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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沒有政策，變革仍會發生;

而政策也可能未產生任何的改變

我們想藉由政策達成何種期望?

Taylor, Tizvi, Lingard,& Henry( 1997:144)

政策又有何用?



課程政策的意涵

一、課程政策的定義



為了處理或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利益
或公共目標，經由政治過程所產出的

原則

措施 辦法

方針 策略

公共政策



政策是為了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公眾的需求，
官方決定作為或不作為及如何作為的相關活動

法律

措施 辦法

命令 計劃

課程政策定義:官方對課程事務所制定的法令、計畫、方案、
辦法、指導原則或措施

方案

原則



Schubert,W.H.1986

將課程政策定義為教育系統中要求學生應
備的知識和經驗的政策。

Elmore & Sykes.1992

Hughes.1991

課程政策是一組有關學校應該教些什麼的正式法令或規定。

課程政策除了規範學習內容外，也可以規範課程制定的
程序，包含課程參與者及其職權。。

課程政策的內容



課程政策達成的形式

教育標準教育標準

課程計畫

課程方案 原則辦法

課程綱要 課程綱要

教育法令規章 法規庫

https://cirn.moe.edu.tw/Facet/classindex/index.aspx?HtmlName=ClassIndex12
https://edu.law.moe.gov.tw/LawResult.aspx?CategoryID=08%2c&NLawTypeID=all&name=1&content=1&now=1&fei=1


課程政策的意涵

二、課程政策的概念內涵



政策是對公共問題的回應，目的在解
決問題，以導引理想社會的發展。
課程政策也是教育及課程理想的反應。

108課綱回應的公共問題

• 課程政策既是教育理想也是政治現實

file:///C:/Users/fr202/Desktop/77120.pdf


政策內容涉及許多利益與資源分配，
可以改變知識權力結構與參與程度，
在政策的發展中，權力與利益如影隨
形，衝突與協商伴隨出現，因此政策
也是現實的政治活動。

108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 課程政策既是教育理想也是政治現實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21/pta_4280_1525207_26306.pdf


Ripley(1985)政策包含了「政策陳述policy 
statements」、 「政策行動policy actions」。政
策陳述是政府預擬作為的意圖宣言，而政策
行動則是政府的實際作為。
Guba(1984)更進一步將政策分為三類:意圖的
政策(policy in intention)、行動的政策(policy in 
action)以及經驗的政策(policy in experience)

因此在探究課程政策時，要兼顧課程目標的宣稱或陳述，
也應留意政策的實際作為以及政策標的團體的觀點與感受。

• 課程政策既是書面意圖也是實際的行動



• 課程政策既是書面意圖也是實際的行動

解析一下教育系統的位置與立場

1、教育系統中有那些位置(單位)?
2、其立場為何?
3、12年國教推動的現場曾經發生
過的事件。

觀點一 觀點二 觀點三 觀點四 觀點五 觀點六

從這些觀點你看到了那些立場、那些折衝、對課程改革推動的影響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8267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16/pta_5813_7260382_23418.pdf
http://cte.tku.edu.tw/files/archive/296_dbeeaacb.pdf
https://nclfile.ncl.edu.tw/nclhistory/upload/P0960608001/cats/06.pdf
https://www.storm.mg/article/459313
https://www.nsysu.edu.tw/p/404-1000-68722.php?Lang=zh-tw


政策是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Dye,2008)，政策也是
社會進行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張鈿富,1996)。選擇與分
配正式政策的核心概念。
學校知識是進入社會的文化資本。課程政策決定何
種知識最有價值，並合法化某些知識的地位。因此
學校的課程非中立的知識，而是讓某些個人或團體
所選擇與分配的結果。

目標的決定、發展程序的安排、教材的選擇、以及評鑑的過程，都充滿
了價值判斷。-- 課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性的活動。包含了階級利益、經
濟文化、衝突與對立的問題(陳柏彰,1988)。不同的政策北選方案均有其
信仰的核心價值，例如社會正義、效率、自主等。課程政策的決定就是
對這些價值的選擇結果。

• 課程政策是知識與價值的選擇與分配



解析一下12年國教的課程選擇

從12年國教課程時數及科目的
安排與改變

你看到了什麼?

