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

投資健康

價值永續—

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

劉潔心 主編
黃松元 陳政友 高翠霞 劉貴雲 王懋雯 余坤煌 紀雪雲
蘇富美 葛

虹 陳成文 高松景 龍芝寧 黃蕙欣 蕭雅娟

巫偉鈴 康銘媚 劉潔心 合著
本書經雙向匿名審查通過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總序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內容主要涵蓋臺灣從民國 57
年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至民國 100 年的國語文、數學、社會、
自然科學、英文、健康教育、體育、視覺藝術、及音樂等九大領域之
課程及教科書發展重要歷程。本系列叢書參與撰寫、諮詢或審查的學
者專家超過百人，將從 2018 年起，陸續出版。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自 1968 年到 2011 年，配合當時國內外
政治、社會的發展趨勢和需要，及教學學習研究的發展，國民小學課
程標準/綱要曾進行 6 次修訂；國民中學有 8 次修訂；高級中學有 6
次修訂。在這麼多次的修訂及教科書發展中，課程及教科書的研發者
及編者一方面參考國外主要國家的課程和教科書，及應用最新的教學
學習研究成果，一方面進行包括適合學生程度的用字、詞語、組織方
式、及應用本地化題材等的研究發展，以提升學習成效。這些學者專
家也隨著課程的演進而成長，形成有機的發展體系，實踐課程及教科
書是發展出來的理念。因此，國內學者專家從實際參與研究發展中，
對課程及教科書的發展趨勢，與國外學者亦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心
得及創見。
文獻中雖然有一些與臺灣中小學教育發展史有關的期刊論文或書
籍，惟主題主要是探討特定區間年代，或者以宏觀、摘述性的探討教
育政策變化；缺乏以共通的跨領域議題、長時間軸、詳細的探討中小
學各領域課程的發展歷程。因此，本中心於2014年邀請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周淑卿教授共同討論規劃，於2015年中開始撰寫，過程中也遇到
一些未預期到的問題，但在團隊共同努力下，順利的克服。團隊各領
域召集人為國語文羅宗濤教授及董金裕教授、數學鄭章華助理研究
員、小學社會周淑卿教授、中學社會陳國川教授、自然科學林慶隆研

究員、英文曹逢甫教授、健康教育劉潔心教授、體育林玫君教授、視
覺藝術趙惠玲教授，及音樂賴美鈴教授。跨領域探討的重點包含：各
時期的社會背景、該領域的教育政策與目標，該領域在各時期的名稱、
時數演變，該領域的學術理論、課程內容與教學（評量）方法，及該
領域的師資養成。
本系列叢書能順利的完成編撰，感謝共同規劃者周淑卿教授、各
領域召集人及其諮詢和撰寫團隊人員、各領域兩位匿名審查專家、及
本中心彭佳宣及徐蔚芳小姐。相信本系列叢書的出版，除了豐富課程、
教科書發展的文獻，厚植國家教育及學術基礎知識，並可學習經驗，
鑑往知來，作為未來臺灣中小學教育課程發展，各領域研究與規劃時
的指引及參考。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研究員兼任主任
林慶隆

主編序
《臺灣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內容主要涵蓋臺灣從民國 57
年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至民國 100 年健康教育科目之課程及
教科書發展與演變的重要歷程。本書參與撰寫的學者專家共計 17 名，
經歷長達 3 年的討論、撰寫、修正，終於在 2018 年出版。
健康教育（Health Education）是一門強調預防疾病及促進人類
健康，並提升個人生活品質的科目。這個將公共衛生思維與行為科學
一併融入學習歷程的科目，不僅重視個人健康行為的產生與實踐，更
強調消弭健康不平等，以促進社會大眾及各場域的整體健康。臺灣自
民國 57 年九年義務教育迄今，大約 50 年的時間，隨著政治、社會的
進步及教育改革思潮的影響，健康教育教科書於這 50 年間，其編輯
的重點，亦從統編版時期（民國 57 年-民國 78 年）著重「生物科學」
疾病預防的知識，到民國 82 年課程標準正式實施，逐步開始有教科
書審定制後，課程內涵多元化，教科書編輯內容更融入「心理學」
、
「社
會學」及「行為科學」的健康行為取向之大單元活動設計，後至民國
89 年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公布，健康教育課程改以培養「學生健康
生活型態」之能力，並走向強調提昇生活技能與健康素養的倡議能力，
以及在生活中落實的實踐能力。
本書作者群嘗試詳實呈現，這近 50 年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變化
及發展的歷程，從社會背景至公共衛生的演進，到教育政策、課程標
準的演變，以及教科書開放審定，臺灣學校衛生工作及健康促進學校
的全面推動，與師資培育的困境到教育改革風潮，均一一加以審視、
反思，並將前人的努力忠實呈現，盼望借過去歷史的寶貴經驗，對未
來健康教育課程的發展有所助益。

本書之出版除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的統
籌與作者群的辛勤撰寫外，並感謝彭佳宣小姐協助諸多庶務工作。期
許本書的出版，對臺灣健康教育課程的未來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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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緒論
陳政友‧黃松元

2 投資健康 價值永續—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

本章共分為三節，包括第一節健康教育歷史淵源與演變、第二節健康
教育課程名稱的更迭及第三節 本書內容簡介。分述如下：

第一節

健康教育歷史淵源與演變

「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一詞，係由美國兒童健康組織於 1919
年首次使用，我國於民國 18 年（1929）引入，稱為「健康教育（或衛生教
育）」。「健康教育」顧名思義就是在學校的場域利用教育的方法，將促
進健康的知能教給學生，讓他們能培養出健康的態度，進而建立個人與社
會所需的健康行為，成為一個具有「健康素養」的人，來增進自己的健康。
1792 年德國首先在學校開設衛生課程；而後美國於 1837 年亦在學校開
設衛生課程。我國則在光緒 24 年（1899）京師大學堂之中學課程中有「衛
生學」，可惜在光緒 28 年（1903）欽定學堂章程規定之中學課程將「衛生
學」取消，內容併入到「修身」及「體操」中。1911 年民國成立，根據民
國 12 年（1923）「新學制小學課程標準綱要」之規定：初等小學的社會科
目中應包括「衛生」的內容，而高等小學則設置「衛生」課程；另「新學
制中學課程標準綱要」規定：初中設置「衛生」課程（4 學分），這是「健
康教育」在我國國民教育中首次被列為正式科目。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民
國 17 年（1928）全國統一，同年 2 月政府頒訂「小學暫行條例」規定初等
小學與高等小學都須教授「衛生」；民國 18 年（1929）「中學暫行條例」
規定初中設置「生理衛生」課程（4 學分）。更值得一提的是，民國 18 年
（1929）教育部協同衛生部組織「學校衛生委員會」，頒布「學校衛生實
施方案」，自此之後學校健康教育正式列入我國教育系統中。民國 21 年
（1932） 「中學課程標準」規定高中設置「衛生」課程，不過民國 25 年
（1936） 「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取消了「衛生」課程。
民國 38 年（1949）國民政府遷臺，在民國 41 年（1952 年）「國民學
校課程標準」中還未設置健康教育課程；而「中學課程標準」則在初中二
年級設「生理及衛生」課程（每週 2 節）。民國 57 年（1968）臺灣正式實
施九年國民教育，「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規定，國民小學設置「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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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一至六年級），課程實施方式包括：健康指導、健康教學及
健康活動。一至六年級每日晨間進行健康指導；四至六年級進行健康教學
（每週 1 節）。另「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亦規定，將原來初中之「生
理及衛生」課程改名為「健康教育」（一、二年級，每週 1 節）。民國 91
年（2004）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規定，高級中學設置「健康與
護理」課程（一、二年級每學年 2 學分，共計 4 學分）；民國 97 年（2008）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正式頒訂，「健康與護理」改為選修課程（一、
二年級中必選修 2 學分）。從此，我國從國小至高中，都有了「健康教育」
的獨立課程。

第二節

健康教育課程名稱的更迭

我國政府在民國 11 年（1922 年）公佈六、三、三、四學制，自此之後
為順應社會變遷和時代需要，多次頒布和修訂各級學校課程標準。茲將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個階段的健康教育課程名稱演變的過程敘述如下：

一、小學階段
民國 12 年（1923）根據「新學制小學課程標準綱要」之規定，高等小
學設置「衛生」課程；民國 17 年（1928）根據「小學暫行條例」之規定，
初等小學與高等小學皆設置了「衛生」課程；民國 18 年（1929）「小學課
程暫行標準」取消了健康教育課程，相關內容被併入「社會」。
民國21年（1932）根據「小學課程標準」之規定，初等小學與高等小
學又恢復了「衛生」課程的設置；但民國25年（1936）「小學課程標準」
又取消了健康教育課程的設置。其後，雖然先後在民國31年（1942）「小
學課程修訂標準」、民國37年（1948）「小學課程第二次修訂標準」、民
國41年（1952）「國民學校課程標準」、民國51年（1962）「國民學校課
程標準」等四次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中皆未恢復健康教育課程的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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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7 年（1968）臺灣正式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國民小學暫行課程
標準」規定，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設置「健康教育」課程；民國 64 年（1975）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正式頒訂，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設置「健康教育」
課程。民國 82 年（1993）「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將健康教育和生活與倫理
合併為「道德與健康」，一至三年級合科授課，每週 2 節；四至六年級分
別授課，每週各 1 節。
民國 89 年（2000）「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頒布，國民
小學於民國 90 年（2001）率先實施。根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
綱要」規定，國民教育課程共分七大教學領域，其中「健康與體育領域」
中的「健康教育」由一至六年級每週授課 1 節。民國 92 年（2003）「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正式頒訂，「健康與體育領域」易名為「健康
與體育學習領域」，其中「健康教育」仍由一至六年級每週授課 1 節。民
國 97 年（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修訂，「健康與體育學
習領域」中的「健康教育」授課方式仍維持不變。

二、初中階段
民國 12 年（1923）根據「新學制中學課程標準綱要」之規定，初中設
置「衛生」課程（4 學分）；民國 18 年（1929）根據「中學暫行課程綱要」
之規定，初中設置「生理衛生」課程（4 學分）；民國 21 年（1932）根據
「中學課程標準」之規定，初中一至三年級設置「衛生」課程（每週 1 節）；
但民國 25 年（1936）根據「中學課程標準」該課程又易名為「生理衛生」，
且只在一年級授課，每週 1 節。至民國 29 年（1940）根據「中學課程標準」
又更改課程名稱為「生理及衛生」，並改在二年級授課，每週 3 節。其後，
根據民國 37 年（1948）「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41 年（1952）「中學課
程標準」、民國 44 年（1955）「修訂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表」、民國 51
年（1962）「中學課程標準」等四次課程修訂，該課程名稱及授課年級皆
未改變，但授課節數改為每週 2 節。
民國 57 年（1968）臺灣正式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國民中學暫行課程
標準」規定，國民中學一、二年級設置「健康教育」課程，每週 1 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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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61 年（1972）「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正式頒訂，將「健康教育」課程改
設置在國中一年級，每週 2 節；其後，民國 72 年（1983）「國民中學課程
標準」及民國 83 年（1994）「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兩次修訂，「健康教
育」課程都維持在國中一年級上課，每週 2 節。
民國 89 年（2000）「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公布，國民
中學於民國 91 年（2002）實施。根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規定，國民教育課程共分七大教學領域，其中「健康與體育領域」中的「健
康教育」由七至九年級每週授課 1 節。民國 92 年（2003）「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正式頒訂，「健康與體育領域」易名為「健康與體育學
習領域」，其中「健康教育」仍由七至九年級每週授課 1 節。民國 97 年
（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修訂，「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中的「健康教育」授課方式仍維持不變。

三、高中階段
民國 21 年（1932）根據「中學課程標準」之規定，高中首次設置「衛
生」課程，民國 25 年（1936）「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基於各科教學時數
略予減少的原則下，「衛生」課程被取消。爾後，在民國 29 年（1940）、
民國 37 年（1948）、民國 41 年（1952）、民國 44 年（1955）、民國 51
年（1962）、民國 53 年（1964）、民國 60 年（1971）、民國 72 年（1983）
及民國 84 年（1995），歷經了九次的課程改革，皆未再有正式健康教育課
程的設置。這期間與健康有關的學習，只有依附在基於抗日戰爭之需或反
共抗俄國策下的「軍訓訓練」或「看護」、「軍訓及護理」課程中，健康
相關的學習內涵從早期戰時的傷患照護，到民國 80 年（1991）後，為因應
社會變遷所調整的三大學習主題：「健康生活與疾病預防」、「簡易急救
法」及「健康家庭」，三學年課程中共計 80 節，雖然在內容上已有所擴充，
但仍只是部分的健康學習內涵而已，且學習的對象也只限於女生。至於開
放男生修習健康的內容，是在社會各界一致要求消除課程性別差異的氛圍
下，直到民國 89 年（2000）對入學的新生才有新規定，亦即各校男生可經
學校軍訓主管核定後選修護理課程，但每學期不得超過 4 小時，三學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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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總時數不得超過 12 小時，可抵軍訓課程時數。綜上所述，可窺知長久以
來對健康學習的漠視，相對也剝奪了高中階段學生的健康教育的學習機
會。
民國 93 年（2004）「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公布，設置「健康
與護理」為必修課程，規定於一、二年級每學年 2 學分，共計 4 學分。爾
後，基於「減少非升學必修科目學分數，但於選修科目中予以彈性、適度
保障」的理念下，民國 97 年（2008）「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正式頒訂，
「健康與護理」與資訊科技概論、家政與生活科技共同列為生活領域，改
為一或二年級的選修課程，二學年中必選修 2 學分。另外，還有「健康與
休閒」等八類選修課程至少要選修 12 學分。
透過九十多年來健康教育課程演變的回顧，可窺知民國 57 年（1968）、
民國 89 年（2000）及民國 93 年（2004），是我國從國小、國中到高中三
個階段在健康教育課程發展上的重要轉捩點。在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九年
一貫課程兩次重大的教育政策變革中，儘管健康教育的課程名稱有變動，
但健康內涵的系統性學習由國小至國中已有近五十年的時間；高中階段雖
然遲至近十多年才有開設健康與護理課程的規劃，且受限於新一波課綱調
整必修授課時數的減少，但在教育現場能開設具預防性、健康促進意涵的
健康課程，由國小一年級至高中一或二年級，讓學生約有十年的學習時間，
對應健康意識抬頭，健康產業、健康管理產業、健康資訊產業成為全球性
的消費經濟活動之時，仍具有其劃時代的意義。

第三節

本書內容簡介

本書共分八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是介紹我國健康教育的歷史淵源
與演變，並談到從小學到高中健康教育課程名稱的更迭。第二章為健康教
育發展的社會背景與教育政策演變，主要是介紹臺灣社會背景的演變，從
公共衛生的典範轉移談到健康公民意識的崛起；進而由教育制度、課程與
教學、師資培育、教育改革等方面來談臺灣教育政策的演變。第三章為健
康教育課程發展之理論與研究，主要是介紹健康教育課程發展之相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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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概念，從個人層次有關的「健康信念模式」、「理性行動論」、「計畫行為
論」及「跨理論模式」等：人際層次有關的「社會認知理論－自我效能」、
及「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壓力」、「調適和健康行為」等：組織層次有關的
「健康傳播與創新傳播」及「社會行銷」等：到多層面層次有關的
「PRECEDE-PROCEED Model」與「社會生態模式」
，並且說明批判理論、
健康生活技能、健康素養等概念在健康教學之應用，以及介紹上述理論與
概念在健康教育相關研究上的趨勢。第四章為小學階段健康教育課程、教
材及教科書之演變、第五章為中學階段健康教育課程、教材及教科書之演
變，這兩章主要是介紹國民政府遷臺後迄今，臺灣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在
健康教育課程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教材內容、科目與學習領域、課程
實施等的演變。第六章為小學階段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方法的演變、第七
章為中學階段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方法的演變，這兩章主要是介紹臺灣從
小學、初中到高中在健康教育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的發展與特色。第八章
為結論，主要是針對前面各章中，有關臺灣九年一貫國民教育課程發展、
綱要重點及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中「健康與體育」領綱研修的特色做了整
體、簡要的總結，使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對我國自小學至高中的健康教育
課程之發展得到全盤與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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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發展的社會背景與教育
政策演變
余坤煌‧蘇富美‧紀雪雲‧陳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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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Education 在臺灣有兩種用語：一者是「健康教育」，專指在學
校系統所開設的課程名稱與相關活動；再者用於公共衛生領域，「衛生教
育」泛指各項衛生與醫療的教育推廣工作，同時代表一個專業的發展領域，
如培養健康教育師資與公共衛生教育人才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衛生教育
學系（2007 年改稱「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由此名稱的運用，便
可理解衛生教育，橫跨公共衛生與教育的特殊專業屬性，學校健康教育課
程更是受到歷年來公共衛生和教育兩大領域理念與政策方向遷移的影響。
公共衛生和教育都是反映社會多元現象與事件的公共事務領域，兼具
反映社會變遷、問題解決、人本假設與價值，以及塑造未來社會的任務。
本章節嘗試從公共衛生和教育兩大領域的發展與相關政策，探討學校健康
教育課程與活動作為一個專業載體，如何承接與因應。第一節社會背景的
演變：探討國際與臺灣社會變遷下，衛生政策與醫療發展對健康教育課程
的影響；第二節臺灣教育政策的變遷與影響；第三節小結：綜合公共衛生
與教育當前政策，反思健康教育課程在回應社會發展與變動的廣度與深
度。

第一節

社會背景的演變

社會變遷是否會影響健康教育課程體制以及教學內容、內涵的改變
呢？早在民國四十八年政府就在師範教育體系內成立衛生教育系，負責專
業人才的培養與專業成長，讓這個系統的課程能適時反映社會需求、呼應
健康主義潮流，又能與世界衛生組織引領的國際趨勢接軌是決定性因素。
同時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成長，公共衛生發展落實、國人教育和所得增加、
壽命延長，也是讓健康的重要性在社會認知裡維持不綴，健康的學習一直
在教育體制內保持其正當性的原因。因此，本節嘗試從健康與風險角度看
臺灣的社會變遷，藉由公共衛生典範轉移與社會變遷調查研究的段點，檢
視在學校場域所發生的健康教育相關理念與重要政策，據此側寫對健康教
育課程實踐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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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的質與量：從公共衛生的典範轉移談起
活在這個世代的中老年人，大概沒有人不感受到社會、環境的快速變
化，尤其是目前正活躍在社會各個領域、行業，掌握政經資源的戰後嬰兒
潮世代更是感同身受。一方面，在成長歲月中面對到社會進步帶來的各種
便利與福祉，如 3C 等電氣化產品、各種快捷高速道路建設、醫療設施、全
民健保等；另一方面，看到居住環境與生活形態改變所帶來的傳染病與慢
性疾病、環境污染、極端氣候等隱憂；同時，在臺灣或已開發國家裡，這
個世代也因為其人數優勢，讓社會的人口比重朝陀螺型傾斜。高齡化加上
少子化實在是太快的轉變，因為臺灣在民國六、七〇年代公共衛生教育的
重點之一是家庭計劃，「兩個恰恰好，一個不算少」這個熟悉的口號言猶
在耳，現在已經翻轉到各種鼓勵生育政策出籠，不婚不育的社會新現實來
得太急，讓我們仍依賴人口福利的生產經濟不得不轉型，影響所及教育改
革更是勢在必行，「一個都不能少」這個當前十二年國教的重要精神理念，
正好與既往「一個不算少」的口號成為鮮明對比。
社會進步，當然會反映在國人的健康素質上，國人的壽命延長是最具
體地證明，代表嬰幼兒死亡率降低，乾淨的水與空氣，足夠的食物與營養，
還有疫苗注射、傳染疾病的控制，醫療技術發展等都是關鍵的促成因素。
這正反映傳統公共衛生典範的作為所帶來的影響。江東亮（2016）指出，
公共衛生是一門以實現健康人權為目標，運用社會組織力量，從事預防疾
病、延長壽命，及增進健康的科學與藝術。但是隨著時代變遷，公共衛生
的思想與策略也歷經明顯改變。根據他的劃分法，分成三個階段：（1）發
現細菌、了解病媒等傳染病致病過程與防治的傳統階段（1850～）；（2）
超越醫療，開始注重健康行為與個人責任，以健康促進運動啟動社會革命
的新公共衛生階段（1970～）；以及（3）關心生活條件，要消除健康不平
等的社會決定因素階段（2000～）。正好可以對照邱亞文、黃靜宜、李明
亮等（2008）在「WHO 六十週年的回顧與展望：兼論臺灣人民的健康衛生
權」文中所分的三個階段：（1）初期挑戰（1948～1971 年）傳染病防治與
環境衛生改善；（2）中期宣示：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197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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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近期重點—配合 UN 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2000 年～）。
相對於 1970 和 2000 年這兩個時間段點，臺灣地區的公共衛生工作重
點與成就是否與國際走向同步呢！從行政院衛生署（現衛生福利部）編撰
的「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伍）發現幾乎完全一致：在第五篇「回
顧與展望」裡，將臺灣的衛生事業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建立期（1947～1970）、
擴張期（1971～1985）、整合期（1986～1994）、及全民健保期（1995～）。
以 1970 年為界，「建立期」屬於典型傳統的公共衛生典範階段，全世界當
時都在面對傳染病防治與環境衛生改善的挑戰；接著「擴張期」、「整合
期」到「全民健保期」，我們從事醫療品質的改革、社區健康營造的推動
等與全民健保的推動，在三十年內實現 WHO 所宣稱的「全民健康」，落實
「新公共衛生典範」的理念；此後經歷九二一大地震對緊急醫療的衝擊，
SARS 及 H1N1 所造成的全球化防疫系統的改革，三聚氰胺、塑化劑之食品
安全爭議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以及所衍生的組織變革（邱文達，2004），
十多年來自然環境、社會政經人文面貌變化大、衛生系統快速變動，開始
進入必須檢視生活條件，考量「社會決定因素」的新典範時期。
健康教育課程因應這三個階段的轉變是很明顯的，具體的改變段點則
受到教育改革影響約有一二十年的差距，以教科書編輯為例，內容方面從
傳統典範期著重生物醫學疾病預防的知識方面（課程標準階段，統編版時
期，1968～1999）；新公共衛生時期著重融入心理、社會面的行為取向（九
年一貫時期能力指標階段，大單元課程活動設計，2000～2017）；到目前
強化增能、批判取向，期待提升個人或團體對影響健康因素的意識，以及
個人或團體的行動力（十二年國教時期，健康素養與生活技能納入評量，
預期 2018～）。
雖然健康教育課程內容在一九八〇、九〇年代即因應專業發展，國際
潮流，即使還在統編版時期，已經開始採取行為取向，著重行為理論與生
活形態的課程內涵。然而囿於課程標準，以及當年健康教育列為升學聯考
科目之一，教學內容依舊受限於生物醫學導向，而教學法也難以跳脫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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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育與健康說服策略。九年一貫以後，課程標準改為能力指標，教科書
開放民間版本，「健康教育」與「體育」合併為「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除了脫離學科範圍與升學壓力，教科書的面貌也有很大的轉變，擺脫統編
版以專業知識體系為主的樣貌後，新版教科書以學生為主體出發，以大單
元課程活動設計的形式貼近學生生活經驗，比較能夠實踐以學生為本位，
以生活實踐為主的教學目的。教學策略也因此更多元化，運用觀察記錄、
學習檔案等教學法幫助學生檢視自己的生活，透過價值澄清的討論與行為
改變計劃促進健康行為的養成。
當課程與教科書不再受限于課程標準以後，還有一個明顯的優點，教
育部公佈的能力指標雖然彈性有限，但是各個專業領域可以調整補充說明
以因應社會需求與快速的社會變遷，民間版本的教科書更容許每年或每兩
年調整教科書內容，一方面更新數據、資訊與理念，另一方面呼應教學現
場的需求，務求更貼近學生生活和社會現況。所以千禧年以降的社會重大
事件，如食安問題、SARS 等新興傳染病，以及與健康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新
興議題如健康體位、基改食物，以及極端氣候等，除了在教學現場由教師
專業自主融入教學以外，還可以迅速的反映在教科書相關章節，或提供給
教師參考的指導手冊裡。
這些密集出現社會重大事件與新興議題其實也帶出一些社會變遷上的
新現象與反思的關注點：健康是眾人的事還是個人的事嗎？生活形態調整
了，疾病就會遠離？我們面對的是個人疾病的健康風險值，還是具有整體
性、時代性的風險社會？

二、從健康主義到風險社會：健康公民意識的崛起
二十世紀中後期，歐美社會興起一股消費熱潮，年輕、健康的身體形
象超越傳統服飾成為社會上新的自我認同標誌，如前加州州長阿諾的銀幕
英雄形象的興起。因此，重力訓練、健身、健康食品等各種以健康為名的
產品或服務，成為市場經濟的主流之一。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這股強
調身體形塑的健康主義消費趨勢，更成為跨世代的全球化商機。根據維基
百科：健康主義是近年來歐美創出的新名詞。表示各種關於衛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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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療的意識形態建構。這個名詞最早見於政治經濟學者 Robert Crawford
（1980）發表的論文：「健康主義與日常生活的醫療化」（Healthism & the
Medical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該文描述美國自 1970 年代以來的政治意
識形態如何將健康與疾病的問題歸因給個人，生活形態的觀點固然指出慢
性病不同於傳染病的影響因素，正好也提供理由讓政府轉移部分衛生醫療
的公權主張與財政負擔，由個人行為去自我承擔責任與花費。健康市場化、
健康消費化，完全呼應了社會醫療化的趨勢。Petr Skrabanek（1994）的著
作「人道醫療之死與強迫式健康主義之興起」（The Death of Humane
Medicine and the Rise of Coercive Healthism） 中 專 文 探 討 健 康 主 義 。
Skrabanek 負面解讀「健康主義」
，認為是中上階級強迫性的健康時尚風潮，
過於消費與市場化的結果，導致注重健康形象勝於健康的本質，同時造成
健康不平等的更大社會差距。然而，21 世紀開始的興起的健康促進運動，
將健康主義視為一種自我充權（self-empowering）的正面現象，而非強迫式
的。西方主流社會中所流行的預防醫學形式：瑜珈、靜坐、體適能與飲食
療法，以及與對生活形態改變的重視，都是明顯的例子。尤其當許多國家
的人口結構開始高齡化以後，追求健康的生命品質就開始超越形象化的風
潮而已，然而要落實健康生活需要有對應的生活和環境條件。
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啟動的「健康促進」、「全民健康」（Health for All）
概念，從「場域」的健康促進出發，強調個人或團體要在花最多時間生活
的地方開始創造健康，因此，除了個人的健康促進以外，「健康促進學
校」、「健康職場」、「健康醫院」、「健康社區」，乃致於「健康城市」，
都在說明有個超越個人的公共氛圍，從政策、服務、資源到物質環境系
統，都會影響生活其中的個人與群體。所以，這個時期的公共衛生與醫療
體系是如何在對應的呢？在臺灣，我們幾乎完全跟上歐美社會的遞變，所
以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換一個角度從社會學的觀點會看到什麼不同的全
民健康生活面貌呢？
陳美霞（2011）在臺灣社會研究期刊上發表「臺灣公共衛生體系市場化
與醫療化的歷史發展分析」專文，從臺灣光復後討論到 2000 年進入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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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學看這五十多年來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第一階段的分析與傳統公
共衛生典範的理念是一致的：1950 到 1970 年代，以「基層預防性公共衛生
建設優於醫療建設」為政策最高指導方針的公衛體系，成功防治橫行臺灣
的霍亂、痢疾、瘧疾、日本腦炎、肺結核、小兒麻痺等大多數傳染病。
第二階段 1970 年代以後，所謂新公共衛生典範時期，陳美霞（2011）
認為政府「預防性公共衛生建設優於醫療建設」的政策有了大逆轉，造成
公共衛生廢功。決策者從 1980 年代開始將更多資源投注到醫療部門、將公
共衛生體系推向醫療化，同時醫療部門也接著快速商品化、市場化與私有
化（見圖 2-1）。主導公共衛生體系的「市場個人主義」哲學思維在公共衛
生體系的呈現包括（1）將健康與疾病問題歸咎於個人責任；（2）將健康
問題醫療化；及（3）將醫療商品化及市場化。醫療商品化與市場化的結果，
病人是客戶，醫療產業照顧病人的福利固然重要，但必須顧全盈利。於是
醫療產業推陳出新各種新療法、新藥、新科技等醫療商品，「醫療化」的
洗腦工程亦不遑多讓，媒體、藥商，與其他醫療利益團體結合，將人類生、
老、死、情緒等正常的生命過程醫療化，並藉機提供大量的醫療商品。
當政府預算投注于預防保健的比率不及衛生總體預算的 10%，相對的
醫療開支愈來愈沈重，讓全民健保的經費負擔好像黑洞一樣，雖然享譽全
世界，但崩盤之說從不間斷。「醫療應該是貴重且特殊的、具有高風險性。
但健保制度卻徹底翻轉了民眾對醫療的認知，讓大家都誤以為是便宜、方
便、快速的，像麥當勞的得來速。」醫療界甚至有人認為：「健保不倒，
臺灣醫療不會好！？」（黃伯翰，2015）真的是民眾濫用醫療資源與健保
服務嗎？還是國人被制度化教育成過度依賴醫療，未能培養足夠的預防保
健和自我照護的健康素養（Health Literacy），以及批判探究醫療與公共政
策的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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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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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4

