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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第一年計畫目的旨在試圖透過課程政策相關利害關係人之論述，分析高中藝術

生活從八四年設置成形，九五年轉為必修，到九九年學科知識結構再度轉向，其淬煉知識

典範的過程樣貌，以及在歷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中，重要利害關係人之權力結

構對學科知識結構轉向的影響。從研究結果來看，八四、九五及九九藝術生活課綱修訂，

因社會時空背景、涉入人士的不同而使形塑脈絡各異，但仍均經歷了萌芽期、磨合期、權

宜期的轉變。由於三次修訂之課綱學科知識結構差異甚鉅，反應出因不同立場利害關係人

的權力運作而產生轉變的狀況。從研究結果來看呈現出政策面及利害關係人的權力運作兩

部分。政策面部分因課程修訂機制的根本問題，造成人事的更迭頻繁與課程評估依據的缺

乏，導致未能凝聚課程核心概念；利害關係人的權力運作部分，探討學科知識結構走向的

形塑中，課綱小組因不同專業背景所產生的認知差距、與外部壓力團體的妥協，召集人的

主導等捍衛學科主權的本位主義，為形塑課程的主要力量。以上兩部份呈現出藝術生活課

程修訂中，隱藏於權力結構關係中的「因」及所伴隨而至的「果」，不僅呼應研究計畫之初

衷，更從中延伸出對於學生需求關照的缺乏、社會期待與落實差距議題的省思。 

 

   本研究第二年期程旨在探究我國高中藝術生活科教科書形塑過程及其衍生議題，研究焦

點包含教科書各方參與人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綱要之看法與解讀之歧異度探究、藝術生活

教科書之編輯與審查之過程以及形塑過程中所引發爭議之探討。本研究於實際操作上採用

質性研究方法，對藝術生活教科書各方涉入人士進行深度訪談，其中包含教科書編輯委員、

審查委員、國立編譯館行政人員與出版社四方，研究結果依據各方人士之訪談內容進行分

析，形塑出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形塑之具體樣貌，研究成果與預期達成之目標相符，並彙

整出藝術生活教科書形塑過程中所衍生之相關議題實可形成未來於藝術類科教科書相關之



研究參考。 

 

    本研究第三年旨在探討藝術生活教師在藝術生活課程所持之教學信念，攸關藝術生活

課程的未來發展，藝術教育改革者應傾聽藝術生活教師在歷次課程政策變革下對課程的詮

釋與評價，並思考相關議題對台灣學校藝術教育的意義。實際操作上採用量化研究方法，

對於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和教學資源等層面教學信念與教

學實務經驗之實際情況，並比較受訪對象性別、年齡、最高學歷、畢業科系、教學年資、

藝術生活任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科目、是否具有藝術生活科認證、任教學校、學校所

屬類別、學校是否設置藝術才能班與學校規模等不同變項其差異情形。據結論分別對教育

行政單位、師資培育機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期提供教師審視

自身教學理念及學者們未來研究之參考。 

  

    研究團隊秉持著兢兢業業的研究態度，從研究計畫啟動開始，無不隨時檢視自身的不

足，並邀請各方專家給與諮詢及建議。在各界的協助之下，業已達成研究目標，在此之外

的研究獲得與延伸省思，更為彌足珍貴的研究體驗。作為藝術生活課程研究的基礎，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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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藝術生活」學科，為提升台灣社會文化素養的覺醒意識，對於高中藝術教育改

革的行動標地之一，亦為世界各國學校藝術課程中首創之科目。其多元的課程內容，不僅

象徵了社會中提升藝文的需求及氛圍的開放、也反應出後現代教育思潮下，學校藝術教育

概念的轉向。 

 

戰後的台灣藝術教育，長期仰賴西方知識的涵養，尤其以現代主義思潮下的「創造性

取向藝術教育」、「學科本位取向藝術教育」、「奧福音樂教學體系」、「山葉音樂教學體系」

和「鈴木教學法」等，一直以來處在建構藝術課程的理論根基之地位，然而在後現代主義

思潮一波波的衝擊下，如「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等，充滿多元性、地區性及各種議題關懷

的思潮，引發台灣社會對於自身文化與教育反思，直接或間接的促成了「藝術生活」的產

生，其所代表的不僅只是世界首創之藝術科目，更代表著台灣藝術教育在吸收西方知識養

分多年之後，首株根基於台灣藝術教育土壤而發芽之藝術課程。 

 

因見證一個科目的產生是極為難能可貴的研究機會，透過「藝術生活」課程發展的研

究，不僅作為台灣近二十年來，高中藝術教育轉變的總整理，更揭櫫隱身於藝術課程形塑

背後的意識型態與機制問題，提供教育當局未來進行課程修訂之參酌，以及「藝術生活」

相關研究的研究根基。期待未來，能吸引更多研究者延續整合「藝術生活」課程的其他研

究面向：如全國藝術生活課程實施現況、教師教學、學生需求、行動研究等，促使台灣高

中藝術教育更臻至完善，以達到涵育國民藝術文化素養，豐富精神生活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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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藝術生活」為臺灣高中教育藝術領域的新設科目，於民國八十四年初設

時，因定位為選修課目，並未落實；隨著九十年代高中課程的改革，藝術生活於

民國九十五年修訂後轉為必修，於九十九年則再經修訂重付實施。在藝術生活從

設置成形至全面實施的過程中，其學科知識結構歷經數次轉向，衍生諸多議題。

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探討高中藝術生活科目的設置始末，並理解其學科知識形塑過

程中，相關教育決策圈、教科書商圈以及教育現場圈三者間之互動與連動，以及

相關議題。為達成前述目的，本研究以三年為研究期程，第一年透過課程政策相

關利害關係人之論述，分析高中藝術生活淬煉知識典範的過程樣貌，以及歷來課

程政策形塑過程中重要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之影響。第二年以藝術生活教科書之

編審為研究主軸，探討藝術生活教科書在課程政策的連續變革下，對於課綱內涵

的轉化及涉入人士權力結構之影響。第三年則以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為研究

主軸，瞭解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課程政策的轉變脈絡下，對藝術生活課程的詮釋

與教學經驗。透過前述梳理，期望能對臺灣高中藝術教育的新版塊，有所理解。 

關鍵詞：藝術生活、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藝術生活教科書、藝術生活教師教

學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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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s and Life is a new subject in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Taiwan. Arts and Life was first established as 

an optional course in 1995 so it was not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This subject has become a required course 

while curriculum reform occurred in 2006. In 2009, however,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 of Arts and Life 

changed once again.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 of Arts and Life has been modified several times since it was 

first esta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issues have been emerged from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Arts and Life and its emerging 

issues from policy making, textbook producing,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rspectives.This three-year 

research has emphasized different foci each year. In the first year, the development of Arts and Life 

curriculum policy and the power structures of significant stakeholders during the policy shaping transitions 

are identified by analyzing the discourse of these stakeholders. In the second year,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examining how the transition of Arts and Life curriculum influences its textbooks and the power relation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editing, reviewing, and publishing the textbooks. In the third year, the main focus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belief and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high school Arts and Life 

teachers while the curriculum policy is consistently changing. These three main issues of high school Arts 

and Life curriculum are clarified in order to shap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new subject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art educ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Arts and Life,  Arts and Life curriculum policy,  Arts and Life textbooks,   

teaching belief of Arts and Life teachers 

 

 

 

 

 

 

 

 



 

 

1 

「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藝術

生活課綱為例」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第一章  緒  論 

    本計畫係為國科會多年期整合型專案「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

析－以高中課程綱要為例」之研究，涵括高中國文科、英文科、歷史科、公民與

社會科、藝術生活、生活科技共六大科目，而藝術生活也為其一子計畫內容。課

程政策的分析研究，必須從「脈絡」(context)、「文本」(text)和「結果」(consequence)

三個層面著手。面對當前高中課程綱要政策制訂與實施過程中的種種挑戰與問

題，本整合型研究計畫，特別針對普通高中各科課程綱要政策理念與形塑過程、

政策文本內涵、實施情形與實務議題等層面，進行全面、連貫的多年期探討研究，

深入檢視普通高中課程改革所涉入之高中教育定位、學科知識結構、信念價值、

意識型態、及社會新興議題等，藉以釐清課程改革之社會歷史脈絡意義。因此特

別邀集校內外教育領域與各學科領域的專家，進行跨校、跨系所的合作研究，建

立教育專業學習型社群，一方面提升成員的教育研究參與度與研究實力，一方面

則透過彼此間的合作與對話，來加強對課程理論與實務問題的敏銳度與思考層

面，透過共同進行課程政策型塑與實施的相關議題探討，期能深入理解課程改革

背後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環境脈絡因素，建構出較理想的課程理論

架構與實務改進策略，讓教育研究能更具實務應用價值，進而提供具體的課程政

策建議供課程政策制訂者修訂高中課程綱要之參考。 

研究的整合取向即在於各科課程綱要型塑與實施的同步探索，一方面透過交

互討論，來釐清課程政策形塑過程與實施階段所涉入的議題及其社會歷史脈絡意

義，另一方面則透過參照比較，來瞭解不同學科領域的課程實務議題差異。無可

否認地，以整合方式來進行研究，較能呈現當前普通高中課程政策相關問題的通

盤樣貌。研究群的各個子計畫則依據新修訂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95暫綱)

的學科規劃而架構相關規劃，包括：語文領域的「國文科」與「英語科」，社會

領域的「歷史科」、「地理科」與「社會與公民科」，藝術領域的「藝術生活科」

及生活技能領域的「科技與生活科」。另外，因為高中課程改革不可忽略高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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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定位問題的相關思考，本研究群中，特別有一子計畫處理「普通高中定位及其

課程政策形塑」的理念與議題研究，作為其他各子計畫分析各科相關議題的參照

基礎。基本上科教處所關照的數理、自然等領域的相關科目，則不包含在本計畫

內，由科教領域的專家學者另案行進行研究。 

為求研究面向的完整與議題分析的連貫，子計畫一「普通高中定位及其課程

政策型塑之研究」採三年研究設計，逐年探討高中課程總綱層次、學科結構層次

及學校實踐層次的高中教育定位議題，其他各學科的子計畫都一致採分兩大階

段、三年期的研究規劃，對高中課程政策的型塑與實施，進行深入的議題脈絡探

討與解析。透過共同的方法設計架構與流程，企圖在第一年釐清各科課程政策形

塑的理念與所涉入的爭議及各科程政策形塑的脈絡環境與策略方向；第二年瞭解

各科課程文本（教科書）的發展過程與相關爭議，包括學科知識結構、意識型態、

教材教法議題等；第三年瞭解各科教師對該科課程政策及其內涵的看法及判斷與

詮釋課程的參照基準與依據。研究過程中，不同的子計畫間，則可藉由相關領域

的交流分享，探索比較課程形塑與實施議題的異同，而總計畫召集人甄曉蘭教授

則將負責研究手冊的編擬、問卷設計架構規劃、研究進度與研究品質的掌控、以

及子計畫研究發現的參照比較與彙整，並籌劃辦理兩階段的研究成果分享研討會

（第二年及第三年結束後），以及在第三年團體組隊以Symposium 方式參與國

際研討會進行論文發表。本整合型研究計畫經三年的研究，將呈現以下效益： 

（一） 透過對課程政策、教育定位、學科研究等面向之整體性多年研究，兼顧 

基礎研究與實務議題分析，可對我國普通高中的理論建構與政策發展有

重要貢獻。 

（二） 參與本研究計畫人員經過相互的研討與觀點的激盪，將整體提昇研究的 

能力。 

（三） 參與本計畫的研究生，對於研究方法的實施、課程政策的形塑與課程與 

教學相關理論與實際有更深刻的體悟與了解。 

（四） 透過理論與文獻的分析及實務的深入探究，可讓研究者及實務工作者對 

課程改革，課程文本發展及師生對課程的詮釋與評價等相關議題有一系

統性、及整體性的瞭解。 

（五） 透過三年深度的合作探究與團體討論，將發展出具體可行的高中課程與

教學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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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整體研究成果將將拓展學術界、實務界、及決策人員對高中課程政策與

實施的瞭解，豐碩其參照思考觀點。此外，亦將提供政策決策者、師資

培育工作者與實務工作人員據參考價值的相關理念與作法。 

（七） 透過國內外之研究成果發展，增益臺灣本土課程改革理論的建構。 

（八） 透過對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學科定位之整體性多年研究，兼顧基礎

研究與實務議題分析，將對我國普通高中藝術教育的理論建構與政策發

展有重要貢獻。 

整合型之子計畫中「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課程綱

要為例」自奉核後，於 2008年八月即開始執行至 2012 年一月底，共計三年半的

期程。於研究進行期間，根據整合型計畫初擬之研究方向，本研究依照預定工作

進度，執行各項研究工作，透過文獻探討、深度訪談、文件分析、問卷調查等方

式，針對高中「藝術生活」科課程政策、教科書形塑過程、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

念、課程實施階段所涉入之議題與其社會歷史脈絡意義，進行探討分析，收集各

項研究資料，藉以呈現當前普通高中「藝術生活」科課程政策相關問題的樣貌，

回饋實務現場教育工作者與政策執行者，對我國學校藝術教育的新設學科與發展

脈絡有所理解，並對未來相關研究或政策擬定等有所助益。整體而言，本研究迄

今之工作進度與成果略為超前於原先預定之，各項工作之進行亦尚為順利。 

    「藝術生活」為臺灣高中階段藝術教育的新設科目，自設置以來，因學科知

識結構於歷次課程政策修訂中頻有更動，引發許多討論。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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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藝術生活之設置使我國高中藝術教

育呈現新的樣貌，影響至深，本研究乃以三年為研究期程，逐年探討高中藝術生

活的課程政策、教科書編審，以及教師之教學信念。 

於第一年中，本研究試圖透過課程政策相關利害關係人之論述，分析高中藝

術生活從八四年設置成形，九五年轉為必修，到九九年學科知識結構再度轉向，

其淬煉知識典範的過程樣貌，以及在歷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中，重要

利害關係人之權力結構對學科知識結構轉向的影響。於第二年中，本研究以教科

書之產製為研究主軸，探討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在八四、九五、九九等三次課綱

轉變下，其編撰、審查與出版的形塑過程、編撰與審定者對藝術生活課綱政策的

看法、教科書形塑過程中所涉及之權力關係以及衍生之議題。於第三年中，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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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則在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不斷轉變的脈絡下，以藝術生活教師對課程所持之

教學信念為研究主軸，探究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的認知層面與教學實務經驗的

看法，包含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教學資源等層面，同時探討不同背

景變項教師對前述層面的觀點及差異情形。 

高中「藝術生活」科為我國藝術教育史上的新設科目，其設置臺灣高中藝術

教育增添了新的氣象，展開另一頁篇章。以下即按研究年度，第二章說明高中課

程政策形塑與實施議題脈絡分析多年期研究架構、執行方式與整合型計畫之關

連，隨即依據三年之研究背景、研究目的與問題、文獻收集與評述、研究設計與

實施、研究過程與成果等逐年撰寫，分別為第三章第一年期計畫—高中藝術生活

課程政策形塑脈絡與衍生議題、第四章第二年期計畫—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之形

塑過程與衍生議題、第五章第三年期計畫—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與差

異，第六章為研究成果，第七章則為研究成效自評。。 

 

 

 

 

 

 

 

 

 

 

 

 

 

 

 

 

 

 



 

 

5 

第二章  高中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議題脈絡分析多年期計

畫研究架構  

 

以下將針對三年之研究期程分別敘述各年度之研究與總計畫其他子計畫相

關性說明。 

 

壹、與總計劃與其他子計劃相關性說明 

「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藝術生活課綱為例」為整合

型計劃「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課程綱要為例」中的子計

畫七，於本段中先說明本研究計畫與總計劃及其他子計畫間的關係，其後再依序

說明本研究計畫的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及國內外相關研究情況與重要

參考文獻之評述等。 

本研究計畫與總計劃及其他子計畫間的研究結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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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一，「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課程綱要為例」

整合型研究計畫主要之目的為針對普通高中各科課程綱要政策理念與型塑過

程、政策文本內涵、實施情形與實務議題等層面，進行全面、連貫的多年期探討

研究，深入檢視普通高中課程改革所涉入之高中教育定位、學科知識結構、信念

價值、意識型態，以及社會新興議題等，藉以釐清課程改革之社會歷史脈絡意義。

在探索前述議題時，除語文、社會等主要升學考試科目外，亦希望能檢視藝術生

活等「非考科」在我國高中課程綱要中的定位與實施面向。尤其這些非考科目以

「必選修」方式進行規劃，使得這些科目在實施上有著不確定的因素，其在我國

高中教育中之意義與被規劃方式背後的意識形態，有被檢視的需要。 

以藝術領域而言，雖然我國各級教育目標均彰顯國民藝術涵養的重要性，「美

感素養」也已成為當下各個國家重要的競爭力，然而，這些重要性卻似乎未反映

在高中階段的課程政策中。藝術領域科目往往因「必選修」的「彈性」假象，使

之成為學校排課上的犧牲品。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草案》（以下簡稱98

課綱草案）中，藝術領域的修習學分數甚且被刪減，更突顯了藝術領域的邊緣化

地位。在高中藝術教育中，「藝術生活」是新增科目，其學科結構從新設科（民

國八十四年）為選修，到《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以下簡稱95暫綱）成

為必選修，再到98課綱草案，皆呈現了流動不定的現象，使得藝術生活的實施相

較於其他音樂、美術等藝術領域科目，衍生更多的爭議性議題，值得探究。因此，

「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藝術生活課綱為例」子計畫的實

施，將能使整合型計劃所欲耙梳之議題，更形完整。 

在與其他子計劃相關性的部份，由於整合型計劃中「子計畫一」將處理「普

通高中定位及其課程政策型塑」的理念與議題研究，並將收集國外相關政策理論

與研究，適可作為本研究計劃分析藝術生活科相關議題時的參照基礎。而在為期

三年的研究期程中，本研究計劃將在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源上與其他子計畫互相支

援並互相補強。使整合型計劃與本研究計畫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對於我國高中課

程綱要的政策與課程研究，能提供一完整且具結構性之參考價值。 

「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藝析－以高中藝術生活課綱為例」專題

研究計劃之目的，為探究我國高中「藝術生活」科目自民國八十四年設置，95 暫

綱轉為必選修，到98 課綱草案學科知識結構轉向的發展脈絡與政策形塑過程，

並檢視「藝術生活」課程實施後，對教科書的編撰與審定的影響，以及教師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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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詮釋、教學實踐與評價，學生對課程的詮釋、學習經驗與評價等。根據研究

目的與問題，將本計劃規劃為兩階段、三年期的連續性研究，分階段逐年探討各

項議題。 

以下依次說明本研究計畫的整體研究架構、所選取的研究方法、信效度檢驗

與資料分析，再依研究階段逐年說明各年度的進行步驟、執行進度等。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計畫主要針對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型塑及實施所涉及的議題，進

行脈絡分析，因此整體研究設計預計以三年時間，分兩階段，對高中藝術生活課

程政策的型塑與實施，進行深入的議題脈絡探討與解析。兩階段之研究架構設計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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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高中藝術生活政策實施層面探討階段  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計劃的研究方法方面，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考慮不同研究階段探 

討議題與研究對象的性質，將採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輔的模式進行。預計將採

用文獻分析、論述分析、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收集研究資

料，以下說明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於本研究計劃中之主要應用目的有二。首先，由於「藝術生 

活」科於我國高中藝術教學領域尚屬成立未久的新興學科，於本研究中，將收集

國內外高中藝術教育課程相關之文獻與研究，包含國內、外書籍、期刊、論文、

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等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比較、整理與綜合，並且從理論

與實務等面向進行分析探討，用以發展歸納本研究所需之理論與實務基礎，並嘗

試建構高中「藝術生活」的課程理論，作為未來發展問卷之參考。其次，應用文

獻分析法的目的則在針對我國高中藝術教育課程發展的過程，蒐集與彙整相關法

規、新聞等文獻資料，分析、比較、歸納三階段（八十四年高中課程標準、95

暫綱、98課綱草案）藝術生活課程的內涵，以及三者間的異同。希望透過前述文

獻的分析過程，除釐清本研究計劃的理論架構外，並於未來研究進行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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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修正研究範疇、研究設計等。 

（二）論述分析法 

由於本研究計畫是以課程政策的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為主要問題意識，而 

課程政策即是一種論述（歐用生，2006），因此，本研究計畫將應用「論述分析

法」的研究策略，梳理在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產製與形塑的過程。在未來研究進行

時，將計劃申請人的腳色定位為「課程政策研究者」，希冀能自所收集到的文本

件，包含法令條文，新聞輿論，網路訊息等，耙梳「課程政策決定者」對於課程

政策的形塑，以及「課程政策接受者」對於課程政策的詮釋與實踐。在分析所收

集到的文件時，將探討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是如何成形？形塑的過程中，誰有

權力說？說些什麼？用了哪些語言、學理來支撐其立論？說話的人各自的意識型

態為何？課程政策形成及轉向的社會脈絡、政治脈絡、利益脈絡又為何？期望能

在三年的研究期程中，以單一的問題意識出發，從眾多文本中梳理其間的意義，

建構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與實踐的脈絡。同時，於研究過程中，也將根據

所收集文本的性質，採用不同的分析方式，如「文件分析」、「輿論分析」等，

進行不同類型資料的探察。 

 

（三）深入訪談法 

根據Kvale（1996），深入訪談時，研究者透過與研究對象面對面的交互作 

用，較能了解研究對象以自身語言陳述其生活、經驗等內心世界的觀點。因此，

為了解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與實施，本研究計劃將以「深入訪談法」作

為面對研究個體，收集深入之研究資料的主要方式。預計在第一年中，本研究計

劃將以曾參與藝術生活課程形塑與決策過程的人員為訪談對象，預計將包括三次

藝術生活課程（八十四年課程標準、95暫綱、98課綱草案）的課綱委員、課程決

策者，以及教育行政人員等。在第二年中，本研究計劃將以曾參與藝術生活教科

書產製過程的人員為訪談對象，將包括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者、審查委員、出

版書商等。在第三年中，在問卷調查結束後，將分別以立意取樣選取高中藝術生

活教師、學生為訪談對象。在各年度訪談時，將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收

集，亦即，計畫申請人屆時將依各年度研究主軸，擬定訪談大綱，引導訪談的進

行，並保持開放空間，使受訪者能充分表達其對課程的認知、感受與內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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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點團體法 

本研究計劃之目的為探究我國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與實施，預計將 

於第三年的研究期程中，分別探察教師對課程的詮釋、教學實踐與評價，以及學

生對課程的詮釋、學習經驗與評價等。「焦點團體法」是針對某特定問題或特定

族群組成團體進行資料收集，以小團體訪談方式，在具彈性的情境中，激發成員

彼此間的互動，討論廣泛性或具爭議性的議題，因而適用於探索性研究，探查較

新的研究領域與方向時之用。因之，調查群眾對政策的反應時，即可使用焦點團

體法（Grbich，1999）。因此，初步收集教師對課程的詮釋、教學實踐與評價，

以及學生對課程的詮釋、學習經驗與評價。所得之資料，除回應各年度研究問題

之外，尚將作為發展「台灣高中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念調查問卷」的基礎。 

 

（五）問卷調查法 

在本研究計畫中，為能了解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實施層面，將於第三年 

以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學生為對象，探討教師與學生對於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詮

釋以及評價，並以焦點團體方式，建構教師與學生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的初步詮釋

以及評價。在建構初步資料之後，將根據收集資料，分別設計問卷，以全國高中

藝術生活教師為研究母群，進行具代表性的抽樣後，實施問卷調查，了 

解受調者對藝術生活課綱的看法。同時，為確保證問卷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在形成正式問卷之前，將對問卷進行試測，並對試測結果進行信度和效度分 

析，再根據分析結果篩選問卷題項，調整問卷架構，提升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預 

計在高中藝術生活教師部分，將在抽樣後以「郵寄」方式，將問卷及回郵信封， 

直接寄給受調學校，請受調教師填妥後寄回。在高中學生部分，由於將收集不同 

類組、不同類型學校學生的反應，因此將以學校、班級為抽樣單位，透過派員面 

訪的調查方式，直接面訪受調學生，收集資料。 

 

參、信、效度檢驗與資料分析 

為使本研究具信度和效度，預定於計劃進行時將採用三角校正法，檢核、驗 

證研究過程以及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以檢證所建構的事實（參Kvale，1996）。 

在研究進行時，將使用下列方式進行三角校正： 

1. 資料的三角校正：將運用各種資料來源（包含法令規章、媒體輿論、網路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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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等），進行分析比較。 

2. 人的三角校正：在研究者部份，將以不同的人（包含研究計畫申請人、共同 

主持人與研究助理）蒐集、分析，解釋資料。在受試者部份，將採分層取樣， 

關照不同的層面。 

3. 方法的三角校正：將運用多元方法，包含焦點團體、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等 

方法同時使用。 

4. 理論的三角校正：將運用多元的觀點，諸如批判教育學、政治社會學、當代 

藝術教育思潮的理論等來解釋所收集的資料。 

其次，在本研究問卷調查的信、效度部分，將先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文獻 

分析、焦點座談的資料為基礎，發展問卷草案。草案完成後，將邀請專家進行審

查，預計將邀請課程專家、藝術教育專家、教育統計專家、教育行政人員、教師

等，針對問卷的內容分析審查。問卷草案依專家意見修正後，將實施試測，並對

試測結果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根據分析結果篩選問卷題項，調整問卷架構，以

提升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最後，則將依據所獲得之質性與量性資料，進行交叉比

較與分析，探究其間的脈絡關係，以回答研究問題，使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得以確

實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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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年期計畫—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脈絡

與衍生議題 

壹、研究背景 

    因應時代迅速遞嬗，以及社會環境急驟變遷，臺灣的教育改革在各方期待

下，積極進展。為配合社會變遷以及教育改革，自民國十八年至九十六年為止，

我國高中課程也已進行十三次修訂（教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2007）。對藝

術領域而言，歷次修訂中最大的改變即是藝術生活科目的設置。原本臺灣高中藝

術領域僅包括音樂、美術二科，民國八十四年在「藝術教育生活化」的期許下，

新增藝術生活一科，由於當時各界共識度不足，將之定位為選修課程（邱婷，

1994、教育部，1995a），少有學校開課而形同具文，相關爭議漸趨緩解。至九

五暫綱時，藝術生活成為必修，與音樂、美術在高中藝術教育中分庭抗禮，其知

識結構亦被重新界定。由於藝術生活對原高中藝術領域的師資生態有所衝擊，乃

產生許多質疑聲浪（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學科中心，2007、漢寶德，2007）。

在九五藝術生活甫獲各界接受後（甄曉蘭、卯靜儒、林永豐，2007），九九新課

綱的機制啟動，在微調的原則下，卻呈現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大幅轉向的狀

況，再掀爭議。 

高中「藝術生活」學科在我國藝術教育發展史上，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其科

目之發軔與歷次課綱修訂過程均引發討論。由於高中藝術生活學科之形塑脈絡與

臺灣社會、科技以及教育政策的發展等息息相關，是臺灣藝術教育發展史上一塊

亟待釐清的領域。為釐清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自初設至今的形塑脈絡與衍生議

題，本年度之研究持論述分析為著眼點，藉由課程政策涉入關鍵人士的訪談資

料、文件資料與報紙輿論等，針對研究問題進行分析，獲得包括藝術生活課程政

策的形塑過程、歷次規劃理念，以及其知識結構與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間的互動

關係等研究結果，並梳理衍生議題。 

 

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分析臺灣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的論述，瞭解藝

術生活課程政策於各修訂階段的發展過程，並探究利害關係人之權力結構與學科

知識結構轉變間的關係。根據研究目的，擬訂下列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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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於八四課程標準修訂階段中的形塑過程為何？ 

二、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於九五暫綱修訂階段中的形塑過程為何？ 

三、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於九九新課綱修訂階段中的形塑過程為何？ 

四、高中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與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的關係為

何？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年度計劃之目的為透過利害關係人對己身參與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

修訂經驗之敘述，分析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以及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轉變與

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間的關係。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提綱，

個別訪談歷次課程政策的涉入人士，收集主要研究資料，並佐以文件、輿論分析

等，以使研究更趨周延。由於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涉及不同關係人權力結構

的交織關係，本計劃於解讀資料時即以論述分析為策略，梳理課程政策發展過程

中的論述形構，理解各發話主體在過程中的位置、影響與互動。 

肆、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訪談之對象，分為藝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委員、審查委員、出版社相

關人員與國立編譯館相關承辦人員與相關專家學者等五大類，共計24人。其中包

含教科書編輯委員共11名、教科書審查委員共6名、教科書出版社相關人員共4

名、國立編譯館相關人員共2名、相關學者專家1名，訪談對象之職稱與背景逐一

整理，所有訪談資料均以匿名方式呈現。同時，由於本年度計畫以論述分析為策

略理解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對涉入經驗的表述，受訪者於課程制定過程中的位置

與身份是解讀關鍵，因此將受訪者於課程制定中的「角色職稱」及「身份背景」

逐一整理；角色職稱為受訪者於課程政策發展中的位置，身份背景則代表其發話

立場。本研究訪談提綱與受訪者之資料與編碼方式參見附錄一、附錄二。在文件

部分，包含與三次課綱修訂相關之教育部新聞稿、會議資料與記錄、公聽會發言

條及課綱問卷調查等四類，其內容與編碼方式參見附錄三。在輿論資料部份，共

蒐集與三次課綱修訂相關之報紙輿論共二十三篇，其內容與編碼方式參見附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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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文獻收集與評述 

第一年研究文獻收集上計有三大類別，包含對於高中教育課程理論、高中

藝術教育政策與實施、國內外相關研究的梳理等。其中有關高中教育課程理論部

分，則以整合型計劃於定期例會中，對於國外高中教育經典論述的思考以及回應

為主，以下分別進行敘述。 

一、高中教育課程理論 

為增益整合型計劃的實施效能，「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

高中課程綱要為例」整合型計劃主持人乃籌劃「課程經典與當代論述的對話-社

會文化脈絡與課程政策的形塑」讀書會，於會中由各子計畫參與者輪流導讀國外

高中教育經典文獻，並於例會中進行討論，就課程經典與當代論述對話，以透過

連結課程學者與不同學科領域專家，一起進行國外高中課程政策之經典研讀與歷

史文化脈絡回顧。透過有系統的交互討論與參照比較，進一步豐富整合型參與者

的課程視野，激盪出新的課程思維，或建構出較理想的課程理論架構與實務改進

策略，提出具體政策建議供課程政策制訂者修訂高中課程之參考。 

「課程經典與當代論述的對話-社會文化脈絡與課程政策的形塑」讀書會有

五次經典論述的討論例會，共研讀十篇經典論述，於每次例會結束後，並有數項

討論題綱，提供各子計畫針對問題，從各自所負責之學科領域角度，進行反思。

以下即將本研究於歷次讀書會的討論提綱中，從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角度，

選擇與本年度計畫相關之討論議題，陳述本研究所進行的思考與回應。 

 

（一）第二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893):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en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ies. 

※ Kliebard, H.M. (1979).Systematic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890-1959. In J. 

Schaffarzick & G. Sykes (Eds. ), Value conflicts and curriculum issues 

(pp.197-236). CA: McCutchan Publishing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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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議題：《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ies》中，十人

委員會列出了九個分科委員會的討論題綱，其中一些問題至今仍爭議不斷，很

值得探討，請就所屬的學科領域，思考目前學科中的主要議題為何？哪些知識

內容、主題或能力發展，應該被納入到課程當中？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儘管「藝術生活」最初關注焦點為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藝術，包含所有因科

技發展之新興藝術。但就目前 84、95、98三階段看來，關於「藝術生活」的知

識內容、主題或能力發展之形塑與人為之因素密不可分。截至目前為止，本研

究尚未發現高中藝術生活科目產生如美術、音樂此類藝術領域學科的共識，期

望本研究於未來就梳理 84課綱、95暫綱至 98新課綱間學科知識結構的轉變後，

能就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內涵，提出具參考意義的建議。 

 

（二）第三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18):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 Kliebard, H.M. (2002). The Cardinal Priciples Report as Archaeological   

Deposit. In Change Course (pp. 39-49). NY: Teacher College Press. 

反思議題：社會變遷、人口改變、教育理念等因素分別對高中課程各 

學科領域之課程結構和內涵產生什麼影響？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原本我國高中藝術領域僅包含有美術、音樂兩類，並行之有年。然而，近

年來時代變遷迅速，儘管美術、音樂之課程內容亦隨時代有所更新，但其轉變

的速度不足以滿足社會快速變遷及科技發展之下所產生的新興藝術樣貌。加上

美術、音樂兩類學科的本質仍是無法完全脫離菁英藝術的色彩，以致於課程的

內涵與高中學生實際生活層面有所斷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變遷脈絡之

下，「藝術生活」產生的部分原因，即是為了能夠拓展藝術領域之學習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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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藝術知能落實在生活中。再加以藝術生活設科時受到歐美高中通識課程性

質的教育理念之影響，為讓學生有更多的不同藝術類別之選擇，因而產生我國

高中教育階段中的「藝術生活」科目。 

 

（三）第四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1927): List of Fundamental 

Questions on Curriculum-Making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urriculum 

Making 

※ Cuban, L. (1979). Determinants of Curriculum Change and Stability, 1870- 

1970. In J. Schaffarzick & G.Sykes (Eds. ), Value conflicts and 

curriculum issues (pp.139-198). CA: McCutchan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反思議題一：在《The foundations of curriculum making》中，課程編制委員

會成員提出了課程編制的主要問題與基本原則。請各子計畫從所負責之學科領

域，思索此一學科領域在整個高中教育的地位應該怎麼被看待？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藝術生活學科於民國 84 年之課程標準首度出現，隸屬於藝術領域中的一

科，其內涵為既有藝術學科及其他藝術類型之匯集，可謂為國內外類似教育階

段中首創之獨特學科。84年之課程標準將藝術生活規劃為選修四學分，然而在

缺少專業師資的現實情況下，少有學校實施此一課程。在 95暫綱中，由於重要

決策人士的爭取，藝術生活學科始被列為必修科目，並對學科內涵作了一些修

訂；而在 98新課綱修訂時，藝術生活學科之內涵又作了一次大幅度的變動，雖

藝術領域總學分數較暫行綱要減少二學分，藝術生活學科仍維持為必修科目。

暫行綱要已於九十七學年度開始實施，此新興學科的發展備受關注，但因由高

三開始實施，仍有不少反對聲浪，並面臨配課予升學科目教師任教之窘境，藝

術生活學科乃至整體藝術領域在高中教育的地位，實為亟需思考之重要課題。 

於 98 新課程綱要之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中，曾彙整一份關於各國高中課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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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會議資料，其中亦針對各國高中藝術課程之比重作一比較，發現台灣高中

教育中，藝術課程學分數與節數較其他國家為多；而亦有意見表示，相較於課

程標準，暫行綱要與新課程綱要之藝術領域學分數已有所提高。但若僅以此數

據來判定台灣是否重視藝術教育，仍稍嫌偏頗。早期的台灣教育（包含藝術教

育）皆以理論為主，而忽略實作之學習以及與生活之連結，此觀點於國中小九

年一貫課程中獲得初步的實踐，而教育改革之延續性使高中課程綱要之修訂亦

著重於此一面向。在藝術領域中，藝術生活學科即為最貼近生活實踐之課程，

在新課程綱要的修訂過程中，為了與音樂及美術課程作區隔，亦將重點放在與

學生生活經驗的連結，以及學習實用之技能上。在《The foundations of curriculum 

making》中，提及課程的編製應從兒童發展之研究及有效社會生活兩種觀點來

看待課程建構，從兒童發展的觀點來看，青少年在高中階段心智已臻於成熟，

可作複雜之邏輯思考與操作，而藝術生活學科對於生活中各類藝術類別之鑑賞

與實作，皆能啟發其以更多面向來思考與創作，激發創造力與想像力。因此，

藝術生活學科既已設科，即便其學科知識結構仍未取得各方共識，惟就整體藝

術領域學習的意義而言，藝術生活在當前高中教育架構中，自有其重要性。實

有不容忽視之地位，其於當前教育現況被忽略的情形，則提醒我們對其應有的

重視仍有待加強。 

 

反思議題二：在《Determinants of curriculum change and stability，1870-1970》

中，回顧一百年（1870-1970）來，課程革新發展的背後有哪些影響勢力（forces）

改變並影響課程。在這波九八課綱的制定，回到專案各學科的變化來看，有哪

些因素影響著課程的修訂？影響勢力（forces）可能是價值系統、利益團體的介

入等。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根據本研究專案目前所收集的資料顯示，在藝術生活 98 新課綱的修訂中，

其重大轉變最關鍵的影響勢力，可謂為相關決策者的「人為」主導。此一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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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包含教育部政策決定者以及課綱召集人，教育部政策決定者決定了高中 98新

課綱需銜接國中小九年一貫的目標，而課綱召集人則因為個人所屬學科領域，

形塑了 98 藝術生活新課綱內涵的重大轉變，將藝術生活內涵從 95 暫綱的六大

類別轉變為視覺應用藝術、音樂應用藝術與表演藝術三大類科鼎足而立的態

勢，以與國中小九年一貫中藝術與人文領域之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聯結。

而表演藝術由原本 95 暫綱六大類科之一，大幅增加為三大類科之一。因此，根

據本研究專案目前所收集的資料顯示，決策者的「人為」主導似為 98藝術生活

新課綱學科知識結構轉向之主要因素。 

 

（四）第五次例會 

研讀文獻： 

※ Thayer et al., Commission of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1938): 

Reorganizing Secondary Education 

※ Kahne, J. (1995). Revisiting the Eight-Year Study and rethinking the focus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Educational Policy, 9(1), 4-23. 

反思議題一：在《Reorganizing secondary education》中，重新檢視中學教育

改革的理由，有重新適應美國生活、社會文化潮流的機會與威脅、新學習理論

的影響及教育目的與實踐的混淆。在這一波九八課綱的修訂，就所負責之學科

領域，思考可有目的和實踐混淆的情形？若有，可能是什麼？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在《Reorganizing secondary education》中，提及要把中學的方向作概括類化

很困難，不只是因為各校各有不同，也因為人們對學習理論和學校功能方面的

混淆。而在藝術生活 98 新課綱中，期望學生在高中教育中能習得視覺應用藝

術、音樂應用藝術及表演藝術至少一類之能力，而究竟這些課程應以鑑賞為主，

是以體驗為目的即可，亦即大學通識課程之向下延伸，抑或以技能與專業知識

的培養為目標，以作為銜接大學專業科系之先修養成，便似乎呈現了學習理論

與學校功能的混淆。本研究小組認為，欲解決此問題，須先釐清高中教育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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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方能有指導之方針。 

 

反思議題二：從《Revisiting the Eight-Year Study and rethinking the focus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可知，規範（norm）、價值訴求（value）、技術

（technology）和主流教育政策分析文化（culture of mainstream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常扮演影響課程決策的關鍵因素，在這波九八課綱的制定中，就所負

責之學科領域來看，影響該學科領域的規範、價值訴求、技術和主流教育政策

分析文化是什麼？有哪些背景依賴（situated dependent）因素影響著課程的修

訂？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在 98 新課綱的制訂中，影響藝術生活學科決策的規範為對國中小九年一貫

的銜接，以及藝術領域學分數的減少，因為這兩個關鍵的規範，造成藝術生活

學科由暫行綱要的六大類科，大幅轉向為新課程綱要的三大類科，以因應銜接

九年一貫的教育政策，亦是對學分數減少的權宜之計。 

而在 98 新課綱要制訂時，藝術生活學科的價值訴求因課綱召集人所隸屬的

學科領域，使課程內涵大幅轉變，其中表演藝術所佔份量大增，且其內涵且滲

透到另外二類科的結構之中，因此新課程綱要的價值訴求之ㄧ，似為決策人士

的核心價值。 

在技術方面，影響藝術生活學科內涵的，則是如何不增加學生在課業壓力之

外的負擔，以及減輕學校排課的行政作業。98新課綱一改暫行綱要的實作導向，

而以鑑賞課程為主，此一轉變使學生的壓力減輕，也更符合在教學實際現場中，

期望在高三方開設藝術生活課程的需求。 

就當前的主流教育政策分析而言，囿於升學主義的社會氛圍限制，再加以不

同教育階段課程之延續性為分析準則，因此在 98新課綱制訂時將藝術領域的學

分數減少二學分，以保障其他升學科目之基本時數，並為未來推動十二年一貫

之教育政策進行準備，而藝術生活學科在因應教育政策現實面的考量下，便順



 20 

理成章的將六大類科整併為三大類科。 

 

（五）第六次例會 

研讀文獻： 

※ American Youth Commission (1940): What the High Schools Ought to Teach. 

※ Kliebard, H.M. (2002).Fads, Fashions, and Rituals: The instability of curriculum 

change. In Change Course (pp.76-90).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反思議題一：美國青年委員會在 1940年發表《What the High Schools Ought to 

Teach》報告書，反映當時國家及社會的狀況，認為中學教育需關注閱讀、工作

技能與職涯發展的教學及輔導、社會學習、個人切身課題等問題，以兼顧眾人

的一般需求和個別生涯的特殊需求。請各子計畫從所負責之學科領域，反思九

五暫綱，所倡導的改變，背後訴求的理念是什麼？開啟什麼議題和關懷？九五

暫綱到九八課綱的修訂，是在什麼社會文化脈絡下，以致於有改革的訴求及新

的議題主張？帶進了什麼關懷？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藝術生活科目在 95暫綱修訂的轉變中，根據本研究訪談藝術生活 95暫綱召

集人所彙集之資料顯示，84課程標準之藝術生活內涵過於繁雜、包羅萬象，以

致在安排任教師資上遭遇相當困難。藝術生活 95暫綱召集人認為，藝術教育需

深入、而非片面式的教導，否則學生無法從中獲得真正有用之知識。因之，在

擬定藝術生活課程內內涵時，藝術生活 95 暫綱召集人認為所謂藝術生活即

──Applied Arts，亦即為生活中之實用藝術，由於日常生活中有大部分的學習需

透過「視覺」進行，因此規劃 95暫綱藝術生活內涵時，以生活中視覺所及之實

用藝術為標的。 

在教學方法上，藝術生活 95 暫綱中其提出整合周圍的藝術資源，如邀請藝

術家或團體到校作專題講座、座談、表演；善用學校與社區藝文資源，視地方

特性，彈性安排教學活動；善用資訊及媒體資料擴展學生學習的場域，除此之

外，也提到需注意學生的個別條件，必要時實施個別化教學。除了整合並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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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之藝術資源，使各種資源能透過課程進入校園、活化藝術教育之外，也需

注意學生個別需求，希望能透過該科課程，讓學生適性發展。  

藝術生活從 95暫綱至 98新課綱之修訂狀況已於前述回應中陳述。 

 

反思議題二：在 Kliebard《Fads, Fashions, and Rituals: The instability of 

curriculum change》文章中，歸結出二十世紀課程改革失敗的原因有四個：超出

學術之外，設置「為生活」的課程、課程改革與組織結構、政治氛圍與社會進

步、學校行政專業的改革時尚與文化。在這一波高中課綱的修訂，就所負責之

學科領域來看，Kliebard 所提的四個失敗原因，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高中課綱

的成敗？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可能影響的因素？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將藝術生活從 84 課程標準、95 暫綱至 98 新課綱的轉變，對應至 Kliebard

所提的四個失敗原因，主要在「課程改革與組織結構」、「政治氛圍與社會進步」

與「學校行政專業的改革時尚與文化」中，似可明顯看出，在這些背景因素之

下，對於藝術生活課程改革最大的影響莫過於「人」的因素。因為每次負責修

訂的成員對於藝術生活的詮釋不同，以致於修訂出來的內涵也大相逕庭。而歷

次課綱委員與各界人際政治的關係，以及藝術生活課程發展歷程尚淺，藝術教

育界對其仍沒有如同美術、音樂般具有共同的概念與輪廓，也使得當面對人為

因素介入操作時，藝術生活課程內涵便容易隨之產生知識結構的轉向。 

 

二、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遞嬗  

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轉變，往往是促成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審視歷次高

中藝術生活的修訂，均與當時社會氛圍有所相關。以下說明三次課程修訂的時代

背景以及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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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藝術生活設科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民國七、八○年代間，正值臺灣經濟起飛，政治氛圍趨向開放之際。在政府

宣布解嚴並下放言論、集會及遊行等自由權後，逐漸形成批判與監督國家的社會

力量。解嚴前，政府視課程政策為掌控國民意識型態的機制；解嚴後，一統性的

課程政策即成為批判標靶。八○年代初在社會政治運動推波助瀾下，從國小階段

開始進行課程修訂，並向上延展為八十四年高中課程標準的修訂（卯靜儒，

2001）。隨著臺灣政治、經濟、社會變遷，教育改革在解除戒嚴後蓬勃發展，藝

術教育同樣面對重大轉變（王麗雁，2008），既有之音樂、美術等課程已未能符

應社會對藝文活動的需求，面臨轉型關鍵。在提升美化生活及藝術鑑賞能力，並

充實藝術涵養的訴求下，教育部於八十四年高中課程標準修訂時將「藝能科」改

為「藝術科」，並增加「藝術生活」學科，使學生於音樂、美術外，亦有選習藝

術生活的機會（教育部，1995b）。臺灣學校藝術教育的新設科目─藝術生活─乃

正式確立。 

八四藝術生活強調將藝術學習落實於生活經驗中，以廣泛接觸各類藝術，其

學習方式亦不同於音樂、美術的分科教學，採綜合活動方式進行統整學習（教育

部，1995a）。八四高中總綱將藝術科總節數訂為八節，高一應修音樂、美術各兩

節，高二可選擇修習音樂、美術每週各一節，或每週兩節的藝術生活。在被定位

為選修課程，且缺乏專任師資的情況下，八四藝術生活雖成功設科，卻未竟落實

之效。 

（二）九五藝術生活修訂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八○年代的課程改革，並無法滿足當時社會一波一波求新思變的浪潮。民國

83年四一○教改運動掀開臺灣教育史上規模最大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甫完成的

八四高中課程標準無法與九年一貫課程銜接，另一次修訂勢在必行。教育部

（2004a）乃於 90年再次進行高中課程修訂，並於 93 年公布，95年實施。然而，

九○年代間執政黨輪替，新修訂之高中課程引發不同意識型態團體的巨大討論，

在銜接九年一貫課程的急切需求下，新修課綱改稱「九五暫綱」，先付實施。 

九五暫綱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上銜大學基礎教育，下續九年一貫

七大學習領域之課程規劃（李坤崇，2010）。因此，九五暫綱將原「藝術科」更

名為「藝術領域」，仍採分科教學方式，明訂高一至高三每學期應修習兩學分藝



 

 

23 

術課程，共十二學分；音樂、美術、藝術生活每科應至少修習兩學分。九五藝術

生活乃由選修轉為必修，與音樂、美術三足鼎立，並設置藝術生活學科中心負責

推動課程。基本上，九五藝術生活延續八四藝術生活之立意，以涵育國民文化素

養、培養學生藝術素養及欣賞能力為目標，課程規劃理念為「生活美學」（教育

部，2004b；漢寶德，2008），並在以「應用的藝術」進行課程內涵的詮釋後，重

新規劃學科知識結構。 

（三）九九藝術生活修訂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原訂於 95學年度實施的高中課綱引爆意識型態之爭，改以暫行綱要過渡彌

平爭議，並於實施中蒐集意見，以為新課綱修訂依據，乃有九九新課綱的產生。

由於相關爭議懸而難解，九九新課綱延宕一年後，仍在保留國文、歷史兩科的狀

況下，於 99學年度起正式實施。 

原則上，九九新課綱是將九五暫綱微調，使之順利推動的因應措施（李坤崇，

2010）。然而，原未涉入九五暫綱爭議的藝術領域，卻在九九新課綱中發生改變。

由於九五暫綱的爭執之一為自然領域對時數不足的抗爭，在重新配置學分數後，

藝術領域總學分數被下修。根據九九新課綱（教育部，2008a），高一至高三上學

期，每學期應修習藝術領域兩學分，共十學分；音樂、美術、藝術生活每科應至

少修習兩學分。因此，九九新課綱中藝術領域被減少兩學分，而九九藝術生活雖

仍延續「增進生活中藝術知能」的規劃理念（教育部，2008b），在因應藝術領域

學分數減少及與九年一貫課程銜接的政策下，其學科知識結構再生變革。 

 

陸、研究成果 

    在歷時一年的研究期程後，本研究獲致如下結論： 

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 

高中藝術生活於民國八十四年初次設置，設科後雖無普遍實施，學科知識結

構已然成形。九五暫綱修訂時，藝術生活課程結構全盤更新。九九新課綱時，其

課程結構被再次重組。研究結果顯示，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在不同階段的修訂過程

中，均呈現了萌芽期、磨合期、權宜期的發展脈絡。萌芽期為課程概念的醞釀與

提出草案；磨合期為草案出爐至公布間的協調與修正；權宜期則為課綱定案後實

施與配套的措施。同時，在不同階段的修訂過程中，發現不同立場之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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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波課程發展中均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亦即，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的演變與

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權力結構呈現了不同的互動關係。 

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時發現，藝術生活一科之肇始，主要來

自八十年代間，教育決策者對時代變遷下社會對藝術教育轉型訴求的呼應。惟鑒

於學校科目之課程政策，牽動教科書之出版，以及教育現場的師資結構與節數分

配等，影響鉅大，藝術生活乃在成形伊始即燃起音樂、美術等主流藝術學科領域

的危機意識。由於當時教育部決策者未提出因應的師資配套措施，藝術領域乃掀

起自身權益的保衛抗爭，甚而形成輿論關切的重大爭議。八四藝術生活乃因設科

理想不敵現實之因素，成為形同具文的虛設科目。因此，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第

一波發展即在囿於決策者與藝術學閾的折衝下，未能有所展演。 

    沉寂數年後，於九十年代間，藝術生活隨著高中教育銜接九年一貫課程之因

應改革，展開第二波課程政策形塑。研究結果顯示，在此時期，藝術生活課程走

向隨著召集人及壓力團體間的拉鋸而擺盪。由於九十年代間決策人士有所替換，

修訂者對八四藝術設科始末瞭解未深，九五藝術生活在課程政策召集人主導下，

以全新學科知識結構問世。課程政策召集人基於本身專業思維，為藝術生活擘畫

遠景，惟由於未全面掌握臺灣藝術教育現況，學閾主權的爭議再起。在學科壓力

團體致力爭取兼之權力人士積極關注下，完成了九五藝術生活的知識形塑過程，

並呈現出課程結構的轉向取決於制訂者與壓力團體的妥協之現象。 

    受九五暫綱意識形態之爭波及，九五藝術生活未及全面施展即劃下句點，第

三波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在各界未料下展開。前兩波形塑中頗有斬獲的壓力團

體，於本階段則不敵教育決策者與課程制定者的聯合運作。九九藝術生活修訂之

時間點雖與九五藝術生活極為接近，課綱修訂成員幾乎全盤換新，並在時間緊迫

下不滿百日即走完修訂全程。九九藝術生活在配合與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銜

接之政策指示下，課程架構大幅翻轉，呈現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三分天下

的態勢。雖然反對聲浪亦起，然因期程短促，壓力團體反撲未及，因此九九藝術

生活迅即完成另一波學科知識結構的更替。 

 

