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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現行生活課程教師課程實施的現況、心得，以
及其所遭遇的問題，一方面得以對生活課程的發展軌跡與面貌有所掌握，另一
方面則能蒐集 12 年國教新課程規劃的相關資料，特別是與課程總綱相關聯的部
分。在此目的之下，本研究探究 4 個問題：1)生活課程實施 10 年來現場教師對
於生活課程的觀感，2)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部分課程內容重疊的問題如何解套？
3)教師對於音樂統整教學的誤解與如何增能的問題，以及 4)生活課程實施時的
各種配套措施的探討與規劃等問題。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文件分析以及統整教案發展工作坊的方式，探究上
述 4 個問題。問卷調查採取隨機邀請各縣市（連江縣除外）不同規模學校生活
課程領域召集人或是生活課程教師參與線上問卷填答，總填答人數為 187 人。
文件分析則在於分析綜合領域與生活課程綱要內容之異同，以及生活課程與綜
合活動國小低年段教科書教學活動異同分析。統整教案工作坊則藉由兩次（天）
研討，發展綜合活動融入生活課程之統整教案，以及聽覺藝術融入生活課程的
統整教學方案。
本研究主要結果有：1)統整課程是重要的，但是革命性的課程與教學概念
改變。2)教師統整教學的概念與策略能力仍有努力空間。3)老師們最感困擾的
前 5 項分別是：教音樂、教律動、多元評量、欠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能力以
及統整教學的概念。4)學校配課情形嚴重，導致統整課程單一教師授課比例偏
低。5)多元評量實施頗有成效，但教師的系統評量知能仍有加強空間。6)綜合
活動在低年段與生活課程的內容與主題重複頗多，可以融入生活課程。7)生活
課程綱要的內涵不需有太大的變動就能統合四個學習領域第一年段的課綱內容。
8)音樂統整入生活課程的困難多來自對統整課程的誤解與陌生。
本研究提出的建議有：1)考量相關措施，確保生活課程達成能力培養、基
礎性與銜接性課程的任務。2)讓生活課程成為國小低年段含括自然、社會、藝
術、以及綜合活動的統整課程，並參考各領域綱要內容制訂課程基本內容。3)
保全生活課程進行統整教學的立場，不要因為教師配課問題讓生活課程的教學
變成分科課程的教學。4)鼓勵校本課程或議題探究融入生活課程的主題教學，
但確保生活課程的節數不被佔用。5)提升教師統整課程與教學知能從職前教育
與在職進修做起。6)協助提升教科書商編輯的統整教案發展能力。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elementary Life Curriculum, issues reg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teachers’ opinion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Four related questions
are proposed: 1) what are teachers’ opinions regarding Life curriculum?
2)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overlap teaching materials or teaching
units between Life Curriculum and Integrative Activities? 3) How to help
teachers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usic activities infused into
Life Curriculum? 4) How to manage the conditions which can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work of the Life Curriculum?
The method employed by the present study includ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sson
projects. There are 187 Life Curriculum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questionnaire study. 8 Life Curriculum teachers and 4 Integrative
Activities teachers are invited to develop lesson projects together.
The results found in this study are: 1) Integrated curriculum is
important. 2)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ies
regarding the Life Curriculum need to be promoted. 3) The most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Life Curriculum teachers are: teaching music,
teaching rhythm, various forms of assessment, student’s centered
instruction, and the concepts of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4) The
assortment of teaching schedules hind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fe
Curriculum as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 5) There are some valid outcomes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assessment conducted in the Life Curriculum.
However,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needs to be facilitated. 6)
There exist overlap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units between Life
Curriculum and Integrative Activitie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1st and
2nd grad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are infused into Life Curriculum. 7)
If the 1st and 2nd grad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are infused into Life
Curriculum, the original Curriculum Guideline of the Life Curriculum
need not to change much. 8)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eachers
regarding the music activities infused into Life Curriculum comes most
from misunderstanding and not have chance to contact the better lesson
projects of the Life Curriculum.
Several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results are proposed.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2年國教）將於103學年度正式上路，行政院已於100
年9月20日核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其中重要工作之一乃在研擬
課程體系發展指引，強化12年國教課程的縱向連貫及橫向統整。「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連貫統整發展指引」（教育部，2013）以「核心素養」為主軸，進行連貫
及統整的課程體系發展規劃工作，以支援12年國教課程總綱能於103年7月完成，
而各領域/科目綱要則能於105年2月完成。課程總綱的發展需能與各領域/科目綱
要相互呼應，因此，從102年3月到103年12月各領域/科目將透過先導研究，完成
12年國教課程體系之初步構想與內容要項，其間的102年3月到102年12月工作重
點在於釐清相關問題、成因及其發展，以有助於課程總綱之建構與完成，以及各
領域科目課綱之建構依據。生活課程做為國小一、二年級的基礎課程以及統整課
程，也承載著這樣的任務。
以知識邏輯系統來架構課程，經常導致學生所學知識過於零碎與表面化，因
此，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或是某種形式的統整課程的實施，是目前世界各國教育的
趨勢（Chabonneau,1995）
；特別是在國小低年段，一方面是學生認知與學習的特
性，另一方面則為了承接幼兒園的主題教學，並讓學生更快適應國小生活，統整
課程的實施有其必要性。生活課程以培養學生「生活能力」做為其統整的基本內
涵，在現行的課程綱要架構下，是以「社會學習領域」
、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
域」
、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三者做為教學素材統整之範疇，向下連接幼兒園的
主題課程，向上銜接三個領域中年段基本能力的學習。生活課程的理念與目標與
12年國教所揭諸的基本素養（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a）， 以及國家所期望的國
民素養（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b）是緊密關連與契合的，在國小一、二年級實
施生活課程，是奠定中年段以上學生自學、互動與共好的基石。
97課程綱要實施以來，愈來愈多現場老師能體認生活課程做為一個統整課程
的特性與重要性，但卻有為數不少的教師仍以分科拼湊的方式理解生活課程，或
是仍然無法釐清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領域的界線；且因為在各教育大學或一般大
學小學學程的師資培育課程架構中，往往缺乏「生活課程分科教材教法」課程之
設置，導致許多初任生活課程教師，從未接觸過生活課程的學習，根據102學年
度生活課程課程與教學輔導群的調查，全台尚有12909位初任生活課程教師沒有
接觸過生活課程的研習或進修活動。因此，新一代課程（12年國教）中的生活課
程，無論在課程內涵與課程組織形式上並沒有很大的問題，主要需要關切的是教
師的生活課程專業成長以及各項課程實施推動的配套措施之重新規劃。總的來說，
生活課程在12年國教中主要要關切的問題有二， 一是許多現場老師對於「統整
課程」沒有正確的認知，對於三大領域統整後的教學取向、教學設計與教學策略
無法有效掌握；第二則是教學實踐時所遭遇到的其他非關生活課程理念的問題，

例如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領域內容重疊的問題、教師減鐘點後的配課問題等。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生活課程做為統整課程的定位，符合世界潮流，從各國實施統整課程的經驗
得知，現場的老師大多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超越分科教學的觀念並具實踐能力
(Yeung & Lam, 2007)，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目前生活課程教師課程
實施的現況、心得，以及其所遭遇的問題，一方面得以對生活課程的發展軌跡
與面貌有所掌握，另一方面則能蒐集新課程規劃的相關資料，特別是與課程總
綱相關聯的部分。在此目的之下，本研究要探究的問題主要有四個，分別是：
1)生活課程實施 10 年來現場教師對於生活課程的觀感，2)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
部分課程內容重疊的問題如何解套？3)教師對於音樂統整教學的誤解與如何增
能的問題，以及 4)生活課程實施時的各種配套措施的探討與規劃等問題。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統整課程的世界趨勢與內涵

統整課程為美國1990年代以來為了解決學校課程諸多問題，例如教學內容破
碎，所倡導的一種課程組織方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課程運動，其理念就近
代教育哲學思潮而言，可追溯至二十世紀20年代盛行的杜威進步主義教育哲學
(Gehrke, 1998; Kysilka, 1998)，而由於當代與未來知識量的爆炸、知識傳播
的管道多元且快速，以及為了培養21世紀有能力、有競爭力的國民，目前世界各
國因應全球化教育的來臨，紛紛主張統整課程在各教育階段的重要性
（Chabonneau,1995; Hubball & Burt, 2004)，無論是北美、歐盟、紐西蘭、澳
洲、以色列以及我們的亞洲鄰國的課程都主張，學校的課程應該以學生為學習的
主體來架構與規劃，讓學生所學的知識能統整，而且能具備各種適應未來世界的
素養與能力（洪若烈主編，2010；Klein,2005）。美國國家教育協會（NEA）的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計畫(2007)就明確指出，21世紀的教育
要靠統整課程，讓學生透過教學、科技、資源等的共同運作，以核心學術科目的
整合、主題式的科際課程與基礎技能的習得等來準備未來的生活。另外，在國民
教育中，特別是國小的階段，許多國家或地區都有成套的統整課程實施計畫，例
如加拿大、紐西蘭（Parsons & Beauchamp, 2012; Hipkins,Cowie,Boyd, & McGee,
2008)。加拿大Alberta省的國小統整課程架構，特別指出，對於中低年級以下的
學生而言，統整課程有以下五個好處(Alberta Education, 2007)：1)容許教學
彈性，2)建立在學生舊知識與經驗的基礎上，3)整合學生的學習，4)反應真實世
界，5)切合學生大腦處理訊息的方式。從兒童認知發展的特性來看，對於年紀愈
小的學生而言，統整課程有其必要性，美國幼兒教育協會所發表的「發展合宜實

務」立場聲明中所涵蓋的幼兒年紀是從3歲到8歲，也就是到國小二、三年級的階
段（NAEYC, 2009）。
什麼是統整課程？它的英文是「integrated curriculum」，也經常以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thematic teaching」、以及「synergistic teaching」做為其代稱。Humphreys
等人認為所謂統整的學習是指學生能針對他們生活環境中的特定面向進行不同
但相關連科目知識的廣域探索（Humphreys, Post, and Ellis, 1981,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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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者和年輕人合作認定重要的問題與議題，
以增強人和社會統整的可能性」
（Beane,1997;周珮儀等譯，2006，頁 4）
。換句
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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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以他們的方式去組織、
關聯或統合學習與經驗。雖然每一位學者對於統整課程的定義措辭不盡相同，
但都同意統整課程將教育視為發展學生具備生活於 21 世紀能力的歷程，也是一
種培養學生終身學習能力的教育取向(Lake, 1994)；不同於過去分隔與瑣碎化
的學科知識學習，統整課程的最基本內涵在於協助學生探尋與深化對事物的意
義，（Davis, 1997）。Kysilka 曾植基於 Dewey、Beane 等幾位統整課程倡導者
的理念觀點，提出統整課程的 8 個特性（1998，頁 198）
：1)真正的學習發生於
學生從事有意義與有目的性的活動；2)最有意義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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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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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統整課程至少有
三個層面的特性：1）學生中心導向(Beane,1997; Clark, 1997; Hubball & Burt,
2004)；2）必須與學生的真實生活作連結（Klein, 1996）
；3）多（跨、超）學
科統合的課程取向(Drake, 1993)。生活課程之所以採用「生活」與「課程」作
為名稱，正隱含了統整課程的這些最基本的特性。
學生中心導向的統整課程，視學生為學習的主體(Harris & Alexander,
1998; Kaufman & Brooks, 1996)，是建構知識論與建構教學取向的(Gutek,
2004)，能讓學生從自己的經驗與原有的知識基礎上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Bodner,
1986; Tobin & Tippins, 1993)。在統整課程中，
「學生」才是統整課程的主角，
老師則以學生的興趣、經驗和發展做為活動引導以及課程組織的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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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ne, 1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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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學習為出發點，以學生能否自己統整知識做為
最後的依歸。
除了重視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外，統整課程也必須是與真實生活相關連的。提
倡多元智能理論的Howard Gardner曾多次論及人類知識獲得是從真實生活的問
題解決開始，然而學校的教育在分科教育下，讓學生雖然考試能得高分，卻無法
在生活中實踐所學，甚至在認知的深層面，所擁有的都是迷思概念（陳瓊森與汪
益譯，1995）；其它學者也不斷地指出，當今學校的正式教育無論在哪一個階段

的課程，都少與學生真實生活的問題有關連(例如，Brady, 1996)。因此，許多
學生紛紛提出能與真實生活結合的統整課程(例如，Jackson, 2010;
Simanu-Klutz, 1997）。Shoemaker(1989)對於統整課程的定義就直接涵蓋

