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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的策略與模式

劉欽敏張永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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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迎接二十一控甜的來臨，留惠國

家發展的需求及對社會期待的自態，教

育部依據?于政院核定之間教育改革行動

J 進行關民教育諧段之課程與發

，全力推動九年一

台中市八十八學年度謹容大業閩

中、大體閣中、及忠明高中等三所試瓣

，重重轄其成果，但難;其推廣至全市

各屬中小。市政府書畫於此，還投入十

九學年度，成立?九年一貫課程控展小

組 i 以下聽罷推展小組) ，自
擔任召集人，學管課長擺在執行都鑿，

黎明麗小沈月清校長為總幹壤，並聘請

告中師院賴清樣校長、謝寶梅教授、彰

化師大陳崇文數授、聽寓大學張鋪富教

授為諮誨委員，每月定觀閣會，建立自

我據該管制衷，以提動各項業務。

本文撥就合中甫推廣九年一貫課程

之組織架構、推動策略與摸式、其體做

法作一報導， J;)增進縣市閱分芳草、觀摩

之效。

、組織架構

推廣志組之主要工作為: (1 )規劃

則

九年一聽譯程推展計鸝; (2)審藍各國

中小學校總體課程計巔衷: (3) 協調

校推動之業務或教學活動;和(的規鸝

並執行九年一貫課程評鑑警軍 c 推展

小組之下又緝分為行政、研究、推
廣、和諮詢輔導等的錯小組，以

合作的方式推展各項事竄。

行政組由教育局學管輝、社教課義

分別擔任正、副組長，該讓課員及區

教輔導鸝幹事擔任該組組員，其業發

執掌為: (1)行政樂觀; (2)會議議知

記鋒; (3) 學校之視導與評鑑和(在)

本項業發之據該與管串IJ 0 話誨輔導組

由教育完督學績單，其工作執掌為:

(1)指導及修訂譯程研究; (2) 評蠶課

程與教學研究訐劃及成果;和(3)

校本位課程之發展。
研究起自向上睡中學i欽敏校長擔任

組長、上石國小李文進校長擔任麗組

長，另有 13 所盟中校長、 7 期罷小校

長為該組組員，其主要工作第: (1)擬

及辦理器程研習 目前己完成盟中

小校長、主任、領域種子教師之課

研霄，課程發展養員會及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工作坊研蕾; (2) 成立教呂學資源

中心及鶴立寄一成立國中小各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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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舟學校(見表1)、研發續讀課程並推

廣教材敦法、駐外，並建賀七大舉學領

域及六大議題網站;和(3)審叢總體課

程計議1I衰。

推擴起自忠明高中林乾輯校真擔任

組f蓮、中華醫小蔡政明校長擒任昌IJ誼

，另手f2 所國中校j菜、刊所醫IJ\校長
為該種組員，其主要工作搗: (1)試辦

成果發表及推展必一試辦學校出版成果專

輯，並麵董於學校聽賞; (2)辦理分區

家長說明會 自六個中心學校辦理，鼓

勵輯:近學校家長參詣，說明教改理念及

相關配套措路，並解答家長疑膚;和

(3)編即宣導手時一日攝印家

冊， r均有教腎新願景、給家長的倍、概

念驚、教學篇、親自市金作篇、解惑篇等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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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畫畫策略與模式

為探究九年一黨課程可能連連的問

嘉興解決榮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的實施橫式與可行教法，台中市以行動

研究時精神境翻出推動的第略與模式，

萃分敘如下:
、推動黨總

1.運用系競化思維的規觀

(1)關放教育:以體放教育理念

作接心…改變教師思雄模

式。

(2)小娃教學:以小班教學精神

作內攝一改變教師教學
態 o

(3) 就盤課程: 1其統整譯程設計

作基嘴一具備競盤概念與方

表 1 程中布九年一貫提程閩中學學當領琦及議題中心學校

!學習領域/議題
囂中 輯小

中心學校 校提 中心學校 較接

語文 大業圈中 諱惠黨 樹義國d、 蘇桂英

數體 向上閣中 輯欽敏 泰安輯小 糞振山
社會 大種閩中 楊汝明 態文國d、 陳滋真

自然襲生活科技 l 思明靄中 ; 林乾福 黎明擱牟 說月清
體農與體菁 萬和關中 張梅零 大膽攝小 張雪皺

警衛與人文 北新盟中 發i進忠 上布單tJ\ 李文進
鯨金活動 思張郭躍中 林接或 永眷屬小 據聽銘

生涯發鸝 四苑高中 當英工

家政 居仁醫中 張建由

人權 光明閩中 陳邦彥
謂世 五權盟中 熄承淑

資訊 一光閣中 黃俊文

續保 立人盟中 擦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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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O

