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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閻師資養成課程演變與教育學街發展的關係 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iculum of

the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Devel圈

。pment of the Study of Education in Eng-

land & 間ales 180日 -1 串串 3

Vu - wen eh(lu

ABSTRACT

τ'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day , and its r巴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education

前l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 The emerging and d巳veloping of the study of education relied

heavily upon the establishi月 and developing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But from 1980s onwards , the devel

oping of the study of education was divorced from professional

training , and searched for its own way in the higher learning.

ii .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education was one of the factors ,

not the major one , which influenced the content of the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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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近兩百年來英國師資養成制度及課程的演變，及其與教育學

術發展之間的關係。

英圓師資養成制度的演變，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890 年以前. 1890年- 1943 年， 1944年一 1972 年， 1973 年一 1993 年。歷經逾百年
的演變，其因前負責培育師資的主要機構包括大學、大學教育系，及高等教育

2 學院。課程則分為一年制的「學士後教育證書J (PGCE) 及四年制的

「教育學士學J (BED) 二類課程。

教育學街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870 年- 1950 年， 1950 年一

年. 1973 年一 1993年。十九世紀末，教育當成為大學科目，廿世紀前半葉

以教育心理學主導，一九六O年代以後教育哲學、教育社會等興起，以教育哲

學主導。

兩者闊的關{系也依賴關係'演變至目前的平行關係'直到巨自由早期教育學術

依賴師資培育機構與課程而存在與發展，變成目前獨立往高等教育學術領域發

展。而教育學銜研究成果，只是影響師資養成課程製定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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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師資養成制度與課程的演變

英國師資養成課程演變與教育學術發展的關係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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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八九0年以前

{一_) r 導生制 J (monitorial system)

英國最早的師資訓練學校，是由訓練「導生學校J (monitorial schools)的導

師 (monitors)發展而來。 (Barnard 1963, 184) 所謂導生樹，是在貧民小學中，挑選

一、小學師資方面

英屬師資簧成制度的起源，可上溯至十九世紀初。起初是以培育小學師資

為主，之後，才逐漸擴及中學部分。

本文所稱「英國 j ，專指英格蘭及威爾斯，至於蘇格蘭及北愛爾蘭因制度

不同，故從路。

英國師資養成制度的演變，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八九0年以前， 八

九0年至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九三年，

茲分述如后。

英圓較有系統的師資訕練制度始於十九世紀。(Dent ， 1977 , 1)近兩百年來，

制度歷經多變，而課程結構與內容亦隨之易動。特別是其中專業課程與學術課

程如何平衡?專業課程的內容為何?長久以來送有爭議。又專業課程的內容與

教育學衡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本文章2點是在探討部資養成

課程的製訂，與教育學術發展闊的關係，以下終分三節，依序分析英jg!，j師資養

成制度與課程的演變及英國教育學術發展與都資養成課程的歸係'最後提出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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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師

的演講。主要論及教育目的、學校結情與安排、管教方法、溝通知

法及特別科目的教學。此部分自凱氏親授。此外，要到鄉村學校教學，以得到

實際經驗。 (Rich ， 1933 , 70-2) 他整套的方式，受普魯士師範學校影響很深。此後，

有四十所學校仿其制度。 (Rich ， 1933 , 64) 此外，它的設立，亦刺激英囡囡教設立

更多的訓練學校，至 八四五年以前，已有二十二所設立。 (Curtis et aI, 1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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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學童教研方案j (Pupil-Teacher Scheme)

在觀l氏的主導下，一八四六年〈樞密院教育小組紀錄)，提出了「學童教

師方案 j 0 該案要旨是，皇家管學(HMO 在少數小學中挑選十三歲學童，使其

擔任五年的學徒。五年中，除了協助教學外，每天課餘要上課一個半小峙，每

遇五天。這段期間有薪水。五年期滿後，學生出路有三，一是通過皇家督學的

公開考試，取得「皇后獎學金j (Queen's Scholarship) ，進入訓練學校(training

colleges)就讀，通常是兩年;再經過政府考試後，取得證書。二是在政府津貼的

小學任教，成為無言壺書教師。三是在政府其他部門擔任公務員。(Dent ， 1977 , 20;

孔1aclure ， 1973, 53-4)

一八七O年〈小學教育法案) (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 公布後，扭轉

了前述劣勢。小學師資的需求增加，因法案並未授權地方的學校董事會(Schooi

boards) 訓練師資，故宗教團體趁機擴大設校。又因「學童教師J 人數大增，但

其水準卻低，政府遂要求設法改善，於是部分都會區設立「學童教師中心」

(pupil-teacher centers) I 加強在職訓練。 (Dent， 1977, 25-6) 自II練學校所教、學校所

學，都限於與未來小學所教的科目有關。

總之，在一八八八年以前，共有凹十三所訓練學校設立，性質上是宗教性

的，採住宿制，規模不大，修業年限與課程內容各校不一。時街上，或數月、

或一、或三、或三年，通常是二年。課程上，或重專業訓練(指任教學科) ,

或重普通教育。(Barnard ， 1963 , 187) 但是受到政府考試證書的影響，學生多重任

原先凱氏的構想，以為此種方式只是第一步，訓練教師應更進一步到師能

學校受教。但是此一關鍵，自始IlP偏離。許多人期滿後未入師範學校，而許多

人經由考試取得教師證書，未曾受過師範學校訓練。(Dent ， 1977 , 21)此種方式，

一直持續到一九二O年代。這期間，最低年齡數度提高。

一八六二年政府公布〈修正規則} (The Revised Code , 1862) ，其中規定政府

對學校的補助是「按結果付酬 j (payment by results) ，亦即按學生邁過皇家督

學考試的情況來決定補助金額。原先對有音量教師薪水的補助則取消。此一措施

施行後，對原有「學童教師方案J 及師資訓練學校打擊甚大。(Maclure， 197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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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較長、成績較優者擔任導師，先由校長或教師教會他們，然後再由他們轉

教其他學生。「導生制」先後由蘭開斯特(J. Lancaster , 1778-1838) 及貝爾 (A. Bell ,

1753-1832) 所創設的學校所採用。為了訓練這些導師，二人先後各自創設了自己

的訓練學校。

一八O五年買車開斯特先於倫敦南區的沙斯瓦克 (Southwark) ，設立 T r 區路

學校 j (Borough Road School) 0 (Dent , 1977, 5; Rich , 1933 , 7) 學校屬於「英國及海

外教育學會 J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 I Brit凶 Society) 。教學的內容，

主要是訓練這些學生熟悉導生制。教學方式，主要是由做中學。 (R恤， 1933 , 7)

一八一三年「英囡囡教貧民教育促進學會 J (National Society for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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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Established Church throughout

England and Wal凹 I National Society) ，於倫敦市區包德溫花園(Baldwins Garden)設

立一所學校，負責以「馬德拉斯計晝j (The Madras Plan) 訓練教師們。 (Rich，

1933, 8)

這兩所學校的教學，過度重視教學方法與技巧，而忽略 7 受教者本身的素

質， (Rich, 1933 , 22) 以致部份教師程度低落的令人驚訝。 (Dent ， 1977 , 6) 有鑑於此

「英國學會」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後建議，課程應包括以下內容; 1. 英文文法知

識， 2 書寫及算術知識， 3 地理及歷史，昌，實周知識。根據「英國學會 J 一八

四五年年報所公布的課程內容，其中高級班包括:英文、地理、歷史、數學、

自然哲學、自然史等。而初級班員目包括:英文文法、地理與歷史、算街、幾何、

物理、閱讀、演講、習字及總畫等。換言之，課程改以普通科白為主，以期提

高未來教師的文化素養，至於專業訓練方面，買。重實際教學經驗。此後至廿世

紀，仍有一些學校以英文文法、算街、歷史及書寫為課程核心，外加實舟知識。

(Dent , 1977, 7)

。「白特區師範學校 j (Battersea Normal School)

自特西師範學校，是凱氏(J. P. Kay ，後來的Sir Kay-Shuttleworth , 1808 回77)

與好友杜夫納爾(E. C. Tufnell) 於一八四 O年設立於倫敦郊外的小村。 (Dent ，

1977, 12) 稍旱，當他出任首任「樞密院教育小組 J (a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秘書長時，曾建議設立國立師範學院，但未獲採納，於是遂自行

創校。該校招收十三歲學章，立約做學徒七年。七年中至少三年在學校受教育，

之後，在鄉村學校擔任「學童教師j (pupil-teacherl 三年 o 最後必須通過考試，

始得發給任教證書。 (Rich ， 1933 , 62) 凱氏注重學生個人教育及專業訓練，課程安

排上，普通課程方面，包括宗教教學、地蓮、閱讀、語源學與文法、英文作文、

英國史、算!itj 、純數學與測量、力學與自然哲學、裴斯塔 i各齊、音樂等科侶。

(即ch ， 1933 , 1 日 4) 至於專業預備課程方面，則包括一系列與小學教學與組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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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科，而較忽略專業科目中的實際教學知青~ 0 (Rich , 1933 , 146-166)

倒〈克羅斯報告書} (The Cross Report, 1888)

一八八八年〈克羅斯報告書〉公布，其中對於「學童教師 J 及到練學校的

境況進行檢討。也於成員意兒分歧，故報告內容分為多數報告及少數報告。在

多數報告中，對於「學童教師制 J 的立場是認為，應加以修正、改進，但仍應

支持其存在。至於訓練學校部分，剝贊成政府補助盟教學校。至於少數報告，

苦先先譴責「學童教師制」是英劉教育最弱的一環。在訓練學校方面，則主張

設立非宗教性的自獨訓練學校 (day training colleges) ，不同於現行的住宿制學校，

以應付未來需求，而且訓練學校應與高等教育機構聞聯在一起。(Maclure , 1973,

以上制度，主要是針對小學方面，至於中學師資的養成，分述如後。

二、中學師資方面

對於中學部資的培育，原先中學校長並不重視，因為其視訓練是小學的事，

直到大學開始投入苦II 練工作，其態度才開始轉變。 (Curtis et 剖，的67 ， 371)這段

期間，主要培育機構如後。

(→「教師學院j (College of Preceptors)

一八個六年經由杜瑞爾m. S. Turrall. of Brighton)的努力，創設了「教師學

院 j ，這是培育中學師資的先驅。一八四九年得到皇家特許狀。一八七一年首

先設立教育科侶的教席(a lectureship in education)' 也斐恩 (J. Panye , 1808-76) 擔

任。該年六月他在「技藝學會 j (The Society of Arts) 發表三場演講，內容涉及

教育的理論或科學、教育的實際或技街及教育的方法。一八七三年，更進一步

設立永久性的「教育講座j (The Chair of Education) ，也斐恩擔任首任教育學教

授，這是英格蘭地遁的首位。他的課程計畫包括:1 教育科學， 2. 教育技街的

應用，及3. 教育史，教育史旨在介紹許多偉大學者的教育理論與方法。他這套

計查，涵蓋了臼後大學教育系(University Education Department)課程的範園 一

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及教育史。(R恤， 1933 , 255-6)

。 r 臺u橋師資訓練所 j (Cambridge Teachers' Training Syndicate)

一八七八年劍橋大學對公學校長會議要求培育中學師資的呼籲'作出了回

應，而設立「師資訊i練所 j ，也布a~寧 (0. Browning, 1837 -1923) 主持，他負責

安排教育史、教育理論及教育實際的演講，以及主持證書考試。講師方面，自

奎克 (R. H. Quick, 1831-91)搶任教育史、華德(J. Ward) 教教育理論，費契(J. G.