了真實生活的成分。
在知識快速成長以及流通管道多元的今日，科技文明對於人類生活與社會產
生比過去更大的衝擊（Cheek,1993）
，也造成知識與生活之間更複雜的連結關係。
當今學生的知識學習需要更深化的理解，才能因應瞬息萬變的複雜生活演化，傳
統學校單領域組織為主的課程內容，顯然不足以因應，只有透過多領域或是跨領
域、超領域的統整課程才能讓學生的所學與真實生活密切相關，並且所謂真實評
量也才能運作有成（MacMath, Wallace, & Chi, 2009）。
另外，統整課程以「打破知識分科界限的統整知識」做為學習內容，著重
將不同學科做連結，整合相關的概念原則以及抽取相通的知識學習技巧進行課
程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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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樣且分歧的，例如 Jacobs 的 6 種統整課程(Jocobs, 1989)、Glathorn &
Foshay(1999)的 4 類統整方式、Fogarty(1991)的 3 類 10 項分類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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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能的算是
統整課程了。統整課程必須顧及學生經驗、知識、以及社會等三方面的統整，
然後以統整的組織模式來進行課程設計(Beane, 1997; 歐用生與林文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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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ke, 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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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統性的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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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巧（周珮儀等譯，2006）
。至於科際課程的設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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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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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教學面貌以及發展課程活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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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生活課程課程
與教學輔導群主編，2008-2013；郭至和等，2003），但是有時仍然徬徨在學科
分際的拿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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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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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課程的課程組織原則是以科際整合課程以及超學科課程為主，在課程
的設計與實施面向上不但要符合以兒童為學習主體的原則，也要與兒童的真實
生活密切連結，也要在不同學科之間尋找不同面向的聚合點從事科技整合的課
程設計，符合 Lake 提出的統整課程實施通則：1)科目間的組合，2)強調專題探
究，3)超越教科書所提供的資源，4)概念間必須有關連，5)以主題做為組織原
則，6)彈性的上課安排，以及 7)彈性的學生分組。
第二節
統整課程的正面效益
統整課程從 1990 年代盛行以來，不但在各種教育階段實施，也被應用在不
同的科別或領域(Lake,1994)，例如藝術、數學與閱讀，跨課程的寫作教學，歷
史、科學以及數學，各種人文學科之間，社會科、健康以及藝術，科學、健康、
社會科以及藝術等。許多研究指出，這些統整的課程無論在學生的知識學習或
是態度情意方面都有正面的效益(Bradbury, 2008; Lake,1994; Parsons &
Beauchamp, 2012)；而對於參與的教師而言，也有許多專業成長上的助益，
Shoemaker 就曾提及：統整課程對於有能力與有經驗的老師來說，是一項恩典
(1991)。
Aschbacher(1991)以跨領域主題教學方式進行高中的人文課程，結果顯示
參與統整課程的學生比起傳統取向課程的學生無論在概念理解、寫作能力或是
學習態度上都表現得比較優秀；Aprill(2010)透過 CAPE(Chicago Arts
Partnerships in Education)模式執行統整的藝術教育的心得是：藝術總是跟
其它的領域知識相結合，並且以不同的媒材來表現認同、歷史、科學以及語文
的概念。Aprill 認為藝術的統整可以產生智能上的挑戰、創造與批判思考、發
問、以及社區營造。Greene(1991)的研究指出，透過科學、語文、社會科、數
學以及藝術等領域的統整主題教學，學生的成績與態度以及老師的態度都有了
改善。Godinho 和 Shrimpton(2008)發現，統整課程的實施促進老師以及學生的
熱情。Robertson (1996)更指出，統整課程可以促進教師的協同教學、社群支
持，並形成持續專業成長的力量。
由以上可知，統整課程的實施，無論在時代意義，或是在學生知識的深度
學習、學習動機的提升，或是在教師教學專業的提升上都有正面的效益。
Mathison & Freeman(1991)曾根據已經出版的質性與量化研究的結果歸納出統
整課程對於學生學習所可能帶來的正面教育成效： 1)增進理解、保留以及通則
的應用，2)整體的理解，伴隨多元觀點以及價值，3)增加判斷能力、批判思考、
創造能力以及跨科統合的能力，4)提升解決新問題所需的確認問題、評估以及
轉換資訊的能力，5)促進合作學習以及視自己為社區中有意義的成員，6)增進
動機。
然而，統整課程的成功實施，必須有多方的條件配合，當條件不佳時，統
整課程的成效也不如預期（Applebee, Mary Adler, & Sheila Flihan, 2007)。
因此，本研究在探討生活課程過去的實施成效時，將就配套措施做進一步的探
究。

第三節

生活課程作為統整課程的特性與內涵

民國八十九年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暫行綱要公布第一代的生活
課程，符應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所揭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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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統合國小一、二年級社會、
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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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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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場教師在課程實踐上仍多維持三個領域內容分離教授的樣態（吳璧
純，2008）。
民國九十七年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其生活課程綱要新修訂
的方向主要在於彰顯生活課程作為統整課程的屬性（教育部，2008），為了解決
課程與教學實踐所遭遇的「統整卻分科」的問題，在課綱呈現方式以及課程精神
特性上有五大訴求或作法（吳璧純，2008；吳璧純等人，2013）
：1）以兒童為學
習的主體，視生活為不可用知識系統分割的整體、2）以生活能力的發展與培養，
奠定兒童繼續學習的基礎與能力、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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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強調歷程評量與多元評量、5）超越三個學習領域的範
疇，拓展兒童對人、事、物的多面向意義。第二代生活課程的這些調整，讓生活
課程的圖像能夠建構在三個軸面之上（吳璧純，2010）：兒童為學習的主體、培
養學童的生活能力、以及拓展學童對事物的多面向意義。
一、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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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為不可
用知識系統分割的整體生活為整體的觀念，將兒童視為社會人，與社會的脈動
與進步密切相關。
「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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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統整（Beane, 1997）串連起來，其所
要表達的核心觀點呈現在生活課程課程綱要的理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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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
，視生活為不可用知識類別分割的整體的生活課程，
在統整課程設計時，是超學科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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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兒童的經驗與特性來看，可以連結兒童對美麗泡
泡的觀察、人們在公園的歡樂休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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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發兒童對於「吹泡泡」的多方認識以及深刻體會，
而透過活動所學習的各種探究技能、知識與情意，也讓學童具備繼續探索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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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知識的意義
(Beane,1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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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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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課程中相同的
能力（含知識）透過不同的素材或是表徵方式，不斷地累加發展，於是能力與事
物的意義都能深化學習，例如同樣是要培養音樂中的節拍強弱或是節奏快慢的感
知能力，透過對於雨聲、風力的探索，透過水的力量的體驗感受，會比只是說明
強弱拍或是拍子時值意義的教學來得更有學習的樂趣與意義。又如，在社區踏查
時，孩子主動探查的人、事、物，老師引導的探查方法與技能，對於孩子認識這
些人事物之間的關連性，乃至於關懷社區的情意面向的學習，都能更有助益。就
生活課程所要統整的三個領域而言，主題統整的教學，讓各領域的知識、素材、
探究方法、表徵語言等都能相互關連，能力累加成長。國內外有關主題統整的教
學也指出，學生藉由不同素材的探究活動，可以加深不同相關領域的知識學習
（Dresden & Lee ,2007;Irwin, Reynolds, & Karen, 1995; Russell & Zembylas,
2007; Veblen & Elliott, 2000），例如，Levitan(1991)的研究指出，將「文學
為本」的語文課程轉化成「科學-文學為本」的課程，讓大部分六年級學生的語
文成績都提升了；同樣地，Willett(1992)以87位五年級生為對象，進行數學與
藝術的統整課程研究，結果學生的數學成績有顯著的進步；另外，Spiegel(1990)

的研究也發現，科學、社會科以及語文的統整課程對於學生三個領域的能力都有
助益。
二、培養兒童的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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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生活課程綱要的課程理念第三段以及以下所列的課程目標中，揭
示了生活能力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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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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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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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能力」指的不是特定的基本生活技能，如灑埽、進退等，而是包括繼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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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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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行為歷程，如
「練習」、「嘗試」、「養成」、「合作」、「溝通」；有些是知識「理解」或是學習結
果的「表現」
、
「解決問題的方法」
、
「態度」與「情操」等。總的來說，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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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據所學的道理
進行判斷與做決定（吳璧純，2009）。而這些能力包括21世紀公民所必須具備的
素質，例如問題解決能力、創造力、批判思考能力、溝通能力、合作能力、關懷
能力與做決定的能力等。
培養生活能力的生活課程，以「主題教學」（thematic teaching）做為其
具體樣貌（教育部，2008），其主要教學取向植基於 Bruner 的探究本位教學
（Bruner,1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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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課程中，學童
被鼓勵嘗試錯誤與做必要的冒險，透過主題教學，學生能夠在多且廣的學習活
動過程中，發展知識、做事的能力、較好的自我管理和獨立自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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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主題教學要達成重要能力（包括中心概念）且使其
持續，其教學所需的時間比一般學科單元的教學要長，可能是幾天、一個星期、
兩個月或甚至是持續一學期的教學活動。在主題教學中，教師自然而然地，使
用多樣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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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學評量：
(1)教學評量的目的在於關懷與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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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活課程的評量在於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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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拓展學童對人、事、物的多面向意義
生活課程圖像三大支柱中所謂的「多面向意義」
，包括多樣的表達能力以及
對於單一事物的多種意義。而所謂的多樣的表達能力，指的是心智表徵能力，
如語言、圖像、手勢或者物品（例如假扮遊戲中，將「掃把」當做「馬」來騎）
等等。這些表徵能力是發展來的，出現在兩歲左右的幼兒（Ginsberg &
Opper,1987）並成為人類的思考工具，成為我們組織知識及事物意義的載體。
認知發展學家，無論是 Piaget 或是 Vygotsky 的認知發展理論，都主張心智表
徵是個體與環境互動後發展與建構來的，是透過兒童主動投入社會與物理環境
的活動中而發展的（Braswell, 2006）
。對於幼兒想法與潛能有深切關注的義大
利瑞吉歐‧埃米利亞市(Reggio Emilia)幼兒教育取向以「各種語言」來指稱幼
兒的「各種表徵形式」
，並且指出「孩子的所有語言皆是與生俱來，並互相影響，
孩子有探索和感知的能力，能組織所獲得的訊息和感覺，......」(Malaguzzi et
al., 1998, p23)。心智表徵本身會不斷精進，也會有認知階段的攀升；它的意
義內容也愈來愈豐富，並且能夠抽取出原則知識（Ginsberg & Opper, 1987）。
另外，Vygotsky 則進一步指出社會文化在表徵符號發展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Vygotsky, 1978）
。人類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我們出生後即浸淫在社會文化的
脈絡中，社會文化中充滿著各種陳載意義的符號去指稱實體、關係、概念原則、
系統......等，當個體人群互動，每個人都帶著文化裡的符號意義在進行交流
與溝通，因此，事物在文化裡的意義得以傳承，個體的表徵符號能力得以發展
（Braswell, 2006）
。然而，儘管如此，個體的知識或對事物的意義仍然是個體

建構而來，因此當個體與環境互動時，個體使用各種心智表徵去代表他所知覺
到的環境中的事物意義，去轉化事物意義的形式，而在與人進行互動時，還需
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方式將心中想的事物意義傳達出去，因此，對於個體而言，
心智表徵符號也是一套溝通工具。在「個體-社會文化-他人」三者的表徵符號
互動歷程中，人們「理解」他所知覺到的現象、建構想像的世界、進行想法的
傳達與溝通，而在這些系統的交互作用的動態歷程中，外在的事物或現象不會
只有一個明確的意義，而這個「意義」也不是靜態不變的，其表達的方式也可
能是多樣的，也可能不同於個體最先所知覺的事物形式。
生活課程在於協助學生發展與統整對生活中人、事、物的意義，同一個意
義可以用不同方式來進行表達，例如對於「雨的感受與觀察」
，學童可以用口語、
畫圖、肢體或是樂器來表示其感知，因此對於同一件事情的感受、觀察與理解，
透過不同的表徵符號的運作來進行與學習，將使學童的學習能疊加深化，各種
表徵能力可以共同發展，不會只用到語文或是數學的符號，因此能養成 Howard
Gardner 的多元智慧全人（Gardner, 1983）。
另外，生活課程所謂拓展兒童對人事物多面向的意義還包括對於同一件事
情透過課程統整可以讓學童同時獲得多種意義。在生活課程中，同一件事情可
以透過不同的探索與調查工作，而得到不同意義的學習，例如，對於校園一棵
樹的探索，學童不只可以學到植物的身體構造與特性，還可能學到校園的故事、
影子、落葉美勞創作、愛護校園植物......等等，但是如果放在單科、單領域
的學習脈絡，兒童只能學到單一面向的意義，例如若是在自然領域中學習，兒
童只可能探究校園植物的外型與特徵。
為了不讓生活課程的統整課程屬性再度落入單領域課程設計的窠臼，在 97
生活課程綱要中，三大領域分別羅列的第一年段重要概念與素材，以五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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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整合呈現，並置放於附
錄，供教師設計教學活動與出版商編輯教材參考之用。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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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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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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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與課程綱要的
目標與能力指標相配合。
Lapp & Flood(1994)曾建議幾個主題教學設計的關鍵步驟：1)選擇主題；2)
蒐集文獻及其他資料；3)安排學生進入學習活動；4)幫學生配組；5)擴充主題的
探索枝幹；6)評量學生的成長。由以上生活課程所植基的課程設計三個軸面之探
討可知，生活課程的的教學發展與課程設計在生成主題與活動時必須同時考量學

