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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背景 
 
 

壹、 社區學院運動現正席捲全美 
 
社區學院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極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它同時橫

跨正規與成人教育領域，以提供大學前二年的教育為主，最高頒授副

學士學位，這是一種高於十二級高中文憑的二年制學院學位，可轉軌

銜接到一般四年制大學，完成學士學位。另外，也提供成人教育、補

救教育、職業技能、社區服務等課程，為在正規教育體制失敗的人，

提供補償性與發展性的學習機會，並協助就業、在職進修或轉業，滿

足社區居民各種需求。由於採行門戶開放政策、學費低廉、課程設計

彈性又多樣化，社區學院實現了人人就讀高等教育的夢想。前美國總

統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指出，社區學院運動現正席捲全美，各
地註冊率迅速爆增，這是因為社區學院滿足了增強社區、實現人們夢

想與幫助人們建立成功家庭的需求（Fusch,1996,p.1）。當今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在國內事務上以教育為第一優先，大力推動「沒有小孩
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計畫，更是積極要求增強社
區學院所能扮演的關鍵性角色，支持社區學院充分發揮潛能，成為教

育、職業準備、勞動力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主要發動機，以增強國力，

為美國未來作準備（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3, p.1, p.4）。 
 

目前全美有社區學院 1,171所，約占所有高等教育機構總數的四分
之一，如果社區學院分校全都算入，總數約 1,600所，約占所有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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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機構的 40％，但註冊學生數占達全國大學生總數的一半以上。以 
2000 學年為例，有 1,040萬人註冊就讀社區學院，540萬人修讀學分
位課程，500萬人修讀非學分位課程，其中多數是工作訓練課程。據估
計，自 1901年社區學院源起迄今，至少有一億人曾就讀過社區學院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AACC], 2002 b, p.1; 
AACC,2002c, p.1）。另外，對弱勢學生而言，這些數據意義更大，因為
社區學院是弱勢學生進入高等教育的最佳管道。在都會區裏，社區學

院註冊學生數，反映著地區人口中弱勢族群的比例。全美社區學院註

冊人數統計，30％是弱勢學生，58％是婦女，80％以上的學生同時有
著全職或兼職工作（AACC, 2002e, p.1）。 

 
社區學院強調提供教育機會給所有的人，主要任務是開放管道與

追求社會公平、提供廣泛的課程、體現社區本位哲學、致力於教學及

實踐終身學習的承諾。可以說，沒有任何高等教育機構比它更能回應

社區、工作與終身學習的需求，它不但為美國高等教育寫下了新扉頁，

也奠定了美國終身學習社會的基石。 
 
貳、課程設計引導社區學院任務之執行 
     

社區學院創新聯盟〈League for Innovation in the Community 
College〉在「社區學院機構效能評鑑」報告中特別指出課程與社區學
院任務之重要關聯，社區學院的轉學任務、職業準備任務、基本技能

與發展性教育任務，及繼續教育與社區服務任務，都要靠課程設計之

引導才得以完成〈Baker Ⅲ, 1994, p.67〉。由於社區學院服務人數之眾，
其課程設計的動向，影響了將近半數的所有中等後教育學生學習的課

程、進展與本質。因此研究社區學院的課程設計是一項重要且十分值

得的努力。尤其發展百年以來，美國社區學院的課程設計隨著各時代

社會、經濟的變遷與挑戰，而有著根本性的改變與成長。值此歡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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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學院滿百週年之際，有關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之研究，更具時代

