認為參與決定的型態有四種 r獨裁決

定 J ( autocratic decision )、「諮詢式決定 J ( consultation )、「聯合決定 J (joint de

cision) 與「任務編組 J ( delegation )等。學校本位的課程組織具有任務編組屬性，

若能有效運作則能使組織成員「賦權增能 J ( empowerment )。再者，以本位的角度

來看，這些課程組織應具備「由下而上」、「民主參與」、「共同決策」、「自我

評鑑」與「學校自主」等特色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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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發展與實施

有關課程的定義言人人殊，但主要包括描述性與規範性兩個層面( descriptive, pre

scriptive or both) ( Glatthom et 祉， 2006)而課程的分類，學者的觀點亦有所不同。

Goodlad等(1979)將課程計畫分成「理想課程 J ( ideological curriculum )、「正式課

程 J ( formal curriculum) 、「覺知課程 J ( perceived curriculum )、「運作課程 J (op

erational curriculum) 及「經驗課程 J (experiential curriculum) 等五種型態; Glatthom 

等 (2006)則將課程分成「建議課程 J ( the recommended curriculum )、「具體課程」

(the written curriculum) 、「支持課程 J (the supported curriculum) 、「任教課程」

( the taught curriculum) 、「測驗課程 J ( the tested curriculum) 與「習得課程 J (the 

leamed curriculum) 等六種類型，學校必需教給學生的課程，即所謂的「意圖性課程」

( intentional curriculum) 則包括建議與習得課程以外的四種課程。

職是之故，為落實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與特色，其課程發展除納入這些意圖，性

課程或正式課程之外，亦應融入以下概念: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廣泛多元的學習

領域、建構主義的課程觀、協同教學的實施以及多元與真實的學習評量等。以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為例，最後落實在課程設計與教學的層面，會成為「班級本位」或「教

師本位」的課程實施與教學活動 o 這樣的課程設計賦予教師更多的課程實施彈性，

較能符應學校本位課程的精神內涵。

若以 1970年代「課程與教學再概念化J (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field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的觀點來看，諸如:種族 (race) 、性別 (gender) 、生態 (ecology) 、

美學( aesthetics )、神學 (theology) 、哲學、社會理論( social theory )、多元文化、

俗民誌( ethnography )、全球化教育( intemational and global education )以及後現代主

義 (postmodemism) 等議題皆可成為課程的一部分( Slatte旬， 1995 ' 4-5) ，提供較廣

泛、真實與多元的學習內涵。這樣的課程，不管是發展與實施的過程，或是類型與

內涵，抑或是知識取向或實用性，將有別於傳統的課程，此皆係課程改革改變課程

發展的權力關係所致(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2000a) 

至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方式則頗為多元，以課程統整為例則包括:相關課程、

融合課程、廣域課程、核心課程、生活中心課程、社會中心課程、活動課程、問題

中心課程、跨學科課程、科際整合課程、多學科課程、複學科課程與超學科課程等

十三種(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2000b) 。但不管使用何種統整模式，皆應含蓋

知識統整、經驗統整、社會統整與課程設計統整等四個面向 (Bean弘 1997 )。而

Glatthom等 (2006)認為課程與教學是美國「學校改善方案 J ( school improvement pro

gram) 的核心，因此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校長必需扮演課程與教學領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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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各年級與領域教師攜手合作，共同參與新課程的規畫與決策，如此方能促使學

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兼顧縱向的銜接與橫向的連繫 O

Marsh ( 1992 )指出理想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情境，應包括以下數端:學校的願

景與目標的建構;行政團隊課程領導的能力;教師的專業能力與意願;正向的組織

文化與氣氛;教師個人時間的投入情形;校長與行政團隊課程領導實方式與成效;

課程發展規畫與各項資源的配合;提供相關專業發展活動。然而理想的課程發展則

與實施息息相關，學本位課程內涵需透過有效的課程實施方能克竟全功，達成預期

目標。 Fullen和 Park於 1981 年指出，影響課程實施成效的因素有以十一項(Glatthom, 

2006:256) 