︶
1986-1990

︶
199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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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如老人養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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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發展基金﹂獎勵民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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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醫院開始民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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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醫院病床數及醫療人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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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總統蔣經國參觀林口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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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O

化
化、地方化、行政法人
四化：去任務化、委外

﹁臺灣錢淹腳目﹂
民間剩餘資金大增，

︵ 1987
︶
李登輝初任總統

、裁員
政府組織改造：瘦身

新自由主義、鬆綁、私有化政策

企業集團階級開始壯大
政府鼓勵投資誘因下，

資料來源：陳美霞（201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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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體系開始醫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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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中同時指出，市場個人主義哲學思維，不僅深深影響我國公共衛
生政策，使得公衛體系將健康與疾病的問題個人責任化、醫療化，這樣的
思維也深入臺灣社會大眾。2002 年，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曾以相關科系學
生為主要研究對象，調查（1）他們及親友生過什麼病？（2）他們認為生
這些病的原因是什麼？（3）如何處理？（4）由誰處理？對第 2 個問題，
在 120 名被調查的學生中，除了僅六名提及環境因素，其餘均歸咎於個人
責任︰遺傳、生活習慣不良（飲食不正常、吸菸、喝酒、嚼檳榔、少運動、
作息不正常、清潔衛生不良）等。而對第 3 及第 4 題的回答，則全數以吃
藥或找醫療機構解決，有約三分之二的學生也加上「改變不良生活習慣」
為預防模式，但沒有任何人期待公共衛生體系預防部門能扮演維護他們健
康的角色。陳美霞（2011）認為由上述小型研究顯現，基於市場個人主義
的思維而將健康問題個人責任化及醫療化的取向，不僅主導我國公共衛生
體系的規劃與工作推展，也深深影響社會大眾與健康相關的態度與行為。
健康社會學家們質疑這樣的思維模式，除了把疾病問題過度簡單化，並不
能真正解決疾病本身之外，反而擴大醫療市場，助長醫療消費鏈的過度膨
脹。
將健康與疾病的問題個人責任化、醫療化的現象，也反應在「健康教
育」課程的能力指標與教科書內容。因為從健康教育課程的立場，學習如
何在既有體制下生活、生存是教育的「規範」功能之一。當公共衛生主管
機關以「健康是個人的責任」為依歸時，教育體系難免同樣擁抱這種個人
主義觀點，尤其當臺灣當前的教學現場，普遍不鼓勵學生走出校園，面對
及討論社會議題時，健康教育的教學目標強調增加自我管理的效能，正好
務實地符合「市場個人主義」的思維。
挑戰市場個人主義思維的其實不是社會學家們，發生在 2003 年的 SARS
事件，才是引發這一連串反省批判的原因，因為新興傳染病帶回超越個人
風險值的國際與社會集體恐慌（陳美霞，2003a、2003b）。進入二十一世
紀後，社會學家能夠提供健康面向的討論，除了政治經濟以外，新興傳染
病與大自然的反撲成了新的、所有人都無法逃避的風險議題。從民國 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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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開始推動「臺灣社會
變遷基本調查」，是由社會科學界研究人員規劃執行。在基本調查研究的
設計上，以間隔五年為原則從事貫時性之調查，當時的調查重點就包含教
育、醫療和公共衛生等。然而在民國 101 年（2012）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
主題：「風險社會」，在第六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2013）裡說明：
「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面向進行討論：第一，食品衛生；如基因改造產品、
食品添加物帶來對醫療、健康、生態的直接變革衝擊；第二，傳染病。環
境污染、傳染疾病如禽流感、SARS、狂牛症等造成全球「環境荷爾蒙」
（POPs）流通與迅速擴散；第三，災難。全球劇烈氣候變遷也造成世界各
地逾越既有科學評估尺度的災難，而造成對人們生命與財產重大的威脅與
風險。由於各種全球或在地的食品、疾病傳染或災難威脅經常為突發或連
續性的事件，且鑲嵌在其社會脈絡與事件衝突發展過程中，因此，無論是
單次的事件或經年累月不斷累積的爭議威脅，都需要建構長期的風險感知
（risk perception）資料庫來進行追蹤調查。」
風險社會、風險感知可能是新名詞，然而促成風險的事件也許有世代
經驗的差異，對我們卻一點也不陌生，因為類似的事件依舊層出不窮。臺
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在他主編的《臺灣風險十堂課：
食安、科技與環境》這本書的序裡有完整的簡要陳述（周桂田，2015）：

我們驀然驚覺，我們早已生活在具有高度無法預見、不可逆衝擊下的
風險社會中。

猶記得民國69年（1980）初，臺灣社會爆發出鎘米

事件震驚全國，含鎘的工業廢水滲透至我國農業土地後，對於農民、
民眾都造成難以撫平的創傷；其後，1980年代末，我國再次因為含有
大量重金屬的工業廢水恣意排放，造成養殖牡蠣逐漸生長成為怪誕的
綠色牡蠣；接著，1990年代臺灣美國無線電公司恣意使用、不當管理
有機溶劑而造成我國當地土壤與地下水的污染（RCA 事件）
，使得受
雇女工們長期暴露在高風險的致癌環境中，造成許多家庭難以撫慰的
悲痛；不僅僅於此，民國94年（2005）時我國爆發出戴奧辛含量過高
的毒鴨蛋事件，再次重創我國鴨農；不到十年間，在民國100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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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更是因為強烈地震引發海嘯，福島核電廠的機組被大規模地摧毀，
全球性的核災瞬間蔓延，鄰近日本的我國不免遭受一定程度的波及；
同年兩個月後，我國猛然地爆發食品任意添加塑化劑、起雲劑等工業
用品至少十年以上，並且，更是連帶爆發出我國醬油、市售粉圓等其
他食品皆具有不當的工業化學品摻雜；接續在民國102年（2013）
、民
國103年（2014）後，我國再度爆發出橄欖油混加銅葉綠素、飼料油
摻雜餿水油精鍊為食用油等大油品公司，從中以獲得巨額暴利事件，
而這些不僅僅對於人體造成罹患各種癌症、不孕症的風險提高，更是
重創我國國際形象；民國103年（2014）7月31日夜間，高雄地區的石
化管線與下水道的錯綜複雜，終究導致不幸的氣爆事件，致使災區宛
如戰場般的殘破；而迄今，我們甚而開始需要檢驗室外空氣品質的良
窳、PM2.5濃度高低來讓我們下一代的孩童是否能夠出外一窺藍天之
美。
他的結語發人深省：「風險文明，已經從技術，逐步擴大侵蝕到我們
日常生活的食安、行動與經濟，更逾越了人們道德的忍受度。」「風險」
的相對概念是「安全」，顧忠華（2015）認為臺灣除了高科技和環境、食
安風險令大眾感到不安全之外，民國 104 年（2015）就添增了不少交通（如
墜機）、化學意外（如八仙樂園粉塵爆炸）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影響人
心甚鉅，顯示臺灣的集體風險意識有待加強。風險社會專家（周桂田，
2015）認為建構轉型社會的治理創新元素是：公民參與、制度信任、國家
信任與社會信任。這四個元素的基礎應該是公民參與，正好呼應九年一貫
和十二年國教的基本素養理念：社會參與，以及當前健康教育課程裡期待
激發行動力的課程理念與教學目標。
如何超越目前專業、政策與社會主流思維，期待下一代有能力多元思
考、思辨與批判個人和集體的健康議題與政策？理論上，這正是九年一貫
教改的超越各個專業領域期待培養的十大基本能力之一。但是這項使命關
乎師資與專業培養的內涵，以及現實教學現場的氛圍。教改前後，臺灣師
大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劉貴雲和蘇富美二名教師擔任該系「教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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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約十年期間，曾以動態讀書會的形式，邀請選課學生分組閱讀專書
如：「創造疾病的人」、「上癮五百年」、「一座小行星的飲食方式」等
多元視角俱有批判性的書籍，在報告時則強調從健康教學者的課程意識出
發，進行思辨與提問。然而更有系統地培養社會、經濟、公共政策等面向
的探究與思辨能力，則超越單一課程的教學範圍，端看專業訓練的整體思
維與課程規劃。

第二節

教育政策的演變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9 條之規定，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為︰教育制
度之規劃設計；對地方教育事務之適法監督；執行全國性教育事務，並協
調或協助各地方教育之發展；中央教育經費之分配與補助；設立並監督國
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統計、評鑑與政策研究；促進教育事務之國
際交流；依憲法規定對教育事業、教育工作者、少數民族及弱勢群體之教
育事項，提供獎勵、扶助或促其發展。前項列舉以外之教育事項，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其權限歸屬地方（教育部，2013）。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學校衛生教育的內容非常繁雜，諸如健康教學、
健康服務工作、疾病預防、環境衛生等。除健康教育的教學外，保健服務
工作更有晨間檢查、身高體重測量、缺點矯治、預防注射等事項，環境衛
生工作更包括校園清潔工作、教室通風與光線等工作。但健康教育課程、
教學與評量的發展隨著國家教育政策的更迭而調整，本節從臺灣光復後的
教育政策演變（包括教育制度與教育改革、課程教學與師資培育等）之發
展脈絡，藉以探悉教育政策演變對學校衛生政策、學校健康教育教學與活
動發展的影響。

一、從建立教育制度到教育改革行動
民國前 16 年（1895），臺灣總督府於臺北市芝山岩設置第一所西式教
育場所，也是臺灣第一所小學（今臺北市士林國小），民國前 15 年（1896）
設置國語傳習所，設置更多義務小學；民國前 13 年（1898）國語傳習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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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至公學校，民國 30 年（1941）再改為國民學校；至民國 32 年（1943），
全臺灣小學共 1099 所，小學生 932525 人，臺灣人民的義務教育普及率為
71%，全亞洲只低於日本，已達先進國家之列（維基百科，2017）。
中等教育方面，為普及教育需要的大量師資，採公費制的師範學校制
度，重要的有臺北師範學校與臺南師範學校等；除師範教育外，經濟考量
的職業學校也是當時中等教育重點，包含農工商漁都廣設職業學校，而普
通教育的中學校，於民國 4 年（1915）成立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今臺中
一中），第一所臺灣人就讀的學校方始成立；而民國 12 年（1923）設立臺
中師範學校，民國 20 年（1931）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立，民國 29 年（1940）
屏東新竹、師範學校成立，民國 32 年（1943）臺中農林專門學校獨立，也
陸續升格為高等學院（維基百科，2017）。
民國 12 年（1923），教育部咨各省區施行「學校系統改革案」，並公
布「特別市教育局規程」、「縣教育局規程」，各縣廢勸學所，改設教育
局（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民國 34 年（1945）臺灣光復，民國 35 年（1946）起實施國民教育，
由於當時政局尚未穩定，人民生活困頓，教育設施與相關資源缺乏。民國
38 年（1949），中央政府從大陸轉到臺灣，師範教育政策在支援國家當時
的社會基礎建設，國民政府力圖建設臺灣基地，以完成「整體作戰要求」
（王作榮，1991）。民國 38 年（1949）後，國民教育的學校制度承襲民國
33 年（1944）訂頒的「國民教育法」之規定，學齡兒童 6 歲至 12 歲應接受
六年之國民基本教育（陳伯璋，1991）。民國 39 年（1950）教育部頒佈「勘
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全國的教育以勘亂建國為中心，明示加強三民主
義教育、推進敵後教育工作、準備收復與教育重建等項，依照戡亂建國之
需要統一編印教科書，加強三民主義教育與反共教育（教育部，1957）。
此時的教育模式為「革命教育」，將學校視為政府機關來管制，成為政府
在臺灣最有效的控制層面（齊偉先，2012）。
民國 51 年（1962），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決議，強調「在一般知
識技能教育之外，著重從生活實踐中，培養國民具備發揚民族文化及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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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之知能與修養，並注意國民優良品德之培養」（教育部，1974）。
民國 68 年（1979）頒布之「國民教育法」與民國 69 年（1980）之「國民
教育會議」，也是以民族精神教育與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陳伯璋，1991）。
民國 57 年（1968）
，政府有感於教育是國家建設與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開始實施義務、免費、免試的九年國民教育，將國民中學階段與國民小學
教育聯貫。初期以增班設校、師資訓練及提高兒童就學率為發展重點，之
後又陸續推行各種國民教育發展計畫，充實各校軟硬體建設，落實九年國
教，以達教育普及與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騰邑文化編輯部，2013）。「九
年國民教育」的實施，使國民教育更為普及，不僅鄉鄉均有國民中小學，
數量更達二千七百多所，國中小學生的就學率更是大為提升，國民小學畢
業生升學率也提高至 31.99%（陳伯璋，1991）。
民國 57 年（1968）政府公佈「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條例第八條
說明「國民教育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為中
心。國民中學繼續國民小學之基礎，兼顧就業及升學之需要，除文化陶冶
之基本科目外，並加強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民國 60 年（1971）教育部
頒布「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及「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臺灣國家主導的教
育制度進入了實質運作的階段。民國 68 年（1979）5 月公布「國民教育法」，
廢止「國民學校法」與「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確定了九年國教的法
律地位。直到民國 76 年（1987）解嚴前，雖然許多制度條例上的修訂，但
國家意識主導的模式及基調並沒有本質性的轉變（薛化元，1995）。
政府為落實九年國教、強化各學校軟硬體建設，並達到教育普及與教
育機會均等的目標，陸續推行各項國民教育發展計畫，包括「九年國教第
一、二期三年計畫」、「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五、六年計畫」、「發展與
改進國民教育第二期計畫」、「教育優先區計畫」等，對相對弱勢地區學
校給予積極性差別待遇的資源輔助，逐步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理想（教育部，
2016a）
。鑑於九年國民教育已對全民知識水準和生活品質的提升收到成效，
中等教育的需求增加。
教育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一樣，隨著人類追求完美生活的理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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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演進，教育改革更是教育不斷追求進步的歷程。80 年代後校園民主化
興起，人民自主意識醞釀了社會運動的能量，教育改革也成為社會運動的
重要議題。民國 76 年（1987）臺灣解除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在政治體制
的轉型下，社會風氣隨著民主開放，社會各界紛紛提出改革訴求；民國 83
年（1994）「四一〇教改聯盟」發起的民間教育改革運動，提出「廣設高
中大學、落實小班小校、制定教育基本法、推動教育現代化」四大訴求（吳
武典，1995），受到政府的重視與各界的關注，成立了「教育改革審議委
員會」推動相關教育改革措施，引領臺灣教育邁入改革風潮。教育改革審
議委員會遂於民國 85 年（1996）12 月完成「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以
教育鬆綁、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的維護、教育專業自主權的維護為
基本理念，並以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
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針。
教育部「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執行重點中有關國民教育的部分包括（行
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1996）：
（一）健全國民教育：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小班制教學示
範計畫，協助教師自編教材，運用多元評量方法，並將資訊融入各科教學；
革新課程與教材，推動實施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辦理補救教學，針對國
中學習適應困難以及生活適應不佳的學生，利用寒假及第二學期開設潛能
開發教育計畫。
（二）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建立多元師資培育制度，完成
「師資培育法」之修正；健全師資培育機構組織與功能，辦理一般大學教
育學程評鑑，協助師範校院轉型；落實實習制度及功能，補助各師資培育
機構推動教育實習輔導計畫，補助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教育實習輔導
訪視；建立教師終身進修制度，擴展教師在職進修管道，鼓勵各縣市成立
或增設教師進修中心，並規劃成立區域教師進修中心，協助各師資培育機
構設置中小學各領域及各學科電腦網站，提供教師網路進修及經驗交流管
道。
（三）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建立教學、訓導、輔導整合的輔導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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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激勵一般教師全面參與輔導工作，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融合輔導理念、
採人性化照顧學生，彈性調整學生訓輔行政組織運作；加強輔導國民中小
學中途輟學學生，整合內政、法務、教育、原住民族委員會等屬單位及民
間輔導資源，建構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網路；發展多元型態中途學校；
建立訓導工作諮詢服務網路，結合社區資源，協助辦理學生輔導工作，研
訂學校教師輔導工作手冊，辦理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義工及家長研習活
動。
民國 87 年（1998），教育部為落實「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之建議，
擬訂了「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實施 12 項工作計畫，包含：健全國民教育、
普及幼稚教育、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化與精
緻化、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推動終身教育及資訊網路教育、推展家庭
教育、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強化原住民學生教育、暢通升學管道、建
立學生輔導新體制、充實教育經費與加強教育研究（教育部，2016b）。
民國 88 年（1999）「教育基本法」公布施行，規定人民是教育的主體，
教育權由中央下放至地方，國民教育得視社會發展延長年限，保障弱勢族
群受教權，鼓勵私人興學，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此為一切教育法
規的根本大法，對整體教育有極為深遠的影響（教育部，2016a）。
民國 99 年（2010）召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檢討教育改革，以凝聚
教育政策方向。教育部依據全國教育會議大會結論暨建議擬訂並公布「中
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以新世紀、新教育、新承諾三大願景與精緻、創新、
公義、永續四大目標，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幼托整合、健全教育體
制與厚植教育資源、精緻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促進高等教育轉型與發展、
培育知識經濟人才培育與創新教育產業、發展多元現代公民素養、推展全
民運動與健康促進、尊重多元文化及關懷弱勢與特殊教育族群權益、拓展
兩岸及國際教育與海外僑教、深化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等十大發展策略，
擘劃 10 年（100-110 年）之長期教育發展藍圖（教育部，2016b）。
民國 102 年（2013）
「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發布，作為 10 年（103-115
年）人才培育藍圖，希望達成培養優秀敬業的教師、縮短學用的落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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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生的國際競爭力、倍增學生未來的生產力等四大目標，實現培育多元
優質人才，共創幸福繁榮社會之願景，並分國民基本教育（K-12）、技職
職業教育、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等三大主軸，擬訂 16 項推動
策略與 39 項行動方案（教育部，2016a）。
教育改革原本只是一種教育手段，教改行動卻把手段變成了目的，導
致教育改革被神聖化了，形成了為教改而教改的迷失，而教育的本質與目
標反而被忽視了。過去的教育改革並沒有真正掌握到教改問題的核心，也
欠缺貼近教育本質與目標的敏感度，更缺乏對於國內教育生態的真正理解。
所以主事者經常以政治的手段，動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嘗試解決教育的問
題，這樣的思維方式正是戕害教育精神的關鍵因素！因為教育上與人為善、
潛移默化的本質被忽略了，所以在教改的過程中，在一道道令人眼花撩亂
的教改方案中，開啟學生的想像力、培養學生的創造力、鼓舞學生積極向
上的教育目的，不斷地異化變質（周祝瑛，2003）。

二、從充實課程教學到師資培育多元
教育的成敗攸關國家未來的發展，為滿足複雜多變的新時代社會之需
求，教育必須不斷的調整與改革。課程標準做為國家教育推動的政策文本，
其修訂代表著每一時期國家對教育的期待與思維，同時，也是選擇教材和
實施教學的準繩，引導教育實踐的方向，影響既深且鉅。

（一）課程標準的修訂
課程改革的對象便是教學科目的調整，例如新增教學科目、合併教學
科目、切割教學科目或刪除教學科目的作為，當然也會著眼於這些教學科
目的順序及學分數或時數的安排。教學科目的目標、內容、活動、評鑑等
安排或設計，也可能成為改革的項目。相關教材的編輯、設計、製作，更
是具體的課程改革項目，一向被視為課程改革的重要環節（黃政傑，1999）。
就課程的名稱、修訂與實施的時間而言，課程標準與國家社會的政治、經
濟密切關聯，修訂的過程也常因當局的決議而成立臨時組織來進行，因此
新舊課程的銜接與教育政策的貫徹，自然受到極大的影響。

第二章 健康教育發展的社會背景與教育政策演變 29

在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的修正與改變上，教育部為達成國民小學教育之
基本任務，以適應時代需要，自民國 48 年（1959），開始進行國民小學課
程標準修訂，於民國 50 年（1961）頒布實施，此次修訂的特色包括：課程
編制改為六年一貫制、注重生活教育以發展完整人格、加強各科教學目標
並充實教學實施要點、加強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與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之銜接、
規定課程統整原則已獲得完整經驗。
民國 57 年（1968），根據「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辦理九年義務教
育，於民國 56 年修訂完成「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國民中學暫行課
程標準」，並於隔年實施，修訂特點包括：國民中學之課程與國民小學密
切銜接，以符合九年一貫之精神；國民小學加強職業興趣的陶冶，國民中
學增列職業陶冶科目，以配合學生就業準備的需要。
民國 64 年（1975）教育部修訂頒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自 67 學年度
起實施，修訂的特點：貫徹九年國民教育一貫的課程，強調科目的統整與
分化；加強民精神教育、生活教育與科學教育等。民國 72 年（1983）與 74
年（1985）分別再進行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修訂，針對課程方面的問題進
行大幅度的修訂，包括：注重五育均衡發展、課程設計富有彈性、合理調
整科目名稱、各科課程密切聯繫、國民中小學教材前後銜接、調整各科教
材內容與份量等。民國 78 年（1989），鑑於社會變遷迅速，教育需要適切
因應各種客觀事實的需要，教育部成立國民小學課程修訂委員會，並由教
育研究委員會總其成。民國 79 年（1990）年起，國民中學、高級中學之課
程標準亦分別進行修訂。
民國 82 年（1993）頒布之課程標準指出，國民中小學教育以生活教育、
品德教育及民主法治教育為中心，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
之樂觀進取的青少年與健全國民（國立教育資料館，1994）
。民國 85 年（1996）
12 月，教育部依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公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之建議，完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確立七大學習領域
名稱及課程架構，自 90 學年度起，逐步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嗣後頒布「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民國 92 年（2003）頒布各學習領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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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綱要。至此，課程綱要已取代課程標準，國家層級課程之形式與實質產
生了巨大變革。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自民國 18 年（1929）以來，歷經多次修訂，其修訂
年代與特色彙整如表 2-1（教育部，1995a；江湘玲，2000；潘文忠、何希
慧、范信賢，2012）。
表 2-1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年代與特色表

修訂年代

修訂特色

1923 新學制課 1.刊布「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課程包括國語、算術、公
程標準綱要
民、衛生、地理、歷史、自然、公用藝術、形象藝術、體
育、音樂等。
2.初級小學公民、衛生、地理、歷史合成社會科。
1929 小學課程 1.訓令各省、市教育廳局，組織研究會並指定學校研究試
暫行標準
驗，再把研究結果呈報回部。
2.「衛生」科目併入「社會」。
1932 小學課程 1.社會、自然兩科的衛生部分畫出，另訂定衛生科課程標準。
標準
2.社會科中加入公民教材，並修正內容。
3.增加公民訓練標準，做為小學實施訓育的重要依據。
4.初小與高小開設「衛生」。
1936 小學課程 1.取消衛生科併入常識、自然與公民訓練中；低年級的美
標準
術、勞作併為工作科，音樂、體育併為唱遊科；低年級衛
生、社會、自然併為常識科。
2.公民訓練增加新生活規律，並修改實施方法要點。
1942 小學課程 1.公民訓練標準改成訓育標準，並增加衛生訓練標準。
標準
、體育的教學時間。
2.增加團體訓練（包括訓育與衛生訓練）
3.低年級的體育、音樂以及圖畫、勞作仍分科教學，不合併
為唱遊科及工作科。
1948 小學課程 1.恢復公民訓練，將訓育標準與衛生訓練標準合一，並刪除
不易瞭解之規條。
標準
2.第一、二學年的音樂和體育仍合併為「唱歌遊戲」，勞作
和美術仍合併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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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年代

修訂特色

。
1952 國民學校 1.將「小學課程標準」改為「國民學校課程標準」
課程標準
2.國語科教材選擇注重有關激發民族精神、增強反共抗俄意
識、闡揚三民主義的材料。
3.社會科：公民教材參照實際需要，分別歸納成個人、家庭、
學校、社會、國家、世界六單元並酌加充實。
1962 國民學校 1.採行六年一貫制的課程編製，並加強國校與中學課程標準
課程標準
之銜接。
2.重視生活教育，以發展兒童完整的人格，道德教育注重國
民道德之培養。
3.改進各科教學目標並充實教學實施要點。
4.規定課程統整原則，使兒童獲得完整的生活經驗。
1968 國民小學 1.國民中小學課程採取九年一貫之精神，密切銜接。
暫行課程標準 2.國民小學注重加強職業興趣之陶冶，國民中學增列職業陶
冶科目，以配合學生就業準備。
3.「健康教育」設科教學，一至六年級實施，課程實施包括
健康指導、健康教學與健康活動。
1975 國民小學 1.貫徹國民教育課程九年一貫之精神，國小增列輔導活動。
課程標準
2.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及科學教育。
3.每節教學時間分成 20 分鐘與 40 分鐘二種。
1993 國民小學 1.具備未來化、國際化、統整化、生活化、人性化、彈性化
課程標準
六大基本理念。
2.重視修訂過程的民主性、課程架構的統整性、課程標準的
發展性。
2000 國民中小 1.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
學九年一貫課 2.生活應用能力作為課程教學核心。
程暫行綱要
3.學習領域取代學科名稱，統整領域課程並增加六大議題學
習內容。
4.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做為課程發展重點。
資料來源：江湘玲（2000：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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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小學課程標準編修的重點特色與內容，受到國家政治與政策的影
響極大，民國 56 年（1967）以前為九年國民教育前期，實施六年一貫制課
程，民國 57 年（1968）以後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力求國民中小學密切
銜接，民國 82 年（1993）後教科書全面開放，落實多元化課程的推動，民
國 89 年（2000）後則是九年一貫課程，國民教育進入新的紀元時代。歷年
國民小學之科目，如表 2-2。
表 2-2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科目

