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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要

本文昌在探究我國中學品德教育的發展樣貌，為達此目的，筆者乃透過文

獻探討與個案研究，針對品德績優與深耕學校進行剖析與反思，藉此歸納中學

品德教育的實施特點與限制。主要結論如下:一、中學品德教育採融入各課程

與融合各活動加以實施，形塑學校成為一道德社群予以推動，以及整合校內外

資源協助發展。二、中學品德教育在品德教育推動、品德目標擬定、品德價值

選擇、道德氣氛營造、品德課程實施、品德方法運用、品德成效評估等方面仍

有若干不足與待改進之處。據此，筆者乃針對校園品德教育的實施提出若干建

d義，期能對基層教育工作者推展品德教育有所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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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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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inquiry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For this purpose, the author get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ies to induct the implementation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of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from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promoting merits school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courses

or activities to implement, to shape the school became a moral community which to

be promoted and integrat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o development. (2)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are still a number of deficiencies

and to be desired in aspects of promoting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developing

character and moral objectives , moral value choices , creating moral atmosphere ,

character and moral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character and moral methods and

character and moral assessments. Accordingl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Hope for implicating educators on taking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forward.

keywords: character and moral ,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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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中學品德教育績優學校與深耕學校的剖析與反思

Amilysis and Reflection on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數十年來，我國國民中小學皆設有品德教育之正式課程，唯這樣的發展模式至

2004年8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全面實施後，過去單獨設科教學的品德、教育就此

劃下句點。因應「科目中心」品德教育模式的消失， 2004年 12月教育部正式公佈〈品

德教育促進方案> '並於2006年 11月小幅修訂更名為(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作為當前大中小學品德、教育推動的重要參照。方案目標之一明白宣示:

引導並協助各級學校發展以「學校」結合學群/社區之「品德校園文化營造」

予以推動，使全體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家長、或結合社區/民

間人士等) ，於對話溝通與共識凝聚歷程中，建立其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行

為準則，及其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與願景。(教育部， 2004 : 2)

就此而言，此方案明白揭賽將品德教育融人學校整體文化的重要性，亦即強調

透過學校全體成員的凝聚共識，形塑優質的校園文化，戮力進行品德教育的推展。美

國近二十餘年來，亦興起所謂新品德教育(new character education) ，訴求將品德、發

展融人學校整體文化與課程中，使學生在社會、倫理與學術等全方位上得以發展(李

琪明， 2004b) 。然而，若干品德教育課程方案的實施，卻招致學者批評缺乏具體目

標、理論基礎、有效方式，以及科學驗證(Berkowitz & Bier, 2004) 。他山之石，我

國因應課程改革而在學校教育定位上有所轉變的品德教育，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與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公布以來，當前基層教育推展的情況如何，顯有進一步探究之

必要。

配合(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之公佈，自 96年度起，教育部每年遴選補助大中小

學品德教育推動績效良好之學校( 99學年度起另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補助計

畫) ，作為其他學校品德、教育推動之學習典範，並能帶動經驗分享與創新成長。本文

中，筆者擬以教育部公布之 r96-102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績優學校」以及 r99-103學

年度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為範間，透過立意取樣選擇國、高中計10所獲獎或補

助學校進行個案分析(學校分布於直轄市、縣轄市與離島地區，國、高中各五所~)

至於個案學校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乃取自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之「品德教育資源網」

( http://ce.naer.edu.tw/) 當中有關個案學校的資料為主，男輔以個案學校於學校網站

公布之各類檔案為途徑，藉此歸納與比較我國中學品德教育績優與深耕學校的發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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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包括教育目標、核心價值、課程內容、實施方法與實施成效等。進一步針對整體

學校品德教育實施現況進行反思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基層學校品德教育實施與修

正之參照。

貳、晶德績優與深耕案例學位之發展剖析

本文取樣之案例學校計有10所，國中部分分別隸屬市立國中、縣立國中與私立國

中;高中部分則分別隸屬國立高中、市立國高中與私立高中。茲將其品德教育推展現

況分述如後:

一、國中品德績優與深耕案例學校之發展剖析

北政國中位於臺北市政大學城內，是一班級數約15班的小型學校。該校的教育

目標強調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並透過「尊重、負責、關懷、正義、感恩、紀律、

合作、勤奮」等八項價值，逐年推展與落實。在實施方法與成效上，則由學校成立

品德教育推動小組，規劃校本品德課程，融入多元的品德教育活動，諸如品德典範

學習(如品德格吉、品德典範人物)、品德研習(如關懷營、研習營)、品德學習

(如各角落人物生命故事分享)、環境型塑(如辦理品德、教育園遊會、製作品德宣導

海報)、服務學習(如童軍活動、社區服務活動)、品德楷模徵選等，以及透過研習

或工作坊，強化親師生的品德教育知能，並能藉由學生自評，檢視品德教育的推動成

效。唯就資料顯示，該校從教育理念、品德價值擬定、到品德活動實施，其間的關聯

與轉化並未多做闡釋。另提及結合家庭、社區成為夥伴關條，以及推動品德行動研究

等面向，亦未進一步詳加說明。

中山國中位於臺南市府城寧南坊、孔廟文化園區內，是一班級數約的班的中型

學校。該校品德教育目標含括 r品格家庭、品格班級、品格學校、品格城市、品格

國家」等五大目標，並依各年級各月份分別呈現所欲達成的品德價值，總計27項，如

三年級按月分別呈現「可靠、周全、決心、節儉、隨時待命、尊重、同情、善勸、智

慧」等品德、二在品德教育推展上，主要透過品德教育推行委員會的成立，規劃品德教

r
育課程，安排品德教育相關活動，例如:宣誓、教室情境佈置、教師講述品德價值、

品德、體驗活動、省思回饋、實作發表、讚美品格，並依「認知、情意、技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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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分享、實踐」等t大架構推展，進一步透過檢核，掌握學生品格進步情形。

唯就資料所示，該校關於教育目標、品德價值、品德活動之間的轉化與連結，不甚清

楚。而品德、價值逐月擬定，各年級多達27項，如何具體落實，亦是一大挑戰。而實施

績效的追蹤與查核方式，也未明確說明。

精華園中位於新竹縣新豐鄉，是一學生人數僅約170人的偏鄉小校。關於該校品

德教育的推展，首要提出「做好人、讀好書、行好事」等三大願景，並透過「品德、生

活、品味藝術、品讀人生、品質生態」等四大策略予以實踐。在真體作法上，主要結

合親、師、生成為夥伴關餘，共同營造良好品德校園氣氛;辦理研習活動，形塑品德、

教師專業社群。其次，推動品德教育相關活動，在品德生活方面，如反菸拒檳路跑活

動、邀請名人演講、機關參訪;在品味藝術方面，如班級藝文展演、舞蹈比賽;在品

讀人生方面，如國文晨5賣、英語雜誌學習;在品質生態方面，如校園彩繪、製作勵志

標語等。最後，實施品德教育檢核工作，包括實施計畫、教師增能、環境營造、教材

發展、教學活動等要項。進一步細究各項資料，該校依四大策略所推動的品德教學活

動，部分與品德教育的意涵似乎無直接關聯，如國文晨讀、英語雜誌學習。另強調將

品德教育融人各學習領域及各科課程，在資料中也未多加說明。

南榮國中位於屏東縣炭頂鄉，是一班級數達30~40班的私立國中。該校品德教育

的實施，首先擬定「增進教師品德專業知能，營造品德、學習環境，反思、選擇與實踐

品德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結合家庭、社區與學校共推品德，融人社區與社會資源」

等五大面向的品德教育目標，另確立「孝親尊長、主動積極、團隊合作、吃苦耐勞、

自主自律、負責盡責、活出意義、清廉樸實」等t項品德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其

吻，將品德教育納人校務發展計畫，提出十大策略與結合閱讀、藝術、環保等活動發

展有品教育。最後，建立合括「校長督導、教務及學務、總務、輔導、家長」等面向

的自我檢核與改善機制。在具體作法上，依各品德核心價值，推動各項品德活動，如

主動積極方面，要求課堂坐姿、辦理童軍活動等;公平正義方面，票選模輩立生、參觀

法院活動;孝親尊長方面，舉辦敬師活動、母親節洗腳活動;自主自律方面，美姿美

儀指導、搭車用餐秩序要求等;活出意義方面，與他國學生進行文化交流;吃苦耐勞

方面，每年舉辦健走活動;團結合作方面，拔河比賽、露營活動等;負責盡職方面，

實施每日三次校園環境整潔。唯深究各類資料發現，正式課程融人品德教學活動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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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其在學校檢討部分亦提及) ，另績效檢核部分，按各處室所負責工作加以檢

