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課程綱要—化工群課綱草案分區公聽會意見處理回應表
序號

1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黃 OO

2

北區/黃 OO

3

北區/簡 OO

4

北區/黃 OO

5

北區/周 OO

主要訴求

課綱增訂備註

理由
建議各群科課程綱要是否增訂「表中所列科目所設
置之學年、學期或學分數，得視實際需要配的予調
整，惟科目內容有其學習先後順序者，應依序開
設，不得任意顛倒。」例如機械群機械加工實習現
列於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學校若欲與部定機械製造
課程結合，可調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同意增訂。
化工群科中心於12
月11日召開課綱研
修會議，已將建議
納入課程綱要，並
將提報本群技能領
域，期能順利修訂
。
同意。
化工群科中心已於
12月11日召開課綱
研修會議，將提報
本群技能領域，期
能順利修訂。
同意。
同意加入尊重性別
差異，並依此修訂
實施要點第三點學
習評量的第 2 項。

化工群為唯一未訂定技能領域之群科，然化工群科
中心學校透過委員會議及各種管道,反應其必要訂
定技能領域課程，並已規劃相關課程。惟至今未能
採納化工群科中心學校之意見。請依其專業意見納
入化工群技能領域課程。
性別平等概念要融入課程，教育部回應，性平重大
議題應融入一般課程非專業科目我無法同意，專業
科目也應融入性平概念，不該以刻板性別概念毒害
學生，如果教育部認為課綱無法明列，請提出方法
回應「美髮課程如何融入性平概念」
、
「室內設計如
何融入性平概念」，如果最後教科書仍充滿性別刻
板印象，請問教育部要如何防範？
性別平等和多元家庭、性傾向、性別氣質應儘量融 同意。
入各群科內容各部份，例如辦公室對話、書信應如
何避免歧視、服裝及家庭的介紹和想像，縱使性別
議題可能無法進入工程等科目內容，但可鼓勵讓書
中例子、圖片展現對性別議題敏感度。
1. 建議如何將性平教育列入 技術型 高中十五群 同意。
科。性平教育法明確列出的生理差別、性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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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加入尊重性別
差異，並依此修訂
實施要點第三點學
習評量的第 2 項。
同意加入尊重性別
差異，並依此修訂

序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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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質、性傾向、性別認同等正式法律用詞，各行各
實施要點第三點學
業各科都需要多元性別的知識，因為每個人有不
習評量的第 2 項。
同的性別狀態，請務必保留這些正式精確的法律
用語，使性別平等教育法明確落實於技術型高中
十五群科之課綱。
2.以下就頁數標示：化工群 P.32 建議修正如下：(三)
學習評量中 2.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
計學習評量工具，評量內容應考慮學身心發展、
個別差異…等，建議加入性別差異(十五群科均
應加入此點納入性平意涵)。
身為一個高職認輔教師，也是修習政大教育學程的 同意。
同意加入尊重性別
商管所研究生，技職的學生們，尤其在 16~18 歲這
差異，並依此修訂
個年紀的孩子，不管是哪一群科，都正處於對各式
實施要點第三點學
性別探索有濃烈好奇的階段，但往往因為學校忽略
習評量的第2項。
性別平等的教育，讓許多孩子發生狀況時不知道該
如何處置，因而痛苦受傷，甚至失去性命，這些教
育包含了性教育、同志教育、性別認同、性別平權
等多元性別的概念，聽著孩子對於性好奇，不知道
如何保護自己而受傷，還有因性別氣質與同志認同
遭受歧視與罷凌，這些往往因為無知的歧視而成了
輔導老師的一個個案，因此強烈建議性平議題必須
融入技術型高中十五群課綱，因為性平議題不是意
識形態，而是一個一個人真實的生命，例如商管群
的資訊媒體廣告影片中就常有以女性為弱者或同
志為訕笑的歧視片段，這些也會因此影響大眾教
育，與汙名刻板印象的再製，我相信若我們願意從
各科目中使用性平觀點去檢視，一定可以找到能在
各群科中融入性別平等教育的地方，請參考附件資
2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理由
料：
1.對於技術型時五群科課綱本身建議：
15 科包含了化工、家政、商管、外語、設計等科
目，使用此群科課綱的學生象徵未來會走入社會
的各行各業。學校被賦予教學之重任，於技術型
高中十五群科中都應納入「多元文化與性別」意
涵，教導學生建立自我認同，並尊重社會上各宗
教信仰、文化背景多元性別之人權。在各群科之
學習評量上，除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
應再加入「性別差異」做為評量指標。如果課綱
內容欠缺性別知識，如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
氣質、與性別平權等議題，會造成使用課綱的教
師們失去可以遵循的教學依據，而造成十五群科
的教學內涵無法引導學生，從建立技術性知識進
而延展到對未來踏入社 會應具備的多元 價值
觀，同時，在學校附有建立學生與社會連結的重
要橋梁之意義下，當今社會大眾普遍對身體意
象、生理性別、性別特質、性傾向、性別認同等
有概念的刻版印象與偏見歧視，學生在未來踏入
各行各業以前，若能將多元性別納入各十五群科
中，多元的學生族群從學校體制能於各科學習裡
汲取與正面思考對未來踏入社會的自信與認同
感，如此，教導孩子多元性別平教育，也能消弭
更多的歧視與罷凌。
2.四大領域融入各領域課綱：
在各領域課綱中，多只將四大議題放入附錄中，
顯示為參酌的形式，無法在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的
教學中具體落實，更別說現階段四大領域融入各
3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序號

