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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讓孩子成為更好的自己



本文首先探討特色課程的相關意義與實施內涵；其次探討

因應十二年國教下我國特色課程相關政策的發展內容；第

三部分將以當前優質化高中為例來爬梳高中特色課程的發

展內容型態，期能對於高中特色課程之理念、政策與實務

探究有較全面性的理解，對未來高中在發展特色課程內涵

的方向上有所啟發。

特色課程是建構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學校特色的基礎上，

以學生為中心，課程為經、教學為緯。讓學校更有特色，

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





十二年國教政策在 2012 年 8 月出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 - 開啟孩子的無限可能」手冊、2014 年 2 月出版「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 - 成就每一個孩子」手冊兩本手冊在課程

教學部份主要是要研擬新課程以落實國中教學之正常化。

在 108 學年度的入學制度，以「落實全面免試，就近入學，

引導學生適性選擇」為目標，因此教育部編印「108 年國

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手冊」



在研擬新課程方面，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負責研發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發內涵以及時程包括：

「101 年完成高中職學校實施特色招生之特色課程規劃研

究，提供高中職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原則與示例；102 年

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議書、十二年一貫

課程體系指引；103 年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

105 年開始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 / 學科 / 群科

課程綱要；自 108 學年度，依照不同教育階段逐年實行

新課綱」。由此可知，目前十二年國教下的高中課程政

策為發展特色課程。



依據十二國教課程綱要總綱，總綱中高級中等架構包括

部定必修、校訂必修、選修、團體活動及彈性學習時間。

．團體活動時間：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班級活動、社團活動、

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

等每週 2-3 節。

．技術型、綜合型以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班級活動每週 1 節；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每週 1-2 節。

．上述各類型學校社團活動每學年不得低於 24 節。



依據十二國教課程綱要總綱 ，總綱中高級中等架構包括

部定必修、校訂必修、選修、團體活動及彈性學習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普通型、綜合型以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每週 2-3 節。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每週 0-2 節，六學期每週

單位合計需 6-12 節。





特色招生實施理念：

．發展學校特色與人才培育，符應國際中等教育趨勢。

．校校皆應發展特色，但非校校均要特色招生。

．選擇特色招生或免試入學，只是方式不同，沒有價值高低。

．親師生及教育單位應以學生為主體，協力落實適性揚才之

理念。



各主管機關審查重點：

．學校評鑑

．辦理理念

．課程特色

．教學資源

．學生來源

．學生表現

．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項目





． 民國 101 年完成高中職學校實施特色招生之特色課程規劃

研究並提供高中職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原則與示例。

． 民國 102 年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議書、

十二年一貫課程體系指引。

． 民國 103 年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

． 民國 105 年開始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 / 學科 / 

群科課程綱要。

． 108 學年度，依照不同教育階段逐年實行新課綱。





吳炳銅（2003）從學校特色的意義和發展，提出特色課程

至少包含以下特質：

一、特色課程是實現學校願景，學校全體教職同仁共同努

力的方向和目標，是匯聚集體智慧和創意，追求卓越的

教學品質，發展創意校園，培養卓越創意的獨特課程。

二、特色課程是凝聚教師共識，匯集共同的努力所精心規劃

設計的課程，教師在共同關心的議題和目標上，不僅可

以提升教學效果，學生也在此氣氛中樂於學習，而凝聚

教師及學生對學校的向心力。



三、特色課程應具有獨特性，當然在思考和發展學校特色課

程時，要特別強調用心與創意。

四、特色課程必須符合整體課程目標，不符教育本質和背離

課程目標的活動和表現，均非特色課程所應為。

五、特色課程應考量整體性和全面性，實現教育機會均等。

六、特色課程應具延續性與一致性，非片面式或即興式的

課程。



從上述內涵可知，所謂特色課程是依照學校的願景與教師

的共識，集合整體的智慧與創意，在學校特有的特色下，

所共同努力精心規劃有別於它校的課程，且需考量整體性、

延續性，反應社會正義，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課程。

發展學校特色課程也可進一步帶動教師專業成長及課程自

主創發上的培力。換言之，特色課程是建構在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與學校特色的基礎上，亦可說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與發展學校特色的交集。





