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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以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與歷年課程標準，佐以相關文獻補充說明，並配合時

代背景，對我國國中科學課程發展進行審視與研究，從中瞭解我國課程改革動向，以及

科學教育發展之趨勢。回顧我國科學課程改革，反映當時所據以公布之課程標準和特色，

隨時空改變而異，課程目標由富國強兵轉變為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亦由科學家的

菁英式教育轉變為培養全民科學素養之取向。回顧我國科學課程發展，除了解百年來我

國科學課程發展脈絡外，更壁畫我國未來科學教育發展之方向。

關鍵詞:九年一貫課程、科學課程、科學素養

畫、前言

回顧我國國中科學課程之演變，從清

末民初著重於實用教育，至抗戰與遷晝後

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強調科學知識的傳

授、培養科學人才、配合國家建設需要之

目標，現今邁入二十一世紀以培養全民科

學素養、環境保育與強調學生之基本能

力，均反映不同時期所關注重點，隨時空

改變而異。環顧世界各國課程改革趨勢，

我國科學課程雖未能如美國般地經歷改革

浪潮與巨變，但亦能隨著社會變遷及時代

需要做修訂，以符合社會之需求。

先前回顧性文獻大多僅針對某一時

期之科學課程改革進行討論(如魏明通，

1997) ，缺乏較為全面與連貫性的檢視與

*為本文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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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本文嘗試完整回顧我國百年來國中

科學課程發展之脈絡，從歷年所出版之中

華民國教育年鑑與課程標準或綱要，勾勒

出我國百年來國中科學課程發展歷程，並

以各階段課程修訂作為本文討論之分界

點，分別針對科學課程演變、課程架構和

階段特色等議題進行探討與反思，最後再

提出未來課程改革之策略與方針。

貳、我圖百年園中科學釋程發展與

變革

課程發展是連續的過程，隨著時代不

斷地修正，以符合當代的教育目標。回顧

我國科學教育改革，主軸無疑是課程的演

變(鄭湧j盔， 2005) 。而我國課程標準除

訂定課程目標外，其所訂定之科目、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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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教材綱要更是教師教學與教材編寫

重要的依據，亦反映當時的教育理念與環

境。因此，為灑東本文所討論的焦點，並

眩!.2~...泊「區區丑刪種阻廳fJ&J

眩r!~..繼站「團眩丑刪喝風廳，呼」

眩~~...泊「區區丑刪﹒艦船廳，早」

有視於履圖課程目標之重要性。首先界定

本文所提及之「科學課程發展」即針對我

國歷年所出版教育年鑑與課程標準或綱

要，了解我國科學課程如何因應教育思

想、社會變遷與學生需求而做適度的修

訂， I 科學課程目標」為課程標準所詳列

之目標，透過各階段之課程目標彙整與分

析，了解我國在不同階段之課程目標、理

念的轉變，進而理解「科學課程改革」之

歷程，期以提供科學教育研究者與中學教

師一個瞭解我國百年來國中科學課程發展

的方向。

我國中學課程從光緒 28 年( 1902 年)

訂頒〈欽定學堂章程) ，光緒 29 年，訂定

眩:;;~...凶 r-a-鵬聽蟬，車，任」

辟
為
團
眩

，清末民

初歷次公布的課程，雖有科目與節數，但

仍缺乏具體標準，迫民國 18 年頒布{中學

課程暫行標準) ，我國國中科學課程始有

標準可循，其後途經多次修訂，至今計修

訂 14 次之多，詳見圖 1 。綜觀我國科學課

程發展，每次課程改革均配合不同的教育

理念與社會期望做修訂，仍未脫離當代的

教育與社會脈絡(鄭湧j里， 2005) ，但亦

使課程架構日趨完備。本文將依修訂歷程

(癸卯學制)《奏定學堂章程〉

來做探討與分析，依六個階段討論我國國

中科學課程發展及對科學教育之影響，期

能對我國國中科學課程發展做完整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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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參考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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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課程基礎之奠定(民國元

年~民國 36 年)

從清末教育改革開始，我國中學即開

設自然科學課程，亦為我國科學教育奠定

制度化的基礎(曲鐵華和李觸， 2010 ;國

史館， 1990) 。民國元年，教育部公布「學

校系統 J '取消宣統元年所實施的文實分

科 1 (教育部· 1957) ，將理化分為物理

和他學，從而加強自然學科的教學(李國

鈞和王炳照， 2000) 。然而，此時期的科

學教育乃著重於如何將理論知識傳授給學

生，甚少將科學知能應用於實際生活中(呂

愛珍， 1986) 。民國 8 年，五四運動提倡

「民主」與「科學J ·並受到外國科學發

展的影響，政府開始重視科學教育(國史

館， 1990) 。民國 11 年，政府訂定中學課

程試行學分制，算學與自然科採混合編

制，具有科目統整之趨向，且課程受到美

國實用主義教育思潮的影響，強調教育要

直接與學生的生活與社會需要一致，重視

學生的興趣與能力(呂愛珍，1986 ;曲鐵

華和李觸， 2010) ，課程設置著重於培養

學生具有生產知識和技能，強調學生做中

學，藉以產生學以致用的效果，並以學生

的活動或經驗來組織課程，教學內容重視

生活教育與經驗的統整(呂愛珍， 1986 ;

