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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 

陳文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前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根本的精神即是「在教學中以學習者的

主體性來考量，賦予學生學習的自主性」，以便學生得以由學習的活動

過程中獲得「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當然，也可由此活動而達

到課程所期望的分段能力指標的達成，其中包括科學知識與技術的認

知、過程技能與思考智能的習得、及其應用在生活上的能力。為了「開

展學生的潛能」的課程目標得以達成，必須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及善用

各社區的環境特質，因而有學校本位課程、彈性授課時數、評量內容多

元及評量方式多樣等等的教學設計，也即是在教材及教學中「賦予教師

的教學自由空間與主導權責」。  

為了使此一課程得以落實施行，許多相關而必要的工作必須配合同時進

行；例如系列的教學活動設計需要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及參考資料需

要準備、因領域統整課程及教學模式的改變使得教師需要進修研

習⋯⋯。 

本文只在研討教師所要使用的教材；它們的來源、用法和可發揮的教學

功能。 

(一)國民中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的特質 

依據「課程總綱綱要」及「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所揭示的理

念，本領域課程具有以下的幾項特質(註：以下『』的文字取自教育部所頒佈

的課程綱要本文)： 

‧適性教育：在『教育在開展學生的潛能』的理念之下，教學與評量均應以發

掘學生的性向和培養學生的才能為目標。 

‧研討的主題與教材應生活化：『教育是培養學生適應生活及改善生活環境的

歷程』，而且課程目標在於『培養國民生活所需的基本能力』。因此，教學活

動應『以生活經驗為中心』（亦即由學生所關切的問題切入）。 

‧教學活動應以學生為主體來考量：在設計學習活動時應注意『以學生為主

體』，把學習的自主性賦予學生，以培養學生好奇、主動的學習意願、負責

的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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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應掌握統整的精神：依據「國民中小學課程總綱」所揭示之『學習領域

之實施應掌握統整之精神，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協同教學』，並且為了

讓設計的教學活動能切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也使教師在設計主題式教學時有

較大的發展彈性，設計學習活動時可以因為釐清主題概念的需要，將相關的

知識納入探討，也就是說研討的內容，完全以解決問題的必要來考量，而不

是完全以某一學門的知識來看。 

‧教學與評量一體：為了確保課程目標的達成，應將評量視為教學的一部份(與

教學並行)，評量的內容要儘可能涵蓋所有的教學目標（分段能力指標），『評

量方法應採多元化方式實施，兼顧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 』。 

‧從事科學性的探討：本領域的課程綱要將課程目標「基本能力」轉換成「科

學素養」來陳述。若是透過科學性的探討活動，並且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教

學方式，則「分段能力指標」(教學目標)才有可能因此達成。 

‧允許學校可以依其為本位設計自己的課程：為了使教學活動更能適應地方環

境的特性及學生的程度和性向，必須有效落實「把教學的主導權交給教師」

的理念；因此，在課程綱要裡對於教材只作很少的限制；即在分段能力指標

「科學與技術認知」一項中，只列應學習的「核心概念」。因此，學校可『結

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自行選編教材。 

基於以上所述的課程特質，我們來考量如何建構一個合適的、更能發揮教學

效益的「學校本位課程」。 

 (二)學校本位課程要如何規劃及設計？ 

既然學校被允許可以依自己需要設計本位課程，那麼我們怎麼去設計一系列

「最適合本地方、本地學生」的教學呢？(見表一:學校本位課程的形成及使用) 

1.掌握教學目標： 

我們由課程綱要的主要內容「分段能力指標」中可以發現，所列出來的八項

科學素養可分成兩類，其一為「科學與技術認知」、「科技發展（的認識）」

屬於知識認知類。其他「（科學）過程技能」、「思考智能」、「科學應用」、「科

學態度」、「設計與製作」屬於智能、技術與態度類。 

‧「知識認知類」提供我們選取教學「主題」的依據。 

‧「智能、技術與態度類」引導我們如何去設計教學活動，若是我們所設計的

教學活動模式合適(例如做科學性的探討活動、注重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多

提供學生思考創造的空間⋯)，這些教學目標便可自然而然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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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列該「學習階段」所要探討的「主題」 