Fitch , 1824-1903) 教教育實際。至於牛津大學，則依然拒絕。 (R恤， 1933, 2日)

-148-

英國師資養成課程演變與教育學術發展的關係 7

岱「寫麗亞﹒格瑞訓練學校 j (Maria Grey Training College)

「瑪麗亞﹒格瑞訓練學校J 於一八八一年創設於布朗德百瑞(Brandesbury) 。

它的前身是由「教姆雷II練與註加學會J (Teacher Training and- Registration Society)

於一八七八年設立的 r 主教門女子訓練學校J '(Bishopgate Training College for

Women) 。該校專收女生，課程中演講包括心理學、~理學、衛生、邏輯、教育

史及教學方法。另有在督導下進行教學、上「批評課J (criticism less'ons) 及參觀

學校。 (Rich， 1933 , 262)

的「倫敦大學 J (University of London)

一八八三年倫敦大學為大學畢業生開設教育文憑(a diploma in Education) 課

程。 (Curtis 1967, 371)

貳、一八九 0年至一九四四年

英國師資培育制度在此階段，逐漸形成中小學研資分途培養的形式，小學

自訓練學校培養，中學則是由大學教育系負責。一九四四年試圖將兩者合一，

並將小學方面的入學資格提升至中學程度;而中學方面提升至大學畢業，以提

高教師水準。有歸重要變革，分述如盾。

一、日間訓練學院成立

自一八九 0年起，中央教育處 (E心cation Department) 伺意大學或大學學說開

始設立 B 間訓練學院， 't佳其課程需經教育處同意，並受皇家督學視導。學院學

生在學三年，可以同時修習學位及教師證書課程。 (Dent ， 1977 , 32) 普通課程在大

學上，專業訓練課程則至日間訓練學院上。 (Curtis et al 1967 , 369) 這種三年韌的

課程，至一九二六年蛤完全結束。 (Aldrich， 1990b, 22)

許多大學及大學學院把握這借機會，街始設立自己的師資訊線部門，一八

九0年有六所設立，分別是倫敦閻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曼城歐文學

院 (Owens College , Manchester) 、伯明罕為森學院 (Mason College , Birmingham) 、達

爾科學院 (The Durham College of Science) ，以及諾了罕(Nottingham)與卡地夫

(Cardiff)的大學學院。 八九一年，繼續有劍橋大學及星茲(Leeds) 、利物浦

(Liverpool)與雪菲爾 (Sheffield)等三所學院，共回校加入。(Curtis at ai, 1967, 369)

直至一九 00年止，共設立了十六月時。 (Dent ， 1977 , 33) 臼間訓練學院，以後逐

漸變成為大學教育系。

日簡單"練學院的課程，依據一八九一年〈教育規則} (Educalion Code，的91)

規定，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專業科曰:有教學實習、教學的技巧、理論與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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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唱歌、繪畫、針線(女)、初級英文與算街。第二部分有:數學、科學、

英文、初級地理、歷史、語言、政治經濟、家庭經濟。第一部分自教育處主考，

第二部分由學校自考，報處認可。 (Thomas ， 1990, 21)在學校所教的專業科目中，

包括學校管理、教育史、倫理學、教育心理學、教學實習及相協主題。 (Ib組)

日間訓練學院發展的最大意義，並不在於原有制度外，多設一類書II練機構，

而是他提昇了教育學科的地位。因為過去大學不顧重視教育學科，而視其為訓

練教師，或學校管理技街的學習。如今它被視為具有意義的一門學科，值得真

有大學的地位。日情訓練學院開始建構系統的教育學，以符合大學的標準;而

且由於大學教育系成員的努力，在教育理論的形成、新方法的演進及教育吏的

探究上，都有進步。 (Gordon et ai , 1991 , 251; Rich, 1933 , 231)

也於臼間訓練學院的出現，中小學師資亦是現分途培育的趨勢。原有的訓

練學校負責培養小學師資，而自問訓練學院則以培養中學為主。 (Dent ， 1977 , 33

4) 加強這兩條管道分蹄，則是當時政府的政策。(Gordon et 剖， 1991 , 252)

二十世紀初，大學針線部門的擴展，受挫於教育董事會(B oard 01 Educat凹的

(按前身為教育處)。在一九 0二年設立倫敦白筒說練學院 (London Day Train

ing College) 後，直至二次大戰前，只再增設了天鵝海(Swansea) 、達蘭 (Durham) 、

萊斯特 (Leicester) 及霍爾 (Hull) 四所。 (Gordon et aI，的剖， 254)

二、地方訓練學校的設立

在一八八九年以前，英國共有四十三所訓練學校，其中三十五所是英囡囡

教所辦， (Morris, 1970 , 133) 然而地方的學校董事會 (School Boards) 並無此權。直

至一九O二年〈教育法案) (Education Act, 1902) 公布，裁撤學校董事會，改設

地方教育當局 (Locai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LEAS) , (Maclure, 1973 , 1 的， 152) 並德

約認可獄予地方教育提供或支援之權。 (Dent ， 1977, 157) 一九O四年，中央教育

董事會同意地方教育當局可辦任何它們想辦的學校。於是各地陸續愣辦。事實

上，早在此之前，倫敦川議會 (London County Co叩C詞， LCC) 於一九O二年先設了

倫敦大學州議會說練學院(The U叫vers句 County Council Training College for Lon

don) ，俗稱「倫敦白詞訓練學院J 。這是唯一一所在行政上，由大學及地方政

府合辦的學院。(Dent ， 1977, 58) 至於第一所由地方教育當局所辦的學校，別是設

立於黑幫哥褔郡(Herelordshire) 。多數的訓練學校，設立於一九00年至一九一四

年筒。 (Ibid，的-1)至一九三八年止，此類學校共有二十八所，多採住宿制。

(Curtis et al 1967 , 375) 至於課程方函，一八九一年〈教育規則}亦適用於此。

地方富II練學校成立後，便與原有教會蠻體所辦學校展閱競爭，最後出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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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彼泊的現象。

三、四年制課程的出現

原先在大學教育系受教者，必須在三年內同時完成學位課程及教師證書課

程，負荷甚重。自一九一一年起 ， 'i I 入四年制的同時課程。前三年專攻學位，

第四年則受專業訓練。直到一九二一年才成為常態。 (Gordon et ai , 19鈍， 252) 不

過有些大學未如此安排，而是在前三年中己安排入門課程、參觀學校、示範教

學等活動。至於教學實習，學校不一，一般而言，多半是在第三年結束前安排

二至三週到學校。四年韌的課程，至一九五一年告終。 (Curtis et ai , 1967 , 376)

四、「聯合考試委員會J (The Joint Examining Board) 設立

一九二五年在波漢(Lord Burnham)主持的小組建議下，教育董事會同意設立

「聯合考試委員會J '以加強大學與訓練學校闊的聯繫。原先由教育董事會負

責的教師證書考試工作，則轉移給委員會，董事會只保留實際教學一項的考核。

凡通過大學教育文憑考試者，董事會即認可其合格取得教師證害。(Maclure，

1973 , 177-8) 聯合考試委員會自一九三O年起成立，成員包括了大學及訓練學校

代表。 (C叮t時， 1967, 378)

自委員會成立後，大學教育學系可自訂課程，內容持續到一九七 0年代初。

原先學校管理及教學理論課程，分化成不同科目，諸如教育原理、教育史、衛

生或健康、教育心理學及教學方法。 (Tuck ， 1973 , 93)

五、倫敦大學教育學院 (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成立

一九三二年原先的倫敦白筒說練學院，管轄權由倫敦外|議會(LCC) 轉移至

倫敦大學，倫敦大學教育學院(ULlE) 於是成立。教育學院除了是倫大院際的師

資訓練中心外，亦是教育方面教學、研究的中心。(nixo口，凹的，7)它所闋的的資

訓練課程，除了一年韌的教師文憑外，亦有四年韌的同時課程。茲以該院一九

三三年至三九年的課程為例，說明知后。(Dixon， 1986 , 13-8)

在一年制專業訓練課程方面，分成四部分:(-一)一般理論一一包括教育原理、

教育史、英圓教育制度、比較教育及教育心理學與衛生。(:::)教學方法 分為

藝街、古典著作、英文、地理、歷史、數學、宗教教學、科學(物理及生物)

等科目。的實用科自一←包括書本裝釘、繪畫、實驗室技街、音樂、針線(女)

、體育、製陶、演講訓練等。的學校實習。此外所有的學生，至少都須有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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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教學實習。

這一套課程，主要是為「教師文憑」考試作準備，考試內容包括以下科白:

1 教育原理;

2. 教學方法;

3 小學教育心理學及衛生;

4 英國教育制度;

5 三科選一科:教育史、比較教育及高等教育心理學;

6. 學校實際教學。

以上1. - 5. '每一科都須筆試。
至於修習四年制同時課程方面，自學位課程及教師文憑課程所組成，若學

生未通過學位考試，另有一種專業科呂結業考試，作為上述文:思考試的補救，

考試內容如后:

1.教育原理與初等教育心理學;

2. 衛生;

3 教學方法，

4英盟教育制度;

5 與 6. 在體育、總畫、針線、製陶及裝釘書等實用科目中選爾科;

7 學校實際教學。

參、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七二年

這一段時期是英國師資養成機構擴張的時期，影響這段期間發展的重要報

告書有三:一是一九四四年的〈麥克迺爾報告書) (The McNair Report , 1944)

Report. 1963) ，三是一九七二二是一九六三年的〈羅賓斯報告書) (The Robbins K

s Report , 1972) 。茲分述如后 0年的〈詹姆斯報告書) (Tbe James K

一、〈麥克迺爾報告書〉

為了規劃二次大戰後的師資培育計畫，改善長久以來訓練學校與大學闊的

分隔，以及各機關問互不關連的現象，一九四也年政府公布了〈麥克迺爾報告

書) (正式名稱為〈教師與青年領袖) (Teachers and Youth Leaders) )

f F.nucat 品， 12-4) ，當時政府認可的中小學
報告書中指出 (Board of 瓦ducat阻，

培育機構分為訓練學校與大學訓練部門(按教育系)兩大類。前者共計83 所

後者言十 22 Ii時，共計 10~ 所。 83 所訓練學校中，屬於地方教育當局者，共有54 所

英格蘭教會者 27 月時，羅馬天主教會者9 所，美以美教會者2 所，其他非國教

-152-

英國歸真養成課程演變與教育學術發展的關係 11

體者 16 所。又這 83 所中，女子學校有 60 所，男子學校 16 所，男女合校 7 所。又

其中有 60 所是提供二年制課程，亦即普通教育加上專業訓練，目標在取得教師

證書。另外尚有三年制課程。二年制課程不授予學位，畢業生主要任教於小學

或幼稚園。

至於大學部分， 22 所中有 12 所是大學， 5 所是獨立的大學學院，又倫敦大

學與達爾大學各有 2個訓練部門，威爾斯大學有是個，部分大學提供四年制同時

課程，前三年在取得大學學位，第四年則在訓練部門(教育系)接受專業訓練。

畢業生七成以上任教中學。

這兩類學生，首先都須完成中等教育，訓練學校的學生至少年滿十八歲，

通過「學校設書考試 J (School Certificate Exam) ;大學的學生則至少是十七歲，

並通過大學入學考試。

報告中，對於增進大學與訓練學校關{系的地區訓練組織問題上，提出了甲

乙爾套方案，其要點如後: (Board of Education, 1944, 143-4)

方案甲:又稱「大學教育學院(Univers句 School of Education) 案」。此案主

張在每一所大學中成立教育學院，這是由獲認可的訓練機構(指

哥II 練學校) ，與獲認可的教育機構(指大學)合作而組成的有機

聯邦。它負責對欲成為政府認可為合格教師的學生，實施雷II練與

評鐘。

方案乙:又稱為 r 聯合委員會方案J (The Joint Board Scheme) 。此案不主

張另設機構，而是加強現有聯合考試委員會與大學的關f系。

在訓練問題上，有歸修業年限的建議是，十八歲以後，正常是三年;若是

大學畢業生，則須一年;雖非大學畢業生，若真適當資格者，亦是一年。另外，

完成訓練課程後，在教育董事會認可其資格前，須在學校實習一年。

有關課程內容的建議是:分為「專業學科J (professional subjects) (包括語

言與演講、教育基本原理及教學技能與學校實習)，及 r 一般科目 J (general

subjects)荷大類。

就「一般科目」而言，旨在使學生具有未來任教科目的知能。

就「專業科目」中的教育基本原理言，其自標有二:一是讓學生了解教育

歷程的性質，一是讓學生珍惜歷史與社會的重要性。至於具體內容大致包括三

方語:1.生理學、體育與心理學;2 偉大學者的教育經典作，一般教育制度史，

本國教育史與結構，本國教育現況;3 社會學。

至於學校實習方面，包括在中小學的實際教育，以及連續地教學實習。前

者在中小學不連續地進行實際教學、叡察或訪問，時間三年中約佔三遇。後者

在三年中應佑一學季，多半是在第六、七、八學季。(Ib泣，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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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公布後，各界反應不一，無論是方案甲、乙或是修正方案丙都未被接

受。最後大部分大學接受了修正後的甲案。保留了其中獲認可訓練機構的聯邦

制，而是採大學單獨領導。另外放棄原先的大學教育學院 (School of Education) ,

Organizations , ATOs) I 亦即由「教育而代之以「地區訓練組織J (Area Training a

學院 J (Institute of Education)支援人力，大學提供房舍。然而原有的大學訓練部

門，並未完全納入此制度中。q也區訓練組級J 成為大學與訓練學校闊的緩吾吾

器 (Gordon et ai , 1991 , 256) 許多地區訓練組織，自一九四七年開始運作，一九五

一年全部完成運作，共有十六個組織。(Dent ， 1977, 11是)整體而言，多數大學都

設了此種組織， m劍橋與牛津例外。 (Simon ， 1990, 127) 地區訓練組織的五項基本

功能中，第一項即是被導所屬學校的書II練課程，並使其改進。(Dent ， 1977 , 118)

此種結合，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告終止。 (Gordon ， 1980b , x i)

二、「緊急訓練方索J (The Emergency Training Scheme)

鑑於戰後出生率的大悟提高，教育董事會囡應之道之一，即是自一九四三

年提出「緊急訓練方案J '次年十二月開始招生，主要是招收對戰爭有貢獻的

軍晨，施以一年四十八週的密集訓練。言十畫至一九五一年結束，逾五萬四千人

參與。 (Gordon et ai , 1991 , 256) 至於所蘭課程內容，以倫大高德史密斯學院 (Gold

smith College , London) 訓練部門為例，包括四部分: r 專業科岳」、「語言與

數學」、 r 特別科目」及「教學實習」。其中「特別科目 J '是指選擇一門主

科等一或二門副科為任教科目。而「教學實習 J '估了十四遇，份量頗寞;又

每週還要花半天在學校作觀察。 (Dent ， 1977 , 123) 總之，此方案是以實務課程為

導向。

三、三年制課程的實施

原免〈麥克迺麥報告書〉的三年制課程一直未能實施，直到一九五七年教

育部提出{師資訓練:對三年制訓練學校課程的建議}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suggestions for a three year training college course , 1957) 。鑑於原有訓練學校二年

