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討論與建議 

    綜觀當代課程標準的修訂，從「修訂」的基調為框架出發，加上時間

的壓力、師生的關係及理論的缺乏，促使課程標準修訂能談的或是能做

的，就是「立基於64年的版本，增刪或潤飾文字」定調之。幼稚園課程

標準屬「國家層級」之課程決定，從前文描繪課程標準修訂歷程的脈絡時，

每個決定、每個討論即至最後呈現的內容，皆隱含抉擇的過程。包括修訂

的委員與方司長，歷經決定過程中，權力運作中的角力與妥協，最後決定

出最有價值的內容。這些內容是「誰」的內容？出自於誰的抉擇？ 

本章第一節將以Apple的觀點，探究國家層級之「幼稚園課程標準」

的修訂歷程中，隱含的政治過程，藉以回答「由誰來決定何種知識最有價

值」的論述。第二節將立基於研究結果進行並呈現建議。 

                 第一節     國家層級之課程決定 

    課程標準的修訂，若以課程決定層級劃分之，屬於國家層級的課程政

策。然課程決定層級，學者逐漸認為國家層級的課程政策，無法以理性並

具有高度專業性的方式，將探究的焦點放在教學目標、內容、活動及評鑑

為的議題上；反而國家層級的課程政策往往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因此無

法將其置於真空的狀態下檢視之(卯靜儒，2001)。新馬克斯主義學派的學

者Apple，指出課程是由一群獲得權力的精英，以協商、鬥爭的方式，意

圖將其「認定」的知識形塑成「法定的知識」或「官方知識」(official 

knowledge)。他認為課程本身並不如課程專家學者宣稱的是客觀的、價值

中立的，課程必須「認識它自己所源出之文化、歷史與社會利益的根」（溫

明麗譯，1997，p.26）。他以英國的國定課程為例，描述國定課程受到政

治、經濟上新右派團體影響試圖形成一種共同的文化與論述，將有色的

人、同性戀者、窮人或勞工階級化歸為「其他人」。因此誰來認定哪些課

程是「官方知識」即值得探究，因為那些具有權力者，立基於其所佔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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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歷史及社會利益，就由宣稱合法知識，規範共同課程的實施，排拒

不同文化、階級及性別的學生。 

為此，Apple從鉅觀的角度觀之，課程政策必須問的問題已不再是「學

什麼」的問題，而是「誰」做成的決定？是政府、專家學者或學校教師擁

有課程決定權？他們權力關係是否平衡？（蔡清田，2000）。 

   我國國家層級的課程決定，課程標準的修訂，究竟誰有權決定？「合

法」的知識是如何產生的？誰認定的？本節將從Apple的觀點及課程修訂

運作與發展模式兩個角度，分析76年課程標準的修訂，首先回答Apple

論述中哪些知識被視為「合法」的「官方知識」，繼而再延續探討合法的

「官方知識」是由誰決定及其決定的模式。 

壹、時代政治影響之下之官方知識 

一、時代與政策之下產物—科學教育實驗 

76年幼稚園課程標準內容中最大的一項「成就」，是將民國70年進行

為期三年之「科學教育實驗研究」結果納入1其內容。科學教育是當時一項

重大的官方政策，政府透過經費的補助，在全國中小學及單一幼稚園進行

課程實驗，最後並由方司長決定其要涵蓋於課程標準。從科學教育實驗之

事件中，可以清晰的看見，政治力如何單向的操作影響課程的修訂，使之

成為「官方知識」。 

   我國科學教育的發展，與國家領導人的指示與國家政策的走向，存在

著很大的關係。「科學教育實驗」之開始源於先總統  蔣公於「對第五次

全國教育會議頒詞」中提及「今後的科學教育必須把握兩個要點；一是為

國家培植人才，二是與建設緊密配合，我們既要加強建教合作」（引自黃

人傑，1978，p.11）。民國五十七年行政院頒佈「國家長期發展計畫」的

                                                 
1《幼稚園課程標準》論及本次修訂經過，即說明「由於課程為改進教學的中心，於同年（70）

年起，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進行為其三年之『幼稚園科學教育實驗研究及推廣計

畫』，⋯並作為本次修訂幼稚園課程標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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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即為「科學教育與科學人才培育計畫」，以加強自然科學及數學兩

