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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of social demands ,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and governmental policy. The skyrocketing

expenses and the pressure to provide higher education of better qual

ity at lower cost have forced governments to deregulate their control

over higher educ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shifting from "government control model"

to "government supervising model". Coupled with this change of

relationship is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which is be

lieved to be able to motivate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teaching , research and services by being more responsive

to national priorities. Regar位e廿 as the engine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 higher education is vulnerable to the demands of the indus

try ,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R&D.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口，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ve to be innovative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grow in the new centur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s that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undergoing in the light of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

ment , market and higher edu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innov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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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曉蘭

【摘要 I

在迎向二十一世紀之際，台灣推動了前所未有的國民教育階段課程

改革，其背後所強調的「統整性課程設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變遍性教學評量 J 及「協同教學」等重要主張，對習慣於傳統教學

方式的教師而言，產生了極大的街擊，特別在課程的發展與實踐方面，

更是帶來極大的挑戰。因此，反省課程理論與實務，建立嶄新的課程實

踐理論，藉以提升課程意誠、促進教學革新，乃是當下區應課程改革挑

戰，落實課程改革理想的當務之急。基於此，本文一方面從實務運作層

面解析當前國民教育階段課程改革所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從理論層面

反省當代課程發展趨勢與課程實踐理論的基礎;然後，進一步從轉化型

課程領導的觀點來重新檢視課程實踐的要素，分析重建課程實踐理論的

途徑，提供教育會務工作者積極投入重建課程實踐理論之參考。

關鍵字:謀程改革、課程理論、理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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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教育部所推動之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所帶來的教育實

務變局，可謂是我國在迎接二十一世紀之際，最重大也是最具爭議的教育改

革工程。根據教育部所頒「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總綱紛要」來看，九年一貫課

程的特色與精神包括﹒揚棄以學科知識為本位的課程設計，改以培養現代國

民所需的基本能力為課程設計核心架構;強調科際整合與協同教學，打破以

往各科互不連貴的現象，以學習領域合科教學取代現行分科教學，讓學生透

過統整連貫的學習活動產生完整的知識概念，提供學校及教師更多彈性教學

自主空筒，不再強調全國統一的課程標準，鼓勵學校或地方為本位的謀程發

展，自教師參與設計符合地方特色與學生需求的課程;結合新的課程與教學

概念，推動多元學習評量方式等等。這些 T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J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 r統整性課程設計J (integrated curricu

tum design) 、「變通性教學評量J (alternative assessment) 及 r協同教

學 J (team teachi月)等重要的革新概念，澈底地挑戰了傳統的課程實踐方

式，對習慣於傳統教學方式的教師而言，產生了極大的街擊。值此重大變革

之際，無論是處理課程理念的調適或教學實務的改革，都亟需有一嶄新的課

程思維來重新檢視過往「視為當然」的課程實務與「習焉不察」教學實踐，

以激發「課程意識J (curricular consciousness) ，促進「教學覺種J (peda

gogical awareness) ，使得課程改革的訴求生根落實於實際的教學實踐中。

畢竟，課程並不僅止於指教科書中所呈現的知識內容，或是計畫好的學

習經驗，而是更加廣泛地涵蓋了整體的教育實踐(educational praxis) ，包

含由學校所促成的f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學「內容」與「過程J 使得

學習者能獲得知識、產生理解、培護技能、改變態度，以及涵養鑑賞力和價

值觀 (Doll， 1992; Eisner, 1985; 甄曉蘭，民泌的。面對當前各種教育改革

努力，課程與教學的更新對各種教改方案與教學實踐的成敗具有關鍵性約影

響，而教師在整個過程中，更是身負課程與教學改革實踐者的重責大任，惟

有藉著更新課程與教學的實踐，激發教師願意改變自己的動機、信念、洞昆、

態度和價值，才可能促成有效的課程改革。然而，無可否認地，大部分教育

實務工作者在因應當前課程改革的教學實踐過程中，仍是抱持傳統「由上到

下J 、「控制取向」的立場，被動地或無奈地「履行」課程任務，不但缺少

了一份專業自信與自主，也缺少了一份讓人激動的教學熱情，國內雖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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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或從批判的角度、或就實務的考量提出了許多課程與教學的政策性建議

與討論(參見陳伯璋，民84 ;張清潰，民詞，黃政傑，民86 ;甄曉蘭，民

88 ; I歡用生，民的a) ，但較缺少從課程實踐理論層面來重新定位教師在課程

發展與實施過程中的主動創舉角色與運籌維握地位 (Connelly & Ben-Pere阻，

1997; McCutcheon , 1996; 1997) 。囡此，本文企圖從課程論述的角度，來重

新建構課程的實踐理論，或許可以藉之更新教師的課程意識，變化教師的教

學實踐內涵與方式，促使教師認知「教師乃是課程潛力的主導者J (teacher

as curriculum potent划，甄繞蘭，民83) ，鼓勵教師們在課程實踐中，勇於

嘗試一種富創造力、解放精神及建構理念的f 轉化性課程領導」

( transformative curriculum leadership) (Henderson & Hawthorne,

1995) ，尊重其自身所擁有的課程決策專業知識，努力發展課程專業自主能

力 (McCutcheon， 1996, 1997; 黃政傑，民86 ;歐用生，民85b) ，使課程與

教學成為生動活潑、富創意、有意義的教育實踐活動。

貳、課程改革的實務挑戰

就國內當前所推動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內容及其所反映

的特色與精神來看，其背後的理念不但吻合當代課程理論發展的趨勢，將「主

體」意識的覺醒和價值創造作為課程實施的重點;而其在課程實踐方面，更

是強調課程組織結構與內容安排設計需符合「課程統整 J (curriculum

integration) 的概念(歡用生， 1999) ，修正過去對「學術理性J (academic

rationalism) 的過度追求，轉而較重視「個人關聯J (personal relevance)

和「社會關聯J (social relevance) 取向的教育目的，企圖讓學生的學習經

驗朝向更加關放、更加多元的方向發展(甄曉蘭，1999) 。而整個課程改革

的動向，不僅反映出「打破傳統」、「改弦更張」的殷切渴望，更反殃出T反

集權」、「反知識本位」、「反菁英導向J 的時代精神(陳伯璋，1999) 。

換句話說，當前的課程改革，不僅推翻了傳統學科課程組織，更顛覆了傳統

教學實踐方式，無論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統整性課程設計」、r變

通位教學評童J 或「協同教學」等訴求，均為教育實務工作者帶來極大的專

業挑戰，其中所要處理的難題包括﹒轉化改革藍圖成為實際改造工程、調整

學校生態環境、規劃授課及投入課程發展的時閥、爭取資源、改變教師教學

信念、提升教都對課程改革的接受度與預備皮、改變評量方式與訂定評量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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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等等(甄繞蘭，民88 )。然而，若就課程實務層面來看，其中最大的挑戰

郎莫過於推動「以學校為主體」、「以教師為核心J 、「以學生為目的」的

學校課程自主發展與實踐。

課程自主發展概念乃植基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理念，在許多強自灣地方

分權的先進國家 如英國、澳洲、美閩、加拿大等筒，早已成為學校課程實

務中相當重要的一哀。基本上，課程自主發展乃是強調以學校為本位，自學

校教育人員所參與推動的課程發展活動，藉以反映學校的特殊需求和所謂的

地區位知識 (local knowledge) 。其之所以掘起，主要是基於不滿「由上而

下」的課程控制模式，進而企求更大的學校課程自主空間，認為學校需要對

其週遭所處環境有所回應，學校必須能夠主導設計學校自己的課程。因為棺

較於國家課程發展委員會而言，學校是比較穩定而持久的課程發展機構，又

比較不會受到太多的政治干預，學校實際上是最適合於建構特定課程計畫與

教學方案的場所。再加上，課程決策乃是教師專業自主的一項重要成分，推

動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有助於增進教師的自我實現、專業自信與成就感(參

見 Marsh ， Day , Hannay, & McCutcheon , 1990; Nias, Southworth &

Campbell , 1992; Sabar, 1985)