一、教師對新課程需求的知覺程度。

二、課程變化幅度小，且能清楚告知教師改變的內涵。

三、支持新課程的相關教材容易取得。

四、有成功的課程改革經驗。

五、校長能扮演課程改革的領導角色，並具備課程領導知能。

六、教師能參與新課程的規畫與相關的專業進修活動。

七、家長與社區的強力支持。

八、審慎規畫具體可行的課程實施計畫，並定期檢視執行進度 O

九、應避免給予教師過重的負擔，影響新課程的實施。

十、校長應扮演主動與支持的角色。

十一、教師能建立專業的對話平臺，分享彼此的經驗與心得。

九年一貫課程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將課程發權力適度下放，鼓勵學校發

展本位課程，賦予教師更多課程實施的自主權等，皆是課程改變的具體寫照。因此，

上述這些影響因素，頗值得實施新課程的借鏡與參考，因為誠如 1981 年Sabar所言，

教師專業化水準決定教育改革的實施程度，因此，提高教師專業活動如課程發展中

的競爭與能力標準'是確保學生學習成就的建構性途徑(轉引自羅厚輝， 2002) 

而教師專業化水準提升後，其課程實施的知能亦相對提高，若再配合其他條件如校

長優質的課程領導、行政團隊與同儕教師及家長的配合與支持等，當能成功有效地

達成課程與教學的預期目標，學生的學習亦能更具成效。

四、領域課程教學與多元評量

影響教學的主要因素有二，一為動態因素，一為靜態因素，前者係指教師與學

生，後者則包括目標、方法、課程與環境。由於九年一貫課程設計有所改變，因此，

其教學活動與策略也必需隨著調整，這些改變包括:教學觀的改變、教學活動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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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轉換、師生角色與互動的易位以及教學情境的配置與運用。若以前述教育部所

揭黨的以「學生為主體」取代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思維模式;以帶得走的「基

本能力」為課程學習的目標來看，則建構協同的教學模式與多元與真實評量的觀念

與技術'是為不可或缺的要件。因為就學科知識而言，分科教學無法有效將完整的

概念教授給學生，加諸九年一貫課程強調知識的統整，以領域教學取代學科教學，

因此，採用建構與協同的教學能較能達成與傳統主智取向有別的教育目標。建構與

協同的教學過程強調透過與環境的互動，及其對此一互動的詮釋的學習過程，以促

使學習者能創造出結合過去經驗與當下知識的世界觀;並透過不斷的修正自我的先

前知識 (prior knowledge) ，而主動建構個人對新概念與事物的了解，而不是由教師

全盤複製給學生。職是之故，落實九年一貫課程內涵的教學應強調培育符合學生自

我學習能力與方式的學習策略;教學者與學習者是建構學習環境與過程的伙伴:主

張提供真實的問題解決的情境，配合學生先前知識的程度，進行「認知的模擬與學

習 J (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並應考量學習者「個人變項 J ( personality variables ) 

的差異及其對學習的影響(游進年， 2000) 

而為配合領域教學的不同模式與策略，教師的教學評量觀念與技術亦應有所改

變。 Levine ( 1989) 與 Brigg等人(1991 )皆認為教學或學習評量在整個教學過程中，

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如前所述，九年一貫課程既然以帶得走的「基本能力」為課

程學習的目標，並強調學校本位與學生為主體，在評量觀念上則應採行與傳統受到

行為主義與認知心理學的影響，強調概念學習的結果/產出 (product) ，不注重學

習者的權力與參與的「測驗文化 J ( testing culture )有別的「評量文化 J ( assessment 

culture) 。而在評量技術上則應以所謂的多元評量如: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真實

評量、直接評量( direct assessment) 或建構式評量( constructive assessment )等，取代

傳統以紙筆測驗為主的標準化測驗(張惠博、黃文吟， 2000 ; Birenbaum, 1996 )。易

言之，教師在進行評量時應將學生真實生活的經驗納入考量，以兼顧學生知識建構

的過程與結果，並避免侵犯學生的隱私:產生焦慮並干擾學習:依評量結果將學生

分類，傷害學生的自尊;對創意高、較聰明或語文能力較差的學生不公平;測驗或

評量無法涵蓋學習的全部;使學產生「自我應驗效應」等負面的影響(王文中，

1999 ; Linn & Gonlund, 1995 ; Sax, 1989) 

綜上所述，教學評量是整體教學歷程中的一環，無法單獨抽離而存在，其實施

方式亦頗為多元。因此，中小學教師應理解九年一貫課程領域教學的多元評量，係

指評量觀念多元、評量方式多元、評量人員多元、評量時間多元、評量資訊來源多

元、評量結果解釋多元與評量結果運用多元的概念，而非僅止於評量方式的改變而

己。至於評量技術上，則可考量採用如合作學習、分組教學、小組討論、團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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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檔案、實作評暈、學習契約( leaming contracts )、補救教學與獨立學習等，以提

供學生多元展能的機會，培養多元的能力。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為了解前述各層面在中小學的實施現況，本研究以臺北縣市、基隆市與宜蘭縣