科的師資的培育與進修；從事中小學自然科學及數學兩科課程的實驗研

究；充實科學教學設備等；之後。又於民國六十八年頒訂科學技術，發展

方案詳細規劃並加強各級學校科技教育（魏明通，1982）2。 

正當國家的教育瀰漫著一股強調科學教育培育國家建設人才的論述，

幼稚教育也不能脫離這股科學教育的風潮。自民國六十九年蔣公指示科學

教育應從幼稚園開始，民國七十年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

中心辦理幼稚園科學教育實驗研究及推廣計畫，著重幼兒「啟發幼兒愛好

自然、觀察自然、愛護自然、探討自然的態度；提供豐富的遊戲及生活經

驗，以啟發幼兒的思考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盧素碧，1983，p.32）

最後並將實驗研究的結果納入課程標準的修訂（教育部，1987）。C委員表

示「教育部有一個概念就是說，它這個實驗(科學)之後，要把他納到課程標準

來，那個是方司長說的!他說的很清楚!（C01訪談）」。 

    由上可見，科學教育實驗從實施至將實驗結果納入課程標準的修訂內

容中，政治力的路徑有其軌跡可循。首先它形成國家政策發展的主要任

務，透過國家領導人對政策的論述「形塑」科學教育乃培育人才厚植國家

建設的教育良方的「意識」，並透過經費的補助在各級學校進行科學教育

的改革與實驗，最後將實驗的結果納入課程標準。政治力對課程標準內容

的影響，就在這一條路徑中顯現。 

   二、教育潮流—所形塑的官方知識 

  76年課程標準的內容中反映「統整」概念，（如：「實施通則」裡「課

程編制」第四條中說明「課程設計應符合幼教目標，根據課程領域，以活

動課程設計型態作統整性的實施。」）以下從課程標準內容中強調單元教

學法、統整的概念，分析當代幼教領域中主流的論述，並如何進而形成課

                                                 
2 魏明通，為當代科學教育推廣時，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發表多篇文章談論我國科學教育的源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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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標準中的「官方知識」： 