當前國內課程改革之所以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主要是期望在學校原

有的機制下，重新擬訂或重新建構課程，讓教師參與學校課程發展的過程，

積極計畫及督導學校教育過程的品質，依學校的需要並且善用學校資源，規

劃目標、課程內容以及許量方式，更捨棄本位主義，以團隊合作的方式發展

統整性課程、協同教學，倡導教學研究，確實做到實質的教學改變(高新建，

民肘，黃政傑，民84) 。教師在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實踐過程中必須充分

地「彰權益能J ( empowerment) ，不斷地成長更新，從被動「課程執行者」

的角色轉變為主動「課程決策者」及「課程研發者」的角色，教師必須積極

充分地參與課程決策過程及形塑學校的教學改革。畢竟，惟有獲得教師對課

程改革的積極投入，學校才會產生實質的改變。

然而，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自主發展理念，並非只是課程改革過程中強

調實踐方法的一種「行動科學J 更是課程改革理論基礎上重親信念價值的

種「行動哲學J 。其推動與實施不但涉及了教師教育實踐意志的權力交戰，

更反映出課程設計與教材編選決策過程中所涉及的教學資源、外界環境的影

響以及決策者的基本價值導向(McNeil， 1995; Ornstein & Behar, 1995;

Beyer & Liston , 1996) 。為了鼓勵實際教學情境中老師、學生、學習資源和

環境闊的交互作用 (Marsh et 剖， 1990; Sabar, 1985) ，發揮學校層級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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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自主，必得應用「以實務為中心的行動探究」方式，藉由課程實踐的反省

與理論的建構，來有效地協助推展學校本位的課程設計與實踐 o 亦郎， -ti

面從實務的觀點來拓展課程理論發展的領域，一方面從理論的觀點來墾殖課

程實務發展的空間，使得課程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應用成為二合一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in synergy) 的教育實踐 (Schoenfeld， 1999) 。

學、當代課程理論的發展趨勢

誠如 McKernan ( 1996 )所指出，課程是不斷發展的動態庭程

(curricularizing) 。課程理論的發展深受哲學思潮與社會脈動的影響，不斷

出現觀點歧異、定義更送以及實踐方式大相逕庭的現象，從早期的傳統課程

論者( traditionalists) ，如Franklin Bobbi此， Ralph Tyler, Robert Zais ;到

概念一實徵課程論者(conceptual- empiricists) ，如Joseph Schwab, George

Beauchamp, Mauritz Johnson 再到概念重建課程論者(reconceptualists ) ,

諸如 William Pina玄， Dwayne Huebner, Maxine Green , Michael Apple,

Henry Giroux , Madeleine Grumet等人，皆提出了大異其趣的課程觀點(參

見Giroux， Penna & Pinar, 1981) ，反映出課程理論從「技術取向J 到「實

用取向」再到「批判解放取向」約典範遞變現象(甄繞蘭，1999)

近年來，由於批判理論的「解放」理念與後現代主義的「解橋」主張，

在當代教育研究愈益受到重視，使得許多學者(例如Beyer & Liston, 1996;

Pinar et aI., 1995; Ornstein & Behar, 1995) 紛紛從課程的社會視野( social

vision) 的角度，來解析教育實踐中所潛藏的性別、社會階級、種族文化及政

治體制等課程衝突問題。再加上後現代論者拒絕專斷、歡迎差異、尊重多元

的立場，以及對「文本J (text)概念的擴充與應用，使課程的意溺得以開

放給無窮的解釋，逐漸出現一股反中央集權的(decentralized) 、片斷性的

( fragmental) 課程論述 (curriculum discourse) 風潮，企圖打破傳統課程

研究的格局與形式、挑戰課程認知的極限，藉以挖掘課程理論的「可能」領

域，以及尋求課程實踐的新 τ出路 J 使得課程理論更是紛雜活躍，出現了

Pinar等人( 1995)用政治的、種族的、性別的、現象學的、後結構的、傳記

的、美學的、神學的以及制式的文本觀點來解構課程的內涵。如此多采多元

的課程解析觀點，反映出後琨代課程的三個重要特質﹒具隱放系統、具複雜

的結構，以及具轉化恆的質變 (Doll ， !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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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當代的課程文本論述可說是批判課程論與「概念重建」課程論

的延伸與連續，由對現存情況進行批判 (criticism of what it is) 延伸至對

課程潛能或可能做理論化分析(theorizing of what cou1位 be) 。換句話說，

若對現存課程傳統進行歷史的、政治的和方法上的批判，把主流課程理論的

缺點顯露出來，稱為批判的課程關懷，那麼，當代所謂後現代課程論者所致

力創造新的課程思想和討論課程的方式，或許可稱之為「後批判」階段(post

-critical stage) 的課程塑造。而就「概念重建」學者通常使用的問種課程探

究方式來看，包括歷史的(the historic) 、社會的/政治的 (the sociall阱，

litical) 、美學的/哲學的 (the aesthetic I philoso防止)和心理分析的 (the

psycho-analytic) (Pinar, 1978; 1988) ，當中歷史的和社會的/政治的課程

論述，多半歸屬於批判取向，關心意單單型態的覺醒與課程的社會再造使命;

而美學的/哲學的及心理分析的課程論述，則較傾向後批判取向，較注重入

文價值的重建與課程的意義創塑潛能，美關注的焦點，由傳統的工具性評價

(instrumental valuing) 變為質性評鑑及美學的教育評價方式，白白標導向

變為意義導向的教育實踐與課程探索。

至於心理分析的課程論述則著重研究自我的再發現(rediscovery) ，認

為學校教育應以「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價值創造作為課程實施的重點，因此

鼓勵發展心理的、分析的、批判的課程實踐，強調敘事性的教育經驗

(narratives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Grumet, 1990) ，主張透過傳記

或自傳的文本表達方式，讓學生有機會將學校知識、生活史，及心智發展建

立樹聯，以達到自我轉化與自我提升。Grumet (1990) 便認為自傳是一種反

身內省的計畫 (reflexive project) ，利用自傳方式能讓學生成為主動的詮釋

者和關心自己興趣的主體(agent) ，有助於對教育經驗的批判性反省，以達

到課程再概念化的目標與理想。根據Pinar等人( 1995)的分析，心理分析的

課程論述可分為三種不同約重點取向，有著重後結構論叡點的、有偏向女性

主義的、也有關注教師個人實務知識的自傳理論與實務。無論重點取向為何，

凡以傳記/自傳方式進行課程研究的，在探究過程中，都呈現出一些共通的

特質，包括，以傳記方式解析個人經驗，並視傳記為「文本 J 把「文本」

放入歷史、文化和社會的脈絡捏，藉以了解自己的「心智型態 J (intellectual

gestalt) ;透過他人(文本的讀者)對白己的回應來認識自己和他人的「概

念透視點J (conceptual lenses) ;以及強調對其他人的生活情形及其心理因

素的了解等(陳伯璋，民76 ;李子建、黃顯華，民85) 0 課程的實踐方式逐

漸趨向藉由包溯過去、了解現在、想像未來的自我檢視與詮釋，幫助學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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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我疏離，提升其自我意識，以重組學習經驗，建立有意義的整體 f 自我 J