視，較未能有效回應既定的品德、教育目標與核心價值。

仁美國中位於澎湖縣最南端的離島t美鄉，是一學生數約300人的偏鄉小校。該

校品德教育的實施並無明確教育自標，而是以澎湖縣八大品德、核心價值一「誠實、

負責、守法、尊重、孝順、禮節、關懷、合作」為推動重點。在實施方法與成效上，

具體成果包括:1.研究發展:如擬定實施計畫、研發補充教材; 2.環境營造:如榮譽

競賽、楷模表揚、張貼品德標語與典範故事等; 3.人力培訓:如辦理教師研習與工作

坊、親職教育講座等; 4.推廣深耕:如融入各項教學活動(例如:園遊會、品德闖

關、環保運動、戲劇演出、關懷老人、社區服務等)、建置品德網站與部落格等。

唯細究各項資料，該校並未提出品德教育的真體目標，品德核心價值的轉化策略與作

法，以及品德教學活動的檢核與追蹤機制，此乃學校未來待精進與強化之處。

二、高中品德績優與深耕案例學校之發展剖析

清水高中位於新北市土城區，是一所完全中學，目前學生人數約的00人的大型學

校。該校品德教育首先提出「品德、品質、品味」等三大願景，據此擬定「培養優質

公民素養、營造良好品德環境、強化品德實踐能力」等三項目標，依此目標提出各項

品德教育的具體作法，包括: 1培養校園品德種子:如辦理「清水少年」、「孝行楷

模」選舉活動。 2 推動品德創新教學:女o英文科一-A Lesson in Forgive 、國文科一一

訓儉示康等等。 3 建置品德教育資源:如融入部頒品德議題設計主題月，並透過網頁

彙整相關資源。 4.團隊發揮典範領導:如在「校慶活動」、「親師懇談」等活動上，

讓家長及社區一同參與學生的學習。 5.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如學生為弱勢團體義演、

為社區整理環境。 6.強化校園支援系統:如以「清春好樣」獎勵制度展現學生優秀德

行。至於學校對於品德教育實施成效的追蹤與檢核方式，從資料中並未看出。

大里高中位於臺中市大里區，是一班級數約的班、學生人數約的00人的中型學

校。關於該校品德教育的實施，校方並未具體指出品德教育的發展目標，然透過學生

票選，提出「創新卓越、團隊合作、活出意義」等三項核心價值，作為學校品德教育

推動的方針，並以服務學習為主軸，依品德價值融人各項教學活動加以落實。在實施

成效方面J 包括志工服務、聖誕義演、農村體驗、清掃學習、社福機構服務、戚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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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音樂活動、環境教育、母親節活動、愛校活動等。唯按資料顯示，校方有設計評