童的經驗、興趣以及發展特性，以能力的培養而非僅只是知識的獲得來安排學習
活動，因此需要鋪陳行動（探索與探究）脈絡，讓學生有機會感受、表達、創作、
溝通與合作，並透過透定的情境與問題的覺察，學習方法與思考技能，老師在教
學歷程中，不但要儘可能去關注學生主動提出的問題與想法，也要蒐集資料去安
排活動讓學生得以拓展對人事物的不同面向之意義以及得以發展不同的符號表
徵能力。生活課程的評量最主要目的在幫助學生進一步發展能力以及激發學習的
動機，因此教學歷程中的形成性評量在於透過學生的各種活動表現觀察學生的學
習狀況而給予適切的回饋，因為是伴隨著各種教學活動，所以評量形式是多元
的。
第三節

生活課程的實施現況與所遭遇的問題

一、各國實施統整課程的困境
傳統學校中的課程與教學都採分科或是分領域來進行，統整課程涉及教師組
織跨領域知識以及能力的教學專業，因此雖然各國主張統整課程的重要卻會遭逢
許多困難，而且總要經歷十數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慢慢看到課程實施的整體效果
（Yeung＆Lam,2007)。統整課程實施的困難可能來自政府的支援與宣導的不足、
政府所實施的教學評量政策、教師的抗拒、教師的專業知識、學校的文化、教科
書的樣貌、家長的期望與觀念等因素，而其中教師專業知識、是否願意花更多時
間備課以及是否願意進行專業對話，是統整課程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Kysilka,
1998; Yeung＆Lam,2007, Park, 2007）。Park(2007)研究韓國從1980年代陸續
推動的統整課程運動，他以三個曾經實施統整課程的小學老師為對象，探究統整
課程實施的阻礙，結果發現老師缺乏理論架構、實務上太重注技巧而忽略核心精
神，以及非關課程本身的其它限制條件，例如缺乏設備、缺乏職前學習等是主要
的阻礙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來自教師對於課程的理解。同樣的情
形也發生在香港，香港在1996年正式推行的一個統整課程是小學常識科，它整合
了社會、科學及健康教育三科成為一個科際整合課程。Yeung和Lam（2007）指出，
香港的常識科或追溯至更早的非正式統整課程推行20年以來，老師們對於統整課
程的觀念仍然是一知半解，這是使得統整課程推行沒有成效的最重要原因。另外，
Grant & Paige（2007）觀察澳洲實施統整課程對職前教師所做的統整能力培訓
的個案研究指出，透過職前課程老師進行統整課程的專業能力會有所提升，但卻
仍然會遭逢許多問題，例如職前所進行的統整課程設計會因在職的教學環境不同
而無法使用，或是因為需要許多的教師學習社群的協商與研討與成長，令許多老
師望而卻步（Grant & Paige, 2007）。Shoham（1998）透過對6個以色列實施統
整課程的小學教師進行調查發現，老師們對於統整課程的主要觀念能掌握的並不
多，且其認識多來自直觀經驗。Shoham進一步指出，大部分教師很難想像其專業
以外的知識如何設計入教學活動中，也不願意探討統整課程的原則，因此教師社
群真正在運作統整課程的時候就缺乏統整課程理論的引導。Shoham（1998）認為
政府可以從三個層次來協助教師提升統整課程運作的專業能力，分別是：師資教

育、教師在職教育以及教育系統以及預算的支援。
二、教師的統整課程專業知能提升
由以上可知，提升教師有關統整課程的專業知能與信念，對於統整課程的推
展與功效是關鍵因素，Levin和Nevo(2009)以一個美國小學推展統整課程做為個
案研究的對象，結果發現參與統整課程的教師們實踐了建構式、跨領域統整課程
的教學三年，就能對課程與教學的觀點有革命性的改變。因此，透過教學實踐、
社群對話以及課程調整等歷程是教師獲得統整課程專業能力提升相當有效的管
道。日本在國小實施的統整課程也是透過教師教學實踐的歷程而有較好的成效
（歐用生與林文生，2002）。日本在國小一、二年級階段，以科學與社會為統整
內涵而設有生活課程，在三到六年級則有綜合學習的課程來統合學生的生活實踐
能力（范信賢與李駱遜，2012），這些統整課程的規劃與實施都是先歷經教師多
年的教學實驗，在教學現場發展、實踐與修正，老師統整課程與教學的專業被提
升了，因此在課程正式推出時有較好的準備度。
三、生活課程做為統整課程
台灣第一代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強調該課程特色是「統整」與「一貫」，
並在順應世界教育潮流下，主張國小低年段設立一跨領域的統整課程，亦即「生
活課程」。然而，因為此次課程的改革是延續 1994 年以來台灣政治解嚴與教育
鬆綁的主軸，課程的推出理念與意識型態翻轉多於教育實踐累積的能量，因此，
生活課程做為統整課程的基礎來自於觀念多於實踐成果的累積，教育實務界，
無論是學校、教師或是教科書出版業都不知道這個將「社會科」、「自然與生
活科技」以及「藝術與人文」合而為一的生活課程到底如何運作？而又因為生
活課程在課程綱要上的能力指標直接採用已擬好的三個領第一年段的能力指標，
而且分列並陳，因此教育現場很容易將生活課程分成三個領域來看，最好的狀
況也只能把三個領域的教學素材拼湊在一起。生活課程這個台灣第一個「現代
化」的統整課程在完全沒有準備度的情況下開展開來，因此在實施上出現了許
多問題，像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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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用生與林文生，200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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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用生與林文生，2002；秦葆琦，2004）
；3)藝術
與人文領域的內容很難跟其他兩個領域統合（郭美女，2004；陳錫錄與劉英淑，
2005）
；4)生活課程三個領域的內容，無法與三、四年級之相對應領域內容銜接
（吳俊憲與吳錦惠，2004；郭金水，200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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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劉英淑，2005)；6)生活課程的內容與綜合活動以及健康與體育領域的重疊太
多(李駱遜，2005；陳文典與黃茂在，2006；程仁慧，2003)；7)三個領域統整

的課程設計是非常困難的(歐用生與林文生，2002；張美茹，2003；郭美女，2004；
郭至和等，2003；郭慧雅，2003)。
由第一線教師在實施生活課程後所遭逢的問題可知，老師們無法掌握生活課
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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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如何能不跟外於三個領域的其他領域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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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陳錫錄與劉英淑，2005）；而生活課
程的老師們則有四成不贊成生活課程的設立（賴鈺麒，2003）。
民國95年教育部著手九年一貫課程課程綱要的調整，並於民國97年公布第二
代的九年一貫課程（教育部，2008）。第二代九年一貫課程以「微調」為基調，
在總綱不變的情形下，將各領域的課程綱要以更有利於教師解讀與使用的方向做
微調。因此，生活課程有了重新調整課程綱要敘述的機會。微調的生活課程綱要
最重要的任務是將原本生活課程的「統整」屬性彰顯出來，以「學生」統整學習
為主軸切入進行課程目標的陳述與能力指標的重組。
四、生活課程的實施現況
教師的教學方案發展以及課程實踐是提升統整教學專業的利器，從第一代生
活課程實施開始，透過課程與教學輔導團的運作，現場教師已經累積了一些成果，
而第二代生活課程的統整樣貌有了定調之後，教師發展教學方案以實踐修正的動
能大增，透過生活課程課程與教學輔導團以及各縣市生活課程輔導團的努力，現
場教師對於主題教學與教科書如何轉化成統整課程的教學，有基本的認識以及作
品產出（生活課程課程與教學輔導團主編，2009-2013），生活課程的理論架構
也在與現場教師教學的相互修正中愈來愈成熟。雖然許多文獻指出教師因為實踐
統整課程需要花更多心力有所抗拒，但是也有許多文獻指出教師實施統整課程的
喜悅與成長。Hargreaves和Moore（2000）以29位7、8年級的老師做教室觀察，
發現統整課程的實施雖然增加教師的負擔與挑戰，卻帶出教師們各種能力的增長。
老師們只要願意參與，他對於統整課程認識的深入度會與實務練習的次數成正比
（Min, Rashid, & Nazri, 2012）；而且教學經驗也不是決定能否把統整課程的
教學進行好的重要因素（Min, Rashid, & Nazri, 2012）。
生活課程實施以來，有許多教師透過在職進修以及輔導團的運作發展教學方
案並熟悉課程的運作，以及獲得個人專業知能成長的夥伴對話、情感支持以及能
量；但另一方面也遭受到教學現場的許多限制與挫折，因此本研究第一個主要任
務便在於了解基層教師對於生活課程實施成效上的看法。

五、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重疊問題
從中央輔導員所蒐集到的初任教師研習問卷以及各縣市輔導團的意見反應
得知（各種增能研習或是工作檢討會議），目前現場教師對於生活課程做為統
整課程的基本理念與特性多表同意，但在教學現場卻有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教
科書內容重疊頗多的問題，特別是在一年級上學期的課程，兩套課程都會處理
認識學校環境、同學、家人等人際互動與適應生活的問題。在教學現場，生活
課程與綜合活動領域在國小低年段若是由同一位老師教授，老師會自行刪併與
統整，問題不大，但是若是分由不同老師來進行課程，則會有出現教材與教學
活動重疊的問題，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主要任務是：探討 12 年國教第一階段
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領域的關係，並解決部分教學或教材重疊的問題。
六、生活課程中的聽覺藝術教學
部分以「學科知識教學」的觀點看待生活課程的教師，仍有許多統整課程
實施上的困擾。特別是對於認為音樂教學主要在「認識樂理」的老師而言，如
果他們原來是音樂老師，會因為很難將目前主題教學中的音樂活動分離出來教
授而認為音樂樂理部分教得太少，而如果任課教師為其他任課專長教師，則表
現出害怕上生活課程的傾向，因為他們一方面覺得自己所懂有限，另一方面則
也怕耽誤學生的樂理學習。事實上，就全人學習以及基礎教育的觀點，生活課
程中的聽覺藝術（音樂）部分，是學生認知表徵系統學習的一部份，它的學習
要從感受、探索、表現等方式來進行，而非從知識直接傳輸來進行，另一方面，
從學習心理學的角度，兒童學習音樂的目標不在於成為音樂家，而是喚起音樂
欣賞、感受與認識的能力，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在生活課程中，「樂理
知識」的教學所佔比例極低，而且學生是透過律動與唱遊等活動來學習。國外
也有許多研究支持藝術適合用統整課程的方式來運作，例如，Aprill(2010)透
過 CAPE(Chicago Arts Partnerships in Education)模式執行統整的藝術教育
的心得是：藝術總是跟其它的領域知識相結合，並且以不同的媒材來表現認同、
歷史、科學以及語文的概念。Aprill 認為藝術的統整可以產生智能上的挑戰、
創造與批判思考、發問、以及社區營造。
另外，觀乎亞洲鄰近國家所實施的統整教學，如日本、香港或是大陸並沒有
將藝術歸入統整的範疇，因此也有學者對於藝術與人文是否應該放入生活課程有
些遲疑（陳錫錄與劉英淑，2005）。但是世界各國對於統整課程的探討並沒有提
出國小的統整課程只適合融入自然與社會，而反倒是各種科目或是領域都有其可
能性，就多元智慧理論的觀點是如此(Fogarty & Stoehr, 1991).，就各國實施
統整課程的經驗也是如此(Catterall, Dumais, and Hampden-Thompson, 2012;
Upitis, 2011; Smithrim and Upitis, 2005; Walker, McFadden, Tabone, and
Finkelstein, 2011)。
就生活課程實施的現場觀察，要消除多數生活課程教師對於生活課程中音樂
教學的疑慮，方法之一就是發展出許多有音樂活動且易於掌握的統整課程方案，
因此本研究的第三個主要任務在於透過生活課程統整教學方案的發展，探究怎樣
的教案發展模式與教學活動內涵能讓現場教師易於掌握音樂統整教學的精神，並
進而認識生活課程的統整課程特性與教學策略。

七、學校課程安排對生活課程統整教學的影響
因為教育部教師減授鐘點措施，生活課程的教學在 101 年開始，遭受極大
的衝擊。教育部為了因應民國 101 年國中、小學教師課稅措施，於 100 年 9 月
20 日頒布「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要點」（教
育部，2011），此一措施實施後，原本大多由級任老師任課的生活課程，被安
排給其他老師教授，而令人最不樂見的是，由好幾位老師分擔生活課程且各自
進行課程。生活課程是主題課程，若拆由數位老師合上，可能完全喪失統整課
程的精神。因此，本研究也希望進一步了解目前生活課程在各校配課的狀況，
除此之外，生活課程執行至今，大多透過研習課程的問卷調查老師對於生活課
程的理解以及實施困難；或是縣市輔導員實地訪適時所蒐集到的學校現場以及
老師意見，並未系統性地蒐集老師們對於生活課程教學的安排與教學心得等意
見。所以，本研究要探討的第四個主要任務是：系統性地了解現場教師實踐生
活課程的現況與困難，以作為新課程綱要訂定的參考。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規劃與設計

