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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Experiences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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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esthetic experiences and creations symbolize the essence of a

culture , and form one of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a person's life

quality. This is the reason why most culturally advanced countries

place much emphasi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a view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ies to enjoy or create beautiful objects.

Ye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esupposes a consen

sus among people on aesthetic judgments. Without this consensus,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 castle in the air

This article analyzes diverse objects judged as beautiful by ordi

nary people and concludes that the beautiful are things which stimu

late aesthetic experiences on the part of the observers. It is argued

that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produced when a disinterested subject

freely imagines the form of an obje仗， and herein gains a dignified

spirit or a sense of pleasure.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usually

contains a sense of pleasure , and yet a sense of pleasure is not

necessarily cause丘 by aesthetic experiences. Moreover, the admirable

qualities of an object , common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 human

nature , collecti、rely form the universality of aesthetic judgments.

Built on this basis ,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exciting teachings show

and invite the students to the kingdom of beauty

Keywor吐s . aesthetic experience , aesthetic judg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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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學校的知識革命與教師重構

從「潛在課程」談起

球美如

【摘要 1

長久以來，學校教育的功能，被定位為「兒童社會化的場所 J '傳

統的價值、文化的傳承都在學校中實踐。然而，強調集體‘統一、主流

文化的理念，也展現在學校的潛在課程當中。在 1960年代多元文化興起

後，台灣社會教育改革的風瀨也逐漸重視多元的價值及各種差異的存在，

而學校正是發展多元文化的最可能單位。因此， r 學校應傳遞何種知

識? J r 教師應做何種準備? J 成為學校課程改革的主要課題。

本文嘗試超越過去以主流文化為主的課程，從多元文化的魚度出發，

首先了解潛在課程在教育中的樣貌;其次，探究知識在現代與後現代的

轉變;再次探討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性質、來源和形成及教師的魚色;

最後提出在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和教師專業的概念下，師資培育方案的

信念與作法。其且能為台灣在邁向多元關放社會的同時，提供另一種思考。

關鍵字 I 多元文化教育，

2 知識革命，

3 教師重構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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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里、特翰

在20世紀期間，學者的思維集中於理論與實際的強烈不均衡之間。大多

數的研究者致力於理論的形成，並用以解釋、預測行為的教學 o 近來許多不

同領域及不同專業的教育學者專注於理論與實際問鴻溝的連結問題上戶在過

去數十年筒，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在各領域中被不斷探討(諸如:教育的

Schoen 、 Fenstermacher 、人類學的 Geertz 、認識論的Rorty 、 Toulmiu 、

Lyotard 、倫理學的Nussbaum) ，以不同層面不同方式開展出各種「另類的

知識模式 J (alternative models of knowledge) ，而逐漸形成「實踐的知

識革命J (a revaluation of practical knowledge will be propose益) (Jos

& Fred , 1996) 。而知識革命的風漏，正與美國 1960年代公民權力運動所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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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三月戶諧的革命一多元文化教賞的學校知識

並貢獻於社會再生產體系。 J (李錦旭譯， 1989)

強調階級再製的學者Bo盯dieu則認為，教育與政治、經濟沒有直接的關

係，教育是傳遞文化的，只有通過文化的媒介，才能在社會的再製過程中，

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Bo盯dieu提出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文化專斷

(cultural arbitrary) 和符號暴力 (symbol violence) 的概念，認為學校教育

有其自己的文化專堅持，在教育過程中傳遞支配階級的文化至兒童身上，結果

形成三種結果(鄭金洲，1997)

