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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設計的意義、要素與模式 
 

 
 
本研究以美國社區學院課程設計模式為主題，由於美國社區學院

體制同時橫跨正規教育與成人教育領域，因此本章擬先探究課程設計

的基本理論，待第三章中再對成人與繼續教育課程設計模式的相關理

論進行探討。 
 

 
第一節 課程設計的意義 

 
 

壹、 課程的定義 
 

課程的定義相當紛雜，狹義可為教授的學科或教材，廣義可包括

學習者在學校引導下，發生於學校內、外的所有經驗（Oliva, 1997, 
p.4）。大抵上，課程定義可分五類：以課程為學科、以課程為計畫、以
課程為目標、以課程為經驗和其他定義。 
 

一、課程是學科 
 

以課程為學科時，課程可以是一個科目、幾個科目或所有科目，

也可以是學程，或視作學科的內容教材。 
 

二、課程是計畫 
 

將課程當作計畫者，認為課程是學生的學習計畫，其中包含了學

習目標、內容、活動，甚至評鑑的工具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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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是目標 
 
以課程為目標者，認為課程是一系列目標的組合，注重課程目標

如何發現、如何選擇、如何發揮控制功能等問題。這種取向強調預期

的學習成果，而非活動、教材或內容等手段。 
 

四、課程是經驗 
 

把課程當作經驗的主張，反對課程是一套活動或預先設定目標的

觀念，認為教育目的和手段應是單一不可分割的過程（Schubert, 1986,  
p.30）。課程是學生和計畫好的內容、教材及環境等的交互作用，以及
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這就是經驗。 
 

五、其他定義 
 

課程也被一些學者視為文化再生產、社會重建的議題，這是從課

程的功能作用來考量的。另外，也有從知識角度進行探討，視課程為

思考的形式，或種族經驗等。 
 

不同的課程定義，反映不同的課程思想，從而導致不同的課程實

踐。McNeil〈1990〉也指出，持不同定義的專家和學者，在進行課程
設計時，可能會採不同的設計取向。如接受計畫及目標定義者，會較

支持目標模式；接受經驗定義者，會較支持過程取向；採社會重建、

文化再生產定義者，則可能會採批判模式。課程定義與課程取向間似

乎存著一定的關係，課程設計者進行課程設計時，必先對不同的課程

定義有所瞭解，才能充分掌握不同模式特色，並將之加以運用。 
 
貳、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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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課程設計是課程工作者從事的一切活動，包含對達成課程目

標所需的因素、技術和程序，進行構想、計畫、選擇的慎思過程（黃

政傑，民 80，頁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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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理論基礎是指學科中心、學生中心

和社會中心等基本觀點，當然也有學者可能強調其他領域，如文化、

政治等。課程設計必須基於這些基礎，據以產生均衡的課程，但實際

運用時常有所偏重。所謂方法技術，是指依照理論基礎，安排各課程

因素。而談及課程設計的方法技術，不得不回到課程領域內的一個基

本架構，那就是著名的「Tyler原理」（The Tyler's Rationale）。Tyler〈1949〉
指出，進行課程設計時，需要回答四個根本問題，它們是： 
 

一、學校應該追求那些目標﹖ 
二、要提供那些教育經驗才可望達成這些目標﹖ 
三、這些教育經驗如何才能有效地加以組織﹖ 
四、如何才能確定這些目標正在被實現﹖ 

 
這四大問題：目標、內容、組織和評鑑，就是課程設計的要素（Tyler, 

1949, p.1）。 
 
參、課程發展 

 
課程發展是與課程設計相近的一個名詞。許多學者將之視為同，

在著作中交互使用課程設計與課程發展二詞。但也有學者嘗試加以釐

清，視課程發展為完成一項課程計畫的整個過程，包括確定課程目標、

選擇與組織內容、實施課程和評鑑課程等階段。而視課程設計為課程

所採用的一種特定的組織方式，主要涉及課程的目標及課程內容的選

擇和組織（施良方，民 80，頁 100）。二者區分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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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的 課程的實施 課程評鑑
選擇與組織