制的設書課程太擁擠，於是建議將時聞延長為三年，以期教師更有教養、更成

熟、更適任。對於多出一年的時間，應加強學誰?科臣，而非專業科目。至於整

個三年課程架構，分為三類: (.→主要學科科目 (Main subject co盯ses) ，或稱專門

科目，旨在提供學術教育。(::)課程科目(Curriculum co叮ses) :旨在提供有用的教

學知識與方法。<=)教育科目(Education courses) :旨在修習專業科目。至於教育

科白中，包括下列科曰: 1 主要教育思想與實際研究，2 普通教育心理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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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 4. 教育制度與行政型態， 5. 分科教學法， 6. 健康教育， 7 兒童研究

(含觀察) , 8. 教學實習。 (Ministry of Educati凹， 1957 , 5-11)

此項建議案，直至一九六0年政府才宣布開始實施。對於原先的二年制課

程，各界 致認為有二項要素應保留: 是教育理論與實際的學習，一是中小

學課程中一至二門學科的學習。而且這兩類應同時進行。然而卻另有兩項關鍵

性的爭議出現:一是課程重點是側重個人教育或專業訓練?二是專業訓練應側

重理論或實際?根據皇家督學所提的建議，多一年的時聞自重重學術科目，而非

教育科目。至於教學實習，最長九十天，最短六十天。三年課程修畢後，授予

的資格主科成績分為甲乙三級，甲級授予「及格學位J (pass degree) I 乙級只

授予教師設書(Dent， 1977 , 1凹的)儘管各界一再肯定三年制課程，提供了訓練學

校課程基本改變的機會，但是丹特 (1977，泌的以為，整體上與二年制課程並無太

大不同。

茲以雪菲爾學校為例，說明如后， (Ibid) 0 1 該校課程包括「教育 J (理論

與實際) , r 主要學科 J ' r 課程學科」及英文四類。 2 不少於一百二十億半

天在學校教學，至於參觀、小組教學另計。 3 修習「主要學科 J 外，須修習

「課程學科 J 0 4 教育及主要學科也大學測驗，英文及課程學科由學校本身測

驗。

此外，另以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的LIE) 為例，說明一九四四年至六 O年間師

資養成課程開設的狀況。該院開設的課程有以下六種: (Dixo口， 1986, 133)

1.一年制倫大教師文憑 (UL Teachers' Diplon叫，對象是大學畢業生。該科

自一九五一~五二學年度起，改稱「學士後教育設書J (Postgra由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 PGCE) 。

2 三年市j同時課程， {I彥畢者同時得到倫大教育學院教師證書及校外學位。

3 三年制專門課程，專為家政、體育等所聞。

ι二年制教師證書課程，旨在取得倫大高德史密斯等院教師證害。

5 二年制教師證書課程，旨在取得教育學說教師證書。

在 年制教師證書課程，對象是招收二十五歲以上成熟學生，以取得倫大

教育學院教師證書。

其中兩年制教師證書課程，原先的內容如后: (D帥訂， 1986, 108-9)

1 教育原理與實際;

(l)一般課程 (General course)

(2)專門課程(Special course) 分為中等琨i-t;、初級與中等現代、幼兒與初

級等階段。

2 健康教育;

-155-



-156-

由上述可以發現，教育心理學一科講演時數大幅增加，健康教育則減少。

此外，無論新舊課程，理論成分都較實際濃。

四、〈羅賓斯報告書) (The Robbins Report , 1963)

一九六三年國會高教小組公布〈羅賓斯報告書) (正式名稱是〈高等教育

報告書) (詞igher Education Report) 。雖然報告主要是針對高等教育，但師資培

育機構改革，亦是重要部分，茲針對此方面要點摘陳如后。

現況分析部分，報告(Committee of Higher Education , 1963 , 27-8) 指出，培育

機構分為兩大類，一是訓練學校(按此時訓練學校水準已非中等，而相當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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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體育(分普通級與優異級)

4 普通英文。

以上是屬於專業科日，至於一般科目，則分為甲乙兩類，甲類包括英語語

言學等九種科臣，乙類包括音樂等十類科目，所有學生必須由甲類中至少還三

科，乙類中選 科，另外再由兩類中任選一科。

上述課程，自一九四九年九月起有所修訂，其中 r 教育科目 J 部分，包括

一般教育理論及專門理論，後者更專注於兒童，並改以托兒所與幼稚園、小學、

中學、家政或體育等方式來將課程分類。另外，教學實習至少十遷，通常是十

二週 o (Ibid , 116)

至於一年街IJ r 學士後教育證書 J (PGCE) 課程，自一九五七~五八學年度起，

有所變動，新舊科巨與時數對照由日后: (Ib拙，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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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一是大學教育系 (UDEs) 。前者共計 146 所，其中 98 所為地方教育當局所

辦。訓練學校修業年限一般是三年，收高中畢業生或相當資格者，畢業後授予

所屬大學的教師證書。大學教育學系多收大學畢業生， j舊業一年，畢業後授予

教師證書。另有 4所學校與倫大合作，學生修業四年，畢業後，除授予教師證

書外，亦可得到倫大校外學位。

至於所修課程方面，小學部分的時數分配比率如后:

主要科巨( 或二科) 35 %

課程科目(指教材、教法) 35 %
教育原理 15 %

教育實習 15 %

至於中學部分，將更多的時間花在主要科目，而減少其課程科目。

報告具體的改革建議，分為三大類: (如祠， 107-125)

(寸原先與大學相連的「教育學院J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按地區訓練組織)

，改制為大學教育學院(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如此它可接受大學撥款

委員會的財政支助。

(三原有「訓練學校J (training colleges) ，改名為「師範學院J (Colleges of

Education) ，其將有獨立的管理團體，但亦可成為大學教育學院的成員之一，並

受其補助。

已訓練學校除了開設三年制教師證書課程外，亦可開放四年制課程，同時

授予學位及教師證書。學位名稱是「教育學士J (Bacheior of Education , BE的。

學位則是由訓練學校所屬的大學頒授。

對於報告書的建議，政府的反應是:首先，歡迎設立「師範學說 J 以加

強大學與訓練學校偽的關係，但拒絕將其財政與大學整合的主張;其次，反對

考慮為學院設獨立的管理團體。最後，同意間設 r 教育學土 J (BEd) 學位。對於

開設 r 教育學土」學位各大學及訓練學校彼此意見不一。最嚴重的是，半數以

上的大學拒絕授予超過普通或及格學位 (general or pass degree) 以上的學位。事育

課程自一九六五年開放，一九六八年初次授予「教育學士」學位的學校有21 所，

其中只有7 所是授予分級的優異學位，3 所是未分級的侵異學位，其餘11 所則

只授普通或及格學位。(Dent ， 1977 , 258) 一九六四年起，設立「全國學術授予委

員會 J (Council for National λcademic Awards, CNAA) ，並自一九七一年開始認可

教育學士學位。 (Ross， 1990 , 63)

r 教育學土」學位的課程內容，茲以倫大教育學院所聞課程為例，說明如

后。首先，大學要求教育學士的起碼水準，不應低於文學士或理學士。其次，

資格考試分成同意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修畢第三年時舉行，第二部分則是在修畢

舊 新

講演
討論 講演

討論

24 18 21 10

9 9 16 10

16 10

20 10 20 10

9 9

100節 9日節

日科

教育原理

教育，心理學

健康教育

選修科目

英國教育制度

方法與教育個別指導



16 教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六輯

第四年時舉行。學生們將隨正常的教師證書課程修習專業科臣，並通過證書考

試。除非達到相當標準者，才允許進入第凹年，然後參加第二部分考試。至於

考試科皂，在第一部分時，教育科目是必考，另外加 -F守主要學科。至於在第

二部分時，教育科目則是選考。考試方式，在第二部分，有四場筆試，商場考

非教育科目的主要學科，另外兩場則是考前述兩學科與教育相關的層面。

(Dixo口， 1986 , 209-10)

一九七一~七三學年學則修訂後，倫大的教育學士是優異學位。資格考試，

第一部分須包括「教育理論」、「教育實際」及一門主要學科;第二部分，則

包括兩門選科。第一部分的主要學科有技藝等25 科，第二部分則有藝術等25

斜。至於在第二部分還考「教育」一科者，主要包括兒童發展、比較教育、健

康教育、教育史、教育組織與行政、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或教育社會等。

(Dixo口， 1986 , 214-5)

除了上述課程外，附帶一提的該院修訂後的「學士後教育證書J (PGCE)課

程﹒自一九六三年起實施，內容如后:(D ixon , 1986 , 227)

1 教育哲學;

2. 英國教育制度;

3。教育心理學與健康教育;

星教學原理與方法;

5. 五選一科:

(1)高級教育心理學;

(2)英國教育史;

(3) 比較教育行政;

(4) 教育社會學;

(5)高級教育哲學，

在實際教學 o

以上1. - 5. '每科都有一場三小時的筆試，外加一篇論文 o 至於教學實習

(含見習) ，維持六十天。

五、〈詹姆斯報告書} (The James Report , 1972)

一九七二年教育部公布{詹姆斯報告書) ，正式的名稱是〈師資教育與首II

練) (Teac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報告產生的主因，一是過去師資培育，

過度依賴職前言II練，而非持續性的教育與首II練。二是原先將訓練過程實j分成大

學畢業生(一年)與非大學畢業生(三年)兩類，並無助益。報告的主要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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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整個教育與訓練歷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一一個人教育，第二精段

一職前言 II練與引導;第三階段一一在職教育與訓練。其要點摘陳立日后: (D郎，
1972 , 5-48)

第一階段 J 個人教育

1 時筒三年，完成後授予新設的「高等教育文憑J (Diploma in Higher

Education, Dip HE) 。

2 課程分為一般科目 (g叩eral studies) 及專門科目 (special studies) 兩類。前者

在提供學生刺激、自我教育的本能及批判知覺的態度，並導入人文、數學與科

舉、社會科學及藝街的領域。後者必須是與教學工作直接而明顯相關的科目?

例如「兒童發展」、「社會心理學等」。

第二階段:職前教育與引導

1 時間三年，分兩階段。第一年在大學(或學院)的教育系。第三年在中
小學或擴充教育學院。

2 第 年，教育理論科目中，包括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與

教育史。這些雖有價值，但只介紹與教學有關者，主要發展留在第三楷段。學

生進入此階段前，最好花二至三週在中小學。這一年至少有四遇到中小學實習。

第一年完成後，即成為 F 試用教師 J (a licenced teacher) ，可至學校任教。並支
薪， I旦授課時數較少，且是暫時的。

3 第二年在學校任教峙，有專業導師指導，並被配屬到專業中心，每還須

去一天。

4. 第二階段完成後，授予「文學士(教育)J 學位 (B.A.(Ed» ，並成為「正

式教師 J (a registered teacher) 。

第三倍段:在職教育與訓練

I 所有中小學教師及擴充教育學院的教師，每七年至少有年( 12 週)
應留職留薪，接受在職教育。

2 課程重點在加深加廣其教學方法與教育理論的知識。如教育工學的理論

與方法，最新教育實驗與研究的結果等等。

對於此篇報告，各界反應不一。第三階段普通受歡迎，第二階段幾乎一致

反對，第一階段則各種意見都有。政府方面接受了第一、三兩階段，以及新設

的「高等教育文憑J (D ip HE) ，但拒絕了第二階段。(Den~ ， 1977 ，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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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九三年

的師資訓練機構改組

部分「師範學院」依一九七二年白皮書的建議，而改制成「高等

(Colleges and Instituetes of Higher Education) ，課程以人文、藝街、師範及高等教

育文憑為主。 (Gordon et aI , 1984, 95-6) 另外，自一九七三年起，許多「師範學

院」併入初興的多元技藝學院 (Polytechics) 中。如此一來，高等教育學院、多先

技藝學院及大學教育系成為一九八 O年代闊放師資養成課程的主要機構了

(Naish, 1990 , 20) 依一九九二年〈擴充及高等教育法案) (Futher and Higher Educa

tion Act, 1992) ，撤鈴「全國學術授予委員會 J '並准許多元技銜學院自授學位。

自一九九二年起，全國有 39 所多元投街學院改名為大學。 (Gorden et aI , 1992 ,

山如此一來，大學及高等教育學院遂成為目前開設師制嚇課程的兩大主要
機構。

二、一九入0年至一九九三年

一九七九年保守黨重新主政後，師資培育政策有了三項重要轉變，一是在

養成機構上，強謂應以中小學為主，而非大學;二是在課程安排上，應以學校

實務為主，而非教育理論。三是加強中央政府的干預。 (Beardon et aI , 1992 , 8;

