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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九年一貫生活課程的精神與特性，以及其與培養自主學習者

之間的關係。研究中調查各縣市參與初階與進階研習課程的生活課程輔導員教師

在研習前後的生活課程觀念以及自主學習的觀念。參與本研究的輔導團教師共有

38 位，平均生活課程授課年資為 4.7 年。研究結果指出：（1）生活課程的內涵

與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關係密切，（2）生活課程輔導團教師對於生活課程

與自主學習觀念能有所掌握，（3）透過生活課程教學案例、評量以及教學實踐

分享的學習，生活課程輔導團教師更能理解生活課程中的自主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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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Curriculum and Autonomy Learning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Life Curriculum in Grades 1-9 Curriculum: its spir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ultivating students' autonomy learning 

ability.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included 38 Life Curriculum counseling teachers, 

who took part in a seminar. Their concepts concerning Life Curriculum and autonomy 

learning before and after attending the seminar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1) Life Curriculum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autonomy learning 

ability. (2) Life Curriculum counseling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Life Curriculum 

and of the concepts concerning autonomy learning is above the average. (3) After 

attending the seminar, teachers' concepts about Life Curriculum and autonomy 

learning ar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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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生活課程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的一個統整課程，肩負著基礎、銜接

以及統整的課程任務，是台灣課程史上第一次將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以及藝術

與人文三個領域放在一起，並以學童為學習主體所架構的一套課程。這樣的課程

其最終的目標在培養學生繼續學習、樂於學習、過好自己生活的能力，簡言之，

即是在培養「自主學習」的學生。 

    生活課程的教師對於統整生活課程精神的掌握，通常透過輔導團研習、各縣

市輔導團的互動以及推廣工作中的反思而不斷精進。因此，了解各縣市生活課程

輔導團員對於生活課程的看法以及自主學習的觀念，有助理解現場教師的生活課

程觀，也有助於生活課程推廣策略的擬定。 

 

 

貳、文獻探討 

一、九年一貫課程中的生活課程 

2000 年所公佈的第一代「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是臺灣教育史上最具結

構性變革的一套課程（歐用生，1999），它不但因為將課程主權從中央下放到學

校而強調學校本位、教師教學專業自主的精神；也因為其教育目標強調統整能力

的養成，而打破了傳統學科分立的課程組織方式，將課程統整為語文、數學、社

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以及綜合活動七個學習領域（陳

伯璋，1999；詹志禹，1998）；其中，又將一、二年級階段的社會、自然與生活

科技、藝術與人文三個學習領域整合為生活課程，其教學時間最低應占基本教學

節數百分之三十（每星期約 6-7 節課）。將三個學習領域統合為一個課程，在於

強調一、二年級是幼稚園教育的延續，其課程應該有銜接性；且「生活」是學生

的發展脈絡，是經驗學習的場域，是不可以學科知識來分割的。生活課程綱要的

基本觀念表達了這樣的精神：「國民小學低年級課程乃屬國民教育之開端，特別

應以生活為中心，統整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發展生活中的各

種互動與反省能力，奠定從生活中學習的基礎。」（教育部，2000）。 

第一代「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經過六年的實施，有了一些課程實踐上的

成果與反省，不論在教育學術界或是教學現場，一般給九年一貫課程的評價是：

「觀念及內涵方向正確，但實施配套粗糙」。為了在穩健中求發展，為了孕育更

多正向的課程發展能量，教育部遂於 2006 年 10 月起召開總綱修訂以及各領域課

程綱要修訂小組會議，進行第二代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研修，而產出 2008 年（97）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8）；其中，應該是「統整的」生活課程，由於

三個學科領域各自羅列的主題軸和能力指標，使得教師在課程發展與實施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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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產出破碎的圖像；於是，在六年的風雨飄搖中，更是有必要走向修訂（吳璧純，

2008）。97 年的生活課程仍延續第一代課程的主要精神，但因應統整課程的面貌，

在課程綱要的內容呈現上做了大幅的修訂，讓生活課程的觀念與精神更加凸顯且

更容易掌握。 

 

