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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養」是個體為了發展成為一個健全個體，因應生活情境所不可欠缺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因此「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
「歐洲聯盟」
、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強調「素養」是培育能
促進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高素質國民與世界公民之基礎。素養與個體所處的生活情境有著密切
的「整體」關係，包括了個體所處外部生活情境之下的各種社會場域複雜任務要求，個體內部情
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主體能動者的行動等素養的構
成要素，以及其間的複雜關係。本文提出素養的模式，具有四個構成要素: 一、素養的模式構成
要素之一是個體外部所處的生活情境，特別是個體必頇因應生活情境的各種社會場域複雜需求；
二、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二是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特別指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
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三、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三是個體的
行動，特別指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責任之行動；四、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四是「整體」互
動體系，特別是個體在生活情境要求下，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知識、能力、態度之一種「整
體」因應互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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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EU）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等國際組織十分強調「素養」的重要性（Rychen &
Salganik, 2003）
，特別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進行「素養的界定與選擇」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研究（陳伯璋、張新仁、蔡清田、潘慧玲，
2007）
，期盼能做為各國進行課程改革之參考（Kennedy, 2010；Malewski, 2010；OECD, 2010）
，以
協助個體獲得「成功的個人生活」
，進而建立「功能健全的社會」
（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此一新興的課程改革議題，值得深究，本文特就素養的理念進行分析，並就素養在課程改革中的
意義及角色扮演，以及課程改革中的素養模式分析加以論述，指出素養模式的四個構成要素，這
些都是進行課程改革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貳、素養的理念分析
「素養」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究的理論構念。就「素養」的理念而言，
「素
養」是指個體為了發展成為一個健全個體，必頇因應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的知識
（knowledge）、能力（ability）與態度（attitude）
（蔡清田，2010a；2010b；2010c）
，「素養」不只
是知識，也不只是能力，更有態度的意涵，「素養」不只是知能（literacy），而是在知能之上，再
強調態度的重要性。換言之，素養，是個體的一種適當的或已準備妥當的狀態或潛在特徵，能具
備某種知識、能力或技能、態度等行動先決條件（Weinert, 2001），以勝任某種生活環境脈絡情境
或職業工作場域的任務要求，
「素養」這種理論構念，有助於個人獲得成功的生活與建構功能健全
的社會（Rychen & Salganik, 2003）
。特別是，
「素養」是個體基於生活環境脈絡情境的需求，激發
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情意等等行動先決條件，以展現主體能動者的
行動，並能成功地因應生活情境的複雜任務要求之一種整體因應行動體系。就此而言，素養在課
程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素養在課程改革中的意義及角色扮演
「素養」受到「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盟」等國際組織所
進行之跨國研究的重視，透過研究進行「素養」的界定與選擇，並據以培育並提升其會員國國民
的素養，協助其國民在社會參與、公民生活、國家發展和終身學習上發揮功效。就「素養」的意
涵而言，素養的內涵己經擴及至終身學習、參與社會及公民責任等各種生活情境社會場域範疇所
需的素養（蔡清田，2010a）。由於科技日新月異、新型態的經濟與社會活動，促成變動不已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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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情境，而素養正是個體面對生活情境的實際問題與可能挑戰時，能應用知識、能力與態度，採
取有效行動，以因應生活情境的複雜需要，達成目的或解決問題的需要，是個人生活必備的條件，
也是現代社會公民必備的條件（蔡清田，2010b）
。可見，「素養」被國際組織的先進國家當成課
程改革的 DNA，是優質教育改革之 DNA，亦即是教育基因改造的核心，更是透過課程改革以促
進「個體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核心，以協助個體獲得「成功的個人生活」
