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9），頁 110-116 

 

自由評論 

 

CIPP 評鑑模式應用於幼兒園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 
王韻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近年臺灣食安問題層出不窮，全

球面臨極端氣候、能源枯竭與人口激

增，糧食危機成為現在世界各國必然

面對的問題，食農教育從小扎根，為

現今各國的教育趨勢。日本在 2000 年

制定「食生活方針」，更在 2005 年制

定「食育基本法」、「飲食均衡導引」

等政策，正式將「食育」納入學校教

育課程，積極推動食育教育，透過教

育讓孩童親自體驗，認識糧食的來

源、珍惜資源、愛護環境，引發思考

與行動（顏建賢、曾宇良、莊翰華，

2011）。 

為培育學生因應全球糧食危機挑

戰，104 年起臺北市主張推動綠色的田

園城市，並由臺北市教育局規劃針對

高中職以下學校進行小田園教育體驗

學習實施計畫，期望藉由親自動手栽

種與採收農作物，體驗田園之樂，並

從中體會農民種植的辛勞，意識糧

食、作物的來源與生產過程，體會資

源的可貴，藉由教育體驗學習有機種

植對環境永續維護的重要性，從基礎

教育改變你我看待食物的方式。 

政府推展一個有效的教育計畫，

必須透過政府、學校、教師、學生等

各層級合作，經由構想、計畫、實施、

推展等各階段執行，要符合政府政策

目標、學校本位課程理念、園所特色、

經費預算、課程目標、幼兒興趣，需

藉由課程評鑑來檢視課程計畫的實施

成效與延續性，進行有效的改進、調

整。CIPP 課程評鑑模式包含四種主要

評鑑：背景、輸入、過程、成果評鑑，

且具有效能、穩定性、可轉移性等評

鑑之擴展，更能有效提升教育計劃之

推展效能（蘇錦麗，2005）。 

二、CIPP 課程評鑑之應用 

林建良、黃台珠、莊雪華、趙大

衛（2013）指出課程的評鑑應著重於

接受評鑑的課程是否達到其預先規劃

的教學目標，評鑑被視為課程發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評鑑內容與結果可作

為改善課程的參考，教師也能透過專

業社群的交流，激發對課程改善的能

力與動力。 

藉由臺北市某國小附幼（簡稱 K
園）做為課程評鑑對象，K 園於 104
年參與臺北市教育局所規畫之小田園

教育體驗學習實施計畫，以 CIPP 課程

評鑑模式進行背景評鑑、輸入評鑑、

過程評鑑與成果評鑑，探討小田園教

育體驗學習計畫於幼兒園實際執行情

況，發現實際執行面與整體成效，並

依據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未來

政策及課程實施之參考，提供課程改

進與建議之具體方向，以期達到有效

的學習目的。 

曾淑惠（2004）提到 Stufflebeam
進一步於 2003 年將評鑑定義為「是一

種描述、獲取、報告，並應用有關受

評對象優點、價值、正直、重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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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與判斷性資訊，以指引決策、

支持績效責任、增進對研究對象的了

解。」四類評鑑環繞著核心價值來運

作，呈現出 CIPP 評鑑模式圖，應用此

CIPP 評鑑模式圖，做為 K 園小田園教

育體驗學習計畫之評鑑架構。 

 
CIPP 評鑑模式圖 

資料來源：曾淑惠（2004）。教育評鑑模式（頁

86）。臺北市：高等教育。 
 

三、CIPP 課程評鑑歷程與發現 

以 CIPP 課程評鑑模式進行背景、

輸入、過程及成果四種評鑑模式收集

資料，分析小田園課程計畫於評鑑系

統中的各種面向，並就其所屬面向選

定研究對象及進行資訊蒐集。 

(一) 核心價值 

小田園課程的發展源自 103 年臺

北市政府市長百日維新施政計畫之一

《臺北市高中職以下學校小田園教育

體驗學習實施計畫》，該計畫核心價值

從該課程計畫中的目標獲知，K 園根

據該計畫的目標提出符合園所願景理

念之計畫目標，班級教師再根據此計

畫依幼兒興趣與經驗設計教學活動。

因此課程的核心價值為課程評鑑的基

礎，分別聚焦於課程的目標、課程的

規劃與課程的活動實施與課程的產

出，作為四個評鑑的內涵。 

透過訪問 K 園教師對小田園課程

核心價值的看法，認為幼兒應透過實

際栽種，增進對食材的了解與均衡飲

食，了解健康飲食的重要，且能親近

自然，學習生命教育的價值。 

(節錄自教師訪問) 

