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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高中生物課程暫行綱要的理念與特色 
張永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教育部頒佈的課程綱要，規範各學科領

域教科書編輯的章節、內容、時數等，是教

科書編輯的重要依據。我國高級中學生物領

域現行課程綱要自民國八十四年實施以

來，已經將近十年。因應知識的急速累積以

及社會的快速變遷，現行課程綱要有必要進

行調整。且我國義務教育的九年一貫課程實

施後，九十四學年度起，第一屆九年一貫課

程的學生，將近入高中就讀，如何因應九年

一貫實施後，學生不同的學習特性，能有新

的教材使其能銜接而為十二年一貫，避免造

成嚴重的學習落差，教育部因此籌組「普通

高級中學生物科課程暫行綱要專案小組」，

由台師大生命科學系鄭湧涇教授擔任召集

人，召集各次領域教授及高中教師組成之專

案小組委員，經過多次討論修正後，向教育

部提出新版之高中生物課程暫行綱要（本文

以「新版高中生物課程綱要」稱之）。筆者

忝為該小組成員之一，願就所提出的課程綱

要中，本人所瞭解該綱要的理念與特色部份

與讀者分享。 

一、時數及課程名稱的調整 

在高級中學學生每週上課時數固定的

情況下，各學習領域的授課時數安排，勢必

會相互排擠，尤其是自然科領域與社會科領

域的授課時數，一直是各方討論之焦點。究

竟學生在高中的學習年段，社會科領域與自

然科領域的學習時數間的比例，要如何安排

才能夠對於學生將來應付整體社會環境的

變遷、經濟的發展、國家整體產值的提升、

生活水平的維持等最有助益，確實是值得討

論的議題，也不應該只是少數官員、學者或

部份高中教師，站在學科本位的立場而獨斷

獨行，而應該以較宏觀的角度以及前瞻的視

野，以國家社會的最大利益予以整體考量。 

目前，在教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以

及總綱小組聯席會議的會議中決議，生物領

域課程的時數及課程名稱調整如下表：

 現行課程綱要 新版課程綱要 
 課程名稱 每週時數 選修情況 課程名稱 每週時數 選修情況 

高一 基礎生物 
一學期 

每週 2小時 
必修 基礎生物

一學期 
每週 2小時

必修 

高二 生命科學 
一學年 

每週 2小時 

高二學生在生命科學與

物理、化學、地球科學

等物質科學課程中，至

少必選一科 

生物 
一學年 

每週 2小時

物理、化學每週 3小時，生物、地
球科學等每週 2小時，高二學生在
四科中每學期每週至少需修習 2至
3小時 

高三 生物 
一學年 

每週 3小時 
選修 生物 

一學年 
每週 3小時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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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可以看出，新舊課程綱要間，各

