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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素養」是重要的教育理念，以素養為核心的課程，是近年來受

到國際組織高度關注之議題。素養之意涵界定為包涵知識、能力與態

度。「核心素養」是個人處於社會中所必須具備之素養，是個人生活

所需之重要素養，更是社會國家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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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國際組織十分強調核心素養的重要性，特別強調「核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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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透過不同學門的學術理論進行核心素養之探究。本文綜合歸納整理分

析，根據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等不同學門領

域之理論觀點，針對核心素養進行學理探討，尋求建立「核心素養」

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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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Key Competencies 
in Curriculum Reform

Ching-Tien Tsai*

Abstract

Competenc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education and is at the core 

of future curriculum. The term “competency” is defined as an integrated 

concept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attitude. “Key” or “core competencies”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critical competencies, necessary competencies and 

important competencies. Sev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the European Union (EU),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key competencies 

in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ationale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key competencies form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such as philosophy,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all of which contribute a set of relevant key competenci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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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own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and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Keywords:  competence, key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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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課程改革中的「素養」而言，以「素養」為核心的課程，是近

年來受到國際組織高度關注之議題（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05;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5a, 

2005b;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03）。此種新的教育改革趨勢，不同於美國過去1990

年代之前所強調「傳統社會」專門行業技能的「能力本位教育」，也

不同於澳洲1990年代「工業社會」職業需求導向的「關鍵能力教育

改革」（羊憶蓉、成露茜，1997）。特別是面對網際網路資訊流通

快速與國際關係交流互動頻繁的「資訊社會」（Rychen & Salganik, 

2001），因應複雜多變與快速變遷的「新時代」與「後現代」社會生

活之複雜多元需求，此種新的教育改革趨勢，強調「素養」導向的課

程改革（Rychen & Salganik, 2003），將傳統的能力、技能、知能的概

念加以修正，並將其意涵擴大為同時包括「知識」、「能力」與「態

度」的「素養」，重視資訊時代數位生活之「新時代」與「後現代」

社會生活所需要的「素養」，強調「核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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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課程改革所強調

的「核心素養」，具有其學理上的學術理論基礎，值得進一步探究。

「核心素養」受到世界各國重視並將之納入課程改革的核心，是受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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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國際組織之影響（EC, 2005; 

OECD, 2005a, 2005b; UNESCO, 2003）。特別是UNESCO、OECD與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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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際組織，企圖培育並提升其會員國的國民之「核心素養」，協助

其會員國的國民在社會參與、公民生活、國家發展和終身學習上發揮

功效，並且透過學術研究探討「核心素養」之學理基礎。因此，OECD

廣邀學者分別從不同學門領域的理論，針對核心素養進行學術探討，

這也引發國人進行相關理論基礎之研究（洪裕宏，2008；胡志偉、郭

建志、程景琳、陳修元，2008；高涌泉、陳竹亭、翁秉仁、黃榮棋、

王道還，2008；陳伯璋、張新仁、蔡清田、潘慧玲，2007；彭小妍、

王璦玲、戴景賢，2008；顧忠華、吳密察、黃東益，2008）。本文就

此初步歸納整理指出，「核心素養」是個體為了健全發展，必須因應

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的素養，是指每一位社會成員都必須學習獲

得的素養，代表個體應普遍達到的共同必要素養，而且具有不同學門

領域的理論基礎，可從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

等不同學門領域，針對核心素養進行學理探究，建立「核心素養」的

理論基礎。

本文旨在針對「核心素養」進行理論基礎之學理探究，至於如何

將這些理論基礎轉化為課程發展的概括性原則或方針，研究者雖曾作

過初步探究（蔡清田，2011），指出核心素養是後天習得的，也是可

教、可學、可測量的，可以作為各個教育階段課程綱要之課程設計的

經緯線，特別是可以透過幼兒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中職等各

教育階段核心素養之垂直銜接，規劃K-12年級課程綱要，深具課程改

革的重要意義。然而，有關課程綱要中的核心素養如何與各領域進行

垂直銜接與水平統整之設計（蔡清田等，2011），則仍有待進一步研

究，本文由於篇幅有限，後續將另以專文進行相關論述與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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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核心素養的理論構念

UNESCO、EU與OECD等國際組織十分強調核心素養的重要

性，特別強調「核心素養」是培育能促進個人與社會發展的高素

質國民與世界公民之基礎。例如，U N E S C O提出「學會求知」

（learning to know）、「學會做事」（learning to do）、「學會與

人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學會自我實現」（learning 

to be）、「學會改變」（learning to change）等核心素養；OECD進

行「素養的界定與選擇」（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DeSeCo）之跨國研究，也提

出「能自律自主地行動」（acting autonomously）、「能互動地使用

工具」（using tools interactively）、「能在異質社群中進行互動」

（interacting in socially heterogeneous groups）等核心素養（Rychen & 

Salganik, 2003）。EU也透過歐盟執行委員會於2005年發表《終身學習

核心素養：歐洲參考架構》（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Eurydice, 2005），提倡母語溝通