二、生活課程中的「生活」是什麼？ 

「生活」是學生學習與行為表現的主要情境網絡，臺灣在各個時期的各個教

育階段，學校在正式的課表科目之外，都強調「生活教育」的實施。除此之外，

早期小學課程中的「常識」科目，隱含著小學生「過好生活」所要學習的知識；

後來更融入品德教育的宗旨，有了一門正式的「生活與倫理」課程。這些與「生

活」有關的教育措施或是課程，透露出學生「生活能力」的培養，是學校教育實

踐的重要目的。但是早期所指稱的「生活能力」，大多偏重生活習慣的建立、品

德的陶成，以及國民應該擁有的最基本知識。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教育思潮的

進展，九年一貫課程所衍生出來的生活課程，其「生活」一詞，有著更寬廣的意

義。它是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兒童本身是學習的主體，來發展兒童與自己、與他

人及與環境互動的能力（教育部，2000）。「生活」不只有當下的生活脈絡，也重

視社會演進中的生活「真實」；不只著重兒童知識的學習，更重視能力的養成；

不只談順應兒童的本性發展，也重視教師引導啟迪的重要。透過超越學科知識份

際的統整學習，學生要被培養出的「生活能力」已不只是三個領域的知識或是生

活習慣與技能，而是指繼續學習以及適應生活所必須具備的各項生活能力，包括

知識、情意與技能三個面向。從 97 生活課程綱要的能力主軸與指標的內容得知，

「生活能力」有的是指心理歷程能力，例如在能力指標中所使用的「探索」、「體

驗」、「體會」、「覺知」、「察覺」、「感受」、「欣賞」、「相信」、「關懷」、「喜歡」等

事件；有些是知識表徵的組織，如「理解」；有些是行為歷程，如「練習」、「嘗

試」、「養成」；有些則是結果行為的表現，如「運用」、「表現」、「表達」等。整

體而言，生活能力不只是基本的生活技能，而是包括：（1）學習歷程中以及學習

後學生所學會的做事方法、做事的習慣、和做事的態度(包括對自己與對團體)；

（2）探究事物後所獲得的知識；（3）能依據道理進行判斷與做決定（吳璧純，

2009）。 

 

三、生活課程是統整課程 

兒童的學習是脈絡性的、是解決問題的，傳統學校課程內容的安排則採成人

知識系統的重組與呈現，而更多是學科系統邏輯所排序的知識，這樣的學習內容，

對兒童而言是有距離且困惑的，若再加上以知識傳輸的方式來從事教學，那麼學

生的學習更有困難。杜威在《兒童與課程》一文中，曾提出三項兒童與課程之間

的明顯差異（林寶山與康春枝合譯，1990，頁 109-110）：（1）兒童的世界狹窄且

個人化，但課程則涉及非個人的無限寬廣的空間；（2）兒童的生活聯貫而且一致，

但課程則呈專精分化；（3）兒童的生活是實際而且富有情感，但課程中的邏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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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與排列標準則是抽象的。此三項差異指出，學校的課程通常是不以兒童為主體

的，經常導致學生學習的支離破碎。生活課程是統整的課程，對兒童而言，「生

活」是課程最好的文本，生活在兒童的學習世界扮演著聯結、鷹架與強化的多重

功能(歐用生與林文生，2002，頁 178)，所以生活課程必須將「生活」視為學習

脈絡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以兒童作為學習的主體。生活課程是統整的課程，

它不是學科知識的加總，不是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以及藝術與人文領域知識的

組合。 

兒童中心的課程統整以兒童的興趣、經驗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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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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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整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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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

說，「學生」才是統整課程的主角，教師則以學生的興趣、經驗和發展做為活動

引導以及課程組織的依據。這樣的觀點，符合 Kysilka 植基於 Dewey、Beane 等幾

位統整課程倡導者的觀點所提出的統整課程 8 個特性（1998，p.198）：（1）真正

的學習發生於學生從事有意義且有目的性的活動；（2）最有意義的活動是那些與

學生的興趣與需求直接相關；（3）真實世界的知識不是瑣碎的，而是統整的；（4）

學生個體需要知道如何學與如何思考，而不是一味地接收事實；（5）學科材料是

手段而非目的；（6）教師與學生必須在教育歷程中共同工作以確保成功的學習；

（7）知識以指數成長的方式快速變化，不再是靜態的與可征服的；（8）科技改

變了訊息獲取的方式，挑戰學習歷程中既定的、連續的以及事先決定的步驟。由

上可知，協助學生探尋與深化對事物的意義，是統整課程的最基本內涵（Davis, 

1997）。 

 

四、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自主學習（autonomous learning）能力涉及學生對於學習的自我控制以及對於

學習的責任感，一位自主學習的學生無論在認知、動機與行為上都是積極的參與

者，他會根據自己的學習能力以及學習任務的要求，積極主動地調整學習策略與

努力的程度。 

    教育學界一直以來對於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賦予很高的評價，甚至將自

主學習能力的培養等同於教育的最終目的，例如 John Dewey 就曾說過：教育的

目的在於讓個體能夠繼續他的教育（The aim of education is to enable individuals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Dewey, 2012, p69.）。 

    心理學界則從人性需求、心理健康以及認知學習的角度不斷地探究自主性與

自主學習的重要(Deci & Ryan, 1985; Deci & Ryan, 2008; Zimmerman, 2002)。 

    面對知識變動與訊息流動快速、知識產量暴增的時代，當代各教育學領域也

都主張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是 21 世紀優質公民的重要內涵(Lüftenegger, et al., 

2012)，也是當代世界各國的主要教育目標(Singh, 2002; OECD, 2005)，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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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能幫助個體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Zimmerman, 2002)，也是終身學習能力的重

要內涵(Dunlap & Grabinger, 2003; Lüftenegger et al., 2012)。 

 

