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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專業自主能力從上游師資培育使用課綱開始 
呂秀蓮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隨著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不斷改

革，教師的專業自主能力也不斷受到

社會大眾的挑戰和批評，大部分教師

卻鮮能回應或改變這種現況。隨著九

年一貫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改

革，新課程陸續要求學校本位課程、統

整教學、彈性課程、差異化教學與適性

教學，期望教師帶起每一位學生，這些

課程改革要求，均遠遠超過教師的工

作現況與在上游師資培育時期課程設

計與發展方面的教導（中等教育季刊

編輯部，2004；歐用生、楊慧文， 1999）。

因此教師在面對新課程的專業能力要

求，常顯得不知所措，導致文獻裡充斥

要求加強教師專業自主能力的呼籲

（林幸姿，1998；楊德清、洪素敏，2003；

歐用生、楊慧文，1999）。 

二、教師專業自主能力軟弱 

專業自主能力是專業者自主判斷

與執行專業責任義務的能力。根據字

典，專業是一項需要經過特殊教育、訓

練和技能的一種工作(Merriam-Webster, 

2015)。而專業自主的部分必要假設是，

該專業者具有不能輕易被取代的專業

能力，並能自覺地完成工作(Freidson, 

1970)。蔡英姝（2002）進一步指出，教

師專業能力包括課程能力、教學能力

和評量能力。將以上這些定義彙整，教

師的專業自主能力指的應該是：教師

具備經過特別訓練、不能輕易被取代

的課程、教學與評量能力，且能負起國

民教育課程改革的責任與義務。換言

之，唯有具備這些訓練過的專業能力，

教師才能在專業上自主，並負起專業

的責任與義務。然而，不幸的是，因為

師資職前培育在課程方面訓練不足，

導致我國教師在面對國民教育改革，

專業自主能力顯得軟弱不已（歐用生、 

楊慧文，1999；甄曉蘭、鍾靜，2002）。 

我國教師專業自主能力的軟弱，

有其歷史淵源。臺灣自 1898 年日治時

期設立小學師範學院訓練教師開始，

一直到國民政府主政下，教科書等同

於各科課程的代名詞。教師主要的工

作就是以教科書為課程，進行設計發

展教材教法，並執行教學。因此，只要

具備教師的架式、做好教室管理、以及

口語表達流暢，就是好老師；至於學生

學到多少知識，端視學生的個別資質

與努力而定（彭煥勝，2014）。教科書

成為教師上課時使用的教材、學生學

習與考試時的核心內容來源、也是家

長據以明瞭孩子在校的學習與要求孩

子做預習與複習的材料（周珮儀、 鄭

明長，2006；謝文斌，2002）。教科書因

而成了全國民眾一致的認同，牽動了

國民教育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的方向

與內涵，也掌制了教師的專業表現。爾

後，國民教育課程持續改革，教科書隨

之演進，然而，教師的責任仍然聚焦在

出版的教科書上面，不須知道如何發

展與設計自己的課程（謝文斌，2002；

黃柏勳，2008）。同時，上游師資職前

培育期間對課程發展與設計的教學，

也是仰賴出版社所發展設計出來的課

程 -- 教科書，為教材教法的核心，這

更是直接造成教師課程專業自主能力

持續軟弱的主因之一（中等教育季刊

編輯部，2004；歐用生、楊慧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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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盤使用教科書導致國民教
育課程問題叢生與教師喪失專業
自主能力 

