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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我國自2014學年度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而新課程綱要是
建構此課程與教學最重要的媒介，學校於2019學年度正式實施。理
想上，教育評鑑應為教育變革歷程的一環，以適時地提供回饋，引
導反思與對話，並促進變革的發展。而學校如何透過評鑑以提高課
程變革的準備度，以及學校對於新課綱之課程評鑑的認同與實踐情
形，皆將影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成效。因此，本研究以二
年為期程，探討在學校文化脈絡中，學校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程
變革中教育評鑑的認同與實踐。第一年首先分析十二年國教課程變
革脈絡，以及教育評鑑的論述與政策；其次採取問卷調查法，分析
學校人員對於教育評鑑的認同，最後透過個案研究法，探究學校人
員在新課綱準備期的變革實踐。第二年之研究重點，則採多重個案
研究設計，了解學校人員對於新課綱之課程評鑑的認知、關注及變
革實踐，以提出研究結果與建議。

中文關鍵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育評鑑、課程評鑑、文化、認同、接受度
、政策實施

英 文 摘 要 ： 12-year Basic Educ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4. Its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 which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since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9,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dium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deally,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hould be a
component of the educational change process for providing
timely feedback and facilitating reflection and
conversa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change.  In the change
context, the issues of how schools increase readiness for
curriculum change through evaluation, as well as how school
practitioners’ identity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curriculum evaluation would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12-
year Basic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two-year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school practitioners’ identity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curriculum evaluation through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first year of the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curriculum reform context and the discourse and policy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Moreover, a case study and survey
were used to analyze school practitioners’ receptivity to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readiness for curriculum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In the second year, this study
used multiple cases of study to inquire into the school
practitioners’ understanding, concern,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curriculum evaluation. Finally,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will be proposed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findings.

英文關鍵詞： 12-year Bas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culture, identity, receptivity,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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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政策脈絡中的教育評鑑：文化視角下的認同與實踐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s a Key Force to School Change in the Policy Context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An Inquiry of Identity and Practic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鄭淑惠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在知識經濟、科技發展以及全球化的時代，為因應社會環境的快速變

遷，如何培育學生具備關鍵能力，已成為國際間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除全

球教育改革的脈絡外，臺灣本身也處在少子女化、高齡化，勞動人口減少與

流失，以及文憑主義、應試主義仍充斥等社會脈絡中，如何回應全球化的競

爭，以及本土脈絡的發展需求，實為國內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務。 

為回應改革的需求，我國於 2014 學年度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等理念，推動

包括學費、優質化/均質化、課程教學、適性輔導/國民素養、法制、宣導與

入學方式等七大面向二十九個方案。而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以下簡稱新課

綱）是建構課程與教學最重要的媒介，業於 2014 年頒布，並於 2019 學年度

正式實施（教育部，2014）。 

本次新課綱的主要特色，係以自主、互動與共好為理念，強調學生主

體的課程與教學，以及涵育全人教育、終身學習的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

會參與三大面向、九大項目之核心素養。另一特色為課程架構中，除部定課

程增加科技領域外，還強調學校依據其願景與學生需求發展課程，國中小階

段設有彈性學習課程，而高中階段還包含校訂必修與選修課程，較以往課程

架構有大幅度的變革，同時也含納了學校本位管理的精神（教育部，2014）。 

從變革研究的論述可知，教育變革歷程應該納入評鑑，以適時地提供

回饋，引導反思與對話，並促進教育變革的發展（張嘉育，2002；潘慧玲，

2006；鄭淑惠，2009）。學校是實踐教育變革理念最重要的場域，而學校成

員在本位管理的範圍內享有校務決定的權利，也必須分擔校務經營的責任

（謝文全，2014）。學校實施教育評鑑，不但可以提供學校變革決定時的參

考，還有助於績效責任的確保，成為學校推動變革的一大推力（Nevo, 

2009）。 

事實上，學校成員對於教育評鑑應不算陌生，自 1990 年代以後，我國

便有多項教育評鑑的推動，九年一貫課程、高中 99 課綱與新課綱，皆規範

學校需要實施課程評鑑。然而，在以專家導向為主的評鑑脈絡中，學校層級

的評鑑常為配合外部評鑑的要求而辦理，且偏重評鑑資料的準備，所造成的

負擔與壓力，使學校成員往往聞評（評鑑）色變（許添明、劉智豪，2008；

潘慧玲，2005）。學校成員對於教育評鑑的認同與實踐，將是新課綱及所倡

議以協助教師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為目標之課程評鑑理念落實的關鍵。而近

年來，除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鼓勵高中自主管理外，許多學校也配合如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學習共同體或公開觀課等計畫，推動同儕觀課與議課、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等（鄭淑惠，2011，2015），與新課綱倡議強調對話、反思的

課程評鑑方向相吻合。而在教育評鑑實施過往的經驗下，加上其他相關政策

推動，此些對於新課綱相關評鑑推動有何影響，學校成員的認同及實踐情形

究竟如何值得加以探究。  

此外，在教育評鑑領域中，對於文化觀點的關注是新進的事（Choui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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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sins, 2009; Samuels & Ryan, 2011）。所處文化情境之殊異，對於評鑑的

詮釋也會有所不同，為提高評鑑對情境的回應性，以及評鑑結果的意義性與

有效性，教育評鑑的實施，有必要對於文化情境有更深入的剖析（Hopson, 

2001）。而本次課程評鑑所涉及的新課綱，與目前學校場域的價值與實務取

向不盡相同，而教育評鑑會涉及價值的選擇與判斷，行動主體的認同與實踐

是否會有衝突，又有哪些在地轉化？值得進一步探究。 

基於前述的研究背景，本研究將進行二年的實徵研究，以十二年國教

政策之新課綱變革為脈絡，分析學校行動主體在課程發展過程中，對於評鑑

的認同與實踐。針對研究對象，本研究關注中等教育階段，係考量此波新課

綱之變革，對於高中階段之影響最劇，而國中階段則面臨學生身心急遽發展，

以及應試主義仍存在的情形。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採用教育評鑑一詞，指

涉學校於課程變革準備期與新課綱正式實施期所執行的教育評鑑，在新課綱

的脈絡下，具體言之即為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具體言之，本研究目的主要包

括： 

一、耙梳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的形構脈絡與教育評鑑的政策內涵。 

二、探討學校行動主體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及教育評鑑理念/政策認

同。 

三、了解學校行動主體在實踐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時，對於教育評鑑的認知

與關注。 

四、分析學校行動主體在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上，實踐教育評鑑的樣貌，以

及本土脈絡中的在地轉化。 

五、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政策與研究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文獻分述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的政策內涵與評鑑

規劃，以及教育評鑑、認同與實踐之相關概念，以為實徵研究設計與實施的

基礎。 

一、 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的政策內涵 

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的政策內涵主要可從新課綱的總綱內容進行探析。

首先在基本理念方面，新課綱係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為願景，並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強調學生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教

育應以學生為主體，開展其有效地運用工具與自我、他人及環境互動的能力，

並能透過社會參與，共謀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以及互惠共好（教育

部，2014）。為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的理念，需透過各學習階段與各類

型課程的規劃，旨在提升學生的核心素養。核心素養為本次課程變革的新名

詞，其承續九年一貫課程所提出的基本能力，並擴展與深化教育的內涵（范

信賢，2016），亦即包含了一個人所應具備關鍵、必要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並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以及實踐力行（教育部，2014；蔡清田，2012）。 

其次，在課程架構方面，新課綱的課程類型包括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

部定課程是由教育部統一規劃，旨在培養學生的基本學力，而校訂課程則由

學校規劃，以回應學校願景與學生的適性發展，在國中階段為彈性學習課程，

在高中階段則為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教

育部，2014），賦予學校課程發展的彈性空間（周淑卿、李駱遜、涂慶隆、

楊俊鴻，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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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原規劃的節數下，為增強學生對於社會重要議題的關注，總綱提

出了包括性別平等 19 項議題，確定了議題融入課程的方向，領綱中則可融

入相關的學習重點，學校與教師則可將議題融入於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以增

進學生對於議題有多元視角的了解（張芬芬、張嘉育，2015；教育部，2014）。 

此外，專業發展是支持教師實踐新課綱理念的重要環節，總綱除了鼓

勵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參加進修與研習外，還首次規範校長及教師每學

年皆應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教育部，2014）。雖然學校過

往或有公開授課與回饋的經驗，然辦理形式不一，也不一定全面辦理，而新

課綱所提出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可鼓勵教師發揮行動研究的精神，嘗試

問題解決，並檢驗教學方法或策略的效果（趙曉美，2018），期能營造同儕

共學的文化，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教育部，2014）。 

二、 教育評鑑的相關概念 

為回應本研究所探討之課程變革與文化視角下的教育評鑑，以下涵蓋

教育評鑑興起與發展、教育評鑑與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相關概念，以及評鑑

與文化的探討。 

（一） 教育評鑑興起與發展 

評鑑的起源，可追溯到中國周代每三年考察百官之久（盧增緒，1995；

潘慧玲，2005），但當代所討論的評鑑理論與實務，實受到西方國家，尤其

是美國的影響最鉅。而美國的評鑑發展，起源於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間，

然進入到評鑑發展階段，則是到了 1960 末，美國政府修訂初等與中等教育

法案，為課予績效責任，規範評鑑為接受方案補助的要件之一，因此興起不

同的評鑑取徑，評鑑專業的組織、標準、培訓與期刊等隨之設立與發展，許

多國家也紛紛成立評鑑專業社群（如歐洲、紐澳、非洲、日本、加拿大等），

並針對各種教育對象與改革方案進行評鑑的研討與推動（曾淑惠，2008；蘇

錦麗等譯，2005）。 

至於我國教育評鑑的興起，首先係配合聯合國兒童教育基金會於 1963

年補助的國民教育實施方案所進行的評鑑，之後教育主管機關亦曾針對不同

學校層級進行機構或單項評鑑，惟尚未成為系統性與持續性的推動。至 1990

年代以後，因應教改思潮，教育基本法、大學法、高級中等教育法、國民教

育法、特殊教育法，以及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政策與法令的

制定，使得教育評鑑辦理的數量大增，然是否發揮理想的功能，則更為重要

（郭昭佑，2000；潘慧玲，2005）。歷經多年的推動與宣導，不少研究仍顯

示，在偏重專家導向評鑑（潘慧玲，2005）的經驗中，學校所實施的不論是

校務評鑑或課程評鑑，偏重資料準備、或形式化的檢核，除增加工作負擔與

壓力外，學校成員並非皆能感受到評鑑的價值，而教師對於己身主動參與評

鑑的角色認同也有落差（陳美如，2007；陳美如、郭昭佑，2003；許添明、

劉智豪，2008；顧瑜君，2008）。因此，在我們文化情境與政策變革的脈絡

中，學校成員對於新課綱下所實施之教育評鑑的認同與實踐情形為何，如何

提高教育評鑑對於學校脈絡的回應性，為本研究亟欲探討的重點之一。 

（二） 教育評鑑與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相關概念 

針對評鑑的意涵，有許多不同的界定，綜合歸納學者的看法如下：教

育評鑑是一個有目的、有計畫的系統性過程，係針對教育對象的重要面向或

議題，透過資料的蒐集、分析、報告與運用，進行描述與價值判斷。實施評

鑑則有助於增進對受評對象之價值與優點的了解，提供決策的參考，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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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與績效責任，進而使社會發展更好（曾淑惠，2002；郭昭佑，2007；黃