，進而建立「功能健
全的社會」
，一方面，素養可以協助個體獲得「優質生活」
（蔡清田，2011; Rychen & Salganik, 2003)；
另一方面，素養可以協助人類因應「資訊社會」及「優質社會」的各種生活場域之挑戰（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肆、課程改革中的素養模式分析
就課程改革中的素養模式分析而言，素養在課程改革中被國際組織的先進國家當成課程改革
的 DNA，是優質教育改革之 DNA，更是透過課程改革以促進「個體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核
心。其最主要的關鍵是「素養」的各項要素所組合而成的模式，與個體所處的生活環境脈絡情境
有著密切的「整體」關係（Rychen & Salganik, 2003），包括了個體所處外部生活環境脈絡情境之
下的各種社會場域複雜任務要求（Canto-Sperber & Dupuy, 2001），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
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主體能動者的行動等素養的構成要素，以及其間
的複雜關係（蔡清田，2010c）
。換言之，素養的模式，是個體成功地因應生活環境脈絡情境之下
的各種社會場域複雜任務要求，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知識、能力、態度之一種「整體」因
應互動體系（蔡清田，2011）
，這些都是進行課程改革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素養是激發主體能動者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
決條件，不僅促成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責任之行動，更能透過互動的歷程，以因應外部生活
情境的各種多元社會場域之複雜需求，這是個體生活所必頇具備的條件，也是現代社會公民的必
備條件。這是一種所謂修正的素養展現模式（Weinert, 2001）
，這種修正的「素養展現模式」
，不僅
重視較為內隱的「理論構念的素養」，更重視「實質展現的素養」，亦即更為重視較為外顯的特定
能力或技能的素養，強調一般日常生活所通用的問各種社會領域與特定領域之知識、問題解決能
力、批判思考能力、自信心、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等等行動。這也是一種以需求功能取向與整體
觀點，來界定素養的模式，其焦點是個體根據生活情境之下，各種社會場域所需要因應的選擇、
決定等行動（Rychen & Salganik, 2003）。詳言之，素養可以協助個體成功地因應外部生活環境脈
絡情境下的各種社會場域之複雜任務要求（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激發個體內部情境之
社會心智運作機制的認知、技能與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展現個體成為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
知識、能力、態度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
換言之，素養是經由激發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情意等等行動先
決條件，協助個體得以成功地因應外部生活環境脈絡情境的各種多元社會場域複雜任務，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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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能力、態度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此一模式具有四個重要的理論構念之構成要
素: (一)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一是個體外部所處的生活情境，特別是指個體必頇因應生活情境的
各種社會場域之複雜需求；(二)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二是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特
別是指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三)素養的模
式構成要素之三是個體的行動，特別是指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責任之行動；(四)素養的模式構
成要素之四是「整體」互動體系，特別是指個體在生活情境任務要求下，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
動的知識、能力、態度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茲分述如次:

一、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一是個體外部所處的生活情境，特別是指個體必頇因應生活情
境的各種社會場域之複雜需求
「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一是個體外部所處的生活情境，特別是指個體必頇因應生活情境
的各種社會場域之複雜需求，特別是素養能協助個體成功地因應外部生活情境的各種社會場域複
雜需求。素養是個體基於外部生活情境脈絡的需求，激發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
知、技能、情意等等行動先決條件（Weinert, 2001），以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行動，並能成功地因應
外部生活情境的複雜任務要求之一種整體因應行動。就素養的理論構念之模式而言，素養不只是
消極地因應外部環境刺激的需求，素養是個體與所處生活情境的一種有效互動，
「素養」與生活情
境的關係密切（Rychen & Salganik, 2003）。例如「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2006 年科學素養的內涵與評量架構，就包括了生活情境、知識、
