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分區公聽會意見回應表
序
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東區/顏 OO

主要訴求
無

1

南區/陳 OO

健康：學習內容 H-V4 修正。

南區/陳 OO

1.健康：有關「愛滋
病」學習內容建議。
2.體育：技術型高中
之民俗性運動項

2

3

理由
1.中醫保健內容可提早至國小，國中即納
入，不需要等到高中再納入。
2.中醫保健照護與傳統食療之內容，可簡
介中醫歷史源流，各宗思想與基礎理論，
如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等中醫整體觀。
3.中醫藥物(中藥)與課堂學校常見之藥用
植物可納入介紹。
4.在國文、歷史、地理當中提到之醫家(ex：
蘇軾…)典籍或中藥產地發展時，也可加
入中醫概念。
5.體育/武術部分可加入太極拳、五禽戲、
八段錦等課程。
6.中醫簡便療效，治療方式多樣，中藥針灸
傷科…與生活作息相關之概念亦可納
入。
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同為高中階段學
子，日後人生過程中，對自我身心靈健康、
自我照護隊及疾病的照護學習，應該在需
求上，不因學校的屬性不同，而有差異性
的學習。
修正建議 H-V-4 為「疾病的照護與健康自
我管理」
1.P.10.p.33.p.49 性教育與健康與護理項目
內，有針對愛滋病的認識，與關懷行動
和實踐議題，有特別的針對性議題：合
乎自然法則的性關係，並不會產生愛滋

1

處理與回應
1.接受中醫保健照護與傳統食療之修改建
議，將納入學習內容中。
2.有關傳統醫學的養生概念的套路操式，
已將相關概念性的文字描述增列於民俗
性運動學習內容整體說明中，請參閱。

依建議修改為｢疾病照護與自主管理」。

1.愛滋病在國內外都算是重要防治議題，
根據疾管署相關資料顯示，近幾年來，愛
滋病病患年輕族群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且現階段只能靠藥物控制，無法根治，健

序
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目，建議可開放選
修方式，而非強制
學習。

南區/陳 OO

健體：中醫納入課綱。

中區/賴 OO

計對於家庭教育內
容，多加增加課程及
和家長有互動性引導

4

5

理由
病。希望能正確教導未來主人翁，雖尊
重個人性偏好，但若不合乎自法則的性
教育，可能帶來的疾病威脅，對健保治
療費，及納稅人的負擔，及國力的減損
影響（學生有知的權利）。
2. P.18 技術型高中之民俗性運動項目，台
灣是民主自由、法治國家，但民俗運動
許多是宗教信仰的延伸，多元的文化，
應圳中各種有益國家、社會的宗教文化，
讓主人翁認識各種不同，而非用上學階
段強制學習某種宗教的文化延伸，建議：
可開放選修方式，而非強制學習。
1.中醫在於健康及自我保健的方法與概念
相當的完整與豐富，對中醫若有所了解，
對於身體的健康與自我養護將會有相當
的幫助。
2.中醫的理論是從生活中建立起，且其內
容是可以非常親民，非常容易了解。
3.健康的了解是要從小培養起，教育中一
定要加入中醫的介紹。
1.為求全體國民有一個健康的身心發展，
也為求國民在國家中，有更多的貢獻及
發展，應多加增加家庭教育的輔導及課
程內容。
2.建議多加增加：
(1)學生如何和家人的互動。
(2)學生如何和家人在情緒上的學習。
(3)學生如何在婚姻預備上，有健康的心

2

處理與回應
保給付負擔非常沉重，另外，為避免普羅
大眾對此病的不瞭解進而造成汙名化或
標籤化，所以特別列入學習內容；本學習
內容從第三學習階段貫穿到第五學習階
段，從基本的疾病認識、傳染途徑、預防
方法，到關懷、接納到倡議，主旨在營造
友善社會的氣氛，讓高危險群個案，願意
主動接受篩檢及治療。
2.本課綱並未將宗教與民俗運動結合，民
俗運動同時也是過去教育部規定的教材
之一部分，是不可忽視的學習內涵。
接受修改建議，將納入學習內容中。

