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課程發展的知識基礎：
理論、參與和專業
摘 要
本文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交代本文的主要概
念和性質。這部分首先界定本文的兩個主要概念：課
程學的研究範疇和知識基礎，接著指出香港教育改革
的脈絡和主要有待解決的問題，最後說明本文的性
質。第二部分對香港課程發展知識基礎作出整理。第
三部分分別從課程設計、決定、實施評估，分析和探
討有關研究。第四部分以課程發展和制度政策、學校
文化管理、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作結。
1999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的教育目標諮詢文件
《廿一世紀教育藍圖》1.5 段指出：「社會人士對教育
目標有了共識後，下一步我們就會考慮學習階段的劃
分、課程、……以配合目標的實踐。」該文件的第四
章「目標的實踐」提出下列三個原則為實踐目標：以
學生為本、在過程中實施和人人有責。本文主要是探
討課程發展的知識基礎。此乃這次教育改革重要課題
之一。
筆者認為，除了上述三個原則外，還有一個很重
要的原則。教育改革，或至少是課程發展的決定和實
踐應建基於不斷發展的知識。一向以來，香港不同層
面的課程發展的決定多是基於政治、行政程序、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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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習慣和常識等因素。目前，學生學習成果之低
落，顯示上述因素不應再成為下一世紀課程發展的基
礎 。 本 文 嘗 試就不同層面的課程決定和實踐提供理
據，或可說是提供知識基礎。

下文首先交代本文的理念和性質，對香港課程發
展知識基礎的整理；接著從課程設計、決定、實施評
估分析來探討有關研究；最後以課程發展和制度政
策、學校文化管理、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作結。

本文的理念和性質
現在首先界定本文的兩個主要概念：課程學的研
究範疇和知識基礎，接著指出教育改革的脈絡和主要
解決的問題，最後說明本文的性質。

一、課程學的研究範疇
「課程」作為一個研究領域， Goodlad（ 1991）認
為應包括下列三個課題：第一，是實質性的，指的是
目標、學科內容、教材等共同課程要素。要探究的是
它們的本質和價值。第二，是政治及社會性的。人在
政治及社會各方面活動中，某些人的利益得到重視，
某些人的利益則受到忽視，以致出現了某些目標、內
容和方法獲得照顧，另一些人則被忽略了。第三，是
技術專業性的，研究包括考察個別或一組的設計與製
作過程、所需的資源和配合的因素，以及評價過程。
通過這些過程，課程得以改進、編制或更新。

從上述的界定出發，課程，或課程設計與發展的
主要任務，是要回應下列一個問題：哪些人，根據什
麼知識（理論）、通過什麼程序、作出哪些層次的、
具質素的、哪些課程要素的決定和實踐，並通過什麼
方法去衡量所作的決定和實踐的質素？

二、知識基礎
關於「知識基礎」概 念， 黃顯華（ 1999a ）作出一
定程度的分析。該文引 Donmoyer & Kos （ 1993）指出
「知識」的性質有兩類，一類是指導和規範教育專業
人士如何行事的方程式，另一類是為他們提供在教學
實踐時因時制宜的指南。當前教育學者的共識是：知
識已不再為發展教育工業提供基礎，而是為增強教師
專業能力創造條件。知識是教育專業發展的一個基本
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以往，教師的角色只是政府
和學校行政者的支援，現在他們開始扮演重要的角
色。知識的角色也開始轉變，從為制度和標準運作程
序提供理據，演變為教師提高教學實踐的能力。
黃顯華（1999a）又引 Donmoyer（1996），指出面
對政治操控時，學術界有下列四種反應：
─

傳統反應：忽視不同教育研究範式的差別，例如
Murray（ 1989）；

─

折衷反應：把多個教育研究範式同時並列，例如
Joyce & Weil（ 1992）、Wolfgang & Glickman（ 1986）
及 Dembo （ 1988）。可是，美國國家教師教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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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局（NCATE）並不認為折衷的方式，能為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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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育課程標準提供清晰的知識基礎。
─

一致性反應：大部分 NCATE 對教師教育的評審，
就知識基礎為標準作考慮時，並非以所用的基礎
是否適當，而是由某一知識基礎能否一貫地在某
課程內實施作出判斷。

─

實用論證反應：重點在重視目的和手段的相互關
係，確定具體事例中所有有關的因素，考慮各種
不同的範式然後發展出各種可能的方案。實用論
證只著重找出較好方案，而不在於找出唯一的正
確方案。若我們認為教育專業有責任認真了解公
眾的反應，他們亦有責任把他們的論證公諸社會。