年代

科目

1929

國語

算術

社會

自然

工作

美術

體育

1932

國語

算術

社會

自然

勞作

美術

音樂 體育

1936

國語

算術

1942

國語

1948

常識

工作

唱遊

社會

自然

勞作

美術

音樂 體育

算術

社會

自然

勞作

美術

音樂 體育

國語

算術

社會

自然

1952

國語

算術

社會

1962

國語

算術

1968

國語

1975

國語

唱遊

工作
勞作

美術

音樂 體育

自然

勞作

美術

音樂 體育

社會

自然

勞作

美術

音樂 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

勞作

美術

音樂 體育

數學

社會

自然

美勞

衛生

唱遊
音樂 體育

健康
教育

團體
活動

健康
教育

團體
活動

道德
與
健康

團體活
動、輔
導活動
、鄉土
教學

唱遊
1993

國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美勞

音樂 體育

生活
2000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與生
活科
技

資料來源：江湘玲（2000：90）。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
體育

綜合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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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自民國 18 年（1929）以來，歷經多次修訂，其修訂
年代與特色彙整如表 2-3。（教育部，1995a；吳青山，2004；黃蕙欣、陳
孟娟、郭鐘隆，2016）。
表 2-3

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年代與特色表
修訂年代

修訂特色

1923 新學制課程標
準綱要

刊布「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
，課程包括：國語、代數、
幾何、三角、英語、歷史、地理、生物（包括動植物）、
物理、化學、黨義、公民、生理衛生、體育、美術、音
樂、童軍、勞作等科目。

1929 中學課程暫行
標準

1.試行學分制，初中修畢 180 學分畢業。

1932 中學課程標準

2.初中設置「生理衛生」科。
1.取消學分制。
2.初中及高中均設「衛生」科。
1.減少每週教學時數，改為一律 31 小時。

1936 中學課程標準

1940 中學課程標準
（第一次修訂）

1948 中學課程標準
（第二次修訂）

2.初中仍設「生理衛生」科，高中之「衛生」科則被取
消。
1.實行分組選修，英語改為選修，合併「動物」
、
「植物」
為「博物」。
2.將初中「生理衛生」一科改為「生理及衛生」。
1.取消分組選修，英語改為必修，合併「物理」
、
「化學」
為「理化」，「圖畫」改為「美術」，「算學」改為「數
學」。
2.初中仍設「生理及衛生」
，於初中二年級實施。

1952 中學課程標準
（第三次修訂）

1.局部修訂公民、國文、歷史、地理等四科課程標準。

1955 中學課程標準
（第四次修訂）

初中仍設「生理及衛生」
。

1962 中學課程標準
（第五次修訂）

2.初中仍設「生理及衛生」
。

1.修訂教學科目、教學時間、教材大綱、課程編制、教
學實驗方法等。
2.初中仍設「生理及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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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年代
1968 國民中學暫行
課程標準

修訂特色
1.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
2.增設「健康教育」、「職業介紹」、「指導活動」三科，
取消「生理及衛生」
，有關教材併入健康教育內實施。
3.「健康教育」於第一學年與第二學年實施，每週各 1
小時。

1972 國民中學課程
標準

1.九年國民教育分為兩個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後
三年為國民中學，其課程編制採九年一貫之精神。
2.改變教學科目名稱，合理調整各科教學時數
3.健康教育於第一學年實施，每週 2 小時

1983 國民中學課程 1.注重五育均衡發展，課程設計富有彈性。
標準（第一次修訂） 2.加強實施公民教育。
3.仍設「健康教育」。
1985 國民中學課程 「健康教育」科目名稱不變。
標準（第二次修訂）
1994 國民中學課程 「健康教育」科目名稱不變。
標準（第三次修訂）
2000 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暫行綱
要

1.學習領域，係指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而非學科的名
稱，依其性質，可分為必修和彈性選修二類，規畫設
計時，應注重課程發展的延續性、學校教育的銜接性
與統整性、並兼顧實施的可行性，而實際實施時，則
應以統整、合科教學為原則。
2.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領域課程小組」
，
於開學前訂定學年實施計畫，並於期末進行相關評鑑。
3.「健康教育」與「體育」課程合併為「健康與體育」
學習領域。

2003 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

1.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
2.生活應用能力作為課程教學核心。
3.學習領域取代學科名稱，統整領域課程並增加六大議
題學習內容。
4.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做為課程發展重點。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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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自民國 18 年（1929）以來，歷經多次修訂，其修訂
年代與特色彙整如表 2-4（李坤崇、林堂馨，2003；教育部，2009）。
表 2-4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年代與特色表

修訂年代
1923 新學制課程標
準綱要

1929 高中課程暫行
標準
1932 中學課程標準

1936 修正中學課程
標準

1940 修訂中學課程
標準
1948 修訂中學課程
標準

1952 局部修正之中
學課程標準

1955 中學教學科目
及時數表

修訂特色
刊布「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
，課程包括：國語、代數、
幾何、三角、英語、歷史、地理、生物（包括動植物）、
物理、化學、黨義、公民、生理衛生、體育、美術、
音樂、勞作、軍訓等科目。
1.試行「學分制」，修畢 150 學分畢業。
2.設置「選修科目」
，自第二學年開始，共計 18 學分。
3.設置「軍事訓練」科目。
1.取消「學分制」。
2.高中之「黨義」科目，一律改為「公民」。
3.增列「衛生」科。
1.減少每週教學時數為 29 至 30 小時。
2.增加職業科目：第三學年得視地方實際需要，設置
「職
業科目」，每週教學時數 4 小時。
3.取消自習時數：自習時數，不列入教學時間內。
4.充實勞作課程：學生可以兼習農藝與工藝，教材內
容，亦重加調整。
1.實行分組選修制。
2.減少教學時數，各學年每週教學總時數一律改為三十
一小時。
1.學生之課外作業，課外運動，以及週會自習等之內容
時數及其實施方法，均分別予以舉述或規定。
2.「訓育規條」列為公民科教材大綱之一部分，以加強
「教訓合一」
。
3.「軍事訓練」取消。
1.公民課程標準，注重「訓練學生做事的方法」，並特
別注重政治教育的實施。
2.各科教材大綱，參酌實際需要，分別予以增刪，並力
求避免高、初中教材之重複，藉以減輕學生之課業負
擔。
1.將公民、公民訓練合為一科，並移列第一、二學年教
學。
2.增列三民主義、軍事訓練之教學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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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年代
1962 中學課程標準

1964 高級中學數學
及自然學科教材大
綱

1971 配合國民中學
首屆畢業生修訂高
級中學課程標準

1983 配合高級中學
法修訂高級中學課
程標準
1995 年因應社會變
遷修訂高級中學課
程標準
2004 配合九年一貫
課程實施修訂高級
中學課程暫行綱要

2008 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綱要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修訂特色
1.增列軍訓課程標準、人文地理課程標準，並將前者列
為高中正式課程。
2.將公民、公民訓練合併，統稱公民，教學內容重視國
民道德。
1.教材著重誘導與啟發學生思考，並注重學生學習心
理。
2.教師手冊及實驗指導，作為教師指導教學及從事實驗
之用。
3.課本、實驗、手冊、儀器、影片五者成為新科學教育
之整體。
1.科目名稱、教材內容、教學方法均力求與國民中學課
程相銜接。
2.加強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教育，如三民主義、國文、
歷史、地理、軍訓等。
3.重視聯課活動與指導活動。
4.選修科目增加彈性：高三選修科目部分未訂課程標
準，
1.揭櫫五育之具體說明，追求均衡發展。
2.加深課程分化、增列 64 種選修科目及選修時數。
3.配合學生能力，編審教材，並注重教材的銜接。
1.將公民、班會、團體活動並列公民教育學科。
2.指導學生選科，代替分組，以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
3.增加學校排課的彈性和自主性，以因應學生分化學習
之需要。
1.從「生活素養」
、
「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三層面
規劃課程。
2.採用學習領域概念，但仍採分科教學。
3.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
4.將軍訓護理改為「健康與護理」併入「健康與體育」
領域。
1.減少必修學分數者於選修科目予以保障。
2.新增加「生命教育」與「生涯規劃」兩個課程
3.將原來四學分的「健康與護理」，縮減為必修兩學分
的「健康與護理」，並規劃兩學分的「健康與護理」
選修課程（健康自我管理、健康情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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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落實民國 93 年（2004）「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達成「立即啟動
理想課程於 98 學年度開始實施」的共識，銜接九年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
領域」理念與能力指標，蒐集 95 高中「健康與護理」實施問題，進行課程
綱要的修訂。高中「健康與護理」課程的修訂，主要是依據全人健康（holistic
health）的健康觀，強調「去疾病化」（不要教導過多的疾病症狀），改採
「健康促進」（改變不健康的行為，養成有益健康的生活型態），進而培
養學生成為具有健康素養（Health Literacy）的人。課綱內容為因應必修授
課時數減半，考量學生的興趣及成長需求，並強調內容的統整性以及與各
科橫向配合（家政、公民與社會、生命教育等三科），將 95 年暫綱的 8 個
主題（生命與老化、性教育、食物與營養、安全與急救、藥物使用與物質
濫用、健康心理、健康促進與健康環境、消費者教育），合併為 6 個主題
（促進健康生活型態、促進安全生活、促進健康消費、促進健康心理、促
進無藥物與無菸生活、促進性健康）。刪除「生命與老化」，合併至「促
進性教育」；刪除食物與營養，合併至「促進健康生活型態」。此外，健
康與護理課程的本質應是一門「生活課程」，其課程目標主要在學生健康
行為的實踐，因而該課程的實施，需要結合家庭及社區等社會支持的力量。

（二）師資培育的多元
民國 21 年（1932）國民政府公布「師範學校法」，規定師範教育由政
府辦理，師範學校脫離中學而單獨設立；師範學校及師範學院採公費制，
不收學費並由政府供給膳宿制服書籍；其畢業生由政府派往指定地點服
務。
臺灣光復初期師資培育制度，為提高師資素質，充實師資來源，原日
據時代總督府臺北、臺中、臺南三所師範學校改為省立臺北、臺中、臺南
師範學校。民國 35 年（1946），教育當局鑑於國校師資需要迫切，乃將臺
中師範學校新竹分校及臺南師範學校屏東分校，分別擴充改為省立新竹與
屏東師範學校（汪知亭，1978）
。新設師範學校部分，則有民國 34 年（1945）
於臺北市設立女子師範學校，民國 37 年（1948）分別成立省立臺東及花蓮
師範學校（教育部，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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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 年（1949）設有八所師範學校，培育國民學校師資，民國 43
年（1954）增設高雄女子師範學校，民國 46 年（1957）再增加嘉義師範學
校；民國 35 年（1946）創設省立師範學院培育中學師資，民國 44 年（1955）
改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民國 56 年（1967）再更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民國 56 年（1967）高雄女子師範學校改制為高雄師範學院；民國 60 年（1971）
臺灣教育學院成立；民國 44 年（1955）起政治大學教育系也加入培育中等
教育師資行列。
民國 43 年（1954）教育部頒布「提高國民學校師資素質實施方案」，
於民國 49 年（1960）起將師範學校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招收三年制與五
年制學生。民國 57 年（1968）因九年國教實施，中學師資需求量遽增，民
國 56 年（1967）教育部指定臺大、政大、成功及中興大學開設教育選修科
目，並規定只要修滿教育科目十六學分以上者，即可擔任中等學校教師。
此外，師大（院）並對擬任國中教師卻未曾修習教育專業科目者，施以職
前訓練（陳奎憙，1998）。
民國 60 年（1971），由於國民中學之校數、班數增加，原有師資人數
不足以應付，教育部為籌備九年國民教育師資，公布了「公立大學及獨立
學院設置教育選修科目試行辦法」，由臺灣大學、中興大學、政治大學與
成功大學四所學校辦理，使一般大學生在經過甄選、訓練後，也可以取得
教師資格。民國 68 年（1979），「師範教育法」公布後，公立大學設有教
育學系與教育學院亦可培養師資。民國 76 年（1987）起，將師範專科學校
改制為師範學院，招收高中畢業學生予以五年的專業訓練。
臺灣師範教育的發展，依據民國 21 年（1932）制定的「師範學校法」、
民國 36 年（1947）修正的「師範學院規程」、民國 38 年（1949）的「大
學法」及其他各相關的法律與行政命令來推動（陳奎憙，1998）。民國 65
年（1976）教育部籌訂「師範教育法」，並於民國 68 年（1979）經立法院
通過，總統公布施行。該法全文 23 條，其要點有：師範教育由政府設立之
師範校院及其他公立教育院系實施之（第 2 條）；師範校院課程應著重民
族精神之涵泳、道德品格之陶冶、專業精神及教學知能之培養（第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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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校院學生免繳學費，並以給予公費為原則（第 15 條）；師範校院公費
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由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實習及服務，在規定服務期
限內，不得從事教育以外之工作或升學（第 16、17 條）；師範校院及教育
院系得招收大學畢業生，施以一年之教育專業訓練（第 5 條）；師範校院
應與教育行政機關合作，輔導該區內之中小學及幼稚園（第 14 條）；加強
教師在職進修活動（第 6、19、20 條）（教育部，1979）。師資培育制度
採一元化模式，依照「師範教育法」由各師範院校負責培養師資，師範生
皆為公費，畢業後由政府分發到各中小學任教。
在民國 70 年代為提昇師資素質，推動民國 71 年（1982）實驗、民國
72 年（1983）於 8 所省立師範專科學校的「能力本位」師範教育，以及民
國 76 年（1987）9 所師範專科學校改制為師範學院，使初等教育師資學歷
提升至大學程度。民國 78 年（1989），高雄師範學院與彰化教育學院分別
改制為高雄師大與彰化師大，民國 80 年（1991），8 所省立師範學院改制
為國立，使師範教育的經費更為充裕，而師資培育素質亦大為提升（陳奎
憙，1998）。
民國 76 年（1987）政治解嚴之後，由於師範校院無法培育職業類科師
資，加以普通大學若干科系畢業生出路未臻理想，也想分享師資培育的權
力，極力爭取開放（黃光雄，1995）。民國 76 年（1987）送立法院審議的
「師範教育法」修訂草案，經過 7 年後，終於在民國 83 年（1994）三讀通
過「師資培育法」，並經總統公布施行。全文共計 20 條，包括四大重點：
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一般大學均可申請設立教育學程，共同參與師資培育
工作；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培育師資以自費為主，公費生則以就讀師資類
科不足之學系或畢業後自願至偏遠地區學校服務學生為原則；教師資格採
檢定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後，均須經過初檢、實習一年、複檢等過程，
始能取得教師資格；師資培育採儲備制--師資培育方式採自費的儲備方式培
育，藉由市場機能調節師資供需（教育部，1994）。
民國 83 年（1994）「師資培育法」公布後，改變過去師範生公費制度，
師資培育改採「儲備制」，以自費為主，且一般大學均可以申請設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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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參與師資培育的工作，確立臺灣師資培育多元化的重要里程。此法
的重要內容有：設置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規定師資培育機構、明定師資
培育職前教育課程、確立半年教育實習課程、設立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等。
相較於民國 83 年（1994）公布施行的「師資培育法」
，民國 83 年（1994）
以前的「師範教育法」係計畫培育、公費補助、政府分發的師資培育制度
（陳奎憙，1998），促使教師能在取得專門知識與技能的訓練歷程中，養
成專業服務與倫理觀念與信念。然此種專業理性化的過程，卻也因我國近
年政治與社會變遷而逐漸被忽視（吳清基、黃嘉莉、張明文，2011）。從
「師範教育法」至「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制度有了極大的改變：從一
元化的師資培育制度到多元化的師資培育制度；從以公費為主的師資培育
到以自費為主的師資培育；從教師的登記制到教師證照制度；從教師派任
及介聘制到教師聘任制；從進修部無設立法源到進修部法制化（卓英豪，
1995）。
因應社會變遷、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時代背景，也反映師資供需
調整的客觀需求，民國 83 年（1994）公布施行「師資培育法」，確立師資
培育多元化的方向，有利於師資培育制度的健全發展；此後師範校院與一
般大學共同擔負中小學師資培育的任務，兩者相輔相成，也作良性競爭，
各方認為師資培育多元開放是必然且正確的方向（陳奎憙，1998）。
民國 84 年（1995）「教師法」公布，將教師權力制度化，確立公教分
途原則、保障教師工作權益、提升教師專業自主、增進學校校園民主，確
立了教師資格取得與教師任用方式，並明定教師的權利和義務、規範教師
解聘、停聘與不續聘之條件等。「教師法」使教師的權益獲得法律的保障，
促進教師專業的有效提升，推動校園民主化。
民國 84 年（1995）教育部發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
紀的教育遠景」，其中第八章師資培育有十項重要措施：建立師資培育多
元制度，因應中小學教育發展；成立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釐訂師資培育
政策；研訂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標準，樹立師資培育專業制度；
發揮師範校院特色，強化教育研究功能；規畫特約實習學校，落實實習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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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制度；建立教師資格檢定制度，確保師資素質；強化教師在職進修制度，
提高教師教學知能；建立在職進修網路，落實教師終身教育的理念；加強
培育特殊類科師資，實現有教無類理想；完成訂定教師法，樹立教師專業
地位（教育部，1995b）。
民國 91 年（2002）再修正公布「師資培育法」，調整修業時間、實習
及教師檢定制度及方式，由形式（書面文件檢覈）轉向實質的資格檢定，
並於民國 94 年（2005）首度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民國 95 年（2006）
發布「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針對「師資培育法」的五大層面訂定 9
項行動方案，以確保優質而專業的師資素質；並於民國 98 年（2009）修正
發布「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自民國 98 年至 101 年（2009～2012），
就教師職涯從師資培育、教師進用、教師專業、教師退撫、獎優汰劣等五
個層面，推動規劃師資養成、教育實習等十大重點；再自民國 101（2012）
年發布「師資培育白皮書」，針對「師資職前培育」、「師資導入輔導」、
「教師專業發展」及「師資培育支持體系」4 大面向，推動 9 項發展策略與
28 個行動方案（教育部，2016c）。

（三）教科用書的開放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
由教育部審定，必要時得編訂之。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由學科及課程專家、
教師及教育行政機構代表組成。教師代表不得少於三分之一；其組織由教
育部定之」，因此，國民小學教科圖書之審定機關為教育部，惟其行政工
作委託臺灣省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辦理（黃志成，1997；藍順德，1999）。
過去的教科書均由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編輯或修訂，開放的構想可增加
一綱多本的特色，減少一元化的單一標準，且藉由市場自由競爭，改善教
科書品質，並以政府審定制度把關。
民國 57 年（1968）國民教育延長為九年，基於精編精印政策，由教育
部授權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供應，實際並無真正審查制度。由於民間要求，
加上教改會也建議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教育部於是宣布教科書採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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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直至 78 及 80 學年度，分別將國中及國小部分科目開放民間編輯，
才正式開啟審選的作業，開放的範圍僅限於藝能科與非聯考科目。
民國 78 年（1989）起開放的國中藝能和活動科目審定版的教科書，是
為回應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建議，並公布「改進高中暨國民中小學教科用
書編輯方式實施要點」，是臺灣教科書重新開放的開端。民國 80 年（1991）
國小藝能和活動科目審定本開放，立法院在民國 83 年（1994）通過「教育
部應於二年內全面開放審定本教科書，審定標準由教育部定之」，隔年教
育部宣布自民國 85 年（1996）教科書逐年開放，85 學年度將國小國語、數
學、社會、自然、道德與健康等一般學科，配合國小新課程的實施，逐年
全面開放由民間編輯；而國中部分，則配合九年一貫課程，自 91 學年度開
始實施；高中教科書自民國 88 年（1999）開始逐年開放。
開 放 之 初 ， 國 立 編 譯 館 仍 為 中 小 學 教 科 書 的 審 查 單 位 ， 民 國 85年
（1996）起由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負責國小教科書審查工作。國立
編譯館編輯國小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生活與倫理及健康教育六個科
目，與其他書商編輯的教科書一起送審（陳清溪，2005）。民國85年（1996）
立法院教育、預算委員會部分委員主張國立編譯館應退出教科書市場，民
國91年（2002）「統編本」正式走入歷史。
教科書開放去除了單一版本教科書情形下的一元化思想，藉由市場競
爭，提升統編本品質，也可以活化學生思考和加強教師專業能力發展，並
開放民間出版社參與教科書市場的自由。國民教育階段教科書之編審約可
分為三個階段（陳明印，2000）：
1. 統編制（國小—民國 57 年至 79 年（1968-1990）；國中—民國 57
年至 77 年（1968-1988））：國民教育階段教科書由教育部委託國立編譯館
負責編輯，所編輯的教科書稱為部編本（教育部編輯）、國編本（國立編
譯館編輯/國家編輯）或統編本（統一編輯）。
2. 統編審定並行制（國小—民國 80 年至 84 年（1991～1995）；國中—
民國 78 年至 90 年（1989～2001））：國小藝能、活動科目自民國 80 年
（1991）起，國中非聯考科目自民國 78 年（1989）起，開放民間編輯並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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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制；其餘學科仍維持統編制。
3. 審定制（國小自民國 85 年（1996）起；國中自民國 91 年（2002）
以後）：國小自 85 學年度入學的一年級起，國中自民國 91 年（2002）起，
逐年全面開放民間編輯，國中小教科書進入全面審定制時代。
教科書開放的範圍，依教育部（1995c）的規定，雖包括編輯、審定、
核價、選用、法令等五項工作，但首重的是審定的業務。教育部自民國 84
年（1995）訂頒第一年審查相關規範後，已分別於民國 85 年（1996）、民
國 86 年（1997）及民國 88 年（1999）連續進行三次的修正（教育部，1995c，
1996，1997，1999）。
有關國民教育階段教科書開放審定時程如表 2-5。（曾濟群，1988；陳
明印，1995、2000；黃嘉雄，2000；歐用生，1995；楊國揚，1995、2011；
藍順德，1999、2003、2010）。
表 2-5
時程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開放審定時程表
開放審定科目

1927

由政府編訂，民間書局負責聯合印行。

1949

頒佈「選定高初級中學三十八學年度教科用書單」，除公民、國文、
歷史和地理外，其他不涉及思想教育領域的科目教科書種類仍相當豐
富，正中、中華、開明、世界、商務等書局仍出版各科教科書。

1953

國語、算術、社會、自然由國立編譯館負責；常識、音樂、美術、生
活與倫理由各書局編印。

1968

九年國教實施，各級學校，不論國小、國中、高中之課程、教法與教
材，悉根據倫理、民主、科學之精神，重新整理，統一編印，由國立
編譯館編印所有教科書。

1988

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確定教科書自由化原則，開放中小學藝能科、
活動科與國高中選修科目為審訂本，其餘為統編本。

1989

開放國中藝能學科及活動科目（非聯考科目）教科書為審定本，開啟
我國教科書開放政策。

1990

開放國小藝能科及活動科、國中職業選修科、高中選修科教科書由民
間編印，國立編譯館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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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開放審定科目

1991

開放國小藝能學科及活動科目教科書為審定本。

1993

修正公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自 85 學年起逐年實施，實施要點
規定，一般學科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編輯，藝能學科及活動科目教科
書由民間編輯送審。

1994

修正公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自 86 學年起逐年實施，實施要點
規定，一般學科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編輯，藝能學科及活動科目教科
書由民間編輯送審。

1995

國民小學教科書配合新課程標準之實施，自 85 學年起全面逐年開放
為審定本。

1996

國民小學各科依八十二年修定公布之課程標準的實施進度，全部逐年
開放為審定制，國編版只是其中一種版本。

1997

開始受理審查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輯之民間版本教科書
1.高中自一年級起逐年開放教科書為審定制。

1999

2.鄉土教學活動科目教科圖書依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規定，由
各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編審。
1.教育部頒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

2000

2001
2002

2003

2.教育部邀集各縣市訂定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規範應行
注意事項
1.教育部組成國民中小學各學習領域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
2.九年一貫於小學一年級實施，各領域教科書均開放審定。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編輯，國立編譯館
完全退出國小教科書編輯，只負責教科書審定工作。
1.教育部發表政策說帖，指出「部編本與民編本併行制」除了具有全
面開放的優點外，還具有部編本教科書可以平衡市場運作機制的獨
特優點，因此，它是現階段最佳的選擇。
2.教育部公布「教科書評鑑指標」。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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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2 年（1993）版課程標準之教科書選用主要由縣市政府負責，縣
市成立教科書選用採購指導委員會，由教育局長當召集人，研訂教科書選
用及採購相關事宜，成員包括校長代表、處室主任代表、各學科教師代表、
學者專家代表、行政人員代表及學生家長代表。其選用規準包括下列四大
項：
1. 物理屬性—包括內文要項完備、版面設計、紙張品質、圖文配合、
圖表配置、書本規格便於攜帶、印刷品質、裝訂的牢固與安全性等。
2. 內容屬性—包含學科結構的完整性、理論取向與份量的適切性、內
容的難易度、正確性、實用性、時宜性、知識的相對性、爭論問題取向、
學科間的關聯性、組織的統整性、順序性等。
3. 使用屬性—包含教材使用時間、彈性空間、教學指引、教具及教學
媒體、評量、個別化教學以及輔助習作等。
4. 發行屬性—作者專業背景、書商、研習、研發系統、書價合理、通
過審定、期限有效、售後服務、諮詢服務等。
教科書開放編輯後，為維持一定品質，以確保國民教育內容，非得有
一套嚴謹的教科書審查制度不可，故在決定全面開放時，很多學者即提出
建立審定制度的重要性（黃政傑，1998；歐用生，1995），並呼籲要制定
一套完善遊戲規則（詹志禹，1995；何福田，1995；楊國揚，1995）。