課程設計  

       

圖 2-1 課程發展和課程設計的區分 
資料來源：課程理論（頁 100），施良方，民 86，高雄：麗文。 

 

這種分法，讓課程發展與課程設計之差異，一目了然。由於課程

發展是一個不斷改進的過程，所以必須把課程實施和評鑑包括在內。

而課程設計主要是指課程計劃的制定，只有在計劃完成後，才能實施

和評鑑。因此本研究定義的課程設計，將以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與課

程組織為主要關懷要素，而不論課程的實施與評鑑。 
 

 
 

第二節 課程設計的要素 
 
 

根據前一節有關課程設計定義之探討，進行課程設計時，須處理

之要素，包括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與課程組織，以下進一步說明。 
 
壹、課程目標 
 

基本上，教育需以課程為中介才能實現，課程可說是學生達到教

育目的手段，而課程目標就是教育目的的轉化。但是如何把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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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為課程目標，進而用來指導課程設計，這是課程設計者最重要的

課題。 
 
通常，由於人們對學生身心發展的規律、社會需求的重點、及知

識的性質和價值的看法存在差異，對其之間的關係理解不同，在轉化

目標時，可能會採用不同的形式，因而產生不同的課程目標取向。大

致上，課程目標的取向有三類：行為目標（behavioral objectives）、展
開性目標（evolving purpose）、與表現性目標（expressive objectives）。 
 

一、行為目標 

 

行為目標是呼應刺激－反應學習理論而來，認為學習不是突然發

生的，而是通過一系列刺激－反應的細小步驟，按順序逐漸達到的。

在行為目標之父 Tyler（1949）看來，陳述目標最有效的形式，是既指
出要使學生養成的那種行為，又言明這種行為能在其中運用的生活 

領域或內容。以行為方式來陳述目標，既具體又明確。 

 

二、展開性目標 

 
Stenhouse（1975）強調課程不應以事先規定的目標為中心，而要

以過程為中心，根據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而展開相應的目標，此即展

開性目標。如果說行為目標關注的是結果，那麼展開性目標注重的是

過程，因為它視教育為一個演進的過程，而且是有機生長的，紮根於

過去，而又指向未來，在此過程中任何階段上所提出的目標，都不能

被看成是最終目標，目標是演進著的，不是預先存在的。教育過程的

價值，在於它們的挑戰性，而不在於它們終極狀態，這一思想可溯源

自 J.Dewey，課程的目的就是促進學生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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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現性目標 
 

表現性目標是對課程的行為目標的另一種批判。Eisner（1969）在
自己所從事的藝術教育領域裏，發現預定的行為目標不適用，因此提

出表現性目標作為補充。表現性目標是指學生在從事某種活動後所得

到的結果，它關注的是學生在活動中表現出某種程度上首創性的反應

形式，而不是事先規定的結果。典型的表現性目標如：「參觀動物園，

討論在那裏看到的最有趣的幾件事。」所以，這類目標不像行為目標

是封閉性的，它只為學生提供活動領域，至於結果則是開放的，以使

學生有機會去探索、發現自己特別感興趣的課題〈Eisner, 1994, 
pp.100-105〉。 
 
貳、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是指各門學科中特定的事實、觀點、原理和問題，以及

處理它們的方式。課程目標一旦有了明確的表述，就在一定程度上為

課程內容的選擇和組織提供了一個基本方向。大抵上，課程內容的取

向有三種：課程內容即教材、課程內容即學習活動、課程內容即學習

經驗（施良方，民 86，頁 133-136）。 
 

一、課程內容即教材 
 

很多教育工作者常不知不覺地採取這種取向。把重點放在教材

上，雖然有利於考慮到各門學科知識的系統性，使師、生清楚明白教

與學的內容，使課堂教學有據可依。但對學生來說，視課程內容為教

材，是由外部力量規定他們必須接受的東西，而不是自己感興趣的東

西，學習不是自己生活的必需，而是對老師和家長的一種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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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即學習活動 
 