本文對知識的立場是：知識為教育專業人士提供
在 教 學 實 踐 時 因 時 制 宜 的 指 南 ， 並 採 實 用 論 證的反
應，確定具體事例中所有有關的因素。在考慮各種不
同的範式後發展出各種可能的方案，目的在於找出較
好的方案。

三、教育改革的脈絡和主要有待解決的問題
教育統籌委員會在 1999 年 1 月發表的〈學校教育
目標〉引發起熱烈的討論，其中一個主要的議題是教
育變革應朝哪些方向走呢？據報導，教統會點算了收
回的數千份意見書後，歸納出以下四方面：
1.

學生應培養學習的興趣；

2.

學生應具備兩文三語的能力；

3.

學生應具備創新及批判的能力；

4.

學生對個人、社會及國家，應有承擔的氣概。
上述的歸納若要有效實踐，必要條件之一是 本文

所探討的，要有具質素的課程設計、決策、實施和評
估。
目前，本港教育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
1.

不少學生到小學三年級時已經出現嚴重的學習困
難和不喜歡學習（黃顯華等， 1997a）；就讀的年
級愈高，學習興趣和自我觀愈下降（黃顯華等，
1997a；Wong et a1., 1999；Lee et a1., 1999）；

2.

1999 年中學會考成績公佈，23,000 個學生所有科目
都不合格；具足夠能力入讀大學的學生人數比八
所大專院校所提供的學位數目（約 14,500，佔同
齡人口 18%）還要少。
前者應是後者的成因，因此，主要有待解決的問

題還是前者。

四、本文的性質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和整理各份探究本港課
程的文獻，嘗試找出未來香港課程發展的知識基礎，
本文的性質有三方面：
1.

從整體，而不是從分科的角度作探究；

2.

探究的範圍主要是九年普及義務教育階段的課程
設計和發展；

3.

為了方便探討，本文會把實質性、政治社會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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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性分為三方面作出探討。不過，三者的
關係相當密切。
黃顯華（ 1999d）曾分析九十年代香港的課程改革，
涉及的課題較多，例如目標為本課程和一些分科課程
發展的探討，但分析的深度不足，本文嘗試作出改善。

對香港課程發展知識基礎的整理
對香港課程發展知識基礎的整理可分下列三方面
作介紹：
鍾宇平、陸鴻基、黃顯華及馮以浤（ 1991）收集
戰後以來有關香港教育的研究報告與論著，進行整理
與分類，並對研究香港教育的工作加以評述和檢討，
希望為香港教育研究的書目控制，奠定一個基礎。從
1946 年至 1982 年的三十多年來，只有 43 份文獻是直接
和課程有關的。其中三份於 1955 年至 1965 年間發表；
20 份分別在 1965 至 1975 年間和 1975 至 1982 年間發
表。43 份文獻中只有五份是從較整體的角度去探討課
程（ Wong, Leung, & So, 1969; Chan, 1969; Fong, 1973;
Chen, 1973; Chan, 1971）。
「華人社會教育文獻資源中心上網計劃」乃參考
美 國 教 育 資 料 儲 庫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lC）而開設，目的是建置一個富有教育研究
價值的電腦化資源中心，使用者能透過電腦網際網絡
系統，有系統地查閱有關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具有

代表性的教育期刊文章篇目索引及其內容摘要。故
此，在美國教育資源中心基礎上，建立以華人社會教
育研究期刊為基礎的漢英敘詞表（ Thesaurus ），有系
統地把漢英的關鍵詞（key words）分類。換言之，使
用者不但可運用作者、篇名、刊名，更可以利用關鍵
詞查詢資源中心的內容。
現階段該計劃收錄自一九九零年迄今，發表於中
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出版的十七份代表性學術期刊的
中外文文章篇目，共約八千多項；內容摘要（沒有提
供摘要的文章，則代為撰寫），共約二千八百篇（其
中由該計劃所撰寫的摘要約佔一千多篇）。其中和香
港課程發展有關的文獻只有 11 篇。（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香港教育研究所， 1998）
黃顯華等（ 1998b）自 1992 年開始，從課程與教學
的脈絡、輸入和過程三方面設計研究問題，進行「香
港中小學中文科課程與教學研究」。「脈絡」的一個
主要研究課題是「有關探究中文科課程與教學文獻之
整理」。這部分的工作是根據課程要素、探究方法和
出版時間，分析和整理有關探究香港中小學中文科課
程與教學的文獻的主要論點，以顯示學術界在此研究
領域的成果和不足之處。至 1995 年，該研究共分析、
整理 166 篇探究本港中文科課程的文章，並從中提取
各課程要素論點共 492 個。至 1997 年底，共收集 351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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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性的課程設計─知識和理論
本部分分為兩方面：第一、從學習的角度探討課
程設計的性質；第二、對普及學校教育制度下課程的
整體分析。對個別科目和個別課題的分析，則並不在
本文的探究範疇之內。