知識。如此的另類教育經驗探索方式，為課程研究帶來 7極寬廣的發展空悶，

也促使課程實踐閱始注意到「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價值創造的重要。

肆、課程實踐王星言侖的基礎

因著當代知識社會建構論的衝擊與後現代人文思潮的影響，使得課程的

探究領域出現活潑多元的新動力，激盪出課程的另類「智住一學術性」進路

(intellectual-academic approach) 開展了?課程後設取向J (meta

orientations of curriculum) 的探究嘗試，陸續出現Miller (1983, 1987) 所

倡議的課程「轉化立場 J (transformation position) 及 Henderson和

Hawthorne ( 1995)所主張的「轉化性課程領導」。特別在當前強調主體意

識、發揮「自主」與「彰權益能」概念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踐，更是反

映出有關「實施」課程 ("doing" curriculum) 的行動藝術，對身負課程發展

與教學實踐任務的教師而言，除了需深入探究課程的自標、內容的選擇與組

織、教學轉化與評量的方式外，還需進一步批判省思什麼是對學生/學校最

有利的教育旨趣 (pedagogical interest) 。因此，有必要從實務經驗中建構

課程的實踐理論，秉持著「教師乃是課程的潛力 J (teacher as curricl山m

potent!剖，甄曉蘭，民84b) 的概念，以實際行動來實踐「解放建構論」的教

育主張與基本精神，以「課程籌劃的藝術」作為課程實踐的核心概念，在學

校課程的自主發展過程中，發揮「轉化性課程領導」的特色來創新教育實踐

經驗。

一、教師乃是課程的潛力

原本「課程潛力 J (curriculum potential) 概念，是由Ben-Peretz

( 1990)所倡導的，意謂著內容較豐富的課程材料可以產生較多樣約使用可

能，即使有限的材料也有可能被用來創造出生動而有激發性的經驗。然而，

有甚於親「課程材料為潛力的體現 J (embodiment of curriculum) (Ben

Peretz, Ibid) ，筆者個人則靚「教師」為課程潛力的體現。正如Ben-Peretz

於其著作{教師與課程的抗體﹒使教師免受教科書的宰制>(The Teacher

Curriculum Encounter: Freeing Teachers from the Tyranny of Texts) J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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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言 。

E司﹒

課程潛力的「識讀」不僅就材料原有的特性而定，亦大大地有

賴於教師的詮釋能力及其專業的想像力(Ibid.: 47-48)

實際上，課程的材料僅提供教學的起點而己，課程潛力的範疇、種類和

豐富度皆取決於教師的個人經驗、實用知識以及教學內容知識。近年來有愈

來愈多的學者(例如:Schulman , 1986; Clark & Peterson , 1986; Clandinin,

198區; Calderhea益， 1984; Ben-Pere缸， 1990; Ross , Cornett & McCutcheo口，

1992; McCutcheon , 1997; Connelly & Ben-Pere紹， 1997) 致力於探討教學的

複雜性、教師思考與計畫的本質、教師個人立論 (teacher personal

theorizing) 的發展，以及教師實用知識的重要性。顯然的，教師的教學行動，

不僅涉及對知性文本事件的參與和對補充位課程要素的創造，更反映出教師

的個人理論，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課程理念與活動版本。

正因行動與反思乃是構成課程實踐的要素(Grundy， 1987) ，所以課程

不單是一項事例、短暫的活動，也不是一套待實施的計畫而已。相對的，課

程乃是透過一系列主動的實踐歷程而構成的，其問「計畫」、「行動」與「評

鑑」都相互關聯著並且整合於具體的行動實踐中。更進一步來說，課程潛力

的特質是「對話的J 而非「獨自的J 發生並且運作於真實的(社會的與文

化的)教學互動世界中。基本上，課程潛力採取一種意義創塑歷程的觀點，

認為意義是一種社會建構，也就是說，課程潛力的觀念依侍於教師、學生、

教材內容與情境之闊的互惠關{系，由是，理論與實務是彼此互通、相互依賴

的。

縱使課程與教學通常是事先計童的，{旦實際上卻是適應的、反省的與回

應的。如何Shulman所指出的，教學是「互動的、瞬時的、插曲式的與白發

的 J (載於Ben-Pere紹， 1990, p.vii) 0 晚近，自然主義質性行動研究的風行，

激發了實務工作者採「實務取向的探究J (practice-centered inquiry) 作為

發展課程及其實踐的工具。因學校教育乃「第二層的社會化過程J (Berger

& Luckmann , 1966) ，任諜的教師，身為對話性學習社群的核心主題，在教

室層級的知識建構歷程中擁有重責大任。為了讓教室經驗成為生動、富創意

不日調適性的歷程，必須髏認教師乃是課程的潛力，教師個人的實用知識與個

人立論理當受到該有鼓勵與尊崇(C1ndninin， 1986; Ross , Cornett &

McCutcheon , 1992; McCutcheon, 1997; Connelly & Ben-Peret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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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放建構論的理念

基本上，解放建構論 (emancipatory constructivism) 是以入本為教育訴

求，以知識社會建構為教學理念，並且以批判解放為實踐動力。應用解放建

構論，能使課程探究與實踐更為充實，不僅能促使學生成為探究社群中的活

躍分子，同時也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知識的建構與理想的創塑，讓不同的「聲

音 J (voices) 有機會被聽見、被尊重 (Henderson & Hawthorne, 1995) 。

在解放建構論的精神引導之下，教師的教學必須考慮學生的多元智能、興趣

與身分，教師必須捨棄對專家學者的依賴，必須具備豐富、訓練有素的探究

能力，除了要熟知他們所要教授的學科，知道如何用有效的方法來激發學生，

不至於無知的以為教學只是為了「控制」學生，另外，教師還顧意主動討論

一些關於人類生存的事情，並且幫助學生創建並學習有效的探究方法

(Noddings, 1992) 。

解放建構論雖然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但其實用範疇卻是可以被建立的。

解放建構論所關心的層面兼顧了三個彼此相闋的解放形式， flP個人的、社會

的及超越個人的解放。就個人解放層面來看，主要考慮學習過程中培養自我

價值、身分辨識、確實/真實性以及自我實現(進步主義及浪漫主義傳統) ;

社會或文化解放層面強調社會上公平性、邊緣化及受壓迫害等問題( Frei間，

1970; Giroux & McLar凹， 1989; Apple , 1993) ;超越個人的或心靈的解放層

jjjj則認為教育活動應著重「發展想像力，留有F愛』、『真理』與「公義4

的心靈空崗J (Huebner, 1993 '載於H叩derson & Hawthorne , 1995:6) 。教

師若能試著在課程籌劃與教學實踐階段融入解放建構論的觀點，然後再透過

批判的反省，促進自我的實現、社會正義的追求、心靈空潤的房放，進而拓

展課程實踐的範閩、提升課程實踐的內涵。

三、課程籌劃的藝術

課程籌鸝 (curriculum deliberation) 概念是由Schwab ( 1969) 所提出，

國內許多學者將之譯作「謀程慎思 J 但為了、涵蓋其「慎思熟慮」之外帶有

行動意味的「籌謀計畫」內涵，因而將之譯作「課程籌劃」。近年來，許多

學者極力強調課程籌劃於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的重要性 (Walker， 1990;