卜)兒童所接受的文化資本(學校知識、課程)具支配給級的實質，在教

育中是容易理解的。

口支配階級的文化顯示是比較高級的文化。

日透過學校教育，具「符號暴力J 的意識型態藉著「霸權課程」的方式，

傳遞給其他階級的見章，使其達到社會化。

上述種種，則透過主流潛級所編制的課程，主流文化的教師導引、及學

校的種種典禮、活動、規範的宣示及進行，無聲無息的將強調一致、主流文

化及統一的價值，灌注學生的心底。

而每位學生來自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經驗的學生，一進入學校全部被化

約成主流的文化價值，非主流的學生一進入學校必須面臨文化斷層的命運，

而既有的文化，也被主流文化所溼滅，學生們無法在學校教育過程中體會「差

異的美麗」及「多元的雙富J '無法了解異種文化、包容其他文化，易以單

一的視野、思考蔥臨複雜的世界。

學校教賞的社會控制竇立、潛在課程的樣哥兒

Jackson曾提出對潛在課程的看法 在幼稚園到十二年級(K-12) 的教

育裡，學生學會更多有關「群眾J (crowds) r稱讚 J (praise) ，和「權

力 J (power) 的概念 9 比他們在學校裡所學的學術知識(academic knowl

edge) 來的多。在大學的教室裡'潛在課程通常教學生關於他們在訴眾中的

地位(位置) ，及f十麼知識和行為是被機構認可的，及人與人，人與機構的

權力鞠係 (Morey & Kitano , 1997) 。

從社會再製的理念觀之，社會中擁有權力的資本家，為了保持自己的優

勢，利用各種方式來維持並再生產社會體系。而教育是現代社會階級結構再

生的一項不可或缺的區素。 Bowles ;fDGintis認為「學校教育符應給級結構，

長久以來，學校教育的功能，被定位為「兒童社會化的場所 J 傳統的

價值、文化的傳承都在學校中實踐。然而，強調集體、統一、主流文化的理

念，也展現在學校的潛在課程當中。近幾年來，課程研究已逐漸脫離過去科

學心理學的支配，而轉向哲學(如現象學、詮釋學)、社會學(如知識社會

學、批判教育學)、精神分析和文學批評的領域(陳伯璋， 1985) ，並從上

述的理論視野，建立新的工具及語言，作為自身學術建構和自我批判的思考

基礎 o 換言之，課程的新探究已逐漸注意到傳統課程設計背後的假設，尤其

是價值和規範的潛在因素分析，以便了解課程發展的限制，掌握課程約本質。

多元文化教育自1960年代興起以後，雖然台灣逐漸重視此一風潮，但礙

於課程仍是審定劍，審定的標準依照課程標準，以小學而言，1993年頒{布的

課程標準'仍以代表大多數之主流文化為主。而學校本身則成為最能發展多

元文化教育的可能單位。因此 r學校應傳遞何種知識?J 、「教師應做何

種準備。」成為學校課程發展的主要課題。

本文嘗試超越過去以主流文化為中心、強調統一、一致的潛在課程，從

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探討學校教育的改革，提出學校知識為何?教師如何因

應?耳目能為學校教育中約課程與師資培育提出可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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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多元文化教育，強調主鍾的反省、批判，形成學校知識的轉變不謀而合。

多元文化教育所強調的多元、尊重差異性，亦是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觀

點，在其脈絡下，原本累積、處理、發展知識的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

其基本的原動力即是解構思想，所有的觀念、意義與價值，皆可從過去固定

的結構體中解構出來。從批判教育學的理念觀之，它反對教育上的教材、教

師的權力形式，反對教育中的普遍性與統一性，要求透過教育的歷程，貫穿

批判的思想，以建構教育上的文化新形式。

一、學校知識的再省思

從古典理論的發展觀之，白人類有史以來，即對世界產生各種疑問。根

據這些疑問，人類逐漸形成知識體系 (Eo刮目 of knowledge) 這些知識體系

意旨行為的技藝、技能、程序與方式，希望能提供人類面對世界待所產生的

時題的解答，知識的傳承過程稱為「教育 J 所傳承的知識稱為「課程」

基於此，知識與課程產生密切的關聯。但是，時至後現代理論興起後，學校

知識和課程本身的意含都被重新定義，賦予新的意義。

Apple從微觀的意識型態批判及鉅觀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體系的觀點出

發，探究學校知識，他首先批判教育學者僅從學業成就模式及社會文化模式

兩種方式來探究學校知識，學業成就模式因為受到績效管理及技衛科技的影

響，忽略知識本身的實質;而社會文化模式則集中於社會一致性及社會整體

性的價值探討，使得某些價值成為主要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價值。為此，

Apple另提出從整體的觀點來探究學校知識的方法一學校知識的關聯性分析。

基於此關聯分析， Apple提出下列課程重建的基本問題 (Maz間， 1982 ;陳伯

璋， 1985 ;王秀玲， 1996)

1課程所呈顯的是誰的知識?

2 課程內容由誰來選擇?

3課程為何以此種方式來組織並從事教學?又為何只針對某些特定群體

或全體?

4是誰的「文化資本J (包含顯著課程及潛在課程)被宣入學校課程中?

5 以誰的原則界定社會正義?並納入學校課程中?

6為何及如何將特殊群體的文化戳，客觀旦真實的呈軍區在學校課程中?

7.官方知識如何具體的表現社會主流文化及優勢階層的利益及意蓋亞型態?

8學校如何將一些已設定好，且是僅代表某一標準的認知合理化，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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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懷疑的真理 9

9學校中所施教知識(包含事實、技能、興趣、性向)是代表誰的利益?

Apple分析課程皆從關聯性的角度出發，探討影響學校知識的種種可能因

素，但此思維，至 f表現代主義興起後已有不同的看待方式。 Apple課程的形式

亦可能影響教師的教學，他認為課程的形式和課程的內涵同等重要，亦都是

揭開教育中意識型態的關鍵 (Apple ， 1982a) 。他提及﹒

課程內容及形式的文化是如何組合的?知識本身如何組織?美國課程組

織圍繞在個別化原則上，不管數學、社會學科、科學、閱讀等特定的科自內

容，都是預先設計好的，讓學生在僧人工作簿上完成個人的學習，大部分的

課程、教學與評鑑依此設計，學生僅與老鄧進行一對一的互動，缺乏與其他

同儕互動的機會。在此，教材所穩含的意識型態是什麼?