學習活動取向的重點放在學生做些什麼上，而不是教材體現的學

科體系上。它的課程特別注意其與生活的聯繫，強調學生在學習中的

主動性，例如不是告訴學生科學發現的基本步驟和注意事項，而是讓

學生透過參與科學發現活動的過程來瞭解。不過，如果僅關注外顯的

活動，而忽略深層次的學習結構，容易偏離學習的本質。 
 

三、課程內容即學習經驗 
 

學習經驗不是一門課程的教材內容，也不是教師所從事的活動，

而是指學生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作用。此取向強調，決定學習的質和量

的是學生而不是教材，學生是一個主動的參與者，學生之所以參與，

是因為環境中某些特徵吸引他，學生對這些特徵作出反應，因此，學

習只能是「學」會，而不是「教」會的。不過，這種取向的課程設計

會導致學校課程內容全受學生的支配，其後果可想而知。 
 

由以上看來，三種課程內容取向，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也有其

明顯的缺陷。堅持某一取向，犧牲其他取向，使其相互對立，並不是

可取的辦法，課程設計者應考慮的是如何辯證地處理好這幾方面的關

係，以兼顧到教材、學習活動和學習經驗這幾方面的因素。 
 
參、課程組織 
 

為使學生的各種學習有效地聯繫在一起，使學習產生累積的效

應，那麼課程必須加以有效地組織，使其產生強化的作用。Tyler〈1949〉
提出課程組織的三個原則：繼續性(continuity)，指直線式地重覆陳述主
要的課程內容；程序性（sequence），可說是課程的垂直組織，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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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建立在前一經驗之上，但卻對同一素材做更深刻的處理；統整

性〈integration〉，則屬於課程的水平組織〈Tyler, 1949, p.86〉。根據 Tyler
原則，課程組織會呈現幾組關係： 
 

一、縱向組織與橫向組織 
 
所謂縱向組織，或稱序列組織，就是按照某些準則，以先後順序

排列課程內容。學習是累積的，由簡至繁、已知到未知、具體到抽象，

是學者們的一貫主張。而從發展論來看，學生生理的、心理的、理智

的、及情感的發展，也是按一定順序由內部加以調節的，因此，課程

內容的組織也必須顧及學生發展的階段。 
 

至於橫向組織，則是要求打破學科的界限和傳統的知識體系，以

便讓學生有機會更能夠探索社會和個人最關心的問題，使課程內容與

學生校外經驗有效地聯繫起來。它強調的是知識的廣度而不是深度，

關心知識的應用而不是知識的形式。 
 

二、邏輯順序和心理順序 
 

課程內容應按邏輯順序或心理順序組織，是教育史上爭論頗大的

問題，也是所謂傳統教育與新教育最大的分歧所在。傳統教育主張根

據學科的邏輯順序來組織課程內容，把課程內容的重點放在邏輯分段

的順序上，強調學科中心。新教育則主張要根據學生身心發展的特徵，

以及他們的興趣、需要、經驗背景等來組織課程內容，學生是課程的

中心，一切學科的邏輯都處於從屬地位。不過，現在已沒有人仍會固

執一端，越來越多人傾向二者兼顧。 
 

三、直線式與螺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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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式就是把課程內容組織成一條邏輯上前後聯繫的直線，前後

內容基本上不重覆。螺旋式，或稱圓周式，則要在不同階段上使課程

重覆出現，但逐漸擴大範圍和加深程度。直線式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

覆，螺旋式容易照顧到學生認識的特點，加深對學科的理解。兩者各

自的長處也正是對方的短處。 
 
無論是縱向累積深度或橫向增加廣度、按邏輯的學科中心或按心

理的學生中心、直線式重覆或螺旋式重覆，Tyler最終目的都在把課程
內不同的學習經驗建立適當的關係，以期達到最大累積的效果

〈maximum cumulative effect〉，從而變成一個更有效的教育方案。 
 

 
 