（一）課程標準中對「單元教學法」的強調 

  76年課程標準的內容對於教師應該採取何種的教學方法進行教學，著

實著墨不少，主要是以單元教學法進行之。為何是單元教學法而非其他的

教學法呢？此應源於我國幼稚教育從1948年度台以來，歷經「行為課程」、

「五指活動課程」、「興趣中心教學法實驗」3、「大單元設計教學活動」4、

「發現式學習教學實驗」5及1981年「幼稚園科學教育課程」等實驗（翁

麗芳，1998）。都是以單元教學為其主軸。基於此，「單元」可為當代學者

在思考教材組織及教學方法上，主要的支配架構。 

    民國76年課程標準的內容中，每個領域皆可見「單元」的蹤跡，只

是各委員對「單元」的詮釋不盡相同。「健康」、「遊戲」、「常識」及「音

樂」領域，將「單元」置於「教材編選」，強調與「單元或活動主題相配

合」，其對「單元」之意義是以生活上重要問題為中心的完整學習活動，

有目的、內容、活動方法及評量，並能於一定時間完成的（盧素碧，1987）。

但在語文領域中，「單元」則轉化成「大單元設計教學法」，採用心理組織

法，徹底打破學科的界線，在教材方面是大單元的組織；在教學方面是設

計的教學；其最後的目的乃為培養學生完整的人格（王靜珠，1984）。 

   「單元」教學的強調，又再度可見，委員基植其自身的信念及其對單

元教學價值的認同，使得單元教學法成為課程標準內容。透過委員們的執

筆撰寫，引領教師於教學法及學生學習方式規範之「官方知識」。然另一

方面，也可從對單元教學法的詮釋看出，76年課程標準中，委員們在理論

基礎的詮釋上也是紛雜不一的。 

                                                 
3 興趣中心教學法實驗，係 1954年私立台灣銀行員工子弟幼稚園開始實施。 
4 大單元設計教學法活動，係 1964年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校長熊芷開始推展。 
5 發現式教學法，係 1971年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指定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附屬幼稚園、台北市
立師範專科學校附屬幼稚園、私立幼幼幼稚園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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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統整觀點重視與紛雜 

當代幼教學者最重視的還有另一觀念：「統整」。「統整」係幼教學者

針對當代幼稚園分科教學的反動與導正；然統整的幼教觀點也是歷史的傳

承。從民國21年幼稚園課程標準「教育方法要點」第一條「以上所列各

種活動（音樂、遊戲、故事、兒歌、社會和自然工作等）於實際行動時，

應該打成一片，無所謂科目」（宋海蘭，1976，p.70），可見早在當時對於

幼兒學習、教師教學的理念與觀點，就已強調統整。因此，民國76年統

整為主軸，在概念的本質上實為「舊瓶裝新酒」但代之以更簡潔的口號：

「以幼兒生活為中心」、「幼兒從遊戲中學習」，以更清楚呈現統整的概念。 

大部分參與76年標準修訂的委員，皆贊成「統整」的概念，統整可謂

引領當年「課程標準」內容的主要原則觀點。但是對於「統整」的意涵，

委員之間卻無一致的論述，且由於76年課程標準的各領域及實施通則均

由不同委員分別撰寫，形成不同的「統整」概念在課程標準中出現，例如

在語文領域中，強調「配合大單元設計教學活動，安排適當的故事及歌謠

教學時間」（p.65），上述教學法以教學方式作為統整，以一個有價值的主

進行教學，突破學科的界線，最終的目的是培養幼兒健全的人格。（王靜

珠，1984）。 

另外，「讓幼兒透過遊戲的方式來學習」（p.33）是另外一個詮釋「統

整」的概念與作法。民國76年課程標準中，遊戲成為一種手段，藉由遊

戲的方式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並統整之。 

最後， 76年幼稚園課程標準實施通則部分描述，「課程設計應符合幼

教目標，根據課程領域，以活動課程設計型態作統整性實施」（教育部，1987）。

它是從活動課程設計的概念談統整：「『統整』就是以一個活動單元，或者一

個中心主題，或者一個具體的教學目標，來統領或組合其它的活動。學前教育有

六大課程活動，健康、遊戲、音樂、工作、語文、常識。通常在進行時都有共同

的中心主題，而這中心主題產生於哪種課程，就由該課程統整其他課程。」（趙

 - 99 - 



國瑞，1984，p41）。 

 

