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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

壺，前言

課程綱要為臺灣高中以下各級學校

教育的重要導航，相關課程政策對各學

科知識範疇的內涵、教科書的編撰與審

定、教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以及

學生的學科認知與學習經驗等均形成影

響(趙惠玲，楊孟蓉，2011) 。然而，無

論在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中，各方利害

關條人的權力結構如何分配，從課程綱

要實施推動的歷程觀之，在教學第一線

的教師不僅是課程的詮釋者，更是學生

學習內容的決定者，使教師進行教學時

的實務踐履，成為影響課程政策走向，

以及學生學習成效良鏽的重要因素。百

年以來，我國的藝術類課程政策隨著國

家寶寶計;在治氛圍、經濟發展，以及藝

僱教育忌、潮遷移等，途有變革，檢視歷

來藝術教育課程政策的內涵以及教師的

課程意識，將可窺見臺灣藝術教育氛間

的轉變，並進一步理解課程政策與教師

課程意識之間的連動關條。

為因應社會變革以及培育國家公民

，自民國18年國民政府頒佈「中學課程

暫行標準J '讓中學階段學校教育有依

循規準開始，至103年實施12年國民教育

政策為止，我國高中以下課程政策已展

開不下十次之修訂。使教育改革成為臺

灣學校教育在進入21世紀後的鮮明圖像

。對於國民教育階段的藝術教育而吉，

在歷次課程政策修訂中，最大的改變℃

一，應屬九年一貫教育改革過程下「藝
o

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建構。自 80年代

中葉起，政府與民間關心教育政策人士

為提升國民素養及國家競爭力，開始推

動臺灣教育史上劃時代的九年一貫課程

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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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於1998年政府公布國民教育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J (教育部， 1998

)後，九年一貫課程政策開始推動，其

後「團民中小學九年一實課程暫行綱要

J (以下簡稱的暫綱) (教育部， 2000)

於2000年公布，再於 2003年公布「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J (以下簡稱 92

課綱) (教育部， 2003) ，並在全國實施

。"課綱實施數年後，教育部根據社會

各界及教學現場的反應，於 2008年又修正

公布 r97年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J (以

下簡稱97課綱) (教育部， 2008a) 0 r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政策隨著九

年一貫課程改革而生，對本世紀臺灣藝

術教育影響深撞，而在藝術與人文課程

政策的推動與修正歷程中，也引發許多

討論議題。

原本我國高中以下藝術領域僅包括

音樂、美術兩科，在九年一貫課程政策

將學習科目減少，以及新課程強調人文

精神的原則下，將原藝術類科目合併為

蠶論與人文學習領域，同時，為擴增學

生的藝術學習經驗，且符應〈藝術教育

法}規定藝術教育之類別應包含「表演

藝術教育」的法則，新增「表演藝術」

一科(張曉華 '2004) ，並將「美術」改

稱「視覺藝術」。再者，由於九年一貫

課程的一大特色是認為學生之學習應與

其生活經驗切合，強調為學生培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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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走的能力 J '並致力推動「課程統整

」的精神，因此強調藝術與人文學習領

域中的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應採

課程統整或協同教學的方式實施，並將

三類學科的教科書整編為一冊教科書。

此外，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學校本位課

程與社區發展結合等政策的推動，也使

藝術類科目得以與其餘學習領域及學生

生活環境形成更為有機的鏈結。整體而

言，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的實

施，為我國藝術教育固著以久的學習內

涵注人一方活水，增添7前所未有的新

興氣象。

當國家社會面臨問題需要矯正之際

，教育改革往往成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之

一，其中課程政策即為教育改革運動中

的重要部分。課程政策對學科知識內涵

、教科書編審、教師教學以及學生的學

習等均形成影響，可謂是國家整體教育

政策實施鏈結中至為關鍵性的一環，對

來公民的樣貌與素質具有潛移默化的

深遠影響。然而，在課程政策實施的環

節中，教師的課程意識往往決定其教學

實踐，攸關學生的學習內涵與經驗，進

而攝動國家教育改革的效能。奇牧斐

，將先探究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之發展

脈絡，以及課程政策型塑期間引發之議

題，再梳理藝術教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屬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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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藝術典人文課程政第
之發展興趣贖