嘉雄，2010；Hopkins, 1989; Nevo, 2006; Russ-Eft & Preskill, 2001; Stufflebeam, 

2003; Weiss, 1998）。 

進一步分析，教育評鑑可涵蓋不同的評鑑對象，例如：方案、課程、

政策、機構與人員等（郭昭佑，2007）。本研究以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變革為

脈絡，探討學校層級課程評鑑的實施。而新課綱賦予學校依據願景與需求發

展課程的權力與責任，強調以學校為主體實施，並重視促進改善與引導創新

之評鑑的形成性功能，以下即聚焦於學校本位課程評鑑概念的探討，分述其

意涵與功能、評鑑實施、評鑑人員以及實施現況。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係在學校本位管理的脈絡下，針對課程變革的過程

或結果所實施的評鑑。為實踐民主精神，強化學校與教師發展的主體及能力，

並使課程發展與實施更緊密連結，以有效回應學校脈絡與學生學習的需求，

政府將課程決定權下放給學校自主管理（張嘉育，1999）。而學校本位課程

評鑑則以學校本位課程為對象，考量學校特性與需求發展課程，評鑑則為課

程發展歷程的一環，透過有計畫、系統性的資料蒐集、分析，提供課程規劃、

設計、實施與成果不同階段所需的回饋，旨在促進課程決定的合理性，以提

升課程品質，並增進教師的專業能力、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營造學習型文化

（陳美如、郭昭佑，2003；游家政，2009；黃嘉雄，2010；張嘉育，2002）。 

有關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實施，必須清楚界定評鑑的對象。黃嘉雄

（2010）對此則以多向度分析包括：課程層級與範圍、課程發展歷程及所對

應的評鑑活動。而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係以學校層級為對象，可針對單元、迷

你、單年、跨年或整體課程架構為評鑑範圍。評鑑的活動則包括：界定對象、

系統探究、價值判斷以增進理解並協助決定。針對對象的界定，同時會涉及

課程的定義（例如：理想、正式、知覺、運作與經驗課程），以及對於學生、

教學與評量的觀點，必須加以反思、對話與釐清（高新建，2008；黃政傑，

2005）。此外，課程評鑑應配合課程發展進行，黃嘉雄（2010）主張在課程

發展階段，可透過如內容分析、調查、觀察、實驗或學習成就評量法，視需

要進行學習者需要、課程計畫與材料、課程安裝（營造有利條件以導入新課

程）與實施，以及預期與非預期結果等的評估。另外，張嘉育（2002）則針

對學校本位課程改革的評鑑程序，分為四個階段：準備期（如溝通宣導課程

評鑑概念、營造有利的環境與氣氛）、計畫期（如確立評鑑目的、問題與範

圍、決定評鑑人員、時間、資料蒐集方式、工具與對象等並檢核確認）、實

施期（如做好課程領導、蒐集分析必要資料、解釋資料形成報告），以及利

用與回饋期（如出版、傳布評鑑結果、利用評鑑結果進行決策與課程改進）。 

此外，針對評鑑人員，在本位管理的脈絡中，學校為變革的主體，學

校成員不但了解學校情境，也是變革主要的行動者，因此成為最適合的評鑑

人員（陳美如、郭昭佑，2003；Ornstein & Hunkins, 1988）。除內部評鑑外，

外部評鑑人員能進行評鑑知能的培力，也能提供課程發展的外部觀點，兼具

多元參與及內外部評鑑的對話、合作，則是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一大特色（陳

美如、郭昭佑，2003；McCormick & James, 1989; Nevo, 1995）。 

至於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實施現況，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行政命令為

學校實施本位課程的主要動力（林佩璇，2004），學校成員大多採取類似 CIPP

的形式發展指標，並由校內人員參與評鑑（游家政，2009）。學校較常針對

課程計畫進行評鑑（林佩璇，2004），但限於時間與現實壓力，評鑑活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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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課程發展的最後階段進行，未能深入地討論，評鑑結果也無法即時提供課

程回饋（陳美如，2007），課程評鑑參與者則多由行政派任及同儕推薦（林

佩璇，2004）。透過問卷調查與參與式觀察的結果，相關研究發現，學校實

施本位課程評鑑尚遭遇到以下挑戰，包括：流於績效呈現偏重資料準備、時

間壓力下影響正常教學，評鑑知能與經驗不足、時間有限與缺乏系統性的評

鑑資源等（丘愛鈴、官孟貞，2006；陳美如，2007），也包括學校成員面對

政策的心態與回應，例如是否感受到實施評鑑的急迫性與意義性（陳美如，

2007）。 

雖有實施上的挑戰，游家政（2009）回顧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研究也

發現，教師參與本位課程評鑑，能促進對課程的新理解，對課程評鑑也賦予

新意義，課程評鑑結果還能協助改進課程設計與教學。而教師或學校個人背

景變項，如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較資深者、參與課程評鑑態度較積極者、中

大型學校者，對於本位課程評鑑的看法較為正面（游家政，2009）。 

而課程評鑑脫離不了社會文化的脈絡，尤其會涉及價值選擇與判斷（歐

用生，2009），為落實促進變革的本位課程評鑑，實需要許多有利條件的支

持，例如：領導者的支持、學校組織學習的氛圍、社群建立、行政資源的投

入與激勵、外部倡導與支持、內外部溝通對話，教師對評鑑的正向態度，以

及專業發展機制的深化等（古嫊琴，2004；詹雅茸，2008；陳美如、郭昭佑，

2003；黃嘉雄，2010），此些應有助於行動主體對於課程評鑑的認同與實踐。 

上述的研究發現指出，教育評鑑與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意涵、功能及

相關實施的原則與現況。由於本位課程具多元的概念以及多元參與等特性，

有必要更關注評鑑所處文化脈絡的影響，並適切地提供支持評鑑的有利因素，

以利評鑑發揮促進變革的正向功能。 

（三）評鑑與文化 

文化是一種集體心智的軟體，與所處的社會系統息息相關，為一種社

會建構、後天學習的產物，並能區別不同的群體及其成員（Chouinard & 

Cousins, 2009; Hofstede & Hofstede, 2005）。文化內涵的核心即為成員共享的

信念、價值與假設，此形塑了教育過程與人造物等教育實務（Cheng, 2000; 

Hofstede & Hofstede, 2005）。 

在傳統的評鑑定義中，並未涉及文化的概念，然而在全球化、跨文化

與多元文化的脈絡中，文化的觀點則逐漸成為評鑑理論與實務的重要議題

（Chouinard & Cousins, 2009; Kirkhart, 1995; Samuels & Ryan, 2011）。由於評

鑑的對象是鑲嵌於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中（Chouinard & Cousins, 2009;），評

鑑也是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產物（顧瑜君，2008），評鑑的目的、問題、

方法的選擇以及結果分析與運用等，皆會涉及權威與價值的優先性，此在不

同文化情境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建構（Chouinard & Cousins, 2009），故整個評

鑑過程都脫離不了文化的影響，評鑑的實施也必須進入文化脈絡加以理解

（Hopson, 2001; Samuels & Ryan, 2011）。Kirkhart（1995）則提出評鑑的效

度應包含文化向度，除了評鑑方法的健全外，還需要兼具人際效度與效果效

度，前者強調評鑑人員與受評鑑對象相關人員透過信任、同理、真誠與適切

的溝通，以建構評鑑的知識；後者則指評鑑過程與結果所促進的改變，其效

果需符合正義、適切與價值性。此外，文化回應評鑑、跨文化、多元文化與

原住民族評鑑等，也強調評鑑人員對於文化情境應具有敏感度、兼容多元價

值，透過參與式、合作式評鑑，選擇能回應情境特性的方法、工具或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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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藉由社會建構取向發展對於情境有意義的知識（Chouinard & Cousins, 

2009）。Samuels 和 Ryan（2011）則將此概念運用於學校本位評鑑，強調民

主、對話、慎思、彰權益能與相互績效責任等原則，學校評鑑團隊應包含不

同群體的代表，透過對話以檢視文化情境對於學校教學與學習的影響。換言

之，文化為評鑑實施必須考慮的脈絡因素，文化亦可能對評鑑產生調節效果

（Dimmock & Walker, 2000; LaFrance, Nichols & Kirkhart, 2012）。 雖然評鑑

領域已逐漸關注文化的議題，以追求社會正義，然相關實徵研究尚有開發的

空間（Chouinard & Cousins, 2009; Samuels & Ryan, 2011）。 

在文化的探討上，其中一個最常被引用的架構即為 Hofstede（1984）、

Hofstede 和 Hofstede（2005）所提出的文化分類，包括權力距離、集體與個

人主義、女性氣質與男性氣概、避免不確定狀況，以及長期或短期導向。

Dimmock 和 Walker（2000）則將其應用於教育領域，新增並部分調整後，

包括：權力分散 / 權力集中、團體導向 / 自我導向、關心 / 強調成就競爭、

積極主動 / 宿命主義、 生產的/ 複製的 （generative / replicative ）、有限

關係/ 整體關係 （ limited relationship/holistic relationship ）。綜言之，此些

向度涉及了文化脈絡中的權力、團體關係（如重和諧、保全面子），以及對

於變革的思想與態度等。 

而組織文化是組織評鑑能力的重要向度之一（Cheng & King, 2017）， 

Hofstede 和 Hofstede（2005）、Dimmock 和 Walker（2000）皆主張，組織文

化可包括過程與結果導向、人員與工作導向、地方性（parochial）與專業性、

開放系統與封閉系統，以及規範性與務實性等向度。此外，組織具有正向支

持學習的文化，則有助於透過評鑑促進組織學習（Scheerens, 2004）。 

另外，同一社會或組織內的個人，所具備的文化信念也不盡相同，此

可能受到人格特質以及多重文化來源（如性別、階級）的影響。Yoo、Donthu

與 Lenartowicz（2011）參考 Hofstede 所提出的文化向度，據此發展個人層

級的文化價值量表，之後並經 Mazanec、Crott、Gursoy 與 Lu（2015）以不

同的樣本與方法驗證。此外，Scheerens（2004）也提出個人珍視評鑑價值的

程度、對於模糊的容忍度、開放程度、效能感，以及對於評鑑的焦慮、防衛

等文化信念，也可能影響對評鑑的認同與實踐，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認同與實踐的探究 

在教育政策變革中，需要行動主體的支持與落實，以下將探討行動主

體的認同與實踐的相關概念。 

（一） 認同的探究  

在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脈絡下，認同可包含二部分：一為學校成員實

施課程評鑑中的角色認同，另一為對於課程評鑑理念/政策的接受度，本文

統稱認同（如李子建、尹弘飆，2005），二者的理論概念上實有不同。本研

究的實徵分析則主要針對課程評鑑理念/政策的接受度進行調查。 

本部分的文獻首先從角色認同談起，此為個人認同的一部分，而認同

則是一種自我定位，也是一整合性的「自我」構念（Akkerman & Meijer, 2011）。

針對認同，除了具有多樣性的特質，亦即一個人會有多個「次認同」（例如，

專業認同、性別認同、角色認同），認同也具有不連續性以及社會性的本質

（Akkerman & Meijer, 2011）。教師認同是教師個體與社會情境之間不斷地互

動、協商所持續建構的，行動者的認同可能轉變，認同的形成實為變動與複

雜的過程，其中可能會遇到衝突矛盾、教師認同會不斷地解構與再建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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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則具有主體性，可能選擇資源抵抗挑戰，或者發展不同的策略與行動以因