意義！ 
 
參、設置社區學院是我國當前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 

 
設置社區學院是我國當前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教育部早在

民國八十七年公布的「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中就指出，希望建立社

區型大學或社區學院，兼顧成人學生與青年學生的學習需求，同時能

銜接轉軌到一般大學和科技大學，以形成具彈性且能滿足社會需求的

高等教育體系（教育部，民 87）。同年九月，台北市政府率先試辦了全
國第一所社區大學，為學習社會的來臨，邁向新的里程。迄今全國各

地，已有十七縣市設有社區大學共 61所（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民 92）。 
 

社區大學無正式文憑，以知識解放、公民社會為願景，作法與歐

洲的成人教育傳統較為接近，屬由下而上的民間草根性運動，希望培

養民眾批判思考能力，讓整個社會反省內在，以進行社會重建，教育

部研擬的社區學院，則是介於中等教育和大學教育之間的高等教育機

構，主要是提供專科或大學前兩年的教育。學制規畫採取學分制，修

業年限和課程均具有彈性，修畢兩年學程者可以獲得副學士學位，修

畢短期學程者則授予各項證書。課程方面以提供兩年期的職業教育為

主，並提供博雅通識教育、成人基本教育和社區教育等短期課程（翁

榮銅，民 87，頁 16-17）。雖然社區大學模式與教育部研擬的美式社區
學院不盡相同，社大強調直接對社會改革下重藥，教育部則認為要有

法源依據，納入正規教育體制才可，但這只是作法上緩急之差。實際

上，無論社區大學或社區學院，都是秉持達成全民終身教育的理念進

行教改，都是以學習社會為最終目標。雖然目前教育部版的社區學院

尚未正式出現，但研究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模式，當對我國未來設

立社區學院時之課程設計有所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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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選擇「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模式之研究」為主題，主要

動機有四方面，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社區學院是推動終生學習社會的重要機構 
 

學習社會係指社會為其組成份子，不管終生中任何時間，都能提

供學習的機會以適應其需要，而達到個人潛能的充分發展（Van der Zee, 
1996, p.180）。學習社會強調，學習是終生的，是權利也是責任，學習
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品質，教育設施宜多元、易得，且惠及人人。介於

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間、橫跨正規與成人教育領域的社區學院，正

是能達成這種教育功能的教育機構。由於彈性化的體制與課程，社區

學院可以讓被排拒在高等教育門外的學生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

會；可以補償失學成人就學的機會；可以讓婦女、老人和弱勢族群有

更方便的求知管道；可以讓企業界員工有進修的途徑；也可以和社區

與社會需要緊密結合，促進社會重建（張德永，民 87，頁 9-10)。社區
學院開放門戶給希望重回校園的所有人士，學習社會的營造是它責無

旁貸的任務。 
 

比起其他成人教育機構，如補校、大學推廣教育、及民間社區所

實施的成人教育等，社區學院在課程組織及規劃、政府與民眾的教育

權責分配、入學方式、學習組織型態、設備、經費、師資等設計上都

更有組織、有系統地以終身學習為引導，契合學習社會的理念（王秋

絨，民 86，頁 213）。社區學院主張入學畢業彈性化，課程與教學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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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及社區需要多元化，教學目的在使社區居民更有自主性，更具生

活品質，收費低廉可得性高，任何階層都可負擔，具大眾化特性。明

顯地，社區學院比其他任何機構都更隸屬於終身學習，它是最直接、

最能營造學習社會的主要機構（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Community 
College, 1993, p.22）。 
 