本研究要探究的問題主要有四個，分別是：1)生活課程實施 10 年來現場教
師對於生活課程的觀感，2)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部分課程內容重疊的問題如何
解套？3)教師對於音樂統整教學的誤解與如何增能的問題，以及 4)生活課程實
施時的各種配套措施的探討與規劃等問題。
為了回答上述四個問題，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文件分析，以及教學方案
發展的方式來進行。問卷調查主要在於蒐集各縣市生活課程教師對於學校生活
課程實施與配課的意見、自己的生活課程實施現況與心得、生活課程與綜合活
動的異同關係、以及生活課程實施時所遭受的困難等。文件分析主要是針對生
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現行課程綱要的目標、能力指標以及教科書相關單元進行異
同比較。教學方案發展則是針對音樂素材進行統整課程之設計與發展。以下針
對所規劃之各項研究工作的樣本、執行程序、以及執行工具等相關面向進行說
明。
第二節 問卷調查
一、研究樣本
在蒐集生活課程的實施現況資料方面，本研究為顧及樣本的代表性，每個
縣市（連江縣之馬祖因為沒有成立輔導團且校數過少而未被納入，故實際縣市
為 20 個）隨機抽取大、中、小型學校各兩所；大型學校一、二年級各 3 位生活
課程老師，中小型學校一、二年級各以 1-2 位教師作答為原則來作為施測樣本，
原先預估樣本約 300 人，最後實際作答人數為 187 人，其中正式教師 161（兼
任行政工作 19 位），代理代課教師 26 位。

二、研究程序
研究採線上作答方式，於 102 年 9 月初設計好問卷，使用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GOOGLE DOCS)中的表單功能將原問卷轉化成網路問卷。接著請各縣市
生活輔導團召集人或是專任輔導員，發信邀請各該縣市隨機抽取之學校生活課
程領域召集老師或該校生活課程老師上網填答問卷。問卷採個別逐題填答方式，
每份問卷填答時間約為 20 分鐘，線上開放填答時間從從 9 月 7 日至 10 月 11
日截止。
三、研究工具
研究問卷為研究團隊模擬現場生活課程實施的狀況擬定的各式問題，以方
便教師憑直覺就可以輕易作答為設計原則。問卷內容除了基本資料填答外，還
包括填答者學校實施生活課程的配課情形、填答者教授生活課程的情形、填答
者對於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領域的意見、以及填答者對於生活課程整體滿意度
的意見，共有 3 大題 30 小題左右，根據填答「是」「否」情況，每個人填答題
目總數有所差異。完整紙本問卷題目見附錄一。
四、資料分析方式
本研究問卷填答者的資料可以於網路上直接進行整理與統計，採用 Excel
檔案羅列資料並進行描述統計，如次數總計、比率或是平均數等。
第三節
文件分析
一、文件範圍
為了分析與比對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異同，以兩個課程的課程
綱要為基本資料，並選擇兩個課程一年級上學習某版本教科書（康軒出版社，
2012）以及素材雷同的主題一個（有關社區）(南一出版社，2012)，來進行教
學活動分析。
二、進行方式
由撰稿者就兩個課程的理念、目標與能力指標來分析與比較其課程特性與
課程內涵。由撰稿者隨機抽取教科書版本進行教科書教學活動分析。
第四節
統整教學方案發展
一、方案內容
教學方案發展共有兩大項，一為綜合活動融入生活課程的統整教案，另一
為具有聽覺藝術成分的統整教案。教學方案的呈現有助於現場教師掌握課程綱
要的精神以及教學的適切實施，因此對於現場教師困擾的綜合活動與生活課程
教學活動重疊，以及音樂活動如何統整在生活課程中，本研究以發展主題教案
的方式來做具體呈現。

二、進行方式
教案發展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兩種方案發展各有一次工作坊。綜合活動
融入生活課程的工作坊於 12 月 12 日舉行，由撰稿研究者邀請 4 位綜合活動領
域優秀教師：吳秀惠、湯正茂、黃美樺、劉淑惠，以及 8 位生活課程優秀教師：
林正文、李佳穎、徐美玉、陳春秀、鄭淑慧、曾瓊慧、江建勳、陳惠美，花費
一天的時間共同研討與發展出兩個教案。聽覺藝術融入生活課程的工作坊於 12
月 6 日舉行，共有林正文、陳春秀、鄭淑慧、曾國堅 4 為老師共同參與，其中
曾老師為音樂專長教師。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生活課程的實施現況

一、教師對於生活課程的認識、觀感與困擾
生活課程實施 10 年來，現場老師對於生活課程有怎樣的認識與觀感呢？
在問卷中我們調查老師的教學方式、教科書使用的情形、生活課程對教師與學
生的好處以及對於生活課程的困擾。所得到的結果如下：
（一）老師對於生活課程的教學掌握
在 187 位生活課程領域召集人中，有 12 位目前沒有教授生活課程，但都有
教授過生活課程的經歷，這其中有 156 位使用教科書，31 位則是自編教材或是
與其他教師共同發展教學方案；換句話說，有 83％的老師依賴教科書，17％的
老師自己編輯教材。就生活課程的理念與精神特色來說，生活課程的教學以兒
童為學習的主體，因此，完全依賴全國通用的教科書素材進行教學並不是很適
切，雖然教科書的確在協助教師準備教學時扮演重要的角色。從教學現場來看，
大部分生活課程教師還是依賴教科書，但是當我們進一步調查老師如何使用教
科書時發現，雖然 66％（總是 8％＋經常是 58％）的老師經常會照著課本教，
但是卻有 80％的老師經常視情況轉化教科書的內容，讓教學更順暢、更能達到
目標。從教師會轉化教科書內容或是採用自編教學方案這個情形來看，現場教
師對於生活課程做為統整課程，應該採用在地化教材，並且依據學生的生活經
驗進行教學活動的調整一事，已經有某種程度的掌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40％的老師經常使用電子書，49％的老師偶爾使用，只有 12％的老師從來不用
電子書。這個現象透露出在教學現場書商提供的電子書愈來愈受到老師的重視，
因此在生活課程當中與老師探討如何使用電子書才不會喪失統整教學的意義，
成為生活課程發展必須關注的問題。
在實際教學方面，本研究調查了老師的教學:1)是否經常使用口頭問答、習
作問題引導操作或是教室與校園的探究活動？2)是否會因為學生的學習狀況而
調整既定的內容？以及 3)否會因為學生提出來的疑惑，帶著學生進行別開生面
的探究活動？就生活課程的理念與精神來說，生活課程的樣貌應該是主題式的、
有生活脈絡的、學生中心的、探索、探究與行動導向的調查結果指出，因此老
師不能僅只是依照課本問題討論舊經驗、或是直接提出席作問題來進行操作驗
證，要貼近生活課程的精神，教師鋪陳情境，讓學童覺知問題、提出問題與探
索、探究問題，並進而解決問題，是生活課程教學的主要流程，因此教學是互

動的，是彈性的，是依據學生學習狀況而調整的。本研究就前述 3 個問題調查
老師的意見所得到的結果是：1）73％的老師會帶著孩子進行實地的探究活動，
18％的老師只進行口頭討論，9％的老師以習作做為主要教材， 讓孩子進行討
論或是操作活動。2）69％的老師經常會因為學生學習的狀況改變既定的教學活
動。3）53％的老師會因為學生所好奇的問題而進行一場不同於教科書活動的探
究教學。由調查所得數據得知，超過半數的現場老師能夠理解生活課程教學的
主要取向與策略，但在推廣工作上，仍有努力的空間。
（二）老師對於生活課程的正向觀感
為了獲知現場老師是否對於生活課程做為統整教學的好處有所體會，本研
究問卷中詢問教師兩個問題：「您覺得生活課程教學，最棒的事是？」以及「您
覺得生活課程對學生最大的幫助是？」關於第一個問題，老師們總共提出 187
個意見，分類畫記的結果資料如表 1 所示。由表 1 的資料得到幾個發現：1）生
活課程讓師生都樂於學習與樂於生活。分類項目標號 1、6、7、8、9 的意見都
在表明師生對於生活課程的喜愛，也因此充滿生活與學習的能量，這幾個項目
加總起來，佔全數意見的 55％（103/187），代表半數以上的老師對於生活課
程所帶給自己以及學生在學習動機與主動學習上的成效是最為肯定的。2）老師
關注學生的成長，因為生活課程所帶給學生的成長而感到欣慰。分類項目標號
3、4、5、8、9、10、11 等項與學生的表現有關，這些項目加起來的次數佔總
次數的 52.4％（98/187），因此有一半的老師最重視看到學生因生活課程而成
長。學生成長的面向包括探究主題相關的學科知識、生活技能與習慣、探究事
物的方法與態度、溝通、合作、表達、關懷感恩以及整體品行的行為表現。3）
生活課程讓老師得已從制式的教學中解脫，並能妥善整合相關資源，為學生的
真正學習發揮統整課程的專業。分類項目標號 1、6、7、9、10、12、13、14
等項與這個觀察有關，這些項目加起來的次數佔總次數的 60％（112/187）。
由以上的結果得知，整體而言，教學現場的老師對於生活課程的正向觀感，都
能與生活課程做為一個統整課程的特性相聚合。
表1

老師覺得生活課程教學最棒的事

標號

1

2

5

6

7

分類
項目

帶領學生透

能跟學生

充滿驚

看見學

培養各

互動式

教學活

過實作、探

一起快樂

喜與挑

生付出

種帶得

的教學

動與素

索(含戶外

成長學

戰、看見

與成長

走的生

讓老師

材多樣

探索與體

習、一起玩

學生的

多元表

活能力

的專業

有趣

笑容

現、孩子

(知

更有發

驗)、探究、 課程、發現

次數

3

4

遊戲、律

人事物奧

無限的

識、情

揮的空

動、創作、

妙

可能與

意、技

間

觀察、感

令人驚

能方

受、玩藝術

異的表

法)

來進行學習

現

37（含學生
喜歡戶外探
索 15）

23

8

18

13

5

10

總計

114

標號

8

9

10

12

13

分類
項目

能以學生為

課程生活

有彈性

提升學

沒有進

課程統

主教學，學

化、活潑、 比較能

生正向

度與紙

整、自

生會樂於學

教學中快

注重到

行為、有

筆測驗

主性

習、主動學

樂生活

學生的

助於班

壓力

高、有

個別差

級經

價值讓

異

營、樂於

學習更

上學

深入、

習

11

14
能與
校本
課程
結合

更完整

次數

22

29

5

3

2

11

1

73

總計

187

至於有關生活課程對於學生最大的幫助是什麼，調查的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2
編
號

1

老師覺得生活課程對學生最大的幫助
2

3

4

5

6

分 透過觀察探索 各種以學生

透過生活課程學

提升自信

多元智

有助於

類 體驗探究表現 為主的教學
項 等各式學習各 活動讓學生
樂於學習、
目 種生活能力

生從做中學、拓

心、自我認

能展

銜接三

展生活經驗、拓

識、正向與

現、發揮

年級任

展學習心、拓展

自理行為、

潛能

何一個

（包含知識、

主動學習、

視野、更會過生

班級氣氛、

領域的

情意與技能）

提升動機與

活、更喜愛自己

適應學校生

課程、

解決問題、思

專注度、玩

生活的土地、更

活、喜歡上

奠定未

考、關懷、感

出能力

會於生活中學

學

來學習

恩、觀察、探

習、更能統整各

的良好

究、規劃、合

面向的知識與學

基礎

作、思考、分

習

總
計

享、溝通、行
動

70

23

69

22

11

7

202

從表 2 的資料得知，現場老師對於生活課程對於學生最大的幫助，從次數
最多到最少分別是：各種生活能力（含知識、技能與情意）的培養、拓展學生
的生活學習力、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力與學習動機、提升學生自信心與品行、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以及各種潛力、奠定未來學習的良好基礎。曾經有現場的
老師憂慮，生活課程如果重視能力的培養，會不會無法與三個領域的中年段學
習銜接？事實上，生活課程的目標與能力指標已把三個領域的目標與能力指標

都涵蓋進來；而透過問卷調查也得知生活課程的教學帶出學生更廣、更深的學
習，不但讓學生有魚吃，也會自己釣魚。
（三）老師對於生活課程教學的困擾
除了了解現場教師對於生活課程的正面看法，本研究也同時探究生活課程
教師所碰到的教學困擾。本問卷詢問教師，有關生活課程的教學最困擾的為何？
原因為何？問卷列出的選項有：教音樂、教美勞、教律動、教自然探究、教社
會調查、自然科的概念、社會科的概念、帶領學生進行探究活動、欠缺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能力、統整教學觀念、多元評量、其他。統計資料結果指出，現
場老師對以上選項困擾的排序，從最困擾到最不困擾分別如表 3 所列，其中「其
他」一項的內容包括：課本單元多無法深入、課程時間不足、課本不好用、教
育政策規定多、雜事太多、學生進行探究活動時易分心、班上有特殊生導致教
師人力不足、老師帶領學生探究問題的能力不足、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內容常
與生活課程的重疊。
表3

教師對於生活課程教學困擾項目之排序
項目

困擾名次

[教音樂]

1

[教律動]

2

[多元評量]

3

[欠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能力]

4

[統整教學的概念]

5

[教社會調查]

6

[教美勞]

7

[自然科的概念]

8

[教自然探究]

9

[帶領孩子進行探究活動]

10

[社會科的概念]

11

其他

12

由表 3 得知，對於生活課程的教學工作而言，老師們最感困擾的前五項分
別是：教音樂、教律動、多元評量、欠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能力以及統整教
學的概念。從老師感到困擾的原因資料中可以得知為什麼老師有這些困擾。首
先，就生活課程中教音樂這件事，老師所提到的困擾原因包括：要有音樂專業
素養的老師才會教、自己非音樂專長、對樂理不熟、以及課本的藝術活動連結
較不佳。相對於其他困擾的原因，老師對於在生活課程中教音樂的困擾最大，
而其原因大多是自己不是音樂本科專長，而這個非本科專長的原因在美勞或是

