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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品德校園文化營造實徵研究
李琪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摘 要
本研究試圖擬定一個兼顧本土與國際性的道德社群方案，以建構具科學
且專業的品德校園推動參考模式。茲選取國中小各一所為合作夥伴，歷經兩
年研究歷程，採用質量兼顧的多種研究方法加以規劃、執行與評鑑，包括專
家諮詢座談，工作坊與會議的舉辦，以及準實驗研究的訪談、觀察與問卷調
查等。經分析與討論歸納數點結論：一是品德校園彰顯了品德教育融入各類
課程具可行性；二是品德校園實施後行政人員與教師的品德教育知能有所增
長；三是家長與學生參與品德校園推動後之角色被強化與肯定；四是系統且
密集的品德校園推動可證明其有效性。據此，本研究針對歷程與結果分享四
點反思，並提供研究社群及教育行政機關數點建議，以促進品德校園的永續
發展。
關鍵字：品德教育、校園文化、道德社群

壹、前言
一、研究緣起
（一）教改歷程中道德教育的鉅變
自 1990 年代以來，我國民間與政府推動的教育改革相繼湧現，在義務教育階段的道德
教育方面，亦隨之產生巨大變化。諸如 1993 年教育部公布國小「道德」科課程標準，取代
了原有實施數十年的「生活與倫理」， 1994 年國中「公民與道德」課程標準亦進行大幅修
訂，究其目的，係強調培養學生因應社會發展應有的價值，且所揭櫫的教學方式也趨多元。
不過，當時課程甫實施未及數年， 1998 年 9 月教育部即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
綱要課程總綱＞，並陸續公佈各學習領域課程（暫行與正式）綱要，至 2004 年 8 月我國多
年來在國中小道德教育單獨設科的模式因此驟然劃下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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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心」道德教育模式的消失，有人戲稱是個缺「德」的教育改革，咸為道德教育
恐會消融（或甚消失）於各學習領域而憂心。因而，若干輿論、政策與相關研究等陸續推
出，期為新形貌的德育找尋出路，且在此歷程中，道德教育一詞也悄悄換裝為「品德教
育」。 1首就輿論而言，例如《天下雜誌》分別於 2003 年 11 月出版「品格決勝負 —未來人才
的秘密」，以及 2007 年 4 月出版「教出品格力」兩本教育專刊，引發諸多迴響與關注；又如
由數個民間團體共組而成的「品格教育推展行動聯盟」；以及諸多具宗教背景或由科技公司
設立的文教基金會等，亦紛紛投入品德教育的推動行列。
其次就政策而言， 2003 年 9 月＜教育發展會議＞決議事項之一，乃敦促教育部設置
「品格及道德教育推動小組」，同年 11 月該小組成立並草擬「品德教育推動五年計畫」，於
2004 年 12 月公布＜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並於 2006 年 12 月小幅修訂為＜教育部品德教育
促進方案＞，多個縣市據此亦擬定地區性品德教育推動方案。再就研究而言，關於品德教育
的研討會與演說時有所聞，以品德教育為主題的期刊也陸續刊出，諸如《台灣教育》（台灣
省教育會主編， 2004）、《學生輔導》（教育部訓委會主編， 2004）、《課程與教學季刊》（中華
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 2006 ）、《教育研究月刊》（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編， 2007 ）
等；又如黃光雄與李奉儒（ 2001-2003 ）接受教育部委託，主持「整合型學校道德教學改進
方案」大型研究，以及接續前者由李奉儒主持（ 2004a ）的「國民中學階段九年一貫課程整
合道德教學之行動研究」（ 2004.8-2006.10 ）國科會研究案等，凡此均顯示品德教育雖在正
式課程中隱退，卻似在教育理論與實踐的舞台中重獲演出機會。

（二）多樣貌品德教育理念的推出
在漸趨多元異質的台灣社會，新時代的品德教育理念彷彿有著各種樣貌展現。例如前述
黃光雄等以及李奉儒的研究，乃主張以尊重和關懷作為品德教育實施的核心，且融入多個科
目，藉以突破九年一貫課程中道德教育實施的困境（李奉儒， 2004b 、 2005 ）；另簡成熙
（ 2004 ）亦為文「『缺德』的道德教育如何實施？」，強調若教育工作者能重視德育的理
性、情緒與習慣的複雜機制，而且各領域教師若能尋覓出該學科實踐與倫理道德關連的特
性，則其不認為缺少獨立設科後的德育會有隱憂；再者，但昭偉（ 2004）也指出：台灣今日
的道德教育所需，不再是標舉儒家道德系統般的高規格標準，而應強調的是讓多元價值社會
延續的「最低限度」道德要求，諸如強者對自己的限制、對弱者的容忍與關懷，以及相互的
尊重等。當然，筆者多年來投注國內外道德教育研究，逢此道德教育轉型之際亦不容缺席，
先是嘗試將研究焦點由科目中心轉至道德氣氛，進而逐步形塑品德校園文化理念的建構，試
圖為我國當代道德教育提供另一參考路徑。
依循道德氣氛的路徑，以建構道德社群為目標的「品德校園」構想，固然在＜教育部品
1

有關名詞亦有「品格教育」或「德行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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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促進方案＞中明顯呈現，然而，其中對於品德校園的規劃、執行與評鑑的方式未加以
具體化。究其原因或在政策層面採開放多元態度，期以因應不同教育階段以及各校/學區/縣
市之差異性；不過，筆者就學術研究角度而言，實期盼具體發展出一個適合我國國中小品德
校園的可行參考模式，以彰顯台灣道德教育的特色與新方向，並據以深耕與推廣。因此，筆
者近年乃發表諸多論文，形塑與闡述品德校園的理念；進而，乃以國小與國中各一所為研究
對象，執行二年的實徵研究案，亟盼藉由科學研究的方法與歷程，將品德校園理想與校園實
踐加以緊密連結且彰顯其特點。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本文係針對「品德（本位）校園文化營造」（簡稱品德校園）理念，落實於
我國國中小校園實踐的研究案。具體研究目的如次：
（一）建構品德校園之理念與實施原則。
（二）剖析品德校園之實踐成效及限制。
（三）藉由前述目的達成，進而提供品德教育推動、政策與研究之建議。

三、名詞界定
（一）道德、品德、品格
有關道德（ morality）與品德（ character or moral character）兩詞，在道德哲學探究中有
極多界定，且會論及二者間之異同。不過，筆者在本文將二者混用，並將道德教育視為擁有
較廣義且普遍的範疇，意指教育中有關引導善惡判斷與言行，以及全人教育基礎的核心部
分；而品德教育多半是在特定時空中所產生的名詞，諸如美國現階段推動的新品德教育，我
國目前亦常慣用品德教育之稱。至於「 character education」有人譯為品格教育，但筆者傾向
仍譯為品德教育，因為深究其在美國近年來推動的意涵，乃接近道德教育而非人格教育，且
品格易被狹隘化為個人品行操守，忽略公共領域的道德基礎層面。因此，本文道德教育與品
德教育會適度混用且視為相同意涵，但不使用品格與品格教育等詞。

（二）品德與品德教育
本文的「品德」乃強調三個相互關連且具影響之層面：一是道德認知層面，包含對於道
德議題之意識與察覺、理解道德價值、具有角色取替能力、有道德推理能力、能慎思與做決
定、以及自我知識統整等內涵；二是道德情感層面，包括具有良心、自尊、同情、珍愛善價
值、自我控制與謙遜等重點；三是道德行動層面，包括實踐德行之能力、擁有實踐之意願、
以及進而養成習慣等內涵（ Lickona, 1991）。經此多元內涵可得知，品德教育係期望學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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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知善（心智習慣）、樂善（心靈習慣）與行善（行動習慣）等具道德教養與成熟之人，並
使之能擁有良善之道德生活（李琪明， 2003）。