五、自主學習的內涵 

自主(autonomy)的基本意涵是：一個人具有內在支持的行動力(Deci & Ryan, 

1987)；而自主學習則是指一個人能主導、負責自己的學習 (Benson & Voller, 1997)；

學生能對於自己的學習進行決定(Chan, 2001)；一位自主學習者在教室中可以表現

出某種程度的自我決定與責任(Lüftenegger et al., 2012)。一位能自主學習的學生，

不但會樂於學習，發展並調整學習的良好習慣、方法與策略，也會為自己的學習

訂定目標，制訂計畫。除了個人的層面，一位自主學習者也從人際互動中，滋養

出自主能力，例如 Paris 與 Ayres（1994）主張，自主學習乃指學生有自我學習的

動機，能有策略地完成特定目標，具備合作、內省、重視意義的建構，以及獨立

自主的學習取向。另外，國內學者對於自主學習的內涵也做出一些整理，例如，

李坤崇認為自主學習具備主動學習意願、主動學習態度、有效學習方法，及基本

學習能力等四項要素（李坤崇，2001）；梁雲霞則簡單的定義自主學習為：在學

習過程中，展現自主的行為（梁雲霞，2012）。 

加拿大心理學家 Edward Deci 與 Richard Ryan 主張自主性是人的基本需求之

一，也是心理健康的基礎（Deci & Ryan, 1985）。Deci 和 Ryan 從 1970 年代就以動

機理論為基礎，提出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SDT 將人類

的動機類型區分為自主動機（autonomous motivation）與被控制的動機（controlled 

motivation）；人類三個基本需求（能力感、自主性與人際關連）的滿足，能促進

自主動機的擁有，並有助於個人心理健康；而學校、家庭與職場中自主性支持作

法對於學生學校學習、小孩家庭教養成效、工作職場表現以及運動員的訓練表現，

都有正向的幫助（Deci & Ryan, 2008）。在教育心理學界，有許多學者運用 SDT

理論進一步探討學習者自主的功效，研究發現：自主學習可以促進精熟動機、內

在動機、學習興趣（Reeve, Bolt, & Cai, 1999）、深度學習（Grolnick & Ryan, 1987）、

高學業成就（Black & Deci, 2000）、毅力以及低中輟率（Vallerand, Fortier, & Guay, 

1997）。 

「自主學習」一詞，除了對應到英文的 "autonomous learning"，也與自我主

導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獨立學習（independent 

learning）等概念及其研究成果相重疊，而 1980 年代以後，教育心理學研究中的

「自我調節學習」或是「自律學習」（self-regulation learning）概念，也常被等同

於「自主學習」（Zimmerman, 2002；林建平，2005；梁雲霞，2009；龐維國，2001）。

美國心理學者 Barry Zimmerman 將「自我調節學習」解釋為：學生將學習視為一

項為自己而積極從事的活動，而不是一項對教學進行反應的被動事件

（Zimmerman, 2002, p.65）。自我調節（自主）是因著要導向達成目標，而有的自

我生成的思想、感情以及行為（Zimmerman, 2000）。在教育心理學領域，不同的

學習理論從不同的角度論述這個自主學習的概念，例如 Vygotsky 認為個體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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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自我調節的過程，是語言內化與自我指導的歷程（Vygotsky, 1986）；而社會

學習理論則認為自我調節是個體受到增強後認知調整的過程，其重要內涵包括自

我指導、自我增強與自我監控，並成就高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學生（Bandura, 

1977）；至於認知心理學家則特別重視自我監控等後設認知能力（Flavell, 1979），

亦即個體對於能否學、學什麼、如何學以及為什麼學等問題的覺識與反思。 

 