評鑑者：請問老師您認為小田園課程

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教師：我覺得小田園課程的核心價

值，就是可以讓孩子從動手做的操作

過程中，學習到生命教育的價值，因

為從栽種的過程，從種植、發芽，然

後中間可能會有菜蟲或澆水等等，蔬

菜會有死亡的過程，他會學習到尊重

生命、會學習到生命的起源與結束，

因為是自己栽種的東西，孩子對於所

栽種出來的蔬菜會更有感覺，然後他

會更願意嘗試去多吃一些蔬菜，然後

透過小田園的課程傳遞健康飲食的概

念給孩子，讓孩子在飲食的習慣上更

加均衡，也能夠透過這樣的課程讓孩

子更願意親近自然，更接近大自然，

達到環境教育的效果。 

K 園的園所願景理念為快樂、健

康、關懷與分享，在小田園計畫撰寫

中融入園所願景理念，並統整幼兒發

展與興趣，彰顯整體小田園課程之核

心價值，透過圖示歸納整理 K 園所呈

現小田園課程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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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評鑑 

依據課程計畫的核心價值，課程

的規劃需考量學校目前的背景與環境

資源。背景評鑑主要評鑑課程所處環

境中的需求、問題、資源及機會，是

規劃設計課程的主要考量因素，可藉

由學校的發展背景、文件檔案、課程

計畫書進行分析。 

1. 學校背景分析課程發展背景 

K 園為國小附幼，幼兒園目前有

五個班級，位處傳統與新興社區之

間，鄰近內湖兩大公園，校內自然資

源豐富，有臺灣藍鵲、喜鵲棲息、水

生觀察池、體驗農地，企圖結合教育

局的小田園計畫，推展學校的本位課

程及教學特色。從個案學校的校園營

造理念中提及「以永續經營立場，善

用學校空間，致力構築自然的綠色建

築環境，營造永續校園的教育情境，

以啟發學童認識自然、涵泳愛護自然

的情操； 設置科技化的學校環境設備

以及資訊化校園管理系統，以營造一

個永續發展、融合科技的學習樂園，

充實學童活用科技能力與保護生態的

實踐能力。」國小部自 102 年起便積

極推動體驗農場，而幼兒園自 104 年 2
月申請小田園教育計畫，幼兒藉由小

田園課程學習健康飲食與栽種之樂。 

2. K園發展小田園課程的優勢與劣勢 

優勢方面，K 園多位教師擁有栽

種經驗及興趣，並樂於發展小田園課

程計畫，且園所位處自然資源豐富的

內湖區，鄰近白石湖有機農場，種植

專家邀請便利，促使小田園課程推展

更加順利。 

劣勢方面，K 園環境先天設計限

制，故無法完全滿足五個班級的種植

空間需求，須解決日照及種植區域不

足的問題。 

3. 小田園課程的教學目標 

小田園計畫的核心價值為讓幼兒

體驗農事栽種、提升健康飲食概念、

使幼兒樂於親近自然。教師根據小田

園計畫書規劃教學目標，並依幼兒實

際發展與能力，設計適切的課程，以

大班為例，其教學目標為：(1)認識蔬

果的食用部位、(2)提升健康飲食概

念、(3)學習種植的方法、(4)主動觀察

植物生長、(5)樂於親近自然、(6)培養

珍惜與關愛生命的精神，將目標分成

認知、技能、情意三個領域。 

綜合上述相關資料分析，K 園課

程背景評鑑結果顯示小田園課程發展

有其優勢及劣勢，K 園及教師努力發

展並營造學習架構，營造小田園教育

的有利條件。 

(三) 輸入評鑑 

輸入評鑑是根據課程設計與規

劃、投入計畫預算與資源進行評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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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班級所發展的小田園課程主要配合

