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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機會到日本東京訪問國立教育研

究所，發現進入廿一世紀後，日本教育措施

有很大的轉變。國立教育研究所於今年3月

改為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而過去的科

學教育研究中心改為教育課程研究中心並以

課程政策的研究為主體。在交談中對於日本

於2003年開始實施的高級中學課程獲得一些

心得，在此報告供我國負責設計九年一貫後

的高中課程之學者專家及教師們參考。

高中各學科、科目名稱及標準學分數

表1為2003年4月開始使用的日本高級

中學各學科，科目名稱及標準學分數。

表1 日本高級中學新課程一覽表（2003年4月

實施）

評介日本新高級中學課程

－以化學課程為例－

魏明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科目名稱
(1)國語表現Ⅰ
(2)國語表現Ⅱ

(3)國語總合
(4)現代文
(5)古典

(6)古典講讀
(7)世界史A
(8)世界史B

(9)日本史A
(10)日本史B
(11)地理A

(12)地理B
(13)現代社會
(14)倫理

(15)政治、經濟
(16)數學基礎
(17)數學Ⅰ

(18)數學Ⅱ
(19)數學Ⅲ

學科
國語

地理
歷史

公民

數學

標準學分數
2
2

4
4
4

2
2
4

2
4
2

4
2
2

2
2
3

4
3

必修科目與學分
(1)與(3)任選一科
2∼4學分

(7)與(8)任選一科2
∼4學分(9),(10)及

(11),(12)各組任選
一科4∼8學分

(13)∼(15)任選一科
2學分

(16)及(17)任選一科
2∼3學分

日本高級中學採用學分制。以50分鐘授

課時數為1單位時間，上35單位時間為1學

分（日本的1學分相當於我國兩個學期的上課

時間，因此其1學分約等於我國的2學分）。

科學

保健
體育
藝術

外國
語

家庭

資訊

(20)數學A
(21)數學B

(22)數學C
(23)理科基礎
(24)理科綜合A

(25)理科綜合B
(26)物理Ⅰ
(27)物理Ⅱ

(28)化學Ⅰ
(29)化學Ⅱ
(30)生物Ⅰ

(31)生物Ⅱ
(32)地學Ⅰ
(33)地學Ⅱ

(34)體育
(35)保健
(36)音樂Ⅰ

(37)音樂Ⅱ
(38)音樂Ⅲ

(39)美術Ⅰ
(40)美術Ⅱ
(41)美術Ⅲ

(42)工藝Ⅰ
(43)工藝Ⅱ
(44)工藝Ⅲ

(45)書道Ⅰ
(46)書道Ⅱ
(47)書道Ⅲ

(48)會話Ⅰ
(49)會話Ⅱ
(50)英語Ⅰ

(51)英語Ⅱ
(52)聽
(53)寫

(54)家庭基礎
(55)家庭總合
(56)生活技術

(57)資訊A
(58)資訊B
(59)資訊C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7∼8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3

4
4
4

2
4
4

2
2
2

(23),(24),(26),(28),
(30),(32)中任選2科
其 中 一 科 必 須 是

(23),(24)或(25)共4
∼5學分

(34),(35)7∼8學分

(26),(39),(42),(45)中
選一,共2學分

(48)與(51)中選一科
共2∼3學分如果修

習其它外國語亦不
得少於2學分

(54)∼(56)任選一科
共2∼4學分

(57)∼(59)任選一科
共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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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所需要的學分數為74學分以上（相當於