余自強， 2008 ;教育部， 1996) ，課程編

制亦從重視科學文化體系的結構，改以學

生的起點行為為出發點(呂愛珍，1986) 。

然而，此時雖然從圓家社會發展的角度，

或是個人和諧發展，均強調科學的重要

性，但學校教學卻無法達到其所宣稱的效

Science Education Monthly No. 347 ， 2-鉤， April ， 2012

果，如限於經費，導致實驗設備或缺乏相

關的實驗課程，課程統整所衍生的師資問

題 2 .或是中學科學教育僅是書本的研究

和公式的記憶而己(中華民國大學院，

1977 ;曲鐵華和李擱， 2010)

自清末民初以來，課程仍未列具體標

準'迫民國 18 年教育部頒行〈中學課程暫

行標準> '此乃我國中學正式且完整規劃

之課程標準'其中規定自然科學採分科制

和合科制，學校可依據學生能力進行選擇

(呂愛珍， 1986 ;教育部， 1948) 。但課

程暫行標準公布後即衍生許多問題，九一

八事件更興起科學救國的想法(蔡鐵權和

陳麗華， 2010) .教育部即根據各界對課

程標準之實施意見研究修訂，民國 21 年

10 月公布《中學課程標準> 3 ，將自然課

程標準分為動物、植物、物理和他學等四

科編訂(教育部， 1957) ，授課時數增加，

亦反映科學教育地位的提升(曲鐵華和李

觸， 2010) 。茲因混合自然科教學於教材

與師資均面臨極大的困難，且當時對於綜

合課程並未有強烈的需求(呂愛珍，1986 ;

呂達， 1994 ;引自余自強， 2008) ，教學

採取分科制，名稱仍列自然科，並註明為

分科制，此乃為實驗教學預留餘地(教育

部. 1948) 4 。但此次公布的課程標準'因

科目過多且採分科的課程模式，導致學生

所獲得的知識與概念呈現片斷之弊，學生

課業負擔過重，學校與社會人士紛紛要求

修正課程標準(呂愛珍，1986 ;蔡鐵權和

陳麗華， 2010)

民國 25 年和 29 年，教育部為適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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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要修正〈中學課程標準> (教育部，

1957) ，取消植物和動物，開設博物科，

規定自然科還是採取混合教學(曲鐵華和

李娟， 2010) ，至此我國初級中學課程已

漸趨完備與成熟。但由於對實用主義的過

分重視，且因抗戰的影響，亦對我國科學

教育產生負面的影響(蔡鐵權和陳麗華，

2010 )

整體而言，此階段科學課程分科與合

科交錯，雖強調統整惟仍以分科制為主，

且科學課程的比重亦不斷地增加，顯示我

國對於科學教育之重視，但也增加學生的

負擔。此外，課程受到抗戰的影響，科學

教育在中學課程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二、光復後科學課程發展(民國 37

年~民國 56 年)

民國 37 年，教育部配合行憲修訂《中

學課程標準> '此次修訂著重於實用教育，

強調課程統整與生活教育，原有物理和他

學合併為「理f七 J '此外，理化科的課程

目標亦著重於自然界理化現象、知識與日

常應用之物理機械，以及他學製造之教學

與實驗，將學說與術語列為補充教材，而

為使此項課程標準更為完善，教育部即指

定學校從事研究(教育部， 1957) 。然因

共匪叛亂，此課程僅在畫灣實施。試行結

果發現「公民」、「國文」、「歷史」和

「地理」等四科無法與當時的基本國策與

戰亂建國目標相符合，於是再次修訂課程

標準，民國 41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修

訂中學公民國文歷史地理科課程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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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百年圈中科學課程發展回顧與展望

科學課程則未改變(教育部， 1952; 1984 )。

民國 44 年，教育部為減輕學生課業

負擔，減少惡性補習，頒布《減輕中小學

生課業負搶實施方案> '理他科因過於艱

澀予以刪減，時數由 4 小時改為 3 小時，

另三年級增加選修科目，分就業與升學兩

大類別(教育部， 1984) 。民國 51 年，教

育部再次修訂《中學課程標準> '且因二

次世界大戰後，在政治社會層面，國家軍

事與工業他技術的發展倍受關注，各國對

於科學教育甚為重視，修訂著重於自然科

學方面，增加許多新教材，修訂幅度甚鉅，

特點如下(教育部， 1968 ; 1984)

(一)課程更具彈性，並為因應升學與就業

之需要，理化教學時數亦作彈性調

整。

(二)增加自然學科新的教材，注重科目問

的聯繫與配合。

(三)刪減重複教材，力求各級學校課程之

銜接。

(四)順應世界教育潮流，教材大綱均參考

世界主要國家現行之課程編列。

此階段課程修訂強調課程統整，將物

理與他學合併為「理f七 J '著重自然學科

與科目間的聯繫與配合，特別強調科學教

育的實施，參酌外國課程編製教材，使我

國科學課程符合世界教育潮流。課程目標

強調科學的應用、近代科學與工業技術成

就，以及國家生存和人類征服自然等，著

重於實用的觀念，由此可見，我國科學課

程仍存有科學救國的想法，並以反共復國

為主軸，似乎未能脫離政治因素的平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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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實施(民

國 57 年~民國 62 年)

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教育部訂頒〈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

教育目標仍以奠定國家社會建設與經濟發

展，充實戰亂建國之力量為主。修訂特點

如下(教育部， 1968; 1984;魏明遍 .1982):