一、從學習的角度探討課程設計的性質
課程設計的取向是受下列多個因素影響（ Miller &
Seller, 1985）：
a.

教育目的：

b.

對學習者的概念：有些視學習者為主動的，有些
則視他們為被動的；

c.

對學習過程的概念：有些視學習過程為內在生命
的轉化，有些則視它為外在行為的改變；

d.

對學習環境的概念：設計控制程度低相對於控制
程度高的學習環境；

e.

教師的角色：引導、啟發，還是講述的角色；

f.

對學習評估的概念：發揮性的，還是控制性的。

有關教育目的的討論，請參閱文思慧等（ 1997）
的著作，下文主要是從學習者、學習過程、學習環境、
教師角色和學習評估等概念作出探討。

1.

學生學習的性質
Biggs（ 1992）引述 Beswich & Bowden（ 1986）指出：

「要有效地去研究和處理學生學習的困難，就不應從

學生而是從教師和學校方面找出其成因。」他從下列
六方面考察學生的學習動機和策略：跨文化比較、教
學用語、教學環境、學生特徵、教學專業發展和因子
結構。

Biggs （ 1992）的論文集名為「香港學生學習的成
因和方法」。他和多個學者應用「研習過程問卷」和
「學習過程問卷」，了解學生如何處理他們的學習，
如何感受課室環境和他們的學習傾向等。這是研究香
港學生學習少有的文集，學生學習的情況是設計課程
的重要根據之一。由於 Biggs（ 1992）所談到的研究數
量甚多，本文不打算介紹各個研究結果；讀者如有興
趣可直接參閱該論文集。

Biggs & Watkins（ 1993）在論文集《香港的教和學：
現狀和方向》中一篇文章〈學生學習的本質〉指出：
「學生的學習主要是為了測驗和考試獲取分數。測考
的要求是資料的記誦」。在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在
課室內〉，作者發現「學生的學習觀與良好的教學識
見，和他們的學習方法是息息相關的。」學生的學習
觀 是 量 化 的 ， 注 入 的 （ absorptionist ）；認為限制性
（ restrictive）的教學是好的教學方式，學生傾向採用
限制性（restrictive）和表層（surface）的學習方法。

與 Biggs（ 1992），Biggs & Watkins（ 1993）的探討
所用的分析架構一樣，Watkins & Biggs（ 1996）採 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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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surface）、深層（deep）、成就（achieving ）」取向
以分析香港學生在文化、心理和環境影響下的學習。

若教育界期望上述研究能對課程設計，和未來的
學生學習有貢獻的話，下列三個條件是不可少的：
a.

各個研究有較一致的結果，但上述的文獻未能顯
示此點；

b.

研究結果如顯示學生採取某種學習取向，必須找
出形成此種學習取向的教學模式的性質。

c.

研究結果顯示，建議的某種教學模式比現存的教
學模式，能令較多學生有較好的學習效果。

2.

學習動機：目的取向和教學設計
連 文 嘗 （ 1999）探討了幾位由主流小學轉讀國際

小學的香港學生 ，在轉讀後的學習動機的改變。透過
訪問學生、家長及教師（亦由主流學校轉為任教該國
際學校）在兩類學校的不同經驗；所搜集的資料還包
括學校政策文件、學生手冊、成績表及教科書等。分
析架構包括六個度向：課業、權責、認可、組合、評
估及時間，該六個度向英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合成
TARGET 一詞。結果顯示，學生轉讀國際學校後，較
有自信、更自發及能獨立地學習，而學習動機的性質
更以通達目的為取向（Mastery Goal Orientation），即
較 少 以 表 演 目 的 為 取 向 （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改變學生學習動機傾向及使他們採用正
面學習策略的主要因素包括：適當的課業設計、教師