Gordon et aI , 1間， 260) 這些政策，可由陸續頒布的命令文件中得知，茲依序摘

述如后。

(-)一九八 O年教育科學部發布〈公立部門的學士後教育證書〉報告 (PGCE

in the Public Sector) ，成為改革課程的先導。

(=J一九八二年教育科學部(DES， 1982) 發布〈教育(教師)規程) (Education

(Teachers) Regulations, 1982) 。

-161-

英國的

己 九八三年教育科學部(D血，1983a) 發表{學校中的教學:養成訓練的內

容> (Teaching in Schools: The Content of Initial Traini嗯， 19821 小冊子，這是皇家
督學的討論稿。

倒周年三月，教育科學部(D品，1983b , 2) 公布〈教學素質) (Teaching Quali白

守)白皮書，其中指出師資養成訓練課程的結構與內容需要改變，並提出建議

I 要為師資養成訓練課程建立新的規準，2.強化教師資格與任教安排的關係。

白皮書首先分析現況指出，英國的訓練機構，由九七 O 年初的 207 所

( 27 所大學、 180 所其他公立機構) ，裁減為 111 所( 27 所大學，“所其他公立

機構)。它們所提供的養成課程有兩大類: 是三或四年的大學課程，其中高

于教育與前制做同時進行。(按tm r 教育學士 J 個)課程)另一是一年甜的

，學士後教育證書 J (PGCE) 課程。周額課程都可培育中小學師資，但四分之三

師資養成制度與課程的演變(下)第三節

一、一九七三年五一九七九年

在這段期間擊{懂英圓社會受經濟不景氣影響，教育體系出現鉅變，都資養

成制度亦不例外，茲舉數事加以說明。

(一)師資需求銳減

師資需求原先自一九五O年代起開始擴增，然而至一九七 O年代卻大幅萎

縮。原因之一是學生人數減少，原因之二是石油危機，造成高等教育(含師資

養成)大幅緊縮。師資需求是先後於一九七四年、七七年及一九八二年三度削

j戚。 (Gordon et aI , 19剖， 260; Taylor , 1984 , 2是 28)

(斗「地區訓練組織 J (ATOs) 撤銷

原先〈詹姆斯報告書〉中撤銷「地區訓練組織 J 的建議為白皮書所採納，

(Gosden, 198益， 41l於是一九七五年大部分以大學為墓地的地區訓練組織正式裁撤。

(Bradley , 1984 , 84) 因而在地方師範教育與訓練上留下一條鴻溝。此時雖「全國

學術授予委員會 J (CNAA) 開始認可教師資格，但許多大學卻同時停止認可所屬

學院所閉的師資訓練課程。 (Gordon ， 1980b , x i)

已三年1M教師證書課程結束

一九七七年教育科學部為了提高師資水準'自一九七九年起，停止三年制

教師證書課程的樹設，以f吏新進教師都能具有學士學位的基本資格。(Naish，

1990, 26) 換言之，未來師資養成的途徑，只有「教育學士」及「學士後教育證

書 j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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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擴張的架構〉白皮書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教育科學部(D ES) 公布〈教育:擴張的架構}白皮書

(White Paper Education: A Framework for Expansion, 1972) 。白皮書中支持將原有

師資培育機構與大學統整，但是與前述報告書一樣，都不贊成其納入大學(高

等教育)中，白皮書更進一步建議將「師範學院」置於非大學的擴充教育體系

中。 (Gordon et aI , 1991 , 259 , Taylor, 1984 , 23) 另外，亦建議「師範學院」可以

單獨或聯合發展成某些高教機構(以人文藝術為主) 0 (Dent , 1977 ,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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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後教育證書」課程。又前者多由其他公立機構開設，而後者則由大學或其他

公立機構開設。 (D函， 1983b , 13)

其次，關於建立評鑑課程的新規準'臼皮書提出三項要件:

I 所有合格教師所受高等教育及師資養成訓練的課程，至少應花三年的時

間，修習未來任教的學科，且應符合高等教育的水準。對任教初等教育機構者，

應修習更多的學科;而任教中學者，至少應修習一至三門中等課程中的科目。

立所有合格教師的養成訓練，應適度地關注未來任教學科不同學生的教學

方法。小學部分吏 J!!注意語言與數學。

3 所有合格教師的養成訓練，都應包括與學校實際經驗招遠的學習活動

(DES ,1983b, 19)

白皮書末並附陳「師資供需及教育諮詢委員會 J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Supply and Education of Teachers, ACSET) 對教育大臣的建議。其中強調，完

成獲許可的師資養成訓練課程，應包括可接受的專業能力(合實際教學技巧)。

若學生學衛能力佳，但專業能力不足，應輔導其轉入其他不授教師資格的學術

課程。 (D凹， 1983b , 35)

有人批評此種以教室為主的師資訓練取向，是犧牲教育理論，以改進教學

技能。 (Gordon ， 1980b , x)

ω一九八四年教育科學部(D ES ， 1984) 發出〈八四之三號通報:師資養成自 II

• ADDToval of Coures) 。通報練課程的許可) (Circular 3/帥t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A

完全接受前述自皮書及諮詢委員會 (ACSET) 的建議。其重要內容，一是決定成

立 r 師範教育認可委員會 J (Council for the λ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CATE) ，負責對未來各校所開師資培育課程進行初審，以供教育大臣複核。另

一方面針對未來課程，提出主要要求有:

1. r 學土後教育證書課程 J (PGCE) 至少應有 36 週;

2. 若學生在實際教學工作不令人滿意，則絕不可授予合格教師地位。

各機構應及早確認學誰?能力佳但不適合任教者，儘可能安排其轉入其他課

程。 (D昂， 1983b , 18-22)

至於該通報的1111"件，對於認可的規準、訓練機構與學校的關係、學科科目

與學科方法、教育與專業科目及入學的選擇與許可，有更具體的規定，茲摘練

部分要點如后。 (D前， 1983b , 23-7)

星師資訓練機構擔任教學方法的師資，應具學校教學經驗。

5. 師資養成都練課程中，應包括學校經驗與教學實習;其中「學土後

教育證書」課程，及三年制教育學士課程或修同時課程者，不應少於十五

還;至於四年如j教育學士課程，則不少於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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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訓練課程應對於學生 !itT選任教學科的教學方法應加以重視。而且不

只要與學校課程相連結，更要擴及社區的 B 常生活與工作。

9 小學師資課程除了須修習教學法外，對語言與數學教學亦應注重，

每科至少一百小時。

l且教育與專業科目應讓學生熟練基本專業技巧。若無法安排正課，則

應透過學校經驗與教學實習。

11 學生應經由學科教學法與教育科目的學習， 7解學生各科的差異，

及因應之道。

通報公布後，大學紛紛依規定開始檢討其課程，一般而言，分配給被視為

選修的教育理論詩數已減少，而增加了學生專業訓練。這表示，己也原先反映

教師興趣的學術研究，改變成側重未來教師在教室中的專業需 2耍。 (DES ， 1988 ,

一九八八年教育科學部 (D凹， 19凹， 2) 公布皇家督學的認查報告〈觀察中的

教育:英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大學的師資養成訓練) (Education Observed:

Initial Teacher Traini喀 in University in England;: Northern -Irlanland ·Wales) 。報告

中指出:由大學教育系所辦的師資養成訓練，百分之九十是「學士後教育設書」

課程。雖一九八七、八八年，小學師資方面人數增加了，但全部的百分之八十，

仍是培養中學師資。請查中還發現，未修正的養成訓練課程主要弱點有四:1

不同組成科目的分是不平衡，將太多時間分配給無闋的教育理論。 2 在大學部

及學士後的課程中，小學課程的範眉不適當。 3 中學師資課程，對於第二、第

三專長學科的訓練及學校實際經驗非常有限。哥大學部第四年的訓練中，缺乏

學校實際經驗。 (D血， 1988, 11-2) 以上批評，都是從通報章學校實務的歡點出發。

原先大學教育系對教育與專業科目的安排，無論是中小學課程，大多數在大學

部及學士後的課程中，包括了學校課程、評鑑、特別教育需要、教育與就業、

家庭與學校關係、多種族教育、語言發展及教室管理等。 (D訟， 19品， 13) 修訂後，

雖仍有大學單獨閱設「教育理論 J '但許多則與專業訓練統整在一起，其中包

括了學校實際經驗。 (D凹， 的郎， 15)

一九八 O年以前，教育科學都無法干涉大學教育系的課程，以免妨礙學銜

自由。但自一九八四通報公布後，大學教育系所蹋的師資養成課程，都須先送

「的範教育認可委員會 J (CATE) 初審，再送教育大臣批准。如此一來，中央政

府的干預大增。

自以上一連串的指示中可以發蹺，課程重點偏向於擔任專門學科教學所需

的知能，及管理班級的實用知能上。

的一九八九年教育科學部 (D凹， 1989b) 發布〈八九之二個號通報:師資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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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的許可} (Circular 24/鉤，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Approval of Courses) ,

以替代〈八個之三號通報} ，其中介紹認可師資養成訓練的新規準與安排。通

報中規定，師資養成訓練課程，分為「學科科目 J (subject studies) r 課程科目 J

(curriculum studies) , r 學科應用 J (subject appiication) 及「教育與專業科§J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等四類。所謂「學科科目J '是指未來任教

的學科，這必須達高教的水準。F 課程科目 J '是站在初等教育師資課程中，

安排學習如何教基本課程(按「閻家課程J (National Curriculum)的其他學科，

雨非學生專長的學科。「學科應用J '是指學習將專長學科應用到學校的教學、

評量與學習中。 (DES， 1989b, 402)

有聽第六節「教育與專業科§ J 的具體規定，茲摘述重點如后。 (Ibid ， 406)

6.1 此類科昆在發展學生關鍵的專業技能，使其珍惜教師工作。其範

富包括教育目的、教育事榮的發展與結構、自由文研社會的價值、經濟與

其他基礎。

6.2 學生應了解學科崗的關遠與共通基礎，並能以跨科目、不同主蔥、

不同技巧方式統整於教學中。

6.3 應讓學生能教導不同能力、行為、社會背景、種族與文化來源的

學生。並真有五種能力:

(I)了解學生發展與學習的不同方式;

(2) 訂定適當教學自標的能力;

(3) 因材施教的能力;

(4)鐘別領受特殊教育的學生的能力，以及輔導方法;

(5) 記錄與評鑑學生表現的技能;

6.毛真有以平衡方式教學論議題的能力;

6.5 所有課程都應包括強迫且明確的實際訓練，使其具有效管理學生

行為的能力。

6.6 所有學生強迫修習資訊科學，以俾有效運用。(餘略)

由上述四類科目，可以發現教育與專業科目中，純理論的成份愈來愈少，

而且必須把握與學校實務相關的前提。由於一九八八年公布〈教育改革法案〉

(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 中規定實施「國家課程 J '有人遂比喻前述認可制

中所燒定的種種，則是師範教育的國家課程。 (Nai曲， 1990 , 43)

的兩個實驗方案

徐7 前述新措施外，由於一九九 0年可能出現師資短缺的現象，茵此保守

黨政府提出了兩個實驗方案: {試用教師方案} (iicenced teacher scheme)及〈契

約教師方案} (articled teacher scheme) 。有人 (Aidrich， 1990b , 23) 批評此兩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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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將新的學徒制引入師資訓練，其評價恐將和十九世紀的「學童教師J 一

樣，此舉亦將損及教師的專業地位。

所謂「試用教師方案J '依一九八九年教育科學部(D函 1989， 283-5) 所頒

〈教育(教師)規程}規定，是為不合格教師另潤晉用管道，申請者的資格之

一是:年滿二十六歲(按一九九一年降至二十四歲)、英數爾科達中等水準並

至少完成二年全持高等教育。申請者須具有必要的人格特質、學科知識、教室

及其他專業能力，始得授予合格教師地位。符合資格者不必先至養成機續受訓，

而是直接至政府津貼的中小學任教。任教期閱支薪，並由校方安排導師(mentor)

督導。試用期二年，期滿表現優良，IlP 取得正式資格。實施後，皇家督學

(I 993b) 對其結果大致滿意。

所謂「契約教師J '是「學士後教育證書」的一種新形式，於一九八九年

提出，次年九月閱始實施。契約教師以兩年的時間接受課程，m八成的時筒，

是在任教的中小學實習。課程白地方教育當局與高等教育機構共組的團體(con

sotia) 負責安排。學生在學期間不支薪，但領受公費。實施後，皇家督學(1993a) ,

對四分之三受訪者的教學能力感到滿意。

的 九九二年六月教育部 (DFE， 1992) 發布〈九二之九通報:師資養成訓練

的認可} (Circular 9/凹 I The Accreditation of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主要是規

定，中學師資養成部!練，應以學校為主(school-based) 。為達此目標，中學在師

資養成訓練中，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成為高等教育機構的重要夥伴。(Ibid，

的命令自該年九月一日生效，所有中學師資訓練課程，必須於一九九四年九月

一日前完成調整。 (Ibid， 5) 其中對學生專業能力的要求，主要目標是要使受到學

生成為有能力的教師，而能與中學生建立有效的工作關{系。為達成此點，他們

必須了解任教的學科、了解學生如何學習及得到教學的技能。(Ib祠， 9)

總之，一九八 0年以來，保守黨政府這一連串重實務、以學校為主、加強

干預的政策，激起各界很大的爭論。有人認為不但會降低師資等，更是損害教

師專業地位閱個j車的作法。 (Beardon ， 1992, 6) 不過也有部分學者支持此種政策。

劍橋大學教育系一九九二年發表〈以學校為之的師資養成訓練 前進之路}

(School-led Initial Teacher Tr剖ning: The Way Forward) 。書中主要建議有侶，第

一，是設置「教師總會J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J 統籌獅範教育一切事務。

第二是師資養成都練的地方責任，應賦予中小學實際任教的教師，而非高教撥

撥。第三是多數富II練應專門安排的訓練學校中進行。(第四略)(Beardon et aI,

1992, 11-3) 換言之，他們贊成訓練改以學校為主， 1.豈非任意選擇的學校，而是經

過精心規費j安排的學校。此點與政府的想法不同。

目前英圓師資培育課程詞設的狀況，茲以倫大教育學院一九九四~五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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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學土後教育證書 J 為例，說明知后。倫大的課程分為三大類:一是一年