臺灣學校藝術類課程政策的發展，

向來隨著總體課程政策的制定而有所修

訂。黃王來 (2001 )即指出，臺灣藝術教

育的推展，與學校正式課程的實施密切

相關，而學校藝術教育的推動，又有賴

政府對於藝術教育相關法規的制定。在

諸多教育法規中，各級學校藝術類課程

政策負責指引藝術教學的方向與內涵，

向上影響藝術師資培育機構的機制與走

向，向下影響教科書編撰與教師的課程

意識，以及學生的藝術學習經驗，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腳色。根據陳木子( 1998)

，藝術教育納入臺灣學校教育體系約有

百年左右的歷史，自 20世紀初日人將「

習字圖畫科目」和「唱歌」等置人學校

課程開始，即開做了臺灣學校藝術教育

的先河。此後臺灣光復政府遷台，國民

中小學藝術類課程標準經歷多次修訂，

至1998年，隨著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藝術

與人文課程政策問世。由於藝術與人文

課程政策的改變幅度超過以往，更有新

設表演藝術科目的出現，使我國圓民教

育階段藝術教育展開全新的一頁。

檢視臺灣藝術類課程政策的遞壇，

除戶是每?次課程變革的時代需求之外

>，也可見對於藝術教育思潮的呼應。以

中學視覺藝術類課程標準內涵為例，民

國五十年代以前，臺灣社會經濟處在萌

芽階段，藝術教學環境單一，課程內容

大致多在國家既定目標之下運作，少見

特色(林文昌， 1990) 0 1962年美術課程

標準中首次出現「鑑賞」一詞，強調培

養審美知識的意義(教育部， 1962)

1968年美術課程標準將教材內容分為五大

類，並將「美術史蹟」獨立(教育部，

1968) 0 1972年又將教材內容分為兩大範

疇，分別為「表現」、「鑑賞 J >惟鑑

賞教材比例尚不高(教育部> 1972)

1983年時，課程標準總綱中明訂「美育」

為學生五育之一，美術課程標準中則將

「鑑賞」教材內容明確列出，比例亦有

增加(教育部， 1983) 0 1995年美術課程

標準將教材內容進而分為表現、鑑賞、

實踐三大領域，並將鑑賞教材大幅增加

至與表現教材相同(教育部， 1995) ，是

臺灣學校藝術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歐動，八十

年代初期的藝術類課程政策很快就消失

在教育舞臺上。 2000年九年一貫藝術與人

文課程暫行綱要公布， 2003年九年一貫藝

術與人文課程綱要公布，的鵬年再經 {ρ
正，增補了 92課綱時期懸缺的教材|有三函

，並強調個體藝術潛能的敢發，展現 7

培育邁入建國 100年新世代的宏觀企圖(

呂燕卿> 2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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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一貫課程政策推動以來，藝

術與人文課程綱要之內涵與實施取向經

過數度修正，持續有所轉變。其中較為

顯著者，如在1998年初次公布之課綱草案

中，將學習目標訂為「探索與創作」、

「審美與思辨」、「文化與理解」三類

，在2003年時則修正為與1994年課程標準

相類的「探索與創作 J (原的版之表現

)、「審美與理解 J (原83版之鑑賞)

