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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與設計(申論) 

一、課程定義 

(一) 課程即學科:精粹主義。完全包含學科知識，一系列科目，一整套教材。 

(二) 課程即計畫:社會行為主義(社會重建.社會適應)。社會議題:核心課程，重視學習系統規劃，課程是有組織.

預期.而隨意發生，為教學而計畫的行動系統。 

(三) 課程即目標:科技主義。外界企業:科技所需要能力，重結果分析，達成教育目標，注意目標的來源.分類.

敘寫.以目標指引教學活動。 

(四) 課程即經驗:經驗主義。學生的活動課程，學生的學習經驗，學生和周遭人事物的交互作用結果，注意學

習環境，學生興趣.需要.實際發生經驗。 

(五) 課程即研究假設:專業主義。老師立場，行動研究，老師專業，課程是一種在教室情境中有待考驗的研究

假設。教室是課程實驗室，教學是進行實驗研究，師生是共同進行研究的學習夥伴。 

二、依學校課程結構分 

(一) 顯著課程:學校學到的，含正式和非正式課程。 

1. 正式:明訂的教學科目.時間.教學者.精確.教學目標.控管嚴格的教學歷程.有正式視導與評量的課程。 

2. 非正式:正課外.學校所安排學生自願餐與的活動。如朝會.運動會。 

(二) 潛在課程:非經計劃.非預期所學習到的經驗.文化.價值.結構.潛移默化.多屬情意領域。 

1. 形成方式:有意而善意設計(境教.身教.校園綠化美化) 

         有意而惡意設計(意識形態.性別角色.社會階級) 

         無意的設計(實習課程中，顧客至上 vs 偷懶怠惰) 

2. 環境:物質(教室布置.校園)，社會(考試.趨獎避罰，比賽所計較的勾心鬥角)，認知(比馬龍自我預言.男主

外女主內) 

3. 特徵:間接非直接。情義多，認知少。有正面亦有負面。只是一種可能性非絕對的。比外顯課程影響更

深遠。 

(三) 空無(懸缺)課程:該教而未教 

Einser 艾斯納提出:學校課程遺漏了許多重要應納入課程範圍的能力.知識與態度 

(四) 空白課程:無預先規劃設計.無順序.領域..系統.範圍.形式.的一種教學時間→是情境.彈性.自習課.彈性教學

時數 。 

補充十二年國教課程類型 

分為”部定課程”、”校訂課程” 

階段\類型 部定 校訂 

國中小 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高中(普通.技術.綜合.單科) 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實習科目 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部定課程:國家統一規劃.養成學生基本學力.奠定適性發展基礎 

1. 國中小:培養學生基本知能和均衡發展之領域學習課程 

2. 高中:各領域基礎的”一般科目”。學生獲得職業性向的”專業科目”、”實習科目” 

校訂課程:學校安排.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1.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與課

程，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製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



敦化國中豆豆老師編著 

 

習，領域補救教學 

2.高中:校訂必修.選修.團體活動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團體活動時間: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講座 

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補強性課程.學校特色活動 

 

三、課程層次 

古德拉 理念 正式 知覺 運作 經驗  

葛拉松 建議 書面 支持 傳授.被教 習得 施測 

四、依教材組織方式分(芬香濃郁心動) 

學科知識本位→活動中心本位   課程介於論理→心理組織 

    分為(一)分科(二)相關(三)融合(四)廣域(五)核心(六)活動 

(一) 分科:學術研究領域分類，學科邏輯次序做有系統論理組織而得知識。 

優點:分科分類學習專精，論理組織。 

缺點:1.片斷知識，非完整生活經驗 2.不合乎兒童身心發展和學習程序，學生學習較無興趣 3.教師本位教學.