（communication in the mother tongue）、外語溝通（communication in 

a foreign language）、數學素養（mathematical competences）以及科

技基本素養（basic compete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數位素養

（digital competence）、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to learn）、人際、跨

文化與社會素養（interpersonal, intercultural and social competences）

以及公民素養（civic competence）、積極創新應變的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及文化表達（cultural expression）等核心素養。

UNESCO、EU與OECD等國際組織所提出的key competencies，

在國內或譯為「核心素養」、「基本素養」、「基本能力」、「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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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或「核心能力」等，譯法雖不同卻具有相似意涵。由於「素

養」可以涵蓋知識、能力與態度，且「核心素養」此一名詞不僅可涵

蓋「基本能力」、「關鍵能力」與「核心能力」等用詞，而且亦超越

其範圍，更可以彌補上述用詞在態度情意價值等層面的不足之處。因

此，本文延續前人的研究（洪裕宏，2008；胡志偉等，2008；高涌泉

等，2008；陳伯璋等，2007；彭小妍等，2008；顧忠華等，2008），

採用「核心素養」一詞，以彰顯素養的核心地位，並以「素養」同時

涵蓋知識、能力與態度，一方面可避免常人誤認能力相對於知識，且

容易忽略態度情意之偏失，另一方面可強調知識、能力與態度統整之

「核心素養」的理論構念（蔡清田，2010）。

「核心素養」是指較為核心而重要的素養，是指個體為了發展成

為一個健全個體，必須因應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的知識、能

力與態度之全方位國民的核心素養（陳伯璋等，2007）。換言之，

「核心素養」是指每一位社會成員都必須學習獲得與不可或缺的素養

（Rychen & Salganik, 2001），是個體開展潛能與產生社會效益所必

須具備的素養。「核心素養」代表個體應普遍達到的共同必要素養，

「核心」代表應該達成的最低共同要求，是每個個體都必須學習獲得

與不可或缺的素養。

就「核心素養的理論構念」而言，「核心素養」是「核心的素

養」，是社會成員都應共同具備的素養，而且這些所有社會成員都應

該共同具備的素養，可以再區分為比較重要且居於核心地位的素養，

以及由居於核心地位的素養所延伸出來的其他相關素養，這些居於核

心地位的素養叫做「核心素養」，是個人處於社會中所必須具備的素

養，是個人生活所需之素養，也是現代社會公民的必備條件，更是社

會國家發展所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本之素養，不僅是社會成員所需具備

之共同的素養，也有其共同的學理之理論基礎，可從多門學術研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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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針對「核心素養」進行其理論基礎探討。

參、核心素養的理論基礎

就「核心素養的理論基礎」而言，「核心素養」是一種有理論基

礎的理論構念。例如，OECD推行的「素養的界定與選擇」之研究，

透過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就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經濟學，

以及社會學等不同學術領域，針對核心素養進行學理探討，透過多門

學術理論研究以邁向學理的科際整合，尋求建立「核心素養」的學術

理論基礎，建構一套「核心素養」之理論基礎（Rychen & Salganik, 

200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洪裕宏（2008）所帶領的研究團隊，

也從哲學、心理學、社會與歷史、教育、科學、文化與藝術等面向進

行我國國民核心素養之研究―《界定與選擇國民核心素養：概念參

考架構與理論基礎研究》。陳伯璋等人（2007）也在《全方位的國民

核心素養之研究》報告指出，未來學、社會建構論與知識社會學、人

本主義、多元學習等立論基礎，可作為未來建構核心素養之參考。

可見，核心素養是有其理論基礎，本文加以歸納整理，從哲學、人類

學、心理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等五種不同學術領域，針對核心素

養的理論基礎進行探討。

一、核心素養的哲學觀點之理論基礎

哲學是一門探討思辨與反思的愛智之學，有助於個人探索生命實

踐智慧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之統整。透過哲學思辨的方法，可以協助

個體了解自我觀念及其生活世界中的人、事、物所交織而成的社會情

境，以解決生活上問題與因應未來的挑戰，有助於個人的成功生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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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健全發展。例如：洪裕宏帶領研究團隊進行的《界定與選擇國