• 課程政策是知識與價值的選擇與分配



參

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裨益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
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一)三大面向、 九大項目

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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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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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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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素養



參 16

部定（領域學習）課程

由國家統一規定
不同學習階段間注重縱向連貫
不同領域（科目）間注重橫向統整
功能：深植基本學力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由學校安排
提供跨領域、多元、生活化課程
功能：形塑學校願景，

提供學生適性發展機會

(一)課程之連貫統整與多元適性

3-5-1   / 

五、課程架構

校訂課程

部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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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階段別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學習階段
各為國小12年級、34年級、56年級、國中789年級

國小階段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選項

國民小學第一學習階段
的生活課程固定為6節

整合社會、自然科學、
藝術及綜合活動領域

新增科技領域，國民小學階段不排課，融入各領域教學
國民中學增2節，1節為資訊科技，1節為生活科技。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分為四類課程
分別為第一學習階段2-4節，第二學習階段3-6節

第三學習階段4-7節，第四學習階段3-6節



參

九年一貫 十二年國教

課程
理念

• (十大)基本能力
• 能力指標

• (三面九項)核心素養
• 學習重點(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課程

• (七大)學習領域 • 八大領域

• 語文領域 • 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選項

• 原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 分為「自然科學」及「科技」領域

• 低年級「生活課程」與
「綜合活動」分設

• 低年級「綜合活動」融入「生活課程」

• 原為藝術與人文領域 • 改名稱為藝術領域

• 彈性學習「節數」，其使
用無明確規範

• 彈性學習「課程」，其使用有明確規
範

• 重大議題設置課綱 • 時事議題融入各領域

學習
節數

• 節數採彈性比例制 • 節數採固定制
• 學習總節數不變

183-5-3   / 

五、課程架構 (三)九年一貫課綱及十二年國教課綱比
較



• 課程政策既是書面意圖也是實際的行動

再仔細深入各領域的內涵選擇

1、你發現了什麼?

2、背後的價值判斷可能跟什麼有關?

事件一(國語文) 事件二(社會領域) 背景

事件三(社會領域 2 3) 事件四(性別平等議題)

從這些事件中你看到了那些立場、那些折衝、對課程改革推動的影響

• 課程政策是知識與價值的選擇與分配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895
https://udn.com/news/story/12401/330627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5%BC%B5%E5%9F%B9%E5%80%AB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304388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1261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1590
https://kairos.news/89284


課程政策的功能

一、課程政策是課程行
政與實務的指引



課程政策，不論是對教育內容與課程
決策的規定或建議，其目的均在指引
課程行政與實務的方向與行動。

• 課程政策是課程行政與實務的指引



肆

已發布

•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參考原則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

• 直轄市縣(市)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專任教師應注意事項

• 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作業參考原則

•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

•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注意事項

•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

• 國民中小學開設新住民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

•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

224-1-1   / 

(一)相關法規研修情形-國中小部分

一、教育部國教署面對新課綱的作為





課程政策的功能

二、課程政策是課程變
革的手段



另課程政策也是課程變革常用的手段，雖
然有些政策被用來爭取選民的支持，其目
的不在進行實質的變革。但多數的政策其
目的仍在引導變革。以課程政策而言，其
在闡明理想的教育藍圖，揭示理想教育的
方向，改進現有的缺失，同時也在進一步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某些可欲的行為或
事項(Taylor et al., 1997)。

• 課程政策是課程變革的手段



課程政策歷程的特性

一、政策彼此交互連鎖



Elmore & McLaughlin(1988),我們不能騎
往政策能對課室教學產生根本變革，卻不
同時改革教師的工作情境。
因此必然跟其他的教育次領域例如師資、
學制、教育行政等政策問題彼此連動。
因此教育政策如欲發揮效果，往往須促使
相關教育範疇的政策做相對應的變革。