  上述課程標準中呈現的「官方知識」，包括科學教育實驗的納入、統

整的概念並強調單元教學法的運用其一方面反映時代的潮流，一方面又反

映76年課程標準成了委員們筆下及方司長決策後的課程決定，他們的知

識成為了「官方知識」。從方司長「挪出來大概有 400 萬的經費給我們給幼稚

園用（C01訪談）」並指示「要將科學教育實驗的結果納入課程標準（C01訪

談）」，確定「幼稚園的階段教育不要跟小學教育重疊，並強調統整（C01 訪談）」

開始，即宣示哪些內容與原則成為「官方」認可的「合法知識」，並透過

經費補助的手段，支持科學教育實驗的研究。 

    此外，何以統整與單元教學是幼稚教育領域中教師必須依循的教學方

式？誰來決定此種概念是重要的？從委員對遊戲領域存廢的看法、強調單

元教學與統整的概念，並對當代幼稚教育的論斷來看，其中隱含委員的意

識型態：似乎認定「幼教師資在教學的品質上是不良的，且幼稚園偏差的

教學，不符合而身心健全的發展」。上述的論述就如Apple(1999)所說，官

方所發展的課程，是一種防堵教師的課程(teacher-proof)，它假設教師

是沒有能力計劃課程，也沒有慎思(deliberation)的能力選擇「實質的知

識」(real knowledge)，所以得先由官方來界定何謂合法的知識。為此，

委員們藉由執筆撰寫各領域內容，宣揚幼稚園課程「應該」是統整的、「應

該」採單元教學的方式，而非「讀、寫、算」，從他們的眼裡看來教師是

沒有幼教理念與教學能力的，因此為了避免老師實施「讀、寫、算」的教

學，所以提供課程標準以茲參照。 

貳、課程發展參與的人員及其權力的行使 

    Apple對政治的詮釋為： 

   「政治的意涵是指在人們生活中所有領域中，權力交相行使的各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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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及各種不同權力在各自領域中，交叉行使的各種關係」（楊思

偉、溫明麗譯，1997，p.153） 

    我國76年課程標準的修訂是國家層級的課程決定，課程決定中有關

的議題包括由誰參與、權力的界定等與課程有關的問題（Hughes，1991）。

本文即分析課程標準的修訂過程中修訂成員間權力的交相行使的運作，以

回答「誰有權？」的議題。 

    從前文有關幼稚園課程標準修訂的歷程中，為幼稚園課程標準參與成

員的權力繪出關係及其中兩條貫穿的權力行使與分配的途徑：（一）方司

長與委員之間的權力行使，（二）為參與課程標準修訂委員之間的關係與

權力拉鋸。 

一、方司長與委員之間權力的交相行使 

「方司長」是當時教育部國教司的主管，教育部是我國教育政策執掌

的主要機關。因此方司長代表著國家的政策的主導者，有其政治上的權

威，這個位置及其附帶的權威也為方司長於聘請修訂委員時，有其考量，

並也創造當代修訂委員與其之間的關係。如與C委員的同事及友好關係、

D、E委員的師生關係，與F委員的友好關係。關係的運作不僅使這些學者

成為Apple筆下獲得權力的「菁英」，成為修訂各科課程標準的內容的決

定者。由於其政治上的威權及其執掌，補助經費實施幼稚園科學教育課

程，並於課程標準修訂過程中，直接掌握課程標準修訂的進程、方向及原

則的指示，並對各方的意見做出最後的裁決；而其指示或決定也得以獲得

大部分委員無聲的配合：（包括課程標準中要強調「注重幼兒課程標準中

課程的統整性，並與小學銜接的原則」；「以領域名稱替代課程範圍」、撰

寫；遊戲維持成領域的裁決。） 

在政治權威感與關係的框架之下，修訂委員面對方司長的指示或裁決

時，以服從或妥協的方式回應之。服從者如「聽上面的指示，我有時候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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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很難做，可是我盡量去想辦法把它融會貫通起來（C01）」；或是在會議的