(一)採取九年一貫的精神入科學課程內

容安排採取一貫的編排，刪除重複部

分，消除中小學之間的隔聞。

(二)內容配合現代教育潮流和國家經濟

建設需要，培養基層建設的人才。

(三)培養學生思考能力與正確的科學態

度。

(四)參考與研究英美各國新教材，作為編

輯新教材之依據。

(五)特別重視科學教育，並強調學生科學

精神與科學方法之培養與日常生活

的應用。

此外，將「理他」與「博物」合併為

「自然科學J .一年級講授生物，二、三

年級講授物理與他學，取消「生理」及「衛

生」課程，併人「健康與教育」課程，教

科書改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教育部，

1984)。而教育部為了解是否符合國中之

需要，遂於民國57 學年至 60 學年從事實

驗研究，藉以作為改進之參考。研究顯示

課程有許多缺失，如科目過多、內容過繁

且艱深、教學時數過多，教材編輯缺乏聯

繫與統整(呂愛珍， 1979 ;趙金祁、李田

英和楊文金， 1989 ;教育部， 1972)

民國 60 年 9 月，教育部依據實驗結

Science Education Monthly No. 347, 2-20, April, 2012

果，並配合新高中課程標準實施，組成「修

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委員會 J .隔年，公

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其目標仍延續

民國 57 年暫行課程標準之內容，僅做些微

調整，特點如下(教育部. 1972 ; 1974 ;

1984 )

(一)中小學課程編制採九年一貫之精

神，課程內容具彈性，以適應學生升

學及就業之需要。

(二)將「博物」改為「生物 J ' r 理他」

分為「物理」和「他學 J '連同「生

物」合稱「自然學科」。

(三) r 自然科學」在培養學生思考推理能

力與日常生活必備之智識，故課程除

採九年一貫編排，刪除重複部分，並

參考英、美各國新教材之精神，重視

科學精神與方法之培養，鼓勵學生運

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

(四)評鑑內容則包括知識、技能、行為習

債、態度、理想、情廠和興趣等。

整體而言，此階段課程修訂參考外國

課程，並針對學生個別差異設計課程，形

式上看起來是九年一貫，但內容與目標仍

強調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培養基層建設的

人才為主，由此可見，課程目標仍服膺於

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藉此對國家社會需

求做回應。

四、課程統整典實驗研究(民圓的

年~民國 82 年)

民國 63 年，教育部為使國民小學自

然科課程銜接，並作以後改進課程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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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指定師大科學教育中心辦理「國中數

學、自然科學課程實驗研究 J '檢討舊教

材及教學缺失，課程規劃採統整合科的精

神(呂愛珍， 1979 ;國史館， 1990) ，並

參考美國 ISCS (Intermediate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 的自然科學教材，初步

擬定國中自然科學課程包括:自然科學I

(理他)和自然科學 II (生物和地球科

學) ，嘗試以小統整方式來編訂課程(呂

愛珍， 1986) ，此外，教育部亦成立「國

民中學科學課程實驗研究委員會J '針對

世界各國共260 種科學課程資料進行比較

分析，依研究結果擬訂圈中階段的科學教

育目標，決定課程架構，訂定新的課程綱

要(楊榮祥， 1989) ，民國 67 年開始進行

實驗研究，並召開實驗學校分區教學研討

會。民國 70 年，教育部開始修訂課程標

準，民國 72 年 7 月公布《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 '修訂重點如下(教育部，1983)

(一)課程設計富有彈性，擴大選修科目，

實用科目包括「實用物理」和「實用

他學 J .升學科目包括「自然科學

(甲) J 和「自然科學(乙) J '從

第二學年起可依學生性向及學習能

力還修適當科目。

(二)教學科目與時數增加，自然科學第二

學年原為 4 小時，改為 2 小時，另增

「自然科學(甲) J 4 小時;第三學

年原 4 小時，修訂為 2 小時，另增「自

然科學(甲) J 4 小時，又另列「自

然科學(乙) J 2 小時。

(三)自然科學(生物)實驗安排於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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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次數減少，每章節規定有「討

論 J '舊課程則無此安排。

(四)原物理和他學每週均為 2 小時，新標

準三科合併(物理、 1c學和地球科

學) ，每週僅有 2 小時，授課時數均

減為原時數的 113 '精簡與簡他各單

元分量與教材。

同年，教育部委託師大科學教育中

心，針對國中自然科學及數學實驗課程進

行檢討民國 73 年，完成實驗教材修訂，該

教材亦成為民國 74 年修訂課程標準之重

要參考依據。民國 74 年，部分人士認為國

民教育階段宜加強學生基本學科能力，增

加學生轉換課程的機會，道減少選修科目

與時數，以減輕地方財政負擔與學生編班

的困擾，教育部局部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修訂重點為: I 自然科學」直接以「生

物」為其科目名稱，將第二學年之「實用

物理」、「實用他學」與升學預備科目「理

他」延續至第三學年實施，以適應不同學

生之興趣與需要(教育部， 1985) 。此種

課程結構，除理他以合科的方式編制，其

餘仍採獨立分科，主要仍基於教學條件與

教師背景等問題而不得不做如此的安排，

而課程亦著重於學科知識本身的結構，強

調學生獲得系統的科學概念(呂愛珍，

1986 )

民國 77 年，教育部辦理教學評鑑，

檢討課程實施之情形，評鑑結果顯示，大

多數師生均肯定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

評量方式，但還修課程未能落實，學校大

多安排升學之「理他課程 J '而未開設「實



科學教育月刊 2012 • 4 月 ·347 期. 2-20

用化學」和「實用物理」課程(教育部，

1985 )