全時常j課程，其中又分為小學師資、中學師資及義務教育師資三種。二是二年

部分時閱齡的音樂部資課程。三是三年部分時街「擴充教育教師證書」課程。

這三類課程中，有三項共同要素:一是在學校(學院)中的實際工作經驗。二

是專業科白。三是課程學科科目與教學方法。首先，就學校實際工作經驗而言，

分為引導性專業經驗與實際教學訓練兩階段。參加中小學師資課程者，入學的

頭兩還將用在引導性專業經驗，亦即學生將用時間到住處附近的學校。之後，

小學師資班，自第一學季起，每還二天花在學校。第二、三學季時，則各花一

聲段時詞在小學。中學師資班，第一、二學季各有 整段時間花在中學。其次，

就專業科自言，主要剝蒙教育領域，而非特定的學門。內容包括了解教育歷程、

兒童如何學習、具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兒童及中央與地方的教育設施等。最後就

課程學科科目而言，主要是針對學生在中小學任教的學料，讓學生具有該學科

的知識，以及學科應用的能力。特別是針對教學方法、學生如何學習、安排教

學活動，運用教材與資源、評量與評鑑學生表現等種種能力。 (VUE ， 1993 , B2-3)

納許 (1990， 42-3) 依倫大的課程為例，指出未來的越勢有三:一是要實用取

向，亦即專門化的專家訓練。課程將以學校工作為基礎。二是重新思考教育理

論與實際的關f系，亦郎原本系統地教授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及

教育史等學門的方式，將改成問題中心取向，三是注重學生成就的評量。

總之，自一九六0年代末， r 教育學士J 學位課程開設後，人數逐漸增多，

然而自一九八O年起，採取「學士後教育證書J 管道的人數，郤日漸增多，且

大致己與前述管道相當。(Nai鉤， 1990, 26) 而政府也愈來愈偏學士後的方式。

(Gordon et ai , 1991 , 26) 一連串的改革，對是以此為對象。

貳、師資養成課程的分析與檢討

綜觀近兩百年來，英國師資養成課程的演變，存在一些基本爭議:一是師

資培育，究竟是師資訓練或部範教育?二是課程的內涵究竟以個人的普通教育

為重，或是師資專業訓練為重?亦即學術科目與訓練科目孰重 9 三專業訓練中，

教育理論與實際孰重?

上述爭議，若以現代眼光觀之，照題焦點則是:一是訓練或教育;二是普

通科 B 、專門科目、專業科目三者孰重;三是理論與實際孰重?

茲依照第二、三節的討論，將課程演變的重點歸納如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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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入四0年以前

在實施導生制的訓練學校中，課程重點郎是在傳授教學方法與技巧。換言

之，在性質上屬於訓練;在內容上，注重專業科目的方法技巧部分;至於普通

科目、專門科目及專業科目中的理論部分，則未納入。

二、一入四0年五一入九0年

由於導全制訓練出的學生，只其小學程度，一般文化素養甚低，於是自特

西師範學校的課程l! P針對此點加以改進，內容包括普通教育與專業預備課程。

前者以文化陶冶為主，後者則包括理論、方法與實際。換言之，普通科目與專

業科目並重。

至於原有的訓練學校，改進後加強了普通科目，專業科目中仍重視實際教

學。

一八七 0年以後，增設的訓練學校，或重專業訓練，或重普通教育， f.且學

生因受教師證書考試的影響，多重任教的學科(即專門科目) ，而忽略了教育

科自及實際教學知能。亞當斯 (Adams ， 19位， 45-的會批評訓練學校的缺失有二:

一是誇大方法而犧牲真正的教育學科;二是花在任教學科的時數太多， f.旦花在

學習如何教該科的時數太少。換言之，重實賠輕理論，畫畫專門科目忽略專業科

目。雖然哥 II練學校開辦之初，確實很想只重專業訓練，以名符其實，但是後來

許多學生慨不知所教的學科內容，亦不知如何去教，因此自然以教學科為優先。

(Ibid，進6)

以上是小學研資方面，至於中學師資方面，教師學院、劍橋師資訓練所及

瑪麗亞﹒格瑞學校的課程，都以專業科目為主，其中都包括理論與實際，惟以

理論為羹。

至於這段師資培育的性質，由多數學校名稱中冠有「訓練 j ，即可得知。

三、一入九0年五一九六三年

自一八九 O年臼閱訓練學院成立後，其課程包括學衛科目及專業科目。前

者包普通科 g與專門科日，後者係教育科日，包括理論、方法與實習。一九 O

四年地方訓練學校設立後，既與原有的教會學校分庭抗禮。雙方課程都包括了

普通科白、專門科白與專業科目。但仍受到教師證書考試制約。

一九三五年「聯合考試委員會 j lilt立後，大學教育系課程較自主。一九三

O年代倫大教師文憑課程是以教育專業科白為主，包括了理論、方法與實習。

又四年制課程中，還兼修學位課程，這包括了普通科自與專門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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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麥克迺爾報告書〉燒量割的三年制課程，分為一般科目與專業

科目。前者是指專門科目(任教學科) ，後者則包括理論、實際與實習。惟此

案未立刻實施。

一九四三年「緊急首 II練方案」的課程包括四類: r專業科目 J 、 r 語言與

教學 J 、「特別科目 J 與「教學實習 j 0 換言之，包括:專業科目中的方法與實

習，普通科目與專門科目，至於教育理論則非重點。

一九六 0年起實施的三年制教師證書課程，包括主要學科科臣、課程科目

及教育科旦。換言之，這包括專門科 g 及教育科目中的理論、實際、方法與實

習。

至於大學教育系所聞「學土後教育證書 J 課程，則包括教育理論、實際、

方法與實習。但以理論為主，且以學門形式出現。

四、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

一九六三年〈羅賓斯報告書〉的課程分為四類:主要科目、課程科目、教

育原理與教學實習。小學師資重前兩類，中學研資則重主要科臣。換言之，包

括專門科目及專業科目中的遑論、方法與實習。

至於新設的「教育學土」學位，課程結構包括了學位課程及教師證書課程。

前者屬普通科目與專門科目。後者則包括理論與實習。

有關「學士後教育證書」課程，以倫大教育學院為例，則包括教育理論、

實際、方法與實習。但以理論為主，且以學們形式出現。

這一段期筒，區教師漸被視為專業，在性質上傾向於師範教育，而非訓練;

內容上，重視教育理論，且漸以學門方式呈現。

一九七二年〈詹姆斯報告書}將師資培育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億人教

育)注重普通科目與專門科目。第二階段(職前教育與引導) ，注重主專業科目

中的理論與實習。第三階段(在職教育) ，注重專業科目中的理論及方法。

五、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九三年

自第三節第三部分可知，這段時期政策重點，是以學校為主，實用取向，

強調專門科臣，強調方法與能力。

一九八三年〈教學素質〉白皮書中規劃的課程內容，包括:主要任教學科、

教學方法與學校實務。前者囑專門科臣，後兩者屬教育科目中的方法與實際。

一九八四年〈八凹之三通報〉的課程，治續上述結構，並要求加強語文與數學

教學的能力。至於教育理論部分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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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八九之二四號通報〉更明確規定課程分為四類:學科科白、

課程科目、學科應用及教育與專業科目。前兩類都屬專門科目，第三類是專業

科目中的方法與技能。至於第四類則是理論的實際應用。它放棄以學鬥方式呈

蹺，而採問題取向。另外尚有實習。

至於一九八九年起的兩項實驗方案， r 試用教師方案 j ，完全以學校實務

為導向，只重方法、技巧與經驗。 r 契約教師方案 j ，雖仍以實務為主，專業

科白仍有理論應用與方法。

一九九三年〈九三之九號通報}要求中學師資訓練以學校為主，重點在使

學生了解任教學科、受教者如何學習及教學技巧。換言之，側重於專門科目及

專業科目中的方法、技能與實習。大學彼此開設的課程，大體包括三類:一是

實際教學經驗，二是專業科目，三是課程學科科目。

經過一九八 0年以來 連串的改變，師資培育上已遠離教育，而變成訓練，

甚至返回學徒制的老路。至於課程內容上，專業科目中雖未完全排除理論， f.旦

&採問題取向，強調其應用層面，放棄一九六 0 、七 O年代，以學門分類的科

目形式。與實際招聽成為決定專業科目內容的重要標準。

綜上所述可知，在師資養成課程中專業科百出現的時間甚旱， f.旦側重於方

法、實際及實習等層面，至於理論部分，起初雖有，但比重不及前述內容 'R

未具完整的學術造型，直到一九六 0年代才開始以學門設科，分量才逐漸變量，

促成此種改變的原因，即與教育學街的發展有關。以下便分析教育學術發展與
師資養成課程間的關係。

第四節 教育學術發展與師資養成課程的關係

本節將先說明歷史的演變，然後在說明基礎學門的發展。

壹、歷史演變

教育學 (the study of education)在英國成為大學的一門學科，時聽相當近，

大概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棄。(Gordon， 19的， x; Tibbie 1966 , vii)其蓬勃發展，應

是一九六O 年以後的事。高登 (Gordon ， 1980曲， 1988) 所編〈教育學> (The Study

of Education) ，將時間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早期與現代(約1日7。一 1965) ，過

去十年 (]965 - 78) ，改變時期 (1977 - 84) 。布萊斯 (Bly恤， 1982) 自〈英國教育研究

期刊> (The Brit凶 Joumal of Ed I Studies) 九五三年創刊起，劃分為三

個階段:轉變的十年(]952 - 62) ，擴張的十年 (]962 一 72) ，鞏固的十年(] 972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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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蒙 (Simon ， 1990, 128 一 140) 依教育一科在大學的教學與研究內容，劃分為五個

階段:

第一階段:早期 (1890 - 1914) 。當時流行的是赫爾巴特的觀點 (Herbartianism)

第三階段:戰爭時期 (1914 - 45) 。由努怠慢. Nunn) 強調的個人主義及人類

發展的生物學解釋所主宰，另心理計量學亦出現。

第三階段: 1945 年一 1960 年中期。代之以社會學傾向，主要著作來自曼漢

(K. Mannheim , 1893 - 1947) 及克拉克 (F. Ciarke, 1980- I952)

第四階段: 1960 年一 1970 年早期。哲學的革命出現。教育哲學、教育社會

學漸代教育心理學及教育史而起。

第五階段: 1970 年以後。教室研究漸受關注。

茲綜合三人意見並參酌史實，將時間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一、一八七 O

年至一九五 O年;二、一九五 O年至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九三年，

茲分述如后。

一、一入七0年五一九五0年

一八七 0年公布〈小學教育法案〉後，學生人數增加，師資需求亦隨之增

加，於是亦促使訓練學校快速增加，連帶的參加教師證書考試的人數也漸增，

教育學才逐漸開始受到重視。雖然此時學校課程是以班級管理技巧與教學等實

際知能為主，但亦算是個聞端。 (Gordon ， 1980a, ix)

一八七三年英格蘭第一個教育講座成立於教師學院，自斐恩出任。 (Rich ，

1933, 255) 之後劍橋師資訓練所及瑪麗亞﹒格瑞訓練學校，都開設了教育課程。

一八七五年「教育科學知識發展學會 J (Soc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of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成立，首在推動教育成為一門科學，唯此

處指的是心理學。 (Gordon， 1980a, x)

當時麥克強(J. M. D. Meiklejohn, 1836-1902) 曾指出研究教育歷程的三項要素

是:一檢查不同青年心靈的生長與發展，三教育史，三方法研究。 (Tibbie ， 1966,

6-7) 這大致亦反應了十九世紀末的走向。

自一八九0年起，大學陸續成立訓練部門訓練中學師資，教育學遂正式成

為大學的一門學料，其地位才得以提升。之後，由於大學中相關人員的參與與

努力，才得繼續發展。 (Gordon 坑前， 1991 , 251; Rich, 1933, 23I)惟囡課程結構的

關係，教育科目不及學位科目重要，遂被置於邊緣位置，最後竟被趕至學士後

階段。 (Tibb峙， 1966, viii)

總之，二十世前半葉，教育學依附在師資訓練課程中發展，主要路線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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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心理學， 是教育史。(I bid ， ix) 教育心環學自一九二 O年代起，已成

為獨立學科。(I bid ， viii, 10) 教育史則還在發展中。在此之前，主宰教育研究歷

程的意識型態是聯結論(赫爾巴特的觀點) 0 (Sim凹， 1990, 130)

一九四七年起，陸續有十六所大學依一九四四年〈麥克迺需報告書〉設置

「地區訓練組織 J (ATOs) 一 教育學院(I nst】tute of Education) 。由於這是由大

學負責支援人力及場地設施，要促使教育研究與教育學街的發展。(Gordon，
1980a , xvi)

自 八八九年至一九五O年間，已有許多大學陸續設置教育講痠。(Go吋凹，

1988) 如一九O三年倫敦大學首任教育學教授是亞當斯。一九0 三年曼城歐文學

院是由沙德勒(M. Sadler, 1861-1943) 擔任教育史與行政教授。 (Gordon，的80a ， xii)