六、自主學習學生的面貌 

根據 Zimmerman 團隊的自主學習研究，能自主學習的學生，具備較高的學

習動機(Dickson & Wenden, 1995)、較好的學習成就（Zimmerman, 1990）、較佳的學

習策略能力 （Winne, Jamieson-Noel, & Muis, 2002）以及較優的自我監控能力（L

üftenegger et al., 2012）。Zimmerman曾將個體的自主學習細分為八個面向，分別是：

（1）為自己設定可趨近的目標，（2）採取有用的策略追求目標，（3）監控自己

進步情形的指標，（4）營造有利於目標達成的物理與社會情境，（5）有效率地運

用時間，（6）自我評估所使用的方法、（7）為結果找因果關係，以及（8）採用

未來導向的方法（Zimmerman, 2002），並指出學生若能在這六大面向做出自覺的

選擇與控制，就是自主學習，例如：具備自我驅動的學習動機、自己選擇學習內

容、自主調節學習策略、自己計畫與管理的學習時間、主動營造有利的學習環境

以及善用社會、文化與人際資源等，而對學習結果做出判斷與評價。相反地，如

果學生在六個向度上都由教師控制，完全依賴教師的指導與安排，不但學生的學

習是被動的、不自主的，也較不可能發展出自主學習的能力。植基於 Zimmerman

的自我調節觀念，中國大陸學者龐維國進一步以「能學」、「想學」、「會學」以及

「堅持學」四個成分剖析一位自主學習者的特質。「能學」指稱知識發生的能力，

亦即人類生物基礎所設定的學習能力，「想學」是指內在動機這個學習動力，「會

學」則是會使用各種策略學習，「堅持學」則是意志控制的面向，在遭遇困難時，

個體仍願意不斷的嘗試，以求取學習的成功（龐國維，2001）。 

  Abdullah (2001, p.1)從自我主導學習的觀點出發，認為自主學習的學生是對於

自己的學習歷程具有責任的擁有者與管理者。Wall（2003, p.308）從政治哲學與

民主自由本質的觀點來看一位自主的人應該表現出來的行為：（1）有能力形成複

雜的意圖，並能堅持承諾；（2）一種能去規劃出自己的生命路途、知道什麼是有

價值的以及值得去做的事的獨立性；（3）具有自我意識與力量去主控自己的事情；

（4）去接觸能夠提供合於價值且有豐富選擇性的環境。Littlewood（1999, p.71）

則指出自主學習者有兩種特性：（1）為自己的學習負責，（2）將傳統教學中歸於

教師的擁有權轉成學生自己的責任，例如學習目標的決定、學習方法以及評量歷

程的選擇等。Ponton 和 Carr（1999）從商學研究中指出自主學習者的五項特徵：

目標導向、解決問題傾向、行動導向、堅持去克服困難以及自我起始性。Louis

（2006）從第二外語學習的觀點整合了更多文獻指出，自主學習者是：（1）願意

並有能力去控制與監督自己的學習，（2）知道自己的學習風格與策略，（3）能被

激勵去學習，（4）常能猜對事情，（5）選擇做事的素材、方法與任務，（6）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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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與實踐工作中練習選擇與所設定的目標，（7）選擇評量的標準，（8）對於眼前

的學習任務表現出主動積極性，（9）能注意事物的內容或形式，放對正確與適切

的點，（10）願意拒絕不被驗證的假設，（11）願意冒險。 

    由以上可知，自主學習者是能從可做選擇的事物中思考後做決定、採取行動

並堅持完成；自主學習者對於學習充滿動機、好奇與熱情，因此樂於學習與樂於

接受挑戰，不怕冒險與失敗，能有毅力克困難，且不必靠外在獎賞就能持續工作

任務；自主學習者是能不斷調節認知能力的學習者，因此會自訂與調整目標，具

備做事的方法與策略，具有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能捨棄不合理的知識，對

事物進行較準確的猜測。然而，自主學習者並不是天生的，是受許多因素影響而

成的，也有其自然發展的路徑，因此不同年齡的學生所表現出來的自主性特徵可

能不同，例如幼兒或是國小低年級學童對於學習策略應用等能力的自知程度可能

較高年級學生來得低。本研究也將以適齡的觀點來探究國小生活課程教師心目中

的自主學習學生圖像。 

 

七、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 

    Deci 與 Ryan 的 SDT 理論假定人天生是自我驅動的、好奇的、有興致的、勤

於活動的、想要追求成功的，因為成功可能獲得個人滿足以及自我激勵，但是另

一方面，人也可能因為後天的因素而變得疏離、機械化、被動或是無動於衷（Deci 

& Ryan, 2008），因此，教師或是教室裡發生的事都可能滋養或是強化，但也可

能阻礙或是弱化學生自主的動機（Reeve, 2006）。根據 SDT 理論，支持學生發展

自主學習的教師能辨認以及滋養學生的需求、興趣以及偏好，並且創造機會讓學

生這些被引發的內在狀態能夠領導他們的行為。教師也要營造支持自主學習的有

利環境，像是經驗有意義的正向教育成果、使有能力感、精熟事物的動機、成就

感、深度的訊息處理、精彩的投入、正向情緒、較高的內在動機、以及較好的學

業成績等等（Reeve, 2006）。Stefanou 等人從教室活動的角度研究教師如何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提出策略使用的三個面向：組織的、歷程的以及認知的（Stefanou, 

Perencevich, DiCintio, & Turner, 2004）。SDT 提出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教師

會有以下的教學行為：（1）傾聽學生，（2）創造機會讓學生用自己的方式學習，

（3）讓學生有機會說（表達），（4）安排有利於主動操作或是對話的材料與座位

方式，（5）鼓勵努力與毅力的投入，（6）讚美改進與精神的表現，（7）當學生遇

到困難時，提供能促進進步的線索，（8）回應學生的問題與看法，（9）與學生溝

通對其觀點的接納（Deci, Spiegel, , Ryan, Koestner, & Kauffman, 1982; Flink, 

Boggiano, & Barrett, 1990; Reeve & Jang, 2006）。 

    Cotterall（2000）從語文學習課程設計的觀點出發，提出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的課程設計內涵之五大原則：（1）學習者目標，（2）語言學習歷程，（3）任

務，（4）學習者策略，以及（5）對學習的反思。李坤崇（2001）則以較符合自

我調節理論的觀點，從認知、情意與行為角度出發，提出教師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的四個構面：（1）激發學生的主動學習意願，（2）培養學生的主動學習態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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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生有效的學習方法，（4）造就學生基本的學習能力。在這些向度原則中，