(4) 學校本色諜報:以學校本侵

課程最主軸…完成學校課程

島改革 o
(5) 九年一貫課程:以九年一貫

課程作目標達成教宵改革
的顧景 O

2. 踩用漸進式的策略

由點哥囂，穗紮穩打，穗序漸進，

以求務實需有效 O 其擴序依次為: (1) 
培言1[擺手教師; (2) 組成學校課程護農

核心鹽1隊; ( 3 )發展試辦學校本
體; (4)建立夥伴學校推動籠絡;和(5)

推動九年一貫課程。
3. 鼓勵各校多元化的發展

落實各校彈性自吏，以展現教幫多

元雷貌。各校宣: (1)進行謀得分析;

(2)規劃學校聽景; (3)確立本位發展且

;幸趴在)鼓勵多元發展臀部 O

二、擔動模式

1.轉換學校輕聲思維

(1)轉換校長領導角色:自行政

讀導者轉換成課程領航者。

(2)轉換學校接業參與模式:改

採園隊代表作系統參與，以
利課程決策具整體桂 Q

(3) 轉換校務經營穗念方針:引

進企業經營「整合頡導一觀

念，強調接再合作，發展為

「思考的鸝諒，學警告守學校」

之組織氯氣 o

(4) 撿親修正學校發展臣標:

擺時代脈藉，廷纜傳承，再

創新時 G

2. 聽構課程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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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織課程發農委員會:審核

及評議學校課程計點與農

效。
(2) 組織課程發膜模心星星龍:規

輯學校本f立課程及年級課程
發展方向與藍圖，研發學校

本位輯程;在題，進行教育行

動研究，提tf:l解決策略。

(3 )組織學科領域推動小組:
解各學科嶺域自標及內容、

研發或黨黨學科教材教法、

選擇數學軟體 o

(4) 組鏡協同教師團隊:討論班

群輝營、進行協向教學、教

學研究與專業對話。

3. 引導教師等等黨成長

(1)規畫u通管Ui義修課程:教

著課程規寶!能力、教學設計

、協間合作能力、學科

教材教法、行動研究能力、

培育教師第二專長。

(2) 採行多元進修模式:進行校
際合作觀摩、專題講座、網

路研討等。

在.調整教嚷，情境空間

(1)調整斑群協同教學空悶:打

破覽報界限，以覽群模組作

間規畫rr '韶議師生高度合

作的彈，誰教室

(2) 佈質學校本位課程主體中心

:針醫學校發展特色與

題，有計劃站鏡霸主題資源

臣表及挑戰探索中心，以科教
與峙。

5. 重組研究發展、加強親歸合作



(1)有效整合教學資頭:聽構E

域聯盟校際輯籍、規劃教學

資嘴:校醫鋼路、與民體合作

聞發網路教材。

(2)發展親臨合作夥伴關係:明

聽家長課程參與角色定位、
建立親自語合作信賴關{菜。

(3)落實九年一實課程數育政策

實導:辦理家畏課程軍導說
明會、印製書面宣導資料、

讀喜哲學校鵲起課程交流厲

地。
(4)重聽課程研究發展:提供校
內課程討論賄，管造專業

深度對話氣氛:尋求專家學

者專業指導，檢視修正課程

方冉;鼓勵教師行動研究，

其簫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

能力;研眉網路提位教幫主

題討論暉，進佇教學研討。

韓、吳體做法

一、落實人員訓練，辦理課程研習

1.辦現「九年一貫課程研習，

將各屬中小學校長、 E曬室主

任調認11 接受九年一貫課程研

習。

2. 協助各校!頓和境劃九年一貫諜

程冊書發展之學校本色課程特

色，辦理「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種子教輯工作坊研當 J 繞定

以?學校教學贖 J 1主單位，參與

制卜並抉校內實務運作，

期結束後時召黨發表質作心

得，議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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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辦理各領爐種子教師研習，語以