「實踐與應用 J (原的版之生活實踐

) ，並將能力指標大幅修正(教育部，

1994 、 2008a) 。同時，於2008年時，在

「微調」的原則下，藝術與人文課程綱

要中卻有一項意涵重大的改變，反應了

對原九年一貫課程政策進行檢討的修正

原則。亦即， 2008年的藝術與人文課程綱

要中，將原屬九年一貫課程政策核心的

「統整」概念消解，給予分科施教或編

印教科書的彈性(教育部， 2008a) 。觀

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從199

年設置成形， 2003年全面實施，到2008年

自會施方針轉向，幾可說重新定義了藝

術黏育的本質，也往上影響高中藝術生

活課程政策的制定(趙惠玲、楊孟蓉，

20ll) ，對於我國整體藝術教育的影響至

為深遠。

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

將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整併為全

新的藝捕了學習領域，其基本理念、課程

目標、課程設計、教材編遠、教學設計

、教學方法與評量等均變革重大，也更

新7我國學校藝術教育的內涵。張世宗

(1999)即認為，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是

我國藝術教育史上課程改革的里程碑，

其轉變是藝術教育根本意義上的「派典

轉移」。林曼麗 (2000 )也指出，藝術與

人文課程政策並非是音樂、視覺藝術和

表演藝術的相加，而是使藝術教育打散

再重新整合。袁汝儀(1 999 )則支持藝術

與人文課程政策強調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認為其使國民教育階段能落實生活藝

術教育的概念，擺脫媒材、技法及特定

藝術專業的一元化掌控。陳瓊花 (2003 )

亦強調，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使藝術教

育不再僅止於本科領域內的學習，而需

跨越學科疆界與其他學門領域連結，使

藝術學習的經驗與個體生活更形整合，

而表演藝術的新設也擴增了學生藝術學

習經驗的內涵。

課程政策的落實與否以及其成效如

何，須能透過對課程政策應然面與實然

面的同時檢視方見端倪。並且必須將應

然面與實然面的狀況互相映證，做為校

正依據，以避免產生理論與實踐問過

的落差。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政封

為我國學校藝術教育中的重大變革，在

實施超過十年以來，陸續有前{脫了。其

實施雖為我國學校藝術教學現場帶來州

March, 2014 Se∞ndary 臼ucatI凹，



軍。

活的生命力，但也引發有許多的討論，

值得關注。

賽，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第
實施之衍生議題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暫行綱要

於2000年公布之後，對實施經年，少有變

動的藝術教學現場，不宮是投人一枚震

瘋彈。由於在政策公布之初，其課程統

整的概念未與教學實務有明確釐清，使

得教學現場產生許多質疑。其餘如藝術

與人文教科書將原屬獨立的三類學科編

印整合成為一冊，也未獲得現場教師的

全然認同。而表演藝術師資普遍缺乏、

能力指標內容明確性不足，以及過於強

調人文素養以至藝術學科知能有被稀釋

的傾向等，均廣為藝術教育工作者關切

(徐秀菊、趙惠玲、蘇郁菁， 2003 ;賴清

標、楊銀興、侯世昌， 2004) 。前述許多

在實然面的議題，使藝術與人文課程政

策在實施初期，激盪出許多爭議的火花

(中國時報， 1999)

由於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實施後面

臨諸多爭議，隨之也有許多配套之藝術

教育政策與措施的推動，包含因應表演

藝術師資缺乏而生的大量增能或第二專

長耳其夕詮釋能力指標之不足而擬定

、 t藝術與人文素養指標及藝文素養指標

績{~辜被的遴選(教育部， 2009) 。其餘

包括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

的補助(鄭明憲， 2∞8) 、教育部九年

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簡稱中

央輔導團)、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精進

計畫(呂燕卿， 2010) ，以及曾於2007年

間試辦的全國中小學藝術與人文學習成

就評量(教育部， 2008b) 等。綜觀九年

一貫教育改革推動以來的藝術教學氛圍

，呈現兩極化的狀況，既看到藝術教育

政策與推廣措施如火如荼地展開，又看

到藝術教學界在實施上的困惑與爭議，

似乎體現了教育政策在上層與下層結構

問所呈現的斷裂態勢。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政策為加速推動

績效，將原應歷時九年的課程更替，壓

縮為四年的改革歷程，產生許多與原課

程政策的銜接問題，使九年一貫課程改

革敢動後，質疑聲浪四起(李坤崇， 2002

)。同樣的，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相較

以往的藝術類課程內涵，變革幅度至大

，在課程政策擬定期間及實施後均引發

許多質疑(中國時報， 1999) 。呂燕卿(

2010) 在經過長達十年的政策推動與觀察

後指出，目前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干￡
於全國中、小學普遍都有教學相關吋問

題發生，包含:各縣市中小學表演藝術

師資缺乏，使藝術與人文師資無法平衡

;配課問題嚴重，常見非專長教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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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課程與教學，其中有升學壓力的年