McCutche凹， 1996) .，除了深入分析課程籌蠻的意涵與價值之外，甚至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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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從課程決策的個人思維籌謀 (solo deliberation) 和團體審議計畫( group

deliberation) 兩個層面，來探討課程籌劃的實踐原則(McCutcheo頃，

1996)。其實，課程籌顫概念乃是源於 Schwab (1969) 的實用課程觀點，

Schwab認為課程必須由理論的變為實用的，再變為準實用的( quasi-practi

cal) 主及折衷的(eclectic) ，因為所有理論(甚至最好的)都不能包含課程

實踐的全部事實，任何個耳目理論往往都會忽略某些層面和事實，然而課程往

往以具體的個案為基礎，並非理論表徵的複製品，所以在執行課程的實踐任

務時，必須採取預期性另類方案的措施，並且以「慎思籌劃」過程作為方法

(Schwab , 1975) 。

基本上，課程籌劃過程既非歸納的方法，亦非演釋的方法，也不是應用

某一原則或將儕案或細節抽象化，而是在具體的情境裡決定行動的方式 o 要

有效地進行課程的思維與籌劃，最重要的是要廣泛地考慮不同的方案，同時

以多元的觀點檢視每一億方案，並詳細地了解該方案對課程造成的各種後果，

然後，將各種優點加以相互調適 (mutual accommodation) ，以致產生所謂

可斤衷的藝術J (ecl自tic art) ，亦IlPReid (1979) 所倡議的「實用推理」

(practical reasoning) 。然而，經「慎思籌費rrJ 而達致的解決方法並不是最

終的答案，只要情境轉變，新的處境會引起新的問題和需要，所以必須重新

「慎思籌劃」。囡此，籌星星自過程可能是循環的，強調課程實踐過程中的行動、

判斷、慎恩、鑑賞、批評、論證及合理化等，以促使課程理論和實踐的領域

有一番新氣象。為了區應當代人本教育的訴求、知識社會建構論的理念，以

及課程意識型態批判的挑戰，實在需要應用以實務為取向的「籌實j藝申fcj J

(deliberative art) ，來創建課程實踐中的教育智慧。

四、轉化型課程領導

課程實踐乃是以「課程即過程J (curriculum as process) 作為基本前

提，強調課程的發展與教學轉化的歷程，極其看重教師的個人理論與知識，

以及學生的課程詮釋與教室文化 (Doyle， 1992) ，將課程「設計J 、 f 發

展」、「實施J 與「評量」視為互相依賴的回歸關f系。因為從「理想課程J

層層轉化到「經驗課程」之間，涉及一連串複雜的詮釋、籌劃、決策與實踐

行動，在整個歷程中，教師個人的專業智能，則可透過轉化型課程領導而得

以表露和展現出來。根據Henderson和Hawthorne (1995) 的分析，教師的轉

化型課程領導，至少包括三方面的行動體現功夫，~P實務性探究、教學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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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批判位反省。茲分述如下:

(一)實務探究

實務探究 (practical inquiry) 涉及教師於課程實踐過程中的敘述性認知

(narrative knowing) (Clan且inin & Connelly, 1986; Connelly & Clandinin ,

1988)與教學機智 (pedagogical tact) (van Manen , 1991) 。一般而言，敘

述性認知來自於課程經驗分享，以及對其潛蔽的價優與假設的檢視，而此需

要有系統地觀察教室互動，分析所應用的教材，以及探究學校的常態與相關

事務 o 建立在敘述性認知上的教學機智則需要對孩章、內容、教與學的豐富

知識以及對教育美德的投入度 (van Manen, Ibiι) ，而Noddings (1984) 則

將此視為教育上的「關懷倫理 J 由是，教都需要盡最大努力激發學生的潛

能與至善。根據Henderson 'fDHawthorne (1995) 的分析，敘述性認知與教學

機智則各別代表著建構式課程努力的經驗/意義創塑以及執行/行動的兩倍

面向。針對此，惟有採課程行動探究 (curriculum action inquiry , McKernan ,

1996)方式，才最能展開課程實踐理論之重建。

口教學想像力

教學想像力 (pedagogical imagination) ，亦即Eisner (1985) 所架構的

教育想像力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基本上，課程籌劃藝術的特色之

一，便是需要有能力來建構含有兩種特質的學習事件:(1)對兒童興趣的認知

(知道兒童最有興趣的事物) ，以及(2)美感的敏銳度一一保有愉快、驚奇、

平衡、顏色感、空筒、聲音和日形狀等美感經驗。倡導課程教學轉化過程中的

教學想像力，主要是為了強調無論是課程設計、發展、實施或評量，都必須

富有顯著學科趣味的成分，使得教育活動在情緒和心智方面都能深具吸引力，

能引人注目。如此，教師才可能有興緻地教學，而學生也才可能積極主動地

參與學習，建立有意義的學習。

同批判反省

所謂批判反省 (critical reflection) 包括了Eisner (1985) 所提出的教育

評論 (educational criticism) 以及從批判理論所衍生出的文化評論(cultural

criticism) (Giroux & Simon , 1988; Giroux & McLaren, 1989) 。其間，教

育評論乃是具創態地閻明教育經驗的品質，而文化評論的白的則主要是分析

潛藏於課程意識聖態中的人文冷漠與社會不公的問題。教師於課程實踐過程

中，若能秉持批判反省立場，將有助於挑戰傳統價值中立的課程假設，霆新

檢視課程是否反映社會現實與文化多元哎，教學是否能鼓舞學生參與、具備

相當內涵的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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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HendersOI卅日Hawthorne (1995) 的分析，實用性、想像力或批判性

之間不應是截然畫5分的，乃是相互交感、彼此影響的 o 然而，在課程研究領

域或其他相關領域之研究)此三者常各持一方，彼此不通，就誠如教師常被

量於單純實務工作者的身分，毋需做教學研究也不會發展課程，而學者專家

則是理論的架構者，不可能也無法勝任實際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工作，其實，

教育絕對可以成為就富想像力又是道德豐實的事業領域，只要學者專家與實

務工作著共同合作，一起激發才能，必能連結理論與實務，將課程理想生根

落實於實際的教學實踐中。

T五、重建課程實踐理論的要素

根據Goodlad (1985) 的分析，課程寶踐層級分為:社會層級 (s叩oc口豆e前ta叫l

level) 、學校層級 (institl昀O∞na叫I I旭ev間elο) 、教學層級 (ins臨t缸r凹u山1站ct山1叩o叩na旭al level)

以及經驗層級 (experiential level) 。但是，課程實踐在層層轉換之間，卻無

法預期在「意區」與「結果」、「目標」和「行為」、「政策」與「實施」

間產生必然的發展。其筒，很可能因為決策者和實施者觀點和詮釋的不同，

而產生旨趣歧異、重點不同的課程實踐方式。順著這兩三年來學校課程自主

發展概念的推動，國內也有越來越多課程研究開始關注到學校層級與教室層

級的課程決策，注意到教師的課程籌劃與教學實踐角色，因此亟需構築一個

實踐取向的課程理論架繕，藉以重組當代課程論述中各種課程關懷的實踐契

機。然而，重新擬組課程實踐理論架構並非易事，因其乃是一種課程與教學

的整合概念，在擬組過程中，除了必須致力於改變概念、隱喻、理論發表形

式 (typ臼 of enunciation) 、策略的選擇及規則外，更重要的，還必須改變

「推論的組成J (出scursive formation) (Foucault, 1972) ，方能藉以決定

教育的實踐。誠如Foucault所提醒﹒

當言及一種 f推論的組成J [教學實質]替代另一種時，並非意

謂著文本中所出現的整體[教學的]世界及其充分裝備組織好的全新

目標、發表形式及理論選擇等，將斷然的產於[教學的}世界;而是

意謂著一般的關係轉化(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s) 已經發生，

雖然未必會改變所有的要素，也是意謂著陳述(statements) 乃是受

到對「組成J 之新的[理解]所掌握，並非指所有的目標或概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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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發表形式或理論選擇將全告消失。 (Ibid.: 173)