Apple的論述觀點主要有二，其一:他認為套裝是課程的內容是預先設定

的，更易進行課程控制之實，而意識型態也就輕易的進入課程，以台灣為例，

目前教科書關放，教科書編輯廠商發展成套的教材，課本、教具、視聽媒體、

參考用書、評量卷等皆是，而多數教師喜愛此套裝課程，因為方便，無需思

考教學的設計。其二:教師指引裡預先設定教師的教學行動，並預期學生的

反應，一堂的分鍾的課裡'什麼步聽進行幾分鐘，己規蓋自 j好，看f以科學，但

在不知不覺中，學生潛能開展的可能性及教師教學的認創性，早已抹煞一空。

對教師而言，他們失去了課程教學技能控制，把課程教學的規劃權讓給出版

社，教師的新技能是把學生控制得更好 (Apple ， 1982b) 。

Apple認為臼趨標準化的教材，使老師喪失設計教學的能力，學生學習後

成為富占有慾的個體，憑擁有技銜的多寡來決定自己的價值。因此，他認為

僅有這套教材是不夠的，除了課程保守之外，也必須是批判的，一方面必鎮

保持對平等、自由、多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需對發生在周遁的事務具批

判反省的能力;課程上的個別化教學固然重要，但也需輔以社會的正義與責

任才有意義。

二、後現代脈絡下的知識觀

在後現代及多元文化的衝擊下，學校教育的目標在引導學生習得新的技

能，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並能幫助學生去檢驗這些強迫、命令式及視為理

所當然的信念。為培養「製造危機者，隨時提閩、對現況提出批判懷疑」的

學生，要設計一個更有效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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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生們對多元文化教育相闊論題的了解，重建他們每日的生活與工作，並

肯定公平( equal句)及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的重要性，全身投入社會

上所認為理所當然的知識反動，從而實踐於生活，批判現行的知識，創造屬

於自己的文本。

(→後現代的知諾觀

在後現代的脈絡底下，原本以目標、效率、直接及有意向的知識觀重新

被整理，其知識改變的本質聯按著複雜、不確定、模糊，這與現代的思考並

不相向，後現代的觀點認為知識的改變是轉型的，而非累積、連續的，且錯

誤是知識建構過程中必要的行動。後現代論者是反基礎理論( anti

foundationism)的，他們認為知識是一種文化結構，因時而異，因文化的不

同而改變，亦即無文化的實體，人們是根據他們多變的需求、傳統和境況來

創造出知識。

囡此，在學校的教學裡'師生及同儕闊的相互探究，取代了知識的傳遞

或特定的行為養成，知識是透過溝還論辯而成。

仁二)是異性與共通性的論辯:後現代的知議嚮V.S.多元文化

Clive Beck對上述後現代主義的知識觀提出幾點補充，首先他提出「社

會不能只以一種文化類型的觀點來評價任何事情J 其次在知識建構的方法

上，雖然知識在過程中經常會改變，但在實體中，仍有「連續性J ' Dewey

提及的永久性約利益(interests) 和價值， Charles Tayler所提的整體架構

(tentative frameworks) ，在知識的進程中仍非常重要(Beck， 1995) ;

Beck認為後現代論者的方法 多著眼於實存現實的和局部的實況上，缺乏整

體性。 Beck承認多元性論述是後現代主義者的主要貢獻之一，但卻犧牲了對

共向性 (commonality) 的認知， Beck亦不斷問道 「為什麼我們應該只假

設差異性的存在?而不假設共同性的存在?為什麼只重視差異性，而不重視

共通性? J

因此，面對後現代的知識觀，在思維知識本質時應如何自處?在後現代

無普遍真理、永使知識的認識論下，其否如此?知譏真是從零開始嗎?世間

是否有部分的永恆不變的知識?這些疑問，及對這些問題的觀點，都將影響

多元文化的知識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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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的正當姓:合理性的多元文化教育

在面對不同的理論時，有些理論強調社會秩序的理恕，有些刻反映個人

作為學習者的詮釋，合理性的多元文化允許人們對理論、信念、價值做承諾，

它推崇民主，尊重多元主義，學校可鼓勵承諾，應盡可能公平的對待，並能

容忍尋找不同的獨特方式的學校或個人，但這前題則是需可被接受的理性區

說、正當的基礎。教學的前題是，學生變得足夠成熟時，將有權知道其立場

( Crittend凹， 1993) 。當我們在做理性反省時，實際上我們已先行進入實踐

之中。

個正義與關懷

多元文化課程強謂對不同種族、性別、宗教、階級、殘障、婦女、老人

和兒童做多向度的思維與競懷，而社會正義正是多元文化的主要訴求，面對

各種差異，飄懷與正義孰重? Gilligan (Gilligan & Taylor, 1988) 運用音樂

的穩喻說明正義與關懷闊的關係，她拒絕使男性理論家發展的理論或語言，

而以對位法和主旋律代替，對位法是一種伴隨另一種旋律的能律，在多聲不

同的音樂劇中，讓相等的旋律依附某種規則互相結合，它蘊i盔的不是對立，

而是一種相關的附加，卻獨立的旋律，思此二者是平等的。 Bennett (1990)

經由定義某些特殊的多元文化的改革行動而延伸出系統的改變的見解，根據

她的見解，多元文化教育必須是包羅廣泛的中心，立由平等和公正的原則所

控制，同時包括:

1.致力於發展人種的群體文化，歷史，和貢獻的了解的課程:

2.使學生在態度、價值、信念、和行為方面成為多元文化的過程;

3為了戰門的種族優越感和其他壓迫形式的行動策略。

在社會的發展中，讓更多更好的與不同的聲音出現，將提供人類對世界

不同的理解，幫助人類處理更龐大的複雜性。

三、價值與知識的建構:知識的類型

西方傳統主義者和多元文化主義者反映在價值、意識型態、政治地位和

人類興趣等方面的宣稱各有不間，且不同理論視野，亦反映一種知識的類型，

且這些知識類型也在學校和大學課程裡被傳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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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諧的本質