（三）品德（本位）校園文化營造
本文所指「品德（本位）校園文化營造」，是指將品德融入校園文化營造的一種學校本
位德育推動模式。該模式強調學校、地區 / 家長或地方政府積極合作成為夥伴關係，營造學
校整體校園與文化成為品德涵蘊場所，期使學生發展出當代倫理重要價值。此外，該概念亦
強調品德教育是藉由民主參與及凝聚共識方式形成，以使青少年在良好校園文化孕育中，培
養公民資質及社群生活之正向參與，以及良好公民德行。再者，學校除營造一個正向道德文
化外，教師與行政人員均扮演照顧者、模範與良師益友角色，並藉由民主關懷教室氣氛，以
及合作、反省、討論等方式做出道德決定與解決紛爭，以使學生品學卓越且能創造出兼具正
義、關懷與紀律的優質校園（李琪明， 2006a）。然而，因「本位」二字或易引發不同解讀，
亦可稱為「品德校園文化營造」，本文均簡稱品德校園。

貳、文獻探討
一、品德校園的理論基礎
品德校園乃奠基於正義、關懷、與正向/發展紀律等理論，並強調將學校文化型塑成道
德社群，以彰顯當代公民社會的理想。茲分別闡述相關理論重要內涵如次：

（一）正義概念
自古以來學界有關正義（ justice）的探討不勝枚舉，但論及當代道德教育領域中的正義
概念，多採用 Kohlberg （ 1981, 1984 ）之「道德發展」（ moral development ）理論，以及
Power, Higgins 與 Kohlberg（ 1989）所建構的「正義社群」（ just community）理想與實驗。
Kohlberg（ 1986）將道德發展序階區分為三層次六階段，且奠基於正義的概念拾級而升：第
一層次為前成規時期或為他律性道德，著重自我中心及利己觀點，且以行為的實質利益與快
樂的結果加以論斷，此時期分為階段一順從與懲罰導向，以及階段二工具相對主義者導向；
第二層次為成規期，著重執行社會團體習俗或規範所期許的角色，並以此判斷行為的對與
錯，該時期分為階段三乖男巧女導向，以及階段四法律與秩序導向；第三層次為後成規時期
或稱原則期，著重在原則的秉持，並趨向認同普遍性道德價值，其區分為階段五社會契約法
治導向，以及階段六普遍倫理導向。
再者， Kohlberg 在 1970 年間逐步形成正義社群概念，其認為具有該特色之學校，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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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會的公民教育一致，其間由學生、教師與行政人員共同決策，共訂規則，共同負有責
任及義務遵守與維護規則，使學校的團體道德氣氛成為有利於個人道德發展的環境（蘇建文
譯， 1993a）。這種主張， Maul（ 1980）的一篇研究中以實徵研究，驗證 Kohlberg 之道德推
理與正義社群理論，結果發現道德氣氛與道德推理的確有密切關係（蘇建文譯， 1993b ）；
Power 亦於 1980 年代發表多篇論文，闡述正義社群與道德氣氛等理念的緊密關連性（ Power,
1981, 1988）。 Kohlberg 和其同事，更透過諸多實驗或觀察的經驗，於 1983 年時為文「學
校中的道德氣氛」，強調道德教育與潛在課程的密切關係，且主張學校中的道德氣氛乃屬重
要潛在課程，在道德教育中有不容忽視的地位（ Kohlberg, 1983）。
所謂「正義社群」乃兼顧正義與社群兩個概念，一則強調集體的重要性，另則以正義原
則促使個體的道德成長（ Reimer, 1989）。社群，最重要的精神是一種社群意識與規範，也是
校園中師生或學生間的團隊凝聚力與良好互動精神，藉由民主、參與、關懷與負責，使全體
師生融為一種生命共同體的感覺（ Power, 1988）。然而正義強調社群並非抹煞個體，而是使
個體更得以在群體脈落中公平地發展（ Reimer, 1989），誠如 Higgins（ 1995, p. 58）曾清晰描
述正義社群的意涵：
「正義社群取向是代表試圖平衡社群與個人的一種努力，社群是顯示集體的權力
訴求，但須同時兼顧保護個別學生的權利，以及促進其道德成長…正義蘊含著民
主方式且課程方案需關注道德討論、留意公平與否，以及權利義務等議題；社群
意謂著建構學校成為一個理想的社會…並逐步形成社群意識…。」

（二）關懷概念
「關懷」（ caring）概念的道德教育探討，可謂以 Gilligan（ 1982）年發表的《不同的聲
音：心理學理論與婦女發展》一書最具劃時代意義。 Gilligan （ 1993 ）在該書再版之序文中
指出：「聲音」是關係好壞的石蕊試紙與心理健康指示器，而「不同」是顯示人類生存的現
況並非待解決的問題；她並且質疑 Kohlberg 的理論係以男性為主，忽視了女性的發展經
驗，且關懷不應僅被歸類為道德發展的第三階段而低於正義。再者， Noddings（ 2002）亦指
出，關懷是要建立一種關懷者與被關懷者雙向的關係。 Noddings 主張理想的關懷關係是道
德實踐的最終目的，其中蘊含著尊重、同理心、愛與責任，而且在此關係中關懷者是開放接
納、設身處地與承諾、進行情感的交流，被關懷者則是自由、安全、勇敢地實現自我，且能
感受到關懷（方志華， 2000）。此外， Noddings 認為關懷關係並不限於女性專有，所有教育
者（包括教師與父母等）都應具有關懷與被關懷的能力，以促進家庭與學校中關愛、親密、
溝通與和諧等人際關係的統整（ Noddings, 1984）。她進而提出身教、對話、實踐，與肯認作
為道德教育的四大要素（ Noddings, 2002）。
然而， Power 和 Makogon （ 1995 ）認為道德教育乃兼顧正義與關懷：正義關切的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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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關懷關切的是人；正義是重在公領域，關懷則多半在私領域或較親密人際關係。 Power
亦表示正義社群是兼顧正義與關懷二者，且透過角色取替和對自治自律的尊重加以連結，角
色取替是一種人際之間的密切溝通與互動，其既需理性也需感性，而對自治自律的尊重則是
一種自我立法、自我執行與自我監督的理性行為，但同時含有對自我與他人負責與凸顯義務
的意味（ Power & Makogon, 1995）。因而， Hinman（ 1994）認為 Gilligan 所謂的聲音其實是
一個隱喻，其代表著在正義之外另有不同的取向，其具有的特徵有三：一是聲音同時具有情
感與內容，此為理論一詞所未具；二是聲音是一種表達，並非直接關乎對與錯；三是聲音並
非互斥而是相容，此正足以代表著正義與關懷是互補而非衝突的面向。