民核心素養：概念參考架構與理論基礎研究》，便從哲學面向進行

我國國民核心素養之研究，提出國民核心素養之「能使用工具溝通互

動」、「能在社會異質團體運作」、「能自主行動」、「展現人類的

整體價值並建構文明的能力」等四維架構，強調人文素養的形式邏輯

能力、哲學思想能力，與「生活」相關的邏輯能力、社會正義、規範

相關的邏輯能力、意志價值追求相關的邏輯能力、工具理性的重要性

（洪裕宏，2008）。

從核心素養的哲學觀點之理論基礎而言，核心素養與下述兩種哲

學信念有著密切關聯：（一）核心素養可以協助人類獲得「優質生

活」；（二）核心素養可以協助人類面對當前社會及未來的挑戰。這

種哲學理論也相當合乎未來學的學理趨勢，因為教育會面臨時代變遷

的影響，特別是教育的對象乃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因此，未來學作

為探討國民核心素養的立論有其必要（陳伯璋，2010）。特別是未來

學指出全球化高度人口流動、高齡化、少子女化的趨勢與資訊網絡的

突飛猛進，是未來生活的特質，對於來自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生產

及工作型態、教育與資訊等的互動，將影響文化創意的催生，文化透

過數位資訊網絡上的思想與知識交流，在未來的時空將呈現高度互動

的情勢，時代變化所營造出的知識研究氛圍與教育發展方向，可呼應

未來學所提供的素養研究背景（陳伯璋等，2007）。

就哲學觀點而言，在界定「優質生活」為何的同時，也須理解個

體必須具備何種核心素養以經營「優質生活」。優質生活，有賴個體

能夠達成價值性目標與分享期望、慎思、做決定及行動，因而個體欲

進行優質生活時，所需思考的問題包括：（一）目標與理想的價值；

（二）個人所從事活動的信念與價值；（三）對期望的支持；（四）

目標、信念及期望要表現在最小的主觀中，且要能自我反思。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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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Sperber與Dupuy（2001）指出了個體不僅具有相似的社會需求

與素養，也具有相似的心理能力，能從過去經驗中獲得學習並且規劃

未來；他們更指出「優質生活」的主要價值，並建立了一套與主流的

道德理論具有一致性的價值系統，用來界定「優質生活」，亦即：

（一）自我實現的成就，所謂「優質」是建構於人類對日常生活的評

價，這種自我實現的成就評價之價值，有別於一般的成就；（二）人

類存在的要素，選擇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並擁有正常的人類生活，

每個人終生的課題，就是努力獲致「安身立命」的「成功的個人生

活」，這些要素包括了獨立自主、自由，以及人文特質；（三）理

解，最重要的就是理解自己以及自己置身所處的外在世界，進而評價

真實生活，可免於無知與錯誤；（四）享受歡樂，人類重視享受歡樂

與優美的事物，並且對日常生活感到滿意；（五）深層的人際關係，

有別於享樂與外在利益的價值。這些「優質社會」的「優質生活」，

也就是所謂「成功的個人生活」與「功能健全的社會」。

這些「優質生活」的共同價值，也獲得OECD與UNESCO等國際組

織社會的認同，代表世界的共同目標，諸如尊重人權與永續發展，可

作為核心素養的共同理想。特別是Canto-Sperber與Dupuy（2001）根據

核心素養，一方面可以協助人類獲得「優質生活」；另一方面，核心

素養可以協助人類面對當前社會及未來「優質社會」的挑戰之哲學理

論基礎指出，自我實現的成就、人類存在的要素、理解、享受歡樂、

深層的人際關係等「優質生活」的主要價值系統，可以用來界定何謂

「優質生活」所需的核心素養，更進一步指出「優質社會」的「優質

生活」所需要五類核心素養，亦即：因應複雜需求的素養、認知的素

養、規範的素養、團隊合作的素養及敘說的素養，茲分述如次：

（一）因應複雜需求的素養：是指透過個體的認知型態，以因應

環境脈絡情境所需的複雜需求，無論在數學、科學、語文素養或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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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物，均有錯綜複雜的面向，可從哲學所強調的「學習方法技

能」理念，學習如何彈性理解與處理事物的素養；這種因應複雜需求

的素養，不但主導個體對相關專業的認知，亦決定其後設認知能力的

種類。因後設認知能力，就是經由對自我認知能力與表現的理解所組

成。

此種因應複雜需求的素養，也是建立在當代社會生活所需的個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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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上；特別是透過個體對生活的反省與學習等等所需的個體內部情境

之社會心智運作機制的認知、技能、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可以促

進個體與環境交互的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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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chen & Salganik, 2003）。此種因應