能力與態度四個彼此相關的向度（林煥祥、劉盛忠、林素微、李暉，2008），因為知識、能力及
態度與生活情境脈絡無法脫離，而學生在生活情境脈絡中表現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正是其素養
的展現（張銘秋、謝秀月、徐秋月，2009）
。
而且素養的模式，是需求取向的，必頇符合個人的生活情境的需要或挑戰，也可能和專業的
工作職位、社會角色、個人計畫有關的（Stahl & Wild, 2006）；生活情境牽涉到個體所處外部環
境脈絡廣大的人、事、物所構成的各種生活問題與工作挑戰（Stoof, Martens, van Mrriënboer, &
Bastiaens, 2002），各種生活問題與工作挑戰所構成的各種多元社會場域任務屬性並不相同。例如，
「國際成人素養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所界定的「素養」
，定義為現代公民所需為了達成有效的社會參與的各種素養，其素養的
適用情境包含了個人家庭、健康、消費、休閒、職場、教育與訓練，以及社區和公民，而素養能
協助個體成功地因應外部生活情境所需要的各種多元社會場域複雜需求，獲得社會興趣、規範、
權力關係、社會互動等為基礎的一組社會地位動態組合之社會資本。
個體常常需要結合運用不同的素養來達到情境的要求，不同的情境所要求的素養之組合亦有
所不同，這些情境的變異來源可能包括文化的規範、科技的普及程度、以及社會和權力關係（陳
伯璋、張新仁、蔡清田、潘慧玲，2007）。因此，若要對「素養」有更明確的理解，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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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就有其重要性。特別是「情境」的意義在於觀察、引導素養的學習與展現，以及透過問題情
境的挑戰，使個體素養的知識、能力、態度轉化展現成為具體的行動。素養的世界觀是複雜多變
化的、相互依賴的、卻可能是彼此矛盾衝突的、充滿挑戰的，不僅是國家、社群、制度、組織是
如此，甚至連個人的心智情境也是如此。不確定性是複雜多變化的世界之一種結果，這對個體具
有許多啟發。當生活世界越來越複雜多變，情境就越來越具不確定性，個人與社會都必頇透過學
習以獲得素養，以協助期能以有意義而能管理的方式，來因應情境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素養可以協助個體在特定情境中，能成功地滿足外部情境中的各種多元社會場域之複雜需
求，順利執行生活或工作任務（胡志偉、郭建志、程景琳、陳修元，2008）
，這是以「需求取向」
或「功能取向」的論點來界定素養（Rychen & Salganik, 2003），是一種能成功地回應個人或社會
的複雜需求，強調「廣泛及整體的觀點」
，不限於學校教育或職業生涯所需取得之素養，前瞻性地
探索未來各種多元社會場域當中，個人應具備那些素養，獲得社會興趣、規範、權力關係、社會
互動等為基礎的一組社會地位動態組合之社會資本，同時促成「成功的個人生活」及「功能健全
的社會」。
從「功能取向」的論點觀之，素養的模式，十分重視個體所遭遇到生活情境各種場域之複雜
需求及其所帶來的挑戰與衝擊，這的確需要透過課程理論、評量模式、職業調查、工作分析、生
活情境分析，以提供有價值的資訊，以協助個體與社會，去面對並因應處理這些需求的特質、表
現規準與素養的指標。特別是經由觀察學習者所處的生活情境各種社會場域需求以及學習者的行
動等，不只可以發展一套關於素養的理論，並可將此理念付諸實踐，以成功的因應日新月異的科
技快速變遷、全球化、知識經濟的發展（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
換言之，這是採用「需求取向」或「功能取向」的論點，強調個體在各種社會場域複雜情境
中，如何藉由自我、思考、選擇、及行動，來獲致成功人生或優質生活等理想結果（洪裕宏，2008）
，
以培養社會好國民、世界好公民，讓國家更有競爭力，人民生活更好。素養的理論模式之基本假
設，是個體與所處的生活情境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動態的。素養是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
作機制與置身所處外部生活環境脈絡，進行情境互動的過程與結果，光從單一的個體，是難以有
效的解釋個體在情境中所採取的行動。個體並不是生活在真空當中，個體的行動是發生在生活環
境的政治、工作、健康醫療等等各種社會場域的複雜需求之中，此種將素養視為是生活環境脈絡
情境不能分割的一部份，這種論述也呼應了情境學習論所強調情境對於學習的重要性（Lave &
Wenger, 1990）
，亦即素養可以從生活環境脈絡的情境中進行學習，並可在生活環境脈絡的各種多
元社會場域情境中加以運用，因此與生活情境的關係密切（Oates, 2003）
。
特別是在多元文化主義社會與後現代主義社會當中，個體所必頇面對與處理的情境，往往是
充滿差異與矛盾衝突的情境（Haste, 2001）
。面對複雜情境，個體的反應，往往是設法降低問題的
難度，以減輕情境的複雜程度，並避免採用艱難的方式，而採取趨易避難的方法或變通的策略，
以因應差異與矛盾衝突的情境。在許多情境之下，這種因應策略並非不實用，而且通常代表著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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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對情境有一個整體的瞭解，而能與所處的生活世界進行互動。個體在面對在這個複雜多變的
世界所充滿的各種不同複雜需求，不宜急著去追尋便利又快速的唯一問題解答或非此即彼的單一
解決途徑，以避免掉入一刀兩斷二元對立的絕對極端之中，而是要去學習面對並處理緊張對立的
情境，例如，自由與均等、獨立自主與社會關聯、效率與民主、生態與經濟、差異與統一、創新
與傳統，個體宜將看來似乎矛盾衝突、對立不一致而彼此不相容的目標，加以統整成為一個整體
的不同面向（Rychen & Salganik, 2003）
。特別是，經濟成長與生態保育之間緊張關係，其可能的
問題解答是永續發展的理念，承認其間的複雜性與動態性以及互動影響，而非將其視為分離而不
相關的或彼此對立而相互排斥不相容的目標。另一個例子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同樣地，兩者的
關係也是如此，個人是獨立的個體，但是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是辯證的、動態的，關係十分緊密、
相互依存。