至於老大學劍橋大學遲至一九三八年才任命歐斯特(G. R. Owst) 為首任教育學教

授。(Ibid ， x i) {E[牛津依然缺如。

二、一九五0年至一九七二年

二次大戰後，教育研究開始轉變。原因之一是一九四四年〈教育法案}

(Education Act , 1944) 對戰後教育制度的娛動，導致了一些社會問題，知是社會

階段問題、學校教育重經、中等教育制度改變等等。 (Blyth ， 1982，的 Gordon ，

1980a, xvii -viii) 這種轉變， 方面刺激丁教育社會學的研究，一方面亦刺激了教

育心理學的研究。另一項原因是，大學教育系及附屬的教育學院，逐步擴張其

功能，開始發展教育的高級研究課程，以俾充實訓練學校本身的人員，使其真

必要的理論與專業知能。這促使其發展成更嚴謹的哲學取向，原先「教育原理J

(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逐漸消失，所留的空間，給各學門獨立發展預留了

機會。教育哲學亦在此刻開始展露頭角。(後詳)

一九五二年〈英國教育研究期刊。創刊，代表了教育界對教育研究工作開

展的企圖心。

一九六O年以後，大學的教育研究開始蓬勃發展，影響此一發展的主要因

素有下列幾項。

(→是大學人數激增。一九六三年的人數，是戰前的爾倍。雖然新設立的大

學未必設教育系，但郤以不同方式鵑設教育課程:或於大學部，或於研究所。

(Gordon , 1980b, ix) 教育科目的教師，由一九四五年的 83 人，增至一九六七年的

308 人。教育講座總數亦由一九六一年的 41 個，增至一九六七年的 76 個。 (Ibid)

學術職位的增加，可以吸收更多新血投入，這對學術發展自有其正面效應。

(::j是新的養成課程型式出現。自 九六 O年起，教師證書課程由兩年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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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年，使得原先時數不足的現象得以疏解。一九六三年〈羅賓斯報告書〉建

議蹋設「教育學士學位 J (BEd) ，於是提供了更多的職位，亦提供了更多發展的

機會。(Ib泊， x)

已是已成為專門學門的研究成果大幅成長及新學門的產生。研究成果的增

加，由發表的論文數、期刊數及專書數可得知。至於新設的講座，包括兒童發

展、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比較教育、教育經濟學、課程研究及高等教育。

這些改變會在二十年之間發生，可歸因於一九五一年以前教育系課程的狹窄。

這種知識成長與專門化的結果，已使教育研究更趨於細分，如此造成學生根本

不可能全部學習。於是在教學上產生問題，究竟應採統合課程或是分析選修課

程。另外過度強調教育理論，犧牲了教學的實用層面，亦受到批評。(Ib泊， x)

在這段期筒，除了新學內陸續產生外，教育學本身的性質、內 i函，亦獲得

了澄清，自主而使其在大學的地位更穩固。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教育始終被視

為一種實際活動，目標在訓練教師，如今它已受肯定為研究領域。原先訓練課

程中的「教育原理 J '也逐漸改變成強調「基礎學門 J (foundation disciplines)

(Blyth , 1982, 12-3) 基礎學門，主要是指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與教育史 o 提出一

種想法的是皮德恩(R. S. P'e ters) ，促成這種轉變的亦是他。

一九六四年皮德恩(Peters， 1977 , 140-1) 在學院教師會議上，批評過去的教育

課程是「未化闊的濃粥 J (Undifferentiated mush) ，缺乏嚴謹結構與學術性，不

具備教育理論的概念。他建議要以一張主要的學術網(mesh) ，去指導實際。這

強調，包括了哲學、心理學、歷史與社會學。(Sackett， 1988)

之後，他(1 977，泌的曾指出教育理論的發展，至少可分為三個階段 o 第一階

段，稱為「未化闋的濃粥 J 是指一九六 O年以前，這段時期，大學成員對教

育理論顏真敵意。學者是運用一些心理學及教育的訊息，去解決複稚的問題。

第二階段，自一九六 O年代早期開始，哲學與社會學出現，明顯地發展出對教

育問題採取分門研究的方式。每一學門依各自的方式傲，都得到一些成果，但

卻犧牲了教育理論。各學門的學者問逐漸無法溝通。所以他主張自一九七 O年

代起，蹋始發展第三階段，郎統整的時期。即依實際問題將不同學門的人集合

起來，並訓練他們以不止一種方式來思考這些問題。科際整合的概念，正是其

意。

當他提出網的設法後，一九六六年赫斯特(H Irst ， 1960) 據此觀點，更進一步

主張，教育遑論即非知識的形，亦非知識的場，而是一種實用理論，應以基礎

學們去指導實際。此後，緝的概念大致獲認可，教育學在大學的專業地位亦獲

接受 o (Sackett , 1988) 於是大學與「師範學院」開始任命專門的哲學家、社會學

家、史學家，擴充教育系的規模，而許多新的文憑及高級學位紛紛出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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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反映了「專門 J 的取向。每一學門開始建立自己的學會、出版期刊、舉行會

議。教育學銜顯然邁入另一境地。但是遺憾的是，這些研究對教學實際，無直

接貢獻，焦點都遠離了教室。 (Simon ，的剖， 276-7)

綜觀這段期間的發展，布萊斯(1982， 13) 認為， 九六0年以前，教育正逐

漸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學街研究領域。它的核心不再與師資培育的需求與資源

相連，而自成 學術整體。它可以取其他學門之長，亦可郎以回饋，而不必再
臣屬於這些學門之下。

三、一九七三年五一九九三年

自 九七三年以後，教育研究又產生重大變化高登(19駒 ix-xi) 以為造成
的主要因素有凹，茲分述如后。

(→是石油危機後，經濟持續低迷，大學的五年計章，根本不可行。高等教

育在一九六O年代大幅擴展後，突然陷入了大幅緊縮的境地，這對大學教育系

產生了相當嚴重的後果。(::::)是師範教育組織的結構性改變。一九七五年以後多

數的「地區訓練組織j 裁撤。原先大學認可所屬學院開設師資課程的工作，也

漸由 f 全圓學術授予委員會J 替代。臼是教育大臣及皇家督學持續地參與師範

教育內容的決定。的是在社會壓力下，歷屆政府承認需要為學校內不同團體或

範疇的學生考慮，這使得特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開始受到關注。除此之外，

布萊斯 (1982，泊的尚指出人口自素是其一。出生率降低的問題，在一九七三年

左右變得明顯，原先一些戰後悲觀的預設，紛紛出現。

這些事件對教育學街的影響有兩方茁: (Blyth , 1982 , 14-51 一是 九六 O 年

代機構擴張的現象開始逆轉，而以前的擴張，正是教育研究基礎加廣的錄藉。

因應之道，最先變化的方式是將課程導入學位課程，而非的範教育課程，然後

大幅刪減受訓教師的人數，如此 來，便威脅到教育研究的結構基礎。二是教

育的專業地位受到左右兩派的挑戰。右派 系列{黑皮書) (Black Papers) 的發

表，批評學生的程度及教師的觀點與表現，均不符國家的需要。於是有人主張

刪減教育研究經簣， 來可節省公共支出，二來可搶救公共的價值觀。因為教

育研究本身亦被視為問題的一部分，而非解決之道，教育研究應遠離自主，並

被限於嚴擋回答的主題上。另外左派則批評教育的自主研究，是一種知識上的

國教，它必定會抗拒根本的改變。

面對這些外在的挑戰，教育學的地位並未受到動搖。教育研究成果的量持

續增加，品質也在提高。另外新的層面也產生，而無法納入原有的任何學門中，

如此較教育、教室研究及課程研究。(Blyth， 198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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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p ::l r('_h Association) 成
一九七四年「英國教育研究協會 J (British Educati叩 Kesearcn li..::;

立，象徵了研究社群的團結與新突破。(Blyth， 1982 , 16; Sim凹， 1990 , 137)

綜上所述可知，教育學術發展與師資培育制度與課程發展筒的 rn~ 係'是由

最初開始的依賴蹋係'演變到一九七 O年代以後的平行關{系。亦即早年有賴師

資培育機構開設課程，以及增加人員，教育學術才能在學校(乃至高等教育機

構)立足，進而發展。之後，教育學術逐漸與師資訓練課程的關係開始疏遠，

而朝向高等教育機構的學術課程方向發展，亦即高級學位課程。自一九七三年

以後，雖然師資培育機構大福萎縮、職位減少、人員削減，而訓練課程亦臼趨

實務時，教育學也幾乎完全斬斷了長久依賴師資訓練課程的協係， f且學術發展

並未受到沈重打擊而停頓，反而朝學術課程方向努力，以期獨立存在。

二、品是學門的發展

以下將依序說明教育心理學、教育史、教育哲學與教育社會的發展概況。

付教育心理學

在四個學肉中，教育心理學最早成為獨立學門。狄伯 (Tibbie ， 1966 , viii)以為，

教育心理學源自十七世紀以降，先驅們對兒童待期與兒童發展態度的改變，兒

童研究的機構化及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出現。一九三0年以前，教育心理學已

獲承認為一門獨立學科。對於此種發展，佛農 (Vernon ， 1950) 歸功於三地的研究

結果:蘇格蘭、伯明罕、倫敦。蘇格爾魯斯克 (R﹒ R. Rusk) 的〈實驗教育} (Ex

perimental Education) 、湯姆森 (G. Thomson , 1881-1955) 的〈本能、智力與品德〉
Tn t-",,1n,.,.pnrp ;l nci Character) ，都是英國這 方面的首創之作。他明罕瓦(Instinct, Intelligence , ana

倫廷 (W. Valentine, 1879 -1964) ，則致力於兒童發展研究。一九三一年創辦〈英
國教育心理學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並任主編長達二

十四年。之後，史考奈爾(F﹒ J. Schornell)繼其位，史氏專精於小學學科心理學。

至於倫敦，蘇立(J. Sully)本世紀初擔任倫敦大學學院的niversity College , London)

教授，為英國兒童心理學之文。之後史皮爾曼(C﹒ E. Spearman , 1目的 -1945) 及柏特

(C. Burt , 1883-1976) 貢獻亦大。除此之外，倫敦州議會 (LCC) 的督學亦有貢獻。

然而，一九O二年成立的倫敦日聞學院貢獻尤大。狄伯(1966 ， 11) 亦認為如此。

該院主要人物包括首任校長亞當斯、副校長努恩、教育心理學教授 (1926 - 31)

柏特，以及巴後的伊莎克 (S. Issac, 1885-1948) 、哈姆雷(H. R﹒ Hamley) 及{弗農等。

除了上述設講座、聞課程、由于IJ物等可說明教育心理學發展甚車外，另亦

可自教師證書考試大鍋來推斷。一八九五年大綱規定的內容包括本恩(九 Bain)

的〈教育即科學} (Education as Science) ，蘇立的〈教師心理學手珊}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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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Handbook of Pschology) ，這兩人都試圖將心靈哲學轉變成科學心理學，

並將它與教育關連在一起。(Tibbie， 1996 , 6-7)

又 九三 年大英博物館圖書目錄中，已將「教育心理學」列為「心理學」

項下的子目。(Ibid， 10)

教育心理學研究的成果，在一九四 0年代、五 O年代達到高峰，人類能力

的分析是核心主題。之下可又分為心理計量學與測驗。 (Nisbet ， 1983 , 84) 促成其

發達的原因之一，是一九四四年〈教育法案}規定，學生將在十一足歲進行分

化。一九四O年代可謂教育心理學主宰了教育上它是核心學科，是教育主宰理

論的根源。 (Clark ， 19日 2 ， 44)

戰後，心理計量學的宿命論，受到尖銳的批評，而心理學者本身亦開始修

正。此外，歷史、哲學、社會學、經濟學亦闊始減露頭角。原本教育心理學主

控的世界，變得支離破碎。如課程發展替代了小學課程心理學，評量與績效責

任是 ina驗的新名詞，社會學則併吞了人際關係。主控這些領域的新專家們，並

不具備任何心理學的 手知識。至於教育心理學在訓練課程中的地位，長久以

來，即是居於必修地位，但是 九六O年代以後，則變成了選修。故以歷史發

展觀之可將一九七 O年代視為轉變的騎鍵年代。 (Nisb泣， 1983 , 85)

奈斯此(1 983 ， 96 令 8) 認為，當時教育心理學的特點有二:一是過度集中於認

知層面，而鮮及於情意層面，二是教育心理學領域的支離破碎。不僅研究範國

如此，研究社群亦分裂。原本「英國心理學會教育鬥 J (The Education Section of

the British Pschology Society)的成員，受排擠而另組「英國教育研究協會J 0 由

於此種狀況，它已失去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師資養成課程中強調:耍了解學生學習歷程、要具備班級管理能力、

記錄與評量學生成績的能力。(D血，1990) 雖然涉及了教育心理學，但此種要求，

是來自政府要求競爭、續效的政策所致，而非教育心理學界的墨力或爭取。

口教育史

英國教育史學的發展，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研究初興、二次大戰後的發展、

教育史學會的成立及 九八O年迄今。(周愚文，民83 )

1 研究的初興。近代英國教育史的研究，自初與即與師資訓練課程相結合，

並持續此種關(系。直到一九六0年代末，雙方關係才日漸疏遠，以致分道揚章程。

八七一年「教師學院 J '首任教育學科的教席，也斐恩擔任。三年後，

設立「教育學 J 講座，仍由斐氏任教授，其課程計畫畫中Jl~包括教育史。一八七

八年劍橋設立師資訓練阱，教育史是課程之 ，任教者是奎克，所著〈教育改

革者論集) (Essays on Educational Reformers, 1868) ，是英國第 本教育史專害。

之後，瑪麗亞﹒格瑞訓練學校的課程內容中，亦包括教育史。由此可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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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內容，很早即出現在中學研資訓練課程中。