複雜需求的素養，也呼應了高涌泉等人（2008）所進行的國民自然科

學素養研究提出的科學素養，特別是在科學領域中是對於自動化、自

然狀態及人工化的探索研究。可見，從哲學與科學觀點而言，因應複

雜需求的素養是重要的，因為人類每天都會面臨到周遭環境中許多複

雜任務工作之需求。

（二）認知的素養：係指透過個體的認知理解，學習獲得對相關性

的區辨能力素養，能對於日常生活情境脈絡具有敏察度的實踐智慧；

就哲學的觀點而言，認知所指向的知識客體不是虛幻的而是真實的。

人類有認知能力，人類的心靈能認知外在的客觀實體。當然這些認知

的素養，還需要透過教育的培訓，也就是理性的啟發、記憶、推理、

感官等各種心智能力的培養。有了認知素養，個體才能適當地認識外

在事物，學習獲得相關原理、原則之知識，作為進行優質生活之依

據。

此種認知的素養，也呼應了胡志偉等人（2008）從心理學面向進

行《能教學之適文化國民核心素養研究》時所指出：國人心中認知的

z-vc169-01-蔡清田.indd   11 2011/7/12   上午 08:28:41



中正教育研究　第 10卷第 1期

12       Chung Cheng Educational Studies

「國民核心素養」，各個社會族群存有差異性；在不同的社會族群

上，可區分出重視和不重視的內涵；依據特定核心素養所發展的教學

活動，將有助於學生提升其核心素養。這種心理學的論點相當接近人

本主義教育目標，不但在於建立學生的積極自我概念，而且教學活動

必須兼顧學生知、情、意三方面的需求（陳伯璋等，2007）。

（三）規範的素養：係指一種能夠做出正確判斷，而且具有自我

反省批判的素養，這是指選擇適當的方法，珍惜各種機緣，運用道德

判斷，以達成目標。人類生活在一個五花八門社會之中，必須倚賴哲

學，以確立其生活規範；規範是一種對個人行為約束的道德標準，道

德則是針對人的習俗、品行及所應遵守的規範。透過哲學思辨，可以

協助個體獲得規範的素養，特別是協助個體具備提問有關道德、善

惡、價值、意義及限制等等規範問題之能力。例如，提問「我應該做

什麼？」、「我已經做了什麼？」、「有哪些貢獻與限制？」、「我

最好應該如何行動？」等規範的問題，以確立個體價值判斷與行動規

範的原理原則。

這種規範的素養，也呼應了洪裕宏（2008）及陳伯璋等人（2007）

進行素養研究時提出的「能在社會異質團體運作」之核心素養，而且

也進一步呼應了顧忠華等人（2008）從社會學面向進行《我國國民歷

史、文化及社會核心素養研究》成果顯示所彰顯的公民素養，一般認

為至少包括：1.具有明確的認同意識；2.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3.願意

承擔責任與義務；4.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5.接受民主價值觀。

（四）團隊合作的素養：是指與人合作、信任並了解他人角色的素

養，這是指一種秉持利他主義精神與他人團隊合作，並且重視人我之

間的信任感與同理心。這種素養也呼應了洪裕宏（2008）及陳伯璋等

人（2007）進行素養研究時提出的「能在社會異質團體運作」之核心

素養。過去教育偏重智育導向與升學競爭，較忽略團隊合作的群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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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應加強學生團隊合作的素養。一方面，人類生活世界的許多機構

組織，經常是處於互動的結構之中，如果個體能有寬廣的胸襟與團隊

合作的素養，能盡一己之力貢獻於人群，並以大我利益優於小我利益

為前提，就能避免生活中的許多不幸災難；另一方面，個體如果未能

透過團隊合作以解決其利益衝突，將缺乏團隊合作所帶來的利益。在

現代社會之中，知識及能力所構成的素養，比起土地、工具及機器，

是更具決定性的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可以經由與他人合作，以累增

個人的資本，是以有必要培養團隊合作的素養。

（五）敘說的素養：是指對自己與他人生活的敏感性、能描述外在

世界，以及內在的境界之素養。需要明瞭生活中有價值的事物為何，

能夠認識自己、進行自我詮釋以及社會溝通，進而做出慎思熟慮的決

定。這種素養也呼應了彭小妍等人（2008）及高涌泉等人（2008）所

進行素養研究提出的「敘說素養」。敘說可以提供人類真實的經驗故

事，告訴人類關於其看法及思考方式；而且透過故事可以協助人類了

解內隱訊息，特別是故事往往發生在有意義的情境脈絡中，可以喚起

傳統述說的結構性表現，甚至包括所要學習的道德課題，是以可以在

社會認可方式中產生批判，而且往往反映思想的不可分離性和述說表

現的行為。

總之，從哲學觀點而言，「核心素養」具有實踐或運用功能，欲達

到某種狀態的潛能時，「核心素養」即為一種「潛在的功能運作」，

核心素養可以透過教育培養學生的主體能動性，使其具有未來開展實

現的教育潛能，促成個體主體能動者的行動，而不是「實際已經完成

的功能作用」。核心素養具備的多元潛能與Deleuze（1995）所倡導後

現代社會的「多元性」（multiplicities）哲學是相當一致的，每一種核

心素養都具有一種多元功能與多元場域的多元性，並且隱含著各種流

動的、多元的、未完成的行動因素，具有許多可能的進出路口和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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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a line of flight），可以有助於個體跨越各種社會生活領域，並且