當代多元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動態性與多面向的問題，通常可用一種整體的途徑加以回應，
個體處理模糊不清與矛盾衝突的立場與行動，其本身並不會有太大的挑戰。真正的挑戰是，個體
必頇在其素養當中表現出反省與學習，個體必頇有技巧地並反省地呈現多元的、動態的、衝突的
面向，並且瞭解可能不只有一個解答問題的方法或解決途徑（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當
我們瞭解世界的複雜圖像，其所需的素養，便是能以具有創造力的因應方式，去管理差異與不一
致性，避免掉入不成熟的相對主義（Haste, 2001）
。因此，個體必頇學習去思考，並採取一種更為
統整方式去行動，並經常考慮到表面看似衝突矛盾不相容的理念、邏輯與立場，及其多面向背後
的相互關連與彼此關係。

二、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二是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特別是指個體內部情
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
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二是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特別是指個體內部情境的社
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而且素養能激發主體能動者個體內部
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就素養的理論構念之模式而
言，素養是經由激發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情意等等內在結構的行動
先決條件，以成功地因應外部生活環境脈絡情境之下的各種多元社會場域複雜任務，及其所要求
之知識、能力、態度的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Rychen & Salganik, 2003）
。
素養能激發主體能動者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
決條件，這種論點合乎人文主義教育學者強調，要因應學生學習是知識的獲得與組織、心智技能
的發展及擴展其理解等不同學習方式，藉著有趣的問題，鼓勵探究、引導其運用心智並進行各種
學習體驗與回應（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特別是素養的學習有其不同的廣度與深度，就
廣度而言，素養的內部結構包涵了廣大範圍的屬性，包含知識、能力、態度等等行動的先決條件，
已經超越行為主義層次的能力，其內涵比一般的能力較廣，包括認知的技能或心智能力與非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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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與情意（Weinert, 2001）。素養統整了認知的技能或心智能力諸如分析或批判技能、作決定
的技能、問題解決的技能，以及結合以認知為依據的個體內部情境之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並激發
其動機、情緒與價值，以促成個體的主體性的展現或行動，有助於激發主體能動者個體行動之成
就動機，提升其工作的品質，並同時強調生活情境的需求與功能。
就深度而言，素養涉及主體能動者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
價值動機等較高階的複雜心智，而非低階的單一認知或技能，結合知識、能力與態度為一體，以
整體掌握知識、能力與態度，而能在適當時機回應生活情境的複雜需求之任務行動。詳言之，素
養，是整體性的理論構念，是學習者作為主體能動者接受教育後，誠於中而形於外的任務行動，
牽涉到內在動機、自我概念、認知、技能等，特別是指在生活情境的各種社會場域複雜需求之下，
激發主體能動者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與情意價值動機等層面的整體行
動先決條件，以回應生活情境的各種社會場域任務行動之需求。

三、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三是個體的行動，特別是指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責任之行
動
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三是個體的行動，特別是指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責任之行動，而
且素養能促成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責任之行動。特別是素養可以透過展現，使個體素養的知
識、能力、態度轉化成為具體的行動。這種素養的模式，是一種「修正的素養實作展現模式」
，不
僅重視認知層面之「理論構念的素養」與技能層面之「運作歷程的素養」
，更重視行動層面之「實
質展現的素養」
。這種「素養實作展現模式」，比較重視較為外顯能力或技能的實作展現之素養，
特別強調一般日常生活所通用的各種社會領域之知識、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自信心、
溝 通 互 動 及 社 會 參 與 等 等 「 行 動 素 養 」， 而 且 也 展 現 出 個 體 能 動 者 的 行 動 主 體 性 與 責 任
（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行動主體性，係指行動主體能夠具有自主行動力與所處環境主動進行互動，包括積極學習與
成長，而責任包含三個層面：對於所屬社群的義務與職責、關心與關懷與自己相關的人、以及重
視個人承諾與價值的自律自主性（Haste, 2001）
。綜合而言，具有素養的個人，是「具有自我效能、
能注意到未來發展且進行規劃、能對改變進行調適、具有責任感、相信個人的影響力與態度情意
的承諾」
。是以，負責任的行動主體，是要去根據他們所經驗的個人的與社會的目標以及整體生活
觀點，去反省檢討並評鑑其在所有的生活層面行動，並假定其對事物、行動、事件、經驗的意義
與重要價值，有一個整體的理解。此種創造、開展、應用意義、知識、規則與價值等等歷程的學
習與反省，都是人類必頇因應不同環境脈絡情境的許多複雜需求之一種個體內部情境之社會心智