我國現行學制148學分）。

必修的學科科目及學分數

所有的普通科學生必修的學科、科目及

學分數如下：

國語學科由「國語表現1」及「國語總合」

中必選一科2∼4學分。

地理歷史學科從「世界史A」，「世界史B」

必選一科，另由「日本史A」，「日本史

B」，「地理A」及「地理B」選一科，4∼

8學分。

公民學科從「現代社會」或「倫理」或「政

治、經濟」選一科2學分。

數學學科從「數學基礎」及「數學Ⅰ」中選

一科，2∼3學分。

科學學科從「理科基礎」，「理科總合A」，

「理科總合B」，「物理Ⅰ」，「化學Ⅰ」，

「生物Ⅰ」及「地學Ⅰ」中選2科（其中1科

必是「理科基礎」，「理科總合A」，「理

科總合B」），4∼5學分。

保健體育學科中的「體育」及「保健」7∼

8學分（若修保健，體育至少要修5學分）。

藝術學科從「音樂Ⅰ」，「美術Ⅰ」，「工

藝Ⅰ」及「書道Ⅰ」中選1科目，2學分。

外國語學科從「會話Ⅰ」及「英語Ⅰ」中選

1科（修習英語以外的外國語時做為學校設

定科目而其學分為不少於2學分），2∼3

學分。

家庭學科從「家庭基礎」，「家庭總合」及

「生活技術」中選1科即2∼4學分。

資訊學科從「資訊A」，「資訊B」及「資

訊C」中選一科目2學分。

各學校依照學生的實際狀態，必要時可

設置超出標準學分數或減去一部分的學分數

的科目。因此普通科的高級中學學生到畢業

為止的必修科目學分數為29∼41學分。

學校設定學科及科目

各高級中學可根據地區、學校及學生的

實際狀態，參考各學科的特色編製具有特色

的教育課程而設置表1所列以外的學科及科

目。例如設置學校設定科目的「人與產業社

會」。決定此科目的目標、內容及學分數

時，應考慮學生本身在產業社會中的存在及

生存，積極參與社會，培養生涯學習的意願

及態度，通過就業體驗等學習或調查研究學

習：

社會生活或職業生活所必要的基本能力或

態度的培養，並養成正確的勤勞觀念及職

業觀念。

考察日本國產業的發展及所帶來的社會變

化。

考察自己的生涯及進路及製作履修各學科

及科目的計畫。

化學課程的變化

各學科及科目均有相當幅度的變更，以

著者專攻的化學科為例介紹。現在日本高級

中學普通科所設置的化學學科有「化學Ⅰ

A」，「化學ⅠB」及「化學Ⅱ」。其中「化

學ⅠA」與我國「基礎化學」很相似的生活化

化學課程。「化學ⅠB」與我國「物質科學化

學篇」相似，以傳統的物質基本概念為中心

的化學課程。「化學Ⅱ」介於較高深的化學動

力學、高分子化合物及課題研究。這些課程

自2003年4月起逐年廢止到2006年全部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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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由表1所列的新課程。課程的分分合合

常見，日本在1980年代高一科學課程以理、

化、生、地的綜合理科方式出現，但現行課

程則分四科，但2003年起又合為「理科基礎」

了。

4-1.「理科基礎」

目標：

通過觀察、實驗，理解科學與人的關

係，自然的探究，解明及科學發展的過程，

提高對科學的興趣及關心應培養科學的見解

及思考方式。

內容：

科學的起源

工具或火的活用，自然的觀察及其累

積，發現自然現象中的規律性及法則性等來

思考科學的起源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探究自然與科學的發展

根據對自然的疑問與興趣的客觀性觀察

與新的構想，使科學發展並大大轉變對自然

的認識與發展。

A.物質的組成

a.原子、分子的探究

b.合成物質之道

B.探究生命

a.細胞的發現與細胞論

b.進化的思考

C.能的思考

a.能量思考的形成

b.電能的應用

D.探討宇宙、地球

a.天動說與地動說

b.地殼板塊構造說的成立

科學課題與今後的人類生活

學習各樣自然認識的發展所引起的科學

成果，考察現在及將來的科學課題與身近的

人類生活之關連。

4-2.「理科總合A」

目標：

通過觀察、實驗、自然事物、現象以能

量與物質的組成為中心，理解自然事物與現

象並考察人類，與自然的相關關係，培養對

自然的總合性見解及思考方法。

內容：

自然的探究

通過身近自然事物及現象之觀察及實

驗，習得其基本方法並考察能量或物質，培

養探究自然的能力。

A.自然的見解

以能量或物質的變化及變換來把握自然

事象，養成對自然的總合性見解及思考方

法。

B.探究的方法

通過具體事例的觀察、實驗，體會探究

進行法。

資源、能量與人類生活

使學生理解與人類生活密切關係的化石

燃料、原子能、水力、日光等的利用時所見

到的現象，能夠以能量的共同概念來了解。

A.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a.能源之利用

貯蓄型的化石燃科與原子能，非貯蓄型

的水力、太陽能等之特性及有限性與其利用

等之理解。

b.其他資源之開發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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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非金屬資源的特性或有限性，理

