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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統整的生活課程： 

九年一貫生活課程研修及 

97 生活課綱的特色 

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吳璧純 

壹、生活課程的問題 

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從 2001年

的暫行綱要公布以來，最具爭議性的綱要

之一要算是生活課程了。符應九年一貫課

程總綱綱要所揭櫫的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目

標：「國民教育之學校目標在透過人與自

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

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

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

的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觀、

合群互助、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

取的健全國民與世界公民」，生活課程以

統整課程的面貌做為國小一、二年級社

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

域的統合課程。然而，由於整個九年一貫

課程欠缺課程發展的歷程且執行時間過於

緊迫，生活課程綱要的形成不是發展生成

的，而是迫於形勢的，是將前述三個領域

第一階段能力指標分列後再整合的結果

（教育部，2000）。這樣的課程形成，猶

如將中國廟宇、西方教堂、現代摩天大樓

等三種建築風格迥異的設計藍圖拼湊在一

起，建築師充滿了不安卻認為或許是一種

創意，工程師不知如何規劃整棟建築物的

結構，而工人可能拿到陶磚、巨石，或是

水泥包，但一拿到建築的材料時總是問：

「這是不是用來蓋廟宇？這是不是用來築

教堂？這是不是要用在摩天大樓的哪一部

分？」所有人都在期待一個不同於以往的

建築物，卻總忐忑在「大樓是否能蓋成」

的擔心之中。 

面對這樣的生活課程，雖然課程學者

與教育專家嘗試為生活課程尋找課程理論

基礎來堅固地基（王真麗，2005；楊思偉，

2001；歐用生、林文生，2002），或是借

助其他國家的生活課程經驗來修補建築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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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洪若烈等，2003；歐用生、林文生，

2002），卻仍然無助於改變生活課程的拼

湊形象；而也因為如此，生活課程在實施

面便遭逢了各式各樣的問題（陳文典、黃

茂在，2006），陳文典曾將這樣的生活課

程描述為：「在當初設計『生活課程』時，

有點像『借助社會、藝術及自然的零件，

組合成一只小木偶，安上一個電動馬達當

心臟』一般。如今，我們發現這只木偶運

作起來不靈光了……」（陳文典、黃茂在，

2006：21）。 

國小一、二年級的教師面對一個過去

不存在的「生活課程」，卻又沒有清楚藍

圖或輪廓的課程，除了各自表述自己所體

會到的生活課程，也拋出了各種課程實施

上所遭受的難題，例如：一、生活課程所

涵蓋的三個學習領域的知識結構不明確，

連貫不易（歐用生、林文生，2002）；二、

生活課程雖是三個領域合成的，不同版本

的教材編寫內容卻偏重某些領域（秦葆

琦，2004；歐用生、林文生，2002）；三、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內容很難與其他兩個領

域統合（陳錫錄、劉英淑，2005；郭美女，

2004）；四、生活課程三個領域的內容，

無法與國小三、四年級之相對應領域內容

銜接（吳俊憲、吳錦惠，2004；郭金水，

2003）；五、教師沒有教授三個領域知識

的專業能力（賴鈺麒，2003），特別是藝

術與人文領域的專業（姚世澤，2005；陳

錫錄、劉英淑，2005）；六、生活課程的

內容與綜合活動及健康與體育領域的重疊

太多（李駱遜，2005；陳文典、黃茂在，

2006；程仁慧，2003）；七、三個領域統

整的課程設計是非常困難的（郭至和等，

2003；郭美女，2004；郭慧雅，2001；張

美茹，2002；歐用生、林文生，2002）。 

由第一線教師在實施生活課程後所遭

逢的問題可知，教師們無法掌握生活課程

做為一個統整課程的獨立屬性，因此，大

多以分領域整合的觀點來思考課程設計與

實施的工作，於是衍生的問題都在各自領

域本位的觀點中打轉，例如：關心教材份

量是否平均、教材是否承載各領域的概

念、各領域的內容是否能與該領域三、四

年級的內容銜接、教材如何能不與三個領

域外的其他領域重複，以及師資素質如何

符合各領域的專業要求等。問題如何提

問，會影響解答的方向，以分領域整合的

觀點來思考課程設計與實施所面對的問

題，在解決問題的策略上，也大多會偏向

「分家產後，各自持家」的觀念，例如：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者，希望「藝術與人

文」從生活領域中獨立出來（陳錫錄、劉

英淑，2005）；而生活課程的教師們則有

四成不贊成生活課程的設立（賴鈺麒，

2003）。 

生活課程是否該設立，以及該涵蓋哪

些內容範疇，顯然不是「希不希望」或是

「喜不喜歡」就可以做為判準的，課程實

施面所遭逢的問題，對於「課程是否應該

調整」的問題有絕對的重要性，但是，該

往哪個方向調整卻是一個關乎課程哲學的

問題。綜觀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所揭示

的課程精神與時代趨勢、當代的教育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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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心理學理論，以及臺灣過往課程長