三、從學校衛生政策到學校衛生的推動
學校衛生（School Health）是經由學校人員有系統地規劃、設計與推動
各項衛生保健工作，提供適合學生學習和生活的環境，並透過教育的手段，
增進健康知識、態度、技能和行動力，以維護和促進學生及教職員工身心
健康的專業。透過學校衛生計畫之推動，可有效實現全人健康的目標、奠
定國民健康基礎、提高學習效率，並提昇公共衛生成效。
臺灣學校衛生工作始於日治時期，若以公學校衛生為發端，到 1950、
60 年代國校內學校衛生，雖然歷經政權的轉移，約略可看出學校衛生工作
在這數十年間的延續性與差異性。從日治時期延續至戰後的學校衛生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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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童健康，其原因即是維護學童健康與國家強盛與否密切相關。而教學
也融於公學校或國校一般課程中，動用校醫、公醫（衛生所醫師）或校護
進行健康檢查也見於這兩個不同時代，惟校醫、校護不足的問題也相似。
而日治時期影響臺人最深的莫過於清潔觀念與衛生行為的建立，國民學校
透過衛生教學不斷教導學生正確的衛生知識，進而養成學生的衛生習慣（張
淑卿，2010）。
在學校衛生組織與政策的推動上，由於政府遷臺後，臺灣省政府鑒於
一般學校對於健康教育缺乏正確認識，遂於民國 39 年（1950）商調臺灣省
政府衛生處技正一名到教育廳督學室擔任衛生督學，負責推動全省學校衛
生工作（佟世俊，1962）。除編列固定預算外，並將學校衛生列為年度施
政準則，對國民學校實施學童體格缺點矯治與生活習慣的指導（行政院衛
生署，1995）。另外，為了加強推動健康教育，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於民國
44 年（1955）成立「臺灣省衛生教育委員會」，專責推動學校衛生計畫，
下設主任醫師一名與若干名衛生督導，負責學校衛生視導工作，另設衛生
教育與保健二組，分別主辦各項業務。民國 56 年（1967）改組為「臺灣省
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統籌學校衛生工作的推動與衛生教育人員的訓練。
至民國 57 年（1968）各縣市成立「教育局」，並設立「體育保健課」專掌
學校衛生業務，而技術方面則由衛生局指定專人協助，至於各級學校之「衛
生教育委員會」的設置則依臺灣省政府於民國 53 年（1964）訂頒之「臺灣
省各級學校衛生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負責計畫與推行學校衛生教
育工作（行政院衛生署，1995）。
在學校衛生相關法令的制定上，臺灣省政府為加強各級學校衛生教育
之實施，於民國 53 年（1964）依教育部頒布的「學校衛生設施標準」，訂
頒「臺灣省各級學校衛生教育實施辦法」，做為各級學校推動學校衛生工
作之準則。另外，為了有效推動學校健康服務工作，政府陸續訂頒相關法
令：民國 45 年（1956）的「臺灣省學校傳染病預防規則」與「臺灣省國民、
中等學校整潔與秩序考核辦法」、民國 48 年（1959）的「臺灣省學校教職
員工肺結核病防治辦法」、「臺灣省學校教職員健康檢查辦法」、「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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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童砂眼間歇治療應行注意事項」、民國 52 年（1963）的「各級學校學
生健康檢查與健康比賽辦法」、民國 54 年（1965）的「國民學校健康教育
設備標準」、民國 55 年（1966）的「臺灣省國民、中等學校加強推行環境
衛生及生活教育實施計畫」、「臺灣省國民學校辦理學童營養午餐工作實
施要點」、民國 59 年（1970）的「國民中學健康教育科暫行設備標準」等
（行政院衛生署，1995）。教育部為落實學校衛生教育，維護學生身心健
康，積極推動多項學校衛生教育相關法規，諸如：民國 91 年（2002）訂頒
與民國 104 年（2015）修訂的「學校衛生法」、民國 94 年（2005）訂頒與
民國 102 年（2013）修訂的「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民國 97 年
（2008）訂頒與民國 102 年（2013）修訂的「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基準」
等。
在學校衛生人員的培訓上，民國 40 年（1951）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開辦
國民學校衛生導師短期訓練班，每期二週，共訓練 1200 名教師，訓練課程
包括：學校衛生、公共衛生、個人衛生、心理衛生、學童營養、晨間檢查、
身高體重測量、視力檢查、缺點矯治、急救技術、衛生歌曲（衛生十大信
條）教唱等；民國 41 年（1952）再辦理學校衛生訓練班，調訓國民學校的
護士，此二次的訓練奠定了學校衛生發展的基礎。民國 52 年（1963）調集
三所師專與七所師範學校教師 20 人，接受為期二個月的暑期講習，結訓後
再分批辦理全省國民學校衛生導師講習，以一年時間調訓所有國民學校的
衛生導師，藉以增進學校衛生工作的成效。迄民國 59 年（1970）共辦理了
三百餘場次的訓練班、研習班、討論會等，參與之縣市教育行政人員及校
長、教師有八萬餘人，項目包括國民學校衛生導師及護士訓練、營養午餐
供應、飲水消毒、牛奶調製、砂眼防治、齲齒防治、改善環境衛生、學校
衛生輔導等（行政院衛生署，1995）。
在教材方面，民國 42 年（1953）以臺灣省立新竹師範學校附設小學
高梓校長主編之「國校級任導師衛生手冊」為藍本，訂定衛生訓練中心項
目及各年級教學標準，作為實施衛生教學及衛生習慣指導的依據（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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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國校級任導師衛生手冊之教學綱要
上學期

週次

教學綱要

下學期
週次

教學綱要

1

衛生教育是國民教育的基礎

1

食的衛生

2

環境衛生

2

營養與生長

3

體格檢查

3

食物的選擇

4

身體缺陷應當矯治

4

最普遍的寄生蟲

5

頭髮的衛生

5

消化系統

6

皮膚的衛生

6

排泄的衛生

7

眼的衛生

7

人蝨與疾病

8

耳的衛生

8

滅蚊蠅

9

喉與鼻的衛生

9

向病菌作戰

10

口與齒的衛生

10

傳染病的預防

11

手的衛生

11

結核病－看不的敵人

12

足的衛生

12

幾種被人忽略的輕微 疾病

13

姿勢

13

幾種被人忽略的輕微 疾病

14

衣服的衛生

14

輕傷的後患

15

空氣日光和運動

15

急救技能

16

空氣日光和運動

16

急救技能

17

空氣日光和運動

17

危險的避免

18

睡眠與休息

18

心理的衛生

資料來源：李叔佩、佟世俊（1968：45-48）。

高梓強調學習者自主，從做中學的新教育思想，落實「生活即教育，
教育即生活」的主張，認為國校教育應「熔紀律陶冶與健康教育於一爐」，
不應只重視學業成績，體育、音樂及生活教育更是不可或缺，其中又以生
活教育最為重要。戰後初期臺灣家庭忙於生計，多無暇顧及小孩清潔與健
康之事，小學生打赤腳上學、衣著襤褸上學是普遍現象（翁麗芳，2006）。
而學校所舉辦的健康教育活動，則有遊藝會衛生節目的演出、衛生歌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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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比賽、衛生壁報比賽、衛生海報及繪畫比賽、烹調比賽、急救技能競賽、
口腔健康比賽、衛生作文比賽、衛生演講比賽、人口教育聯絡教學等。學
生不但可以在課堂中聆聽教師講解，也可以在遊戲中、生活中，休閒活動
中，體會到學習健康知識和發展健康行為的重要性，在互相觀摩與鼓勵中
學習（行政院衛生署，1995）。
在健康教育教師培育上，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於民
國 48 年（1959）正式設立，是國內唯一培養衛生教育專業人才的場所。民
國 43 年（1954）由師大原有之體育系，改為體育衛生教育學系，至民國 46
年（1957）將衛生教育及體育正式分為兩組，於民國 48 年（1959）正式成
立衛生教育學系，並於民國 96 年（2007）更名為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2010）。衛生教育是一種
積極管理健康的學問，引導人們關心不同生命階段的健康課題，主動負起
責任，活出健康。因此，注重對人的關懷、對生命的尊重，強調提高健康
品質與預防疾病，讓教育、輔導能優於治療及復健。而健康促進與衛生教
育學系就是學習與健康相關的理論與技術，同時為從事健康事業作準備。
鑒於實際需要並培育研究專才，於民國 69 年（1980）成立衛生教育研
究所碩士班。繼而為提供教師在職進修，並加強專業訓練，於民國 70 年
（1981）設置衛生教育學系夜間部，民國 71 年（1982）開始辦理研究所暑
期 40 學分進修班，民國 78 年（1989）增辦暑期學士學位班，更於民國 82
年（1993）正式成立衛生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另外，於民國 89 年開始辦理
暑期教學碩士班及在職進修碩士專班，以因應進修推廣教育之需求。至此
衛生教育專業人才的培育遂有整體之計畫。目前，依民國 83 年（1994）公
佈實施之大學法規定，系所已合併為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下設學士
班、碩士班及博士班三部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2010）。
該系所的教育目標為：培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教育師資、造就健
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專業人才。除了建立學生具備科學思辨與健康素養、目
標設定與問題解決、規劃執行與多元評價、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專業倫
理與社會責任、健康樂活與有效管理、人際關係與倡議行銷、主動探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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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精進等基本能力外，更重視下列專業核心能力的培養（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2017）：1.運用健康科學與教育學專業知識
的能力；2.評估個人與場域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需求；3.規劃、執行及評價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計畫；4.提供個人與場域衛生教育、健康諮詢與健康管
理；5.能理解並實踐身為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者的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為有效推動學校衛生工作，增進國民學校教師推動學校衛生與健康教
育活動的能力，各師資培育學校也開設衛生或健康教育等相關課程，其開
設情形如表 2-7。
表 2-7 師資培育學校開設衛生或健康教育課程情形表
年代
課程標準名稱
教授科目名稱
授課年級時間
1930 高級中學師範科課程標準
健康教育
師範學校教學科目及每週
一年級下學期
1935
衛生
時數表
每週 2 小時
師範學校教學科目及各學 1.師範學校設衛生
1940
期每週教學時數表
2.簡易師範學設生理衛生
社會教育師範科教學科目
1945
衛生
及各學期每週教學時數表
師範學校教學科目及每週 衛生併入體育，包括衛生常
1950
時數表
識之教學
一年級，每週
1954 師範學校課程標準
學校衛生與健康教育
1 小時
1. 普 通 師 範 科 、 音 樂 師 範
科、藝術師範科等設學校
各類師範學校教學科目及 衛生
1955
每週時數表
2.普通科設衛生教育(選修)
3.體育師範科設衛生學、健
康檢查及急救術
三年級下學期
1963 師範學校課程標準
健康教育
每週 2 小時
師範專科學校五年制國校
1964
健康教育
師資科暫行科目表
健康教育(體育師資科為必
1972 師範專科學校科目表
修，其他科為選修)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1995：94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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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精進中等學校教師培育工作，教育部於民國 94 年（2005）核備「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專門科目學分一
覽表」（見表 2-8）。
表 2-8 培育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專門科目學分一覽表
中等學校任教科別
專
門
科
目
名
稱
學分
備
註
健康與體育領域： 健康與體育概論
2 領域核心課程
健康
人體解剖生理學
2 領域核心課程
環境衛生
2 必備
營養學（或營養教育）
2 必備
健康促進
2 必備
健康心理學
2 必備
藥物教育
2 必備
性教育
2 必備
安全教育與急救（或安全教育、急救） 2 必備
體育行政（或體育管理學）
運動心理學
運動生理學
運動生物力學（或人體運動力學）
學校衛生行政與評鑑
環境教育
公共衛生教育
流行病學
醫療服務與健康保險
青少年健康行為與問題
校園安全與管理
食品衛生
健康行為科學
消費者保健
心理衛生
死亡教育
田徑
游泳
體操
舞蹈
國術（或武術）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任選兩門體育
學科學分必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選備
任選一至兩門
體育術科
須修滿兩學分
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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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任教科別
專
門
一、應修必備共計 18 學分。

科

目

名

稱

學分

備

註

二、修習本主修專長者，應修習體育專門課程學科 4 學分、術科 2 學分。
三、合計應至少修滿 38 學分。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取自 https://goo.gl/HUitXP

為了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科師資的培育工作，教育部於民國 101
年（2012）核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
長）專門科目學分一覽表」（表 2-9）。
表 2-9 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科目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科

選備
高中：16
學分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護理學系、公共衛生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
學系。
所（含輔系）
其餘有疑義者，依專業審查。
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健康促進、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2
衛生教育與健康促進
專題研究、健康促進專題研究
安全教育、急救、安全教育專題
2
安全教育與急救
研究
消費者保健、消費者健康專題研
2
消費者健康
究
健康心理學、健康心理學研究
2
必備 心理衛生
科目 藥物教育與物質濫用 藥物教育、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
2
教育
研究
性教育
性教育專題研究
2
健康行為科學
健康生活技能理論與實務
2
學校衛生、學校衛生行政與評
健康促進學校
鑑、學校衛生教育研討、學校衛
2
生行政研究
個人衛生、預防保健服務、預防
選備
2
健康生活
保健專題研究
科目
要求總學分數

高中：32

必備學分數

高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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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科

選備
高中：16
學分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護理學系、公共衛生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
學系。
所（含輔系）
其餘有疑義者，依專業審查。
營養學、飲食與生活、食品衛
2
營養教育
生、營養教育專題研究
公共衛生教育
公共衛生教育研討
2
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概論、健康管理實務
2
高齡者健康促進（原老年衛生）
2
健康老化
、老人學概論、老年衛生學研究
生命教育
死亡教育、死亡教育專題研究
2
人體解剖生理學
2
環境教育
環境衛生、環境衛生學研究
2
流行病學
流行病學研究
2
人類發展與健康促進
2
青少年健康行為與問
青少年健康問題研究
2
題
醫療服務與健康保險 醫療體系與健康保險
2
社區健康營造實務、社區衛生組
2
社區健康
織
社會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研究
2
健康與護理課程設計 健康教育課程設計
2
說明：
1. 本一覽表自 100 學度修習教育學程師資生適用。
2. 不得以大學「共同必修課程」及「通識課程」之科目要求採認。
3. 欲取得高中職「健康與護理科」認證者：
應修必備課程 16 學分，選備課程至少 16 學分，共計至少應修習 32 學分。
4. 本表乃依據「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普通高級職業學校群科課
程綱要」內涵訂定。
要求總學分數

高中：32

必備學分數

高中：16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取自 https://goo.gl/HUit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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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認為學校衛生計畫，包括健康服務、健康教學和健康環境三大領
域，但沒有考慮到這些領域之間的關聯及執行這些計畫時在理論或實務上
需要轉化的地方。1980 年代晚期，為了因應時代變遷，反映學校角色與責
任的轉變，以綜合性的角度來看學校衛生，將學校衛生計畫的要素擴展成
為健康服務、健康教學、健康環境、學校教職員工健康促進、學校社區計
畫、營養與食物安全、體育與休閒活動、心理衛生輔導等八大項目。民國
75 年（1986），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發表後，世界衛生組織將健康促進理
念融入學校衛生工作，積極倡議及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認為要成
功地在學校推動健康促進需要透過綜合性與全面性的策略，以一個有組織、
整體考量的角度來執行廣泛性的健康議題，不能僅靠某些要素的個別成功
（行政院衛生署，2005）。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健康促進學校定義為：「學校能持續的增強
它的能力，成為一個有益於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健康場所」。美國、英國、
紐西蘭、香港、新加坡等國家皆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我國為響應
WHO 健康促進學校之理念，於民國 85 年（1996）即開始推動「提升學生
健康四年計畫」，民國 91 年（2002）起由行政院衛生署與教育部共同以
WHO 訂定之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質環境、學校
社會環境、社區關係、個人健康技能及健康服務，制定學校衛生政策，營
造學校師生共識，促進社區共同參與，提供健康服務，以建構學習及培養
健康生活的校園環境，增進兒童及青少年整體健康。重要歷程如下（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5）：
（一）民國 89 年（2000）教育部開始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畫」；隔
年，行政院衛生署亦開始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畫」。民國 91 年（2002）
4 月，前行政院衛生署李明亮署長與前教育部黃榮村部長簽署「學校健康促
進計畫聲明書」。民國 92 年（2003）行政院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學校衛生
學會編纂「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指引」。民國 93 年（2004）9 月 13 日，行政
院衛生署與教育部結合地方政府、教師及家長團體代表共同簽署推動健康
促進學校計畫，遴選 48 所學校推動該項計畫，完成 120 位種子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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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 94 年（2005）至民國 98 年（2009）建置教學資源發展中
心、輔導支持網絡、人員培訓中心、「臺灣健康促進學校」網站及「臺灣
健康促進學校輔導網絡」網站、媒體行銷、監測與評價等支持系統，提供
學校推動健康促進相關資源及經驗交流平臺。
（三）民國 97 年（2008）至民國 98 年（2009）建立「健康促進學校
推動中心」，整合民國 94 年（2005）起建置之各項資源，由 98 位學者專
家組成中央及地方輔導團，提供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一致性協助與服務。
自民國 97 年（2008）起我國高中職以下學校即全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四）民國 99 年（2010）教育部制定九項「部頒學校推動健康促進相
關議題之成效指標項目」及「部頒地方縣本特色健康學校學生健康及行為
成效指標項目」，議題主要包括健康體位、口腔保健、視力保健、菸害防
制、檳榔危害防制等健康議題，並發展全國統一的健康促進學校行動研究
必選議題成效前後測評量工具，供各級學校辦理行動研究評估成效。民國
103 年（2014）之重要推動議題包括：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體位、
菸害防制、正確用藥、口腔衛生、視力保健及全民健保等。
（五）民國 100 年（2011）教育部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路維
護計畫」，延續過去健康促進學校的發展模式，建立實證導向的二代健康
促進學校。
（六）民國 101 年（2012）依據 WHO「健康促進學校發展綱領：行動
架構」，發展完成我國健康促進學校認證標準，並首次辦理健康促進學校
國際認證工作，民國 103 年（2014）辦理第 2 次認證工作，邀請國際專家
學者進行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作業，以檢視及呈現我國健康促進學校推
動之成果，如表 2-10。
表 2-10

第一屆至第三屆健康促進學校認證結果

金質獎
銀質獎
銅質獎
參與學校數

2012 年
4
14
120
293

2014 年
5
21
31
238

資料來源：取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官網 https://goo.gl/XiQcHN

2016 年
4
20
2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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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衛生工作推動的專業人士上，首先必須提及擔任多年系主任的
李叔佩教授，五六○年代的臺灣，當時政府和醫生皆不認同衛生教育，不
僅將衛生教育納入體育科，一個禮拜也只有一小時的教學時數。當時系主
任李叔佩教授，不僅努力爭取健康教育鐘點堂數、器具，實施頭蝨檢查，
還提倡將淘汰牙科座椅捐給學校等政策，是落實學校衛生最重要的推手（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2016）。
再者，當時擔任臺灣省師範大學體育衛生學校系專任教授的顧正漢老
師，曾任防癆協會總幹事、中央衛生實驗院副院長等行政要職，對推動學
校衛生工作的貢獻良多（李叔佩，1957）。而當時任職臺灣省衛生處技正
佟世俊醫師被商請到督學室擔任衛生督學，與巫永德與王大樹二位衛生督
學共同推動全省學校衛生工作（行政院衛生署，1995），童督學於民國 52
年（1963）應聘至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擔任專任副教授，除了擔任
教學外並持續推動學校衛生工作（劉瓊雅，2009）。
另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呂槃教授在學校衛生工作上也是重要的推手，
呂槃教授早年就讀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主修營養學；之後考取衛生處科
長，是第 1 個非醫生背景出身的女科長；當時她為了推廣公共衛生勤跑基
層，全臺 365 鄉鎮中，走訪 240 個，針對流行疾病如砂眼、瘧疾、肺結核
（TB）進行宣導防治。讓衛生教育觀念普及化，不僅出版一系列衛生教育
書籍，更首創公共衛生教育實習課程，也是師大衛教系 3 大活動之一的鄉
村服務隊創隊人，在健康教育不受政府重視的年代，提倡公共衛生不遺餘
力。除了推廣公共衛生，為了因應當時小兒麻痺的盛行，也從家庭開始做
好衛生教育，不僅要施打預防疫苗，還推行鄉村改善家庭計畫，每週兩次
實行整理清潔屋子、生活起居和飲食營養的家庭衛生，持續兩週後則實行
生產衛生，以查戶口方式落實節育政策，倡導「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孩
子恰恰好」，生育間隔還需三年以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秘書室公共事務
中心，2016）。
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面對急遽變遷的社會、腦力密集的時代與跨越
國界的競爭，無論是考量國家競爭力的提高、社會凝聚力的增進、人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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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素質的提升和生活品質的改善，成功的關鍵都是教育。而健康教育教學
與活動的推動，不僅影響學童個人的身體健康狀態，也關乎家庭、社會與
國家的健康，無論是公衛學者或教育學者，均相當重視學校健康教育的落
實。因此落實學校健康教育教學與活動，不僅是維護人民健康的一種策略，
也是達成公共衛生目標的重要手段。中小學的教育目標在於培養身心健
康、智德兼備、手腦並用的健全國民，應當落實德、智、體、群、美的均
衡發展，不容偏廢。因此，中小學校的教育內容應該強調兒童身心均衡發
展的重要，個人有了健康的身體，才能夠充分發揮其能力，去學習、創造
與發明，進而為社會國家謀福利；但要學生充分發揮其才智去學習各種科
學，需先擁有健康的身心為基礎。
臺灣光復後的教育政策（包括教育制度、課程與教學、師資培育、教
育改革等方面）之演變，影響了學校衛生政策與學校健康教育（含課程、
教學與評量等）的發展，使健康教育課程由學科本位轉為行為本位，健康
教育教學由教師中心轉為學生中心，健康教育教學評量由紙筆評量轉為多
元評量策略；同時，也建立了推動學校衛生教育的組織與人力培訓的政策，
進而影響了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學校衛生推動計畫、學校衛生人員、學
校護理人員、學校衛生教育活動等。這些演變有助於達成透過學校健康教
育來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實踐健康生活、培植健全國民的目標。
由於政府制定多項學校衛生政策，教育政策也重視學校健康教育教學
與活動，因此透過政府與學校的規劃與教學，奠定學生健康的基礎、防制
傳染病（肺結核、砂眼、頭蝨的防治）流行，進而將個人衛生清潔內化、
建立良好個人衛生習慣。
邁向二十一世紀，期望下一代學子能適性發展、學以致用，自信地學
習、快樂的成長，需要實施適當的教育政策與完善的健康教育教學與活動，
也要全體國民發揮熱情、理想、共識、智慧和堅毅的精神，共同支持教育
與學校衛生的各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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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章嘗試綜合公共衛生與教育當前政策，參考健康教育理念架構，檢
視並展望健康教育課程如何回應社會發展與變動，選擇目前公共衛生政策
方面最俱有前瞻性，衛生福利部（2016）所提出「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
書」的第一篇「建立個人健康行為」第一章「全人全程健康促進」第二節
「健全青少年健康發展」（第 13～20 頁），以及教育部 2013 年教育年報，
第十二章「學校衛生教育」，當年「學校衛生法」進行重新修正，因此相
關章節內容對學校場域的健康議題與健康教育課程實施俱有指標性意義
（第 449～472 頁），兩者進行比對發現這兩個領域對學生健康議題的關注
有相當的一致性，因應的策略也顯示跨部會合作的默契。兩個領域在因應
當前青少年的健康議題上，各自專業與體制上或有不同的因應策略，但共
同點都期待透過營造「健康促進學校」，吸納多元議題並改善學生個人的
健康行為與環境條件。

一、從公共衛生看教育體制與學校場域
根據「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在「健全青少年健康發展」方面
明列的目標重點是：降低青少年吸菸盛行率、遏止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上升、
降低身體活動不足盛行率、食鹽攝取量及糖類熱量占總熱量百分比；，降
低鈣攝取不足比率；同時著力於降低 15～19 歲青少女生育率、前 25%之各
地區別高度差距下降三分之一，縮小健康不平等。針對這些目標，衛生福
利部將其主要策略放在與教育部為主的跨部會合作上，策略內容包含提供
滿足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健康需求，高可近性的預防和治療健康服務（策略
1,2）；強化菸、檳榔危害防制（策略 4）；推廣健康體位及營養教育（策
略 5）；強化青少年性健康促進（策略 6）；以及整合教育部「學生健康檢
查」資料，視力監測，全球青少年吸菸、健康行為和世代追蹤等調查資料，
建立青少年健康與危險行為監測系統（策略 3）
。六個策略都包含學校場域，
而「健康促進學校」則幾乎肩負起所有議題的推動與落實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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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是前行政院衛生署於 1996 年即開始透過「提升學生
健康四年計畫」實驗推動的，期待將健康促進理念引入校園，使學校能成
為一個有益學生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健康場所，透過結合校內師生及行政
人員，與社區結盟，創造健康安全的學校環境。在 2002 年由前行政院衛生
署和教育部開始共同規劃學校健康促進計畫，輔導學校依據健康促進學校
六大範疇推動（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會環境、社區關係、
個人健康技能、健康服務），到 2014 年，全國高中職以下學校全面參與計
畫，共計 3,905 所，另有 142 所大專院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年度推動之主
要議題包括：健康飲食及運動、 健康體位、口腔保健、視力保健、性健康
教育、菸害及檳榔危害防制等（衛生福利部，2016）。
從衛生福利部所揭示的青少年健康問題與因應策略，可以歸納出對學
校場域的期待和假設，「健康教育課程」的角色功能能否超越政策宣導等
規範性作用，建立起課程自主的主體性值得探討：
（一）建立國人基本身體（尤其是成長期）健康檢查監控與資料庫：
例如健康檢查的實施與追蹤服務，資料建立與分析等。健康教育課程目前
將健康檢查的部分項目納入個人衛生，如視聽力保健、口腔衛生等，然而
健康檢查的意義，檢查過程中身體界限、身體自主權的討論可能付諸闕如。
（二）因為強調健康生活習慣要從小培養，為了達到眼耳口鼻等感官
保健，培養洗手、飲食等生活習慣，以及期待藥物教育、性教育等及早觀
念培養等的假設，讓學校除了成為健康習慣養成的場域，也變成吸納各種
健康社會議題的問題庫。可是我們學校真的能負擔社會問題探究、解決的
功能嗎？檢視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的視力保健計劃、口腔衛生計劃、健康體
位（體重控制）計劃、健康五蔬果飲食計劃等成效的評估，固然挑戰健康
教學成效，但不免將健康議題過於歸因於個人行為與生活形態，而忽略了
社會結構性變項。
（三）學校場域是安全與急救、傳染病防治等社會重大衛生議題實施
的重點場所：腸病毒、登革熱、流感等防治工作，無菸、無毒校園等，透
過健康促進學校推動介入課程：例如健康議題的教學時數干預，以及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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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議題置入第二代全民健保等。由於九年一貫以後課程計劃與發展強調學
校本位，與專業自主，教師對於課程內容的安排是有一定的彈性與選擇權，
教師的共識與認同是需要被尊重的。