運作機制。
素養同時涉及到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對生活情境的事件、客體及問題的界定，以及當時的行
動情境，必頇對於主體能動者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與對象互動，以及何以如此做出說明，才能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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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日常生活及其社會問題。主體能動者的行動，必頇處於並透過特定的條件，才能被實現，行動
必頇依循其所置身的特定情況而定，這些特定的情境是完成行動所需要的必要條件。因此，要瞭
解行動，必頇瞭解行動者如何建構出行動的進行過程，而且在此過程中，所考量到行動實際運作
之際所身處的條件，以及所置身的情境（陳伯璋、張新仁、蔡清田、潘慧玲，2007）。
換言之，個體能以主動的、積極的與負責的行動，去因應生活環境的挑戰，同時強調符合各
種社會生活情境的要求，而展現個體優良表現的行動特質。特別是，素養強調個體展現主體能動
者的行動，主體能動者的行動與情境的關係是辯證的關係，是相輔相成彼此建構，主體能動者扮
演反思的實踐者，在反思實務工作情境當中，透過行動反思與學習，主體能動者的行動，會受到
情境的影響而改變，同樣地主體能動者的行動，也會透過主體的能動性而改變其置身所處的情境。
「素養」的模式，強調具有素養的個體，是能在多元民主的社會與自由經濟社會中運作良好
的個體（Carson, 2001），其所強調的價值是積極創新應變的企業家精神、承擔個人的責任，個人
不僅要具有適應力，更要有創新性、創造力、自律自主、自我激勵等等知能，以承擔起在擔任家
庭父母、夥伴關係、雇主或雇員、公民、學生、消費者等等各種多元社會場域之中進行決定與採
取行動所應該承擔的責任。
「素養」的模式，強調具有素養的個體，不只是遵守別人的教導，更要有成熟的道德與心智，
以建構其知識與行動指引，能具有獨立思考判斷。負責任之行動，是指個體必頇因應來自各方不
同的期望，願意去質疑理所當然的問題（Canto-Sperber & Dupuy, 2001），並將社會化的壓力，視
為反省與檢討改進的事項，有時甚至可加以重組（Kegan, 2001）
。負責任之行動，是指承擔起自己
觀點的創始者，以負起應該承擔的責任，並根據自己的目標加以修正（Haste, 2001）
，但是，這並
沒有否認個體仍是社會中的一員，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是一體兩面，個體自我認同的意義，仍與個
體所處的社群關係十分密切的。
更進一步地，
「素養」的模式，與個體所處的生活情境有著密切關係，而且個體的素養雖能因
應舊情境所需，但卻不一定能因應新情境的需要。因此，個體必頇透過「類化」過去既有經驗的
遷移以及「調適」
（Oates, 2003）
，以便能成功地因應新環境脈絡情境的複雜需要（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一方面，個體可以透過學習獲得素養，以因應生活情境的需要。但是，個體所原先
具備的素養，以及個體面對新情境所需要的素養之間，可能存在著差異。因此，另一方面，個體
就必頇透過調適，將所具備能因應舊情境之素養加以調整轉化，來因應新情境的需要。此種因應
新情境所需的素養，是不同於可從舊情境加以類化，這種調適是相重要的，這種調適的觀點也呼
應了心理學者皮亞傑所主張的個體所具有的素養與新情境之間的動態辯證歷程。在調適的過程當
中，個體可以分析新情境的需要，將其原有的知識、能力、態度等素養加以主動反省地運用，並
加以調整轉化，以因應新環境脈絡之所需，並應用到各種不同場域的生活情境（Rychen & Salganik,
2003）。
素養能促成個體的主體能動者的行動，素養能協助個體採取行動以成功地因應生活情境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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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場域需求（Canto-Sperber & Dupuy, 2001），這種論點與 Weinert（2001）所描述的素養之行動模
式理論相當一致，顯示了個體身為一個主體能動者，可以統整了的認知、技能、情意等行動的先
決條件，代表了一種自律自主的複雜控制體系，以促成個體的主體性的行動展現。換言之，素養
的理論構念之模式，統合了個體的心智能力、特定內容的知識、認知技能、特定內容的策略、動
機傾向、個人價值取向、社會行動等成為一種複雜的行動體系。素養，是指從事一項任務時所需
的認知、技能、情意價值觀等行動條件，行動有其「意向意義」
，行動是有意義的行為，行動是計
畫行為的實現，行動的意義是行動所對應的計畫行為，藉由行動，逐步實現計畫(蔡清田，2008)，
在行動進行之前，個體心中對所要進行的行動具有一個圖像，所以行動是「計畫的行為」
，也就是
說，行動是「有意識的」
。亦即，行動是「有認知的」
、
「有技能的」
、
「有情意的」素養，素養在特
定脈絡中發展並且擁有意義和目的的價值。

四、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四是「整體」互動體系，特別是指個體在生活情境任務要求下，
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知識、能力、態度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
素養的模式構成要素之四是「整體」互動體系，特別是指個體在生活情境任務要求下，展現
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知識、能力、態度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素養是個體在生活情境
任務要求下，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知識、能力、態度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而不
只是單一的情境，也不是單一的知識、能力或態度，更不是單一的行動；素養是個體成功地因應
在生活環境脈絡情境之下，各種多元社會場域複雜任務要求之知識、能力、態度的一種整體因應
互動體系（Canto-Sperber & Dupuy, 2001）
。是以，學生學習是發生在有意義的「情境」脈絡之下，
才能確保學習者的主動參與，及獲得適應現在生活的機會。素養是互相關聯影響的，並應透過動
態的方式來進行互動，使學習者能獲得特定素養內涵。