為研究範圍，採用個別訪談與問卷調查進行資料之蒐集，以進一步探究與印證。

(一)訪談調查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進行資料之蒐集，並以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 )方

式抽取臺北市、縣八位中小學教師為對象，針對九年 A貫實施的相關情形與問題進

行訪談。研究對象包括完全高中校長、教務主任、國中教務主任、組長、國小教務、

輔導主任與教師，以求其具有代表性;任教領域則含蓋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

技、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頡域等領域。訪談對象背景資料如表 l 。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訪談題綱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冒在

表 l 訪談對象背景資料一覽表

訪談樣本代號 現 職 任教(登記)領域 訪談時間

A001 臺北市完全高中校長
言吾

文 96.02.07 

A002 金北市圈中教務主任 數 學 96.02.07 

A003 臺北市圈中吉主冊組長 健康與體育 96.02.09 

B001 臺北市國小輔導主任 綜合領域 96.02.08 

C001 臺北縣、完全高中校長 自然與生活科技 96.02.09 

C002 臺北縣完全為中教務主任 自然與生活斜技 96.02.07 

DOOl 臺北縣團小教務主任 藝術與人文 96.02.08 

D002 臺北縣國小教師
吉吾

文 9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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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現行九年一課程精神與特色落實情形，及其對親師生的影響;第二部分則在於

探討各校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學校課程組織運作與教師教學及評量情形。並進一

步將其具體化為五個題綱，每一題綱並包含 4 至 9 個子題(如表 3) ，以提供受訪教

師排序之參考。訪談題綱內容如下:

1 、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精神與特色達成情形?

2 、學校九年一貫課程組織與運作情形為何?

3 、學校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情形為何?

4 、學校教師教學與多元評量實施情形為何?

5 、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對學校行政、教師、學生與家長的影響為何?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除採用訪談調查之外，並參照丈獻初探的相關內涵，編製「九年一貫課

程」實施現況調查問卷，進行問卷調查藉以蒐集相關資料。本研究問卷調查部分係

以臺北縣市、基隆市與宜蘭縣為範圍，並考慮區域分佈與資料的可用性，乃採立意

抽樣進行樣本之選取，以每縣市各一所中小學的分配為原則，共抽取臺北市懷生國

中等八所國中小為樣本，進行調查研究。

問卷內容除基本資料之外，並將前述依文獻初探所得的九年一貫課程「精神與

特色」等五個層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共有的題，冒在了解各校教師對「現行九

年一貫課程精神與特色達成情形 J 及其「對學校行政、教師、學生與家長的影響」

的看法。第二部分共有 19 題，旨在探究「各校九年一貫課程組織與運作情形」、

「學校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情形」及「教師教學與多元評量實施情形」。第三部分

為開放式問題，共有兩題，旨在提供受試者表達對九年一貫課程待改進的問題與建議。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各題項採 Likert 五點量表 (Likert five-point-scale) 正向敘述計

分，依受試者對各題項看法的同意與符合程度，分別給予 5 至 1 分;各層面的分析

比較係依其子題分數累加後的總分為準，藉以了解受試者普遍的看法及其差異的情形。

二、研究實施

(一)訪談調查

本研究自 96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9 日以電話進行訪談，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 30

至 50 分鐘不等，訪談分兩部分進行。首先以前述五個訪談題綱各小題內容，分別徵

詢八位受訪者的意見，請其就各校符合程度或其同意情形，以五點量表方式表達其

看法，藉以了解各校的實施現況;接著再以半結構的訪談方式，請各受訪者進一步

說明各校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時，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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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抽取臺北市懷生國中、景興國小;臺北縣五峰國中、集

美國小;基隆市信義國中、信義國小;與宜蘭縣壯團圓中、員山國小等八所學校為

調查研究對象，每校各抽取 25 位教師為樣本，進行資料之蒐集。

調查問卷於民國 96 年 3 月 23 日以郵寄方式，寄給各校校長或教務主任轉請相關

教師填寫，並於 4 月 10 日回收所有問卷。總計發出問卷 200 份，回收 185 份，回收

率為 92.5% ;剔除 7 份填答不全者，可用卷為 178 份，可用率為 89% 。有效樣本教師

基本資料如表 2 。

表 2 有效教師樣本基本資料分析一覽表

類 別 項 自 人數 百分比(%)