（三）紀律概念
正 向 / 發 展 紀 律 （ positive/developmental discipline ） 主 要 源 自 古 典 社 會 學 者 Durkheim
（ 1973 ）的理念。 Durkheim 強調紀律、對社群的依附，以及自治自律三者為道德三要素
（ Lukes, 1973 ）。其中，紀律並非壓制，而是促進人類某些一致與規律行為所必需的權威
感，藉此可喚起何謂可欲行為及其限制的意識（ Saha, 2001）。這種建立權威而非威權主義的
理念，在當前校園的班級經營以及學校整體形塑校風過程中仍屬重要，其彷彿遊戲或運動規
則的建立是活動進行的必要條件一般。不過，該紀律宜重在正向與發展性，並非以此為懲戒
處罰或維護既得利益的利器，因而紀律的方向是要導向自律，紀律的建立亦需透過民主程
序，故紀律的權威是立於專業而非霸權。 Durkheim 在其《道德教育》著作中強調如次的理
念（ Durkheim, 1973, pp. 46-48）：
「品德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限制（restrain）的能力…其能讓我們的熱情、慾望
以及習慣在律法所允許的範圍…它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品行是需要努力的…所有的
紀律是有雙重目的：一是促進個人的行為在某種規律下而行，二是既提供明確的
目標也同時限制其活動範圍…因此，紀律不單只是為了社會而為，也是為了個人
的福祉而訂定。」
Kohlberg 等學者在建構正義社群前，亦受到 Durkheim 理論的影響，將紀律概念隱含其
中，並將民主規則的設定與集體主義二者加以巧妙地融合（ Power & Higgins-D’Alessandro,
2008）。就如 Power 與 Makogon（1995）指出，正義社群擷取於 Durkheim 的概念不僅是一種
社會化的概念，且強調學校為一個社群，並需藉由紀律來建立團體規範與團體依附的關係。

（四）道德社群建構
品德校園營造就是將正義、關懷與紀律三者，同時融入校園生活與文化，以建構學校成
為一個「道德社群」（ moral community）（ Brown, 1985; Thomas, 1990），並得以相應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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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趨勢。正義、關懷與紀律，除具有前述互補相連特性外，此
三者均係共同彰顯「民主」精神，並形成品德校園理念之不可或缺基礎。誠如正義社群提出
學者由初始主張直接民主，調整為今日的參與民主，不變的是始終強調學校社群中，需以民
主 方 式 審 慎 討 論 相 關 規 範 與 規 則 ， 促 使 學 校 成 為 符 合 公 平 正 義 之 所 （ Power & HigginsD’Alessandro, 2008 ）。 Noddings （ 2002 ）亦曾指出其所強調的關懷倫理，是奠基於社群自由
主義（ a communitarian liberalism）或自由社群主義（ a liberal communitarianism），亦即社群
中需容有個別自由，在共享價值中需能接受與尊重差異。近年主張正向/發展紀律學者（例
如 Watson 與 Battistich 等），均強調建立良好師生與學生間的關係，以及著重正義、關懷與
民主的學習型班級與學校氣氛營造（ Watson, 2008）。總之，品德校園凸顯的軸心可謂「民
主」，其不僅為公民社會的重要價值，串連了正義、關懷與紀律等理念，其亦是一種程序與
方式，藉該機制形塑倫理核心價值且進而予以實踐。因此，品德校園既為一種品德教育，也
是一種公民資質教育；其既著重個人道德功能與公民參與能力的提升，也強調學校群體道德
氣氛透過民主共塑歷程的重要。

二、品德校園的美國經驗借鏡
（一）美國品德教育背景
美國政府與民間近廿餘年來，因應其社會需求與學術趨勢，積極推動「新品德教育」
（ New Character Education），其經驗雖不宜直接移植或複製於我國社會文化脈絡之中，卻極
具參考價值。尤其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建立公共領域道德基礎與規範，以及身為現代公民應
有之德行與道德文化素養等應予強化之際，我國道德教育推動若能汲取他山之石（包括正負
面），再將原有文化優良部分予以整合轉化，或可勾勒出一兼顧本土與國際趨勢的道德教育
願景及其具體做法，故本研究乃聚焦以美國經驗為融合創新的參考。
品德教育對美國而言並非新概念，早於其建國初期便高倡國家認同教育，當時的立論基
礎乃認為品德教育之功用，在維繫社會秩序並促進社會化為目的，故若干品德特質在當時社
會實屬需要，諸如忠誠、愛國、勇氣等。然面對 70 年代個人主義盛行，不僅導致品德教育
式微，有關道德教育研究亦傾向相對化（例如價值澄清等方法）與過程化（例如道德兩難討
論等），往昔之核心價值備受批評，當時的品德教育實施也被視為無效，甚而被標籤化為意
識型態灌輸。
直至 1980 年代，美國面臨校園與社會問題愈益嚴重之情況，品德教育迫切需求乃再度
浮現，新（或稱當代）品德教育始獲大眾重視或接受；此外，因新品德教育多半強調多元、
民主、活潑及以學校為本位之教學方法，特意與傳統品德教育加以區隔，原本將道德教育視
為宗教或家庭責任之美國人，也因此對學校品德教育開始加以關注與支持。近十餘年來，美
國聯邦教育部已在國會簽署下撥付數億美元推動品德教育，超過卅州教育局亦如火如荼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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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配合推動工作，十餘州已通過立法推動品德教育，非官方之研究與推動組織以及課程方案
也如雨後春筍般陸續設立，儼然形成了品德教育運動 （李琪明， 2006b）。

（二）美國新品德教育特點
美國自新品德教育興起後，各級學校與民間組織甚多投入，並發展與推動相關課程方
案，然而若干品德教育僅是一個實施，並未具科學性；換言之，若干品德教育課程方案徒有
抽 象 目 標 與 粗 略 實 踐 方 法 ， 卻 乏 有 效 性 的 驗 證 與 奠 基 的 理 論 基 礎 （ Berkowitz & Bier,
2004a ）。因此， Berkowitz 等人蒐集了一百多種在美國較為盛行的品德教育課程方案進行分
析 ， 發 現 其 中 僅 有 三 十 多 種 具 有 明 確 的 科 學 基 礎 ， 例 如 「 孩 童 發 展 方 案 」（ Child
Development Project, CDP ）、「 正 義 社 群 」（ Just Community ）、「 社 會 決 定 與 問 題 解 決 」
（ Social decision making & problem solving）等。 Berkowitz 和 Bier（ 2004b）在另一研究報
告中提出：並非所有的課程方案都能奏效，而且美國品德教育課程方案可謂十分多元，其影
響的面向也不盡相同，需視教育者的目的加以慎選與善用。
品德教育的成效除課程方案外，執行歷程要素的掌握亦不容忽略，若要促使品德教育課
程方案實施成功，需關注若干層面（ Berkowitz & Bier, 2004a）：執行的歷程與課程方案精神
需相符合；綜合與多面向的品德教育齊頭並進；讓學生彰顯其學習主體性與對學校的依附、
認同及參與感；學校領導的品德教育知能是推動品德教育成功的重要關鍵；德育與智育並不
衝突且應為全人教育的相輔相成目標；全體教職員工均應共同推動品德教育並成為學生模
範，才易使品德教育成功；所教導的知能必須能學以致用，讓學生融入生活與經驗之中，並
能針對社會議題加以反省；家長參與是品德教育實施成效的重要支援。
觀之美國眾多品德教育課程與方案中，以「綜合型」（ comprehensive model ）的設計較
為符合學術之科學性以及我國發展趨勢與所需，其一方面既可凸顯道德教育是一個學校整體
文化再造的理念，與我國以往道德教育的單科途徑有明顯的不同；另一方面又可整合我國目
前諸多相關與類似政策的推行，且符應教育發展趨勢。有關推出綜合型品德教育方案的相關
組織可以「品德教育夥伴」（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CEP），「第四 R 及第五 R 中心」
（ Center for the 4th and 5th Rs ），以及「品德優質中心」（ CHARACTERplus）三者最具代
表。 2
前述品德教育夥伴，是美國以品德教育品質促進為宗旨的非營利與非黨派民間組織，除
推出「有效品德教育十一個原則」，作為學校推動品德教育重要指標，另訂定了「品德教育
2