自然科也偶而被提及，但不像音樂這麼頻繁，顯示音樂統整入生活課程沒有讓
現場老師很安心。深入觀察目前生活課程的教科書以及小學音樂課的教學發現：
1）音樂課的主要教學方式是遊戲、唱遊以及教簡單樂理，而其主要目標都是讓
學生學樂理，所以教學是很有結構性的。2）不管哪一個版本的教科書都嘗試把
生活課程所涵蓋的三個領域做統合（康軒、南一與翰林出版社，2012）
，但顧及
音樂的主要目標在讓學生學樂理，因此在呈現教材的時候，音樂符號與譜例都
會出現。以上兩個現象，讓生活課程老師在教音樂相關的活動時非常不自在，
因為如果自己音感不好，再加上不會看譜，就覺得自己無法掌握生活課程、愧
對學生。然而，從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可以知道，音樂教學不但可以統整在其他
學科的教學裡，音樂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學習關係也能相輔相成，讓孩子的某種
能力因為不能素材的探索而累加。例如，在吹泡泡的主題活動之後，學童若有
進行如何吹泡泡較不會破的體驗活動，那麼接著吹笛子的教學，學童很容易明
白「慢慢吹才能吹得好」的道理。不管哪一個領域的學習，在國小低年段，學
童的學習都不是使用知識直接傳輸的方式，而是必須在兒童發展特性上，考慮
孩子的經驗、對特定人事物的感知、表徵符號正在發展以及如何透過各種學習
形式來促進發展等所展現的教學方式。在生活課程中，由於統整必須植基於兒
童特性以及各領域的特性，如知識、表徵符號、知識獲得的方法以及情意面向
等，因此當一個主題活動展開時，透過相同的概念、相同探究的方法、相同的
核心能力，輔以不同領域的素材與表徵思考的方式，學童的能力自然發展與對
於人事物的意義才能深化。因此，在生活課程裡教到音樂相關素材的時候，老
師要關注的不是樂理，不是音樂知識，而是孩子的感受、欣賞與表達能力。例
如，孩子要感受聲音的高低，不是直接以風琴或是 CD 音樂教授音階，而是讓孩
子在主題中配合活動（例如，做玩具飛機的主題中，讓孩子透過模擬飛機起飛、
下降感受上行音符與下行音符）自然而然接觸音樂的聽、唱、欣賞與律動表達。
現場老師對於生活課程中的音樂素材或是如何掌握，需要更多在職進修的機會，
也需要更多良好的教學方案來協助並轉化學科教學才是正確的觀念。本研究中
亦嘗試發展兩個可以較簡單操作的含音樂活動的統整教案。請見本章第三節。
有關教生活課程第二困擾的項目--教律動，因為律動與音樂的關係密切，
所以其原因也與教師認為自己的音樂與肢體伸展的知能不足有關，另外也有 1
位老師提及教室空間的大小與安排不利律動課程的進行。要解決現場老師教律
動的困擾，一方面要與教音樂的問題一起處理，另一方面，也可思考教室外的
空間，或是提請學校課程委員會協助。
生活課程教學教師的第三個最困擾是「多元評量」
。老師們所表達的困擾原
因包括：學校定期考試無法與課程配合以及家長質疑多元評量分數等第的客觀
性。生活課程綱要在實施要點上明確指出，生活課程重視學生學習歷程以及評
量回饋的功能，因此，大多數時候老師都是在進行形成性評量，而因為生活課
程的目標是能力養成，其總結性評量是要評量學生的能力表現。生活課程的評
量是配合教學活動而來，教學活動的形式多元，教學活動中有許多學生表現能

力的機會，因此生活課程的評量形式是多元的。另外，從形成性到總結性評量
的分數等第如何計算有其專業系統的考量，老師要能掌握其精神才能說服家長。
簡言之，生活課程評量工作要訴諸老師的生活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專業素養，學
校的一統規定或是家長對於成績的分分計較都會干擾老師的專業執行。有關生
活課程評量的學校作為與應為，將在下一項「生活課程實施現況的學校面向學
校」中繼續探討。
有關老師無法掌握「生活課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精神，其困擾原因包
括：太容易被孩子帶著走、老師的知識能力與準備度不足、教學時間拉太長、
學生太興奮與秩序不佳、教學時間不足、學生常會天馬行空，教學沒有成效、
學生的興致到了延伸活動時就不再持續，不知如何引導。生活課程的教學因為
以孩子為學習的主體，因此牌裡通常在孩子身上。要在教學中將孩子視為學習
的主體，隨著孩子的需求與提問來進行與調整課程，對許多習於傳統知識傳輸
教學模式的老師來說，是觀念與做法的一大革命，需要專業知能的補充以及教
學能量的支持。而在兩種教學派典轉換過程中，許多老師也會遭遇「過猶不及」
的困境，但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教學實踐工作，老師將能逐漸掌握，當然提供
實務進修機會與學校資源與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協助力量，這正是這幾年生活課
程課程與教學輔導團努力的方向，並有所成就。
老師們的第五項生活課程教學困擾是「無法掌握統整教學的概念」
。台灣的
當代小學跨領域統整教學概念的推展，是從第一代九年一貫課程（2000 年）才
正式開始，因此對現場老師而言，什麼是統整課程與如何進行統整教學的概念
都是模糊的。在問卷中老師提出來的困擾原因包括：統整課程之專業知能不足、
活動面向太多，有些科別教得太少、無法給深入的知識、擔心活動之間的脈絡
性與流暢性安排、學生的問題超出老師所知、怕教授內容的完整性不足。綜合
這些原因，現場老師之所以對統整教學有所困擾，主要是：1）仍以分科的觀念
思考統整課程，因此怕自己知識教得不夠多、不夠完整。2）統整課程之實際操
作經驗不足，因此怕無法掌握統整課程的進行。統整課程的概念推動，往往需
要時數年的時間（Yeung & Lam, 2007），持續帶領現場老師研討並減少造成統
整教學實施困難的因素，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前面幾項困擾，老師在有關自然與社會科素材的教學活動方面大多面
臨實地探索以及訪問踏查等教學的困擾，例如學生容易分心、探究問題不知如
何形成、沒有人力注意學生安全等等。這些問題仍然涉及教師教學專業知能以
及學校教學環境與資源安排的問題，需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來協助教師。
二、生活課程實施的學校面向
在了解生活課程實施現況的學校面向上，本研究以三個問題調查老師的意
見：1）生活課程由誰來任課？2）如何配課？3）是否實施定期評量？調查結果
顯示，各校由級任老師全權教授生活課程的老師情形佔 34％，由級任老師負責
大部分時數並分出特定科別給專任教師授課的佔 26％，級任老師加兼行政教師

授課的比例有 10％，其它少數比例是專任加兼行政、兼任行政老師分配、代理
教師以及鐘點代課教師。而由級任老師與專科老師共同負擔課程的情形，這位
專科老師是音樂教師的佔 18％，是美勞老師的佔 4％，但如果是藝術與人文老
師則佔 15％。由這些數據可知，在教學現場應該由一位老師來進行統整教學的
生活課程只有 34％的學校做到，大部分學校是分由其它教師上課，其中級任教
師上部分課程仍然佔大多數，但是音樂或是藝術與人文分給專科老師上課佔多
數的比例（藝術與人文加總為 33％），這個現象呼應上一項教師生活課程教學
困擾的調查結果。未來生活課程的教師增能活動，導正教師對於音樂融入生活
課程的觀念以及促進其實踐能力，成為第一要務。另外，生活課程非由一個教
師授課的情形之所以增加，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來自於教師課稅減課的政策，學
校減了老師的課後，級任老師的授課時數減少，排完數學與國語課後，生活課
程若排成 7 節課，通常級任老師的授課節數就會超過，所以得釋出部分生活課
程的節數給其它老師教授。因此學校會就整體學校排課的考量，把課排給藝術
與人文教師、兼行政教師，以及代理代課教師，甚至是鐘點代課教師。在問卷
調查中，本研究也詢問共同授課老師是否一起討論課程計畫、一起備課？結果
顯示 51％的老師不會一起討論課程計畫，68％的老師也不會共同備課。因此由
數位教師合上生活課程的排課方式，使得統整課程的目標難以達成，老師也容
易又流於分科教學。針對此現象與問題，生活課程與教學輔導團從 101 學年度
開始進行生活課程初任教師的調訓研習工作，對於提升教師知能與教學成效有
所注意，然而，這個問題需要有更多配套措施方可較圓滿解決，將於結論與建
議中再提。
至於學校如何實施生活課程評量方面，調查結果顯示，沒有實施定期評量
的學校佔 67％，這個現象顯示大多數縣市與學校對於生活課程的定期評量是鬆
綁的，是遵照生活課程的精神在運作的。在實施定期評量的學校中，由授課老
師自行命題的有 53％，但仍有 47％是學年老師輪流命題；且 84％的定期評量
形式都是採用傳統的紙筆測驗，無怪乎在生活課程實施多元評量是老師的困擾
之一。但是，從教學現場普遍都使用紙筆測驗的傳統來看，生活課程的評量在
多元評量的實施方面，已經比其它學習領域小有成就了。實施定期考試的學校，
通常是採用傳統只評量知識的紙筆測驗，且由同學年的老師輪流出題，這兩個
現象都會造成生活課程老師評量工作上的困擾，因為老師在統整課程教學中，
可能隨著學生的學習狀況而調整教學內容與方式，而且如果紙筆測驗不是使用
實作評量題，也無法測得學生所習得的生活能力的全貌。因此，地方教育局或
是學校應該在生活課程的評量上更回歸到每位教師的專業。老師們也要進一步
研修統整課程多元評量的專業知能，以取得學校與家長的信任。

第二節
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領域的關係
一、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領域的異同

生活課程做為統整課程會與其它非三個學校領域的課程內容與素材重疊是
很自然的事，但是從第一代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一直有學者以及現場老師
為文關注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內容重疊的問題（李駱馴，2005），
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是否高度重疊？是否有其本質上的不同？是否可以融合成
一套課程？本研究特過問卷調查、課程綱要文件分析、教科書活動比對以及發
展融合教案等方式來回答上述問題。
（一）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問卷調查老師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有關的問題有：是否同時教授兩
種課程？是否有教授過綜合活動課程？其它學校活動是否佔用兩種課程的教學
時數？以及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的異同？在本研究的樣本教師中，有 38％的老
師同時教授兩種課程（多為兼任行政教師），而現在教授生活課程且過去曾經
教過綜合活動的老師則佔 84％。
這些曾經教過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課程的教師，對於學校課程安排所反映
的意見如下：1）學校校本課程的教學最常被融入的課程依序是綜合活動（30
％）、彈性時間（28％）、生活課程（27％）。2）學校重要議題的教學最常被
融入的課程依序是：綜合活動（35％）、彈性時間（25％）、生活課程（22％）。
3）國語或語文教學時數不足，利用來上課的課程依序是：彈性時間（66％）、
綜合活動（17％）、生活課程（12％）。4)最能與班級經營結合的課程依序是：
生活課程（32％）、彈性課程（25％）、綜合活動（21％）。以上的數據顯示，
綜合活動與生活課程因為其統整課程的特性，很容易被拿來與校本課程及重點
議題教學做結合，這也是影響低年段綜合與生活課程時間不足的重要因素，而
綜合活動更可能因為節數少而被犧牲。這是課程總綱要保障學生正常學習，達
成各課程目標需要正視的問題。另外，生活課程因為培養學生多樣生活能力，
也被認為對於老師班級經營的成效有很大的助益。
在課程重疊的問題上，如果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是由同一位老師教授，會
自行調整課程，讓課程連結的更好，或是捨棄重疊太多的地方，但若是非由同
一老師，且不同領域或課程之間的教師多半不會一起討論課程計畫或是共同備
課，因此透過課程異同的分析，來思考生活課程未來分與合的問題就變得重要
了。
本研究中教師所表示的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異同的意見如表 4 所示。
從表 4 的統計資料得知，現場教師對於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的認知是相同
多於差異（183 vs.116 人次）。老師們大多認為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都是統整
課程，都重視學生生活能力的養成，都是連結到學生的生活經驗，都是重視學
生透過探索與體驗來養成能力，課程發展都是較彈性，教學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都採多元評量，不需要傳統紙筆測驗。但是老師們也都認為生活課程知識學習
的成分多於綜合活動，三個領域相關探究方法或是表徵表達的方式在生活有綜
合活動不一定有，同樣是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生活課程以情境脈絡以及實地

探究切入來進行教學，綜合活動大多以能力指標思考設計活動；同樣進行多元
評量，生活課程比綜合活動更少不了傳統的考試。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有這麼
多相似性，因此教學素材或是目標或有所雷同，特別是對於一年級剛入學的學
童，兩個課程因為都重視問題解決與適應生活的能力，因此主題活動也就容易
雷同，只是在教學取向與活動的重點會有所不同。生活課程在一個主題中涵蓋
面向多，學習的能力也多，並在實地探索中隨著學生的發現引導學生進行探究，
其能力發展的面向會涉及到三個學習領域的特定知能；綜合活動通常為小型活
動，重視探索活動後的反思與能力實踐。
另外，有老師因為切入的觀點不同，有的主張生活課程可以涵蓋綜合活動
（5 人次），有的主張綜合活動可以涵蓋生活課程（2 人次）。主張生活課程可
以涵蓋綜合活動的老師多認為生活較廣且深入，能做到綜合活動所達不到的教
學效果；主張綜合活動可以涵蓋生活課程者，大多說明綜合活動範圍廣，無所
不包。但是大多數老師依據其教學經驗多主張，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雖然相互
交疊，生活偏向三個領域的範疇，綜合則是以自我發展、人際關係以及會參與
為主，這兩個課程的目標是可以相互呼應、相輔相成的。
現場的老師雖然有課程實踐的基礎，但是對於兩個課程的掌握或有不精確
的地方，因此，本研究透過兩個課綱的分析，進一步分析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的不同。
表4
標號
異同
1.