知識意指個人解釋或詮釋真實的方式，在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 1983)中，知識是從經驗或研讀中所獲得的熟悉、意議或了解，本文哥!援

知識社會學的概念，包括想法、價值和詮釋 (Farganis ， 1986) ，後現代學者

指出知識是社會建構的，並反映人類興趣，價值和行動(Foucault， 1972;

Harding, 1991; Ror句， 1989)

雖然，有許多個人及團體的複雜因素會影響知識的建構歷程，但人類所

創造的知識深受在特殊、社會、經濟、政治系統和社會結構中的人類經驗、

地位的影響。然而，批判和後現代學者指出個人、文化和社會事實會影響知

識的形成，甚至客體的知識，亦存在於學科的理想中 (Foncault ， 1972;

Haberm帥， 1971; Ror句， 1989; Yang, 1971) ，而個人經驗和社會地位亦影響
的知識產生。

口地位和知譏建構

人的地位揭示其詮釋的角度，並展現在學者和作家的資料、詮釋、分析

和教學中，後現代和批判理論者如Habermas (1971) 、 Giroux (199I)及女

性後現代理論者如Farganis 、 Collins 、 Code 、 Harding發展一個重要的經驗和

知識的批判，他們認為.現代科學不是價值中立的，但包含人類的知識興趣，

及一般現行的假定，都應被認證、討論和檢證。

持不同意識型態的知識分子，對於課程和各種教條(canon) ，也有不同

的觀點，在教育的過程中，需要新語言討論知識和權威對學生的影響，在特

定的環境中，給學生「決定教什麼?如何教?J r 決定學什麼?如何學? J

的抉擇空間。因此，教師應幫助學生去了解不同類型的知識，而學生應參與

知識建構和衛突詮釋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 的論辯，以埃及、萎尼基

所影響的希臘教化為例，學生應被教導如何創造他們自己對現在和過去的詮

釋，以及如何認同他們自己的定位，興趣、意識型態及假定 (Bernal ， 1987,

1991)。教師應幫助學生成為具知識、態度、技能和溝通能力的批判思考者，

以便參與民主的行動，幫助國家減少理念和實際闊的鴻溝。

同知議的類型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在民主社會中極其效能的教育，它能幫助學生發展

知識、態度、技能，以參與具反省性的公民行動，是其主要目標。在此，學

生應學習五種類型的知識，一為億人/文化的知識，二是通俗的知識，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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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學j，fLi'的知識，個是轉化的學手 for知識，五為學校知識 (Banks ， 1996) ，本

文所要闡釋的是，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轉化中，連結知識、社會上的約定和

行動，並透過轉化、行動取向的課程的實施，其間加入學生自身已具備不同

類型的知識，且在民主教室中，他們能自由地檢證其觀點和道德上的規範。

表1 知識的類型 (Typesof Knowle吐ge ) ( Banks,1996 )

知識類塾 正{ 義 官j 于

個人/文化的知識 從學生個人分離出家庭、 對於爵遭不同文化的學生

家人、和社區文化經驗的 ，不被許多成人、同儕和

概念、解釋和詮釋。 文化社群認可者，給于高

度與個別的行為的理解。

通俗的知識 在大軍媒體和其他機構中 電影，例如國家的誕生，

P 部分和善通文化的事實 與狼共舞。台灣的鄉土電

、概念、解釋及詮釋。 影，例如多桑 悲情城市

、推手。

主流學衡的知識 組成在歷史行為和社會科 西方中心的心理學、科學

學中傳統的西方中心的知 。或以中華文化為核 I\.，，'的

識‘概念、典範、理論與 傳統價值、知識或概念。

詮釋。

轉化學衡的知識 挑戰主流學衛知識建構、 心理學、社會科學的本土

典範、理論，解釋與研究 化。學校課程中入台灣本

方法。事實‘概念、典範 土的價值、知識與概念。

和解釋中，當轉化學術典

範取代主流文化時，將發

生知識革命，而轉化知識

也更為平常。

學校知識 出現在教科書，教師引導 除基礎課程外，亦融入教

、其他媒體及教師言談間 師、學生的文化經驗與背

的一些事實、概念，統一 景 a

及詮釋 e

背料來源 2 整理自 (Banks， 1996)

上述知識的類型，能幫助教師和課程學者了解多元文化課程知誠的觀點

和內容，上述每一種知識，展現對特別的百鈞、觀點、經驗、目標和人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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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反省，教導學生了解不同類型的知識，能幫助他們更加清楚知道不向的

種族，民族和文化圈體，會發展特有的對於論題和事件的視野和詮釋。這些

知識類型源於Weberi闊的想、法，它接近事實，但不能描繪其整體復雜的實質，

它也可以是一種思考關於知識和規劃多元文化教學的概念工具。各類知識類

型的關係可歸結如下(如圖1):