應，此也會影響對變革的接受度（高又淑，2014；楊巧玲，2008；黃彥超、

翁福元，2009；Akkerman & Meijer, 2011; Beijaard, Meijer, & Verloop, 2004）。 

個人的認同建構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環境脈絡與個人的

因素。以教師認同為例，環境脈絡因素可能涵蓋：社會價值觀念轉變、教育

政策改變、學校文化、社區與教室生態等，也可能受到個人因素，例如，個

人的生活、學習與工作的經歷及經驗、制控信念、教學能力等的影響（楊智

穎，2011；黃彥超、翁福元，2009；楊賀凱、黃毅志，2009；孫志麟，2001；

Beauchamp & Thomas, 2009）。 

以教師身分，所具備的專業認同反映了個人對其專業的信念與態度，

越能認同專業的重要性、價值性，也越容易投入工作，有助於專業承諾與專

業表現之提高（黃彥超、翁福元，2009；楊賀凱、黃毅志，2009），此於教

育改革倡議教師為變革主體的脈絡下尤為重要（楊巧玲，2008）。本研究所

探討的角色認同，則是依附於專業角色上，尤其是面對教育變革時，學校成

員包括校長、主任與教師對於課程評鑑參與之角色認同，此也會牽涉到角色

期待與角色踐行等議題（陳美瑛、顏晴榮、李龍鑣，2006）。。 

目前國內對於教師專業認同或角色認同的議題已漸重視，與本研究相

關的研究，例如，楊巧玲（2008）透過訪談，探討五位國中資深教師面對九

年一貫課程等變革，對於專業認同的影響，包括由學科認同到領域認同、從

單打獨鬥到同儕合作、由教師中心到學生中心，專業建構的過程具有複雜性

與矛盾性。此外，陳美瑛、顏晴榮、李龍鑣（2006）透過問卷調查，分析臺

北市國小教師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的角色認同，在其所分析的六種角色中-課

程設計者、課程執行者、課程評鑑者、課程改革推動者、行動研究者與協同

合作者，前三者的角色認同度較高，不同背景變項者的認同度有所差異。游

家政（2002）提出教師於課程評鑑的角色，包括：評鑑的發起者、參與者、

研究者、實踐者與回饋者。 

除探討角色認同外，政策接受度的研究則以 Waugh 針對澳洲教師對變

革的接受度與影響因素，所進行的系列研究最廣受引用。針對接受度的意涵，

Mellencamp（1992）將其界定為人們能夠接受或接納變革的程度。Waugh

等人則進一步細分為：整體的看法、態度與行為傾向共三部分（Waugh & 

Punch, 1985），顏明仁、李子建（2002）則聚焦於教師對課程改革的正向態

度和行為意向。 

而教師對於變革的接受度，可能與變革的性質或變革實施的階段有關

（Lee, 2000; Waugh & Punch, 1985）。有關影響接受度的因素，目前的研究

發現頗為分歧。Waugh 和 Punch（1985）曾提出三大類因素，第一、二類各

如對於教育一般議題的信念等三向度，與減輕與變革有關的害怕與不確定性

等九向度因素，第三類則為學校、科目與教師的情境因素。之後 Waugh 和 

Godfrey（1993）則將影響接受度的因素歸納為六向度，包括：成本利益分

析、實用性、學校支持、教師參與、其他重要支持以及對於過去制度的看法。

Waugh 團隊到了 2000 年又進行了實徵研究，增加了組織變項如共享目標、

合作與教師學習機會，結果發現此些新變項具有解釋力，但學校、部門與教

師的情境變項則對接受度不具解釋力，另外也建議未來可加入如對成功執行

變革能力等之信念為解釋變項。 

除了西方脈絡的研究外，李子健參考 Waugh 和 Punch 於 1985、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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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結果，透過問卷調查與個案研究，大致能支持 Waugh 和 Punch 所提

出的影響因素，然也發現有效的組織規劃活動亦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包括工

作負擔分配、程序與規劃清晰等（Lee, 2000）。李子建、尹弘颷（2005）另

提出教師接受度的簡化模式，顯示變革的特徵、教師個人特性、組織及環境

特徵，會影響教師對變革的態度與行為意向，進而促進變革行為的發生。至

於國內對於政策接受度的研究並不罕見，例如，陳宏義（1999）採取問卷調

查彰雲嘉地區公立國中教師對於「技藝教育革新方案」的接受度，周士雄

（2008）亦採問卷調查法，探討屏東縣國中小教師應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

之創新接受度與科技接受度，此研究取向有助於深入變革行動者的態度層面，

並探討相關影響因素，對於變革政策的探討與推動相當有幫助。 

（二） 實踐的探究  

教育變革的理念需要行動者的實踐加以落實，過去的變革研究，大多

從組織結構或行動者的認知面向切入，然卻較少注意個體對於變革的感受、

關切、期待等的情意層面。直到 1960 年代末，Fuller 提出教師對於教學關注

的階段理論，Hall、Hord 等人更進一步擴展成以革新為議題的「關注本位採

用模式」（Concerns-Based Adoption Model, CBAM），引發相關研究對於行

動者情意層面的重視（李子建、尹弘颷，2005；Ellsworth, 2000; Hord, 

Rutherford, Huling, & Hall, 2014）。 

為擴展對於變革歷程的了解，本研究以「關注本位採用模式」作為探

討十二年國教變革實踐的參考架構之一，此模式突顯變革促進者透過三項探

詢工具，了解變革使用或未使用者的需求，以運用適切的介入策略與資源系

統的重要性。此些工具則包括：關注階段（Stages of Concerns, SoC）、使用

層次（Levels of Use, LoU）與革新形貌（Innovation Configurations, IC）的分

析，以提供變革推動所需的資訊（Hord et al., 2014）。 

首先行動者的關注階段，係綜合展現了對於變革的情感、想法及考量

（Hall, Newlove, George, Rutherford, & Hord, 1991），共可分為低度關注的

察覺（awareness），以及自我關注、任務關注與影響關注等向度，向度之下

還細分為階段（Hall, Newlove, George, Rutherford, & Hord, 1991; Hord et al., 

2014）。至於使用層次則是用來敘述行動者的變革行為，從階段零到階段七，

共包括：未使用、定向、準備、機械式使用、例行性使用、精緻化、統整及

更新八個層次，並可從七個具體的行為表現加以區分（Hall, Dirksen, & 

George, 2013; Hord et al., 2014）。不論是關注階段或使用層次，皆顯示其具

有發展的層次，惟各層次之間並沒有優劣，變革行動者也可能在各階段停留

或退回前一階段，同一時間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關注特性。此外，革新形貌則

是描述革新方案的實際運作樣貌，相較於前二者，革新形貌並不在於分析階

段或層次，而旨在界定變革方案的關鍵要素以及可接受的變異，以描述革新

方案的落實情形（Hord et al., 2014; Hord, Stiegelbauer, Hall, & George, 2013）。

以上三項探索變革使用或未使用者的情意或行為向度，則能提供變革促「關

注本位採用模式」除具理論基礎外，並已發展包括訪談、問卷等具信效度的

工具，成為教育變革與課程實踐的重要理論之一，也引發相關研究的進行（李

子建、尹弘颷，2005）。例如，Marsh、Day、Hannay 與 McCutcheon（1990）

參考關注階段的研究，提出教師參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六個階段，包括：

個人實驗、交換想法、尋求資訊、參與並肩負小部分責任、主動參與以及從

事主要的領導角色。此外，關注階段的研究結果可能受到文化情境的影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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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李子建、尹弘颷，2005）。在臺灣脈絡中，關注階段或使用層次

的研究並不罕見，例如，孫志麟、陳建銘（2007）以問卷調查國小教師對於

學校組織變革的關注程度；馬郁凝、柯皓仁（2012）採取訪談法，分析參與

開放式課程之大學教師的關注階段與使用層次，鍾志長（2011）亦以訪談法

了解國小教師對於課程改革的關注階段與原因。此些研究結果顯示，研究者

可依據研究需要，選擇如關注階段、使用層次或革新形貌進行探討。而運用

「關注本位採用模式」，則能深化對於變革行動者之情意與行為的理解，以

提供變革策略的建議，對於變革實踐的探究具有價值。而本計畫主要以關注

階段為分析架構，以探討學校在新課綱準備階段及實施初期的課程評鑑實踐

情形。 

 

參、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本研究採取文獻與文件分析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以及多重個案研

究法，以蒐集研究所需資料： 

一、 第一年研究 

（一） 文獻與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為梳理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政策的脈絡與政策內涵，以及教育

評鑑的論述，持續蒐集教育變革、課程變革與教育評鑑有關之文獻，進行文

獻分析。 

此外，本研究採取文件分析法，廣泛蒐集十二年國教政策之相關文件，

以釐清其政策理念與政策設計，並增進對於學校實施課程評鑑所處之政策脈

絡的瞭解。文件資料來源包括教育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等網站資料，此

外也蒐集行政機關辦理相關政策研習的文件資料。 

（二）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探討在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推動準備階段，

學校行動主體對教育評鑑的認同以及對於新課綱政策內涵的實踐傾向。以下

分述本研究第一年所進行之問卷調查法的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分析與

研究倫理。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關注中等教育階段因應新課綱變革的情形，因此以國中與高中

為研究對象，又新課綱課程架構依高級中等校類型而有不同，為使研究聚焦，

本研究主要關注提供基本學科強化通識能力之普通型高中。本研究以臺灣本

島公立國民中學與普通高中（含完中高中部）為母群體，問卷調查對象為校

長、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正式問卷採分層叢集抽樣（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依據教育部 106 學年度的統計資料，首先將本島的國中與高中

區分為北、中、南、東四大區域，分層依據為學校所在區域與學校規模。剔

除填答不全、規律性等無效問卷，本研究共得有效問卷 1266 份，其中國中

706 與高中 560 份。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問卷作為研究工具，除基本資料調查外，採六點量表設

計，包括「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各給 1-6 分。 

為發展問卷，本研究首先進行文獻分析與小組研討，並邀請 15 位學校

人員試填，檢視問卷初稿是否有題意不清或不易填答之處。其次進行問卷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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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並以項目分析與內部一致性考驗，確認問卷題目的適切性，以提高內容

效度。在評鑑認同方面，編擬評鑑效用與評鑑執行題項各四題，二個分量表

Cronbach’s α 各為.933、.939，整體量表為.948。 

3. 資料分析與研究倫理 

至於本研究所實施之問卷調查法，於問卷題目前會說明研究目的與實

施方式，進行知情同意並採取匿名調查。所蒐集的基本資料以及各變項的資

料，依研究目的與變項性質，透過統計軟體進行描述統計、差異性比較等分

析。所蒐集的資料，皆妥善保管，並以匿名與保護隱私的方式呈現研究結果。 

（三） 個案研究法 

為探討在新課綱上路前，學校行動主體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及評

鑑的認知、認同及實踐準備情形，本子計畫首先配合總計畫所辦理的焦點訪

談會議（107 年 10 月 12 日辦理），以耙梳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的形構脈絡

與教育評鑑的政策內涵。在焦點訪談會議方面，該會議主要邀請三類人員：

協助新課綱推動的教育人員（主要為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

規劃委員）、高中校長與高中主任共六位。透過參與訪談會議，了解學校為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已有相當的準備，然各校準備情形存有差異，而

針對教育評鑑，訪談當時，教育部尚未有具體的課程評鑑內涵規劃，學校也

尚沒有具體的執行情形，一校長則反映，擔心學校缺乏實施評鑑的人力。本

研究接著又個別訪談國中與高中學校人員共四位，進一步了解學校實踐十二

年國教課程評鑑的情形，以利整體政策脈絡的掌握，以及個案學校的選取。

以下主要針對本研究第一年所進行之個案研究法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資

料分析與研究倫理。 

1. 研究對象 

本計畫的第一年研究，係在新課綱的準備階段，大多數學校尚未系統

性地討論或規劃新課綱下的課程評鑑時，為探討學校人員對於新課綱評鑑的

實踐，選擇一所願意參與本研究且在課程發展較投入的偏鄉公立國中為個案

進行研究。具體言之，研究對象包括個案學校的校長、主任以及投入課程發

展的教師共三位。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蒐集學校基本資料進行文件分析，其次採取半結構式訪談