因應後現代社會現象的不斷改變，同時在行動的過程中產生關聯的統

整。

二、核心素養的人類學觀點之理論基礎

人類學家Goody（2001）認為核心素養的理論基礎，必須建立在實

際的社會背景之上，教育常常被簡化為學校活動，學校也往往被認為

是培養核心素養的主要場所，但是學校本身已經相當程度地脫離真實

社會情境，從單一或少數學校活動是無法培養核心素養的內涵。Goody

認為核心素養的發展，是透過人類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教育，

以及一般性的文化環境而完成的。這種人類學的論點，相當合乎多元

學習所重視的學校外的教育，可擴展過去教育場所僅限於學校之議。

儘管學校可以讓學習者在短時間內學習大量的知識與技能，但學校作

為一種教育體系亦有其侷限，因此擴展學校外的學習情境，可彌補學

校教育之不足，提供多元學習之可能（陳伯璋等，2007）。

有趣的是，許多人類學家探討社會學習的能力，這些能力學習可

能係屬本能，或來自與同儕、家庭與廣大的社會群體互動，且參與生

產活動所獲得。但是另一方面，某些學校教育卻已造成核心素養能力

與日後工作契合的問題，在學校中所學的讀寫能力，可能在受僱時無

用，取而代之的是兼顧理論與務實的核心素養。

就課程改革的意義而言，教育制度為所有階層提供學校教育，因而

期望學校教導學生學習獲得素養，使每個人都具備讀、寫和執行生活

任務所需的知識能力。但當今社會要求的已不是傳統社會一元化的生

活方式，在未來生活中，世界所需要的是能面對多元化競爭的核心素

養。特別是1990年代以後，台灣社會環境變遷，尤其是諸如全球化、

網際網路、資訊社會、多元文化、金融海嘯、知識經濟及終身學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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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帶來的衝擊，導致學校內外環境急劇變化，使得教育不得不應變

（陳伯璋等，2007）。倘若未來台灣教育的方式，不能跳脫「傳統社

會」與「工業社會」所強調的能力之窠臼，放棄只重視考試主義的思

維方式，則培養台灣國民實現成功的人生與健全的社會所需之「核心

素養」的機會，將受不利影響。

一般人經常將素養與能力等詞混為一談，但其實這是可加以區別

的。就其對我國課程改革的意義而言，「能力」是比較含糊不清且較

不精確的用詞，容易引起混淆；同時，能力的範圍較狹隘且不完整，

例如：聽、說、讀、寫與操作簡易的機器設備之能力，以及會使用打

字機、傳真機、收音機、隨身聽、電視、電話、電報、洗衣機等等能

力，往往是比較偏向於過去「傳統社會」與「工業社會」所強調的技

術能力、技能、職能等用語，易流於能力本位行為主義之爭議。特別

是部分上述傳統社會所需的能力，往往在面對當前「新經濟時代」與

「資訊社會」之科技網路世代生活的複雜多變之需求時，會因社會變

遷與時空改變而有不合時宜之批評，甚至部分能力往往被認為是相對

於知識，同時能力往往未能完全涵蓋態度的情意價值層面，是以，能

力並不等於素養的理論構念，而且素養也不宜簡化為能力。

「素養」要比「能力」更適用於當今台灣社會，因此，有必要將

過去傳統所慣用的「能力」加以升級轉型成為因應新時代所需的「素

養」，其主要原因有六項，茲簡要說明如下：（一）素養不同於能力

的含糊不清，素養的理論構念較為精確而周延，素養不只重視知識，

也重視能力，更強調態度的重要性（陳伯璋等，2007）。例如：一個

人即便再有能力（如撰寫信件的能力），如果沒有正當的態度，如撰

寫不實黑函或偽造文書，這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態度不對，不配稱為

具備「素養」。由此可知，「素養」要比「能力」的意涵更為寬廣，

素養可超越傳統的知識和能力，並能導正過去重知識、重能力、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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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之教育偏失（蔡清田，2010）。（二）素養強調教育的價值與功