個人\文化 通俗知該 主流學術 轉化學術

知識 知識 知識

1品干校 知識

軍 1 知識類型關係區 (Banks ， 1996)
誰=雖五者概念不同，但他們具有復雜動態的內在關保﹒

四、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知，知識是可疑的、歷史制約的，及社會建構的特定

工具，而學校是更傳承知識，也是創造知識的場所。知識的客觀性伴隨教室、

社會的客觀化而完成，但知識不僅只有內容，它也暗示著教室的特定關係。

學生是主觀建構知識的，但是嚴謹的科學客觀知識也是課程改革教學的重要

面相，這些知識代表重要的、未來教育人員所耍了解的，人們如何以自我抉

擇的態度，形塑生活的教學原則，而帶來其實的批判(陳美如，1988) 。

(一)學校知諧的性質

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永恆、客觀不變，無庸置疑的，但幾經知識典

範的轉移，學者認為的知識本質，也有所轉變。當學校知識被視為是f客

觀」、 f在那兒時J 所伴隨的是由上而下的教學方式，而非對話的互動方

式。技術專家理性忽略權力與學校知識闊的關{系，且經常用顯著或潛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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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組織管理知識， Popkewitz 、 Anyon 、 Apple等人進一步詮釋社會上的偏

兒、充滿意識型態的分配滲透於學校的教科書、教室實際的假定，及教師的

教學信念中。

批判教育論學者 Giroux (1991a) 從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差異角度，提出反

文本 (countertext) 和反記憶 (countermemory) 的概念，對傳統的課程理論

提出挑戰，他認為一切文本都有其歷史的及文化的局限性，其「語言」多少

與→個社會中特定的文化有關。而學校文本的主要表現形式一一教材，體現

的往往是社會中的主流文化，它忽略了其他文化，在學生社會化的同時，也

忽略了教材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型態及單一的價值。 Ferguson (廖世德譯，

1993)亦主張新時代課程的主要目標在於自治，該目標源於一種想法，如

果要讓我們的小孩自由，那就應該包括免於我們種種限制的自由一一一免於我

們的習慣、信仰、價值的限制。」而傳統的知識是客觀、不變、永恆的概念，

在此也受到挑戰。技術專家的知識戳，將知識的使用與活生生的歷史、傳記

分闊，因此知識不僅用來偽裝人們如何觀看自己與別人角色的形塑，也忽略

知識脈絡與學習關係的重要。更意指教師未確認，未使用他人的文化資本進

行對話及自我肯定，結果形成防患學生使用真實語言溝通學習的教學暴力。

因此，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不是預先存在的，它是不斷發展的歷程。知

章在是動態的、變動、發展約，且在社會脈絡中建構。學校知識應能反映所有

公民的經驗，並能授權所有的人有效的參與民主社會，它將幫助所有的公民

主動白發的參與全民的辯論與行動。

同學校知識的來源

多元文化教育者的知識論基礎，並不植基於工業興起後所形成的歐洲中

心理性，也不致力於用於補救或去除爭論及差異的能力上。多元文化教育下

的學校知識不只是主流文化的知識，學校來自不同種族、族群的學生的文化

背景及經驗，也是學校知識的一部分。而 Giro，凹的反文本、反記憶的呼聲轉

化為課程實踐，即是反對忽稅學生不同文化背景和歷史背景的統一課程。過

去，課程將與主流文化相關的價值、觀念、思想引進課程領域，產生 Giroux

所稱之「離心 J ( de-cen ter )現象 o

因此， Mehan (1995) 等人建議將學生從家庭帶到教室的知識與經驗當

作教學資源，而不是一味的想去除學生在學校中所表現出的表達方式，也不

能拒絕承認語言與家庭文化之間的緊密結合與個人的重要性o 如果教室中的

課程內容、實施、及教室組織己伴隨學生的特質而有所變吏，並將學生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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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教師、社盔、及國際化的特質融合為「知識的基金 J 學生進入學校將

不致於產生文化斷層的危機、學習適應等諸多問題，立學習效能將會提高。

綜上所述，多元文化學校知識的來源應包括﹒基礎的基本能力要求，學

生的文化背景、生活經驗，再加上社區的特性、國際化的需求、教師的專業

知識及文化背景。

同學校知蔽的形成

從多元文化教育下的知識性質來看，學生不能將文本(教材)當作純粹

的文化傳承的知識。學生需要批判分析，了解過去如何轉向現在，更要從現

在去解讀過去、認識過去。亦郎，需透過學生的「聲音」去建橋歷史及知識。

且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需打破琨有的學科界限，形成多種學科相結合的「後

學科 J (post disciplinary) ，教師與學生需超越現行規定教材的意義與價

值，依據自己的經驗在教師的引導下，重新建構知識，創造自己的文本。而

學校知識的形成應透過f對話式」或「辯證式」的聲音呈現方式，讓諸多的

聲音，能呈額在教育研究結果中，且該方式最易於打破研究者與實踐者潤的

疏離關{系，幫助實踐者教育知識的釐清及實踐行動道德性反省(Gitlin

1990; Sherida口， 1992; Thomas , 1993; Weber, 1990)

因此，學校知識不是事先存在的，也不是學科專家所斌予的，它應是學

校本身的文化與所有學生的文化背景相互交融後，透過學生、教師、社區代

表、課程專家、教育專家、學科專家在尊重多元、差異的基礎上，不斷溝通、

論辯，彼此建構的不斷滋長的歷程。

從上述學校知識的討論中可知，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需以教師為主力

促成，教育約改革方能永續經營，以下討論多元文化教師專業的重構。

肆、多元文化學校教師尋常的重構

實踐教育研究學者Goodlad提出教育革新的模式DDAE' 包括對話、決

策、行動、評鑑(Dialogue 、 Decision 、 Action 、 Evualuation) 等四個過程，

他強調教育改革不能來白校外，每所學校要成為「自我更新」的學校(沈劍

卒， 1997) 。學校中的成員要能不斷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將

方法付諸實現，評價實踐的效果，以促進學校教育的改造。因此教師本身對

教育問題的覺察、對多元文化的認識與信念、對各種差異的包容、對來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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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對待、對學校知識的了解、對學習本質的認知，都將影