討論中妥協「『威權體制』，他有一套做官的方法，一套行政的手腕，可以把你

敷衍掉，我的感覺就是這樣，你不會那麼不識相，你講了沒有用 (AO2)」；或選

擇不參與後續的討論「後來的最後幾次我覺得格格不入（討論方向），我覺得

那些教授只會講理論卻不知道怎麼做！（  GO1）」。 

除此之外，官方也有其課程決定所運作的一套模式，我國的課程學者

論及時皆將其定位為「行政模式」（吳清山，1989；黃政傑，1991）。由中

央教育行政決定課程標準、教科書及科目表，然後施行全國的行政模式。

透過此模式，官方本身就有其實行的流程，而委員由教育部所賦予並行使

的權力，同樣的也在教育部的規範及既定的工作時程之下，劃定他們於課

程標準中修訂的權限。  

因此，雖然方司長也曾表達有意廣納各方意見，希冀顧及不同聲音之

期待與意圖，但其政治位置所形塑出來的政治威權及人際的關係上，促使

此次課程標準的修訂在大方向及大原則，皆掌握其手中，成為課程決定中

重要的「誰」。 

二、委員之間權力的交相行使 

    課程標準修訂過程中委員權力交互行使，著實是人際之間微觀的價值

觀競爭，從前文所描述可見，每個人都帶著自身的經驗、專業、意識型態

參與課程標準的修訂。也難怪Broadhead(2002)喟嘆著很難將專業知識從

個人的價值之間的紛爭跳脫出，個人價值以複雜的面向影響課程決定的過

程，人性自然會強烈護衛自身的信念。然而，信念的維護卻因受「人」所

立基的倫理關係、領域的專業性、階級及執筆者的權力分析「誰」左右最

後的決定。 

（一）委員間「師生」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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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的「師生」關係，形塑的威權關係，也於課程標準的修訂過程，

造成委員間權力不平等關係，對年輕學者在發言及意見的表達上，形成一

種制衡的力量促使其妥協的氛圍。 

包括遊戲存廢的觀點、或是課程標準的修訂仍依據64年版本，而不

另闢蹊徑思考課程標準應如何回應社會的改變等議題、或對課程標準修訂

之後提出內容上的質疑，年輕派委員提出意見希冀進行協商。然而，卻在

年輕派委員面臨輩份、倫理的關係之下，不願進行議題的爭辯並以「還能

說什麼」的態度妥協之。 

在這層師生關係的壓制之下，年輕派委員的意見，並不受重視，她們 

所能做的即是配合方司長的指示並依循元老派對課程標準修訂方向的諸

多意見，完成課程標準的修訂。  

（二）領域的專業性 

課程標準修訂的委員組織，雖廣納各方專業人員、政府官員及各地代

表，但在修訂的歷程中，有些人員的聲音幾乎是微弱的。就如同Apple以

傅柯的論述指出，知識權力的運作方式，就得看看那些權勢團體如何邊緣

或排除「他人」的聲音，而「幼教的專業性」似乎是76年課程標準修訂

歷程中一個排除他人聲音的立基點。以下分析呈現「領域的專業性」如何

排拒他方的聲音。 

  即便委員之間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幼教學者們在課程標準的會議

上，或是在座談會徵詢大眾意見時，儼然是「幼教」專業領域與「非專業」

之間的較量，面對來自外界的聲音，則有其矛頭對準不具幼教理念的意

見，予以駁回：「連課本都編給我們那不就是更好，這種意見根本不會被接受

（A02）」。不符幼教的理念的想法與觀點，自是被排除於外。 

  另外，列席的官員與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在幼教學者的眼裡看來是

另外一批不具專業的參與人員，為此，他們似乎還知道「視實務者為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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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謙虛不表意見：「那個時候朱敬先啦、高淑貴，我覺得她們還比較好，因為