能，素養是學習的結果，也是一種教育的成果，素養並非先天的遺

傳，更非先天的遺傳之能力，素養是後天努力學習而獲得的知識、能

力、態度，合乎認知、技能、情意的教育目標，重視教育的過程與結

果（蔡清田，2011）。（三）當前「新經濟時代」與「資訊社會」之

科技網路世代生活所需的「語文素養」、「科學素養」、「資訊素

養」、「媒體素養」、「民主素養」、「多元文化素養」、「能自律

自主地行動」、「能與他人互動」、「能使用工具溝通」等等公民所

需的素養，皆可同時涵蓋知識、能力、態度等，更可彌補過去傳統社

會與工業社會的能力之不足，因此，不宜受限於傳統社會的能力框架

牢籠，有必要因應時空改變與社會變遷，培養當代及未來生活所需之

素養。（四）素養的範疇較能力更為高雅精美而優質，而且已經超越

行為主義層次的能力，尤其是「全人」素養或「全方位的」素養（陳

伯璋等，2007），更合乎西方「全人教育」的理念，也具有我國傳

統華人教育「教人成人」或「成人之學」的修養此東方教育價值特

色與華人社會文化色彩。（五）素養的理論構念，更可以順乎當前

UNESCO等國際組織所倡導的教育改革之國際潮流與課程改革的世界

脈動，更可以和OECD所進行「素養的界定與選擇」、「國際學生評

量計畫」、「國際成人素養評量計畫」等課程與評量之研究接軌，以

呼應EU明確地將各項素養所應達到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層面水準加以

具體陳述，明確地指出「素養」應涵蓋知識、能力與態度三大面向。

（六）素養具有學術理論的依據，尤其是具有哲學、人類學、心理

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不同學門領域的理論根據，研究者將再進一步

說明。

人類學家Goody（2001）進一步指出：（一）核心素養的需求必須

視社會情境與個人狀況而定；（二）在社經地位較高族群中，某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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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核心素養，如讀、寫能力和數理能力，可視為適合於該族群之核心

素養；（三）許多被視為普遍需求的素養並無必然性，如社交能力，

在某些情境並無絕對的必要；（四）年齡和發展循環會改變個人原有

核心素養，為人父母或祖父母其所具備的核心素養就不同；又如工作

新手、熟手或即將退休者，其所具備的核心素養水準，亦有所不同；

（五）特定的核心素養如閱讀和數理，一般可視為個體生活必備的條

件，應安排為正式的學校學習活動。這些核心素養的人類學觀點可作

為我國選擇與界定核心素養之理論根據的參考。

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狀況和時代背景下，必須有符合時代需求的核

心素養。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生命路線與生活步調，人們應被引導去發

展符合其社會、文化和經濟所需求的核心素養。特別是參考外國資料

進行比較，必須考慮其國家背景、其文化建構的基石，才不易失之交

錯。例如，北歐國家其環保概念發展已成熟，他們就不會將此概念置

於必備的素養。因此，當我國要研發國民核心素養時，在引用他國之

研究成果，同時要發展相對於本國具有重要性的素養時，將會面臨他

國國情、文化理解與台灣不同，其所需的素養亦不見得適合我國所

需，而其未列之素養亦可能為我國所應重視者等情況。因此，以外國

文獻之探討結果作為我國的國民核心素養之架構，雖能了解各國之文

化情境對其制定國民核心素養時之影響，但如未能列入研究之探索範

圍，將有其去脈絡化之可能存在（陳伯璋等，2007）。

三、核心素養的心理學觀點之理論基礎

核心素養，是建立在當代社會生活所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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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可以促進

個體與環境交互的學習，將有助於個體獲得「優質生活」，亦即，成

功的人生與功能健全的社會。核心素養是經由激發個體內部情境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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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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所要求之知識、能力、態度的一種整體因應互動體系

（Rychen & Salganik, 2003）。這種論點合乎人本主義學者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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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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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廣，包括認知的技能或心智能力與

非認知的技能與情意。

例如，胡志偉等人（2008）從心理學面向進行《能教學之適文化國

民核心素養研究》顯示：（一）國人心中的「國民核心素養」，各個

社會族群存有差異性；（二）國人對「自己孩子」和對「他人孩子」

的核心素養構念也有所不同；（三）在不同的社會族群上，可區分出

重視和不重視的內涵，他們彼此之間會有重疊情形；（四）依據特定

核心素養所發展的教學活動，將有助學生提升其核心素養。這種心理

學的論點相當接近人本主義教育目標，不但在於建立學生的積極自我

概念，重視積極的人際關係發展及真誠的人際溝通，強調人性尊嚴與

價值，重視態度、品德、價值觀念等培養，教學活動亦須兼顧學生

知、情、意三方面的需求（陳伯璋等，2007）。

在多元文化與後現代主義社會中，個體所必須面對與處理的情境，

往往充滿差異與矛盾衝突。個體必須具備核心素養，設法減輕情境的

複雜程度，並採取變通策略，以因應差異與矛盾衝突的情境。此種素

養的構念也建立在Piaget發展心理學理論基礎之上，透過個體與環境

的交互作用建構發展，在不同發展階段適應、同化、調適以因應新環

境脈絡情境。特別是個體必須透過「類化」過去既有經驗的遷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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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Oates, 2003），以便能成功地因應新環境脈絡情境的複雜需

要。一方面，個體可以透過學習獲得核心素養與類化遷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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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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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te（2001）從心理學角度倡導，素養的意涵必須跳脫「以內