因為課程實踐是一種複雜的活動歷程，欲重建其理論架構，所牽涉的因

素非常之多，不但有技術層面的考量之外，諸如課程與教材的組織因素、教

學設計因素、活動內容毆素、情境因素，更包括師生雙方的能力、行動、思

想的因素，以及師生彼此間的互動因素等等(Shulm妞， 1986) ，更需顧及教

師信念架構層面的更新，包括課程論述生態的重新定位、課程立場與教學理

念的更新，以及促進教師課程決策實務的演練與實踐理論的建立等。本文且

就教師信念層面的更新與課程實務演練層面來評析課程實踐遑論的建構要素。

一、課程論述生態的重新定位

因為課程~P實踐 (praxis) ，實在有必要在行動中探究課程的實質，也

有必要在教室實際情境中進一步了解師生經驗和建構知識的過程與結構。又

函為課程設計通常會反映資料來源、主要協調者、外在環境的影響、設計者

的哲學理論基礎等，欲討論課程的實踐，其重點應放在教師、學生、學習資

源和環境闊的「情勢獨特的互動」關係，而不是在傳遞知識的技巧或組織思

維系統的科技方面。如果在特定情況下想要有較明智的課程決策，就必須透

過與情境的互動來發展敏銳深刻的課程洞察力。根據Schwab (1978) 的分析，

我們必須掌握四方面的知識，亦即他所謂的「課程共同要素J (curriculum

commonplaces) 教師、學習者、科自內容和環境，Schwab認為這四種「共

同要素」的重要性應該是相等的，而相互間的關係應該是統合協調的。為了

呈現教育探究的多元怪，筆者曾借用Schwab的共同要素的類白，做不同的應

用，發展出一個三度空間的課程論述生態模式，來反映課程共同要素闊的溝

通詮釋互動關係(參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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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態模式強調在課程論述中，教師、學生、內容和環境各要素之內心

及各要素之間約互惠溝通廳係，每 個要素用一個球型來表徵，四個要素二

起則形成一個非常有動力卻很堅實的課程論述領域 (curricular discours~
叫m) ，要素闊的雙向箭頭代表著要素之間的互惠關係，而學生、內容就環

境三要素所形成的三角形面向及課程論述的舞台，另外三個三角面向交會於

頂端的教師要素，呈現出教師乃是教室層級課程論述的思維籌劃者、課程潛

力的主導者，在進行教學實踐時，必須審慎考量其他三個基礎要素，而教師
與其他要素間的關係所架構出來的面向，不但形成課程論述的溝通活動領域，

更有助於我們釐清教學實際的不同截菌。所以在談謀程的實踐，必得要重新

對課程論述的生態環境進行整體的思考，藉以了解各要素彼此闊的牽連互惠
的關係，並且對各要素的轉化功能予以重新評估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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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立場與教學理念的更新

面對當前文化多元論 (cultural pluralism) 的挑戰，為落實課程的實踐，

教師必須建立新的課程視野，重新調整個人的課程立場與教學實踐方式，突

破傳統傳遞立場 (transmission position) 或新進互動立場( transaction

postion) 的課程實踐觀點，己生從轉化立場(transformation position) 出發，

以超越個人取向、人文主義取向和社會變遷取向，作為發展全觀課程

(holistic curriculum) 的基礎 (Miller， 1987)
根據 Mille卅日Seller (1985) 的分析，就傳遞立場而言，教育的功能在於

傳遞事實、技能和價值給學生，這個立場強調透過傳統的教育方法，讓學生

掌握傳統學校科目的知識、技能和價值，llP較重視文化傳遞取向、科目取向

和能力本位學習取向的課程實踐。而在互動立場裡，個人刻被視為具有理性

和能夠運用智力於問題解決上，而教育乃是理解為學生與課程之間的對話，

學生透過對話的過程重建知識，其課程實踐強調一些有利於問題解決的課程

策略，在社會和民主過程的脈絡裡'應用問題解決技能，以及在學科種發展

認知技能。至於轉化立場則著重個人和社會的轉變，具有三個不同的課程實

踐取向-人文主義取向、社會變遷取向及超越個人取向。在這個立場徑，學

生被視為完整、有發展潛能的獨特個體，與課程整體地相互滲透，藉由社會

互動產生全面的、帶有感情與意志的學習。因此，惟有調整課程立場建立一

個全觀的課程觀點，結合當代知識社會建構論者和後現代課程論者的課程觀

念，與日幸並進地反映課程的歷史發展、心理學、哲學的和社經的基礎，方能

有效地建構課程實踐新論。

至於在課程轉化成教學的實踐方面，則需跳出傳統以效能效率為取向的

教學觀，不僅要從人本導向(humanistic-oriented)的教學說來看教學，強調

「全人」教育概念，肯定人類行為之意向性、目的性與創造性，畫畫面目人的主

觀意識經驗，透過教育歷程啟迪開發人的潛能，實現人的最高價值，進而達

到自我實現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更要融入新的教學理念，如批判導向(criti

ca卜oriented) 教學觀及建構導向(constructivist-oriented)教學觀，以建立

學習者主動批判思考和創造的機會，使學習者在自由、民主的批判討論和詮

釋活動中，將特殊的意識型態消除或轉化成有價值的經驗，使學習者具備創

造或發明知識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只是複製知識而已(參見甄曉蘭，

民86 )。畢竟，成功的課程實踐不在於教師傳授給學生多少知識，而在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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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市能否啟迪、引導學生從主動參與知識的建構過程中獲得個人的意義並且建

立社會的關聯。

三、課程籌劃藝術的實務演練

在各種課程的想法中，課程的理性籌實IT (rational deliberation) 乃是更

新課程實踐的關鍵。根據McCutcheon (1996) 的論證，課程籌劃為課程決策

的核心，涉及個人的與團體的慎思決意過程，也就是說，課程籌劃是一種社

會事業，其間「興趣」與「衝突」乃是兩項特徵要素，彼此交互作賠形成課

程籌螢的動力，引導決策輯旋的過程。Walker (1990) 針對課程決策的多元

價值與集體選擇的特質，認為課程籌劃較傾向於應用藝術與人文科學，而非

行為科學。基於尊重不同的知識觀，知識社會建構論對課程決策與教師個人

的人文籌劃行動的操練有很大的啟示作舟，特別是有助於提升教師在課程自

主方面的專業知能(Sanders & McCutcheon , 1986; McCutche冊， 1996) 。因

為建構論的探究常環繞著「此時」、「此地 J 的實務問題 (Berge &

Luckman口， 1966) ，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乃是課程籌顫的主要綱領o Knitter

( 1985)便植基於 Schwab的實用理論之上，主張 f批判多元論 J (critical

pluralism) 與「折衷藝術」乃是課程籌顫的根本要素，他認為從不同的觀點

來檢視教育困境，將有助於增添課程喜事實I的內涵，並增加黨實j考慮的周延性，

而對歧異觀點的開放度，更是課程慎思量單劃的主要建設性因素。若深入探究

Schwab (1969) 的「實用藝術」的主張，我們將不蓋章發現課程籌劃的動力與

建構特質。針對方案之籌劃原則，Schwab指出﹒

對現存事務狀態的認知、及早澄清困境，以及有效的確定問題

所在，誰是有效實務決策的必要條件，f旦並非充分條件，還必須儘

可能提出充分富變化的創新解決問題途徑，供實務籌畫1決意之用 (p.