她也不是幼教的，所以呢她們就比較謙虛，對很多方面就不是很強硬的認為

（D01）」。至於其它的官員，更是陪襯的角色，「我完全沒有印象，他們就是

陪著坐在那裡（A02）」，「教育部的人在會議上發聲的權力不會很大（C02）」，「他

們還是很尊重委員(B02)」畢竟「這是專業的東西，他們不會想要左右什麼

（D02）」。 

因此，幼教領域的委員可藉由其對幼教領域專業，在修訂的會議中，

發表意見彼此爭論。然其他不符幼教理念的觀點或是非幼教領域專業的參

與委員，他們的意見可以以不符「幼教理念」而不被修訂委員接受，或是

不發表意見的方式，弱化自己發言的角色。因之，「聲音」不被接受或是

不發聲，都是一種邊緣化他人聲音的方式。而遊戲領域的保留，大眾的意

見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然更重要的是它回應部分元老派委員的「信念」--

相信遊戲的價值，因此，座談會的意見才得以成為影響遊戲領域保存的原

因之一。 

3.階級關係 

  從方司長與委員之間的權力關係、委員間權力交相行使」及委員面對

來自實務人員觀點中，皆可見階級的運作。其乃為層層而下的階級運作過

程。   

    方司長以其長官的階級聘請課程標準修訂委員，進行決策，並以其階

級與關係的立基點上，進行修訂原則的決策、或是課程標準修訂的方向、

或是商請C委員救火撰寫另外兩個領域的內容，其角色賦予其可於「關係」

及「階級」的架構之下，來回穿梭，有助其如期的完成課程標準的修訂。 

委員之間以師生關係的倫理、及專業領域的排他性，形成階級的氛圍

劃分出參與者中「誰」的聲音得以被接受，被聽見；「誰」的聲音，在這

波階級與權力的運作中排除。師生的倫理使得年輕派委員的聲音不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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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幼教委員的專業，使得其他非專業領域的人員在會議上，選擇不發表

意見，另外， 

各領域也由具幼教專業背景的委員執筆撰寫，領域的專業性形塑出委員間

的階級性。 

4.執筆者的權力 

  手中握著筆桿即掌握權力，對各科領域的修訂者是最好寫照。確立課

程標準的修訂原則，即格式的撰寫及領域的稱謂之後，課程標準修訂的依

據與內涵皆可任其自由揮灑。其中撰寫遊戲領域的執筆者即便反對遊戲成

為領域，但是在其掌握撰寫的權力之際，可以將遊戲領域的內涵轉換成由

自身的信念出發的方式，「我就想你們不寫，遊戲我又不喜歡把他變成一個領

域，所以我就用統整的方式來寫。（CO2）」即每個領域接透過轉化，變成遊戲，

如「創造性遊戲」涵蓋造型遊戲、語文創作遊戲、及音樂創作遊戲；社會

性活動與模仿想像遊戲，包涵社會活動的探討、娃娃角遊戲、聽故事後的

角色的扮演遊戲。每種性質的遊戲，皆補充其可「包容在工作、語文、音

樂、健康等課程領域實施」。 

    因此，即便會議討論的階段，「遊戲」曾經沸沸揚揚的為了其存廢問

題，大張旗鼓的進行討論，也決定保留之。然而，C委員秉持遊戲的概念

在課程標準修訂的會議中，其實並不受多數委員及實務界人員的認同。然

而，權力的詭譎之處即於其中，C委員握有執筆的權力，因之將遊戲領域

中內容的撰寫轉化成自身對遊戲的信念出發，而非當代課程標準修訂會議

中對遊戲觀點的詮釋。 

壹、 影響課程標準修訂的鉅觀層面 

    從上述誰來決定此次課程標準中最有價值的內容及權力的運作上，可

見影響此次幼稚園課程標準修訂之鉅觀因素，可從下述數個層面觀之。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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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的政治力夾帶經濟發展的政策走向形成影響課程修訂之鉅觀的社會