第三節 課程設計的理論取向 

 

 
課程應包含什麼﹖以何種因素為核心來設計﹖不同的課程觀、不

同的課程目標、與不同的課程內容等，常會形成不同的課程設計理論。

綜合各家學者看法，目前有三種課程設計的理論取向值得重視。第一

種取向強調知識體系，以學科為課程設計的核心，稱學科中心。第二

種取向強調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力，稱學生中心。第三種強調社會

取向，有社會適應和社會重建兩種觀點，稱社會中心（Eisner & Vallance, 
1974, pp.1-18；Ornstein, 1982, pp.404-408；黃政傑，民 80，頁 103-140）。 
 
壹、學科中心取向的課程設計 
 

在學科取向的理念下，課程所有的思考必須由學科出發，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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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引導學生進入學科領域，使其成為學科社群的一份子，然後

循序漸進，拾級而上。學生不但要獲得學科知識、求知方法，也要養

成認同於學科的態度，尊重學科的傳統，所以課程完全是為了學科而

存在。 
 

基於這種目標，學科中心取向課程設計的主要工作，在於使課程

反映學科，它所關心的不是改變學生何種行為，而是如何讓課程能更

精確地表達各個學科的本質，將已知且具有權威的知識納入課程

（Connelly & Lantz, 1985, pp.1160）。也就是說，所有課程內容，應由
學科之中抽取，只有學科知識適合納入課程，至於心理需求、社會問

題及其他學科以外的型式，雖然對於整個課程的學科知識分配有其重

要性，也不適於決定課程內容。另外，在課程組織上，有學科獨立存

在者；有學科與學科雖然維持獨立，但力求關聯者；有合併兩個以上

的學科成為一教學科目者；也有以主題來統合各學科的知識與技能者。 
 
貳、學生中心取向的課程設計 

 

學生中心取向的理念，所嚮往的學校是自由的、統整的、發展的、

活動的，且是完全以兒童為中心的。它假定人性本善，以學生為中心，

讓他自然生長，結果必然也是善的，所以，學生的學習是主動的，學

習不是將環境中的事物傳授給學生，而是他在與環境交互作用過程

中，創造意義，產生知識，知識是學生經驗的一部份。基於這種知識

觀，學生取向理念常以教育活動替代教育目標。 

 

學生中心取向的課程設計主張，讓課程適應學生，而非讓學生適

應課程。課程設計的核心是學生的興趣、需要、能力，或是意圖、性

向與發展。課程設計旨在提供學習環境，協助學生從事各種學習活動，

進而促使其潛能獲得生長與發展。「教」變成助長「學」的過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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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傳統的傳授角色，轉而為協助角色。至於課程內容的組織型態，則

是工作單元的型態，而不是知識的分科，因為是要學生去經驗以便自

行得到知識，而不是呈現知識讓學生去學習，其所包含的工作單元，

常常跨越了許多學科。 

 

參、社會中心取向的課程設計 

 

社會取向的理念分成兩派，一派主張課程應協助學生適應現存社

會，稱社會適應觀，另一派主張課程應提升學生的批判能力，培養其

建立新目標的技能，以促成有效的社會改變。 

 

進一步來說，社會適應觀認為課程發展的目標，在將學生導入社

會，或者讓學生學習社會需要的能力，期能成為社會有效的成員，發

揮社會功能，因此，主張由社會現有的狀態，去尋找課程設計的目標。

社會重建觀則認為應讓學生探討社會問題，了解其本源及改善的方向

和方法，並付諸實施，以善盡個人責任，形成美滿社會，因此，主張

將社會現存的問題，當作課程設計的核心。 

 