法，訪談題綱包括學校因應新課綱的準備工作，以及學校用以檢視並適時調

整新課綱的管道或機制。資料編碼分別以 P、A、T 顯示校長、主任與教師

之不同身分。 

3. 資料分析與研究倫理 

本研究經過知情同意的程序，邀請研究參與者參與本研究。在資料分

析上，是以開放式編碼與主軸編碼的方式，萃取研究參與者訪談語料的意涵

並進行比較及歸類。 

二、 第二年研究 

本計畫的第二年研究主要採取多重個案研究法，以下分述本研究第二

年所進行之個案研究法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資料分析與研究倫理。 

（一） 研究對象 

為捕捉文化脈絡的意涵，本研究採取多重個案研究做為研究取徑。在

個案學校的選擇方面，由於此次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在高中階段影響最劇，

因此將以高中為標的，同時納入國中，以分析不同場域脈絡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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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校選擇，優先邀請前一年度參加問卷調查且其在十二年國教課綱實踐

的喜好度及行為傾向上分數相對較高及相對較低的學校，共獲得二所國中與

二所高中同意參與研究。 

有關研究參與者，考量研究目的及實施的可行性，各校訪談對象包括

校長、主任/組長以及教師，以較深度參與課程評鑑相關工作者為優先，並

盡量涵蓋不同教學領域。研究對象包括四所學校，每所學校有五位研究參與

者，總共二十位學校人員接受訪談。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多重個案研究設計，主要採取文件分析法及訪談法。於獲

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後進入學校現場，以個別訪談進行，並蒐集學校背景與

其新課綱推動相關的文件資料。資料編碼第一碼以 A、B 表示不同縣市；接

著以 J、S表示國中與高中; 之後編碼的 P、A、T顯示校長、主任與教師之

不同身分，數字則指訪談順序。 

有關訪談題綱，除個人任教領域與年資，以及學校推動新課綱課程的

背景資料外，主要聚焦學校人員對於教育評鑑的認知、關注以及學校初步課

程評鑑的實踐。每次訪談約一小時，並採半結構訪談形式進行。 

（三） 資料分析與研究倫理 

依據研究目的，針對訪談稿與文件資料進行編碼分析，並針對不同資

料來源進行分析比較。本研究實施前即向個案學校及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的

目的與進行方式，並獲得受訪者的知情同意。研究資料以化名方式處理並加

以保密。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結論 

一、第一年的研究結果分析 

（一） 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的評鑑規劃 

為增進對研究議題的學理基礎以及背景脈絡的了解，本研究持續進行

相關文獻與文件之蒐集與分析，相關文獻包括：十二年國教政策、教育評鑑、

評鑑與文化、變革認同、變革實踐等論述性與實徵性文獻，而所蒐集的文件

則聚焦於十二年國教政策、教育評鑑（尤其是課程評鑑，涵蓋政府層級與學

校層級的規劃）等。 

隨著評鑑模式或取徑的發展，賦予評鑑多元的角色與功能，促進方案

或組織變革則成為評鑑的重要角色之一（鄭淑惠，2011；Patton, 2008）。依

據文件分析結果顯示，在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中，賦予學校實施課程評鑑的

法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則負有評鑑的權責。且總綱規定課程評鑑的目的

不在於評比或排名，而在於評估課程實施與相關措施的成效，以提供課綱研

修與課程改進之參考。學校所實施的課程評鑑，則鼓勵教師反思與專業對話，

並可結合校外專業資源，以引導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變革與創新，並促進教學

與學習品質的提升（教育部，2014）。相對於外部主導、重視績效或形式化

的評鑑，新課綱可說是對於課程評鑑再概念化，除強調以學生學習為核心，

並鼓勵學校內部人員的反思、對話，突顯促進學校專業氛圍及課程發展的形

成性目的（陳美如，2018；賴榮飛，2019）。 

依據十二年國教總綱所規範的課程評鑑精神，主管機關針對國民中學

與國民小學，以及高級中等學校的課程評鑑，分別訂定實施參考原則與機制。

具體言之，在國中與國小方面，教育部頒布了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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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的參考原則，包括了依據、目的、內容、組織與人力、方法、評鑑計畫

內容、評鑑運用、評鑑的檢討與改進。在此架構下，評鑑的對象可包括校內

總體、領域/科目、彈性學習課程，並因應課程發展的設計、實施與效果之

不同階段進行。課程評鑑辦理的組織，除以課程發展委員會為主，並可兼採

校內與校外的多元人力以及多元方法實施課程評鑑，並重視評鑑結果與過程

的運用，以及後設評鑑，以回應學校層級採取形成性評鑑的目的。為提供課

程評鑑價值判斷的基礎，此參考原則還附有針對不同課程範圍以及其課程設

計、實施與效果的評鑑重點與品質原則，以提供國中與國小實施課程評鑑之

參考（黃嘉雄，2018）。 

至於在高中方面，教育部頒布了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機制辦理參考

原則，其內容包括：依據、目的，以及主管機關與學校的辦理事項，其中評

鑑內容須包含課程規劃、教學實施、學生學習相關事項，同時強調針對主管

機關所提供之課程教學成效相關資訊進行分析，並重視評鑑結果的運用（教

育部，2019）。 

另外，依循新課綱課程理念及教育部課程評鑑辦理原則，部分縣市政

府也已訂定注意事項、計畫範本或評鑑工具，提供學校規劃課程評鑑之參考。

例如，臺北市頒佈了普通型高級中學學校總體課程與單一類型課程評鑑表，

強調作為主管機關的政策引導，以及透過自我評鑑與增能，鼓勵學校成為學

習型組織。在此規劃下，此評鑑工具包括向度、指標、課程檢視重點、課程

發展程度、質性描述、工具證據與備註。評鑑工具的使用，特別鼓勵學校透

過課程領導與專業對話，對於評鑑形成意義感，並可針對評鑑工具的檢視重

點與發展進度評估，參採學校課程發展的目標與進程，加以研討修訂，以期

精進課程發展品質，同時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進而促進學生學習（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2019）。而新北市參考臺北市所發展的評鑑工具，並邀請學校

代表共同研討編修，發展了高級中學學校總體課程表與單一類型課程評鑑表，

以及課程自我評鑑計畫模板（包含：目的、組織人員、期程、方式、內容與

運用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9）。至於高雄市也已針對國民中小學，

研擬了課程評鑑計畫範例以及評鑑工具表件，分別聚焦於課程總體架構、彈

性學習課程與領域學習課程的課程設計、實施與效果的評估，由授課教師、

領域小組透過分享及工具表件的引導進行討論，再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備審

（賴榮飛，2019）。 

（二） 新課綱實施前，學校人員的教育評鑑認同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探討新課綱準備階段，學校人員對於教育

評鑑理念/政策的認同。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教育評鑑認同可分為評鑑效

用（3.98）與評鑑執行（4.31）二個向度。比較二向度平均數之差異，評鑑

效用的得分顯著低於評鑑執行（t = -15.70, p < .001），顯示學校人員認同其

具有針對學校、教學或課程進行教育評鑑的責任，然卻較不認同教育評鑑對

於學校具有正向幫助（潘慧玲、黃曬莉、陳文彥、鄭淑惠，2020）。 

在評鑑執行向度上，4 個題項的得分介於 4.18~4.45 分，其中得分較高

者，如「針對自己的教學進行評鑑是教師的職責之一」（4.45），而「學校

有責任針對學校發展實施評鑑」（4.18）則得分較低。至於在評鑑效用向度

上，4 個題項的得分介於 3.90~4.10 分。其中得分較高分者僅有「評鑑就像

健康檢查，應該定期檢視，以了解學校的運作狀況」（4.10），而「評鑑不

是資料的堆砌，而是會對學校有實質的幫助」（3.90）的得分則最低（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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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黃曬莉、陳文彥、鄭淑惠，2020）。 

 

表 1 學校人員在教育評鑑認同的得分 

認同 平均數 標準差 t 

教育評鑑 4.15 0.99 -15.70*** 

1. 評鑑效用 3.98 1.14  

2. 評鑑執行 4.31 0.97  

***p <.001 

 

進一步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學校人員對於教育評鑑認同的差異情形，其中，

在職務、年資與學歷上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相較於其他學校人員，校長與

主任、具博士學位者對於教育評鑑的認同情形較高，而年資 21 年（含）以

上者則高於部分年資較少者（潘慧玲、黃曬莉、陳文彥、鄭淑惠，2020）。 

相較於本研究總計畫所進行的整體調查，學校人員對於新課綱的變革準

備度，包括：領導觀、課程觀、教學觀與評鑑觀，其中，學校人員對於教育

評鑑的認同程度得分是最低的（潘慧玲、黃曬莉、陳文彥、鄭淑惠，2020）。

由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學校人員認同評鑑效用的程度明顯低於評鑑執行，顯

示尚未能深刻感受教育評鑑對於學校發展的助益，其實際原因仍待釐清，此

亦為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時需要特別提升的準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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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口學變項在教育評鑑認同上之差異性檢定 

背景變項 性別 職務 年資 學歷 任教階段 

教育評鑑 n. s. 

6>1、2、3、

4、5， 

1>2、3、4， 

5>2、4 

5>2，5>4 3>1，3>2 n. s. 

評鑑效用 n. s. 

1>2、4， 

5>2、4， 

6>1、2、3、

4、5 

5>1，5>2， 

5>4 
3>1，3>2 n. s. 

評鑑執行 n. s. 

1>2、3、4， 

5>4， 

6>1、2、3、

4、5 

5>2，5>4 3>1，3>2 n. s. 

備註：n. s. 表示考驗未達.05 的顯著性。事後比較類別說明如下：職務：1. 主

任，2. 組長，3. 領域召集人/科主席/科主任，4. 導師 ，5. 專任教師，6. 校

長。年資：1. 5 年（含）以下，2. 6 至 10 年，3. 11 至 15 年，4. 16 至 20 年，

5. 21 年（含）以上。學歷：1.大學，2. 碩士，3.博士。 

 

（三） 新課綱實施前，學校人員對於課程變革及評鑑的實踐準備 

本計畫的第一年研究以個案研究設計，探討在新課綱實施前，學校人員

對於課程變革及評鑑的實踐準備情形，以下歸納個案研究的主要發現（鄭淑

惠，2019）。 

 

1. 引導教師共同發展學校願景 

 

為凝聚學校成員對於課程發展的共識，校長逐步地鋪陳，引導教師共同

思考及討論學校的願景，以回應新課綱的準備實踐。 
 

學校回到核心，其實課程跟教學才是重點。…當我們關心的是孩子，回

到孩子那個點，我覺得都可以找到方法解套。（P） 

 

我們陪伴孩子三年，希望他成為怎麼樣的人？…這邊的家長、社區，大

家期待這邊的孩子…，或學校未來的發展？（P） 

  

校長…就帶著大家，…給我們一些其他學校的案例，可以讓我們有一些

發想，然後領域各自帶回去討論，之後大家再回來一起對話，…我們依

學生的特質，然後在地的特色，可以發展什麼樣的（方向）？（T） 

 

透過願景建構，校長進一步引導教師思考其與課程教學的關聯： 

 

我們希望孩子喜歡學習，…可是要他回家預習，…這個鄉下孩子不可能，

你要不要…（教他）怎麼去讀完一遍，第二遍我可以去擷取一些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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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子的學習策略，會不會幫助他更知道怎麼去學習。其實是這樣一

步一步跟老師在討論，怎麼去把你的課程跟教學的方案，跟這些你提出

來希望孩子（表現）能夠這樣去一環一環去扣。（P） 

 

願景不拿出來談，我們沒一個方向，…如果（遇）有衝突，我們就回來

看，跟我們的願景…，是不是牴觸了？這樣反而你有個對話，比較容易

有共識。…我覺得老師們會比較…知道為何而做。（P） 

 

2. 建構聚焦於學生學習的對話機制 

 

為建構對學生學習的共享意義，學校成立核心小組，包含教務團隊與各

領域教師代表，每月進行課程發展討論（P、A）。除願景外，校長也引導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能更聚焦於學生學習： 

 