二、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知識結構的規劃理念與轉變 

藝術生活於八四課程標準中設科後，歷經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之修訂，呈

現了不同的學科知識結構。八四藝術生活（教育部，1995b）將學科知識結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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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大類：簡介、空間藝術、時間藝術、綜合藝術。九五藝術生活（教育部，2004）

將學科知識結構分為六大類：基礎課程、環境藝術、應用藝術、音像藝術、表演

藝術、應用音樂。九九藝術生活（教育部，2008）則將學科知識結構分為三大類：

視覺應用藝術類、音樂應用藝術類、表演藝術類。整體而言，三階段藝術生活的

知識結構均不相同，反應了課程規劃理念的差異。 

八四藝術生活制訂時，呼應當時的資訊發展及解嚴後政治社會運動對教育的

衝擊，同時伴隨著國外教育、藝術方面思潮的引進，各界對於文化藝術價值的重

視日漸提升，並期許藝術課程能更多元化、並落實在生活中。在此時代氛圍下，

八四藝術生活課程的規劃理念之一即為強調將藝術學習與生活經驗結合。由於這

種綜合學習的方式可能涉及到不同的知識，因此八四藝術生活課程在規劃時，也

希望能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營造更整合性的學習。因此，八四藝術生活課程的

規劃理念之二即為打破學科藩籬、走出教室，以綜合活動的方式進行藝術統整的

學習，使之成為一個讓學生能實際參與更多元藝文活動的課程。 

在九五藝術生活修訂時，由於缺乏對八四藝術生活的執行成效與評估，九五

藝術生活的規劃理念產生轉變。整體而言，九五藝術生活的規劃理念有兩個方

面，其一為強調深度學習的實用藝術，其二為強調審美能力的涵養。於前者，將

九五藝術生活的內涵定位在實用性的應用藝術方面，希望課程的規劃能與學生的

生活經驗接軌，從生活環境中切入至藝術課程，且透過課程能實際動手創造、經

驗藝術學習。於後者，九五藝術生活強調在具有基礎藝術美感的紮根學習之後，

能對其他延伸的藝術形式觸類旁通。因此九五藝術生活在規劃上，並不希望成為

囊括所有藝術類別的概論課程形式，而是跳脫出原本音樂、美術的專業限制，教

師透過增能後，依照自身專才選擇開課內容，期望提供多元的選擇，讓高中生瞭

解自己的需求並發展其獨特性。 

九九藝術生活修訂時，教育決策者與課程修訂者為使高中藝術生活與九年一

貫藝術與人文課程連貫成為整體性課程，使九九藝術生活的首要規劃理念朝向強

化國中小、高中職課程的連貫與銜接。其次，鑒於國中小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

習領域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三類，而原高中藝術領域則缺乏表演藝術

一科，九九藝術生活的另一規劃理念，即為在生活應用的原則下，將原九五藝術

生活課程整併為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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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過程中衍生之議題 

    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歷經十五年的遞嬗過程後，透過研究結果之分析，

發現三類應予關注的議題，前兩類說明臺灣課程制訂機制的文化，第三類則突顯

課程政策對學習主體的忽視，以及藝術教育在升學導向社會中的困境等隱性議

題。 

 

（一）教育政策因人利導 

    查驗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脈絡時，發現其教育政策有因人而異之慣性，呈現

缺乏連貫性的情勢，使課程修訂因決策者更迭而起伏不定，學科知識結構也不斷

發生變動。臺灣課程政策的至高權在教育部長，惟部長任期不定，一次課程改革

可能經歷數任部長，隨著部長對課程認知不同，政策走向也有不同。在政策因人

而異的狀況下，藝術生活設科經年卻未構築出課程核心概念。然而課程之修訂需

奠基於明確的核心概念，若課程走向因制定者理想不同而搖擺，則產生課程核心

概念未能凝聚的危機。 

另外，教育部進行課程修訂時多將整體工作委託某一執行單位規劃，再分派

至各課綱小組。此一類似「發包機制」的模式，常使修訂課綱的重責大任成為「接

case」的弔詭現象，其內涵端視課綱小組的成員而定，有時難免產生爭議。除此

之外，課程修訂缺乏評估依據亦為不容忽視的問題癥結，綜觀藝術生活課程政策

的制定脈絡，並未見到「回流的檢視動作」，使每一次修訂均在對課程重新詮釋

下，產生新的架構。 

 

（二）課程政策形塑中的各方角力 

高中藝術生活從初設至今因不同立場利害關係人的考量與權力運作，浮現許

多角力議題，使課程政策之形塑似乎成為各方關係人較勁的競技場。其中，各學

科領域對自身學科主權不遺餘力的捍衛，皆為影響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轉變的

重要因素之一。 

    在課程修訂過程中，教育部為求周延，聘任有不同背景的總綱及課綱小組修

訂成員，然而因藝術生活中囊括不同藝術類別，各類別雖同被歸屬為藝術領域，

卻各具知識觀點與學門屬性，不同專業背景的專家對其它藝術類別未必能有所瞭

解，修訂時即易產生誤判或忽視的情形，使課程修訂有時不免失之「閉門造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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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說各話之情形。 

    當教育部聘定課綱小組後，召集人即成為課程修訂的主導人物，對課綱內涵

及走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若決策者對課程持有理想，召集人即是貫徹政策

的推手；若決策者對課程未有足夠認知或不予重視，召集人即將自身理念植為課

程核心概念。雖然召集人為課程走向的關鍵人物，然而，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

策的形塑過程時，發現許多課程知識結構的決策往往是壓力團體爭取下的結果。 

 

（三）課程政策形塑中的隱性議題 

    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脈絡時，發現各方人士雖常提及學生需求，

卻僅止於「口號式」的想像，並未透過調查或課程實驗來瞭解學生需求為何，使

學生需求成為課程修訂過程中的懸缺區塊。 

    此外，即便諸多因素導致藝術生活設科以來學科知識結構的一再轉向，然

而，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似乎也使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窒礙難行。藝術生活初設

之理念是為使生活藝術化，惟要落實此一理念，單靠上藝術課，或單靠藝術生活

科的設置，仍然不夠。儘管各界人士不斷疾呼應導正升學主義所帶來的變相學

習，課程改革也努力朝破解升學魔咒的方向進行，但在整體社會根深蒂固的價值

觀下成效不彰，使藝術類課程之設置理想往往成為升學現實考量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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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二年研究計畫主軸—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之形

塑過程與衍生議題 

壹、研究背景 

在我國課程政策的循環中，課程綱要定案後，旋即上場的機制即是「教科書」

的編撰與審定工作。由於在所有教學資源中，教科書是最易於將知識「法典化」，

且方便統一實施的教學資源，因此教科書可謂是目前我國學校教育體制中最主要

的教學材料，尤其在高中以下各級學校中，教科書幾乎等同於課程與教學的內

容。藝術生活既為新興學科，其內涵對於教師和學校行政而言均是全新課題，藝

術生活教科書在三次的課程政策轉變中，扮演著詮釋課綱內涵並轉化落實的角

色。  

本研究第二年度之目的即在探討高中藝術生活在歷次課綱轉變下，其教科書

編撰、審查與出版的形塑過程、編撰與審定者對課綱政策的看法、教科書形塑過

程中所涉及之權力關係，以及所衍生之議題等。為達到研究目的，本年度之研究

使用深度訪談、文件分析、輿論分析等方式收集研究資料，瞭解藝術生活教科書

的發展過程中，各方人士的參與過程與經驗，以梳理藝術生活教科書之產製脈

絡。在深度訪談對象之選取上，包含歷次課綱政策下之教科書編輯委員、審查委

員、出版社人員以及國立編譯館相關人員。在文件、輿論分析部份，則包括國立

編譯館所提供之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意見，以及相關輿論等。 

 

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藉由探討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在八四、九五、九九等三次課

綱轉變下，其編撰、審查與出版的過程，以及在編審過程中所衍生之相關議題，

以梳理我國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教科書之形塑脈絡，包含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的形

塑過程、教科書的編撰與審定者是如何看待藝術生活的學科範疇、其如何看待己

身的定位，以及如何面對與因應課程政策的轉向等。期望能據以釐清藝術生活教

科書之形成始末，並對未來高中藝術課程教科書之相關政策與實施提出建言。根

據研究目的，擬訂下列研究問題： 

一、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的在歷次課綱政策下的形塑過程及各類相關人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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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的角色為何？ 

二、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者、審定者及出版者對不同課綱政策知識結 

構的看法及因應策略為何？ 

三、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機制與形塑過程在不同課綱政策下所衍生的議 

題為何？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主要透過文件分析、深度訪談與輿論分析三方面來進

行。其中，文件分析部份包含教科書文本、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意見表；深度

訪談之對象則包含藝術生活教科書在歷次課綱政策下的編輯委員、審查委員、

出版社相關人員、國立編譯館相關人員及其他與本研究相關之學者專家等；輿

論部份主要針對報章雜誌之相關資料為分析時之資料來源。 

 

肆、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訪談之對象，分為藝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委員、審查委員、出版社相關

人員與國立編譯館相關承辦人員與相關專家學者等五大類，共計24人。其中包含

教科書編輯委員共11名、教科書審查委員共6名、教科書出版社相關人員共4名、

國立編譯館相關人員共2名、相關學者專家1名。對象選定之後，以研究團隊共同

討論擬訂之訪談提綱(附錄五)，透過半結構型訪談所收集之資料為主，相關文件

資料彙整為輔，完備研究進行與結果撰寫之各項重要資訊。 

 

伍、文獻收集與評述 

本研究於文獻收集上計有三大類別，包含對於教科書及課程相關理論、高

中藝術生活課程發展與相關研究的梳理等。其中有關教科書及課程理論部分，

則以整合型計劃於定期例會中，對於國外教科書相關之經典論述的思考以及回

應為主，以下分別進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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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科書及課程相關理論 

總計畫針對美國百年來高中課程政策與實施的相關議題，以「課程經典與當

代論述的對話」做為運作形式，第二年研讀的議題主軸訂為課程文本與知識結

構。透過連結課程學者與不同學科領域專家，一起進行美國課程與教科書政策之

經典研讀與歷史文化脈絡回顧，將能有益釐清、反思高中課程政策文本內涵與實

施情形，更能深入檢視國內教科書政策的文化政治，包括教科書知識的形塑、內

容結構與組織、課程標準及其決定因素、教科書的評鑑與選用、使用者的觀點與

評價、教科書的定位與價值等等，最重要的是，從教科書相關議題的探討當中，

抽繹出國內高中課程綱要與課程文本改革的脈絡要素。另外，透過有系統的交互

討論與參照比較，將能有助於理解課程改革背後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

等環境脈絡因素，希冀整個「多聞闕疑，而慎用其餘」的辯證運作過程，能進一

步豐富參與者的課程視野、激盪出新的課程思維，或建構出較理想的課程理論架

構與實務改進策略，或提出具體政策建議供課程政策制訂者修訂高中課程之參

考。 

  針對本年度歷次讀書會中提出的討論問題，以本計畫的立場作回應。 

（一）第三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Apple, M. W. (1991). Regulating the text: The socio-historical roots of state 

control. In P. G. Altbach (Ed.).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policy, 

and pedagogy. (pp.7-26). Albany, United Stat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pple, M. W.,& Christian-Smith, L.K. (Eds.). (1991).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 1, 3, 4, 5, 9, 10, 11) 

◎Wong, K.K. & Loveless, T. (1991). The Politics of Textbook Policy: Proposing a 

Framework. In P.G. Altbach (Ed).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policy, 

and pedagogy. (pp.27-42). Albany, United Stat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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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 

反思議題： 

(1)目前教科書決策的歷史根源，影響該學科/領域的教科書政策之社會歷史脈    

   絡。 

(2)教科書的內容是當下政治、經濟、文化活動角力後的妥協結果。教科書編

者在課綱的架構下，在市場、資源和權力的政治與經濟限制下，規劃構想、

設計和編寫出教科書，最後教科書中呈現與教導的是什麼/誰的文化觀點。

另外，除了經濟、政治和市場的因素，還有菁英的政治與文化意識型態與

系統的控制，因此，編者的背景（學經歷、性別、關注焦點或專長等）也

可能影響教科書的內容。 

(3)各校教科書選用委員會如何運作，選用教科書的歷程為何，有何壓力團體

影響教科書選用的決策。另外，也可訪問出版業者，怎麼看待課綱，及課

綱對其教科書編寫的影響程度。 

(4)子計畫可參考本章的分析架構用來分析該學科/領域的教科書，從課綱轉成

教科書文本的歷程，納入的內容是否有忽略該學科 /領域之重點觀點或內

涵，在進行教科書分析時，可挑選重要的關鍵單元進行分析。 

(5)從這兩文章，啟發了我們也可以探討該學科所選的相關讀本、參考書籍等，

是否考慮到教科書內容需和學生生活經驗和學生關心的議題有關，這個知

識篩選的歷程又回到高中階段學生到底需要什麼 intellectual tool。 

(6)明年在探討學生對教科書的詮釋時，除了可將閱讀理解為內在、與政治無

關的、個人行為外，也應將其看作是一項具有社會、歷史和政治背景的活

動，校園和社會政治環境是如何幫助學生形成和制約他們的意義生成過程。 

(7)當我們將教科書的概念擴展時，就會有中心-邊陲的問題，這篇提供了在知

識生產過程中有關資源的問題也是需要關注的。 

(8)各子計畫對於教科書政策，特別針對去制度化過程，在課綱修訂這幾年有

沒有哪些是因為利益團體的發聲而含納或排除至目前的教科書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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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臺灣的教科書從以往的一綱一本到目前的一綱多本，都需經過國立編譯館

的審定方能出版發行，因此教科書內容的決策一直都受到所謂「官方知識」

的影響，只是由早期的「中央集權」式的國編本，到現今民間出版商自行

召集編寫團隊的各式版本，編集團隊在審查會議上還能夠與審查者對談，

使目前的教科書有比較多的選擇。 

(2)教科書不僅是傳遞事實的工具，更是政治、經濟、文化等交互作用的結果，

其出版發行受到政治與經濟領域中市場、資源、權力等因素的制約；雖然

台灣有教科書審查制度，但仍難避免上述的影響因素，教科書呈現的或許

是編撰者、出版商與審查者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所在市場、資源與權力

等互相角力之下的結果，其中或許有某一方較為強勢，迫使其他因素的退

讓，因此完全中立的教科書幾乎是不存在的。 

(3)各校教科書選定多為各科教師在教學研究會時討論，由每位教師輪流檢視

過各個版本教科書之後，依據數個評分向度作評比，並勾選認為最適合的

版本後，經由投票選定。各家出版商多會極力爭取發行量，因此時常分享

與提供相關教材，出版商的積極程度時常影響教科書的選用決定。 

(4)本計畫研究今年的問題為： 

1.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的在歷次課綱政策下的形塑過程及各類相關人士所

扮演的角色為何？ 

2.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者、審定者及出版者對不同課綱政策知識結構

的看法及因應策略為何？ 

3.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機制與形塑過程在不同課綱政策下所衍生的議

題為何？ 

有關教科書內容的分析將列入對未來研究的建議中。 

(5)就本計畫所研究的藝術生活學科而言，其課程綱要的目標即為探索各類藝

術及生活的關連，並增進生活中的藝術知能，因此教科書內容應該要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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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活經驗以及學生關心的議題有關；然而檢視目前的藝術生活教科書，

卻呈現過於簡易與過於專精兩種極端的現象，似乎不符合高中生應學習的

知識與技能。因此教科書於編撰時應更加關注高中生的學習需求，再於審

查時嚴加把關，教科書始能更加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 

(6)將列入下年度研究計畫中。 

(7)在工業化國家，教科書國際化不是最明顯的問題，更多是涉及圖書所有權

和專業知識的國際化，而不是進出口問題；教科書是國際化知識體系的一

部份。反觀台灣目前藝術生活的教科書，其內容所引用的文獻及參考資料

多為國外的書籍，顯現國內藝術相關著作仍顯不足，唯審查委員多能建議

較科書編撰者關注在地化的特色，期能平衡國際化與在地化的天秤，讓學

生獲得更全面性的知識。 

(8)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與審查多依循課程綱要的內涵，較少見到利益團體

的影響，呈現制度化政治的現象。 

 

（二）第四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 Apple, M. W. (2000).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on age(2
ed

).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 1, 3, 4, 6) 

◎Dow, P.B. (1992). Taming the Textbook Tyranny: Reflections of a Would-Be 

School Reformer. In J. G. Herlihy & M.T. Herlihy (Eds.).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issues, aspects, and perspectives. (pp. 33-42). NJ, United States: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Johnsen, E. B. (1993). The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In Textbooks in the 

Kaleidoscope: A Critical Survey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on Education Texts 

(pp. 239-3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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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議題： 

(1)是否可以稍加釐清教科書（文本）知識形成的政治過程。 

(2)教師與文本的關係為何？教師和學生如何參與文本的創造？ 

(3)課綱委員、教科書審查委員、教科書編寫者、出版社（編輯）這四者的角

色對教科書內容的決定及這四者之間的（角力）關係。 

(4)思索誰是真正寫教科書的”人”—作者或編輯或… 

(5)學校在教科書選擇上的自主性程度？另外，在版本選用上有無區域差異和

專賣的現象，例如南部或北部多選擇哪個版本，若有，原因為何？ 

(6)教科書認可系統，也就是審查機制，其審查的形式和功能為何，有無審查

的標準尺度？從教科書審查資料中哪些可看出意識型態涉入，影響了文本

的編寫？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合法性知識是在複雜的權力關係中被界定；文本不僅僅是傳遞系統，它們

也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及論爭和妥協的產物。就藝術生活教科書來

說，其文本知識可說是來源於課程綱要的內容，因此欲釐清藝術生活教科

書知識形成的政治過程，就必須回顧課程綱要制定過程的權力關係。從課

程標準、暫行綱要到課程綱要，藝術生活學科都是各方角力與妥協的產物，

因此納入了藝術領域的各個學門，形成數個不同類科並置的局面；教科書

編撰者則根據課程綱要各個類科的內涵來撰寫，審查者亦以課程綱要為依

規，因此藝術生活教科書的文本知識即等同於課程綱要的內涵。 

(2)大多數教師相當依賴教科書，文本大約等同於課堂中的教學內容，因此教

師與文本的關係是至為緊密的；但藝術領域的情形則較為特殊，由於非為

考科的關係，教師於教學安排時享有較大的自由與自主性，教科書則為參

考資料，尤其藝術生活學科內涵與學生日常生活密切結合，教學時有較多

的討論與回饋空間，教師與學生能根據最新的藝文資訊，創造適用於其教

學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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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綱委員制定課程綱要，也同時決定了教科書的主題與大綱；教科書編寫

者則根據課程綱要撰寫教科書內容，依其對課程綱要的揣摩與理解蒐集資

料並構思其內涵；出版社與編寫者協調時，除了參考課程綱要之外，亦須

顧及銷售市場反應；教科書審查委員大致上亦依據課程綱要作審查，並加

上其專業知識與意識形態，對於教科書內容的決定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4)真正寫教科書的人應該還是編寫者，他們建構了所有文字與圖片內容，審

查委員亦針對這些內容提供修改建議，雖偶有大幅度之修正意見，但仍是

交由編寫者作修改，並可提出申復理由，因此編寫者為教科書內容的主要

決定者。 

(5)學校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決定選用何種版本的教科書，只要經由該科教師開

會決定即可；以藝術生活學科而言，因暫行綱要教科書版本極少，且有些

類科並未出版教科書，因此選擇不多，並未發現區域性的差異；課程綱要

之教科書將陸續出版，教科書選用是否會有區域性差異將有待觀察。 

(6)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委員包含課綱委員、學者專家及高中教師，依據課程

綱要之內涵審查教科書內容；大部分審查教科書時皆著重於國際化與本土

化之思維。 

 

（三）第五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Brandt, R. S. (1988).(Ed.).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iemer, L.B. (1992). The Text book Controversy: The Role of Content. In J. G. 

Herlihy & M.T. Herlihy (Eds.).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issues, aspects, and 

perspectives. (pp. 17-26). NJ, United States: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ewall, G.T. (1992). Textbook Organization and Writing: Today and Tomorrow. 

In J. G. Herlihy & M.T. Herlihy (Eds.).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issues,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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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erspectives. (pp. 27-32). NJ, United States: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反思議題： 

(1)透過訪談或教科書內容分析，探討編輯者是否有其 philosophy，還是只依循

課程綱要進行設計與編輯？而不同版本是否也有其不同的 philosophy？ 

(2)國內各科教科書的編輯委員或是課程綱要的委員，是否有 pedagogy 

concern，關心現場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 

(3)文中 Biemer 提出身為教科書編撰者對內容的觀點和反省，也認為教科書作

者擁有最後決定內容和風格的權力，其對編寫教科書者之權力與限制，可供

國內的教科書編輯委員反思，是不是也能有這種的覺察與省思，以及該如何

因應和處理？ 

(4)下個年度探討教師教學時，可瞭解教師如何處理教科書深度和廣度的問

題，教師如何取捨或兼顧？以及如何使用教科書？ 

(5)就所屬學科領域，從以下三方面思考高中教科書的定位：在課程組織方面

（論理組織抑或心理組織）、教學設計方面（是成人中心還是學生中心），本

質方面（教科書（textbook）還是課外讀物（trade book）。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教科書編寫者雖依據課程綱要編撰教科書，但每位作者對課綱的解讀必定

有所不同，其撰寫方式亦難免隨著作者的意識形態而呈現出其觀點；不同

版本亦會因為編寫者與出版商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哲學觀。 

(2)教科書編輯委員多為高中教師，因此撰寫教科書時必定會有教學上的考

量，期望能編撰出適用的教科書，但因為藝術生活為新興科目，於編寫暫

行綱要教科書時，呈現出過於專業、難度過高或與美術教科書太過雷同的

現象，導致教學時的困擾；課程綱要委員則多為教授及專家學者，雖然關

心高中的教學，但偶有理想過高的現象，未能與高中學生的需求結合。 

(3)每位教科書編寫者皆有其個人寫作風格，決定了教科書的大部分內容，但

教科書既為普遍使用的教材，仍須顧及使用者的觀感，因此撰寫時應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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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不要有太多個人色彩，此時審查委員的角色便很重要，可謂教科書

的把關者與守門人，而編寫者面對審查委員的建議時，也應虛心接受，以

提升教科書的品質。 

(4)教科書雖為主要教材，但教師於教學時仍會因應實際情況作取捨，尤其內

容的深度及廣度問題，在在都影響著教學內容，因此教科書的使用方式將

可作為下年度的研究目標之一。 

(5)就藝術生活學科而言，教科書在課程組織方面的定位應以心理組織為主，

因藝術生活強調的是對生活當中藝術的感知與體驗，因此課程的組織必須

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結合，從心理的組織著手，以開發學生對藝術的感官；

在教學設計方面亦應以學生為中心，採取能引起其興趣的題材，以使學生

能敞開心胸擁抱藝術；在本質方面，則應是課外讀物的性質，擺脫以往教

科書的嚴肅感，以活潑有趣的方式，讓學生將教科書視為課外讀物般閱讀，

使其主動接觸藝術，以達到涵育人文素養之目標。 

 

（四）第六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Apple, M.W. (1996). The Politics of Official Knowledge: Does a National 

Curriculum Make Sense? In 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pp. 22-41). 

Amsterdam,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Wexler, P. (1982). Structure, text, and subject: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school 

knowledge. In M.W. Apple. (Ed).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Essays on class, ideology and the State.( 275-303). London, Bost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Keith, S. (1991). The Determinants of Textbook Content. In P.G. Altbach (Ed).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policy, and pedagogy. (pp.43-60). 

Albany, United Stat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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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議題： 

(1)美術、音樂、表演藝術和體育等科目領域，是否有需要形塑為「國定課程」，

編定「教科書」？使產生共同的價值和文化？ 

(2)Apple 提到「如果真有什麼『共同課程』的話，應該是強調『過程』的共同，

而不是『內容』的共同。」教科書所傳遞的大多是內容的共同，怎麼轉化

為「過程」的共同？ 

(3)課綱所規範的是內容的共同，過程的共同，還是能力的部分？ 

(4)教科書的編定到審定、到產出的歷程，都具有價值取向的問題，若以蒙太

奇電影的手法為隱喻，來看待課綱到教科書的產出，最後教科書面貌如何

生成的？什麼因素決定或影響的教科書的內容？ 

(5)台灣的教科書市場如何影響教科書內容？ 

(6)教科書內容符合哪些背景學生的學習？ 

(7)教科書審查指標對教科書內容的適切性有何助益？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藝能科亦有其課程綱要，在課程綱要之下教科書仍有其價值，可作為教師

了解本科核心大綱的參考；以目前一綱多本的現況，無須顧慮教科書的編

定將形塑所謂的國定課程，而產生共同的價值和文化，因為教師有選擇教

科書版本的權利，且藝能科的教學有較大的彈性空間，教師可視其實際情

況規劃適用的教學計畫，發展在地或校本位課程。 

(2)以藝術生活為例，所謂過程的共同，應該是指不拘泥於教科書的內容，教

師於教學時應抓住課程的精神，視實際情況調整教材及教學內容，雖然舉

的例子不同，但學生仍能學到核心的概念，並達到教學目標，如此應可將

教科書內容的共同轉化為過程的共同。 

(3)就藝術生活課程綱要而言，所強調的應是過程的共同，其課程目標為： 

一、探索各類藝術及生活的關連。 

二、增進生活中的藝術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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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奠定各類藝術的應用基礎。 

四、涵育藝術文化的素養。 

探索關聯、增進知能、奠定基礎及涵育素養皆著重藉由教學的過程，以達

到此四大目標，雖然規劃了核心能力及教材綱要，但範圍包含了所有的人

文素養及藝術類別，並未具體規範必須具備的內容與能力。 

(4)一本教科書的產出，涉及了最初編寫者的構思、審查委員的建議、編寫者

與審查委員之間的角力與妥協，這些過程都由參與人員對課程綱要的理解

以及本身的意識形態所支配，因此教科書最後面貌的生成可說是上述因素

的拼貼蒙太奇；教科書的內容亦受這些因素所影響。 

(5)在藝術生活的例子中，因為新興科目，教科書尚陸續編寫審查中，僅有少

數出版，目前仍未看出教科書市場如何影響教科書內容。 

(6)以目前已出版的教科書而言，其內容大部分較偏向都會區的生活，僅穿插

少數原住民及偏遠地區題材，因此較符合都會區學生的學習。 

(7)教科書審查指標包含課程架構、教科書編輯大綱、教材正確性與完整性、

教材難易度、廣度、可讀性、教學活動、習題與章節重點整理的周延性、

本土性、人文性、國際化等、版面編排以及教師手冊其他教學資源，涵蓋

了一本教科書的所有面向，因此對於教科書內容的適切性應是很有幫助的。 

 

（五）第七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Tulley, M.A. & Farr, R. (1990). Textbook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In D.L. 

Elliott & A. Woodward (Eds.). Textbooks and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Eighty-nin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p.162-177). Illino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dy, C. (1990). The Politics of Textbook Publishing, Adoption, and Use. In D.L. 

Elliott & A. Woodward (Eds.). Textbooks and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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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y-nin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p. 

127-145). Illino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en, E. B. (1993). The Use of Textbooks. In Textbooks in the Kaleidoscope: 

A Critical Survey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on Education Texts (pp. 155-2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反思議題： 

(1)就所屬學科領域，教師或學校在進行教科書選用或評選時，有無明確規準？

影響評選的因素有哪些？課程綱要規範？教師的教育理念？學生程度或其

他？ 

(2)您所屬的學科領域較具影響力的團體有哪些？其重要的觀點與訴求為何？ 

(3)到底誰在乎課程綱要？各利害關係人（課綱委員、編輯委員，利益團體、

第一線教師等）對課程綱要內容的瞭解程度為何？ 

(4)課程綱要對教科書的編寫是助益？還是限制？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藝術生活學科暫行綱要包含六大類科，課程綱要則為三大類科，因此教師

在進行教科書選用或評選時，多依據教師專長背景及教科書內容是否適合

其教學實況作抉擇；影響評選的因素亦包含教師的教育理念及學生程度。 

(2)藝術領域教科書較少受到特定團體之影響，多依據課程綱要編撰。 

(3)最在乎課程綱要的應是課綱委員召集人，課程綱要的內容代表了學科領域

的版圖，以及為教育界所重視的程度，因此制定課程綱要時課綱委員之間

的互動與角力至闗重大，其次則是少數第一線教師，因為課程綱要的內容

即為教學時所依據的大綱，尤其如藝術生活這樣的新學科，課程綱要關係

著教師們教學時所需作的準備；課綱委員對課程綱要應是了解最深的，編

輯委員因撰寫教科書之故，對課程綱要必須有一定程度的鑽研，而許多第

一線教師則對課程綱要不甚了解，須仰賴教科書作為其課程規劃之輔助。 

(4)如藝術生活這樣範圍廣大的科目，課程綱要可作為教科書編寫時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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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至於太過天馬行空或過於偏頗，且教材綱要的內容皆保留了彈性，因

此藝術生活課程綱要對編寫教科書應是助益而非限制。 

 

（六）第八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Nitsche, C.G. (1992). A Teacher and His Students Examine Textbooks. In J. G. 

Herlihy & M.T. Herlihy (Eds.).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issues, aspects, and 

perspectives. (pp. 113-120). NJ, United States: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DeBolt, G. P. (1992). Consumers of Textbooks: Concerns from the Classroom. In 

J. G. Herlihy & M.T. Herlihy (Eds.).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issues, aspects, 

and perspectives. (pp. 137-146). NJ, United States: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Fetsko, W.J. (1992). Approaching Textbook Selection Systematically. In J. G. 

Herlihy & M.T. Herlihy (Eds.).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issues, aspects, and 

perspectives. (pp. 129-136). NJ, United States: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反思議題： 

(1)從上述兩篇文章，可以思索教科書的消費者到底是教師還是學生？這兩篇

基本上都預設了教師和學生是教科書使用的消費者；但換一個角度，亦可思

考教師和學生是教科書的消費者抑或是建構者？ 

(2)教科書的定位？是學生可以自學，還是需透過老師的引導？ 

(3)作者以其擔任社會科督學的經驗，研發一套教科書選用的程序，包含了對

教科書進行分析、評估、試用等，臺灣也有對教科書進行分析與評鑑，依臺

灣的情況，這項工作應由各校的審查委員會還是學術單位來進行？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教科書的消費者為教師與學生，而以市場機制來說，

教師與學生對教科書的反應是出版商所關注的，他們所回饋的意見亦為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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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定依據，因此換一個角度，教師和學生是教科書的消費者，也是建構者。 

(2)教科書為教師的主要教材，加上教師手冊等參考資料的輔助，可增進教學

的深度與廣度，對學生作更佳的引導；但教科書的編寫亦應考量學生的需

求，使學生在課餘時間亦可自行閱讀，而非只是教師的教學工具。 

(3)教科書選用的程序應由學術單位研發，對教科書進行分析與評估，提供修

改建議，待修改完成之後，再由各校審查委員會進行試用，如此方能兼顧教

科書內容的正確性分析，以及其適用性之評估，以確保教科書的品質。 

 

（七）第十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Spring, J. (1991). Textbook Writing and Ideological Management: A Postmodern 

Approach. In P.G. Altbach (Ed).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policy, 

and pedagogy. (pp.185-200). Albany, United Stat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ernstein, H.T. & Woodward, A. (1991). Nineteenth Century Policies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Practice: The Textbook Reform Dilemma. In P.G. Altbach 

(Ed).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policy, and pedagogy. (pp.91-104). 

Albany, United Stat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tbach, P. G. (1991). The unchanging variable: Textbook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 G. Altbach (Ed.). Tex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policy, 

and pedagogy. (pp.237-254). Albany, United Stat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反思議題： 

(1)各子計畫可依所屬學科，探討從 95課綱到 98或 99課綱，誰的聲音對課綱、

教科書影響較大？影響的內容為何？ 

(2)各子計畫依所屬學科，就「意識型態的管理」部分，該科/領域通常透過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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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方式進行意識型態管理？另外，審定制有無可能管控意識型態？有無不

同意識型態的角力運作？ 

(3)目前教科書的各版本對學生而言，其「可閱讀性(readability)」及「可學習性

(learnability)」如何？ 

(4)本文探討了教科書是國際知識系統一部份，國際組織、跨國出版社等力量

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教科書的內容與形式。依所屬學科，該科/領域之教科書

知識內容結構，受到哪些內部和外部知識系統的影響？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就藝術生活而言，暫行綱要到課程綱要的修定，課綱召集人的影響力最大，

其主導讓原本的六大類科整併為三大類科，連帶影響了教科書的內容，使

原本各自獨立的六個極為專業的類科，合併為類似通識課程的藝術課程。 

(2)藝術領域的教學較為自由，教師亦樂於接受新思潮，因此意識型態的管理

似乎較為薄弱；教科書則因需接受審定，審查委員的建議或可視為某種程

度的管控意識型態。 

(3)以暫行綱要的課本而言，基礎課程教科書過於類似美術教科書，其他如環

境藝術、應用藝術及音像藝術則又過於專業艱深，因此就可閱讀性即可學

習性來說，皆不是非常恰當，應再多考量學生的需求及程度。 

(4)藝術生活學科之內涵雖為與生活有關之藝術領域，但教科書內容仍有很大

的比例是來自於西方先進國家，編寫者撰寫時的參考資料多為國外出版，

審查委員亦以國際知識系統之標準加以評估，舉凡環境藝術、音像藝術及

應用音樂等知識，有絕大部分皆為國外引進的觀念，其結構與形式受到國

際知識系統影響頗深，幸而編寫者與審查委員皆同時重視本土化的教材，

期望使教科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內涵能取得平衡。 

 

二、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演變與發展 

教科書的走向與國家課程政策緊緊相連，教科書隨著課程政策與課程綱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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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更迭而轉變，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高中藝術生活科之教科書形塑過程之議題

脈絡分析。以此為研究目的之時，需要先釐清藝術生活科之起源、成立背景及此

課程自發展之初至今的課程脈絡，亦要對其教科書出版狀況做一個瞭解，作為後

續研究之參考依據，本節將針對高中藝術生活科之學科內涵、形成背景與經過以

及教科書出版情況三部分予以說明。 

 

（一）學科內涵 

    當欲瞭解藝術生活教科書之形塑始末，必須先回歸到課程政策面來瞭解課程

之整體走向，而後依據充足的學科背景知識再深入教科書的發展，方能知其背後

所依循的脈絡與規範。藝術生活學科在學科內涵的部份，透過教育部在八四課程

標準、九五暫綱與九九新課綱的頒布，將其課程目標、課程內涵、時數分配與教

材編選的相關轉變以圖表（表 1、表 2、表 3、表 4）整理如下： 

 

1. 課程目標 

    八十四課程標準藝術生活主軸為「了解藝術之內涵並在生活中實踐以提升生

活素質」；九五暫綱藝術生活則注重文化涵養與藝術欣賞能力；到了九九新課綱

時，藝術生活科之目標特點在建立「藝術來自生活並用於生活上的概念，增進生

活中的藝術知能與人文素養」，三次課程目標之細目，見表 1： 

 

表1 藝術生活科三次修訂課程目標 

階段 課    程    目    標 

 

八四 

藝術生活 

一、瞭解各類藝術活動的內涵。 

二、培養安排與選擇適合自己藝術活動的能力。 

三、培養對各類藝術的興趣，並積極參與藝術活動。 

四、增進藝術欣賞的能力，陶冶氣質，進而提昇文化生活的素質。 

 

九五 

藝術生活 

一、涵育文化素養。 

二、提升審美水準與觀察力。 

三、培養生活情趣，鼓勵參與藝術創造活動。 

四、增進藝術欣賞能力，陶冶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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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藝術生活 

一、探索各類藝術及生活的關連。  

二、增進生活中的藝術知能。  

三、奠定各類藝術的應用基礎。  

四、涵育藝術文化的素養。 

資料來源：教育部（1995、2004、2008） 

 

2. 課程內涵 

    藝術生活科經歷了三次的轉向，且其學科課程內涵也在歷次轉變間成為各界

所高度關注的議題。八十四課程標準藝術生活之課程內涵包含簡介、空間藝術、

時間藝術、綜合藝術四領域，共計十個類別；九五暫綱藝術生活將課程內涵規劃

成六大類，即基礎課程、環境藝術、應用藝術、音像藝術、表演藝術及應用音樂；

到了九九新課綱時，將九五暫綱藝術生活的六大類科整併為視覺藝術類、音樂應

用藝術類與表演藝術類。關於三次課程內涵之細目比較，見表 2： 

 

表 2  藝術生活課程三次修訂之課程知識結構，資料來源：教育部（1995、2004、 

      2008） 

 

階段 八四藝術生活 

 

九五藝術生活 

 

 

九九藝術生活 

課 程

內 涵 

簡介 藝術生活 基礎課程 

視覺應用藝術類 

空間藝術 

繪畫 
環境藝術 

攝影 

雕塑 
應用藝術 

音樂應用藝術類 建築與景觀 

時間藝術 音樂 音像藝術 

綜合藝術 

戲劇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類 
舞蹈 

電影 
應用音樂 

媒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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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數分配 

    八十四課程標準「藝術生活」關於時間分配，此科在高二階段，學生應修習

「音樂」、「美術」每週各一節，或是「藝術生活」科，每週兩節；九五暫綱「藝

術生活」列為必選修，學生在「音樂」、「美術」和「藝術生活」三科之中，必須

每一科目至少修習兩學分，藝術領域總學分為十二學分；到了九九新課綱時，每

類課程開設二學分，各校可依學校之師資、設備及學生需求，在三類課程中任擇

一至三類修習，亦即各類課程最低可修兩學分，三類課程全修最高可達六學分。

藝術領域總學分數降為十學分，學生在「音樂」、「美術」和「藝術生活」三科之

中，同樣必須每一科目至少修習兩學分，三次關於藝術生活科修習時數之細目，

見表 3： 

 

表 3 八四課程標準、九五暫綱、九九課綱藝術科時數分配表 

八四課程標準藝術科（共 8節數） 

科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音  樂 1 1 1 

2 

1 

2 

  

美  術 1 1 1 1   

藝術生活   2 2   

高二學生應修習「音樂」、「美術」二科，每週教學節數各一節，或「藝術生

活」一科，每週教學節數二節。 

九五暫綱藝術領域（共 12學分） 

科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音  樂 

2 2 2 2 2 2 美  術 

藝術生活 

藝術領域含括「音樂」、「美術」、「藝術生活」等三科。每一科目至少修習

二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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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課綱藝術領域（共 10學分） 

科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音  樂 

2 2 2 2 2 (2) 美  術 

藝術生活 

藝術領域含括「音樂」、「美術」、「藝術生活」等三科。每一科目至少修習

二學分。 

資料來源：楊孟蓉整理（2009） 

 

4. 教材編選 

    藝術生活科課程政策在歷經三次的轉向中，在各次課程標準與綱要均明定教

材編選之原則，整理如下表 4： 

 

表 4 藝術生活科三次教材編選原則 

階段 教  材  編  選 

八四藝術生活 教科書之編印以一冊為原則。 

九五藝術生活 最好由各科教師自編教材。 

如需專家學者編教科書，應各編一冊。 

九九藝術生活 教材之編選應參照本科課程綱要，各類別分別編寫， 

以每二學分一冊為原則。 

資料來源：教育部（1995、2004、2008） 

 

    透過以上教育部所頒布之三次課程政策，整理出關於藝術生活科之課程目

標、課程內涵、時數分配與教材編選等內容，藉以瞭解藝術生活科在歷次轉變中

的具體結構，而上述對於該科的內涵理解與歷次轉變之發生背景與形成經過，是

後續在藝術生活科範疇內研究之重要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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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背景與經過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發展主要經歷了八十四《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設

置、九十五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以及即將於九十九年實施之《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修訂，前後共經過了將近二十年。高中藝術生活科列入藝

術課程，首見於教育部在 1995年 10 月公布之課程標準，到了九十年，九五暫綱

之修訂開始，九十三年公布並於九十五年開始實施，而在九五暫綱公布之後，亦

開始進入九九新課綱之修訂期，九九新課綱則於九十七年公布，預計在民國九十

九年正式實施。以下將針對三次設置及修訂之背景進行說明。 

 

1. 八四課程標準藝術生活 

為配合社會變遷與教育發展需要，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九年至民國八十四年經

歷將近五年的修訂期程，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發佈《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而在民國八十四年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總綱》修訂，目標希望能夠繼續實施普

通教育、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生涯發展以及奠定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基礎：有

下列七項特色： 

（一） 重視民主法治教育與公民教育 

（二） 注重通識教育之理念 

（三） 充實藝術教育之內容 

（四） 反應未來社會之需要 

（五） 消除課程內容中之性別差異 

（六） 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 

（七） 增加學校排課的彈性和自主性 

    本次修訂中，由於整體社會對於文化與藝術涵養之需要，在「充實藝術教育」

之內容中提到：「高二之藝能學科原為音樂、美術，本次修訂將「藝能科」改為

「藝術科」，並新設置「藝術生活」一科，每週兩節，以使學生於選修音樂、美

術之外，亦有選習藝術生活之機會，以提升學生美化生活及藝術鑑賞的能力，以

充實藝術涵養。」首次將藝術生活課程加入高中必修科目之中，於高二實施，並

與音樂、美術並列藝術科，於八十八學年度開始實施。 

此次課程標準在設置的當時，藝術生活科的研擬階段引起多方，包含許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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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美術老師與專家學者、報紙輿論等等的熱烈討論與意見交會，而根據楊孟蓉

（2009）指出，藝術生活一科之萌芽可追溯至當時整體臺灣社會的情形，由於經

濟發展使得物質生活水平向上提昇，同時促使政府開始關注重視文化藝術之需

求，希望能夠透過文化藝術教育的落實，達成社會整體更全面性的發展。以學科

初設的因素論之，藝術生活一科的設置也受到了許多先進國家藝術教育思潮與課

程設計等的影響，學校既有的美術、音樂所能涵蓋的課程內容以不足以應付整體

社會對於藝術與文化的認知與需要，且希望能夠讓藝術課程可以相互融合並落實

在生活之中，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這一項誇越藝術學科界線，將藝術帶入生活

的綜合性科目得以生成。 

藝術生活一科誕生後，雖之而來各界對於其課程內涵造成多方的意見與討

論，其中課程內涵由於因各界提議不斷增加而流於龐雜與空泛，包含了音樂與美

術的相關延伸課程外，亦需涵蓋建築、工藝、表演、媒體等各類藝術範疇，這樣

的情況下制訂出的課程內涵，其實施效果遭到各界質疑，也造成輿論廣大迴響。

李明哲（1994）指出，教育部雖然認為藝術生活一科課程安排上立意良好，但真

正負責全國師資培育主力的臺灣師大則抱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完全迴避學科專

家參與的總綱小組欠缺實際認知，使得藝術生活課程內容龐雜空洞，實施後勢將

造成美育教育落空危機。另外此科目內涵在當時也發生了工藝類課程比重過高、

音樂科比重過低等關於學科比重之爭議；此外，當時在藝術相關專家學者最關切

的問題即為：藝術生活科的實施會壓縮到原本美術、音樂科的安排，邱婷（1994）

指出，當教育部研提出「高級中學藝術生活課程標準」草案，引起高中、大學音

樂系等教育工作者的嚴重關切，希望教育部不要輕易將音樂與美術改為選修，中

學老師更是憂心忡忡，認為新的課程標準名為擴充美育，實則削弱了美育在整個

課程中的分量。李明哲（1994）亦指出，針對教育部頒訂高二課程音樂、美術、

藝術生活科目並列選修草案，師大音樂系發表「共同聲明連署書」，呼籲國各界

支持高二美育課程維持必修方案。同時，藝術生活課程師資與教材來源緩不濟急

同樣也是當時各界的疑慮與爭議，潘罡（1995）指出，依照教育部構想，「藝術

生活」課程內容涵蓋音樂、美術、舞蹈、電影、建築、雕塑、工藝、攝影等十二

類，師資、教材也是一大問題，教育部的構想是培訓教師的第二專長，言下之意

是較音樂老師另外去讀建築，美術老師去學戲劇，然後再來授課，聽起來有點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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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濟急，所有藝術課程只編成一本教科書也有待商榷。 

綜合上述八四課程標準設置之背景，教育部在整體社會的文化需求潮流的推

波助瀾下，產生了藝術生活一科，但由於設立之學科內涵與相關措施之制訂與實

施造成各界的爭論不斷，使得這個學科從設置之際即面臨種種考驗，並且延續到

九五暫綱之修訂與實施。 

 

2. 九五暫綱藝術生活 

為提昇普通教育素質、銜接九年一貫課程與大學通識教育，教育部於九十五

年成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著手進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

訂計畫」，在本次藝術生活科課綱之編撰延續了八四課程標準中，即當初教育部

制訂藝術生活科的立意，以涵育國民文化素養、培養高中學生藝術素養及欣賞的

能力為目標，內容則是強調「與生活相關的藝術」，將學科內容定位在適合高中

生的實用類藝術的教學發展原則。 

由於八四藝術生活實施效果不彰，九五藝術生活以全新的思考角度來建構課

程內涵，故本次課綱修訂內容與八四藝術生活之架構相去甚遠，開啟了另一個新

的局面，九五暫綱在進行修訂之初，總綱小組做出藝術領域每科至少必修兩學分

的決議，使得藝術生活一科在九五暫綱中格外受到重視，獲得真正落實的可能

性。而九五暫綱將課程領域分成六大類，包含基礎課程、環境藝術、應用藝術、

音像藝術、表演藝術及應用音樂，這六大領域的制決議過程中，包含總綱小組、

課綱召集人、各界人士等壓力團體爭取等各方意見之權宜之下產生之結果，另外

在九五暫綱制訂過程中還包含了以下各項（楊孟蓉，2009）： 

（一）各界對藝術生活的課程認知與召集人沒有交集 

（二）召集人對課程之核心概念與壓力團體對現實層面之考量產生對立 

（三）「應用音樂」領域擬定過程倉促 

（四）「基礎課程」存在的必要性與否產生各界爭議 

（五）藝術生活科與其他學科內涵重疊之問題 

而在藝術生活的實施階段，亦有各種接踵而至的問題浮上臺面，包含了修課

與排課方式的規劃，這部分牽涉到學校之美術與音樂老師會優先安排該任教科

目，並多半將藝術生活安排在高三，囿限了藝術生活科發展與表現的可能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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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藝術生活科的師資來源緩不濟急與資源有限，陳智華（2006）指出，普通高中

課程九五暫綱其中新增藝術生活、健康與護理、國防通識、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

等新課程，變動很大，師資和課本受矚目。因此教育部決定暫時由現場的音樂及

美術老師教授該科，造成現職藝術教師的負擔與揚起反對聲浪，教育部受藝術生

活學科中心之建議委託臺灣藝術大學等校開設藝術生活學分班，提供教師認證之

管道。 

九五藝術生活的新局面在課程內涵方面，經過課綱召集人以及來自各方意見

的爭取及討論，促使六個領域的產生，而在課綱公布後，教育部也根據了現實環

境等種種之考量，對九五藝術生活實施之相關配套進行權宜的規劃。在九五藝術

生活形塑的過程之中，歷經了諸多壓力團體與決策方之磨和過程之後，該科最

後，雖然不全然符合課程召集人之最初規劃與各方所見之理想，但可以說是具有

了一個完整的配套機制，使得藝術生活一科在落實上，逐漸走向一個學科該有的

的健全方向，但在九五藝術生活實施之際，適逢九九新課綱的修訂階段，藝術生

活一科又再度面臨轉向。 

 

3. 九九新課綱藝術生活 

  張曉華（2008）指出，教育部依計畫於 2007 年初開始，進行預計將於九十

九學年度實施新課綱（又稱九九新課綱）的研修工作。新訂藝術生活科課程綱要

草案，是由教育部所聘請的專家、學者與教師委員們所組成的課綱小組，經過一

系列的研究過程所完成的。研修工作自 2007年起展開綱要之修訂。修訂過程中，

研修小組邀請教師、專家及學者共同參與，召開了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公聽會、

跨科統整的交互檢核、專案小組及藝術領域聯席會等以多元方式徵詢各界意見。

同時，有設於師大附中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的學科中心，透過網路徵詢各界意

見，建立意見調查回饋機制，研修過程中不斷修正，最後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

始完成正式的「藝術生活課程綱要（草案）」。 

新課綱修訂之理念為呼應中小學課程體系參考指引、銜接九年一貫課程藝術

與人文領域理念、橫向呼應職業學校藝術生活科理念與內涵。「藝術生活」科包

含視覺應用藝術、聽覺應用藝術及表演藝術等三類生活應用課程，皆為生活應用

有密切關連的課程。新的課程綱要修訂，在考量了各方因素，融入了《普通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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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中的〈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藝術生活」課程綱要總綱科

目與學分數〉中的學分數，以及相關的法規：《藝術教育法》、《國民教育階段九

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領域》、《中

小學課程體系參考指引》與師資培育機構的《培育中等學校藝術生活專門科目學

分》。 

    在九九新課綱的藝術生活形成背景中，也蘊含了不同面向的變動與拉鋸，繼

九五藝術生活之後，此次課程政策再度面臨轉向。楊孟蓉（2009）針對於九九新

課綱藝術生活科之擬訂過程指出，面臨了召集人數次更迭與課程修定啟動延遲的

困境，其中由於初期的召集人因為個人因素或者對課程修訂工作不夠瞭解以及對

課程修訂機制有意見而萌生去意，造成課程修訂啟動延遲，使得在接任的召集人

面對總綱小組所給予修訂工作進度上之壓力促使課程匆忙而顯得粗糙。在內涵整

併上由於為了銜接九年一貫之政策指引及學分減少而促使，但各界亦有針對課程

內涵的疑慮，質疑九年一貫成功與否必須被檢視，若是其成功那將高中課程於以

銜接才是有正向意義的。在人員組成方面，九九新課綱的委員幾乎新聘，實與九

五暫綱藝術生活課綱委員之間產生斷層，造成九九新課綱藝術生活的課綱委員對

於九五藝術生活的整個發展狀況幾乎不瞭解，如何針對不甚熟悉之九五藝術生活

進行微調反倒變成的問題，加上視覺藝術類召集人提出重新將內涵打散至三類架

構的作法，與當時召集人強勢主導等因素，促成了課程架構的整併。 

    九九新課綱藝術生活整個修訂過程由於啟動延遲導致時間上的倉促，以致於

沒能有更多時間去深入思考課綱內涵的各個面向，同時在有限的時間中課綱委員

沒能有對於藝術生活過往的發展有足夠的理解進行課程內涵保留與否的判斷。在

短短的近三個月之修訂期程中，儘管仍有不少來自各界反對的聲浪，但修訂速度

之快以致於九九新課綱藝術生活的各方爭議之醞釀就沒有那般沸沸揚揚如前兩

次之修訂。 

    綜覽藝術生活課程歷經的三次修訂，是非與權宜之間，牽涉到整體的社會環

就氛圍、來自主事者的決策、各方壓力團體的介入、輿論等影響，在各方的拉鋸

與進退之間，決策者將爭議連連的課綱政策修訂再修訂後，付諸實現。課綱政策

正式實施後，旋即面臨了落實與推動上的各項因應與轉變，然而，藝術生活教科

書的角色在課綱政策下起了何種作用？發生了哪些實質的影響？與藝術生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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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實與否是否直接相關？在釐清上述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對目前藝術生活教科