估表格，檢視品德教育實施成效，卻不見詳細評估面向、其體內容與評估結果。

鳳新高中位於大高雄衛武營公園後方，是一班級數約 57班，學生數約 2200人的

中大型學校。該校依各學年度提出階段目標，並採「由下而上」、「多元參與」原

則，廣納學生代表、教職員工、家長代表共同研議品德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包括負

責、尊重、禮節、整潔、秩序等。在實施方法與成效上，包括:1.品德教育融入學科

教學與活動:如音樂及美術資優班舉辦藝文活動、環保議題融入學科、國文與英文經

典閱讀、品德資訊電子報分享、名家講座、班際英語與球類競賽、節令活動等。 2 品

德教育生活做起:如品德教育精神總錦標競賽、自治幹部訓練、春日軍工作、換書捐書

活動、捐血活動、社區掃街等。 3.關懷學生:如弱勢生照護、生命教育講座、學業落

後生補救教學、外宿生廠恩餐會。 4.社團發展:如「班聯會與社聯會」幹部選舉與訓

練、青年志工教育訓練、畢業生畢業典禮籌畫等。唯細究各類資料，校方從品德教育

目標、品德核心價值、品德教學活動的擬定與規劃之間，並未清楚看出其間的關係與

轉化。另攸關品德教育實施成效的檢核與追蹤機制，亦未在品德計畫中呈現。

四維高中位於花蓮縣、花蓮市區，緊鄰慈濟人文園區，是一班級數約 50班、學校

人數約2500人的私立中學。該校首先揭示八大品德教育目標及各年度目標，並以三好

教育(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作為品德教育推動的核心。真體作為與實施成效，

包括:三好活動(如編寫三好全集、晨問導讀三好全集、三好國語文競賽、三好中心

德目演示等〉、愛物惜福(如平日工具養護、愛護學校設備)、禪坐靜心(如新生禪

坐指導、上課前三分鐘靜坐)、人文教育(如多元文化參訪、佛光山文他之旅、社區

d區務等)、生活教育(如服裝儀容、言行舉止與應對進退要求)、擴大週會(如「閱

兵式」活動、唱軍歌進場)、慈悲跆拳等。然回到該校制定的品德、目標，包含目標六

「有效整合社區資源、擴展家教社教功能」、目標-t: r建立檢討改善機制、促進品德

教育功能」與目標八「藉由共同參與模式、彰顯學校本位特色 J '在該校公布的資料

中並未呈現(校方在檢討中亦提及此些為推動困境與未來執行重點)

金門高中為金門唯一普通高中，學生數約 1100位。校方並未提出品德教育目標，

亦未揭示具體的品德核心價值，而是透過各類教學活動的安排(以服務學習為主)落

實品德教育，包括:透過志工訓練與服務，結合社區學校辦理品格教育研習;藉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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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習之實踐(如社區清掃、教養院服務、社區服務) ，培養學生對社會公民的認知

及服務精神;辦理各項講習，提昇學生品格實踐的概念與能力;結合社區小學、國

中、家庭以及地區相關單位(如地方法院、地檢署、衛生局)共同合作辦理品德活

動。然學校並未提出品德目標、核心價值、績效檢核，對於該校品德教育實施成效如

何，仍待進一步檢驗之。

參、攝德績優與深耕寒例學校之發展反思

前節己針對本文取樣之十所個案學校品德、教育的實施特點進行剖析，本節擬整體

針對案例學校品德教育的發展樣貌，包括品德教育推動、品德目標擬定、品德價值選

擇、道德氣氛營造、品德課程實施、品德方法運用、品德成效評估等面向進行反思。

敘述如後:

一、對品德教育推動的反思

前述提及，當前品德教育推動的重要精神之一，在於以「學校」結合學

群/社區之「品德本位校園文化營造」予以推動。美國「品德教育優質中心」

(CHARACTERplus) (2010) 亦明白直指可士群參與J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乃品德教育推動的重要因素，強調教育者、家長、學生與社區代表人士齊力參與品德

教育。顯見，當前學校品德教育的推動過程，有別以往，單純由學校肩負品德教育推

動的義務，而是藉由學校與社群的連結，共同擔負品德、教育推動的責任。回顧本文所

剖析的十所案例學校，許多學校在品德教育推動之初，皆能結合家庭、學校、社區成

為夥伴關條，納人學校品德發展計畫。唯細究各校品德教育推展歷程，仍有若干問題

值得檢討，其一，社群力量被動參與:上至品德目標的擬定、品德價值的選取，下至

品德活動的安排，案例中，除大里高中、鳳新高中、金門高中提及納人社群力量外，

多數學校仍由教育者逕自決定品德教育的方針與策略，社群力量則被動地參與實踐過

程;其二，社群聲音有待正視:案例學校中，除大里高中、鳳新高中提及納人學生或

家長意見外J ，大多數學校社群的聲音皆未能獲得有效發聲;其三，品德計畫須更周

詳:從案例手校呈現的資料可知，許多學校擬訂的品德計畫欠缺明確的目標、價值、

評估等丙容，如此勢將導致品德教育的實施成效有所折扣。誠如Wiley所言，品德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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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有意的、慎重的、計畫的、超積極的、有組織的與反思的，而不是被假定的、無