雖然這兩者似乎是對立的觀點，但事實上，他們兩者均屬同一層

面，都仰賴社會而不是學科和學生，做為課程設計的依據。再者，兩

者都要進行社會分析，以了解目前社會如何運作或社會問題的根源。

另外，在課程的選擇和組織上，社會適應觀重視社會活動的實行能力，

社會重建重視社會問題的解決，其實兩者都是強調行動的。所以可以

說，這兩者的課程設計是殊途而同歸的（Eisner & Vallance, 1974, p.18）。 
 

總之，學科、學生及社會三種取向，對於課程設計的影響，顯而

易見。無論是課程目標、活動、內容的選擇與組織，或其中隱含的知

識觀和學習觀，都受到這些理論取向的影響。課程設計者應確實瞭解

各種理論取向，以修正自己的理論取向，使課程設計成果愈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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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課程設計的模式 
 

 
課程設計模式，是課程實際運作狀況的縮影，或是理想運作狀況

的呈現，它藉由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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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課程觀點與理論基礎，
常會形成不同的課程設計模式。正如前述分析，從課程目標三取向：

行為目標、開展性目標與表現性目標；課程內容三取向：教材、學習

活動與學習經驗；再配合課程設計理論三取向：學科中心、學生中心

與社會中心，學者們導出了各式各樣的課程設計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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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目標模式 
 

一、目標模式的觀點 
 

所謂目標模式（the objective model）的課程設計，最主要的精神
在於目標取向的理念。目標模式要求課程設計者，由課程目標的建立

出發，去設計課程，在整個設計過程中，目標是統治者或指導者，而

為了讓目標更具統治力和指導作用，它摒棄傳統廣泛而缺乏明確性的

敘述方式，並以學生受教後應該顯示的終點行為來陳述，亦即採用行

為目標的方式敘寫（黃政傑，民 80，頁 172-173）。 
 

可以說，目標模式的課程設計所採取的是一個「手段－目標」的

進路，它視課程設計為一種科學化而系統化的理性規畫，強調課程目

標的具體性、明確性與價值中立性，最吸引人處在其條理性與簡易性。

大抵上，它具有以下優點（Marsh, 1992, p.109）： 



 25

（一）目標模式為課程設計者提供一個清楚的方向和指導，它認

為課程的成效取決於目標的準確性和清晰度。 
（二）目標模式為課程設計者提供一個藍圖，它可說是一本固定

的手冊，使課程設計的過程簡化。 
（三）模式內課程要素的順序具有明顯的邏輯性和理性，並可應

用於任何科目和任何教育層次。 
 

二、目標模式的實例 
 

目標模式已有許多實際應用的實例，如精熟學習、能力本位教育、

最低能力測驗等。不過，談及目標模式的典型，仍以 Tyler（1949）的
課程設計模式最具代表性。Tyler原理，奠定了今日主導的課程設計觀
點，也就是技術性生產觀點之基礎。 
 

它指出課程設計的四個要素與原則：教育目標之選擇、經驗之決

定、經驗之組織和評鑑的提供，讓人們知道應該遵從什麼步驟去規劃

一個課程。Tyler建議課程設計者從學習者、學校以外的現代生活、及
學科內容三方面的資料，來制定普遍目標。接著，透過教育哲學與學

習心理學的篩，進一步把普遍目標過濾成特定教學目標（Oliva,1988 , 
p.167）。這程序，如圖 2-2所示，並不止於特定目標的擬定，也涵蓋學
習經驗之選擇、組織、管理及評鑑。在 Tyler模式中，目標建立明顯是
課程設計的第一步，目標確定後，才是學習經驗的選擇、組織和評鑑。

顯然，這種模式是直線式的。Tyler之後，許多學者（如 Taba,1962；
Wheeler,1967；Kerr,1971；Goodlad & Richter,1977；Rowntree,1982等）
紛紛修正 Tyler模式，但所提出的新模式，大抵未脫離目標模式本質「目
標掛帥」的理念，不過模式中的運作過程和關係，已由直線式轉為循