整體而言 ·tO年代的自然科學課

程，皆反映六0年代實驗課程所發展出之

科學教育最新理念與技術，科學教育目標

針對學生個別差異安排不同的課程(楊榮

祥， 1989) 。此外，亦希望透過課程培養

學生利用科學方法來解決問題，以及科學

態度與科學素養等，均符合現代課程改革

的理念，而亦針對課程實施的情形加以評

鑑，藉以修訂課程。

五、培養二十一世紀國民之課程i標

準(民國 83 年~民國 88 年)

自民國 74 年修訂課程標準以來已近

10 年，十年來，科學突飛猛進，社會快速

變邁，且為因應民國 78 年小學課程修訂的

連貫性，貫徹九年一貫精神，以及未來延

長國民教育實施之準備(教育部， 1996) 。

民國 78 年，教育部成立「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修訂委員會 J '民國 83 年公布《國民中

學課程標準> '民國 87 學年度正式使用。

此次修訂理念像以塑造具有未來意識和環

球意識的「二十一世紀的健全國民」為最

高目標，著重於未來化、國際f七、統整f七、

生活他和人性他，而修訂特色與重點如下

(教育部， 1995 ; 1996)

(一)課程強調與國小「自然科」銜接，顯

現九年一貫的精神，亦同時兼顧數

學、生物、健康教育、地球科學和家

政與生活科技相關學科的相互配合。

(二)尊重個別差異，國中二、三年級皆設

Science Education Monthly No. 347, 2-20,Ap祉， 2012

「理化科 J '另為適應學生個別差

異，二、三年級男設「理他還修」科。

(三)教材設計與選擇以學生生活經驗為

中心，強調生活他實驗活動，培養學

生過程技能、興趣與態度，認識科技

發展對人類與環境的影響，養成具有

科學素養的國民。

(四)強調多元評量，重視認知、情意與技

能。

(五)地球科學設於第三學年，由每週 2 節

減少 l 節，課程偏重於宏觀的地球環

境。

(六)簡他教材內容，規定各主題教材編寫

的上限與範圍，減少學生課業負擔，

並配合時事加入汙染與資訊。

八0年代開始，環保意識抬頭己影響

我國課程修訂與發展，課程目標著重於探

討科學發展對人類與環境的影響，希望學

生能夠認識人類與環境之關條，促進對科

學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期能培養具科學

素養的國民，而此次課程亦修訂原「實用

物理」和「實用他學」實施不佳的現象，

作局部修正，設立「理他還修」科，藉以

兼顧個別差異。

六、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 i 民

國 89 年~迄今)

我國課程雖歷經多次修訂，但仍以分

科知識為課程架構的依據，教學強調知識

的獲得。為迎接二十一世紀與符合世界各

國教育改革的脈動，以及社會各界對於教

育改革的期詐。民國 86 年，教育部成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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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 J '民國 89

年，頒布《九年一實課程暫行綱要> 6 ，民

國 90 年開始實施，民國 92 年，原暫行綱

要改為《九年一貫課程正式綱要〉。民國

95 年，為配合九年一貫課程體系的建立，

並回應各界之期許，如永續環保等議題，

同年 10 月，課程綱要進行微調，完成中小

學課程的橫向統整與縱貫聯繫，也為我國

課程改革開毆了新頁。修訂特色與重點如

下(教育部， 2008)

(一)將生物、物理、他學和地球科學等學

科取消，歸於「自然與生活科技」續

域。

(二)注重生活實用性，培養學生基本能

力，強調知識必須統整在生活脈絡

中，而成為培養學生基本能力的工具。

(三)強調將性別平等、環境、資訊、家政、

人權、生濫發展、海洋等t大議題融

人續域課程教學。

(四)科學史融人課程，使學生了解科學發

現過程，體會科學本質及探究方法和

精神。

(五)強調學校本位課程，增加彈性教學節

數。

整體而言，九年一貫課程受到美國科

學一技術一社會 (SIS) 課程的影響，內

容除包括生物、物理、他學和地球科學外，

亦納人生活相關的科學技術(魏明通，

2005) ，強調由生活議題連接到學習主題。

此外，課程亦將科學本質納入課程，關注

科學美學與科學倫理對於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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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湧j里， 2005) ，並以自然與生活科技

為核心，統整各主題中不同學科的內容，

此階段又從分科形式回復到統整。而九年

一實課程雖強調課程統整，但實施上卻有

極大困難，課程綱要仍扮演著課程標準的

角色 (Chiu， 2007) 。此外，課程改革實

施以來，也面臨許多未來亟需解決的問

題，如一綱多本、師資培育制度檢討，或

是教師負擔過重等問題(王全興，2010) 。

七、小結

綜合上述討論，我國科學課程歷經多

次修訂，課程目標也從富國強兵、強調人

定勝天，轉變為人類生活和環境影響，培

養具科學素養的國民，均顯示我國科學課

程有其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之意涵，底下

表 1 為我國歷年國中科學課程目標之彙

整。此外，雖然歷年課程目標均極力降低

以知識獲得的學習目標，但我國課程仍不

免受到升學主義的影響，無法將課程目標

落實於實際教學中，我國科學教育已經面

臨不得不做改變的時候。

百年來，我國科學課程架構總是在強

調統整或分他之間擺盪，課程目標由科學

家的菁英式教育轉變為培養全民科學素養

的取向，課程亦從先前配合國家政策，順

應社會需求，至九0年代，教育全面鬆綁，

課程慢慢地擺脫政治等意識形態，而教科

書全面開放為審定制，更使我國科學課程

走向更為開放與多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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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年

初級中學課程標

準

57 年

國民中學暫行課

程標準(物理)

57 年

國民中學暫行課

程標準(化學)

61 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他學)