久分科設計與實施的文化脈絡，「統整課

程」是九年一貫課程哲學所聚焦的方向。

生活課程做為九年一貫「統整課程」的指

標課程，扮演著無法被捨棄的重要角色。 

事實上，「生活課程」的問題從頭到

尾都是「統整」的問題，要解決問題，就

要正本清源──從「找回統整的生活課程」

著手。 

貳、生活課程與課程統整 

生活課程要找回統整課程的面貌，該

如何做呢？在臺灣，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

政策實施以來，「課程統整」一詞的意義，

正式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什麼是「課程統

整」？真可謂百家論點齊放。許多學者或

教師將「主題課程設計」等同於「課程統

整」，也有學者專注於各種課程設計模式

的分類，排列組合各種可能的統整課程。

在此，需要先對「課程統整」的意義做些

探源與整理，才能解析生活課程做為統整

課程的樣貌。 

根據美國《教育辭典》所下的定義，

統整課程是「一種課程組織，貫穿學科教

材的界限，關注廣泛的生活問題或寬廣的

學習領域，將各種分割的課程組合成有意

義的連結」（Good, 1973）；Beane則從「課

程統整」的歷史脈絡指出，「課程統整是

一種課程設計，乃是在不受制於學科界限

的情況下，由教育者與年輕人合作認定重

要的問題與議題，以增強人與社會統整的

可能性」（周珮儀等譯，2006：4）。由上

可知，課程統整在於解除學科知識邏輯架

構的界限，將知識的學習放在與個人及社

會相關的重要問題或事項的脈絡上重新定

位。 

對於課程統整的內涵應該包括什麼，

教育學界至少有三種面向的討論，分別

是：以兒童為中心或學習者為主、以打破

知識分科界限來組織通則概念，以及以社

會議題做為社會統整的核心。以兒童中心

的課程統整以兒童的興趣、經驗及發展做

為活動引導，以及課程組織的依據，統整

課程在於「提供學習機會，讓學生以他們

的方式去組織、關聯或統合學習與經驗」

（Asbeck, 1993；引自游家政，2000），換

句話說，「學生」才是統整課程的主角。

「統整為一種歷程，意指持續的、理解的、

互動的調適，強調學習者在統整過程中的

原始角色」（游家政，2000）。在課程統

整的設計中，所有層面的考量應該以學生

能否自己統整知識做為最後的依歸。 

至於，「打破知識分科界限的統整」

這個面向，則是著重將不同學科做連結，

整合相關的概念原則與抽取相通的知識學

習技巧組織而成的，依其知識統整程度的

不同，可以分成融合課程（fused curricu-

lum）、廣域課程（broad-fields curriculum）

及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等統整課程

類型（楊龍立、潘麗珠，2005）。然而，

由於課程學者在討論「打破知識分科界限」

這件事情上的切入點、知識論觀點或者是

執行面限制的考量不同，大家對於「知識」

要如何統整的模式，仍然多陷在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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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的思考中，而產生各種課程統整的組