建議增加的內容實屬在家政課程範疇，為
避免課程內容過度重疊，本課程不再重複。

序
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中區/郭 OO

6

中區/陳 OO
7

主要訴求

理由

理建設。
(4)學生如何看見家庭中的資源，並且可
以將家庭中的收穫回饋社區、社會及
國家。
(5)學生看見及了解由男女兩人成立的父
母家庭組成中的優勢及缺乏，使學生
可以了解日常的人生成長以及在自
己家庭中的缺乏中，補足以及正向收
穫。
(6)可以在家庭中自我生活管理，並發展
到群體中。
1.高中生在高三時即可能有合法性行為的
情形，但在性教育中卻缺乏安全性行為
的教導及宣導，同時也缺少對於性慾的
正確認知（換句話說應該要肯定性慾的
存在，也要知悉如何處理性慾，例如自
慰或是雙方合法合意下的性行為）。
2.另外對於自己身體的認同，包括男女性
身體的裸露，以及不侵犯其他人身體的
尊重的態度。
3.最後台灣已有跨性別的老師存在，教育
上應幫助學生有同理心且接納大家的不
同。
環境教育融入健康與 1.災害防救學習主題可融入緊急情境處理
體育領域
之演練，例如：地震、土石流災害發生後
的應變演練。（技術型高中也可融入）
2.永續發展實質內涵與學習重點 kb-V-4 之
互相可搭配之內容是否需再重新考量，

3

處理與回應

在學習內容性教育主題下，已清楚列入相
關內容，例如情慾自我妥善管理、避孕原
理、方法以及人工流產的認識等。

災害防救學習主題從第二學習階段到第五
學習階段「安全教育與急救主題下」已有相
關學習內容。

序
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中區/謝 OO

8

中區/徐 OO
9
北區/OOO

10

主要訴求

理由
或建議可從永續發展的意義與原則切
入，運儉樸生活的型態達到運動設施之
可長久使用性。
高中階段健康與護理 1.各校選有=沒有，健康是不能選修的，健
課程增為 4 學分必修
護老師在學校裡是少數，沒有決定選修
課程的能力（民主投票時）只有一票對
其他老師。
2.健康所需學習的內容相當多，還要加上
思辨、行為的養成，只有 2 個學分是嚴
重不足的。
3.網路上有各種錯誤的醫學知識在流傳：
例如自己幫自己 CPR，燙傷用鹽降溫，
燙傷用麵粉降溫…等，要教導學生批判，
就要先給正確的知識，但是授課時數根
本不足，力有未逮。但是錯誤的知識卻
會讓傷害加劇。
1.中醫整個醫療體系的完整認識，從小紮
根。
2.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課程設計，如實作。
3.中醫師公會是堅強的後盾。
教科書編輯及課程問題：
1.請問未來技術高中體育是否跟著普通
高中是相同課綱？教科書未來的編寫
是否會會有差異？
2.未來健護將改為十大領域，而課程只
有２學分，但選修又無法能夠完全涵
蓋，不知道是不是在基層一線的老師
會有趕課的問題，以至於學生學習效

4

處理與回應

1.總綱業已公告，除依規範推動外，此項建
議提供技職司及國教院參考。
2.請學校先行規畫開設之科目，並進行溝
通。

接受修改建議，將納入學習內容中。

1.非常感謝，關於教科用書部分之意見將
提交協作中心及教科書發展部門進行規
劃。
2.12 年國教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內容秉持
12 年一貫的精神及課程設計原理，從六
大主題擴增為十大主題，第一線教師可
依各校需求、教學自主原則及 12 年國教
課程總綱激發學生「自發」的基本理念，