解資源探查的方法或開發及再利用的方法。

B.各種能量

a.功與熱

電流所做的功或發熱等，以熱與功為中

心讓學生理解有關能的基礎。

b.能量的轉換與守恒

太陽能可轉換功或生物的能源，能量可

轉換但其總量是守恒的。

物質與人類生活

人的週圍之物質由原子、分子、離子所

構成，這些粒子結合方式的改變可改變物質

的性質或能量的進出。

A.物質的構成及變化

a.構成物質的單位

理解原子、分子、離子及其結合的基

礎。

b.物質的變化

在物質的狀態變化及化學變化時原子、

分子、離子的狀態與能量的關連。

B.物質的利用

a.日常生活與物質

理解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物質的特性

及其利用與製造物質時需要能量。

b.生物所製造的物質。

了解生物能夠製造有用的物質及生物體

內化學反應的奧妙。

科學技術的進步與人類生活

考察科學技術的成果與今後的課題，探

究科學技術與人類生活的相關關係。

4-3．「理科總合B」

目標：

通過觀察、實驗有關自然的事物及現

象，使學生理解生物及其周圍的環境為中心

的自然事物及現象，考察人類與自然的相關

關係，培養對自然有總合性見解及思考方

法。

內容

自然的探究

通過觀察、實驗身近的自然事物及現

象，習得其基本方法並考察生物與其周圍的

環境而培養探究自然的能力。

A.自然的見解

以多樣性、共通性、變化及平衡觀點探

討自然，培養對自然的總合性見解及思考方

法。

B.探究的方法

通過具體事例的觀察或實驗，體會探究

進行法。

生命與地球的移轉

探究生命星球的地球之變遷，理解生命

的出現及生物的變遷與地球環境的變化有密

切關係，生物具有遺傳的共通性而將雙親的

形態與性質傳給子孫。

A.地球的變遷

a.行星的地球

地球與其他行星比較，理解地球具備產

生生命體條件的特性。

b.地球的變動

理解因板塊運動導致世界大山脈的形成

等的大地變動。

B.生物的變移

a.生物的變遷

從地球上的光合作用生物的誕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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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進出陸地到現代生物的變遷過程。

b.遺傳的規律性

在生物有親子傳遞形態及性質的遺傳現

象，理解有遺傳子存在的共通性。

多樣的生物與自然的均衡

地球上的各樣自然現境一面變化，但其

過程中保持平衡，在此自然環境中多樣的生

物生存。

A.地表形態與大氣

a.多樣的景觀

理解現在地球上的陸地、島嶼、海洋底

等之景觀的特徵及其成因。

b.大氣與水的循環

理解地球規模的大氣與水的循環或運

動，認識地球上進行之熱的移動並保持熱的

平衡之現象。

B.生物與環境

a.生物之多樣性

理解地球上存在多樣生物及其生活的多

樣性。

b.生物與環境的相關

生物與其周圍的環境以各種生態系來了

解，並理解各生態系中生物與其環境的相關

關係。

人類的活動與地球環境的變化

考察生物與其周圍環境的現狀與問題

點，探究人類與地球環境的關係。

4-4.「化學Ⅰ」

目標：

進行化學事物、現象的觀察、實驗，提

高對自然的關心或探究心，培養化學探究的

能力與態度並理解基本概念、原理、定律，

養成科學的自然觀。

內容：

物質的組成

理解化學所擔任的角色及物質的使用

法，提高對物質的關心並學得探究物質的方

法。通過觀察、實驗，探究物質的組成粒

子，理解基本概念能夠以微視觀的見解物

質。

A.物質與人類生活

a.化學及其所擔任的角色

b.物質的探究

B.組成物質的粒子

a.原子、分子、離子

b.物質量

c.關於組成的探究活動

物質的種類與性質

通過觀察、實驗等探究無機物質與有機

化合物的性貨及變化，理解有關物質的基本

概念或定律並結連於日常生活來考察。

A.無機物質

a.單體

b.化合物

B.有機化合物

a.碳氫化合物

b.含官能基的化合物

C.有關物質種類與性質的探究活動

物質的變化

通過觀察、實驗等探究反應熱，酸鹼反

應，氧化還原反應，理解其基本概念或定

律，從能量的進出來考察化學反應。

A.化學反應

a.反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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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酸、鹼、中和