織模式，如 Jacobs 的六種統整課程、

Glathorn 與 Foshay 的四類統整方式、

Fogarty 的三類十項分類模式（李坤崇、歐

慧敏，2001）。然而其中有許多類型，事

實上並無法滿足「解除學科界限」的精神，

也就不能算是統整課程了。 

另外，課程統整的第三個面向「以社

會議題做為社會統整的核心」，其理念植

基於──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人們，必須有

面對共同的社會議題而合作解決問題的能

力。因此，課程統整的社會統整是以社會

議題為核心，將學生個人與其社會興趣統

整在「民主」的價值之下；課程統整的目

的在培養學生的公民素養，讓他們在未來

能夠在民主社會中運用知識，做出明智的

抉擇，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課程統整著重學生經驗、知識及社會

等三方面的統整，當這三個面向同時被考

慮來進行課程設計與發展時，就是在進行

課程統整的工作了，於是課程學者在「經

驗統整、知識統整、社會統整」之外，加

入「課程設計的統整」，成為課程統整的

四大面向與內涵（歐用生、林文生，2002；

周珮儀等譯，2006），而其組織模式多以

「主題」或「議題」切入，稱做「主題式」

課程統整設計模式。最常見的三種主題式

統整課程設計分別是：多學科課程、科際

課程與超學科課程（周淑卿，2001）。這

三種主題式課程設計架構都是以一個主題

為中心、經過連結與拓展之後形成學習的

內容網絡，但是，由於其主題連結與拓展

的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課程面貌。 

多學科課程以學科知識為主要的學習

目的，設計時仍會考慮到學科各自的知識

邏輯體系，並從其知識內涵中尋找與主題

有關的概念或素材；多學科學習經常以一

連串的活動形成一個主題單元，卻容易因

為學科屬性範圍的顧慮而顯得零碎，且忽

略核心的重要訊息，最後未能將主題內容

做系統性的呈現（周淑卿，2001）。Beane

認為，多學科課程不能算是一種統整課

程，因為學生的學習目的仍在精熟學科中

的內容與技巧（周珮儀等譯，2006）。觀

諸現行九年一貫生活課程的綱要與實施狀

況，生活課程正是多學科課程組織方式的

具體呈現。 

科際課程的設計以主題切入，連結到

與主題相關的概念或可探究的問題之後，

依所探究的知識內容劃分其所歸屬的學科

領域；Erickson認為，科際學科與多學科課

程設計的差異在於，科際學科在主題中安

置了一個「概念透鏡」，相關的各學科得

以使用這個透鏡整合事實或現象來探究主

題（引自周淑卿，2001：58），「在此模

式中，相關的學科對本身內涵的理解有其

深度，而不同學科也結合起來探究一個共

同的問題」。在現行的生活課程綱要規範

下，生活課程教師在思索生活課程的具體

教學面貌與發展課程活動時，為了讓主題

內容的統整性較佳，經常呈現的是科際課

程的統整生活課程，並且有不錯的創意與

成果（生活課程深耕輔導群主編，2006；

郭至和等，2003），但是有時仍然徬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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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分際中。 

