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小學「生活課程」課程綱要草案網路論壇意見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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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發言
者姓名

張佩琪

張佩琪

鄭珮瑜

主要訴求

關於師資相
關培訓，是否
有 具 體 方
案？

是否會產出
評量示例，以
作為教學者
參考？

生活領域學
習重點過於
簡化

理由

處理與回應

P10
一、課程發展
(一)學校應成立「生活課程小組」，依據生活課程的目標……(下略)
請問：是否會有具體推動方案，以促進課程的落實與推行？
二、教材編選
(二)教材編選應考量主題統整教學的原則……(下略)
(三)教師應考量學童生活經驗與在地資源，發展主題教學方案，若需選用教科書，
應著重其主題統整教學之適切性，進行教科書內容轉化，以符合學童的學習需
求……(下略)
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生活課程綱要研修 Q&A」 Q9 之釋疑(1)：「請建置法
規要求，於師資職前培育機構開設統整課程或是生活課程教材教法等相關課程。」
請問：是否有具體方案措施？以利教科書能順利進行內容轉化，並能切實符合教
學現場之實際需求。
P11
五、學習評量
(三)生活課程……(略)評量形式分為形成性與總結性。形成性評量的目的在於關
懷與了解學童學習進展的情形，協助學童克服困難或引發其進一步學習；
總結性評量在於了解學童「學習表現」達成的情形，透過連續的形成性評量歷程
看見學童能力的增長，評斷其學習成效。
請問：在之後發展的「生活課程說明手冊」是否可產出活動後評量的示例，提供
教學者方向。
生活課程的學習表現、學習表現說明含混不清，
建議可將重大議題（例，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議題等）融入生活課程的學習
表現，讓學習表現說明更具體，現場教師也較清楚如何教學。
例，生活課程 5-I-1 的學習表現說明有「從認識生活中人事物的特質，感受其豐
富性」，

1.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下應設置生活課程小組。
2.課綱會呈現附錄三「生
活課程主題教學設計之
內容參考素材」以供教科
書編輯參考；未來亦將於
課程手冊中呈現教科書
轉化之案例。

1.目前已接受師大心測
中心標準評量發展小組
邀請，共同發展生活課程
評量示例，將來也會在課
程手冊中呈現評量示例。

1）議題融入領綱為已公
布之總綱所規範的方
向，生活課程遵照辦理。
2）生活課程目前課綱草
案已呈現適合第一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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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發言
者姓名