表 1 、我國歷年國民中學科學課程目標彙整

年份

37 年

初級中學理他課

程標準

目標

1.瞭解人類生活，國家生存與物理化學之密切關係。

2.暸解人類征服自然之事實及世界物質文明之來源。

3.訓練利用官能器械，觀察實驗，以期對於自然現象及事物有濃厚之

興趣，並能隨時應用於生活。

4.養成存疑，致思，忍耐，緻密及追尋結果之研究精神。

1.指導學生研討日常生活及普通自然現象中所包含的基本理他知識，

使其充分了解，以激發其學習興趣。

2.鼓勵學生從日常生活及自然環境中發現問題，並利用科學方法解決

問題，以養成良好的科學態度。

3.介紹近代理他在工業技術上的成就及其對人類所發生的影響，以激

勵學生應用理他改進生活的願望。

4.訓練學生利用國官及器械從事於觀察和實驗，使其了解人類生活，

國家生存及人類征服自然的事實和理他的密切關係。

1.指導學生用觀察及實驗方法，獲得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基本他學知

識，使其發生自動學習的興趣。

2.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發掘與他學有關的問題，並用科學方法謀求

解決，以培養良好的科學態度。

3.輔導學生設計簡單他學實驗及所需簡單器材，以發揮其潛在的創造

能力。

4.介紹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人造他學物品，以引起學生改善環境征服自

然的願望。

1.藉實驗、觀察方法、培養學生對物理科學之研究興趣。

2.歐發學生運用思考方法、自行理解各種原理，並養成正確之基本觀

念。

3.使學生了解自然界發生之現象及其演進。

4.使學生了解人類利用自然及克服自然之科學知識。

1.指導學生用觀察及實驗方法，獲得他學基本知識，進而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使其隨時闊地發生自動學習的濃厚興趣。

2.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發掘與他學有關的問題，並運用科學方法

謀求解決，以培養其思考能力及科學態度。

3.輔導學生設計簡易化學實驗及所需簡單器材，以培養其製作能力，

發揮其創造能力。

4.介紹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人造化學物品，以引起學生改善環境征服自

然的願望。

61 年 1.輔導學生瞭解科學方法，培養研習物理之技能與興趣。

國民中學課程標 2.奠定物理學之自學基礎，針對學生性向，因材施教，以發揮其潛能。

準(物理) 3.培養科學之態度及活用物理知識科學方法之習慣以應用於學生日常

生活及事務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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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年 1.培養學生的科學興趣及正確的科學態度，以適應現代的生活環境。

國民中學課程標 2.藉觀察及實驗養成學生運用科學方法的能力，以應用於日常事務之

準(理他及地球 處理。

科學) 3.使學生了解理他及地球科學的重要基本概念，以善盡國民之義務。

72 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選修科目﹒理

f七)

83 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理他)

92 年

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自然與生活

科技續域)

1.增進學生科學知能，培養科學興趣，以養成具有科學素養的國民。

2.使學生明瞭學習理他的目的，在認識物質和能量的世界，改善人類

的生活。

3.輔導學生學習理他的基本知識，熟練科學方法，培養科學態度，以

應用於日常生活，並做為繼續自然科學的基礎。

1.繼續國民小學自然課程，增進學生對物質和能量世界的瞭解，以建

立理化基本知識與概念，養成其有科學素養的國民。

2.藉由生活化的實驗活動，培養學生科學興趣，熟練實驗方法，養成

科學態度，以增進解決問題，適應變遁的能力。

3.經由對日常生活現象與問題的探討，以體認自然的奧妙，認識科技

發展對人類生活和環境影響，養成獨立思考，探求真理的習慣，培

育尊重別人、愛護環境問題，敬積極樂觀的態度。

1.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於當前和未

來的生活。

3.培養愛護環境、珍情資源及尊重生命的態度。

4.培養與人溝通衰遠、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5.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激發開展潛能。

6.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衰 2 為我國國中科學課程改革之趨勢

彙整情形，配合邱美虹和劉俊庚 (2011 )

對於我國科學教育發展情形予以探討和比

較。以科學教育蓬勃發展期和穩定發展期

為例，民國 57 年，教育部訂定 12 年「長

期科學教育發展計畫 J '即針對國中課程

標準與教材、敦法與成績考查辦法等，加

以實驗研究與評量，作為繼續改進之參考

(教育部， 1984) ，而此計畫亦影響我國

科學課程修訂工作，如民國63 年即擬定國

中自然科學課程包括:自然科學I (理他)

和自然科學 II (生物和地球科學) ，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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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統整的方式來編訂課程。此外，民國 68

年「教育部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正式成

立，負責推動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與改進

中學科學課程(邱美虹和劉俊庚， 2011) ,

民國 72 年，教育部委託師大針對國民中學

自然科學及數學實驗課程進行檢討與改

進。換吉之，我國科學課程透過實驗研究

進行檢討，並以嚴謹的態度來進行課程之

修訂與教科書編輯工作，如此將使我國科

學課程更趨完善，也為我國科學教育發展

奠定穗固的基礎。



科學教育月刊 2012 ， 4 月， 347 期， 2-20 Science Education Monthly No. 347, 2-20, April, 2012