全盤使用教科書，導致教師在法

統上使用課綱的權力旁落。教科書是

編輯者的產物，日治時代及國民政府

戒嚴時期，由官方根據課程標準統一

編輯（彭煥勝，2014）；直至 1990 年代

進入教科書審定時期，出版社乃網羅

有經驗教師，根據課程綱要進行編輯

（周珮儀，2005）。無論以何種方式產

生，一般第一線教師只使用教科書，無

法也無須參與教科書的編撰過程（彭

煥勝，2014），因而不需使用課綱，也

不知道如何使用它（歐用生、楊慧文，

1999）。這種現象，造成教師「無法掌

握課程與教學的最終目標」（林孟君、

孫劍秋，2012，137 頁），意味著當教師

無法直接使用課綱在課程發展設計

上，必同時失去課程專業能力，及其他

專業自主能力：教學與評量專業能力。 

審定教科書無法回應新課程帶起

每位學生的要求。教育部為了改進國

民教育品質和提供更多元適性的課程

教材，將教科書部編陸續開放為審定

本，讓多家出版社負責編輯出版（彭致

翎、 詹美華，2011；陳月英，2001） 。

然而，無論是何版本，教科書核心工作

人士均難以掌握學生與環境的多元背

景，導致教科書出現諸多問題，其中包

括忽略學生需要的創意及想像力（卯

靜儒，2013；周淑卿，2013）、高層級思

考學習等（吳清山，2005；黃柏勳，

2008）。由此可見，無論任何方式產生

的教科書，教師如果缺乏批判能力而

全盤使用的結果，均將導致喪失課程

能力，也將失去在教學與評量方面帶

起每位學生的主控權力與能力。 

為了應付學生與環境差異以及時

間劣勢，各教科書做諸多努力，卻帶來

更多問題。在虛擬網路和雲端的 21 世

紀裡，知識的產出和更迭日新月異，昨

日的新知，已成今日過時的舊聞。雖然

深知世界上知識的進展如此急速，然

而教科書出版耗費人力物力和時間，

不可能跟上知識產出的腳步，年年作

更新。為了面對這項挑戰，教科書在眾

多資源裡，收納編輯者認為重要的既

存知識，並且，為了解決個別學生或各

地學校自然人文的需求差異，大量塞

進相關知識在教科書的補充本裡（黃

柏勳，2008）。 這些努力卻引來文獻批

評聲浪不斷，諸如學生學習壓力大（黃

柏勳，2008）、不適合學生程度（鵝湖

月刊社，1997a）、無法引起學生興趣（鵝

湖月刊社，1997b）、售價過高（彭致翎、 

詹美華，2011；黃柏勳，2008）、錯誤過

多（吳清山，2005；黃柏勳，2008）、形

式化與寡占（卯靜儒，2013；彭致翎、 

詹美華，2011）等。這些問題使十二年

基本國民教育帶起每一位學生的宏

願，顯得窒礙難行。 

審定教科書未能解決課程問題，

更使教師專業成長遲滯不前。不同審

定版本教科書，可能呈現不同的問題，

學校與教師雖受專業能力所限，也只

能就各版本中，選擇教科書使用（彭致

翎、詹美華，2011），進而導致其他如

版本轉換與轉學生課程銜接等問題

（陳偉泓，2013）。另外，國民基本教

育改革，要求教師除了教學外，更要負

起彈性課程、學校本位課程，課程銜

接，學生個別差異課程調整，以及教科

書選用等課程責任和義務。這些課程

責任與義務，在在要求教師對課綱具

備深刻認識與使用的能力。因此，當全

國一致認定國民教育唯有使用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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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途時，導致的結果，除了是針對教科