可參閱李琪明（2006b）新品德教育的興起與發展—美國經驗在台灣的反思與轉化。課程與教學季刊，9(2)，
55-74 。該文針對這些組織及其內容有詳盡介紹，亦可參考網頁 The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CEP)
Retrieved February 4, 2008, from http://www.character.org/principles/ , The Center for the 4th and 5th Rs, Retrieved
February 4, 2008, from http://www.cortland.edu/character/ , CHARACTERplus, Retrieved February 4, 2008, from
http://www.stltoday.com/characterplus/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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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標準」，作為學校與學區的自評工具，每年亦會舉辦盛大年會並選出全美品德學校。其
次，第四及五 R 中心（ R 指的是 respect 和 responsibility）於 1994 年成立，該中心推出「十
二點綜合取向品德教育」，與品德教育夥伴的十一點原則相互配合；此外，該中心亦發展
「十二要素之評鑑與規劃」，提供學校具體檢視品德教育的指標。再者，品德優質中心，是
位於美國 St. Louis 地區的品德教育推動中心，其於 1988 年由一群關心品德教育的學者、家
長、教育者以及企業家共同組成，現納入學區合作聯盟中，並由密蘇里大學教育學院以 M.
Berkowitz 博士為主導的教授研究群為指導，該中心所推動的課程方案，可謂全美最大社區
範圍的品德教育課程方案推動計劃。該中心除研發相關研究與課程方案外，最為著名的即是
提出品德教育推動十大歷程要素，另在評鑑方面，該中心亦於 2002 年（ 1999 年初版）修訂
發展了一本「評鑑資源指導—評鑑品德教育方案的工具與策略」。因此，本研究之品德校園
諸多實施原則，均係參考該些具科學且專業的品德教育資源，並經反思我國情境脈絡的特性
與可行性加以轉化而成。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以二年時間（2005 年 8 月至 2007 年 7 月）完成，針對研究目的，採用質性與量化
兼具的研究方法。第一年重點於文獻資料的多方蒐集、統整、批判與轉化，據以形成品德校
園之規劃、執行與評鑑草案，藉由召開小型座談會，加以討論及修正。接著找尋樂於合作的
對象，並進行學校的溝通與同意、工作坊培訓、為次學年實驗的準備工作，以及各種課程與
策略的具體規劃；其中，在實驗學校組成以校長為首，含括各處室主任、教師會、家長會及
學生代表，以及實驗班教師共組的核心推動小組，定期開會並成為規劃、協調、支援與檢討
的重要組織；另外則進行學校倫理核心價值的討論、推薦、宣導，乃至全校親師生票選。 3
繼而，第二年重點則在進行實驗，亦即將核心價值與各種規劃融入學校生活（包括全校性與
班級性），並在學年結束前評鑑其成效。因此，本研究歷程共計有諮詢座談、工作坊、準實
驗、訪談，以及成果發表座談等五大項，茲分述如次：

（一）諮詢座談
本研究經文獻蒐集與彙整後，具體實施方案形成之初，乃舉辦兩場小型諮詢座談會

3

兩所實驗學校經過全校各團體討論與親師生票選後，金國小倫理核心價值為尊重、誠實與孝悌，銀國中為尊
重及心中有愛。較為詳盡歷程與結果可參考李琪明（2008，5 月）。學校本位倫理核心價值之建構與實踐。
論文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價值的追尋─變遷社會中價值教育的實踐」國際學術會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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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9；2005/12/23），邀請品德教育、教育評鑑、教育行政等學者專家，以及國中小校
長與主任等實務人員，共計 7 人，深入討論品德校園＜草案＞的理論性、本土性與實用性。

（二）工作坊培訓與分享
本研究於執行第一年後半期起，以民主溝通方式，邀約確立一所國小（代稱金國小）與
一所國中（代稱銀國中）成為實驗學校，其後諸多歷程是針對全校性師生加以規劃實施，但
為有效且深度融入正式課程，並基於任課教師的自願參與等因素，乃分別選擇實驗期間為五
年級與八年級各兩班為實驗班。此外，加入本系所博碩研究生 7 人（包括助理 2 人），協助
發展課程教案 / 活動方案。為利於培養相關人員知能且促進彼此分享，共計為實驗學校舉辦
三次增能工作坊（第一次於 2006/04/19 及 2006/05/03 大團體；第二次於 2006/08/25 大團
體；第三次於 2007/01/26、 2007/01/29、 2007/01/30、 2007/01/31 六場次小型分組）。

（三）準實驗研究
1.研究設計
本研究雖重視品德校園的整體營造，但在歷程中勢必聚焦方能確切掌握成效，乃針對實
驗班學生對其學校道德氣氛的感知與道德判斷能力，作為品德校園有無成效的量化指標之
一。因而，採用「準實驗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的「不相等控制組設計」，實驗
組經近一學年的實驗處理，藉由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前後測的情況，以瞭解實驗班於後測對
學校道德氣氛知覺與道德判斷能力是否有所進步並高於對照組。
2.參與對象
針對本研究兩所實驗學校，金國小位於文教區為北市明星學校之一，共 54 個普通班，學
生數約 2,300 人，以國語文及生命教育推動著稱。銀國中亦位於北市文教區，且鄰近多所知
名大學，計有普通班 15 班，學生約 370 人，然因諸多內外因素所致，近年不斷面臨招生減
班的困境。因此，金國小推動品德校園是期望在既有基礎上，加深其教育的均衡發展，而銀
國中則寄望於此重塑校園特色與名聲。茲將本研究之實驗組與對照組列表如次（見表 1）。
表 1 本研究實驗組與對照組說明

實驗
處理
學
校

國
小

實驗組
有系統有組織地接受本研
究班級與全校實施的完整
品德校園方案

對照組一
僅參與本研究全校性方案以及
實驗學校既有品德教育實施

對照組二
未實施本研究品德校園規
劃，但會接受該校既有品德
教育實施

Group01
金國小
五年級兩班實驗班
共 69 人

Group02
金國小
五年級兩班
共 67 人

Group03
甲國小
五年級兩班
共 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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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本研究實驗組與對照組說明
國
中

Group04
銀國中
八年級兩班實驗班
共 48 人

Group05
銀國中
八年級兩班
共 54 人

Group06 對照組二 .1
乙國中八年級兩班共 49 人
Group07 對照組二 .2
丙國中八年級兩班共 56 人

註：本研究對於對照組二之學校選擇，乃分別邀約與兩實驗學校校風、規模與特點相近者，與金國小性質
十分雷同者為甲國小，該校亦提供五年級兩班學生為對照組。另與銀國中小規模與面臨減班雷同處境
者為乙國中（對照組二.1），與銀國中小規模與自由校風相近者為丙國中（對照組二.2），由於此二個
面向均屬重要，故本研究均邀請其提供八年級各兩班加以對照。