級不乏發現將藝術與人文課程配給考科

教師授課;長期以來辦理之藝文教師增

能活動，由於師資未專才專用而無法落

實增能目的;相關單位對學校一般藝術

教育之價值認同冷漠，以至教師人力與

經費缺乏、輔導工作推動困難等。換言

之，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推動後，雖則

相關配套措施頻仍推動，其實際實施成

效卻尚須檢驗。

根據Kuhn (1970) , r 典範」是一

個研究社群普遍接受的模式和秉持的信

念，在典範成熟之前的「前典範時期」

'各種學說或理論百家爭鳴，互相思辨

較勁，待競爭的結果大致底定，某一學

說因為較能服膺大多數群眾或解決問題

而被廣泛接受，乃成為「典範 J '並

進入「後典範時期」。作為一個典範，

須包含立論的哲學基礎、學說、應用方

法、實施策略與方法，以及理論或實務

的累積成果，方能被群眾接受，否則當

月jg無以服眾，或有所侷限，就將漸被

棄島、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在國家教育

機器主導下，引導當代臺灣藝術科目學

科知識的定義、教授與學習。那麼，從

1998年設置成形到2008年的實施方針轉向

，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是否經過前述前

典範期的盟釀?在其形塑過程中，是否

建立了服眾的學科典範?其學科典範如

何透過教科書的編審機制，以及教師的

課程詮釋轉他為教學內涵?而在課程政

策形塑過程中，各方參與者的權力結構

又如何展演?

檢視以往我國教育政策的擬定，多

由國家主導，社會大眾多處於被動接受

的位置。在國家權力大規模介人教育系

統時，教育的內容常被壟斷，使國民在

「義務教育」的光環下，少有主體性的

思維。八十年代中葉後，多元論述在臺

灣社會綻放，過往的威權統治及一元化

的教育政策受到挑戰並被鬆動。自九年

一貫教育改革時期開始，民間組織與各

方團體大力介入課程相關政策的決定，

各方角力態勢明顯。此一現象雖可視之

為民主思維的反映，卻也不免使教育政

策淪為權力與知識結合共生的產物，致

使課程與政策內容的決定，每每成為意

識型態與權力爭鬥的競技場。「事實乃

由權力所建構」之論述或者為真，掌握

權力者確實有權解釋「事物的真相」

然而，若使用者的主權能得以彰顯，則

「事實能夠衝破權力的藩籬 J (林崇熙

, 1998) 0 r提昇教師主體意識」長期以

來蔚為課程改革的標的口號， j3~麼'--4頁

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形塑的背後又使用

者的主權如何彰顯?在藝術與人文課程

政策形塑的過程中，教師的華語如何被

關照?而教師的課程意識在權力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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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脈絡下又如何被規訓或衝破規訓?