書之出版情況作一通盤理解，依據教科書之實際出版的情形，尚可對藝術生活課

程課程決策過程中的教科書層面作進一步探究。 

 

（三）教科書出版狀況 

    我國高中藝術生活一科的課程從八十四年設立，歷經九五暫綱與九九新課綱

三次轉變，八十四年課程標準時，並無官方教科用書出版，其後自九五暫綱起，

教科書的出版情形可藉由國立編譯館之官方統計數字得以知曉。茲將高中藝術生

活教科書審定及審定結果統計列表如下： 

 

表 5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科教科書審定冊數 

科目 審定冊數 主要出版者 時間 

藝術生活 5 科友、泰宇、龍騰、歐馨 2005年 8 月—2008年 5 月 

6 科友、泰宇、龍騰、歐馨、華興 2005年 8月—2008年 11月 

6 科友、泰宇、龍騰、歐馨、華興 2005年 8 月—2009年 5 月 

 

表 6 高級中學藝術生活教科書申請審定及審定結果統計 

科目 申請

冊數 

審定

冊數 

重編

冊數 

通過比例 

(%) 

主要出

版者數 

時間 

藝術生活 9 5 3 56 4 2005年 8月—2008年 5月 

9 6 3 67 5 2005年 8月—2008年 11月 

12 6 3 50 5 2005年 8月—2009年 5月 

註：申請冊數大於審定冊數+重編冊數，係包括申請審定但尚未通過審查之教科 

    書。(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2008a；2008b；2009) 

 

    根據國立編譯館所提供之統計資料顯示，在 88 年逐年實施《高級中學課課

程標準》之時，並沒有藝術生活科教科書的送審與出版情形，到了 2004 年 8 月

發布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實施期間，至 2008 年 11月止，總計申請冊數

為 9冊，有 5家出版社編撰之教科書通過審查，共計，另外根據國立編譯館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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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自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5 月，共計 3 冊申請審查但尚未通過審查，其審查

作業目前正在進行當中。目前所出版的 6冊藝術生活教科書之出版類科、出版社

與其有效期限，詳列如下表： 

 

表 7 藝術生活教科書出版現況 

出版類科 出版社 有效期限 

基礎課程 歐馨 2007/9/19~2013/9/18 

泰宇 2007/8/23~2013/8/22 

環境藝術 華興 2008/6/06~2014/6/05 

龍騰 2006/5/18~2012/5/17 

音像藝術 華興 2006/3/28~2012/3/27 

應用藝術 科友 2008/6/18~2014/6/17 

資料來源：藝術生活已出版教科書 

 

    透過對於藝術生活教科書之出版統計，我們可以看出以目前依據九五暫綱所

編輯且已通過審訂之教科書共計 6冊，但九五暫綱之課程內涵領域所包含的六大

類科並沒有完全有教科書之出版，即「表演藝術」與「應用音樂」兩類科。 

    針對以上文獻資料的整理，可對藝術生活歷次發展之輪廓有一通盤了解。在

這樣巨幅的結購轉換與繁複的政策更迭下，勢必對於後續「藝術生活」相關發展

種下具有高度挑戰之因子，觀諸「藝術生活」科的起落進退，身為藝術教育工作

者藉著該科科目形成過程中的多變命運，應當更審慎思考在整體藝術教育的脈絡

下，環環相扣且周延縝密之政策，是成就藝術教育推展的關鍵主因。 

 

三、相關研究之收集 

在與本研究相關之國內研究中，收錄十三篇碩博士論文，將其分為四大層

面，包含藝術生活政策與實施、教科書編輯、教科書審定及教科書與意識形態。

藉由針對國內教科書之相關研究議題之整理，來檢視教科書研究之各方研究成果

與相關論述範圍，掌握其研究切入角度、研究方法選用、研究領域設定、研究成

果詮釋等不同層面之關照。透過對上述層面教科書相關研究之梳理，以作為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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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藝術生活教科書形塑始末研究的各項環節提供參考。以下就與本研究教相關

之碩博士論文，進行其研究概說。 

 

（一）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與實施層面 

    在與我國藝術生活課程相關的研究當中，莊雅玲（2003）針對藝術生活實際

實施層面進行研究，在其所調查的中部地區高中，對落實藝術生活的現況和教師

增能管道都有再改進之必要。此篇論文提供本研究關於藝術生活一科在教學現場

所執行的情況，尤其在相關教材層面的實際研究，可使在教科書形塑的始末中，

了解在八十四年課程標準藝術生活教科書缺乏的狀況之下，教學現場的現況反應

與因應策略。在「我國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脈絡與議題之研究」中，作者

梳理出藝術生活課綱政策的發展脈絡與其中衍生之議題，分別針對八十四年課程

標準、九五暫行綱要到九九新課綱間藝術生活的課程政策進行分析探究，對本研

究提供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轉變的理解，為本研究在處理後續教科書形塑之重要參

考依據。關於上述論文之研究者、研究時間、研究題目與研究焦點整理如表 8： 

 

表 8 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與實施部分相關之國內學位論文 

研究者 時間 研究題目 研究焦點 

莊雅玲 

 

2003 臺灣中部地區高中

藝術生活課程實施

概況之調查研究 

臺灣中部地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之排

課情形、實施現況、教師對藝術生活課

程之進修需求及對九十二年新修訂藝

術生活科課程綱要草案的看法，並預測

其可能性。 

楊孟蓉 2009 我國高中藝術生活

課程政策形塑脈絡

與議題之研究 

探究我國高中藝術生活科目自八十四

年設置、九十五年暫綱修訂，到九十八

年課鋼修訂歷程中，課程政策的形塑脈

絡與議題。 

 

莊雅玲（2003）欲了解臺灣中部地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之排課情形、實施現

況、教師對藝術生活課程進修需求及對九十二年新修訂之藝術生活課程綱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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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並預測其可行性。調查結果如下：八成五的高中從未開設藝術生活課程；

音樂教師實施藝術生活課程以時間藝術領域為主；音樂教師進修意願高，可惜研

習活動少，且研習資訊管道不暢通。在實施現況之教材使用方面，教師在實施藝

術生活課程教學時，課程設計多元豐富，高達八成三之教師以自編教材為主，顯

示教師在教材使用方面的自主性很高，但教師認為新修訂之藝術生活科課程有相

關參考資料及教材不易取得之困難。她分析高中教師對於新修訂之藝術生活課程

綱要草案的看法，認為專業師資是影響新課程草案實施成功與否最重要的因素，

並建議依教師需求辦理相關之研習、以教師專長作為學校開設新課程之參考、運

用藝術性社團功能來拓展學生藝術領域的學習及改善城鄉差距問題，以落實社區

藝文資源協助藝術領域教學之理念。 

    楊孟蓉（2009）透過文件分析與質性訪談作為研究方法，探究我國高中藝術

生活科目自八十四年設置、九十五年暫綱修訂，到九十九年課鋼修訂歷程中，藝

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脈絡與議題。在藝術生活課程形塑脈絡之促成方面，八四

年課程標準是決策者與藝術主流學閾團體相互妥協所生，九五暫綱則顯現了課程

理念主導者與壓力團體間的妥協，至九九新課綱時政策與課綱主事者的理念相謀

合則為主因。在學科規劃與知識結構的轉變上，從八四年課程標準綜合式學習概

念的大雜燴課程、九五暫綱實用性藝術課程所生之六類獨立課程到九九新課綱統

整概念下的交叉融合課程，歷次轉變之原因可歸納成決策者主導和壓力團體的相

互抗爭與人事更迭，加上課程主軸概念缺乏等兩項因素。而在歷次學科轉變過程

中的議題則是教育部課程委託機制造成課程修訂斷層、決策者與壓力團體之拉鋸

及各界缺乏對藝術生活課程之積極態度與共識所致。 

 

（二）教科書編輯層面 

    在關於教科書編輯部份之相關研究中，收入與本研究相關研究共四篇，以作

為教科書編輯歷程中所牽涉到之面向與議題作為參照。「國中英語教科書編輯歷

程與內容編寫之個案研究」中，藉由個案的深入研究來理解教科書編輯的自主與

在審查過程中遇到的困境；在「從編輯者的觀點談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審查制度

之分析」中，給於本研究關於政策轉變對教科書編輯的影響，能夠提供政策層面

與教科書的具體關聯；「九年一貫國中數學民間版教科書編輯歷程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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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對該版本教科書之編輯團隊作深入研究，並將歷程之所見予以歸納分析，使

本研究在進行教科書形塑始末的觀察上，能夠先行理解教科書編輯團隊所可能遭

遇的諸多問題；「新舊課程時期國小國語教科書編輯經驗之敘說探究」則關注教

科書產製過程中的各個面向牽涉到的妥協與現實拉鋸，給予本研究一個參考與對

照。關於上述論文之研究者、研究時間、研究題目與研究焦點整理如表 9： 

 

表 9 教科書編輯層面相關之國內學位論文 

研究者 時間 研究題目 研究焦點 

鄭玓玲 2003 國中英語教科書編

輯歷程與內容編寫

之個案研究 

 

針對九十一學年起所採用的審定版國

中英語教科書，進行有關編輯歷程與內

容編寫之探討，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關於

編輯小組成員組成方式、編寫規劃流

程、編輯理念以及內容編寫之相關研

究。 

丁儷蓉 2005 從編輯者的觀點談

國小社會領域教科

書審查制度之分析 

從社會領域的觀點，來探討現行教科書

審查制度。 

施雅寧 2006 九年一貫國中數學

民間版教科書編輯

歷程之個案研究 

探究某一民間版本編撰九年一貫國中

數學教科書之歷程、所面臨問題與因應

之策略。 

陳欣蘭 2008 新舊課程時期國小

國語教科書編輯經

驗之敘說探究 

探討國小國語科教科書編輯委員對教

科書編輯和政策的觀感，以及新舊課程

架構下教科書編輯的變化。 

 

    鄭玓玲（2003）針對九十一學年起所採用的審定版國中英語教科書，進行有

關編輯歷程與內容編寫之探討，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其為關於編輯小組成員組成方

式、編寫規劃流程、編輯理念以及內容編寫之相關研究。在內容編寫方面，她指

出教科書編輯者對於審查委員在不同冊數的不同內容審查有著感到無所適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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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審查過程的對話機制僅限於單向的，意即編者提出申請後，須獲得審查委員

同意，才能見到審查委員來當面陳述編輯理念與設計緣由，若雙向互動機制在第

一階段的審查過程是存在的，勢必能夠降低審查委員與編者意見不同的爭議產

生。而審查委員對於各冊的審查標準應當一致，使編者不會趕到無所適從也能夠

使教科書內容有一致性。研究提出目前針對教科書的編輯時間是否足夠，仍待檢

視。教科書的編輯是商業機密或是應受全民檢視，出版商以商業機密為由，無法

得知文編與美編的分工情形與運作方式，出版上若能將部分內容予以公開，獲得

各方意見，對於教科書的內容編寫，能更適合學生學習。 

    丁儷蓉（2005）主要從社會領域的觀點，來探討現行教科書審查制度。在其

研究結果提到，由於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初，民間業者在教科書開放審定之後，

開始參與教科書編輯工作，舉凡所有編輯人員、編輯流程、編輯內容等都未臻成

熟，在一切尚未步入軌道之際，便被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趕著倉促上路，教科書

出版的速度不及改革的速度。這樣的教育改革方式，嚴重影響了教科書品質，因

此，九年一貫課程實施過於躁進，而教科書審查制度又無法與其配合，只能倉促

決定，讓審查單位因配合突如其來的教育政策而失去應有的立場及應負的責任，

是此次研究中發現對教科書影響最大的層面之一。教科書制度從改為審定制以

來，審查委員的立場就一直被質疑有「以審代編」之嫌，現實狀況是審查委員將

各家出版社多元的教科書，審查成一元化的教科書，至今社會領域的教科書編輯

者在經由審查後，無法拒絕修改的情形下，對審查委員的審查方式仍存在著有以

審代編的看法，審查委員個人的意識形態仍藉由審查存在於各版本中，使得原本

多元的立意，卻因審查制度本身缺失，如審查委員的主觀意識、審查規準的不明

確等因素，失去了教科書多元的意義。關於九年一貫社會領域之能力指標的解

讀，不僅存在於編輯者與編輯者之間、編輯者與審查委員之間，也存在於審查委

員與審查委員之間，這是個不容輕忽且極需解決的問題。在送審後的審查決議

中，不論是修正或是重編，依照審定辦法所要求回修正或重編的時間都是不足夠

的，這樣的教科書品質也讓人質疑。因此給予充裕的時間，讓編輯者做完整而正

確的修改，是此領域所留意的。社會領域審查規準在審查之初就已訂定完成，但

許多的社會領域教科書編輯者深深感覺到，審查規準只是一個參考，審查委員並

未真正落實將其當為依據，這容易讓審查委員有陷入自己個人主觀意識型態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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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施雅寧（2006）旨在探究某一民間版本編撰九年一貫國中數學教科書之歷程

與所面臨問題與因應策略。其研究結果整理出民間版國中數學教科書編輯歷程之

現況與理想模式，並指出，（一）教科書編輯過程中缺少編輯群間之對話，造成

教科書縱向銜接內容不足、（二）編輯團隊在編輯教科書過程中深受市場影響，

造成理想與現實間難以平衡，傾聽市場的聲音及了解市場的需求，便成為制衡教

科書之最大因素，編輯者所編寫之教科書並非是心中最理想的教科書、（三）政

策的搖擺使出版社紛紛措手不及，造成編輯的困擾，在暫行綱要版本之教科書編

輯完成後，馬上又得編正式綱要的版本，又必須補充銜接教材以銜接戰行綱要與

正式綱要的差距，耗費許多人力、時間及精神、（四）審查意見不明確造成解讀

上之困難、（五）教科書編輯團隊的人才流失問題，受訪者表示編輯壓力過大因

而有放棄之念頭，另由於課程綱要公布時間較晚，出版社在教科書送審時間緊迫

的情況下，缺乏足夠時間培訓編輯團隊，主編尋找團隊成員時，多數人才早已參

與別家版本之編撰，或是參與審查委員，有些則是編書壓力過大或是意見不見得

被採納而無再參與之意願。 

    陳欣蘭（2008）則是探討國小國語科教科書編輯委員對教科書編輯和政策的

觀感，以及新舊課程架構下教科書編輯的變化。在其研究結果中顯示，新課程內

容的相關規定明確性不足，尤其是能力指標的部份不夠具體明瞭，使編者在使用

時無所適從，只得自行摸索猜測。且編輯小組合作過程中，必須依靠主編發揮其

領導的功能，但有時礙於人情壓力的羈絆及長久合作的默契問題，無法任意調整

或換置人員，產生小組協調問題。在出版方面，教科書成為市場商品之後，帶來

的同業誣告、抹黑、政治力介入等問題，另由於民意反應產生了議價制度，政府

強勢要求出版商降低書架，出版社為了平衡收支，於是要求編輯委員，以成本較

低之設計取代原本較精緻的設計，使教科書品質受到影響，也顯示了編輯者編輯

專業和教育理想受到忽略的現象。在教科書編輯遭遇的困難方面，編審雙方對話

機制未能完全發揮功能，審查委員的遴選及評鑑方式也未有一套完整的規劃流

程，不暢通的溝通管道再加上不透明的審查制度，引起編輯委員的質疑，也引發

編審之間的爭議。審查過程的面向，兩階段審查人員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審查標

準，不合理的及過於嚴苛的審查標準使得一些優美文章被替換或刪除，更減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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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編輯委員參與民間版教科書編輯所抱持的理想與熱情，在編審雙方權利不對

等的情形下，編輯委員只得順從，且審查意見中部份意見過於籠統且雜亂，甚至

亦見彼此有矛盾之處，顯見審查過程未徹底討論及彙整，造成編輯委員修改上的

困難。 

 

（三）教科書審定層面 

    在教科書審定部分與本研究相關之論文一共六篇，其研究重點在於檢視審定

政策與審定歷程衍生出之相關議題。在「教科書審查規準建構之研究」中，強調

審查規準建立的迫切性，關於研究結果提出的審查規準關注層面，給予本研究在

探究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歷程中的切入面向；由於教科書的開放審定，造成市場

機制的自由運作，「國小教科書開放審定版後衍生問題及爭議之探討」提供了在

市場機制的運作過程中，所牽涉到的相關爭議，提供本研究欲探詢出版社在教科

書形塑過程中之角色提供參考依據；關於審查政策與歷程之研究，「九年一貫課

程教科書審定政策執行之研究」與「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審查歷程之研

究」分別提供了本研究對於審定政策執行與其歷程的運作現況及成效；「兩岸國

小教科書審定與選用制度之比較研究」中提供了兩岸之制度作為對照，且對選用

政策之關注提供了教科書在通審之後運作歷程的實施現況；關於「教科書開放政

策下的自由與規範」旨在研究教科書審定歷程中的規範與自由，提供本研究在進

行教科書形塑始末的過程中，針對開放政策底下對教科書的多面關照。關於上述

論文之研究者、研究時間、研究題目與研究焦點整理如表 10： 

 

表 10  教科書審定層面相關之國內學位論文 

研究者 時間 研究題目 研究焦點 

賴光真 2001 教科書審查規準建

構之研究—以九年

一貫課程社會學習

領域為例 

鑑於教科書審查規準的建構在建構過

程、方法模式、規準結構及內容上均未

臻理想，故針對教科書之審查規準的建

構問題進行研究。 

陳淑華 2001 國小教科書開放審 在探討解除管制後之教科書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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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版後衍生問題及

爭議之探討--法律

面與經濟面之分析 

由獨占轉為競爭型態之各方爭議。 

藍順德 2003 九年一貫課程教科

書審定政策執行之

研究 

 

分析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審定政策執

行之歷程和成效，本研究結果關於教科

書審定政策執行條件之分析，提出教科

書審定有其必要性、教科書審查作業程

序仍有改進空間，並應建立教科書爭議

處理機制。 

洪孟珠 2004 九年一貫社會學習

領域教科書審查歷

程之研究 

探討教科書審查制度之內涵與爭議並

梳理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審查歷程的

運作及其問題來規納出教科書審查決

策之參考意見。 

高嘉徽 2007 兩岸國小教科書審

定與選用制度之比

較研究 

進行兩岸教科書審定與選用制度之比

較，以作為臺灣教科書制度改革與規劃

過程之參考依據。 

李依茜 2009 教科書開放政策下

的自由與規範—以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

教科書審查歷程為

例 

探究教科書開放的理想與實際狀況，以

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歷程，透過論述

分析，了解編審雙方如何透過審查歷程

影響教科書文本的形塑，進而思考教科

書審查歷程中存在的規範與自由。 

 

    賴光真（2001）透過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等方法，針對教科書審查規準的建

構問題進行「教科書審查規準建構之研究—以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為例」

之研究。除探討教科書審查規準的定義、功能、特質、發展模式等相關概念外，

更著重於建構原則的歸納。其研究結果如下：（一）我國現階段實施教科書審查

有其必要性，且應將教科書的各項屬性、成分、以及過程和結果納入審查範圍，

（二）審查規準具有多重的功能，但其建構未臻理想，應加強理論基礎之探究並

遵循一些實質性與技術性的原則，（三）審查規準應針對特定學習領域之審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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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進行專用建構，（四）在審查規準中審查結果的梳理，應導向以質性方式進行

設計，（五）審查規準應由教科書角色功能、課程設計、閱讀理解等討論或研究

來歸納其架構，原則上應掌握內容選材、結構組織、教學設計、圖文傳達、物理

產製、研發過程等六大構面，（六）審查規準在確保各項目均為教科書應備之基

本條件，且所設定的通過水準寬嚴合宜的前提下，應將所有規準列為必要規準。

此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未教科書審查規準的建構，奠定理論性與實證性的基礎，

並提出供各界訂定審查規準之參考。 

    陳淑華（2001）在探討解除管制後之教科書市場結構由獨占轉為競爭型態。

審查通過之教科書於市場上之銷售行為，放任市場機制運作，開放管制後的教科

書市場，各出版業者為爭取學校選用其版本之教科書，乃大量製作並免費贈送輔

助教具等高單價贈品，以不當行銷方式爭取交易機會，影響市場競爭秩序。而部

分學校更是以教具贈品贈送的多寡，作為擇定教科書版本的主要依據，忽略了教

科書本的內容、品質的適合與否才是採擇重點。市場競爭激烈，購併頻傳，財力

不敵之出版業者退出教科書市場，參與競爭之事業減少，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形

成，獨占市場已成為隱憂。自由化後的教科書市場，雖不可能真正進入完全競爭

的理想境界，但解除管制後，仍有市場失靈的情況存在，則政府的介入有其必要

性。 

    藍順德（2003）旨在分析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審定政策執行之歷程和成效，

本研究結果關於教科書審定政策執行條件之分析，提出教科書審定有其必要性、

教科書審查作業程序仍有改進空間，並應建立教科書爭議處理機制，研究亦指

出，編輯人員個人之意識型態和知識理念會影響教科書內容且編審雙方對於送審

教科書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程度之認知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發現編輯人員認為審查

過程應更公開化、透明化，且審查人員之意識型態和知識理念會影響教科書審查

結果，此外，編審雙方對於對方之能力認知有顯著差異。在編審互動情形方面，

本研究發現編審雙方信任感不足、編審間之溝通機制有待加強。 

    洪孟珠（2004）探討教科書審查制度之內涵與爭議並梳理九年一貫社會學習

領域教科書審查歷程的運作及其問題來規納出教科書審查決策之參考意見。根據

其研究結果，有以下歸納：（一）編審直接的對話溝通有助於釐清送審教科書所

面臨之問題，（二）基層教師參與審查委員會名額有保障，增強了教科書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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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適用性，（三）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為教科書審查之重要依據，但由於其

倉卒上路，且編輯人員與審查委員對於其解讀落差甚大，是造成教科書審查上的

困擾因素，（四）審查規準不行使編審雙方各自表述，使審查過程容易產生爭議，

（五）九年一貫教科書審查，分階段分冊同時送審，使教材之縱向連接有困難，

（六）教科書開放後，編輯人員倉促成軍且團隊更換頻繁，再加上未將「教科書

試用」及「試用報告」列為審查標準之一，教科書發展不全及上市品質，使得教

科書品質令人堪憂。 

    高嘉徽（2007）旨在進行兩岸教科書審定與選用制度之比較，以作為臺灣教

科書制度改革與規劃過程之參考依據。關於臺灣教科書制度的部分，其研究結果

指出，臺灣教育改革的興起與教科書制度的演變，最主要受到政治解嚴與社會文

化複雜性的影響，另外由於教育改革訴求與回應全球教育變遷之趨勢，臺灣的教

育鬆綁包含有課程規劃權的鬆綁與教科書選用權的下放，使學校教師與家長有選

擇的權限，也是一種尊重教師教學選擇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展現。在臺灣，除

了給予學校教師有組織各校課程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教師開始大量的參與民間出

版社的邀約，進行教材的編寫，甚至得以接受推薦參與教材審查工作，尤其在臺

灣的教科書審查過程中，更給予教師名額的保障。臺灣教科書審定流程民主化，

以國立編譯館進行審查業務，在教科書審查過程中有溝通機制的建立，所有出版

商的教材審查階段與狀況皆可以查詢，甚至教科書審定委員聘任也公開，大眾可

透過公開機制，共同檢視制度規劃與運作之合理性，減少有黑箱作業或審查不公

等爭議。臺灣選用教科書之單位由學校教師主導，強調選用合一與尊重教師專

業，但容易產生教師額外之行政負擔與教科書採購過程中的弊端。臺灣教科書審

查通過後，後續相關出版與發行，全由出版業者自行與學校接洽，由家長、學生、

教師與學校依據市場法則，決定教科書的存歿。這樣的作法刺激教科書出版者更

加重視教材資源的提供、教材出版的後續服務。 

  李依茜（2009）透過論述分析，進行「教科書開放政策下的自由與規範—以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審查歷程為例」之研究，探究教科書開放的理想與實際

狀況，研究以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歷程，了解編審雙方如何透過審查歷程影響

教科書文本的形塑，進而思考教科書審查歷程中存在的規範與自由。其研究結果

認為，教科書開放政策實由政治與經濟論述運作結果而生，透過教科書開放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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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的問題，隱藏在過去國家管制下的市場化運作邏輯逐漸突顯，使教育部出面鼓

勵縣市政府進行教科書議價，此現象訴說了國家干預與市場化運作邏輯的內在矛

盾；再者，根據其研究結果指出，教科書是編審雙方對於教科書之想像與妥協的

最終樣貌，教科書審查歷程事實上是理想與現實對話的場域，種種對於教科書的

理念，透過此歷程進行意見交流、歷經衝突最後留下妥協之結果；最後，她認為

教科書審查的結構規範是教科書編者與審查委員自主行動的辨證歷程。 

 

（四）教科書與意識型態層面 

    國內目前針對教科書編審過程之意識型態探討之碩博士論文僅江荳（2007）

之「高中歷史教科書編審過程探討：政治意識形態」一篇，由於其研究者之個人

因素不願公開研究成果，使本研究產生限制，無法透過其研究來了解其探討教科

書編審過程之意識型態時之切入角度、研究實施情形與具體研究成果。國內目前

在教科書研究部分，針對教科書形塑過程的意識形態研究大部分著重在內容分析

的層面，如「高中美術教科書中性別意識型態之研究」與「我國國小社會領域教

科書接及意識形態之內容分析」等，在透過教科書文本內容之分析來檢視關於教

科書內容中性別、族群與政治意識型態的研究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專院校各

類教科書均有多個研究產出，但本研究將研究焦點索定在教科書形塑過程中編審

雙方對形塑教科書的整體影響力與衍生議題之探究，故以內容分析來歸納教科書

文本中各層面意識型態之研究與本研究之關聯性較薄弱，故不逐一整理歸納，惟

「教科書內容的多元化與意識型態關係的探討」在內容分析的切入點之外，亦關

注意識形態與教科書開放政策的關係，提供了本研究在進行意識形態對教科書之

影響層面時的多面考量。關於本篇論文之研究者、研究時間、研究題目與研究焦

點整理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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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教科書與意識形態層面相關之國內學位論文 

研究者 時間 研究題目 研究焦點 

扶志凌 2004 教科書內容的多元

化與意識型態關係

的探討—以審定本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

二冊為例 

 

從「教科書思想是否多元化」、「教科

書文本內容是否多元化」以及「意識

型態在歷史教科書中如何呈現」和「教

科書開放政策是否能有效消除意識形

態對於教科書的影響」等四個面向進

行教科書內容多元化與意識型態關係

之探討。 

 

    扶志凌（2004）試圖從「教科書思想是否多元化」、「教科書文本內容是否多

元化」以及「意識型態在歷史教科書中如何呈現」和「教科書開放政策是否能有

效消除意識形態對於教科書的影響」等四個面向進行教科書內容多元化與意識型

態關係之探討。研究者以內容分析的方式，去檢視審定本歷史教科書的思想多元

與否，審定本歷史教科書的史觀多元化與否，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即便教

科書內容多元化，不同意識型態仍在教科書中出現，教科書開放多元化，顯然並

不能就此消除意識形態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在九五高中歷史暫行綱要所引發

的爭議中，教科書與課程綱要所引發最大爭議仍在意識型態的問題，人們關注教

科書中，意識形態如何呈現的問題，顯然重於關注教科書實質的內容。而在審定

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中，看似非常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實際上卻對於歷史教科書

的選用，並未造成實質的影響，反而是教科書使用的便利性，以及輔助教具教材

的有無，才是歷史教師最關心的重點，而即便是有意識型態的教科書，歷史教師

也會選擇自己認為對的方式教學，而非只受到教科書內容的影響。 

    以上相關論文的收入，提供了諸多在探討「藝術生活」教科書形塑過程的參

考方向，尤其在編輯與審查兩方面的研究中，雖然未見針對藝術生活教科書之相

關研究，但他領域之教科書研究著實能夠為本研究在梳理教科書之議題脈絡時有

更多層面與更加周延的考量與關注。也期望藉由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研究，能夠為

藝術領域課程的教材研發與課程推展建立一個歷程分析，提供臺灣在藝術生活科

等藝術領域課程文本的建立上一項可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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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成果 

在藉由多方資料的查驗與分析，理解教科書之發展經過與審定過程，並匯聚

藝術生活教科書發展之相關議題後，以下將本年度研究結論分別陳述。 

一、出版商業考量凌駕藝術生活教科書存在之必要性 

在梳理藝術生活教科書發展過程後，發現當八四藝術生活初設時，由於列為

選修學分，藝術領域教科書之出版社在商業利潤考量下，並未考慮出版，直至九

五藝術生活改訂為必修課程後，出版社對藝術生活教科書的觀望期結束，開始依

據市場需求、編輯團隊、師資配套等各方考量因素下，展開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產

製過程。當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相繼出版後，九九藝術生活知識結構迅速轉向，

將原先六大類課程內涵從整併為三大類，藝術生活教科書的規劃從頭開始，目前

九九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工作仍在進行，已有視覺應用藝術與音樂應用藝術兩類

科教科書出版，惟在當前教科書編審政策的現況下，商業考量使得課程政策的落

實成效產生變因。 

 

二、課綱轉變頻仍使藝術生活教科書編輯長期陷入摸索 

由於八四藝術生活形同具文，並未有教科書產生，使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之

編審成為將課程政策轉化為學科知識的首次展現。研究結果顯示，出版社在尋求

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團隊時以過去具有合作經驗之藝能科團隊為優先考

量，故多數藝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在教科書的撰寫經驗上並非陌生。然而，儘管藝

具有經驗，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團隊在編撰過程仍然因為全新課綱的初次執行，而

面臨許多拿捏的困難。課綱的解讀與教科書的轉換間存在著許多可能性，使得藝

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在教材詮釋與選取上反覆摸索。同時，由於課程實施在即，藝

術生活教科書的編輯工作難以從容經營，復因九九藝術生活的課程結構轉向，使

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與出版宣告停滯，九九藝術生活教科書又重啟對課綱

的解讀與對教材的詮釋與選取。 

 

三、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機制囿於現實因素的互動限制 

根據目前我國教科書編審機制，教科書編撰者與審查者之互動機制包含編撰

前之三方座談、編撰後送審之審查意件往返與溝通說明會，三種互動機制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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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釐清教科書之編撰方向、教科書細部內容之修訂以及若涉及重編前之溝通協

調。然而，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前雖舉行三方說明會，以釐清教科書之編修

與參照方向，但由於九九藝術生活知識結構的迅速轉向，使編審雙方對於教科書

的審查處在且走且看的嘗試階段。再加上根據教科書審查規定，一冊教科書之審

查意見往返以三次為限，對於審查者產生即便三次意見往返後仍有待修正意見卻

無法提出；對於編者則產生須在意見往返過程中完成修正，以因應出版之需的狀

況。囿於教科書編審規定及出版期程的壓力，使藝術生活教科書雖具對話機制，

其溝通效能卻待觀察。 

 

四、高中藝術教科書形塑過程之衍生議題 

藝術生活在八四課程標準時被設為選修科目，因此教科書處於懸缺狀態，直

至九五藝術生活訂為必修課程後，藝術生活教科書方從無到有，並在九九藝術生

活課程政策變革下持續發展。根據本年度研究結果，以下陳述高中藝術教科書形

塑過程中之衍生議題。 

 

（一）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內部之權力議題 

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委員會自九五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發佈之後首次運作，在

九九藝術生活發佈後委員會又進行一次成員的大幅調整。一般教科書審查委員會

雖有多元方式選薦成員，然課綱小組負責人之推薦往往具有相當參照意義。為顧

及委員會成員的多元面向，教科書審查委員會中須包含學科現場教師。根據研究

結果顯示，誠然教科書審查委員會的運作機制為共議方式，每一程原居具發言

權，惟其中教師代表基於長幼有序的學術倫理觀念，不免受到隱性權力位階之左

右，「人情羈絆」乃在委員會中隱約滲透。此外，由於藝術生活課程的合科性質，

使教科書審查委員會為多重藝術領域專業之組成，使委員會在教科書審查過程

中，或友發生內部意見互異的情況，以致互異的審查使編輯方面臨無所適從之處

境。 

 

（二）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雙方對溝通效能之疑慮 

當檢視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雙方在教科書的互動機制時，發現由於權力關係

無形地展演滲透，以致編審雙方不論是藉由書面或是當面溝通，都無法發揮對



 68 

等、暢通之溝通效能，而發生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雙方對溝通效能之疑慮。在藝

術生活教科書從九五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發佈之後首次運作，到九九藝術生活課程

政策發佈後重新構組之發展經驗上看來，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機制中編輯委員透

過審查意見表達申覆意願與申覆成功的比率相對低落。根據研究結果，其原因在

於一旦審查方堅持修正方向，編輯方往往即處於不得不從的壓力之下；而若判決

重編所召開之溝通說明會，同樣為編輯方認為有徒具形式之狀況。在目前教科書

編審的動機制下，握有裁量權的審查方與位於被檢視的編輯方，似乎始終是拉鋸

於有限制的互動中。 

 

（三）藝術生活科課程政策與教科書出版間的斷裂 

根據本研究第一年度的研究結果顯示，九五藝術生活的概念實用性藝術課程

取向，強調基礎養成並處類旁通的六類獨立課程，並須發展獨立之六類教科書。

然而，在出版社之精算考量下，九五藝術生活的六類科並非均有教科書出版，其

中僅有一家出版社編寫「應用音樂」但遭判重編後即放棄出版，而「表演藝術」

則無出版商嘗試，使「應用音樂」與「表演藝術」兩類課程至九九新課綱發佈之

時均無教科書出版，成為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懸缺的二類，也似乎預指了九九藝

術生活部份教科書的難產現象。雖則九九藝術生活啟開高中表演藝術的新契機，

但由於缺乏課程實施的具體參照，教材編撰從零開始，表演藝術類教科書編審雙

方對教材內涵的認知差異，與委員會內合科審查的模糊界限，以致目前九九藝術

生活雖已實施，其中表演藝術類尚未有教科書正式出版，呈現課程政策實施與教

科書出版間的斷裂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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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三年期主軸—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與

差異 

壹、研究背景 

課程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對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課程的內容需與時俱進、因時制宜才能有效率地達到，然而國家課程政策的

教育目標是否能予落實，教師則為關鍵人物。由於藝術生活學科設科未久，其內

涵與知識結構在歷次課程修訂中俱有改變。在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不斷轉變的

脈絡下，藝術生活教師對課程所持之教學信念，以及其信念與教學實踐的關係，

攸關藝術生活課程的未來發展。 

藝術生活科目之設置使高中藝術教育呈現了新的樣貌，其落實成效的關鍵則

為教師。本研究第三年度之目的即在探討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進行研

究時，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研究法，以自編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念調查

問卷」了解受調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的認知層面與教學實務經驗的看法。在高

中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念的層面部份，包涵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與教

學資源等四大面向。在課程教學實務經驗部份，則包含課程設置目的之重要程

度、學習內涵重要程度、進修需求重要程度、使用配套措施頻率、使用教材內容

頻率、使用藝文資源頻率、校外人士教學頻率、增進個人知能頻率等各層面。同

時，本研究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前述層面的觀點及差異情形。 

 

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在歷經數次課程修訂後，學科知

識結構與內涵已大致底定，鑒於教師是課程改革與實施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藝

術生活教師面對此一新設科目，其對課程的教學信念與實施層面應被了解。本研

究之目的即在探究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進行研究時，使用問卷調查之

研究方法，並聚焦在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的認知層面與教學實務

經驗的看法，包含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教學資源等層面，同時探討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前述層面的觀點及差異情形，期望能透過本研究來了解高中

藝術生活教師在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發展脈絡中位居樞紐之角色。根據研究目的，

擬訂下列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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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藝術生活教師藝術生活課程之教學信念為何？ 

二、高中藝術生活教師藝術生活課程之教學實務經驗為何？ 

三、不同背景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高中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念各層面之相關性為何？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三年度計劃乃採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

程的教學信念，以自編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念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

本問卷內容主要將教師教學信念分成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與教學資源

四大層面第一部份為調查藝術生活教師的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藝術生活教師在

教學認知上各層面之教學信念以及第三部份為調查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的實務經驗，內容著重於教師在藝術生活課程之教學具體有關。 

 

肆、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曾經擔任高中藝術生活課程之男女教師為研究對象，由於研究樣本 

人數不多，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普查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之調查以全國高中 

藝術生活教師為研究對象，全國高級中學共計335所，其中高級中學又包括完全 

中學、實驗中學、技職學校等，藝術類科的制定與課程政策的頒布皆與高級中學 

藝術生活科不同。考量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為僅只適合於一般的普通高級中學，同 

時藝術生活課程在綜合高中、高級職業學校以及五專等各自成立之背景、教育氛 

圍與開課情形不同，且不受開課限制。為避免失焦，本研究也無法涵括種種面向， 

因此本研究調查對象的範圍僅以高級中學與完全中學之高中部為主。因此研究者 

以電話進行訪查全國各高級中學與完全中學之聘有正式藝術生活專任教師，取得 

同意之後，採用網路問卷進行施測，最後回收之研究樣本共計有166位，回收率 

為88.78%，但因本問卷適宜有藝術生活課程任教年資一年以上經驗之教師作答， 

故在教師背景變項中篩選出符合本研究之對象，經過重新整理與排除作答不完整 

的問卷 50份，總計有效樣本為 116份。依據本研究之調查問卷的第一部份受訪

教師「基本資料」。研究者分別就性別、年齡、最高學歷、畢業科系分組、教學

年資、藝術生活任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學校地區、學校所屬類別、學校規模

等部份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如下表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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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基本資料變項之次數分配表 

類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 35 30 

 女 81 70 

年齡   

 30 歲以下 27 23 

 31 歲~40 歲 50 43 

 41 歲~50 歲 33 28 

 51 歲以上 6 5 

最高學歷   

 博碩士 98 84 

 大學/其他 18 16 

畢業科系分組   

 其他 7 6 

 美術系 46 40 

 音樂系 42 36 

 設計系 11 10 

 資訊 5 4 

 舞蹈系 1 1 

 戲劇系 4 3 

教學年資   

 5 年（含）以內 28 24 

 6~10 年 38 33 

 11~15 年 18 16 

 16~20 年 13 11 

 21 年（含）以上 19 16 

藝術生活任教年資   

 3 年以上 59 51 

 2 年 27 23 

 1 年 30 26 

 

 

 

 

 

 

  

   

擔任職務   

 教師兼任主任 4 3 

 教師兼任組長 16 14 

 專任教師 75 65 

 兼任教師 5 4 

 代課教師 8 7 

 其他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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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學校地區   

 北部（苗栗以北） 60 52 

 中部（台中、彰化、雲林、南投） 26 22 

 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25 22 

 東部（花蓮、台東） 3 3 

 外島（澎湖、金門） 2 2 

學校所屬類別   

 普通高中 91 78 

 完全中學 25 22 

學校規模   

 15 班以下 5 4 

 16-30班 13 11 

 31~45 班 19 16 

 46~60 班 44 38 

 61 班以上 35 30 

註：N ＝ 116 

 

第三年度之研究在資料收集上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以自編之「高中藝術生活

教師教學信念調查問卷」（附錄六）作為研究工具，包含第一部份為調查藝術生

活教師的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認知上各層面之教學信念以

及第三部份為調查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實務經驗，內容著重於教師在藝

術生活課程之教學具體有關。問卷初擬之後，預試量表經過專家學者的審核及指

導，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後，形成共30題的教學信念預試量表，擬以預試（Pilot 

study）進一步探究本研究工具的適切性與可行性，在此階段以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進行題目微觀的修正。在預試階段一共收集了52名受訪教師填寫的問

卷，之後回收正試樣本，總計回收有效問卷116份，再以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來建立量表之建構效度，接著再以信度分析

以確認每一個信念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以確立正式問卷之信效度。 

本研究於回收問卷整理完畢後，將篩選出的有效問卷進行初步處理並加以編 

碼，同時將填答者之資料作電腦登錄，採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 19.0套裝軟體程式，作為資料統計分析的處理工具，以回答本研究所欲

探討的研究問題，茲將本問卷調查研究各部分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整理，並詳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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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的主要目的是在使用計算、測量、描述、劃記與排列次續等方法，

將一群資料加以整理、摘要和濃縮，使容易瞭解其中所涵括之意義和其中所傳遞

之訊息的性質（林清山，1987）。故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包含課程政

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教學資源），同時也探討受測對象在藝術生活課程教

學實務經驗調查層面（包含設置重要程度、學習內涵重要程度、進修需求重要程

度、使用配套措施頻率、使用教材內容頻率、使用藝文資源頻率、校外人士教學

頻率、增進個人知能頻率）上，以計算平均數及標準差來作現況描述。 

 

二、次數分配 

本研究所使用之次數分配，將計算受訪教師在藝術生活課程變項（包含教學

主題、最感興趣的學習類別、協同教學科目、評量方式、軟硬體教學設備、對專

業教學知能有幫助、面臨困擾）的個數與百分比，以了解藝術生活課程變項的分

布情形。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兩組平均數差異的檢定，可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王保進，2002）。本研

究分別以藝術生活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等變項對高中藝術生活教

師教師在「教學信念」量表各層面（包含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教學

資源與整體教學信念）之差異情形。 

 

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分別以學校背景變項及教師背景變項等基本資料為自變項，葉重新（2006）

指出，超過兩組平均數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時，可採用變異數分析。故本研究以

藝術生活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等變項對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

信念」量表各層面之差異情形。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 F 檢定達顯著（設 α 

＝ .05），則以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 

 

五、積差相關（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透過皮爾森（K. Pearson）積差相關的統計方法，探討「教學信念」量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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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包含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教學資源與整體教學信念）之間的

關聯性。 

 

伍、文獻收集與評述 

第三年度計畫研究之文獻收集主要除了延續前兩年的脈絡發展外，並分別從

課程理論發展取向和課程實施中分析教師角色與教師課程詮釋的觀點和層次、教

師教學信念之相關理論，並收集國內外有關於教師教學信念之相關研究，分析與

討論教師教學信念之不同層面的影響因素，以作為日後研究結果資料分析之依

據。 

課程是學校教育的核心，任何課程的實踐，都需要透過詮釋與轉化的歷程。

無論高中藝術生活課綱政策內涵之理念課程和正式課程的設計多麼完美，若沒有

經過課程實施的教育行動，則無法落實課程的教育理念，更無法達到課程設計與

課程發展之課程目標的預期成效。課程實施的過程攸關教師對於課程的詮釋，課

程實施在課程改革或是課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因此，在談論教師

課程詮釋相關理論之前，本節將先針對課程實施的內涵，區分為三項主題進行探

討，諸如：課程發展與課程實施的概念、課程實施的層次與課程設計、課程實施

時教師的角色與詮釋觀點等因素。 

 

一、課程發展與課程實施的意義  

課程發展是針對學生學習做有計劃的決定，並對於學習結果持續性地進行評

鑑和修訂的歷程。由於課程發展在本質上是一種充滿政治氛圍的知識權力互動發

展歷程，存在著許多觀點理念的矛盾與利益衝突；因此，需要各級政府、學科專

家、教育學者、課程教學顧問、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以及社會人士互相

合作，以促進課程發展的良性演進與成長歷程（黃光雄、楊龍立，2004）。從上

述文獻中發現，教師的課堂教學難免受到學校的行政主管監督，但課程如何發展

與進行，受到教師的教學自主與專業所影響，這確實是旁人所無法干預的。誠如

甄曉蘭（2000）鼓勵實務工作者，體認教師乃是課程潛力的創造者，期許教師在

學校課程自主發展的趨勢下，建構出符合實務需求、具備學理基礎的課程思維與

實施架構。課程理論中的理念若要深入課程實務中，需要經由教師透過課程轉換

的過程才得以實踐在教學上，並有所成效。因此，從 Connelly及 Elbaz（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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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史中，所歸納出四個重點研究方向也發現，其緊扣著課程發展與課程實

務上兩方面來探究： 

 

（一）課程發展理念由理論回歸到實際 

課程理論（curriculum theory）是有系統地闡明教育內容或學習經驗的一套

概念或觀點，也就是對學校教育教什麼及學生學什麼的內容提供原則性的說明，

以便對課程的實務有所啟示（方德隆，2001）。理論往往受限於規範下及很有秩

序的情況下發生的，但課堂上的實際教學環境卻並非能夠應退自如，實基於教師

如何在理論與實務之間做平衡與適當之取用，因為教師乃為課程實施的關鍵人

物。Clandinin 及 Connelly（1992）提出教師即課程設計者的隱喻，認為課程不

是一具體的物品，它是在教室活動中浮現的，透過教師與學生互動加以建構的，

外來的教材、教學策略等等，都只是教師和學生用以建構教室經驗的工具，課程

是學校與教室中老師及學生生活的結合。王金國（2001）認為，此種觀點對於課

程設計與課程實施取向均強調實際教學情境的重要性，教師被視為課程發展歷程

之一部份，教師、學生、學習材料及環境，彼此是動態的交互作用，教師是教室

中課程建構及表現的整合者。 

 

（二）課程理論為教師概念形成的基礎 

    理論可以讓教師作為印證見解的依據，教師若同意某一種理論，很可能以之

作為自己課程概念的基本內容，並加以深入研究、探討其傾像及特質。面臨諸多

的課程理論，教師要從中選擇來當作基本概念時，吳海助、陳照明（2004）指出，

教師在其中所要考慮的即是教學的「實用性」與「教學者的偏愛」要達到和諧相

容的地步，先瞭解理論的內容、意象及目的，再進一步將他們能採納的部份攫取

出來。 

 

（三）容忍課程理論的多元化 

    目前課程發展的趨向，正是不斷地革新理念，因為課程基本概念已朝多元化

發展，所以課程的內容未來將更接近及符合「人」的基本原始本性（吳海助、陳

照明，2004）。就如 Connelly 及 Elbaz（1980）提到我們應該以多元的方式對

各學派理論加以包容綜合，如此課程內容方能更加完備，也能對學習者的整個心



 76 

理歷程有更深層的認識。課程的多元化是未來教育趨勢所驅，跨文化的科目整合

提昇教師不同的參考方向，進而在做教學準備與課程詮釋時，教師所具有的課程

專業將會在課堂教學當中據以顯現，同時也呈現課程多元的豐富所帶來的趣味

性。 

 

（四）課程改革中教師所扮演之角色。 

    在不同課程改革的階段中，教師所賦予的角色也不太一樣。教師在課程改革

的進行中，所扮演之角色各家學者眾說紛紜，林敏琦（2005）提出在課程改革下

的教師角色應是： 

1. 重新賦予教師自主權，因此需喚起教師應有的專業知能。 

2. 教師是一位課程的決定者、能力的引發者。 

3. 強調教師是課程改革的主導者，是課程發展的核心。 

由此觀之，教師在課程革新當中扮演著課程設計者、主導者、協同合作與研

究者等等重要角色，其在課程的覺知與詮釋、主動參與與實踐皆是教改成功之關

鍵。且藍采風、廖榮利（1994）指出當自我角色知覺形成的時候，也受到了個人

動機、期待、社會特質、過去經驗、人格特質及本身意向的影響。因此，教師角

色處在不同環境時代中，所被賦予及期望之角色，隨著社會潮流脈動而變動，其

個人教師角色覺知也應察覺角色期望的不同，有所感知、體認與自我接受，而改

變過去對自我教師角色的主觀想法與做法（林敏琦，2005）。 

教師的角色應是主動的課程傳遞者或執行者，且富有選擇和安排學生學習經

驗的責任。在課程決定的過程中，知識的傳遞與轉化便成為教師表現專業與課程

實踐的過程之一。教師必須要有敏銳的觀察力和課程設計能力，在課程理論與課

程實踐互動相互辯證中，建構彼此教漢學的經驗，這是教師可以在認知性、價值

性、自願性的三大原則下，盡情發揮自己課程自主權（葉興華，2001）。教師具

有主動解釋、詮釋課程與決定之能力，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演變下，教師與

課程決策者、行政單位與同儕之間皆構築了彼此接觸討論的過程。因此教師的社

會化是人際互動的，唯有採用重視「人」為主體的詮釋取向研究方法，才能從課

程改革中擷取經驗、教學中獲得實踐智慧，進而突破課程改革過程中在課堂教學

與教師生涯中所帶來的種種不適應，發揮教師應有的專業與相互調適之能力，為

教育帶動課程發展新一契機。而針對第三年度歷次讀書會中提出的討論問題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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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議題相呼應，以下以本計畫的立場作回應與省思。 

 

1. 第二次例會議題 

研讀文獻： 

※Grundy, S. (1987). Curriculum: Product or praxis.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with  

reflection on chapter 10: Curriculum praxis and teachers’ work, pp.175-192.) 

    ※ McCutcheon, G. (1988). Curriculum and the work of teachers. In L. E. Beyer & M.  

W. Apple (Eds.).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politics, & possibilities. Albany: SUNY  

Press. 

    ※ Helsby, G. & McCulloch, G. (Eds.). (1997). Teachers and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London: CASSELL. (Chapter 1, 2, 3, & 10). 

反思議題： 

國 定 課 程 促 使 教 師 之 間 有 了 更 多 的 互 動與合作， 但教師

在職進修（INSET，in-service training）卻往往只是工具性的、並未展現教師

們所期待的特質或格局，更有甚者，兼任行政工作的人往往比一般老師有更多的

機會，從事相關的進修。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應該是教師由

衷地、非正式地回應各種課程改革所帶來的改變時，逐漸產生的一種成長的結

果。事實上，教師在面對改革時，一直是其專業發展的主動的個體。這種現象反

映的，不僅是教師對教學專業的一種投入與承諾，卻也表示教師往往是孤立無援

的、沒有受到制度鼓勵的。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我們可以進一步反思有關藝術生活課程教育品質的兩種觀點：第一種是  

quality control，認為品質的達成，可以透過官僚式的績效責任機制加以要 

求。第二種是qualityimprovement，強調的卻是信任（trust）與增能 

（empowerment），此即目前所推動的藝術生活教師認證，而這一種方式應該 

是比較適合教育脈絡，也是更為有效的。 

(2)藝術生活教師應理論與實務並重，不該是技術性地遵守某些工作指示，教師 

該是專業人士、能夠運用判斷、創意，也就需要不斷地學習。 

(3)行動研究很重要，因為行動研究便是強調充分掌握脈絡、能夠有系統地反省 

教師本身的經驗與作為。有關教師的研究因此應該強調 phenomen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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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向，透過研究教師的傳記、價值、認同、慾望等等，來瞭解其專業發展， 

這類的研究重視生活史（life histories approach）、強調以longitudinal  

studies 來理解專業發展，此也與教師信念的研究主軸相呼應。 

 

2.第三次例會討論 

研讀文獻： 

※Apple, M. W. (1986). The politics of teachers and texts. In M. Apple, (1989). Teachers &  

text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lass & gend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 (pp3-28). New York:  

Routledge 

※Stodolsky, S. S. (1999). Is teaching really by the book? In M. Early & R. Kenneth (Eds.).  