年級時數完全相同，高一維持「基礎生物」

課程名稱，一學期，每週二授課小時，所有

學生必修；高二課程名稱改為「生物」，不

再使用「生命科學」之課程名稱，一學年，

每週授課二小時，所有高二學生需在「物理」

（每週三小時）、「化學」（每週三小時）、「生

物」（每週二小時）、「地球科學」（每週二小

時）等四科中，每學期至少修習一科；高三

「生物」，或稱為「選修生物」，一學年，每

週授課三小時，為選修課程。 

就字義上的解釋，「生命科學（Life 

Science）」是探討具有生命的個體的科學，

具有生命的個體，可以視為生物，「生物學

（Biology）」是探討與生物個體相關的科

學。何謂「生物」？生物就是具有生命的個

體，「bio」即源自於希臘語「bios」，其意為

「生活」、「生命」的意思，因此，生物學與

生命科學的課程，雖然名稱上有差異，但實

質的課程內涵卻不容易區隔。雖然，有許多

人認為，生命科學的名稱應該比較能吸引學

生及家長，但其課程內容其實原本就是生物

學的課程內容，因此，回歸原來的課程名

稱，應該是適當的。 

二、必選修狀況 

由於生命科學的發展日新月異，生物個

體的複製、基因工程應用於食品醫療的發

展、SARS等流行病對人類的威脅、乃至於

DNA 指紋用於犯罪的鑑定等都是現代社會

中，將影響我們的生活而必須要面對的課

題。然而，原來高二學生在生命科學與物

理、化學、地球科學等物質科學課程中，至

少必選一科的設計，在新版的課程綱要中則

規定，高二的「生物」課程為一學年，每週

二小時，所有高二學生需在自然科學領域的

物理、化學（每週 3 小時），生物、地球科

學（每週 2小時）等科目中，每學期每週至

少需修習 2至 3小時，因此，雖然換一種敘

述方式，實際上與原課程綱要之規定並無差

異。而高一則維持原來的設計，為「基礎生

物」，一學期每週二小時，所有學生必修；

高三「生物」或稱「選修生物」，亦維持一

學年，每週三小時，為選修課程。 

三、新版課程綱要的使用年期 

由於本次課程綱要的修訂，在教育部高

中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及總綱小組聯席會議

確定各年級的教學時數以及科目名稱、必選

修方式後，再交由「普通高級中學生物科課

程暫行綱要專案小組」討論訂定課程綱要之

內涵。由「普通高級中學生物科課程暫行綱

要專案小組」組成，到完稿的時間不到一

年，因此，在時程上略顯倉促，加以杜部長

接掌教育部後，注意到自然領域科目的授課

時數，將影響到學生對自然科學的學習興趣

與學習成就，如果安排不當，恐將影響我國

未來國民之科學素養，對整體國家經濟的發

展造成負面的衝擊，因此，宣示目前編撰的

新版高中生物課程綱要，自九十五學年度起

實施，至九十七學年度為止，九十八學年度

起將有新的課程綱要取而代之。 

因作業不及，新版課程綱要無法如期在

九十四學年度起實施，而必須延緩一年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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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學年度起才實施。原來規劃新版課程綱

要將要於九十四學年度起實施，以銜接九年

一貫課程，提供給第一屆九年一貫課程學生

使用的理想，宣告落空。 

 

四、新舊版課程綱要內涵的差異 

基於這次將公佈的新版課程綱要實施

的年期為九十五學年度至九十七學年度

止，只有三年，且從教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

員會以及總綱小組聯席會議確定各年級的

教學時數以及科目名稱、必選修方式等，至

籌組「普通高級中學生物科課程暫行綱要專

案小組」，開始討論訂定課程綱要內涵之工

作時程嚴重壓縮，因此，本次生物科課程綱

要之訂定，以現行課程綱要為藍本，進行不

同程度之修訂。除了前述科目名稱及必選修

方式的差異以外，課程的內涵在高一基礎生

物部份，修訂幅度稍大，現行高中基礎生物

的課程內涵以生態與環境為主，共有五大主

題：「生命世界中的交互作用」、「個體和族

群」、「群集和生態系」、「生物圈中的生命形

態及其生活環境」、「人類和生物圈」；新版

的課程綱要的主題則為「生命的特性」、「生

物多樣性」、「生物與環境」、「人類與環境」

等四大主題。現行課程綱要中生態與環境的

內涵在新版課程綱要中集中在「生物與環

境」、「人類與環境」等兩大主題中，主題「生

命的特性」則介紹生命現象、細胞的化學組

成、細胞的構造、細胞分裂等議題，而另一

主題「生物多樣性」則介紹生物多樣性的意

義、生物的分類、病毒與細菌、真菌與藻類、

植物、動物等議題。 

高二生物的主題名稱，與原來生命科學

的主題名稱近似，除了原生命科學課程綱要

中「微生物的生命現象」，因已經在高一基

礎生物主題「生物多樣性」中的「病毒與細

菌」進行探討，故予以刪除外，其他主題名

稱相同。 

高三生物的主題除「遺傳」與「主宰生

命奧秘的分子」順序進行調整外，幾乎都相

同。現行課程綱要中第一大主題「緒論」中

有生命現象、生命的起源、生物的歧異性、

生物學的研究方法等內容；而新版課程綱要

中「生命現象」、「生物的歧異性」已在高一

基礎生物課程中探討，因此其主題「緒論」

之內涵調整為「生命的起源與演化」、「生物

學的研究方法」兩大部分。 

 