親切的態度與友善的學校氣氛、正面地使用手冊、減
少評估中社群比較的壓力、減少家課量使學生能夠有
自學的時間、具彈性的時間表及較豐富的資源。

二、對普及課程整體的分析
Schubert（ 1984）在分析了二十世紀初至八十年代
初出版共 l,138 本探討課程的書籍後，表達了這樣一個
明確的觀點：「課程領域是伴隨著普及教育的發展而
出現的」。這觀點買串著他整部作品（頁 4, 18, 251, 326,
335）。他認為隨著學習者的特性和社會情況不斷的改
變，教育工作者已不能只教授一些學術性的內容。課
程學者和設計者如果能夠為接受普及教育的學生創
造適當的學習機會，他們的地位才會得到確認。如果
從上述的觀點出發，所有課程研究者和工作者都不能
忽略對普及教育課程的研究。可惜，就可見的文獻來
說，仍未有一份完整而有系統地比較普及和篩選教
育，從而突出普及教育課程應有的發展方向。

1.

香港普及課程設計與發展模式
─價值的矛盾與取捨
對於課程設計與發展的價值矛盾與取捨，黃顯華
（ 1991）從五個度向（ dimensions ）即平等
共同
政

分殊、普及

篩選、短期

自由、

長期收 益、行

專業主導，對香港當前出現的課程問題作出

初步的分析。前四個度向均與課程設計的內容有
關，最末一個是與課程發展過程中的權力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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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關。兩方面都與上述五方面的價值矛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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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有關。到目前為止，只有對篩選

普及這個

度向有較多的探討（黃顯華等， 1997b；黃顯華，
1998b ， 1999a ），希望藉著這些探討建立普及學
校教育課程的理論基礎，下文會為這些探討作簡
介 。 黃 顯 華 （ 1999b ）對行政

專業方面也開始

作出分忻。

2.

強迫普及教育實施後香港課程設計的發展
黃顯華（1993）嘗試從下列八個度向，即：課程
要 素 、課程目的、組織原則、學習內容、學習
進度、學習手段、學習過程的師生關係和同學關
係、學習評估去分析普及教育制度的引入香港，
闡釋課程設計的發展，解決有關問題的辦法及其
成效。
從分析的結果顯示，香港由篩選教育轉變至普及
教育的過程中，有部分課程設計的度向和因素未
受到照顧，使這個轉變未能獲得應有的效果。第
二、自七十年代初開始，教育當局已提供若干資
源，例如電視教育、活動教學、輔導教學和課室
圖書計劃等，以配合轉變。可是，大部分計劃缺
乏適當的評估。 1993 年，教育署發表〈支援取錄
第五組別學生（學業成績稍遜學生）學 校工作小
組工作報告〉。報告共提出 44 項建議，包括教
學環境、學校行政、課程、教師培訓、學生行為

等。建議所涉及的問題包括多個課程要素，如能
貫徹實施，普及教育制度引入後出現的問題和學
生學習的個別差異問題或可有和緩的希望。第
三、學術界對普及教育的課程研究缺乏應有的重
視。最後，香港的學術界和教育界仍須努力找尋
強而有力的理據，來支持其所提供的課程是符合
強迫學生進入這個制度的做法。

3.

課程的適切性和有效程度
〈九年免費強迫教育研究〉有關課程的適切性和
有效程度的研究顯示（黃顯華等，1997a ）：
根據課程設計者和使用者的判斷，本港文件課程
的性質，只有課程目的這一要素勉強屬於「普及
課程」；其它課程要素，例如課程組織則屬於分
科設計；學習內容和活動方面則忽視學習者個別
性向的差異；學習進度方面亦忽視學習者個別學
習速度的差異；班級結構則重視以年齡為分級標
準，缺乏以分科和以學生程度分學習組別的觀
念。上述四個文件課程的要素都是屬於「篩選」
性質的，其它課程要素的性質則被判斷為介乎篩
選和普及二者之間。

就學校課室內的教學設計和教學過程的各個課
程要素而言，沒有一個被視為屬於普及性質的，
反而共有九個要素的性質被視為屬於篩選的。在
本 港 的 教 室 中，課程目的只重知識的吸收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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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只以學科的結構為課程的組織原則；重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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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設計而忽視整體設計；教科書是教學過程中的
主要工具，缺乏運用現代科技和社會資源；班級
結構以年齡為分級標準；學習評估方面多採用常
慔參照測試，重視學生的比較而忽視學生成績能
否達到某一標準；評估的作用著重排列學生名
次，缺乏以測試診斷學生學習成果，改進學習的
觀念；在學校和課室內，課室設計只著重學習內
容而忽視各個課程要素的處理。
4.