3.實驗處理（介入）
針對四個實驗班學生，實驗歷程中的介入兼具全校性與班級性：
(1) 全校性
班級學生代表定期參加學校核心小組會議與工作坊；參與討論與票決「全校親師
生倫理核心價值與行為準則」活動；參與設計「學生公民護照」（銀國中）或是參賽
「倫理核心價值筆記本」（金國小）等學校自發創新規劃與執行活動。其中，共塑學
校倫理核心價值屬品德校園推動的關鍵，其歷程與結果旨在強調品德校園係彰顯民主
公民素養。本研究於 2006 年 3-4 月間，先行透過各團體內部會議（包括教師會、家
長會、學生自治組織等），經由核心小組彙整後提出「候選倫理核心價值」；繼而，經
各集會與網站宣導，以及全校各班班會論辯與討論後，進行全校親師生票選活動；再
由核心小組擬具親師生行為準則，納入學校行事曆與各類課程。
(2) 班級性
奠基於全校倫理核心價值基礎，並融入品德校園核心精神，班級實施包括正式課
程與非正式課程。該課程教案與活動方案，係由筆者指導博碩研究生，歷經半年不斷
研討撰寫初稿，再經工作坊、教案溝通會議，及多次與兩校實驗學校任課教師非正式
溝通修正，最後經錄影試教後定稿會議確定；音樂與體育兩科則是兩校實驗班級任課
教師自願主動嘗試並經討論發展而成。該些課程包括國語/國文科、社會科（公民）、
閱讀、音樂、體育、多元班會，以及跨校服務學習等， 4期以彰顯各類課程均與品德
相關且具融入的可行性（見表 2）。本研究強調的是課程的「調適觀」，鼓勵任課教師
經培訓深入理解本研究精神與內涵後，奠基於教案 /方案的基礎，予以適切的轉化甚而
創新，本研究且針對每一個課程實施，全程錄影並詳實記錄其歷程。

4

該些課程乃因教師之志願參與而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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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品德教育融入各類課程一覽表

國語
/國文

96 學年度實施
(2006/2-2007/5)
國小 4 單元 (8 課時 )
國中 4 單元 (8 課時 )

e.g.國小＜阿嬤與歌仔戲＞，
可彰顯孝親、尊重、關懷等

社會 /公民
+閱讀

國小 5 單元 (15 課時 )
國中 7 單元 (21 課時 )

e.g.國中＜選舉與政治參與＞
可彰顯正義、紀律、誠實等

音樂

國小 4 單元 (16 課時 )
國中 5 單元 (18 課時 )

e.g.國中＜愛的分享＞
可彰顯正義、關懷、心中有愛、
尊重等

1.歌曲欣賞歌詞解讀
2.分享與討論

體育

國小 4 單元 (16 課時 )
國中 4 單元 (16 課時 )

e.g. 國 小 ＜ 大 家 以 起 來 游 泳 ＞ 可
彰顯正義、關懷、紀律、尊重等

1. 運 動 規 則 與 運 動 家 精
神意義解說
2.合作學習與反思

多元班會

國小 4 單元 (8 課時 )
國中 4 單元 (8 課時 )

e.g. 國中小均有＜我們的約定 —
訂定班規＞可彰顯正義、關懷、
紀律、尊重等

1. 以 學 生 為 主 體 且 採 活
動式之班會型態
2. 師 生 共 同 參 與 班 級 氣
氛營造

跨校
服務學習

1.準備階段 (約一個月 )
2.國中小互訪各半天
3.反思活動各半天

e.g. ＜小手連大手＞ ( 銀國中至金
國小參訪 )延展品德校園之空間，
融入服務學習理念 (學習、實踐、
反思 )，彰顯關懷與紀律精神

1. 活 動 均 由 學 生 規 劃 、
執行與檢討，教師與
家長扮演指導角色
2. 強 調 活 動 之 合 作 、 體
驗與反思歷程

融入品德
教育課程

彰顯之品德教育理念
及學校倫理核心價值舉隅

主要教學方式
1.賞析課內外文章
2.師生分享與討論
1. 編 擬 兩 難 困 境 案 例 或
故事
進行道德兩難討論
2.

4. 研究工具與資料處理
本研究所使用工具乃採筆者改編的「品德校園生活問卷」，就架構而言，包括基本資
料、兩則道德兩難假設故事、學校氣氛感受、以及其他等四大部分。以量化部分而言，採用
五點量表，並分為五個分量表：其中道德氣氛感受區分為（ 1） a:學生對尊重的感受；（ 2） b:
學生對友誼與歸屬感的感受；（ 3 ） c: 學生對環境形塑的感受；（ 4 ） d: 學生對正向紀律的感
受；另道德故事判斷為分量表 s:學生對道德故事判斷。分量表 a,b,c 原採美國學者 Lickona
及 Davidson （ 2003 ） 發 展 的 「 學 校 為 關 懷 社 群 概 貌 」（ The School as Caring Community
Profile II, SCCP）， 5擷取其「學生版」中譯而成；分量表 s 係摘取改編自荷蘭學者 Brugman
（ 1998）之研究，以及 Host、 Brugman、 Tavecchio 與 Beem（ 1998）一文所發展的「學校道
德氣氛問卷 —簡要版」（ School Moral Atmosphere Questionnaire, SMAQ-short form）中二則故
事；另分量表 d 則係筆者參考正向紀律相關理論發展而成。 6
該問卷信效度的實徵性檢驗，首先在 2006/08/18 召開針對研究方法的專家諮詢會議討
5
6

可參考李琪明（2004）。我國國中小校園道德氣氛之調查研究。師大學報--教育類，49(1)，1-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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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接著在 2006 年 9 月邀請不同於實驗對象的二所國中國小學生共 70 人實施問卷預試並修
改；並於同月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施行問卷前測，以及於 2007 年 4 月施行問卷後測。三次
問卷施測之內部一致性考驗位於 0.62-0.94 之間（ α ＝ 0.05 ）。資料統計方面乃運用 SPSSPC15.0 統計軟體，並為免除起點行為之差異，乃將前測視為共變項目，採用統計上的共變
數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與雪菲（ scheffe）事後比較。

（四）訪談
本研究為兼顧研究方法之質性面向，另納入實驗學校行政人員、教師與家長之自評與感
想，例如品德校園推動歷程中印象最深刻為何？最感動為何？最挫折為何？成效如何？品德
校園推動前後學校與自我的改變為何？針對品德校園推動中校長所扮演角色的自我期許與建
議為何？並於 2008/05/28 - 2008/06/08 行親師生訪談且進行錄影，作為成果評估的方式之
一。

（五）成果發表座談會
本研究希冀藉由座談會匯聚各方反思與建議，並作為二年研究案的反思與檢討。因此，
於 2007/06/29 邀請專家學者、參與學校（包括實驗學校與對照學校）代表，以及研究生
等，針對本研究之歷程與結果，討論其成效及其推廣的可行性等議題，做為日後學界研究與
政策執行的參考。此外，該成果發表座談會的另一功能為感謝參與研究的所有成員，但有關
實驗班學生與家長因限於人數之故僅能以代表參加，因而在成果發表會前即以感謝函表達謝
意；另對於參與實驗的教師、學生與家長代表等，本案均為每位參與者量身特製感謝狀且一
一致意。

肆、結果分析與討論
一、品德校園彰顯品德教育融入各類課程的可行性？
品德校園除以民主方式建立倫理核心價值外，乃強調將之融入各類課程中，尤其是要打
破以往德育屬「道德」或「公民與道德」課，或僅是訓導處所屬業務的偏失。因而，本研究
強調品德教育可融入各類課程，尤其正式課程在維持其本身特性外，均可有計畫地透過不同
教學方式及素材進行品德教育。對於此種理念藉由本研究師生反應俱佳可證其可行性，但亦
需有相關條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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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生對於品德教育融入課程的反應與回饋
經由訪談與觀察，實驗學校的參與教師幾乎都對於將品德教育融入課程持有正面與肯定
看法，有的甚至自豪地認為其原本就已如此實施；此外，有的老師認為本研究在既有課程中
融入新的品德教育方式與內涵，可對於該科/領域或是各類課程有更多啟發。
例如銀國中任教體育也是自行研發教案的老師表達：
就體育科而言，我覺得融入品德教育是非常可行的，其就像學習有所謂的主學
習、副學習與輔學習，體育的知能是主學習，但是品德教育可以說是副學習或是
輔學習，所以我在體育課中將如何合作與競爭，如何讚賞與肯定他人，以及如何
在體育活動中幫助同學等很自然地納入，而且成效不錯。
銀國中的教務主任也是該校品德教育總協調者指出：
我向來強調任何事盡心盡力完成，對於本案我也是盡量將其結合於我的教務業務
與教學中，除了任教的閱讀課結合資訊教育，將品德教育以多元數位方式提供學
生學習的平台；另外，我也鼓勵各領域教師的教學展示能將該科與品德教育結
合，這些展示出來後自然也對本校產生正向的影響。
至於學生，極大多數國小學生均樂於品德教育的融入課程與生活，也幾乎所有國中小學
生對於跨校活動與多元班會印象深刻且積極參與，另部分國中生則特別提及喜歡道德兩難的
論辯討論。