環式或互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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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來源 來源

學生 社會 學科

暫 定 的 普 遍 目 標

明 確 的 教 育 目 標

學 習 經 驗 的 選 擇

學 習 經 驗 的 組 織

學 習 經 驗 的 管 理

學 習 經 驗 的 評 鑑

   篩
教育哲學

   篩
教育哲學

 
 

圖 2-2 Tyler的課程設計模式 
資料來源：Developing the Curriculum (2nd ed.)(p.171), by P.F. Oliva, 
1988, U.S.A: Harper Collins. 

 
三、目標模式的批判 
 
儘管目標模式已是當前課程設計的主導典範，仍有不少學者對行

為目標和目標模式加以批判。英國著名的課程理論家 Stenhouse（1975）
對目標模式最關鍵的兩個批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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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模式扭曲了知識的本質 
 

Stenhouse認為，知識不是需要學生接受的現成東西，而是要學生
思考的對象。它不能被用作必須達到的目標而來束縛人，教育是要通

過促使人思考知識來解放人，使人變得更自由。目標模式把知識的深

層結構簡化成行為目標，是學校知識受到扭曲的主因之一。因為通過

目標分析來過濾知識，就給了學校支配學生的權威和權力，學校可以

任意制定思考的界限和尚未解決的問題之答案，扭曲知識的本質

（Stenhouse,1975,p.86）。 
 

（二）目標模式誤解了改進實踐過程的性質 
 

教育實踐的改進，不能只靠遠離實踐的學術理論家依據精確化的

研究成果所設計的方案，來讓教師執行。相反的，要靠真正進行教育

活動的教師發現自己實踐中的問題、思考解決辦法來實現。因此，改

革的關鍵在於使教師得到發展，擴大其專業自主性（Stenhouse, 1975, 
p.144）。 
 

另外，我國學者黃政傑也指出目標模式課程設計潛在的一些危機

（黃政傑，民 80，頁 174）： 
 

（一）目標模式的精神在於管理與控制，為要求績效，忽視了人

類解放、自主、思考判斷和創造的需要。 
（二）目標模式採取生產的教育觀，學生有如原料，課程有如生

產線，學校有如工廠，可能會造成教育標準化的危機。 
（三）目標模式忽視了教育與訓練的區別，將所有教育活動均還

原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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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些教育結果，如鑑賞力、批判思考和創造力等，很難轉

化為可測量的行為。這種行為導向的課程設計存在一個危機，就是教

學會集中注意於可操作、可觀察和低層次的目標。 
 
貳、過程模式 
 

一、過程模式的觀點 
 

過程模式（the process model）的出現，源自 Stenhouse（1975）對
目標模式所隱含知識觀與教育觀的反動。Stenhouse認為知識的價值，
在於作為思考的焦點以激發各種水平的理解，而不是作為固定的信息

讓人接受。教育的使命在解放人，而不是束縛人。因此，他提出課程

設計的過程模式，認為內容、活動及問題本身即有價值，不需依附目

標而存在，只要訂定了程序原則（principles of procedure），即可據以選
擇內容、安排活動、組織問題、設計適切的課程以供學生學習（Stenhouse, 
1975, p.84）。 
 

所課程序原則，是指編寫一種課程說明，闡明存在那些可能的學

習結果，作為一種對教與學過程的假設，而由師生在具體的情境中驗

證和調整。這種概念認為真正指導師生從事教育活動的各種價值，是

體現在其所從事的教育過程本身之中，而不在其想要達到的結果之中

（Stenhouse, 1975, p.85）。因此，預先規定所要達到的教育目標，並不
能幫助教師選擇、創造適當的教學活動，這需要程序原則來實現。 
 

過程模式顯然與目標有著基本的差異。過程模式強調的是「目的

－手段」連鎖中的手段，即教的過程與學的過程，及其中所包含的知

識、活動和問題。它主張課程設計不必以事先預期的學習結果為中心，

而要以過程為中心，由內容和活動的設計開始，著重教學過程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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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過程中的經驗，賦予學生自由、創造的機會，產生各式各樣的學