民國43年-56年 ﹒教育目標關注民族精神，增加學生

科學教育萌芽期 反共抗俄的意識，並以注重生活教

育，培養健全國民為目標。

﹒減輕學生課業負擒，減少教材份量

與時數。

表2 、我國圈中科學課程改革的趨勢

年代階段 課程改革重點

民國初年~民國 ﹒課程受美國杜威教育思潮影響，強

42年 調生活經驗的統整。

科學教育混沌期 ﹒科學救國的影響，課程強調與基本

國策和戰亂建國目標相符合。

民國57- 67年

科學教育蓬勃發

展期

民國68- 89年

穩定發展期

民國90-100年

教育改革後的科

學教育與挑戰

﹒課程內容配合現代教育潮流和國家

經濟建設需要，培養基層建設的人

才。

﹒課程受到英美等各國最新教材的影

響，強調培養科學態度與方法。

﹒針對學生個別差異擴大選修科目範

圍，俾奠定學生學習專業技能或繼

續升學之準備。

﹒重視學生科學興趣、科學態度與基

本知識，以培養具有科學素養的國

民。

﹒課程以塑造具有未來意識和環球意

識為最高目標，著重於科學發展對

人類與環境的影響。

﹒教材內容強調與生活經驗相結合。

﹒課程改革以符合社會各界對於教育

改革的期許。

﹒受科學一技術一社會 (STS) 課程影

響，強調生活議題的統整課程，並

以自然與生活科技為核心，統整不

同學科內容。

﹒以培養學生基本能力為目標，強調

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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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大事記

﹒民國元年(1911年) :頒布

《普通教育暫行辦法> '並

公布新學制。

﹒民國11年:公布新學制(王戌

新學制) ，採行6-3-3-4學制。

.民國 18年:頒行《中學課程

暫行標準}

﹒民國43年 r 發展科學年」。

﹒民國43年 7月:教育部成立

「科學教育委員會」

.民國45年:薑灣省國民學校

教師研習會(板橋教師研習

中心)成立。

﹒民國46年:前蘇聯發射史潑

尼克( Sputnik) 人造衛星。

﹒民國56年 r 科學發展指導

委員會」成立。

﹒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義

務教育。

﹒民國57年:教育部訂定12年

「長期科學教育發展計畫」。

.民國65年: r 科學教育月刊」

創刊。

﹒國68年9月:教育部成立「科

學教育指導委員會」。

﹒民國69年:教育部訂定「國

中科學教育中程計畫」。

﹒民國70年:教育部訂定「加

強國中科學教育計畫」。

﹒民 72 年:教育部委託師大針

對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及數學

實驗課程進行檢討與改進。

.民 81 年:國民中學自然科學及

數學課程教材敦法研究計畫。

﹒民國91年:第一次全國科學

教育會議。



參、我國歷年園中科學課程科目與

名稱之演變

根據各年鑑及歷年課程綱要，作者整

理出我國歷年國中科學課程科目與名稱演

變情形，如表 3 所示。從清末科學課程即

屬於教學的一部分，說明清末學制對於科

學教育的重視(曲鐵草和李娟， 2010)

隨時間演變，課程時數僅有些微的變忱。

過去課程主要為分科形式，一年級科目為

生物或博物，二、三年級則為物理和他學，

或物理與他學合併為「理f七」。整體而吉，

從民國 72 年加入地球科學科目，使我國國

中科學課程架構更顯完備。民國90 年，九

年一貫課程將過去生物、物理、他學和地

球科學等名稱取消，統稱為「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但實施結果顯示，雖然強調

課程統整，仍難有統整的形式與合科的教

學形態。

此外，我國國中科學課程亦強調需符

合個別差異，增加選修課程，從民國72

年開始，我國二年級除升學採用之理他課

程外，增加「實用物理」和「實用t學」

等選修科目，民國74 年則將上述課程延續

至第三學年開始實施，以適應不同學生的

興趣與需求，並且各校可依其資源發展不

同的特色，均可看出我國科學課程革命性

的改變。

肆、我國園中科學課程改革之特點

與反思

綜觀我國課程改革，每次修訂皆有其

時代意涵，如民國40 至 50 年間，課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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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百年國中科學課程發展回顧與展望

訂以加強民族精神和培養科學人才為目

標。我國課程修訂不僅涉及教材內容與教

學方式的改變，還涉及師資培育、訓練等

措施的配合，以及評量方式的改變，換言

之，我國採取系統他方式進行課程改革與

修訂。回顧我國國中科學課程發展與變

革，除具備許多特點外，仍有許多反思之

處。

一、科學課程目標的轉變

綜觀我國國中科學課程的演變，民

初，我國科學課程變革著重於科目與時數

的調整，民國 37 年政府遷畫，科學課程目

標以培養科技人才，強調國家生存與物理

他學之關條，藉以達到富國強兵與建國之

目的。隨著科學發展與轉變，慢慢地了解

到科學對於自然環境的影響，八0年代的

課程目標也轉變成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與

環境教育，以及尊重別人和團隊合作。我

國教育改革已進行多年，但最大問題仍在

升學考試的壓力，教師與學生深受考試之

影響，如何透過課程修訂達到「全民科學

素養」之目標，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二、課程修訂呼應時代背景與時代

變遷

課程修訂均隱含時代背景、社會變遭

(李坤票， 2010) ，而且是國家政策的實

踐與運作(張淑芳， 1993) 。我國歷年課

程修訂均配合國家政策、社會變遷，以及

學科知識的內容加以改進，如九一八事件

興起科學救國的想法，教育部即參考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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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國歷年國民中學科學課程科目與每週節數表彙整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年份

光緒 28 年 物理(2) 、他學(2) 、博物(2) 物理 (2) 、化學(2) 、博化學(3) 、博物(2)註 1

物 (2)

光緒 29 年 博物(2) 博物(2) 博物(2)註 2

宣統元年 博物(1) 博物(1) 理化(2)註 3

(文科)