（二）實踐可行性的條件
由整體專案推動歷程檢討，並訪談實驗學校教師後，推動品德教育融入各類課程確具可
行性，但其需相關條件配合如次： 1.行政單位的積極支持與倡導，尤其是校長與教務處（居
於主要協調處室）的實質鼓勵與具體支援更為重要。 2.最好有現成教案 /方案的提供，使得教
師有所依循，又可在此基礎上有所轉化。 3.激發任課教師主動意願且增強其品德教育教學相
關知能，才能開展與引導品德教育的精髓，否則只是形式與應付。 4.各領域 /學科或是各類正
式非正式或潛在課程，納入品德教育的方式與素材均有不同點，找出品德教育與各該課程的
連結處，就能順利接軌。 5.最重要的是要能讓教師認同品德教育對於各類課程而言，並非外
加而是其本屬教育的目標與環節，且是每位老師的專業職責。

二、品德校園推動後行政人員與教師的品德教育知能是否增長？
根據行政人員與教師自評問卷與訪談結果，絕大多數參與人員均表示收穫良多，且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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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們的品德教育知能和關注有所提升。譬如金國小導師兼國文老師之一的老師即表示：
以往在準備國文課時，只需考慮語文內容的重點，如何將作文妥適安排，以及校
內外有無大活動等納入，以利教學順序的調整，但加入專案後，開始會將品德教
育也納入備課的過程。
又如金國小教務主任亦為該校品德教育聯絡人表示：
雖然國小的行政業務多如牛毛，但無論多忙，現在與教師或學生溝通時，總會提
醒自己要有耐心且採民主的方式，而且我發現在溝通時所費時間雖多，但是達成
的效果很好，我想這是專案給予我的影響。
金國小的校長亦表肯定，她說：
以往本校的專案研究多半是教授起頭後，其餘均由學校執行即可，但本次專案教
授的全程陪伴與指導使我們收穫良多。尤其是這整個過程貫徹了民主的精神，彰
顯品德教育的重點，包括先是徵詢行政主管的參與意願，接著是各年級與各班教
師參與的意願，還要向小朋友們徵詢他/她們的意願以及其家長的意願等。…另外
就是每次的會議與工作坊，教授都是極有效能地準備與執行，並且都有檢討與評
鑑，這也都是我們有待學習之處。
不過，實驗學校中有兩位教師在自評中表示其品德教育知能並未有明顯增長， 7原因是
他 / 她們認為自己原本就是秉持此一理念與原則教學。然而，根據筆者與研究團隊的觀察，
少數行政人員與教師，在一年半的參與過程中，其品德教育知能並未有明顯改變與增長，這
說明即使一年半歷經多次會議與工作坊，對於學校教師本身信念，尤其對於品德教育可能既
存的定見甚或偏見等，要加以調整或吸取新知，顯然是困難度甚高的挑戰，此現象對照教師
道德判斷相關研究亦頗為符合。 8

三、品德校園推動後家長與學生的角色是否被強化與肯定？
家長參與本研究包括三個層面：一是全校家長參加學校倫理核心價值的票選活動，且在
學校網頁與行事曆中得知品德教育推動的訊息；二是參加實驗班級的服務學習活動，其中以
7
8

兩校教師自評表計發出 27 份，回收 19 份，其中 17 份填答教師均認為其在品德教育知能方面有明顯進步。
根據兩篇論文：李琪明（2005）。社會價值重建中的教師道德觀反省─國中小教師道德發展與學校環境影響因
素之質性探討。載於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社會價值重建理念與實踐（pp. 43-76）。高雄：復文。以及 Lee,
Chi-Ming (2005, November). Teachers’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school environment：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in Taiwan’s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 Cambridge, MA, USA. 顯示我國教師道德判斷在「道德判斷測驗」（MJT）的 C 分數為 19.81，屬「低」
的層次（60 分滿分），而且其道德判斷的形成受到諸多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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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陪伴參加跨校活動為主，以及班級分享時的共同參與；三是家長會代表與實驗班級家長
代表參加每月的核心小組會議與工作坊等。 9整體而言，家長表現支持態度，國小尤重於國
中，但論及實際參與則以少數家長頻率較高，而且家長會的整體功能未見發揮。針對參與的
家長訪談，均表示讚許本案的推動，金國小家長會代表表示：
我覺得很幸運本校能推動品德教育，這是家長一向所看重的，只是以往一直找不
到焦點；而今我們選出了學校本位的倫理核心價值，可說讓我們有了具體的著力
點。
另銀國中其中一位家長亦表示：
我原本以為推動品德教育不過就是形式化的事，因為以往太多政策或活動的宣導
了。不過，當我一再地接到相關資料與訊息後，我發現這個專案是用心地在規劃
與執行，所以讓我很感動，也因此願意參與。
至於學生參與本研究包括四個層面：一是全校學生參加學校倫理核心價值的討論與票選
活動，且在學校網頁與行事曆以及學校各類集會中得知品德教育推動的訊息，亦可選擇參加
倫理核心價值圖文競賽，入選後可印製成筆記本插圖；二是學校自治會學生代表於週會時，
輪流講述學校倫理核心價值小故事，並在自治會議時加以檢討改進與籌畫；三是實驗班學生
參加各類品德教育相關課程與活動；四是自治會代表與實驗班代表參加核心小組會議以及工
作坊。
本研究原意是希望能將正義社群中有關學生被賦權發聲的精神加以凸顯，然而想在台灣
中小學場域中實踐並非易事，因而筆者只得以不斷激勵方式加以推動。其中的困難點包括：
一為學生能力不受肯定，學生本身亦無自信，因為以往甚少學生與老師一起開會，而且意見
較不會受到重視；二為學生因參加活動或會議，會相對剝奪其時間的運用與分配，有些老師
或家長甚至認為會影響其課業而加以阻止；三為學生本身亦受到同儕間的壓力，身為代表的
發言與表現似乎被要求標準提升，且花費的時間就更多。
筆者僅能盡量改善如此困境，既增強學生與會的信心與知能，且讓他/她們感受到受到
重視，因而一年半以來可見其成長。金國小教務處組長也是協助聯絡的社會科老師提及：
剛開始的時候，我蠻擔心學生在會議中是否敢發言或是有無建設性的意見，雖然
本校的小朋友很不錯，但在這麼多師長們面前發言並非容易的事。但是，他/她們
做到了，而且有明顯的進步，表現得太棒了。
金國小的學生代表之一也表示：
9