602 )

基本上，發生課程籌劃的條件是由社會及制式的情境(環境)來決定，

特別在決定課程籌劃園髏的成員、其改革課題、其主(導)權，以及權~良範

園內的資源應用與分配等向題，更是受到社會情境和體制函素的影響。根據

Walker (1990) 的看法，他認為對那些有志於達到完善公平課程籌劃目標的

人而言，最大的困難在於擴展、加深及調整這些人的個人形象，並且試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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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彼此間的衝突，以獲致充足的共識基礎供判斷與行動之用。基於「興趣是

課程籌蓋到的燃油，而衝突是牽動課程籌劃過程的引擎 J (McCutcheon ,

1996)的概念，筆者認為課程籌劃宛如教學實務演練，需要「行政智慧 J

透過富技巧、合時宜、負責有效的行動，來平衡教學觀察、課程策略，及教

育熱情。

Schon ( 1987 )在他的《教育反省性實務工作者>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書中建議，反省性實務演練(reflective

practicum) 乃是發展課程及設計教學的第一步竅，他相信反省位實務演練的

發展，可與新的實務研究方式結合，並且透過教育來加強，使其產生自身的

動力。一般而言)Dewey的《我們如何思維> (How We Thi此， 1933) 一書

中，提供了經典的理性籌劃形式典範，其中所介紹的反省性思維的五個階段，

常被視為處理複雜問題與情境的要訣，tlP :

(l)聯想，心智朝向可能的解決辦法聯想; (2)應用理智處理感覺

到的(直接經驗到的)疑難或因悉，使之成為有待解決的難題和必

須尋求答案的問題; (3)使用一個接一個的聯想作為導向意見或假設，

來啟始並指導在蒐集事實資料過程中的觀察及其他運作; (4)對概念

或假設在心智上精細的推敲(推理是推論的一部分，而不是推論的

全部) ;以及(5)透過外顯的或想像的行動來投驗假設 (p. lO?)。

我們亟需認知到課程的思維與籌劃j乃是老師所「做」的事，而非老師所

「說」的事，若以「問題本位小組」的方式來執行課程籌畫IT '一般文獻無論

在哲學或實務層面均支持教師的參與，既然衝突情境乃是無可避免的，實務

工作者需要知道如何可有建設性地來處理衝突問題， Walker (1990) 便提醒

欲熟悉課程籌劃的藝術，必須先發展出對決策所論及的道德，合法權益與義

務的敏銳度，並且學習安排課程籌劃能顧及參與者組織情境，使之不受威脅，

換句話說，籌畫自者宛如行政主管人員，需要具備常態的、綜合性的學理觀點，

足以揭露潛藏問題的補充要素，以致能訂定先後順序、緩急輕重，對活動提

供有意義的架構，並且對未預期的事件，可以事先認知並能做出適當的回應。

誠如Eisner (1992') 所比方，就好像跳動心臟的收結與舒張，課程與教

學駐足於教育的中心，牽動著教育運作的命脈。而筆者所要傳遞的主要訊息

是:課程與教學乃是教育實踐的主要資源，而我們對課程與教學的解析，必

須要切入教室內師生所共卸的課程活動的底層。基於興趣與衝突，乃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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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過程中所無可避免的事實，課程籌童車j藝街是一種必要的實務演練，教師
參與課程發展與執行的過程中，不但需要培養計畫性工作(策略) ，也需要

調解性的工作(直覺) 而這些可多?tlZTTJ主EEZZ說:三
情境 J (curricular/pedagogic reality

陸、重建課程實踐理論的途在

在課程改革之際，欲重建課程實踐理論則需植基於紮寰的課程探究與深
刻的課程省思。就課程的探究形式與方法而言，Short (1991) 曾根據典型課
程問題之處理方式，整理歸納出十餘種不同的課程探究形式，若鵬用得當，

每一種探究形式都有助於課程實務的省思叫:ftTZZfif
(analytic) 、擴充性 (ampliative) 、推測性(
叫叫糾 、科學化 (s叫1汀叭叫f仇恥川1呵ωCω) 、俗民誌 (廿eι帥t出叮h

e) 、美學的( a品es試the祖et山1呵c )、現象學(p戶henomenol

eneutic )、理論的(theoretical) 、規範性(normative) 、批判性

::11) 評鑑甘心叫整合的立??品，EZEZ2
ive) ，以及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

(dellberatw bert(1986) 所引介Hultgren根據Habermas的哲學理

理論之建RZJL治理論所發展的課程探究典範分類 (1)實徵/分析性
論與Bern Ieneuuc) ，以及(3)批判性的riti-

MLZZGttLiJ晶晶向課程探究理性基礎所可能導出的

piliEitlifthff訊:1322:
ihi說:Flillkzrz單單LEEIEIEZ
援系統等等。結合當代課程發展的芳向與研究的趨勢，並發揮轉化型課程領
導的主張，課程實踐理論的重建途徑宜融入多元性的課程實務認知，實踐批
判性的課程反思、詮釋性的課程理解，以積極推動課程行動探究，建立以實

踐為取向的課程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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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合多元課程認知形式

自知識社會建構論對傳統知識觀提出挑戰後，知識的形式 (forms of

knowledge) 愈益地多樣，而認知的方式(ways of knowing) 也是愈益地多

元。一般而言，在知識的追求取向方面，不僅僅整體性的認知較片斷性的認

知受到廣泛的注意，而且結合經驗與實務的知識較純粹的理論知識更受到普

遍地歡迎。就課程探究而言，其探究過程亦涵蓋多元認知特質，包括以概

念或理論形式呈現的「命題性認知J (propositional knowing) 以教師、

學生、內容、環境等課程因素交流運作所產生的「經驗性認知J

(experiential knowing) ;以及以技術取向處理課程相關於「如何J (how

to) 層面的 f實務性認知J (practical knowing) 。不同的課程實務認知形

式若能交互參照，分別從學理、經驗及實務層面交叉檢證課程的實踐，必能

有助於課程的思維與理論的證立，更能有益於課程的決策與實踐。

二、結合批判性課程反思

基於批判理論強調「意識覺醒J (consciousness-awaken)的重要，當代

許多課程學者主張從「啟蒙J (enlightenment)過程中求課程意識型態的突

破，從「彰權益能J (empowerment)的實質裡求實際課程決策的參與，更

在 f解放J (emancipation)的理念下求公平合理的課程實踐。認為教育實

務工作者的課程意識在獲得啟室主轉化之後，必能推敲出合理的教學實踐行動

來為學生爭取理想的學習機會。從某個角度來說，批判理論對課程實務的貢

獻在於其理論融合了科學性、批判性和實用性的特質，對教育事務的基本原

則「公平J (eq山ty) 及「正義J (justice)極盡鼓吹倡導之能，不斷地對

學校課程中潛藏的意識型態提出評估和批判，並立努力激發課程意識的覺醒，

進而促成課程的改革。

在課程實踐理論的證立過程中，亟需利用反思形式作為發現真理的方法，

其目的乃是以批判的角度檢測課程探究過程中所持有的假設，並旦挑戰平常

「視為理所當然J (taken-for-granted)的課程概念與實踐，以積極提升課程

實務的現狀。更具體的說，學者專家與教育實務工作者若能一起進行批判性

的課程反思，共同為增進課程實踐的合理位與公平性而努力，才可能發展出

切合實際的「課程實踐理論」。亦即惟有尊重實務工作者的課程意識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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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為課程探究過程的一環，實務工作者的課程意識和經驗範疇才得以突
破和提升，而所要進行的課程實務改革才會具有意義，所採取的改革策略和