教師要將「學習責任的控制權」（locus of responsibility）從教師移轉到學生身上，

成為學習者中心取向的課程與教學（McCombs & Miller, 2007）。Lau（2007）認

為促進學生自我主導學習的系統必須規劃的讓學生能在他的能力範圍內順利工

作；但是學生中心取向不代表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放牛吃草，自主學習的提倡者

David Little（1995）認為，教學是師生互動與相互調整的歷程，要培養自主學習

的學生也需要自主學習的教師，教師應該透過不斷的反思以及調整自己的教學來

成就自主學習的學生。因此，在學生中心取向教學中，教師不是沒有角色的，Lau

（2007）主張學生中心取向的教學具有以下特徵：（1）較彈性的教學流程，（2）

提供選擇與責任，（3）激發內在動機，（4）支持的物理環境，以及（5）正向的

同儕影響。這些都是有專業的教師才能掌握與良好地實踐的。  

    學生做選擇、分析事物的優缺點、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學習做事的策略與方

法，以及遇到挫折能堅持下去，這些自主學習能力的形成，都需要教師在旁的輔

助。因此，Yan（2012）認為教師扮演的角色有如經理人（組織者）、促進者以及

諮商輔導者。Wringt （1991）則將教師比喻為經理人、資源的提供者、指引者、

以及評鑑者，而將教師的角色大要分為為兩種：（1）創造學生學習的條件，（2）

使用各種方法與知識協助學生進行任務導向的學習工作。Black 等人從評量培養

學生「學習如何學習」的研究指出（Black, McCormick, James, & Pedder, 2006），

提升學生「學習如何學習」的評量工作，其最核心的觀點就是採取任何有助於在

學習中能滋養自主性的措施，評量的目的在於讓學生具有繼續學習的能力；Crick

（2007）在以評量增進學習能力的文章中也指出七個值得注意的面向：（1）改

變中學習，（2）關鍵好奇心，（3）創造意義，（4）創造力，（5）依賴與脆弱，

（6）關係/獨立，以及（7）策略覺知，其中依賴與脆弱是負向的面向，會阻礙

學習力。 

    從以上的探討可知，在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上，教師扮演的角色與傳統傳

輸知識式的教學樣貌很不相同，教師扮演引導者與促進者的角色，讓學生從有問

題意識、有目標出發，協助其選用策略以及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鼓勵與支持

其堅持工作、克服挑戰的態度。 

 

八、生活課程與自主學習的關係 

    生活課程無論從理念、精神、目標、課程設計、教學實踐以及評量，都與自

主學習的精神與內涵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生活課程就是在為學生的自主學習

能力奠下良好基礎，生活課程綱要中在在呈現了「以學生為中心」的語言（教育

部，2008）。 

    生活課程為統整課程，是超學科課程設計的，徹底摒除學科領域知識的界限，

移除所有組成生活課程三個領域知識概念邏輯，以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自我的

內在環境為生活的範圍，引導學生發展真、善、美的能力。統整課程以整體的方

式以及反應真實互動的世界來看待學習與教學」（Shoemaker, 1989, p5），因此，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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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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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以他們的方式去組織、關聯或統合

學習與經驗；換句話說，「學生」才是統整課程的主角，教師則以學生的興趣、

經驗和發展做為活動引導以及課程組織的依據。這正是促進自主學習的教師所扮

演的角色。 

    生活課程以「主題教學」（thematic teaching）做為其具體樣貌（教育部，2008）。

吳樎椒與張宇樑（2006）認為，主題教學鼓勵學生在實際的活動情境中進行自發

性的研究與調查，它讓孩子有機會釐清存在的想法和概念之間的關係，它讓孩子

有機會建立屬於自己的訊息背景。主題教學的設計要考慮學生的興趣、能力、和

需求，重視他們的個人文化背景、家庭和生活經驗，尊重他們的能力發展和學習

態度，並且允許他們在學習上反覆的自我思考。在主題教學中，教師自然而然地

使用多樣的方法和策略。教學方案之設計原則以主題切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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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ne,1995）。生活課程主題教學設計，

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培養學童的生活能力」、以及「拓展學童對人事物的

多面向意義」做為課程方案設計與發展的三大準則（吳璧純，2010）。在學生發

展與學習特性的基礎上，教師協助學生發現問題、探索與探究問題，並進而解決

問題；在這些過程中讓學生選擇學習目標、探究目標以及方法；在學習過程中，

深化生活中人、事、物的意義，並養成各種適應生活的能力。教師在實踐生活課

程時，可能因著與學生的互動以及學生的學習狀況，會調整教學的內容與進度，

甚至是目標與主題。無論是對事物意義的學習、挑戰性、責任感、同儕影響、或

是學生的創造力與解決問題能力，這些自主學習所注重的內涵上，都在生活課程

的教學實踐中被看見，因此在主題課程以及生活課程的特性中，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不斷地被滋養。 