五、新版高中生物課程綱要的特色 

由於現行生物科課程綱要之內涵與架

構已相當完整，且新版高中生物課程綱要使

用年期預計只有三年，因此，調整幅度並不

大，這也將有利於教師適應未來依據新版高

中生物課程綱要所編輯的教科書。雖然高二

「生命科學」的課程名稱改為「生物」，但

兩者間的內涵及架構變動不大。



科學教育月刊 第 269 期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六月 

-50- 
 

 

由於民間書商以市場機制考量，依據現

行課程綱要所編輯的高中生物與生命科學

教科書，有趨向於內容越來越廣，越來越艱

深的趨勢，致使高中學生的學習負擔與壓力

越加沈重，這種現象將不利於學生 

興趣的培養及身心的健全發展。究其原因，

乃在於學生終需面對基本學力測驗及指定

考科考試的升學問題。當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研發試題的策略，無法貫徹教育部「讀一本

可以通曉一綱」的宣示時，老師與學生在選

擇教科書版本時，就會以教科書內容的深淺

及完整性作為選擇的重要依據。近年來高中

生物教科書的內容越來越像大學普通生物

學的教科書，嚴重增加了學生的學習負擔及

戕害其學習興趣。因此，新版高中生物課程

綱要的編撰，希望能在這方面的問題能有所

導正，對於某些主題，可能涉及過渡艱深瑣

碎的內容，則以負面表列的方式，建議未來

的教科書編輯者，在編撰時應該避免涉及這

些內容。即使民間書商將這些內容編入教科

書中，未來相關的升學考試，也應該避免從

這些內容中命題。這種處理方式，應該有助

於改善前述教科書越編越難的問題，也在公

聽會時獲得參與教師的認同。 

修 業 年 級 及 
科 目 名 稱 

現 行 課 程 綱 要 之 
科 目 主 題 名 稱 

新 版 課 程 綱 要 之 
科 目 主 題 名 稱 

高一 
基礎生物 

「生命世界中的交互作用」、「個體和族

群」、「群集和生態系」、「生物圈中的生

命形態及其生活環境」、「人類和生物圈」

「生命的特性」、「生物多樣

性」、「生物與環境」、「人類與環

境」 

高二 
生命科學（現行課程綱要）

與生物（新版課程綱要） 

「細胞和生物體」、「微生物的生命現

象」、「植物的營養」、「植物的生殖、生

長和發育」、「動物的代謝和恒定性」、「動

物的協調作用」、「動物的生殖和遺傳」、

「生命科學和人生」 

「細胞和生物體」、「植物的營

養」、「植物的生殖、生長和發

育」、「動物的代謝和恒定性」、

「動物的協調作用」、「動物的生

殖和遺傳」、「生命科學和人生」

高三 
選修生物 

「緒論」、「生物的基本構造與功能」、「維

持生命現象的能量」、「養分的攝取」、「物

質的運輸」、「氣體的恒定」、「生物體內

體液的恒定」、「激素與協調作用」、「神

經系統與行為」、「生物對外界刺激的感

應」、「人體的防禦系統」、「主宰生命奧

秘的分子」、「遺傳」「演化」 

「緒論」、「生物的基本構造與功

能」、「維持生命現象的能量」、

「養分的攝取」、「物質的運

輸」、「氣體的恒定」、「生物體內

體液的恒定」「激素與協調作

用」、「神經系統與行為」、「生物

對外界刺激的感應」、「人體的防

禦系統」、「遺傳」、「主宰生命奧

秘的分子」、「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