‧預估當我們探討完這序列的「主題」之後，將可學習到「科學與技術認知」

項的所有（或大部份）內容。 

3.依「主題」（或議題）發展教學活動，成為「教學模組」： 

‧以學生關切的問題來當探討的「主題」，及/或運用生活上的題材來學習科學。 

‧教學活動應以學生為主體來考量，使學生自己肩負學習的責任，主動自主的

進行探索活動。 

‧採用科學性的探討活動及實作的方式來進行。 

‧教學與評量應同時並行，由於教學目標包括各項能力的培養，因此，評量的

內容也應多元化。 

4.安排好該「學習階段」所要探討的「模組系列」。 

‧自行研發所需的教學模組或刪修他人的教學模組，納為己用： 

教師（或本校本學習領域之教學研究會）可以由教學資源中心（如各書局出

刊的、圖書館備置的、各教學中心研發的、各地方發展的鄉土教材… ）去蒐

集這些「教學模組」，再依地方特殊性、學生程度或所要強調的教學重點進

行編製。 

‧為了不使整學期的教學成為零散主題的集合，我們必須調整、安排這些主題

序列。也就是決定依其一歸類方式加以排列（見附錄 E「主題歸類」），使科

學概念得以作有層次的發展（不過，在生活化主題式的教學中，我們並不以

科學概念的邏輯性發展為首要來編輯）。 

5.教師可以善用統整教學及協同教學。 

‧教師們可依自己專長或興趣，彼此分工各自負責某些「模組」的教學工作。 

‧協同教學可以在領域小組的單位內來進行。由於教學活動是以「主題的探討」

為單位，其材料有些部份難免牽涉到其他學科的知識，此種情況下教師之間

的相互研究討論有其必要。並且彼此應協調其教學進度、相互支援教學，這

就是「協同」教學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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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學校本位課程」的形成及使用 
 

 
 
 
 

 

 

 

 

 
 
 
 
 

 
 
 

 
 
 
 
 
 
 
 
 
 
 
 
 
 

我們有很多的教材（教學模組）可引用  
‧坊間有許多很好的「教學模組」；A、B、C⋯  
‧自己設計了一些「教學模組」；E、F⋯  
‧當前正遭遇到一些特殊事件，進行探討後整理出來，  
就是新的「教學模組」；X 

本校有了一套自己的「教學模組」  
例如甲校挑{A、C、F、X⋯}，  
乙校挑{A、B、G、Y⋯}。 

教師有了自己執行教學的一套策略  

學生覺得在進行一系列有趣的、有意義的探索活動，  

這些活動大半的主意都是我們小組的人自己想的！  

隨時評量，知道學生學習進行的狀況，
評量的內容都切合教學目標(多元)，
評量的方法要合理有效（多樣的） 
 

雖然教師手頭握有教學模組的資料，
但可看當時的學習環境、學生提出的意
見等等，可因勢引導發展出有效的教學
活動(即創意地運用)。 

分段能力指標 3 項（科學本質）、5 項
（科學態度）、7 項（科學應用）、8 項
（設計與製作）可使我們決定用什麼方
式去進行教學(使用模組) 

分段能力指標 1項（過程技能）、  
6 項（思考智能）可用來評鑑模組的
品質；「什麼模組的教學方式能培養出
這些能力？」  

考量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的  
2項（科學與技術認知），  
4項（科技的發展）的內容，  
可作為挑選「模組」的依據。 

地方特色、教師專長、學生興趣等因素
可決定挑什麼主題和活動的 
內容、方式。 

進行另一個模組的教學 

本主題的研究結束時，學生感覺到參與的充實感、  
學習的成就感，並感覺此主題真的值得做  
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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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質 

1.它是一種「生活化的課程」 

‧當我們用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環境科學等來稱謂一門學問時，它指的是

一個個有邏輯結構、有組織的知識系統。我們常常在課程裡設置各類科目，

例如理化科、生物科等來傳授各門學科的知識、技能。藉由對這些科目的研

習，使學生獲得知識、增長其能力，而能應用於處理問題中。這種課程主軸

在於知識邏輯體系的完整及流暢，我們可稱它為「學院型的課程」。 

‧假如我們安排一系列在生活中與社會上所關心的問題，由處理及研討這些問

題中，使學生獲得相關的經驗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藉由這些問題的處理，培

養各項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且因此獲得自然科學知識及設計與製作的各項

才能。這種課程我們可以稱它為「生活化的課程」。 

‧我們可以比較以上兩類的課程，發覺「生活化的課程」具有以下的特質： 

它是以學生生活上遭遇的問題、社會上關切的問題為主題（或議題）、 

它是以處理問題、探討問題、解決問題的形態來進行學習活動、 

它是由一系列問題的研討來結構成整個課程的。 

 