書問題概括全受外，另引出二項嚴重

後果：一是使上游師資職前教育依然

不以為課綱導向的課程發展與設計是

一個必要的選項；二是讓教師持續失

去與課綱產生直接聯繫，無法脫離課

程責任和義務要求的困境，專業成長

無法突破。這兩種後果導致全體教師

的教學方法與實務持續落入亂陣，有

如射擊手失去準頭一樣。  

四、教師使用課綱的必要性 

射擊手唯有聚焦準頭，方能擊中

目標。同樣地，教師設計課程與執行教

學唯有針對課綱，才能回應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改革的要求。所以，當社會大

眾對教師課堂上的表現感到失望，進

而大力韃伐時，應該要意識到問題的

癥結，乃在於教師對課綱失去專業的

知能。課綱是國家基本教育的藍圖，也

是國家社會對孩子學習成果期望所依

賴的根據與基礎（嚴朝寶，2014；歐用

生、楊慧文，1999）。因此，讓學生正

確而快速地習得課綱精髓最理想的方

式，是教師透過專業知能，深入研究探

討課綱的內涵，依照學生需求，學習環

境及時間，裁量內容、廣泛使用教育資

源，將課綱直接轉化為教學計畫的課

程教材教法，再實施教學與評量（周淑

卿，2013；錢富美，2008）。這種方式有

助裁量出合宜的課程，計劃出適當的

教學法，並提高課綱內涵詮釋與課程

教學傳遞的品質，因為只有教師最知

道學生的發展、興趣、能力、背景與學

習類型，並且了解自己對教學的詮釋

與風格。然而，這種課綱導向的課程發

展與設計屬於教師專門知能，非專業

的人不能輕易獲得，因此，應該在師資

職前培育階段就進行此類課程發展設

計的培育與養成，才能幫助教師面對

爾後的課程義務，並且承擔起該負的

專業責任。 

教師對課綱失能的狀況，已導致

國民基本教育雜亂無章，社會亂象叢

生。當教師的教學實務落入迷惘，對於

學生是否達到課綱的標準，教師本身

不清楚，失去評量的準頭，也無法清楚

有效地對學校當局、家長解釋說明所

選用的教科書和所教內容在國民教育

課程的地位和效果。因此，雖然教育部

一再強調只要習得基本能力，無論使

用哪一版本的教科書，學生都足以應

付考試，父母卻仍然擔心不已，學校也

無能提供有效安撫之道，進而造成臺

灣到處補習班林立，以補學習不足的

現象；（吳清山，2005；周祝瑛，2013；

彭致翎、詹美華，2011）。 

這種教師對課綱失能與無感的現

象，對國民教育產出的漣漪效應，不限

於教室裡的專業表現問題，更擴大到

其他與課程設計有關的問題，如校本

位課程。甄曉蘭和鍾靜（2002）在一項

針對臺北縣市 17 所試辦國中和七所試

辦小學進行實地參訪與小組焦點座談

會的研究，試圖找出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相關問題及其相應措施。該研究發

現，面對教育部從上而下，要求各校從

下而上發展設計課程的政令，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相關的問題主要來自於教

師缺乏課程發展設計的基本知能，連

帶衍生出諸多阻礙學校本位發展的進

行。首先，大部分試辦學校的教師面對

課程的發展設計時，產生嚴重缺乏信

心，導致採取消極抵抗或漠不關心的

態度。再者，有些試辦學校教師雖然參

與此項工作，但由於深感不堪負荷，而

選擇職位異動。另外，有些試辦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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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雖積極參與該項工作，也表示自己

在課程發展設計上的專業不足，因此

工作的進展有限，難以突破瓶頸，亟需

接受專業的指導。更甚的是，隨著教師

對課程發展設計沒信心而閃躲迴避的

情況下，有些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責

任，直接轉由行政單位全權負責推動

和承擔結果。教師不具備課程專業能

力，無法擔負起課程專業責任，導致課

程專業自主能力喪失，在國民教育的

落實和推展上，實在是社會全體的一

大不幸。 

五、結語–使用課綱是上游師資
培育的當務之急 

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已於 2014 年

啟動，教師在課程上調整與因應的能

力養成，應回歸正道，落實加強師資專

業自主能力的培育。這種教師課程專

業自主能力培育的關鍵解決之道，乃

在於將課綱的使用權力與義務回歸給

教師，並要求教師培養以課綱為導向

的課程發展與設計能力（歐用生，

2000）。誠然，現階段大部分教師因歷

史共業使然，對課綱不太關心或了解，

但不能因此就推卸該盡的專業課程責

任（中等教育季刊編輯部，2004）。聖

經傳道書上有言：『鐵器鈍了，若不將

刃磨快，就必多費氣力』（所羅門，

1996）。課綱之使用，有如刀刃之磨快，

一旦教師知道如何使用課綱，舉凡任

何與課程設計有關的專業工作，就能

有所遵循，輕省勝任。是以，文獻呼籲

上游師資培育，應該開始考慮將課程

由教科書走向，改以課程綱要為主軸，

在上游職前教師的培訓上加強教師的

專業能力，使教師具備能力將課程綱

要的能力指標轉化為專業的課程設計

與教學（中等教育季刊編輯部，2004）。 

教師對課程改革面臨到的困境，

反映出一個師資職前培育的責任，就

是必須在上游師資職前培育階段就提

供課綱導向課程發展設計的知識與技

能，以恢復教師對課程應具備的專業

自主能力。這種能力將幫助教師從選

用教科書、自編、到完全自編教材，設

計出真正符應個別學校學生能力的課

程教材，並幫助教師清楚校準課程、評

量與教學的終極目標（林孟君、孫劍

秋，2012），亦即是教師的專業自主能

力。這種專業自主能力的養成，將使教

師有能力面對國民教育課程改革的要

求，實是上游師資培育該走的正道，也

是啟振國民基本教育刻不容緩的首要

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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