台北市教育局的《臺北市高中職以下

學校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實施計

畫》，並加入地方及家長資源發展出幼

兒園的小田園課程。可藉由相關課程

教材文件、教學會議紀錄，瞭解教師

如何運用相關資源輸入於課程設計

中。 

1. 投入預算與教學資源準備 

申請小田園課程計畫全學年(兩個

學期)，可獲得 110,000 元的經費補助，

第一學期得補助 65,000 元，經園務會

議討論，提出所需物品清單及經費明

細表，並得以聘請種植專家入園指導。 

經費預算表所列種植用具、培養

土、種子與種苗肥料、講師鐘點費等，

而講師鐘點費佔總金額大多數，因有

五個班級，需分批次進行專家種植課

程，故講師鐘點費佔較高比例，以上

整體預算符合園所需求及計畫補助總

額。 

2. 課程教學設計與進度 

班級教師依據小田園課程計畫與

幼兒興趣、能力設計完整的主題課

程，開學 2 月至期末 6 月，大約 4.5 個

月的期程，從認識春天、節氣與農耕

的相互相關係，開始規劃親自種植，

準備種植所需的器具、規劃整理種植

區，開始體驗與學習種植的方法、技

巧，觀察植栽的變化與成長，克服蟲

害、學習施肥，再親自採摘成熟的蔬

果，認識食物的營養與烹調方式，透

過大團體、分組、個人等不同的教學

形式，搭配主題課程、專家入園、校

外教學與實際栽種等學習歷程，達到

小田園課程的教學目標。 

(四) 過程評鑑 

過程評鑑是在課程運作中，持續

利用歷程文件進行計畫執行中的檢

核，主要以教學錄影、教學週誌、教

學會議進行分析評鑑，以檢視課程缺

失及改進教學。 

1. 課程實施上面臨的問題 

在實施過程中，發現大班在沙坑

旁的種植區，陽光照射明顯不足，但

又考量以不影響幼兒戶外活動區為原

則，教師與幼兒發現植栽生長困難，

提出問題後，家長願意協助製作移動

式的種植盆推車，方便幼兒使用，且

具機動性和移動性，加入家長資源，

提供種植盆之木製推車，且讓幼兒參

與推車製作，實際解決日照不足之種

植困境。 

2. 課程中學生學習歷程 

從教師的教學紀錄與反思中評

鑑，教師實際教學歷程符合小田園課

程-快樂菜園的教學設計，並透過教學

紀錄省思幼兒學習與教學策略，達到

更佳的學習成效。 

(節錄自教師教學省思) 

種植專家馬丁農夫引導孩子觀察發現

有的菜苗長得好、有的長得差，並觀

察孩子澆水的動作，指導我們如何正

確的澆水，才能讓水量平均，必須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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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排排澆好後，再直的澆一次，像

棋盤格的樣子!雖然專家有實際操作

示範，但是孩子卻無法確實執行，於

是老師與孩子透過討論發現主要原因

是澆水器太重，因此在裝水時進行水

量的控制，然後再利用學習單模擬畫

出棋盤格，呈現視覺的具體化，孩子

更能理解與確實執行。 

3. 幼兒的自發性學習 

在小田園課程實施期間，從幼兒

戶外自由活動時間錄影分析發現，幼

兒主動觀察植栽和同儕或教師討論，

幼兒亦主動照顧植栽，幫忙照顧植

栽，例如澆水、觀察蟲。評估幼兒的

自主學習與主動性觀察，個案班級教

師在旁扮演紀錄、觀察、引導，擔任

促進學習的角色。 

錄影情境一：戶外自由活動時間，數

名幼兒在觀察植栽。 

幼兒 A：我覺得皺葉萵苣快不行了。 

教師：那你覺得該怎麼辦呢? 

幼兒 B：(手指向有支架的四季豆)那也

是像那個(四季豆)一樣把它撐起來。 

教師：你是說幫它立架子嗎? 那還有

其他辦法嗎? 