2.它是以「主題」為單位之組合教材 

‧因為所研討的主題都是生活所遭遇的問題，很容易引發學生的關心，而較能

發展出主動與自主的學習活動。 

‧可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與創造性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採取以「議題的探究活動」模式來進行教學時，學生在分析及瞭解議題、研

判議題性質和相關變因、進行探究活動時思考處理問題策略、規劃並執行及

成果檢核與評鑑，這些活動都能培養學生「思考智能」、「過程技能」。 

‧若為彌補「科學概念結構系統化」方面的缺失，可將各相關模組作適當的聯

結、歸類，並在適當的時間穿插入概念的邏輯整理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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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它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活動 

‧議題可由所處的特殊環境來引發形成。一旦思考集中到某一議題且經過討 

論之後，一系列待答的問題就出現了，此時，討論分工和進行的方式，再由

各小組各自負責處理。學生「主動性」的進行探究活動就形成了。 

‧有些知識可能是學生事前未必具有的，可介紹（或學生自己蒐集）程度合適

的資料供其閱讀，教師立於輔導或與學生共同討論的地位，非必要時不用講

授方式去講解這些知識。 

‧學生可以擁有許多自主的創造空間： 

使用「模組」的方法，是把模組當成「參考」，或協助教學的「工具」，而不

是拿來「教給學生」的現成教材。模組教材的呈現方式是：「教師部份」有

充足的資料提供，包括教學策略的提供和說明、學生學習活動及評量學習單

的設計、參考資料等等。可是，「學生部份」則只有必要的閱讀資料及評量

學習單。 
教師在引導學生進入本「主題」的探討後，學生針對「主題（或議題）」，可

能由學生的角度去思考而提出新的疑問，也可能對問題所提出的解決策略和

原先模組的安排不一樣。為了提供學生的創造空間，教師可依據學生的想法

參考模組原先的設計加以修改或調節，或研發新的解決方法。 

對教師而言，有了「教學模組」，可以節省大量的教學準備時間，並且，也

比較能掌握相關的資料。對學生而言，學生是自己在針對該議題時，想出一

些解決的辦法，而且按自己的意思去做科學性的探討的，故進行的是一種自

主性很強的學習活動。 

4.它是一種生活化的教育 

‧生活上關心的問題或社會上關切的議題為探討的主題，這些問題與個人生 

活是息戚相關的，因而感受到「學習」是切實有用的。此外，運用科學性的

探討方式來瞭解議題、處理問題，這種工作方式也可培養學生在面對問題時

的篤實態度且較能做出合理而有效的抉擇和行動。 

5. 它是一種適性化的學習活動 

‧教學活動是以討論、共研策略、分工合作的方式來進行的。因此學習較快的

學生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產生帶領的作用，學習較慢的學生也可以在配合同

儕一起工作的機會中獲得學習，使大家都有「參與」的機會。 

‧學習較快的學生可以就問題本身，做更深入或精細的探討。學習較慢的學生

由參與探討的活動裡，分攤適合自己程度的工作，對整個活動也會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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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它是一種符合「學習心理」的教學活動 