Issues in Curriculum: Selected Essays from NSSE Yearbooks. (pp. 143-168).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n-Peretz, M. (1990). The teacher-curriculum encounter: Freeing teachers from the  

tyranny of texts. Albany, NU: SUNY Press. 

反思議題： 

(1)把教師教學情境這個概念結合到我們的計畫，也許可以去探討，這些受調老 

師有沒有覺知他們的處境是什麼？是怎樣的一個處境，處於怎樣的一個脈絡當

中？並非單純由研究者去分析，期望老師也能自己覺知什麼。 

(2)反思批判的時候這是很重要的起始點：覺察我們自己的處境，覺知脈絡環境。

在我們的研究專案中，老師是不是知道大環境經歷怎樣的變化？他們是不是有

隨著環境而改變？希望我們的探索可以釐清這些。 

(3)當移植一個理論，往往會產生落差，我怕的是我們沒有覺察這個落差的時候，

就一直在複製這樣的語言，這當中有好多議題可以進行很微觀很深入的分

析，例如：在性別的議題上，你們那一科高中教師的性別比例大概是怎樣？ 

、在經濟或文化議題來看，我們會不會發現這些美術老師來自的家庭背景經濟

條件都比較好？相較而言，國文和英文科目相比，英文老師會不會也有這種

差異？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 課程若不落實在教育現場是無法轉化為實際的教學成效，亦無法得知是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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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預期的教學目標。 

(2) 落實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綱要的精神與特色同時，教師的角色應不斷的調整與

精進，在實施課程的過程中，我們總期望教師在「理論上」應該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教師在面對課程改革、課程實施的過程中，在實際的教學場域又該

扮演不同的角色。然而，藝術生活課成為一新興科目，教師對於課程詮釋的

觀點往往不被重視，這些都將影響著教師在課程實施上的行動，也成為第三

年度研究的主要方向。 

 

二、教師課程實施的詮釋觀點 

課程政策不斷的革新，教師角色從課程之初為消極傳送者轉換到積極主動的

教學媒介，再到課程計畫的參與者和決定者，期間扮演多重之角色轉換。若課程

政策的制定與綱要目標的設計缺乏教師參與，教師也少有機會表達自己對於課程

的詮釋觀點，加上教師本身的課程意識及教學信念等因素，皆會影響教師對於課

程的詮釋與實施。因此，從課程實施的詮釋觀點來看教師角色的轉變，方能清楚

地看出教師在課程革新中之轉變。學者們主要分為課程實施的忠實觀、相互調適

觀及課程締造觀三種觀點（方德隆，2001；黃光雄、蔡清田，1999），每一種觀

點均有其性質，各有殊異，教師應視實際情境彈性調整運用。 

 

（一）課程實施的忠實觀（fidelity perspective） 

    忠實觀的課程實施，旨在決定革新方案的實施程度，即決定革新的意圖和計

畫與實際實施的符合程度，並探討促進及妨礙實施的因素（歐用生，1996）。忠

實觀主張教師的課程實施，應該完全符合課程專家學者原來規劃的意圖和理想，

並未留下太多彈性與自由發揮的空間，也不鼓勵個別教師在個別學校教室情境

中，因應變化而修改課程的教學內容（黃光雄、蔡清田，1999），至此教師像是

傳遞課程知識的導管（Connelly & Clandinin，1992），教師課程實施的結果是忠

於課程所欲傳達的旨意，課程或其計畫是事先決定的，少部分的教師才有參與的

機會。教師的主要任務就是將課程專家所發展設計出來的課程加以實施，教師的

教學內容愈接近預期的計畫，則愈為忠實，課程實施的程度也愈高，由此照本宣

科地移植課程，忽略或漠視課程實施過程中師生互動與教師課程進行中，隨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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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出現的變通教學之複雜歷程與教學結果，因此，從課程的設計到實施是一條線

性與理性化的歷程，教師與學生都只是被動的課程接受者。 

 

（二）相互調適觀（mutual adaptation perspective） 

相互調適觀關注的是歷程，認為課程實施乃由課程發展者與學校、教室脈絡

中的使用者共同調和而成，不是單向的強迫接受，而是雙向互相影響的改變歷

程。因此教師的課程實施應該是一個相互調適的過程。Fullan（1991）認為此課

程實施觀點的確切本質其認為不應加以規範，而是由不同的使用團體加以決定出

適合他們情境的最好或最適切的方式，亦即課程設計者和教師之間彼此保有協調

的彈性空間，有必要因應學校教育之實際情境，而加以協商或彈性調整。是故，

這種觀點主張課程實施是課程發展者和使用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在遵守一定

的規範下，課程的使用者必須依照所處的教學環境，將課程改革的方案加以轉

換，一方面課程專家改變學校教育的措施，另一方面則由學校的教育人員針對當

地特性、學校環境、學生特質等，將課程專家的改革計畫或課程加以調整，由此

二方面產生交互作用的結果。 

 

（三）課程締造觀（curriculum enactment perspective） 

課程締造觀強調，課程是師生共同創造的教育經驗，師生共同建構出教學中

的實際經驗，因此課程知識應是從縝密的實際中獲得的（歐用生，1996）。課程

實施之目的不再僅強調教師教學的策略，取而代之的，是開始關切教師個人實際

的知識和課程製造者的責任角色，以及學生的特質，包括老師和學生如何在課堂

中建構共同的意義與經驗。教材的選用與教學策略都只是一種手段，只有師生用

這些手段所建構出來的教室經驗才是課程（郭至和，2002），此觀點重視的是在

教學環境中，教師和學生之間藉由不斷地交互作用，建構彼此的教學與學習經

驗，教師的角色應化被動為主動，發揮教師角色才是課程真正發展者，透過教師

的詮釋觀點，來達到將理論成功落實於課程實施的必要考量因素。 

此三種觀點在概念和方法論上各有殊異取向，在課程的定義上，忠實觀重視

重在探討課程意圖實現的程度及其影響因素；相互調適觀強調使用者和情境脈絡

如何形成課程；締造觀更重視參與者如何經驗並解釋課程（歐用生，1996）。Synder

（1992）則指出相互調適觀和締造觀的分野不明顯，相互調適觀聚焦於了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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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的因素並做修正調整，締造觀則是較為著重課程參與者的決定和行動，強調

教師、學生間的共同合作與創造。 

觀諸三種不同的課程實施取向，以研究者與教師的角度來論之三者關係，教

師以忠實觀的課程實施而言，相互調適觀促使忠實觀的研究者發展多元取向，以

便融合課程發展者及使用者的觀點，同時教師也應該思考如何與相互調適觀互補

作為課程實施之參考。就相互調適觀而言，忠實觀的方法論促使相互調適觀的研

究者必須思考如何降低主觀性，運用量化的方法提升研究品質與成果的應用性。

由此觀之，教師對於課程詮釋不同的取向觀點、教師角色皆有所改變，從課程的

傳遞者，到課程的催化者，再到課程的發展者，很難明確的定義之。教師以自身

的觀點如何詮釋課程以至於影響其決定課程的實施與建構方式，課程政策的決策

者也應該運用多元研究取向，探究教師在課程詮釋時所做出的反應與看法。以下

將依據劉祐彰（2010）針對課程本質、定義、課程知識、課程實施、教師角色、

運作歷程、實施策略、限制等八個層面，整理自各國內外專家學者之說法，比較

三種課程觀點的差異，請見表13： 

 

表13 課程實施的三種取向相關議題比較分析摘要表 

課程取向

比較項目 

忠實觀 相互調適觀 課程締造觀 

本質 技術觀 政治觀 文化觀 

課程定義 具體計劃性課程 

 

包含脈絡性因素 師生共同創造之

課程經驗 

課程知識 由官方或學者專

家創造決定 

 

課程設計人員與

課程實施人員相

互交涉、協商得到

的結果，亦即是專

家決定，教師調適

的過程 

專家創造的課程

資源，師生在教室

教學實際過程中

加以建構產生 

課程實施 理性系統的實踐

過程 

雙向調適 師生成長的過程 

教師角色 課程權力結構的 課程權力結構的 課程權力結構的



 82 

邊緣者、知識消費

者、官方或專家學

者課程知識的接

受者 

中介者、課程調適

者、官方或專家學

者課程知識的再

詮釋者 

核心者、課程發展

者與建構者、課程

知識的創造者 

運作歷程 理性、線性、系統

的過程 

相互交涉、協商、

調適的過程 

師生在思考和行

動上成長和改變

的過程 

實施策略 鞏固官方或學者

專家的課程知識， 

設計並建構系統

化、科學化的機制

或途徑 

營造學校組織溝

通協商、分工合作

的氛圍，促進課程

實施人員流、互動

的機會 

提供師生增能賦

權的可能性，持續

反省並賦予課程

語言或詞彙的意

義 

限制 忽略課程實施的

脈絡因素、師生的

創造力，以及人際

互動交流的重要

性 

忽略人際互動過

程中可能產生的

權力宰制關係 

受到教師專業能

力差異和學校組

織特性的影響 

資料來源：劉祐彰（2010，33）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三種取向的特色，忠實觀所呈現的比較偏向於技術取

向，主要聚焦在教育政策的決策者，不管變革或創新，皆為外部主導的型態。相

互調適觀所呈現的焦點主要在脈絡中取得變革或創新，屬於內外部合作的型態，

最後課程締造觀所呈現的比較偏向內容取向，從脈絡中締造變革或創新，關注脈

絡本身的作用，屬於內部優先的狀態。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教師的角色是課程發展

者與建構者。因此可能較傾向於課程締造觀。亦即課程是師生共同創造和建構的

個別經驗，不再完全被限制在複製他人課程意圖的忠實觀，而是可以因應學校教

育情境加以彈性調整修正的相互調適觀，更有局部空間讓師生創造課程的締造觀

（劉祐彰，2010）。 

 

而針對第三年度歷次讀書會中提出的討論問題也與此議題相呼應，以下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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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立場作回應與省思。 

 

第五次例會討論： 

研讀文獻： 

※Ben-Peretz, M. (1990). The teacher-curriculum encounter: Freeing teachers from the  

tyranny of texts. Albany, NU: SUNY Press. (Chapter 5: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interpretation, pp.65-86) 

※Ben-Peretz, M. (1990). The teacher-curriculum encounter: Freeing teachers from the  

tyranny of texts. Albany, NU: SUNY Press. (Chapter 6: Instruments and procedures of  

curriculum interpretation, pp.87-108) 

※Connelly, F. M. & Clandinin, D. J. (1988). Teachers as curriculum planners: Narrative  

of experienc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反思議題： 

課程詮釋的目的之一在確認課程素材裡不同觀點的意義和特質，不同的詮釋

分析工具可協助教師覺知課程素材的特質，以及它們和特定教育情境之間相容不

或不相容特性的意識，使教師得以比較教材輪廓和教室的真實性。若以Kelly的

個人構念架構省思學校課程內涵，教師的課程設計與實施係建立在個人過去的經

驗上，用以檢視、理解並詮釋現有的課程素材並揭露隱含在其中的教育機會，教

師對教材的詮釋成為他們備課的基礎和專業知識的主體。教師所需的專業素養很

難以系統化的方式編纂與表達，教師若過於依賴工具而忽略自己和與不同主體、

文本之間的對話，詮釋課程素材時恐未能因應學生特質和個別教學情境調適有價

值的課程文本與內涵。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以藝術生活課程而研，影響教師詮釋課程素材的可能因素除了作者引用  

Schwab 的共同要素之外，時間、教師課程意識、對教學轉化的認知等更多複 

雜面向是否應一併納入考量？ 

(2)專業自主的教師須積極揭露課程素材的教育潛力，但教師如何在既定的課程 

涵蓋範圍、教師個人和學生對知識的選擇，以及社會效能之間彰顯教師的課 

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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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我們能夠敏覺教師的主體性是被各種制度、論述、實踐所形塑出來的， 

我們的能動性也會被開展出來。也就是說，揭露意識形態之後，教師可以決 

定「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要如何展現自己的認同？」。尤其在 

藝術生活課程不斷轉變下，教師的實踐與行動都是開展能動性的必要條件。 

 

第六次例會討論： 

研讀文獻： 

※Snyder, J., Bolin, F. & Zumwalt, K. (1992)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In M. C. Wittrock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pp. 363-401). New York: Macmillan. 

※ Doyle, W. (1992).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In P. W. Jackso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urriculum. (pp. 486-516). New York: Macmillan. 

※ Banks, F. Leach, J. & Moon, B. (2002). New understandings of teachers’ pedagogical  

knowledge. In B. Moon, A. S. Mayes & S. Hutchingson (Eds.). Teaching, learning and the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schools. (pp. 70-79). London: RoutledgeFalmer. 

反思議題： 

1. 為何要變革或創新，是否為最根本的大問題？ 

2. 如何讓教師理解及認同課程變革的意義與實際內容，提升其效能，應是相互 

調適觀及締造觀給予忠實觀的啟示。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一個傾向締造觀的 

老師對於新的課程變革方案具有高度認同及相應的能力，將會出現何種取向 

的課程實施？ 

3. 締造觀取向下的課程知識較屬於教師的個人構念，因此，締造觀取向的研究 

者該如何評價其「應然」？ 

4. 教師工作通常帶有極高的獨立性/孤立性，若要提高課程變革的實施程度，這

樣的特性將帶來何種挑戰？ 

5. 不同教師的專業生涯發展階段是否也該列入考量？教師專業能力的類型和程

度，是否得列入探究的項目之一？ 

6. 做為課程研究者，應該要自省究竟是帶著甚麼樣的研究取向進入教室現場，

或與教師互動？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自覺，不會以忠實觀的態度試圖向教學現場

輸入相互調適觀或締造觀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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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教師課程詮釋之三種取向未必逕渭分明，也不易與單一取向清晰判定，任一

取向的實施，均有其特定的組織、個人、脈絡的條件。因此，教師在對課程做詮

釋的當下，應會更費心地去探究自身不同的因素，影響出不同課程層面之脈絡發

展。如果不同的課程實施，源自於教師對於教育或課程不同理解，那麼關於課程

實施的探討將促使教師們重新探索及詮釋課程與教學、行政與政策，乃至教育的

理想與現實，諸多因素皆攸關教師對於課程實施時所下的決定與詮釋的結果。以

本年度的問卷第三部份針對教師的教學實務經驗，探究教師對於教學上的自主性

此也將回應教師個人對於課程的詮釋觀點。 

 

第九次例會資料： 

研讀文獻： 

※McIntyre, D. (2002). Has classroom teaching served its day? In B. Moon, A. S. Mayes &  

S. Hutchingson (Eds.). Teaching, learning and the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schools. (pp.  

124-141).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 Erickson F. & Shultz J. (1992). Students’ experience of the curriculum. In P. W. Jackso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urriculum. (pp. 465-485). New York: Macmillan. 

※ Cusick P. A. (1973). Inside high school: The student’s worl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反思議題： 

    有關學生經驗如何連結社會文化、情緒、認知層面，我們所知甚少。學生申

因的系統性靜默，似乎來自於意識形態。學校是否是個機會接近取得的公平競技

場，此與學生的經驗密切關聯。 

本研究之回應與省思： 

1.課程經驗與經驗課程的不同在哪裡？ 

2.如果從非批判的角度來看課程經驗，這篇文章的挑戰會是什麼？ 

3.關於藝術生活課程，教師、家長、校長的課程經驗，與學生的主要差異會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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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信念的意義、功能與內涵 

教師教學本質或特性將成為學校教育革新成敗的關鍵，不僅要進行研究以瞭

解教師是將哪些信念投注於教育專業之中，更要探討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為求達

到預期的教學目標，其依據哪些教學信念之層面、內涵與取向從事教學、管教或

輔導、評量等工作。因此，研究者將先就教學信念的意義與重要性，分述其所涵

括的內容與方向。 

 

（一）教學信念的意義 

    Pajares（1992）認為教學信念是教師對於學生及學習過程、學校在社會中扮

演的角色、教師自己、課程以及教學法的信念。教學信念是教師教學歷程中一種

主觀性的表現，是教師個人心理上信以為真且引領教學行動之依據。為了解教師

在課程變革中，如何面對調整傳統教學方式的挑戰，則必先探討當前教師的教學

信念（甄曉蘭、周立勳，2001）。但在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教學信念的名

詞概念過於廣泛，舉凡教師信念、教育信念和教學取向等等皆有學者稱之為教學

信念，以至於對於教師教學信念的解釋來自多種不同的觀點，儘管如此，Pajares

（1992）提到雖然教師信念的用語不同，其內涵與意義並無很大的差別。本研究

之焦點為我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的看法與期待、教學活動的安

排、課程的選擇評量、教師角色的改變對於課程所造成的影響等多面看法，故研

究者乃採「教學信念」一詞，使其概念能更加明晰。 

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學信念一詞之研究發現，教師個人觀點與特殊性將會使教

師對於課程做出不同的詮釋，而影響其在課程實施中的教學信念；課程在教育革

新下不斷的推演邁進，教師面對的是巨大的挑戰，環境的改變、課程的轉向與銜

接、教學經驗的累積、教師角色的定位和專業背景等等，多重面向的變動之下，

教師教學信念也深受影響。而藝術生活教師是實際參與教育歷程的關鍵人物，藝

術生活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的定位與期望，與其個人對藝術生活課程所抱持信

念的看法有所關聯，因此藝術生活教師信念方面的探討研究可說是高中藝術教育

革新工作的首要步驟。故本研究綜合上述之看法，將教學信念定義為：教師在教

學歷程中，因受到先前經驗、外在環境、個人特質和專業背景等交互作用影響下，

發展出教師個人對於課程之不同的詮釋觀感，進而影響其在課程的教學表現，展

現教師教學持有的信念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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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信念的功能 

教學活動的複雜性並非可隨時預測，是一種持續動態的改變歷程，而教學信

念正是指引其教學活動的重要參照。教學的歷程能反應教師對教學之心理傾向與

主觀的心理評價，使得信念在教學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教學信念的功

能能夠使研究者從中了解教師觀點，並進一步對於教師教學採取不同的觀看角度

做不同的詮釋。對於教學信念的功能，林進財（1997）綜合文獻後認為有下列四

項： 

1. 教學任務的界定 

教師在從事教學之前，必然得先界定教學工作與問題的意義，而後才能將現

實世界轉譯成工作環境的方式。教師對教學定義不同，就會衍生不同的任務界

定。教學信念系統的首要功能在於讓研究者從「教師」的觀點瞭解教學的意義及

內涵，以免造成「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落差。 

 

2. 教學策略的選擇 

教師教學信念的第二個功能是在界定教學任務後，考慮要選擇那種教學策略

以進行教學活動的依據。信念與實施的一致性是優良教學的特徵，教學的實施如

果沒有健全的信念引導，則易流於隨機、盲目；教師如果沒有教學的目的，則易

於僅求每日上完課就好，而不思索方法與結果的一致性。探討教師的教學行為，

必須先瞭解教師在策略的選擇上，如何運用心中所存的信念。 

 

3. 教師實務知識的運用 

教師實務知識的建構，是教師在複雜的教學工作脈絡中，配合其專業教育及

生活經驗，經過各種反省與思考，所鎔鑄出來的知識體系。教師在實際教學進行

中，必須不斷地運用其實務知識進行一連串的教學思考與決定。因此，教師教學

信念對教師學習與使用知識的方式都有影響。 

 

4. 教學問題的處理 

教師在教室現場，面對各種複雜多變的教學問題，必須做立即而迅速有效的

判斷與決定。因而，有必要發展出一套有系統、有組織的概念架構或參考架構，

以因應外界瞬息多變的事件。換言之，教學信念的主要功能在於處理複雜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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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三）教學信念的內涵 

教學信念的界定趨勢從複雜、連續的教學歷程，轉而指向教師對教室教學中

相關人事物之信念，如教師、課程、教學規劃、教材選用和教學評量等，在內容

的凝聚上愈形聚焦。依王文科（1994）所言，教學涉及整個教學情境中包括教學

計畫、準備教材、教學評鑑等在內的整個活動。由此可見，教學信念的範圍將因

研究方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以下就國內外學者研究教學信念的理論來

說明教學信念的內涵。 

教學信念的取向類型，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四類（顏銘志，1996；黃儒傑，2002；

鄭舜分，2006），將其歸納如下。 

 

1. Bennet 教學型態之研究 

Bennett探討哲學與心理學文獻中有關傳統主義與進步主義者對教學歷程的

看法，再與小學教師晤談後，分析出傳統取向與進步取向的教師有十一項基本特

性上的差異，如表14。 

表14  進步型及傳統型教師特性 

進步型 傳統型 

1. 整合的教材 1. 分化的教材 

2. 教師為教育經驗的引導者 2. 教師為教育經驗的分配者 

3. 學生為主動的角色 3. 學生為被動的角色 

4. 學生參與課程計畫 4. 學生對課程計畫無發言機會 

5. 發現式學習方式 5. 強調記憶練習和反覆 

6. 學習依恃 6. 學習依恃外在動機與回餽 

7. 較不強調學業競爭 7. 注重學業成就 

8. 很少測驗 8. 經常測驗 

9. 強調合作的團體學習 9. 強調競爭 

10. 教學不局限於教室 10. 教學侷促於教室 

11. 強調創造的表現 11. 較不強調創造的表現 

資料來源：鄭舜分，2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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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ett依據這些差異的要素將之轉化成教師在教室中的教學行為，並從教室

的管理和組織、教室控制和賞罰、課程內容和計畫、教學策略、激勵策略及評量

方式等六個主要的領域，編製成問卷，用以探討教師在實際教學中的差異情形，

結果發現，教師思考教學歷程之觀點確實大不相同，而且與實際教學信念有強烈

關聯且相互依存。 

 

 

2. 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教學信念研究 

Brousseau、Book和Byers（1988）所編製的「密西根州立大學教育信念量表」

屬多層面多取向之研究，其將教學信念分為學生、課程、社會環境、教師、以及

教育策略等五個層面，而且各個層面採用不同的取向，以下用表15來說明其特定

的特徵。 

 

表15  密西根州立大學教育信念探究的內容與取向 

領域 主要探討內容 信念取向 

學生 對學生學習方式與學習責任的看法 信任的—統一的 

課程 對課程內容、課程目標的看法 自主的—統一的 

社會環境 學校對社會改革、教育機會均等的角色 積極的—消極的 

教師 教師的專業能力和教師效能感 高效能—低效能 

教學策略 教師的教學行為和取向 個別的—整體的 

資料來源：顏銘志，1996，18。 

 

3. Wehling和 Charters教學取向之研究 

    Wehling和 Charters先從幾個不同的層面了解教師教學信念的差異情形，花

了三年的時間研究，發展出「教師教育歷程知覺量表」（Inventory of Teacher 

Conceptions of the Education Process），利用因素分析的方法，確認教師於教學

歷程中強調教材、個人適應、學生自律—教師引導、關懷學生、減少情感涉入

（emotional disengagement）、教室秩序、對學生的激勵（challenge）、統整學習

等八個實質獨立的層面，並認為教師的信念主要可以分成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兩

個取向，教師中心取向者較強調教材的熟練、減少情感涉入、教室秩序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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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學生自律—教師引導」的教師引導，而學生中心取向則較注重學生個人適

應、關懷學生、對學生的激勵、統整學習、以及「學生自律—教師引導」的學生

自律與教師控制及統整學習（黃儒傑，2002）。 

 

4. Tabachnick 和 Zeichner 的教學觀點研究 

    Tabachnick 等人的研究始自 1980年，首先發展出包含 47個題目的「教

師信念量表」（Teacher Beliefs Inventory），此量表包含教師角色、師生關

係、知識與課程、學生差異、社區在學校事物的角色，以及學校在社會的角

色來探討。經由量表的施測，挑選出不同信念的十三位準教師，再經由多次

的深度晤談及教學觀察，結果發現教師所呈現的教學信念及教學行為多屬於

教師角色、師生關係、知識與課程及學生差異四項領域的分析，社區在學校

事物的的角色、學校在社會之間的角色卻少被提起。在經過一連串縱貫性的

研究且分析師範生在實習十對教師觀點的改變情形及社會化對師範生教師

觀點發展的影響後，確認出四個領域十八項教師的不同觀點，並參考顏銘志

（1996，19-20）表 2-2 Tabachnick 和 Zeichner 的教學觀點研究內涵，整理如

下表 2-3-3以作為研究分析的架構。 

 

表 16   Tabachnick 和 Zeichner 的教學觀點研究內涵 

觀點

領域 

觀點取向與主要內容 

 傳統取向 進步取向 

知識

與 

課程 

1. 公共的知識 

學校知識是資訊、技

能、事 

實的累積，是外在且獨立於

學者。 

2. 知識是結果 

學校知識是資訊、事實和學 

說理論的組織，學生需要順從老

師的教導。 

1. 個人的知識 

學校知識與個人經驗有關且有 

用的。 

 

2. 知識是過程 

知識是透過思考和推理而獲得 

的有效內容。 

 

3. 知識是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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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識是確定的 

學生對學校所教授的知識不 

能有任何質疑。 

 

 

4. 學習是部份的累積 

學習是片斷的累積。 

5. 學習是分化的 

學習被區分成特定的訓練或 

內容。 

6. 學習是個別的活動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 

和教材或教師產生衝突。 

 

7. 教師主控學習 

教師對學習活動的選擇度。 

學校知識是建構的、短暫的， 

會受到政治、社會、文化的影響。

其著重在發展兒童的創造力和批

判能力。 

4. 學習是整體的 

整體學習勝過部份學習結合。 

5. 學習是統整的 

教師致力於使先前分化的課程 

能結合在一起。 

6. 學習是集體的活動 

學生在合作、支持的環境中與 

他人交換意見，並檢討自己的看

法。 

7. 學生主控學習 

如何安排課程學習時間、實施 

與評量的控制程度。 

師生關係 1. 正式的專業關係 

教師與學生保持疏離的正式 

關係。 

2. 教師控制學生行為 

教師明確訂定規則來約束學 

生。 

1. 非正式的親近關係 

與學生建立親密、非正式、誠

信的師生關係。 

2. 學生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教師認為學生能對自己的行為

負責。 

 

教師

角色 

1. 教學內容由教育當局決

定 

教師依照學校或地區決

定來 

   決定課程的教學內容。 

2. 教學方法由教育當局決

定 

1. 教學內容由教師自主決定 

教師依照特殊情境採擇規

定的內容從事教學。 

2. 依教師職務自主決定 

3. 依教師職務自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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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規則由教育當局決

定 

學生

差異 

1. 兒童具有共同的特性 

教師認為兒童是相同

的。 

2. 共同的課程 

教師認為兒童應學習相

同的 

   課程。 

3. 相同的行為規則 

學生應適用同一規則。 

 

 

4. 平等的分配教學資源 

教師認為所有的學生應

平等 

   分配教學資源（如：教

師時 

   間）。 

5. 共同的文化 

認為應發展相同的價值

體系 

   和社會規範。 

6. 特定類型的學生一起施

教 

教師只教導特定類型的

學 

   生。 

1. 兒童是獨特的 

教師認為兒童是獨特的。 

2. 特殊的課程 

教師應因材施教。 

 

3. 差異的行為規則 

教師應依學生的年齡、能

力、 

   家庭背景等採用不同的規

則， 

   以適應個別差異。 

4. 差異的給予教學資源 

教師認為有些學生應受到

更多 

   的照顧。 

5. 次團體文化的差異 

幫助學生了解更多不同的

語 

   言、種族與文化。 

6. 所有類型學生同時施教 

教師應該教導不同類型的

學 

   生。 

資料來源：顏銘志，199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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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6  Tabachnick 和 Zeichner 的教學觀點研究內涵強調教師教學信念和

行為的不可分性，因此教師觀點除了包含教師對課程內容安排、教學計劃、學生

和課程等的信念外，亦包括教師表現於實際教學當中的行為。由此可知，教師教 

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相互影響，並且透過學生的學習表現出來。 

國內研究者對於教學信念的看法中，梁維倩（2005）彙整國內外的相關研究，

指出教學信念的層面可分為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量、班級經營、學生學

習、教師角色與師生關係六個層面；劉曜源（2001）認為教學信念的內涵則包括

教學理念、教育目標、教學方法、師生關係、教室管理及教學評量等方面的信念；

王恭志（2000）認為，教學信念包含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於課程、教學、學生、

教師自己、角色、學校環境以及評量等方面所持的內心思想；鍾佑民（1999）將

教師在其教學歷程中，會受其教師本身個人特質、學科專業背景、教導對象、教

學能力等面向的不同之影響為信念之領域；顏銘志（1996）從課程與教學、師生

關係及學生差異三個領域來探討；湯仁燕（1993）則集中於課程與學習、師生關

係、教師角色及學生差異等四個領域來探討教師信念內涵所涵蓋之範圍。 

綜合以上理論與文獻的梳理，大部分的研究者皆認為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師角

色、課程內涵、社會環境、課程政策與學生學習等有直接關係，不同的研究者針

對其所探討的主題，在教師教學信念的意義與內涵也將有不同的探討層面。教學

信念的改變受到許多相關因素而影響，包括個人的人格特質、知識背景、成長環

境、與教學經驗等。本研究若考慮研究所有的探討層面，可能不易聚焦於研究主

題。為使本研究主題更加明確，本研究將從教師的觀點來探討藝術生活課程的發

展、課程內涵、課程轉變與教師教學歷程中之教學信念，相互影響的作用下所帶

出來的行為表現。 

 

四、教學信念之層面分析探討 

以教師教學信念為研究主題的領域探討雖經常可見，但對於研究問題或研究

重點的著墨卻相當分歧。高強華（1993）指出，信念的探討隨著信念之內涵、類

型或信念所指涉的對象或範圍而改變，教師信念的研究因此需要清晰界定教師對

什麼的信念。Cheng（1998）曾提出教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師角色等三方

面均會影響教師教學信念的形成。藝術生活課程歷經三次課程的轉向，對於藝術

生活課程的內容不斷調整之下，教師教學對學生的教育目標或方向、課程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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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教學的方法與途徑，以及評量的參考等不同面向之信念，確實影響到教師的

教學行為和專業表現。因此，針對國內外教學信念之相關研究，依信念探討之不

同面向做相關歸納與整理可知，教學信念涵括教學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方法、

教學評量、學生學習、教師角色以及環境參與等不同的層面，了解藝術生活教師

目前現況後，針對本研究探討藝術生活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之教學信念，僅將

以課程政策、課程實務、環境參與以及教學資源四個層面內入本研究進行探討。 

 

五、影響教學信念的因素 

大部分的研究者所強調的教學信念，是指教師對教學歷程中，所持有信以為

真的想法或概念，其所探討的層面範圍不外是教學目標、課程、教學策略、教師

角色或任務、學生角色或學習方式、評量方式等方面。但如果想了解教師可能具

有何種信念，就必須先探討影響教師教學信念的各種因素，方吉正（1998）將其

研究成果整理為下列三大類： 

 

(一) 先備因素：如教師的性別、人格特質、學生時代的學習經驗、宗教信仰、 

哲學理念、家庭因素。 

(二) 教師養成教育：如教育課程經驗、學科知識背景、實習經驗、學歷。 

(三) 與任職相關因素：如任職地區、學校層級、教學年級、教學科目、教學年 

資、教學能力、學生特性、文化。 

 

教師信念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的複雜過程，而教學信念的發展是教師信念

形成過程的重要一環，其受到個人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個人與社會交互作用等影

響。教師信念的形成過程，不論實習或在職教師，都在不斷地解決真實教學問題

的過程中，將自己的實務以及觀摩他人的心得透過元有的信念作為濾鏡，解讀後

再整合的結果（朱苑瑜，2000）。而方吉正（1998）表示，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

兩者互為影響因素外，外在因素亦會影響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與實務經驗之間的

關係，而使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常常會出現不一致的情形。林進材（1997）整理

多位國外研究學者，以政治捕捉法來研究影響教師改變其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之

取捨的因素，其研究顯示外在因素包含有傳播媒體、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同儕、

社區、學生家長…等，教師會為了符應這些外在因素之需求而改變教學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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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研究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究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為了讓本研究之相關理

論更加厚實，以作為後續資料分析之參照，本節收錄二○○○年以後對於高中藝術

生活課程與教師教學信念之國內相關研究。進行評述時，將搜尋到的類別分別區

分為兩大方向：一為藝術生活課程實施相關研究，二為教師教學信念相關研究，

其內根據蔡佳佩（2008，19）將教學信念分為下面層面，包含探討教學信念本身

的研究、教學信念與實際教學現象的相關研究與教師關於某一課程政策、教學理

論和教學方法之信念三個面向。同時，考慮到前述兩大方向所包含之對象甚為廣

泛，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高中藝術生活課程與高中教師為優先考量，其次為視覺

藝術教師與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相關論文，而為能更深入探究課程轉變中教師之

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所引發的議題與教師課程的相關研究也

列入參考。以下將針對所蒐集的五個研究面向進行概要說明。 

 

一、藝術生活課程實施相關研究 

我國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為新設科目，從八十四年設置之今，歷經三次的課程

修訂與變革，藝術生活課程於實施之初，並未有相當多的學校能夠順應教育革

新，以至於藝術生活課程的重要性往往不被彰顯。因此，在歷年來的論文當中，

關於藝術生活課程之相關研究不見多數，分別只有莊雅玲（2003）「台灣中部地

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實施概況之調查研究」、楊孟蓉（2009）「我國高中藝術生

活課程政策形塑脈絡與議題之研究」與徐立璇（2010）「我國高中藝術生活教科

書形塑脈絡與衍生議題之研究」共三篇基礎研究之建立，凸顯本研究之重要性。

關於上述研究面向之研究共計有三篇， 

 

二、教師教學信念相關研究 

關於教師教學信念之研究涉及廣泛，因此本研究根據蔡佳佩（2008，19）將

教學信念之研究層面分為（一）探討教學信念本身的研究（如信念系統的結構、

信念的形成因素…等）、（二）教學信念與實際教學現象的相關研究（如教學信

念與教學效能、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教學信念與教學實踐）、（三）教師關於

某一課程政策、教學理論和教學方法之信念三大面向進行全面性的深入探討。以

下將針對相關國內外之研究者、研究時間、研究題目、研究法與研究焦點進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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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 

 

（一）探討教師教學信念本身的研究 

    關於教師教學信念本身的相關國內外研究共篇。教師教學信念本身的研究主

要頃向於探討教學信念本質的問題，評量教師教學信念取向、信念系統的結構、

影響教師教學信念的形成因素等。上述國內外相關研究之研究者、研究時間、研

究題目、研究法與研究焦點整理如表 17所示： 

 

表17  教師教學信念本身相關國內外研究論文 

研究者 時間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焦點 

Janet 

Mills& 

Jan Smith 

2003 探討影響教師有

效率的教學信念

因素 

訪談 研究發現，影響教師信念的

因素包括任教學校、是否具

有正式教師資格、學校對課

程的重視程度等。 

Wong & 

Marina 

2005 研討在溫哥華和

香港的國小音樂

教師的信念差異 

訪談、觀

察 

溫哥華和香港兩地的老師

於基本的音樂要素有相同

的認知。但在音樂教育對於

學生的信念，因兩地不同的

文化價值觀而有所不同。 

Allan 

Hewitt 

2006 探討教師信念的

型態 

Q分類法 研究發現有少數典型的信

念，包含了教師的學習歷程

及教學歷程，部份教師的教

學會偏重於個人專長的領

域。 

Helenrose 

&  

Buehl 

2008 職前教師與現場

教師之教學信念 

問卷調查 

訪談 

以此研究推論發展一個教

學框架評估教師探索教學

知識的來源。 

甄曉蘭 

周立勳 

 

2003 國小藝能科教學

信念之調查研究 -

以美勞科教師為

問卷調查 

 

國小教師之藝能科教學信

念因素能有效預測選擇教

學策略的偏向，接近建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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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向教學信念者偏向採用分

享互動之教學策略，而接近

傳授指導者則偏向採用完

成任務之教學策略。 

梁維倩 

 

2005 高雄縣國民中學

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師教學信念探

究 

問卷調查 一、教師認同建構式教學信

念，但實際運用恐有困難。 

二、教師教學評量信念展現

多元化取向，並主張分科評

量。三、教師進修信念顯示

出對專業知能的需求。 

鄭舜分 

 

2005 國小藝術與人文

教師教學信念之

研究 

問卷調查 受試教師於教學信念，因性

別、教學年資、主修音樂之

最高學歷與任教年級之不

同而有差異；不因擔任職

務、學校規模及「藝術與人

文」課程所採用的教學方式

而有差異。 

葉麗玲 

 

2007 國小低年級生活

課程藝術與人文

領域教師教學信

念實踐之探討 

問卷調查 教師教學信念因不同專業

背景而有所差異；美術與舞

蹈相關科系教師在教學評

量信念實踐的評量方式面

向明顯強於其他教師。同時

教師角色信念實踐會因不

同專業背景、最高學歷、學

校規模、職務、是否曾參加

校內外研習進修而有所差

異；美術相關科系畢業、研

究所畢業、曾參加校內外進

修研習教師更更趨於進步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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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17 相關研究整理發現，大部分研究者對於教學信念本身內容的探討，

多偏向於教師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影響教師教學信念間的差異情形；對教學信

念多以「教師中心—學生中心」或「傳統取向—進步取向」來區分。首先針對國

外研究的三篇研究，可以發現影響教師教學信念的背景因素與國內研究者所關注

的層面有重疊之處，包括任教學校、是否具有正式教師資格、教學年資、教師的

學習歷程與教師專業背景等不同層面。Allan Hewitt（2006）探討教師教學信念

的型態中也發現，部份教師對於自己專業較擅長，對應到藝術生活課程內容涵蓋

六大類科，教師在此課程內容的安排上也將受其專業背景影響選擇授課內容將較

著重在那一類科。 

再者，因高中藝術類科教師教學信念相關研究佔于少數，因此，研究者著重

在國中小藝術教師為主，以藝術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下，探究藝術與人文教

師如何來應變，其教學信念又受到什麼樣的因素而影響。課程革新與變動皆會影

響教師之教學信念與教學行動，由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來研擬高中藝術生活教師

對於新課程所具備的教學信念是否有相關。 

甄曉蘭與周立勳（2000）、梁維倩（2005）、鄭舜分（2006）及葉麗玲（2007）

等研究者皆針對國中小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教學信念實踐之探討，從研究設計來

看，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教師教學信念實證研究居多。分別針對國中與國小藝術與

人文領域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教師教學信念與其教學實踐之關係。甄曉蘭與周

立勳（2000）以自編「國小教師美勞科教學信念問卷」，針對雲林嘉義三縣市90

學年擔任美勞科教學之國小教師，以分層隨機取樣抽取400人為樣本，進行調查。

結果發現，當前國小教師之藝能科教學信念較傾向傳授指導的教學觀，較相信美

勞科學習需具備特殊能力，教學上強調傳授指導、維持常規以及作品表現評量；

教師的教學信念會因教師參與研習的經驗與任教職務有所差異；教學信念因素能

有效預測選擇教學策略的偏向，不同的教學取向則將會選擇不同的教學策略。梁

維倩（2005）旨在探討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之教學策略、教學評量和教

師進修等層面教學信念之實際情況，以及比較受訪對象性別、服務年資、專業背

景、最高學歷、任教學校行政區及學校規模等不同變項其差異情形。結果顯示多

數受訪教師認同多元化教學策略信念、多數受訪教師教學策略信念主張在適當的

教學情境中由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體系、評量信念教師認為依學生個別差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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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驗於實作中最能發揮學生的能力，但教師也擔心多元評量會增加負擔、進

修信念因性別有差異、時間安排與研習活動內容也會影響教師進修信念，同時教

師最期待的進修課程內容應包含專業知能、藝術鑑賞及教學媒體運用。 

鄭舜分（2005）以國小藝術與人文音樂教師於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係為

探究方向，以問卷調查法，獲致以下結論：（一） 受試教師於整體、課程與教

學、教師角色與學生差異之教學信念傾向進步取向；而於師生關係之教學信念傾

向傳統取向。（二） 受試教師於教學信念，因性別、教學年資、主修音樂之最

高學歷、最高學歷與任教年級之不同而有差異；不因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及「藝

術與人文」課程所採用的教學方式而有差異。（三）受試教師於教學行為，因主

修音樂之最高學歷、擔任職務及任教年級有差異。（四） 受試教師之教學信念

與教學行為關係並不十分一致。葉麗玲（2007）以台南市擔任國小低年級生活課

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為調查對象。主要研究結果摘要如下：（一）台南市低年

級生活課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教學策略信念傾向建構式教學，教師教學評量信

念傾向多元評量，教師角色傾向進步取向。（二）教學策略與教學評量信念實踐

會因不同專業背景而有所差異。（三）教師角色信念實踐會因不同專業背景、最

高學歷、學校規模、職務、是否曾參加校內外研習進修而有所差異。  

由以上相關研究可發現，影響藝能科領域教師教學信念的因素有，教師個人

的背景因素（如性別、年齡、不同專業背景、最高學歷等）、教師學習與教學歷

程、教學環境的因素（如學校規模、學校類別、學校是否設置藝術才能班等）及

其他因素（如師資認證、進修需求等）。而藝能科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之間

的關係也因教師所擔任的職位、任教年級等有所差異。 

 

（二）探討教學信念與教學相關之研究 

教學信念相關研究當中，其關注的包含與教學相關的各層面。諸如，教學效

能、教學行為、教學實踐與師生互動等，由大部分的研究可發現，教學信念與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教學思考的歷程、教學中與學生互動間的思考決

定皆呈現交互影響的關係。再者，藝術生活科因歷經三次轉變，教師來源也隨之

變動，往往在課程革新或課程實施的運作上，初任教師或代課教師的教學現況與

課程實施情形皆予以漠視，初任教師、代課教師與資深教師內心底層之教學信念

及教學表現也會有些許差異，故本研究也將初任教師之相關研究作為文獻與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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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之參照。上述國內外相關研究之研究者、研究時間、研究題目、研究法

與研究焦點整理如表 18所示： 

 

表18  教師教學信念與教學相關國內外研究論文 

研究者 時間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焦點 

Ware 2007 探討所聚集的效

能信念是否可以

預測保證教師之

教學專業 

問卷調查 透過問卷的方式，發展了

兩個量表調查26257名教

師。結果顯示，調查結果

證實研究假設，有效的信

念是可以預測教師的專

業能力。 

Bai & Ertmer 2008 師資培育機構教

師與職前教師之

教學信念關係 

問卷、訪談 師資培育機構的教師教

學信念會影響職前教師

之教學信念，學歷因素與

教師之教學信念有關。 

馮雯 

 

2001 國民小學教師教

學信念與教學效

能之研究 

問卷調查 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具

有差異且關係顯著，教學

信念影響教學效能；教學

信念對教學效能具有解

釋力，由教師之教學信

念，可以預測教師的教學

效能。 

劉欣茹 

 

2003 一位國小美勞教

師教學信念與實

踐之個案研究 

訪談法 

觀察 

個案教師教學信念與實

踐間呈現高度一致性；不

同論點與教學事件的刺

激引發教師對於教學信

念或是實踐的反思，進而

有所轉變、調整與行動。 

陳玫禎 

 

2005 國小音樂教師教

學信念與師生互

質性研究的

個案研究法 

影響個案音樂教師教學

信念之因素為教師個人



 

 

101 

動之個案研究 先備經驗，特別是其中的

重要他人之影響因素、教

師養成教育過程及任教

學校行政支持度，另外現

代教育思潮及教師個人

的反思力也會影響個案

音樂教師之教學信念。 

鍾佩君 

 

2009 桃園縣國中初任

教師教學信念與

教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問卷調查 初任教師教學信念偏向

進步取向。在背景變項

中，教師性別、擔任職

務、教育程度、學校規模

對教學信念有顯著差

異，而擔任職務、教育程

度、師資培育取得方式對

教學效能亦有顯著差

異。此外，教學信念與教

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

關，且教學方法最能有效

預測教學效能。 

莊英正 2011 國小教師教學信

念與實踐之研究

──從代理代課教

師到正式教師 

質性研究的

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教師在

代理代課時期以及考上

正式教師後的教學信念

與教學實踐，並探究兩階

段的教學信念實踐是否

發生轉變？ 

由上述相關研究發現，國外學者Ware（2007）與馮雯（2001）研究中都顯示，

教學信念可預測教師的專業能力與教學效能。由此，我們可以藉由方吉正（1998）

將三十年來以教師信念為主題的研究整理歸類，他認為，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的

關係可區分成三部份：教師信念影響教學行為、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互為影響、

外在因素影響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係。教師為課程實施的關鍵人物，不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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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制的設計或授課過程當中與學生的互動，皆會影響教師的教學信念，透過

教師的實踐與反省，影響教師本身之教學行為。然而，教師的專業所呈現在課堂

中的教學互動與思考，也與教師本身之教學信念息息相關。 

劉欣茹（2003）與陳玫禎（2005）兩者皆針對藝能科領域個案教師作為研究

對象，劉欣茹（2003）在其「一位國小美勞教師教學信念與實踐之個案研究」認

為，個案教師教學信念的形塑受生命歷程中教師典範、基督教、重要教學事件與

研習進修課程等因素的影響深刻，不論論點與教學事件的刺激引發教師對於教學

信念或是實踐的反思，進而有所轉變、調整與行動。陳玫禎（2005）以四位現任

國小音樂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非參與觀察、結構訪談及非結構訪談、文件分析

等方式來蒐集資料。以探究「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音樂教師之音樂教學信念為

主要之研究目的。研究發現，音樂教師的背景變項、先備因素將會影響教師之教

學信念，尤其是其中的重要他人之影響因素，受到環境與教育思潮的與時俱進，

教師的行為透過反思自省也會影響其教學行為與效能。 

初任教師在教學上往往被受忽視，其教學信念與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實應被

關照。鍾佩君（2009）以問卷調查進行初任教師教學信念偏向進步取向，在教師

性別、擔任職務、教育程度、學校規模等背景變相中對教學信念有顯著差異，而

擔任職務、教育程度、師資培育取得方式對教學效能亦有顯著差異。此外，教學

信念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且教學方法最能有效預測教學效能。依此，莊

英正（2011）以個案研究教師在代理教師時期與考上正式教師兩階段的初任教師

教學信念做比較，教師個人特質、成長背景、教師養成背景、重要他人之影響在

兩個階段之教師教學信念均有影響。 

由上述相關研究皆傳遞一個主要概念，教師教學信念、教學效能與教學實踐

三者緊密相連，有教學自主權的教師營造的建構式學習環境，將讓課堂學習氣氛

由被動學習轉為主動分享；而良好的教學行為確實能獲致學生正面的回饋，更加

強教師教學信念。 

 

（三）探討教師關於某一課程政策、教學理論、教學方法的信念之相關研究 

    以往國外有關教學信念的研究，大多顯示與教學知能、教師專業、教學品質

與角色定位等層面的相關主題，近年來有學者特別針對課程政策的走向、教學策

略與理論等探究教學信念之研究論文也有逐漸增多的趨勢。上述國內外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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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者、研究時間、研究題目、研究法與研究焦點整理如表 19所示： 

 

表19 關於某一課程政策、教學理論與教學方法信念之相關國內外研究論文 

研究者 時間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焦點 

Buskist 2002 對中學教師進行

多元文化的教學

信念研究 

問卷調查 研究認為教師信念是指

教師在教學前熟悉教材

內容與知識、典範的轉

移，對於教學主題展現熱

忱與專注，並能與學生的

認知發展連結。 

Torff 2005 調查不同階段教

師在批判思考教

學之信念 

批判思考信

念量表 

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在

教學信念上有些許差

異，但僅於「高批判思考

教學應用於學習劣勢學

生」的評分上，教職教師

的給分略低於職前教

師，意即在此次研究當

中，「教學經驗」與「在

職教育」會影響教師使用

高批判教學於學習劣勢

學生的信念。 

童師薇 

 

2004 國中教師對九年

一貫課程教學信

念之研究 

問卷調查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

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的

教學信念現況，及分析不

同背景教師教學信念與

教學實務的差異情形。 

楊永芳 

 

2007 視覺藝術教師對

國中小課程銜接

之教學信念研究 

訪談法 

觀察 

因國中小課程銜接是完

善國民教育的呈現，而教

師是落實課程銜接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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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人物，然教師的銜接教

學表現，則是因其內在所

存有的教學信念而為

之，因此，本研究亟欲探

討國中小教師課程銜接

教學信念研究的重要性。 

蔡佳珮 

 

2008 國中音樂教師教

學信念與教學實

踐之個案研究─

以音樂欣賞活動

為例 

訪談法 

觀察 

研究發現個案教師之教

學信念與教學實務互相

影響。個案教師的教學實

務與信念之不一致，影響

其教學信念的改變，包含

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與教

學策略等層面，其中尤以

教學策略的層面為多。教

學信念與實務之不一

致，與個案教師提升教學

品質的自身理念，為教學

省思產生的因素。 

 

上表19 就不同層面來探究教學信念的相關研究，共收錄五篇，其中包括童

師薇（2004）與楊永芳（2007）分別探討九年一貫課程政策之教學信念。童師薇

（2004）在其「國中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教學信念之研究」研究指出，不同學校、

不同學歷、教學年資、不同授課經驗變項即使用不同教科書版本的國民中學教師

對教學歷程信念上皆有顯著差異。楊永芳（2007）透過訪談、參與觀察與教師文

件等資料的蒐集、分析與統整，以進行為期兩年之「社區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國中

小藝術與人文領域銜接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質性研究。該研究發現，國中小視

覺藝術教師具相同的課程銜接教學信念內涵有：（一）為教師的基本教學知能與

角色認知。（二）應提供學生多元學習。（三）具能提供學生於該學習階段應學

內涵的重要性。（四）以學生學習背景為銜接教學設計的依據。（五）應分析具

理性與感性學習內涵的學習過程。（六）為銜接教學核心的教學目標。（七）延



 

 