意識的、回應的、潛意識的或隨機的 (Wiley， 1998) 。

二、對品德目標擬定的反思

任何教學活動的實施，莫不以明確的目標為基準，品德、教育的施行亦然。 Lickona

( 1991 )將品德視為一種道德、認知(心智習慣)、道德 J情感(心靈習慣)與道德、行動

(行動習價)的結合。據此，品德教育目標的擬定必須兼顧知、情、意、行等面向。

審視本文剖析之案例學校，關於各校品德教育目標之擬定，呈現數種情況，第一，未

提出明確的品德教育目標，欠缺依循方向:包括 t美國中、大里高中、金門高中等

校，皆未指出該校的品德教育目標，故各校品德教學活動的推展縱使多元，卻未能有

效回應所欲達成的教育目標。第二，以抽象籠統的理念、願景或校訓取替目標，欠缺

有效轉化:如北政國中、中山國中、精華國中、鳳新高中等校，或以教育理念、學校

願景或校訓作為學校品德、教育推動的鵲的，但在德育實踐與推展的過程中，未能進一

步詮釋與轉化，導致此些目標是否有效達成，令人存疑。第三，提出明確可行的品德

教育目標，但未能有效落實:南榮國中、清水高中、四維高中等三校皆提出兼顧知情

意行等多面向的教育目標，作為品德教育推動的方針，可惜之處，各校在德育實施階

段檢討中，提及部分目標未能有效落實，乃未來執行改善的重點。

三、對品德價值選擇的反思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開宗明義提到 I本方案乃著重「品德核心價值』

仁誰立及其「行為準則」之實踐。......其不僅可彰顯個人道德品質，並可進一步形塑社

群道德文化。 J (教育部， 2006) 此凸顯品德核心價值攸關個人與社群道德、形塑的重

要。美國「品德教育夥伴 J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簡稱CEP) (2007)亦

強調，品德教育是促進核心倫理價值以成為良好品德之重要基礎。仔細檢視本文各案

例學校品德核心價值的產生，可歸納出幾種情形:1 品德價值選擇，欠缺民主過程:

深究案例學校品德核心價值的提出，除大里高中、鳳新高中納入學生票選或親師生意

見外，多數學校不是未提出價值，就是逕自由校方決定，整個價值產生過程欠缺公民

社會精神，亦未能透過溝通、思辯過程，凝聚全體社群共識。2 品德價值內涵，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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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轉化:除南榮國中提出品德、核心價值及其對應的行為準則外，多數案例學校並未

針對品德價值加以詮釋與轉化，並研訂出具體的行為準則。如此做法，除了無助學

生了解品德價值的意涵，更無法幫助學生實踐核心價值，進而養成行為的習慣模式。

3.品德價值產生，須更審慎考量:部分案例學校所提出的品德核心價值，其中的意涵

不甚明確，或實踐過程不易掌握。舉例來說，中山國中揭示的「可靠、周全、決心、

隨時待命...... J 、南榮國中提出的「活出意義、清廉樸實」、大里高中強調的「創新

卓越、活出意義」等價值，既無法有效突顯個人的道德品質，也無助於形塑社群的道

德氣氛。

四、對道德氣氛營造的反思

前述提及，透過學校整體道德氣氛、道德文化的營造乃當前品德教育發展的核

心。而一個正向的學校道德文化所具備的要素，包括( Center for the 4th and 5th 恥，

2004; CHARACTERplus, 2010) :道德領導(諸如校長、行政人員、教師與學生自治

組織)、全校的道德紀律、學校的社群戚、學校成員中尊重與合作的氣氛、成員對道

德議題的關注與反省、教職發展、以及學生參與及領導資質之養成等。基於此，綜觀

本文剖析之案例學校，在道德氣氛營造上，正向的發展有:學校組織道德領導群(含

括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社區)、學生發展道德紀律的日整潔秩序表

現、服裝儀容、上課秩序)、學校辦理親師生品德知能研習(如關懷營、研習營)、

學生參與品德教學活動與訓練(如各類體驗活動、服務學習活動)等。然若干道德氣

氛的營造仍有檢討與改善空間，例如:道德領導群成員未能平等對話，成為品德教育

實踐的主體(除少數如大里高中、鳳新高中能納人親師生意見外，多數學校仍由行政

人員主導) ;學生道德紀律成長多靠外塑、而非內他(如以整潔秩序競賽作為管理手

段，而非促使學生發展自我控制);學校環境形塑偏重外在規劃、而非內在陶冶(如

透過校園彩繪、品德標語製作與張貼，缺乏將品德價值融入班級經營或各類課程進

行)等。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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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明白揭黨 r 品德、教育的實施， ......融合學校正