金國小家長另有參與協助該校圖書館蒐集倫理核心價值相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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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先覺得很緊張而且學習單很多，但是後來就不會有那種感覺了。我現在覺得
很有成就感，因為我已經有了一整本的學習檔案，可以紀錄我走過的點點滴滴。
另一位代表也說：
我現在都覺得自己對學校的品德教育有一份責任，所以當我看到有同學不守規矩
的時候，我就會提醒他/她們有關學校倫理核心價值。
同樣地，在銀國中也觀察到學生代表的成長，實驗班學生多半表示跨校活動讓他/她們
印象深刻且有收穫。整體而言，金國小與銀國中的部分家長與學生，確因本案之推動而得以
學習及參與學校品德教育推動，這可說是一個好的開端。不過，銀國中的學生代表中自治會
因學校未運作所以並未發揮影響力，實驗班的第一學期代表也因為受到班級氣氛影響與自身
理念之故而更換，另實驗班中始終有部分同學無法認同專案的推動，他/她們質疑為何選擇
該班為實驗對象，也認為錄影會干擾他/她們，更認為這是「樣版」與「做作」，另有一位家
長也從頭至尾針對本研究提出強烈質疑，甚且認為本研究是在「污染校園」，雖然在歷程中
筆者與銀國中師長一直向他/她們說明與解釋，但是由訪談中所透露出校園師生之間，尤其
是部分學生對於校長存在著的不信任感，可謂影響了專案的推動。
前述現象正說明道德社群的形塑並非一蹴可幾， Kohlberg 等學者於 1980 年代左右在數
個學校實驗正義社群之際，亦同樣產生諸多問題，因而其經由該歷程歸納出道德氣氛之三個
主要序階（ Power, Higgins, & Kohlberg, 1989）： 10序階二是學校尚未形成整體價值或道德規
範，學校成員各行其是且缺乏信任與歸屬，並未形成整體校風；序階三是學校已漸形成整體
價值或道德規範，學校成員間彼此關懷且認同學校；序階四是學校已儼然形成整體價值或道
德規範，每一成員均積極參與校務且共享權利與義務。由此觀之，兩所學校均未達到序階
四，因而學校本身的氣氛與文化，儼然與品德校園推動形成互為因果關係。未來努力之道如
同兩所實驗學校家長代表所共同指出的關鍵點：
我們希望品德教育的推動能拓展至全校，而且希望這是連續性且長期的推動，一
年半還是太短了。而且，更希望不因人事的更迭，而中斷了對品德教育的重視。

四、系統且密集的品德校園推動是否證明其有效性？
（一）訪談與觀察結果
就訪談與觀察師生的反應觀之，系統且密集以及全校與班級課程兼具的品德校園推動的
確有其必要，行政人員、教師及家長多表肯定，因為隨機教育很容易將之忽略；學生亦多半

10

從第二序階開始集體規範形成，第一序階被視為仍停留在個人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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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喜歡該些課程與活動安排， 11而且覺得班級氣氛更好。因此，整體而言可證其有效性。

（二）問卷調查結果與剖析
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問卷調查前後測結果加以分析，結果發現本研究在校園氣氛良
好的國小不易凸顯其成效，但在國中階段則確實能達到有效性，茲剖析如次： 12
1. 就後測平均分數而言，以描述統計針對實驗與對照共七個群體分析，以 a 分量表 (五點量
表 ) 為 例 ， 可 得 知 國 小 實 驗 組 （ 3.6582 ）、 國 小 對 照 組 一 （ 3.6111 ）、 國 小 對 照 組 二
（ 3.5135），以及國中實驗組（ 3.7037）三者，基本上可視為分數呈現相近的一群；另國中
對照組一（ 3.2063）及二 .1（ 3.0386）二 .2（ 3.3965）三者可視為另一群，且分數明顯低於
前一群體，其他四個分量表也顯現雷同結果。
2. 就國小實驗組而言，後測五個分量表所得分數依高至低為： a 學生對尊重的感受（ M =
3.6582, SD = .5799）、 d 學生對正向紀律的感受（ M = 3.6347, SD = .6257）、 b 學生對友誼
與歸屬感的感受（ M = 3.5455, SD = .5917）、 c 學生對環境形塑的感受（ M = 3.4545, SD
= .7291）、 s 學生對道德困境的判斷（ M = 2.9890, SD = .3233）。其中，前三者分數甚高，
對於環境形塑稍低，道德困境的判斷則偏低。
3. 就國中實驗組而言，後測五個分量表所得分數順序與國小相同： a 學生對尊重的感受（ M
= 3.7037, SD= .5735）、 d 學生對正向紀律的感受（ M = 3.5901, SD = .7730）、 b 學生對友
誼與歸屬感的感受（ M = 3.5284, SD = .6718）、 c 學生對環境形塑的感受（ M = 3.5222, SD
= .6925）、 s 學生對道德困境的判斷（ M = 2.9266, SD = .4404）。其中，前四者分數均
高，對道德困境判斷偏低。
4. 就國小實驗組與對照組而言，五個分量表經共變數分析均未達顯著差異。換言之，本研究
在國小部分的推動與執行，其學生感受校園道德氣氛方面未產生明顯效果，推測其原因可
能有四：一是金國小與甲國小皆為聲譽良好且素有重視品德教育風氣的學校，由前後測分
數 得 知 其 分 數 均 高 ， 是 否 因 此 產 生 統 計 上 的 「 天 花 板 效 應 」， 值 得 深 究 ； 二 是 分 量 表
a,b,c,d 測量學生的感受，金國小學生是否因推動品德教育而自我要求提升，導致分數下
降，亦為可能原因之一；三是對照組為金國小兩班以及甲國小兩班，其平時的教育過程中
是否因各種因素而重視品德教育的推動，所以雖然未接受本研究品德校園的執行，仍可能
有實質的品德教育施行，此由學生填寫的問卷中亦可得知；四是金國小實驗班是否準確地
施行本研究品德校園的精神與策略亦值商榷，尤其是本研究無法控制所有變數或正負面影
響因素，均為推動品德教育的最大限制。
5. 就國中實驗組與對照組而言，五個分量表中有三個達顯著差異，包括分量表 a（ F = 4.077,
11
12

不過也有學生反應學習單過多造成負擔，另則不喜歡被稱為品德班感覺有壓力。
受限於全文字數之限制，本文無法列出所有細部的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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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8）、 d（ F = 4.438, **p = .005）與 s（ F = 3.490, *p = .017），而且實驗組在前述三
個分量表的後側平均分數（ a = 3.7037, d = 3.5901, S = 2.9266）明顯高於對照組一（ a =
3.2063, d = 3.1243, S = 2.7136）與二 .1（ a = 3.3086, d = 2.8913, S = 2.5018）及二 .2（ a =
3.3965, d = 3.2244, S = 2.6698），表示國中階段有系統地推動品德校園可達明顯成效。

伍、反思與建議
一、反思
執行本研究雖收穫豐碩且得極大啟發，但其中困難度與花費心力遠超筆者初始預估，故
將重要心得與歷程反思分享如次：

（一）品德校園文化營造彰顯之特點與推動時需掌握的原則
根據前述研究結果與討論，品德校園在理論與實踐辯證中，可彰顯十個特點，此可作為
其他學校有意實行品德校園所需掌握的原則與強化要項： 1.奠基於正義、關懷、正向紀律與
公民社會等理論基礎； 2. 連結理論研究與教育實踐並時時加以反思其間的連結； 3.強調學校
本位的校園文化； 4. 以多元、創意與民主方式及策略實施品德教育； 5. 強調校長道德領導以
及學校行政部門彼此合作； 6. 強調教師在品德教育方面專業成長； 7. 著重學生家長積極參與
推動品德教育； 8.彰顯對於學生信任且賦權； 9.增進學生結合服務學習以及社區關連性； 10.
具備有系統有步驟的品德教育計畫、執行與評鑑。