男 42 23.6 
性別

女 136 76.4 

研究所以上 38 21.3 
教育程度 師大、師院畢 82 46.1 

一般大學 58 32.6 

5 年以下 57 32.0 

服務年資
6-10 年 44 24.7 

11-20 年 63 35 .4 

21 年以上 14 7.9 

專任教師 26 14.6 
擔任職務 教師兼導師 96 53.9 

教師兼行政職務 56 31.5 

語文領域 31 17 .4 

數學領域 16 9.0 
社會領域 22 12.4 

任教領域
綜合領域 6 5.0 

藝術與人文 9 3.4 

健康與體育 10 5.6 
自然與生活科技 26 14.6 
跨領域教學 58 32.6 

12 班以下 13 7.3 

學校規模
13-24 班 39 21.9 

25-49 班 70 39.3 

50 班以上 56 31.4 

總計 17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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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罷i 恥問卷血料以…W叫i叫帥心O側ows咐川s
研蜘| 與標準差說明受試者對問卷各層面與各題項的看法，藉以了解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

究i 成效忱;在推論統計方面，則以悶t與 on刊ay A削NOV:叫A進行不同背景教師看法差異性
考驗，若達p<.05 顯著差異情形，則以 Schetfe'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以進一步了

解組間差異的分佈情形。

肆、研究發現

一、訪談調查結果

本研究發現依前述訪談工具內容與實施方式，將訪談所得資料整理與歸納後，

分成兩部分撰述。第一部分就八位受訪者對每個題綱的各內涵的同意或符合情形看

法的平均數，由高而低依序排列，以了解其達成情形。第二部分則將各受訪者普遍

的意見予以彙塹，並佐以符應的個別訪談內容，以為印證。茲就各層面的研究發現

驢列如下:

(一)精神與特色的落實情形

1.學校實攝現況

就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與特色達成情形而言，受訪者對於各校落實其精神與特

色符合的程度的看法頗為接近，若按其達成程度高同意的排序分別如下: 1 、發展學

生多元能力 ;2 、落實學生學習多元評量 ;3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4 、落實學校績效

責任 ;5 、提供學校授課時間安排較多的彈性 ;6 、規畫空白課程提供學生更多的自

主學習 o

2. 面臨的問題

進一步探究各校在推動九年一實課程，以落實其精神與特色時所面臨的問題，

可歸納出以下數項:

( 1 )國民中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因學生升學高中的考試壓力，無法有效實踐 o

但國民小學則有較大的空間，惟亦受校長領導能力與意願'以及整體教師專業知能

和參與意願等影響。

(2) 學生多元能力的培養亦受到知識取向的學習觀的影響，且因升學考試之

故，國民中小學的情況有所差異。一般而言，綜合領域與彈性課程或特色課程等，

因無升學考試壓力且教師課程設計與實施的自主性較多，其內容亦較引起學生的學

習興趣等，教師能運用更多元的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因此，較能提供學生培養多

元能力的機會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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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績效責任的要求需賦予學校更多「本位管理」的權限，如師資、經費

預算與更多的課程主導權。另外目前學校權力結構改變，對於校長的領導與辦學有

其限制，在績效責任的認定與歸屬上，較難有一致性的共識。以目前相關縣市辦理

的「校務評鑑」﹒校長辦學績效是評鑑的目的之一，但以「機構」的評鑑取代「人

員」的評鑑，其指標與內容與績效責任的認定，即易造成認知上的落差。因此，若

要有效落實學校本位的績效責任制，應先釐清其「本位管理」的權責與內涵。

(4) 學生學習多元評量的落實涉及教師的專業能力與意願'以及升學考試的影

響。除了後者之外，國民中小學教師除有授課時數與教學進度的壓力之外，學科領

域的性質、教師本身既有的評量習慣與多元評量需具備的專業知能等，亦是多數教

師不願改變原來的紙筆測驗的重要原因。

(5 )學校彈性授課時間的安排，以學校行政考量優先處理，各學習領域課程小

組能利用的時間有限。再者，預期少于化對國民教育階段班級人數的衝擊，學校教

師會有授課時數不足之虞，且有減班調校的威脅與壓力，形成各學習領域教師之間

有「捨課」的現象，而彈性授課節數即是共同的標的 O 此種情形與其預期達成的目

標相左，頗為可惜。

(6) 國民中小學受限於學生的學習條件及學校行政整體考量等因素，無法規畫

空白課程提供學生自主學習。

(二)課程組織與運作

1.學校實施現況

就課程組織而言，國民中小學皆依規定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學習領域

課程小組 J 受訪教師普遍認為這兩個組織皆相當健全，其成員亦符合規定與要求。

若就其運作而言，則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所發揮的功能高於課程發展委員會。深究

其原因可發現，課程發展委員會層級雖然較高，但其角色與功能有所限制 o

2. 面臨的問題

就課程組織與運作而言，受訪者認為各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學習領域

課程小組」的組織與運作皆頗上軌道，且能發揮應有的基本功能，如「召開會議」、

「分配任務」、「工作報告」或對已選定的教科書做「最後認可」等。惟歸納言之

仍存在以下三項問題:

( 1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雖能發揮應有的行政功能，但是否能成為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的核心單位，以扮演專業性的組織，校長課程領導的能力及其決心與毅力是

為關鍵所在。

(2)因教學負擔與支援學校行政工作 '11日諸教師對於前述自組研究小組，利用

課餘時間進行教學反省、行動研究與改進教學，使其成為既是教學者亦是研究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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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較具體的共識。因此，自主性的「教師自組研究小組」在國民中小學並不普遍。

(3) 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主要的工作侷限在「教科書的選編 J 如何有計畫地

使其具備發展各學習領域本位課程的功能，雖非當務之急但亦是各校應積極面對的

重要課題。

(三)課程發展與實施

1.學校實施現況

就各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與實施而言，各校符合程度高低依序為: 1 、大部分係

採用現有的教科書 ;2 、教科書的選編訂有評鑑規準 ;3 、教科書的選編符合民主與

行政程序 ;4 、教科書的選編會考慮課程縱向的銜接 ;5 、教科書的選編會考慮課程

橫向的連繫 ;6 、各學習領域課程大部分由教師自行發展 G

2. 面臨的問題

就課程發展而言，受訪者普遍認為各校能編訂課程評鑑規準'進行教科書選編

工作，且能符民主與行政程序，各學習領域教師亦能透過專業判斷，運用課程評鑑

的知能，選取合宜的教科書:國民中學由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負責，國民小學則大

部分以學年或高中低年段為單位。就訪談資料歸納得知，以下係各校課程發展與實

施時可能面臨的三個問題:

(1)由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施，受到領導者能力、決策過程、參與者的動

機及其對課程革新的看法與責任感、學校氣氛、時間與空間資源、活動類型以及外

在支援等因素的影響，目前各校較少自行發展學習領域課程與教材，只能採用現行

的教科書。

(2) 課程縱向的銜接尚有可能納入考量，課程橫向的連繫則幾乎無法兼顧。

(3)教科書選用的評鑑過程中，教師能扮演「參與者」與「研究者」的角色，

但較無法勝任「實踐者」與「回饋者」的工作。

(四)領域課程教學與多元評量

l.學校實施現況

就領域課程教學與多元評量的實施情形而言，各校符合程度高低依序為: 1 、各

學習領域課程教師安排共同研習時間 ;2 、共同研習時間對提升教師教學專業有所助

益; 3 、教師能善用各學習領域共同研習時間 ;4 、教師曾配合課程需要實施「實作

評量 J ; 5 、學習領域教師曾配合課程需要實施「實作評量 J ; 6 、學習領域教師曾

配合課程需要實施「檔案評量 J ; 7 、教師曾配合課程需要實施「檔案評量 J ; 8 、

學習頡域教師曾進行跨班級的協同教學 ;9 、學校教師曾進行跨學習領域的協同教學。

2. 面臨的問題

就領域課程教學與多元評量的實踐情形而言，受訪教師咸認為各學習領域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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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習時間，係提供教師進修研習、分享教學經驗與進行專業對話的重要時段，有

助於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各校教師亦能善用共同研習時間。但在跨年級、跨班與

跨領域的協同教學，以及多元評量的實施仍有以下的幾個問題有待解決:

(1)學習領域課程教師共同研習時間，除用於開會、舉辦演講或配合行政安排

之外，較難有突破性或創新性的同儕活動。因此，如何強化這個部分，如辦理「工

作坊」與「產出型」的研習活動，或實施同儕教學視導等，是值得期待的。

(2) 由於教學領域屬性、場地設備、教師能力與意願及時間與進度等因素，國

民中小學教師較難實施「協同教學」。

(3) 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之後，以學習領域代替學科教學的目標，無法完全達

成，部分領域課程仍維持分科教學之實，如語文、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域;

甚至健康與體育亦受制於師資培育與學科考試壓力等，也只能採用分科授課教學。

(4) 學生學習多元評量的實施與領域課程有密切關聯，無法全面實施:已採行

多元評量之教師，亦僅能配合課程及教材性質及需求，偶而採用「實作評量」。再

者，國民小學學生無升學考試壓力，教師較常使用多元評量;反觀國民中學教師為

配合學生參加基本學力測驗的而求，較難採用紙筆測驗以外的多元評量。而教師之

間有關多元評量的專業知能與使用意願'亦有明顯的落差。

(5) 學生家長較無法接受多元評量的客觀性、公平性與多元性，導致教師使用

多元評量的意願降低。

(五)對學校行政、師生與家長可能的影響

受訪教師普遍認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學校親師生可能受影響層面與內涵，

其符合程度高低依序為: 1 、能增進教師之間專業對話的機會 ;2 、會增加學校行政

業務的負擔 ;3 、提高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機會 ;4 、能提高教師之間的合作精神;