機械式獲得學科知識，非著重理解及高層次認知 

(二) 相關:以課程組織為單位，各科界線仍在，把性質相近科目加強聯繫，但不破壞領域界線。 

優點:統整相連繫。  缺點:進度評量不易。 

(三) 融合(合科):有關係的科目合併起來，減少分科課程支離破碎，使學生得到較完整知能，能適應生活環境。 

優點:學生學習較有興趣，切合實際生活情境。  缺點:知識研究不易有系統且深入探討。 

(四) 廣域:以人類生活經驗為中心分幾大類，完全打破科目界線。 

優點:恢復人類文化本來面目，使學生獲得統整知識概念。  

缺點:缺乏知識結構完整性，只習得粗淺.概要知識，編制不易。 

(五) 核心: (布魯納)。以社會問題為中心，統整其他學科相關知識。 

優點:內容統整，各科成一完整生活經驗，了解社會價值和問題。處理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造就健全公

民。 

缺點:重視社會價值卻忽略學生興趣。不易涵蓋重要學習經驗，不易獲得系統知識，教材編制困難，教學

時間長。學校行政處理困難。 

(六) 活動課程:以學習者為中心，重視兒童經驗.興趣.需求.能力，不採分科教學，引導兒童解決問題能力。 

優點:學生學習興趣濃厚。活的經驗非死的知識。利用自然和社會環境教學，結合社區。統整各方面學習，

學生配合意願高。 

缺點:不能獲得有系統知識。無法預先設計.不能事先計畫。從直接經驗不易適應新情境。教師採用意願不

高。 

五、統整課程模式 

分為單一學科.多學科.科際學科.超學科.方案學科 

(一) 單一學科:課程內的個別統整 

(二) 多學科:一主題為中心，結合不同學科進行教學,學科間界線仍在(相關課程)。 

(三) 科際課程:跨學科統整，探討一中心主題(非社會議題) 

(四) 超學科課程:確立一個中心主題，不考慮學科界線，活動課程(經驗)，社會與經驗統整。 

問題中心學習。故事中心課程。 

(五) 方案課程:透過方案設計解決作為學習的活動課程(生活上實際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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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課程統整四向度(克制射精):課程統整.知識統整.社會統整.經驗統整 

備註:垂直組織與水平組織的統整課程 

(一) 垂直組織:縱向銜接，指學習內容的先後次序安排。 

主要原則有二:1.順序性:學習內容的先後順序，對同一題材做加廣加深的處理. 

         2.繼續性:課程中所包含的要素在不同學習階段予以重複，讓學習者有繼續發展，重複練習的機 

會以避免遺忘。 

(二) 水平組織:橫向聯繫，特定的課程內容能和其他課程內容建立融合一致的關係，把所學各種課程貫串，了

解不同課程的關聯性，增加學習的意義性.應用性.效率性(科目和科目) 

縱向是彼此間有部分的重疊掛鉤，橫向是有機的統整，相輔相成成為一倒立三角形螺旋狀組織 

 

備註:課程設計原則 

課程相關要素選擇.組織與安排的一連串歷程。 

1. 順序性:時間順序，部分到整體，簡單到複雜，具體到抽象，心理到論理，課程深度範圍內垂直組織規準

更深更廣。 

2. 繼續性:基本重要內容必須重複出現，不同時間內予以直線式重複敘述。 

 

六、統整課程類型 

福嘉銻 Fogarty 提出。 

(一) 單一學科統整(分連巢) 

1. 分立式:單一學科，各學科單純，獨自.學科間學生自己連結 

2. 聯合式:學科保持分立，某一學科單元連結，方便學生整體學習。 

3. 窠巢式:多面向觀點.觀察一主題，運用自然組合。 

(二) 學科間統整:並列.共有.張網.線串.整合 (並共張線整) 

1. 並列式:各單元重新排序，類似的在同一時間內呈現。 

2. 共有式:不同學科間相互重疊，用協同教學，共同設立一教學主題，找出共通性內容，定教學優先順

序 

3. 張網式:豐富內涵主題，學科界線模糊，統整課程將主題覆蓋在所有學科之上。 

4. 線串式:跳脫主題限制，鉅觀概念貫穿全部內容，整合人類多元智慧發展。 

5. 整合式:學習領域的科際整合，包含原有不同學科的相關概念。 

(三) 學習者本身或學習者之間統整 

1. 沉浸式:個人學習興趣 

2. 網路式:學習者主導統整歷程透過人的接觸活動參與,網路.社教資源.師長指導.由內而外.網路建構知

識。 

七、螺旋式課程 

Burner 提倡。只要教材組織結構配合學生學習心理。6 歲亦可學相對論，都可達到良好教學效果。 

八、課程發展 

巴比特:課程活動分析法。查特斯:工作分析法。  →泰勒: 目標模式 

Pinar 皮納 分類 1.傳統理論 Tyler、科學理論 Johnson、再概念化理論 Pinar 

九、課程實施八層次 

(未像準基利菁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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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定向→準備→機械使用→例行化→精緻化→統整→更新 