    生活課程在學習評量上採多元評量的方式，在評量的精神與目的上，以協助

學生發展生活能力為依歸。然而，能力是發展來的，在學習活動中發展與形成，

因此相對於其他課程，生活課程的評量更重視幫助學生進一步學習，因此生活課

程的評量大多時候是促進學習的評量（吳璧純，2009，2013）。Willis（2011）研

究中指出，促進學習的評量可以增進昆士蘭中學生的自主能力。同樣地，Marshall

和Drummond（2006）從事小學教師訪談以及教室互動影帶分析的研究發現，促

進學習的評量可以增進學生的責任感與學習的毅力。 

  在生活課程的評量中，教師從看見學生的能力表現中給予回饋，例如在觀察

紀錄、多元表徵表達感受與探究結果或是同儕分享與小組展演的工作中給予口頭

或是書面回饋，或是允許學生之間相互回饋。生活課程的教學與評量常是連續的

歷程，或是教學即是評量活動，例如學生在口頭發表想法時，教師就在評量學生，

學生也在進行同儕與自我評量了，Khodadady與Khodabakhshzade (2012)指出，自我

評量活動可以促進自主學習能力；生活課程注重學生學習歷程的多元評量與Lam 

（2008）研究所指出的：多元評量能夠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其結果是相一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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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從生活課程的特性以及自主學習能力的內涵探討可以知道，生活課程蘊含著

培養自主學習的學生。這樣的關係是否可以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呢？本研究的第

一個主要目的即是想透過生活課程輔導團教師的觀念調查，探究生活課程與自主

學習是否有關？另外，做為課程實踐者的教師若其自主學習的觀念較清楚，也會

有助於生活課程的教學實踐工作，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在於探究生活課

程教師所擁有的自主學習觀念程度如何？如果生活課程隱含自主學習的內涵，且

研習有效的話，那麼在經過研習之後的教師，其自主學習觀念是否會有所提升？

這是本研究所要探究的第三個目的與問題。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參與2012年8月13日到8月17日，以及10月1日到10月5日的生活課程

初階與進階輔導員研習的教師為對象，共有38位教師，其中初階輔導員教師21

人，進階輔導員教師17人，生活課程的平均授課年資為4.7年，沒有任教過生活

課程的教師僅有7位，平均研習時數為60小時，之前沒有研習經驗的教師僅有2

位。由於2012年生活課程輔導員剛實施分階授證，參與研習的教師並沒有依其生

活課程的授課或是研習經驗來分專業階級別；換句話說，參與初階研習的教師中

也有對生活課程比進階研習教師更精進的。然而，平均而言，初階教師的生活課

程平均授課年資比進階教師來得低（4.03年比5.41年）；初階輔導員的平均研習

時數也比進階輔導教師來得少（37.72小時比105.88小時）。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於蒐集教師對於生活課程精神與特色的理解情形，以及對自主學習

的看法，並蒐集輔導員對於現場生活課程教師對於生活課程實施難題與輔助需求

的意見，採自編問卷為工具。研究問卷分為四大部分，分別是：基本背景題目、

生活課程觀念題目以及自主學習觀念題目，題目由作者共同討論編製，並由生活

課程中央團教師閱讀後修改。 

  （一）生活課程觀念題目 

    此部分問卷共16題，內容包括生活課程的能力目標、特性、課程與教學設計

原則以及評量等觀念的陳述，採「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李克特式五點量

尺作答，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數是.789，量表之信度頗佳；另外，而由於兩

位作者熟悉生活課程綱要內容，使得這部分的問卷，具有專家效度。 

  （二）自主學習觀念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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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分問卷共30題，參考國外學生中心問卷的題目敘述（McCombs & Lauer, 

1997)）以及王立娥（2003）所編製之自主學習認識問卷，並依據本研究文獻探討

對於自主學習內涵的理論依據而進行題目編撰，題目具有表面效度。內容包括自

主學習的意義與價值、自主學習者的樣貌、促進自主學習的教學措施等三大部分，

題目分別有8題、8題以及14題。問卷採「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李克特式

五點量尺作答，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數是.926，三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分是.797、.825、.864，其中自主學生樣貌又可分為5題行為表現

題目，以及3題與態度有關的題目，Cronbach α係數分是.778、.693。量表與各分

量表之信度頗佳。 

 

四、研究程序 

  兩梯次的研習各有五天，兩階段課程內容相似，第一天為教育部政策推廣課

程以及開訓與班務介紹，第二到四天的課程包括生活課程案例、教科書評鑑與轉

化、補救教學、多元評量等內容的研討，最後一天則是課程領導與綜合座談等課

程內容，前後測問卷的實施時間分別是第一天下午的班務介紹以及最後一天上午

的綜合座談時間，問卷填答時間約30分鐘。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11.0 套裝軟體，針對研究問題，對相關變項進行皮爾森相關