超學科課程設計則以主題做為概念連

結與拓展的起點及終點，不考慮主題的概

念連結應在哪些學科領域範圍，也不必然

確認概念的學科屬性；整個課程目標在探

討中心主題，主題構築了相關學習內容的

脈絡，是探索與解決問題導向的，因此，

主題所構築的學習脈絡是真實的生活脈

絡。Beane認為，選擇主題時應該考慮學生

的經驗如何進入整個主題學習的意義架構

中（Beane, 1995），對 Beane 而言，超學

科課程設計才是課程統整。 

叁、生活課程研修與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微調原則 

製造生活課程問題的罪魁禍首是「分

領域的考量」，那麼徹底摒除學科領域知

識的界限，或是移除所有組成生活課程三

個領域知識概念邏輯，可能是解決之道。

如此也吻合 Beane 的課程統整觀點：要找

回統整生活課程課的主體性，必須同時顧

慮經驗、知識、社會及課程設計的統整等

面向，而主題式課程統整的設計模式必須

是超學科課程取向。陳文典與黃茂在

（2006：68-76）嘗試擬定一個摒除學科領

域知識界限的生活課程架構，以「生活探

究模式」為主軸，整合並簡化原本的課程

目標與能力指標，這樣的嘗試，提供了一

個解決問題的起步與可能方向；另外，詹

志禹則提出一個兩階段修正的方案： 

階段一：修訂總綱，1.將低年級綜合活

動與生活領域合併；2.重新調整低年級各領

域的授課時間。階段二：修訂課程綱要，

1.社會、自然、藝術三大領域各刪除其低年

級能力指標，從中年級開始敘寫；2.利用既

有的研究基礎或既有的概念架構，重新發

展生活領域獨特的課程屬性與能力指標。

（陳文典、黃茂在，2006：19） 

這樣的思考提供了找回生活課程本質

的契機。然而，因為教育部公布了九年一

貫課程研修課綱的微調原則（教育部，

2006），以上的解決之道，有了新的轉折

與修正。 

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自從 2001年暫行

綱要發布至今，經過試辦、正式起跑、正

式綱要公布、實施、調整，九年一貫課程

已從一開始的紛紛擾擾逐漸趨於平靜。課

程是發展的、不斷調整的，課程的大幅度

改革，若沒有經過長期的規劃、孕育與評

估修正，容易演變成躁進盲行，使得原本

的課程理想大打折扣，甚至加重教學現場

教師反對課程做任何改變的心理，並產生

更多不理性的抗拒。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

來，不論在教育學術界或是教學現場，一

般給的評價是：「理念及內涵方向正確、

實施配套粗糙」。為了在穩健中求發展，

以及為了孕育更多正向的課程發展能量，

教育部遂於 2006 年 10 月起，召開總綱修

訂與各領域課程綱要修訂小組會議，進行

97 課程綱要的研修的討論工作（教育部，

2008a），經過幾次會議，達成的課程綱要

修訂共識是採用「微調原則」，也就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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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原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架構與內涵，

加強教師們對課程綱要的解讀與接受能

力。會議中提出的具體原則如下：一、以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做為微調的

基礎；二、若經檢核「中小學一貫課程參

考指引」後需調整課程綱要內涵者，得調

整之；三、各學習領域微調或撰寫補充說

明之體例，由各研修小組召集人聯席會議

決定；四、應充分蒐集現場教學實務者、

教材編輯者與審查者之相關意見；五、應

重視橫向整合的機制，若跨領域課程綱要

內涵重複或領域間教材邏輯順序矛盾者，

宜調整相關領域課程綱要內涵者，得調整

之；六、課程目標以不動為原則；七、能

力指標應敘寫清楚，或以範例說明；八、

在九年一貫課程微調內涵定案前，應與高

中課程綱要相關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進行

討論，以落實中小學課程之連貫；九、課

程綱要的調整幅度應同時考量師資、設備

的配合；十、若調整幅度超越上述原則，

應經「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

決議通過（教育部，2006）。 

在課程綱要只能微調的情況下，如何

找回統整生活課程的主體性呢？如何同時

顧慮經驗、知識、社會及課程設計的統整

等面向，而主題式課程統整的設計模式又

是超學科課程取向呢？在課綱微調的原則

下，生活課程綱要解決問題的方向不變，

但是卻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限制條件。生活

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幾經討論，將生活課程

的研修工作定調為：在不影響現行九年一

貫課程的整體架構與實施下，重新建構生

活課程綱要的內涵。而不影響現行九年一

貫課程的整體架構與實施的意涵則是：

一、不影響九年一貫各領域的架構與內

容；二、不變動授課時數與學校課程實施

的方式。換句話說，生活課程一方面仍然

要顧慮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

技等三個領域的知識範疇，另一方面又要

以課程統整應有的內涵與特性來重新修正

課程綱要的內容。 

肆、97 年生活課程綱要的特色 

在以上的限制條件下，生活課程該如

何修訂才能找回做為統整課程的主體性

呢？生活課程研修小組以五個主要思考點

進行課程綱要的修訂，完成九年一貫 97生

活課程綱要（教育部，2008b），這五個主

要思考點也構築了課程綱要的精神特色。 

一、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體的

統整課程 

生活課程是統整課程，應該以學習

者、以一、二年級的學童為主體，考量兒

童的經驗、發展與學習特性，協助其主動

探索、探究而建構知識。「生活」對兒童

而言，是每天在環境中生活所生成的經驗

與意義，不等同於由一套套有系統的學科

知識所形成的網絡，「生活」不能被切割

成數個學科領域。以生活為整體的觀念應

將兒童視為社會人，與社會的脈動與進步

密切相關。「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

體」將統整課程的四個面向──經驗的統

整、知識的統整、社會的統整，以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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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統整串連起來，「以兒童為主體、