一八八三年倫敦大學開設教育文憑課程。一八九 0年起，大學陸續設立教

育系、開辦師資訓練課程，教育史都是主要科目之一，或必修或選修。內容通

常包括:英國教育制度及偉大教育家的著作。 (Tibbie ， 1966 , 20) 基於此種需求，

教育史的著作陸續開址。

在二次大戰結束前，教育史與教育心理學都是師資訓練課程的主要內容之

一。惟如前述，教育心理學卻是核心科目，主宰了教育，又在兩年制課程有限

的時問壓力下，教育史相對地變得不足。(Ibid ， 2l)

另外，一九二五年聯合考試委員會成立後，偉大教育家及英關教育制度，

亦聞始出現在教師證書考試的大網中。(Ibid)

2. 二次大戰後的發展。二次大戰後，師資需求增加的現象，持續到一九七

二年。在各類訓練課程中， r 教育原理j 都是主要科B 之一，而教育史仍是重

要的內涵。

惟白一九六O年代起，狀況有了變化。因自一九六O年起，原先二年制的

教師證書課程，延長為三年。又一九六五年起，大學陸續依〈羅賓斯報告書〉

的建議，開始開設四年制的「教育學士」課程。然而教育史在這些新課程及

「學士後教育證書」課程中的份暈，竟不增反滅。

關於三年制課程，懷特布瑞德(Whitebread，凹的， 11) 調查指出，在有效樣本

64 所(總數160所)受訪者中，許多抱怨被允許教授的時筒甚短，多數未超過

25 小時。陽謀的時間，或分於不同年級。至於四年對j學士學位課程，布瑞蕭

(Bradshaw, 1968 , 14-5) 調查指出:在受訪 20校中，只有一所規定於第四年必修，

其餘均為選修。有關「學士後教育證書」課程，教育史仍是重要內容之一，愈

來愈多焦點放在歷史的社會與經濟層面，以及歷史與當代問題的棺關性上。

(Seaborne , 1968, 21l

造成教育史課程日漸萎縮的原因，一是新興學門自一九六 O年以後出現

(特別是教育哲學與教育社會學) ，使得原有時間容量不足;二是原有強迫學

生全部必修的性質喪失，以致學生可在不同科目間做選擇。結果大部分的學校，

犧牲7 教育史。(周愚文，民 83 )

不過在大學學士學位課程中，只有少數關諜。在文憑課程中，一般形式是

教育史為必修的一部分，並集中於現代史，但亦有是選修。至於高級學位課程

中，部分大學的文學碩士 (MA) 或教育碩士 (MEd) 課程中，安排了教育史的內容。

(Seaborne , 1968, 18-27)

3. 教育史學會的成立。一九六七年英盟「教育史學會J (H istory of 剖uca

tional Society) 成立。次年先發行〈教育史學會通訊)(H istory of Educational S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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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y Bulletin) 。自→九七二年起，另發行〈教育史〉期刊(History of Education) 。

成立的原因，主要是鑑於教育史課程在師資訓練課程中日趨沒落，故藉此以化

危機為轉機。學會成立後，積極推展會務，除出版期刊外，另亦定期舉辦研討

會、演講及出版專著。(周愚文，~83 )

4 一九八O年迄今。由於一九七三年師資訓練機構大幅萎縮，養成方式偏

向「學士後教育證書 J 課程，而內容亦偏向學校實務，以致原狀己萎縮的教育

史科自與內容，幾乎完全在師資訓練課程中消失。然而，相反地是，教育史研

究，郤逐漸受到學界重視，而在學術課程中增加，已有許多學校閱設教育文憑、

教育碩士或研究學位 (Mphil ， Ph D)的課程。(間愚文，民83 )

由教育史的發展，再次看到教育學衡與師資培育課程，由合到分的歷程。

的教育哲學

概括而言，教育哲學成為獨立的學門，約是一九五O年代以後的事。雖然

早在 八五四年即有 書以〈教育哲學) (The Philsophy of Education)為名，但

是有關教育課程中的哲學層面，則是安排在「教育原理」或「教育的區的與理

懇 J 等科臣之下。狄柏指出，三十世紀初有兩類的學者愣始研究教育哲學，一

群是哲學家，撰寫教育的著作，如羅素(B. Russell , 18722-1970) ，懷海德(A. 1\

Whitehead , 1861-1947) ;另一群是教育學者，他們企圖以傳統哲學思想派別來將

教育理論分類，代表作是亞當斯的{教育理論的演進) (The Evolution of Educa

tion Theory , 1909) (Gordon , 1980a , xix) 而皮德恩(1983 ， 30-1l則以為過去研究的取

向有三:一是由哲學思想派別中尋求教育上的啟示。二是偉大教育家的取向。

三是所謂的教育原理。

發展的突破，則是自二次大戰後，倫大教育學院設立英~第一億 r 教育哲

學 j 哥哥座開始。新講座於一九四七年十月設立，自瑞德教授(L. R. Re活)出任首

任的教育哲學教授。瑞德曾任阿姆斯壯 (Armstrong College) 哲學教授達十五年。

他在就職演講中說明了教育哲學的性質，以及如何將哲學方法應用到教育。

(Gordon , 1980a, xix)

皮德恩 (1983 ， 32-3) 以為早期先驅的自標有三:一是決定教育哲學應是真正

的哲學，而且也應被承認如此，應避免與純哲學不相往來。二是教育哲學應立

足學校，並獲教師認同與其工作相關。

一九六二年瑞德退休，白皮德思繼任。這可謂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皮氏

的努力下，不僅重新界定了英圓教育哲學的內涵，亦規截了未來三十年的發展。

(Hirst , 1986. 8) 教育哲學在他領導下，一九六 O 、七 0年代，繼教育心理學之後，

獨領風騷。皮氏到任前，擔任倫敦伯貝克學院 (Birbeck College , Londo叫哲學副教

授 (Reader) 0 (Dixon, 1986 , 170) 他對教育哲學的貢獻，可分課程的修訂、學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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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新研究取向的防創及論著出版四方函，茲分述如后。

1.課程的修訂。瑞德在擔任教育哲學教授期筒，常於師資養成割 i練課程的

演講及討論課峙，強調教育哲學。 (Dixo 口， 1986 , 226) 皮氏繼任役，正值教育學院

r學士後教育證書」課程出現許多問題，他遂領導一項改進運動。他們所新修

訂的課程，於 九六三年三月獲得倫大評議會同意。若對照新舊課程內容(詳

第二節)則發現:原本三科必修中的「教育原理 J '改成了 r 教育哲學 J '

「教育心理學」及「健康教育」合併成「教育心理學與健康教育」一科;爾科

選修「英圓教育制度」及「方法與教育個別指導 J '均改列成必修，後者名稱

也要改成「教學原理與方法 J 。另外新增了五科選修，分別是「高級教育心理

學」、「英國教育史 j 、「比較教育與行政」、「熱帶地區教育發展」、「教

育社會學 J 及「高級教育哲學 J '以上五選一。(Ib泊， 165 , 210, 227) 也上可知，

經由他的主導，雖然將新興的學鬥納入了選修，但「教育哲學」卻同時取得了

優勢地位。(Ib泣， 238) 一九六四年皮氏提出網及基礎學門的觀點獲得支持 (Sock

ett , 1988) 後，教育哲學在課程中的地位正式確立。一九八O年代，在大學各層

次的課程及師資訓練機構中，都閱有教育哲學，甚至是必修。(Dearden ， 1982 , 59)

古柏(1 9帥，j)指出，皮氏在形成師範教育的課程中，無論是「學土後教育證書 J

或「教育學士 J 課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2. 學會的成立。一九六五年在皮氏的號召下「英周教育哲學學會 J (Philoso

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成立。每年並出版研討會紀錄。自 九

七八年起改名〈教育哲學期刊}(Journai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0 (Dear吐凹，

1982, 60; Peters, 1983, 30) 這比教育史及教育社會學的專業團體成立要早。

3 新研究取冉的問創。在他及赫斯特的倡導下，以概念分析為取向的教育

哲學，在英國學界大放異彩。(歐陽教，民 62 ' 182-6 )皮氏長於倫理學、社會

哲學及哲學心理學。赫氏長於認識論。在他們的努力下，英國許多的教育哲學

家，都是出自倫敦之門。於是「倫敦路線J (London Line) ，儼然成形。 (Pete凹，

1983, 36 自 7)

除了皮氏之外，許多哲學家也陸續在大學中取得講座的職位。 (Peters ， 1983 ,

38-9) 此外，許多純哲學家在因皮氏聲譽的影響，而加入研究教育哲學的陣營。

一九七三年 F 皇家哲學研究所 J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與「教育哲學學會J

合辦會議，研討專門的教育哲學問題，會後一九七五年集結出版了〈哲學家論

教育} (Philosophers Discuss Education)一害。 (Deard凹， 1982 , 59; Peters, 1983 , 35)

4 論著出版。皮氏為〈路特利古學生教育叢書} (Routiedge Student Library

of Education)主編一套〈國際教育哲學叢書} (International Li brary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0 (Dearden , 1983 , 59) 至於他個人專書，共十三種，主編論著共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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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不下七十篇。 (Cooper ， 1986 , 215-8) 如此豐富密集的成果，為教育哲學開創

了黃金時代。

一九七五年皮氏辭去學會會長，一九八三年因健康退休。(Ib肘， 2-3) 雖然

教育哲學門仍繼續發展，但活力似不及前。而課程方面， {詹姆斯報告書〉對

教育理論不具同情心，理論課程在師資單II練中日漸萎緒。一九八O年代以後，

政策強調實用、實務，教育哲學也必須以此為前提，如此 來，已失去了昔日

的光彩。

的教育社會學

英國教育社會學的發展，與其他三個學門相較，顯然較晚。雖然特拉普 (A.

Tropp) 認為這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皇家委員會或其他教育報告書， I.旦班克斯 (0.

Banks) 認為，真正的學術研究，源於二次大戰後倫敦經濟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LSE) 的研究。所以它一蹋始是發源於社會系，而非教育系，此與美

國的狀況過異。(林清江，民衍， 2-3 )早在一九三O及三O年代，經濟學院

即聞始研究教育機會的提供問題。(Tayl肘， 1966 , 185) 一九三三年曼漢自德避禍

至英，受聘為該院社會學講師(1933-45) ，帶來了新的活力。 (Aidrich et ai, 1989 ,

163) 一九四六年，出任倫大教育學院當任教育學教授，並主持教育社會學講座。

雖然他於次年過址，但影響頗大。(Dixon ， 1986 , 76)

一九四 O年代末，社會學在經濟學院已奠基'ff!吸引到的學生人數仍不多。

一九五 O年代初，社會學仍以該校為主。教育社會學的產生，可說是從二次大

戰後才開始。 (Banks ， 1982, 18) 許多研究工作陸續展開，如該校社會學者格拉斯

(D. Glass) 闊始調查英國的社會流動，其視教育制度為社會階層化的一個層面，

而教育為社會研究的一項主題。社會流動亦成為未來二十年的重要課題。一九

六0年代是研究成果較雙碩的年代。佛勞德(J. Floud) 與賀爾西 (A. H. Halsey) 闊

始進行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研究。這段期問教育社會學協i主到教育制度與勞力分

工及社會階層化的串串f系。至於在報點上，接受了結構功能論的觀點，及對勞工

階段能力浪費的批判態度。佛、賀二氏所提的「可教育性的社會決定函子」

是整個一九六O年代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特徵。賀氏更參與了「教育優先地區」

(Educational Priority Areas, EPAs) 的行動研究。 (Banks， 1982, 凹的

布列克里局等 (Blackledge et ai, 1981 , 2) 指出，一九五0年至六0年代早期，

研究的主要類型有二:一是「政治算街 J (poiitical arithmetic) 的傳統。主要是關

心社會階段與教育成就的問題。而且家庭背景與階段的研究，與學制上十一足

歲選擇與分流的問題結合在一起。一是功能論被用到探究教育與經濟、社會流

動及政治秩序的關係上，研究學校組穢，以及透過角色理論研究師生關係。

一九六O年是社會學擴展的時期，教育社會學亦搭此便車，教育學院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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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接受社會學是師資訓練的重要內容。(林清 i工，畏的， 2; Banks, 1982, 19) 在

此之前，自前述可知，社會學並未被納入。自從皮氏提倡後，才正式列入基礎

學門肉。倫大教育學院在佛拉德等人的努力下， r 教育社會學」才成為高級課

程及「學士後教育證書」課程的一部分。 (Dixo泣，凹的， 226) 雖然教育社會學在

「教育學士學位 J 或「學士後教育證書」課程中是屬選修'Hi畢竟已有一席之

地。

一九七0年代教育社會學的研究陣地，有了轉變。倫大經濟學院、其校友

及大學社會系的優勢已成過去，大學教育系及師範學院代之而起，其中重要的

觀鍵有兩個，一是倫大教育學院，一是一九六九年成立的空中大學 (Open Univ盯

sity) 。倫大教育學院的影響人物是柏恩斯坦 (B. Bernstein) 。柏氏畢業於經濟學

院，一九六三年繼佛氏之後，出任教育學院高級講師。(Dixon， 1986, 226) 在他的

帶領下，教育社會學快速成長。一九六六年他晉升為副教授。(Ibid ， 229) 柏氏

研究的焦點，一是語言類型、社會階段與教育成就的關{系，一是教育知識社會

學。他將課程視為正雄的知識，教學法是課程的傳遞方法，評鑑是受教者知識

正確的了解與實現。(林i青江，民 67 , 211 )