宣統元年 博物(6) 博物(6) 理他(8)註 4

(實科)

民國元年 博物(3) 博物(3) 物理化學 (4)註 5

民國 11 年 自然科(1 6 學分)

民國 18 年 自然科(1 5 學分)

民國 21 年 植物(2) 、動物(2) 他學(上)(4) 、化學物理(上 )(4)、物理

(下 )(3) (下 )(3)

民國 25 年 植物(2) 、動物(2) 物理(3) 化學(3)

民國 29 年 博物(4) 化學(3) 物理(3)

民國 37 年 博物(3) 理他(4) 理他(4)

民國 41 年 博物(3) 理他(4) 理1c(4)

民國 44 年 博物(3) 理他(3) 理化(3)

民國 51 年 博物(3) 理他(3~4) 理化(3~4)

民國 57 年 自然科學(生物)(3) 自然科學(1七學)(2) 自然科學({七學)(2)

自然科學(物理)(2) 自然科學(物理)(2)

民國 61 年 自然科學(生物)(3) 自然科學(1七學)(2) 自然科學(1C學)(2)

自然科學(物理)(2) 自然科學(物理)(2)

民國 72 年 自然科學(生物)(3) 自然科學(理化)(甲 )(4) 自然科學(理化)(甲 )(4)

自然科學(地球科

學)(乙 )(2)

民國 74 年 生物(3) 理他(4) 理1c(4)或「實用物理」

(2)和「實用化學 J (2)
合併

地球科學(2)

民國 83 年註6 生物(3) 理他(4) 理 1c(2)+(2)(選修)

理1c選修(1-2) 地球科學(1)

民國 90 年 自然與生活科技(15%) 自然與生活科技(15%) 自然與生活科技(15%)

(生物和生活科技) (理他和生活科技) (理t和生活科技)

民國 97 年 自然與生活科技(15%) 自然與生活科技(15%) 自然與生活科技(15%)

(生物和生活科技) (理t和生活科技) (理他和生活科技)

註 1 :第四學年:化學(3)和博物(2) 。

註 2: 第四學年:博物(2)和理化(4) ;第五學年:理化(4) 。

吉主 3 :第四學年:理化(2) ;第五學年:理化(2) 。

誰 4: 第四學年:理化(8) ;第五學年:理化(8) 。

吉主 5 :第四學年:理化(4) 。

註 6: 時間由每節 50 分鐘改為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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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課程標準意見研究修訂，增加科學課程

的教學時數，民國 29 年，教育部為適應戰

時需要修正課程標準，或是民國 57 年，為

奠定國家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充實戰亂

建國之力量，教育部訂頒《國民中學暫行

課程標準) ，課程仍未脫離國家與社會情

境脈絡。此外，我國課程亦隨著教育思潮

與研究的革新，課程目標不斷的修訂，更

奠定我國科學課程發展的基礎。

三、課程實驗與科學教育研究影響

課程修訂與落實

從歷年課程修訂來看，我國課程實驗

研究計畫與科學教育研究也影響課程修訂

之工作，從民國 37 年教育部指定學校從事

課程綱要實施的研究，民國 63 年教育部辦

理「國中數學、自然科學課程實驗研究 J '

以及八0年代認知心理學、建構主義，和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研究結果融入課程發

展中。換言之，我國均以嚴謹的態度來面

對科學課程發展與變革，而且科學教育研

究對於課程發展與影響亦已逐漸浮現，但

仍缺乏對國內特定年齡有系統化的資料庫

提供學生的認知發展基礎，所以評量結果

無法反映學生的能力，亦難有立竿見影效

果。教育單位除針對課程實施辦理實驗研

究外，宜試圖將科學教育研究結果落實，

減少研究成果與教學實務間之落差，讓更

多教師與教科書編寫者了解科學教育研究

成果，並辦理各種工作坊將成果落實於課

程上，如此將使課程更為完備，增進教師

的教學能力，亦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我國百年圈中科學課程發展回顧與展望

四、課程參考世界各國課程加以比

較與研究

為使我國課程能適應世界教育潮

流，修訂過程均參考各國課程概念結構和

教育目標加以研究，提供課程修訂之參考

資料。如民國 57 年即參考與研究英美各國

新教材，作為編輯新教材之依據;民國 63

年， r 國民中學科學課程實驗研究委員會」

針對世界各國科學課程資料進行分析，擬

訂科學教育目標與架構，訂定新的科學課

程綱要。換言之，我國科學課程透過參考

世界各國課程，除可增添新的科學知識與

內容外，亦使課程符合世界教育潮流。

五、課程經過實驗研究、試教和檢

討等歷程

回顧文獻，我國課程修訂經過長時間的

實驗研究、試敦和檢討後，再行公布實施，

如課程發展之「板橋模式」 7 ，即透過「設

計實驗課程綱要」、「編製實驗教材」、「試

教」和「完成實驗課程」等步驟，而讓課程

更為完善(陳琮仁， 2004) ，或是如民國

77 年，教育部辦理教學評鑑'藉以檢討課

「程實施之情形。換吉之，我國歷年課程發展

均有其嚴謹性。但九年一貫課程為符合多元

化教育，教科書大幅開放，新課程未能經歷

上述之程序，即匆促上路，試問如何提供教

師與學生良好的課程與教材?此外，亦未針

對課程實施評鑑，如何了解課程實施的情

形，而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與各項能力指

標之間如何區分等議題，皆是需要透過課程

實施與檢討等研究再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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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在統整與分料之間擺盪