小會增加教師的教學負擔 ;6 、會增加學生家長的負擔 ;7 、能提升教師的專業知

能 ;8 、能增加家長與學生共同合作學習的時間 ;9 、會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及其他相關的改革，改變學校的生態與組織結構，原來以校

長為權力核心的科層體制，轉變成以學生為主體，學校行政團隊、教師專業組織與

家長會三足鼎立的多元分配關係。三者為維持此一多元參與以及權力平衡的生態，

彼此透過競爭與合作、溝通與協調甚或是談判與協商的方式，解決各項爭議與歧見，

以達成學校各項既定的目標。

再者，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校本位改變課程發展權力關係，學校成為課程發展

的核心單位，其課程發展的主導權相對提高。此種改變對學校行政運作、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與家長參與等，皆有不小的影響。由校長領軍並以教務處為首的行政處室，

因需扮演火車頭與推手的角色，衍生的相關會議、溝通協調、研習活動與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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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等必然增多，額外的時間付出與業務負擔便接瞳而至。至於教師教學負擔的增

加亦是無可避免，但教師之間專業對話與合作的機會也會相對增多，可用以進行知

識分享、同儕教學視導與共同研發輔助教材，這些都將有助於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

最後，學生與家長是否增加負擔則各有不同，端視其本身的能力與意願而定。

以家長而言，若有能力且有意願，則參與學校教育的機會將提高，亦能深入參與學

生的學習;至於其負擔是否增加則見人見智，這關乎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經濟條

件與其對教育的參與程度等因素而定。以學生的學習負擔而言，不同能力的學生之

間並無明顯的差別，頂多只是教師給的作業變得多元且數量有增加的趨勢，抑或是

面對兩次的基本學力測驗，增加些許的心理負擔。

三、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受試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現況各層面的看法如表 3 '由表中資料得

知，五個層面達成程度高低排行依序為:課程發展與實施 (3.64 )、領域教學與多元

評量(3.52) 、課程組織與運作(3.42) 、對學校親師生可能的影響(3.41 )及精神與

特色(3.01) ，進一步依各層面子題平均數高低分析如下:

(一)精神與特色

本研究參考文獻初探內涵，以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等六項為九年一貫課程的

精神與特色，進行問卷調查。依各題項平均數判斷，僅有前述本位課程發展、發展

學生多元能力與以多元方式評量學生學習結果等三項達 3.0 以上，其他三項 r落實

學校績效責任 J 、「提供學校授課時間安排更多的彈性」與「規畫空白課程提供學

生更多的自主學習」等，皆未達 3.0 。就其分數高低的排列，則與前述訪談所得結果

的排序完全相同。

(三)課程組織與運作

本層面旨在了解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學習領域小組組織與運作，及其功能。

由表中資料得知，受試者大抵認為各校課程組織尚稱健全，且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此與訪談所得結果相符。

(三)領域課程發展情形

各校學習領域課程大部分採用現有的教科書，但訂有教科書選用的評鑑規準'

且能依民主與行政程序進行;在教科書的選用考慮課程縱向的銜接符合的程度高於

橫向的連繫，至於各校自編教科書的情形相對較不普遍。本項問卷調查結果與訪談

內容頗為吻合，顯示各校教師的看法相當一致。

(四)領域教學與多元評量

在領域教學部分，各校能安排學習領域共同研習時間，教師亦能善加利用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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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教學專業，但在跨班級的「協同教學」實施方面，其符合程度最低，是有待加

強之處。至於多元評量的實施方面，教師曾配合課程與教學需要，採用「檔案評量」

與「實作評量」的情形已漸漸普遍。

(五)對學校行政、教師、學生與家長的影響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後，能提高學校教師之間專業對話的機會與合作精神，有

助於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再者，受試教師亦認為，家長與學生共同合作學習的時

間也有所增加，能落實親子共讀的目標 O 但相對而言，學生與家長負擔加重的程度，

卻遠高於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的負擔，此與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精減學習內容與教材，以減輕學生負擔的目標相互違背，值得關注與檢討 O