‧生命的有機功能就是「成長」。成長不僅是生理上的新陳代謝，也包括有心

智的開拓。「學習」即是一種心智的展拓活動。人們之所以熱切地想從事「學

習」，是因為他感覺到需要或是有興趣，而願意以行動去實現的，是感覺到

它有可能做得到。「需要」與「信心」是「學習」的要件。「教學模組」所採

的議題都是生活上關心的問題，其感覺需要或興趣的程度較高，容易產生「主

動從事」的態勢。更何況是以小組合作的方式來從事，同儕的熱絡氣氛會帶

動參與的意願，也感覺到事情比較「容易」而「有趣」。 

7.它是一種統整性的教材 

‧科學裡有些概念是牽扯關連的，不專屬某一學科的，例如熱平衡、能量守恆、

質量守恆、平衡與變動等等。這些概念常常是我們處理問題時所要考量的基

本原則，以「主題」探討的形式來設計的教學模組，常可發現許多問題都要

運用這些概念，更能使學生體會這種通則性的概念。 

‧教材是以「議題」為單位來編輯。教材本身不是以有機化學、無機化學、動

物、植物、力學、電磁學、海洋學這樣去分的。一個「議題」往往牽扯到許

多變因，這些變因常是分屬不同學科領域（如生物學、化學），當然也可能

某一議題的探討整個都局限於生物或物質的化學性質，這樣的議題看起來就

比較像「屬於某科學的」，不過，教材的結構是「議題的組合」為主軸，不

是以「科學概念的邏輯發展」為主軸。 

‧整個「議題」的探究都是採取「科學性」的活動。「探究方法」本身即是一

種「統整」。 

8.它的內容及活動方式是現代化的 

‧探究的「議題」是切身問題或社會上關切的議題，是及時應世的問題。 

‧是「科學性」的探究方法；可以是「實驗」、「試驗」、「資料蒐集歸納」、「推

理演繹」⋯⋯ 

‧運用的教學資源如網站、電話、博物館、圖書館、家長、社區⋯⋯。 

9.它是適合地方風土人情、資源及學生特質的： 

‧學校（由教師組成的教學研究會）可以挑選（或設計）系列的教學模組。這

些模組比較能適合地方風土人情或生活環境，或研討一些切合地方需求的問

題，自然而然顯示出該校的教學特色。 

‧教師在使用模組時，可針對教學情境重新調整其內容：為了配合學生程度，

或可靈活運用當地的資源，教師可以挑選合適的教學模組，或剪裁或修改模

組裡的某項活動方式和評量學習單。因此，教師在「符合課程綱要，達成教

學目標」的前提下，仍擁有很大的教學自主空間，以調適教師自己的專長、

學生程度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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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它可配合教師專長，做好協同教學工作： 

在一系列的「教學模組」之中，雖然模組都是以「某一主題的研討」來設計

的，並不限制於物理、生物或某一學門的知識。可是，必竟有些模組是比較

傾向「某一學科」的（例如探討魚池中的生態，則以生物科學為主的）。因

此，同一學校的科學老師可以依自己的專長、興趣，分別承擔某些「教學模

組」的教學。科學教師彼此之間亦可相互研討，分工合作完成了整個課程的

教學工作。 

 

 

 

 

 

 

 

 

 

 

 

 

以處理問題，解決問
題為主軸，不是以科
學概念的邏輯發展來
考量，自然地涉及領
域內的知識，做統整

學習  

主題探討的教學
可培養學生解決
問題的能力  

議題（主題）由師
生共同討論引發
的，學生參加意願

研究過程由學生主
導，學生主動自主的
進行學習活動  

以生活上或社會上
關心的問題出發，是
很生活化的  

是一種科學性的探
討活動，可養成切
實篤實的處事態
度，做合理有效的
抉擇與行動能力  

分工合作，大家參
與，每人都有角色可
扮演，且同儕相互觀
摩，可調濟個別差
異，是適性化教學  

小組合作，全體
動員，學習氣氛

熱絡  

感覺是為自己關懷
的問題而學習，學習
是一種心智的成長
活動  

議題是當時關切的問
題，探討方法是科學
的，資源應用是多方的
（網站、電話、博物
館⋯）故是很現代化的

教學模組  
（主題探討形
式的教學活動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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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九年一貫的課程，乃是以「培養國民生活所需的基本能力」為目標；透

過七個學習領域的學習來達成這些目標。為了達成這些目標，課程需要在教

材安排上提供給學校、教師及學生自由揮灑的空間，儘量做到「學習時以學

生為主體」、「教材選擇以生活經驗為重心」。靈活應用「學校本位課程」，可

以達到這些目的。 

「教學模組」是一種主題式教學的「教案」。由於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

生處理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故以主題的探討為單位來設計教學活

動，因「主題」的大小範圍適中，使學生在探討過程中容易體會自己正在處

理或解決一個問題。 

此外，可運用「教學模組」那種具有可剪接增加的彈性及其豐盛的教學

資源的特質，以它為基元來建構學校本位課程；假如在「教學資源庫」內有

許多教師發展出的「教學模組」。則學校可由「教學資源庫」中選取「教學

模組」，經過精心的安排，可以成為有結構、有組織的系列教學。若是在每

個教學模組中引用本地的材料、把評量修改得更適合自己的學生，於是，就

可以設計出符合「課程綱要又符合「學校情境」的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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