二、台灣當前對設置社區學院的需求性 
 

世界主要國家設置社區學院或類似機構，大抵不外乎社會、經濟、

教育及人口等因素。就社會因素而言，社區學院能滿足社區民眾需求，

以教育作為手段，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發展，達成社會改造或重

建目的；就經濟因素分析，社區學院能提供社區民眾職業教育機會，

充實其謀生或轉業技能，以因應工商社會之快速變遷；就教育觀點來

看，摒棄高等教育菁英主義色彩，社區學院提供多元而大量的高等教

育機會，凸現了大眾化及民主參與特色；就人口方面而言，由於非傳

統高等教育需求人數增加，及兼顧弱勢族群教育需求，社區學院更加

蓬勃發展，普遍設置（胡夢鯨，民 88，頁 1-3）。 
 

環顧我國當前情境，設立社區學院有其解決當前問題的急迫性、

滿足社會大眾學習需求的必要性，更具有引導終身學習社會發展的前

瞻性。在社會上，我們需要全民參與的健全社區，也需要有終生學習

理念的學習社會；在經濟上，我們必須解決勞工失業問題，並加速培

養各類經建人才；在教育上，我們必須紓解升學壓力，建立終生教育

體系；在人口上，我們需要滿足高異質性人口的學習需求，照顧文盲、

婦女、原住民、高齡者、勞工、殘障者等的教育權利。推動社區學院，

發揮試探和轉學、回流教育、社區教育或服務等功能，正可補足台灣

當前教育體制與學校結構上的缺失。它不僅顛覆以往對大學的刻板印

象，其所引發的效應，像一個強而有力的磁場，能將教育改革、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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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文化創新和公民社會等議題融匯一塊，激盪出重建台灣社會的

行動力，導引台灣邁向終身學習社會。社區學院的設置與推廣，不僅

是對終身學習世界潮流的正面回應，也是我國邁向學習社會的一個重

要里程碑。 
 

三、課程設計是體現社區學院目標、功能與任務的核心 
 

社區學院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相當獨特的一個機構。根本上，

它的課程設計是其獨特性的主要來源。社區學院課程十分多樣化，包

括轉學教育、通識教育、職業教育、補救教育與社區教育，提供有學

分位課程、非學分課程和繼續教育課程等各類長短期課程。這些課程

直接回應學生的幾個明顯目的：為轉軌銜接到四年制大學作準備、為

就業而受教、改善高中未能學會的基本技能、充實自我、與促進社區

發展。社區學院整個歷史，一直主張的課程使命就是回應學生渴望與

地方經濟型態的改變。這種回應程度彰顯社區學院的獨特性，也被視

為是它最大的力量（Schuyler, 2000, p.1）。社區學院課程設計是體現學
院目標、功能與任務的核心，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總之，社區學院的設立以滿足社區民眾的學習需求為首要，以促

進社區發展為優先，以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社會為願景，讓每個人都是

終身學習的個人，每個家庭都是終身學習型的家庭，每個社區都是具

有終身學習環境的社區。社區學院學生群是社區人口的代表，有中產

階級、工人、第一代移民、重返校園的婦女、老人與窮人等，社區學

院課程設計與社會主流價值緊密相結，迅速回應變遷的挑戰，它的發

展就是社區發展的縮影，也是透視社區、社會主流文化的櫥窗。面對

廿一世紀新社會，學者們點出「學習型學院」（A Learning College）的
願景，強調以學習為第一優先，主張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

方式提供教育經驗給學習者。要求其課程設計擺脫象牙塔式的學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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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積極走向結合社區的多元化新視野，焦點宜從教學典範轉型成以

學習與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典範（O'Banion,1997,p.47,pp.101-102; 
Flynn,2002,pp.1-2）。它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是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增
加，更是整個高等教育屬性的改變。檢視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之發

展，實有其必要性。 
 

四、補充國內社區學院課程設計文獻之不足 
 

近幾年來，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的理念逐漸受到政府的重視，建

立學習社會，替代以學校教育為唯一學習管道的教育體制，是未來社

會的必然發展趨勢。民國八十七年教育部發表「邁向學習社會」白皮

書，同年九月，台北市政府率先試辦了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隨著這

些以終身學習為主軸的各項教改措施陸續之開展，國內目前有關社區

學院的研究也逐漸豐碩起來。在專案研究方面有林清江等（民 84）、賴
世烈等（民 84）、黃富順等（民 85）、林玉體等（民 86）、張文雄等（民
87）等；在學位論文方面有王梅珍（民 84）、蕭素琨（民 85）、張德永
（民 87）、黃月純（民 92）等；另外尚有許多發表在書籍、期刊與研
討會上的論文，如謝孟雄（民 85）、王秋絨（民 86）、林振春（民 87a）、
胡夢鯨（民 88）、王政彥（民 88）、胡茹萍與林騰蛟（民 88）等，都具
有珍貴的參考價值。不過，這些資料或只概略介紹各國社區學院的發