背景因素。「科學教育實驗」即是當代主要的教育政策走向，並將此政策

的實驗結果融入課程標準的內容中。尤其，當代教育重點也並非著重於幼

稚教育的發展，因之，其產生的影響即是：幼稚教育階段是科學教育政策

的實施與計畫中，最後參與實驗的教育層級；另外，幼教領域的學者們似

乎也有種「終於受到國家教育政策重視」的喟嘆與心態，因此，使得專家

學者於其中只能依據國家領導者思考規範的教育發展方向中修訂課程標

準的內容，並在此方向之下自由的處理枝微細節的討論：如單元的運用或

是僅止於修訂課程標準的內容。委員們修訂的處境及其所能發揮的大概也

只能揮揮毫修改其中的內容並且尊重方司長所代表的國家政策方針的走

向。 

二為，當代幼教領域的學術專業及理論仍待建立，尤其深受重用的撰

寫者其求學的背景大多為教育學院中修習幼教學分者，幼教學門的專業性

正起步，缺乏理論基礎的支持，使得當代課程標準的修訂者關心的、討論

的或是修訂的內容皆較屬於文字的潤飾與增刪。 

三為，然令人深思的是，如第四章「時代背景部分」所述，80年代正

值舊有價值體系崩解及社會結構的調適期（辛旗，1991），然而修訂委員

卻無針對當代社會變遷及舊有文化架構的崩解，做出前瞻性的修訂也無法

在課程標準修訂上回應當代社會的變遷，著實可惜。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依據前述結果與討論，提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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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發展應考量鉅觀的層面 