從心理學、社會學和歷史發展的研究構建
普及教育課程設計的性質
不少國家的學校教育制度的發展，都在不同程度
上由篩選性質轉變為普及性質。學校教育的最重
要目的，是協助學生解決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各
式各樣問題。要了解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要對在
篩選與普及教育下教師的教學與因此而出現的
學生學習本質，作出客觀而有系統的分析和區
分，並以此為基礎全面再建構課程、教學、教師
教育等各類學校教育的知識。
設計上述本質的分析和比較之程序概述如下：
由 1993 年開始至 1996 年，參考多項和課程理論有

關之文獻，制成一「普及教育和篩選教育課程比較」
分析架構初稿，並以此分析香港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
代初的各科課程綱要、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的課程發展
（黃顯華， 1993， 1997）。

為了進一步增加該分析架構的有效性，從 1997 年
中至現在，黃顯華等人在下列各方面花了不少工夫：
─

發信給中國大陸、台灣、美國、英國等地的課程
學者共 25 人，諮詢他們對分析架構的意見；

─

透過訪問，諮詢本港的課程發展處、香港大學教
育學院和香港教育學院三位課程學者的意見；

─

參考下列各類文獻：
•

教育心理學之個別差異理論和動機理論，嘗
試建立此架構之教育心理學基礎（黃顯華
等， 1997b）

•

教育社會學之公平理論（黃顯華，1998）

•

從教育，特別是課程和教學的歷史，了解歐
美各國由篩選教育制度過渡到普及教育制度
時，課程與教學設計性質的轉變（現正進行）

黃顯華等（ 1997b ）指出，從微觀或心理學的角度
去分析，篩選教育不需要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教師
的教學信念和學生的學習動機都是異化的。在普及制
度下，教育工作一定要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教師的
教學信念和學生的學習動機一定要回歸學習本身。從
宏觀或教育社會學的角度分析，篩選教育不需要顧及
公平的問題，但在普及制度下，我們一定要顧及整體
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公平問題，以及課程的適切性和有
效程度。
黃顯華等（ 1997b ）較著重從微觀的，即心理學的
角度作出探討。該文先通過課程目的、學習內容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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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習進度、學習手段和空間、班級結構和學習評
估等六項課程要素處理學生個別差異的不同方法；再
通過課程目的、學習過程、學習評估和班級結構等六
項課程要素處理學生動機的不同取向。
黃 顯 華 （ 1998）從教育社會學的公平概念，探討
普及義務教育課程的理論基礎。該文首先探討普及義
務學校教育與公平觀念之間的關係，然後評論課程分
類和學生分流的措施，例如輔導班的作用；最後以如
何把這些概念應用到課程設計上作總結，特別是某些
課程要素的性質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並嘗試以其中四
項要素，即課程目的、學習過程、學習評估和班級結
構去分析和確認「普及義務強迫學校教育課程設計性
質分析架構」的有效性。
謝均才（ 1998）利用多項現成材料及過往之研究，
回顧近年香港社會教育機會差異的情況以及各項相
關研究。這些情況和研究包括入學機會、教育資源分
配、教育經驗或過程、教育結果和成就、社會地位等。
謝均才認為儘管普及教育已經實行了二十多年，可是
教育機會的增加卻並非意味教育機會不均得以消
弭，或這些教育機會得以公平分配。事實上，香港目
前的教育體制，不同環節仍然存在教育機會不均的情
況，這種不均的情況又特別與階級、家庭背景、教育
制度、學校過程、性別等因素息息相關。謝文對課程
設計提供了不少的脈絡資料，但對設計本身並沒有提
供知識基礎。

政治及社會性的課程決策與課程發展
─民主參與
Goodlad （ 1991）提出，「課程研究第二個範疇是
政治及社會性的。人類在政治及社會各方面活動中，
某些人的利益得到重視，某些人的利益則受到忽視，
以致出現了某些目標、內容和方法獲得照顧，另一些
則被忽略了。」這個範疇是探討：哪些人，根據什麼
知識（理論）、通過什麼程序，作出哪些層次的、哪
些課程要素的決定。