展，或只論述社區學院的角色與功能，或只研議我國推動社區學院的

可行模式，或只是分析社區學院某一類課程方案，尚未有對社區學院

全面的課程設計進行系統化之探究者，相信如有這方面的研究，當能

補充國內有關社區學院課程設計文獻之不足。 
 

世界各國社區學院的發展，以美國為最具代表性與完備性。而由

於密切受到各時代社會背景、經濟因素、甚至教改政策等的影響，美

國社區學院的課程設計，在各階段存有不同的目標與重點。從源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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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轉學課程、職業課程、補救課程到社區服務與終身教育課程，從

基本技能、公民教育、生涯發展、社區到全球化議題，從校園本位、

社區本位到學習者本位，從目標模式、博雅模式到批判模式，從教學

典範走向學習典範，美國社區學院的課程設計，已經歷了一段根本性

的改變與成長（林慧貞，民 88，頁 38）。反觀我國，雖然目前國內設
置社區學院的呼聲甚囂塵上，但學者們也指出相關條件的成熟度仍感

不足，如在理念、法制、定位、功能、設置型態、課程設計與學習認

證等方面，都有待再深入探討（王政彥，民 88，頁 14）。而已開辦的
社區大學，在教學上是全新的經驗，無論是課程設計、教學方法，皆

因教學對象的不同，而面臨不少的挑戰。百年老店的美國社區學院，

其課程設計有百年的歷史發展，並有和環境挑戰的經驗，分析美國經

驗，正可供作國內參考，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以美國社區學院為範圍，以課程設

計模式為主題，分析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模式，希望能對我國未來

設立社區學院時之課程設計提供重要的參考。具體而言，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課程設計模式的相關理論。 
二、探討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的發展演變、內涵與理念。 
三、引用課程設計的相關理論，分析美國社區學院的課程設計模

式。 
四、根據以上研究結論，對我國未來設立社區學院時之課程設計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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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基於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採用的研究方法為分析研

究法。分析研究法（analytical research）是一種敘述性的研究方法，依
照選擇的資料，描述與詮釋過去。採用這種方法的研究者，未直接觀

察、測量或實驗現行教育的現象，也未以統計考驗發現。研究者運用

邏輯的歸納法，分析過去保存下來的文件，以探求其痕跡，分析相關

的資料與文獻，以找出適當的因果的解釋（王文科，民 79，頁 207）。
本研究將就所蒐集到的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相關文獻資料，包括一

般學術論文、書籍、期刊雜誌、研究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等，進行研

讀、比較及整理，最後並就研究目的所提方向，進一步做綜合、分析、

歸納與批判的工作。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步驟如下： 
 

一、擬定研究計畫 
 

閱讀課程設計及美國社區學院相關文獻，確定研究主題、研究範

圍、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等，擬訂研究計畫，並送請指導教授指正。 
 

二、蒐集相關文獻 
 

依研究主題，進一步蒐集課程設計及美國社區學院相關資料，尤

其是專論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之文獻與美國歷年所作大型調查之統

計資料，作為本研究分析立論之依據。由於所需資料限定以美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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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課程為範圍，僅從國內圖書館著手，資料蒐集無法完整，而一些

大型調查之統計資料，也無法取得，因此研究者也直接前往美國，參

訪社區學院與蒐集詳細資料。研究者參觀了俄亥俄州 Dayton市的
Sinclair社區學院，並拜訪其名譽退職校長 David H. Ponitz，他同時是
美國社區學院學會資深顧問與社區學院創新聯盟理事會研究顧問，互

動學習中心多媒體電腦服務部主任 James R. Hatton，及 Sinclair在
Miami Valley研究園區學習中心的資訊科技方案發展處處長 Alan Y. 
Cissp，獲益良多。 
 