我國科學課程從文實不分科，再分他

為物理、他學、生物等課程，有許多分合

過程 g ，至九年一貫又再結合為「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課程如鐘擺般來回擺盪，

其其體展現於統整合科教學或分科教學

上，究竟是依大概念的教學模式，或是依

學科單元知識進行教學更適合學生的學

習?雖然九年一貫新課程強調統整，但因

科學教師無法配合等因素，使課程空有統

整之名，而無統整之實，究竟課程採取分

科或統整，師資培育制度是否能配合，亦

是課程改革時需同時面對的問題。

提升全民科學素養已是近年來受到

重視的議題，課程標準或綱要均提及科學

方法等能力的培養，但我國重視升學主義

使其教學過程中受到忽略，導致我國學生

於國際性評比表現不佳，或是不喜歡科學

(林煥祥， 2008) 。雖然國科會近年來致

力於改善我國大眾科學教育(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2008) ，提升全民科學教育

水準(教育部， 2003) .但如何提升全民

和學生科學素養仍是我國科學教育未來努

力的方向之一。

伍、我國圈中科學課程發展未來展

望

科學教育的成敗關條國民科學素

養，以及國家發展所需科學技術人才的培

養與提升。八0年代之後，科學與科技發

展所引發的汙染性問題，更使人類了解人

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重要性，人們對科學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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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也產生轉變，當然這些問題與價值觀

的改變亦反映至課程發展與目標。現今教

學已不再是重視學生記誦知識內容，學生

宜擁有積極的價值觀與態度，批判性思考

與創造能力，並學習如何建立人與人關條

和尊重他人等，而此改革方向已得到世界

各國的高度評價和認同，換吉之，提升全

民科學素養已成為科學教育改革的主流與

趨勢。

為了解我國科學課程改革首重回顧

過去的發展情形，檢視課程施行問題，方

能規劃與展望未來更好的課程。根據文獻

回顧，本文作者對於我國科學課程改革有

幾點建議:

一、課程實施宜有充分準備

課程實施強調循序與連貫，近來我國

科學課程改革步調似乎過於燥進，如九年

一貫課程從民國 89 年頒布暫行綱要，隔年

即開始實施，時間過於倉卒。從歷史經驗

來看，課程修訂與實施宜以更為穩定的步

伐來改進，課程修訂若過於頻繁，教科書

將重編，對於學生學習亦將產生困難。此

外，課程實施需有充分的時間準備，課程

綱要經修訂完成，不宜立即公布與實施，

宜有 2-4 年的準備與試教時間，以求更為

周詳。

二、課程應具體落實於生活情境中

課程綱要應能展現科學教育的目

標，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eD) 的國

際科學素養計畫 (PISA) 測驗中，強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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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識如何運用於實際生活中，九年一貫

課程目標強調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教

育部， 2003) ，教師是課程的執行者，教

師如何讓學生所學的科學概念落實於生活

情境，歐發學習興趣，除課程綱要具體列

出外，宜明確說明如何落實於教學，使教

師能更有效地掌握課程綱要內容，並由學

生關切的問題做切人，以學生為學習活動

的主體，讓學生能運用生活上的題材來學

習科學。

三、建立我國科學課程評鑑指標

課程評鑑是課程發展與實施的過程

中，有效推行課程相當重要的一環，因此

課程實施後，應同時規劃課程評鑑與檢測

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如民國57 學年至 60

學年教育部針對課程從事實驗研究，或民

國 77 年辦理教學評鑑，檢討課程實施之情

形，但九年一貫新課程的實施，希望能培

養學生的科學素養，那如何達成全民科學

素養，以及各階段學生應具備哪些知識與

技能等議題，皆有待研究結果來確定。此

外，學生學習銜接的問題，實施過程所衍

生的問題，如何發展適性的評量檢測工具

等，均是新課程實施需要同時面對的問

題。因此，本文認為宜建立課程評鑑指標，

針對課程目標進行長期追蹤與檢討課程實

施的情形，如此教育單位才能了解新課程

的適切性與優劣，並提供下次課程修訂時

之參考。

四、落實科學教師終身學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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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百年圈中科學課程發展回顧與展望

科學教師須真情終身學習的理念，面

對新世紀課程改革，教師需具備改變的觀

點與能力，教育單位宜把握課程改革的契

機，加強科學教師在職進修，建立教師專

業成長的制度，使其具惜課程與教材設計

的能力，方能隨時配合與適應新課程的實

施。此外，師資培育的內涵亦需改變，藉

以符合未來教學之準備。我國歷年課程改

革或科學教育計劃中，均提及科學師資培

育與在職訓練，教育單位亦朝提升教師素

質的方向努力，顯示我國對於師資培育之

重視。

課程改革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回

顧過去，甚多問題早已浮現，然而我們面

對這些問題仍舊是束手無策，我們如何從

課程發展的歷史脈絡去省思我國科學教育

的問題?本文著重於我國百年國中科學課

程發展與變革進行探討，未來亦將針對國

小科學課程做探討，藉以提供我國中小學

課程發展更為完整的面貌。這些結果除了

解百年來我國科學教育發展的脈絡外，更

壁畫我國未來科學教育發展之方向。過去

對於科學課程發展與變革缺乏全面性的探

討，時值建國百年，展望我國科學課程之

未來走向，不僅深具意義，更透過文獻回

顧檢視課程發展之歷程。

附註

註1.宣統元年，中學仿德國制度，分文實

兩科，實科主修為外國語、算學、博

物和理他等(教育部， 1948 ; 1996 ;

蔡鐵權和陳麗草，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