課要讓（學生）上得有意義，…就是說「為何而上」，你不是只是要這

堂課，…你是要解決學生什麼問題。…我們…的孩子，到底有沒有在學

數學哪個概念卡關卡得最嚴重？你需不需要在這個彈性（課程），多花

點時間去處理，或者是結合哪些議題融入。…國文，OK，你要做閱讀，

有沒有可以搭個什麼，比如說一些學習策略…。你要透過什麼樣的教學

活動的設計，或什麼學習活動的安排，讓孩子把這個概念學好。（P） 

 

3. 引進有助於學習的資源 

學校需要資源支持學習，個案校長積極向外爭取經費與人力資源，增加

了學生與教師的學習機會： 

 

我們可以看教育部有哪些相關計畫，跟我們自己學校的願景是可以搭接

的，我們也可以去申請，…就是說又有一些資源，我們可以再找外部專

家學者，或者是要改善設備。…也可以放在孩子的學習活動，…可以有

一些課程，然後再把他帶出去，去跟社區的互動也好，或者是去做其他

的參訪，我覺得這會讓孩子的眼界可以打開。（P） 

 

除研習外，學校還聘請有經驗的講師，協助教師發展課程，尤其，會先

了解學校脈絡與方向，並採取示範、提問等方法，校長也可「借力改善」教

師合作或課程設計等能力（P）： 

 

我是覺得說課程不能這樣子，一定要讓（教師）開始產生對話，…合作，

然後我就跟（講師）說，他們不太對話，會各自分工得很好，各做各的，

所以…要麻煩你（協助）。（P） 

 

（講師）會去引導…方向，然後也給一個架構、有方法…。像（講師）

都會丟很多問題要他們回答，他就用提問，他不會說：「你們這個做得

好不好」。老師的回饋很好是…覺得說，就不是只是好像來指導他們，

是那種對話的感覺。（P） 

 

外部講師能提供不同觀點並指出問題（T），並引導更能回應學生主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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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主任分享其領域實作及觀察的經驗： 

 

我們事先把我們課程脈絡做出來之後，給（講師）看，…他是跟我們說，…

課程就是要讓學生這一堂課就要埋下下一堂課的種子，…要讓學生們喜

歡探索，…他給我們一些建議，所以我們就有一些調整。…我們原本想

的…有時候會主動跟學生說結果，（講師）引導下，我們希望給孩子更

多可以自己去探索、比較、思考的設計。（A） 

 

（原本老師）都覺得：這個要怎麼做，…不要排給我。但是當我們幫他

們找到（講師），…（教師於備課日分享時）對他的課程、架構都很清

楚。…可能沒有人指導的時候會沒有方向、會害怕。（A） 

 

4. 參與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觀課與共同議課 

 

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校長及教師每學年皆應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

專業回饋，以發展同儕共學的文化（教育部，2014）。而校長透過輔導團，

在校內辦理備課、觀課與議課，校長也參與公開授課，並於課前與校內同科

教師備課（P）。校長解釋： 

 

我也想知道說自己在做課程設計那個感覺，…當我自己做課程設計，我

都沒辦法回到學生為中心的時候，我怎麼跟老師講？也很難講。（P） 

 

校長與教師參加公開觀課與共同議課，所觀察結果可深化與彼此的對話

焦點： 

 

我會把觀察到學生的一些狀況，讓老師知道。老師們其實就知道說，你

下來看孩子，你就知道你在講這個概念，孩子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理解。…

我也這樣走進教室，…其實是讓我跟老師更好去對話，因為我可以講出

孩子真正的狀況。（P） 

 

大家會給一些回饋呀，然後對話跟學習，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如果

好好去落實的話，其實會對於課程設計，然後對於教師之間的對話是一

個幫助。（T） 

 

5. 逐步發展聚焦於學習的自我評鑑 

個案學校所處縣市尚未帶領學校討論課程評鑑，學校也忙於本位課程的

規劃，課程評鑑計畫仍在醞釀中。目前除透過非正式觀察、互動外，校長主

要藉由會議、聯絡簿等，了解課程發展與學生學習情形，並進一步對話、釐

清以提供行政協助。 

 

核心小組…開會，各小組就回來大概討論一下或報告一下他們各組的進

度，或他們的問題，有沒有需要提出來要學校行政這邊做怎麼樣的幫忙

解套。所以我是透過這樣的一個定期會議，我當然就可以知道說狀況到

哪裡。…或非正式的（互動）。…我也會去看學生的聯絡簿，…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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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學生學習的大概狀況，有時候學生會提出一些問題，我大概會再跟

老師對話一下，大概知道什麼狀況。（此外）…有時候也是透過跟這些

專家的對話，大概他們會去談說，可能老師們做到這邊，需要你行政做

什麼，他們也會去做這些反映。（P） 

 

十二年國教課程正式實施後，校長則期望透過課程評鑑，了解課程回應

學生學習的情形，並增進教師省思，以深化課程品質（P）： 

 

我覺得彈性課程在執行的時候，你就要去檢視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是可

以符合我們學生，然後有達成我們原來預計的課程目標，…有哪些部份

要做修正。（P） 

 

做完這件事，…回顧、反省一下，…自己覺得有還不錯的、還可以的，

有沒有哪裡要修正。…不要說一件事情做完，就做完了，可是我覺得那

個省思會讓他再下次處理這個工作，會讓他更好，對學生的助益應該比

較大。（P） 

 

依據上述個案研究的結果顯示，個案學校以學習為願景，做了很多課程

發展的準備，學校也透過定期會議、非正式的觀察、互動或聯絡簿，了解課

程準備，以及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情形，並提供必要的行政協助，此過程

雖有自我評鑑的精神，然較不具系統性。此因縣市政府尚未將課程評鑑納入

政策討論，校長為降低教師課程準備的壓力，也未正式地規劃課程評鑑。個

案學校校長期許能逐步發展聚焦於學生學習、與教師價值共享的評鑑規劃，

以促進對課程的省思及品質（鄭淑惠，2019）。從第一年的研究結果可發現，

學校人員對於教育評鑑的認同較低，教育現場也尚缺乏針對課程評鑑較具系

統性的政策引導、討論與規劃。 

 

二、第二年研究的結果分析  

為了解在新課綱正式實施的第一年，學校人員對於課程評鑑的認知、關

注及實踐，本計畫的第二年研究採取多重個案研究設計。以下分述個案研究

設計的主要研究發現。 

（一） 學校人員的課程評鑑認知 

針對評鑑認知，以下先分析學校人員對於一般教育評鑑的認知，進而探

究學校人員度新課綱脈絡下課程評鑑的認知。 

1. 學校人員對於教育評鑑的認知 

學校人員針對教育評鑑的認知，常與己身曾參與如校務評鑑、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以及相關訪視等經驗，以及在評鑑中所扮演的職責與角色，或從評

鑑字眼帶給自身的感受有關。整體而言，學校人員對於教育評鑑的認知不盡

相同，有些以檢視、回饋、判斷與績效來描述對評鑑的看法，也提出學校現

場對於教育評鑑在理論上與實務操作上感受的落差。 

 

單純就文字來說，評鑑好像是要（決定），你是好還是不好。（BJ1A3） 

 

評鑑（是）去了解…或者是績效優劣的一個考核判斷，通常…比較具有

價值引導的一個意義跟目的。（AS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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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比如說我們用所謂的 PDCA，那最後就…是要回饋，那回饋回來，

我們怎麼去做補救。（BS1P） 
 

很多人在理論上都希望他像是個健康檢查，能夠協助學校找到問題可以

去解決他，這個是理論上我們期待的評鑑。但學校現場實務評鑑的話，…

對不同職位、不同角色，他看待評鑑的方式會不一樣，但對校長而言…，

一種就是檢視，…就是看你的績效，就是檢視你的問題，我覺得蠻重要

的。（AJ1P） 

 

我覺得它是個鏡子，就是要檢視你自己做得好不好。只是…本來本意是

好的，透過一些行政手段下來的時候，有些時候就不會讓你覺得他是善

意的。…你看教師評鑑，…老師聽到…很多事情、很多要填，然後都在

看我的表現，…大概老師一開始就不會對評鑑有好感。（AJ1A2） 

 

有些學校人員所認知的評鑑如同考試、考績、外部檢視，帶來資料準備

的壓力與負擔。即使同樣面對校務評鑑，有的受訪者所認知的評鑑是一種

省思與改進，也有受訪者觀察到學校人員認知的評鑑是一種壓力與負擔，

呈現學校人員對於教育評鑑雖有較中性、正向的認知，也有許多相對較負

面的認知，值得關注。 
 

大家都聽到評鑑兩個字就害怕，因為評鑑就好像考試一樣，不外乎就是

質的評估跟量化的分數…，我們學生就有不好的經驗存在，一直複製到

我們自己當老師，就說…你評鑑我要幹嘛？…是不是未來…有退場機制，

或者是說教師分級制。（AJ1A1） 

 

老師端都會很害怕評鑑，…這可能是跟過去…的體制有關係，因為它會

變成進或出、或升或降的…考績的一個依據。（BS1A1） 

 

如果講評鑑…大家會想到的就是校務評鑑嘛!...就是外部評鑑比較多

嘛，…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壓力，…還是會覺得它是一個負擔啦。（AS1P） 

 

校務評鑑就是…學校各個面向都要去看，所以我自己對評鑑感覺就是說，

它是一種學校自我省思跟檢視的一個歷程，那透過評鑑的話，學校可以

去檢視說，誒，我們過去做過些什麼，然後那我們未來還可以修正或改

進些什麼。（AS1A2） 

 

一般的基層教師，對評鑑不太熟。然後就只知道說好像，要評鑑的時候，

我們基層教師可能要做一堆資料夾。（BS1T1） 
 

2. 學校人員對於新課綱課程評鑑的認知 

在新課綱實施之前，不論是國中或高中其實就有課程評鑑的規劃，惟尚

未成為學校課程發展過程的重點，一般而言，教師對於實施課程評鑑的印象

並不深刻，也不太了解。而新課綱賦予學校更多課程發展的空間，某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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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了透過評鑑以協助課程發展的需要性，加上一些政策說明或工作坊的辦

理，使得學校人員有機會重新看待甚麼是課程評鑑。 

許多受訪的行政人員對於課程評鑑的認知，會導向於檢視、回饋，並與

確保學生學習、協助課程發展相連結，頗能呼應總綱揭示的課程評鑑精神。 

 

針對 108 課綱，因為學校在推彈性課程的時候，現在才會開始在搭配課

程評鑑的這塊，我覺得課程評鑑就是協助課程，不管是推動者或是老師，

去了解這個課程實際的狀況是甚麼，有沒有真的達到他預期的成效。

（AJ1P） 

 

每個學校有比較多元…去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的空間），…課程評鑑部

分，也許是我們可以去檢視我們課程的…一個步驟或一個工具吧，…希

望評鑑是有助於自己學校課程的一個檢視啦，…然後去做相關的修正。

（AJ1P） 

 

這個課程評鑑機制，…是要給你回饋。就是要跟老師講說你的課程設計

是不是有什麼可以改進？或者說我在做修正的地方。其實受益的是學生。

（AJ1A1） 

 

透過課程評鑑，或許老師們可以從…課程設計、課程架構、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去逐項的去自我檢視，那甚至透過外面，其他老師進行他評，

那再到教研會裡面進行討論以後，那可以反饋給老師的一種機制。

（AS1A2） 

 

透過（課程）評鑑的方式去了解說，…學生是不是能夠從這樣子的一個

課程規劃裡面，去真正學習到他應該要學習的東西。…最主要就是要來

協助我們的老師的教學，然後還有就是去改善學生的一個學習…。對於

學校來講的話，…我們也可以去知道說，這個整個課程它需不需要去做

一些的改進，或者…去協助老師，也可以去…發現學生…學習…狀況。…

可以讓就是學校，還有老師跟學生，是三方都可以三贏的一個狀態。

（AS1A1） 

 