   (均為未使用) 

1.未使用:聽都沒聽過。2.定向:收集資料。3.準備:已收集好還未使用。 

4.機械使用:缺乏反省，改變是為了符合使用者而非學生需求。 

5.例行化:成為習慣。6.精緻化:依學生需求便呼。7.統整:與其他老師合作。8.更新:提出新方案。 

十、課程理論典範 

(一) Spencer:何種知識最有價值(直接保己. 間接保己.養兒育女.政治.社會化.休閒活動)→生活預備說 

(二) 科學化理論:Tyler 巴比特(活動分析法).查特斯(工作分析法)。課程即目標:學校即工廠，學生為原料，教師  

為操作員。 

(三) 再概念化學派(第三學派)Pinar 派納→受人文科學影響，不重視課程發展的技術性問題(目標)，而重視內隱

的潛在課程意識形態。1.對科學化理論的反動 2.重視個人主體價值.情意.發展 3.師生互動.教師結構.反映社

會.價值體系的型態。4.重視潛在課程:重新思考.反省.解釋課程內涵.賦予課程新概念。 

(四) 人本主義課程論:存在主義+人本心理學。以學生為本位，生活經驗為核心.適性發展.自我實現 

(五) 後現代課程觀:Girous 吉諾斯。反省.質疑.解構科學工具理性.主張多元價值.價值非課程主題.不重視目標。 

(六) 概念重建:理解取代發展。課程是歷程，師生共同建構追求意義經驗。締造觀(教師即研究者.課程設計) 

十一、課程設計理論 

取向 學科中心 學生取向 社會取向 科技取向 

定義 科目.文化遺產.精粹

主義 

學生中心.主動.課程及

經驗.進步主義 

社會行為主義.課程即

計畫.強調社會學習計

畫的重要 

科學方法解決.科技主義.

課程即目標.活動分析:成

人活動 

調整→教學目標 

工作分析:職業活動 

優點 組織嚴謹.不違反學

科知識真理.一定課

程教學規範.教學不

致有嚴重錯誤 

有興趣.學習動機.生活

經驗 

社會生活密切相關 

社會重建 

社會適應 

明確詳細教育目標 

避免盲目選擇教材缺失 

缺點 窄化為學科教科書 

教學→教書 

知識灌輸 

教材選擇.編排活動困難 

只重視兒童生活.忽視社

會需要.不易確定教學目

標 

學習者興趣需求易被

忽略。少數族群文化不

易受到尊重。忽略地方

特色和課程內容多樣

性與差異性 

一味接受社會秩序.不一

定合乎教育理想。 

課程職業工作技能訓練

忽略情意需求 

十二、課程設計模式 

(一)目標模式(工學)(二)歷程模式(三)情境模式(文化分析.校本)(四)草根模式(塔巴 Taba)(五)慎思模式(六)自然模

式(寫實)(七)多元文化課程發展(八)學校本位 

 

十三、目標模式(工學) 

Tyler 提出四個問題.設計課程:1.目標:學校要達成哪些教育目的 2.選擇:提供那些教育經驗才能達成目標 3.組織:

如何有效組織這些教育經驗 4.評鑑:如何確定教育目標達成(目標達成度→評鑑重點) 

直線目標導向的設計模式  目標→選擇→組織→評鑑 

特色:三大來源(學生.社會.學科) 兩大濾網(教育哲學.學習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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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折衷課程立場:價值中立(精粹.經驗.社會行為主義.科技主義) 

2. 合理性的慎思探討架構:妥協.價值中立 

3. 系統性課程設計步驟: 來源→形成暫時性一般目標→濾網→精粹教學目標→選擇→組織→指導→評鑑 

三原則:1.順序性 2.連續性 3.統整性 

優點:高效率.高效能.課程評鑑有具體目標，可進行課程發展明確方針。 

缺點:1.缺乏對學生主動學習的認可 2.缺少情意 3.忽略複雜動態因素 4.課程設計缺乏創新 

限制:1.否認師生自主性活動 2.忽略權力.意識形態影響 3.知識易成瑣碎.缺乏知識綜合性。 

流弊:1.過於技術取向，對目標合法性.意識形態不說。2.過於價值中立，折衷和妥協不見得最好。3.過於工具理

性，缺乏反省.批判，忽略人的自主判斷.解放與創意 

 

十四、歷程模式 

Stenhouse 史點豪思。(過程)。課程即研究假設.專業主義。不需事先訂定目標，只需詳述內容.程序.教育方式.