c.氧化與還原

B.有關物質變化的探究活動

4-5.「化學Ⅱ」

目標：

對化學的事物、現象進行觀察、實驗或

課題研究，提高對自然的關心及探究心，培

養化學探究的能力及態度，同時加深對於基

本概念、原理、定律等之理解，養成科學的

自然觀。

內容

物質的組成與化學平衡

通過觀察、實驗等探究氣體、液體、固

體的性質，理解化學鍵結的概念及物質構

造。進一步通過觀察、實驗等探究反應速度

及化學平衡，將化學反應與平衡關連方式來

理解。

A.物質的構造

a.化學結合

b.氣體定律

c.液體及固體

B.化學平衡

a.反應速率

b.化學平衡

生活與物質

通過觀察、實驗探究與日常生活密切關

係的食品、衣料、塑膠、金屬、陶瓷等，理

解其性質及反應，養成對周圍的物質具有科

學的見解。

A.食品與衣料的化學

a.食品

b.衣料

B.材料的化學

a.塑膠

b.金屬、陶瓷

生命與物質

通過觀察、實驗等探究構成生命體的物

質，有關生命現象的化學反應，醫藥品或肥

料等，理解其性質及應用，認識化學成果活

用於日常生活中。

A.生命的化學

a.構成生命體的物質

b.維持生命的化學反應

B.藥品的化學

a.醫藥品

b.肥料

課題研究

設定有關化學的應用及發展之課題，通

過觀察、實驗等進行探究活動，使學生體會

並獲得化學探究方法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A.關於特定化學事象的研究

B.有關使化學發展的實驗之研究

討論

日本以文都省（相當於我國教育部）告示

方式於1999年3月頒布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

領（相當於我國現行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與90

年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訂於2003

年4月開始全國逐年實施。從公佈到實施有

四年時間足夠各出版社編寫教科書及教學指

引，送文都省檢定（審查）通過後發行。教師

們亦有足夠的時間參與研習或討論會。對課

程標準有下列數點可供我們參考討論：

1.雖然是課程標準，各學科的科目只設標準

學分數，各校可根據學生的狀態，增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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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學分數。

2.各高級中學，根據其所在地，學校及學生

的實際狀態，可編製具有特色的學校設定

學科及科目。這點在我國課程標準是沒有

的。如能設置具各校特色的學校設定學

科，相信對地方，家長及師生均有益。

3.各學科均設程度不同的科目，使學生能夠

自由選修適性的科目。對於必修學科仍普

偏設2選1或3選1方式讓學生自由選必修

科目。這點我國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無選擇

性的作法不同。

4.我國高中課程中的歷史與地理採取相同學

分數，但在日本即偏重於歷史，分為「世

界史」與「日本史」，但地理只有「地理」。

歷史必選「世界史」一科，但「日本史」及

「地理」各兩科目中任選一科，因此部分學

生可不必選地理。這點是有其科學的根

據，地理是〝固定〞而歷史卻是〝動的時

間函數〞。

5.科學學科「理科基礎」為理、化、生、地的

統整課程，「理科總合A」為物理與化學的

總合課程，「理科總合B」為生物與地球科

學的總合課程。這些課程在過去使用過，

現在卻四科各單獨設科方式進行，但2003

年起又恢復統整課程了。各課程的目標都

強調通過觀察、實驗理解......方式出現，因

此這些統整課程的成敗在於教科書怎樣從

事觀察、實驗來理能教材大綱所列的物質

與能量的奧祕，及在職教師的教學策略

了。目前尚未有教科書因此無法預估。

6.「化學Ⅰ」相當於我國高二物質科學－化學

篇，惟對於電子組態與化學鍵結似乎較少

介紹。「化學Ⅱ」類似我國高三的化學課

程，惟其中生活與物質的食品、衣料、塑

膠、金屬與陶瓷等我國在高一基礎化學以

全高中學生的基本素養方式介紹，在高三

需要較高化學知能時介紹是否適當值得探

究。但「化學Ⅱ」的「課題研究」值的我們

參考，對化學具有興趣的學生才會選修

「化學Ⅱ」，因此給予或同意學生所提的主

題使其進行長期有計畫的探究活動是培養

優秀化學家或科學家之道。

結論

為了迎接廿一世紀，各國在上世紀末葉

著手紛紛進行教育改革，現在已進入廿一世

紀了，這些教育改革的理念亦逐漸開始實

現。日本新課程標準，中小學自2002年，高

級中學自2003年開始逐年全面實施。這些改

革的成敗需要更長久的時間來評鑑，但與國

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面談時，他們對

於給各學校太多的自主調整課程及學分數，

必修學分之減少，教材的生活化及減化等會

不會引起學生素質的降低的而擔心。惟他們

對於文都省決定不久的將來在全國設置數十

校的科學高級中學很大的期待，希望以科學

高級中學來帶動卓越的科學教育。臺北市在

十多年前有科學高中的計畫，希望美夢成

真。其他學科的改革方向容後有機會時報

告。

參考資料：

文部省告示(1999, 3)高等學校學習指導

要領，大藏省印刷局發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