二、從教育系統看健康議題與公共衛生要求
衛生福利部期待加強跨部會合作，強化健康促進學校之運作，因此需
要透過學校衛生委員會平台，加強縱向與橫向跨組織體系資源整合，這個
學校衛生委員會平台便來自「學校衛生法」。針對學校衛生教育問題，教
育部的檢討包含：（1）學校健康相關課程可再增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
康教育課程主要是在「健康與體育」及「健康與護理」學習領域，惟因「健
康與體育」及「健康與護理」非基本學力測驗或學測之考試科目，較不易
受重視；此外，健康教育屬專業性課程，教師如欠缺相關專業知能，易導
致學校健康教育課程未能充分落實。據調查，國中健康教育課程由非專業
教師授課比率仍屬偏高。（2）教育行政人員知能及行政整合有待強化。國
民中小學午餐多由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兼辦，對於營養飲食規劃仍須提升；
健康體位不佳師生或愛滋患者，除學校衛生保健組應予協助外，該等師生
也需要輔導人員參與，始能提供全人照顧；師生健康除教育主管機關責無
旁貸外，衛生福利機關亦有充分的資源。因此，應加強行政人員相關知能
及行政單位間資源的整合與運用。（3）家長健康知能可再提升。家長是學
生食物主動提供者，也是學生行為塑造者及楷模，惟家長常以高脂肪速食
食品或甜點當作獎勵，或購買高脂肪或高糖、低營養的零食或飲料給孩子；
或以 3C 產品當「保母」，進而影響孩子健康（例如視力、體位、齲齒 等）。
（4）社會錯誤健康訊息之辨識有待加強。社會上充斥著錯誤體型意識，導
致部分師生提高對理想體型及吸引力的錯誤判斷標準，降低對本身體型的
滿意度；又媒體廣告傳遞了許多不正確對健康有危害的減重方式訊息，更
戕害年輕學生的健康。另一般電視節目及網路未落實分級規定，充斥各種
性暗示、性誘惑的刺激，在學生欠缺正確的批判思考能力下，錯誤的訊息
及觀念極易在青少年社群中傳播。（5）學生健康行為有待再建立。根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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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飲食狀況分析，各年齡層學生鈣質、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蔬果攝取不足，
又大學生吃宵夜比率高；中等學校學生吸菸率雖然有降低的趨勢，但國中
生吸菸率仍有 6.7％，高中職生吸菸率仍有 14.1％；睡眠問題也存在學生中，
導致的因素有很多，有個人生理（例如年齡、性別、身體健康狀況等）、
心理（例如情緒、作息、物質使用等）、家庭、學校與同儕（包含開始上
課的時 間、課業負荷、課外活動等）。
針對這些學校衛生工作的檢討，教育部的因應對策中，首先強調落實
健康教育課程教學及增進教學效能。施行的策略包括：（1）訪視國中健康
教育教學正常化：對於未正常教學之學校，除要求縣市政府持續督導改善，
列入年度統合視導之考核外，並依規定納入校長考核參考。（2）提升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專長教師比率及健康教育教學專業能力：請縣（市）政府研
提改進計畫，優先進用國中專長教師；委託開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健
康教育主修專長學分班，鼓勵教師進修第二專長。
針對未來發展動態，教育年報裡強調在各個學習與發展階段應優先提
升基本健康素養，透過教導正確健康知識，培養正向態度，進而內化為健
康價值，建立健康習慣，增進生活品質。為此，學校衛生教育未來措施包
含：（1）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成效，建立師資考核機制，追蹤評估教
學效能；建立教學正常化追蹤輔導機制，加強訪視與督導效率。（2）持續
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持續與衛生福利行政機關合作，協助各級學校全面評
估學生、教職員工健康促進需求，檢討現有政策（例如，課間作息時間是
否適當 等），結合社區資源及家庭（是否配合控制看電視、使用電腦時間
等），透過健康教育與活動及健康服務之實施，建立「由下而上」的推展
模式。（3）落實學生健康管理，檢討現行學生健康檢查項目；強化學生健
康檢查及健康管理資訊系統功能，以提升學校人員行政效率，提供各級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規劃健康 政策與策略參考。（4）營造健康校園環
境，建立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機制，辦理校園事故傷害登記與分析工作，研
議可行之預防措施，並結合地方醫療機構建立校園師生緊急傷病救護系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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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單位對於健康議題因應的關注焦點和衛生單位最大的不同是首重
專業師資與課程落實，其他項目則與衛生單位相同或類似，營造健康促進
學校、落實學生健康管理和營造健康校園環境。在健康促進學校的推動上，
強調由下而上，這部分理念與策略與衛生部門提供既定健康議題給學校選
擇不盡相同。由下而上地推動策略，其實較為符合健康促進學校的精神，
但是推動者的理念與專業涵養更是關鍵，是否需要進一步規範健康教育師
資在健康促進學校推動上扮演一定角色或職務，以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
議題推動的關係也值得再界定。

三、面對風險社會，建構新形態的健康教育
公共衛生發展迄今，已進入關心社會決定因素，超越個人健康風險考
量，注重健康不平等的階段。何謂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的定義，係指人們出生、成長、生存、工作，乃至終老的日常生活條件，
以及影響這些日常生活條件的因素，包括經濟政策與制度、發展議程、社
會規範、社會政策和政治制度。Tones & Tilford （2001）在他們的著作：
Health Promotion：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and Equity. 說明整體健康促進工
作系統裡，教育所能發揮的多元作用面（見圖 2-2）。傳統的健康教育著重
在透過健康的選擇，達到健康不生病的目的；然而由當今風險社會的現
象，威脅健康的風險意識，已經足夠告訴每個個體，自掃門前雪固然重要，
集體與環境的健康才是個人健康的相對保障。強調溝通與社會行動的十二
年國教，能否帶出新形態的健康教育課程與教學，除了在健康行為上自我
監督與管理的能力外，還有議題設定、批判意識提升帶動社區行動，建立
健康的公共政策的能力？能實質上改善我們的社會與物質環境，讓自己和
大家未來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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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教育對健康促進的多元作用面
資料來源：Tones & Tilfor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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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介紹健康教育課程發展所運用的相關理論、觀點，及在教育
介入的研究走向，共分三節，第一節為健康教育課程發展之相關理論與觀
點，第二節為理論與觀點運用於國內健康教育課程之相關研究與趨勢，第
三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健康教育課程發展之相關理論與觀點

本節先簡介在健康教育課程設計中常運用的理論與模式、健康生活技
能及健康素養，另也介紹批判理論的觀點。

一、健康教學常運用的理論與模式
在教學活動介入及教學評量中，「理論」扮演著非常實用的角色。教
學者通常會使用多個理論，而非單一理論。應用在健康教學方面，當課程
設計者遇到多層面的健康問題，或以生態模式來探究健康時，勢必會選擇
一個以上的理論來應用及解釋，如在個人層次方面，有健康信念模式
（Health Belief Model, HBM）、理性行動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及跨理論模式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等；在人際層次方面，有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社會網絡與
社會支持（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壓力、調適和健康行為
（Stress, Coping, and Health Behavior）等；在組織層次方面，有健康傳播與
創新傳播（Diffusion of Health and Diffusion of Innovation）及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在多層面層次方面，則有 PRECEDE-PROCEED Model 與社會
生態模式（Social Ecological Model）。以下即介紹其中健康教學常運用的
理論與模式。

（一）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簡稱 HBM）是分析個人內在信念
架構的健康模式，早期是從解釋民眾參加疾病的篩檢行為及遵從醫囑行為
的概念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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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stock 於 1966 年詳細描述健康信念模式的雛形，Becker 和 Maiman
在 1974 年修訂，發展至今，健康信念模式獲得國內外諸多健康行為實證研
究與實務的支持。此模式主要是一種價值期待，意指個人經過思考後，覺
得某事是有價值的或期待某事之後果，是一種主觀的價值，不是操控在外
在環境；是一種自發的過程，自我經驗的體驗，以「我」為思考點（見圖
3-1）。重要概念簡述於下：
1. 自覺罹患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係指個人對罹患某種疾病的
機會的看法，運用時應考量：
（1）定義處於危險的人口，危險程度
（2）個人的危險率以個人的特質或行為為基礎
（3）使自覺感受性較符合個人實際的的危險率
2. 自覺嚴重性（Perceived severity）係指個人對於某種疾病及其後遺症
有多嚴重的看法，運用時可說明危險性和疾病的後果
3. 自覺行動利益（Perceived benefits）係指個人對建議行動減少危險率
和嚴重性的功效的看法，運用時應考量：
（1）定義實際行動的方法（how, where, when）
（2）說明預期的正面影響
4. 自覺行動障礙（Perceived barriers）係指個人對於建議的行為所要
付出的具體的和心理的代價的看法，運用時可以透過修改錯誤訊息，鼓勵，
援助等方式減少產生行為之障礙。
5. 行動線索（Cues to action）係指增加個人意願的策略，運用時可
以提供「如何去做（how-to）」的資訊，增進個人的體認，亦可利用提示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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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健康信念模式 Health Belief Model
資料來源：李蘭等（2010：48）。

Champion 與 Skinner（2008）導入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概念提出
新的健康信念模式架構（見圖 3-2）。其中調節因素包含人口學因素及社會
心理因素；個人信念包含自覺疾病的罹患性和嚴重性（產生疾病的威脅性），
自覺利益，自覺障礙與自我效能；在行動面的個人行為則受到個人信念及
行動線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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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健康信念模式加入自我效能之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李蘭等（2010：49）。

健康信念模式之運用多在預防性的健康行為及疾病或疾病角色行為，
國外研究如預防 HIV 的行為、避孕行為、安全性行為、高血壓/B 型肝炎感
染者/乳癌/子宮頸癌/篩檢、預防骨質疏鬆症的行為、預防接種行為、病人的
遵醫囑行為等。應用在健康促進的行為上，則如吸菸行為、飲酒行為、體
重控制行為、母乳哺餵行為、產前照護或檢查行為等等。國內研究針對成
人如大腸癌糞便篩檢（柯懿嫳，1995）、下背痛預防行為（丁如真，2001）、
孕婦拒吸二手菸衛生教育介入（紀櫻珍，2010）、婦女施打德國麻疹疫苗
意願（賴欣沛，2014）等；針對學生如國中生的吸菸行為（李美慧，1994）、
高中生拒吸二手菸行為（王千寧，2004）、家長對學童採取視力保健行為
（劉乃昀，2005；楊心慈，2014）、大學生隱形眼鏡保健行為（陳雅文，
2009）、國小學童潔牙/口腔保健行為（王文君，2009；洪羚孆，2010）、
教師預防遊戲場所事故傷害（林佳琪，2011）、學生體重控制行為（鍾俊
偉，2009；何唯美，2011；范鳳琴，2014）等。由上可知，健康信念模式
除應用在個人健康行為影響因素之探討外，亦能據以為規劃健康教育課程，
進行教學介入之研究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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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行動論/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Fishbein 與 Ajzen 於 1967 年提出理性行動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簡稱 TRA）以瞭解和預測個人行為。該理論認為個人對特定行為偏好的行
為意向會受到個人是否認同的行為態度及重要他人支持與否的主觀規範二
者或其中之一的影響，而行為意向又將進一步影響所表現的具體行為；換
言之，理性行動論假設「行為的發生是基於個人的意志控制」，如果個人
認為自己應該表現某行為，經過邏輯思考後，會產生行為意向，因而表現
該行為。然而，理性行動論假設「個體是否採取某一特定行為」乃完全出
自於自願控制，忽略了許多外在因素亦會影響個人意志的可控制程度。事
實上，個人行為通常也並非全然出於自由意願。因此，Ajzen 及其同事在 1986
到 1991 年 間 修 正 理 性 行 動 論 提 出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簡稱 TPB），在行為態度與主觀規範外，增加了「個人對外在環
境控制能力」的自覺行為控制變項，即個人根據過去經驗，知覺到完成某
一行為的容易或困難程度的控制信念與自覺能力。許多實證研究結果顯
示，計畫行為理論的預測能力較理性行動論為高。以下說明計畫行為理論
（見圖 3-3）之各項因素：
1. 行為態度（Attitude toward behavior，簡稱 AT）：包含行為信念
（behavioral beliefs）及行為結果評價（Evaluations of behavioral outcomes）
兩部分，乃指個人對特定行為所抱持的信念及行為結果的正/負向評價。當
個人對行為的態度愈趨正向，其行為意向亦將愈高；若愈趨負向，行為意
向則隨之愈低。
2.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簡稱 SN）：包含規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s）及遵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兩部分，乃指個人在採取某特
定行為時所感受到重要他人（如父母、配偶、朋友、同事等）對該特定行
為所持的信念及個人是否願意遵從該規範信念。當正向主觀規範愈強烈，
愈容易促使其產生從事該行為的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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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簡稱 PBC）：包含控
制信念（Control beliefs）及自覺能力（Perceived power）兩部分，乃指個人
在從事某特定行為時，對於可能遇到的種種情況（有利因子與阻礙因子）
可能性評估及自覺可以強化利境並克服逆境而順利採取行為的能力。影響
個人對特定行為之掌控及自覺能力，除個人慾望、意向外，尚包括諸如時
間、金錢、技能、機會、能力、資源或政策等個人無法掌控的非動機因素，
例如即使個人想從事某特定行為，也可能因缺乏控制資源之能力，而無法
實際從事該行為。
4. 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簡稱 BI）：乃指個人準備採取某
特定行為之可能性（傾向與程度），也就是動機或意願之強度，因此可以
視為行為是否發生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決定因子。
5. 行為（Behavior）：乃指個人在特定情境下，針對某一標的表現出
來的外顯動作或可以被觀察到的反應。就概念上而言，自覺行為控制可以
調節行為意向對行為的影響，只有在自覺行為控制夠強烈的時候，行為意
向才會引發行為的出現。
綜上可知，計畫行為理論認為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自覺行為控制三
變項共同決定個人的行為意向；在作用方式上，行為意向決定個人行為，
行為意向則又由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所決定。因此，若個人對
某特定行為愈是抱持正面態度、主觀規範愈是支持從事該行為、對該行為
的自覺行為控制亦是愈強的話，則個人從事該行為的意向亦將隨之愈高。
計畫行為理論亦可簡化成三個淺顯的說法：第一是我想不想（態度）、第
二是別人的看法（主觀規範）、第三是我做不做得到（自覺行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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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白底部分為理性行動論

圖 3-3 理性行動論/計畫行為理論
資料來源：李蘭等（2010：66）。

理性行動論及計畫行為理論頗早即應用於國外相關研究，國內則大致
始於 1995 年之後，其被廣泛應用於消費行為、科技資訊、醫療健康、知識
管理、職業抉擇等各個層面之研究。在健康行為方面，則以健康相關行為
的預測與解釋為主，如捐血（蕭景祥，1987；江侑君，2008）、授乳（李
碧霞，1991）、婚前性行為（楊昭慧，1991）、紙張回收（蔡佳伶，1993）、
節約用水（郭秀株，1994）、吸菸/戒菸（沈育娟，1994；邱寵萱，2012；
黃秀媚，2011；郭芃彣，2012）、飲酒（吳毓琦，1994）、規律運動/健走
（林輔瑾，1995；賴秀怡，2006；陳麗如，2009；李靜芳，2011；楊昭慧，
2011）、體重控制（薛惠文，2005；鍾俊偉，2009）、視力保健（洪梅君，
2006）睡眠、（楊惠真，2006）、網路成癮行為（鄒佩璇，2009）、攝取
西式速食（張菀庭，2009）及拒絕藥物/非法藥物（蔡宜螢，2010；李慧娟，
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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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
跨理論模式（TTM）乃由 Prochaska 和 DiClement 二人（1982）所發展
出來的，他們針對「吸菸行為」進行研究，將戒菸者分為「自己改變」及
「接受專業治療」二組，觀察戒菸過程中的各種反應。結果發現，這些戒
菸者與菸奮戰的過程中，隨著時間點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行為反應，顯示
了「行為改變是一個連續（系列）的過程」，因此提出「改變階段」之概
念。由於它是運用行為改變的階段來整合行為改變方法中所使用的主要理
論，包括心理治療與行為改變的重要理論，例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學派
的，意識覺醒理論、斯金納學派的增強管理等，因此被命名為跨理論模式
。此理論後來被廣泛運用於各種有關健康行為領域（如減重、藥物濫用、
乳房 X 光檢查、保險套使用、運動行為等）教學與研究，近年來環境教育
研究領域也有依此理論之研究。
跨理論模式強調建康行為的改變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並非「全或無」
的現象。一個新的行為的建立，需經過不同的改變階段，在不同的改變階
段運用不同的方法新策略，以協助新行為的發展與建立。同時，在採行和
持續某目標健康行為將受某些因素的影響。因此，此模式主要建構包含：
改變的階段（The Stages of Change）、改變的過程（The Processes of
Change）、決策的權衡（The Decisional Balance）以及自我效能（The
Self-Efficacy）四部分。
跨理論模式提供人們評估何時（when）產生行為改變，行為改變過程
（how），以及影響行為改變的因素（which factor）的方法。其中改變階段
與何時「when」有關，改變過程與「how」有關。自我效能係源自社會學習
理論的重要改變項（Bandura,1977），決策權衡則採自 Janis 和 Mann（1977）
的理論，此兩部分與影響行為改變的因素「which factor」有關。
「改變的過程」是指在改變的階段中所產生的內在心理狀態或外顯的
行動，根據實徵性研究結果可歸納出幾個過程，這些過程就像從一個階段
移至另一個階段時所測量的依變項，在介入課程計劃中提供重要的指引
（Prochaska, Redding & Evers,1997：Prochaska & Vellcer,1997）。改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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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問題行為者改變行為的重要策略，不同的改變階段強調不同的方法。
各個階段與適用的策略與方法簡述如下：
1. 沉思前期（precontemplation）：在此階段，個人在可預見的未來（通
常指未來六個月內），並無改變行為的意願。此時期的介入重點為：
（1）自我覺察度提升（consciousness raising）：個人對某一問題行為
的相關訊息、後果和線索增加了解。回饋、對質、解釋和媒體活動等介入，
可增加對某一問題行為的察覺。如以媒體呈現，學生日常消費製造大量的
垃圾，覺察環境污染與人類消費習慣的關聯性。
（2）情感喚起（dramatic relief or emotional arousal）：透過心理劇、
角色扮演、個人親身的證言等技巧，可激發學習者的情緒反應，包括恐懼、
焦慮、擔心等負面情緒的抒發。如以小組討論個人過度消費行為所造成環
境污染及健康危害的感受，學生對未來生活品質感到擔憂、害怕。
（3）環境再評價（environmental re-evaluation）：評估自己的某一行
為對其社會環境，在認知上和情感上的影響，例如吸菸對別人的影響評估。
可藉由同理心訓練、記錄影片，以及家人介入來引導評估。如讓學生討論
「個人生活中哪些消費行為會導致環境污染？有哪些改善之道？」，使學
生重新評價個人消費行為對環境的衝擊。
2. 沉思期（contemplation）：在此階段，個人開始考慮在未來（通常
指六個月內）改變問題行為或採行健康行為的需要性，亦即在未來六個月內
有打算採取健康行為。此時期的介入重點為自我再評價（Self-revaluation），
讓學習者評估自己「有」及「無」此問題行為時的自我意象，包括認知及
情意層面。可運用價值澄清、角色典範等技巧協助學習者評估改變行為的
好處與壞處。如以學習單紀錄個人「有做到」和「未做到」綠色清費行為
種類及原因，並讓學生價值澄清個人落實綠色消費行為的利益與障礙。
3. 準備期（Preparation）：在未來、1 個月內，打算採取行動，同時
在過去一年內，已經出現一些新的行為。此階段已有採取行動的計劃，並
樂於參與行動導向的計劃，如戒菸班、減重班或運動課程。此時期的介入
重點為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包括個人對改變的信念及對此信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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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新年的新決定、公開的證言，都能提高個人改變的意志力。如運用
契約書承諾在生活中實行綠色消費行動，增強學習者改變行為的意志力與
決心。
4. 行動期（action）：在此階段已經出現新行為，但持續未滿六個月。
個人開始實行其行為改變計畫，從具體行動中提升行動能力。此時期的介
入重點為：
（1）助力關係（helping relationships）：結合對健康行為改變的關懷、
信任和接受，亦即尋求及運用對健康行為的社會支持。這些社會支持的來
源有：關係的建立、治療團隊、尋求顧問，及參與相關俱樂部或組織等。
如在綠色消費行為中，尋求家人、朋友、師長及同儕的支持。
（2）情境替代（counter conditioning）：學習建立健康行為以取代不
健康的行為，可運用的策略包括自我肯定及正向自我陳述等。如透過情境
事件以小組討論方式及個人經驗分享，讓學生練習正向自我陳述及做決定
的方式。
（3）增強管理（contingency management）：提供處理增強管理的方
針，包括處罰與獎賞。獎賞比處罰較能鼓勵健康行為的重複出現。增強管
理的契約、有形和無形的增強，團體的表揚等，都是增強行為改變的措施。
如課堂上教師言語的鼓勵及給予的獎賞。
（4）刺激控制（stimulus control）：去除不健康習慣的誘因，激勵健
康行為的抉擇。迴避、環境的重新安排以及自助團體等，可提供支持改變
與減少故態復萌的刺激。
（5）社會解放（social liberation）：提供有利於健康行為的社會規範
及環境支持，透過鼓吹及適當的政策可增進行為改變的機會。如舉例目前
政府及民間所推動綠色消費活動，使學生知覺到社會大環境在綠色消費議
題上的轉變，並了解社會改變有利於支持自己的綠色消費行為。
5. 維持期（maintenance）
：此時期已成功的改變行為持續六個月以上，
行為習慣已穩固。此時期仍需努力預防故態復萌，介入的重點在增加持續
健康行為的信心（自我效能），可運用的策略如前第四階段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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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亦有運用跨理論模式進行健康行為之研究，如針對學生吸菸行為
（劉美媛，2005）、身體活動/運動行為（林旭龍，1999；蔡佳宏，2000；
高毓秀，2000；武靜慧，2006；林麗鳳，2003；張碧芳，2003；陳秀娟，
2005；武靜慧，2006；張淑華，2007；劉例蓉，2010）等。跨理論模式亦
已被廣泛運用於多種教育介入計畫，國內外許多相關研究都以行為改變階
段理論為基礎，設計教學策略，並且許多研究結果亦發現介入具有成效，
可以有效達成行為改變的目標（劉佳雨，2006）。國內邱詩揚（2000）以
「垃圾減量」為主題，運用跨理論模式做為環境教育教學課程之發展架構；
李佳容、劉潔心（2001）亦以行為改變階段理論為基礎，為國小高年級學
生設計一綠色消費之網路課程，研究結果發現除了綠色消費態度效果較不
明顯外，在綠色消費之覺察度、知識、自我效能及綠色消費行為皆有顯著
的進步。劉佳雨（2006）運用跨理論模式與社會認知理論發展綠色消費教
學課程，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之「整體綠色消費覺察、知識、態度、自我效
能及行為」均顯著提升。兵逸儂（2007）運用跨理論模式設計高中生每日
五蔬果之營養教育，研究結果顯示可以有效提升學生每日五蔬果的相關知
能。

（四）社會認知理論—自我效能（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SelfEfficacy）
Albert Bandura（1977）提出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SLT）
及自我效能概念（Self-efficacy），SLT 整合刺激-反應理論及認知理論，而
刺激反應理論強調「增強」是行為形成過程中重要影響因素，不需經由思
考想像的過程，因而 SLT 將認知理論加入，認為雖然增強確實有助於學習，
但增強的產生是伴隨學習者對行為結果的期望，也就是所謂的內在思考認
知。1986 年，Bandura 將其對人類行為的瞭解提出一整合型模式，並將社會
學習理論更名為「社會認知理論」（Baranowski，Perry & Parcel，1997）。
而後將社會學習理論改名為社會認知理論（劉佳雨，2006）。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個體既不單純受驅於內部力量，也不全然受制於
外界壓力，一個人要改變或維持行為，必須有從事行為的結果期待與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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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實踐行為能力的期待，亦是指行為會受到結果期待與效能期待的影響，
學習是個人所處的「環境」、「認知歷程」及「行為」三者交互作用而成。
環境事件對個體的影響，大部分是決定於認知歷程，而這些歷程是根據學
習者的先前經驗、所承受的環境影響、學習者如何知覺到這些影響、記憶
多少這些影響，以及短期內有多大影響等因素而決定，而個體是行為改變
的主宰者，應具有自我導向改變的潛在能力。社會認知理論的主要概念包
括：
1. 環境（Environment）：個人外在因素，即所有會影響行為之外界
事物，包括物質及社會環境：介入的重點在於提供機會及社會支持，如教
導學生尋找具有綠色消費行動力的家人及朋友，作為個人的社會支持來
源。
2. 情境（Situation）：個人對外在環境的知覺，即人對環境的認知及
心理描述，介入重點在更正錯誤知覺及增進健康的規範，如透過媒體呈現
個人過度消費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更正只有工廠才會造成環境污染的錯誤
觀念，進而了解綠色消費行動也是改善環境的一大動力。
3. 行為能力（Behavioral capability）：執行行為的知識與技能。行為
能力的發展是個人訓練、智力及學習型態的結果，介入重點在透過技巧訓
練以增進熟練，如以角色扮演方式做綠色消費行為相關技巧之演練。
4. 預期（Expectations）
：對某一行為結果的預期，是行為的先決因素，
從先前類似的情境中所習得，介入重點在健康行為之正向結果示範，如以
政府、民間團體推行綠色消費成果及課堂上同儕成功經驗分享，給予其正
向結果示範。
5. 期望（Expectancies）：對某一行為及行為誘因的評價，即個體賦予
行為結果的價值，個人會選擇最大正向結果或最小負向結果之行為，介入
重點在呈現行為改變結果的價值，如由記錄表內容，自我評價綠色消費行
為是否較前一週更多。
6. 自我控制（Self-control）：目標導向行為或執行行為的自我管理，
行為的自我控制提升了行為的學習與維持，介入重點在提供自我監測、目
標設定、解決問題及自我獎賞的機會，如訂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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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觀察示範者的行為及其行為
結果而學習，當一個觀察者看到另一個人的行動，且觀察到其所獲得之增
強時，觀察的學習便會發生，介入重點在呈現目標行為的角色典範，如獎
勵課堂表現優異的組別或個人、表揚生活中實踐綠色消費的學生。
8. 增強（Reinforcements）：個人行為的反應，增強形式包括外在、
替代、自我增強，介入重點在增加自我獎賞及誘因，如教師給予的獎賞。
9. 情緒因應策略（Emotional coping responses）：個人處理情緒刺激
的策略，包括運用心理上的防衛、學習更多的認知技術、處理壓力的技術
及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介入重點在提供問題解決及處理壓力的技術，如
透過小組腦力激盪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實際演練所學技能。
10.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個人主觀的評估自己在某一特定情境中，
成功完成某項行為的能力的信念，亦即一個人對於自己能不能產生一種特
定行為的信心。其來源包括先前成功經驗、替代經驗、言語說服及生理情
感狀態的影響，介入重點在行為塑造、選擇示範對象，如獎勵每週健康行
為記錄表中在概念或行為上都比自己前一週記錄進步的同學，或是獎勵成
功說服家人、同學願意一起採行健康行為的學生。
健康行為的產生，除「後果期待」外，「效能期待」更為重要。Bandura
以四大概念解釋與預測個人健康行為，以體重控制為例說明如下：
1. 外在誘因（Incentives）：例如看到別人很瘦，很漂亮，很受別人歡
迎，所以希望自己瘦。
2. 環境探索（Environmental Case）：例如看鏡子量體重。
3. 後果期待（Outcome Expectation）：例如希望自己也變瘦，也受歡
迎。
4. 效能期待（Efficacy Expectation）：例如相信自己能做到變瘦的程
度。
而自我效能有四項決定因素，延續前述之體重控制為例說明如下：
1. 工作實踐度（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如指出個人親身成
功經驗，跟過去舊經驗的連結與分享；在活動中，塑造成功感（Successful
feeling），提升其自我效能，以舊有經驗加上現在經驗產出現在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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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觀察他人出現的行為反應，有
正向的鼓勵作用，透過對外在環境觀察的經驗，引起個人仿效的動機。
3. 口頭說服（Verbal Persuasion）：是具有便利性的溝通方式，例如
以口頭讚美鼓勵有利健康的行為。
4. 情緒上/生理上的激勵 （Emotional/Physiological Arousal）：激勵
常能帶來正面的影響力，但要適度，避免太多情緒的起伏，反而對自我效
能不一定會有正向影響。
社會認知理論被廣泛應用於醫療照顧提供者及患者自我效能之研究，
國內如賴杏琇（1991）之桃園縣基層公共衛生人員工作壓力、社會支持與
職業倦怠之相關研究、池汾玫（2001）之冠狀動脈心臟病患憂鬱程度和自
我照顧效能之相關研究、何千惠（2003）之第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效能及
社會支持與遵醫囑行為之相關研究-以臺北縣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王梅
（2005）之某醫學中心內科慢性病住院病人之就醫安全認知、態度及自我
效能探討、葉淑菀（2009）之養護機構照護者對預防住民跌倒認知、歸因、
自我效能與處遇方式之探討等。
國內應用社會認知理論於健康教學之健康環境/環境教育介入的相關研
究方面亦有多例，如陳麗淑（1997）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研究國小學
生家長的資源回收行為，發現能顯著提升其資源回收行為，且對於改變實
驗組學童家長的資源回收行為意向有正向效果。劉潔心等（2000）研究社
區居民綠色消費行為，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發現看過社區媒體的居民，
綠色消費自我效能和綠色消費行為均有增加現象。另有研究如針對用藥少
年之用藥狀況（張鳳琴, 1991）、學生之營養教育（劉貴雲，1996）、學生
之健康體位（張伶妃，2004；陳環辰，2011；徐若涵，2012）、急救（李
倩淑，2007）、吸菸行為（白瑞聰，2007）、班級社會環境營造（吳玉萍，
2010）及全民健保教學（張家臻，2014）等。