教學過程。 

教師教學本質:1.鼓勵學生探討有價值的教育領域過程 2.非達成是先詳述的目標結論 3.知識是個體和環境交互

作用而來。發現.探究式教學，不是傳統注入講述教學。Ex:人文課程方案:幫助學生理解.社會價值.道德。討論

方式處理有爭議.尊重意見分歧.思辨。 

限制:1.對學生學習評估缺乏一致性 2.教師專業能力不足。 

缺失:1.無法兼顧情意 2.教師專業評量主觀 3.過於強調價值易激起對立。 

 

 

十五、情境模式 

文化分析。史北克 Skilbeck。以個別學校或教師作為課程發展。1.文化選擇.權勢 2.課程是師生和環境互動結果

3.社會化素材 

史北克模式:1.分析情境 SWOT (意義.經濟.結構.關聯.動機.積極參與)(激發學生參與)2.擬定目標 3.設計方案 4.實

施 5.評鑑 

羅通三向度: (共同文化遺產) 

1.知識本質 2.學生本質 3.社會情境 

(文化常項與變項) 

十六、草根模式(塔巴 Teba) 

只有課程設計未實施。教師認為甚麼是重要的。採由下而上，實際教學需求為導向來設計.歸納法.以教師為改

革主體.校外專家.行政單位協助改革現有課程。 

十七、慎思模式 

薛布瓦 Schwab 提出。(只有課程設計未實施) 

1.慎思推理方式.依個人價值闡述.課程設計原由 2.非技術性的.反對精確目的線性思考 3.重視理論和實踐結合 

從實際思考方式探討課程問題，得到一個實際情境的決定。 

六個階段:1.公開分享 2.協調.爭論 3.解釋立場 4.強調立場改變 5.協商出同意觀點 6.選擇決定 

十八、自然模式 

寫實。Walker 渥克提出。只有課程設計未實施。描述在課程發展活動間真正發生的情況。 

三要素:立場、慎思、設計 

過程: 信念.假定.選擇.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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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模式 

(先天轉社)多元文化教育階層性由低到高(貢獻.添加.轉化.社會行動) 

貢獻:英雄.鄉土紀念日。增加在紀念日事件。 

添加:添加內容，但主題卻未改變結構。 

轉化:課程架構改變，從不同文化角度建構自己概念。 

社會行動:反省思考.採取行動解決問題。 

二十、數位教學設計 

ADDIE 分析.設計.發展.建置.評鑑 

二十一、其他(本土模式) 

舟山→國立編譯館。課程即成品。編輯→審核→定稿→付印 

板橋→課程即教材。 

南海→人文學科。目標→選擇→組織→實施→評鑑。 

二十二、學校本位管理 

(一) 決定權下放到學校:決定權指的是課程發展不是指人事 

(二) 以學校情境為基礎做出決定(情境模式) 

(三) 決定權和績效由利害關係人分享和分擔(老師.主任.校長.社區)(校內外) 

(四) 目的在追求學校的卓越 

困境:1.校方人員專業不足 2.負荷過重 3.行政效率低落 4.缺乏團體負責機制 5.政治力 6.易故步自封 7.不相容.矛

盾兩難 

 

 

 

 

 

 

二十三、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情境模式) 

史北克。 分析情境→擬定目標→設計教學方案→詮釋實施方案→修正評鑑 

學校教學理念及學生需要為核心。 

1. 教育人員為主體，情境(學校)資源為基礎，社區大眾期望.中央地方規範。對課程規劃.設計.實施.評鑑 

2. 績效責任制.課程決定權 

3. 課程慎思歷程:後現代.學生中心.共享決定 

4. 人本主義色彩，經驗脈絡全人發展。 

5. 教師是校本位課程發展核心。 

SWOT→目標→選擇確定方法方案→評量方法→時間設計人力→實施.評鑑.修正 

校本位課程評鑑:發生在學校層級的課程評鑑活動。可由外部評鑑專業人員協助。內外部評鑑人員溝通。 

二十四、課程選擇十項原則 

規準:有效性.重要性.可學習性.適合學生需求.興趣.內容貼近社會生活。 

十項原則(練效能彈 GG 當用指技) 