Morris（ 1995）指出，香港課程發展的過程中，「實
際上 學校科目沒有一個目標基礎，它們是由一班追求
自我利益的人所創造出來的。與學校有關的組別會極
力保護他們的領域，他們很難接受自己地位的轉變，
這使課程改革變得十分困難。」黃炳文的研究指出：
1975 年推行的中一至中三社會教育科，原來的設想是
以社會教育科代替經濟及公共事務科、歷史科和地理
科，但並不成功。其中一個原因是教師不願意去教授
一個被認為是地位較低的科目（ Wong, 1992 ）。

黃 顯 華 、 潘 天 賜 （ 1993）描述了香港課程發展機
構的發展。此文先簡介本港課程發展機構在八十年代
以前的情況，然後較詳細分析有關機構在八十年代的
性質。指出香港的課程發展模式是屬於「權力壓制」
式的。在發展的過程中亦忽略了實施的階段。在一些
重要的課程決策中，課程發展議會並沒有扮演相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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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教育規例賦予教育署署長絕對的權力去處理課
程問題。在這種規例的限制下，課程發展機構的自主
性是非常有限的。

Morris（ 1995）亦指出，高度中央集權的課程決策
過程，是由一系列賦予政府高度法律權力的規例所支
持或反映出來。例如，其中一條規則指出：
任何學校均不可教授未經教育署長認可的課程。（教育
規例，1971，S92(1)）
任何人士在任何學校課室中使用的授課文件，必須於授
課前十四天或以前將文件的題目、作者、出版社及其他
教育署長要求的資料呈交教育署長。（教育規例，1971，
S92(1)）
在任何學校範圍內或學校活動中，均不可進行教育署長
認為在任何方面有政治性或部分政治性的及有損公眾利
益或學生利益或普通教育利益的、或與認可課程相違背
的指示、教育、娛樂、康樂活動、宣傳或任何形式的活
動。（教育規例，1971，98(1)）（註：下加橫線的內容
於一九九零年刪除。）

這個由中央控制的課程決策過程，受到很多批
評。其主要的問題在於它不能成功地改變已實施的課
程 ， 同 時 ， 它 似 乎 是 把 教 師 當作執行指示的技術人
員，多於視他們為可以值得信賴的、為課程作決策的
專業人員（Morris, 1995）。

中央集權化課程決策過程制度以外的另一類方
式，是強調教師和學校積極的參與。「外圍至中央」、
「以學校為本位」和「以教師為中心」的課程決策過
程取向是最佳的例子。它們強調教師的價值或學校的
參與、本地的知識和控制，以及滿足學生不同需要的
彈性。
近年，香港政府已開始嘗試減低課程決策過程中
的高度集權程度。這些計劃包括在一九八八年引入
「以學校為本位課程設計計劃」、一九九二年成立課
程發展處和推行目標為本課程（ TOC）。

一、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發展
Morris（ 1990）的研究指出，教育署推行的「以學
校為本位課程設計計劃」的性質需要具備教育專業文
化，與官僚制度的行政性質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該計
劃表面提倡自由的進步口號，主張教師的專業、參與
和自主。實際執行時卻是基於官僚和政治的考量。
根 據 黃 顯 華 （Wong, 1991）的研究指出，香港實
施的「以學校為本位課程設計計劃」的性質，並不符
合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對「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發展」
如下的定義：「指基於學校自發的行動，促使地方和
中央教育當局之間的權力和責任重新分配，因此學校
獲得法律和行政的自主權和專業地位，從事課程發展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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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耀珍（Lo, 1995）的「以學校為本位課程設計計
劃」研究顯示，影響參與教師在課程規劃過程中的因
素並不是學生的需要，也不是課程發展的情境或情況
的分析，而是他們要滿足由教育署管理的計劃中複雜
而官憭的要求。這些要求強調教師需要在一年裏，製
作可供每年展覽會陳列用的教材。結果，教師便把他
們的活動，集中於適用現有的、配合課程綱要的，以
及容易展出的材料。大部分的計劃都是為非考試科目
（例如音樂科）以及並不需要為公開試作準備的班級
（例如中一、二）而設。

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設計普及學校教育
課程的效能
文 獻 （ Schubert, 1984 ）顯示，「課程」一概念是
伴隨著強迫普及教育的實施而出現和發展的，因此，
香港的課程發展機制能否設計出有效的課程以配合
普及教育的性質和需要、能否協助培育兒童和青少年
發展他們的潛能，是探討學校教育效能的重要因素。
黃顯華等（ 1998a）的研究是通過文獻、文件分析
和深入訪談，試圖回答上述研究問題。上述問題的釐
清亦可以協助我們了解「香港有不少學生在初小階段
開始出現學習困難」的成因。

初步研究結果顯示，香港課程發展機制在設計普
及學校教育課程的效能上有待改進。

三、目標為本課程
Morris（ 1996）指出 TOC 下列決策和發展形態：
1.