一、符合學校發展為目標：課程的設計必須和學校發展目標

一致，才能減少阻力，容易成功。

二、以學生學習為導向：要能刺激學生主要學習，提供學生

豐富的學習資源，一切以學生為主。

三、加深加廣為原則：特色課程可針對某些學科知識內容加

深，也同樣可針對學科知識內容或是透過議題將知識廣

度增加。

四、問題解決為策略：透過同儕共同學習或是以小組方式透

過問題解決步驟達成學習目標。





一、實用主義教育論(Pragmatism)

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三、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四、課程意識(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一、實用主義教育論(Pragmatism)

代表學者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長；是生活，學校就是社會，

教育是以學生為中心；是做中學；經驗中學；解決問題中

學。

實用主義課程觀給予特色課程的啟示：

1. 特色課程應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感興趣的環境相連。

2. 特色課程需要歸類統整，以便讓學生學習的知識完整。

3. 特色課程需要隨時做轉型。

4. 教育應該因地制宜，方能顧及各地方學生的真實需求，

特色課程才會有彈性。



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教師是知識的引導者與促進者，因此特色課程設計需讓學

生從自身的經驗中主動建構出來，而非外加被動式的接受，

讓學生透過特色課程主動建構出知識的獲得。

建構主義課程觀給予特色課程的啟示：

1. 特色課程知識是學生主動的建構，不是被動的接受或

吸收。

2. 特色課程學生認知功能是適應、組織經驗的社會學習。

3. 特色課程的知識是學生與學生間互動後的社會建構。



三、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課程是解構，建構，再解構，再建構的循環歷程，以學生

為主所發展出來的課程，所以是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

批判理論課程觀給予特色課程的啟示：

1. 特色課程設計不受意識形態左右。

2. 特色課程特別專注文化研究。

3. 特色課程兼顧理論與實踐，學生是學習主體，是串連

二者的媒介。

4. 特色課程中工具理性與科技理性應進行強烈批判省思。

5. 特色課程社會學科與自然學科課程研究方法有差異性。



四、課程意識(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課程有兩個歷程，一是宏觀的動態歷程，是教師在進行教

學活動的紀錄；二是微觀的靜態歷程，是教師個人內在反

思的修行。經由這兩個歷程的轉型與再思，輔以教師個人

的教育哲學，參透後的沉澱稱為課程意識。課程意識就是

對課程意義的覺知性和參透性的向量大小程度。

課程意識課程觀給予特色課程的啟示：

1. 特色課程的設計必須融入教師的課程意識。

2. 特色課程隨著課程意識的轉替而轉換。

3. 特色課程設計教師需具教育哲學基礎與持續反思能力。





一、特色課程設計的配套措施：

（1）由下而上的模式較容易成功（吳榕峯，2012）。

（2）學校排課需更加彈性（吳榕峯，2012）。

（3）其他學術機構及資源的支持（吳榕峯，2012）。

（4）協力單位的支持。



二、 特色課程規劃方面：（教育部，2012）

（1）需符合特色課程內涵，如發展語文、人文學科、

社會學科、數學自然學科藝術技能或與社區文化結合

等。

（2）具可行性，含師資、設備、教學資源、與大專校院、

學術機構、國中小、社區及企業等合作成效，如國科

會高瞻計畫、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3）需具計畫性、系統性、連貫性、統整性、創新性、

創意性與教育性。





特色課程的評量應採多元評量方式，應有評量標準或評鑑

指標，是質性與量化共同兼具的，拜資訊科技的先進技術，

評量亦可採線上評量方式，其優點是即時、互動。

多元評量具有六項特徵：多元智能、多元作業、多元階段、

多元評量者、多元計分、多元情境。

特色招生評量指標，將測驗學生閱讀能力、思考能力、

邏輯推理、歸納演繹、推論分析與科學探究能力等，

對於課程實施後所產生的學習結果與影響，進行系統性、

全面性的評估，重視問題解決與創意，兼顧情意、技能

等學習成果，期能促進學生內在智能與品格的正向發展。





一、學校既有的優勢學科或可發展成特色的學科做為

重點特色課程

二、結合教師創新教學或自行研發課程教材作為特色課程

三、結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作為特色課程

四、以學校重視推動的○○教育作為特色課程

五、以議題融入教學作為特色課程

六、以在地自然生態或社區人文特色發展特色課程



一、學校既有的優勢學科或可發展成特色的學科做為

重點特色課程

如：國立藝術高中，以美術資優、語文資優、數理資優為

基礎，發展本校藝術特色課程，培育具藝術傾向及專長

學生之鑑賞及創造能力、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AP 課程 (預修大學課程) 、獨立學習課程、專題研究課程、