行動才能夠得以具體落實。

三、發展詮釋性課程理解

基本上，詮釋學直接導向對「意義」進行深度的探究，企圖在較寬廣的

「時空脈絡」中理解{固體和群體的互動，以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意義。整向
「理解一詮釋」過程，是一個交互辯證歷程 (mutual and dialecti叫

ess) ，在「整體」與「局部」、「已知」與「未知」、「現象本身」與
「時空脈絡J 及「認知主體」與「被認知對象」之間，循著開放性螺旋循

環的關{系漸進發展(楊深坑，民77) 。在課程實踐過程中，自實務于作于的
課程意識和教學語言潛能所衍生的「敘事性意義J (narrative meamng)

常是教室運作課程與學生經驗課程的內涵與體現。因語言層面和意義架構本

身即是種詮釋性的組合，所以認知實際課程經驗與實務的最佳途雪，便于
過探究意義系統的「詮釋性理解螺旋J (hermeneutic understanolng

spiral) ，不斷更新課程的視野與意義範疇。
所謂詮釋性的課程理解螺旋，也就是一種循序漸進、生生不息的?可

理解一理解于詮釋J (e 忌， preunderstanding叫lderstanding-interpretal1on J

互動過程，換句話說，乃是藉由對課程概念的先儷理解，來啟迪實質上課程
內容的理解，進而衍生出課程理解所導出的課程詮釋，再由此激發出新的課

程實踐，如此相衍相生的螺旋進展過程，也就是詮釋學所強調的「開放的理
解/詮釋」過程與精神。就課程實踐理論的重建而言，除了重視意義形成過
程中課程語言及社會文化 歷史脈絡的影響外，更強調詮釋性理解螺旋於課

程探究的應用，惟藉由層層深入的理解，才能逐步擴展實務工作者的知識體
系與課程視野，減少課程探究過程中對課程內涵及其實踐機制的誤解 (mis-

understanding) 。

四、推動課程行動探究

課程行動探究是以行動理論 (action theory) 為基本立論根據，注重從

實際行動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更從行動中驗證理論，謀求進步。受到「實
用主義 J 的影響，行動理論強調經驗與行動的重要，認為一個概念或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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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內涵與意義在於其所引起的效果及影響。在探究過程中所做的大部分努

力，主要是為了了解實踐的情況，接訂改變現狀的可行方案，採取行動，評

估成效，以及激發參與者的學習與成長。以至於透過行動探究所衍生出來的

理論多以行動為取向，以實務為依歸，以解決問題、改善現狀為目的，甚而

以建立同儕「探究社群」、帶動研究風氣為終極目標。因為，行動探究的本

質是一種在「經驗」與「反省J 之間的覺醒和自我批判歷程，使得個體的概

念、實踐及經驗能周而復始，不斷地被調整修正，進而培養出兼容並蓄的整

體意識，足以顧及行動中的直覺、理性、自身的行動，以及外在的世界等等

(Torbert , 1991)

基本上，探究課程新論之際，課程行動探究不僅為「知識的行動體現」

提供了一個具體示範'也為結合理論與實際以及改善課程與教學的實踐提供

了一個較佳約運作方式(Chen， 1997; McKernan , 1996) 。課程行動探究是一

個明確、開放的研究架構，鼓勵參與者檢視潛藏的假設、擴大注意焦點，藉

以增廣探究範疇，及建立多元觀點闊的效度;更重要的一點，課程行動探究

儘可能地將資料(研究材料)鐘時間饋給參與者，藉以提高對不一致、不和

諧事物的警覺度，作為改善後續實踐的參考指標，並且檢視參與者對研究結

果的效度及實用性的觀點(參見Torbe此， 1991) 。考量理論和實務的關係，

行動探究藉由批判性的辯證思考並循環性的交互對話，試圖結合學者的「理

論」與教師的「經驗J 進而調整修正雙方認為理所當然的理念，動機是為

增進雙方的溝通與認知，縮短理論與實際的差距，激發出具體有效的行動策

略來改進課程與教學，運用以實務為中心的課程行動探究，將可解決課程與

教學所面誨的實際問題，並能發揮「將課程理論應用於實際」、「假實際經

驗修正理論」的功能(甄曉蘭，民84a) 。

因為課程是不斷發展的動態歷程，處理師生交互作用過程中可能或必須

發生的知識建構與意義創塑的事務，常涉及多元的價值與整體的選擇，所有

的相關決策，並非只是可預測、可控制的理性經營過程，而是針對許多不可

知、無法預期的事物與現象的一連串持續的慎恩籌劃過程;換句話說，課程

的實施並非只是單純的行為科學，更是複雜的實踐藝街。為深入了解課程活

動的本質，增進教學實踐的合理性、效能性及公正性，課程行動探究提供了

動態研究過程中最佳研究實踐技巧與對複雜概念的理解與透視 (McKernan ，

1996) ，最能透過「直接、親密的接觸J (Eisn缸， 1991) ，來釐清實際問題、

擬訂可行方案及解決棺關時題。因著其「在行動中探究」並「為行動而探究」

的特質，加上「教師llP研究者」的精神，研究者即實務工作者(再不就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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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師T固入實務頭論與課程實踐理論的建構

實務工作者一起合作進行協同研究) ，實務工作的意識、經驗、敏銳度和判

斷力常成為探究過程的一環，以致課程行動探究確實較其他傳統教育研究方

式更具了解課程實踐的實際狀況、改革課程教學實踐問題的功能，更有 E達到

結合課程理論與教學實務的理想，發展出較切合實際所需的 r實用理論 J

使課程改革策略與行動能夠得以具體落實 (Carr & Kimmis, 1983;

McKernan , 1996; 甄曉蘭，民8徊; Chen ,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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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概念架構與個人晃識，呈現教師教學決策與行動的基本指導原則，為教

師的課程設計與教學行為提供具體的解釋 (Clandinin & Connelly, 1986;