1. 練習:為達課程目標，學生要有經驗，有機會去練習具體學習行為 

2. 效果:提供學習經驗所得滿足感.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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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力:合乎學生能力範圍 

4. 彈性:特定經驗連同一目標，安排多面向情境，引導不同學生學習經驗(差異化教學) 

5. 經濟:合乎經濟性，同一學習經驗達成多個課程目標(克伯屈 主副附學習) 

6. 動機:主動參與的嘗試推動驅力(準備律) 

7. 適當:材料.方法.時間. 情境適切性 

8. 應用:非重複，而是起初的學習到後來應用。 

9. 指導:學習新行為的指導(老師示範) 

10. 繼續:老師不在時，學生繼續學習(判斷自己行為優劣的方法) 

二十五、課程選擇 6 規準 

1,內容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2.內容的可學習性(能力原則)3.適合學生需求及興趣 4.廣度和深度平衡 5.達成範圍寬

廣的學習目標(經濟原則)6.與社會相互一致(社會適應) 

二十六、教材組織原則 

(一)心理組織:依學生經驗為教材出發點(適合小學低年級) 

類型:學科.聯絡單元.合科.大單元  

   (芬香濃郁心動) (論理→心理) 

優點:1.實際生活融入引發學生興趣 2.適應實際生活環境 3.教材無明顯界線.不支離破碎 

(二)論理組織:有規律排列，不顧及學習難易和學生需要(小學高年級以上) 

優點:有系統知識.訓練學生整理知識方法 

缺點:不適合學生興趣.需要.能力 

(三)教育型組織:兼顧論理.心理。滿足學生需求興趣，維持邏輯順序.知識系統。 

二十七、課程實施的觀點 

三個觀點: 

1. 忠實觀:國家政策本位。國家所定。(1)不可改變課程原貌，越接近原貌越忠實。教師為消極消費者，教師

目標和課程發展專家學者目標一致。 

2. 相互調適觀(適用者觀):教師教學本位。老師依學生需要所定。(1)因應實施情境狀況加以調整，良好結果，

老師自編講義，增修補充教材(2)分析計畫.實施，如何相互調整適應(3)和原作者共同修訂，修正原課程。 

3. 行動落實觀(締造觀):行動研究本位(一定要有學生.師生一起)。(1)師生在彼此教學互動中共同創造(2)教室生

活探討，和同事共同觀察.討論.進行教學，一再評鑑修正，形成特定課程知識，落實新課程。 

 

 

二十八、課程評鑑功能 

目的:診斷課程方案缺點.問題.修訂與比較課程，選擇課程方案，改善課程設計，實施績效。 

功能:（整修比目魚） 

1.”診斷”課程教學.學生學習問題.困難 

2.”修正”課程具教育效能 

3.”比較”各種課程方案 

4.”確定教育目標”達成程度 

5.”預測”教育需求，建立教育目標 

二十九、課程評鑑類型 

(一) 形成性評鑑：課程形成的過程。總結性評鑑：課程評鑑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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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導向（目標模式）與不受目標約束模式 

(三) 內部人員評鑑：課程設計.發展人員（自評）。外部人員評鑑：不參與課程設計成員（旁觀者清）（他評） 

(四) 內在標準評鑑：課程系統內標準(學生滿意度.學習後學習成就(校內))。 

  外在標準評鑑：課程系統外標準（完成）技職課程學生在外面職業生活.實際工作.應用能力（外在） 

(五) 過程評鑑與效果評鑑 

(六) 比較評鑑：和別的課程方案比較。 非比較評鑑：學生學習表現即可，不和其他課程評鑑做比較。 

(七) 真實評鑑:1.實務生活世界的真實任務工作，協助學生思考，解決實際生活問題 2.建立在比較非學術化科

目的學習成就標準基礎上。Ex:演奏會，體育競賽。三種主要形式：紙筆工作.表演.作品集 

(八) 目標本位評鑑（忽略學生）：測定教育目標在方案中被實施了多少的歷程。目標達成程度。 

(九) 結果本位評鑑（忽略學生）：是最低底線或清算結帳式 pay-off，著重學科目的，學科知識.目標結果。 

(十) 歷程本位評鑑：（內在）：和經驗主義.教學專業取向之意識型態相關，考慮學生學習經驗 

1. 先在因素：相關背景.情境（學生）.教師特性.先天差異 

2. 交流因素：教學過程中，學生和他人.教材.情境教室討論的互動 

3. 結果因素：教學實施後影響。 

(十一)測驗本位評鑑（成就測驗）（科技主義：目標）1.作為學生改善學習活動的依據 2.關心具體行為結果 3.  