    76年課程標準的修訂歷程中，藉由委員的訪談中，發現她們考量課

程標準的修訂，立基於兒童發展、教材教法及內容上的增刪，僅屬微觀

的層面的關注，然而，屬於國家層級之課程標準，其思考的範疇未免過

於侷限。 

Doll（1992）認為課程發展者應除立基「哲學」作為指引與思考課

程的走向外， Wiles &  Bondi（1984）以為課程學者也必須衡量課程發

展的四個層面： 

1. 社會的因素：政治、經濟、文化改變等社會因素，如公眾對學校教

育的定位，或因經濟與政治的改變，促使國家或社會大眾重新思考

學校的教育內容，及預期未來社會的發展。以九年一貫課程為例：

在全球化的觀點之下，為求國際競爭力，家長莫不希冀孩子提早學

習英語，因此，九年一貫課程為回應此等趨勢，在語文領域中，自

國小五年級起加入英語課程（鄭新輝，2000）。在政治意識影響之

下，原本鄉土語言只是民進黨縣市長競選時的政見，隨著其成為執

政黨，鄉土語言成為九年一貫課程的內容（卯靜儒，2001）。 

2. 考量社會大眾對知識的態度（treatment of knowledge）：包括隨

著社會的進步的腳步，是否發展出新的知識領域與社會議題；考量

學生不同的文化；知識的內容；知識的傳遞等。如同現今處於科技

發達的世代，電腦及資訊的處理與使用，成為社會學習的主流，因

之九年一貫課程中亦隨之納入「科技」培養學生的能力。 

3. 人類的發展與成長（human growth and development）：近來，腦

神經科學是上個世紀末進步最快的領域之一，由於腦功能的造影技

術的發明與精進，使得人們開始可以從腦的活動來解釋人們的學習

（洪蘭，2001）。因此藉由腦神經科學學門的開發，學者也圖從腦

部發展的觀點來說明並解釋人們的學習。 

 - 107 - 



4. 學習是一種過程（learning as a process）：對人類發展的瞭解，

也促使學術界對學習產生不同的解讀，也即是學習理論中強調行為

學派、動機理論、及環境理論對於學習的看法。現今九年一貫對課

程對於學習的觀點將以往強調學科內容的學習，轉換成對學生能力

的培養，而上述的觀點，認為能力是「能將知識和技能有效應用來

達成目標而」，而非以往所強調的「知識」與「技能」（蘇永明，2000）。 

  上述的觀點強調，課程專家應從「鉅觀」(macro)的觀點衡量學校課

程的內容與目標，包括社會的潮流、政治的影響、國際的趨勢及學習理論

上的轉變。雖說課程專家關心的內容是「當下與現在」，但屬國家層級的

課程發展，應立基於宏觀與鉅觀的思考，思考社會的發展的走向、衡量知

識體系、並考量課室中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其「文化」、並彰顯國家對

於課程與教育的哲學才是。 

二、課程決定之理論依據與思考 

   研究者認同作為國家層級課程的課程標準，不能毫無說明且理所當然

的沿用「六大」領域，卻無任何理論或理由支持我國幼稚園學生應該學習

這六大領域。 

     研究者於跟隨國幼班研究之際，閱讀各國課程標準建構過程的資料

時，發現NAEYC（基植於Piaget、Vygotsky及Erikson的理論）、英國（強

調學習方案、成就目標及評量）、及澳洲等國家於構築各領域的課程內容

時，皆會清楚的闡述其建構標準的立論基礎或是立基指導的原則。 

     然而，我國幼稚園課程標準自21年公佈，隨著政府的播遷來台，如

同縫補的衣服，每回的修訂增刪之間，究竟我國幼稚園課程標準立基的哲

學思考為何？課程方向為何？繼之，依據此哲學思考或課程理念，發展出

相對應的課程內容或教育目標。然歷次以來的修訂，僅停留於內容的部份

修改而課程標準的立基點為何，或是整個課程的走向是受忽視的，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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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必要重新思考「拼湊式」內容的幼稚園課程標準， 如何回應當代社

會現況。 

三、瞭解並正視課程決定中的政治性，並在課程決定中加以運用 

    課程決定著實是充滿政治性的，然而綜觀76年課程標準修訂的歷程

中，權力的掌握主要在當時國教司司長及某些幼教專家學者的手上，為

此，不免令人質疑76年課程標準的知識是否僅屬於部分人士觀點之下所

認同的知識。此次修訂中，基層教師的聲音、社會大眾聲音、及教育專業

人士的聲音，幾乎是被邊緣化。不能否認上述的情況，與時代背景脈絡有

關，包括當時幼教領域並不受重視，自然也不會有來自大眾意見與壓力。

因此，當代幼稚園課程標準的修訂是委員們之間角力與方司長權衡之下而

生的內容。 

    然而，課程決定中的政治性並無法避免，因之，要如何運用之並轉化

使其真正能廣納各方的意見，蔡清田（2000）認為廣納各方意見之課程決

策，其實充滿政治社會意涵的知識權力運作歷程，但是其更是一個需要各

方合作充分溝通協調的課程決定。 

 四、政府機構對文件資料的整理與保存 

    研究者於收集76年幼稚園課程標準修訂中的會議文件，詢問國教司、

檔案保管組，獲得的回應不外乎是檔案沒有獲得完善的保存，或是需要當

年承辦幼稚園課程標準修訂業務的相關人員才能調閱。從歷史的眼光與角

度看來，幼稚園課程標準修訂文件資料的保存有其歷史價值及意義，提供

後人於日後再次修訂或制訂課程標準時，作為經驗的借鏡與思考。然而，

我國的政府對於資料整理的態度與保存歷史的資料，卻顯得無力而不積

極，致使課程標準修訂的資料僅能依照口述的方式獲得保存。逝者已矣，

來者可追，希冀政府未來處理類似官方的文件，除了文件資料的妥善保存

之外，也可以利用科技設備，將資料掃瞄存檔以提供後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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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國家層級的課程發展也有其歷史演進的進程，我國幼稚園課程標準的

修訂，一直以來並不受重視，每回的修訂總在短短的修訂經過簡短的介紹

並且說明修訂後的內容，然卻從不追問修訂背後的原因與修訂的源由。然

而，不先追問過去又如何評斷過去，並立基於過去之上構築新的課程。 

   因之，教育部現階段正規劃「國民教育幼兒班」課程綱要，未來有意

從事研究者即可研究「國民教育幼兒班」課程綱要制訂過程中，專家學者

考量的因素與思考的觀點。串連並比較76年幼稚園課程標準的修訂過程，

一來可以檢視我國政府在制（修）訂課程上，不斷重複出現的議題與缺失；

二來，也可以循著課程發展的脈絡，找尋其中的歷史脈絡，及幼教領域中

對於課程觀點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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