本研究進一步以 t-test Wone-way ANOVA進行不同性別、教育程度、服務年資、

擔任職務、任教領域與學校規模教師之間看法的差異性考驗，結果發現僅有不同職

務教師對九年→貫課程實施成效的看法有差異，其分佈情形如表 4 。由表中資料得

知，不同職務教師看法的差異性，除「對親師生的影響」層面末達P<.05 的顯著水準

外，其餘四個層面的看法皆有顯著差異。

表 3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現況調查問卷各層面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

各層面與問題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一、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精神與特色達成情形 18.08 3.98 

卜能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3.12 .83 

2 、能發展學生多元能力 3.1 6 .86 

3 、能落實學校績效責任 2.99 .91 

4 、能落實學生學習結果多元評量的精神 3.12 .95 

5 、提供學校授課時間安排更多的彈性 2.94 .97 

6 、規畫空白課程提供學生更多的自主學習 2.75 .97 

二、學校課程組織與運作情形 13.67 3.11 

卜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健全 3.49 .80 

2 、課程發展委員會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3.39 .83 

3 、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的組織與運作健全 3.43 .84 

4 、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3.3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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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現況調查問卷各層面平昀數與標準差分析表(續)

各層面與問題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三、學校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情形 21.83 3.54 

卜各學習領域課程大部分由教師自行發展 3.17 1.08 

2 、各學習領域課程大部分採用現有的教科書 3.98 .82 

3 、各學習領域教科書的選編訂有評鑑規準 3.81 .81 

4 、各學習領域教科書還編符合民主與行政程序 3.96 .79 

5 、各學習領域教科書的選編會考慮、課程縱向的銜接 3.54 .89 

6 、各學習領域教科書的選編會考慮課程橫向的速繫 3.35 .90 

四、學校教師教學與多元評量實施情形 31.67 5.62 

卜學校能安排各學習領域教師共同研習時間 3.90 .92 

2 、共同研習時間對提升教師教學專業有所助益 3.60 .90 

3 、教師能善用各學習領域共同研習時間 3.53 .86 

4 、教師曾進行跨學習領域的協同教學 3.22 1.03 

小學習領域教師曾進行跨班級的協同教學 3.18 1.00 

6 、學校教師曾配合課程需要實施「檔案評量」 3.49 .80 

7 、學習領域教師曾配合課程需要實施「檔案評量」 3.44 .85 

8 、學校教師曾配合課程需要實施「實作評量」 3.54 .80 

9 、學習領域教師曾配合課程需要實施「實作評量」 3.35 .80 

五、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對學校行政、教師、學生與家長的影響 3.41 .52 

卜會增加學校行政業務的負擔 3.03 .94 

2 、能提升教師的專業如能 3.31 .86 

3 、能提高教師之間的合作精神 3.38 .89 

4 、能增進教師之間專業對話的機會 3.68 .93 

5 、會增加教師的教學負擔 2.98 .95 

6 、能增加家長與學生共同合作學習的時問 3.67 .88 

7 、提高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機會 3.08 .94 

8 、會增加學生家長的負擔 3.60 .99 

9 、會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 3.6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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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職務教師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情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數分析
事後

統計量數 樣 平 標 比較

層面
樣本類別

本 均 準差數 數 變異 離均差 Scheffe'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Method 

專任教師 26 
精

18.7 4.94 是且開 94.91 2 47.46 3.07* 

神
與 教師兼導師 96 17.4 3.82 組內 2701.0 175 15.44 
特

色
教師兼行政職務 56 18.9 3.58 總和 2796.9 177 

課
專任教師 26 14.1 3.29 組間 112.7 2 56.39 6.17* 3>2 

程
要且

織 教師兼導師 96 13.0 2.98 是且內 1598.3 175 9.13 
與
運
作 教師兼行政職務 56 14.7 2.97 總和 171 1.1 177 

領 專任教師 26 22.0 4.03 組間 173.1 2 85 .56 7.43* 3>2 
域
諜
程 教師兼導師 96 21.0 3.47 組內 2039.8 175 11.66 
發
展
，請

形 教師兼行政職務 56 23.2 2.98 總和 2212.9 177 

教
專任教師 26 34.7 6.87 組間 489.3 2 244.6 8.40* 1>2 

學
與
多 教師兼導師 96 30.3 5.34 組內 5094.1 175 29.11 
元，
言于

量 教師兼行政職務 56 32.7 4.69 總和 5583 .4 177 

對
專任教師 26 31.2 4.80 組問 86.1 2 43.05 1.98 

親
師

生 教師兼導師 96 30.0 4.46 組內 3806.0 175 21.75 
的

影

響 教師兼行政職務 56 31.5 4.94 總和 3892.1 177 

可< .05 ; 1.專任教師， 2. 教師兼導師， 3. 教師兼行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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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器器| 鯨帆入了解這四個層帥間的差賄叫岫 她蝴叫叫t出伽h加叫0
研i 就「精神與特色」層面而言，不同職務教師的看法雖達顯著差異，但各組之間並無