三、進行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模式之探討 
 

從美國社區學院源起發展、任務與功能看起，再檢視其課程設計

的發展演變、理念、內涵與特色，進而歸納與分析美國社區學院課程

設計之模式。 
 

四、撰寫研究論文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與歸納分析之結果，作成結論，並提出對台灣

未來設立社區學院時之課程設計的啟示與建議。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有三個重要名詞，其定義如下： 
 
壹、社區學院 

 
本研究的社區學院以美國社區學院為主要對象，係指兩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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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等後教育機構，最高頒授有人文副學士與科學副學士學位

〈Cohen & Brawer, 1996 〉。在美國，副學士學位是一種高於第十
二級高級中學的二年制學院學位，可轉軌銜接到一般四年制大

學，完成學士學位〈Fusch, 1996, pp.2-3〉。而除了學位課程外，社
區學院也提供學分、非學分課程、以及各種成人繼續教育，或社

區服務方案等。美國社區學院以社區為主要的服務範圍，旨在滿

足社區民眾各種需求，具有門戶開放、就學方便、學費低廉、課

程設計彈性化等特色。 
 
根據美國社區學院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AACC）統計資料，2002年全美有公立社區學院 992所、
私立社區學院 148所、民族學院 31所，共計 1,171所社區學院
（AACC, 2002d, pp.1-2）。本研究的社區學院，即是以美國社區學
院學會所認定的這一千多所社區學院為主要範圍。 

 
貳、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係指課程的組織型式或結構，即

課程各種因素的安排。Klein〈1985〉認為課程設計包含兩個層面，
一是理論基礎，二是方法技術。所謂理論基礎是指課程設計的三大基

礎：學科、學生和社會，當然也有學者可能強調其他領域，如文化、

政治等。課程設計必須基於三大基礎，據以產生均衡的課程，不過實

際運用時往往有所偏重。所謂方法技術，是指依照理論基礎，安排各

課程因素。最常被提及的課程因素是目標、內容、組織與評鑑。 
 
課程發展〈curriculum development〉，是與課程設計相近的一個

名詞，許多學者將之視為相同，但也有學者嘗試加以釐清，視課程發

展為一個不斷改進的過程，包括確定目標、選擇組織內容、實施課程

和評鑑過程全部的階段；而視課程設計為計畫的制定，只處理課程目

標及課程內容〈施良方，民 86，頁 100〉。這種分法，明顯區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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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課程設計為主題，即採用此種方法，因此，在分析美國社區

學院的課程設計模式時，將只涉及課程目標及課程內容的選擇與組

織，而不論課程的實施與評鑑。 
 
參、課程設計模式 

 
課程設計模式〈curriculum design model〉，是指課程設計實際運

作狀況的縮影，或是理想運作狀況的呈現，希望藉以介紹、溝通或示

範課程設計的藍圖，使未來的課程設計行動獲得指引〈黃政傑，民

80，頁 144〉。進行課程設計時，持不同的理論基礎，如學科中心，
學生中心或社會中心用不同的方法技術安排各種課程因素，如課程目

標或課程內容，就會形成不同的課程設計模式。 
 
根據 Schubert（1986）的分類，課程設計模式可分技術性〈或稱

工學、目標〉、實用性〈或稱過程〉、批判性〈或稱解放〉三類模式。

目標模式以 Tyler原理為代表，認為課程由目標、選擇、組織與評鑑
四部分組成，目標是課程設計的基礎，引導選擇和組織學習活動，並

作為評鑑標準。過程模式主張課程的中心問題是學習過程，而非目標

或內容，它視學習者與學習環境為一動態的開放系統，強調探究式學

習及教師的專業自主。批判模式認為課程設計應建基於反省性和批判

性討論上，以提高參與者的批判意識，致力於轉化現存不合理和不平

等的社會政治脈絡，Freire的解放模式就是最佳實例。三種模式，並
無孰優孰劣，僅是各自強調重點不同之分。本研究探討美國社區學院

課程設計模式，即在嘗試找出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之手法是否有偏

屬目標模式、過程模式或批判模式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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