序
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11

北區/廖 OO

12

北區/翁 OO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理由
果較為有落差？
成為主發主動的學習者，運用各種教學
3.課程學習內容有跟其他領域，如：家
策略進行教學活動，有效達成教學目標。
政。會不會造成健護有上過家政又需 3.已與其他領域課程（綜合活動領域、自然
在上一次的問題？
科學領域之生物）召開相關聯席會議，未
來也會持續召開相關會議，避免過度重
複。
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致力社會保障概念 1.第四學習階段已有相關能力學習基本全
養成，向下紮根。
民健保及醫療制度的概念，且良好的就
1.健保制度與醫療制度深奧，屬社會安
醫素養愈早培養愈好，以免因為無知而
全體制的認識，建議原國中學習內容
造成更多浪費健保及其他醫療資源的醫
頁 30 之 H-IV-9 健保制度與醫療制度
療消費行為。
的認識，改至頁 34 高中學習內容(增 2.健體領域有其談論「認識健保制度」的必
加一項)，成為 H-V-6 健保制度與醫療
要性，可協助學生認識分級醫療制度、醫
制度的認識。
藥分業等概念及相關就醫行為，不但可
2.全民健康保險是台灣社會保障，社會
以節省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浪費，還可以
安全重要體制之一，強調互助安全、效
確保用藥安全。
率與信賴之核心價值，就如健保雙人
LOGO 之意：Help、Health、Happy。
建議將「認識健保制度」自健體領域改
至國、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範疇，
以利了解國民義務與權利。
1.建議性別教育應回歸正常，同性戀是少 1.本領綱關於性教育的學習內容為全人的
數例外，勿因尊重少數而犧牲多數的權
性教育教學，協助學生在愛別人之前要
益。
先懂得珍愛自己，提升自尊，學習尊重不
2.請將中醫藥保健養生的知識納入課綱。
同個體，沒有因為尊重少數而犧牲多數
3.學習內容「P 休閒運動」請更名為休閒養
的問題。
生運動，並納入中醫華陀五禽戲、八段 2.接受修改建議，將納入於學習內容中。
錦。
3. 休閒與養生運動是兩個不同的內容範

5

序
號

13

14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楊 OO

北區/沈 OO

主要訴求

理由
4.普通高中選修科目「健康保健與自我照
護」課程綱要 P57 三個主題請修正為如
下：
「二、中醫急救教育」
、
「三、中西醫
高齡照護」、「四、認識更年期保健與坐
月子」
、
「四-二、認識中西醫孕期保健與
產後照護」、「一、傳統中醫藥食療」。
5.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願意提供中醫藥
養生保健納入課綱一切協助，包括教材、
種子教師等。
十二年國教課綱如何解決學校體育（評量）
的陋習病症？
1.教學內容貧瘠不健全：球類居多，缺乏
舞蹈、技藝民俗體育活動，尤其是高中
更嚴重。
2.學術涵養不足，學生依樣畫葫蘆，不知
所以然（原理）
，無法連結跨領域學科
融合與運用。例如：
(1)體育常以書商光碟題庫為主，選擇
題，扼殺學生創意、邏輯思考能力。
(2)體育師資人文涵養不足，極少參與
學校內外公民議題，課程少有融入
性別、環境等議題，結合社會公共
資源（如：國民運動中心、私人游
泳池等…）。
1.性別適應與健康與體育：
(1)加入「運動與疾病預防或促進健康」
的單元。
(2)加強體適能與健康關係之結合，並養

6

處理與回應
疇，有關傳統醫學的養生概念的套路操
式，已將相關概念性的文字描述增列於
民俗性運動學習內容整體說明中，請參
閱。
4.非技術型高中健體領綱內容，意見將提
交給給 12 年國教健體領綱小組進行相
關討論。
5.非常感謝，意見將提交協作中心，有關各
領域師資配套由協作中心進行規劃。
感謝楊老師的意見與建議，由於建議內容
不屬於課綱規範範圍，師所提意見將透過
課綱小組會議向國教院專責單位教學發展
中心及協作中心提議，將該意見反映，尋求
因應之政策規劃。