容領域為基礎的技能」之理論構念，素養涉及技能的使用與發展，進

行自我管理、自我監控與主動進取，具有創新和持續性的適應力，因

而提出五種核心素養，分別為：（一）科技的核心素養：不僅是針對

資訊科技、溝通傳播或修理日常生活器具，而且是採用問題解決的角

度，運用「後設素養」的構念，因應新科技發展所造成個人與世界互

動之改變；（二）處理模糊不確定性與歧異多樣性的核心素養：處在

多元文化、價值多元與後現代主義的多樣差異情境下，需要涵養容

忍、正義與考量他人的美德；（三）找出並維持社群連結的核心素

養：面對訊息萬變的社會，兼顧面對面的社群與虛擬的社群之理論構

念，如Kohlberg所主張的「正義社群」，強調以民主理念營造道德的

氛圍；（四）管理動機、情緒及慾望的核心素養：藉由有組織、無組

織及充實經驗的多元方式，思考與情緒相關的理論構念；（五）行動

主體性與責任的核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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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核心素養的經濟學觀點之理論基礎

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世界是複雜多變化且相互倚賴的，同時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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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彼此矛盾衝突並充滿挑戰的，不僅是國家、社群、制度、組織是

如此；當生活世界愈來愈複雜多變，情境就愈來愈具不確定性，個人

與社會都必須透過學習以獲得核心素養並運用工具來充實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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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

社會發展將隨著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跨國公司將資本、人力、商品

和物資送到世界各地，造成文化全球化現象。未來的教育必須跨出學

校教育，延伸至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是未來學習型社會最明顯

的需求，應培育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才能適應變動如此快速的社會

生活，學生將不再以教室為唯一學習環境，而是到學校之外的各種社

會場所中學習；學生面對數位教師，沒有固定的學習夥伴，沒有固定

的教材，接受來自各方的教導，因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應用，使學

生能具備運用資訊與科技的素養（陳伯璋等，2007）。

Levy與Murnane（2001）認為近來受到科技以及全球化發展影響所

及，造成了社會變革，進而遷移到職場所需的素養。經濟學家以相關

的經濟學理論以及實證研究結果―自己有關高薪機構之聘僱的研究

―去探討勞動力市場成功工作人員所需的素養為何。在經濟學理論

上，Levy與Murnane提出了三個觀點各異的理論作為研究基礎：（一）

人力資本論：人力資本論視教育為投資，認為接受教育可以獲得素養

而且可提高薪資。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受過較多正式教育的工作者對

突發事件也會有較佳的處理方式。（二）訊號理論：訊號理論認為造

成高薪的教育主要源自於市場訊號模式。學校能傳授有用的知識，完

整的學校教育與雇主所重視的素養是相關的，所以雇主期望工作者接

受更多的學校教育。有素養的應徵者應能將所擁有的素養告知雇主，

才會有助於增加薪資；而有素養的應徵者會獲得額外教育的機會，除

了增加素養，也有助於讓雇主了解其素養。（三）主要行動主體能動

者理論：主要行動主體能動者理論假定「行動主體能動者」，亦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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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或已有工作能力者，會要求獲得個人最大利益，然而，這些利益

和雇主所期望的並不一致。例如，工作者身為「行動主體能動者」，

希望有較自由、開放、閒暇的工作方式，雇主卻希望工作者能夠更專

心工作。然而，當雇主面對這樣的情境時，可善加設計其僱用關係，

使工作者得到其期望利益，並使工作者的成效遠超過雇主先前所設定

的目標。

依據以上三個理論，再藉由四種調查方法來評估主要行動主體能動

者，意即工作者在市場中必須具備何種核心素養？上述這四種方法分

別是薪資不均等的調查研究、薪資功能、工作人種誌調查及高薪公司

的選擇策略研究結果，發現兩項結論：其一是教育程度使工作者在薪

資上會有顯著的差異；其二是就整個勞動市場趨勢而言，同年齡及同

等教育程度的工作者在薪資的成長上也有差異。整體而言，工作者除

了接受高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仍然必須具備一些核心素養，這些核

心素養是：（一）閱讀與數學運算的素養―這些素養不只是運用於

職場，也是終身學習的基礎；（二）口語與書寫的溝通素養；（三）

在各種社會群體工作的素養；（四）情緒智能與人際合作的素養；

（五）熟悉資訊科技的素養。這些核心素養通常是適用於特定的場域

以及特殊的族群，例如，勞力市場的受雇者，但也可以作為跨領域與

跨族群的相關因素與參考。

五、核心素養的社會學觀點之理論基礎

從社會學觀點而言，核心素養不僅與上述經濟學家Levy與Murnane

（2001）所倡導的主要行動主體能動者理論有密切關係，更是行動主

體能動者與生活環境脈絡的情境進行互動過程當中，具有主體能動性

的行動實踐智慧，涉及到主體能動者的行動實踐智慧之知識、能力與

態度等多元面向，並能結合個體內部情境的認知、技能與情意等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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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之行動先決條件，進而統整個體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扮演反思