以生活為整體」，是 97生活課程綱要的理

念所要表達的核心觀念。 

課程理念：  

  兒童從生活中開展學習。他們在生活

中遊戲、在生活中探索、在生活中觀察，

而認識了世界的樣貌；他們在生活中與人

互動，學習社會規約，在大人的照顧引領

下，身心順利發展。對孩子們而言，生活

不是學科知識的加總，而是發展各方面知

能的源頭。生活課程以生活為主軸，視生

活為整體。 

  兒童天生好奇，喜愛探索。他們從探

索過程中獲得樂趣、遭逢問題並解決問

題。對孩子們而言，生活從自發的活動開

始，生活是孩子與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及

他人互動後不斷調整與成長的過程。生活

課程以兒童為主體，在真實的情境中，開

啟他們對周遭人、事、物的好奇，引發學

習的興趣與動機；生活課程時時感動孩子

的心，讓他們發現周遭人、事、物的美好，

進而喜愛探求未知；生活課程帶領孩子發

現與探究問題，讓孩子嘗試以建設性的方

法解決問題、感受成功的經驗，並進而提

升想法。 

  生活課程讓兒童繼續透過生活中的遊

戲、探索和觀察來認識人、事、物的特性

與關係；生活課程讓孩子經由體驗、操作

與行動來探究問題、組織知識、學習做事

的方法並提升美感經驗；生活課程讓孩子

進行創造、感受美的形式，以擴展他們的

想像；生活課程讓孩子在人群互動中，體

察人與人、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

重要性，發展關懷、尊重、互助合作的態

度；生活課程讓孩子在生活中學習經營自

己的生活。 

「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體」的

生活課程，在統整課程時，是超學科課程

的設計，以生活中兒童所感興趣的主題為

起點，啟發兒童與主題相關的多向度意

義，以拓展孩子的視野，以養成基本的生

活能力，例如：「吹泡泡」這個主題，可

以連結美麗的泡泡觀察經驗、公園休閒的

人們其歡樂的氣氛、吹泡泡比賽、創意泡

泡遊戲、泡泡聯想世界、泡泡律動等，這

些意義向度，有些孩子曾經經歷，有些孩

子沒有，透過課程活動的巧妙設計，能引

發兒童深刻的意義體會，或是繼續探索的

興趣與能力。 

兒童的生活是由時間、空間，以及在

其間的人、事與物互動架構而成，隨著生

活中多向度意義的拓展，兒童自然且深刻

的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

文的知識，在課綱理念的第三段可以看到

這樣的精神。課程統整設計時，學科知識

是根據學生可經驗的主題、問題與活動的

情境進行安排的，這時候學科知識是由兒

童的生活中產生意義，對兒童而言，就不

會是抽象或是零碎的。統整課程並非反對

學科知識或是與學科知識對立，而是反對

以學科知識邏輯系統來進行的課程設計與

教學活動安排；統整課程可以幫助兒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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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知識的意義，正如 Beane所言，「經