究| 顯著差異。在「課程組織與運作」與「領域課程發展情形」這兩個層面上，行政兼
職教師與導師之間的看法有顯著的差異:至於「領域教學與多元評量」層面，專任

教師與導師之間的看法，行政兼職教師與導師之間皆有顯著的差異，易言之，不同

職務教師對於教學與多元評量的實施，看法的歧異性較大。

綜上所述，受試教師對於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成效整體看法頗為一致，僅有不同

兼職的背景變項會影響其觀點，此種現象與這一波教育改革對學校生態的衝擊，連

帶地也改變行政、導師與專任教師三者之間權利與義務對價關係的現象，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換言之，國民中小學教師的職務角色，在在影響其對各校九年一貫課

程實施成效的看法。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概況，包括精神與特色、課程

組織與運作、課程發展與實施、領域教學與多元評量等五個層面，及其對學校親師

生可能的影響。透過訪談調查與問卷調查獲致以下結論:

(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成效，各層面達成程度高低依序為:課

程發展與實施、領域教學與多元評量、課程組織與運作、對學校親師生可能的影響

與精神與特色。

(二)就精神與特色而言 I發展學生多元能力」的達成情形最為教師認同，

而「規畫空白課程提供學生更多的自主學習」認同程度最低。

(三)就課程組織與運作而言:各校皆能依規定成定課發會與領域小組，且能

發揮應有的功能;但校長課程領導的能力及其決心與毅力，以及學校教師的專業與

參與，是其運作健全與功能發揮的關鍵所在。

(四)就領域課程發展情形而言:各校課程發展仍以選用現有的教科書居多，

但能訂定教科書選用的評鑑規準，且能依民主與行政程序進行;但亦有教師自編教

材進行教學。教師進行課程選編時己能考量縱向的銜接，但橫向的連繫則較少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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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教科書選用的評鑑過程中，教已師能扮演「參與者」與「研究者」的角色，但

較無法勝任「實踐者」與「回饋者」的工作。

(五)就教學與多元評量實施而言:各校能安排學習領域教師共同研習時間，

教師亦能善加利用以提升其教學專業，但因教學領域屬性、場地設備、教師能力與

意願及時間與進度等因素，國民中小學教師較難實施跨年級或班級的「協同教學 J

另外，九年一貫課程無法達成以學習領域代替學科教學的目標，諸多領域課程仍維

持分科教學之實;至於多元評量的實施方面，部分教師已逐漸能配合課程與教學需

要，採用「檔案評量」與「實作評量」的情形， '1世教師之間有關多元評量的專業知

能與使用意願，仍有明顯的落差。

(六)就對學校行政、教師、學生與家長的影響而言: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

後，能提高學校教師之間專業對話的機會與合作精神，有助於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

家長與學生共同合作學習的時間也有所增加，有助於學生學習，但相對地，學生與

家長負擔亦有所增加;至於提高家長參與教育的機會並未如預期高。

(七)國民中小學教師的職務角色，影響其對九年一貫程實施的看法，兼任行

政教師與導師之間有顯著的差異，導師與專任教師之間亦復如此。

二、建議

針對前述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相關問題，提出以下九項可能的因應策略，以供

參考:

(一)審慎評估修改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的實施與結果的運用，以有效解決

升學考試壓力對推動學校本位課程不利的影響。

(二)賦予國民中小學校長較大的職權，以強化其課程領導知能與意顧，有效

推動落實學校本位課程。

(三)強化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擬定完整的學校總體課程計畫，及

課程發展的目標與方向，據以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四)提升教師的課程意識與課程發展能力，以增強「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發

展學校本位課程的功能。

(五)鼓勵教師嘗試先以「班群」的方式取代協同教學，進行同儕教師的合作

教學，以發揮領域教學的效果。

(六)有效改變教師「平庸文化 J ( mediocre culture )的現象與心態，使其積極

參與課程改革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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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透過各種行政作為鼓勵教師積極成立闊的研究小組以建構更多
研| 元的專業平臺，提供經驗與心得的分享，以型塑學習型的組織。

究(八)培養教師多元評量的觀念與技術'並提供相關的資源與協助，以提高其

實施多元評量的能力與意願。

(九)引導家長團體參與教育專業進修與成長課程，使其具備參與課程改革的

能力，並與學校行政團隊、教師與學生共同面對課程改變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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