課程的知識結構與內涵影響教科書

編撰、教師授課與學生學習，其重要性

不容置疑。然而，課程知識結構與內涵

往往受到諸多因素的牽制，而產生不同

轉變。九年一貫課程統整的精神，使臺

灣藝術教育邁人另一紀元，但其課程政

策在制定與實施上的爭議又使得臺灣藝

術教育工作者須面對相當挑戰。課程改

革是教育權力、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

值此12年國民教育政策推動之際，對藝

術與人文課程政策的形塑脈絡與實施議

題，有其查驗意義。

肆、藝術與人文教師之課
種意識與教學信念

在當代思潮充滿變動性及複雜性的

氛圍下，教育在多元化社會中的意義與

內涵，不斷為各界提出探討並進行辯證

，惟不論時代如何變遷， r教師」仍是

決定學校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課

程政策雖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其落實需

透過教師的詮釋與轉化，方能具體實踐

。換言之，教師的課程意識將決定其教

顧實踐，而教師的教學實踐經驗又能促

使其對課程產生具批判意識的詮釋，因

而教師去是課程政策成敗的關鍵因素(

" ,甄曉蘭， 2003 )。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在

歷蘿百次課綱修訂下，其課程走向與科

目內涵有所更逛，也使學校藝文教師須

持續校正自身的課程意誠。當檢視九年

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之實施時，藝

文教師對於課程政策的詮釋與實踐，即

為具關鍵影響力之議題。

詮釋是個體透過不同的參與方式

，與文本產生互動的過程，而詮釋者往

往以反映過去經驗的特定參考架構來詮

釋文本(邱誌勇， 2010) 。因此，教師

的課程詮釋是經過多重的反思、探究與

理解等經驗過程的累積，透過分類、歸

納與整併等系統忱的方式將之賦予意義

並轉化為教學活動。在探討課程的

意義與發展過程時， Goodlad (1979 '

60-64)曾將課程之發展進程分成五個

層次，並認為每一層次對課程的決定都

有影響力，分別為 r 理想的課程 J (

ideal/ideological/idealistic curriculum)

意指課程設計者(課程專家、政府、利

益團體等〉的課程觀點、「正式的課程

J (formal curriculum) ，意指由權責機

構(教育部、教育局等)背書並公佈實

施的課程， r 知覺的課程 J (perceived

curriculum) ，意指教師基於對課程

的覺知以及實踐、「運作的課程JP
operational cuniculurn) ，意指實際發生在

教室內的學習活動、「經驗的課程 J (

expenen叫 cuniculurn) ，意指學生在課程

運作中的學習經驗。在五個層次中，教



師雖不是唯一的課程決定層次，卻攸關

知覺的課程、運作的課程以及經驗的課

程等三個課程實施的層次，因而教師對

課程的覺知與詮釋，確乎將影響課程的

實際成效。

林瑞昌 (2006 )在探討教師專業發

展的議題時指出，在教育改革中，教師

被要求有專業自主能力的意涵有二，其

一是認為教師是「被改革者 J '被要求

成為具專業自主能力的現代教師，以執

行教育改革政策;其二是認為教師應是

「改革者 J '要有專業的主體性，透過

集體實踐的力量改革教育。然而，儘管

教改疾呼教師專業自主，是課程改革的

主導者，鍾任琴 (2000)在探討我國高中

、高職、國中、國小學教師專業權能之

現況時卻發現，我國高中以下教師專業

權能現況僅列屬中等水準，教師對其專

業權能中以「參與決策權」之同意度為

最低。在教師自覺其「參與決策權」的

可能性不高的狀況下，似乎難以企求其

為課程的改革者。

當檢視我國藝術領域師資培育制度

時發現，我國師資培育之政策與制度向

由政府教育機構決定，因此，臺灣藝術

師資養成教育之發展與藝術教育之氛圍

亦與國家政治取向的轉變息息相關。吳

國淳 (1997 )在探討臺灣藝術教育自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狀況時，將1987年政

課程政策與教師課程意識:以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為例

府「解嚴令」之頒布視為是判讀臺灣人

文社會學科教育氛圍的一個分水嶺。在

戒嚴時期，政府遷臺未久，為維持社會

秩序，各項政策均趨向保守專制;由於

學校教育被視為是傳達政令、維護社會

秩序的重要窗口，當時的教育政策即由

政府相關部門全權掌握，影響所及，藝

術師資之培育亦趨向保守，與當時的政

治氣氛平行。

隨著政府解嚴令的頒布，我國的政

治環境與社會風氣日趨開放，教育政策

也漸次鬆綁，自主性的聲浪開始浮現。

在藝術教育界，最明顯的變化之一即為

藝術類科系的大幅成長(黃彥碩， 1998)