過統整，學科知識的合法性會更突顯」（周

珮儀等譯，2006：7），因為人類最初始的

知識發展是為了要在生活環境中適應生

存，而最有效的知識發展方式則是解決問

題（Wu, 1993）。對於生活課程三個學科領

域而言，一個設計良好的統整生活課程，

以及一個以主題探究為主的生活課程，會

讓學童連結、感知與深化學科領域的知

識；當然，這其中，教師如何引導出課程

活動的重心與面向，也會影響學科知識學

習的成效。 

二、以生活能力為目標培育全人發展

的兒童 

生活課程是啟蒙的、是基礎的，目標

在於培養兒童的生活能力，這些生活能力

要能有助於兒童處理自己的生活、改善自

己的生活，並做為日後繼續學習的基礎，

在課程理念的第三段與課程目標中，揭示

了生活能力的內容： 

課程目標： 

  1.培養探索生活的興趣與熱忱，並具備

主動學習的態度。 

  2.學習探究生活的方法，並養成良好的

做事習慣。 

  3.覺知生活中人、我、物的特性，並了

解彼此間的關係與其變化現象。 

  4.察覺生活中存在多元文化與各種美

的形式，並養成欣賞的習慣。 

  5.察覺自己生活在各種相互依存的網

絡中，能尊重並關懷他人與環境。 

由生活課程的理念與目標可知，生活

能力包括生活的習慣、探究知識與做事的

方法、主動學習的態度、欣賞美好事物的

能力、尊重與關懷他人與環境的能力。這

些能力涵蓋個人自我、個人與社會環境、

個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的處理，是在

對兒童進行智育（真）、德育（善）、美

育（美）的陶冶，也是在培養全人發展的

兒童。生活課程對於德育的重視，正可以

做為九年一貫課程中品格教育的重要內

涵。 

三、以共同層次的認知語言，連貫三

個領域所要達成的能力指標 

在現行的生活課程綱要中，由於三個

領域的能力指標是由各領域知識邏輯架構

所衍生出來，不但領域界限十分明顯，且

使用的能力指標敘述用語，其具象程度與

認知程度都不相同，這兩者是導致教師們

很難設計統整課程活動最具影響力的因

素，在 97課程綱要中，研修小組除了以「個

人自我、個人與社會環境、個人與自然環

境的互動關係」，以及「真、善、美」的

教育來架構生活知識範疇外，並且以共同

層次的認知語言來連貫原本三個領域所要

達成的能力指標，在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中，可以看到這個特性。 

能力指標： 

  生活課程設置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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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活中的種種活動，開啟其視野、增廣

其覺知的領域，並發展其表達的能力，其

結果在於學童適應生活及改善生活能力的

增強。我們以五個能力主軸來架構能力指

標的內容，分別是探索與體驗、理解與欣

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合作，以及態度

與情操。 

  「探索與體驗」在於表述學童能發展

出對事物好奇、敏銳觀察及增廣視野的能

力；「理解與欣賞」用來表述學生具有建

構重要概念、了解簡單因果關係、知道人

事物具多元豐富的面貌，並能加以理解及

欣賞的能力；「表現與運用」則是表述學

童能自發的表現其感受、應用其所學，以

及養成行動與實踐的能力。透過生活課程

的各種活動，可以培養出學童能承擔任

務、勇於負責、認識自我與群體關係，以

及能與他人做良好的互動，此項素養稱之

為「溝通與合作」的能力；而「態度與情

操」則在表述學童能發展出自信、負責、

尊重與關懷的人格特質。 

1.探索與體驗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

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1-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

各種網絡之間的互賴與不可分離性。 

2.理解與欣賞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

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

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

各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其

長處。 

3.表現與運用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

的感受與想法。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

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

增加生活的趣味。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

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4.溝通與合作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

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

並與人和諧相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

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態度與情操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

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2 察覺自己對許多事務的想法與作

法，有時也很管用。 

  5-3 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

對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度。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

本禮儀與態度。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

懷生命的情懷。 

修訂後的能力指標，以五個能力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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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7 條能力指標，取代原先 53 條且三個

領域分列的能力指標；很明顯地，能力指

標的用語變得比較抽象而簡潔，而且配合

兒童學習的認知特性，使用了層次分明的

認知能力用語，包括探索、體驗、感受、

體會、察覺、覺知、理解、探究、表達、

運用、相信等，這樣的敘寫不但能統合不

同領域的知識、情意與技能，也能協助教

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區辨兒童的認知經

驗層次，有助於教學引導與統整課程的設

計。 

四、更強調歷程評量與多元評量 

教學與評量是課程設計中不可分離的

兩個要素，對於統整的生活課程而言，教

學不只是知識傳授的歷程，學生是在教學

活動中從事體驗、探索、探究而習得知識、

態度與能力，所以學習歷程中的表現與學

習後的成果表現，在教學評量中都要被同

等重視，而且因為教學活動的多樣與豐富

性，其歷程與成果表現的向度與內容也是

豐厚的，教師需要在教學活動歷程中，對

學生的表現做更多的觀察，配合多元的評

量方式，如檢核表、作業單、檔案、表演、

報告……等，協助並鼓勵學生形成對事物

的意義、調整探究事情的方法、養成積極

負責的做事態度，以及對人與環境尊重的

情懷。生活課程這種更注重歷程評量與多

元評量的精神，揭示在綱要的「實施要點」

第五項中。 

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的目的在於關懷與了解學生

學習進展的情形，以協助學生克服困難或

進一步引發其學習。因此，評量是教學的

一部分，應與教學活動同步進行。 

  生活課程的評量在於了解學童如何理

解問題、處理問題，評量可以根據學生探

索與實作的表現，採用多元評量的方式實

施，避免全部的學習歷程僅採紙筆測驗之

形式。 

五、整合三個領域的重要知識內容，

羅列教學活動設計素材於參考

附錄中 

以前面四個思考點所修訂的生活課程

綱要內容，表現出生活課程做為一個統整

課程的特性與獨立屬性，然而，在課程綱

要微調的條件下，相關的教育工作者一定

要問：「那，三個領域的知識內容怎麼

辦？」、「三個領域的知識銜接怎麼做？」 

在統整生活課程的目標與能力指標

中，領域知識與其他三個統整向度一併被

進行統整了，所以 97生活課綱的確顧慮到

了原本三個領域的知識內容，且呈現在課

程綱要的各個項目中。另外，因為九年一

貫課程各領域都是以能力來敘述指標的，

統整三個領域的「能力」表現，自然能接

續三個領域中年段的指標。所以，無論是

三個領域的知識內容或是能力指標銜接在

統整過的生活課綱中都不再是問題。但

是，無論如何，這樣的統整課程，對於要

看到清楚學科知識界限的人是困惑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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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領域在原本的課綱中，或以能力指標呈