的實踐者，透過行動反思與學習，促成個體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負責任

之行動。

行動主體能動者的生活情境，牽涉到個體所處環境脈絡廣大的人、

事、物所構成的各種生活問題與工作挑戰，亦即根據個體所處環境脈

絡情境因素來界定素養。特別是因為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脈絡情境的

條件、根據的前提不同，素養可以協助個體彈性地因應不同環境脈絡

情境而調整其行動，以因應相異情境下各種社會領域之需求與任務挑

戰，適合於多元的社會環境脈絡情境之各式需要，有助於個體「成

功」因應社會情境之需求。例如，顧忠華等人（2008）從社會學面向

進行《我國國民歷史、文化及社會核心素養研究》成果顯示：就「公

民身分」而言，一般認為至少包括：（一）具有明確的認同意識；

（二）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三）願意承擔責任與義務；（四）能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五）接受民主價值觀。整體而言，我國的國民

不太傾向以集體主義來強制自己的思想行為，這在解嚴20年後，已逐

漸看到成熟公民的影子，普遍認同獨立思考能力的重要性。

就社會學的觀點而言，Perrenoud（2001）認為要界定個人在

二十一世紀優質生活中所需的核心素養，只憑專家學者所定義的概念

是不夠的，其關鍵在於核心素養應包含倫理的與政治的內涵，核心素

養應展現出可觀察到的社會實際與社會發展趨向。因此，如只強調科

學與技術的菁英教育仍是不足的，因國民在缺乏民主素養下，仍會抑

制國家的進步。就社會學觀點而言，教育的主要功能在於使個人社會

化，使個人在某一特定社會中發展自我觀念與學習社會生活方式，使

其履行社會角色。在社會化的條件下，發揮個人潛能，從事社會活

動，使個人具有核心素養並能與社會互動是重要的。在社會學觀點

下，個人需具備「公民」的核心素養，以便呼應社會生活的期望，並

z-vc169-01-蔡清田.indd   22 2011/7/12   上午 08:28:42



蔡清田課程改革中的核心素養之理論基礎　23

參與社會的運作機制。

基於上述觀點，Perrenoud（2001）主要關注的焦點是「在複雜

的社會情境中，個人需要擁有哪些核心素養才能自由獨立的生存與活

動？」其引用Bourdieu（1983）所建構的專有名詞「社會場域」，社

會環境可以分成許多各種不同的「社會場域」，如親子關係、文化、

宗教、健康、消費、教育訓練、工作、媒體、資訊及社區等，可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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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並不特別限定於哪個場域，而是跨越了所有社會場

域，為了呼應多元的社會，Perrenoud認為這些適於各種社會場域情境

的核心素養是：（一）確認、評估與捍衛自己的資源、權益限制與需

求的核心素養；（二）形成計畫、執行計畫與發展策略的核心素養；

（三）分析情境以及人際關係的核心素養；（四）能與人團隊合作，

以及分享領導力的核心素養；（五）建立並運作民主組織與集體行動

系統的核心素養；（六）管理並解決衝突的核心素養；（七）遵守與

運用社會規則並使其更加精緻化之核心素養；（八）跨越文化差異並

建構經過磋商的秩序之核心素養。這種社會學的核心素養之論點，彰

顯了核心素養是行動主體能動者與生活環境脈絡的情境進行互動過程

當中，具有主體能動性的行動之實踐智慧，進而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行

動，足以勝任個體所處生活情境的各種社會場域任務行動。

肆、結語

UNESCO、OECD與EU等國際組織，企圖培育並提升其會員國的

國民之「核心素養」，期能協助其會員國的國民在社會參與、公民生

活、國家發展和終身學習上發揮功效。特別是OECD廣邀學者分別從不

同學門領域的理論，針對核心素養進行學術探討，這也引發國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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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理論基礎之研究，尤其是洪裕宏所帶領的研究團隊，也從不同學

術理論進行我國國民核心素養之研究。

本文就此加以歸納整理，並從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經濟學與

社會學等不同學門領域，針對核心素養進行學理探究，尋求建立「核

心素養」的理論基礎。總結而言，各種學術領域的專家以各自的觀點

以及概念架構為基礎，分別組合所認定的核心素養，每個學術理論對

核心素養有其特殊觀點。但是，大多數學者都強調核心素養代表個體

應普遍達到的共同必要素養，是每個個體都必須學習獲得與不可或缺

的，而且具有不同學門領域的理論基礎；上述這些不同學術理論及其

所建議的素養，可作為建構跨越不同學術領域界限的核心素養之理論

基礎，亦可據此建構此種跨越學術領域疆界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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