顏世枋

主要訴求

生活課程領
綱 草 案 /
p.11 / 陸、
實施要點 /
五、學習評量
/〈一〉

理由

處理與回應

可與性別平等教育的 EB 了解不同性別者（含同志與性別少數）的成就與貢獻」結 年齡的各議題相關內
合，
涵。3）有關性別平等的
變成「從認識生活中不同性別者及各事物的特質，感受其豐富性」。
內涵在表現指標
1-I-2、1-I-4、5-I-1、
5-I-3、5-I-4、7-I-3 等
都有含括。4）為避免強
將性別概念灌輸給學
童，生活課程從主題活動
中尊重學童在社會化歷
程中的性別概念形成，並
提醒教師更敏感且更需
妥善處理學童的氣質受
取笑或不受尊重的情
形。5）原 5-I-1 涵蓋內
涵更廣，不予更動。
一、生活課程領綱草案 / p.11 / 陸、實施要點 / 五、學習評量 /〈一〉
1）生活課程評量多為形
內容提到：「生活課程採用多元評量，教師根據學童各項學習歷程或結果的表現， 成性評量，配合教學活動
採用行為或技能檢核表、情意或態度評量表、教室觀察紀錄......。」
進行，不是外加的。2）
●實際教學時間有限必須考量
生活課程評量必須系統
1.生活課程領綱草案明訂生活課程的教學時間為每週 6 節課，教學現場大致安排 規劃，不以紙筆測驗或其
為 2 節┼2 節┼2 節進行。扣除學校每學期例行性定期成績考查或運動會、國定假 他方式進行瑣碎的知識
日…等老師與學生的共同行政事物活動。實際進行教學與上課的時間均被微幅壓 檢核， 而是讓學生進行
縮。
能力的表現，才能達成生
2.搭配檢視目前各出版社提供教師學生選用的生活教科書，已考量上述問題，故 活課程的目標。3）目前
大致安排六個主題，每個主題大致需要 16-18 節的教學時間。意即大約一個月必 已接受師大心測中心標
需確實完成一個主題的教學與評量時間才夠。因此，低年級生活課程教師除了必 準評量發展小組邀請，共
須完成教科書搭配學生習作的評量外，還必須再額外採用多元評量，立意良好但 同發展生活課程評量示
也相對更壓縮已經有限的教學時間。
例，將來也會在課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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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量低年級學生年齡層偏低，普遍高度依賴低年級教師的愛心與耐心及專業才
能完成教學與學習工作。大部分現場教師有意願採用多元評量方式來評核孩子各
項學習歷程或結果的表現。但仍應注意與考量現場教師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必
須再自行設計、印製、填寫…最後同時完成班上所有同學孩子行為或技能檢核表、
情意或態度評量表、教室觀察紀錄...…等也是一項不小的負擔。
※筆者淺見建議，現場教學教師與教科書出版社均樂意一起努力實施多元評量，
惟仍在現場實施確有一些困難需要主管機關協助一起找出問題共同突破及解決，
或提供相關實用有效教學示例供參考。
---------------------------------------------------------------------二、生活課程領綱草案 / p.11 / 陸、實施要點 / 五、學習評量 /〈一〉
內容提到：「生活課程採用多元評量，教師根據學童各項學習歷程或結果的表
現，......觀察紀錄、參觀報告、圖文日記以及各種發表活動、表演活動 ……進
行評量。」
現況：
1.教學現場大致安排為 2 節┼2 節┼2 節進行。不論是教師透過多元評量方式或教
科書配合的習作，將評量內容設計成觀察記錄、參觀報告、圖文日記…等形式。
提供學生作答或表現題型與形式時，每個學生都是必須透過文字書寫或繪圖才能
完成與表現題型的要求，因此更需要也應該給孩子更多的時間進行內化整合才
對。無奈又考量低年級學生的識字量有限，必須練習將簡單文字寫出再組成短句
最後形成有意義的文句或繪圖，學生都必需足夠的時間才能完成，教學與評量才
有意義。然而這些紀錄、報告、日記都應該在學校完成還是當成回家作業呢？時
間如何安排與分配呢？
2.搭配檢視目前各出版社提供教師學生選用的生活教科書，大致在搭配習作的全
冊六個主題中至少都有設計一題是觀察記錄、參觀報告、圖文日記…的題型，但
從部分教學現場教師的回饋可以看出，不論是教學時間與校閱批改、學生秩序…
因素的限制，普遍增加現場教師負擔及感受到主題活動教不完以及紀錄、報告、
日記改不完等問題。但教師又同時希望兼顧教學時間與進度及學生學習成效的多
重壓力，建議課綱草案也必須一併納入考量並一起思考如何解決才好。

中呈現評量示例。4）教
科用書習作的設計也更
需朝符合生活課程精神
的方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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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發言
者姓名

莊瑞君

主要訴求

生活課綱中
性別平等教
育議題的十
二項學習主
題之重要性

理由

處理與回應

3.內容所提到的「各種發表活動、表演活動 ……進行評量。」都植基於學生學習
歷程的總合。主題活動結束前的發表活動、表演活動 ……，不論是小組合作的發
表或是個人的單獨陳述，考量訓練孩子表達及統整能力與聆聽及題問能力，確實
仍然需要花費一些時間進行才能完成。
※筆者淺見建議，現場教學教師與教科書出版社均樂意一起努力實施多元評量，
畢竟教科書仍是孩子在學校學習知識的來源之一，協助教科書習作朝多元評量方
向的調整與轉型，既不增加學生家長經費負擔，也能實質解決現場教師教學時間
不足。教科書習作同時也能成為學生與家長和孩子一起學習與成長的共同話題與
記憶，從習作中也能看到孩子完整的學習歷程與紀錄。
我目前從事學校諮商輔導工作，實務情境中常見到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性，以下 已將意見轉交議題小組
是我的說明：
回應。
性別平等教育法開啟了校園性別教育的源頭，讓我們對於性別氣質的想像不再是
男生要像男生，女生要像女生，特別是這種標準其實帶來的都是壓迫，也會成為
其他孩子嘲笑的理由。然而，即使規定教師需要進行性別研習，但仍有許多教師
遇到這種狀況，責備的卻是那個被嘲笑的孩子，更遑論如果當性別議題無法在課
綱裡明確規定，我想這些老師更不可能教了，而身為一班之導師，如果也是這樣
的態度，班級歧視與偏見的氛圍想必會讓孩子為求自保，只能避免成為被嘲笑的
那個人。
在異性戀為大宗的社會裡，課本裡處處可見到的都是異性戀的影子，不需放入異
性戀三個字，所有訊息就已經呈現這樣的訊息，於是，一個同志小孩在自我認同
的過程哩，找不到自己可以看到的未來，以及可以模仿的楷模，往往會讓同志小
孩變得禁聲，他們可以感覺到自己這樣的少數是不被接納與肯定的，因為他們根
本在教育的內容裡沒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歷史與自己的影子，這是一個很可怕
的狀態，許多同志小孩為了不要因為跟別人不一樣成為被笑的焦點，他們開始偽
裝自己，我曾經接過一個 30 幾歲的男同志個案，他告訴我因為這個世界不接納同
志，所以即使他幼稚園就開始知道自己喜歡男生，他也假裝自己是異性戀，一直
到後來，完全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認識同志的伴侶，到了 30 幾歲，他開始陷入對於
未來無望感的負向情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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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發言
者姓名

江真心

李育儒

主要訴求

過分強調性
別平等教育

性傾向適合
放入國中小
的課程綱要
中嗎?