  測驗結果是學習結果的代表。 

測驗編製步驟：1.訂定課程目標 2.以學生行為界定目標 3.蒐集情境資料.指出學生表現或缺乏該行為目標 4.情

境呈現 5.以每一個目標評鑑學生反應 6.決定評鑑客觀性 7.必要時改進客觀性 8.決定信度 9.必要時改進信度 10.

必要時發展更實用評鑑方法 

(十二)批判本位的評鑑（背後意識形態）：參與者（被評鑑者）應有絕對的控制和發言權 

(十三)統整評鑑（非常性共生動脈） 

因為要檢討測量本位的簡化。師生是課程評鑑主體，具量化和質性，經驗取向評鑑方法，包含＂人類學＂＂

心理治療＂＂認知心理學＂＂社會語言學＂。和經驗主義.教學專業理論課程意識形態相關 

1. 俗民誌:人類學借用。蒐集現場紀錄的方法，評鑑者是參與觀察角色，由圈內人理解分析教室環境意義。 

2. 會議方法:從心理治療借用。自我評鑑，基本假定認為如果個人沒有一種欲圖改變信念，就不可能達成個

人改變。 

3. 晤談法:從認知心理學，臨床診斷晤談.了解學生思考歷程的深層理解 

特徵: 

1.非正式的 2.成長導向（促進學生成長發展，協助自我實現）3.彈性行動導向（動態行動）4.共同合作（師生

分享）5.學生控制（學生主體性）6.動態過程（進步是持續歷程）7.脈絡情境化（學校環境助學生經驗累積） 

(十四)交流評鑑：教育評鑑人員與課程設計人員間不斷交互作用，回饋互補歷程(教室觀察.個案研究訪談) 

優點：符合課程設計人員對資料的需要，不斷提供回饋。 

缺點：過度強調課程特殊情境，限定課程方案普遍應用可能性。 

 

 

三十、教科書評鑑 

四大屬性:物理.內容.使用(教學).發行. 

(一) 物理屬性：紙張.字體.外觀.裝訂 

(二) 內容屬性：1.合於課程標準.綱要 2.單元目標含認知.情意.技能 3.內容是否正確.是否有偏見.意識形態 

           4.敘寫是否有系統.組織.合邏輯 5.合乎學生認知發展程序 6.兩性平權.生命教育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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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屬性（教學）：1.內容.組織呈現方式是否適合一般生 2.分量適量.保留彈性空間 3.評量多元化.指引及

補充教材 4.開發教具.教學媒體 5.教材編排:個別化教學 

(四) 發行屬性：研習.編修.書價合理.售後服務。 

三十一、課程研究類型與內涵 

(一) 基本研究：合乎課程理論研究(求知)。Ex:桑代克的學習遷移 

(二) 應用研究：解決實際課程應用問題，追求實用價值，較不關心課程理論問題，應用在實際場合。 

(三) 行動研究：教師即研究假設，教師自己在教育現場的問題。提高教育目的方法，專業判斷有助教師創造

課程情境下的慎思，教學相長。教師專業發展。(專業主義，解決教育現場問題，外在效度差)(因為可推論

性差，推廣不易)。 

三十二、課程評鑑模式（八大） 

(一) 目標獲得模式 

Tyler 泰勒提出。八年研究。確定課程方案達成目標的程度。 

1. 訂定目標 2.分類 3.行為目標 4.尋找合適環境 5.解釋評鑑 6.選擇發展技術 7.蒐集 8.比較 

二元分析，學生行為內容界定目標。目標.選擇組織.評鑑 

優點:將評量轉移到方案的目標達成程度，擴大課程評鑑的對象與內容範圍 

限制:受到預定目標約束，忽略未預期的目標，忽略隱含不明的學習歷程和師生互動的教學歷程。 

 