課程發展所採用的模式首先是倚仗一群外國專
家，在與本港教育環境隔離的情況下工作，因而
產生兩極化緊張狀態。這模式的執行者沒有主人
翁心態，既不投入，亦感到改革毫不實際。

2.

這些問題，更由於人們認為目標為本課程與政府
其他的改革（例如活動教學和通達學習）關係不
清，因而更趨惡化。所提倡的政策更被認為是孤
立的，臨時應變的和不協調的新意念。

林 智 中 （ 1996）更總結出：「教育當局未能體察
到實施的困難及教師們需要的支援，只嘗試以行政指
令方式推行改革。學校和教師在這種環境下有兩種反
應。第一是起而批評和攻擊；第二種是靜觀其變，反
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果不改變推行策
略，TOC 將無可避免地停留在文件上的一個理想課程
而已。」（頁 51）

技術專業性的課程實施與課程評鑑
─專業能力和信念
Goodlad （ 1991）指出課程實施和評鑑是屬於技術
專業性的，研究包括考察個別或一組的設計與製作過
程、所需的資源和配合的因素，以及評價過程。通過
這些過程，課程得以改進、編制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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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1984）的研究發現，大部分課室過程的性
質非常相似。師生的關係著重資訊的傳遞，教師用了
大部分時間演講，而學生則忙於把演講的內容記下。
課室觀察新課程實施的情況，未能找出成功實施該課
程的必要特徵。和其它地區課程實施情況作比較，高
度中央集權的教育制度傾向採用其它地區未能成功
實施的課程改革。
Morris 另一個研究顯示，香港課程發展策略具備
多種課程實施失敗的特徵。這些特徵包括：高度中央
集權的課程決策、不重視實施的安排、依靠文件和研
討會去支持改革的實施（ Morris, 1988 ）。在探討教師
對課程改革的態度時發現，他們對改革並不反感，接
受甚至支持改革的口號，但並不嘗試把這些理想在課
室內實踐。
在探討教師對課程改革障礙的觀感時有下列發
現：第一，改革未能處理教師關注的事情例如完成考
試範圍；第二，改革與現行的教與學方式不吻合
（ Morris, 1985 ）。
Morris（ 1986）指出，香港的課程改革有效的條件
為充足資源、教師接受再教育、有關人士必須有意義
地參與決策過程。
對 於 教 育 署 進 行 的 公 民 教 育 課 程 評 估 ， Morris
（ 1989）認為只在於為署方實施的政策找註腳。一個

基於政治動機和由官僚執行的課程改革的課程評估
亦屬於政治性的。
對於 TOC 的實施和評鑑性質， Morris 等（ 1996）
發現：
1.

不同的政府人員在推廣目標為本課程時，特別是
在最早期，缺乏一致的理解和看法，有些更欠缺
熱誠。教師留意到有時候連負責推廣這個政策的
人士也不明白或不支持目標為本課程。

2.

教育署現行向教師傳遞資訊的機制不足夠。署內
仍有人相信透過閱讀文件、聽演講和觀看錄像帶
便可提升某種技能。研究的結果反映出，一般教
師對目標為本課程的主要文件認識不足，單憑認
識也很難導致行為上的改變。

3.

整體上，研究顯示學校在了解和引入目標為本課
程的過程中，引用和施行了不同的措施，對教師
的專業發展帶來良好的影響。許 多時候教師和校
長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同事間的協作和默契增加
了，而教師隊伍的團隊精神、氣質和士氣亦得以
提高。話雖如此，由於小學校內組織的某些特色，
推行目標為本課程時仍遇上不少阻力。
在課室教學的層面方面，研究結果大致上顯示，

雖然許多教師已開始運用和目標為本課程有關的詞
彙，但他們對一些關鍵的概念卻又知之不詳，引致在
課室內要買徹這些基本概念時，存在許多困難。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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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老師傾向把目標為本課程吸納入他們習慣性的
做法內，而不是改變他們一向的做法來引入目標為本
課程。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影響 TOC 實施的因素很多，
下列為其中較重要的因素：
•