式課程、非正式課程，以及校園文他或校風之中;並可結合政府各機關及民間團體資

源， J (教育部， 2006) r 品德教育夥伴J ( CEP) (2007) 亦主張，有強之品

德教育需要有意的、主動的及全面的在學校各層面(包括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加

以規劃與推動，而非被動地等待機會教育。由此可見，當前學校品德教育課程實施乃

融人學校各類課程中，以教導學生正向的價值。細究本文各案例學校品德課程的規劃

與實施，大抵呈現幾種狀況:1 正式課程中缺乏品德議題的融入、分析與安排:案例

學校中，僅有清水高中、鳳新高中提及該校於正式課程中有進行品德議題的融入、

分析與教學，其餘學校則未提到關於品德、議題融人於正式課程的規劃。2.以單一或多

元活動進行品德教育課程，但未必整體考量課程的規劃:案例學校中，大里高中與

金門高中像以單一服務學習做為課程發展主軸，然依Sigmon (1996) 的見解，服務

學習可區分為 r service-LEARNING J 、 r SERVICE-learnigJ 、 r service-learnig J 、

r SERVICE- LEARNING J 等四種課程模式，該校推展的品德活動是否能回應服務學

習精神，甚至融入品德教育意旨，仍需進一步檢驗。此外，許多學校雖以多元活動推

動品德教育工作，如生活教育、體育活動、童軍活動、社團活動、藝文活動、閱讀活

動、環保教育等，但如同前節分析，這些活動與該校的品德目標、品德價值芝間是否

有整體的聯繫與規畫。'備受考驗。3.推展的品德教學活動與品德教育的意涵無直接相

關:部分案例學校推展的品德教學活動，如英語雜誌學習、課堂坐姿端正、美姿美儀

學習、捐血活動、捐書活動、唱軍歌等等，這些活動是否能真正彰顯品德教育的意

蝠，令人存疑。

六、對品德方法運用的反思

順應時代與社會的變潭，當前品德教育的施行，在於鼓勵學校運用全方位推動策

略與採用多元教學方法，以提升品德教育實施的深度與廣度(教育部，2006) 。詳細

深究本文各案例學校關於品德教學方法運用之樣貌，各校多未提出品德教學活動中採

取的策略或方法，但從活動屬性或實施內容，筆者仍嘗試勾勒若干運用情形:其一，

德目(或價值)的講述與傳遞:如北政國中的品德宣導海報、中山國中的教師講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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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價值、四維高中的中心德目演示皆屬此類。運用此類方法理應避免的就是單向灌