現場教師對於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異同的看法
相同
次數（183） 相異
次數（116）
與學生的生活經驗作連
結、多元資源整合、較彈
性、都可自編教材

44

2.

著重實作與體驗，強調探
索、實踐、思與發表、活
動化、適合分組學習

42

3.

統整課程、低年級部分主
題與取材類似(特別是一
年級)

30

4.

能力培養、問題解決、表
現與應用、人際與情意(生
活規範、安全教育、人際
相處、自我認識)

25

生活重科際整合
（三大領域），綜
合重自我概念、人
際互動，較少特定
領域探究
生活知識範疇較
多，綜合偏向社會
人文、自我發展與
社會參與
生活重多樣能力
的培養，綜合重反
思、實踐與情意培
養
生活課程較有知
識學習的重點，綜
合無所不包，有食
衣住行、人際關
係、生活經營與生
命課題
綜合活動多與議
題與校本課程結
合，大多被挪用來
做政策或縣府交

54

15

10

5

5.

環境適應、剛入學的學校
適應

7

6.

兒童是學習主體教學

7

7.

4

8.

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
社會為範疇
大多無紙筆測驗

9.

學習目標相呼應

4

10

10.

辦活動
生活由學生的想
法與期待出發，綜
合多由老師事先
規劃協助孩子達
成學習統整的目
的
生活是課程（大而
深入），綜合是活
動（小而特定）
生活偏向實地探
究，綜合偏討論
生活要考試，綜合
不必
生活透過探索學
習，綜合偏向應用
已知
生活目標與素材
較明確，綜合較彈
性

7

11

5
1
5

3

（二）課程綱要文件分析的結果
依據 97 年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程綱要（教育部，2008a,b）
的分析，兩個課程的內涵架構以及能力指標，羅列如表 5 與表 6。透過研究者
的分析比較，羅列兩個課程的異同於表 7。
表5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內涵架構與第一年段的能力指標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四大
自我發展
主題軸
十二項 自我探索
核心素 自我管理
養
尊重生命

生活經營

社會參與

保護自我與環境

生活管理
人際互動
危機辨識與處理
生活適應與創新 社會關懷與服務 戶外生活
資源運用與開發 尊重多元文化
環境保護
能力指標
第一階段能力指標
主題軸
核心素養
（1-2 年級）
1-1-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人事物的感受。
自我探索
1-1-2 區辨自己在班級與家庭中的行為表現。

自我發展

生活經營

自我管理
尊重生命
生活管理

1-1-3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並身體力行。
1-1-4 體會、分享生命降臨與成長的感受。
2-1-1 經常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校共同的秩序與
整潔。
2-1-2 分享學前與入學後生活上的異同與想法。

生活適應與創新
資源運用與開發 2-1-3 覺察社區機構與資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3-1-1 分享自己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的經驗。
社會參與 人際互動
3-1-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成員。

社會關懷與服務 3-1-3 分享參與班級服務的經驗，主動幫助他人。
尊重多元文化
危機辨識與處理

保護自我
與
戶外生活
環境 環境保護

3-1-4 欣賞身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4-1-1 辨識遊戲或活動中隱藏的危機，並能適切預防。
4-1-2 發現各種危險情境，並探索保護自己的方法。
4-1-3 樂於參加班級、家庭的戶外活動。
4-1-4 體會環境保護與自己的關係，並主動實踐。

表6

生活課程內涵架構與能力指標
生活課程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從生活學習中培養學生繼續探究與學習的各種能力

課程架
構支柱

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

五大能
體驗與探索
力主軸

理解與欣賞

表達與運用

溝通與合作

態度與情操

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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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課程是統合三大學習領域的統整課程，它不只要涵蓋三個學習領域的
素材、表徵方式、探究方法，也因為它將兒童視為不可知識系統分割的，因此
會涵蓋兒童生活觸角所能延伸的範疇。

表7

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異同分析

異同

項目

說明

相同

統整課程

跨學科或超學科主題教學

學生為學習主體（學生

1.注重學生發展特性，2.學生生活經驗，3.學生自主能力

中心）
能力本位

綜合：12 項核心素養（自我探索、自我管理、尊重生命、生活管理、生
活適應與創新、資源用應用與開發、人際互動、社會關懷與服務、尊重多
元文化、危機辨識與處理、戶外生活、環境保護）
生活：5 大能力主軸（體驗與探索、理解與欣賞、表達與運用、溝通與合
作、態度與情操）

相異

總目標

綜合：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生活：從生活學習中培養學生繼續探究與學習的多樣能力（因此涵蓋實踐
能力）

統整課程中的知識學

綜合：偏向運用已學會的知識；

習與運用

生活：在探索與探究中學習與運用知識(善用三大學習領域的
探究方法與表徵符號系統)

能力本位架構之支柱
不同

綜合：四大主題軸（自我發展、生活經營、社會參與、保護
自我與環境）
生活：三大學習領域整合（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

自我感覺與省思

綜合活動的教學做得比生活課程精緻

探究人、事與物的特性

生活課程做得比綜合活動深入

與變化關係

從表 8 可知，生活課程的總目標、課程支架以及能力指標都比綜合活動的
來的上層，如果進一步分析兩個課程第一年段的能力指標內容，可以發現生活
課程的綱要內容可以將綜合活動所主張的能力素養都含括進來，只是在生活能
力應用與實踐方面，因為是綜合活動的總目標，而為生活課程的能力指標（表
達與運用）之一，因此綜合活動在反思與實踐上的能力培養比生活課程來得精
緻。
（三）教科書活動比對的結果
經過前面的探討可以知道，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的教學活動主題可能在一
年級「適應學校生活」以及在「自我成長」、「社會互動」中的同學關係、班
級關係、家庭關係、社區認識等主題會較雷同。因此本研究隨機抽取生活課程
與綜合活動同一家教科書版本一年級上學期的內容（見圖 1 與 2）以及另一個
版本教科書有關「社區」的主題（見表 8）做比較。
比對兩個課程一年級上學期的主題單元，生活課程有兩個主題「開學了」、

「校園大發現」與新學校生活適應有關，其它四個主題則與各種生活探究問題
有關，綜合活動則有四個主題「小小新鮮人」、「整潔與我」、「危險走開」、
「有禮好心情」與新學校的適應有關，最後一個主題則探討自我成長的主題。
但是若深究教學內容可以發現，生活課程的開學了與校園大發現都不只是認識
校園的人與環境單位，而是藉由探索校園學會觀察與表達環境中特定的人事物
特性與關係，而且在其它四個主題的教學活動中，也都藉由探索、體驗與探究
活動在認識環境與適應環境。另一方面，也由所有主題活動進行中學會綜合活
動「整潔與我」、「危險走開」、「有禮好心情」等主題單元所要培養的能力。
例如，在「泡泡真有趣」的主題中，學童就會學習吹玩泡泡後保持教室整潔以
及注意安全的能力；在「開學了」、「校園大發現」與「那是什麼聲音」的主
題學童也會學到禮貌與安全的習慣與能力。綜合活動先設定能力目標後，設計
小活動讓學童透過探索、討論、反思與實踐去養成這些能力；生活課程則在學
習情境與活動中同時拓展出孩子多樣的能力與對人事物的意義，因此生活課程
的主題的確是可以將綜合活動所要培養的能力含括進來。

單元一
小小新鮮人

康軒版小綜 1 上

圖1

活動 1 我是新生
活動 2 認識老師和同
學

單元二
整潔與我

活動 1

愛清潔寶寶

活動 2

整理高手

單元三
危險走開

活動 1

大家一起玩

活動 2

安全的方法

單元四
有禮好心情

活動 1

禮貌劇場

活動 2

心情分享站

單元五
大步向前走

活動 1

我長大了

活動 2

我學會了

康軒版綜合活動 1 上教科書主題單元

活動 1 到學校

單元一
開學了

活動 2 下課了
活動 3 認識新同學

活動 1 說說學校的事

單元二
校園大發現

活動 2 一起去探險
活動 3

校園最喜歡的地方

方

康軒版生活課程

單元三
那是什麼聲音

活動 1

聽到好多聲音

活動 2

敲敲搖搖唱一唱

單元四
風來了

活動 1

和風捉迷藏

活動 2

風來幫忙

活動 3

風的遊戲

活動 1

泡泡在哪裡

活動 2

一起吹泡泡

活動 3

吹泡泡比賽

1 上上

單元五
泡泡真有趣

單元六
熱熱鬧鬧迎新春

圖2

活動 1

準備過新年

活動 2

團圓年夜飯

活動 3

快樂新年到

康軒版生活課程 1 上教科書主題單元

同樣地，在有關社區的主題中，綜合活動課程圍繞在社區機構與資源的認
識與使用，生活課程則強調在實地的社區踏查中對感興趣的人事物進行深入觀
察，並培養學童規劃、訪問、整理資料、發表以及音樂表達與社區關懷的能力。
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相關主題的教學活動可以相輔相成，但也可以相銜接在一
起。
表 8 南一版綜合活動與生活課程 2 上教科書有關社區的主題內容
南一綜合活動 2 上生活超連結
南一生活課程 2 上我們的社區
（一）社區裡的好鄰居
1.社區好鄰居

（一）我生活的地方
1.認識社區的類型

1)分享在生活中使用社區機構的舊經驗。
1)能說出與自己社區環境比較像的社區類型
2)認識社區裡的資源與機構裡的服務。
2.唱出社區生活環境的特性與美好
2.我家社區的資源與運用
1)聽唱歌曲、改編歌詞
1)介紹與學童生活相關的各種資源。
2)認識音符的位置
2)分享與家人運用社區機構與資源的經驗。
3.認識自己生活社區的特色
3.比手畫腳猜一猜
（二）探索我們的社區
1)利用比手畫腳的遊戲來熟悉社區環境。
1.討論想探究的社區事物
4.社區機構用途多
1)討論社區最有趣的事物與想認識的地方
1)討論社區機構的多種功能。
2.探訪社區前的準備
5.社區機構與資源大調查
1)探查社區的方法討論
1)調查住家附近的機構與資源，與全班分享。
2)訪問工作的規劃
（二）生活超便利
3.實際探訪社區
1.生活小故事
1)進行社區探訪
1.以故事接龍的方式，將社區機構與資源融入
2)紀錄探訪所蒐集到的資料.
生活故事中。
3)紀錄探訪的收穫
2.社區護照
（三）我愛我的社區
1)以完成學習單的方式，走訪社區機構與運用
1.整理探索社區後的資料
社區資源。
1)整理資料並思考分享呈現的方式（畫或寫）
2)集合全班完成的學習單，做成社區護照。
2)分析蒐集到的社區故事與特色
3.社區機構與我
2.社區探訪後的發表與分享
1)統整對社區機構與資源的認知，並學習運用
1)發表、聆聽、提問與回饋
於生活中。
3.了解自己居住社區的美好
4.社區機構與我
1)從探索社區中認識居住社區的好
1)歸納出在社區機構使用時應注意的事項。
2)覺知藉由自己的力量可以關懷社區
3)（採取關懷行動）

二、綜合活動整合入生活課程的教學方案
由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的教科書分析可以知道，國小一、二年級的綜合活
動與生活課程若要融合在一起是有可能的，綜合活動做為一個學習領域將可以
像其它三個學習領域一樣融入統整的生活課程中。四個學習領域統整的課程其
樣貌的可能性更多、更豐富，並且能夠讓更領域的知能相輔相成，學生的能力
可以深化。這樣的教學方案，其樣貌會如何呢？修改自兩個課程的教師所共同
發展出來的教學方案之一，其內容如表 9 所列。
表9

包括綜合活動在內的四個學習領域的統整生活課程

主題：服務學習愛動物
單元名稱與預期培養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評量

校園中有哪些動物？

能觀察與紀錄校園中動

1.尋找校園裡的小動物

紀錄中是否觀

1-1 以 五 官 知 覺 探 索

物的外型特性

2.觀察校園的小動物

察到校園動物

3.紀錄觀察到的校園小動物

的地點與外型

的學生能力

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
的特性與變化。

特性

校園動物秀

1. 能 透 過 肢 體 展 演 校 園

1.發表觀察到的校園動物

1. 能 否 說 出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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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的外型與運動姿態