響學校教育品質及學校文化的營造。

(一)學校重構的解析

1980年代末，許多學者專家在多元文化上明確的指出學校需要重建的論

點，提出人們需要讓他們有能力 (empourmen t) ，自己做決定，並導引自己

的工作，對自己的工作負責。巴斯 (Barth ， 1990) 論及學校改革需與學習者

和領導者溝通。而重建的最大問題在於整體的人類與兒童、家長、教姆和行

政者的關係。

對教師授權應是多元文化學校重建的一部分。 Connell (1985) 指出教育

改革者需要將「教師做更大的決定 J 融入改革之列。 Fullen (Sleeter, 1993)

檢視學校改進計畫的研究，發展出學校為改革中心的論點。他認為學校的改

革包括官僚體系的結構、機構的重組、深層的結構因素、教師及學生等各層

面。而Fox (1981)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員發展需被建構為一個廣大的社會

政策執行方案。

學校需被視為改革的中心，學校的改革焦點在於學校教師、機構的管理、

學校建築的情況和經織文化等各種面相，而學校教師是首要的影響因素

(Sirotnik , 1987 ; Sleeter, 1993)

同學校重構的主要機串tl :教師

多元文化教育主張學校知識是基於每位學生帶進學校的不同文化經驗，

在師生共同建構下，不斷發展的歷程。因此，培養異多元文化信念及行動的

教師成為多元文化學校重構的主要機制。而教師深層的信念與行動是一極複

雜的歷程，過去師資培訓的主要目的為培養再製社會結構的精英，基登斯

(Giddens, 1979) 指出「行動」和「結構」通常出現也社會和心理的脈絡中，

且互相矛盾 (antinomies) 。社會結構在每天的行動裡是超越時間的，並深

刻的銘印在個體的腦海中，成為他們認為理所當然且是正當的事件或結構複

(Sleeter, 1993) 。教師處於主流的文化中，只關心他們自己主要的、有別於

個體的事物，看來真正自由，卻在無意中挾持社會結構的力量，強迫並控制

學生的思考與懇、像。師資培育者以直接、間接的方式，教育下一代的教師不

具批判的態度、技巧，並支持社會的主流價值與秩序。這些價值信念深植在

教師心中，且在工作場域中進行「機構化的過程與連結 J 以他們成長過程

中所接受及內化的價值與信念，作為工作的整體，視為理所當然的去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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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成為深層的價值認同與信念，因此教師的專業發展成為教育改革中最困

難，但卻是最重要的一環。

但是，師資的培育也具備創新的可能及社會實踐的功能。換言之，師資

培育的種子在形塑批判的知識分子，在團體、朋友與學生中形塑更激進的意

識，承認師資培育不僅存在於實際的緊張中，也強調緊張與壓迫的調和。在

壓迫與緊張中顯現出相對的自主位 (relative autonomy) ，激發教師發現革

新課程與替代位教學模式的空間(Giro凹， 1991b) 。

多元文化的教師發展，將能引導教師習得新的技能運用在教學之中，並

能幫助教師去檢證這些強迫、命令式及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師資培育方案

應尋找「製造危機者，隨時提問、對現況提出批判懷疑」的學生，要設計一

個更有效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員發展，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在不斷的批判

與自我反省中進行。

T五、多元文化的學校成員發展

自 1970年代初期，教育工作者投入多元文化教育的同時，亦推展學校成

員的發展，而學校成員發展的焦點在於改變教師。多元文化教育者同意成員

發展的領域是複雜的，需要被強調旦須有系統的執行。

(→多元文化教師的基本訴求

教師需發展一個文化多樣性的知識基礎，接受不同文化並願意服務弱勢

文化的社群，並具有將多元文化教育的行動帶入教室的能力。而多元文化教

師的發展需具備哪些成分令其層級為何?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Baker (1983) 認為是:

1 獲得 (acquisition)

2發展 (development)

3.參與 (in、叫vement)

Grant & Melnick (Sleeter, 1993) 認為是.

1.覺知 (awareness)

2.接受 (acceptance)

3 確認 (affirmation)

Bursteir卅日 Cabello (Slee恤， 1993)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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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覺知 (awareness)

2 知識( knowle吐ge)

3.獲得 (acquisition)

4 技巧的應用和反省 (application of skills an位 reflection)