理由
所以，當課綱中不能加入性傾向、性別氣質或性別認同的描述或內容時，這些孩
子將無法有機會真正肯定自己的存在，當多元性別議題從課綱拿掉的那一刻開
始，他們將再次走入暗櫃中，沒有可以立足之地。因此，為了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我強烈建議要保留生活課綱中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十二項學習主題。
我是一個三個孩子的媽媽，老大是女兒，老二老三是兒子，我也是全職的家庭主
婦，孩子們都是我陪伴長大的，現在分別是國三.小六.小四。我很欣賞召集人介
紹的生活課程，感謝你們及老師們的用心，所以我也很驚訝在現場會聽見、看見
一些比較激動的發言，我之前是念護理系的，修過兒童發展學.兒童心理學，在陪
伴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很感謝老師讓我學到的理論，是很受用的。我很想請他
們回家抱著父母，回想自己在小一小二時的需要(因為我猜他們好像都還不是為人
父母或是已經忘了孩子們小一小二時的需求)，孩子們其實很單純，我只知道我給
他們滿滿的擁抱.愛.關懷.陪伴.照顧.安全...他們就會一切都很好，情緒也會很
穩定，能夠生活自理，愛護自己和同學，尊重自己和別人，就算別人和我不一樣，
也不會恥笑他。我小兒子在幼稚園時就曾經蹲在地上觀察螞蟻看了一個多小時，
也曾經指著小蟑螂說好大隻的螞蟻，孩子們是真的很喜愛探索周遭的人.事.物。
小一小二的孩子們也不會刻意去分別同性或異性，因為大家都可以是好朋友， 互
相鼓勵、互相幫忙、互相關懷。這個時期就是學習團體生活，怎麼發展人際關係，
反而是他們的發展重點了！所以我也會覺得過分強調性別平等的教育，是畫蛇添
足了。所以建議把 4 項重大議題改成 3 項就好，因為人權教育裡也涵蓋了性別平
等呀！把性別平等教育放入 15 項議題內改成 16 項議題。謝謝!!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相關領域之內涵說明
肆.學習主題.實質內涵與教育階段對照表中提到
性別平等教育 / 教學主題/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多樣性的尊
重
性傾向一詞,在網路上的解釋大多為"一個人在情感、浪漫感、與性的吸引對象上
的偏好".....也有網路直接解釋為"在性方面,你喜歡男生或女生"
以人際發展階段而論,6-12 歲的兒童處於"同性群友期" 階段,以這時期的兒童而
言教導所謂的性傾向,實屬不妥。

處理與回應

已將意見轉交議題小組
回應。

已將意見轉交議題小組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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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發言
者姓名

江鑫

主要訴求

理由

處理與回應

建議
刪除性傾向的學習目標以免流於空泛的文字敘述,或者錯誤的引導了編纂教科書
之出版社。
在 20151204 東區公聽會網路影音中，最後一位發言者表示性傾向及性別多樣性的 已將意見轉交議題小組
內涵（性傾向：根據教育部 2008 出版『認識同志』一書，定義性傾向為同性戀、 回應。
異性戀、雙性戀，這 3 者之間沒有清楚劃分的界線，便以連續光譜來看待，是游
移流動的。性傾向包含社交偏好、生活型態偏好、情感偏好、情慾吸引、性幻想
及性行為。在教學現場中，遇到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戀的學生時，老師需要
澄清性傾向的內涵，協助學生進行自我探索，甚至教師應協助學生探索各個層面
性 傾 向 及 性 的感受與經驗，並讓學生自由探索這許多向度的可能性（老師透過鼓勵學生探索
別 多 樣 性 需 其社交偏好、生活型態偏好、情感偏好、情慾吸引、性幻想及性行為））。發言
要明確定義
者另提及『性別多樣性』包含許多性小眾，例如耆老戀、近親戀、戀物、SM(性虐
待)、人獸戀、戀童等。這些內涵如果是 12 年國教課綱要教育國小、國中、高中
的性教育內容，是不適合的，並主張應從議題融入生活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之議題實質內涵 E1（p.18）中移除。教育部性別代表師大黃馨慧教授後來有鄭重
回應，這些『性傾向』及『性別多樣性』的內容都不是 12 年國教性教育要教給學
生的內容。由此可見，『性傾向』及『性別多樣性』的名詞定義十足需要明定出
來，以免造成廣大社會大眾的誤解、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