2.練習不同動物外型的肢體表現

察到的動物特

3.猜動物遊戲

性。

4.討論家庭寵物的生活經驗

2. 能 否 展 演 動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
活素材，表現自己的
感受與想法。
5-4 養成參與、欣賞
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
禮儀與態度。

物的外型特性
3. 是 否 能 分 享
家庭寵物互動
經驗

社區中的流浪狗

1. 能 知 道 流 浪 動 物 與 自

1.討論在社區看到的動物

是否能進行分

1-3 探 索 生 活 中 的

己生活的關係

2.提出有關流浪貓狗的生活經驗

享與蒐集資料

人、事、物，並體會各

2. 能 蒐 集 流 浪 貓 狗 的 意

3.利用繪本「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進行

活動

種網絡之間的互賴與

見與相關問題

問題討論

不可分離性。2-3 察覺

4.回家蒐集與觀察社區流浪動物的相關 現

不同人、不同生物、不

象，例如：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流浪動物怎

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

麼來的？以及可能的命運？

並尊重其歧異性，欣賞
其長處。
5-5 產 生 愛 護 生 活 環
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
命的情懷。
流浪動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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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知道流浪動物造成
的問題
2. 能同理流浪動物所遭
受的命運

1.請學生分組討論並報告流動動物的觀察與

1. 能 否 進 行 清

問題

楚的口頭報告

2.透過戲劇演出流浪狗被捕捉與安樂死的歷

2. 能 否 提 出 有

程

意義的問題

性，欣賞其長處。

3.預告下次課程將請保護動物協會的大叔叔

3-2 練 習 並 運 用 探 究

來說他的流浪動物故事

人、事、物的方法，解

4.讓學生分組討論下次大叔叔說故事要提出

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

的問題

活的環境、增加生活的
趣味。
4-1 使 用 合 適 的 語 彙
或方式，表達對人、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流浪動物的故事

能提出準備好的問題並

1. 大叔叔先聽小朋友想提出的問題

能否投入演講

3-2 練 習 並 運 用 探 究

安靜聆聽故事

2. 大叔淑分享接觸以及照顧流浪動物的故

與提問

人、事、物的方法，解

事，以及目前正在推動的「以認養代替購

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

買」的觀念

活的環境、增加生活的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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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什麼？

能討論並提出幫助保護

1.學生發表聽過演講的感想

1. 能 否 寫 出 並

3-2 練 習 並 運 用 探 究

動物協會照顧流浪狗的

2.學生討論可以用什麼方法幫助流浪動物協

發表感想

人、事、物的方法，解

事情

會的活動

2. 能 否 進 行 小

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

3.學生提出討論並決定分組到各班去募款的

組討論

活的環境、增加生活的

行動

3. 能 否 提 出 有

趣味。

意義且可行的

5-1 相 信 自 己 只 要 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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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款行動怎麼做？

能合作規劃與分配工作

3-2 練 習 並 運 用 探 究

1.討論到各班去募款要做的事：時間與分工

能 否 進 行 規

2.各組要做的工作

劃、分配工作與

人、事、物的方法，解

1）製作海報（畫有可愛動物）

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

2）練習到各班要說的話

活的環境、增加生活的

3）規劃記帳與收錢

趣味。

4）練習表演流浪狗短劇

4-2 學 習 體 會 他 人 的

合作

3.各組演練募款的行動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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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款行動開鑼了

能到各班進行募款

1.利用早自習時間到各班去募款，第一次行

能否順利採取

4-2 學 習 體 會 他 人 的

動後進行改進的討論

表達行動

立場、體諒別人，並與

2.結算募得款項並做發表

人和諧相處。

3.老師解說如何將錢劃撥到保護動物協會以

4-3 能 聽 取 團 體 成 員

及如何寄信

的意見、遵守規則、一

4.老師請每位同學製作愛心卡片給流浪狗

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送愛到保護動物協會

能自己進行劃撥與寄信

1.老師帶領學生到郵局劃撥募得款項與寄信

1. 能 否 劃 撥 與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

2.每組同學進行劃撥與寄信

寄信

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

3.學生回家在習作畫下或寫下整個過程中最

2. 能 否 反 思 行

受與想法

有意義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動的意義

分享服務中學習的心

1.口頭發表並把學習單貼於黑板

1. 能 否 進 行 口

得

2.進行同儕互評，給回饋

頭發表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
或方式，表達對人、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2 察 覺 自 己 對 許 多
事務的想法與作法，有
時也很管用。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
或方式，表達對人、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
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
命的情懷。

2. 能 否 給 予 同
學適當的回饋

本節有關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課程與教學關係的探討，包括：老師的意見
蒐集、課程性質的比對、教科書分析以及統整教學方案發展。無論是老師的意
見、課程性質的比較、或是教科書分析，都指出綜合活動雖然與生活課程有所
不同，但是國小低年段的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融入生活課程中是被贊成的，也是
可行的，這些結果與其它研究的結果也是聚合的。李駱遜(2005)的調查研究指
出，約 70％的教師表示「綜合活動」應與「生活」課程合併，23％的教師建議
要保留，但刪除重複之處。另有 7％的教師建議在低年段刪除「綜合活動」
。透
過本研究兩個課程老師合作所發展的教案，也說明兩個課程能夠進行很好的統
合。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未來在 12 年國教若是融入生活課程，其位階將等同於現
行生活課程中所包含的三個學習領域。由於現行生活課程的綱要在理念、目標
與能力指標所使用的語言都是比三個領域所使用的語言上層，且能夠涵蓋綜合
活動的內容，因此未來生活課程課程綱要的敘述語言變動可能不會太大，但是
上層的語言較抽象，未來可以藉助四個學習領域的階段能力指標訂定表現指標
與基本內容。
另外，原本綜合活動在一、二年級是每週兩節課，生活課程則是 6-7 節，

課程合併後節數的處理需要深思，若是維持在 6-7 節，那麼必須規範學校不能
把生活課程當作各項重點政策議題推展的附屬課程。

第三節

生活課程中聽覺藝術成分統整教學方案發展

一、聽覺藝術教師投入生活課程後的統整課程教學概念轉變
國外的文獻大多指出，教師對於統整課程概念的掌握，往往是統整課程是
否能實施成功的重要因素，且要透過接觸與教學實踐的歷程，才能較快改變信
念(Levin＆Nevo,2009）。本研究因此特別邀請新北市莒光國小的曾國堅音樂老
師加入研究團隊進行統整教學方案的發展，並藉此了解其教學信念轉變的歷程。
曾老師是藝術與人文音樂專長教師，在未與同校生活課程教師協同教學之前，
他認為音樂教育就是透過結構性的課程、透過遊戲或是練習把音樂知識交給國
小學生，但在接觸生活課程之後，他不但看到課程與教學如何能以兒童為學習
的主體，且有很好的教學成效，並且逐漸體會到，兒童在有多方向的探索與體
驗的經驗之後，可以把音樂學得更好，也可以藉由音樂的學習提升對許多事物
感受的敏感性（口頭溝通，2013.12.6）。曾老師也提到，剛開始從一位音樂學
科專家轉到認同統整教學的過程有許多掙扎，因為音樂家的養成教育中音樂結
構知識是重要的，如果在教學中把學習權放給學生，真的比較好嗎？曾老師統
整課程專業知能成長的心路歷程與體認，正是許多單領域專業教師邁向統整課
程教學都可能面臨的，可以做為許多老師的借鏡。
另外，具體的統整教案的呈現，是協助現場的教師更容易掌握藝術與人文
做為跨領域統整課程一部份的良好途徑，在生活課程的理念精神下，現場的老
師多憑教學模式架構與經驗發展融合教案，有了曾老師的專業與點子的加入，
一方面可以驗證過去生活團隊的老師雖然並不是音樂專業的老師，也可以設計
出好的具有聽覺藝術成分的統整教案；另一方面，也讓教案的豐富性更高、更
有趣。這也說明了統整課程的教學創意通常要來自教師社群的對話與協同。
二、教案成果
表 10 為研究團對與曾老師共同發展出來的具有聽覺藝術成分的統整教學
方案。
表 10

具有聽覺藝術成分的生活課程統整教案
主題:種子發芽了

單元名稱與預期培

一下或二下（配合春天，種子種植較易成功）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養的學生能力

評量（形成與總
結）

種子在哪裡？

1.能到校園尋找「種子」

1.校園哪裡有種子？走我們一起去找一找！

能 否 找 到 種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

2. 能 知 道 自 己 所 尋 找 到

2.你的種子在哪裡找到的？你找到的是種子

子，並知道手上

生活，覺察事物及環

的「種子」，是不是「種

嗎？

的種子，是不是

境的特性與變化

子」
。

3.猜一猜，想一想，你的種子長大後可能會

「種子」
。

是什麼樣子呢？（可以用說的，也可以請學
生先畫下來）
種子比一比

能透過五官，觀察種子的

1.分組討論：小組找到的種子有什麼不同？

能否說出分類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

外型、大小、顏色等不同

請將這些種子分成兩堆。

的理由。

生活，覺察事物及環

特徵。

2.說說看，你們分成兩堆的理由？

種子拼圖

能以觀察到的種子外

1.小朋友收集來種子，有不同的大小、顏色

總結：能否運用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

型、大小、顏色為基礎，

和形狀。

種子的大小、顏

活素材，表現自己的

進行種子拼圖創作

2.想一想，我們可以利用這些不同的種子做

色、形狀等特

出哪些圖案呢？

徵，進行種子拼

境的特性與變化

感受與想法

圖創作。
種下希望的種子

3. 能知道種種子需要的

5. 除了拼圖外，你最想拿種子來做什麼？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

準備的事情、，並能

物的習慣，並能正

將需要的器材準備

6. 種種子需要準備什麼？

確、安全且有效地行

好。

7. 種子要怎麼種？

動

（種！）

4. 能知道種種子的方法

8. 大家一起種種子囉！

觀察與等待

能細心的觀察種子每天

3. 平常要怎麼照顧種子，才能讓它們健康順

5-2 覺察自己只要能

的變化與發現的問題，並

真切的觀察、細心的

用自己的方式記錄觀察

4. 怎麼知道種子長大了？

體會，常有新奇的發

結果。

5. 可以用什麼方法告訴別人你的種子長大

能否知道種種
子需要的器材
與方法

5-2 覺察自己只要能
真切的觀察、細心的
體會，常有新奇的發
現

現

利的長大？

能 否 細 心 照
顧、觀察與記錄
種子。

了？種子不一樣了？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

6. 要記錄什麼？怎麼記錄？

或方式，表達對人、

7. 觀察、記錄種子長大的歷程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8. 種植過程中，出現了什麼問題？這些問題
要怎麼解決？

種子的故事

能將種子生長的過程，用

1. 小種子長大，你覺得可以分成哪四個部分

總結：能否以文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

文字與圖像表徵方式加

呢？請用四格小書，將種子成長的故事用

字與圖畫方式

或方式，表達對人、 以記錄

文字與繪圖方式記錄。（例如，播種、發

完成「種子成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芽、長葉、長大….或開花、結果等）

長」的故事小

（備註：因為學生播種的種子不一定能觀察
到「開花」
、
「結果」
，只要能記錄「越長越高、
或葉子越來越多」等「長大」的情況即可）

書。

做一首詩

將觀察種子長大的過

1. 老師可以選擇現成選用的國語課本中的

總結：能否以新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

程，以新詩仿作方式，完

新詩文體，進行仿作。（例如，康軒一下

詩方式，記錄種

國語的「吹泡泡」
）

種子的經驗與

或方式，表達對人、 成一首新詩。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2. 老師也可以選擇現成的、簡單容易朗朗上