（五）健康傳播與創新傳播理論（Theory of Diffusion of Health and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健康傳播與創新傳播理論是傳播學的理論，早期是由 Bass（1969）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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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指一項新的觀念、事物、技術引入社會體系時的演變過程。創新擴
散係指社會系統中的成員歷經一段時間，經由某些管道傳播創新的過程。
凡是被個人或其他團體看做是新的觀念、態度或事物，都算是創新。傳播
係指一項新事物在一段時間經由某種管道傳播給社會系統成員的過程，包
含知曉、說服、決定、施行及確定等五個階段。當一種創新在剛起步時接
受程度比較低，採用人數較少，擴散過程也就相對遲緩，當採用者比例達
到臨界值後，創新擴散過程就會快速地增加。
Rogers （ 1995 ） 將 「 個 人 創 新 性 」 分 為 五 個 等 級 ： 創 新 先 驅 者
（innovator）、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早期跟進者（early majority）、
晚期跟進者（late majority）、以及落後者（laggards）等五種不同類型的
採用者（adopter）（見表 3-1、圖 3-4）。
1. 創新先驅者（innovator）是採用「創新」的先鋒，但是過於快速接
受「創新」常顯示出其喜好冒險與魯莽之缺憾，約有 2.5%。
2. 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常具有意見領袖之特質，高社經地位，
其審慎的特性與領導能力對後續的採用者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對「創
新」之推廣影響深遠。早期採用者所具有的工作熱誠、人際關係及影響力，
使其成為擔任一組織內之「創新媒介者」最佳之候選人，約有 13.5%。
3. 早期跟進者（early majority）在深思熟慮後接受「創新」的一群人，
約有 34%。
4. 晚期跟進者（late majority）是謹慎多疑的一群人，在對「創新」的
相關疑慮消除後逐漸接受成為採用者，約有 34%。
5. 落後者（laggards）是傳統保守，非到萬不得已不去採用「創新」
的一群人，約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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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創新的特性

資料來源：Rogers（1995）。

圖 3-4 創新傳播理論
資料來源：李蘭等（201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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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理論被廣泛應用於健康相關宣導網站及媒體素養之研究，國內如
李冠瑩（2000）臺灣地區之醫院網站的功能及品質評估研究、陳金記（2003）
愛滋病網站之內容分析與品質評估研究、廖靜宜（2005）基層公衛護理人
員在職進修教材設計與實驗介入—自學式「社區健康計畫 DIY 手冊」介入
研究、陳琳臻（2005）媒體自殺報導之內容分析及對特殊閱聽者自殺行為
的影響--以某演藝名人自殺報導為例、李雪芳（2006）2001 至 2005 年臺灣
偶像劇呈現菸品及吸菸行為訊息之分析、周雅萍（2011）平面媒體報導對
疫苗接種成效影響之研究-以 N1H1 疫苗為例、李雅琪（2013）自學式手冊
介入策略對醫師診斷罕見疾病急性紫質症之成效研究、鄭名宏（2014）熱
量標示對夜市民眾之健康餐食行為意圖及其相關因素影響-以遼寧夜市為例
等。
國內應用傳播理論於影響學生健康行為及健康教學媒材與介入的相關
研究方面亦有多例，如林詩齡（1985）臺北市國民小學四、五、六年級學
生及教師對現行健康教育教科書視覺傳達設計的評價、鄭其嘉（1994）有
無教師介入及宣導媒體暴露對於高職學生的愛滋病知識、態度及行為意向
的影響研究：以民國 83 年衛生署愛滋病大眾傳播宣導活動為例、曾立邦
（1997）網際網路在衛生教育應用之研究－臺灣地區全球資訊網健康相關
網站的調查、廖梨伶（2000）運用網際網路於青少年戒菸行為之介入研究、
李佳容（2000）運用網際網路促進國小高年級學生綠色消費行為之介入研
究、黃齡儀（2001）運用網際網路于青少年愛滋病預防教育之介入研究、
陳合如（2002）運用網際網路促進國小高年級學生綠色消費行為之介入研
究、楊智琳（2003）運用自學式手冊於醫學生健康諮詢相關能力之初探性
介入研究、顏麗娟（2004）臺北市某完全中學拒菸宣導活動對學生吸菸行
為及其相關因素之影響研究、羅鈺婷（2004）平面菸品廣告識讀教學課程
對國小學童拒菸信念相關問題之研究、周沛如（2005）運用自學式手冊於
高中學生家長親職性教育之介入研究、簡麗娟（2008）臺北市高中職學生
接觸色情媒體經驗與性態度取向之研究、林沁玫（2009）臺北市高中職學
生接觸色情媒體經驗與性態度取向之研究、郝雯韻（2010）青少年媒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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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為、色情暴力訊息暴露與霸凌經驗之探討-以新北市高中職一年級學生
為例、潘雲潔（2011）青少年身體意象之媒體素養教育介入成效研究-以新
北市某高中為例、林琦凱（2012）臺北市某科技大學學生成癮藥物網路資
訊接觸經驗與危險知覺及使用意向之相關研究、吳靜昀（2014）運用媒體
素養教育對國小學童飲食行為之介入研究-以彰化縣某國小高年級學生為例
等。

（六）PRECEDE-PROCEED 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模式
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架構由 Green, Kreuter 及 Deeds 等人於 1970 年提出，
以解釋影響健康狀態的因素作為社區分析與計畫發展的基本架構，目的為經
由改變或建立與健康有關的行為及生活型態，以縮短疾病時間或提高生活品
質。PRECEDE 是 7 個英文單字的第一個字母組成的，分別是 Predisposing,
Reinforcing, and Enabling Constructs in Educational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
即利用前置、增強與促成的構念進行教育診斷與評價。該模式是以流行病
學、社會及行為科學、行政學及教育學為基礎的架構。Green and Kreuter（1991）
考 量 大 環 境 對 人 們 健 康 的 影 響 ， 將 PROCEED （ Policy, Regulatory and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s in Educ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即
應用政策、法規及組織的構念，發展教育和環境的計畫）加入模式中，復於
2005 年修正，提出在發展介入計畫時，由 8 個階段所組成的診斷評價模式
（見圖 3-5），簡述於下：
1. 第一個階段為社會評估，或稱為生活品質評估。在這個階段中，強調
使用適當的需求評估技術，以確定目標群體之生活品質中的社會問題，例如
非婚生人口、失業、怠工、犯罪及福利等能反映生活品質的社會問題。
2. 第二個階段為流行病學、行為及環境評估。在這個階段中，主要的工
作是使用流行病學的資料，以確定那些特定的健康問題與第一階段中確認的
社會問題有關聯。流行病學資料可以包括死亡、罹病、生育、殘障等現象，
及其發生、盛行、分布、強度、期間等層面。此外，仍需認清足以影響生活
品質的非健康因素，例如教育程度、種族及性別等。行為評估的目的在於確
認那些特定的健康行為與上一階段所確定的健康問題有關。健康行為必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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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優先次序，重要的、可改變的行為應列為最優先，並據以研擬衛生教育
計畫。除了行為因素之外，非行為因素也可能影響健康，例如遺傳、經濟及
環境等因素。
3. 第三階段為教育及生態評估。主要的重點為評估前置因素、增強因
素及促成因素等三類影響健康行為的因素。前置因素包括個人原有的態度、
價值觀、信念及認知。增強因素是指行為重複出現的回饋或鼓勵。例如父
母、同儕、雇主及重要他人等的支持或示範，這些回饋形式可以鼓勵或阻
止個人行為的改變。促成因素是指有助於行為或環境改變的直接或間接因
素，包括提供社會支持力量或障礙的排除，例如醫療設施的不可近性、資
源缺乏、收入高低、健康保險及各項法令規章的限制等。此階段包括決定
何種因素是教育介入的焦點，以及使用何種教育介入計畫等兩項重點。
4. 第四個階段為行政及政策評估，或稱為規劃及執行衛生教育介入計
畫的階段。如分析執行衛生教育措施所需要之配套政策，組織及社區相關
資源配合等。
5. 第五階段為計畫執行。結合政策、規範、組織及社區資源以執行教
育。
6. 第六階段為過程評價。評估計畫內容的品質。
7. 第七階段為衝擊評價。評估前置因素、增強因素、促成因素，以得
知行為是否改變。
8. 第八階段為結果評價。評估健康和生活品質是否改變。
雖然評價是架構的最後階段，但並不表示評價工作只能在計畫執行完
成後才進行，一般皆認為評價工作應開始於計畫之規劃階段，而且持續進
行，它是計畫的連續部分，也是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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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PRECEDE-PROCEED 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模式
資料來源：李蘭等（2010：218）。

許多健康教育學者均曾應用這個架構的部分或全部進行研究，而且發現
這個架構相當有用。Howat 等（1997）以此模式為架構設計預防兒童行走時
發生事故傷害的介入方案。他們運用 PRECEDE 的概念完成流行病學、行為
及環境評估與教育及生態評估後，從找出來的諸多因素中，確定哪些是可以
改變的，然後針對這些可改變的因素，設計相對應從學校及社區兩大方向介
入的策略，最後達成降低兒童行走時發生事故傷害的預期目標。Renee（2009）
以此模式發展成人非節食之體重管理先驅計畫，從評估、訂定計畫目標、設
計 10 週的介入課程到各階段的評價，顯示運用此模式能規劃出符合需求且
有效的介入方案。國內黃貝玉（2004）與曾淑娟（2009）曾分別運用此模式
研究學生規律運動行為及愛滋病預防行為意圖及其影響因素。

二、健康生活技能與健康教學
世界衛生組織（1999,簡稱 WHO）在其學校衛生資訊系列（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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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on School Health）第九講健康技能（Skills for Health）中指出技能
（Skills）是指能使人們表現出一特定行為的能力（Skills are abilities that
enable people to carry out specific behaviors.）；而其他技能（other skills）則
定義為涉及實踐性的健康技巧和需要技術性的能力（Other skills refers to
practical health skills or techniques such as competencies in first aid）如包紮與
CPR 為急救技能；洗手、刷牙、上廁所與製備健康餐點為衛生保健技能；正
確使用保險套為性教育範圍技能。
文中亦定義生活技能（life skills）是一種使人們能正向解決、適應每天
面對的生活需求及挑戰的能力及機制，是個體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並在與
他人、社會和環境的相互關係中，表現出適應和積極的行為的能力。
由上可知，生活技能是一種幫助人們做明智決定、解決問題、批判性及
創造性思考、有效溝通、建立健康人際關係、同理心、健康的及積極有生產
力的自我管理的社會、心理層面的能力及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技能（見表 3-2）。
表 3-2 健康生活技能
溝通與人際互動能力
人際溝通
協商/拒絕
同理心
合作與團隊作業
倡議

決策與批判性思考能力 適應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做決定/解決問題
提高自信與自我控制、
負責任與產生改變相關
批判思考
能力
建立自尊/自信
自我覺察
目標設定
自我監控
情緒調適
抗壓

資料來源：譯自 W.H.O.（1999：9）。

生活技能亦可有助於增進個人行為能力或增進人與他人或周圍環境之
共同行動能力，來改變周遭環境氛圍，使之有利於健康的產出。生活技能是
青少年在生活方面常展現的一種應用工具，比如與同學、教師和家庭成員保
持積極的人際關係。以下簡述 14 項生活技能的內涵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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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際溝通能力（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無論用
口語或肢體語言，都能適當的表達情意，並且符合文化和情境。良好有效
的溝通是雙向的，包含溝通和傾聽。以關心的眼神注視對方、表情專注傾
聽、適時保持微笑、適當的肢體表情與適時提出問題等，都有助於有效溝
通。其重要性為幫助我們能夠清楚明白的傳達資訊、理解和情緒給他人，
使他人能清楚明白自己的意圖。
（二）協商技巧（Negotiation Skills）：包含協商和衡突處理；堅定自
信的技能（自我肯定技巧）；有能力和別人溝通並解決事情、達成協議、
或訂立合約，這也包含了妥協、給予或取得的能力。其重要性為幫助我們
迎合和滿足對方的需求並關心彼此的利益；在工作上或與人合作時，是非
常重要的能力。有效的協商步驟如下：
1. 決定立場、擬訂戰術
2. 考慮協商場地和人選
3. 協商前的談判
4. 測試對方的反應，瞭解對方的需求，與自己的有利條件可作交換
5. 初步協議
6. 交換利益、互利雙贏
7. 重新製造新的談判機制
8. 結束協商，作成決策與雙方備忘錄
9. 達成協議後，再找看看是否下一次有更好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三）拒絕技能（ Refusal Skills）：係指能夠有效的拒絕別人，在對
與錯的抉擇中，必須考慮到事情的後果，並勇敢的拒絕不合理的要求。拒
絕時應堅定自己想要拒絕的想法，但表達時口氣要委婉，不要因為不好意
思而動搖心意；以真誠的態度說明無法接受的原因，讓對方了解你的困難；
清楚表達拒絕的意思，並且確定對方接受到你的訊息；以同理心安慰對方，
提出替代方案，讓彼此都感到滿意。其重要性為幫助達到雙贏且能滿足和
表達個人的需求和關切，是和他人共事時的一項關鍵因素。
（四）同理心（Empathy Building）：係指有能力站在別人的立場去設
身處地、去感受、去體諒他人。就算是我們所不熟悉的生活，也要學習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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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比心，想像同樣時間、地點、事件，而當事人換成自己會是怎樣的情況。
其重要性為幫助我們接受其他不同處境的人、對有需求的人做出反應，提
昇正向社會互動能力；而瞭解說話者的心理，增進溝通的活絡，是有效溝
通的根本。
（五）合作與團隊作業（Cooperation and Teamwork）：包含表達對
他人貢獻和不同行為方式的尊重；評估個人能力並為團隊作出貢獻。其重
要性為能夠讓人們採取行動以取得最大利益；能夠爭取而不致感到被威迫
或不安；以及誠實且公開地表達感情和觀點。
（六）倡議能力（Advocacy Skills）：包含影響和勸導技能；多部門協
調和動員技能；人與人之間的正向關係，創造一個讓人們覺得安全、且能
夠自由互動和表達意見的環境。其重要性為在宣導過程中必須注意維持情
誼，有助於心理和社會的安適狀態。
（七）做決定（Decision-making）：包含收集訊息的能力；評估現在
的行為，將會為自身及他人帶來的後果：有能力從多項選擇中，依照做決
定的流程做出決定，而這些選擇可能會產生特定的結果，或對將來是最佳
的選擇。其重要性為幫助我們做建設性的決定；讓我們能夠處理不同的選
擇，亦會影響我們做不同的決策。做決定之步驟如下：
1.做決定的情境
2.列出可能的選擇
3.分析各種選擇的優缺點及所必須付出的行為後果
4.作出自己的決定
5.評價是否為好決定，可否為決定負責
（八）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 Skills）：係指以建設性的方式處理
生活中，或將來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是一種處理問題或情境的過程。其
重要性為幫助我們能夠建設性地處理生活中所面對的各種問題，以預防將
來可能造成身心壓力的各種問題。問題解決的步驟如下：
1.確定問題為何？（包括情境、人、事、物等）
2.分析形成問題的原因為何？
3.列出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案（三個以上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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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各個方案的優點和缺點
5.選擇一個方案，並試著做做看。
6.檢討執行的過程，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若有，則再選擇其他方案
試試看。
（九）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批判思考是一位具自主
性自律能力者，從事辯證性的心靈活動。有能力分析資訊、經驗、形成主
張、引導結論、提出適當的問題和發表具邏輯思考的意見。其重要性為幫
助我們認知、處理那些會影響到自我健康態度和行為的因素，如面對媒體
和同儕壓力。批判思考包含以下四大歷程：
1.質疑：不輕易相信傳播媒體傳達的內容，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
2.反省：舉證自己所學所知，分析歸納比較這些傳播媒體的內容之合
適性。
3.解構：放棄不合理之自我價值觀，開放地採用各種不同的意見，如：
傾聽父母、老師、朋友的不同意見，摒棄不適當的觀念。
4.重建：指價值觀的重新定位，做出正確合理的抉擇，具備合作、和諧、
創新及不斷求進步的態度。
（十）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 skills）：指創建自知能力，包括權利、
影響、價值、態度、優點和缺點的認知；能夠辨別和瞭解自己的感覺、信
念、態度、價值觀、目標、動機和行為。其重要性為幫助我們認知自己的感
覺和價值觀，亦是人際關係、有效溝通和培養同理心須具備的先決條件。
（十一）目標設定（Goal Setting）：目標設定就是確立自己生命價值
之所在，根據自己的專長與能力，善用自己的時間，然後規劃出短期、中
期及長期目標。目標設定有五要素，亦即「SMART」原則：Simple 具體
易懂、Measurable 可測量的、Achievable 可達成的、Realistic 具有實際性
與 Times 有時間期限。其重要性為能讓個人投注有限的內外在資源，於設
定優先的事務，得以提高成功的機率。
（十二）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包含自我評估/自我評定/自我
監控/自律能力；能以簡單、可測量、可達成且合理的方式，在指定期限內
負責任的去完成個人設定為優先的事務；跳脫傳統的思考方式，能提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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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性和創新性的意見，並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情境。其重要性為
讓個人投注有限的內外在資源，於設定優先的事務，得以提高成功的機率，
並經由不同解決方案的探討、省思，認清行動或不行動帶來的不同結果，
得以做決定和解決問題。
（十三）情緒調適（Skills for Managing Feelings）：包含控制憤怒情
緒、處理悲傷和焦慮情緒；應付失落、辱罵和心理創傷；能夠辨識到自己
及別人的各種感覺，意識到情緒如何影響行為，且有能力適當的對情緒做
出反應。其重要性為讓我們能夠適時的反應我們的情緒，避免負面的情緒
持續影響心理及生理的健康。
（十四）抗壓能力（Skills for Managing Stress）：包含時間管理、正
向思考、放鬆技巧；能夠認知我們的生活壓力來源，和壓力所帶來的影響，
且有能力幫助我們妥善調適及減輕壓力。其重要性為讓我們能夠調節壓力，
避免壓力所造成的負面效果，如枯燥厭煩、精疲力盡、神經質和行為的改變。
實證性研究結果亦顯示，健康教育的重點係在教導生活技能的過程中，將
生活技能應用並連結於特定健康情境與行為，使生活技能更有效地影響人們的
健康行為，而非僅針對某種技能講授其內容。以技能為導向之教育歷程設計流
程見圖 3-6。

圖 3-6 以技能為導向之教育歷程設計流程
資料來源：WHO（1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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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並參考 Bender（1997）之建議，在運用健康生活技能於健
康教學之設計時，應將課程設計重點放在對學生生活影響最大的一些相關
行為上，且安排足夠的上課時間與相關的活動，以引發行為改變。教學必
須融入學校的整體活動與設施中，讓教學活動延伸到家庭與社區中。強調
針對教學目標且應用多元教學策略，以鼓勵學生參與（分享、對話、參與、
體悟、行動、實踐、重塑生活型態……），提供學生熟練重要的健康生活
技能的機會，以期能靈活運用於其相關的健康問題。

三、健康素養與健康教學
世界衛生組織（2009）極力呼籲，提升民眾健康素養對聯合國千年發展
目標深具意義，特別是降低遺傳和兒童死亡率、愛滋病傳染、營養不良、菸
害、不健康飲食和身體活動不足等工作項目。個人具備良好的健康素養能促
使個人獲得最佳的健康狀況，如有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負責任、有
生產力、能自我導向學習、能有效與人溝通，以及能摒除健康危害行為，如
易造成事故傷害的行為、吸菸、喝酒、濫用藥物、不安全的性行為、不當飲
食習慣和運動不足等。
就個人層面而言，健康素養與個人的健康行為、醫療和健康服務相關產
品使用、醫療花費及健康結果（狀態）有關。國外實證研究上的明顯證據：
低健康素養兒童較可能在國小時因不當飲食導致體重過重，國中時開始吸
菸，成人時成為慢性病高危險群。就社會層面而言，低健康素養者消耗的醫
療費用是有高健康素養者的 4 倍以上，據估計美國每年耗資十億美元在低健
康素養者的非必要門診和住院上。DeWalt et al.（2004）回顧 3,015 篇健康素
養與健康結果的文獻發現，低健康素養與許多有害的健康結果有關，故主張
健康素養是健康結果的重要因素。國內亦應盡速進行相關的研究，以為教育
及醫療政策的參考。
美國於 1991 年頒佈「國家素養法案」（National Literacy Act），將素
養定義為「一種個人讀、寫與說英文，以及熟練計算並解決問題，使其足
以在工作與社交發揮功能、完成個人理想、開發個人知識與潛能的能力」
（Campbell, Kirsch , & Kolstad, 1992）。從此，素養一詞不再侷限於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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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讀、寫、聽、說等靜態能力，擴充為使用這些能力來收集和解讀資訊，
並解決生活問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2004）主張，「素養」是一種對文句的認識、了
解、詮釋、創造、溝通、計算的功能，它涉及讓人達到個人目標的一連串學
習能力，因此個人可發展其知識與潛能；甚至廣泛的社交能力，對個人全力
地加入社群中是有幫助的。近年來，歐美各國將素養擴展為開發自我的知識
與潛能，甚至作為自我效能、動機與抉擇的依據，並引入健康領域（DeWalt,
Berkman, Sheridan et al., 2004）。
健康素養（Health literacy）國內亦有譯為健康知能或健康識能，在 1990
年代中期受重視，且逐漸成為健康照護領域的熱門議題。但早期是臨床醫學
取向，主要是因慢性病患在醫療情境中有閱讀能力偏低的現象，為加強健康
服務提供者與求醫者間溝通的有效性，並以解決醫病照護處理決策上的差
異。二十世紀，健康素養漸由醫療照護層面擴充至公共衛生層面，關注焦點
不再侷限於慢性病患，而是更廣泛地關心一般人的健康素養，揭示健康素養
對健康民眾與疾病患者都相當重要。
美國健康教育標準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Health Education
Standards, 1995）主張，一個有健康素養的人可獲得、解釋及了解基本的健康
資訊及服務，而且有能力使用訊息、服務及產品來促進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1998）將健康素養定義為：「與社會互動的技能，決定
個人獲得、了解及運用訊息的動機與能力，藉此促進及維持良好健康」。
美國醫學會（1999）將健康素養定義為「一組技能，它使個人在健康照
護環境中，可有效運作所必備的基本閱讀及算術能力」。此定義意味著個人
能在健康環境中運用讀、寫和計算的能力（Speros, 2005）。
美國衛生暨福利部（2000）指出，健康素養是「個人獲得、處理及理解
基本健康訊息與服務的能力，以利做適當的健康決策。」
Walker and Avant（1995）指出，健康素養定義的特徵為個人與健康環境
互動所需具備的能力，使用這些能力來獲得、理解、溝通及評價健康訊息，
並作為合宜的健康決策，以及健康實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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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zan and Parker（2000）則稱健康素養為「個體有能力獲取、處理和理
解做適當健康決定所需的基本健康訊息和服務的程度」；因此，健康素養不
只是擁有閱讀健康文章的能力，而是能從各種平臺去了解、運作、解釋及執
行訊息的一種技能。
Zarcadoolas, Pleasant, and Greer（2005）則採多向度模式，將健康素養定
義為「一種廣泛的技巧與能力，人們藉此能力發展尋求、理解、評價及使用
健康訊息和概念，以進行知情後的選擇，減少健康的危險性及提高生活品
質。」
Nutbeam（2000）主張，健康素養包含三層面：功能性健康素養-是指有
效的讀和寫技能，使人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發揮功能；互動性健康素養-使人
能參與每日活動，從不同溝通管道中擷取訊息並了解其意義，以及應用新訊
息改變環境；批判性健康素養-使人在改變情境中能運用新的訊息，並能批判
地分析訊息，藉以獲得對環境的掌控（見圖 3-7）。他並於 2008 年提出「健
康素養資產概念模式」（Concept model of health literacy as an asset）（見圖
3-8），強調透過健康教育來增強一般人的健康素養。