分析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肆、結果與討論 

一、生活課程與自主學習的關係 

    本研究從生活課程的精神特色以及自主學習的理論文獻探討中，假定生活課

程隱含了自主學習的精神，生活課程的最終目標在培養自主學習的學生，因此，

對於生活課程精神特性掌握較好的教師應該對於自主學習的內涵也有較好的認

識。以全部教師前後測資料求其生活課程觀念與自主學習觀念的相關，結果生活

課程觀念與自主學習觀念或是自主學習觀念的分量表之間，除了自主學生的樣貌

為顯著中度相關外，其他都有顯著高度相關，相關矩陣見表1。 

    研究資料顯示，生活課程隱含了自主學習的精神，而自主學生的樣貌之所以

與生活課程觀念（r=.46）、自主學習的意義與價值（r=.56）、以及促進自主學習

的教學（r=.55）觀念之間只有中度相關，可能由於生活課程的教師認為低年級的

學童年紀的關係，有些自主學習的樣貌還沒發展。例如，題目中第4題「自主的

孩子會自己決定如何學習」與第5題「自主的孩子一旦定了計畫，就會把它完成」，

這兩個題目的平均分數分別為3.46與3.26，而第9題「自主的孩子沒有大人協助，

也會勤於解決問題」與第10題「自主的孩子會安排自己的時間」，平均分數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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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3.84，也都相對較低於其他題目，因為其他題目大都有4分以上的平均值。在

自主學習學生樣貌上，教師常覺得年紀較小的學生態度是有的，但行為上可能不

容易做到，由學生自主學習樣貌的行為與態度平均分數（3.68比4.09）可以看出

端倪。 

 

表 1   

輔導團教師生活課程與自主學習觀念之間的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觀念  生活課程觀念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向度     觀念   意義與價值 樣貌    教學促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課程觀念 1 

自主學習觀念 .90**  1  

自主學習意義 .72**   .90**   1 

自主學習樣貌 .46**   .80**   .56**   1 

自主學習教學 .72**   .93**   .81**   .55**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1 

 

二、生活課程輔導團員的生活課程觀念與自主學習的觀念現況 

    參與本研究的教師其生活課程授課年資平均為 7.32 年，平均研習時數為 60

小時，應該已經具備一些生活課程的觀念以及自主學習的觀念，計算所有教師的

生活課程觀念與自主學習觀念的前測平均成績，分別是：生活課程觀念（4.06）、

自主學習觀念（4.13）、自主學習的意義與價值（4.24）、自主學習的樣貌（3.81）、

促進自主學習的教學（4.2）。由以上資料得知，生活課程教師除了對於自主學

習學生樣貌較不足之外，對於生活課程與自主學習的觀念都已有相當的認識。另

外，生活課程輔導團的初進階教師其授課年資與研習時數有所差異，是否導致其

在生活課程與自主學習觀念上的差異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結

果發現，雖然進階教師前測時在各項分數都略高於初階教師，但卻沒有達到顯著

的差異水準；而在後測時，初進階教師在各項的分數差距很小，也是沒有顯著差

異的。 

 

三、經過研習教師在生活課程與自主學習觀念上提升的情形 

    在為期五天的生活課程研習課程中，來參與研習的教師有機會系統地接受生

活課程的理念與課程實踐案例、分享教學心得，並進行教案設計，因此能對生活

課程有深入的認識。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輔導團教師前後測的生活課程與自

主學習觀念差異的狀況，結果由表 2 與表 3 可知，教師在經過研習之後，無論是

生活課程觀念或是自主學習的觀念都有顯著的增進。教師在生活課程觀念的前測

分數平均為 4.06，標準差是.38，後測平均分數是 4.26，標準差是.32，研習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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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高於研習前，並達顯著差異水準（F(1,71)=5.87, P<.018）。教師在研習後對生活

課程觀念有所提升，也表現在開放問題第一題的回答情形上。教師對於何謂生活

能力，在有回答的 34 位教師中，僅有 2 位提及能力指標中的所有能力，有 2 位

特別提到多元表徵以及生活能力，但其他教師都回答片段的答案，例如探索、反

思、合作、解決問題、創造力等等；但是在後測的問卷中，36 位回答的教師中，

有 23 位都提到了完整能力指標的概念並加上其他能力的描述，如樂於探索、解

決問題、自主學習以及多元表徵等，這些在研習課程中都被強調。 

 

表 2   

研習前後輔導團教師在生活課程觀念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間（研習課程） .73   1   .73       5.87* 

組內（誤差）    8.78     71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51     72   .8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5 

 

表 3   

研習前後輔導團教師在自主學習觀念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間（研習課程）1.24    1    1.24       8.04** 

組內（誤差）    10.45  68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69  69    1.3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1 

 

    教師在自主學習觀念的前測分數平均為 4.13，標準差是.39，後測平均分數是

4.40，標準差是.39，研習後的分數高於研習前，並達顯著差異水準（F(1,68)=8.04, 

P<.01）。進一步考驗自主學習觀念的三個分量表的前後測分數差異，除了自主

學習的意義與價值一項在顯著差異邊緣（p<.059），其他的增進分數差異都達.05

以上顯著水準。表 4 到表 6 為其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在自主學習的意義與價