（課程）評鑑可能就是讓老師自己知道自己在教學上有那些不足，或者

是…學生可能他們沒辦法理解（的地方）。那一方面是讓老師去省思自

己的課程，然後我覺得可以..讓教學再精進。（BS1A2） 

 

而受訪教師參與課程設計、實施，甚至成為評鑑的對象，其所認知的課

程評鑑，提及包括：協助整理、了解、提醒教學、健康檢查、課程精進、確

保學生學習的看法，對於課程評鑑具有相當正向的認知。 

 

評鑑…可以幫助我重新稍微去整理我的教學的過程。（AJ1T1） 

 

評鑑是可以讓自己了解自己有沒有達成自己預期的教學目標，然後可以

做調整跟更動的。…是一個幫助性質的。（AJ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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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可能是對我自己本身課程做個健檢吧，因為我也不知道我的課程到

底哪邊可以再更好，那從第三方（教師同儕）來去看我的課程…（給）

建議，…我自己對評鑑認識是這樣。（AS1T1） 

 

課程評鑑有一點像…課程應該要達到哪些目標?...我就會覺得：「喔?原

來我還有一些事情沒有做好」，…等到我下一輪再上的時候再注意哪些

事情。…（另外）我覺得（也）是一個方式吧，就是讓老師設計課程的

人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同溫層，…你要能夠去看看人家的、別人的想法。

（AS1T2） 

 

為什麼要做課程評鑑這件事情，我們還是要回到說，其實因為我們學校

主體是學生，我們能提供給學生的課要有一定的品質，甚至要有一個審

核或把關的一個機制，那課程評鑑對學生來講它就是一種保障；…對老

師來講，其實這個也是提供一個機會…在發展這課程當中是不是有更精

進、更成長的地方。（BS1T2） 

 

此外，有部分受訪者表示，對於課程評鑑的概念感到陌生、不易掌握，此顯

示仍待政策溝通以增進了解。 

 

課程評鑑，我自己就不太熟悉了。…是那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嗎？

還是指觀課？…這個課程評鑑到底是在講哪個部分？…因為太多類似

的概念了。（BJ1A3） 

 

那個是不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我不知道這跟這個（課程評鑑）一不一

樣。…那課程評鑑我其實不是很清楚是什麼東西，也比較沒有實際的感

受說課程有在被評鑑。（BJ1T） 
 

（二） 學校人員對於課程評鑑的關注 

學校在規劃課程評鑑的過程，會透過不同會議向教師說明或徵詢意見。

在學校脈絡中，學校人員可能因對於教育評鑑的認知不同、在新課綱課程發

展所參與的角色，以及對於課程評鑑的不熟悉，加上新課綱實施後，參與新

課程規劃與實施的教師，所肩負的課程發展任務加重等，皆會影響教師對於

課程評鑑的關注。 

一般而言，教師對於新課綱之課程評鑑的主要關注如「為什麼要做這件

事」（AS1A2）、「對於個人的教職會不會有甚麼影響」（BS1A1）、「是不是要

額外做再多甚麼工作」（AS1A2）、是否會「增加負擔」（BS1P）。 

 

很多老師他可能同時間要身負三、四套或五套課程，…其實一開始對於

課程評鑑這件事，…當然就是覺得…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loading

其實有點重。…大部分的老師（對於課程評鑑）都是不清楚的，…也會

有一些疑問，就是說我評鑑需不需要做很多的資料上…類似軍備競賽這

樣子，…如果評鑑沒有通過，我的課是不是會被拿掉之類的。（AS1A2） 

 

教學現場工作量很大，…每個人都是身上很多個事情在做，所以我們的

時間很少，所以就會覺得有一個（課程評鑑）要做，其實都很需要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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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時間又很寶貴。（BJ1T） 

 

比較擔心是（課程評鑑）文書上的書寫，…每個東西都要收集、掃描、

影印，…好浪費時間，因為我覺得課程我都設計不完了，然後學生學習

單也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全看完了，我還要…坐下來，然後把它付諸於文

字…只是為了給別人看。（AJ1T2） 

 

針對教師對課程評鑑的關注，學校一方面透過政策的說明與溝通，增

進教師對新課綱課程評鑑目的之了解，例如，教師可能擔心課程評鑑對權

益的影響，受訪主任即表示：「我們就一直要說明、再說明」。（AJ1A1） 

 

學校行政端都是…會讓老師比較安心的去執行或是接受這個事情。他們

會比較軟性的去跟大家做宣傳。（AS1T1） 

 

另一方面，學校也透過策略性地規劃，降低實施課程評鑑的壓力，以回

應教師的關注。 
 

我們其實是跟老師說我們先...試著推行看看，…就是給老師們回饋的意

見，說我們這麼課有哪些可以修正，哪些可以改進。…我們各次的課發

會啊，或是…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的老師代表回去教研會裡面做分享討論

以後，讓老師慢慢知道課程評鑑到底是什麼。（AS1A2） 

 

在請教務處設計的時候，…幾個原則。第一個就是可行性，…，對行政

來講你是可操作性的，同樣對老師也是…。第二個就是它確實是可以去

了解到課程實施的狀況。…我不希望行政太累，老師也不用太累，…那

這些東西最後也可以作為接下來做彈性課程評審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AJ1P）  

 

教師對於課程評鑑雖有部分關注，惟整體而言，在學校的課程發展過程，

課程評鑑尚未成為教師高度關注的議題。例如，在國中階段，對於沒有參與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或實施者，其實「課程發展、課程評鑑都跟他們沒有關係」

（AJ1P）。尤其，目前學校的課程評鑑規劃，朝向協助課程發展、逐步推動

的角度，並不會實質影響教師個人的權益，也沒有連結獎勵或懲罰，受訪者

表示，「教師比較不會（關心）」（AJ1A1），也不會特別提出疑問或想知道的

訊息（BJ1A2，BS1A2）。 

除了上述關注外，有部分參與課程規劃或實施的教師還對於課程評鑑的

具體操作感到疑惑，有更多資訊上的關注。例如，外部人員誰來評？要評甚

麼？如何有效地調查學生意見，仍有待進一步的研討與規劃。 

 

可是誰去檢視呢？…你要外部的人去評斷你有沒有達到這個目標，那他

怎麼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了解課程計畫裡面的所有的目標？（AJ1T2） 

 

會擔心說，因為要理解跟給予建議這件事情可能有一點難度，…其實我

們的課程，每一個小單元都非常不一樣，所以（外部人員）就可能需要

花很多時間，或者是可能需要一直跟著我們、陪伴我們，那才有辦法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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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具體的建議。不然如果可能只來看一堂、兩堂，我們就會覺得幫助

比較沒有那麼大，反而可能會覺得有點干擾。會覺得不認識、不熟、有

壓力，要花時間這樣子。（BJ1T） 

 

評鑑是幫老師打分數，還是幫課堂打分數呢？…因為我聽起來有點奇怪，

就（課）是整個年段，那假設我有兩個班，…那有八個班不是我教的，

那因為你評了八個班，然後他們班都沒有達成課程目標，因為他們拿去

上（其他）課，然後覺得我們的彈性課程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教學目標，

那要檢討的是老師還是課程呢？…就是我聽起來他是不是還可以再有

一些比較細部的內容。（AJ1T2） 

 

去年我們在書寫九年級的彈性課程，它太分散，導致我自己…覺得難

用，…那彈性（課程）是我們沒有按照原本的計畫去實行，…可是你的

理由卻是，因為我重新省視了，它真的不大適合我們當下學習學生的學

習階段。…所以變成…「哇…九年級的評鑑我就會擔心!」。（AJ1T2） 

 

我也會很想要看看，（其他人）怎麼樣蒐集學生的意見，然後我自己會

覺得有可以參考，就會比較完整…。我也在思考說當今天我要蒐集學生

反饋的意見，到底…還可以怎樣切到更細的部分，…譬如說老師想要學

生學到的能力有哪些? （AS1T2） 

 

（三） 學校的課程評鑑實踐 

在受訪的四所學校中，學校的課程評鑑皆由教務處參考教育主管機關所

研發的計畫或工具版本進行規劃，並透過校內會議機制，包括課程評鑑小組、

課程發展委員會，向各領域教師說明並徵詢，最後再經過校務會議通過課程

評鑑計畫，四所學校在課程評鑑規劃與初步實踐上有頗多相似性。以下分析

AJ1 與 AS1 二校的實踐情形： 

1.  AJ1 課程評鑑規劃與初步實踐  

AJ1 的課程評鑑規劃，希望朝向對於課程發展有幫助，也不要加重學校

人員負擔的方向進行研擬，因此，將課程評鑑對象分為部定與校訂課程之不

同做法，同時以延用學校既有評鑑工具為原則。 

 

其實我做課程評鑑，我只是想要做兩個重點，第一個其實就是說，…可

以真實地去發現跟找到課程實施的一些問題，或者是他的一些關鍵，然

後提供給老師做他課程發展的一個參考，就是他真正實際上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不要去加重老師太多的負擔，以至於他會覺得我要做這個課程

已經很辛苦了，你還這個（評鑑）。（AJ1P） 

 

希望我們的課程愈來愈好，那我也希望做一些跟原來不一樣的（彈性學

習）課程，所以當我用這樣的角度-評鑑是給你一些意見，…（老師）

會不會有機會比較容易被接受。…但是反過來，部定課程因為牽涉的老

師就很廣，…這一個部份我們就會評估要比較小心一點，就可能比較保

守一點的作法。…（如）用同樣的（評鑑方法）套到不同的課程內，…

坦白說部定（課程老師）的反彈聲浪會很大，比如說，我如果說我要做

晤談，那等於部定、全校都要晤談喔，那老師說，蛤，教務處還要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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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嗎？那壓力一定很大。好那如果針對彈性課程，可能這些彈性課程加

起來可能就是十來位老師，那這十來位老師如果是比較可以接受一些改

變的老師，可能覺得不會說壓力太大或者說不會好像臨時、很惡意這樣，

對，我們才有這個切開來的想法。（AJ1A2） 

 

在學校裡面真的是要推展一個政策，沒有辦法像民間企業這樣的設定下

大家全部動起來，所以還是用一種標竿學習，這種做出差異性來，讓大

家主動發現自己的需求，然後提供協助，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有效率。

（AJ1A1） 

 

我們用具體已經在實施的、操作的一些既有的表格，…以前好用的，一

直用的，那我們是不是就把它拿起來放到這個我們整體的評鑑計畫去，

我們不要再去疊床架屋，又去弄了一個類似的表格。…其實就是我們這

些既有的表格，我把它拿出來，重新再審視、…盤點之後，我們覺得跟

課程評鑑相關的，我們未來可以用得到的，然後再來反推回來，看你這

計畫要怎麼寫。（AJ1A1） 

 

教務處雖會說明課程評鑑規劃草案的內容，然一般教師對於此規劃，

可能因對於課程評鑑的概念較不熟悉，或因其對教師個人權益較無直接影

響，並不一定在討論中表達其看法。相對而言，課程評鑑小組主要由參與

彈性學習課程設計的教師組成，則會較投入於課程及其評鑑的討論。 
 

通常老師們不會細看（課程評鑑計畫草案），對，通常我們大概都是要

在會議場上說明，說比較大的變化在哪裡這樣。…我說我們就是部定不

要動它，那部定的部分，等於跟老師說明就是照原來大家填的表，不會

有太大的變動，所以其實比較不會有什麼反彈的聲浪。那主要是校訂的

部分，校訂的部份因為增加的（表格）目前也不是太為難大家，就是以

自評為主的方式的話，大家壓力不會那麼大，對，其實現在沒有反彈。

（AJ1A2） 

 