7

8

9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蘇 OO

北區/楊 OO

南區/蘇 OO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主要訴求

理由
領域課綱僅為教學參考，積極建議將四大議題放
入課綱正文中，並具體規劃落實協助四大議題教
科書制定檢視與修改之流程，協助基層教師在科
目中都能融入多元性平教育，也能讓使用課綱的
老師們可以有遵循時的教學依據。
1.課程編輯中性平教育應要正確教導學生學習男
同意。
女正確相處，應該有何界線，不受環境影響而做
為偏差、不雅之態度。
2.健全在性觀念之概念。
3.多注重性平教育學習課程，了解應有的品德人格
發展。
4.電視媒體的過濾，正向的態度來面對，著重性只
有兩性(男、女)，不要有多性的選擇議題出現。
希望課本能慎重編寫，不跟趨勢流行而將家庭倫理 同意。
複雜化，有鑑於 10/31 的街頭運動出現很多不雅的
行為與穿著(只包覆重點部位裸露其他身體部分)
直接上街呈現，現在聽說將來課本欲以性別不只兩
性教導學生，並欲採用不是由父母所組成的家庭型
態納入課程內容，現今出現的八種判別你是何種性
傾向的方法也讓家長十分擔憂此種教育之影響，建
議參考「你們在教我孩子什麼？」，韓國及日本已
嘗過許多苦果，希望課本的編撰可以審慎考量。
1.化工群要有技能 1.15 群中，只有化工群沒有技能領域，在 11/24 的 同意。
領域知
委員會中已訂出化工群的技能領域，若有缺失，
2.新增的有機實習
請給予指導修正，不要直接刪除，這和學生學習
的配套措施
實作技能相關。
3.實習課增加，教 2.有機實習課要用到的器材、藥品及產生的廢液種
師折鐘點
類和現有的不同，會增加實習材料費，可增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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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加入尊重性別
差異，並依此修訂
實施要點第三點學
習評量的第2項。

同意加入尊重性別
差異，並依此修訂
實施要點第三點學
習評量的第2項。

化工群科中心於 12
月 11 日召開課綱研
修會議，將提報本
群技能領域，期能
順利修訂。

序號

10

11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南區/王 OO

南區/紀 OO

主要訴求

理由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習材料費嗎?
3.實習課增加，教師折鐘點會更多，上實習課比課
堂更辛苦，能修改折鐘點的計算方法嗎?
1.謝謝各位先進的付出，但請實習課程一定要守
部分同意。
住，否則就失去學生讀高職的意義。
1.實習課程要落實 2.對於重大議題，如性平議題等列入課綱，宜慎
2.重大議題不宜進
思。因為會引起不必要的爭端，專業科目回歸專
入課綱
業，讓學校教育單純些。

1.15 群科包含了化工、家政、餐旅、商管、外語、 同意。
設計等科目，使用此群科課綱的學生象徵未來走
入社會各行各業。學校被賦予教學之重任，於技
術型高中十五群科中都應納入多元文化與性別
意涵，教導學生建立自我認同，並尊重社會上各
宗教信仰、文化背景與多元性別之人權、文化背
景與多元性別之人權，在各群科之學習評量上，
1.對於技術型高中
除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都應納入「性
十五群課綱本身
別差異」作為評量指標，如果課綱內容欠缺性別
建議
知識，如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與性別平權
2.四大重大議題融
等議題，會造成使用課綱的老師們失去可以遵循
入各領域課綱
的教學依據，而造成十五群科的教學內涵無法引
導學生，從建立技術性知識進而延展對未來的踏
入社會應具備的多元價值觀，同時，在學校附有
建立學生與社會的連結的重要橋梁的意義下，當
今社會大眾普遍對身體意象、生理性別、性別特
質、性傾向、性別認同等有概念的刻版印象與偏
見歧視，學生在未來踏入各行各業以前，若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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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群尊重性別差異
，並依此修訂實施
要點第三點學習評
量的第 2 項，其修
訂意為提醒師生尊
重各種差異，並未
減損課綱專業度。
同意加入尊重性別
差異，並依此修訂
實施要點第三點學
習評量的第2項。

序號

12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南區/張 OO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理由
多元性別納入各十五群科中，多元的學生族群從
學校體制能於各科學習裡汲取與正面思考對未
來踏入社會的自信與認同感，如此，教導孩子多
元性教育，也能消弭更多的歧視與罷凌。
2.在各領域課綱中，多只將四大議題放入附錄中，
顯示為參酌的形式，無法在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的
教學中具體落實，更別說現階段四大領域融入各
領域課綱僅為教學參考，積極建議將四大議題放
入課綱正文中，並具體規劃落實協助四大議題教
科書制訂檢視與修改之流程，協助基層教師在科
目中都能融入多元性平教育，已能讓使用課綱的
老師們可以有遵循時的教學依據。
化工群的實習課程感覺就是實驗課，所以如果以後 同意。
要學生是走就業取向，可能需要做一些改變，不然
就跟大學實驗一樣，比較像是升學，學了相同的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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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群科中心建議
加入技能領域以符
應化工群之專業特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