發現

口的經典歌曲，進行新詩仿作。例如周柏
楊作詞、楊兆禛作曲的「種樹歌」。
說白節奏

能以新詩仿作後的小

1. 新詩怎麼念才會好聽？自己先念看看！

能否用進行「小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

詩，進行說白節奏

2. 念給同學聽。

詩」的說白節奏

活素材，表現自己的

3. 為什麼大家念出來的感覺會不一樣？（因

感受與想法

為速度不同；有的地方會唸快一點，有的
地方會唸慢一點）
4. 這首新詩要怎麼念，才會好聽？哪裡要
快？哪裡要慢？全班一起討論看看。

種子長大了

聆聽「葛利格」的「清晨」 1. 聆聽「清晨」曲子。第一段，你覺得種子

能否用身體，感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

旋律，表現出種子長大的

在這裡發生什麼事？第二段呢？第三段

受 清 晨 的 旋

活素材，表現自己的

姿態。

呢？

律，表現出「種

感受與想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

2. 一起跟著律動，將種子長大的過程用身體

子長大」的姿態

表現出來。

或方式，表達對人、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在教案發展過程中，研究團隊教師們討論到：1)對於較年幼的孩子教授太
多音樂知識，反而侷限他們的感受與創意，甚至可能因為學不會而導致學生討
厭音樂；2)生活課程中音樂教學的目的不是在教音樂知識或是樂理，而是讓學
生感受、表達與欣賞音樂，並且能夠把音樂的表徵當作學習其它事物的載體，
例如以一組一組的音來代表不同的動物，透過故事配音樂來做展演，兒童可以
在高度投入的情況下學習說故事、聽音以及表演。因此，音樂知識的教學在生
活課程即使有也都是透過遊戲與不同生活素材的探究來完成。
研究團隊教師接著界定兩個經常在統整課程使用，且又容易掌握的音樂活
動--說唱口白與肢體律動，並將之融入「種子發芽了」的統整教學方案中，使
得這個教案除了拓展兒童對於種子發芽這件事的多面向意義外，更有機會提升
兒童的音樂素養與學習音樂的樂趣。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閱讀、問卷調查、文件分析以及教學方案發展來探討生活
課程做為統整課程的適切性，以及現行生活課程實施上所遭逢的 4 個主要問題：
1)生活課程實施 10 年來現場教師對於生活課程的觀感，2)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
部分課程內容重疊的問題如何解套？3)教師對於音樂統整教學的誤解與如何增
能的問題，以及 4)生活課程實施時的各種配套措施的探討與規劃等問題。研究
結論如下：
一、統整課程是重要的：從國內外文獻分析得知，跨領域統整課程是當代世
界教育的趨勢，與關鍵能力或是素養養成教育相聚合，且在小學特別受到重視。
研究也指出，現場教師對於統整課程概念的掌握以及是否進行教師社群內的統
整課程專業對話與教學實踐，是影響統整課程實施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統整
課程在任何一個已習於傳統分科教學的國家，其推廣速度都是緩慢的。
二、教師統整教學的概念與策略能力仍有努力空間：從調查問卷得知，超過
半數的現場老師能夠理解生活課程教學的主要取向與策略，但在推廣工作上，
仍有努力的空間。但從生活課程教師對於生活課程所持的正向觀點的理由看來，
教學現場的老師對於生活課程的正向觀感，都能與生活課程做為一個統整課程
的特性相聚合。也就是說大部分生活課程的教師都能明白與看到生活課程做為
統整課程在學生身上的效益。
三、生活課程教學所面對的困擾：對於生活課程的教學工作而言，老師們最
感困擾的前五項分別是：教音樂、教律動、多元評量、欠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
學能力以及統整教學的概念。也有部分老師提及所遭遇的困擾是：課本單元多，
教學無法深入、課程時間不足、課本不好用、教育政策規定多、雜事太多、學
生進行探究活動時易分心、班上有特殊生導致教師人力不足、老師帶領學生探
究問題的能力不足、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內容常與生活課程的重疊。
四、學校配課情形嚴重，導致統整課程單一教師授課比例偏低：在課程實施
現況的學校面向，在教學現場應該由一位老師來進行統整教學的生活課程只有
34％的學校做到，大部分學校是分由其它教師上課，其中級任教師上部分課程
仍然佔大多數，但是音樂或是藝術與人文分給專科老師上課佔多數的比例（藝
術與人文加總為 33％）。未來生活課程的教師增能活動，導正教師對於音樂融
入生活課程的觀念以及促進其實踐能力，成為第一要務。另外，老師共同授課
的生活課程老師有 51％的老師不會一起討論課程計畫，68％的老師也不會共同
備課。因此由數位教師合上生活課程的排課方式，使得統整課程的目標難以達
成，老師也容易又流於分科教學。導致現場老師會多人分授生活課程的另一重
要原因為教師課稅減課。
五、多元評量實施頗有成效，但教師的系統評量知能仍有加強空間：至於學
校如何實施生活課程評量方面，大多數縣市與學校對於生活課程的定期評量是

鬆綁的，是遵照生活課程的精神在運作的。在實施定期評量的學校中，由授課
老師自行命題的有 53％，但仍有 47％是學年老師輪流命題；且 84％的定期評
量形式都是採用傳統的紙筆測驗，無怪乎在生活課程中實施多元評量是老師的
困擾之一。但是，從教學現場普遍都使用紙筆測驗的傳統來看，生活課程的評
量在多元評量的實施方面，已經比其它學習領域小有成就了。未來可以積極透
過研習來提升教師的統整課程多元評量知能。
六、綜合活動在低年段與生活課程的內容與主題重複頗多，可以融入生活課
程：現場教師對於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的認知是相同多於差異（183 vs.116），
7 成的以上的教師贊成綜合活動併入生活課程。透過文件與教科書教案分析結
果，低年段的綜合活動可以融入生活課程讓生活課程的統整更容易、更豐富，
學生學習更能拓展多面向的意義、更深化。惟兩個課程，特別是綜合活動經常
被用來上議題或是上級交辦的重點政策課程，若將綜合融入生活課程，不另加
教學時間給生活課程，生活課程的教學品質與成效會大打折扣，也失去統整課
程的美意。
七、生活課程綱要的內涵不需有太大的變動：綜合活動領域融入生活課程後，
與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以及社會科在同一個位階上一起統整入生活課
程中，現行生活課程綱要的所使用的語言可以涵蓋綜合活動領域的內涵，因此
現行生活課程的理念、目標與能力指標變動性可以不大，但是未來可以連結四
大領域的規劃，羅列生活課程的基本內容。
八、音樂統整入生活課程的困難多來自對統整課程的誤解與陌生：教師對於
統整課程概念的掌握，往往是統整課程是否能實施成功的重要因素，且要透過
接觸與教學實踐的歷程，才能較快改變信念。生活課程中音樂教學的目的不是
在教音樂知識或是樂理，而是讓學生感受、表達與欣賞音樂，並且能夠把音樂
的表徵當作學習其它事物的載體，對於較年幼的孩子教授太多音樂知識，反而
侷限他們的感受與創意，甚至可能因為學不會而導致學生討厭音樂。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結論，為 12 年國教生活課程的規劃工作，提出以下
建議：
一、考量相關措施，確保生活課程達成能力培養、基礎性與銜接性課程的任
務：統整課程為當代世界教育趨勢，生活課程被定位為國小低年段的一個統整
課程，具有能力培養、基礎性、以及銜接性的任務。就能力培養而言，生活課
程比其它領域課程跟需要使用表現評量（實作評量）與多元評量，更需要使用
形成性的評量關注學生能力發展的過程。因此，在未來課程的學習評量工作上，
更需注意不要讓各縣市的紙筆定期評量，匡限了生活課程的教學或是破壞了評
量原本應該具有的功能與意義。在生活課程做為一個基礎課程的意義上，未來
的課程應該努力培養孩子繼續學習的知識、能力與好學的態度，提升教師的統
整教學方案設計能力以及轉化教科書教學活動的能力，讓教師在教材編選上，

可以有更多空間結合學生在地的生活經驗，以使學生更愛學習，學得自己探究
事物的態度與方法。在生活課程的銜接性面向上，未來生活課程的內容規劃需
要更緊密與幼兒園的課程綱要，與自然、社會、藝術、以及綜合活動的中年段
綱要的內涵聯繫與討論，在分綱小組會議上能夠有重疊的學者專家做為溝通與
聯繫的橋樑。
二、讓生活課程成為國小低年段含括自然、社會、藝術、以及綜合活動的統
整課程：綜合活動領域融入生活課程後，與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以及
社會科在同一個位階上一起統整入生活課程中，現行生活課程綱要的所使用的
語言可以涵蓋綜合活動領域的內涵，因此現行生活課程的理念、目標與能力指
標變動性可以不大，但是未來可以連結四大領域的規劃，羅列生活課程的基本
內容。
三、保全生活課程進行統整教學的立場，不要因為教師配課問題讓生活課程
的教學變成分科課程的教學：在總綱制訂各領域或課程時數時，對於生活課程
的時數，能計算入現場級任教師的授課總節數內，但如果低於 7 節課時，請規
範不能讓上及交辦的重點政策活動佔用生活課程的教學時數。
四、鼓勵校本課程或議題探究融入生活課程的主題教學，但確保生活課程的
節數不被佔用：生活課程以主題進行教學，能輕易與適齡的各項重大議題以及
校本課程的活動結合，但是應該是將議題或是校本特色課程隨機自然融入生活
課程，而不是以特定議題或是校本課程為主軸來進行生活課程的教學。
五、提升教師統整課程與教學知能從職前教育與在職進修做起：統整課程的
教學知能涉及教學概念的革命，從教學取向、策略、方法、到評量都有不同於
傳統教學的作法，在師資培育階段就應該開設相關課程讓教師獲得基本觀念，
並透過在職進修、教師社群研討，增進教學動能。特別是音樂融入生活課程這
一個區塊，是生活課程教師最迫切需要成長的能力。
六、協助提升教科書商編輯的統整教案發展能力：現場的教師大半依賴教科
書進行教學，也有許多教師唸著電子書教學，這些教學媒材的良窳，與教師教
學的品質息息相關，也會影響教師的專業成長，因此教科書商編輯擁有統整教
學觀念與能力是重要的，建議未來可以訂定辦法規範教科書編輯的統整教學與
方案發展的資歷；另外，協助教科書商編輯擁有較佳的統整課程教學方案發展
能力也是重要的，政府可以考慮與民間合辦教學方案發展之研習活動，或為書
商編輯進行教科書審查規準之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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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題目
生活課程教學實施現況調查
敬愛的老師，您好！
本問卷在於蒐集有關生活課程教學實施現況的資訊，以利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
生活課程之規劃。請根據您自己的實際教學或學校工作經驗，在以下的題目中填寫
意見或是勾選符合您想法的選項。您所提供的訊息只供研究使用，不會影響到您工
作上的任何實質權益，請放心作答。
衷心感謝您的協助，敬祝教學愉快！
生活課程課程與教學輔導群 敬上
2013.09.04
一、基本資料
（一）職稱：□正式老師 □代課老師 □兼任行政工作，職稱ˍˍˍˍˍˍˍ
（二）任教縣市：__________________
（三）學校班級數：□12 班以下

□12-24 班

□24 班以上

二、對生活課程教學實施現況的意見
（一）現在在貴校，生活課程-1.由誰來上課？
□級任老師 □級任＋專任老師 □級任＋兼行政老師 □專任老師 □專任＋
兼行政老師 □兼行政老師 □代理代課老師 □鐘點代課老師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2.如何配課？
□級任老師一個人全權負責
□級任老師教自然與社會＋專任（兼行政）老師教藝術與人文
□級任教自然、社會、美勞（含律動）＋專任（兼行政）老師教音樂（含律動）
□級任教自然、社會、音樂（含律動）＋專任（兼行政）老師教美勞（含律動）
□專任老師或兼行政老師一個人全權負責
□專任＋兼行政老師彈性分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是否實施定期評量？ □是 □否
有的話，(1)誰負責出題？□授課老師 □整個年級的老師共同出題或輪
流出題
(2)是否為紙筆測驗？□是 □否
(3)是否包括其他形式的評量? □是，例如：__________ □否
（二）有關您的生活課程教學--

1.您是級任老師？ □是 □否
如果是，
（1）您知道貴校校本課程的主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會在什麼課程融入校本課程的教學？
□綜合活動 □彈性時間 □生活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
（3）您會在什麼課程融入重要議題的教學？
□綜合活動 □彈性時間 □生活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4）您會在什麼課程融入級任老師的班級經營活動？
□綜合活動 □彈性時間 □生活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5）如果時間不足的情況下，您會在什麼課程融入國語或數學的教學？
□綜合活動 □彈性時間 □生活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6）您負責生活課程的教學嗎？ □是 □否
如果是，請回答以下問題：
（a）有部分生活課程是由其他老師授課的？ □是 □否
是的話，
（i）共同授課老師是否一起討論課程計畫？□是 □否
（ii）共同授課老師是否一起備課？□是 □否
(b)除了生活課程，您也負責綜合活動的教學？ □是 □否
2.您是專任（兼行政）老師？

□是 □否

如果是，您負責生活課程的教學嗎？ □是 □否
如果是，請回答以下問題：
(1)有部分生活課程是由其他老師授課？ □是 □否
是的話，
（a）共同授課老師是否一起討論課程計畫？□是 □否
（b）共同授課老師是否一起備課？□是 □否
(2)除了生活課程，您也負責綜合活動的教學？ □是 □否
如果是，在綜合活動的教學中，你是否納入學校所要求的其他課程或
活動？
□是 □否
是的話，納入什麼？□國語 □數學 □英語 □校本課程 □重要議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是否教過綜合活動？ □是
□否
如果是，您覺得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有些什麼異同？(憑直覺寫即可)
相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您是否使用坊間的生活課程教科書？□是 □否
如果是，使用的方式是-（1）照著課本教 □總是 □經常是 □偶爾是 □從來不是
（2）參考課本，轉化教學內容□總是 □經常是 □偶爾是 □從來不是
（3）使用書商電子書上課
如果否，你的教學是--

□總是

□經常是

□偶爾是

□從來不是

（1）自己編教材
□總是 □經常是 □偶爾是 □從來不是
（2）與其他老師一起發展教案□總是 □經常是 □偶爾是 □從來不是
5. 您是否教生活課程？ □是 □否
是的話，（1）您認為生活課程的教學，經常是？
□拿著課本上的問題與孩子做口頭討論
□以習作的問題為主，讓學生進行討論或是探究活動
□帶著孩子在教室或校園內外，進行探索或探究活動
（2）您會因為學生的學習狀況而改變既定的教學活動？
□總是 □經常是 □偶爾是 □從來不是
（3）您會因為孩子所好奇的問題而進行一場別開生面的探究式教學？
□總是 □經常是 □偶爾是 □從來不是

b.您覺得生活課程的教學，最棒的事是？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c.您覺得生活課程對學生最大的幫助是？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