(二) 差距模式 DIPPP(設置成慘案) 

比較課程方案標準和方案實施時的表現，兩者間的差距。標準包含預期結果.先在因素.過程。 

程序如下:1.界定標準 2.找差距 3.改變表現或標準 

五大階段: 

1. 設計:課程內在因素(空間.裝置.人員.資源.材料)和外在因素比較 

2. 裝置:實際運作(設備.媒體.方法.教師資格)和原設置標準做比較 

3. 過程:方案歷程(師生活動.互動)和原歷程相比較 

4. 產出:表現結果與原課程目的相比較 

5. 方案比較:成本效益觀點，將課程產出和類似課程方案產出相比較。 

 

(三) 外貌模式 

史鐵克提出:評鑑的外貌是評鑑的整體面貌。要收集課程方案的三類變項。先在因素:背景條件。 

交流因素:過程經驗。結果因素:結果影響。此模式結合歷程本位和結果本位評鑑。 

課程評鑑人員 1.蒐集描述計畫者欲實施”意圖”的資料 2.以及實際發生現象的”觀察”資料，比較兩者的

一致性和符合性。 

判斷分為一般標準和實際標準 

1. 一般標準:優良教育的條件 

2. 實際判斷:絕對比較和相對比較得到的判斷。 

優點:利用描述.判斷.了解理論基礎.背景目的來評鑑理想意圖和實際現象 

缺點:整體評鑑要協調各方專家，有實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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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認可模式 

(大部分評鑑) 依內部標準來評鑑(優良課程的特質.要件) 

1. 評鑑人員先訂定認可標準，採最低標準，受評學校依標準列出相關是十，自行評定，將自評報告逕交

認可機構。 

2. 認可機構收報告後，組成訪視委員會到校實地訪視，採用觀察晤談測驗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資料，依

資料對自評報告予以查核評定，提出建議。 

3. 成敗在於標準的建立.自評.訪視的實施，補救改進的程序 

缺失:認可標準建立不易，自評報告缺乏正確性，訪視效果不易發揮 

 

(五) CIPP 模式 

史特佛賓提出。(背書成果)。描述.取得.提供資料，以判斷各種課程方案 

A.背景:1.提供確定課程目標的依據，屬於最基本的評鑑 2.提供人們決定課程目標的合理性，界定評估情境中

需求和機會，並診斷問題。 

B.輸入:確定如何運用資源已達成課程目標，包含資源選擇.設計發展(資源則有材料.設備.程序.方法.人員.環境) 

C.過程:提供定期回饋給與負責課程方案的實施人員 

D.成果:了解教育系統所獲得的課程結果 

限制:太過重視過程的改良.改進，忽略總結性評鑑 

 

(六) 對辯式模式(司法) 

司法審判的組織.程序應用到課程評鑑中。彼此對立的原告.被告.正反方辯論團體對同一課程問題呈現不同

主張。 

 

(七) 得懷術評鑑(德菲法) 

研究者針對某一主題(曖昧不明沒標準答案的問題)請各位專家進行匿名.書面方式來表達意見，透過交流行

最後結論。具量化.質性.小樣本特徵。 

特色:對不明確性.複雜度高.具爭議性議題尋求專家共識 1.匿名 2.重複 3.回饋 4.共識 

步驟:確定研究主題編制結構式問答→選專家求協助→郵寄.表示意見→收回問卷.歸納.結果分送→再表意

見 

優點:簡單易行，不必需要大量樣本。減少面對面從眾反應行為。 

缺點:耗大量時間，研究者壓力。缺少互動，不易激發創意思想。 

 

(八) 教育批評.教育鑑賞 

Eisner 艾斯納 

教育批評:展露的藝術。藝術批評在教育上的應用。以描述.解釋.評價.主題四個方法進行課程評鑑.具量化

和質化。 

教育鑑賞:感知的藝術。鑑賞所得透過教育批評展現於外。 

描述:將所感知的教育現象描寫出來 

解釋:對教育情境中的人，具何種意義.功能.重要性加以理解 

評價:判別.評估教育現項的重要性.價值 

主題:辨識情境中反覆出現的訊息.情境或個人主要特徵.普遍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