現學科知識概念系統（社會領域），或以

教材細目呈現教材設計時的學科知識概念

系統（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

生活課綱研修小組為了一貫統整課程的精

神，也為了讓教材編輯者容易掌握三個領

域的學科重要知識，將三個領域研修後，

一、二年級階段所揭示的重要學科知識內

涵，整合成五個生活面向──「成長現象的

觀察與省思」、「生活環境特性的認識」、

「生活器物的探究」、「生活之美的體驗」，

以及「生活規矩與習慣的建立」，並在五

個面向之下呈現可能的課程設計素材，且

將這五個面向與素材置放於附錄，供教師

設計教學活動與出版商編輯教材參考之

用。將三個領域學科知識所構成的生活面

向及教學素材放在附錄而非綱要的正文

中，其用意在宣示：（一）生活課程做為

一個統整課程，不應該從學科知識切入去

思考教學活動設計，活動的素材應該圍繞

著主題去連結概念，所以活動設計所使用

的素材或概念應該比附錄所羅列的要多得

多；（二）設計生活課程時，其主題所連

結的概念往往會涉及許多領域的知識，在

學校課程實施的限制下，諸如不要與其他

領域重複太多或是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教

師可以參考附錄的教學活動設計素材，刪

選主題要連結的概念再進行活動設計，如

此一來，生活課程的實施成效也比較能與

課程綱要的目標與能力指標相配合。 

伍、生活課程的難題都解決了

嗎？ 

統整的生活課程找回來後，生活課程

原本所遭遇的難題幾乎都解決了，真是所

謂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

來」。生活課程有了統整的獨立屬性，所

有以學科知識邏輯思考生活課程所遭受的

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只是，「與其他領域

知識重疊的部分怎麼處理呢？」是的，生

活課程的主題教學活動設計，其主題所連

結的概念往往涉及許多領域的知識，所以

一定會與其他課程領域的實施內容有所重

疊，前面述及的三個領域重要概念置於附

錄，會有助於減低生活課程與其他領域內

容重複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由於

生活課程有了自己的統整屬性後，教材內

容重複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因為相同

的知識內容，在生活課程中與在其他領域

中會有不同的活動方式與學習取向，例

如：綜合活動與生活領域都可能在小一新

生剛入學時，教學生「認識校園」，但是

生活課程在其統整屬性與能力指標達成的

考量規範下，一定會聚焦範圍到兒童所能

經驗與探索的主題與事物，例如：以「守

護我的人」來串連教師、校長、護士、校

工及家人等，並以協助解決問題、遵守規

矩及感恩來做為主題的核心概念，在各個

活動當中，學生要透過探索、感受、互動

及使用各種表達理解的方式來認識這些

「守護我的人」。生活課程教師若能掌握

生活課程綱要的精神，自然能調配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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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或素材相似，但教學取向與學生獲得的

意義面向不同的各領域教學。當然，雖然

課程綱要是課程實施的總指揮，但是課程

實施的良窳也受到許多其他層次因素的影

響；生活課程與其他領域知識教授重疊的

問題，除了在課綱修正層次做努力，教師

在教學現場也需要隨機應變，並在考量學

生的整體學習下調整其教學。 

陸、統整的生活課程出發了 

此次課程綱要的修正，研修小組努力

地找回了統整的生活課程，然而，課程從

綱要的提出到實施是一個需要不斷地溝

通，且是從實踐中不斷相互修正的歷程，

我們希望在課程發展的上游工作上，有更

多的生活課程研究工作能被進行；在課程

實施與教學設計的層次上，有更多優秀的

教學方案能被開發出來。唯有如此，生活

課程才能永續發展，生活課程教師的教學

專業才能不斷地提升，讓我們攜手從統整

的生活課程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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