輸，而須體認品德包含認知、情戚與行動等多元面向，使學生能理解核心價值、關心

核心價值並將之付諸行動 (CEP， 2007) 。其二，提供參與或行動的經驗:此種教學方

法蘊含「經驗教育」與「做中學」的觀點，多數學校融人的教學活動多從此類觀點出

發，例如:社區服務活動、童軍活動、藝文活動、環保活動、節令活動等。唯此類方

法必須注意學習者的被動參與，而應提供學習者在經驗與活動當中給予自我反省與修

正自我品德之機會。其三，透過楷模學習:諸多案例學校皆有辦理楷模學習活動或相

關講習，如:名人故事分享、品德、楷模選拔、楷模表揚等。這類方法能讓學習者關注

德行的特質，成為學習的榜樣或典範，但須注意標籤效應，將學習者區分成好或壤，

導致競爭或衝突的發生。第凹，營造道德環境:許多案例學校多能體認道德、氛圍形塑

的重要，然如前所述，校園道德氣氛營造不應只重表象，而須融入學校整體道德文化

中，如班級經營、師生互動、組織領導等。李琪明 (2004a) 在〈品德教育之課程設

計理念及其教學模式〉一文中，提出道德認知發展、價值澄清與關懷、參與及行動、

德目教學、道德社群等五種品德教育教學模式，各個模式有其強調特點、且無優劣之

分。依此，學校在運用品德教學方法時，須依教學目標或品德價值，審慎地選用，而

非單一地使用，甚至誤用或濫用。

七、對品德成效評估的反思

李琪明( 1999) 在論述德育課程評鑑的重要時指出，從德育教學層次來看，評

鑑可幫助教師釐清德育的教學自標，以及作為分析教學方法的依據;從德育學習層次

來說，評鑑可作為學生有關德育方面學習與輔導的方向導引，並可作為提升學生德育

成效的依據。顯然，品德評鑑有助於教學目標的檢核、教學方法的運用、學習活動的

參照，以及學習成效的評估等。回顧本文分析之個案學校，除精華國中與南縈國中提

出品德績效檢核的項目與內涵外，其餘學校不是未加呈現，就是付之闕如。其中，精

華國中檢核要項含括「實施計畫、教師增能、環境營造、教材發展、教學活動」等方

面;南縈國中則按行政處室工作加以檢視，未能有效回應該校的品德目標與核心價

值。一言以蔽之，基層學校對於品德成效評估的觀念與檢核機制建立的方式皆甚為薄

弱，若持續未獲正視，勢將導致品德、教育的推展工作事倍功半!

車，。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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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多年來我國中小學單獨設科教學的品德教育可謂全

面畫下句點。此一變革，曾經導致學界與社會輿論諸多的質疑與批評，有學者(李春

儒， 2004 ;張秀雄， 2002 ;簡成熙， 2004) 甚至以「缺德」的教育指稱此一現象。本

文嘗試從歷年來教育部遴選補助之中學品德教育績效學校及推廣與深耕學校，擇取個

案學校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當前基層學校品德教育並未消融或消失，而是由過去狹

義的品德教育轉而為當前廣義的品德教育所取替，其實施特色包括:品德教育採融人

各課程與融合各活動加以實施、品德教育條形塑學校成為一道德、社群予以推動、以及

品德教育乃整合校內外資源協助發展。

進一步深究本文所剖析之十所品德績優與深耕學校，學校在品德教育推展工作

上仍有若干不足與待改進之處:第一，在品德教育推動方面，品德計畫的研擬須更

周詳，社群的聲音須獲正視，社群的參與能成為實踐主體。第二，在品德目標擬定方

面，部分學校未能提出明確的品德教育目標;有些則以抽象籠統的理念、願景或校訓

取代目標;另少數提出明確可行的目標，卻沒能逐步落實。第三，在品德價值選擇

方面，多數學校關於品德、價值的選擇，欠缺民主參與的過程;或未能依品德價值的內

涵，加以詮釋與轉化;另部分學校選擇的品德價值，意涵不甚明確。第四，在道德氣

氛營造方面，多數學校道德領導群未能平等互動與對話;學生道德紀律的成長多靠外

塑、欠缺內他歷程;學校環境營造偏重外在規劃，而非內在陶冶。第五，在品德課程

實施方面，多數學校未能針對品德議題分析、融人或安排於正式課程中;許多學校以

單一或多元活動進行品德課程，卻未必整體考量課程的規劃;甚者，部分品德教學活

的推展與品德教育的意涵並無直接相關。第六，在品德方法運用方面，各校在品德

教學活動中雖採取不同策略，但須正視運用時發生單向灌輸、被動參與、標籤效應、

著重表象等問題。第七，在品德、成效評估方面，多數學校對於品德成效評估與檢核機

制建立的觀念甚為薄弱，少數實施者，亦未能有效回應該校的品德目標與核心價值。

奠基於上述品德績優與深耕學校的剖析與反思，筆者擬進一步針對校園品德教育

的實施提出其體建議，期能對基層教育工作者推展品德教育有所做示:

一、品德教育政策的推動，須勇於突破傳統校園文化的桂桔，有效組織各方人員成為

道德領導，賦予每一成員共同發聲與對話機會，皆能成為品德教育的實踐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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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德目標、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的研訂，需透過民主參與的過程，凝聚社群成員

共識一同發展兼顧知情意行的教育目標，選擇普遍良善的道德價值，以及制訂具

體可行的行為準則。

三、品德、校園文化的營造，須建構蘊含公平、關懷、正義的品德社群，促使學生發展

自制自重的道德紀律，由佫遵外在規則轉為促進內在動機與潛能，並形塑兼有外

在環境與內在陶冶的學習氛凰。

四、品德課程的規劃，須審慎分析、整體考量融人學校各式課程中，而非隨機選擇、

照單全收的予以推動;品德方法的運用，能深人瞭解各個方法強調的特點與可能

的限制，並按教學目標、學校特性、學生需求謹慎選用。

五、品德成效的檢核與評估，須正視其對學校品德教育發展之功能，且能完整針對學

校道德氣氛、學校組織領導、學校課程實施、與學生品德表現等進行多元評估，

方能促進學校品德、教育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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