教師首先需意識到支持多元文化論題的需求，其次獲得多元文化教育相

關主纜的認識，並學會使用新的策略。Gay (1977) 提供強力推薦多元文化

師資培育的內容，該內容亦獲多位學者認可(Baker,1977 ; Burstein &

Cabello , 1989; Sleeter ， 1993) 他認為教師應成為「種族經驗的學者 J (be

come literate about ethnic group experience) ，他們需要各種族不陌生活型

態及各種族因外在壓力而逐漸衰弱的經驗。」包括文化形式，價值系統、溝

通和學習風格、心理及社會的成長和發展、歷史經驗及境內多樣的族群文化

的創造。

且多元文化教師的教學觀

多元文化教師除上述的要求外，亦需學習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概念及心

理的內在基礎、學習教室內能使用的教學材料，及教師自我持續專業學習的

多種資源。教師的教學觀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在教學中，將對於現行知識和

制度的批判與質疑貫串其中，透過討論及批判的分析，形成學校知識。教學

過程中，教師應協助學生超越知識、社會關係及價值，鼓勵學生運用自己的

經驗或理論視野對教材進行批判性的討論和轉換。並需了解來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學生在學習上可能的差異。

教師要在班級中露自造一個能使學生及他人，能重寫(rewrite) 他們自已

經驗，並接受不同文本、意識型態觀點及理論的文化創造。為此，Giroux認

為首先必須建構教學的關係，學生藉此能由他人之處學習，學習(learning)

理論上七攝取(reception) 理論更重要，了解教室如何去權威中心(decenter

the authoritarian power) 其次，需提供學生機會去挑戰學科的界限，批判

語言和經驗的獨係'並接受部分知識是自我定義和擴展民族責任的要素

(Giroux, 1997) 。

多元文化的教學，教師不是完全放棄權威，教師應將權威轉換成「解放

實踐 J 為學生的批判提供條件，幫助學生分析學校內及學校外制約教材的

力量，去除不良的潛在課程的影響。多元文化教育要求教師應更具自我批判

性的分析，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及價值觀對學生的影響(鄭金洲， 1997) 。教

師要和學生一樣，要理解並尊重其他文化，教學過程中，不僅需對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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蹋的差異進行詮釋，且要使各種差異的存在正常化，抱不同文化的思想、觀

念、價值集結在一起，創造一個不斷生成的文化地帶，引導學生去認識、拉

判、分析、重構。

綜上所述，多元文化的師資培育亦應包括教室的動態知識，幫助教師能

真正的在教室中詮釋文化的街突，並能評估教師自己的教學風格及教學約一

舉一動。

同多元文化教師的基本態度及技巧

Gay亦提及「態度J 是教師發展的要環。教師需要了解他們對文化多樣

性理解的限制、認知刻板印象的模式，及刻板印象與不同文化類型的蒙異、

確認多元文化的類型及其觀點的正當性。發展教師自我價值和觀點的覺知，

接受不同文化型態下兒童的行為，不許斷其行為的對錯，發展教師對於多種

族的安全感，以便能泰然、平等、包容的面對多種族的文化。

另外，教師需發展多樣的技巧:

工學習不同語言和非語言之間的溝通系統和互動技巧。

2學習評鑑、發展多元文化課程。

3發展能使多樣文化能有效存在的技巧 (Gay， 1977) 0

是發展教師對於弱勢族群的感受性，並能與其父母合作，幫助兒童學習

(Baker, 1983; Sleeter, 1996) 。

5 擁有第二語言的知識，並能幫助兒童發展第二語言或對話的技巧

(Baker, 1983)

6 教室管理和教學律則的技巧，避免問題的發生，並能幫助兒童有系統

的解決問題(Sleeter, 1996) 。

多元文化教育意味改變學校，使學校成為一個能服務來自不同文化背景

團體兒童的福利的機構。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應用中，專業成長的模式最能幫

助教師形成對於多樣性及社會公平的問題的反省，進而探究這些問題並運用

知識加以解決。

長期以來，有不少人提及師資培育應以「技能發展的模式」幫助教師，

以便將這些技巧有效的運用於教室。但多元文化教育的師資培訓不能淪為技

巧的哥II練，發展技能以增進學生的成就，僅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多元

文化教育應包含更寬廣的社會和教育論題的覺知，期望能發展一種能理解各

種不同文化的屬體，並能和他們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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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多元文化師資培育的需概念化

多元文化教育提倡改變機構及教師 s 認為學校需整體全盤重建。它不是

一項新發明，它本來就在那兒 (Grant ， 1978) 。結合多元文化的學校知識的

新樣貌，及多元文化師資的理念，未來師資培育應具有下列特質:

1.必須給予學生理論與觀念的工具，迎擊迷思與異化。用結構與理性的

方法，幫助學生穿透日常生活經驗的表現事實，對自己的文化斌予意

義，並以學生自己的話語表達。

2 師資培育必須體認「學習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現象 J 方法不是價值中

立的，應賦予學習特定的意義。

3 未來教師將面對其實生命，扮演挑戰迷恩的批判者角色。師資培育者

應注重未來教師與學生的辯證思考，在實際的教育場域裡，發展出真

正能解決問題的理論。學校必須視為社會過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

質問社會如{可再製本身?如何藉自階級關係再製與意識型態教學滲透?

它的存在條件是基於什麼理論?