105 

伸、落實銜接教學內容的教學活動。（八）強化學習感受的教學資源。（九）了

解、增進銜接教與學成效的教學評量等。而在相異的銜接教學信念部分，是因國

中小教師所銜接教學的階段不同而來，且大多呈現具連貫性、階段性與層次性的

相異銜接教學信念上的銜接結果。 

    其次，關於探討教師教學理論與方法之信念包括兩位國外學者Buskist（2002）

指出，教師教學信念應從課堂中學生的學習與教師課前準備的過程來端看教師對

於課程的專注與熱忱，並透過多元文化的教學引導學生對知能的連結；Torff

（2005）以「批判思考信念量表」來測量教師在批判思考教學之信念，成功的批

判思考教學端賴教師如何將批判思考的教學專業知識及個人教學效能融入於實

際的教學當中。因此，教學行為影響學生批判思考的學習甚巨，對教師的教學信

念也產生關聯。蔡佳珮（2008）以音樂欣賞活動教學探究國中音樂教師教學信念

與教學實踐，研究發現個案教師之教學信念與教學實務互相影響，多元的外在因

素包含教育制度、時間、與學生學習情形也影響個案教師的教學實踐；另外。課

程改革也會影響教師信念之關係，  

上述與教師之教學信念相關之國內外研究論文，可以看出，「教學信念」與

「教學行為」兩者互有關聯且緊密相依。不同科目之教師，隨著授課經驗與年資

之不同，其影響之程度也備受牽動。而大多數研究皆透過受試者之自我知覺來填

答問卷之方式，探究教師之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之關係，有時難免涉及受試者隱

私或心理層面之影響，而造成填答結果信效度之問題，因此本研究為避免影響研

究最後呈現之結果，除了使用量化研究以外，也輔以開放性問題輔以個案深入研

究之探討，彌補量化資料之不足，進而達到公平客觀之原則。 

綜觀目前教師與課程之關係相關研究，分別使用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研

究方法，但仍以量化的現況調查為主，質性研究為輔居多。因此，本研究以問卷

調查作為主要研究方法，輔以個案深入訪談資料相互驗證，並針對教學信念之相

關理論予以論述探究。關於藝術生活課程相關研究雖僅只有少數三篇，然而其分

別所提供之相關的藝術生活課程區域性實施概況、課程政策演變之形塑脈絡，抑

或對教科書形成的關注等層層面向均提供本研究有利之參照。其次，教師教學信

念、專業知能之分析、教學行為與教學實踐之反思等相關研究的整理，無論對於

本研究理論的豐厚度、立論之依據以及教師在教學信念方面所涵蓋之相關議題省

思，皆能提供本研究作為建立問卷內容之架構立據，使本研究結果在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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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皆能兼備，並提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陸、研究成果 

一、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對藝術生活課程之教學信念 

  根據研究結果，受調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對藝術生活課程具有中等以上之教學

信念特徵。在教學信念之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與教學資源等四大面向

中，以「環境參與」層面之信念為最高，而以「教學資源」層面信念為最低。大

致而言，受訪教師對於教學信念的認同程度於課程政策、環境參與、課程實施以

及整體教學信念傾向於進步取向，「教學資源」則傾向傳統取向。 

在藝術生活教學現況各層面之教學信念重要性部份，受調之教師於「藝術生

活學科設置目的」、「藝術生活課程學習內涵」與「藝術生活教學進修需求」上皆

認為頗為重要。在使用頻率中資料顯示，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配套措施使用頻率

較低、自編教材是目前老師們最常使用的教材。在藝文資源使用頻率的差異性很

大，其中以藝文網站為最常使用的輔助資源，結合校外人士來參與教學的機會相

對較低。在教學主題上，教師會涵括的教學主題以視覺與生活最多，表演與社會

文化最少；學生最感興趣的學習類別以視覺與傳播最多，表演與社會文化最少；

協同教學之科目以美術最多，化學、生物與地球科學所佔最少。在藝術生活課程

的評量方式方面以實作評量最多，學生自評為教師最少選用之評量策略。在軟硬

體教學設備之使用上，以影音相關資源使用最頻繁，教學用專業器材設備（如：

攝影器材、樂器、表演道具等）最少。而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對於教師專業教學知

能所提供之幫助層面中，以教師研習活動參加教師最多，而藝術生活課綱宣導參

加較不踴躍。在藝術生活教師教學過程中所面臨之困擾，以藝術生活課程大多排

在高三，不易落實感到最困擾，以藝術生活課程內容無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感到

困擾較低。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信念之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受調之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因性別、教學年

資、藝術生活任教年資、擔任職務，以及任教學校地區之不同，在「課程政策」、

「課程實施」、「教學資源」、「環境參與」以及「整體教學信念」上，有所差異。

以下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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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資源」與「整體教學信念」 

上因性別而有差異，且男性教師皆顯著高於女性。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課程政策」、「環境參與」與「整 

體教學信念」上，因教學年資不同而有差異。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課程實施」上，因藝術生活任教 

年資的不同有差異。年資兩年教師在「課程實施」層面之信念程度顯著 

高於一年。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環境參與」與「教學資源」上， 

因擔任職務不同有差異。在「環境參與」方面，其他教師的信念程度顯 

著高於專任教師；在「教學資源」方面，兼任行政的教師信念程度顯著 

高於其他教師。 

（五）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課程實施」與「整體教學信念」上， 

因任教學校地區不同有差異。在「課程實施」方面，兩兩地區組別間並無 

顯著的差異存在；但在「整體教學信念」方面，南部地區的教師信念程度 

顯著高於中部。 

 

三、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信念各層面之相關情形 

根據研究結果，受調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信念各層面（包含課程政

策、教學方法、教師角色、教材內容、整體教學信念）間之關聯性如下。 

 

（一）教師在「課程政策」的信念分數越高，則在「課程實施」、「環境參與」、 

「教學資源」與「整體教學信念」的信念分數越高。 

（二）「課程實施」與「環境參與」、「教學資源」、「整體教學信念」的相關係 

數皆達顯著水準。 

（三）「環境參與」與「教學資源」、「整體教學信念」的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 

（四）「教學資源」與「整體教學信念」的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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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成果 

課程政策為我國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教育的重要導航，相關之課程政策對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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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形成

影響。反之，教科書的編撰與審定結果，意謂著對課程政策的詮釋與轉化，而教

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則又對課程政策的實施成效，以及課程知識內涵的實質

走向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換言之，在我國目前高中以下學校教育場域中，教育

決策圈、教科書商圈以及教育現場圈三者間呈現了互動與連動的態勢。 

高中「藝術生活」科為我國藝術教育史上的新設科目，於八十四年設科後，

雖無普遍實施，學科知識結構已然成型；九五暫綱修訂時，藝術生活課程結構被

全盤更新；九九新課綱時，其課程結構又被再次重組，由於藝術生活的學科知識

結構與內涵在歷次課程修訂中呈現流動現象，使相關教育決策圈、教科書商圈以

及教育現場圈亦產生相應之變動與拉距。本研究乃以三年為研究期程，分別檢視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發展脈絡、教科書編審，以及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與實

踐。第一年之研究結果包含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脈絡、規劃理念轉變，以及

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權力結構互動，並梳理衍生議題。第二年之研究結果包含

藝術生活教科書之編撰、審查與出版的形塑過程，以及教科書形塑過程中所涉及

之權力關係以及衍生之議題。第三年之研究結果則分析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

信念與教學實務經驗，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前述層面的觀點及差異情形。 

    誠如前述有關本研究計畫之重要性中所提及，本研究之執行對於我國學術研

究及其他應用方面具有如下之重要性：建構我國高中藝術教育之理論基礎、建立

評鑑高中藝術教育政策的理論基礎、探討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內涵與意義、瞭解

高中學生藝術素養之需求、建立高中藝術教育研究、政策與實務三者間的對話機

制。另外，歷經三年的研究，本研究計畫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

面預期尚有下列貢獻： 

一、透過對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學科定位之整體性多年研究，並兼顧基礎研   

究與實務議題分析，將對我國普通高中藝術教育的理論建構與政策發展有重   

   要貢獻。 

二、透過對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與學科定位之研究，將對我國普通高中教育中 

   之「必選修課程」的教育定位與政策發展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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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三年深度的合作探究與焦點團體討論，將發展出具體可行的高中藝術生 

   活教師教學改進方案。 

四、透過三年的深度研究，整體研究成果將拓展藝術教育學術界、實務界，以及 

   決策人員對高中藝術領域課程政策與實施的了解，亦將提供政策決策者、師 

   資培育工作者與實務工作人員具有參考價值的參照理念與課綱政策時務推行    

   的策略。 

    為期三年之研究過程中，研究團隊(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一位博士班與四

位碩士班研究助理)秉持嚴謹的研究態度與團隊精神，以協助各項事務性工作。

其中，於本研究執行過程中，研究助理全程協助研究進行所須之各項工作，如文

獻與相關研究、文件之收集與資料分析整理。同時並參與深度訪談、焦點團體、

問卷調查、個別訪談等工作。因此，藉由參與這項研究，研究助理能實際瞭解進

行一項研究之完整步驟與須注意之事項，對於研究方法的實施、課程政策的形

塑，以及課程與教學相關理論、實際有更深刻的體悟與了解，對於其獨自進行研

究之能力有所助益。與此同時，三位研究助理在參與過程中，針對研究的議題與

方向有所領悟與興趣，體會與察覺實務工作者除能對所擔任課程有更多思考外，

並將被增能，激發其課程覺知與批判意識，有助於其未對自身專業的信念與教學

實踐。因此研究助理皆各自以此階段性議題完成碩士論文，分別為楊孟蓉（2009）

我國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脈絡與議題之研究、徐立璇（2010）我國高中藝

術生活教科書形塑脈絡與衍生議題之研究、楊淑勳（2011）。高中藝術生活教師

教學信念之研究三篇碩士論文。 

整體而言，綜合三年期計畫之研究發現，由於臺灣教育政策的推動「人治」

意涵濃厚，課程制訂政策常隨決策者任期起伏、政策修定又多以委託機制完成，

加上未見課程實施成效評估之政策延續性，使課程政策之制定歷程每每呈現斷

裂，學科知識結構乃處在頻仍轉向的狀況中。在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形塑的整體

脈絡中，則具現不同職責、態度、位階、專業的參與個體，在教科書編審機制中

固化自身角色任務的權力行使。然而，本研究卻也發現我國當前學校教育機制

中，顯性與隱性結構互見的複雜性。在教育決策圈、教科書商圈以及教育現場圈

中，課程政策制訂者握有至高權，雖能使用課程發展的技術性原則，將自身對學

科知識結構的見解轉化為課程論述，卻不得不與壓力團體的輿論權進行折衝。在

課程政策轉化為教科書交付出版後，看似處在教育機制中發展結構底層的教師，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_W63L/record?r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_W63L/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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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又據其實施課程的隱權力左右課程的實質走向，使教科書在教師教材詮釋的主

體意識下被懸置。 

    歷經三階段課程政策形塑，藝術生活的學科知識結構暫告底定，並付落實。

未來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發展過程中，參與者、意識型態、權力結構與國家教育

機制間的綿密連動將如何展演，有待透過對高中藝術生活教學實務現場的觀察與

解讀，持續了解。最後，由於本研究之主題與研究團隊所屬之研究領域直接相關，

亦為團隊之研究興趣，歷經三年的研究期程，透過理論與文獻的分析及實務的深

入探究，可讓團隊夥伴對藝術領域課程政策改革、課程文本發展，以及教師、學

生對藝術課程的詮釋與評價等相關議題有一系統性及整體性的了解。而在研究歷

程中，與整合型計劃中其餘子計畫研究人員相互的研討與觀點的激盪，也帶來團

隊夥伴研究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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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成效自評 

 

「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藝術生活課綱為例」計畫自

奉核後，於 2008年八月至 2011年八月底止，計畫期程總共三年，因研究期程之

安排申請延長半年，故總計畫至 2012 年一月底止全部執行完畢。本計畫為期三

年，於第一年之研究期程中，本研究聚焦於「藝術生活」學科在台灣高中教育體

制中的形塑始末與涉入的爭論議題，以及八四課程標準、九五暫綱、九八新課綱

中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的結構與內涵，及學科知識結構的轉向過程。在研究過程

中，第一年研究依照預定工作進度，執行各項研究工作，透過文獻探討、深度訪

談、文件分析等方式，收集各項研究資料，並獲得初步的研究結果。 

第二年聚焦於「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在八四、九五、九九三次課綱轉變下，

其編撰、審查與出版的過程，以及在編審過程中所衍生之相關議題，以梳理我國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教科書之形塑脈絡，包含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的形塑過程、教

科書的編撰與審定者是如何看待藝術生活的學科範疇、其如何看待己身的定位，

以及如何面對與因應課程政策的轉向等。期望能據以釐清藝術生活教科書之形成

始末，並對未來高中藝術課程教科書之相關政策與實施提出建言。 

第二年研究之資料蒐集主要透過文件分析、深度訪談與輿論分析三方面來

進行。其中，文件分析部份包含教科書文本、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意見表；深度

訪談之對象則包含藝術生活教科書在歷次課綱政策下的編輯委員、審查委員、出

版社相關人員、國立編譯館相關人員及其他與本研究相關之學者專家等；輿論部

份主要針對報章雜誌之相關資料為分析時之資料來源。 

第三年研究重點則是「藝術生活科教師之教學信念」，主要是依據前兩年政策

面與教材面之研究脈絡而來，進而探討「人」的層面，期能釐清藝術生活科教師

的角色定位，教師身為教育現場第一線角色，應能具備該學科相關的專業知識與

背景，同時也是政策與教材的應用與整合者，究竟教師對於藝術生活科的看法與

態度為何？則是第三年主要探究的議題。第三年研究資料的蒐集則透過文獻分

析、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等步驟，採取量化為主質性為輔的方式進行， 

整體而言，雖於資料的收集過程遭遇些許困難，本研究各項工作之進行尚為

順利，而研究小組在責任分工與工作執行上也頗為順遂。研究小組在研究執行過

中，一遇問題便齊力解決的過程，使每位成員均在學術研究的嚴謹訓練中共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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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學習以更清晰的思慮與思維來思考每一個研究細節的來龍去脈。 

以下就研究計畫的運作與實行方式、質性研究中的資料編碼、量化研究的問

卷編制、訪談過程的參與、團體分工合作與開拓藝術教育視野等五個層面，陳述

研究小組在本研究過程中的收穫與省思。 

 

壹、研究計畫的運作與實行方式 

本研究為「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課程綱要為例」整

合型計劃的一項子計畫，其運作模式不同於計畫主持人過往獨立執行個人計畫的

方式。由於整合型計劃的完整擘劃，透過這個計畫的實施，使研究小組能以過去

的課程發展經驗為未來的教育方向做出具體的思考與檢討。在反覆的整合性例會

與研究小組工作會議中(附錄十)，研究小組成員進行觀念的釐清與溝通，逐漸了

解大型計畫的實施方式與研究方法。進入研究階段之後，研究小組發現研究過程

是環環相扣，每項問題必需透過多方資料的收集與訪談，一步一腳印的進行來達

成研究期程的進度。且研究資料相當龐雜，需要進行有秩序的梳理，以理出研究

議題發生時的社會脈絡。另研究的過程包含對於多方意見與資料的整合與分析，

但彼此間又存在著時間、空間、距離或人為的因素需要被克服，必須要謹慎小心

的處理之間的差異與衝突，才得以勾勒、還原出較完整的課程發展脈絡，使研究

小組每一位成員均在此過程中，得到寶貴的收穫與成長。 

 

貳、質性研究中的資料編碼 

  本研究進展仰賴多方質性資料的梳理，而計劃共同主持人在研究進行中，

特別為研究小組進行質性研究與資料分析的課程講述，使研究小組每一成員能切

實理解質性研究的質性方式與運作模式。由於質性資料的編碼過程需要長時間的

分類與整合，要將本研究龐雜的資料統整分析，成為有系統的編碼資料，確非易

事。在前述的課程分享後，使本研究的每一筆資料在收集後，即能妥適進行處理，

增益研究進行的時程與效益。也使本研究在期中報告階段，即能歸納出初步的編

碼內容，也使本研究的研究主軸產生了較清楚的綜合概念。 

 

參、量化研究的問卷編制 

第三年的研究需要調查藝術生活教師的教學信念，為達到研究之可信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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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採取普查方式的問卷調查，在編製問卷的過程中，除了參考國內外許多相關文

獻作為理論架構基礎外，也透過現場教師的訪談補足不足或其他的面向，也徵詢

過許多專家學者之意見，反覆與研究小組成員互相討論、修正後才正式發放問

卷，問卷調查屬於量化研究普遍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不同於質性研究的方法，

不論在信效度的檢核、預試與編製過程中皆採取相當嚴謹的態度與標準，過程中

亦請教許多計畫外之量化研究專家與學者，歸納出問卷初稿與正式問卷，使得本

研究小組成員在量化研究的領域上有所收穫與經驗。 

 

肆、訪談過程的參與 

由於本研究的進行需要，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得以接觸諸多教育專家學者與

現場教師，聆聽並梳理其參與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內涵不同階段的修訂經驗或是教

學經驗。在寶貴又難得的訪談過程中，從訪談對象描述其對於高中藝術生活的內

涵及各項引發議題的看法中，研究小組每一成員均清楚窺知許多教育工作者對教

育的熱誠，以及對所屬專業領域的使命感。與這些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對談，不僅

可以感受到這些訪談對象的對教育的理念與理想，更帶給研究小組每一成員至多

省思與成長。 

 

伍、團體分工合作的學習 

本研究在計劃執行期間，藉著整合型計劃與研究小組的團體分工合作，彼此

討論與溝通的來回過程中，彼此截長補短，互相砥礪。使得研究小組每位成員在

統整與分析的過程裡，深切體識必須用清晰的思慮與邏輯來面對資料的產製與研

究議題的梳理。每一次共同腦力激盪的過程均是難能可貴的經驗，累積了面對日

後研究工作持續進行所需的能量。期待未來，研究小組能經過不斷的經驗累積，

有更佳的效率，已將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落實，並完滿達成。 

 

陸、開拓藝術教育的視野 

本研究的主軸是以高中藝術生活科為主要研究範疇，經歷過三年的研究期

程，對於藝術生活科可以說有通盤了解，也在三年的研究過程中發表相關的學術

論文與參與多場課程研討會的發表（參自評表，以及附錄七、附錄八、附錄九 

等）。透過多次的課程觀摩與研討會的討論，在研究過程中也對藝術教育其他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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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九年一貫或大學教育有初步的涉獵與認知，畢竟政策面是牽一髮動全身，政

策會影響所有的教育階段與課程走向，只是直接與間接的差別，由此可知上位制

定政策者有相當大的權力與責任，尤其藝術教育從來就是處於較為邊陲之科目，

政策上很容易就忽視藝術教育的重要性與價值性，透過研究得以重新梳理藝術教

育的脈絡，並深度審視藝術教育的地位，開拓了不僅是研究小組，更是許多參與

研究的人員對於藝術教育的視野，並自我期許能為這個領域多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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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年期計畫之訪談提綱 

（一）受訪者參與過程（包含總綱、課綱委員、學科中心人員） 

      1. 請問您參與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標準制定的經過？  

      2. 請問您在參與或推動過程中曾發現哪些問題？ 

      3. 請問您在參與或推動過程中曾遭遇哪些困難？ 

（二）規劃理念（目標、宗旨） 

1. 請問 84年高中課程標準修訂時，「藝術生活」學科產生的緣由為何？ 

2. 請問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規劃理念為何？ 

3. 請問您對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規劃理念看法為何？ 

（三）課程內涵（學科知識結構、學分數） 

1. 請問您對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學科知識結構看法為何？ 

2. 請問您對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學分數規劃看法為何？ 

3. 請問您對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內涵還有哪些看法？  

4. 請問您對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學科知識結構的轉變看法為 

   何？ 

（四）討論經過 

1. 請問在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重要意 

  見及討論？ 

2. 請問在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課綱小組如何進 

  行意見的整合？ 

 3. 請問在 84/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具關鍵  

性影響的人物或事件？ 

（五）引發議題 

1.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曾引發各界

（如：教育部人員、學界、教師、家長、輿論界等）哪些意見或討論？ 

2.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團體

（如：教育部人員、學界、教師、家長、輿論界等）表達不同的意見？ 

3.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課綱小組如何

處理各界的不同意見？ 

4. 就您的觀察，基層教師對於課程政策的態度為何？ 

5. 就您的觀察，基層教師在課程政策推動中的需求為何？ 

6.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還有哪些想         

表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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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一年期計畫訪談對象資料與編碼方式 

編
碼 

角色
職稱 

身份背景 訪談資
料代稱 

M
部
長 

教育
部長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
間擔任教育部長，並
曾任文建會主委 

教育部
長 

 

八
四
召
集
人 

課綱
召集
人 

九五
課綱
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擔任師
培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為工藝

學科專家 

八四藝術生活 
召集人 

八四 B委員 課綱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為師培
大學美術系教授 

八四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八四 C委員 課綱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為師培
大學工藝系系主任 

八四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 
擔任民間博物館館長 

九五藝術生活 
召集人 

九五 E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為高中美術
教師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 F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曾擔任 
師培大學工藝研究所所長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 G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為 
大學中國音樂學系講師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九視覺 
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師培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非
視覺藝術類召集

人 

九九非視覺 
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大學戲
劇與 

劇場應用系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視
覺藝術類召集人 

九九 J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院長 

九九藝術生活 
前任召集人與 



 

 

123 

現任課綱委員 

九九 K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高中美
術教師（曾擔任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藝術生活學科中
心教師與九九藝
術生活課綱委員 

九九 L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大學應用音樂系副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課
綱委員 

甲學者 九五、九九 
音樂科召集人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修訂期
間為 

師培大學音樂系教授 

九五、九九 
音樂科召集人 

乙學者 九五美術科 
課綱委員 

曾長期擔任高中美術教師、美
術輔導團教師 

美術領域 
學者專家 

丙老師 美術學科中心 
教師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修訂期
間為 

高中美術教師 

美術學科中心 
教師 

N老師 藝術生活 
學科中心教師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
綱修訂期間為 
高中音樂教師 

藝術生
活 

學科中
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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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年期計畫之文件資料類別與編碼方式 

分

類 

編

碼 
標題 

發布時

間 

教

育

部

新

聞

稿 

O-1 

普通高中課程總綱

科目學分數定案：延

後分流、 

課程分級、增加選修

與發展學校特色 

96.03.13 

O-2 
澄清有關普通高中課程綱要

總綱修訂之報導 
96.03.15 

O-3 

97年 1月發布之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延後 1年至 99學

年度起開始實施 

97.06.06 

會議資料與

會議紀錄 

M-1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

跨學科整合研討會紀錄 
95.08.14-16 

M-2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

修訂公聽會會議資料 
95.12.27 

M-3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總綱修訂

小組第三次會議記錄 
96.03.19 

M-4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第二

次跨學科統整會議 

會議紀錄 

96.07.25 

M-5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領域各科

課程綱要聯席會議紀錄 
96.07.31 

M-6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領域各科

課程綱要 

第二次聯席會議紀錄 

96.08.10 

公聽會發言

條 

P-1 北區發言條 96.07.13 

P-2 南區發言條 96.07.14 

P-3 中區發言條 96.06.16 

問卷 Q-1 高中藝術生活科課程暫行綱要意見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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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Q-2 95年藝術生活學科開課情形調查 

Q-3 新課綱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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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一年期計畫之輿論資料內容與編碼方式 

階段 編碼 新聞標題 時間／出處 

84 

課 

程 

標 

準 

84N-1 

新高中課程標

準，修訂三半年出

爐 

82.05.09

中國時報 

84N-2 

高中藝術生活新

課程設計的再思

考 

 

    82.12.11 

民生報 

84N-3 
教育部將藝術生活與音樂
美術共列為高二選修課程 

83.11.25 
中國時報 

84N-4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標準草
案，削減美育份量 

83.11.26 
民生報 

84N-5 
高二音樂美術與藝術生活
並列選修可望改變 

83.12.02 
中國時報 

84N-6 
高中二年級藝能必修科目
86學年度增設藝術生活 

83.12.6 
民生報 

84N-7 
高二音樂美術藝術生活共
列選修，教育部硬是不改 

83.12.06 
中國時報 

84N-8 
高中美育開倒車，立委提出

緊急質詢 
83.12.20 
中國時報 

84N-9 
高中課程增加藝術生活，學
者強烈抨擊醞釀抗爭 

83.12.20 
民生報 

84N-10 
高中藝育課程修定，專家：

教育部開倒車 
83.12.26 
聯合晚報 

84N-11 
教育部一片好意，音樂家善

意缺席 
84.09.28 
中國時報 

84N-12 
藝術生活課程不能貿然實

施 
84.10.05 
中國時報 

84N-13 
高中新藝術教育只有方向

沒有措施 
87.02.27 
中國時報 

84N-14 音樂美術學科到哪裡去了 
88.04.01 
中國時報 

 
95 
暫 
行 

95N-1 我的未來，教改賠的起嗎？ 
93.11.18 
聯合報 

95N-2 
高中課程暫綱 9月實施教

材急就章 
95.03.21 
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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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95N-3 
95暫綱新課程，課本趕工

老師趕培訓 
95.03.21 
聯合報 

95N-4 
教改總檢對話，技職教育反

思 
95.03.24 
中央日報 

95N-5 
95暫綱別再拿學生當白老

鼠 
95.03.28 
中國時報 

95N-6 
95暫綱 30多門選修老師在

哪？ 
95.07.14 
聯合報 

99 
新 
課 
綱 

99N-1 98課綱研擬之後 
97.06.03 
中國時報 

99N-2 作一個美育的大夢 
97.06.04 
聯合報 

99N-3 
藝術生活科，死在方便手

上… 
96.10.1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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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二年期計畫之編輯委員訪談提綱 

（一） 參與過程 

1.請問您參與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敎科書編輯工作的緣起 

2.請問您所屬的編輯團隊是如何形成的？ 

（二） 編輯經過 

1.請問您個人對所編撰的教科書之編輯理念為何？ 

2.請問您所屬的團隊對所編撰的敎科書之編輯理念看法為何？理念形成 

  經過為何？您有何看法？ 

3.請問您所屬的編輯團隊在編撰藝術生活敎科書時如何分工？ 

4.請問您在編撰教科書時，如何和編輯小組成員中的其他成員進行協商與 

  整合？ 

5.請問您與所屬的編輯團隊在審查會議時與審查委員的互動情形為何？ 

6.請問您與所屬的編輯團隊如何處理來自審查委員的多方建議？ 

（三） 因應策略 

1.請問您以及所屬的團隊，對95/99藝術生活課綱與其轉向的看法為何？ 

2.請問您以及所屬的編輯團隊，對95/98藝術生活課程綱要轉向所採取的 

  因應措施為何？ 

（四） 引發議題 

1.請問95/99藝術生活課綱在編撰/審查教科書的過程中，引發哪些重要的 

  討論？ 

2.請問95/99藝術生活課綱的轉變，對於編輯教科書的過程中造成哪些影 

  響？ 

3.請問在 95/99課綱政策之下，教科書的編撰與審定方式曾引發哪些重要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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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二年期計畫之審查委員訪談提綱 

（一） 參與過程 

1.請問您參與95/98年高中藝術生活敎科書審查工作的緣起？ 

2.請問您所屬的審查團隊是如何形成的？ 

（二） 審查經過 

1.請問您對高中藝術生活敎科書的審查理念看法為何？ 

2.請問您所屬之審查委員會對於高中藝術生活敎科書的審查理念為何？ 

  理念形成經過為何？您有何看法？ 

3.請問您所屬的審查團隊在審查過程如何分工？ 

4.請問您在審查教科書的過程中，如何和審查委員會其他成員進行協商與 

  整合？ 

5.請問您與所屬的審查團隊在審查會議時與編輯委員的互動情形為何？ 

6.請問您以及所屬的審查團隊，如何處理來自編輯委員或出版社的不同意 

  見？ 

（三） 因應策略 

1.請問您以及所屬的審查委員會對95/98藝術生活課綱與其轉向的看法為 

  何？ 

2.請問藝術生活課綱的轉變，對於審查教科書的過程中造成哪些影響？ 

3.請問您以及所屬的審查委員會對95/98藝術生活課程綱要轉向所採取的 

  因應措施為何？ 

（四） 引發議題 

1.請問95/98藝術生活課綱政策在審查教科書的過程中，引發哪些重要討 

  論？ 

2.請問95/98藝術生活課綱政策的轉向，對於教科書審查機制有何影響？ 

3.請問在95/98的課綱政策之下，教科書的審查方式曾引發哪些重要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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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二年期計畫之教科書出版社訪談提綱 

（一） 參與過程 

1.請問貴單位決定出版95/98高中藝術生活敎科書的緣起？ 

2.請問貴單位的教科書編輯團隊是如何形成的？編輯團隊如何分工？ 

（二） 出版經過 

1.請問貴單位對95/99的高中藝術生活敎科書的出版理念及理念形成經過 

  為何？ 

2.請問貴單位在出版教科書的過程中，在編輯/審查委員/國立編譯館方間 

  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3.請問貴單位在出版教科書的過程中，如何處理來自編輯與審查委員的建 

  議？ 

（三） 因應策略 

1.請問貴單位對95/98的藝術生活課程綱要及其轉向的看法為何？ 

2.請問貴單位在出版教科書的過程中，曾對95/98課綱的討論為何？ 

3.請問貴單位在出版教科書的過程中，面對課程綱要的轉向，曾遇到哪些 

  困難？如何因應？ 

（四） 引發議題 

1.請問95/99藝術生活課綱政策在出版教科書的過程中，引發哪些重要的 

  討論？ 

2.請問95/99藝術生活課綱政策的轉向，對於教科書編審機制有何影響？ 

3.請問在95/99的課綱政策之下，教科書出版與銷售方式曾引發哪些重要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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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二年期計畫之國立編譯館訪談提綱 

（一） 參與過程 

1.請問您參與95/99年高中藝術生活敎科書相關工作緣起？您的業務內容 

  為何？ 

2.請問貴單位如何組成藝術生活教科書歷年之審定委員會？ 

（二） 審定經過 

1. 請問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審定工作的期程為何？審查過程如何進行？ 

2. 請問貴單位所屬之審查委員會之審查理念為何？理念形成經過為何？ 

    3. 請問貴單位所屬之審查委員會在審查教科書時如何分工？ 

    4. 請問國立編譯館在送審課本被判重編前後，如何處理？ 

5. 請問貴單位在審查委員、編輯委員及出版社之間，擔任何種角色？與 

   其互動情形為何？ 

6. 請問貴單位如何處理來自審查委員、編輯委員及出版社的多方意見？ 

（三） 因應策略 

1. 問貴單位對95/98藝術生活課程綱要及其轉向的看法為何？ 

2. 問藝術生活課綱的轉變，對於貴單位審定教科書的過程中造成哪些影\ 

   響？ 

3 問貴單位對95/98藝術生活課程綱要轉向所採取的因應措施為何？ 

（四） 引發議題 

1.請問95/98藝術生活教科書審定的過程中，曾引發哪些重要的意見或討 

  論？ 

2.請問95/98藝術生活課綱政策的轉向，對於教科書編審機制有何影響？ 

3.請問在 95/98的課綱政策之下，教科書的編審方式曾引發哪些重要的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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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改革是臺灣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的重要時代圖像，而在高中學校藝術教

育中，最大的變革即是「藝術生活」科目內涵與定位的變遷。藝術生活是臺灣高

中藝術類課程中的新設科目，從 1995 年啟動至今，共歷經三度課程政策的變遷，

其知識結構也歷經三度更迭，引發藝術教育界許多討論（楊孟蓉，2009）。課程

政策的變遷固然體現時代需求，但也是政策制訂者課程意識型態的展現，其制定

過程，包含各方團體以及參與者的介入力道與權力角逐。教科書為課綱政策的延

展，其知識結構與內涵須隨政策變革而更動，亦具現另一層面的權力競逐。高中

藝術生活從設科至今，課程政策迭有變動，知識內涵與結構也幾經變革，使教科

書之編撰與審定也隨之擺盪。 

教科書是學校教育經驗的重要管道之一，在學校教育中扮演著不可取代的重

要角色；除為教師教學之重要參考資料外，亦是學生學習之重要學習資源。藝術

生活既為新興學科，其內涵對於教師和學校行政而言均是全新課題。觀諸藝術生

活在歷次課程政策更迭下衍生許多相關問題，諸如師資與教材方面等，均備受各

界爭議，當探討藝術生活之課程脈絡與論及課程落實的成效是否彰顯時，教科書

的發展無疑為必須檢視之一環。 

學校教育的目標之一，在於落實學生於課程中的學習，教科書則在課程實踐

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教科書為傳遞教育內容，並協助教師教學與

學生學習之重要媒介，亦是知識的合法性化身與論述文本，其產製與形塑的過

程，影響至深。本文之目的，即在梳理臺灣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與內涵，

並了解藝術生活教科書的定位與出版現況。期望能理解教科書與課綱政策間的互

動關係，對未來臺灣高中藝術課程的實施，提供更深層之思維面向。 

 

二、臺灣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 

長期以來，臺灣高中藝術領域課程原僅包括美術與音樂兩科，1995 年在「藝

術教育生活化」的訴求下，於《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以下簡稱八十四課程

標準）中首次設置藝術生活一科（教育部，1995）。由於當時各界對藝術生活設

科的政策共識度不足，且呈現學科內涵龐雜、比重失衡，以及師資與教學資源缺

乏配套措施等狀況，因而被定位為選修課程。至 2006 年在制定《普通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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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暫行綱要》（以下簡稱九五暫綱）時，藝術生活並未以八十四年藝術生活課

程政策為基礎，而有全新的面向，並成為必修科目，與音樂、美術在高中藝術領

域中分庭抗禮（教育部，2006），並於九十七學年度起實施。然而，當九五暫綱

藝術生活漸入軌道後，教育部旋又於 2008 年發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以

下簡稱九九新課綱）（教育部，2008），其中藝術生活學科內涵再次大幅轉向，

對師資結構與授課內容產生衝擊，引發許多爭論。 

就課程目標而言，八十四課程標準藝術生活主軸為了解藝術之內涵並在生活

中實踐以提升生活素質；九五暫綱藝術生活則注重文化涵養與藝術欣賞能力；九

九新課綱時，藝術生活轉而強調「來自生活並用於生活」的概念，認為應增進生

活中的藝術知能與人文素養（教育部，1995、2004、2008）。就課程內涵而言，

八十四課程標準藝術生活之課程內涵包含簡介、空間藝術、時間藝術、綜合藝術

四領域，共計十個類別；九五暫綱藝術生活將課程內涵規劃成六大類，即基礎課

程、環境藝術、應用藝術、音像藝術、表演藝術及應用音樂；到了九九新課綱時，

又將九五暫綱藝術生活的六大類科整併為視覺藝術類、音樂應用藝術類與表演藝

術類（教育部，1995、2004、2008）。 

以時數分配而言，八十四課程標準規定在高二階段，學生應修習「音樂」、「美

術」每週各一節，或是「藝術生活」科每週兩節（教育部，1995）。九五暫綱時

藝術生活被列為必修，學生須在「音樂」、「美術」和「藝術生活」三科之中，必

須每一科目至少修習兩學分，藝術領域總學分則為十二學分（教育部，2004）。

到了九九新課綱時，「音樂」、「美術」和「藝術生活」三類課程每類應至少開設

二學分，各校可依學校之師資、設備及學生需求，配置課程結構，惟各類課程最

低應修兩學分，最高可達六學分，藝術領域總學分數卻降為十學分（教育部， 

2008）。而在教材編選上，八四藝術生活規定教科書之編印以一冊為原則；九五

藝術生活強調宜由各科教師自編教材，如需專家學者編教科書，則應六類各編一

冊；九九藝術生活則明訂教材之編選應參照課程綱要，各類別分別編寫，並以每

二學分一冊為原則（教育部，1995、2004、2008）。 

整體而言，即便在課程政策變遷過程中爭議不斷，藝術生活科的設立在臺灣

藝術教育發展史中，確實具有相當意義，使藝術教育領域擴張了可能性與影響力。 

 

三、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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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習是日常生活中美感訓練與養成的途徑，並非其他學科能夠達成，因

此，藝術類科在學校教育中有其獨特性。然而，由於藝術學科在本質上異於其他

學科，藝術類科不僅和社會整體文化情境息息相關，隨著整體環境的轉變亦會對

藝術類科的教學產生變化，因之，藝術類科比其餘科目的內容更有彈性。Freedman

（2000）及 Duncum（2003）均指出社會各種面向，包含性別、種族、社區、文

化、身分認同、人為環境等議題均與藝術教育有密切相關。因此，對於藝術教育

工作者而言，進行教學時的一大挑戰即是必須釐清藝術學科本身多元的定位。尤

其在當代視覺文化思潮的影響下，藝術教育的面向更形寬廣，舉凡日常生活中的

視覺訊息與媒體影像，均為藝術教學的潛在素材（趙惠玲，2005），更加突顯了

藝術教學內涵的複雜與多變。 

以前述藝術教育的多元面向與可能性觀之，藝術類科的教科書相對地也在內

容的取捨與實際使用效益上面臨挑戰。換言之，如何將廣泛的藝術主題精鍊並吸

納在藝術類教科書當中，再透過教師的教學實施以達成藝術教育的效能，是藝術

類教科書值得關注的課題。針對藝術類科教科書的發展方向，郭禎祥（1999）提

出了以下考量要點：課程單元應以主題概念取向編撰、教育與生活連結之必要、

契合學生身心與審美發展、美術史資料引用之正確性、內容宜用啟發式或多元策

略之教學法、圖片引用力求廣博與周延、整體設計有系統應強化編輯組織等方

向，並指出完整的藝術教育，可以增強學生對藝術作品的理解，更能解讀其文化

意涵，學習分析與批評，並且透過學習藝術的過程培養推理及思考能力以連結其

他領域的全面學習。 

呂燕卿（2003）在探討臺灣中小學藝術類教科書的編撰時認為，理想的藝術

教科書在內容設計上應考量到以下各項重要因素：回歸藝術本質、以學習者中心

的課程設計、螺旋式課程的概念、多元智力之教學策略、融入後現代多元文化之

意涵等。陳朝平和黃壬來（1995）則指出，政治解嚴後促使臺灣社會走向開放、

民主、自主與多元，使的臺灣社會的多元價值並存，使美勞教育走向本土化與國

際化，教材應具多元化取向，宜包含：多元的審美規準、創作題材與形式、社區

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科技媒材的認知與應用、社會議題、環保議題、未來問題解

決等面向。綜觀專家領域學者針對藝術教科書之探討，可見藝術教材的選取應因

應社會變遷，朝向多元化、啟發性與更貼近生活的教學內涵。 

 由於藝術課程在內容選擇上較一般學科有更廣泛的範圍與更大的彈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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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使得藝術類教科書在編輯上有其困難度，亦使得藝術類教科書在選取與使用

在實施上成效不一。一般在檢視教科書時，多集中於教科書本身的教學特性、物

理特性、出版特性等。然而，由於藝術生活為新興學科，復以歷次課程政策中學

科知識結構均生變革，使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多變與不確定，連帶影響到藝術生

活教科書的編輯與使用。 

 

四、臺灣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出版現況 

    藝術生活課程於 1995 年開始設立，然而新設科時由於是選修課程，並無教

科用書出版。自九五暫綱起，藝術生活改為必修，藝術生活乃有教科書的出版，

並由國立編譯館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高級中學教科書審定工作。根據國立編譯

館之統計資料顯示（國立編譯館，2008a、2008b、2009），八四課程標準並無藝

術生活教科書的送審與出版情形，到了 2004 年 8 月發布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綱要》實施期間，至 2008 年 11 月止，總計申請冊數為 9 冊，有 5 家出版社編撰

之 6 冊教科書通過審查。 

目前臺灣所出版的 6 冊藝術生活教科書之出版類科、出版社與其有效期限，

詳列如下表： 

 

表一 臺灣藝術生活教科書出版情形 

出版類科 出版社 有效期限 

基礎課程 歐馨 2007/9/19~2013/9/18 

泰宇 2007/8/23~2013/8/22 

環境藝術 華興 2008/6/06~2014/6/05 

龍騰 2006/5/18~2012/5/17 

音像藝術 華興 2006/3/28~2012/3/27 

應用藝術 科友 2008/6/18~2014/6/17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 

理想的教科書之編撰必須透過縝密的規畫，從對課程綱要的詮釋到教材正確

性的要求等，並需通過審查機制的考驗（徐立璇，2010）。由於教科書不僅直接

影響教學內容，對教學過程與方法也有深刻影響。然而，根據表一對於藝術生活

教科書之出版統計，目前依據九五暫綱所編輯且通過審訂之教科書共計 6 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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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暫綱之課程內涵領域所包含的六大類科中，「表演藝術」與「應用音樂」兩

類科並未有教科書之出版，使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與出版，呈現斷裂的狀況。 

由於表演藝術類科在高中藝術教育中為新增的專業領域，在完全沒有課程實

施的具體參照，課程教材也必須從零開始，而表演藝術類教科書在送審之後因編

審雙方對其內涵與教材編撰的認知差異，與委員會內非專業審查專業的模糊界

限，以致目前表演藝術教科書尚未有教科書正式出版1。而應用音樂類科同為全

新專業類科，由於應用音樂的類科專業性過高導致在教科書編輯上有其難度，且

在各界人士對於課綱內涵仍有質疑的狀況下2，應用音樂也成為藝術生活科中懸

缺的部份。由於表演藝術與應用音樂兩科教科書的缺席態勢，使藝術生活課程政

策面與實施層面失衡的現象隨之浮現，也使藝術生活課程之實施與推動的成效呈

現不確定的狀況。 

 

伍、結論 

高中藝術教育上啟大學階段藝術教育，下銜國中小藝術教育，重要性不言可

喻。藝術生活科的設立在臺灣藝術教育發展史中，確實為一嶄新的里程碑，使藝

術教育領域增加了新的可能性。學校教育為當代社會永續生存的重要機制之一，

因此，任何與教育相關的改變，均需經過深思熟慮。長久以來，臺灣的藝術教育

在以升學為目標的現實環境下，藝術領域課程被視為非主流科目，課程與教學被

邊緣化常為是難以抗拒之事實（趙惠玲，1996）。升學掛帥的結果下，導致智育

學科或升學主科為重，相較之下，「非考科」往往備受冷落，藝術類課程乃長期

被社會漠視。 

藝術生活課程的設置，雖為臺灣高中藝術領域課程開啟一頁新的篇章。但由

於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更迭與轉向，再加上相關配套措施的接軌不彰，使得此一

學科在教學師資、教學資源、課程內涵等實際面的成效上仍然暗礁不斷。課程政

策的轉向與社會人士、政策執行者、相關領域成員之介入均有緊密關聯，蘊含了

各方權力、意識形態等因素之角力與拉扯。臺灣藝術教育在智育與升學導向的壓

擠下，原已欠缺應有之關注；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制定中的諸多拉鋸，以及與藝術

類教科書編撰的實際層面失衡的狀況，更使其教學成效面對質疑。 

                                                     
1 參國立編譯館訪談資料，2009/12/09。 
2 參教科書出版商訪談資料，200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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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中階段藝術生活學科從設立之初到歷次課程改革，均因各方壓力團體

之介入，爭議不斷；藝術生活教科書在迭有變動的課程政策下，知識內涵與結構

也三度更替。在藝術生活教科書的形塑過程中，由於課程政策不斷擺盪，加以藝

術生活學科的新興特質，教科書各方關係人士對於課綱解讀、編輯理念、審查原

則、出版方針等諸多議題，每有理解與釐清上的疑慮。藝術生活教科書在前述多

方不確定因素共存之下，不但難以形成穩定的發展模式，甚且恐埋下日後爭議的

潛在變因。由於迄今為止，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仍未處於浮動的態勢中，其落

實成效亟待後續研究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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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藝術生活」為臺灣高中階段藝術教育的新設科目，自設置以來，因學科知識結構

於歷次課程政策修訂中頻有更動，引發許多討論。課程政策作為學校教育軸心，影響

深遠。本研究之目的即在透過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相關利害關係人之論述，分析其自民

國八十四年設置成形，九十五年轉為必修，到九十九年學科知識結構轉向的形塑過

程，並探究其學科知識結構轉變與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藝

術生活課程政策在不同階段的修訂過程中，均呈現了萌芽期、磨合期、權宜期的發展脈

絡。萌芽期為課程概念的醞釀與提出草案；磨合期為草案出爐至公布間的協調與修

正；權宜期則為課綱定案後實施與配套的措施。同時，在不同階段的修訂過程中，藝

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的演變與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權力結構呈現了不同的互動關

係。 

關鍵詞：八十四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九五暫綱、九九新課綱、課程政策、藝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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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s and Life’ is a new subject in senior high school arts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aiwan; its 

relatively new precedence has roused numerous controversies. The consummating leading 

role the curriculum policy plays designates to the absolute scrutiny in its formation. It was 

first initiated in 1995, became a post-revamp requisite subject in 2006, and was re-structured 

again in 2009.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discourses of the significant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shaping the policy, then to envisage the metamorphosis of this policy,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ower structures of significant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shap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each transition period 

exhibited very similar development pattern, namely, the forming stage, where primary ideas 

are addressed, the storming and norming stage, where ideas and protocols are negotiated and 

announced, followed by the final performing stage, where all complimentary measures and 

policy promotion mechanisms are delivered. The diverse inter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significant stakeholders during these policy shaping transitions were also revealed.    