習結果。課程目標不假外求，教師與學生最大限度地教與學，本身就

構成了目標。 
 

二、過程模式的實例 
 

過程模式課程設計的實例，應以美國社會科學課程「人的研究」

（Man: A Course of Study, MACOS）最為著名（黃政傑，民 80，頁
178-180）。MACOS 對象為 10至 12歲的學生，是以影片為基礎的課
程，它探討太平洋中的鮭魚、鷗、狒狒和愛斯基摩人，並與學生所處

社會和所見經驗比較。其教材包括一些開放式問題，主題有三： 
 

（一）就人類而言，人性是什麼﹖ 
（二）人性如何發展出來的﹖ 
（三）如何使人性更進一步發展﹖ 

 
課程內容的安排，是以此三個主題為核心，透過社會科學和人類

學的研究發現，讓學生思考人性有關的問題。MACOS 背後的程序原
則為： 
 

（一）引發學生發問的過程。 
（二）教導學生研究方法，使其能尋找有關資料，解答所提問題。 
（三）協助學生發展利用一手資料的能力，進而建立假設，獲得

結論。 
（四）引導教室內討論，使學生能表達自己，且聆聽他人的意見。 
（五）視探索為正當，准許且支持學生開放的討論，即使未得到

肯定答案，也無所謂。 
（六）鼓勵學生反省自己的經驗。 
（七）建立新的教師角色，使其成為資源人物，而不是權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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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些程序原則，雖然採取教育目標的形式出現，

但它強調以學習過程為中心，而不是以學習結果為中心

（Stenhouse,1975,p.92）。 
  

三、過程模式的批判 
 

過程模式可說解決了一些目標模式所無法解決的問題，然而不少

學者對它仍有批評之處（李子建、黃顯華，民 85，頁 159-160）： 
 
  （一）程模式仍允許有限度運用目標模式 

 
在課程設計上，過程模式欲與目標隔絕並不容易，因為學習過

程不可避免反應外顯或潛在目標。至於訂定內在價值活動的程序原

則，雖然不以行為目標方式表達出來，但仍可說是高層次普遍目標，

或類似 Eisner（1969）的表現性目標。 
 

（二）過程模式並非價值中立 
 
過程模式涉及的需要、興趣、成長及發展等概念並非與價值無關。

這樣的課程設計缺乏客觀性，且無法達致價值中立。 
 

（三）過程模式在實行上有困難 
 
過程模式認為教育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它假定教師能對課程的各

項要素，予以修正或調節，並期望教師成為研究者。它對教師的要求

愈多，在實際執行上就益加困難。 
 
參、批判模式 
 

一、批判模式的觀點 



 31

批判模式（the critical model）是西方六○年代出現的一個重要課
程設計模式，近年來影響日增。批判模式的基本論點：學校知識是占

支配地位文化的特殊呈現。學校通過選擇、組織特定的語言形式、推

理方式、社會關係、文化型態、經驗等，複製支配文化。它把文化與

權力聯繫在一起，把統治階級一套特定代碼的經驗強加給學生，它不

僅通過肯定支配階層學生，並給其特權，而且還通過排斥、貶低從屬

階級的歷史、經驗、理想，來發揮其功能（施良方，民 86，頁 270）。 
 

針對學校教育缺失，批判模式主張把教育置於政治與文化背景下

進行考察，課程設計要考慮到文化差異，把不同的文化引進課程領域，

並批判教師權威，讓學生批判性地思考一切權力結構，以充份發揮學

生的動力作用。顯然，就批判模式而言，課程設計不只是一個技術問

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Apple, 1990, p.10）。更具體地說，批判模式的
課程設計是建基於反省性和批判性討論上，即透過對學校和課程政治