4.師資培育者與學生必須檢視社會關注的科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

與哲學觀點的審視，學生學習理論模式不獨墓於預期利益與控制，也

非泛政治化、道德問題的理論，而是一種提供學生如人類了解、脈絡

研究、美 IAtl'文學與社會重建理論模式，此種模式可來自解釋學、符號

互動論、現象學、記號學與科學的領域 允許學生以不同觀點檢視相

關議題 9 並進行檢證。

5.提供學生不同理性的語言與模式的啟發設計。女 lHuebner 了解與形成

教育理論實務上扮演學習角色的理性模式﹒技術、政治、美術與道德，

每一種不僅有自己的語言，且要求不同且複雜的詮釋。師資培育方案

中，愈多學生了解理性模式界定與相互的關聯性，則啟發性與政治力

就愈大( Giro肘， 1妙的)

6 師資培育者與學生有必要發展教學方法，以了解每個人在教室經驗中

的價值、經驗。未來的教師將賦予發掘歷史、反省自己文化資本如何

代表個人經驗與歷史辯語交互作用的觀念與方法。而課程設計與評鑑

的改進被視為價值與意裁型態的建構，這些方法提供未來教師分析自

己的價值如何與教室結構、學生工作經驗結合的基礎。

7.多元文化的師資培育必須強謂歷史的敏感性，當成批判思考的工具，

形成對教育理論實務價值的質疑，並趨向反神祕技術專家理性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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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仍不足夠，教育人員必須依歷史軌跡找尋學校知識、學校理論模式、

評鑑模式與教室社會關係，學習如何從多元的社會價值、特定的社會假定與

政治利益中發展。

然而，部分教師參與在多元文化教育或教育改革中易遭遇結構性的兩難

困境 r教導教師參與社會批判及政治體驗的教學，以致於教師及其學生將

會學習改變學校和更大的社會結構，這將造成另一種不公平。 J Giroux

(Giroux , 1991a) 認為教師應是一個 τ 智性的轉化者 J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使「教學更具政治，而政治亦蘊涵教學J (making the peda

gogical more political and political more pedagogical) 0 Gordan (1985)

論及「師資培育的解放教育J ; Banks (Banks, 1988) 提出「發展一個啟蒙

權力的團體模式J (Enlighteni時 Powerful Group Model) ，幫助控制群體

成員重新認知壓迫的本質與次序，重新認知自我在機構的種族系統中的參與，

並發展與其他不同族群分享權力的意願。

或許，多元文化師資培育最大的困難，是幫助教師願意挑戰有利於自己

和學生的結構和過程。綜而言之，師資培育方案植墓於壓迫的激進結構主義

者的分析，應幫助教師發展連結當地的聯合行動，致力於壓迫的挑戰，並幫

助教師發展教學的實際及組織壓力的行動，進行永績的教育改革o

陸、結論

本文從多元文化的角度，思考學校知識的革命及教師專業、教學的重構。

基本上，多元文化的教育應發揮學生的潛能及主體性，把學生的經驗融會到

教室約教學中，課程設計應考慮文化的差異性，把不間的文化引進課程領域;

批判教師權威，引導學生思考、批判知識及權力結構。

然而，教育應置於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脈絡下進行考察，

多元文化約學校知識，雖強調學生的主體性，要求學生對現行的知識進行批

判分析，但批判的前提，學生的基本素養的養成，是否全然透過J1t過程能達

成?在後現代的氛圍中，世界無所謂永恆的價值，然在理念與其實的生活世

界裡§是否應有所謂的基本知識及基本價值?而社會不斷的運行，需要各種

不同的專業人才，機構在選材時，其標準為何?多元文化教育教導學生面對

多元的差異，培養學生批判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I而各領域的專業是否也

需透過基本的知識傳承?多元文化教育如何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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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多元文化信念下的教師是十分自主的，它相信教師，授權給教師

從事教材及教學的規劃及改逛。但是否每位教師都具備該能力與信念?在完

全的授與教師自主後，教師基本的權力與責任為何?我們相信教師們應有此

潛能，但在開發的過程 s 應有一些替代的轉型方案，讓我們的社會在有理念、

有規劃的場景下進行教育改革的點滴工程。

台灣目前的課程改革與師資培育正逐步邁向多元化，在現今世界各國教

改呼聲漸趨要求基本能力，要求部分控制之際，台灣教育之舵該航向何處?

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識革命及教師重構，促發我們向前推進的力量;但世界的

教改趨勢，讓我們更審慎的思、考教育邁向多元、自由化的應為與不為，或許

在南方的推進與猶疑中 s 多加思索，我們的教育旅程將更穩健踏實(作者為

師大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現職為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助理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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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owledge Reform and Teacher
Reconstruction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From the Hidden Curriculu血

@h.臼1- JIlel-1u

Summary

One func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is usually "the field of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九 The tra廿itional value is always practice往 in

schools. After 1960,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was implemented in the

western world. Thus , the school is the main unit of educational re

form. The purposes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1.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hidden curriculum.

2.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modern and postmodern knowledge.

3.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school knowledge.

4. Propose the direction of multicultural teacher eωcatlOn.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 knowledge reform , teacher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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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變通投葉之研究

美國變通檢竅之研究

葉連祺

【搞要 1

近年來，變通檢竅 (alternative certification) 受到美國大多數州的

重視，成為州檢竅 (state certification) 之外，另一條取得教師資格的

途徑。本研究即以變通檢竅為主題，首先探討該制度的定義、類型、背

景菌素‘基本假設和理念。接著，根據全國教育資訊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Information) 的資料，分析其實際的設立情形和

制度內容，也和州檢竅進行比較分析，並加以評論該制度。最後，提出

若干建議，供我國師資培育機構和主管教育行政機照參考。

關鍵詞 l 變通檢竅

2 美國

fl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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