Key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Standards, General Provisional Guidelines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eneral Guidelines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curriculum policy, Arts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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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課程綱要為臺灣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教育的重要導航，相關之課程政策對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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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藝術生活」科為臺灣藝術教育史上的新

設科目，自民國八十四年設置後引發諸多討論，隨趨沉寂。於《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暫行綱要》（以下簡稱九五暫綱）中，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結構被重新界定。在九五

暫綱方興未艾之際，《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以下簡稱九九新課綱）又旋即啟動，

藝術生活的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再次發生轉向。鑒於藝術生活之設置使高中藝術教

育呈現新的樣貌，影響至深，其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與引發議題值得關注。 

高中教育上銜大學階段，下續國民中小學，重要性不言可喻。為配合社會變遷

以及教育改革，臺灣高中課程自民國十八年至九十六年為止，已進行十三次修訂（教

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2007）。對藝術領域而言，歷次修訂中最大的改變即是藝

術生活科目的設置。原本臺灣高中藝術領域僅包括音樂、美術二科，民國八十四年

在「藝術教育生活化」的期許下，新增藝術生活一科，由於當時各界共識度不足，

將之定位為選修課程1，少有學校開課而形同具文2，相關爭議漸趨緩解。至九五暫綱

時，藝術生活成為必修，與音樂、美術在高中藝術教育中分庭抗禮，其知識結構亦

被重新界定。由於藝術生活對原高中藝術領域的師資生態有所衝擊，乃產生許多質

疑聲浪3。在九五藝術生活4甫獲各界接受後（甄曉蘭、卯靜儒、林永豐，2007），九

九新課綱的機制啟動，在微調的原則下，卻呈現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大幅轉向的

狀況，再掀爭議。 

觀諸臺灣課程政策之制訂依據，常見援引近代課程發展的理論5，惟相關理論多

假設課程發展可經由理性、線性及非意識型態的程序而達到。根據 Posner（1998），

課程發展應包含兩個要素，分別為「課程發展技術」（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chnique）及「課程良知」（curriculum conscience），前者呈現課程如何被發展，後

者則攸關課程發展背後的潛在觀點。因之解讀課程政策時，不應僅止於瞭解其技術

性層面的操作，尚應梳理其所隱含政治性與意識型態的問題。若從技術性層面而言，

                                                 
1
 參邱婷（1994）、教育部（1995a）等。 

2 根 據 國 立 編 譯 館 八 十 四 年 課 程 標 準審 定本 說 明 ， 藝 術 生 活 並 無 送 審 之 教 科書 （參

http://www.nict.gov.tw/tc/nine/in_check_senior.php?class_id=41）。 

3 相關爭議參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學科中心（2007）、漢寶德（2007）等。 
4 為使各階段課綱能明確區別，並呈現時間序列，本文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藝術生活學科暫行綱要》簡

稱為「九五藝術生活」。 
5
 參 Tyler（1949）、Schwab（1978）、Walker 及 Soltis（1999）、黃政傑（1991）、宋明娟（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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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學科之所以能被設置成為學科，須有該學科獨具的世界觀，並由之推衍出基本

概念，引導各界淬煉理論並驗證實務，以建立學科知識典範（鄒川雄，2004）。然而，

當查驗高中藝術生活學科從民國八十四年設置成形、九五暫綱與九九課綱修訂之發

展脈絡時，其學科知識結構的背後似呈現出「知識」與「權力」細密交織且流動不

定的課程良知。誠如 Apple（1990）所言，當辯證「什麼知識最有價值？」時，其取

決關鍵往往是「誰」的知識最有價值？「誰」來決定什麼是知識？知識「如何」被

決定？由於課程政策的制定牽涉至廣，歷來課程修訂均難脫爭議性，每每需經過各

方妥協才得凝聚共識（李坤崇，2010）。高中藝術生活從八十四年設置成形，九十五

年轉為必修，到九十九年學科知識結構再度轉向，其淬煉知識典範的過程為何？在

歷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中，重要利害關係人之權力結構對學科知識結構

轉向的影響為何？  

課程政策作為學校教育軸心，影響深遠。本研究試圖透過課程政策相關利害關

係人之論述，分析高中藝術生活課程自民國八十四年設置，九十五年轉為必修，到九

十九年學科知識結構再度轉向的發展過程，並探究其學科知識結構轉變與利害關係人

權力結構間的關係。期望透過本研究，瞭解臺灣高中藝術教育課程政策制定時可能的

影響因素，以提供未來相關研究進行時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分析臺灣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的論述，瞭解藝術

生活課程政策於各修訂階段的發展過程，並探究利害關係人之權力結構與學科知識結

構轉變間的關係。根據研究目的，擬訂下列研究問題： 

（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於八四課程標準修訂階段中的形塑過程為何？ 

（二）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於九五暫綱修訂階段中的形塑過程為何？ 

（三）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於九九新課綱修訂階段中的形塑過程為何？ 

（四）高中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與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的關係為

何？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目的在透過相關利害關係人之論述，分析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在不同

修訂階段的發展，並探究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轉變與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間的關

係。因此，藝術生活設科至今的課程政策制定過程，以及其中重要利害關係人的涉入

經過與權力操作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在梳理前述研究範圍時，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

談收集主要研究資料，並以論述分析為策略，訪談歷次課程政策涉入人士，藉此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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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藝術生活課程修訂脈絡的瞭解。由於不同因素，本研究於資料收集時遭遇下列

限制。 

首先，於收集訪談資料時，受訪者對於事件的回憶為時空沉澱後的結果，可能

未全然呈現事件發生當下的真實思維；而部分受訪者因事隔久遠或因涉及議題敏感

而不願接受訪談，甚或有事後撤銷訪談者，均使得本研究訪談資料之收集有所受限。

因此，本研究於收集資料時亦輔以文件、輿論分析等方式檢視官方資料及報紙輿論

等。然而，部分官方會議文件由於年代久遠佚失，或因持有者個人考量未能提供6，

使本研究於文件資料收集上亦有所受限。當遇前述限制時，本研究即就待釐清問題，

尋找關鍵第三者以及其餘文件、輿論等進行交叉印證，以盡可能澄清並呈現藝術生

活課程政策修訂過程中各利害關係人的立場。 

四、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探討之概念更為明確，將本研究相關名詞說明如下。 

（一）藝術生活（Arts and Life）7 

於本研究中，「藝術生活」係指臺灣高中階段藝術領域三大學科之一。高中藝術

生活自八十四年始設，於九五暫綱、九九新課綱中分別進行修訂。新設置時，藝術

生活為選修科目，教材綱要為簡介、空間藝術、時間藝術與綜合藝術等四大類。九

五暫綱將藝術生活改為必修，教材綱要分為基礎課程、環境藝術、應用藝術、音像

藝術、表演藝術及應用音樂等六大類。九九新課綱將前述六大類更併為視覺應用藝

術、音樂應用藝術及表演藝術等三大類。於本研究中，除以「藝術生活」通稱此一

學科外，並視行文需求，標以修訂年代，如「八四藝術生活」、「九五藝術生活」、「九

九藝術生活」等，以呈現其時間脈絡。 

（二）八十四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Standards） 

於本研究中，《八十四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係指教育部於八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發佈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為使行文流暢，當提及時以「八四課程標準」通稱之。 

（三）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General Provisional Guidelines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於本研究中，《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係指教育部於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

                                                 
6 
八四課程標準部分由於年代久遠且承辦人員更換已久，相關官方文件已難以彙集，雖有當時涉入人士仍

保有公聽會、修訂會議紀錄等文件，惟持有人僅提供研究小組閱覽，並不同意予以引用。 
7
 「藝術生活」學科在九五暫綱時英文譯名為「Applied Arts」，至九九新課綱時更名為「Arts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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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發佈之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為使行文流暢，當提及時以「九五暫綱」通稱之。 

（四）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General Guidelines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於本研究中，《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係指教育部於九十七年一月二十四號發

佈，並於九十九學年度開始實施之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為使行文流暢，當提及時以

「九九新課綱」通稱之。 

（五）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於本研究中，「利害關係人」係指於制訂課程政策的過程中，會影響課程制定目標

與效益，或被課程制定影響自身利益的團體或個人。因此，在探討藝術生活課程政策

的發展過程時，其利害關係人即包含課程政策決策者、課綱小組成員，以及其餘相

關人員，如壓力團體、學者、教師、輿論人士等。 

（六）課程政策（curriculum policy） 

於本研究中，「課程政策」係指教育部在制定各級學校課程綱要時，相關機制的

運作形構與產出內涵。根據甄曉蘭（2004），課程政策係指將課程發展之核心知識的

選擇與組織，如知識內涵、價值、結構及分類等議題，透過文化政治或權力運作問

題之涉入，而產製出課程知識內容的選擇、價值定奪與實施。因此，當本研究探討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時，即包括在藝術生活課程的制定與推動中，於社會、文化、

學術、政治等各方權力機制運作下，呈現的知識結構、內涵與實施等。 

貳、文獻探討 

為分析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過程，本節先檢視歷次高中藝術生活課程

政策的修訂背景與規劃理念，再梳理三次課程政策所呈現的知識結構與內涵，最後

陳述所蒐集之相關研究。 

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遞嬗  

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轉變，往往是促成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審視歷次高中

藝術生活的修訂，均與當時社會氛圍有所相關。以下說明三次課程修訂的時代背景

以及規劃理念。 

（一）八四藝術生活設科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民國七、八○年代間，正值臺灣經濟起飛，政治氛圍趨向開放之際。在政府宣



 155 

布解嚴並下放言論、集會及遊行等自由權後，逐漸形成批判與監督國家的社會力量。

解嚴前，政府視課程政策為掌控國民意識型態的機制；解嚴後，一統性的課程政策

即成為批判標靶。八○年代初在社會政治運動推波助瀾下，從國小階段開始進行課

程修訂8，並向上延展為八十四年高中課程標準的修訂（卯靜儒，2001）。隨著臺灣政

治、經濟、社會變遷，教育改革在解除戒嚴後蓬勃發展，藝術教育同樣面對重大轉

變（王麗雁，2008），既有之音樂、美術等課程已未能符應社會對藝文活動的需求，

面臨轉型關鍵。在提升美化生活及藝術鑑賞能力，並充實藝術涵養的訴求下，教育

部於八十四年高中課程標準修訂時將「藝能科」改為「藝術科」，並增加「藝術生活」

學科，使學生於音樂、美術外，亦有選習藝術生活的機會（教育部，1995b）。臺灣

學校藝術教育的新設科目─藝術生活─乃正式確立。 

八四藝術生活強調將藝術學習落實於生活經驗中，以廣泛接觸各類藝術，其學

習方式亦不同於音樂、美術的分科教學，採綜合活動方式進行統整學習（教育部，

1995a）。八四高中總綱將藝術科總節數訂為八節，高一應修音樂、美術各兩節，高

二可選擇修習音樂、美術每週各一節，或每週兩節的藝術生活。在被定位為選修課

程，且缺乏專任師資的情況下，八四藝術生活雖成功設科，卻未竟落實之效9。 

（二）九五藝術生活修訂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八○年代的課程改革，並無法滿足當時社會一波一波求新思變的浪潮。民國八

十三年四一○教改運動掀開臺灣教育史上規模最大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甫完成的

八四高中課程標準無法與九年一貫課程銜接，另一次修訂勢在必行。教育部（2004a）

乃於九十年再次進行高中課程修訂，並於九十三年公布，九十五年實施。然而，九

○年代間執政黨輪替，新修訂之高中課程引發不同意識型態團體的巨大討論10，在銜

接九年一貫課程的急切需求下，新修課綱改稱「九五暫綱」11，先付實施。 

九五暫綱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上銜大學基礎教育，下續九年一貫

七大學習領域之課程規劃（李坤崇，2010）。因此，九五暫綱將原「藝術科」更名為

「藝術領域」，仍採分科教學方式，明訂高一至高三每學期應修習兩學分藝術課程，

共十二學分；音樂、美術、藝術生活每科應至少修習兩學分。九五藝術生活乃由選

修轉為必修，與音樂、美術三足鼎立，並設置藝術生活學科中心12負責推動課程。基

本上，九五藝術生活延續八四藝術生活之立意，以涵育國民文化素養、培養學生藝

                                                 
8 八○年代初期修訂的國中、小課程標準於八十七年開始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即陸續中止實施。 
9
 參莊雅玲（2004）。 

10
 參王健壯（2003）、申慧媛（2004）、吳展良（2004）、黃以敬（2004）等。 

11
 參李皖玲（2008）、羅若禮（2007）等。 

12
 九五暫綱配套措施之一即為設置各科「學科中心」，協助課程推廣、教師進修、蒐集課程實施經驗等，

高中藝術生活學科中心設置學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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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素養及欣賞能力為目標，課程規劃理念為「生活美學」（教育部，2004b；漢寶德，

2008），並在以「應用的藝術」進行課程內涵的詮釋後，重新規劃學科知識結構。 

（三）九九藝術生活修訂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原訂於九十五學年度實施的高中課綱引爆意識型態之爭，改以暫行綱要過渡彌

平爭議，並於實施中蒐集意見，以為新課綱修訂依據，乃有九九新課綱的產生。由

於相關爭議懸而難解，九九新課綱延宕一年後13，仍在保留國文、歷史兩科的狀況下，

於九十九學年度起正式實施。 

原則上，九九新課綱是將九五暫綱微調，使之順利推動的因應措施（李坤崇，

2010）。然而，原未涉入九五暫綱爭議的藝術領域，卻在九九新課綱中發生改變。由

於九五暫綱的爭執之一為自然領域對時數不足的抗爭，在重新配置學分數後，藝術

領域總學分數被下修。根據九九新課綱（教育部，2008a），高一至高三上學期，每

學期應修習藝術領域兩學分，共十學分；音樂、美術、藝術生活每科應至少修習兩

學分。因此，九九新課綱中藝術領域被減少兩學分，而九九藝術生活雖仍延續「增

進生活中藝術知能」的規劃理念（教育部，2008b），在因應藝術領域學分數減少及

與九年一貫課程銜接的政策下，其學科知識結構再生變革。 

二、高中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之內涵與轉變 

藝術生活於八四課程標準中設科後，歷經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之修訂，呈現

了不同的學科知識結構，以下說明藝術生活於歷次修訂中知識結構的內涵以及轉變。 

（一）八四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 

八四藝術生活（教育部，1995b）將學科知識結構分為四大類：簡介、空間藝術、

時間藝術、綜合藝術。簡介主要為概論式介紹藝術與生活的關係。空間藝術包含「繪

畫、攝影、雕塑、建築與景觀」等。時間藝術包含以音樂為主的「獨唱與合唱、樂

器獨奏與合奏、傳統戲曲、歌劇與舞劇、電子音樂、電腦音樂」等。綜合藝術包含

「戲劇、舞蹈、電影、媒體藝術」等。整體而言，八四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結構並

未脫離音樂與美術的原有框架，其中空間藝術主要是美術相關課程的延伸，時間藝

術為音樂相關課程的延伸，綜合藝術則為美術、音樂之外的藝術類別，包含舞蹈、

戲劇以及電影、媒體等。 

 

                                                 
13

 根據教育部在九十七年六月六日發佈之新聞稿，由於各界對原訂九十八學年度實施之高中新課綱（原九

八新課綱）部分內涵仍有誤解，為使各界有更充裕的時間瞭解新修訂課綱之內涵，宣布新課綱延後一年

實施，是為九九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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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五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 

九五藝術生活（教育部，2004b）將學科知識結構分為六大類：基礎課程、環境

藝術、應用藝術、音像藝術、表演藝術、應用音樂。基礎課程主要內容為「美感基

礎、感官要素、實作」等。環境藝術主要內容為「建築、都市、景觀、室內」等。

應用藝術主要內容為「飲食用具、家具、衣著、裝飾及其他用品」等。音像藝術主

要內容為「電影、多媒體」等。表演藝術主要內容為「戲劇、舞蹈」等。應用音樂

主要內容為「空間與音樂、科技與音樂、影像與音樂、肢體與音樂」等。整體而言，

九五藝術生活不同於八四藝術生活受音樂與美術框限的分類方式，以基礎課程為核

心再連結至其餘五大類別，各類別均具獨立之知識體系。 

（三）九九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 

九九藝術生活（教育部，2008b）將學科知識結構分為三大類：視覺應用藝術類、

音樂應用藝術類、表演藝術類。視覺應用藝術類的主題為「視覺與生活、視覺與環

境、視覺與傳播、視覺與文化」等。音樂應用藝術類的主題為「音樂與感知、音樂

與展演、音樂與科技、音樂與文化」等。表演藝術類的主題為「表演能力的開發、

表演的製作實務、表演與應用媒體、表演與社會文化」等。整體而言，九九藝術生

活的知識結構與九五藝術生活大不相同，改採國中小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的分類方式，呈現視覺藝術14、音樂與表演藝術三大類並立的狀況。 

（四）藝術生活課程修訂中學科知識結構之轉變 

根據前述，藝術生活的學科知識結構從八四、九五至九九，呈現了殊異的組構。

三次課程修訂中知識結構的內涵與轉變參見下圖。 

 

                                                 
14

 「視覺藝術」為國民中小學於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中用以代表原中小學美術科目之名詞，高中

美術科仍沿用「美術」一詞，而在藝術生活課程中又使用「視覺應用藝術」代表美術類科目，因此本文

視敘寫情境需要交替使用「視覺藝術」及「美術」兩詞，然而兩者的意涵則屬相同。 



 158 

           

圖 1：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知識結構之修訂演變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1995b、2004b、2008b） 

 

根據上圖，以八四到九五而言，由八四藝術生活原本以簡介為概論基礎，再延

伸至空間藝術、時間藝術以及綜合藝術類的架構，轉成為九五以基礎課程為核心，

再連結至五種各自獨立的藝術類別。同時，於轉變過程中，可發現八四藝術生活中

空間藝術的建築與景觀，於九五藝術生活獨立成為「環境藝術」。而八四綜合藝術的

戲劇與舞蹈成為九五的「表演藝術」，八四空間藝術的攝影則與綜合藝術的電影及媒

體藝術合成為九五的「音像藝術」。 

從九五至九九則產生結構上的再次轉變，原先九五藝術生活的六類成為三類。

其中九五的基礎課程、環境藝術、應用藝術以及音像藝術的視覺部分濃縮整併為「視

覺應用藝術類」。原本九五應用音樂以及音像藝術的音樂部分整併為「音樂應用藝術

類」。原為九五藝術生活六類之一的「表演藝術」，則於九九藝術生活中擴充為三大

類之一，並將「舞蹈」刪除。而八四綜合藝術中如電影及媒體藝術等則被打散至三

大類別中。觀諸高中藝術生活從八四設科，至九五、九九的課程內涵，呈現了知識

結構的轉變，其發展過程中重要關係人的權力運作及論述，即為本研究所欲探究者。 

三、相關研究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在彙集相關研究時，考慮研究需求，將之區分為課程實施、課程政策、

教育政策等三個面向。同時，由於藝術生活課程實施未久，相關研究尚不多見，於

彙集時，亦將視野擴及其餘教育領域。以下擇要進行說明。 

在課程實施部分，莊雅玲（2004）為瞭解臺灣中部地區藝術生活課程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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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態度，以中部五十二所高中音樂教師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與訪談。研究結果

發現，高達八成五的高中從未開設藝術生活課程。受調教師認為師資專業是影響藝

術生活實施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惟藝術生活研習管道並不通暢，建議應依教師需

求辦理相關研習，並改善城鄉藝術資源差距等問題。 

在課程政策部分，林青萸（2004）梳理高中歷史科課程政策修訂中知識選擇與

權力運作的關係，認為在課程政策修訂中基於政治意識形態出發的政治性權力運

作，凌駕於知識性的權力運作。張佳琳（2002）檢視技職一貫課程改革的意涵，認

為課程改革是一個處在社會脈絡中的動態過程，其運作處處可見權力利益的滲透、

競爭與消長，不同的權力形式挾帶多元的利益關係。課程改革政策一方面解除政治

社會危機，一方面也成就某種利益。因此，每一課程改革的歷史脈絡都是當時社會

規則、儀式或權力、利益結構具體而微的呈現，對課程改革的分析，同時也是對該

時代歷史背景的開解。 

在教育政策部份，廖翊君（2007）透過論述分析探究九五暫綱課程政策的發展

歷程，發現九五暫綱課程政策之爭議源於利害關係人立場與利益之差異性，越趨近

權力核心者能運用的權力策略越多元；由於缺乏願景規劃，使教師、家長與學生在

面對教育改革時，產生不安定感，降低配合意願。林純雯（2005）探討臺灣教育政

策合法化的基本概念與實施歷程，認為教育政策合法化乃是將教育政策完成法定程

序，取得正當性，以獲取人民認可與支持的動態過程。合法化過程中應考慮的背景

因素有教育、世界、社會等，然而在實際上最不足的是教育本質因素，考慮太過的

則是政治生態因素。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為透過利害關係人對己身參與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修訂經驗之

敘述，分析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以及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轉變與利害關係人權力

結構間的關係。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提綱，個別訪談歷次課程政

策的涉入人士，收集主要研究資料，並佐以文件、輿論分析等15，以使研究更趨周延。

同時，根據 Dunn（1986），政策規劃者透過其權力之使用，得以將個人論點置於政策

主張之中，並透過權威方式，採用系統分析、價值判斷、因果詮釋及實用取向等策略，

納入政策論述。Kendall 與 Wickham（1999）則指出，論述分析之要點，著重在對陳述

                                                 
15

 由於八四藝術生活修訂年代已久，於梳理其課程政策發展過程中利害關係人之立場時，即須視研究需求

輔以所能彙集之文件及輿論，以與訪談資料交叉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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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描述，且重點放在權力上，透過當下歷史的視角將權力的作用引申，揭露隱藏在陳

述背後不易被察覺的態度。由於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涉及不同關係人權力結構的

交織關係，本研究於解讀資料時即以論述分析為策略，梳理課程政策發展過程中的

論述形構，理解各發話主體在過程中的位置、影響與互動。 

二、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源包含訪談、文件與輿論等三方面。訪談對象為歷次藝術生活課

程政策決策者、課綱小組成員，以及其餘相關人士；總計獲得受訪者十七人，包含

教育部決策人士一名、八四課綱委員三名、九五課綱委員四名、九九新課綱委員五

名、相關學者三名，以及學科中心人員一名，所有訪談資料均以匿名方式呈現。同

時，由於本研究以論述分析為策略理解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對涉入經驗的表述，受

訪者於課程制定過程中的位置與身份是解讀關鍵，因此將受訪者於課程制定中的「角

色職稱」及「身份背景」逐一整理；角色職稱為受訪者於課程政策發展中的位置，

身份背景則代表其發話立場。本研究訪談提綱與受訪者之資料與編碼方式參見附錄

一、附錄二。在文件部分，包含與三次課綱修訂相關之教育部新聞稿、會議資料與

記錄、公聽會發言條及課綱問卷調查等四類，其內容與編碼方式參見附錄三。在輿

論資料部份，共蒐集與三次課綱修訂相關之報紙輿論共二十三篇，其內容與編碼方

式參見附錄四。 

三、研究步驟與流程 

本研究之實施共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前導階段（2008 年八月至十月）、正式階段

（2008 年十月至 2009 年四月）和完成階段（2009 年四月之後）。前導階段進行文件

蒐集與閱讀、訪談提綱草擬、前導訪談等工作。正式階段包含確立訪談提綱與分析

策略、進行訪談、資料建檔與編碼等。完成階段則為研究結果之分析與撰述等。 

四、研究信實度  

為使研究結果能中立客觀，本研究採用多方資料蒐集、三角檢證、參與者檢核

等方式增加研究信實度。在多方資料蒐集部分，本研究深入訪談不同身分之課程政

策涉入人士，並彙集不同角度之文件及輿論資料。在三角檢證部分，本研究盡可能

蒐集可獲取之資料，透過資料豐富性對研究效度進行檢驗；訪談時就同一問題詢問

多位受訪者以使資料多元化，並佐以文件與輿論分析交叉驗證；摘讀報紙輿論時，

為避免其可能之訴求目的或僅反映特定對象之觀點，均多方比對各家報紙對同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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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陳述，並以訪談資料驗核；資料分析時，則透過研究參與者的多元性16，共同討

論斟酌資料意涵。在參與者檢核部份，所有訪談資料均整理為逐字稿請受訪者詳閱

並修正，確保未有誤解或誤植。同時，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亦時時自省，於選擇、

分析與詮釋資料時，盡可能避免主觀意識之涉入。 

五、研究倫理  

本研究以論述分析為策略梳理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以及利害關

係人權力結構與學科知識結構轉變間的關係，因部分議題或具爭議性，於不同研究階

段均審慎處理相應之研究倫理。於訪談階段，本研究將訪談提綱先送交受訪者參閱，

並說明將以匿名但保留涉入課程政策時之角色職稱與身份背景的方式呈現資料，於

受訪者簽署參與研究同意函後才開始收集資料。在撰述階段，本研究秉持論述分析

之研究者定位，一則自殊異立場受訪者的角度，瞭解發展課程政策的多元觀點，二

則以不同面向切入，查驗課程政策發展過程中，各方權力運作之互動關係與議題。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包含訪談逐字稿、文件及輿論等。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時，先將

原始文本摘要及重點標示，逐漸凝聚對議題之敏感度。隨著研究進展對各項資料多

方深入檢視，並依據研究問題發展出第一層編碼，逐次延伸出第二層、第三層編碼，

建立分析結構與脈絡。在反覆詳讀各資料文本及檢視編碼結構的循環中，深入釐清

資料意義與關係，以獲得研究結果。 

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在分析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時，發現八四、九五、九九之課程制定均

呈現該時期課程政策從萌芽、磨合到權宜的發展脈絡。萌芽期主要為課程概念的醞

釀與提出草案；磨合期主要為草案出爐至公布間的協調與修正；權宜期則為課綱定

案後實施與配套的措施。以下依此分期方式陳述各階段課程政策的過程。 

一、八四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藉由分析利害關係人對藝術生活於八四課程標準中設置的論述，發現促使其設科

的因素包括當時政府的文化藝術政策，以及社會對藝術教育的期待等。 

                                                 
16

 本研究之參與者包括研究小組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以及三位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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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藝術生活之萌芽期 

 隨著解嚴後社會開放，各界對文化藝術日漸重視，認為藝術應落實在生活中的

訴求浮現，教育政策制定者也有相應措施。為呼應政府「在『經貿大國』之餘也強

調『文化大國』」的遠景，因之「政策上十分重視文化藝術水準的提升…真正的藝術

應該融入生活裡頭，即生活藝術」（訪M部長2009/4/13）。「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

成為政策方針，藝術生活的課程概念開始萌芽。 

當各界對提升文化藝術有所訴求時，發現過往的藝術課程似乎已無法滿足期

待，「大家都認為為什麼學校只有音樂和美術？舞蹈為什麼不能教？其他藝術科目為

什麼不能加入？」（訪甲學者2009/4/13）。而受升學主義影響，長期以來「藝術教學

被人詬病，許多老師不參閱課綱，或憑自己所學，或依教科書照本宣科，僵化的藝

術教學引不起學生興趣」（訪乙學者2008/10/13）。與此同時，開放的社會氛圍使國外

課程經驗被引入，「國外的藝術課程其實很多元，不會只限音樂或美術」（訪甲學者

2009/4/13）。批判藝術教育的社會力量儼然成為推動課程變革的推手之一。  

訪談資料顯示，八○年代升學導向氛圍濃厚，藝術課不被重視或被配課時有所

聞，藝術教育的僵化與社會對藝術多元化的需求有所落差。藝術生活即在打破原本

音樂、美術課程的侷限，使學生有更彈性的學習選擇下出線，「設立藝術生活不單是

部長的堅持就可以實現，這是一個趨勢，當時認為這樣的課程規劃更能反映時代潮

流，學生也有較多課程選擇的空間」（訪M部長2009/4/13）。社會思變的外在因素，

促使決策者在時勢所趨下推動新的課程概念。藝術生活，一個企圖跨越藝術學科界

線，將藝術帶入生活的活動式課程乃進入磨合期。 

（二）八四藝術生活之磨合期 

由於藝術生活是新設科目，執政者雖有擘劃，固著以久的藝術教育界卻產生歧

見，展開了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的第一波爭議。 

1. 課程內涵之篩選與批評  

由於是新興科目，學界對藝術生活的內涵尚未有所共識，鑒於打破學科藩籬是

其設科宗旨，在修訂過程中乃先「網羅所有藝術領域的類別，再使用消去法，將與

音樂、美術重疊的部分減去，保留下來的大致就是藝術生活草案的內涵」（訪八四召

集人2008/10/28）。此外，在討論初期，召集人17為避免遺珠之憾，並顧及民主開放的

前提，不斷因各界提議增加內容（訪八四B委員2008/10/28），以致課程「將所有的藝

                                                 
17

 八四藝術生活課程修訂小組計有十五位成員，包含音樂學科專家三位、美術學科專家三位，生活科技學

科專家兩位、戲劇舞蹈學科專家兩位、教育專家及教育行政人員各一位、高中藝術教師三位；本段當提

及「召集人」時即指八四藝術生活課程標準修訂小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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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類別組合在一起，有點像大雜燴」（訪乙學者2008/10/13）。由於內容失之龐雜，引

發許多批評，藝術教育界對八四藝術生活課程結構的比重也產生討論。 

2. 課程結構比重的爭議與調整  

八四藝術生活課程制訂時，利害關係人對課程比重之爭議有二，其一為工藝內

涵偏多，其二為音樂內涵過少（訪八四召集人2008/10/28）。在偏重工藝的部份，曾

發生音樂領域學者投書報紙表示工藝應屬「生活科技」課程18，不應出現在藝術科目

中，並提出由具工藝背景的召集人研擬藝術生活恐將有疏漏之虞19。然有受訪者指

出，藝術生活中的工藝內涵偏向應用藝術的性質，與生活科技有所分別（訪八四C委

員2009/5/4）。惟當時藝術教育界確實存在擔心生活科技領域藉增設藝術生活以爭食

藝術師資大餅的疑慮（訪八四召集人2008/10/28、八四C委員2009/5/4）。而音樂內涵

比重偏少也引發爭議，「音樂老師反彈很大…因為藝術生活中音樂內容佔得少，所以

音樂老師連署提出抗議」（訪乙學者2008/10/13）。由於八四藝術生活與音樂、美術並

列高二選修，音樂界憂心若藝術生活中音樂內涵過少，可能使音樂教師既無音樂課

可教，又無法勝任藝術生活。 

八四藝術生活在規劃之初以消去法將音樂、美術相關內涵刪除。然而，前述抗

議使篩選課程內涵時需考慮到現實層面的師資結構，八四藝術生活學科內涵因此轉

向，「就把它分成兩塊，一個是音樂、一個是美術。依照傳統的視覺、聽覺兩者來分，

這樣處理藝術生活的內容是比較容易的」（訪八四C委員2009/5/4）。最終八四藝術生

活仍以音樂、美術來做區分，是「為了遷就一些現實層面的問題，例如以現任老師

的專長為考量…課程內涵是學閾上的妥協，藝術生活會成為選修，是政策上的妥協」

（訪八四召集人2008/10/28）。在考量教師立場及與學界妥協之後，總綱政策對藝術

科的時數安排，則引發另一波異議20。 

3. 學分數的分配與爭議  

由於八四總綱雖增加藝術生活，與音樂、美術同列高二選修，藝術科總時數卻

無增加，導致擔心藝術生活形成排擠效應的抗議聲浪日增，並成為當時報紙輿論頻

仍報導的議題21。除憂心音樂與美術被排擠，各界也擔心不周延的規劃，將使藝術生

                                                 
18 
八四課程標準制定時，將原生活科技與家政兩科合併為「家政與生活科技」，其中生活科技即是原工藝

類課程，包含科技與生活、資訊與傳播、營建與製造、能源與運輸等內涵（教育部，1995a）。 
19

 參曾道雄（1995）。 
20

 參附錄三之 84N-3、84N-4、84N-5、84N-6、84N-7、84N-8、84N-9。 
21 
例如，當時即有報導指出「…學生每週必須上二節的藝能科，因此學生可自由選擇上音樂、美術各一節

或是只上藝術生活二節課。但也由於影響到現有音樂、美術課的時數，招致教師和學者專家的極力反對」

（84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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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成為升學主義下變相排課的管道（九五E委員2008/10/1）。藝術領域教師及學者乃

聯合發表聲明向教育部陳情，要求增加藝術科學分數，並將藝術生活列在高三實施，

以不影響原音樂與美術的時數（84N-5）。輿論壓力促使教育部召開臨時會議22，惟總

綱小組仍維持原議，乃發生音樂界耆老率同部分修訂委員及涉入人士在教育部高層

前退席抗議的事件23。由於前述抗爭非同小可，教育委員會即透過立委臨時提案，要

求教育部對挪用音樂、美術課的學校從嚴懲處（84N-8）。在紛擾聲中，八四藝術生

活進入權宜時期。 

（三）八四藝術生活之權宜期 

八四藝術生活雖終成形，仍有尚待解決之爭議。在權宜期中，師資來源的難題

使八四藝術生活課程終仍難以落實。 

1. 師資來源的爭議  

藝術生活究竟應由誰來教？是當時各界最為關切的問題之一。不同於音樂、美

術已有完整的師資培育機制，藝術生活甫剛成軍，內容又廣，師培機構尚無法因應24。

既然無法專才專任，教育部乃針對師資爭議提出培訓教師第二專長的對策，輿論卻

持保留態度25。負責藝術師資培育的校院面對藝術生活課程的實施推出因應措施26，

美術輔導團也舉辦相關研習為教師增能27。然而，藝術生活課程在修訂期間爭議不

斷，終於公布並付實施時，隨著教育部長更替28，新教育政策開跑，其實施與否似乎

已少再被關注。 

2. 俯就現實的實施狀況  

研究資料顯示，雖然各界提供許多為教師增能的措施，但「美術與音樂老師覺

                                                 
22

 該臨時會議即為八十三年十二月五日的臨時高中課程編審小組會議（84N-5）。 
23

 根據當時報紙報導，退席者認為八四課程標準修訂「完全迴避學科專家參與的總綱小組欠缺實際認知，

藝術生活課程內容龐雜空洞…因此負責音樂、美術科目修訂小組召集的前音樂系系主任，以及現任美術

系主任已決定聯合退席，以免日後擔負課程失敗的後果」（84N-7）。 
24

 例如，當時即有報導指出負責美術師資培育的大學「系主任表示，教育部規劃的『藝術生活』」課程根

本沒有師資可教，目前大學並沒有相關系組訓練這方面的人才，而現有的音樂、美術教師也無法同時教

授兩種課程」（84N-9）。 
25

 根據當時報導評論，「教育部的構想是培訓『教師的第二專長』，言下之意是叫音樂老師另外去讀建築，

美術老師去學戲劇，然後再來授課，聽起來有點緩不濟急」（84N-11）。 
26

 根據報導指出，當時負責美術師資培育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趕緊設計了一套『藝術生活』講座，提供

中學美術、音樂教師進修，希望讓他們藉此能初步認識『藝術生活』課程的其他藝術類型，以便順利承

擔教學任務…」，該篇報導並評論「『藝術生活』新課程標準公布兩年多來，官方毫無動靜，倒是民間

推出這樣一個『自力救濟』的管道」（84N-13）。 
27 根據訪談資料，九十五年以前臺北市高中美術科輔導團針對藝術生活課程舉辦有相關的增能研習，也有

跨學科，如與生活科技、生物等結合的研習等（訪乙學者2008/10/13；訪甲學者2009/4/13）。 
28

 八四課程標準於八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發佈，當時決策者（本研究受訪之 M 部長）任期至八十五年六月

為止，其後至九五暫綱啟動間共經歷四任部長（參 http://history.moe.gov.tw/minister_list.asp?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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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藝術生活非本科專長，無法勝任教學，學校教務處會遷就教師專長與排課方便，

開設藝術生活的可能性不會太高」（訪乙學者2008/10/13）。在八四課程標準實施之

後，相關調查顯示，「高中開設藝術生活的學校確實非常、非常少」（訪甲學者

2009/4/13）。即便有些學校與教師認為藝術教育確實需要一些改變而選擇開設，「雖

然科目叫藝術生活，可能音樂老師還是教音樂，美術老師還是教美術，並沒有落實」

（訪甲學者2009/4/13）。在對新科目尚在摸索的情況下，藝術生活即便被開設，其授

課內容往往仍難脫離原音樂、美術課的內容與形式，與當初設置的初衷有所落差。 

藝術生活在八四課程標準修訂中誕生，沸揚一時的爭論隨著課程未能落實漸被

淡忘。然而，九五暫綱中藝術生活成為必修，其課程內涵重被討論，再度成為藝術

教育界關切的焦點。 

二、九五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在沉寂數年後，隨著九五暫綱的啟動重新運轉。藉由分析課

程制訂利害關係人的論述，梳理出九五藝術生活的發展始末。 

（一）九五藝術生活之萌芽期 

根據研究資料，由於八四藝術生活幾未實施，其課程架構在九五藝術生活擬定

初期即被擱置，轉而展開全新的修訂工作29。因此，九五藝術生活的萌芽期中，最重

要的議題即是應如何詮釋課程。在九五召集人30與當時決策者及總綱委員初步討論

後，「決定了一個方向，大體上為與『生活相關的藝術』…像是『應用的藝術』之類

的」（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九五藝術生活的修訂方向即在召集人提出「應用的

藝術」後，暫時定調。由於九五召集人為頗孚眾望的藝術界耆老，課綱委員即便或

各有想法，也多予尊重（訪八四召集人2008/10/28）31。在「大家都很客氣，講的也

都不太一樣」的情況下，「後來很多意思是召集人的主張，因為最後非得想出個辦法

來執行…」（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九五藝術生活的雛形乃在召集人主導的情況

下產生。隨著草案出爐，九五藝術生活進入磨合階段。 

（二）九五藝術生活之磨合期 

九五藝術生活磨合期主要焦點在課程架構的形成。九五藝術生活包含六大類

                                                 
29

 根據訪談資料，九五召集人表示，由於八四藝術生活並無實施之成效依據，故面對九五藝術生活的修訂，

以規劃新課程的方式重新擬定（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30

 九五藝術生活課綱小組計有十五位成員，包含建築、媒體藝術、美術、音樂、舞蹈、博物館等背景的專

家以及高中藝術教師等；本段當提及「召集人」時即指九五藝術生活課程綱要修訂小組召集人。 
31 八四召集人亦為九五藝術生活課綱委員之一，其於受訪時另外提及印象中於九五藝術生活修訂期間並未

曾被詢及與八四藝術生活相關或兩階段課程如何銜接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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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然而六大類別並非規劃初衷，而是課程發展中各方關係人拉鋸的妥協結果。 

1. 傾向視覺特質的初始規劃  

九五藝術生活最初的規劃僅包含基礎課程、環境藝術及應用藝術三類，其中基

礎課程類似建築系或工業設計系的養成課程，環境藝術與空間美學和都市建築相

關，應用藝術則為生活中的工藝類實用藝術（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三類課程互

有關連，然而大部分為視覺藝術的延伸，究其理念來源，「當初有問召集人為何大部

份放在視覺，他說人類學習有70%是透過視覺，所以這樣安排很正常…」（訪N老師

2009/1/9）。亦有受訪者認為，三類課程是為從高中開始提升建築教育而設置，「一開

始召集人就是偏向建築和環境…認為大學建築教育這幾年一直在低落，剛好遇到這

個機會可以介入高中藝術教育這一塊」（訪九九K委員2008/11/10）。課綱小組對此一

分類大體上能予認同，並在考量具視覺特性的「影音」對生活的重要性後，加入「音

像藝術」，形成九五藝術生活草案的四類課程類別（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 

2. 總綱小組的介入促成表演藝術的納入  

前述四類課程源自課綱小組的內部討論，「表演藝術」則經總綱小組建議後納

入。在總綱會議中，一位擔任九五暫綱實施通則小組主持人且為表演藝術專業背景

的學者提出，「舞蹈、戲劇都沒有包含在中學的藝術課程裡，藝術生活可不可以用這

些為內容」（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當總綱小組傳達此一訊息時，儘管九五召集

人認為，「表演藝術是一個很大的部分，藝術生活本身已經那麼大了又把表演藝術擺

進去，實在是有點困難」，可是「不這樣總綱小組好像又沒辦法交代，這是很現實的，

也只好接受，只好把表演藝術擺進去」（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藝術形式多樣，

在討論藝術生活內涵時取捨難免，為因應來自總綱小組的壓力，只得同意「有時事

實必須如此」（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的實際考量。畢竟每位課程政策涉入者背後

均有所屬專業領域的龐大壓力，而在高中課程有能見度，至為重要。表演藝術加入

後，這份草案隨即引發音樂界人士的關切。 

3. 音樂界的爭取促使應用音樂的納入  

增加表演藝術後，九五藝術生活的知識體系包含基礎課程、環境藝術、應用藝

術、音像藝術及表演藝術等五大類，由於音樂相關內容僅佔五分之一，引發音樂界

的危機意識。「藝術生活有很多老師有意見，最多意見的是音樂老師。音樂老師有一

種危機感。他們本來在藝術領域占二分之一，藝術生活突然變成好像跟他們沒關了，

所以反彈最大」（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鑒於課綱中隸屬學科的消長茲事體大，

音樂界乃由下到上，聯合為學科主體意識發聲，形成九五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發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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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最大的爭議來源。 

研究資料顯示，此波爭議最早源自參與過八四藝術生活音樂學科知識保衛戰的

音樂教師32對九五音樂課綱召集人的提醒，在通過音樂課綱小組決議後，音樂召集人

立即銜命向藝術生活課綱小組行文關切（訪甲學者2009/4/13）。與此同時，音樂界從

基層教師到專家學者連署上呈教育部和總綱小組，甚且提出「84年音樂界耆老拍桌

走人」等「歷歷在目」的殷鑑33（訪九五G委員2009/4/23）。而負責音樂師資培育的師

培機構也加入爭取行列，「師培大學音樂系主任請全國音樂系系主任聯合簽名爭取，

也透過當時的文建會主委爭取」（訪九五G委員2009/4/23）。同時，在藝術生活課綱公

聽會中「就去抗議，為什麼美術占那麼多的比例」（訪九五E委員2008/10/17）。 

在音樂界全面動員的態勢下，音樂背景的課綱委員除去本身的學科使命感，尚

有擔心成為「歷史罪人」的壓力，更是努力「爭取支持，通過增加『應用音樂』」（訪

九五G委員2009/4/23）。即便部分九五委員認為增加應用音樂將產生與音像藝術以及

音樂課綱內涵重疊的疑慮（訪九五E委員008/10/17），在音樂界積極表態下，九五音

樂召集人終獲藝術生活課綱小組正式書面回應，「本組已召開小組會議增列『應用音

樂』」（訪甲學者 2009/4/13）。 

在磨合期中，由於「每個人都要擠進來…但是好幾個部分都擠進來之後，藝術

生活已經跟最初的規劃大不相同」（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最早以視覺為主軸的

九五藝術生活，在重量級人士的關切下，增加表演藝術，在音樂界壓力團體爭取下，

應用音樂於最後階段增列。諸多「形勢所趨」（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中，九五藝

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定調，進入權宜期。 

（三）九五藝術生活之權宜期 

確立學科知識結構後，自八十四年即浮現的師資問題無法再規避。九五藝術生

活在權宜時期，接踵面對的便是「誰有資格教？」、「怎麼教？」等實施層面的問題。

相應的配套機制，諸如開課權歸屬、師資認證、開課年級等均被反覆討論，部份配

套措施甚且成為影響九五藝術生活課程實質走向的隱性力量。 

由於專才專任的師資並不存在，九五藝術生活仍規劃由現職音樂、美術教師擔

任，引起現場教師的反對，「我們課上得好好的，幹嘛去上藝術生活？原來的課都已

經準備好了，只要增刪一下就可以教，改上藝術生活的話，整個教案要重新準備」（訪

丙老師2008/10/7）。為確保課程正常實施，乃有藝術生活師資認證機制34的產生，然

                                                 
32

 這位教師為八四藝術生活退席事件中的成員之一。 
33

 參見前文八四藝術生活的修訂始末。 
34

 基於教學專業考量，也擔心藝術生活被配課，淪為升學主義下的犧牲品，藝術生活學科中心提出建議師

資增能並設置認證機制的權宜措施，教育部即委託臺灣藝術大學等校，針對九五藝術生活開設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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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認證條件頗為嚴格，使教師倍感壓力，也對進修感到卻步，「認證學分相當多，

老師感覺到負擔很大…嚇得半死，這也是讓教師感覺到困難的地方」（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為了安撫教師，課綱小組只得提出權宜之計，「因為以前學校都是訓練

音樂、美術這兩種人，其他都不會」（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將課程開設權下放

給校方，「從這六類中你選一個教就可以了」（訪九五召集人2008/11/5），而不再堅持

原先依序開課的規劃原則35。 

原先九五藝術生活冀望在僵化的制度中找出活潑的可能性，鼓勵教師跳脫原本

音樂、美術的專業限制，先行增能，再依照增能專才開課，讓學生「多一個去玩的

可能性」（訪九九K委員2008/11/10）。然而，這種開課方式在實施後，由於課綱中並

未規定藝術生活應在哪一年級開設，在「大家擔心美術課被吃掉，擔心音樂課被吃

掉」（訪九九K委員2008/11/10），而優先考慮開設音樂與美術課的前提下，藝術生活

往往僅能被安排在有較多彈性時間的高三，也使部分受訪者擔心藝術生活課程在實

施後將有配課之虞（訪丙老師2008/10/7；訪九九K委員2008/11/10）。 

前述配套機制確定後，九五藝術生活漸上軌道，逐漸落實。然而，正當諸多配

套措施如火如荼展開之際，九九新課綱悄然啟動，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再度面臨

改變。 

三、九九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九五暫綱引發難解爭議，乃有九九新課綱之產生。在九九新課綱中，藝術生活

從微調轉成巨變，發生學科知識結構的第三次轉向。以下根據利害關係人的論述，

逐一分析九九藝術生活的發展脈絡。 

（一）、九九藝術生活之萌芽期 

觀諸九九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轉向癥結，在萌芽期一開始，已展露端倪。 

1. 召集人更迭延宕課程修訂  

九九藝術生活甫一啟動，便面臨召集人數度更動36的情況，使新課程在修訂進度

                                                                                                                                            
提供教師增能認證的管道。 

35
 根據九五藝術生活原始規劃，由於基礎課程著重培養生活審美能力，故希望各校開設藝術生活時，先修

習兩學分基礎課程後，再選擇另外五類的其中任一類課程（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36

 根據藝術學科中心所提供之課綱委員名單，九九藝術生活召集人原為九五課綱委員中一位音像藝術專業

背景學者，並由其建議另增一位同為音像藝術專業背景學者擔任另一位召集人，但兩位召集人先後或因

工作繁忙，或因對課程修訂機制有意見而婉辭（訪九九 J 委員 2009/4/1）。最後乃由總綱小組協調聘任

一位表演藝術背景學者擔任「視覺藝術類」召集人（文中以「視覺召集人」稱之）執掌視覺藝術與表演

藝術兩部分，另一位音樂背景學者擔任「非視覺藝術類」召集人（文中以「非視覺召集人」稱之），執

掌音樂部份，惟非視覺藝術類召集人在修訂工作末期，也因個人考量，辭去修訂工作（訪非視覺召集人

20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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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下，一切顯得倉卒。除召集人更換外，九九與九五藝術生活在委員間也發生斷

層37，導致在萌芽初期呈現空轉狀態（訪九九K委員2008/11/10）。待召集人的人選38幾

經折衝確定時，預定進度已大幅落後，修訂工作只得匆忙就緒，「不到一個月時間，

要把修訂會議走完…原本希望能有充分討論…結果很多部分沒有紮實的完成，倉促

的完成修訂」（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在時間壓力下39，九九藝術生活許多修訂

環節似乎流於形式，埋下了之後引發爭議的種子。 

2. 政策介入成為課程修訂校準  

九九藝術生活面臨的第一個挑戰，來自新課綱「藝術領域學分減少」40，其次是

「教育部希望能跟九年一貫銜接」；因應學分數減少，勢須將原九五藝術生活進行濃

縮整併（訪視覺召集人2008/11/7）。同時，教育部希望能與九年一貫銜接，於是「高

中要怎樣能盡量跟九年一貫連結，就變成課綱很重要的考量」（訪視覺召集人

2008/11/7）。視覺召集人曾參與九五藝術生活諮詢會議，認為九五藝術生活「有一半

多屬於視覺藝術」，且表演藝術內容過於狹隘（訪視覺召集人2008/11/7）。加以部份

委員認為九五藝術生活中「每一類其實都是專業科目」（訪九九L委員2009/4/29），也

贊同進行調整。九九藝術生活於萌芽期時，在教育部政策介入及視覺召集人推動下，

原為對九五課綱進行微調，開始往知識結構再次轉向發展。 

（二）九九藝術生活之磨合期 

 在磨合期中，九九藝術生活主要焦點在於如何將九五的六類課程整併為三類，

以銜續九年一貫課程，以及整併後知識內涵的調整等。 

 1. 召集人銜政策主導課程整併  

 研究資料顯示，九九藝術生活知識結構轉向的關鍵點為前兩次修訂會議。課綱

小組的第一次會議由視覺召集人主持41，「第一次開會時，主持人直接用教育部希望

促成銜接九年一貫的立場做開場白」（訪九九K委員2008/11/10），而議程中的「議題

直接就是將藝術生活由六類改成三類」（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因此，在課綱

小組初次見面，尚未對修訂工作有所討論或凝聚共識前，九九藝術生活銜接九年一

                                                 
37

 九九藝術生活課綱小組中僅一位委員曾參與過九五藝術生活的制訂，其餘全為新聘委員；同時，原九五

藝術生活召集人則表示，並未接獲過擔任九九藝術生活課綱委員的徵詢。 
38

 根據藝術學科中心所提供之課綱委員名單，九九藝術生活課綱小組成員曾更動數次，最初聘任為十五位

委員，其後因召集人的更動，亦有委員請辭與增聘，最後在密集修訂階段共有兩位召集人。本段中當提

及「視覺召集人」或「非視覺召集人」時，即指九九藝術生活之兩位召集人。 
39 
九九藝術生活於九十六年五月底正式展開修訂工作，草案出爐時間為同年八月，修訂期程僅進行不到三

個月的時間（參教育部，2007）。 
40

 參本文第二節。 
41

 根據訪談資料，由於九九藝術生活有兩位召集人，召開小組會議時乃輪由兩位召集人主持，第一次會議

由視覺藝術類召集人主持，第二次則輪由非視覺藝術類召集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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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三大類架構的原則，已成為「教育部指示」的主導性政策（訪

視覺召集人2008/11/7）。另一位召集人在不想當「橡皮圖章」且認為首次會議中「肯

定有委員對九五的狀況並不清楚」（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的情況下，試圖在第

二次會議42拉回討論原點，因為「關於藝術生活要不要改？如何改？就算要改，三類

的名稱怎麼定…應該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惟第二次

會議討論雖久，並無交集，關鍵在委員們對九五的六類課程該何去何從並沒有特別

想法，只得朝第一次會議提出的雛型走去（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 

將高中藝術生活定位為延續九年一貫的規劃，部分課綱委員可能並無意見，但

受到高中教師質疑，因為「如果大家認為九年一貫是成功的，延伸到高中是可以接

受的」（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問題是，「在很多老師眼中九年一貫是失敗的」

（訪N老師2009/1/9）。此外，若因應銜接需要將藝術生活切成如國中小的視覺、音樂、

表演三個區塊，那該如何看待高中藝術領域原先已有的音樂與美術課（訪N老師 

2009/1/9）。在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實施問題尚未平息，就以高中藝術生活緊續銜接，

似是揚湯止沸，也失去藝術生活希望能使課程彈性多元的理念（訪甲學者

2009/4/13）。乃有受訪者認為，癥結在於「教育部其實搞不清楚藝術與人文跟高中藝

術生活是什麼…總綱委員對於高中教育的核心價值沒有建立，到底是要作為國中的

延伸？還是做一個開創性的新課程呢？」（訪九九K委員2008/11/10）。 

從視覺召集人推動政策的角度觀之，則認為藝術領域學分數減少43勢必得將九五

課綱整併，並且「部分委員也覺得是一個比較妥協的一種方式，藝術生活要能夠跟

生活結合，勢必要採統整的三個類別模式…」（訪視覺召集人2008/11/7）。同時，當

以與九年一貫銜接的前提下檢視高中藝術領域課程，高中「藝術領域獨弱表演藝

術」，因此有增加表演藝術比重的必要性44。至於九九藝術生活重新訂定知識結構後

的反彈則在預料中，因為「大部分藝術老師還是音樂跟視覺藝術出身，不會從藝術

生活的角度，也不會從表演藝術的角度去看」（訪視覺召集人2008/11/7）。於是，在

修訂期程緊迫下，部分持保留立場的課綱委員只得盡量「想辦法把九五的內容盡量

放進這三類的框架裡」（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 

2. 課程整併後知識內涵的角力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因應銜接九年一貫的政策將表演藝術分立一類，但九九表

演藝術中仍有知識取捨的小規模角力。亦即，原九五表演藝術中的「舞蹈」在九九

                                                 
42

 第二次修訂會議為由非視覺藝術類召集人主持。 
43

 參本文第二節。 
44

 視覺藝術類召集人指出，「如果我的層級是在總綱的位置的話，那我會認為高中的部分就是應該跟九年

一貫完全銜接，就是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跟音樂」（訪視覺召集人 20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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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中則被刪除，「九九就是舞蹈好像幾乎都看不到，變成比較多的是劇場的部

分，因為召集人是戲劇類的，覺得劇場就可以包含舞蹈」（訪九九K委員2008/11/10）。

既然表演藝術的課綱委員以戲劇背景為主，加上部份課綱委員對九五藝術生活並不

瞭解，以致對課程異動沒有太大敏感度（訪九九K委員2008/11/10），乃使修訂後表演

藝術的內涵是否更趨完整，似待商榷（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 

九五課綱在音樂團體爭取下有應用音樂的產生。然而，應用音樂是新興名詞，

以致九九的委員在擬定其內涵時各有看法（訪九九L委員2009/4/29）。例如，其中當

代科技相關部份雖較受學生歡迎，但對教師挑戰也大，「中南部的老師都反對變得那

麼科技化，覺得學校的設備沒辦法教」（訪N老師2009/1/9）。為涵蓋應有內容並顧及

教師授課可能，又考量須與原音樂課程有所區別，再配合藝術生活其餘兩類名稱的

敘寫方式，九五應用音樂即轉變為九九「音樂應用藝術」（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

訪九九L委員2009/4/29）。 

3. 囿於情勢不得不然的處境   

除去前述，諸多情勢似乎也間接促成九九藝術生活順利轉向。首先，九九藝術

生活課綱小組委員聘任匆促，成員結構中「視覺藝術類召集人是表演藝術專長，音

樂團隊也強，美術老師很強，沒別的建築、工藝老師啦…當然變成視覺、音樂跟表

演藝術了」（訪九九L委員2009/4/29）。其次，由於九五藝術生活尚未實施，九九即開

始修訂，以致並沒有關於九五實施成效等資訊供參，加上修訂期間由於共識度不足

等因素，一些課綱委員陸續不再出席會議45，不同的聲音趨於靜默，「該參與的人沒

參與，很熱衷參與的人最後就變成主導」（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當九九藝術

生活馬不停蹄進展到公聽會階段，即便有反彈意見，「翻案很難…能改的其實不過只

是一些文字上的問題」（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在教育部政策與視覺召集人理

念相符的情勢下46，「很難去改變這三類的框架…這是藝術生活的『宿命』」（訪非視

覺召集人2008/11/5）。 

 磨合期已近尾聲，即便仍有看法認為「九五藝術生活比較容易引起學生興趣」（訪

九五F委員2009/4/9），因為「九五活潑的六類，變成窄化的單一三類」（訪九九K委員

2008/11/10）。甚且比較歷來課程政策，「九五藝術生活將八四藝術生活作了更明確精

煉的規劃，九九藝術生活則又區分為三個具有學科性質的課程，偏離了原本設置藝

術生活課程彈性的原則理念」（訪M部長2009/4/13）。然而，九九藝術生活已大致底

                                                 
45

 部份受訪者提及，九九藝術生活課綱委員的聘任似乎失之草率，甚至有些課綱委員不知自己的專長背景

應該歸至哪一組別的窘境，以致開會時「跑來跑去」，因此可能造成課綱委員逐漸失去被需要的存在感

而萌生去意，逐漸不再出席會議（訪九九 K委員 2008/11/10；訪非視覺召集人 2008/11/5）。 
46

 部份受訪者提及，將九九藝術生活定位為九年一貫延續之政策是出自決策人士授意，或由視覺召集人爭

取所致，尚未能確切定論（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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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進入權宜階段。 