Ross et a!. , 1992; McCutche凹， 1997) 。

教師個人實務理論的建立也應該涵蓋這些基本條件，但不同於專家理論

的地方，在於強調教師課程發展或教學實踐過程中一連串的持續籌費j行動

(on-going deliberative acts) ，包括行動部、行動中以及行動後約計畫、決

策和省思 (Ross et 泣， 1992) 。另外，教師個人實務理論還必須融入教師課

程實踐與教學行動中的個人想法、詮釋、選擇、價值及承諾等(McCutcheon ,

1996)。所以，教師偶人實務理論，絕不是指所謂毫無組織、毫無依據的「經

驗談 J 乃是具有理論基礎的專業推理論述，能具體、有系統地呈現出教師

的專業判斷與決策能力。

基本上，教師個人的實務理論應反映出教師個人課程實踐歷程中的 些

基本概念，諸如課程與教學的目標、學生的特質以及教學情境等，並且對個

人所持教育主張、所選擇的學習內容、所設計的教學歷程與評量活動等，並

且要從現實的觀點加以清楚說明其意義與邏輯關{系。至於其內涵則應具備實

用性與概括性，因教師實務理論並不是解釋學生身心發展或學習心理的學術

位理論，而是提供教師在教學時如何安排教學↑青境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實用

性理論，也不是僅限於探討某一學科教學方法的理論，而是原則上適用於所

有學習領域的課程實踐理論(甄曉蘭，民 86 )。畢竟，建立實務理論的目的，

並不是要成就一家之言，而是要鼓勵教師釐清僧人的教學信念、清楚自己的

課程決策與教學行動，不但能解釋自己教學行為的意義，更能積極有效地分

享教學心得，促進課程與教學的改造。

整{由教師個人實務理論的建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思考與行動的循環辯

證。使得教師的概念、實踐和經驗能週而復始，不斷地被調整修正，發揮「教

師即研究者」的功能，臨釀出較周延、具實用價值的課程實踐理論(甄曉蘭，

民86 )。通常，課程實踐理論是從教室層級與學校層級的課程教學轉化實務

探討開始，透過觀察、省思，以及教師經驗的描述，來給予個人的意義，而

教師在課程實踐中常依據過去經驗，形成教學行動的決定，以試著改變教學

情境，使其符合教師個人的信念、價值及理想中的課程與教學視野( Duffee

& Aikenhead , 1992) 。因為課程實務與實際教學實踐密不可分，若能有策略

的推動教師個人實務理論的建構，妥善的推廣應用，不僅能改變傳統專家理

論與教師實務經驗闊的定位不平等或閱係對立的局面，更能為課程理論的建

槽以及實際的課程實務與教學實踐帶來生生不息的突破、創新的契機，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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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課程決策與教學實踐深受其個人信念與實務理論的影響 (Ross et

a!. , 1992) 。基於此，教師個人的實務理論 (teachers personal practical

theories) 在課程的實踐過程中深具重要性，教師需要常常透過理論與實務闊

的辯證反省，具體有效地將理論性的認知應用於實際的教學之中，並旦藉著

實際的經驗修正理論。因為課程的實踐歷程所牽涉的因素極為錯綜複雜，沒

有任何單一的理論架構可以將複雜寓端的教學情境與課程實務解釋得清楚完

全，更沒有任何一個教學模式可以放諸四海而都能成功有效。各種課程理論

或教學觀，或源於心理學、或源於社會學，或屬於描述性理論(descriptive

theory) 、或屬於處方位理論(prescriptive theory) ，不過是從不同的觀點，

切入不同的面向，探究、說明不同的課程發展模式與教學設計之道，並無法

解決實際的課程與教學問題。對於每天面對課程教學轉化的挑戰、身處被雜

教學↑青境的教師而言，絕對需要有足夠的教育「視野J 與教學判斷力，知道

如何擷取各家理論之優點，配合所遭遇之人、事、時、地、物等因素，發展

出個人的實務理論，靈活地應用於實際的課程發展與教學行動之中。

教師的課程與教學實務包括認知、感覺、判斷、意餒，以及行動之間的

互動 (Duffee & Aikenhead, 1992) ，其實務知識是動態、會改變的，但發

展教師個人實務理論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肯定教師個人專業性與經驗性的知

識，藉以提升教師個人課程與教學的敏銳度和判斷力，促進教師的專業自主，

使之具備實際課程發展與教學轉化的能力。因為課程發展及其教學轉化乃是

教學實務方面的行動哲學，有效的課程實踐多奠基於教師的經驗性知識而非

專家學者的理論性知識，所以有必要看重教師的經驗性知識，將教師實務性

經驗有系統的整理，歸納出具參照應用價值、切合實際教學現況需求的實用

理論。基本上，教師的實際教學主張與課程自主發展的能力，多少反映出教

教育研究集刊



教育研究集刊 2000 . 1 . 44輯

師的課程實踐能力與教學表現能更上層樓。

:tJ11 、車吉 言吾

教育理想與實際、課程理論與實務之間常有差距，然而，也正因為其潤

的差距，才需要在課程的思維與籌劃過程中建立「理念與經驗」、「理論與

實務」闊辯證性的互動連結，而課程實踐理論的建構正是企圖透過理念與經

驗、理論與實務闊的辯證籌劃，產生其實務應用價值、貼近教師實際教學經

驗的課程理論架構。為因應當前強調學校本位課程自主發展的改革趨勢，教

師對課程自標、課程內容與組織方式、課程與教學、學習評量等菌素的發展，

不但需要存有一種「慎思熟慮」、「審慎籌劃」的態度，更需具備能夠反省

批判各項課程與教學議題的敏銳度，方能提升課程意識，養成建構課程實踐

理論的能力。

過往，很多時候實務工作者(教師)較熱中於學習一套有效的「管理技

;有」或「教學技巧 J 較漠視所謂「不管用」的理論;而理論家(專家學者)

則較關心理論的鑽研與證立，較輕忽細碎繁瑣的實務，如此，怎可能產生以

理論為基礎、以實務為依歸的有效課程實踐?本文所意圖呼籲的課程實踐理

論的重建，乃是希望鼓勵實務工作者體認「教師乃是課程潛力的部造者J

透過對課程論述生態的重新定位、課程立場與教學理念的更新、課程行動探

究的推動，以及課程籌麗的實務演練，在學校課程自主發展的趨勢之下，嘗

試一種轉化型的課程領導，建構出符合實務需求、具備學理基礎的課程思維

與實踐架構。畢竟，惟有涉獵得寬廣(實務知識)、深入(理論知識) ，課

程的發展與教學的實踐才可能既是「方以智」的功夫，又是「圓而神」的藝

術，而學生才能得以享受到知識探索/建構的純正與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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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heories

for Curriculum Praxis for the
21st Century

貓&1.a~-.ea且 StULl'酬f- @k帥

Abstract

Head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 an era of fast and fundamental

changes ,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vast important curriculum

change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big ideas behind

the current curriculum reform includ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lternative evaluation , team-teaching ,

and so forth. All these not only cause impacts on school teacher's
teachin皂， but also bring challenges t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s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There

fore , having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urriculum theories and curricular

practices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for practitioners to cope with

the reform challenges and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reform ideals.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not only review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urrent curriculum reform for compulsory e位ucation

but also examines the current trends in curriculum theory building

Then ,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transfomative curriculum leadersh巾，

the author further explore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for curriculum
praxis and approaches for reconstructing curriculum theories. It is

encouraged in this paper that teachers need to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orizing their 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heories for curriculum praxis

Keywords: curriculum reform; curriculum theory; theory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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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的課程轉化與教學實踐

湯仁燕

【摘要]

學校課程乃是各種知識、價值、觀點，以及文化展現的場域，課程

內容的設計與規劃'關係著學生的學習經驗和學習品質，與教育機會均

等理想的實現密切相闕，因而成為多元文化教育探究的重要面向。多元

文化的教育理念強調文化的多樣性‘尊重差異、社會正義與機會均等，

這些觀點使得學校教育原有的課程內容及知識建構方式受到質疑，激化

了多元文化課程文本的論述，引發一連串的爭議。

本文從多元文化課程的街皮切入，描繪多元文化課程爭議的樣貌與

兩難困境，再進一步論述文化差異與課程知識建構之關係'探究多元文

化課程的轉化途徑，續從課程實踐典範的移轉，探討多元文化課程轉化

與教學實際應有的理念和實踐走向。

關鍵字﹒多先文化課程、諱程轉化、數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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