掌握課程精神，落實教材教

法。

5. 辦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習，推

資訊科技議入學科教學之搪
瓷:和技巧 c

6. 全商調音|卜年級老師參加九年一
賓專業組建研習。

二、加強設第賞導

1.發行試辦學校成果報告，提供可

行模式，以利各校參考。

2. 聶印九年…質課程黨務手冊[教
師篇] ，針對重要議題及理

，提出系統說髓，提供教揮

參考。
3. 攝印九年…實課程答客問【家長

篇] ，害致引導家長瞭解課

程，聲清家民疑惑 o

是.辦理分國家長說明會，針對幼韓

大單及盟小…、三年級
畏，詳細說明政府推動九年一

貫課程之理念及相麗配套措

麓，立在進行現場解答，解除家

疑慮，進布樂意並全力配

程之進有 o

三、強化資源整合

l.建立夥俘學校策略聯盟:每所試

辦學校認養難道所學校，

夥伴麗係，以實地觀嚎、蘊驗

分享或校際間學年教師群對

方，進行畏期合作成長 o

2. 成立各學習領域中心學校:各國

中小學習疆域/議題中心學校如

l 所承 O

3. 成立教學資海輯站: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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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教學綱站，分享教學經

驗，提供諮誨驛務;

(2)以「資訊融入課程」作為資
訊教育推廣重點工作，

?課程主導資語教育 J 之觀

念，站強一般教師使東電轎

車等技之能力 '1J日遠教學資源

之集中與分享。
是.整合各教學資源中心:

各教學資源中心如下: (1)鄉土

教學資源中心(f可厝園小) : (2) 
小班IJ\校資源中心(黎明觀中) : 
(3 )軟禮教材資激中心(萬和屬
中) :和(的聽聽媒體資賽中心

(忠孝聽小)。
5. 讀整關民教曹輔導團組織:

間應九年一貫課程係以學習

續接教學，著手連行盟員教育

輔導關改組，未來盟民教育輔

導團將由原來分科設聾放以

嶺域設囂，踩屬中與關小一

制輔導，邊還價秀而熟悉九

年一貫課程之種子教師和輔導
員，進行課程之研究發展，

作學校連連轎導。

臣、 3鐘韓研究發展

1.蘊藏試辦學校校長工作坊:
深度1:題專業對話、研攘攘攘

芳案、進行經驗分亭、提供教
菁決策發考霍克與諮詢服務。

2. 讓視各學習領域中心學校之輯發

能完:

研發積1或諜程角油、開發與選

購領域教持與軟體、建立各

習領域相關教學竇源綱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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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討並推廣教材與教法。

五、鼓皇島農問參與九年一貫親程

1.辦理九年一竇議程工作的，與畏
電腦業者共同研發「九年一

課程網質教材 J 將傳統教

材數(立化，各單元統聲援上輯

免費丹寧教育工作者。

2. 彈發 e 教材一融λ黨訊科技的教

學新模式。

{五、結語

前台灣正積極於提昇躍際競

力，對於人才的需求及培養，無疑是

發之態。若教育工作不自歸到以該

為主體，不;三孩子的認知及學習為

中心，與我們將永選混請在為孩

{，\與連長中。然罷，我們確偕政層對

教育改革的決心，教改工作正大步向
推重tJ 0 

f 教學創新、九年一貫課程 J 是現

今全國跨世龍的教育大工程，其內滷

就是嬰捏教學方式整餾動起來，尤其

在親師關{系問強調學生、家長與教

師三位一體的溝油管道，議通家長的

積梅參與，與孩子共同成長。台中

撞動九年一貫課程的策略、模式與

體作為，誠然，不一定是最性的摸

，但以行動研究的觀點視之:替人

於探索與嘗試。

※參考文獻克第 15 頁。
(作者;劉敘教現為合中市向上圈中校

長，誰就讀於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

政研究所頭士成;張承宗現為合中東

舟上函中教務主任，並就讀於台灣師

大工技系博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