（三）九九藝術生活科之權宜期 

九九藝術生活公布後，對已完成或正在進行九五師資認證的教師，「原本的認證

不被承認，當然會很慌張」（訪九九L委員2009/4/29），乃引爆反彈聲浪。在公聽會中，

因為擔心認證權益受損，「甚至有要找媒體的那種氣氛」（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

發生。因此，維護教師九五藝術生活師資認證權益，為九九權宜期的重要前提。相

應措施被陸續提出47，教育部並決議以抵免、補修學分的方式完成九五到九九藝術生

活師資認證的轉換48。由於九九藝術生活將視覺、音樂類別縮減並擴增表演藝術，對

於需進行學分修補的教師而言，不免要有一場舟車勞頓（訪非視覺召集人2008/11/5、

訪N老師2009/1/9）。 

對學校排課而言，九九的三大類本應「解決很多行政人員的噩夢，九五的六類

在配課及老師聘用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訪九九K委員2008/11/10）。然而，在沒

有表演藝術師資的現況下，反而衍生更多問題。受訪者擔心國中小九年一貫缺乏表

演師資的處境蔓延到高中階段，認為「召集人一直希望把九年一貫延續到高中，可

是在高中要將表演藝術帶入教學是有疑慮的」，但在國中表演藝術師資懸宕多年尚未

解決的情況下，「表演藝術爭取這麼多，那在師資培育上就應該盡責」（訪九九K委員

2008/11/10）。九九的兩位召集人對修訂方向的看法也有歧異，「如果真的要扶植表演

藝術，應該從師資培育紮根，因為表演藝術的老師還是很少…」（訪非視覺召集人

2008/11/5）。畢竟課程修訂除落實教育理念外，尚須考慮學校設備與師資結構能否配

合。在缺乏專業師資多靠「教師增能」補強下，使九九藝術生活產生質疑聲浪。 

九九藝術生活由於召集人更動使修訂期程縮短，壓力團體還來不及醞釀抗議，

修訂就已完成，其知識結構在決策方及制訂者共同推動下，重新構組，完成高中藝

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再次轉向。 

 

 

 

 

                                                 
47

 諸如九十八年三月五日台中（二）字第 0980024785C 號令修正發布「藝術生活科」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對照表，許多師培大學也陸續提出專門課程報部審查；根據九十八年十二月八號台中（二）字

第 0980213183號令，教育部決議協調具有藝術生活三類科相關科系之師培大學研提至少一類專門課程。 
48

 根據九十八年十一月九日台中（三）字第 0980194972 號函，教育部承認九五藝術生活證書效力，並鼓

勵教師參與學分班盡速取得九九藝術生活教師資格；關於藝術生活的學分抵免及補修，則由各師培大學

依各校學則規定權責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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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與學科知識結構轉變
的關係 

臺灣高中藝術生活自八四課程標準時設置，歷經九五暫綱與九九新課綱，每次

修訂均因時空背景及涉入人士不同而有所轉變。三次修訂雖脈絡各異，卻呈現學科

知識結構因不同立場利害關係人的權力運作而產生轉變的狀況。藝術生活課程政策

為高中藝術教育的重要指南之一，其學科知識結構的變動，除反應出涉入人士的權

力運作，也浮現課程政策發展過程中待人深省的議題。以下逐一進行討論。 

一、教育政策因人利導 

查驗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脈絡時，發現其教育政策往往因人而異，呈現缺乏連

貫性的情勢，使課程修訂因決策者更迭而起伏不定，學科知識結構也不斷發生變動。 

（一）課程政策隨人浮沉的無奈 

臺灣課程政策的至高權在教育部長，惟部長任期不定，一次課程改革可能經歷

數任部長，隨著部長對課程認知不同，政策走向也有不同。八四高中課程標準修訂

時，曾任文建會首長的教育部長將重視人文藝術素養的理念帶入課程修訂，促成藝

術生活設科，並透過所選擇的召集人落實理念49。然而，九五及九九課程修訂時，繼

任部長對藝術生活的瞭解與重視程度不一50，當決策者態度不定時，藝術生活的修訂

走向與實施成效即有變動狀況51。若決策者對課程政策採放手之勢，課綱召集人即成

為主導者，惟歷任藝術生活召集人專業背景不同，對課程制定理念各不相同，乃使

藝術生活設科十數年內，課程修訂「因人而異」（訪甲學者2009/4/13），政隨人起，

亦隨人寂52。 

（二）課程核心概念未能凝聚的危機 

在政策因人而異的狀況下，藝術生活設科經年卻未構築出課程核心概念；八四

藝術生活設立取向為活動式的綜合藝術課程，九五暫綱轉變為應用藝術，九九新課

綱又成為九年一貫的銜接課程。課程之修訂需奠基於明確的核心概念，課程走向方

                                                 
49

 八四課程標準的決策者受訪時指出，「當然部長能夠決定召集人，然後很多想法希望透過召集人去貫

徹…」（訪 M部長 2009/4/13）。 
50

 九五召集人在描述與決策者溝通課程概念的狀況時表示，「部長也沒有很清楚的觀念，第二個是也不曉

得做幾天，也沒辦法管後來的發展。所以有的部長覺得這個很重要，有的就不覺得重要，隨便你怎麼說

他都沒有意見…」（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51

 九五召集人受訪時指出，「雖然列出這科，教育部也沒辦法增加教師名額，並沒有完整的計畫去施行，

老實講是應付應付的」（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52 
曾有受訪者表示，「三次制訂都不是同一組人…就像前朝走，後朝上，政策擺動，怎麼能不被罵呢？」

（訪九九 L委員 200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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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因制定者理想不同而搖擺（Kliebard，2002）。藝術生活課程的核心概念在歷次

修訂中均被重新詮釋，當課程缺乏核心概念53，決策者提不出支持轉變的有力依據54，

制定者的不同詮釋也無法說服彼此時55，外界對修訂結果無所適從，爭議乃起。在缺

乏一致的核心概念下，修訂方向昨是今非，令人僅「感覺到政治的必要性，沒有感

覺到教育的延伸性、一致性…」（訪九九K委員2008/11/10），乃或衍伸出政治性想像56。 

（三）課程修訂淪為發包機制的風險 

研究結果顯示，教育部進行課程修訂時多將整體工作委託某一執行單位規劃，

再分派至各課綱小組57。此一類似「發包機制」的模式，常使修訂課綱的重責大任成

為「接case」的弔詭現象58，其內涵端視課綱小組的成員而定，有時難免產生爭議59。

課綱小組雖受教育部委託成立，卻非隸屬於教育部，使教育部雖有權決定小組成員，

然無監督權能。相對的，在修訂工作結束後，教育部對課綱委員亦無後續接觸義務，

若遇有課程推動需求則請之協助60，當政策有變，即便曾擔任課綱召集人，也對課程

後續發展無置喙之處61。或可說，於「主體不在」（訪九九J委員2009/4/1）的發包機

制中，教育部對課程修訂似是採「自廢」主體權能的策略，以換取「卸責」的憑恃。

在缺乏責任制的精神下，課綱委員如同過客，修訂工作結束後任務旋即終止，待下

次修訂時，又見一批新成員。 

（四）課程修訂缺乏評估依據的效應  

藝術生活設科至今歷經數次課綱修訂，研究結果顯示，歷次修訂時均缺乏前一

                                                 
53

 根據受訪者表示，「沒有人知道制定標準是什麼，教育部不知道，課綱委員也說不出一個準則」（訪九

九 L委員 2009/4/29）。 
54

 受訪者表示，「…一定要在什麼時候實行，卻講不出一個合理的理由去說服大家為什麼從九五改成九九…

就是給你一個期限，不做完就怎麼了，但也不知道會怎麼了…」（訪九九 K委員 2008/11/10）。 
55

 受訪者表示，「要改變成九九可以，但要能夠說出一套理由，學術跟實務互相聯結，才能夠上行下效」

（訪九五 G委員 2009/4/23）。 
56 
受訪者表示，由於九九藝術生活的修訂十分倉促，「感覺有一個很奇怪的陰影跟壓力，讓人聯想到就是

執政年限的問題…執政黨這一年要下來了，所以之前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完…」（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 
57

 以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為例，九五暫綱即是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擔任「課程修訂行政

小組」，統籌、協調計畫之執行，九九新課綱修訂則是委託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負責。 
58

 九九藝術生活制定之初曾擔任召集人，但隨後請辭的受訪者評論課程修訂機制時指出，「變成說就是把

它當成一個 case，把它核銷就好了，教育部變成一個被核備的單位…」（訪九九 J委員 2009/4/11）。 
59

 例如，即有受訪者表示，藝術生活修訂過程中，有時課綱委員可能「呼朋喚友一起受聘」（訪九五召集

人 2008/11/5），或因為「找人的時候，從網路上按一個 keyword 搜尋，找出符合的教授，也沒有 study

這個人真正專業在哪裡…」（訪九九 J委員 2009/4/11），也有部份委員對制訂工作未具足夠認知，在接

受聘任後卻鮮少出席會議（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60

 例如，九五召集人即在教育部委託下與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合作，積極推動九五藝術生活課綱的實施（訪

N老師 2009/1/9）。 
61

 九五召集人在受訪時表示，「從來沒有人跟我講過要改。事情過了，你不再是召集人就沒你的事了，這

樣非常糟糕，這個課綱改變牽涉到多少教授的心力啊…」（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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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政策評估的依據62。八四藝術生活幾未實施，因之九五暫綱無法據之進行修訂；

九五暫綱甫一實施，九九新課綱又已啟動。綜觀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制定脈絡，並

未見到「回流的檢視動作」（訪九五G委員2009/4/23），使每一次修訂均在對課程重新

詮釋下，產生新的架構。事實上，將課程政策落實成為學校課程間有相當落差，應

有評估依據方能減少斷裂。然而，因諸多不同因素，八四及九五藝術生活未及實施

即被擱置，九九藝術生活又受制於修訂期限，在未予試辦下全面實施63。當課程改革

缺乏實驗與評估時，每一次均耗費資源修訂的課程政策宛如紙上談兵，尚未上場操

演，即被汰換。 

二、課程政策形塑中的各方角力 

研究結果顯示，高中藝術生活從初設至今因不同立場利害關係人的考量與權力

運作，浮現許多角力議題，使課程政策之形塑似乎成為各方關係人較勁的競技場。 

（一）捍衛學科主權的本位主義 

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時，發現各學科領域對自身學科主權不遺餘

力的捍衛，成為影響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課綱小組成員裡，學

科專家與教師的學科主體意識是修訂過程中十分強大的影響力，每一科目都認為自

己的學科不容忽視64。尤其藝術生活包含不同藝術類別，不同專業背景的利害關係人

承擔來自本身藝術領域的強大壓力，對課程知識內涵的攻防戰儼然攸關學科存亡65。

因此，爭食大餅的角力屢見不鮮，一旦失敗，即成為該領域的千古罪人66。在各學閾

「蠶食鯨吞」（訪九五G委員2009/4/23）生存空間時，乃缺乏以宏觀角度觀視整體課

程改革的需求，使藝術生活在初設時或許基於某種理念而萌芽，卻在學科保衛戰中

發生學科知識結構的「跳躍式演化」。 

（二）不同專業背景專家的認知拉距 

教育部在組織總綱及課綱小組時，為求周延，聘任有不同背景的修訂成員，諸

如教育專家、學科專家，以及現職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等。研究結果顯示，在藝術

                                                 
62 長期觀察藝術生活課程的受訪者指出，「藝術生活從八十四年到現在已經超過十年，從來沒有徹底的實

施課程，去發現問題，是藝術生活最大的問題所在」（訪甲學者 2009/4/13）。 
63 受訪者表示，「一個這麼大的課程改革，沒有任何的試辦計畫是很恐怖的，沒有任何的成效評估就下去

做…不管實施成效是好的或不理想的，至少可以依據實施成效，進行檢討或修訂」（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 
64

 即有受訪者表示，「制式教育是臺灣最可悲的事情，每個學科都難免本位思考，都認為我的課程就是要

這些時數才教的好」（訪九九 K委員 2009/4/23）。 
65

 曾任教育決策者的受訪者表示，「每次課程修訂的時候，就像是在吵架一樣…見怪不怪，課程修訂有沒

有爭到更多，責任很重大」（訪 M部長 2009/4/13）。 
66

 受訪者表示，「如果兩節減成一節，那召集人將會招來極大的壓力…將是罪人…」（訪乙學者 200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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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修訂過程中，各類專家囿於專業背景，對課程定義的認知不同，往往是導致爭

議的來源之一67。此外，由於學科專家中又有「專業藝術領域」及「專業藝術教育領

域」的區別，專業藝術領域專家容易將菁英養成的專業藝術課程與培育藝術涵養的

一般藝術課程混淆，以致未顧及普遍高中學生的需求68。加以藝術生活中囊括不同藝

術類別，各類別雖同被歸屬為藝術領域，卻各具知識觀點與學門屬性，不同專業背

景的專家對其它藝術類別未必能有所瞭解69，修訂時即易產生誤判或忽視的情形，使

課程修訂有時不免失之「閉門造車」（84N-10），各說各話。 

（三）召集人為課綱走向的核心關鍵 

在課程修訂過程中，當教育部聘定課綱小組後，召集人即成為課程修訂的主導

人物，對課綱內涵及走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若決策者對課程持有理想，召集

人即是貫徹政策的推手；若決策者對課程未有足夠認知或不予重視，召集人即將自

身理念植為課程核心概念70。課綱召集人經審慎遴選，均有相當學術代表地位，對課

程修訂勢必有其理想與抱負。由於教育部對藝術生活缺乏連貫性政策，藝術生活的

核心概念乃因召集人更迭而有不同詮釋，課程走向也因召集人專業背景不同而有轉

折71。設若召集人為堅持課程理想而不接受妥協，難免又引發專斷非議72。於是，「一

朝天子一朝臣」（訪九九L委員2009/4/29），在被賦予課程修訂大權的同時，課綱召集

人不免也須面對功過均集一身的檢驗。 

（四）壓力團體的妥協效應 

誠然召集人為課程走向的關鍵人物，然而，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

程時，發現許多課程知識結構的決策往往是壓力團體爭取下的結果。這些壓力團體

或基於對本身所屬學科的使命，或基於自身學科興衰與否的憂慮，透過許多管道進

行爭取，使修訂過程中，常見反對聲浪越大、手段越激烈的團體，其意見反能得到

決策者重視的安撫現象。從課程規劃的角度來看，這些權益之爭使課程理念與結構

                                                 
67

 例如，當八四藝術生活沸沸揚揚時，即有輿論直指為總綱小組中教育專家與學科專家失衡所致（84N-5）。 
68

 受訪者表示，「召集人是學教育出身，和召集人本身是藝術家，對課程訂定的想法會有很大的差別。學

教育的人會注意到課程的全面性，強調不是培養一個專業的藝術家…所以和藝術家的理念是有一點衝突」

（訪甲學者 2009/4/13）。 
69

 受訪者表示，「假如召集人是音像藝術專家，就無法瞭解其他的藝術專業，也沒辦法掌握不同的藝術課

程…再說委員爭取不同藝術類別的聲音很大，讓召集人很難整理出具體的意見」（訪甲學者 2009/4/13）。 
70

 例如，即有受訪指出，「召集人是這個背景，當然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把這個放進來…召集人的專業背

景不一樣，當然思考的不同」（訪八四 C 委員 2009/5/4）、「九五暫綱是誰主導的？他是什麼的專家？

那九九新課綱誰在主導？他是什麼的專家？…講白也是這麼一回事」（訪九九 L委員 2009/4/29）。 
71

 根據本文前一節，八四召集人曾因課程內涵有偏工藝之嫌受到質疑，九五召集人被指為基於對建築教育

的使命感而預設課程走向，九九視覺召集人則由於力推藝術生活與九年一貫銜接而遭批評。 
72 
例如有受訪者評論九五與九九藝術生活所引發的爭議時，認為「課綱都是看召集人的想法怎麼樣就變成

怎麼樣，沒有說因為抗議就改變，怎麼抗議、寫申請函都沒有用」（訪 N老師 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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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質變73。然而，某種層面上，這些爭取不啻又是課程發展過程中的抗衡力量，避

免課程決策為少數權力核心人士左右。諸壓力團體的訴求各具立場，如對教師權益

的維護、課程內涵分配公平性的考量等，惟「會吵的人就有糖吃」（訪甲學者2009/4/13）

似成課程修訂的常見景像，所形成的妥協效應對國家教育發展之功過殊難定論。 

三、課程政策形塑中的隱性議題  

除前述外，分析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脈絡時，發現有部分雖未直接影響學

科結構轉變，卻成為其知識內涵及課程政策推展受阻的隱性議題，由於這些議題反

應出利害關係人所持論述的依據，亦值得關注。 

（一）學生需求成為課程懸缺的現象 

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脈絡時，發現各方人士雖常提及學生需求，卻

僅止於「口號式」的想像，並未透過調查或課程實驗來瞭解學生需求為何74，使學生

需求成為課程修訂過程中的懸缺區塊。有關課程制訂應著眼於學生需求或學生匱

乏，而又應如何查驗學生需求，向為學者論辯（Bullough & Kridel，2003）。檢視歷

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不同制定者對其課程理念的必要性不乏辯護，但在缺乏研究

調查支持下，這些必要性能否反映高中學生的真正需求或匱乏，有待商榷75。換言之，

學生作為課程規劃主角，卻似成為課程修訂機制中未能發聲的虛假主體。由於歷來

藝術生活課程均缺乏實施評估的循環，因此，在課程制定前，固然缺乏對學生需求

的瞭解，課程制定後，亦無「讓學生來說說話」（訪九九L委員2009/4/29）的機會。

使藝術生活課程的演變究竟是基於學生需求？教師需求？亦或政策需求而產生？仍

待思考。 

（二）重升學輕藝文的社會價值觀 

諸多因素導致藝術生活設科以來知識結構的一再轉向，然而，急功近利的社會

氛圍，似乎也使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窒礙難行76。儘管各界人士不斷疾呼應導正升學主

義所帶來的變相學習，課程改革也努力朝破解升學魔咒的方向進行，但在整體社會

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下，成效不彰。藝術課程既為非考科，即成為現實考量下的犧牲

                                                 
73

 九五藝術生活召集人對於各界角力的過程，曾無奈的表示，「到最後根本都在爭自己的權益，犧牲了藝

術生活本身的精神。藝術生活科的精神沒有了。藝術生活本來是提升生活中的品質，與生活美感有關係，

可惜這些就完全犧牲了」（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74

 數位受訪者均提及，未能進行調查以瞭解學生的課程反應，是藝術生活課程修訂時的缺憾（訪非視覺召

集人 2008/11/5；訪九九 L委員 2009/4/29）。 
75

 即有受訪者指出，「一直講說學生需要新的競爭力，那這些課程真的跟新的競爭力有關係嗎？看不出

來…」（訪九九 K委員 2008/11/10）。 
76 許多受訪者指出，囿於臺灣社會升學主義強勢導向，制定再理想的藝術課程也難確切落實（訪甲學者

2009/4/13；訪乙學者 200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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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弔詭的是，雖為學校教育中不受重視的邊緣科目，當國民人文素養面臨檢驗時，

藝術教育卻首當其衝，成為指責對象（漢寶德，2007）。藝術生活設科目的是為提供

學生多元的藝術學習可能，「在一個學科不那麼競爭的學校內」，或許藝術生活「會

變成一個很有活力的課程」，然在前述升學導向氛圍中，「做這個課程需要熱情」（訪

九九K委員2008/11/10）。 

藝術生活初設之理念是為使生活藝術化，惟要落實此一理念，「單靠上藝術課，

或單靠藝術生活科的設置，仍然不夠，還要有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即學校裡升學壓

力減輕，讓學生多一點時間去參與在生活裡頭進行的藝術活動」（訪M部長

2009/4/13）。高中藝術生活設科屆滿十五年之際，檢視其課程政策發展始末，在缺乏

社會氛圍的有力支持下，走過三輪課程修訂，藝術生活課程意圖增加鮮活藝術學習

氛圍的初衷，似乎仍滯於理想層面。 

陸、結論 

高中藝術生活為藝術領域新設科目，在透過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論述，分析高中

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脈絡後，本研究將自三個面向陳述研究結論，第一部分為

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第二部分為藝術生活知識結構與利害關係人權力結

構間的互動關係，第三部分為對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過程中浮現議題的省思。 

一、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高中藝術生活於八十四年設科後，雖無普遍實施，學科知識結構已然成形。九

五暫綱修訂時，藝術生活課程結構全盤更新。九九新課綱時，其課程結構被再次重

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立場之利害關係人於三波課程發展中均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一）八四藝術生活讓步於決策者與藝術學科領域的折衝 

藝術生活一科之肇始，來自決策者對時代變遷下社會對藝術教育轉型訴求的呼

應，而其課程政策的發展則繫於決策者與藝術主流學科領域間的折衝。作為新設科

目，必然牽涉到節數分配等現實原則，藝術生活乃在成形伊始即燃起音樂、美術等

主流藝術領域的危機意識。由於教育部無法提出因應的師資配套措施，藝術領域乃

掀起自身權益的保衛抗爭，甚而形成輿論關切的重大爭議。在整體環境無法跳脫藝

術主流思考框架的情形下，藝術生活課程必須有所妥協。紛擾爭議聲中，八四藝術

生活以選修科目定調發佈，其設科理想終究不敵現實因素，成為形同具文的虛設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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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五藝術生活取決於制訂者與壓力團體的妥協 

沉寂數年後，隨著高中教育銜接九年一貫課程之因應改革，藝術生活以必修科

目之姿重登教育舞台，展開第二波課程政策形塑。在此時期，決策者退位，課程走

向隨著召集人及壓力團體間的拉鋸而擺盪。由於八四藝術生活幾未實施，決策人士

對其設科始末並不瞭解，九五藝術生活在召集人主導下，以全新學科知識結構問世。

九五召集人基於本身專業思維，為藝術生活擘畫遠景，由於未能掌握臺灣藝術教育

現況，各學科的主權爭議再起。壓力團體致力爭取兼之權力人士積極關注，使藝術

生活從以視覺為主軸的課程規劃，大幅擴張。在這波形塑過程中，因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在中小學獨立設科的表演藝術順勢進駐，埋下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再次轉向

的伏筆。 

（三）九九藝術生活定調於決策者與制訂者的合奏 

受九五暫綱意識形態之爭波及，九五藝術生活未及施展即劃下句點，第三波藝

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在各界未料下展開。前兩波形塑中頗有斬獲的壓力團體，於本

階段則不敵決策者與制定者的聯合運作。九九藝術生活時間點雖與九五極為接近，

課綱小組卻幾乎全盤換新，並由於修訂期程因兩位召集人選未決而延滯，不滿百日

即走完修訂全程。九九藝術生活原被定位為對九五進行微調，然而召集人之一配合

政策指示，將之預設為對國中小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的銜接，課程架構乃大幅

翻轉，呈現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三分天下的態勢。雖然反對聲浪四起，然因

期程短促，壓力團體反撲未及，九九藝術生活迅即完成另一波學科知識結構的更替。 

二、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與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權力

結構間的互動關係 

檢視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過程後，發現利害關係人的權力結構與學科

結構轉變間呈現了不同的互動關係。其中，握有決策與制定權者決定了藝術生活課

程的核心概念，而壓力團體的介入則影響其結構與內涵的樣貌。 

（一）課程制訂權力者的更迭影響核心概念走向 

作為學校教育常設科目，應具備明確的核心概念，方能據之建構學科知識體系，

使教與學有所依據。然而，驗諸三波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並未具現一致的核心概念，

使課程知識結構產生變動空間，配套措施也擺盪不定，教師教學既無依歸，自難凝

聚課程意識。當決策者更替時，課程的核心概念固然隨之更迭；若決策者對課程並

無定見，召集人即成為擁有課程制定權的第一順位人選。藝術生活課程的核心概念

在歷次修訂中隨制定權力者更替被各自表述，也隨其替換浮沉不定。課程制訂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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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更替與核心概念的轉變互相牽動，成為影響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壓力團體的介入影響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 

課程制訂權力者雖決定藝術生活核心概念的走向，其知識結構與內涵的呈現則

與壓力團體的傾軋或妥協有關。八四藝術生活由決策者主導設科，卻在藝術主流學

科領域抗議下重塑學科知識結構。九五藝術生活由召集人指揮制訂，又在壓力團體

爭取及重要人士關切下轉變。九九藝術生活由決策者與制定方合作定調，然而壓力

團體的反彈餘波盪漾，後續發展尚待觀察。由於歷次修訂中，各方人士多基於對自

身學科主權及權益的維護進行辯爭，而非針對學科的本質及核心概念進行辯證，以

致當爭議發生時，端視誰較強勢而決定勝負，卻非基於對學科意義的深層思考。 

三、對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過程的省思  

在梳理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發展脈絡時，發現其中浮現三類應予關注的議題，

前兩類說明臺灣課程制訂機制的文化，第三類則突顯課程政策對學習主體的忽視，

以及臺灣藝術教育在升學導向社會氛圍中面臨的困境。 

（一）制訂機制不定使課程政策形成斷裂 

本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教育政策的推動「人治」意涵濃厚，課程制訂政策常隨

決策者任期起伏，使課程修訂每每形成斷裂現象。由於課程制訂取決於教育高層，

其政策修定又多以委託機制完成，當教育高層頻繁更迭時，課程政策即上下震盪。

當政策缺乏延續性時，在政策發展的歷時性上，前一階段課程與下一階段間缺乏銜

接，產生斷層；在政策發展的共時性上，不見課程實施成效評估，決策方、制定者

與基層間形成斷裂。由於課程政策之制定歷程呈現斷裂，學科知識結構乃頻仍轉向，

即便在一波課程改革中暫時定調，卻是「危險的平衡」，其未來發展仍有變數。 

（二）課程政策形塑充斥各方角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由於課程政策影響至鉅，其擬定過程常見各方利害關係人對

修訂需求的角力。課程政策的內涵除直接涉及學生學習，尚牽涉教師的結構與權益、

教科書的編撰與選用、師培機制的發展與走向等。換言之，課程政策內涵的更動，

攸關各領域的消長與教育版塊的挪移。因此，學科專家與教育專家的拉鋸，各領域

學科專家的折衝，以及學校教師等壓力團體的抗爭，每為課程修訂必見景觀，各方

人士於過程中視自身權力位階各憑本事爭取。固然向來課程政策妥協難免，然而，

如何能使課程政策的擬定回歸教育本質，是難解卻亟須正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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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氛圍與學生需求雙向漠視 

本研究結果顯示，臺灣課程政策制定雖包含各方競逐角力，卻缺乏對學生需求

的確實關照。各方人士進行課程角力時，所提出之規劃理想往往是以自身立場來看

待課程發展的應然面，較少以學生為對象思考課程的制訂與推動，使課程政策的合

理性缺乏說服力。例如，有關高中藝術生活的學習內涵應如何與原音樂與美術課程

明確區分，以及藝術生活課程之定位是為未來大學階段學習預做準備，或往下銜續

中小學藝術學習等基本議題，即少見各方聚焦討論。此外，囿於社會氛圍的偏頗，

相較其餘主流學科，藝術領域課程政策的推動更顯不易。誠然藝術為國家重要公民

素養為普遍共識，惟此一共識若未落實到基層教育場域，恐使藝術領域課程政策的

制定有淪為象牙塔中的論辯之虞。 

一般在討論課程論述時，常提及所謂學科中心、學生中心，以及社會中心等取

向，然而，觀諸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卻浮現「政策中心」或「『民意』中

心」的現象。由於教育系統為國家機器所有，握有政策決定權者，即可以不同論述

口號包裝其政策，並以政治命令貫徹之。而不同利害關係人因其權益考量，又以各

式策略為自身論述發聲，使課程政策呈現妥協樣貌。眾課程論述在今日臺灣的教育

氛圍中，幾然成為各利害關係人為己身課程良知辯護的依據。 

檢視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各方制定者與反對者的論點均為犖犖大

者，各有立足基礎，其傾軋結果除取決於誰擁有更大聲說話的權力，似乎更體現了

教育霸權中顯性與隱性結構互見的複雜性。課程政策制訂者握有至高權，固然能使

用課程發展的技術性原則，將自身對學科知識結構的卓見轉化為課程論述，卻不得

不與壓力團體的輿論權進行折衝；在課程政策付梓後，看似處在政策發展結構底層

的教師，則又據其實施課程的隱權力左右課程的實質走向。潛藏在高中藝術生活課

程政策演化過程中的，是人、意識型態、權力結構與國家教育機制間的綿密連動。 

在研究過程中，常有涉入人士發出「形勢比人強」以致齎志難伸的感嘆，然而，

形勢終究常是為人所定奪。回溯過往，歷來教育改革多力圖在不同取向間尋找適當

的平衡點，而歷次改革失利也往往是在不同取向間矯枉過正的結果。換言之，教育

改革的鐘擺不會停。懷有理想者，若能搭上教育政策的推動列車，則大展鴻圖，一

旦接續者另有所想，其原本的理念是否得以延續則屬未知。藝術生活為臺灣高中藝

術教育圖像中的新版塊，其課程政策迄今為止的發展過程，說明了握有顯權力者確

實得以解釋知識，然而，影響藝術生活課程實施樣貌的隱權力擁有者，卻是教育機

制中不容忽視的新權力階級。 

歷經三階段課程政策形塑，藝術生活的學科知識結構暫告底定，並付落實。未

來透過對高中藝術生活教學現場的實務觀察，各界將續之調整因應策略。至於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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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課程修訂機制再次啟動，各方利害關係人重新組構其權力關係後，藝術生活課

程的學科知識內涵是否將再行轉變，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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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研究之訪談提綱 

 

（一）受訪者參與過程（包含總綱、課綱委員、學科中心人員） 

1. 請問您參與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標準制定的經過？  

2. 請問您在參與或推動過程中曾發現哪些問題？ 

3. 請問您在參與或推動過程中曾遭遇哪些困難？ 

（二）規劃理念(目標、宗旨) 

1. 請問 84 年高中課程標準修訂時，「藝術生活」學科產生的緣由為何？ 

2. 請問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規劃理念為何？ 

3.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規劃理念看法為何？ 

（三）課程內涵 (學科知識結構、學分數) 

1.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學科知識結構看法為何？ 

2.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學分數規劃看法為何？ 

3.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內涵還有哪些看法？  

4.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學科知識結構的轉變看法為何？ 

（四）討論經過 

1.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重要意見及討論？ 

2.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課綱小組如何進行意見的整

合？ 

3.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具關鍵性影響的人

物或事件？ 

（五）引發議題 

1.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曾引發各界（如：教育部

人員、學界、教師、家長、輿論界等）哪些意見或討論？ 

2.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團體（如：教育

部人員、學界、教師、家長、輿論界等）表達不同的意見？ 

3.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課綱小組如何處理各界的

不同意見？ 

4. 就您的觀察，基層教師對於課程政策的態度為何？ 

5. 就您的觀察，基層教師在課程政策推動中的需求為何？ 

   6. 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還有哪些想表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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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資料與編碼方式 

 

編 碼 角 色 職 稱 身 份 背 景 訪談資料代稱 

M部長 教育部長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擔任教育

部長，並曾任文建會主委 

教育部長 

 

八四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五課綱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擔任師培

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為工藝學科專

家 

八四藝術生活 

召集人 

八四B委員 課綱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為師培大

學美術系教授 

八四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八四C委員 課綱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為師培大

學工藝系系主任 

八四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擔任民間博物

館館長 

九五藝術生活 

召集人 

九五E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為高中美術教

師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F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曾擔任師培大

學工藝研究所所長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G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為大學中國音

樂學系講師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九視覺召

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師培大學

音樂系副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非

視覺藝術類召集

人 

九九非視覺

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大學戲劇

與劇場應用系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視

覺藝術類召集人 

九九J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為大學視

覺藝術學院院長 

九九藝術生活 

前任召集人與 

現任課綱委員 

九九K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高中美術

教師（曾擔任九五藝術生活課綱委

員） 

藝術生活學科中

心教師與九九藝

術生活課綱委員 

九九L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大學應用

音樂系副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課

綱委員 

 

甲學者 九五、九九 

音樂科召集人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

為師培大學音樂系教授 

九五、九九 

音樂科召集人 

乙學者 九五美術科 

課綱委員 

曾長期擔任高中美術教師、美術輔

導團教師 

美術領域 

學者專家 

丙老師 美術學科中心

教師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

為高中美術教師 

美術學科中心 

教師 

 

N老師 藝術生活 

學科中心教師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

為高中音樂教師 

藝術生活 

學科中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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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本研究之文件資料類別與編碼方式 

 

分

類 
編碼 標題 發布時間 

教

育

部

新

聞

稿 

O-1 
普通高中課程總綱科目學分數定案：延後分流、課程

分級、增加選修與發展學校特色 
96.03.13 

O-2 澄清有關普通高中課程綱要總綱修訂之報導 96.03.15 

O-3 
97 年 1 月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延後 1 年至

99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97.06.06 

會

議

資

料

與

會

議

紀

錄 

M-1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跨學科整合研討會紀錄 95.08.14-16 

M-2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修訂公聽會會議資料 95.12.27 

M-3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總綱修訂小組第三次會議記錄 96.03.19 

M-4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第二次跨學科統整會議會議

紀錄 
96.07.25 

M-5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領域各科課程綱要聯席會議紀錄 96.07.31 

M-6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領域各科課程綱要第二次聯席會

議紀錄 
96.08.10 

公

聽

會

發

言

條 

P-1 北區發言條 96.07.13 

P-2 南區發言條 96.07.14 

P-3 中區發言條 96.06.16 

問

卷

調

查 

Q-1 高中藝術生活科課程暫行綱要意見調查報告 

Q-2 95年藝術生活學科開課情形調查 

Q-3 新課綱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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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研究之輿論資料內容與編碼方式 

 

階 段 編 碼 新 聞 標 題 時間／出處 

84 

課 

程 

標 

準 

84N-1 新高中課程標準，修訂三半年出爐 
82.05.09 

中國時報 

84N-2 高中藝術生活新課程設計的再思考 
82.12.11 

民生報 

84N-3 教育部將藝術生活與音樂美術共列為高二選修課程 
83.11.25 

中國時報 

84N-4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標準草案，削減美育份量 
83.11.26 

民生報 

84N-5 高二音樂美術與藝術生活並列選修可望改變 
83.12.02 

中國時報 

84N-6 高中二年級藝能必修科目 86學年度增設藝術生活 
83.12.6 

民生報 

84N-7 高二音樂美術藝術生活共列選修，教育部硬是不改 
83.12.06 

中國時報 

84N-8 高中美育開倒車，立委提出緊急質詢 
83.12.20 

中國時報 

84N-9 高中課程增加藝術生活，學者強烈抨擊醞釀抗爭 
83.12.20 

民生報 

84N-10 高中藝育課程修定，專家：教育部開倒車 
83.12.26 

聯合晚報 

84N-11 教育部一片好意，音樂家善意缺席 
84.09.28 

中國時報 

84N-12 藝術生活課程不能貿然實施 
84.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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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趙惠玲、楊孟蓉、徐立璇、楊淑勳（2011）。高中課程改革：藝術生活科之課程

政策、知識結構與教師詮釋。論文發表於「高中課程改革：知識結構、教師詮釋

與學生經驗」，頁 197－2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1/10/15。 

 

高中課程改革：藝術生活科之課程政策、
知識結構與教師詮釋 

 

 

趙惠玲、楊孟蓉、徐立璇、楊淑勳 

 

 

 

 

 

 

 

 

 

 

 

 

 



 
 

194 

摘要 

「藝術生活」為臺灣高中教育藝術領域的新設科目，於民國八十四年初設時，

因定位為選修課目，並未落實；隨著九十年代高中課程的改革，藝術生活於民國

九十五年修訂後轉為必修，於九十九年則再經修訂重付實施。在藝術生活從設置

成形至全面實施的過程中，其學科知識結構歷經數次轉向，衍生諸多議題。本研

究之目的即在探討高中藝術生活科目的設置始末，並理解其學科知識形塑過程中，

相關教育決策圈、教科書商圈以及教育現場圈三者間之互動與連動，以及相關議

題。為達成前述目的，本研究以三年為研究期程，第一年透過課程政策相關利害

關係人之論述，分析高中藝術生活淬煉知識典範的過程樣貌，以及歷來課程政策

形塑過程中重要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之影響。第二年以藝術生活教科書之編審為

研究主軸，探討藝術生活教科書在課程政策的連續變革下，對於課綱內涵的轉化

及涉入人士權力結構之影響。第三年則以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為研究主軸，

瞭解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課程政策的轉變脈絡下，對藝術生活課程的詮釋與教學

經驗。透過前述梳理，期望能對臺灣高中藝術教育的新版塊，有所理解。 

關鍵詞：藝術生活、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藝術生活教科書、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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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藝術生活」為臺灣高中階段藝術教育的新設科目，自設置以來，因學科知

識結構於歷次課程政策修訂中頻有更動，引發許多討論。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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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藝術生活之設置使我國高中藝術教

育呈現新的樣貌，影響至深，本研究乃以三年為研究期程，逐年探討高中藝術生

活的課程政策、教科書編審，以及教師之教學信念。 

於第一年中，本研究試圖透過課程政策相關利害關係人之論述，分析高中藝

術生活從八四年設置成形，九五年轉為必修，到九九年學科知識結構再度轉向，

其淬煉知識典範的過程樣貌，以及在歷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中，重要

利害關係人之權力結構對學科知識結構轉向的影響。於第二年中，本研究以教科

書之產製為研究主軸，探討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在八四、九五、九九等三次課綱

轉變下，其編撰、審查與出版的形塑過程、編撰與審定者對藝術生活課綱政策的

看法、教科書形塑過程中所涉及之權力關係以及衍生之議題。於第三年中，本研

究則在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不斷轉變的脈絡下，以藝術生活教師對課程所持之

教學信念為研究主軸，探究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的認知層面與教學實務經驗的

看法，包含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教學資源等層面，同時探討不同背

景變項教師對前述層面的觀點及差異情形。 

高中「藝術生活」科為我國藝術教育史上的新設科目，其設置臺灣高中藝術

教育增添了新的氣象，展開另一頁篇章。透過三年之研究期程，本研究期望能對

我國學校藝術教育的新設學科與發展脈絡有所理解，並對未來相關研究或政策擬

定等有所助益。以下即按研究年度，逐年度呈現本研究之研究成果。 

 

貳、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脈絡與衍生議題
1
 

因應時代迅速遞嬗，以及社會環境急驟變遷，臺灣的教育改革在各方期待下，

積極進展。為配合社會變遷以及教育改革，自民國十八年至九十六年為止，我國

                                                     
1 有關本年度年研究成果，請另參楊孟蓉（2009）、趙惠玲與楊孟蓉（2011）。 



 
 

196 

高中課程也已進行十三次修訂（教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2007）。對藝術領

域而言，歷次修訂中最大的改變即是藝術生活科目的設置。原本臺灣高中藝術領

域僅包括音樂、美術二科，民國八十四年在「藝術教育生活化」的期許下，新增

藝術生活一科，由於當時各界共識度不足，將之定位為選修課程（邱婷，1994、

教育部，1995a），少有學校開課而形同具文，相關爭議漸趨緩解。至九五暫綱

時，藝術生活成為必修，與音樂、美術在高中藝術教育中分庭抗禮，其知識結構

亦被重新界定。由於藝術生活對原高中藝術領域的師資生態有所衝擊，乃產生許

多質疑聲浪（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學科中心，2007、漢寶德，2007）。在九五

藝術生活2甫獲各界接受後（甄曉蘭、卯靜儒、林永豐，2007），九九新課綱的

機制啟動，在微調的原則下，卻呈現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大幅轉向的狀況，再

掀爭議。 

高中「藝術生活」學科在我國藝術教育發展史上，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其科

目之發軔與歷次課綱修訂過程均引發討論。由於高中藝術生活學科之形塑脈絡與

臺灣社會、科技以及教育政策的發展等息息相關，是臺灣藝術教育發展史上一塊

亟待釐清的領域。為釐清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自初設至今的形塑脈絡與衍生議

題，本年度之研究持論述分析為著眼點，藉由課程政策涉入關鍵人士的訪談資料、

文件資料與報紙輿論等，針對研究問題進行分析，獲得包括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

形塑過程、歷次規劃理念，以及其知識結構與利害關係人權力結構間的互動關係

等研究結果，並梳理衍生議題。在歷時一年的研究期程後，本研究獲致如下結論： 

 

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 

高中藝術生活於民國八十四年初次設置，設科後雖無普遍實施，學科知識結

構已然成形。九五暫綱修訂時，藝術生活課程結構全盤更新。九九新課綱時，其

課程結構被再次重組。研究結果顯示，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在不同階段的修訂過程

中，均呈現了萌芽期、磨合期、權宜期的發展脈絡。萌芽期為課程概念的醞釀與

提出草案；磨合期為草案出爐至公布間的協調與修正；權宜期則為課綱定案後實

施與配套的措施。同時，在不同階段的修訂過程中，發現不同立場之利害關係人

於三波課程發展中均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亦即，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的演變與

                                                     
2 為使各階段課綱能明確區別，並呈現時間序列，本文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藝術生活學科暫行綱要》簡

稱為「九五藝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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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權力結構呈現了不同的互動關係。 

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過程時發現，藝術生活一科之肇始，主要來

自八十年代間，教育決策者對時代變遷下社會對藝術教育轉型訴求的呼應。惟鑒

於學校科目之課程政策，牽動教科書之出版，以及教育現場的師資結構與節數分

配等，影響鉅大，藝術生活乃在成形伊始即燃起音樂、美術等主流藝術學科領域

的危機意識。由於當時教育部決策者未提出因應的師資配套措施，藝術領域乃掀

起自身權益的保衛抗爭，甚而形成輿論關切的重大爭議。八四藝術生活3乃因設

科理想不敵現實之因素，成為形同具文的虛設科目。因此，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

第一波發展即在囿於決策者與藝術學閾的折衝下，未能有所展演。 

    沉寂數年後，於九十年代間，藝術生活隨著高中教育銜接九年一貫課程之因

應改革，展開第二波課程政策形塑。研究結果顯示，在此時期，藝術生活課程走

向隨著召集人及壓力團體間的拉鋸而擺盪。由於九十年代間決策人士有所替換，

修訂者對八四藝術設科始末瞭解未深，九五藝術生活在課程政策召集人主導下，

以全新學科知識結構問世。課程政策召集人基於本身專業思維，為藝術生活擘畫

遠景，惟由於未全面掌握臺灣藝術教育現況，學閾主權的爭議再起。在學科壓力

團體致力爭取兼之權力人士積極關注下，完成了九五藝術生活的知識形塑過程，

並呈現出課程結構的轉向取決於制訂者與壓力團體的妥協之現象。 

    受九五暫綱意識形態之爭波及，九五藝術生活未及全面施展即劃下句點，第

三波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在各界未料下展開。前兩波形塑中頗有斬獲的壓力團

體，於本階段則不敵教育決策者與課程制定者的聯合運作。九九藝術生活4修訂

之時間點雖與九五藝術生活極為接近，課綱修訂成員幾乎全盤換新，並在時間緊

迫下不滿百日即走完修訂全程。九九藝術生活在配合與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

銜接之政策指示下，課程架構大幅翻轉，呈現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三分天

下的態勢。雖然反對聲浪亦起，然因期程短促，壓力團體反撲未及，因此九九藝

術生活迅即完成另一波學科知識結構的更替。 

 

 

                                                     
3 為使各階段課綱能明確區別，並呈現時間序列，本文將《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科課程標準》簡稱為「八

四藝術生活」。 
4 為使各階段課綱能明確區別，並呈現時間序列，本文將《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課程綱要》簡稱為「九

九藝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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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知識結構的規劃理念與轉變 

藝術生活於八四課程標準中設科後，歷經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之修訂，呈

現了不同的學科知識結構。八四藝術生活（教育部，1995b）將學科知識結構分

為四大類：簡介、空間藝術、時間藝術、綜合藝術。九五藝術生活（教育部，2004）

將學科知識結構分為六大類：基礎課程、環境藝術、應用藝術、音像藝術、表演

藝術、應用音樂。九九藝術生活（教育部，2008）則將學科知識結構分為三大類：

視覺應用藝術類、音樂應用藝術類、表演藝術類。整體而言，三階段藝術生活的

知識結構均不相同，反應了課程規劃理念的差異。 

八四藝術生活制訂時，呼應當時的資訊發展及解嚴後政治社會運動對教育的

衝擊，同時伴隨著國外教育、藝術方面思潮的引進，各界對於文化藝術價值的重

視日漸提升，並期許藝術課程能更多元化、並落實在生活中。在此時代氛圍下，

八四藝術生活課程的規劃理念之一即為強調將藝術學習與生活經驗結合。由於這

種綜合學習的方式可能涉及到不同的知識，因此八四藝術生活課程在規劃時，也

希望能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營造更整合性的學習。因此，八四藝術生活課程的

規劃理念之二即為打破學科藩籬、走出教室，以綜合活動的方式進行藝術統整的

學習，使之成為一個讓學生能實際參與更多元藝文活動的課程。 

在九五藝術生活修訂時，由於缺乏對八四藝術生活的執行成效與評估，九五

藝術生活的規劃理念產生轉變。整體而言，九五藝術生活的規劃理念有兩個方面，

其一為強調深度學習的實用藝術，其二為強調審美能力的涵養。於前者，將九五

藝術生活的內涵定位在實用性的應用藝術方面，希望課程的規劃能與學生的生活

經驗接軌，從生活環境中切入至藝術課程，且透過課程能實際動手創造、經驗藝

術學習。於後者，九五藝術生活強調在具有基礎藝術美感的紮根學習之後，能對

其他延伸的藝術形式觸類旁通。因此九五藝術生活在規劃上，並不希望成為囊括

所有藝術類別的概論課程形式，而是跳脫出原本音樂、美術的專業限制，教師透

過增能後，依照自身專才選擇開課內容，期望提供多元的選擇，讓高中生瞭解自

己的需求並發展其獨特性。 

九九藝術生活修訂時，教育決策者與課程修訂者為使高中藝術生活與九年一

貫藝術與人文課程連貫成為整體性課程，使九九藝術生活的首要規劃理念朝向強

化國中小、高中職課程的連貫與銜接。其次，鑒於國中小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

習領域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三類，而原高中藝術領域則缺乏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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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九九藝術生活的另一規劃理念，即為在生活應用的原則下，將原九五藝術

生活課程整併為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三類。 

 

三、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過程中衍生之議題 

    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歷經十五年的遞嬗過程後，透過研究結果之分析，

發現三類應予關注的議題，前兩類說明臺灣課程制訂機制的文化，第三類則突顯

課程政策對學習主體的忽視，以及藝術教育在升學導向社會中的困境等隱性議

題。 

 

（一）教育政策因人利導 

    查驗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脈絡時，發現其教育政策有因人而異之慣性，呈現

缺乏連貫性的情勢，使課程修訂因決策者更迭而起伏不定，學科知識結構也不斷

發生變動。臺灣課程政策的至高權在教育部長，惟部長任期不定，一次課程改革

可能經歷數任部長，隨著部長對課程認知不同，政策走向也有不同。在政策因人

而異的狀況下，藝術生活設科經年卻未構築出課程核心概念。然而課程之修訂需

奠基於明確的核心概念，若課程走向因制定者理想不同而搖擺，則產生課程核心

概念未能凝聚的危機。 

另外，教育部進行課程修訂時多將整體工作委託某一執行單位規劃，再分派

至各課綱小組。此一類似「發包機制」的模式，常使修訂課綱的重責大任成為「接

case」的弔詭現象，其內涵端視課綱小組的成員而定，有時難免產生爭議。除此

之外，課程修訂缺乏評估依據亦為不容忽視的問題癥結，綜觀藝術生活課程政策

的制定脈絡，並未見到「回流的檢視動作」，使每一次修訂均在對課程重新詮釋

下，產生新的架構。 

 

（二）課程政策形塑中的各方角力 

高中藝術生活從初設至今因不同立場利害關係人的考量與權力運作，浮現許

多角力議題，使課程政策之形塑似乎成為各方關係人較勁的競技場。其中，各學

科領域對自身學科主權不遺餘力的捍衛，皆為影響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轉變的

重要因素之一。 

    在課程修訂過程中，教育部為求周延，聘任有不同背景的總綱及課綱小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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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成員，然而因藝術生活中囊括不同藝術類別，各類別雖同被歸屬為藝術領域，

卻各具知識觀點與學門屬性，不同專業背景的專家對其它藝術類別未必能有所瞭

解，修訂時即易產生誤判或忽視的情形，使課程修訂有時不免失之「閉門造車」，

各說各話之情形。 

    當教育部聘定課綱小組後，召集人即成為課程修訂的主導人物，對課綱內涵

及走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若決策者對課程持有理想，召集人即是貫徹政策

的推手；若決策者對課程未有足夠認知或不予重視，召集人即將自身理念植為課

程核心概念。雖然召集人為課程走向的關鍵人物，然而，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

策的形塑過程時，發現許多課程知識結構的決策往往是壓力團體爭取下的結果。 

 

（三）課程政策形塑中的隱性議題 

    在梳理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發展脈絡時，發現各方人士雖常提及學生需求，

卻僅止於「口號式」的想像，並未透過調查或課程實驗來瞭解學生需求為何，使

學生需求成為課程修訂過程中的懸缺區塊。 

    此外，即便諸多因素導致藝術生活設科以來學科知識結構的一再轉向，然而，

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似乎也使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窒礙難行。藝術生活初設之理

念是為使生活藝術化，惟要落實此一理念，單靠上藝術課，或單靠藝術生活科的

設置，仍然不夠。儘管各界人士不斷疾呼應導正升學主義所帶來的變相學習，課

程改革也努力朝破解升學魔咒的方向進行，但在整體社會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下成

效不彰，使藝術類課程之設置理想往往成為升學現實考量下的犧牲品。 

 

叁、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之形塑過程與衍生議題
5
 

在我國課程政策的循環中，課程綱要定案後，旋即上場的機制即是「教科書」

的編撰與審定工作。由於在所有教學資源中，教科書是最易於將知識「法典化」，

且方便統一實施的教學資源，因此教科書可謂是目前我國學校教育體制中最主要

的教學材料，尤其在高中以下各級學校中，教科書幾乎等同於課程與教學的內容。

藝術生活既為新興學科，其內涵對於教師和學校行政而言均是全新課題，藝術生

                                                     
5有關本年度年研究成果，另參徐立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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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教科書在三次的課程政策轉變中，扮演著詮釋課綱內涵並轉化落實的角色。  