講實在的，學校課程發展一般來講，都比較沒有系統的結構啊，那老師

其實他們的心態，也不會那麼積極，就說還是碰到那個點，其實…（課

程評鑑）做了能幹嘛，不做又會怎麼樣，其實都沒有（對老師有影響），

所以他們也比較不會 care。坦白講，…我們…邀請來參加課程核心小組

（的老師），他們是關心這一塊，…最起碼講白一點就是條文他會去注

意，不然直接送到課發會的時候，就我們學校情形而言的話，如果沒有

比較直接性的權益的增加或損壞的話，其實老師大部分都會比較傾向於

就通過吧。（AJ1A1） 

 

除了自我評鑑外，AJ1 的課程評鑑規劃還納入校外專業人員的外部評

鑑。 

 

其實從去年開始，學校也滿正式的讓我們提出申請課程計畫的領域，必

須要送計畫完還有邀請外部委員，然後進來學校幫我們評比，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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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領域多於空白課程，所以去年也都是五搶四，今年也是。（AJ1T1） 

 

我們學校剛好有個契機…有比較多領域想去爭取這個彈性課程…，哪些

領域要爭取，那要提課程（計畫），課程評鑑就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這個回饋給課發（會）委員，他們最後在決定下一學年的彈性課程的時

候，可以做為一個參考，…也可回饋給在實行的這些課程老師…讓他們

可以做調整。（AJ1P） 

 

我們行政端就提說，就外聘委員這最公平，我們就找有課程專業（的

人），…主要課發會也同意。（學校考量）因為你如果是課發會裡面，又

會落入大家在角力、領域之間拉票、人情，就不是專業的審查。（AJ1P） 

 

我們來玩真的，…就是透過了三次的核心小組，確定我們要用外聘的委

員來做審查小組的時候，我們包含審查的表格，都是經由課發會通過、

決議。然後再正式邀請，…就是那個其他學校的校長，或者是說輔導團

的老師，各領域的盡量都是不要重疊到，然後都能夠有專長，要客觀的，

給我們建議跟分析。我們從一開始的把資料繳交，我們都有訂期限，繳

交，書面資料光碟，寄給委員先看，審查之後，給書面，資料，回饋之

後，再給領域，再請領域做修正之後，修正完之後，在實質審查上，回

應上面做報告。（AJ1A1） 

 

（外部評鑑結果）會有排序，所以課發會是追認。…因為課發會裡面就

會有各式領域呀，那我再怎麼樣也要幫我的領域舉手呀，…那弱勢的領

域當然就很可憐啊。（AJ1A2） 

 

除了納入外部評鑑外，AJ1也針對國中階段較少實施的學生意見調查規

劃進行構思。正如受訪者表示，對此「（老師）會最有感」（AJ1A1） 

 

我們有列一個訪談、調查學生意見，…我們也不希望老師有這種被監視

感或好像我被誤解的感覺啦。所以這塊我想要做的要比較細膩一點，我

們還在想要怎麼樣比較（好）。（AJ1A2） 

 

那你要（用）國中生的意見、就決定你老師的教學品質，我覺得這個是

會被老師質疑一個很大的問號，…上課的品質這件事情，坦白說還是要

透過公開課或者說通過其他的方法來看，從學生的回饋只能給老師做一

個參考。（AJ1A2） 

 

就是說學生端的意見的搜尋，這個部分要怎麼處理掌握，我覺得是這一

塊可能比較細部討論，…因為不能只是很簡單的呈現一個滿意度的…，

那你要怎麼去問出學生對於這個課程的（情形）。（AJ1P） 

 

當然（學生調查）題目的設計，還有你分析的方式，或者是…用什麼方

式給老師這些回饋，…必須跟老師講清楚，…跟對老師們的承諾。

（AJ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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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學生（調查）…，應該是說你給學生做的時間是什麼時候，然後

是誰給他做的，…效果可能不一樣。（AJ1T1） 

 

AJ1規劃與初步實踐課程評鑑的過程，會遇到如自我評鑑、同儕評鑑或

外部評鑑等不易實施的問題。 
 

就是說老師的自我評鑑…，每一個老師他就做他自己的這一塊，畢竟不

是一個縣市或一個國家的力量去做，…那你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那你

很勞師動眾就沒有經濟效益，…但你要做到什麼程度又真正協助他找到

問題，而不只是一些紙上作業。另外就是…外部評鑑的實施性的困難，

因為老實說學校你沒有時間跟經費一直去請外部的委員來看你的學校的

評鑑的課程的實施狀況。…那誰可以去做評鑑，那角色問題又很複雜。…

如果你都校內人員，…會有很多問題哦，就是說這個（課程）不是我們

全科老師來發展的，只是我們這幾個老師，那我們找其他的老師來看的

時候，很可能其他老師跟他們是不合的，他們本來就不要做的，那他們

來看的立場的公平性，那這會一個問題。那找別科的老師，那他到底能

不能（有專業）看到，所以這又是一個問題…，剩下就變成自我評鑑跟

行政去看，行政端去看大概…就課程的架構可以給一些建議，但就只是

一個角度而已。（AJ1P） 

 

我不敢講，我沒有那麼資深，..不確定在回到領域以後，領域老師是不是

也覺得他沒有被攻擊。（AJ1T1） 

 

除了學校課程評鑑計畫所規劃的正式評鑑，學校不少社群也會定期或不定

期地討論課程的實施情形，甚至結合公開觀課的專業回饋機制，實具有課程

評鑑的精神。 

 

我們…會（議）的時候，會討論說在上哪一些部份的時候是不是有困難，

像…學生反應太難、（老師）上的有點吃力、活動他上起來有點不是很

順手，那可能跟老師討論…，（或）可能會有別的活動做置換…做調整。

（AJ1T2） 

 

像…社群，那其實很多東西是他們彼此之間…彼此發現一些問題，…也

並不是說只有為了課程評鑑而做，…本來就在課程發展的一環。（AJ1P） 

 

有教師社群…會結合自己的公開課，然後在課堂上，把他們研究的這個

課程，放到那邊去實行，…就是備、觀、議課，大家有討論、做會議記

錄，…去真正的觀察，給…回饋，那我覺得這種自發性的評鑑跟回饋，…

其實這個就是評鑑啊。這個就是對話，那有回饋啊，課程再做修正啊，

再設立新的目標啊，那在看有沒有結果？其實就是一直再修。（AJ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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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光是要去做（課程評鑑）就是額外的一個（工作），…我會覺得…教師的社

群能夠有一個內部的自我評鑑回饋的機制，是可以給老師比較大的幫助的。

（AJ1P） 

  

2. AS1課程評鑑規劃與初步實踐 

AS1的課程評鑑規劃，除參考教育主管機關所提供的課程評鑑計畫與工具，

將評鑑對象分為總體課程與單一課程外，並採取漸進、滾動修正的做法，期

能降低實施課程評鑑的壓力。 
 

課程（評鑑）要推動…剛開始不能讓老師排斥嘛。（AS1P） 

 

我們還不是很熟悉，…都是先求有再求好。…就是要慢慢的讓學校老師

去知道，課程評鑑這件事情，我們就是一定要去做。…（從）比較小的

範圍做起，…未來我們再要推其他的更多的課程進來的時候，我覺得老

師的一個壓力跟反彈，比較不會那麼大。（AS1A1） 

 

給老師的概念就是…我們也還在著手在推這件事情，所以我們是滾動式

修正，…我們就先推推看，那做了之後如果有什麼地方覺得不足或需要

修正的地方，我們就是隨時再調整。（AS1A2） 

 

主管機關所提供的課程評鑑計畫或工具（或稱為公版），一方面能降低學

校自行研發計畫或工具的壓力，另一方面，學校認為公版具有一定程度的嚴

謹性，使學校能較清楚地了解課程評鑑的實施方式，成為 AS1 研擬課程評鑑

的重要參考資訊。 

 

教務處就覺得他們的業務很大了，…（課程評鑑）說真的一般來講，不

是那麼多的行政同仁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可以去做設計的啦。（AS1P） 

 

有關工具的部分，…大致上就是直接用公版，因為我相信公版它設計出

來也是經過很多次的討論，所以應該也算…是比較成熟一點，…算是蠻

清楚的。（AS1A2）  

 

有公版出來了之後，…我們比較…具體的知道說，應該怎麼去做。

（AS1A2） 

 

除了參考公版的課程評鑑計畫與工具，學校主要透過課程相關會議與教師

代表討論，並考量學校實施課程評鑑的可行性，以進行課程評鑑計畫與工具

的調整及定案。 

 



27 

我們雖然是有參考公版的內容，但是我們還是有看我們學校可不可行。

（AS1A1） 

 

比如說自我評鑑的期程，我們就是要自己去討論設計，…所以行政會先

去擬一個草案，然後召開自我評鑑小組的會議，去跟校內一些學科領域

代表討論，然後...在課發會裡面通過這樣。（AS1A2） 

 

為推動新課綱脈絡下的課程評鑑，AS1強化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所設之

課程評鑑小組的功能，「每個學科推薦二位教師參加」（AS1A1），以進行

課程評鑑的實質討論，並將討論結果提供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之參考

（AS1A2）。 

 

先進到…課程評鑑小組裡面。大家會先來，做一個初審的動作，…說真

的因為課發會的時間，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開得太冗長，所以一定要先透

過這樣子的一個課程評鑑小組的運作，然後我們先去看學生的意見跟老

師的（自評）意見，然後我們可以給…一些建議。（AS1A1） 

 

一開始…我們行政草擬出來是…所有課程都要做自我評鑑。那老師們…

提供意見就是，或許我們先從那個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課程去做實施，

因為校訂必修是學校的特色課程，所以做評鑑當然是…蠻合理的，因

為…你要不斷修正，而且是每個學生都要修，…希望盡量讓他優化…能

夠凸顯跟發展學校特色為主。那多元選修的部分，…其實是老師們就他

所學的專長或者是針對學生的需求去開設…，當然也是因為他是老師們

自編或自己發展出來的教材，所以當然我們是希望說，從校訂必修跟多

元選修這兩塊慢慢著手。（AS1A2） 

 

除上述針對評鑑對象的釐清外，在課程評鑑會議的討論中，可能因缺乏

課程評鑑經驗，或因課程評鑑特性，教師甚少提出其他修正或建議。 

 

通常（課發）會議時間其實也非常倉促，所以我們通常會去關心自己那

科…在這個計畫下面會有什麼影響，…大家對於（課程評鑑）這個態度

比較沒有那麼的緊張，（因課程評鑑）大致上都是通過沒有問題，就是

細部再給一點點小小建議這樣子吧！（AS1T1） 

 

在課發會裡面就沒有去討論細節，…大部分的老師有可能一開始不會有

覺得要怎麼修正的想法吧。（AS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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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還沒有去實施的時候，大家比較難去說這樣這個項目我們是不

是適用?我覺得可能要操作過，…如果這個向度很難寫，或者是很難去

找到相對的資料的時候，可能就會提出來做修正。我想基本上公版它是

這樣給了，但是它也告訴我們可以修嘛，可是還沒實施，我們也很難去

修，就會先用它來試試看。（AS1P） 

 

而AS1的課程評鑑實踐，將評鑑對象分為總體課程以及單一類型課程進

行，前者由教務處負責自評，後者則由授課教師自評，接著再將自評結果交

由學校的課程評鑑小組初評、回饋，最後將會議結果提供課程發展委員會決

議之參考（AS1A1），其中，教師同僚主要透過課程評鑑小組進行討論、回

饋與評鑑。 

 

找相近的（領域老師）。…就是會看他勾選的情況，…還有一些質性的

部分，…再針對這個內容給一些回饋。（AS1T1） 

 

比如說老師在自評裡面...提出需要哪些支持，比如說設備上或教室空間

硬體啊，或者是他覺得他自己對這套課程需要做哪些修正，…那各領域

學科代表會就..他所知道的…給這門課程一些建議。（AS1A2） 

 

我是覺得其實那過程是還滿健康的。…大家都是站在積極鼓勵，然後提

出更好的建議這樣的方式去寫。（AS1T1） 

 