1.已於本課綱內容反映。
2.非技術型高中健體領綱內容，意見將提
交給給 12 年國教健體領綱小組進行相
關討論。

序
號

15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陳 OO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理由
成對運動的習慣，及嗜好。
3. 已將意見轉交議題工作圈進行討論修
(3)健體是使學生明白兩性差異的課程。
訂。
2.性別刻板印象：是不合宜列入，因為是生
理的結構，是健康教育要使學生知道性
別結構的差異，不是刻板印象，是天然
形成的結構。
3.對於性別適性教育方面，生理結構上的
不同，在體育發展上也不同，因此應該
從自己生理結構上，發展學習的優勢項
目，而不是「突破個人發展的性別限制」
（技術型高中，頁 31）。
4.平等教育在健體課程要小心，才能使同
學清楚學習到性別的生理結構，及學習
情趣。
5.運動體適能對於健康疾病的好處，應特
別被強調，才可減少社會高齡化慢性病
的發生。
6.在社大，學員被醫生要求才來運動，所以
請加強運動習慣培養。
人與食物、安全教育、消費者健康、健康環 非常感謝，意見將提交協作中心，有關各領
境，都包含「毒理學」的概念及健康風險。 域師資配套由協作中心進行規劃。
但目前媒體亂象，以及網路錯誤訊息，中
華民國毒理學會（國家環境毒物中心）樂
意提供教材編修、師資培訓、教材內容的
審訂。
1.自編教材的能力有疑慮。
2.劑量的概念，超標不等於危害的觀念。
3.致癌物的暴露不一定會致癌。

7

序
號

16

17

18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葉 OO

北區/黃 OO

北區/吳 OO

主要訴求

理由
4.吸收、分佈代謝、排除
1.融入中醫養生保健於健康課程中（重全
人教育-重身心健康）
(1)任教 14 年，從事醫護工作 4 年以上。
普遍發現健康課在現場教學中偏重
體能訓練、飲食健康，而對於「預防
保健」的部分大大忽略。學生普遍在
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的不適，沒有太
多太大的預防保健的概念在其中，也
不知心理健康與身體疾病的密切關
係之重要性。(預防勝於治療)
(2)WHO 也提及，對健康的定義是指身、
心、社會都處於一種完全安寧的狀
態，不僅是沒有疾病或虛弱。
美國東西方健康科學學院鄧明昱教授，介
紹美國 13 年義務教育，其中心理健康教育
在小學至國中課程有科學心理知，心理健
康服務，廣泛生活指導，心理健康諮詢等。
到了高中課程名稱一般為「心理學與生
活」
，可見國中以前階段是比較基礎、普遍
性教育，到了高中課程就趨向於專業。在
台灣國中課程名稱為「健康教育」到高中
職為「健康與護理」
，而且學分僅剩 2 學分，
有關主題內容應該趨向於專業化，才能顯
出學習的差異性。
1.長照等議題融入（含保險）
(1)因應衛福部對應之各項重點業務(含
老年化社會、失智症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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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與回應
接受修改建議，將納入學習內容中。

已新增傳統醫學養生之道、受孕、懷孕及胚
胎發育、產後照護與母乳哺餵及疾病照護
與自主管理等相關專業化內涵。

1.健康老化與高齡照護已納入學習重點並
進行說明。
2.總綱業已公告，除依規範推動外，此項建

序
號

19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張 OO

主要訴求

理由
2.實際授課時數不足，無法完整教學。
(1)技術型高中（含高職及五專高中部）
之及早確認課綱。
(2)必修或必選修學分之提升，以因應被
削減的健康課教學時數。
(3)實際教學端（例私校）彈性或自訂部
分之確實執行。
健康教育在第一至四階段每學期每週一有
一小時課程，各主題均有九年一貫之教學，
而第五階段僅剩一年級 2 個學分，如何能
各主題要可銜接以養成基本能力，且加深
加廣？本領域草案現有內容似乎都想要涉
入加深，在之後課程設計是否有足夠的時
間可上完且達到教學目標，或應檢討（視）
選擇在高級中等學校之後升學就業生活上
需要的主題去延伸、發揮與強化（尤其是
職業急迫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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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與回應
議提供技職司及國教院參考。

新課綱規劃，健康教育課程已從國小扎根，
若學校無開設該科目課程，其理念亦已融
入於其他科目中，更能深入學生學習，技術
型高中並強化職場安全及職業傷害教育於
所有實習科目中，聚焦並強化健康教育學
習成效。另總綱業已公告，除依規範推動
外，此項建議提供技職司及國教院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