（二）品德校園由理念原則與策略發展至套裝課程/活動方案
品德校園之提出及原先理念構想，乃是一種著重發展歷程且以學校為主體的校園營造方
案，所以原本＜方案＞所預設的僅是基本原則與運用策略，而非套裝課程或活動提供學校直
接採用。豈料無論是焦點座談或是實驗學校，咸認為參與者對於品德校園概念尚稱模糊，且
學校業務繁忙，邀請教師參與實驗已屬困難，更遑論主動發展創新研究，所以決定由本案研
發課程教案 / 活動方案，再提供實驗學校進行。不過，因諸多因素限制，研發的數量並未擴
及所有科目。對此，以目前我國中小學現況而言，將來品德校園之推廣，仍須兼顧歷程且提
供更周詳的套裝方案，以使學校有所具體依循，但需保留學校特色發展的空間與彈性。

（三）品德校園推動需建立參與人員的支持與良性互動
教育研究的焦點是人，其雖為最困難之處，但也是印象最深刻與最感動的來源。首先是
兩位實驗學校校長的鼎力支持與排除萬難，為本研究推動的最大助力，所以筆者常需當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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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與兩位校長保持良好溝通；其次，兩校均為教務主任負責盡職且主動積極地協調及執行
本研究，其中屢遭困難之際，均與筆者相互商議且彼此激勵；再者，兩校參與的主任與教
師，大多按本研究推動要項執行甚而創發，但整體而言在積極度方面略有差異，且極少數教
師始終存有疑慮或是以較為消極方式表達，即便歷經研究後其知能的改變亦不明顯，而且原
期盼的教師會功能似未發揮；此外，家長會與家長代表由原先的疑慮觀察至支持，是對本研
究的一大激勵，然而家長會發揮的功能未加擴展甚為可惜；最後，國小學生始終支持本研
究，僅有少數學生表示學習單過多以及壓力有些大，但在國中學生而言，則分為兩個極端，
一是感覺由此歷程得到成長所以極為支持本研究，二是有少數學生始終消極與抗拒本研究，
且認為這是樣版，錄影亦對其產生了干擾等，此些反應似與該校相關措施以及師生互動文化
有關，令筆者無法使力且略感遺憾，但也凸顯學校道德氣氛發展的重要。

（四）研究者在品德校園中需扮演多重角色並引進各方資源
筆者在品德校園推動中扮演的角色兼具理念建構者、實踐推動者與觀察調查者等多重角
色。在核心小組會議以及各類溝通會議與工作坊中，筆者審慎規劃並親自主持與推動，以掌
握本案精神且避免增加學校的負擔。然而，其中有兩點必需思量：一是筆者何時及如何「放
手」讓實驗學校推動，此一適切拿捏有賴歷程中建立信任與溝通，筆者除以誠意建立良好關
係且適切建言外，盡力形成書面文字完整傳達訊息與內涵，以利推動者確實掌握本研究精神
與原則；二是如何由「教授的專案」變成學校親師生認為「我們學校的專案」，筆者一方面
盡量發掘實驗學校的特色且鼓勵其研發外，另則藉由鼓勵申請與執行＜教育部友善校園人權
教育示範學校專案＞（最終得獎入圍且有經費補助），以及《天下雜誌》 2007 年 6 月特刊
「教出品格力」專訪報導，使得實驗學校由被動變成主動角色。不過，金國小的校長隨著本
研究結束功成身退，銀國中的重要推手教務主任也暫離其崗位， 13品德校園能否在兩校永續
發展仍待觀察。

二、建議
（一）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 強化對於研究對象之瞭解與溝通：進行研究前可藉由各方資訊先行瞭解實驗 / 推動學校的
校風、特點及其既有的品德教育推動現況，據以瞭解助力及阻力並增加合作的順暢性；而
且需以民主尊重且資訊充分告知的態度與方式，對待所有參與者，包括教師、家長與學
生。研究歷程中可藉由觀察或訪談親師生的反應與建議，適度溝通與強化其對研究案的瞭
解與認同。此外，實驗期間同時兩所不同教育階段學校進行，固然花費雙倍心力，但其自

13

銀國中教務主任於一年後重返原崗位，且強調仍會持續推動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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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產生合作分享與良性競爭關係，有利於實驗的推動與反思比較。
2. 深化研究方案之設計與內容：本案在研究歷程中提供完整詳盡的推動手冊，並經由工作坊
與各種會議的培訓增強其知能，確實有利於參與學校精準確實掌握品德校園的精髓與原
則。不過，在推動各類課程的教案設計與活動方案尚嫌粗糙，且在量化部分僅發展學生的
道德氣氛知覺量表，故針對個別課程與活動的規劃，及其對全校親師生之分別成效評量可
再予以深化。
3. 延伸研究期間促進文化形塑：本案期程進入校園一年半似仍為不足，建議可再增加至少一
個循環。其中，多元班會與跨校服務學習頗受好評，可深化強化，另需增強道德討論與論
辯的機會，尤其在國中階段既受學生歡迎也有其教育價值。此外，亦可鼓勵參與學校進行
學校整體或教師個別的行動研究，以逐步形塑品德校園文化。

（二）對教育主管行政機構的建議
1. 實質推動：教育行政機構對於品德教育的重視，將是品德校園推動的最大後盾。因此，除
有公開宣示外，亦宜以實際行動表達，包括訂定實施方案、經費支援、活動舉辦或委辦、
進行選拔與評鑑等，都可促使學校主動或被動地關注品德教育。不過，獎勵宜多於懲處，
分享重於比較；鼓勵多元與學校特色，避免成為統一化且由上而下的命令要求；激勵實質
深度的推動，避免嘉年華會或表淺的形式。
2. 人才培訓：教育行政機構宜提供人員培訓以提升品德教育相關知能，有關教師職前教育學
程中宜納入相關科目，在職後亦應定期要求進修品德教育相關知能，且可作為教師甄試與
考評項目之一；其次，對於校長與主任的養成過程與甄選標準，宜將品德教育相關知能以
及道德領導能力等納入考量；再者，對於家長與社區人士，要成為品德教育推動夥伴者，
亦宜提供相關知能培訓。
3. 獎勵研究：教育行政機構宜鼓勵品德教育兼具理論與實務的研究，以強化與深化其科學與
專業，避免以個別經驗或民間團體目標，甚或是蘊含偏見與意識型態者進入校園，可能導
致諸多負面潛在課程。因而，宜鼓勵學者進行長期的品德教育研究，對於中小學則鼓勵其
行動研究，方能使品德教育發展得以永續經營並深耕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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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aiwan’s educational reform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nd the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study focused on how to plan,
implement and evaluate a character-based school culture (CBSC) project to meet
the needs of Taiwan’s moral education. The CBSC was a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project, one inspired by several theoretical models of “school
culture” and “moral atmosphere.” The CBSC adapted comprehensive American
model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programs to fit Taiwan’s educational system. The
author conducted this research project from August 2005 to July 2007 in one
elementary school and one junior high school. The methodology,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was drawn from symposia workshops, meetings, interviews,
surveys, and observations, and made use of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 CBSC project showed that it is feasible to infuse
character education into diversified curricula. (2) The staff members of the
schools involved enhanced their ow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character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 CBSC project. (3) The CBSC project promoted students’
autonomy and enhanced their parents’ ability to collaborate in school character
education. (4)The CBSC project, featuring systematic and intensive character
education, manifested its effectiveness especially 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Furthermore, the author made several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process and
products of planning,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the CBSC project. Finally, the
author made recommend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based school culture in Taiwan’s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Keywords: character education, school culture, moral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