幼兒 C：我們可以問馬丁農夫。                   

 

錄影情境二：數名幼兒圍在皇宮菜植

栽旁討論 

幼兒 A：有一個蟲在吃。 

幼兒 C：皇宮菜有在發芽。 

幼兒 B：(仔細看皇宮菜植栽的土壤)

老師我知道為什麼這個不會長大，是

因為蟲在吃我們的泥土。 

教師：那怎麼辦? 

(回教室後延續討論此問題) 

(五) 成果評鑑 

成果評鑑目的在於評估課程計畫

成果的成效、判斷計畫的價值與詮釋

課程計畫的整體。課程的成果評鑑包

含家長回饋對於課程的感知、學習者

從課程中所學到的內容與學習產出、

教育局的成果考評等進行成果評鑑分

析。 

1. 分析家長感知的學習目標 

課程進行中教師週期性的發放幼

兒學習紀錄給家長，並從家長的回饋

資料中分析家長感知的小田園課程學

習目標是否符合預期之課程目標，共

蒐集到 29 份過程性回饋資料與 17 份

總結性回饋資料，從家長的回饋資料

中發現，家長感知的學習成果是符合

課程計畫之預期目標，過程性回饋資

料發現，以「提升蔬菜營養相關知識」

及「透過課程感受種植樂趣」讓家長

有較多的感知，總結性回饋資料發

現，「透過課程感受種植樂趣」及「增

進對蔬菜的飲食喜好」兩項讓家長感

知深刻。 

2. 分析幼兒的學習產出評量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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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幼兒的學習單、作品中分析幼

兒的學習產出是否符合預期之課程目

標，分別分析認知目標領域及技能目

標領域之學習成效，從作品中顯示幼

兒對於植物之基本構造的認知、種植

方法與流程的認知與技能、對植物之

觀察能力已達目標。 

 
幼兒作品〈我的種植小秘訣〉 

 

 
幼兒作品〈小小觀察家：萵苣大不同〉 

 

 
幼兒作品〈蔬菜的構造與生長〉 

 
3. 小田園課程計畫教育局成果考評 

依據臺北市教育局小田園教育體

驗學習計畫之成果考評結果，K 園獲

得－優等之成果，可視為小田園課程

之成效符合預期目標向度之一。 

四、結論與建議 

(一) 學校環境與空間規劃 

每間學校的先天環境各異，是否

有足夠的剩餘空間滿足種植用地，又

不影響到學生的活動空間及活動安

全，是首要的問題，建議可延伸利用

吊掛式盆栽、移動式推車、水耕、魚

菜共生等多元化種植方式，以符合各

校環境及需求。 

(二) 工具的收納與保管 

課程預算所採購及準備的各種栽

種工具，應做有效的使用及保管收

納，須尋找校園中適切或是閒置空間

可以妥善收納，且要考量未來工具的

續用性，讓資源做最有效率的使用，

另外因部分工具具有危險性，避免在

課餘時間讓學童發生不必要的意外，

應在執行課程前就有所規劃。 

(三) 多元的學習資源與管道 

並不是人人都有觸手成春的綠手

指，因此執行需專業知識的種植課程

時，邀請專家能使課程進行得更加順

利，除了可從書籍、網路蒐集資料外，

家長、社區、農會等多元管道的資源

也建議善加利用，亦可藉由校外參觀

來加深加廣學習的面向，更能增進學

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四) 假期中的銜接與延續 

學校課程必須面臨周休及寒暑假

等假期而無法延續，長假易使植栽缺

乏照顧，而無法妥善延續植物的生

命，這也是實際執行常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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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此在選擇植栽時，除了須考量

季節性與地區性外，也要考量種植

期，另外也可配合需求招募假日小農

夫、義工家長等協助維持植栽的生長。 

(五) 課程的統整與拓展 

從教師的經驗分享中，執行小田

園課程，除了符合原本計畫的目標

外，亦可結合生命教育、環境教育、

在地文化、生活教育等各領域之課

程，讓小田園課程之目標與精神能夠

持續延伸與拓展，也符合教育的統整

性與延續性，更應鼓勵學生的學習更

能落實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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