。由於臺灣的經濟能力在七十年代大幅

提昇，藝術發展相對地受到社會的重視

與肯定，藝術界的氛圍日益蓬勃，各式

藝術活動相繼舉行，對專業藝術家和相

關專業工作者的需求亦大量增加，因此

各大學校院紛紛成立藝術類相關科系。

在藝術師資培育的部份，隨著「師資培

育法」公布實施，使得藝術師資的背景

更形多元，為我國藝術教育注入了活絡

的生命力(趙惠玲， 2003) 。在九年一貫

課程改革中，由於表演藝術師資極度甸、

乏，修習表演藝術課程發展第二專長，

則成為許多中學藝術教師擴充其專業知

能的必要途徑(徐秀菊、趙蔥舟、蘇郁

菁，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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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王來(1999)針對藝術師資的培

育、藝術教育的研究與教學，提出了廣

泛性(cornprehensi ve)、批判性( critical

)與創造性 (creative) 的「三C策略」取

向，認為教師的專業信念與知能決定藝

術教育的成敗，藝術教師必須真備藝術

領域的廣博知識與技能、批判性反省能

力，並且具有開創性的思維與作法。高

震峰和陳秋瑾( 2002) 針對藝術與人文教

師提出四方面的專業知識，包含學科專

業知識、教育與教學專業知識、行政協

調與親師溝通之專業知識、實務知識。

趙惠玲 (2003 )在探討藝術教師的教學專

業知能時，則將藝術教師應具之專業知

能區分為藝術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知能

、藝術教育專業知能、藝術教學信念等

四類。由前述顯示，教師之課程意識與

教學信念在概念上有某種程度上的重

性，兩者皆重視教師教學活動背後所隱

藏的思考、知識與經驗等認知活動的討

論與其對於實際教學行為的影響。

張素卿 (2004 )以身為一位高中藝

術教師的身份，省察自身在面對新的教

育思潮時所應持的態度，是概括接受?