脈絡作出批判，集體反省和行動，喚醒批判意識，使師生的批判能力

增強，並致力轉化現存不合理和不平等的社會政治脈絡。它把解放作

為教育最終要追求的目標，希望個體能擺脫權力的控制，把自己從他

人的操控中解放出來，改由自己來掌控自己的命運。 
 
二、批判模式的實例 

 
Paulo Freire的解放模式，是嘗試實現批判模式的代表。它視課程

具有政治性，認為課程設計是一種批判性實踐（praxis），強調設計過
程內參與者的平等對話，主張追求教育內外的賦權感（enpowerment），
使師生同樣獲得得解放的能力和意識，進而促成社會的轉化（Freire, 
1972,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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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代，Freire在巴西、智利等地進行識字教育計畫，倡導
「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其基本關注是解放
那些貧窮、沒有勢力和沒有知識的人民。Freire抨擊傳統堆積式教育，
學生被迫接受、儲存意識型態知識、毫無自我思考和批判能力，他認

為只有透過自由的、辯證的問題啟發式（problem-posing）教育，個體
才能真正獲得解放。問題啟發式教育目標不是使人整合到既有制度，

而是改變壓迫結構，使受壓迫者由原來為他人存在，轉變為自己而存

在，其教育設計具有一些特色（Elias & Memiam, 1980, p.156）： 
 

（一）知識是共同探索的過程，教學關係是和諧互惠的，教學者

和學習者是共同的探索者和共同參與者。 
（二）強調對話（dialogue）的重要性，在對話過程中提昇意識。

對話的意義是對話者聯合的反省和行動，以便改變或解放社會。 
（三）教師的任務是提出問題、啟發討論，以提昇學習者意識，

而非知識的堆積、填壓。 
（四）焦點在人民的實際經驗，知識應與實際生活經驗結合，共

同對現實或歷史文化條件加以探索、思考與行動。 
 

Freire的識字教育計畫和學習者自覺過程是相呼應的，學習者在參
與、對話、識字過程中培養對環境、社會現實的批判意識（Elias & 
Meriam, 1980, p.158）。 
 

三、批判模式的批判 
 

批判模式雖然開闊了課程的觀念，也加深思學界對課程設計的反

省，但它仍受到不少批判（Hargreaves, 198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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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模式忽略學生反應上的分歧性與複雜性，把沒有絕對

地、樂意地服從教師要求的學生行為全都歸作「抵抗」，過於簡化。事

實上，學生在學校活動中的反映方式，有迎合、順從、縮退、不妥協、

反叛等多種。 
（二）批判模式注重文化差異，要求把次文化列進學校課程的作

法，完全沒有深刻考察它給學生帶來的不良影響，值得深思。 
總結來說，前述三種課程設計模式，目標模式結合了行為目標、

教材與學科中心等概念；過程模式注重開展性目標、學習活動與學生

中心等理念；批判模式則較偏表現性目標、學習經驗與社會重建取向

等概念，三者比較如表 2-1。 
 
明顯地，三種課程設計模式的優缺點是並存的，且支持各種模式

取向的基本假設是有矛盾的，甚至是有衝突的，所以在採用時需注意

揚長避短的問題。不過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把過程模式和批判模式視

作目標模式的補充形式，而不是作為其對立面，在課程設計中一併使

用，反之亦然。至於究要採取何種模式為主角，則取決於課程所要解

決的具體問題。一般而言，若重點放在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上，目標

模式較有效；若要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過程模式較有效；若要

鼓勵學生的批判精神，則批判模式較為適合。面對美國社區學院多元

與複雜的課程設計，目標、過程與批判三種模式，是否有助釐清其設

計取向﹖美國社區學院真實的課程設計模式又為何﹖這正是本研究待

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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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目標、過程與批判三種課程設計模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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