在AS1的課程評鑑實踐中，教師自我評鑑與學生意見調查是學校課程評

鑑的重要方式，教師除透過學校提供的評鑑工具進行自我評鑑外，還可自行

設計學生調查表，或參考學校以網路表單所調查的學生意見進行課程評鑑，

進一步還能提供教師社群及課程相關會議進行課程回饋的資料來源。 

 

教務處的google表單公版下去，…學生在線上填完回饋單以後，我們會

把學生的名字匿名以後，再把這個回饋單交給任課老師去參考。（AS1A2） 

 

評鑑（表）…有好幾個大的項目、…子項目，你都可以去（看）…就是

你自己覺得做到多少之外，…還有…質性的一個描述，到底覺得優勢在

哪裡?劣勢在哪裡?可能需要改善?或者是需要協助的地方在哪裡? …有

沒有注意到細節，…包括（課程實施）前、中、後這三塊你都要去想到。…

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自省。…喔對!回饋!...我那時候填評鑑表大概這一

項做得最不好，因為我沒有蒐集學生意見，然後在第二學期就…做一些

修正。…然後我就反饋告訴老師們：「大家會覺得的學生對於哪一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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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他是覺得最有印象的?…（或）學生的感受沒有那麼深？」。…學生

的意見其實是我們第二年修正課程的一個方向。（AS1T2） 

 

課發會的時候有請那個課諮老師列席，…他有教那個校訂（課程），他

（自己）就蒐集學生意見…。那就反應到課發會上讓我們知道就是校訂

必修，…它的實質的效益。（BS1A2） 

 

老師們就是慢慢的越來越接受評鑑這件事情。對，其實自我評鑑好處其

實是你不止了解你的課程，…也可以從學生的回饋裡面知道，誒，哪些

好的東西我可以保留，哪些學生覺得可能不是那麼理想的地方，我可以

再修正或..或則是調整。（AS1A2） 

 

除了學校規劃的課程評鑑外，教師同僚與社群也會依課程需要進行非正

式的課程評鑑。 

 

各組學生討論的時候，…（老師）就很難去關注到其他（組）學生。… 

我跟…（課程協作）老師…只要課結束，我們就會討論一下這個班的狀

況，然後下一個班該怎麼修正，然後就可以做一個比較滾動式的調整。

（AS1T2） 

 

在…必修的課程結束後，就發現我們最後一個「行動企劃」想得很好，

但是對（高一）學生來講是困難的，就是他們抓不住。…就是利用我們

共同開會的時間，大家…一起來提供意見，…有時候需要外部（曾參與

備課但目前未上課老師）意見。…譬如說…三週輪一個班，那我們就會

在三週結束後開個會，然後大家分享一下學生班級學生的狀況，…當然

就會有第一手的感受，…就會讓你第二學期覺得應該要怎麼樣調整才

好。…這個改進某一部分是PLC（專業學習社群）裡面的製品。（AS1T2） 

 

AS1規劃與初步實踐課程評鑑的過程中，自我評鑑與同僚評鑑都有實施

上的困難，而外部評鑑也不容易實施。 

 

其他老師會覺得，可是我不一定看得懂你的課程的這些東西，…實際上

的運作的內容是什麼？當然我們就…只是比較大原則性的去看待。

（AS1P） 

 

其實因為評鑑委員…對那個課程，也熟悉度不是很高，因為可能也沒有

去實際看過那個課程，然後也沒有看到課程大綱。他就是只能從那些質

性的回饋意見，然後去從那個上面去給一些（建議）。（AS1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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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知道說這樣的自評，到底是不是很符合整個課程評鑑這個部分?

畢竟我們大部分的老師在課程評鑑上這個是比較陌生的，…也會擔心自

己的認知上會不會有不足的地方。（AS1P） 

 

這種評鑑很難做到外部評鑑啦，因為…那麼多的那個課程。（AS1P） 

 

依據上述個案研究的結果顯示，首先在評鑑認知方面，學校人員對於教

育評鑑的看法不盡相同，存有評鑑理論與實務操作之間的落差，也有不少相

對較負面的認知。此結果可部分解釋第一年研究發現所指，學校人員對於教

育評鑑的認同較低。至於學校人員對於新課綱脈絡下課程評鑑的認知，可能

受到新課綱賦予學校更多課程發展的空間，以及相關政策說明或工作坊的辦

理，促使學校人員有機會重新看待課程評鑑，包括：檢視、了解、回饋、提

醒、健康檢查、課程精進等，此認知並能連結課程發展與學生學習確保的意

涵，頗能呼應新課綱的課程評鑑精神。 

其次，在評鑑關注方面，課程評鑑並非教師高度關注的議題，而教師對

於課程評鑑的關注，主要在於實施目的、對教職的影響以及工作負擔，也影

響學校的課程評鑑規劃。部分教師還對於課程評鑑的具體操作，有更多資訊

上的關注，例如，誰評鑑？評鑑甚麼？以及調查學生意見的方式，仍需要進

一步溝通及規劃。 

最後，在學校課程評鑑的實踐上，學校主要參考主管機關所提供的課程

評鑑計畫與工具，並透過課程評鑑小組與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討論以確定評鑑

規劃。課程評鑑小組與課程發展委員會，是實施課程評鑑的主要組織。考量

課程評鑑實施的可行性、效用性，除部定課程外，個案學校尤其著力國中的

彈性學習課程，以及高中的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課程的評鑑。評鑑方式包括

教師（或教務處）自我評鑑、校內的同僚評鑑，其中一所國中規劃校外人員

針對課程計畫的評鑑，二所受訪高中還納入學生意見調查結果，以提供課程

評鑑的參考，同時採政策說明、逐步推動、滾動式修正的方式推動。除了上

述的正式評鑑外，本研究結果也發現，教師因課程發展的需求，或自行調查

學生意見，或與教師同僚或社群針對課程實施及學生反應進行分享、回饋，

進而修正課程，此雖未涵蓋於學校的課程評鑑計畫中，然卻是學校人員珍視

的課程評鑑實質功能的發揮，可提供未來課程評鑑規劃或實施的重要參考。

至於學校規劃與初步實踐課程評鑑的過程，會遭遇包括自我評鑑、同僚評鑑

或外部評鑑實施的可行性或效用性問題，恐影響學校實施課程評鑑的效果，

仍需進一步的研商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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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21年 04月 28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移地研究的主題，係配合本計畫所關注的文化觀點，探究不同國家脈絡對於評鑑的思考、

關注、實務與研究。具體言之，本次移地研究主要包括國際性會議參與以及美國大學師資培育機構

人員的訪談。 

首先，在國際性會議參與方面，受邀參與國際評鑑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valuation Education (ISEE)）會議，在二天的會議中，首先說明會議目的以及團體討論公約，其

次相互分享個人評鑑的經驗、看法、研究興趣，最後票選最優先關注的研究或實務議題。進而成立

研究小組，針對以教學為目的之評鑑個案進行構思，我們可從評鑑個案學到甚麼，如評鑑的方法、

促進或妨礙評鑑實施的因素，個案的撰寫尤其要考量文化情境的適用性，亦即寫出一個適用於文化

情境的評鑑個案，以強化個案教學法的效果。 

此外，美國的認可制是台灣耳熟能詳的評鑑制度，然在美國本土亦有制度上的變遷。本次移地

研究邀請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的師資培育中心主管接受訪談，了解目前美國大學師資培育方面的認

可制度的實施情形，以利跨文化的評鑑制度之了解及比較。 

 

二、 研究成果 

以下摘述本次移地研究所獲得的主要學習成果： 

（一） 評鑑人員教育是指培養成為評鑑實務或研究專業人員的教育，評鑑教育則包含多種對

象、多方面的評鑑學習，例如評鑑利害關係人的教育。在概念上，評鑑教育的範圍較

廣。 

（二） 評鑑人員教育或評鑑教育所關心的議題甚多，例如：教甚麼、如何教、教的形式、不

同教育組織（如單一課程、教育學程、教育工作坊）、授課教師信念與價值的影響、教

育課程的需求評估等。 

（三） 評鑑能力與評鑑人員教育或評鑑教育具有相關性，人們如何發展或學習評鑑能力、如

何發展對評鑑的專業認同、實施能力本位的評鑑教育也是評鑑領域的關注議題。 

（四） 不同文化脈絡對於評鑑能力有不同的界定，如加拿大、美國、南非等都（正/已）發展評

鑑人員的評鑑能力指標。 

（五） 如何發展一套分析評鑑（人員）教育方案的架構，值得後續探討。 

（六） 過去以為美國的師培機構都要經過全國性的認證機構認可，惟本次的移地研究發現，

受訪大學所處的州，要求師培機構必須通過州的認可制度，但國家級的認證機構之申

請與否則為一種選擇。考量師培機構本身沒有能力準備二套不同標準的認可制度，因

此該師培機構選擇僅參加州政府的認可制度。 

（七） 在有限的資源下，外部績效要求與內部持續改善成為師培機構準備認可時必須權衡輕

重的選擇，以受訪的師培機構而言，有專門的人員負責準備資料以因應外部績效對於

課程符合州認可標準的要求，同時鼓勵各開設師培課程的系所，能針對師培課程發展

定期對話、持續精進與改善。 

三、 建議 

計畫編號 107-2410-H-003 -109 -SS2 

計畫名稱 
十二年國教政策脈絡中學校變革的關鍵推力：文化視角下的認同與實踐--十

二年國教政策脈絡中學校變革的教育評鑑：文化視角下認同與實踐的探究 

出國人員姓名 鄭淑惠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暨教育 

政策與行政所副教授 

出國時間 2019年 11月 10-13日  出國地點 美國 

出國研究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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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用西方評鑑文獻時，也要培養對於本土脈絡的敏感度，以發展更能回應文化脈絡的

評鑑概念、實務與研究。 

(二) 透過跨文化的對話與省思，有助於提升對於本土文化脈絡的意識。 

 

四、 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 其他 



10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鄭淑惠 計畫編號：107-2410-H-003-109-SS2

計畫名稱：十二年國教政策脈絡中學校變革的教育評鑑：文化視角下認同與實踐的探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3

篇

潘慧玲、鄭淑惠（已接受）。教室王國
的解封：公開授課及其相關因素分析。
課程與教學。 (通訊作者 從文化觀點進
行分析)
潘慧玲、黃曬莉、陳文彥、鄭淑惠
（2020）。學校準備好了嗎？國高中教
育人員實施108 課綱的變革準備度。教
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6（1），65-100。
鄭淑惠（2019）。校長學習領導促進學
校課程發展之個案研究。教育研究月刊
，308，34-47。(探究新課綱實施前的學
校課程發展與評鑑情形)

研討會論文 2

潘慧玲、鄭淑惠（2020）。打開教室的
促動：影響學校人員公開授課的相關因
素分析。論文發表於社團法人臺灣地方
教育發展學會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主辦之「教育治理
的挑戰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
市。
Pan, H. L., Huang, L. L., Chen, W.
Y., & Cheng, S. H. (2020). 新世紀素
養導向課程之變革準備度.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AERDA)
(accepted, conference cancelled due
to COVID-19).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3 培養研究生從事教育研究能力



計
畫
人
力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因執行本科技部計畫，有機會參與共同主持人協助地方政
府推動課程評鑑的計畫工作，提升學校人員的評鑑準備度
並出版二份著作：
卯靜儒、林君憶、鄭淑惠、李姍靜（2020）。課程評鑑做
什麼？如何回饋？－從政策轉譯談我們的觀察。載於蔡清
華主編，課程協作與實踐第四輯（頁95-118）。臺北：教
育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11月）ISBN
978-986-5461-12-6
卯靜儒、李姍靜、鄭淑惠、林君憶（2020）。我們需要怎
樣的課程評鑑？臺灣教育，722，47-57。（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