還是主動建構當下情境中最能解決學生

問題的教學模式，以因應不同時空背景

下的教育思潮?換吉之，究竟藝術教師

是F什葫7教?此一省察，即可視之

為藝佛教師在教學環境變遁的過程中

，對於自身「教學信念」的檢視。教師

的教學信念，將引導其把對課程政策的

詮釋轉化為具體的課程意識，並付諸教

學行動踐履。許多學者均同意，持有較

為正面之教學信念的教師，對於其教學

所遭遇之問題較有警覺性，亦較為關注

，因應教學需要隨時充備自我專業知能

的意願亦較高。反之，持有較為負面之

教學信念的教師，其教學行為較易呈現

一成不變的情況，對於教學所遭遇之問

題較不敏銳，對因應教學需要充備自我

專業知能的意願亦較為被動 (Jorarn &

Gabriele, 1998 ; Pajares, 1992) 。因此，教

師課程意識的覺知與教學信念的能量有

一體兩面之勢，能互相增強。藝文教師

身處於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不斷改變的

流動中，須透過教師對於課程意識的覺

醒與自身教學信念的建構，方能在不斷

變革的教育現場中對課程政策產生多元

詮釋觀點，以使自身的教學內涵更見飽

和。

教師對課程改革所作的詮釋與評價

，關{靠著課程改革的成效，更牽引著教

學實踐的走向。甄曉蘭(2001 )指出，教

師課程意識的認知活動，除了包括對

師對內在實務知識的覺知之外，也涵蓋

了將此實務知識轉他成實踐的心智思考

，以及對教學實踐行動的理由、價值及

對結果的深層批判反省。換吉之，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除了課程意識的覺醒之

外，還需要以批判的反思行動對課程做

深度的詮釋，並採取積極的行動改善現

況。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藝術與人

文課程政策歷經數次修訂，藝文教師的

課程詮釋與教學上的實務經驗也須隨之

轉變與更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

12年國民教育政策實施之際，如何強化

教師在課程改革與教學革新中的主體性

角色，激發教師的課程批判意識，促進

教師在教學實踐上的更新與突破，當為

可以努力的方向。

伍，結語

由於時代更替，藝術教育被各方

期望承擔的責任各不相同，論者對於藝

術教育的定位與內涵也途有爭議。使藝

術教育的目的、內容，以及存在價值等

問題一直不斷為關心藝術教育的人士提

出並討論。目前臺灣社會型態多元，自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之改革精神看

來-，其強調藝術與文化、生活結合之精

神明海地指出臺灣藝術教育未來的方

向與以往偏重學科取向的情況有別。然

而，自九年一貫教育改革推動以來，臺

灣教育政策常為各界質疑的問題之一，

即是教育政策在學理基礎之合理性尚未

確立下即付實施，使推動的教育政策常

在迫於時效的壓力下匆忙實施後，不但

課程政策與教師課程意識;以藝術與人文學習續域為例

須一邊實施一邊修正，並衍生許多耗費

人力、物力的配套措施，使得原先的教

育理想必須向現實妥協，甚且有時尚涉

人意識形態之爭。藝術類課程政策攸關

國民的藝術與文化素養，影響深遠，而

歷次課程政策修訂均耗費國家資源甚

鉅，因之對於課程政策之檢驗確有其重

要意義。

自臺灣教育改革列車開動以來，常

為論者質疑的，就是教育政策的擬定常

缺乏確切有效的基礎研究以及評鑑資料

作為決策參考。有關教育研究與教育決

策兩者之間的關條常為論者辯證，諸如

，究竟應是研究引導決策?還是決策影

響研究?而研究的結果是否確實能為決

策者所採用?除去研究與政策兩者間對

話機制的暢通與否外，以往的教育改革

或教育研究大多採取由上而下的模式，

身處教育第一現場的教師往往處於被動

接受的腳色，導致在整體教育的鏈結中

，研究、政策與實務三者問常有斷裂、

脫節的現象。因之，如何建立研究、政

策與實務三者間的互動與溝通機制，以

及在政策制定時如何兼及三者間的平衡

，當為各界關切。

\\

課程政策作為學校教育的核化旦

見觀膽。在課程政策的形塑與實施歷程

中，制定者與反對者的論點均有立足基

礎，其傾車L結果體現了教育霸權中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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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隱性結構互見的複雜性(趙惠玲，楊

孟蓉， 2011) 。在歷來課程政策的形塑過

程中，課程制訂者由於握有至高權，因

而能使用政策制定的技術性原則，發展

其課程論述。然而，各方壓力團體又往

往援用其輿論權對不符期望的課程政策

施壓，使課程政策成為不同利害關係人

進行折衝的結果。在課程政策塵埃底定

，成為學校教學的指引後，原本看似處

在課程政策發展結構底層的教師，則又

因握有實施課程的隱權力，因而能左右

課程的實質走向，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

經驗。因此，在課程政策的演化以及落

實過程中，呈現了各方參與人士之意誡

型態、權力結構與國家教育機制間的綿

密連動。

臺灣藝術教育發展百年以來，從做

為主流教育體系的邊緣點綴，漸次成為

社會各界具支持共識的學習領域，其重

要性已深植廣披(趙惠玲， 2012) 。諸多

藝術教育工作者在百年間持續辛勤耕耘

，終至呈現了今日臺灣藝術教育於深度

與廣度上並行開展的榮景，也反映了當

代藝術教育思潮的融會特質。社會變遷

及國家需求影響了課程政策的制定，課

程政策進而影響教師之課程意識與教學

信念，而教師的教學信念又指引其教學

實踐，在各方交織共構之下，形成了臺

灣是主術教育的發展以及傳承。在一世紀

之久的進展過程中，各階段課程政策的

制定者與教育思潮的領航者所吉均為聲

聲大端，惟做為課程詮釋與教學內涵之

隱權力擁有者的藝文教師，卻是今日藝

術教育機制中應被彰顯的新權力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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