12國教的配套措施

• 課程政策彼此交互連鎖

http://12basic.edu.tw/12about-5.php


另課程範疇本身的各項政策方案也彼此交
互連鎖。例如普通高中的畢業學分之規定
一旦變革，同層級學制的學校，例如綜合
高中或高職也可能必須一併調整。

另課程連鎖也可能發生在處理同一政策問
題的新舊課程政策之間。

新舊課綱無縫接軌

• 課程政策彼此交互連鎖

http://newsletter.edu.tw/2018/09/10/%E6%96%B0%E8%88%8A%E8%AA%B2%E7%B6%B1%E7%84%A1%E7%B8%AB%E6%8E%A5%E8%BB%8C-%E9%8A%9C%E6%8E%A5%E8%AA%B2%E7%A8%8B%E5%AF%A6%E6%96%BD%E8%A6%8F%E5%8A%83%E5%87%BA%E7%88%90/


課程政策歷程的特性

二、政策參與為多元權力涉入



多元的政策參與人(actors)常以流動式的型
態參與政策決定，使政策的發展歷程益發
複雜。
除了官方決策機構外、教師、家長、學校、
甚至於社會團體可是課程政策的參與者。
這些非官方的參與者對於政策形塑與執行
有時比教育決策機構更有影響力(Elmore & 

Sykes,1992)。公聽會

• 課程參與為多元權力涉入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46/pta_3676_9953451_58324.pdf


課程政策歷程的特性

三、政策情境變動不居



變革的規劃往往假定政策情境式固定且可預測，
實際上情境具有高度動態的特性
(Obrien,1991)。此變動性來自於政策外部環
境的變遷以及政策系統中各要素的相對交互作
用。
不管事政策參與者的重組、參與者的權力結構、
意識政策利害關係人偏好的改變，甚至國家社
會的經濟、文化環境的改變，更提高了政策情
境的不確定性。

教育部長更換 選舉

• 政策情境變動不居

https://tw.news.yahoo.com/%E6%95%99%E8%82%B2%E9%83%A8%E9%95%B7%E6%8F%9B%E4%B8%8D%E5%81%9C-%E5%9B%9B%E4%BB%BB%E9%83%A8%E9%95%B7%E5%90%8D%E5%AD%97%E5%90%8C%E7%8F%BE-%E5%80%8B%E5%85%AC%E5%B8%83%E6%AC%84-080636513.html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213/612681.htm


課程政策歷程的特性

四、政策時間短且決策資訊難以完備



政策的相關決定還需要面對時間限制的壓力。確認
公共問題是否納入決策議題需要時間，建議政策問
題需要時間，考量及規畫各種可能的備選方案需要
時間，而之後對擬議的政策應投入哪些資源、多少
資源、如何執行也都需要時間。再加上決策者可能
同時間要決定很多問題，在面面俱到的考量下，勢
必拉長政策決定的時間，但時間一但延長，實際政
策情境就可能越偏離之前決策所考量的狀況。

決策的不完必也存在於個別參與者本身，參與者未
必擁有相同的資訊，增添了政策發展與協商的難度。

• 決策時間短且決策資訊難以完備



課程政策歷程的特性

五、政策的沉澱成本高昂



有形的政策資產:

政策確立後，為確保未來的執行，通常會投入
資源以建構有利政策執行的情境，舉凡編列計
畫經費、設立執行負責單位、訓練執行人力等，
這些投資是有形的政策資產。。

無形的政策資產:

投注政策宣導和教育標的團體，使其適應新的
政策規範，則是無形的政策資產。

• 政策的沉澱成本高昂



一旦投入後便成為政策下一階段的沉澱成本，
也就是這些既有的政策挹注將框線下一步的政
策行動選項。即使政策於未來可能需要終結，
也會受到高度沉澱成本的限制(Radfor,1977)

科技投入

許多政策變革都是因為源政策方案投入的成本
過高而難以終止，因此政策多僅能從事局部的
變革，做政策修補的工作。

• 政策的沉澱成本高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