外國語文課程及語言學習角。

課程皆是依照學生的性向、興趣與能力，拓展其優質未來

進路之管道。



二、結合教師創新教學或自行研發課程教材作為特色課程

優高發展特色課程的做法是學校鼓勵教師研發課程教材，

或是教學研究做為校本課程。

教師的角色從傳統知識的提供者，經由教學內容縝密的

設計，變成現今學習的協助者。



三、結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作為特色課程

鼓勵學科老師共同發展及實驗創新特色課程，並以

教學論壇的模式提供教師發表課程的平臺。



四、以學校重視推動的○○教育作為特色課程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課程發展與推廣計畫

．閱讀教育-中英文閱讀推廣計畫目標

1.真正落實養成學生閱讀習慣及技巧之成。

2.了解自己潛能做為未來選讀科系之參考。

3.並因應目前考科靈活度提升學生作文及判題能力。

．品德教育融入課程教學計畫目標

．本土教育 - 辦理戶外教學、開設多元文化課程

．國際教育 - 學生文化交流計畫、國際交流課程



五、以議題融入教學作為特色課程

除一般學科課程外，將重要議題，如「生命教育」、

「性別平等」、「環境保護」、「生涯輔導」等融入各科

教學，以落實全人教育的理念。透過專題演講、研習體驗、

實作等方式，將品德、民主法治、環保生態等重要議題融

入各類課程，成為學習與生活的一部份，建立優質化的學

習與生活環境。

將生命教育、性別平等理念、法治人權思想、環保永續發

展經精神及多元文化等重大議題，適時適當融入課程，同

時持續研發，提供最適合學生需求的課程。



六、以在地自然生態或社區人文特色發展特色課程

社區資源豐富，提供教學的好素材，將其融入教學素材，

豐富教學內容。如：獅頭山公園 - 體育課的訓練場地；

朱銘美術館 - 藝文課的欣賞園地；法鼓山 - 生命教育課的

園區；清水溼地 - 自然課的寶地；野柳風景區 - 地理課的

聖地；金包里老街 - 歷史課的一環；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
學校教室的延伸地。

善用在地資源，至野外地區實施地理、歷史、生物、地球

科學等學科之戶外教學，結合課程與環境，促進學習環境

活潑化，對學習成效之提升，深具助益。





教育部前部長吳清基博士：「面對未來大挑戰，學校一定

要辦出特色」，特色課程就是學校特色的核心眼。學生是

學習主體，任何學校教育課程活動，必須與學生學習掛勾，

發生正向學習效益，特色課程設計當不例外，讓學校有亮

點是手段，目的是要滿足學生學習，並產生成就感。

108 學年度的入學制度，以落實全面免試，就近入學，引

導學生適性選擇為目標。目前各級學校都成立了各式各樣

的社團，並辦理許多職涯試探活動，就是為了讓孩子可以

充分探索自己的能力與特質，發掘出自己的興趣，進而讓

孩子有更多空間去發展屬於自己的多元能力與特色，達到

適性揚才的目的。



特色課程是學校校長暨全體教師，共衍生的專業學習組織

生態圈，共思共享的專業成就，發展與設計特色課程歷程

中，生態圈內充滿著有批判的聲音；又有支持的行動，正

符應杜威所謂最好的學校，所謂好學校不是沒有問題的

學校，好的教育系統不是沒有問題的系統，而是能從解決

問題中不斷改善提升的學校。

「特色課程」不只是為特色而特色，也不能僅單一特色，

更重要能呼應教育學習者的成就感---能滿足學生所需，

讓學生每天學習都有成就感，否則亮點遲早會熄滅。



新課綱─讓孩子成為更好的自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L1rkWQnd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L1rkWQndE&feature=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