圖 3-7

Nutbeam（2000）健康素養三層面
資料來源：賴香如（2015）。

100 投資健康 價值永續—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

圖 3-8

Nutbeam（2008）健康素養資產概念模式

資料來源： D. Nutbeam（2008：2076）。
原模式圖為由下而上，本文採賴香如（2015）修改之自左到右圖示。

美國醫學研究院的健康素養委員會（IOM, 2004）認為健康素養是「以
素養為基礎，它讓個體有理解和傳達健康資訊或所關切之健康事務的能
力。」並將健康素養分為四類：文化和概念知識（cultural and conceptual
knowledge）；口語素養（oral literacy），包括說與聽的技能；書面素養（print
literacy），包括寫與讀的技能；及計算素養（numeracy）。IOM 亦提出健
康素養介入架構，指出個體和教育系統、健康系統和社會文化因素互動時，
健康素養就可能受影響，故強調此三部門宜藉由提供機會與挑戰，以協助
民眾提升健康素養。
Leger（2001）認為，學校是推展健康素養教學的重要場域，且學校教
學對學生各層面的健康素養都是有效的，但需克服教師教學實務和技能不
足、學校傳統結構限制，以及時間或資源不夠等困難。
Hubbard & Rainey（2007）針對青少年健康素養提出建議，如健康教育
課程應將主要重點放在孩童和青少年的健康素養提升上；教師和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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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選擇強調概念和技能的教材；致力進行整合性課程影響的研究；以及教
育者可運用健康教育評估計畫（Health Education Assessment Project, HEAP）
資料庫所提供的概念和技能項目來評估課程。
Nutbeam（2001）認為，健康素養是健康促進結果的新指標，當民眾健
康素養提升，顯示國家的健康促進工作亦進步。美國 1995 年擬訂的全國健
康教育課程標準即命名為：「全美健康教育標準：達成健康素養」（National
Health Education Standards： Achieving health literacy）。民國 101 年（2012）
出版的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提出我國未來十年教育政策，其第 21 項具體
行動方案為「促進全人健康方案」，共有三項目標，「培養學生健康素養，
提升學生生活技能」是其中之一。（其餘兩項目標為落實學校體育教學，
強化國民健全體格；以及增加學生運動時間，養成規律運動習慣。）而規
劃健康教育專業教師增能課程，提升授課教師專業能力為重要策略之一。
在健康教學實務方面，健康素養教學的目標為瞭解十大健康議題的核
心概念及精熟資訊評估、影響分析、做決定、目標設定、自我管理、人際
溝通和倡導等七項技能。在設計健康教學課程時，應針對不同健康議題，
找出適齡的核心概念與各健康議題相關的重要生活技能，提供學生練習及
精熟的增能機會。舉例來說，近年來因資訊管道的多元化，人們常在各樣
媒體上接觸到有關健康的資訊，媒體識讀便成為健康素養中應關注的課
題；在健康教育課程中引導學生能正確識讀媒體中的健康資訊時，亦應帶
入媒體素養強調之媒體素材所包含五大核心要素：創作者-所有媒體資訊都
是由媒體建構而成的；形式-媒體運用創造性語言及規則來建構訊息；閱聽
眾-不同人對媒體訊息的感受有所不同；內容-媒體會將價值和觀點嵌入；以
及目的-大部分媒體訊息的建構是為了牟取利益和權力。知己知彼，教學過
程中亦可回應 Nutbeam（2001）之健康素養三層面：有效的讀和寫技能（功
能性健康素養）；從不同溝通管道中擷取訊息並了解其意義（互動性健康
素養），以及在改變情境中能運用新的訊息，並能批判地分析訊息（批判
性健康素養）。如此，學生方有能力做出更健康的抉擇，有助其表現健康
提升行為。

102 投資健康 價值永續—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

以下即介紹在國中階段運用健康生活技能於健康教學，提升學生批判
性健康素養之”用藥生活家”教學示例（龍芝寧，2016）。圖 3-9 為融入生活
技能之正確用藥教學設計，表 3-3 是以生活技能為導向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
力教學示例之一覽表，教學規劃係依五大核心能力（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
狀況、看清楚藥品標示、清楚用藥方法時間、做身體的主人及與醫師藥師
作朋友）從培養學生之生活技能（如自我覺察、有效溝通、做決定、問題
解決、自我健康管理與監督、批判思考及有效拒絕），擬定 10 個教學目標
並設計 9 個教學活動。教學示例則介紹其中之【核心能力四】之「做身體
的主人」。在該教學示例中，在批判性思考方面的教學係引導學生能正確
識讀媒體中的健康資訊，有能力分析「藥品資訊」（例如廣告或網路訊息
等），提出適當的問題（質疑），請教或與他人討論（反省、解放），進
而發表具邏輯性的用藥意見或概念（重建）。在有效拒絕方面的教學則引
導學生面對用藥情境時，堅持用藥五不原則，並能堅定與真誠地表達自己
拒絕的想法，以達到維護自己權益與同時也讓對方滿意的雙贏局面。該教
學示例並以「藥你做主_批判性思考」及「藥不藥─Say No 大作戰」討論單
/學習單進行教學及成效評量（表 3-4 及表 3-5、圖 3-10 及圖 3-11）。

正確用藥
五大核心能力
整合性教學目標
(以生活技能為導向)

教學活動設計
●案例問思討論
●技能示範演練
●生活延伸實作

生活技能
對應分析
圖 3-9

融入生活技能之正確用藥教學設計

資料來源：龍芝寧（2016）。取自 https:// https://goo.gl/H87x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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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生活技能為導向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教學示例一覽表
五大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一】
清楚表達自己的
身體狀況

【核心能力二】
看清楚藥品標示

【核心能力三】
清楚用藥方法、
時間

【核心能力四】
做身體的主人

教學目標/生活技能
1-1 演練自我覺察技能，探究自己
對於就醫時醫病溝通的態度、動機
與行為。（自我覺察）
1-2 演練有效溝通技能，清楚傳遞
自己身體情況，協助醫師、藥師進
行後續的診治。（有效溝通）
2-1 運用做決定技能，展現領藥時
能核對清楚藥品標示的行為抉擇。
（做決定）
2-2 演練問題解決技能，增進看清
楚藥品標示的正確用藥知能，以解
決誤用藥品的問題情境。
（問題解決）
3-1 運用做決定技能，展現清楚用
藥方法與時間的行為抉擇。
（做決定）
3-2 演練自我健康管理、監督技
能，增進在生活中落實清楚用藥方
法、時間的行為。
（自我健康管理、監督）
4-1 運用批判思考技能，面對藥品
促銷與廣告訊息時，能辨識、評估
其正確性，並提出反制論點。
（批判思考）

教學活動說明
【活動一】
就醫心情頌（25 分鐘）
【活動二】
醫藥劇場（30 分鐘）
【活動一】
藥你做決定（20 分鐘）
【活動二】
藥你沒問題（30 分鐘）
【活動一】
藥行動（25 分鐘）
【活動二】
藥你健康（30 分鐘）

【活動一】
藥你做主（30 分鐘）

4-2 演練有效拒絕技能，拒絕購 【活動二】
買、推薦與使用廣告內容誇大不實 藥不藥─Say No 大作戰
的藥品。（有效拒絕）
（30 分鐘）

5-1 建立與藥師的正向人際互動與
暢通聯繫管道，以做為用藥時健康
【核心能力五】
諮詢的資源。（人際關係）
【活動一】
與醫師、藥師作
5-2 演練溝通技巧，提出用藥問題 用藥即時通（45 分鐘）
朋友
並得到藥師適當回應。
（有效溝通）
資料來源：龍芝寧（2016）。取自https:// https://goo.gl/H87x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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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生活技能為導向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教學示例：能力四 做身體的主人
能力四

核心
能力

生活
技能

做身體的主人

為了自己的健康，應堅持用藥五不原則－
「不聽」：不聽神奇療效藥品的廣告
「不信」：不信有神奇療效的藥品
「不買」：不買地攤、夜市、網路、遊覽車上所販賣的藥品
「不吃」：不吃別人贈送的藥品
「不推薦」：不推薦藥品給其他人
【批判性思考】
有能力分析「藥品資訊」（例如廣告或網路訊息等），提出適當的問
題（質疑）、請教或與他人討論（反省、解放），進而發表具邏輯性
的用藥意見或概念（重建）。
【有效拒絕】
面對用藥情境時，堅持用藥五不原則，並能堅定與真誠地表達自己拒
絕的想法，以達到維護自己權益與同時也讓對方滿意的雙贏局面。
教

學

示 例（一）

活動名稱：藥你做主
一、 教學目標：4-1 運用批判思考技能，面對藥品促銷與廣告訊息時，能辨識、
評估其正確性，並提出反制論點。
二、 教學時間：30 分鐘
三、 教學流程：
1. 情境引導：教師說明與呈現「藥你做主」討論單（附件 4-1-1）中「健健
美_纖美錠」廣告案例。
2. 問思與小組討論：以分組討論的方式，配合「藥你做主」討論單，進行
批判思考技能演練：
（1）質疑：寫出廣告中你覺得有問題的內容有哪些？
（2）反省與討論：與同組同學討論對質疑的廣告內容是否正確、符合安
全？
（3）重建：請針對這則廣告內容回答正確用藥相關 5 項問題？
3. 發表、觀察、回饋與修正：
（1）各組派代表報告。
（2）教師回饋並結語：一個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不會輕易聽信廣告
的誇大效果，對於藥品訊息都會抱持理性求真的態度，學會做自己
身體的主人，才不至於使消費權益受損，甚至賠上健康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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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學習：課後完成「藥你做主_批判思考」學習單（附件 4-1-2）：
（1）收集一則藥品廣告。
（2）用彩色筆圈畫出「你覺得有問題的內容」有哪些？
（3）寫出你對這則藥品廣告內容的正確性、可信度的看法為何？
教

學

示 例（二）

活動名稱：藥不藥─Say No 大作戰
一、教學目標：4-2 演練有效拒絕技能，拒絕購買、推薦與使用廣告內容誇大
不實的藥品。
二、教學時間：30 分鐘
三、教學流程：
1. 情境引導：
（1）教師說明面對親朋好友推薦來路不明的藥品時，你會如何開口拒
絕？當時的心情是如何？
（2）學生分享，教師指出：常見的拒絕用詞有會說「NO、不行、不願
意、不要」等，當時心情感覺可能是「無法接受、對不起、很抱
歉、I am sorry」等。
（3）教師說明當感受熟識的親友推薦購買或服用不明藥品時，可使用
下列方法拒絕誘惑：直接拒絕、遠離現場、轉移話題、自我解嘲、
情誼勸服等。中「達樂」眼痛的案例情境。
2. 問思與小組討論：配合「藥不藥─Say No 大作戰」討論單（附件 4-2-1），
根據兩則情境，寫下討論單【第一部分】對話內容，與使用的拒絕方法。
3. 3.發表、觀察、回饋與修正：
（1）各組派代表上台演練所討論的拒絕技巧。
（2）請其他組別依據「Say No 檢核表」（附
件 4-2-2）給予評分。
（3）教師回饋與建議：統計各組分數，肯定
表現優異組別，提供待改進組別建議。
（4）教師結語：拒絕別人，是一件相當不容
易的事情，會害怕傷到對方的好意，卻
是現實生活常常無法避免的課題。學會
適當和婉轉的拒絕，不僅可以維護自身
的權益，同時也可以維持友誼的長久和
良好的人際關係。
資料來源：龍芝寧（2016）。取自https:// https://goo.gl/H87x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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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藥你做主」討論單

分組討論根據以下藥品廣告訊息，提出看法
衛署成製字第 000000 號
你想擁有曼妙的身材嗎？你想要有白晰透亮的皮膚嗎？
健健美_纖美錠
全國首創唯一採用國外最新奈米科技
經動物實驗證明兼具減肥、豐胸、美白三大功能
經多位專業醫師及知名藝人推薦
一次徹底改善惱人的問題
一天三粒，完全無副作用，一週立即見效
找回自信，美麗再現
～新品上市、特惠優待、買一送一、機會有限～
請速電洽免費專線：0800-- 腰瘦購物台
1.【質疑】寫出廣告中你覺得有問題的內容有哪些：
2.【反省與解放】與同組同學討論對質疑的廣告內容是否正確、符合

3.【重建】請針對這則廣告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安全？

（1） （2） （3）
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1.描述健健美_纖美錠採用最新奈米科技，且經動
物實驗證明，但不一定有效。
2.有多位專業醫師及知名藝人推薦，一定有效。
3.宣稱能一次徹底改善惱人的問題是誇大，購買
前應該向藥師、醫師或衛生單位諮詢。
4.描述完全無副作用，不應輕易相信，應撥打衛
生署的檢舉專線（0800-233-789）檢舉，以避免
更多人受害。
5.這則廣告是不合法的，因未標示衛署藥（器）
廣字第 000000 號。
資料來源：龍芝寧（2016）。取自 https:// https://goo.gl/H87x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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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你做主_批判性思考」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1. 請蒐集一則藥品廣告，黏貼在以下空格中

2. 用彩色筆在這則廣告上圈畫出「你覺得有問題的內容」有哪些？
3. 寫出你對這則藥品廣告內容的看法：
（1）正確性分數：

（0~10 分，分數愈高正確性愈高）

理由是：
（2）可信度分數：

（0~10 分，分數愈高正確性愈高）

理由是：
圖 3-10 教學活動示例
資料來源：龍芝寧（2016）。取自https:// https://goo.gl/H87x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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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不藥─Say No 大作戰」討論單
分組討論：寫出拒絕的對話內容，與使用的拒絕方法：
情境一：美琴每次經期時的前兩天，腹部總是劇烈疼痛，好同學小如告
訴她網路上有在賣一種從日本進口的止痛藥，口碑評價很不錯，對於減
輕經痛非常有效，但美琴認為網路購買藥品風險很高，那她要如何拒絕
小如呢？
美琴說：

情境二：考季近了，小明的媽媽擔心他用腦過度，特地到菜市場買了補
藥，想幫小明好好進補，為了讓效果更好，一次用兩倍量，無非就是希
望能讓小明一次就考上好學校，但小明認為這樣是不妥的，那他要如何
拒絕媽媽呢？
小小小：

美琴與小明使用的拒絕方法有哪些：
堅持並肯定說不，請對方體諒

找個藉口，趕快離開並拖延

自我嘲笑膽子小，不敢使用成癮物質

情誼勸說，尊重健康與生命

使用委婉的方式告訴對方，不想使用的理由
圖 3-11 教學活動示例
資料來源：龍芝寧（2016）。取自https://goo.gl/H87x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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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理論觀點於健康教學之應用
健康教育課程發展除了依循主流的健康行為改變相關理論，和著重生
活技能、健康素養能力培養外，也深受時代思潮對課程理論的影響（見表
3-6）。在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即帶著後現代教育色彩，主
張重視學習者的主體性、強調人性化、尊重價值多元化和注重批判能力，
批判理論也成為課程發展的重要觀點。
表 3-6 不同時代課程理論及其特色
現代
傳統論含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 永恆論：傳統學科
開啟，在二十世紀下半 精粹論：精要知識
葉達最高峰）
當代論含
進步論：科際整合
重建論：結合生活
後現代
批判論：解放、增能
（出現在1930-1940年 有 利 於 社 會 改 革 的
代，經1950-1960年代 行動方案
的醞釀，1970-1980年
代蔚為風潮）

課程即科目
1. 課程即教學與學習活動
的計畫
2. 課程即預期的學習結果
1. 課程即經驗
2. 課程即社會重建的行動
進程
1. 課程應該是開放的系統
2. 課程應該是複雜的結構
3. 課程應該具有不斷變革
的本質

資料來源：單文經（2002）。

（一）哈伯馬斯的知識論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主要的成就是工具理性的勝利，科學對自然界的
逐步控制延伸到對社會界的駕馭，其負面的結果導致知識不但沒有解放人
類，反而減少人群的自由（洪鎌德，2010）。在 1920 年代末出現的批判
理論，主要在於繼續十八世紀以降人類理性啟蒙任務，其出發點是基於「一
個更好的社會」的想法，以批判的態度對待社會，也以批判的態度對待科
學，想用理性來防止危害自由的發展，以維護與闡揚人類理性的自主（張
永宗，2003）。也因此，其目的在於促成解放，試圖揭露束縛個人自由的
因素，如特權的操控、權威的限制等，在啟蒙社會的基礎上並指導人們擺
脱束縛，達到自由，即獲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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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起源於1923年在德國法蘭克福所成立的社會研究所。當時重
要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諾與馬庫色，他們的理念雖未完全相同，
但卻是一致對傳統作嚴厲批判。六○年代批判理論成為青年學生運動中的
精神導師，然而此運動的遭受挫敗，也帶給批判理論學者深切的省思，此
時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人物哈伯瑪斯開始承認資本主義的現狀，也試圖在
批判理論和實證科學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樑（張芬芬，2000），「知識與
興趣」便是為批判理論奠定一個規範的研究框架，其知識論架構如表3-7所
示。首先，將知識、學科、行動、生活聯貫在一起，使知識的檢討落實於
生活的基礎上。再則，將經驗性、分析性的學科與知識加以定位，視其為
知識中的一類。其次，將批判性的學科從權力、被有系統扭曲的溝通方式
和解放的興趣推衍出來，賦予社會批判理論一個合法的基礎。在哈柏馬斯
的知識論中最關鍵的一個概念就是「解放的興趣」，有了這種認知興趣，
批判取向的學科才有根據（張永宗，2003）。爾後，成人學習界美國學者馬
齊羅（Mezirow）引用哈伯馬斯三種知識興趣的分類，並以此發展出人類學
習的三種類型，即工具的學習、溝通的學習與解放的學習（陳明蕾，1999）。
表 3-7 哈柏馬斯的知識論架構
知識形式
方法論架構
學科類別

資訊
律則性假設的驗證
經驗性－分析性的
學科
知識興趣
技術的興趣
取向（關注） 技術性的控制
行動類別
工具性的行動
生活要素
勞動

解釋
作品的解釋
歷史性－詮釋性
的學科
實踐的興趣
互為主體的了解
溝通行動
語言（互動）

批判
自我反省
批判取向的學科
解放的興趣
解放、自主、負責
扭曲的溝通
權利（支配）

資料來源：黃瑞祺（1996：171）。

（二）弗雷勒的解放教育學
批判理論在教育的實踐上，1970 年代後，從第三世界國家到第一世界
都引發不少的迴響，即是巴西教育家弗雷勒（Freire）的解放教育學。弗雷
勒的教育思想與理念有其社會與歷史的特殊性，一方面受到來自歐洲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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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哲學思潮，另一方面則是巴西本身所處的拉丁美洲哲學與解放思潮的多
元影響（王秋絨，1990），形成了對人性、對世界及對教育上的基本假定
（方永泉，2003）：
1. 在人性的假定上：弗雷勒認為，人活在世上，有著基本的存有志業
（ontological vocation），這個存有志業就是要成為一個能夠具行動及進行
改造工作的主體（Subject）。由於每個人都是一種未完成的存有，惟有成
為存有志業的一個主體時，人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讓自己及群體的生命
更加的豐富。
2. 在世界的假定上：弗雷勒認為，與人發生關連的「世界」，不是一
個靜態與封閉秩序的世界。如果世界是靜態封閉的，那麼人只能被動地接
受既定的現實或是調整自己。但事實上人所處的世界，卻是一個動態開放
的世界，當中有著各式各樣課題及任務，等待著人們去面對與解決。因此，
當面對時空環境中有「非人性化」狀況的壓迫現實，人必須去克服，以改
革的行動，進而創造出一個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3. 在教育的假定上：弗雷勒認為，教育過程沒有所謂「中立的」存在。
教育一是作為幫助年青人進入現存體系並且使他們能順應體系的工具；另
一則是成為自由的實踐，藉著教育，人們可以批判地或是有創造力地去面
對自己的現實，並發現可以如何去參與並改變這個世界的歷程。
弗雷勒所主張的「解放教育」（liberatory education），是用來開展人
性化社會的重要教育理念。在傳統的教育過程中，人被看成是可適應、可
管理的動物，不僅讓人失去人之所以為人的主體性與批判反省能力，也陷
人於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中。為了使人從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在
解放教育的學習中，學生也好、教師也好，或是整個的社區都可以自由地
想像、實踐權力，讓所有參與教育的人們都能實質獲得「增能」
（empowerment）
（方永泉，2003）。也因此，解放教育就是一種增能的歷程。
解放教育的內容包括了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的培養以及和
解放性實踐有關之技能的發展。批判意識的培養，很重要的是讓意識的學
習不再只是教者所給定對象的意識，而是進一步協助學習者看到對於所要
理解對象的客觀「存在」背景，或是讓那些已經客觀既存，但從未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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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覺察的事物，開始一一浮現出來，進而形成了一種問題與挑戰（Freire，
1993）。當學習者可以開始從對背景的知覺中，指出某些要素，對其反思，
並進而形成他們的行動與認知的對象，這個時候的意識本身就成為具有批
判性的意識（張盈堃，2010）。一旦個人有了批判意識，便能真實地知覺
實在，瞭解行為的可能與限制，明白適當的原因與環境關係，進而透過行
動與反省的統合來達到解放，獲得自由與自主。
在教育方式上，弗雷勒也提出教學方法的轉變。傳統的教育方式是一
種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教者是知識擁有者，教學成為一種知
識填塞的行為，學習者在這樣的教學模式裡，僅能進行機械式的記憶和反
覆的背誦，無法培養出主動、批判思考的能力，當然也就難以發展出創意
性的問題。因此，弗雷勒主張用提問式的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
這是基於上述知覺人有未完成的存有，加上現實是可被改造的，所以教育
必然是一種繼續不斷的活動等假定。在提問式教育中，學習者可以用批判
的方式去覺察其存在這個世界的方式，不再將世界視為靜態的現實，而是
視為過程與轉化中的現實（方永泉，2003）。在這樣的思維下，教學過程
強調對話與溝通的重要，學習者不再處於「上對下」關係中的下階地位，
不再僅能充當單向對話裡的溫馴聆聽者，而教者僅是對話之領導者，維持
對話之進展，力求以再學習（relearn）之態度，與學習者來進行對話。於是，
打破了傳統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固定角色，形成「同時身為學生的教師」
（teacher-student）與「同時身為教師的學生」（student-teachers）（Freire，
1993），亦即教師同時也是學生，學生同時也是教師，是彼此教導的。
「提問」式的教育使學習者與世界不斷的產生挑戰與回應，批判的對
話促使學習者與教師採取整體性的脈絡思考；透過質疑原先未曾懷疑、「自
然而然」習慣性去接受的各種意識以及語言、文化、習性等素材，使得意
識、行動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有了不同層次的體悟，進而達成解放實踐的功
能（黃聿芝，2008 ）。

（三）批判理論觀點在健康教育課程上之運用
在健康教育課程發展上，批判理論觀點的運用始於九年一貫教改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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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下面就教師研習進修、學校本位/在地化的課程發展及教科書編撰等面
向之實務略作說明。
1. 教師研習進修
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開放多元、自主、在地（校本）課程的空間下，
教師有課程決定的主體性，是課程轉化和教學實踐的主體。但長久以來，
提供教師進修模式多半停留在灌輸與填鴨的「接收模式」
（receiving model）
（顧瑜君，2002），如何超越專家主導？Freire 及 Greene 主張，重要關鍵
是教師的「意識覺醒」，亦即教師須對自己及所處實務世界有更多的覺知，
能質疑、挑戰「習以為常」的作法、現象、限制和權力結構，能夠反省「習
焉不察」的價值、信念和知識系統，並願意突破教學現狀、積極投入課程
與教學實務的更新，才有實質改變的機會（甄曉蘭，2003）。也因此，要
有不同樣貌的課程讓學生學習，需先從教學者的改變開始。如九年一貫之
始，針對國中、國小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們，甚至是負責師資培訓的大專
教師群開展具有對話取向與參與特性的系列研習課程（蘇富美、陳瓊珠、
劉貴雲，2003）；以國中、小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團團員及學校教師團隊
為對象，辦理增能的教師研習模式（見圖 3-12），透由傾聽/同理、內省/
對話的歷程，拓展教師的視野，提升教師在健康議題上的意識與問題擁有
感，期能進一步轉化，帶出在地化的課程發展（劉貴雲、蘇富美，2006）。

增能

圖3-12 增能式教師研習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劉貴雲、蘇富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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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在民國 98-100（2009-2011）年度提升國小教師健康教育教學專
業能力計畫及民國 102-105（2013-2016）年度提升國中教師健康教育教學
專業能力計畫中，也將「增能」概念充分融入「中央輔導委員培訓」、「初、
進階種子教師兩階段培訓」、「種子教師進入縣市進行縣本培訓」的系統
性培訓歷程，例如種子教師初階工作方式即以學習者為中心，將健康教育
行為科學理論及生活技能融入教學議題，透過分組討論，以雙向互動、體
驗活動及實作產出型方式進行，激發教師自身無限潛能，展現精進蛻變後
所具備的健康教育專業能力（劉潔心、高翠霞、張素貞、李明憲、王懋雯，
2009；劉潔心、高翠霞，2014）。
由專家單向給予到知識平權的教師研習課程，免不了在課程參與或對
等的投入上，產生焦慮、壓力與不確定性。但「增能」的教師研習，也有
教師是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因為體會到這是教師自主思考的必經過程。
2. 學校本位/在地化的課程發展
當教育改革現場，提供了學校及教師較大的自主空間，調整相關的課
程內容和時數，且可以選擇學校本位的議題，或進一步延伸符合當地環境
文化與學生需求之在地化課程，相對的教師就負有選擇和安排學生學習經
驗的重責大任。也因此，教師承擔的角色不再是課程的傳遞者或執行者，
而是課程創製者（歐用生，1999）。因而，就學校本位/在地化課程開展而
言，重要的關鍵便在於教師對課程所抱持的態度、所涉入的思維、所產生
的覺知、所帶出的行動，也牽引著教學實踐的走向（甄曉蘭，2002）。下
面就檳榔健康議題及環境教育為例，說明學校本位/在地化課程的發展與實
踐。
（1）臺東縣知本國小
借鏡批判教育的理念與運作的層次，透由上述增能式教師研習的學習
歷程，在多層次對話與教學、生命經驗的整理，教師超越對健康議題的風
險性考量，看到議題發生的社會脈絡與歷史背景，也出現檳榔預防教育是
可以做和有意義的觀點，看到人也看到環境，找到關心這個健康議題的著
力點與課程開創的基點（劉貴雲、蘇富美，2006）。如：

第三章 健康教育課程發展之理論與研究 115

「西部有檳榔西施，我們沒有；在我們東部，我們有的是荖葉，
我們生產的量，代表整個臺灣有多少人在吃檳榔…」
（會/民950618/
黃××）
「我們的社區位於卡地布～卑南族的部落區，『檳榔』是原住民
文化的重要一環，舉凡祭祀、婚喪喜慶等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荖
花、荖葉』更是臺東的經濟命脈，…當文化、經濟發展與健康出
現兩難困境的衝突時，…如何將檳榔文化這樣的在地素材融入課
程？」（訪/民950824/廖××）
「教書之後，因為我本身在原住民比較多的社區，檳榔跟原住民
的關係一直都很緊密，而且原住民有很多的生活都和檳榔有關，
不是說只有嚼食而已，…那因為自己本身是原住民，有很多學生
也是原住民，那我在教的時候要怎麼樣才不會很突兀…我不希望
說一開始上的時候就造成對立，因為有很多學生的家長就是從事
這一方面的工作…」（訪/民950824/謝××）
「一直很怕去碰的就是檳榔不好、荖葉不好，因為我們一直在避
開這個部份，考量孩子跟家長之間的關係會不會受影響。其實像
採荖葉來說，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產業，所以就會有一些人回流，
願意回到自己家裡來，那媽媽採荖葉，就在自己家裡附近採，至
少孩子回家的時後可以找得到媽媽，如果沒有這個職業的話，家
長勢必到另外一個縣市去工作，那就會有隔代教養的問題。」（訪
/民950824/謝××）
來自校長、教師們的真實話語，道出問題的層層關連，延伸出健康問
題在生活情境脈絡中的複雜度，提供了看待健康問題是需要更多的瞭解、
尊重與關懷，也讓校本課程有了不同的質變（見圖 3-13）。老師們將思考
化為「檳榔的歷史沿革與發展」、「探討檳榔存在社區的成因」、「知本
社區探索及訪查」、「統計我最行」及「實驗室」等五個主軸活動。其中
在「探討檳榔存在社區的成因」及「知本社區探索及訪查」的學習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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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進行社區種植荖葉面積和種植方式的實際走訪及調查，讓學生從資料的
搜集整理與日常生活的觀察中，有機會深化認識荖葉與當地社區經濟型態、
環境、健康等的關聯， 並進行價值澄清（沈淑玲、謝惠珠，2006）。