就在此時期，採取微觀取向的「新教育社會學」出現，它有別於傳統的

(規範性)教育社會學 (E吐 ucational Sociology (1900-5日))及新興的(證驗性)教

育社會學( 1950 年以後) (陳奎孽，民79 ' 2-9 )其基本觀點，是反功能論、

反決定論的。新取向主要由楊格(M. Young) 的{知識與控制} (Knowledge and

Control, 1971)及空中大學 282 號科目「學校與社會 J (E282: Scbool and Society) 所

推動，而且主要以師資訓練機構的老師們為對象。(Banks， 1982, 20) 此派所關心

的重點是教育的內容，而非教育制度的結構或組織。主要的論點有: 1.知識是

由社會所建構的。旦真理與效度亦是社會建構的。 3. r 能力」、「智力 J 、

r 教育失敗斗等概念，亦是社會建構的。 4. 生活的普通常識與學校課程的知識

一樣有效。 (Blackledge et ai，的叭， 29日 -4) 然而新教育社會學的微觀取向，固然吸

引到一部分支持者，m優勢未太久，一九八0年時，已無法主導這個領域。班

克斯(1982， 21 ;楊瑩，民 84 '凹凸)以為:一方面是因其研究注重微觀層面的

分析，但卻忽略了學校教育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在理論架構與政策改革上有其

不可避免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此派論者逐漸與採取鉅觀取向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結合，結果反為新馬者奪去其嵐采。

一九七 0年代初，新馬克思主義取向，社會學的焦點轉向鉅觀，政治與經

濟力量取代了教室及學校本身，而成為分析的核心。對於教育制度與改革，舊

的教育社會學持樂觀的態度， 1.旦新馬社會學卻持悲觀的態度。英國社會在經歷

一九五 O 、六 O年代富裕繁榮後，一九七 O年代早期使鴻始陷入世界不景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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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通貨膨脹中。過去相信教育是萬靈藥的想法已不復存。此外，許多教育

改革的失敗，亦增加了悲觀的看法，使得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更

真說 ij~ 力。(B anks ， 1982 , 21-2)

面對一九八0年代，班克斯(1982， 28) 對教育社會學的未來保持審慎樂觀。

另戴維斯 (Davies， 19的， 116-3的會預估未來的研究主題有五: 1 學校教育與過去

及現在社會形成的關{系， 2 教育的組織層級， 3 課程的研究， 4. 教室的研究，

5 教育與語言。至於實際的發展狀況，李錦旭(民80 ' 6 )依一九J\ O 年出刊

的〈英國教育社會學期刊} <Brit岫 Journa1 of the -Sodology of :Education) ，一九

八0-九O年間所發表的一九七篇論文為對象，進行主題分析，結果發現受重

視的主題，前六位依序是:教學社會學、社會階層化與教育，教育知識社會學、

理論基礎、教育組織社會學及社會結構與教育。鉅觀、微觀均有。此與戴氏的

推測有所出入。

綜觀教育社會學的發展，與其他三學門相較，起步較晚，與師資訓練課程

的關係也較遠，對課程的影響也不及教育哲學。雖然如此，經過四十年的努力

後，它也成為一門獨立的學門。

第五節結語

綜上所述，若欲了解英rn!l師資養成制度與課程的演變，及其與教育學術發

展之闊的關係'可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是養成制度與課程的演變對教育學衡發

展的影響。二是教育學衡發展對師資養成課程的影響。

首先，就師資畫畫成制度與課程對教育學術發展的影響而言，兩者闊的關f系，

簡言之，是由依賴關係逐漸變成平行協係'亦即由早期教育學術依們師資養成

機構與課程而生存與發展，演變成教育學衡的獨立發展。由歷史發展可知，先

有師資養成機構與課程的存在，教育學才得以有立足之地。十九世紀末，大學

設立教育系後，教育學才得成為大學正式的學科。之後，隨著師資養成制度與

課程的擴展，教育學術才有更寬廣的空筒，自一億統的領域，進一步分化成更

專門的領域。一九七O年初，應是這種關係的籲峰。之後，高等教育萎縮及師

資需求減少，以致師資簧成機構與課程亦大幅減少，教育學衛在師資養成課程

中的份量，亦受到削減。面對此種危境，教育學街被迫轉向大學的高級學位課

程方向發展，而與師資養成課程的歸係漸行漸遠。一九八O年以後，保守黨以

學校為主、重學校實務的師資培育政策，更使得教育學術(特別是理論學門)

根本被拇除在課程之外。於是百餘年來的依賴閥係就此結束，兩者的未來是走

-181-



的 教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輯

在平行線上，教育學術必須獨立在高等教育機構的學術課程求發展，不可能再

受到師資養成制度與課程的庇護。此種結果，是得是失，尚難論銜。區為早期

的依賴關係，使得教育學衛長久以來被視為實用技街而不受學界重視。如今被

迫離街都範教育的保護，雖失去依賴，但卻可能反而因此而受到學界的尊重。

其次，就教育學術發展對師資養成課程的影響而言，前者的影響力，並不

知預期中的大。依歷史演變而言，真正將教育學術研究成果反映在師資養成課

程上，主要是在一九六0年代及七0年代初期。一九六O年以前，教育學中，

以教育心理學最早成為單獨學科，約在一九二O年代以後。一九四0年代、五

0年代，它主宰了教育學術界。至於教育史，雖已形成，但在課程中則屬於次

要地位。一九六O年以後，新興學F可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教育

經濟學、比較教育相繼出現，而其中教育哲學代教育心理學而起，居於主導地

位。此時師資養成課程的架構，即是依皮德思「基礎學們」的觀念而設計的。

一九八0年代以後，政黨的政策完全改變了師資養成課程的走向，教育學街的

影響不僅大不如前，一九九0年以後，更被迫退出舞台。總之，影響中小學師

資養成課程的因素，教育學衡發展，只是可能因素之一，而且不是主要因素，

從歷史的演變過程中發展，諸如歐洲的成例、受教者的程度、教師證書考試、

繁體教育制度、師範教育制度、政黨的教育政策等因素，都會影響到課程的發

展。

-182-

英國師資養成課程演變與教育學街發展的關係 缸

參考書由

一、中文部分

李錦旭(民80 )。一九八0年代英美教育社會學的發展趨勢:兩份教育社會學

期刊的分析比較，現f\;教育，六卷22期， 3-14 。

林清江(民66 )。教育社會學。台北:國立編譯館。

林清江譯(晨67 )。教育社會學。高雄:復文。

周愚文(民83 )。英圓教育史發展初探(1868 - 1993) ，國立台灣師大學報卅九路。
陳奎 (民的)。教育社會學。台北:三民。

樣奎 (民 79 )。教育社會學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陳奎 (民 81 )。英圓的師資培育制度，教育部中教司主編:世界各主要圈家

師資培育制度比較研究。台北:正中。

楊 瑩(民 78 )。美國小學師資培育制度，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各題
小學師資培育。台北:師大書苑。

楊 瑩(民 83 )。教育機會均等一一教育社會學的探究。台北，師大書苑。

歐賜教(民 62 )。教育哲學導論。台北:文景。

二、英文部分

Adams , J. (1 902),‘ Training of teachers I , in Gordon , P. (ed). The study of edu

cation a collection of Inaugural lectures, London: Woburn Press.

Alexander R. J. (1 984). Change In teacher education context and provision s

inee Robbins~ Lond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Aldrich , R. et al (1 989). Dictionary of British educationists, London: WOburn Press

Aldrich, R. (1 90日 a). ‘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Bulletin, No. 45

Aldrich , R. (1990b), •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 in Graves, N. J. (ed).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politics and progress, London: Kogan Page

Blackledge, D et ai (1991).sodoIodeaI interpretations of education, Londone

Routledge.

Banks, O. (1 982) ‘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52-1982 ' , British Journal of

-183-



42 教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六輯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XXX, No. 1

Barnard, H. C. (1 961). A hIstory of English educatIon from 1760, London: Univ

of London Press

Beardon, T. et al (1992) , School-led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the way forwar述，

Cambridge: Dept. of Education, Univ. of Cambridge

Board of Education (194的 Teachers and youth leadership , Londo曰: HMSO.

Bradshaw , D. (1 968) ‘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ts places in courses for the B. ED.

degree' ,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Bulletin, No. 1.

Blyth, A. (1 982). • Response and autonomy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 personal ac

count of three decades ' ,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XXX, No. 1.

Castle , E. B. (1970). The teacher, Oxford: Oxford UP.

Clark , A. 孔ι (1 982). ‘ Pschology of education ' ,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XXX, No.1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1963).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London: HMSO.

Cooper, D. (1986). Education, values and mind essays for R. S. Peters, London:

RKP.

Curstis, S. J. et 'al (1967).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English education since

1800, Foxtan: University Tutorial Press.

Davis , B. (1983). ‘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 , in Hirst, P. (ed). Educational

theory and Its foundation disciplines, London: RKP.

Dearden, R. F. (1 982). •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XXX, No. 1.

Dent, H. C. (1 977). The 甘alnlng of teach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1800-1975,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DES (1 972). Teac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London: HMSO.

DES (1 9泌的. Teaching In Schools: The content of Initial training, an HMI dis

cussion paper, London: DES.

DES (1 983b). Teaching quality, London: HMSO

DES (1 984). Circular 3/84 ,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approval of courses.

DES (1 988). Education observed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In universities In Eng

land, Northern Irland and Wales , London: DES.

DES (1 989a). The education (teachers) regulations, 1989

DES (1 989b). Circular 24/89,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approval of courses.

-184-

英國師資養成課程演變與教育學術發展的關係 43

DFE (1992). Circular 9/92, The accreditation of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DFE (1 993a) , The licenced teacher scheme , London: HMSO

DFE (1993b). The articled teacher scheme, London: HMSO

Dobson , J. L. (1 973). • The training colleges and their successors 1920:-1970 ' ,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 London: M

ethuen.

Dixon, C. W. (1 986).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

tlon 1932-1972, London: UUE.

Gordon, P. (1 980a).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 collection of Inaugural lectures,

Vol. I , London: Woburn Press.

Gordon (1 980b).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 collection of Inaugural lectures Vol.

II I London: Woburn press.

Gordon. et aI (1 984). A guide to English edncational terms,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Gordon , P. (1 988).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 collection of Inangural lectures,

Vol m, London: Woburn Press.

Gordon. et al (1 991). Education and policy In Eng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L凹凸on: Woburn Press.

Gordon , P. et aI (1 992).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Gosden , P. (1990). ‘ The James report and recent history , , in Thomas, J. B.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a century of change ,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Hill , P. J. (1982). A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 London: RKP

H甘泣， P. (1 966). ‘ Educational theory , , in TibbIe , J. W. (ed). The study of educa

tion, London: RKP.

Hirst , (1 983) ‘ Educational theory ~ , in Hir泣， P. (ed). Educational theory , aud

Its foundation disciplines, London: RKP

Hir祉， (1 986). ‘ Richard Peters's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in Coop

per, D. (ed) Education, values and mind essays for R. S. Peters, London:

RKP.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 993).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1994

95 , London: UUE.

Madure, F , s. (1 973). Educational Documents England and Wales. 1816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Methuen.

-185-



44 教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六輯

Ministry of Education (1 957). The training of teacher~ suggestions for a three

year training college course , London: HMSO.

Morris , I. (1 970). Education since 180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Naish , M. (1990) ‘ Teacher education today • , in Graves , N. J. (ed). Initial teach-

er education politics and progress, London: Kogan and Page.

Nishet, J. (1983). ‘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in Hirst, P. (ed). Educational theory

and Its foundation disciplines, London: RKP

Peters , R. S. (1 966). ‘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in Tihhle , J. W. (e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London: RKP

Peters , R. S. (1 977).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of teachers, London: RKP

Peters , R. S. (1 9日3) ‘ Philosophy of educations ' , in Hirst , P. (ed). Educational

theory and its foundational disciplines, London: RKP.

Peterson , A. D. C. (1 952). A hundred years of education, London: Gerald Duck-

worth.

Rich, R. W. (1 933).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Simon , B. (1966). •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 , in Tibbie , J. W. (e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London: RKP

Simon , B. (1982). ‘ History of education ' , British J oumal of Educational Stud

les, Vol. XXX, No. 1.

Simon , B. (1990). ‘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s a university subject' in Thomas J. B.

(e社). British unl、'ersltles and teachers: A century of change education,

London: The Talner Press.

Simon , B. (1 991).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1940-1990. London: Lawrence
，一

and Wishart.

Seaborne, M. (1 968) ‘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urrent syllabuses at universities • ,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Bulletin, No. 1.

Soche t!, H. T. (1 988). • What is a school of education? ' in Gordon , P. (e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 collection of Inaugural leatures, Vol 盟. London:

Woburn Press

Taylor, W. (1 966). ‘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in Tibbie , J. W. The study of

education, London: RKP.

Tuck J. P. (1 973) ‘ From day training college t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 in Lomax, D. E. (ed).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In BritaIn, London: Wi-

-186-

英國的資養成課程演變與教育學術發展的關係 的

ley & Sons.

Whitebread , N.(1968). ‘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hree-year certificate course '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Bulletin, No. 1.

Young, M. (1971). Knowledge and control, London: Colli甘心Macmillen.

Ross, A. (1 990) ‘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BEd degree • , in Thomas , J. B. (ed)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a century of change ,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Vernon , P. E. (1 950). ‘ Moder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 • in Gordon , P

(e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 collection of inaugural lectures, Vol. n ,

London: Woburn Press.

-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