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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法，旨在瞭解個案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之歷程，並

分析影響其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因素、所遇困境與因應方式等。依訪談內

容與文件分析，獲致以下研究結論： 個案學校發展本位課程所歷經的階段

是循序漸進的，運用 SWOT 模式評估學校情境、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訂

定學校願景，初期由教務處主導，配合節慶規劃主題活動，因課程發展委

員會功能不彰，另行成立課程研發小組，陸陸續續發展一系列主題教學活

動，並針對家長做宣導，而課程研發小組於每次會議進行評鑑與修正，此

階段是循環式的，以做為下一次發展新的主題教學活動之參考。影響個案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因素則包含校長的領導、課程研發小組的投入、教師

的專業成長、以學生為主體、學校的資源、以及家長的支持等。 至於發展

的困境與因應方式，針對教師專業知能不足處，藉由教學觀摩與舉辦研習

的方式；避免教師的準備度不足，研擬課程研發小組成員可酌予減課，且

課程研發小組提供完善的教學媒材，方便教師使用；各處室之間溝通時程

冗長，以統整上級機關的政令宣導及整合校內各處室來解決，或配合學校

行事曆融入各領域課程或配合主題教學活動；避免課程受到干擾，則提前

於前一個學期完成下學期的課程計畫；針對教師排斥專業評鑑，先採自我

檢核的方式，少部分試辦；缺乏歷史性資源，無法有效整合，則嘗試將學

校附近的發展史融入課程中；另個案學校採取預算制或儘量環保節能的方

式，節省經費支出。 關鍵字：學校本位課程、課程發展、個案研究  

摘

要

(英) 

A CASE STUDY O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HANG, LI-LING ABSTRACT The study adopted 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how the case school develope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difficulties and responses during the progress. Findings were summed up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ary analyse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case school develope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a progressive manner; SWOT 

analysis tool was used in school situational evalu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ittee and vision statement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beginning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led the project and planned thematic even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estivals. Due to unsatisfactory performances for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ittee,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organized a new curriculum research 

group to replace it. A series of thematic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set up and 

announced to parents. The group met, evaluated and corrected for the design of new 

thematic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manner of circulative assessments and 

improvements.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ere leadership of the school principal, input of curriculum research group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udent-oriented education, school resources, 

parent’s support, etc. The case school countered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progress in 

several ways. Teaching demonstration and seminars helped teachers cultivate 



expertise. For lacking time in preparing course works, the curriculum research group 

would be reduced some of their teaching hours, and the group provided thoughtfu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teachers in the case schools to use. Tedious and wasting 

communications between offices and departments had been compromised by 

integrating propaganda and decrees from top management, by merging school units, 

or by re-scheduling teaching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school calendar. For avoiding 

the interruption of course works, the curriculum would be made up by advanced 

preparation one semester before. Some teachers have tried self-assessment methods 

if they felt uncomfortable with the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mechanism. Local 

developmental histories had been adapted i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addition, the case school applied budgeting and the cost-control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or energy-saving methods wherever possible to save 

expenditure. Keyword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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