學校推行 TOC 的年期；

•

學校有否活動教學的經驗；

•

學校有否校本課程更新策略的歷史；

•

學校的特有文化；

•

學校照顧社區的類別；

•

學校及員工對 TOC 的認識程度和他們對推行 TOC
的意見；

•

學校的領導和學校的管理階層是否支持推行
TOC；

•

短期內大量引入個別的改革（ SMI、TOC、優質教
育、資訊科技教育）。
林智中（ 1996，p. 51）指出「目標為本課程著重教

師的專業性，依賴教師發揮高度的專業技巧，結合評
估、課程設計、課堂設計及教學工作，以配合學生的
能力和志趣。這種以學生為本位，強調鼓勵學生自我
比較，以提高學習興趣，照顧個別差異的課程系統，
與現時的價值取向、信念和教師一貫的做法有本質的
不同。把目標為本課程落實是一件移風易俗的大工

程。加上現行的教育制度和系統，亦與 TOC 有極大的
差異，學校實在缺乏人力技巧和資源去忠實地實施改
革。」

總 結
以下簡介課程發展與制度政策、學校管理文化和
教師專業發展三個層面的關係，並探討這些關係對提
高教育質素的啟示。最後以課程發展三方面的知識基
礎總結全文。

一、制度政策─優質教育
教統會第七號報告書《優質學校教育》提出學校
教育質素文化共有八個環節 ，首二項和最後一項環節
的內容如下：
1.

制定明確及得到大多數人接受的學校教育目標，
並確保學校體制內各成員都清楚明白這些目標；

2.

學校教育目標須轉化為可行的、可見的及可量度
的教育質素指標，作為學校自我評估和校外評估
的依據；

3.

教育行政和諮詢架構、學校課程、考試和學制也
應作出相應的調整。
上述首二項環節的內容即是課程設計中的兩個主

要因素：目的和基於目的的評估。因此，追求優質學
校教育文化和設計良好課程的性質是一致的。這種追
求，除了在學校層面外，還需要在制度政策層面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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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 正 如 在 上 述 第 八 項 所 指 出 「 教 育 行 政和諮詢架
構、考試和學制也應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學校管理
《學校管理新措施》對高效能學校的界定亦有八
項，下列五項和課程設計與決策均有直接關係：
1.

具備清楚訂明的教育目標；

2.

具備一個周詳和均衡有序的課程計劃，以切合學
生的需要；
具備有系統和明確的程序，以決定學校在教育方

3.

面的需要，並編排先後次序；
4.

教員均積極參與訂立學校目標和釐定決策；

5.

校長確保定期檢討課程計劃的內容，及評估邁向
教育目標的進度。

三、教師、學生與教材的關係對教師專業
發展的影響
從黃顯華（ 1999c）的分析可見， 教師、學生和教
科書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多方面的，內容亦異常豐富。
教師如能在教科書的應用方面有權力、能力和勇氣去
界定學生的需要及決定提供服務的內容及性質；透過
實際參與教科書編輯、選用和教學的過程，可以促使
教師恢復其反省思考的能力，成為自我再教育的主
體，這亦是教師邁向專業地位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
分。

由上述的分析可見：
實質性的即課程設計的研究領域，除了 Goodlad
（ 1991）所提到要探究的是它們的本質和價值外，還
應有其本質的來源，例如是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
和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要發展優質的課程設計，基
礎是知識和理論。
政治及社會性的即課程決定的研究領域。要有優
質的課程決定，基礎是在掌握上述知識和理論的條件
下，實現廣泛的、民主的參與。

要發展優質的技術專業性的即課程實施與評鑑的
研究領域，需要的基礎是教育和教學的專業能力、技
術和信念。
上述的知識，應該是因時制宜的，目的在提供解
決文首所談到的香港教育問題需要因時制宜的指
南。由於篇幅關係，本文未能析評全部有關文獻，希
望教育界繼續努力，使本港的課程發展盡可能建基於
具理據的知識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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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owledge Base of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heory, Participation and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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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four sections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section
delineates the nature and the key concepts of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problems urgently needed to be solved in Hong Kong. The
second section syntheses the knowledge base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he third section inquires into
related researches by means of three phenomena embraced
by curriculum as a field of study: curriculum design,
decision making,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fourth
section concludes the paper by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system and
policy, school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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