本研究第二年度之目的即在探討高中藝術生活在歷次課綱轉變下，其教科書

編撰、審查與出版的形塑過程、編撰與審定者對課綱政策的看法、教科書形塑過

程中所涉及之權力關係，以及所衍生之議題等。為達到研究目的，本年度之研究

使用深度訪談、文件分析、輿論分析等方式收集研究資料，瞭解藝術生活教科書

的發展過程中，各方人士的參與過程與經驗，以梳理藝術生活教科書之產製脈絡。

在深度訪談對象之選取上，包含歷次課綱政策下之教科書編輯委員、審查委員、

出版社人員以及國立編譯館相關人員。在文件、輿論分析部份，則包括國立編譯

館所提供之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意見，以及相關輿論等。 

在藉由多方資料的查驗與分析，理解教科書之發展經過與審定過程，並匯聚

藝術生活教科書發展之相關議題後，以下將本年度研究結論分別陳述。 

 

一、出版商業考量凌駕藝術生活教科書存在之必要性 

在梳理藝術生活教科書發展過程後，發現當八四藝術生活初設時，由於列

為選修學分，藝術領域教科書之出版社在商業利潤考量下，並未考慮出版，直至

九五藝術生活改訂為必修課程後，出版社對藝術生活教科書的觀望期結束，開始

依據市場需求、編輯團隊、師資配套等各方考量因素下，展開藝術生活教科書的

產製過程。當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相繼出版後，九九藝術生活知識結構迅速轉向，

將原先六大類課程內涵從整併為三大類，藝術生活教科書的規劃從頭開始，目前

九九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工作仍在進行，已有視覺應用藝術與音樂應用藝術兩類

科教科書出版，惟在當前教科書編審政策的現況下，商業考量使得課程政策的落

實成效產生變因。 

 

二、課綱轉變頻仍使藝術生活教科書編輯長期陷入摸索 

由於八四藝術生活形同具文，並未有教科書產生，使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之

編審成為將課程政策轉化為學科知識的首次展現。研究結果顯示，出版社在尋求

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團隊時以過去具有合作經驗之藝能科團隊為優先考量，

故多數藝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在教科書的撰寫經驗上並非陌生。然而，儘管藝具有

經驗，術生活教科書編輯團隊在編撰過程仍然因為全新課綱的初次執行，而面臨

許多拿捏的困難。課綱的解讀與教科書的轉換間存在著許多可能性，使得藝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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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教科書編輯在教材詮釋與選取上反覆摸索。同時，由於課程實施在即，藝術生

活教科書的編輯工作難以從容經營，復因九九藝術生活的課程結構轉向，使九五

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與出版宣告停滯，九九藝術生活教科書又重啟對課綱的解

讀與對教材的詮釋與選取。 

 

三、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機制囿於現實因素的互動限制 

根據目前我國教科書編審機制，教科書編撰者與審查者之互動機制包含編撰

前之三方座談、編撰後送審之審查意件往返與溝通說明會，三種互動機制依序為

了釐清教科書之編撰方向、教科書細部內容之修訂以及若涉及重編前之溝通協調。

然而，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前雖舉行三方說明會，以釐清教科書之編修與參

照方向，但由於九九藝術生活知識結構的迅速轉向，使編審雙方對於教科書的審

查處在且走且看的嘗試階段。再加上根據教科書審查規定，一冊教科書之審查意

見往返以三次為限，對於審查者產生即便三次意見往返後仍有待修正意見卻無法

提出；對於編者則產生須在意見往返過程中完成修正，以因應出版之需的狀況。

囿於教科書編審規定及出版期程的壓力，使藝術生活教科書雖具對話機制，其溝

通效能卻待觀察。 

 

四、高中藝術教科書形塑過程之衍生議題 

藝術生活在八四課程標準時被設為選修科目，因此教科書處於懸缺狀態，直

至九五藝術生活訂為必修課程後，藝術生活教科書方從無到有，並在九九藝術生

活課程政策變革下持續發展。根據本年度研究結果，以下陳述高中藝術教科書形

塑過程中之衍生議題。 

 

（一）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內部之權力議題 

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委員會自九五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發佈之後首次運作，在

九九藝術生活發佈後委員會又進行一次成員的大幅調整。一般教科書審查委員會

雖有多元方式選薦成員，然課綱小組負責人之推薦往往具有相當參照意義。為顧

及委員會成員的多元面向，教科書審查委員會中須包含學科現場教師。根據研究

結果顯示，誠然教科書審查委員會的運作機制為共議方式，每一程原居具發言權，

惟其中教師代表基於長幼有序的學術倫理觀念，不免受到隱性權力位階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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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羈絆」乃在委員會中隱約滲透。此外，由於藝術生活課程的合科性質，使

教科書審查委員會為多重藝術領域專業之組成，使委員會在教科書審查過程中，

或友發生內部意見互異的情況，以致互異的審查使編輯方面臨無所適從之處境。 

 

（二）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雙方對溝通效能之疑慮 

當檢視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雙方在教科書的互動機制時，發現由於權力關係

無形地展演滲透，以致編審雙方不論是藉由書面或是當面溝通，都無法發揮對等、

暢通之溝通效能，而發生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雙方對溝通效能之疑慮。在藝術生

活教科書從九五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發佈之後首次運作，到九九藝術生活課程政策

發佈後重新構組之發展經驗上看來，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機制中編輯委員透過審

查意見表達申覆意願與申覆成功的比率相對低落。根據研究結果，其原因在於一

旦審查方堅持修正方向，編輯方往往即處於不得不從的壓力之下；而若判決重編

所召開之溝通說明會，同樣為編輯方認為有徒具形式之狀況。在目前教科書編審

的動機制下，握有裁量權的審查方與位於被檢視的編輯方，似乎始終是拉鋸於有

限制的互動中。 

 

（三）藝術生活科課程政策與教科書出版間的斷裂 

根據本研究第一年度的研究結果顯示，九五藝術生活的概念實用性藝術課程

取向，強調基礎養成並處類旁通的六類獨立課程，並須發展獨立之六類教科書。

然而，在出版社之精算考量下，九五藝術生活的六類科並非均有教科書出版，其

中僅有一家出版社編寫「應用音樂」但遭判重編後即放棄出版，而「表演藝術」

則無出版商嘗試，使「應用音樂」與「表演藝術」兩類課程至九九新課綱發佈之

時均無教科書出版，成為九五藝術生活教科書懸缺的二類，也似乎預指了九九藝

術生活部份教科書的難產現象。雖則九九藝術生活啟開高中表演藝術的新契機，

但由於缺乏課程實施的具體參照，教材編撰從零開始，表演藝術類教科書編審雙

方對教材內涵的認知差異，與委員會內合科審查的模糊界限，以致目前九九藝術

生活雖已實施，其中表演藝術類尚未有教科書正式出版，呈現課程政策實施與教

科書出版間的斷裂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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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與差異
6
 

課程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對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課程的內容需與時俱進、因時制宜才能有效率地達到，然而國家課程政策的教育

目標是否能予落實，教師則為關鍵人物。由於藝術生活學科設科未久，其內涵與

知識結構在歷次課程修訂中俱有改變。在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不斷轉變的脈絡

下，藝術生活教師對課程所持之教學信念，以及其信念與教學實踐的關係，攸關

藝術生活課程的未來發展。 

藝術生活科目之設置使高中藝術教育呈現了新的樣貌，其落實成效的關鍵則

為教師。本研究第三年度之目的即在探討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進行研

究時，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研究法，以自編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念調查

問卷」了解受調教師對於藝術生活課程的認知層面與教學實務經驗的看法。在高

中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念的層面部份，包涵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與教

學資源等四大面向。在課程教學實務經驗部份，則包含課程設置目的之重要程度、

學習內涵重要程度、進修需求重要程度、使用配套措施頻率、使用教材內容頻率、

使用藝文資源頻率、校外人士教學頻率、增進個人知能頻率等各層面。同時，本

研究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前述層面的觀點及差異情形。以下分別說明本年

度之研究發現。 

 

一、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對藝術生活課程之教學信念 

  根據研究結果，受調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對藝術生活課程具有中等以上之教

學信念特徵。在教學信念之課程政策、課程實施、環境參與與教學資源等四大面

向中，以「環境參與」層面之信念為最高，而以「教學資源」層面信念為最低。

大致而言，受訪教師對於教學信念的認同程度於課程政策、環境參與、課程實施

以及整體教學信念傾向於進步取向，「教學資源」則傾向傳統取向。 

在藝術生活教學現況各層面之教學信念重要性部份，受調之教師於「藝術生

活學科設置目的」、「藝術生活課程學習內涵」與「藝術生活教學進修需求」上皆

認為頗為重要。在使用頻率中資料顯示，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配套措施使用頻率

較低、自編教材是目前老師們最常使用的教材。在藝文資源使用頻率的差異性很

                                                     
6有關本年度年研究成果，另參楊淑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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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中以藝文網站為最常使用的輔助資源，結合校外人士來參與教學的機會相

對較低。在教學主題上，教師會涵括的教學主題以視覺與生活最多，表演與社會

文化最少；學生最感興趣的學習類別以視覺與傳播最多，表演與社會文化最少；

協同教學之科目以美術最多，化學、生物與地球科學所佔最少。在藝術生活課程

的評量方式方面以實作評量最多，學生自評為教師最少選用之評量策略。在軟硬

體教學設備之使用上，以影音相關資源使用最頻繁，教學用專業器材設備（如：

攝影器材、樂器、表演道具等）最少。而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對於教師專業教學知

能所提供之幫助層面中，以教師研習活動參加教師最多，而藝術生活課綱宣導參

加較不踴躍。在藝術生活教師教學過程中所面臨之困擾，以藝術生活課程大多排

在高三，不易落實感到最困擾，以藝術生活課程內容無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感到

困擾較低。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信念之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受調之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因性別、教學年資、

藝術生活任教年資、擔任職務，以及任教學校地區之不同，在「課程政策」、「課

程實施」、「教學資源」、「環境參與」以及「整體教學信念」上，有所差異。以下

分別說明。 

（一）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資源」與「整體教學信念」上 

因性別而有差異，且男性教師皆顯著高於女性。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課程政策」、「環境參與」與「整體 

教學信念」上，因教學年資不同而有差異。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課程實施」上，因藝術生活任教 

年資的不同有差異。年資兩年教師在「課程實施」層面之信念程度顯著 

高於一年。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環境參與」與「教學資源」上，因 

擔任職務不同有差異。在「環境參與」方面，其他教師的信念程度顯著高 

於專任教師；在「教學資源」方面，兼任行政的教師信念程度顯著高於其 

他教師。 

（五）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課程實施」與「整體教學信念」 

上，因任教學校地區不同有差異。在「課程實施」方面，兩兩地區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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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無顯著的差異存在；但在「整體教學信念」方面，南部地區的教師信 

念程度顯著高於中部。 

 

三、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信念各層面之相關情形 

根據研究結果，受調之高中藝術生活教師在教學信念各層面（包含課程政策、

教學方法、教師角色、教材內容、整體教學信念）間之關聯性如下。 

 

（一）教師在「課程政策」的信念分數越高，則在「課程實施」、「環境參與」、 

「教學資源」與「整體教學信念」的信念分數越高。 

（二）「課程實施」與「環境參與」、「教學資源」、「整體教學信念」的相關係 

數皆達顯著水準。 

（三）「環境參與」與「教學資源」、「整體教學信念」的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 

（四）「教學資源」與「整體教學信念」的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 

 

伍、結論 

課程政策為我國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教育的重要導航，相關之課程政策對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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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形成

影響。反之，教科書的編撰與審定結果，意謂著對課程政策的詮釋與轉化，而教

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則又對課程政策的實施成效，以及課程知識內涵的實質

走向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換言之，在我國目前高中以下學校教育場域中，教育

決策圈、教科書商圈以及教育現場圈三者間呈現了互動與連動的態勢。 

高中「藝術生活」科為我國藝術教育史上的新設科目，於八十四年設科後，

雖無普遍實施，學科知識結構已然成型；九五暫綱修訂時，藝術生活課程結構被

全盤更新；九九新課綱時，其課程結構又被再次重組，由於藝術生活的學科知識

結構與內涵在歷次課程修訂中呈現流動現象，使相關教育決策圈、教科書商圈以

及教育現場圈亦產生相應之變動與拉距。本研究乃以三年為研究期程，分別檢視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發展脈絡、教科書編審，以及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信念與實

踐。第一年之研究結果包含藝術生活課程政策的形塑脈絡、規劃理念轉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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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權力結構互動，並梳理衍生議題。第二年之研究結果包含

藝術生活教科書之編撰、審查與出版的形塑過程，以及教科書形塑過程中所涉及

之權力關係以及衍生之議題。第三年之研究結果則分析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教學

信念與教學實務經驗，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前述層面的觀點及差異情形。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由於臺灣教育政策的推動「人治」意涵濃厚，課程

制訂政策常隨決策者任期起伏、政策修定又多以委託機制完成，加上未見課程實

施成效評估之政策延續性，使課程政策之制定歷程每每呈現斷裂，學科知識結構

乃處在頻仍轉向的狀況中。在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形塑的整體脈絡中，則具現不

同職責、態度、位階、專業的參與個體，在教科書編審機制中固化自身角色任務

的權力行使。然而，本研究卻也發現我國當前學校教育機制中，顯性與隱性結構

互見的複雜性。在教育決策圈、教科書商圈以及教育現場圈中，課程政策制訂者

握有至高權，雖能使用課程發展的技術性原則，將自身對學科知識結構的見解轉

化為課程論述，卻不得不與壓力團體的輿論權進行折衝。在課程政策轉化為教科

書交付出版後，看似處在教育機制中發展結構底層的教師，則又據其實施課程的

隱權力左右課程的實質走向，使教科書在教師教材詮釋的主體意識下被懸置。 

歷經三階段課程政策形塑，藝術生活的學科知識結構暫告底定，並付落實。

未來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發展過程中，參與者、意識型態、權力結構與國家教育

機制間的綿密連動將如何展演，有待透過對高中藝術生活教學實務現場的觀察與

解讀，持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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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歷年計畫會議記錄 

第一年度研究計畫會議記錄 

計畫名稱：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藝術生活課綱為例 

計畫主持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趙惠玲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黃純敏副教授 

計畫研究助理：楊婷如、楊孟蓉、徐立璇 

    會議紀錄：徐立璇 

 

一、會議記錄重點： 

日期 與會人員 討論事項 下次會議前之 

研究進度 

備

註 

2008/9/17 趙惠玲 

楊婷如 

徐立璇 

楊孟蓉 

1. 本研究計畫說明。 

2. 工作分配： 

◎ 婷如：研究層

面 

◎ 孟蓉：行政 

◎ 立璇：支援 

3. 第一年研究重點： 

◎ 文件、文獻蒐

集。 

◎ 相關人士訪

談。 

◎ 資料抽絲剝繭

的分析。 

◎ 釐清涉入的議

1. 送計畫助理人

員聘任表。 

2. 蒐集課綱小組

委員名單。 

3. 整理目前既有

的相關文獻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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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4. 進度調整：為配和

下年度的計畫申

請，研究主體預計

在今年年底完成。 

5. 12 月的期中報告，

預計在 12月初大抵

完備。 

6. 討論下次會議前的

研究進度。 

◎ 會議記錄摘要： 

一、研究計畫概述 

二、本研究希望探討： 

1.「藝術生活」的名稱如何構成。 

2.「藝術生活」科目為何會形成。 

3.八十四年開始至今，課綱在各種諸方角力之下，為何仍然發生。 

4.從法令、輿論、人的三方面關係釐清「藝術生活」是如何發生。 

三、本年度研究計畫里程重點 

1. 文獻收集：國內外相關研究及國外雷同課程資料蒐集。 

2. 文件蒐集：官方的公告、課綱、會議記錄、相關研習等。 

3. 輿論蒐集：報章輿論、公聽會、相關人士的說法。 

4. 重要人物訪談：課綱小組委員、總綱小組委員、事發當時領域

相關人士（ex.當時師大美術系、音樂系主任等） 

四、研究分析 

1. 文獻分析、論述分析、深入訪談，比對文件及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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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出 84、95、98課綱的關鍵性人事物，討論什麼、誰抗議、

如何解決。 

五、關於 12 月的期中報告（預計 12月初完成） 

1. 文獻上的補充。 

2. 研究進行的修正或改變。 

3. 釐清研究所探討的「涉入議題」。 

4. 訪談的整理分析。 

六、為配合年底申請明年的計畫，研究主體需在今年度大抵完成。 

七、工作分配：可依情況有所彈性調整 

1. 婷如：研究層面、訪談。 

2. 孟蓉：行政工作、報帳。 

3. 立璇：協助研究。 

八、下次會議前預定進度： 

1. 送計畫助理人員聘任表。 

2. 蒐集課綱小組委員名單。 

3. 整理目前既有的相關文獻資料。 

 

2008/10/1 趙惠玲 

楊婷如 

徐立璇 

楊孟蓉 

1. 訪談計畫的進行方

式（從 84年開始） 

2. 訪談人物資料庫的

建立（以安排訪談

時程） 

3. 決定前導訪談對象 

4. 訪談之前的功課

（消化資料、先進

1. 訪談人物資料

庫的建立。 

2. 消化課綱相關

資料（孟蓉、

立璇） 

3. 繼續蒐集其他

84年的輿論文

件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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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導訪談） 

5. 下次會議的進度 

4. 買錄音筆 

5. 進行前導訪談 

◎ 會議記錄摘要： 

一、關於計畫訪談的進行：從”頭”開始（84→95→98） 

二、訪談對象：決策者（總綱、課綱委員）、執行者 

1. 決策者：總綱、課綱委員（婷如已有名單） 

2. 執行者（要找出 84 年當時的執行者，eg.現在的學科中心） 

三、建立訪談者資料庫（聯絡方式、 安排訪談時間等） 

1. 當時的總綱、課綱委員名單聯絡方式。 

2. 84年現場教學者（附中、北一、建中的音樂美術老師） 

3. 84年當時的師大美術系主任（顧炳星）、師大音樂系主任（？） 

4. 其他知道 84年相關訊息重要人士（eg.劉美芳老師） 

四、訪談目的 

1. 瞭解當時「藝術生活」在總綱的位置為何？ 

2. 「藝術生活」在何種天時地利「人」和之下產生。 

3. 有什麼不為人道的角力狀況？ 

五、訪談之前的功課 

1. 孟蓉、立璇先消化相關資料（資料 from 婷如） 

2. 買錄音筆 

3. 找出訪談的內容的”點”（先透過劉美芳老師等人的談話中找出

屆時訪談決策者、執行者們的關鍵問題） 

六、安排前導訪談（時間再聯繫） 

1. 劉方美老師（婷如、立璇、孟蓉） 

2. 顧炳星、鄭雅香（立璇）、陳薌普、鄭桂枝、惠紹敏（孟蓉）等老

師（會再確定分配訪談人力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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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於文件資料 

1. 繼續蒐集（輿論、文件） 

2. 請婷如將已有的文件資料下次會議帶來，便於討論如何分析以

及孟蓉跟立璇可以如何幫忙分析。 

八、至下次會議前的工作 

1. 立璇、孟蓉先消化資料 

2. 訪談人物資料庫的建立 

3. 前導訪談 

九、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1. 討論前導訪談的結果。 

2. 討論並修正訪談決策者執行者之問題。 

3. 決定訪談人物、安排訪談時間等。 

4. 討論文件分析。 

十、12月繳交期中報告之預定進程 

1. 將所有 84年課綱相關人士之訪談整理、分析完畢。 

2. 95課綱相關人士也開始有部分接觸。 

（下次會議改到 10/13 禮拜一） 

2008/10/13 趙惠玲 

楊婷如 

徐立璇 

楊孟蓉 

1. 訪談工作稍做修正

（牽涉 84 95 98的

人物一併訪問） 

2. 蒐集文獻工作分

配。 

3. 訪談人物及資料蒐

集修正（盡量包含

音樂跟表演） 

1. 整理出訪談

list，排訪談時

間（可提早進

行） 

2. 會議先將自己

訪談的資料整

理重點，以便

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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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訪談人員 list 整理

分工。 

5. 下次會議的進度 

◎ 會議記錄摘要： 

一、訪問 84大人物名單： 

       1. 總剛：吳清基、陳伯璋 

   2. 課綱藝術生活組：李大偉、王哲雄、吳清基、余鑑、梁秀中、曾道

雄、楊世華、蘇憲法。 

   3. 當時美術系主任顧炳星，音樂系主任（陳郁秀 83~86）李靜美（86~89） 

       4. 84當時的老師 

    二、跟涵鈺要甄曉蘭老師 95課綱的調查 （藝術生活和美術給我們） 

  三、關於訪談對象及文獻的範圍： 

 1.文獻：以視覺藝術為核心，需包含音樂領域（才夠全面探究） 

 2.訪談對象：也囊括事件中重要的音樂、表演領域人物。（e.g.音樂反 

                   對藝術生活 etc.） 

    四、找出中教司當初的承辦人（詢問 84年相關事情）：婷如 

  五、找出當時音樂系的人物及聯絡方式，如賴美玲老師：孟蓉 

  六、文獻文件蒐集分工： 

   1. 輿論（公聽會）、發令規章（國內外）：婷如 

   2. 學術論文：孟蓉 

   3. 國內外重要理論（e,g,高中教育本質經典論述、藝術教育）：立璇  

  七、為求效率，訪談資料或文獻，最好能一併蒐集。   

  八、訪談總綱委員、課綱委員、老師的 list 

     1. 婷如整理出已有的委員資料（95、98），附上現有的聯絡方式。 

     2. 立璇幫忙婷如整理及蒐集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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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4總綱課綱委員及音樂領域相關人士 list 孟蓉整理。 

     4.需盡快進行，以便有足夠的資料（訪談、文獻）來討論分析。 

  九、訪談繼續進行。 

  十、邀請黃純敏老師來指點迷津。 

  十一、希望能在十月底將文獻部分補足（才有充裕時間分析呀！）。 

◎ 下次會議前進度： 

     1.整理出訪談 list，排訪談時間（可提早進行） 

    2.會議先將自己訪談的資料整理重點，以便於討論。 

2008/10/29 趙惠玲 

楊婷如 

徐立璇 

楊孟蓉 

紀錄：楊孟蓉 1. 將訪談對象的分類做出來。 

2. 將訪談題綱調整配合不同

訪談對象。 

 

◎ 會議記錄摘要： 

       1.題綱議題要完備 在訪問大人物 才能問到要的東西 

        （給相關領域的人 check）藉由前導研究確定訪談題綱。 

       2.題綱確定之後蒐集到的資料才得以準確並使編碼順利。 

       3.訪談中的議題非常重要（要有信效度），需有信效度之檢核 

       4.前導研究人員清單，滾雪求找到更多人員清單 

        ◎ 領域大學院校的美術學者 

        ◎ 學科中心老師 

        ◎ 相關行政人員（吳清基等）具有關鍵性決策人員 

        ◎ 輿論界 

2008/11/24 趙惠玲 

黃純敏 

楊婷如 

徐立璇 

楊孟蓉 

1. 檢視、修正已編碼之訪談

槁 

2. 調整並確認訪談題綱。 

  

2009/4/6 趙惠玲 1. 第三年計畫內容因實際 1. 訪談名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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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純敏 

楊婷如 

徐立璇 

楊孟蓉 

考量提前實施學生之焦

點座談 

2. 焦點座談題綱擬訂要點 

3. 訪談對象確認與邀請名

單 

4. 音樂與表演領域諮詢委

員必要性討論 

綱委員/老師

/學生)確定 

2. 焦點座談題

綱擬定完成 

3. 學生訪談名

單抽樣方式

確定 

◎ 會議記錄摘要： 

一、第三年預定訪談學生對藝術生活課程的看法，甄曉蘭老師建議提

前，因考量到高三生即將畢業之問題。 

1. 目標訂北市(縣)學校，使用焦點訪談先做為前導研究 

2. 先選定學校→焦點座談→決定聚集座談與否 

3. 可諮詢歷史科卯老師其問卷內容，以作為參考 

4. 要考量男女樣本取樣的問題 

二、擬定學生焦點座談訪談提綱，可從之前訪談題綱架構著眼 

三、目前訪談資料整理中，並將欲訪談的對象清單名列並聯繫 

1. 目前待訪談：楊朝祥、郭為藩、顧世勇、史傑榮老師 

2. 預計訪談在四月底完成 

四、音樂與表演領域諮詢委員必要性討論 

1. 師大附中桑慧芬老師可諮詢但無法全成加入 

2. 推薦師大附中呂芳玲老師具有音樂豐富教學與行政經驗 

3. 表演藝術類婷如推薦復興高中葉子彥老師 

五、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1. 焦點座談題綱 

2. 訪談對象清單(必須了解該校是否有藝術生活課程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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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訪談對象可分為三類歸納，及為普通高中、綜合高中與

高職普通科 

4. 下次會議改到 4/13 禮拜一 

4/13 趙惠玲 

黃純敏 

楊婷如 

徐立璇 

楊孟蓉 

1. 訪談題綱修正與討論 

2. 質性研究-焦點團體訪談介紹 

1. 題綱修正完

成 

2. 抽樣訪談學

校實行狀況

調查完成並

確定 

 

◎ 會議記錄摘要： 

一、製作題綱方向及選校討論 

1. 應先向甄曉蘭老師確認在現階段實行第三年計畫的主軸與目標 

2. 若此研究是計畫之必要部份，甄曉蘭老師希望子計畫如何收集資

料須先釐清 

3. 訪談學生亦要訪談老師，再將上述資料進行綜合分析，以便了解

學科知識結構之轉變 

4. 著手編制教師訪談題綱(教師為個別訪談，學生為焦點團體座談)，

可依據環境、學校支持情況、課綱變遷等層面進行考量，並試圖

了解其如何編制藝術生活課程，以利和學生訪談結果相比較 

5. 訪談學校不用到 10所，明後年會再陸續做訪談；可以直接找有施

行藝術生活之學校，公私立均可，目前鎖定公立有師大附中、建

中、北一女、復興、大同，私立有台北光仁和桃園治平及大華兩

所；上述學校在此階段預計選擇五所即可。 

6. 學生焦點團體訪談題綱可分以下步驟： 

(1) 政策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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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敎材教法、資源、評量層面 

(3) 學校環境是否支持層面 

(4) 目前有何問題 ? 有何期望 ? 

7. 焦點團體人數 6-7人為宜，時間不可超過 2小時；若要延長訪談時

間需要徵詢學生之意見 

二、質性研究--焦點團體訪談介紹 (黃純敏老師) 

1. 緣起脈絡 

2. 優缺點比較 

3. 準備工作 

4. 實施注意事項 

5. 配合類型 

三、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1. 訪談題綱製作完成先用電子郵件傳送並相互檢討 

2. 訪談學校情況確定並可開始聯繫 

 

第二年度研究計畫會議記錄 

計畫名稱：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藝術生活課綱為例 

計畫主持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趙惠玲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黃純敏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附屬高級中學 桑慧芬老師 

計畫研究助理：楊婷如、楊孟蓉、徐立璇、楊淑勳 

    會議紀錄：楊淑勳 

 

一、會議紀錄重點 

日期 討論事項 下次會議前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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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進度 

2009/9/28 1.本年度研究計畫重點與期程說明與討 

  論。 

2.工作分配： 

◎ 婷如：研究層面 

◎ 立璇：行政 

◎ 淑勳：支援 

3.第一年研究重點： 

◎ 文件、文獻、教科書文本蒐集。 

◎ 相關人士訪談。 

◎ 資料抽絲剝繭的分析。 

◎ 釐清涉入的議題與意識形態。 

4.研究主軸：本年度研究主軸著重在教科 

  書在課綱政策轉變下所形塑出之重大  

  議題探究。 

5.本研究即將於明年五月進行期中報告  

  撰寫。 

6.討論下次會議前的研究進度。 

1.送計畫助理 

  人員聘任表。 

2.蒐集 

  84-95-98課   

  綱之教科書  

  編輯委員及 

  審查委員名 

  單。 

3.整理目前既 

  有的相關文  

  獻資料。 

 

師大附中桑慧

芬老師本學期

加入會議給予

音樂科上之專

業指導 

◎ 會議記錄摘要： 

一、研究計畫概述 

二、本研究希望探討： 

1.「藝術生活」的教科書編審過程。 

2.「藝術生活」教科書在課綱政策轉變下所形塑之議題。 

3.八十四年開始至今，教科書形塑的過程與轉變。 

三、本年度研究計畫里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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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獻收集：國內外相關研究期刊、碩博士論文及國外雷同課程資料蒐集。 

2.文件蒐集：教科書、編審紀錄、官方的公告、課綱、會議記錄、相關研習 

  等。 

3.輿論蒐集：報章輿論、國編館館員、相關人士的說法。 

4.重要人物訪談：教科書編輯委員、教科書審定委員、教科書出版書局相關 

  負責人員 

四、工作分配：可依情況有所彈性調整 

1.婷如：研究層面。 

2.立璇：行政工作。 

3.淑勳：協助研究。 

五、下次會議前預定進度： 

1.送計畫助理人員聘任表。 

2.蒐集藝術生活教科書編審委員名單。 

            3.整理並蒐集目前既有的相關文獻資料。 

2009/10/26 1.討論本年度將進行前導研究訪談的編 

  輯者、審查者與出版社人員分配。 

2.討論 95、98藝術生活科教科書編審的  

  類別相關議題。 

3.文獻蒐集：蒐集到有關教科書相關政 

  策、意識形態、審定、編輯、演進等碩  

  博士論文。 

4.討論研究所擬的訪談問題並做更精確 

  的問題方向研擬。 

1.講座資料收 

  集準備完成 

2.98新課綱教 

  科書編輯委   

  員名單收集 

3.國立編譯館 

  審查資料收  

  集 

 

◎ 會議記錄摘要： 

一、討論 95、98 高中「藝術生活」科教科書，各出版社主導的編輯委員進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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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訪談。 

二、各出版社如何找編輯群此一問題，是否會影響本研究結果，可深入探討之。 

三、從目前文獻蒐集到的相關碩博士論文中選定幾本可供參考的文獻作為本研

究參考。 

四、為什麼 98 藝術生活科教科書缺少應用音樂和表演藝術兩類呢？可深入探討

此一議題為何。 

五、訪談研究問題、方向再修認。 

        六、預告 11/2將邀請桑慧芬老師為我們作『CDA理論與實務講座』。 

2009/11/2 邀請桑慧芬老師進行「CDA 理論與實務

講座」研討 

  

◎ 會議記錄摘要： 

一、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除了關心文本之外，更視文本為社會

結構的產物，將社會歷史脈絡納入分析的範圍內，是一個新興的概念。 

二、批判論述分析是語言研究中帶有批判觀點的跨學科的理論，它認為語言具有

社會意義，帶有意識型態。 

三、它融合了語言學理論與社會學新馬克思等觀點，企圖將文本置於社會脈絡中

探討，揭露隱藏於論述中的意識型態。 

四、透過分析其目的在揭露文本中所潛藏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並透過論述的變遷

來改善社會，使社會朝向更平等的道路邁進。 

五、將其應用在教科書文本的分析上，更能夠確切地指出文本中的權力關係。 

六、雖然批判論述分析不認為研究者帶著特定意識型態進入研究是不好，但是批

判論述分析卻相當重視研究者本身的詮釋能力。 

七、要做好批判論述分析，必須有豐富的語言學知識，以及長期的人種誌的研

究，藉此來提高研究者對研究議題的敏銳度。 

八、批判論述分析重點有兩個，一是揭露，二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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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批判論述分析有三個觀點，可視之為批判論述分析的主要特色： 

1. 批判論述分析是個開放的系統。 

2. 批判論述分析不是一個「方法」，而是強調對社會議題提供完善的理論

分析。 

3. 批判論述分析是介入被支配的一方與被壓迫的團體，對抗支配的團體。 

               批判論述分析是詮釋和解釋的。 

2009/12/7 1. 研究計畫訪談提綱內容。 

2. 前導研究訪談對象篩選。 

3. 討論初步蒐集的報紙和輿論資料。 

4. 討論國立編譯館提供的審查資料。 

5. 討論下次會議前的研究進度。 

1. 確定願意接

受訪談的審

委 、 編 輯

群、出版商

以及國立編

譯館館方的

承辦人員進

行約訪並對

訪談提綱做

最後修正與

確定。 

2. 整理目前計

畫的相關文

獻資料。 

 

 

◎ 會議記錄摘要： 

一、此次會議主要是針對第二年度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擬出符合編輯委員、

審查委員、出版社與國立編譯館館方訪談提綱，並根據不同訪談對象之性質

作適切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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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就編審委員、審查委員、教科書出版社和國立編譯館四方所初擬的訪談

提綱提出建議並與以修正： 

（一） 編審委員的訪談提綱 

1. 此部份主要在探討高中藝術生活科 95、98課綱間會有何轉變。 

2. 事先應先瞭解訪談人員的背景資料，關於訪談人員的背景資料不列入提

綱做討論，可藉由個人資料卡事先請訪談人員填寫，以節省訪談時間。 

3. 不同的訪談對象應配合不同的訪談提綱。 

4. 此部份可探討編審委員團隊間的合作關係，編輯主編如何與小組成員互

動，若遇到衝突時，他們如何協商與因應？ 

5. 編輯團隊間分工的方式可作為觀察的材料，可能也是成員間的問題所

在。 

6. 第四部份的引發議題可更改為”引發的討論”或”引發的相關議題”較合

適，因為議題是屬於比較重大的事件，當所有問題都釐清了之後才會

浮現出最關鍵性的核心問題。 

7. 可加強對提綱上的用字淺詞，一方面可以讓受訪者清楚問題的方向，另

一方面也可作為我們訪談時的小筆記，切忌照著提綱逐一念稿，這會

使得受訪者覺得枯燥、不親切，儘量以生活上的對談方式來面對訪談

過程。 

（二） 審查委員的訪談提綱 

1. 此部份想瞭解的是審查委員們如何面對內部審查標準的形成？ 

2. 提綱的第一部份：參與過程，較著重在個人方面;而第二部份：審查經

過較偏重在團體，這個部份可先瞭解審查委員個人對審查經過或理念

的看法，而他們又對最後形成的共識有何意見與想法？ 

3. 訪談人員的篩選應由下層承辦人員開始訪談起，大致瞭解總體方向後再

循序漸進，往上層主管遞增，做一個有層次、有次序的訪談過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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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的問題慢慢浮現，再陸續訪談職位較高階之委員或國立編譯館館

方之相關主管，對研究議題的釐清較容易聚焦。 

4. 訪談提綱可用字來輔助區別個人和小組，會比較清楚。 

（三） 教科書出版社的訪談提綱 

1. 此部份主要是藉由出版商了解到他們對政策轉向的趨勢所帶給他們的

優劣點為何？並了解政策轉向對於教科書出版之影響？ 

2. 教科書出版商對其編輯團隊及及審查委員的互動為何？意即出版商當

遇到編輯與審查人員有所衝突時，教科書出版社如何協商？ 

3. 在出版商所擬定的契約下，若遇到佔有慾強的出版商或各出版業者的權

利分配狀況出現漏洞時，出版商如何評估與處理？ 

4. 出版業者如何行銷，市場機制為何？ 

5. 出版業者如何判斷 98新課綱要續編？有無標準可供參照？ 

（四） 國立編譯館的訪談提綱 

1. 此部份有兩大方向要討論，一為，館方如何推動課程綱要，運用什麼樣

的方式去推動課綱政策即課綱政策轉向，在面對編審雙方之間的衝突

時如何協商？二為，館方在編審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2. 館方的訪談提綱要不同於前面三大部份，應以一個單位的組織架構去研

擬，較不同於前面，應有所區隔。 

3. 對於審查委員之聘任也可討論，如何聘？考量因素包含哪些？尤其是爭

議最大的 98 新課綱。要考慮到審定委員的身份，像明知他是課綱委

員，為什麼還要邀請他來擔任課程編輯委員？ 

4. 館方在審查教科書費用時，有無發現弊端？譬如說，若教科書被判重編

多次，為了達到一個標準前所開的修正會議費用，是否在經費預算上

有兩難的困難，若經費不夠，那教科書的出版品質是否遭受質？這應

納入對國立編譯館官方之訪談內容中，以了解其在處理重編業務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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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預算兩者之間若有相牴觸時所產生之因應策略。 

5. 在審委部份，館方對於什麼樣的資格會被叛重編？而館方又如何處理重

編問題？ 

6. 第四部份的相關議題可加入第 4小點，國立編譯館在編輯委員、審查委

員與出版社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7. 審查委員的問題意識，會影響課本的內容產出，而館方如何面對雙方不

斷的答辯？是否有答辯上的次數限制，超過次數或是已接近期限時，

官方如何因應？ 

三、輿論資料的分析整理可作為研究省思與建議，並透過輿論資料可擴充訪談時

之資訊收集依據與參考。 

四、對於國立編譯館提供的教科書審查資料，有無保密的機制，或是否有保密之

期限，而館方如何呈現保密資料？方式如何？若資料未公開，在學術研究之

使用上，應注意什麼？ 

五、下次會議會針對訪談提綱做最後修正並開始進行前導訪談。另外對於此研究

計畫的文獻資料也陸續進行蒐集與整理，並將於下次提出共同討論，並給予

建議。 

2010/2/25 1. 修改研究計畫訪談提綱問題。 

2. 審查意見表初步分析。 

3. 84課綱研究焦點。 

4. 討論本學期的研究進度。 

3. 文獻回顧重

新整理。 

4. 開始著手進

行編審人員

的訪談與分

析結果。 

這學期歡迎桑

慧芬老師加入

我們，成為本

計畫的共同主

持人。 

◎ 會議記錄摘要： 

      一、修正本計畫之研究問題及訪談題綱內容。 

       (一)論文大綱口試研究問題之修正 

1. 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在歷次課綱政策下的形塑過程及各類相關人士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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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及其影響”為何? 

2. 高中藝術生活教科書的編撰者、審定者及出版者對不同課綱“的信念及看法為

何”? 

3. 附件一第三頁提綱第三項知識信念的第 3點，有包含”政策轉向”，這 

放到後面的因應策略會比較適合，或者把第 3 點拆開，屬課綱的部分融入第

1.和 2.點中，”政策轉向”移到因應策略中。 

4. 在此部分對於 84、95、98 或 99，在這個時空轉變之下，課綱政策、課綱內

容的轉變，身為一個教科書內容的審查者他們怎麼去看?或者說他們身為一個

藝術教育工作得從事者，怎麼去看?怎麼解讀?這些都可以做為訪談問題前置

作業之參考。 

 

        二、95藝術生活教科書審查意見表初步分析。 

1. 此表我們希望可以看得出來每一批審查者在不同階段的時候,可以發現他們

每次所注意的面向不同，接下來看得出他在前期或後期所注意得面向。 

2. 我們只需針對我們的議題，從編審雙方所做出的回應，找出雙方著墨最少的

部分，針對此部分將之提出來追究，形成我們自己的議題做研究即可。 

3. 教科書編排方式、圖片引用的格式等等版面問題，我們並非不去搭理，試著

可以從中去了解為什麼?因為這涉及到經濟層面的問題，在審查者的腦袋裡

已有一個教科書應該有什麼樣子的雛形，他既然能夠成為商品在市面上販

售，一定會牽扯到經濟性和政治性的結構的問題，我們無法把它切開，這些

都會影響編審雙方的結果。 

4. 審查意見初步分析可以加一個備註欄，當成自己對此的註解，或者看看有沒

有相同或互相衝突的部分要質問他們，特別是跟我們的研究問題、後面題綱

內容相關的，方便當我們去訪談時參考；另外表格製作的方式可以再調整，

我們希望可以立即從表格中發現編審雙方的回應情形與應變態度。 

 

        三、八四課綱階段的研究焦點。 

         1.84課綱雖沒有正式編成教科書，但它還是存在的，訪談對象還是需要找一些 

           相關課綱需要找一些相關課綱委員，之後我們做篩選即可開始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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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學期的研究期程規劃。 

         1.文獻回顧的部分，3月底前完成。95、98編審訪談先搞定 84 課綱因沒有出教 

           科書，再回去追問那些以前做過的人即可。 

 

第三年度研究計畫會議記錄 

計畫名稱：課程政策形塑與實施之議題脈絡分析－以高中藝術生活課綱為例 

計畫主持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趙惠玲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黃純敏副教授 

                國立台灣附屬高級中學 桑慧芬老師 

計畫研究助理：楊婷如、楊孟蓉、楊淑勳、郭子菁 

    會議紀錄：郭子菁 

 

一、會議記錄重點： 

日期 與會人員 討論事項 下次會議前之 

研究進度 

備

註 

2010/10/11 趙惠玲 

黃純敏 

楊婷如 

楊孟蓉 

楊淑勳 

3. 第三年計畫研究執

行、修正與討論 

4. 第三年研究期程時間

規劃與修正 

5. 訪談對象背景蒐集。 

3. 研究計畫主

軸修正完成 

4. 學校藝術生

活教師狀況

調查。 

5. 研究計畫設

計初擬。 

6. 文獻分析整

理。 

 

◎會議記錄摘要： 



 

 

228 

一、關於第三年研究計畫說明與期程規劃 

1.應先向整合形計畫確認在現階段實行第三年計畫的主軸與目標，若 

此研究是計畫之必要部份，那子計畫的研究母群體是否教師與學生 

要一併做訪談，如果是如此，此計畫在研究設計上是否會失焦的相 

關後續問題需要再與其它子計畫的研究人員討論，討論過後再將上 

述資料進行綜合分析，以便了解學科知識結構之轉變過程。 

2.可將第三年與第四年的研究計畫的訪談問題統整，並參考第一年與 

第二年計畫的提綱議程，去梳理共通議題與殊異的問題作為訪談提 

綱的確認，並可開始著手編制教師訪談題綱(教師為個別訪談，學 

生為焦點團體座談)，可依據環境、學校支持情況、課綱變遷等層 

面進行考量，並試圖了解其如何編制藝術生活課程，以利和學生訪 

談結果相比較。 

3.研究期程的規劃可照著初步所作的時間點進行，並逐步修改。 

 

二、前導研究—99學年度開設藝術生活課程高中學校與師生 

訪談對象篩選 

1. 對於教師類的訪談對象（將母群的量數調查清楚） 

a. 專門教藝術生活的老師（可能沒有取得認證） 

b. 教藝術生活課程的合格藝術生活老師（有認證） 

c. 配課的老師（什麼科目的老師來教藝術生活） 

d. 代課老師-代藝術生活的老師 

e. 上課老師的節數統計 

2. 不同背景的教師對此課程皆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同時也可以納 

入我們的背景研究資料。 

3. 問卷的發展--教師與學生的意見一併與我們所作的研究問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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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統整，同時呈現在問卷上，作為往後建構問卷的基礎。 

 

三、討論初步蒐集之相關碩博論文 

1. 本年度計畫為探究我國高中藝術生活自 84暫綱、95暫綱到 99 

新課綱學科知識結構轉向脈絡下的產製與形塑過程，茲將分為下 

列項目來作為研究計畫所需的初步文獻探究。 

a.藝術生活課程政策與實施部份 

b. 高中教育政策與法規部份 

c. 教科書的檢視與評鑑 

d. 教師對課程的覺知、專業、教學實踐 

e. 高中階段（青少年）學生藝術發展特質 

f. 高中學生對於藝術生活課程教師教學的詮釋與評價 

            2. 文獻蒐集的部份需要再去梳理並針對教師與學生的部份做整理，

接                根據論文找出對於本計畫相關的議題去發現新的想法或議題，作 

為本計畫新的研究觀點。 

       四、下次討論事項 

1. 整理出高中藝術生活教師之背景與全國藝術生活教師清單，決 

定如何篩選，並進行前導研究訪談對象的確立。 

2.文獻的聚焦與整理。 

          3.訪談提綱確立並修改。 

          4.小助理人選確定。 

2010/10/11 趙惠玲 

黃純敏 

桑慧芬 

楊婷如 

1. 訪談提綱修正調整 

2. 前導研究對象篩選 

3. 問卷調查 

1.第三部分課程支援再

做修正，其下分三小

點：教科書、學校行政、

其他。 

2.加入 84、95、99藝術

生活學科知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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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孟蓉 

楊淑勳 

郭子菁 

3.前導研究對象名單確

立 

4.問卷製作與統計概念

再加強 

1.訪談提綱修正調整 

(一) 對於訪談提綱第二部分的課程意識，建議再加入課程意識八個層面與

要素，包括環境、學生、支援、信念、教學等…。 

(二) 訪談提綱第三部分課程支援為外在環境對教師的支援。 

(三) 課程詮釋與評價部分，含課程政策內涵中的第一二點。 

(四) 訪談提綱上半部為探討政策部分，下半部為探討老師自我的覺知 

(五) 課程意識納入範圍太廣是否會造成編碼上的困難 

(六) 重點：參考課程意識八個層面來分類釐清，將課程支援部分看是否能

納入課程意識部分，其他無法納入再獨立出來。 

(七) 研究問題部分也還要再修改 

 

2.前導研究對象篩選 

(一) 教過 84/95/99 三段課綱高中藝術生活科的高中教師較少，是否考慮退

休教師？ 

(二) 前導研究對象亦可透過學長姊老師們推薦，建立對象名單如下： 

甲、 竹南高中 視覺藝術連森裕老師、丘永福老師(偏美術)  

乙、 汐止高中視覺藝術楚天安老師 

丙、 師大附中音樂應用藝術呂芳玲老師 

丁、 麥寮高中音樂應用藝術陳亦霙老師 

戊、 復興高中表演藝術黃興樺老師 

(三) 至少每類有一位 

(四) 參考 PR值是否太為功利取向(建議可用於學生部分)，城鄉差距取向較

有教育意義較適當 

(五) 城鄉差距的界定與依據為何?可參考中研院青少年研究資料庫、教育部

統計 

(六) 參考資料庫後可再多加入一些其他的變項 

(七) 取差異較大的對象進行前導研究，較有代表性。考量取樣範疇 

(八) 生活學科中心有十三所，但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只有一所 

 

3.問卷調查 

(一) 問卷基本資料部分修改，最高學歷部分改成博士、碩士、學士；將學

校別分開來，另外加入畢業學校科系自填 

(二) 學校規模部分改成學校總共班級數，可參考教育部統計並配合 99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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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能科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三) 第八點第九點現任職務課可改成身分：正式、代理、認證與否、目前

任教科目 

(四) 可考慮使用網路問卷的可能性 

(五) 進一步再思考基本資料的意義，並參考其他相關研究的問卷 

(六) 問卷最後必須要再經過專家信效度的考驗 

(七) 服務學校改成 21縣市用勾選方式 

(八) 服務年資選項的長度如何分割較合適 

(九) 選項最好一致，建議使用五等量表方式 

(十) 第二十四題可註明複選或使用排序方式 

(十一) 第十五、十六題將能字拿掉，避免造成語意上的誤解 

(十二) 間斷變項與連續變項的考量 

 

2011/3/14 趙惠玲 

黃純敏 

桑慧芬 

楊婷如 

楊孟蓉 

楊淑勳 

郭子菁 

1.本學期研究計畫調整與期程規劃 

2.藝術生活科教師教學信念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 

  研究架構圖與問卷內容修改。 

3.藝術生活科學生學習歷程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 

  研究架構。 

◎會議記錄摘要 

1. 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架構之釐清 

聚焦於 99新課綱擬出問卷。並與不同背景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以補

足問卷之不足，例如各個課綱的演變過程與轉變。 

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資料蒐集並重。 

教學信念的向度調整與聚焦。 

研究架構需要再釐清，非研究流程。 

2. 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念問卷內容調整 

只聚焦在 99 新課綱的部分，不足之處以訪談來補足。 

背景變項微調，是否要加入畢業科系與任教科目等細項，研究對象限

定有通過藝術生活科認證之教師為主。 

跟師培中心要通過認證之教師名單 

希望能問出教師對藝術生活科的期望，而不僅限於課綱的看法 

量化研究的樣本數需要大，並下研究假設，才能考驗其顯著。 



 

 

232 

題目必須緊扣藝術生活科教學實務面，並以大方向來分類，不應呈現

無關緊要的題目。再回顧相關文獻有關教學信念有哪些向度。 

音樂、藝術與藝術生活三個科目的區隔。 

指導與問候語可以再精簡。 

選項的調整，增加無意見才能真正反映現況? 

融入課程意識 

兩個暫綱並存，究竟要聚焦於 95暫綱或是 99 新課綱?融合問或是分開

問?影響內容的各類別目標。 

撇開課綱，詢問教師對藝術生活科的看法。 

問卷方向擬定轉變的部分問 95轉變至 99，課程的內涵集中在 99，另

外再問教師對課程的想像與看法。 

問卷是否需要附上課程綱要? 

將視覺應用藝術/表演藝術/音樂應用藝術合併來問。 

考量連續變項與類別變項的轉換，統計上的問題。 

3. 藝術生活科學生學習經驗研究 

研究架構可以跟教師信念部分對應，可再另增加學生可能會有的部

分，但學習動機要如何考驗? 

背景變項要與教師來搭配，研究對象的年級、類組等等需要再考量。 

 

2011/4/18 趙惠玲 

黃純敏 

桑慧芬 

楊婷如 

楊孟蓉 

楊淑勳 

郭子菁 

1.第三年研究目的、問題與架構之釐清 

2.第三年研究相關文獻 

3.問卷內容調整 

4. 後續研究之限制 

 

◎會議記錄摘要 

1. 研究目的、問題與架構之釐清 

   教師與學校背景變項 

   主要變項教學信念內涵的修正：課程政策、課程內容、教師角色、課程   

   評量、教學方法。 

   文獻架構釐清 

2.相關文獻 

   從文獻中產生信念層面要素表，五個層面與問卷問題的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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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納入學生學習的相關要素?選擇的規準又是什麼? 

3.問卷內容調整 

   題目需表現出藝術生活教學的特質 

   反映藝術生活課程政策最大的問題 

4.後續研究之限制 

   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對於課綱政策面要如何了解? 

   從學習態度、學習經驗等層面下去分析。 

   研究對象有斷層。因九五課綱即將結束，九九課綱又尚未上路。 

   探討學生的必要性與方向。 

 

2011/5/2 趙惠玲 

黃純敏 

楊婷如 

楊孟蓉 

楊淑勳 

郭子菁 

1.第三年研究目的、問題與架構之釐清 

2.第三年研究相關文獻 

3.問卷內容調整 

4.後續研究之限制 

 

◎會議記錄摘要 

1.藝術生活教師教學信念問卷題目調整 

    反向題的設立。 

將管道改成”是否有提供現場教師充分的訊息”。 

增加問藝術課程的特色課程與專業部分。 

專業知能改成專業技能的差異 

加入新課綱與暫綱內容與重點的比較 

教科書是否吻合知識學科的內涵與主體性? 

考慮三個類科的重疊性 

2.研究問卷審題專家 

張舜文 教授 

林世華 教授 

陳伯熹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