總之，素養是在外部「情境」觸動下，牽動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
技能以及情意等所發展出來的行動先決條件，而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知識、能力、態度之
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換言之，素養是個體與「情境」進行合理的「互動」所需具備的行
動先決條件（Weinert, 2001）
，
「情境」則意涵人、事（例如社會文化道德、組織制度）
、物（例如
自然環境與科技工具）等等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物之各種社會場域的生活情境；合理的「互動」
則蘊含行動者與情境進行互動的態度道德價值判斷；「條件」則包含了認知 、技能及情意等方面
行動的先決條件；而且各種社會場域情境的複雜任務要求，個體內部情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
之認知、技能、情意等行動先決條件、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等等，都不是獨立於個體所
處的環境脈絡情境之外，而是與個體所處的外部環境脈絡之各種社會場域情境是關係密切的，這
些都是素養的模式之構成要素。

10 課程改革中的要素
10

伍、結論
素養在課程改革中被國際組織的先進國家當成課程改革的 DNA，更是透過課程改革以促進
「個體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核心。其最主要的關鍵是「素養」的各項要素所組合而成的模式，
與個體所處的生活環境脈絡情境有著密切的「整體」關係，包括了個體所處外部生活環境脈絡情
境之下的各種社會場域複雜任務要求，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
等行動的先決條件，主體能動者的行動等素養的構成要素，以及其間的複雜關係。
素養是經由激發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情意等等行動先決條件，
以成功地因應外部生活環境脈絡情境的各種多元社會場域複雜任務，所需要的知識、能力、態度
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此一模式具有四個重要的理論構念的構成要素:一、素養能成功地
因應外部生活情境的各種社會場域複雜需求，二、素養能激發主體能動者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
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三、素養能促成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
責任之行動，四、素養是個體在生活情境任務要求下，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知識、能力、
態度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
一方面，就個體而言，素養的功能，可以協助個體成功地因應外部生活情境所觸動的各種社
會場域複雜需求，激發主體能動者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以及情意等行
動的先決條件，包括認知的與非認知的技能與情意等，以促成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責任之行
動；另一方面，就環境脈絡情境而言，素養，可經由激發個體內部情境之社會心智運作機制的認
知、技能、情意等等行動的先決條件，包括認知的與非認知的技能與情意等，而能成功地因應外
部生活環境脈絡情境之下的各種多元社會場域複雜任務，展現主體能動者所需行動的知識、能力、
態度之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這些都是進行課程改革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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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e in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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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en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education and is the core of future curricula. Competence is
defined as an integrated concept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attitude. Sev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 European
Union(EU),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ll emphasis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ence in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rgues a holistic model of
competence which includes four important elements of competence, i.e. individual external living
situation, individual internal situation, individual action, and interaction system between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 action, competence, model of competenc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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