值觀念的前測分數平均為 4.24，標準差是.45，後測平均分數是 4.44，標準差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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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後的分數高於研習前，但未達顯著差異水準（F(1,69)=3.70, P<.059）。教師在自

主學習學生樣貌觀念的前測分數平均為3.81，標準差是.52，後測平均分數是4.23，

標準差是.54，研習後的分數高於研習前，並達顯著差異水準（F(1,71)=11.48, P<.01）。

教師在教學促進自主學習觀念的前測分數平均為 4.24，標準差是.43，後測平均分

數是 4.45，標準差是.41，研習後的分數高於研習前，並達顯著差異水準（F(1,72)=4.74, 

P<.05）。從統計數值看來，研習課程對於教師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樣貌的看法改

變最大，特別是在學生自主學習行為面向，平均分數從前測的 3.68 提升到後測

的 4.15，（F(1,71)=12.66, P<.01）。學生自主學習態度雖然差異也達.05 顯著，但分數

提升的程度不多（4.09 與 4.37）。由此看來，教師在研習前認為幼小學生較不容

易有自主學習行為的觀念，經過研習課程洗禮，有了明顯的改變。 

    另外，教師在研習之後，對於生活課程的觀念以及自主學習的觀念都有所提

升，也間接說明了生活課程中隱含了自主學習的概念內涵。 

 

表 4   

研習前後輔導團教師在自主學習意義與價值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間（研習課程）    .68       1           .68        3.70 

組內（誤差）      12.76      69           .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44  70       .8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59 

 

表 5   

研習前後輔導團教師在自主學習學生樣貌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間（研習課程）    3.28      1          3.28        11.48** 

組內（誤差）       20.28      71          .2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56   72      3.5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1 

 

表 6   



16 
 

研習前後輔導團教師在自主學習學生樣貌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間（研習課程）     .85       1          .89        4.74* 

組內（誤差）       12.90      72          .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75   73          .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5 

 

四、生活課程輔導員對於生活課程推廣工作的一些看法 

    輔導團教師因為常常巡迴輔導現場教師的教學，因此本研究透過開放問卷的

第二題「在學校進行生活課程最大的難題是什麼」蒐集生活課程推廣會遇到的阻

礙。38 位教師共提出 95 個意見，其中超過 5 個人都提到的困難有：生活課程被

切割、分科教學（14），過於依賴教科書或是不會進行轉化（14），教師生活課

程觀念與知能不足（11），學校與家長不了解生活課程多元評量的重要（10），

不能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且不願帶學生進行探索（8），教師之間不進行專業對話

（8），行政支援與人力資源不足（8），生活課程不被重視被挪做他用，如主科

補救教學（6）。從以上的意見可知，現場教師、學校以及家長對於生活課程做

為統整課程的許多特性與實踐方式，掌握度仍有待加強。  

  有關生活輔導團教師要如何協助現場教師的問題，在 114 個回答中，超過 5

個人都提到的想法有：認識生活課程、破除迷思觀念（22），統整教學案例發展

（22），教師之間的觀摩、交流與對話（13），讓教師因為感動而改變態度或觀

念（13），多元評量知能的學習（12），多元有效教學方法的提供（11），教科

書轉化知能（7），解決現場教學所遇到的問題（7），以及辦理提升專業知能之

研習活動（6）。以上這些意見有助於生活課程推廣工作的規劃。 

    由前兩個問題的回答中可知，現場教師完全依賴教科書的傾向為數不少，而

生活課程因為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教學必須因學生、因環境、因資源而做調整

與改變，無法照本宣科，必須具有教科書轉化的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現行的

教科書該如何配合教師的需求改變其編輯的方法，因此本研究的第四個開放問題

在蒐集教師對於教科書如何改進的意見。從 60 個回答意見中，超過 5 個人提到

的意見有：活動更統整、脈絡更順暢（11）、主題更多元且具創新性（11）、提

供多元評量的示例（8）、更貼近學生的生活或年齡（8）、教科書提供教學彈性

或留白空間（8）、以及以學生為主的探索活動培養能力而非知識傳輸（7）。 

    生活課程教科書以傳統的編法無法滿足生活課程的精神與特色，因此教科書

如何更彈性、更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更以能力培養為主軸等，是未來教科書出

版社編輯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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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探究生活課程與自主學習的關係，並且了解輔導員透過

研習課程能夠提升生活課程的知能以及增進自主學習的概念。研究結果顯示，生

活課程中隱含了自主學習的精神，對於生活課程精神掌握較佳的教師，也會較具

有自主學習的觀念；另外，透過生活課程教學案例、評量以及教學實踐分享的學

習，生活課程輔導團教師也更能理解生活課程中的自主學習內涵。雖然本研究採

取不具控制組的準實驗設計，推論效果有限，但研究結果仍具參考價值，未來的

研究可以進行更嚴謹的假設考驗。本研究的結果除了有助於生活課程理論基礎的

建立，也能提供課程推廣工作規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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