圖 3-13 檳榔面面觀課程架構
資料來源：蘇富美、林錦英、劉貴雲（主編）（200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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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課程實踐，教師深刻的反思油然而生：

「講到在地化，就會講到社區，但很少談到那個文化和精神傳承的部
份，我會想要幫孩子省思，做社區營造的部份，讓這群孩子有辦法在
這塊土地上去做精神的傳承，這樣土地和社區才能永續的經營下去。」
（訪/民950824/沈××）
「給孩子一個價值澄清吧！在做很多事情很多決定的時候都是這樣
子的，當他們決定我選擇要不要做荖葉的工作或者檳榔的工作，背
後支持他們做這樣的決定的原因是什麼？比如說會傷害土地、傷害
環境等。我們上次去參觀老葉農場的學生家長，媽媽也說農藥都下
很重，所以每次去採荖葉的時候手都會受傷，可是迫於生計吧！因
為他們的爸媽是從事這一行業的，跟爸媽溝通也要能體諒他們的苦
處和他們的辛苦，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有這樣的學習。」（訪/民
950824/謝××）
上述在地化課程示例，看到當教師對「檳榔」、「荖葉」客觀「存在」的
背景有更多的覺知，願意挑戰並納入課程的在地視覺舞台，在教與學的互動上
相對也尋找到不同的出口。
（2）臺北市龍門國中

新穎的建築、現代的設備、寬廣的校園，是我對龍門的第一印象，也
讓人為這裡的孩子感到幸福，因為他們比別人多出幾乎2倍以上的空
間及資源。但是，我總覺得龍門還少了點什麼？它似乎略顯的生硬，
因緣際會參觀了南部的學校，發現校園四周的交叉重疊的樹影步道，
可享受夏日林木鬱蓊清涼，可小憩在樹林步道旁的座椅，一眼望去校
園內賞心悅目的綠化景象。這才發現龍門少的就是這種『如徜徉在森
林中的綠化環境』。（李恆華、詹俊誠、吳孟憲、王清雅，2007）
從日常生活場域的覺知，一位健康教育老師開始思索：學校如何讓學
生有家的感覺？可以如何落實？就在此時學校申請通過臺北市「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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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計畫」，鄰近龍門國中師培學校教學實習的人力資源投入及學校行政
的大力支持，諸多因素促成，從學校本位課程思維開始有了『設計環境保
護』、『龍門的綠化』等想法的出現。課程形塑過程中，經過學校資料蒐
集與分析，發現龍門國中最應重視的環境問題是綠化。由學生質性訪談，
了解到學生對於校園綠化現況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學生認為校園綠化多
集中於古蹟處，但因距離遠，平時課間不常到此處（周元錞，2007）。因
此，課程設計中，將綠化校園的概念延伸進教室，引領學生從自身所處的
教室、校園環境，進而擴展至社區、地球環境，不只是觀察與發現環境中
的問題，更能有具體的行動，為當前所面對的環境問題盡一份心力（見圖
3-14）。

圖 3-14 課程概念
資料來源：李恆華、詹俊誠、吳孟憲、王清雅（2007）。

『Green Long-Men』-綠美化龍門校園整體課程方案，在健康教育課程中
實施六節的課程計畫，其餘各領域則配合以課程融入設計（李恆華、詹俊誠、
吳孟憲、王清雅，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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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二及三節課透過媒體、分組討論、遊戲、講述、說故事等多
元教學方式認識「樂活LOHAS」精神；種植植物的方法等內容，
提高照顧植物的動機；以及為學校綠化默默付出的『英雄』，並思
考自己還可以做些甚麼來保護環境？
b. 第四、五節課透過多元教學方式認識空污、水污及垃圾的相關環保
議題及專有名詞，讓同學了解這些人類所造成的汙染破壞其實最終
都會以不同的形式回到我們身上，所以幫助環境就是在幫助自己的
健康與生存。
c. 第六節，在世界地球日這一週同步進行種植植物的成果發表：有「班
上小組成果發表」，以及「班際繞班競賽活動」，以增加學生與大
環境的氛圍呼應，有利環境線索的營造。
環境綠化的議題到底對學生的切身性如何？走過課程實踐，由回饋問
卷與種植經驗報告 PPT 分析，看到有些學生並不意識到環境綠化的議題與
他們的切身性，如在第三堂課時，有人看了義工隊和退休教師到校幫忙種
樹的影片，認為「他們自己自願要來，為什麼要寫感恩小卡給他們。」然
而到六堂課後，整個班級綠化比賽活動後，回饋問卷中出現了不同意識化
層次的反應（周元錞，2007）：

「人人都有影響力，不要因為覺得自己很渺小而不行動，相信自己的
一份力量，地球會更好。」
「地球不是我們擁有，因此不應該因為人類所做的事而破壞地球，加
害其他動植物。」
「經過這次課程，瞭解到原來地球已經奄奄一息了！再不好好保護
它，可能就要失去自己的家了，所以，愛護地球要人人做起！」
「污染是人類對自然做的錯事…但我們卻不時忘記自己的身份！我
們不是地球的主人，我們只是地球其中一種生物罷了！」
「在政治色彩之外，終於在教室看到了『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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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機會長時間浸淫於環保與綠化的議題討論與實作體驗的課程活動，
學生的反應中顯現對健康議題的切身感與意識層次的移動傾向，呼應了弗雷
勒的意識化理論。由老師的視角看到也感受到學生：在植物種植上努力查詢
相關植物的資料、一群人在花市搜尋適合的植物、擔憂每盆植物的生死、高
興的訴說植物今天又開花了、努力打掃教室只為了讓環境配搭上植物的綠美
化、等到學期結束還為暑假如何照顧班級的植物費心安排⋯（李恆華、詹俊
誠、吳孟憲、王清雅，2007），一個教室環境綠化活動的實作，帶出的不僅
是健康的學習，也是生命教育的體現。
學校本位/在地化課程的發展，雖然需要有行政的支持或壓力，更重要的
是教師要有相當程度的認同與主動性，能多面向探究與深入瞭解，才有機會
在一個又一個的學校本位/在地化課程實踐歷程中，創化「教」與「學」的意
義，也在自我拓展中繼續發展。
3. 教科書編撰
教育現場中教科書一直是教師教學所倚重的。在二十世紀中後期幾十年
間，科學實證體系的知識大量增加且分化複雜，讓編撰教科書專家和使用教
科書的教師，掉入如何刪減還是有過多的內容，以及永遠必須趕課的陷阱裡。
抽象、客觀的的知識系統，容易與人的生活脫節，加上背誦式的教導或灌輸，
在涉及生活型態與社會行為的行塑時，更顯示出「知」與「行」的差距。
當大環境的社會快速變遷，面對健康課題顯然不只是單純個人的事而已
了。如個人的每日飲食攝取，在營養素需求的健康考量之餘，當我們所做每
一個選購的決定，我們也把整個世界的生產與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帶入了自
己家裡與社區，連帶也牽動環境、生態、社會正義等多面向的衝擊；又如在
世界另一邊所發生的疫情或災難，都會直接、間接地波及地球上每一個角落
的人和生物。我們目前的生活、環境或氣候上的問題，是過去人類的生產科
技與生活型態累積的影響，同時我們現在又在製造問題給下一代或透支他們
的未來。教導人如何過健康的生活，已經不只關係到個人的生活或生命而
已，而且關係到一個社區的居民、一個國家的國民以及這一代的責任，除
此之外，個人的生活抉擇，還可以作為世界公民關懷全球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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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自由、多元、責任關聯的現在教育環境下，教育不只是適應現在，
教育更要能適應未來。相對的作為學習主軸的教科書，在健康議題的學習
上也應思索從學習者的生活經驗出發，提供深化的脈絡探究，幫助學習者
加廣、加深的去了解健康問題的根源、因果關係與影響，進而能思考、批
判其不義及不公平處，建立改變是可能的信念，而產生增權，感受到自己
是有行動力的人。但這樣的理念是否轉化為教科書中的學習教材？從課程
標準的「國編版」到課程綱要開放的「審定本」，看到教科書內涵的轉變，
具批判性思考的教材已然出現在不同健康議題上，如康軒版第三階段相關
教材（見圖 3-15～圖 3-18）。

↑圖3-1-1 健康生活型態需要生活機能條件配合示意圖

圖 3-15 「健康社區面面觀」教材示例
資料來源：林正常、劉貴雲（主編）（2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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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老師念的新聞報導後，建華開始有以下的
發現與想法。

你能像建華一樣關心他人嗎？

圖 3-16 「做個有型的地球人」教材示例
資料來源：林正常、劉貴雲（主編）（2010：22-23）。

圖 3-17 「關心我們的環境」教材示例一
資料來源：林正常、劉貴雲（主編）（2014：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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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做個有型的地球人」及「關心我們的環境」行動力展現教材示例
資料來源：左圖－林正常、劉貴雲（主編）（2010：28）。
右圖－林正常、劉貴雲（主編）（2014：43）。

批判理論在教材內容部分的運用上，宜選擇合乎個體需求的事實材料；
強化主體性，安排自主性、理性、反思的材料；同時拋棄意識形態的宰制，
即避免「選擇性的知識與意識」（陳嘉陽，2012）。從上面示例教材，可看
到教材選取的切入能連結學習者的生活經驗，反思的素材於內文或視窗「你
想過嗎？」 以提問呈現，引領學習者思考與理解。至於避免「選擇性的知
識與意識」在教材中可以達到的程度，仍挑戰著編寫者的視野與審查者的觀
點。當有了教材，在教室課堂中，沒有標準答案的教材，教師如何讓教學活
動成為一種溝通的行動？而學生是否具開放的心靈和民主的素養進入學
習？這也在在影響了運用批判理論的教學實踐成效。
在健康教育範疇中，以學生的經驗和生活為中心，引導學生去探索、分
析、觀察、體會、省思、批判各種現象與問題，並且開始培養行動能力來帶
出實際行動的批判教材仍在起步中，期待富含批判思考（見圖 3-19）樣貌的
不同健康議題教材能不斷被研發、被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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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具批判性思考課程概念圖
資料來源：劉貴雲、蘇富美（2010）。

第二節

理論與觀點運用於國內健康教育課程之相關研究
與趨勢

健康的學習無法真空發生於課室中，是結合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不斷地躍
進。1980 年代後，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的制定，將健康的視角擴大為健康促進，健康的前提不再只是疾病的預防或
適當的生活型態，而是需要包含寧靜、安全、教育、食物、收入、穩定的生
態系統和社會正義與公平等關照。也因著，帶出健康教育實務推動上的更
迭，從傳統的醫療取向及 1970 年代的行為取向，逐步邁入了社會環境的取
向；而內涵上著重在於使個人或團體意識影響健康的因素，增加掌控和改善
健康的過程（Labonte，1993）。也因此，在健康行為養成之餘，教育的重點
也應呼應「健康素養」與「生活技能」的養成，讓個體能具健康知識且有技
巧與能力來解決生活問題，以降低健康危險性，增進生活品質。在這樣的脈
絡下，多年來國內健康教育課程的實踐是什麼樣貌？下面試就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從 1980 年代起所進行的博碩士論文研究走
向，做進一步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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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碩士論文部分而言，由 69（1980）學年度至 104（2015）學年度共
858 篇，其中針對國小、國中或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的課程相關研究計 62
篇；而博士論文部分，由 85（1996）學年度至 104（2015）學年度有 101 篇，
以國小、國中或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的課程相關研究則有 14 篇，由表 3-6、
表 3-7 可窺知：在課程相關的研究上以教育介入為主，議題涵括有個人衛生、
性教育、死亡教育、身體活動、人和食物、藥物教育、安全教育、環境教育、
消費者健康和疾病預防（如愛滋病、中風、結核病預防等），以及生命教育
融入健康心理的議題。在介入策略或教學方法上亦相當多元，從教師中心、
講述法嘗試透過學生中心、價值澄清教學法、同儕戲劇教育、自我導向學習、
WebQuest 教學策略，以及運用網際網路、電腦多媒體、電腦輔助網站等，進
行教學效果比較或介入成效的評估。
在教學成效評估的依變項選取上，1980-1990 年代中是以知識、態度、
行為的 KAP 模式為主。爾後，二十多年來教育介入深受行為取向影響，多
數運用了理論模式，如社會學習理論、理性行動論、跨理論模式、健康信念
模式、創新傳播理論等，為研究者提供正確的指引，以設計多樣的介入要素
和教育策略，同時也幫助研究者確認行為改變的特定中介因子。也因此，在
成效檢視上，除了知識、態度或行為外，同時納入「自我效能」、「行為意
向」、「行為改變階段」等多向度的考量（見表 3-6、表 3-7）。
關於生活技能於健康議題介入成效的研究，始見於民國 94 年（2005）
在青少年預防物質濫用教學上，多數以學習「拒絕的技巧」、「做決定的技
巧」及「問題解決的技巧」等為主。後續隨著教育部提升國小、國中教師健
康教育教學專業能力計畫的執行，生活技能融入健康教育的教學模組研發成
為推動的核心，帶動教育現場重視生活技能的健康教學，相對也可窺見於不
同健康議題運用的實證研究（見表 3-8、表 3-9）。至於健康素養的相關研究
仍不多見，近年來碩士班有以「網路霸凌素養」、「媒體素養」或「電子健
康素養」做為教育介入變項的相關研究，在博士班則有針對國中生「健康素
養」指標之建構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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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上述三十多年來博碩士課程實務的相關研究，其發展對應健康教育
在學校的類型（Hagquist & Starrin，1997），由圖 3-20 顯見已從傳統教育模
式（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遞移到現代教育模式（modern educational
model），亦即趨向以行為和社會心理為基礎的教學模式。在運用場域上二
者雖都窄化於課堂教室中，但改變的策略就學習者角度而言，是「由上而下」
的被動接受訊息到「由下而上」的主動參與。現代教育模式關照的不在行為
本身而是影響行為的因素，是從個人到團體，學習重點包含價值澄清、目標
設定、做決定、建立自尊、壓力處理，以及拒絕技能、生活技能和規範信念
等（Hansen，1993），由此意涵引出多元教學策略運用及提供技能學習的重
要性。計畫者模式（planner models）具「由上而下」改變策略且觀顧更寬廣
的環境背景，典型的實務作法亦即 1980 年代美國的健康服務、健康教學和
健康環境的整合計畫，及由歐洲推動六大範疇的健康促進學校。就博碩論文
中以此模式在國中、小學執行的計畫並不多見，僅有「全校性健康五蔬果」
介入計劃（黃惠斌，2002）和拒菸宣導活動的研究（顏麗娟，2004），但在
民國 99 年（2010）起「二代健康促進學校」的全面推動後，許多學校結合
教育局資源、地方輔導團與中央輔導委員（大學教師）的支持網絡體系，開
展許多各具學校特色以實證為導向的行動研究（張鳳琴、顏銓成、劉潔心，
2013；黃瓊儀、謝忠豪，2014）。至於增權模式（empowerment models）在
學校中的運用可視為是尋找健康教育更成功的方法之一，它是透由參與者
「由下而上」的改變策略且能顧及寬廣的背景脈絡考量，這也是健康促進學
校民主式典範的體現（Jensen，2000），增進參與者採取行動以及產生改變
的能力，由於個人增能，加上願景與見解，使得他們可以去影響自己的生活
型態和生活機能條件。於論文資料分析中，在國中、小階段以學生為對象目
前仍無此一類型的相關探究，唯見以教師為對象運用增能理論的介入成效研
究（張家臻，2014）；另一研究則富含此一類型特徵，由研究者與一所國中
教師團隊形成伙伴關係，透過增能策略，發展出生態取向營養教育課程，由
過程及總結性的評量，確認應用增能策略的課程發展模式之可行性，及對教
師個人與專業的深刻影響（劉貴雲、蘇富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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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健康教育在學校的類型
資料來源：譯自 C. Hagquist, & B. Starrin（1997：226）。

表 3-8 理論與概念運用於國小、國中及高中健康教育課程之相關研究～
分析 69 至 104 學年度碩士論文
理論與
論
文
名
稱
概念運用
◎
臺北市某國民中學一年級學生口腔衛生教學實驗研究
◎
學生中心與教師中心教學法對國中健康教育營養課程
教學效果的比較研究
◎
價值澄清教學法與講述法在國中一年級女生健康教育
安全課程上的教學效果比較研究
◎
國民中學垃圾分類教育之實驗研究
◎
臺北市國小學童口腔衛生教育計畫介入效果之研究
◎
價值澄清教學活動對國小學童吸菸知識﹑態度和吸菸
決定影響之研究
◎
學生中心教學與教師中心教學對某國小五年級學生資
源回收知識﹑態度及行為影響之實驗研究
◎
國小體重控制介入計畫效果之實證研究
◎
水資源教育價值澄清教學效果之研究~以水資源保護
區內某國中一年級學生為例
◎
校園音環境教育介入對國小學童音環境覺知、態度及
行為之影響研究
◎
價值澄清法應用於國一學生身體意象教學介入之研究
◎
正確用藥教育介入之成效研究-以宜蘭縣國民中學學

畢業
學年度
74
74
76
77
77
80
81
83
89
92
9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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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
概念運用
◎
◎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行為意象、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跨理論模式
與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行為意圖
自覺障礙、
自覺利益、
社會支持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社會支持
跨理論模式

論

文

名

稱

生為例
國民中學能源教育課程教學效果探討-以兩所國民中
學為例
某國小學生正確用藥教育介入成效之探討
預防吸菸教育計畫介入效果之研究 以臺北市華江中
學國二自願就學班學生為對象
國中愛滋病教育介入效果研究
預防安非他命濫用教學計畫介入效果研究－以桃園縣
某二所國中二年級學生為對象
運用網際網路於青少年戒菸行為之介入研究
運用網際網路促進國小高年級學生綠色消費行為之介
入研究
環境價值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在國中學生資源回收行
為意圖教學效果之比較～以桃園縣某國中一年級學生
為例
運用網際網路于青少年愛滋病預防教育之介入研究
戶外教學對國小學童環境行為意向及其相關因素之影
響
三種預防吸菸教學方案實驗效果比較研究--以臺北縣
某國中一年級學生為對象
國中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介入之成效研究－以臺北縣某
國中為例
「全校性健康五蔬果」介入計劃對國中學生每日攝取
五蔬果及相關因素之影響—以彰化縣立鹿鳴國中學生
為例
性教育介入對國二學生之成效探討－以高雄縣某國中
「兩性相處學習營」為例
國小高年級性教育教學介入效果之研究─以電腦多媒
體輔助教學為例

畢業
學年度
101
103
82
84
87
89
89
89
90
90
91
91
91
92
92

『真愛密碼』性教育教學效果研究－針對高職二學生
安全性行為的課程計劃

92

青少年戒菸教育課程介入成效之探討-以臺北市某公
立高職學生為對象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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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
概念運用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拒絕同儕技
巧
自我效能、
吸菸期望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
預期行為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跨理論模式
與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跨理論模式
跨理論模式
自我效能
行為意圖
自我效能
社會學習理
論、計畫行
為理論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自我效能

論

文

名

稱

畢業
學年度

青少年檳榔預防教育電腦輔助教學網站之建置與介入
研究

93

運用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於青少年物質濫用預防之介
入研究

93

平面菸品廣告識讀教學課程對國小學童拒菸信念相關
問題之研究
具環境生態觀營義教育課程實施成效及影響教師課程
實施之因素探討
國小學童口腔衛生教育介入效果之研究－以花蓮縣鳳
仁國小學童為例
國小學童「自我導向學習急救教育策略」效果之實驗
研究
臺北縣國中預防吸菸創意教學介入成效研究－ 主要
教學、追加教學及整體教學評估
國中學生含糖飲料主題課程介入之效果研究
綠色消費教學介入對國中生綠色消費行為及相關因素
影響之研究-以雲林某國中為例
避孕教育介入之成效探討-以中部某國中三年級學生
為例
應用跨理論模式於北市士林區某高中學生每日五蔬果
行為介入之成效研究
臺北縣某國中戒菸教育介入計畫實施成效研究
國小高年級資訊融入健康體位教學介入之研究-以臺
中市某國小為例
高職生避孕教育介入成果研究-以新北市某高職夜校
生為例
青少年預防吸菸教育介入之成效研究-以新北市某國
民中學為例.
運用媒體素養教育對國小學童飲食行為之介入研究以彰化縣某國小高年級學生為例
國中學生電子健康素養教育介入成效研究-以臺北市
國中為例
澎湖縣某高職學生戒菸教育介入效果研究

93
93
94
94
95
95
95
96
96
97
102
102
102
103
10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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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
概念運用
生活技巧、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同儕規範
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
制、行為意
向
生活技能、
自我效能
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
自我效能、
行為意向
網路霸凌素
養
媒體素養
電子健康素
養
☆
☆
☆
☆
☆
☆

論

文

名

稱

畢業
學年度

運用同儕戲劇教育課程於國中生預防新興藥物濫用教
育介入研究 -以臺北市某國中學生為例「拒絕的技
巧」、「做決定的技巧」及「問題解決的技巧」上

93

以「生活技能」融入「消費者健康」教學之成效探討

96

以生活技能為基礎之國中學生預防藥物濫用追加教學
介入成效研究

98

運用戲劇教育於國小性教育之介入研究─以南投縣某
國小高年級學生為例
以生活技能教學融入高中學生正確用藥教育之成效探
討
生活技能於青少年菸害防制教學之應用研究
臺北市高職一年級學生網路霸凌預防教育介入成效評
估
運用媒體素養教育對國小學童飲食行為之介入研究以彰化縣某國小高年級學生為例
國中學生電子健康素養教育介入成效研究-以臺北市
國中為例
生命魔法師-國中生死亡教育課程設計與評價之研究
我喜歡我自己~生命教育融入健康教育課程對國中學
生自尊、學業成就之影響研究
「生命的彩虹」高中生死取向生命教育課程介入之研究
WebQuest 教學策略對國中生消費者健康介入之成效
評量
基隆市某國中七年級學生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自我
導向學習策略」之效果研究
國中學生之消費者健康教學介入的延宕效果與補強教
學成效探討

100
102
104
100
103
103
89
90
91
96
96
97

註：第一欄位符號：◎指 KAP 模式；☆指 其它，採不同心理、教育理論與概念。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碩博士論
文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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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理論與概念運用於國小、國中及高中健康教育課程之相關研究～
分析 85 至 104 學年度博士論文
理論與概念運用
論
文
名
稱
畢業學年度

社會學習理論

國小四年級學童營養教育介入實驗研
究-社會學習理論之應用

85

社會學習理論、誇理論
模式

促進國中生環境行動與群體效能之實
驗研究

89

跨理論模式

高職學生運動行為介入研究－應用跨
理論模式

95

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泰雅族國中生飲酒防制衛生教育介入
效果研究

99

跨理論模式

臺北市國中學生身體活動教育介入成
效研究-跨理論模式之應用

99

行為意圖

國中生節能減碳教學效果之研究~以
臺北市某國中為例

100

健康信念模式、自我效
能

國中學生戒菸教育介入計畫效果研究

100

社會認知理論

國中校園霸凌防治介入計畫~含同儕
性騷擾防治

101

創新傳播理論

中風防治識能衛生教育介入效果研究以臺北市某國小六年級學生為例

103

計畫行為理論

桃園市原住民國中學生結核病防治衛
生教育介入效果研究

103

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為主的高中生性教育介入
研究

94

生活技能、自我效能

臺北市國中學生菸害預防教育介入成
效研究

95

生活技能、自我效能、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教育介入成效研
行為意向
究

104

健康素養

101

國中生健康素養指標建構之研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碩博士論文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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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在健康教育課程發展中所運用的理論，常見有個人層次的「健康信念模
式」、「理性行動論/計畫行為理論」、「跨理論模式」；人際層次的「社會
認知理論-自我效能」和「健康傳播與創新傳播理論」；而在多層面層次方面
則有「PRECEDE-PROCEED 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模式」。
課程發展除了理論依循外，近十多年來結合世界衛生組織的呼籲，讓學
習者具備良好的「健康素養」，促使個人獲得最佳的健康狀況，或是具備「健
康生活技能」，使學習者能正向解決、適應每天面對的生活需求及挑戰，同
時在良好的心理狀態，表現出適應和積極的行為的能力。這樣的訴求，也逐
漸於各級健康教育教學中加以運用。另外，批判理論的觀點也在九年一貫課
程改革後開始運用在教師研習進修、學校本位/在地化的課程發展及教科書編
撰等面向中。
就運用理論與觀點之國內健康教育課程研究與趨勢來看，分析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從1980 年代起所進行的博碩士論文研
究，在以教育介入的研究中，多數運用了理論模式，如社會學習理論、理性
行動論、跨理論模式、健康信念模式、創新傳播理論等。而生活技能於健康
議題介入成效的研究，也陸續有實證研究結果，至於健康素養的相關研究則
尚在起步中。
進一步將三十多年來博碩士課程實務的相關研究，對應健康教育在學校
的類型，顯見已從傳統教育模式遞移到現代教育模式，亦即趨向以行為和社
會心理為基礎的教學模式。而依計畫者模式執行在博碩論文中並不多見，反
倒是2010年起「二代健康促進學校」的全面推動後，許多學校結合教育局資
源、地方輔導團與中央輔導委員（大學教師）的支持網絡體系，開展許多各
具學校特色以實證為導向的行動研究。至於在學校可視為是尋找健康教育更
成功的方法之一的增權模式之運用，於論文資料分析中，仍無此一類型的相
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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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是連續的過程，隨著時代演變不斷修正。「課程標準」與「課
程綱要」均屬國家教育法令，旨在揭櫫教育的政策。我國小學課程標準與綱
要，自民國18年至民國100年止，共計公佈了十三個版本。民國18年（1929）
頒布了「小學課程暫行標準」，衛生教育單獨設科(高小)。該標準施行三年
後頒布「小學課程標準」，衛生教育單獨設科。其後在民國25年（1936）、
民國37年（1948）進行兩次修訂，將衛生教育課程分別規畫入社會、自然與
公民訓練等課程。民國41年（1952）、民國51年（1962）更名為「國民學校
課程標準」，衛生教育相關課程仍分散於社會、自然、公民訓練等課程中。
民國57年（1968）頒布「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此時期健康教育單
獨設科。民國64年（1975）頒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仍維持健康教育單
獨設科。但民國82年（1993）頒布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則將健康教育
與生活倫理合為「道德與健康」科，在小學一至三年級階段採合科教學，四
至六年級則為分科教學。民國89年（2000）頒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0暫
行綱要）」，至此小學階段的學習科目採廣域課程的變化，設置七個學習領
域，健康教育與體育合併為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其後九年一貫課程綱進行
3次的微調，分別在民國92年（2003）公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2課程綱
要）」、民國97年（2008）頒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7課程綱要）」，以
及民國100年（201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課綱微調）。詳如表
4-1所示。
表 4-1 我國小學課程標準/綱要之歷史沿革
修訂時間

課程標準或綱要名稱

備註

民國18年08月（1929.08） 小學課程暫行標準

衛生教育單獨設科(高小)

民國21年10月（1932.10） 小學課程標準

衛生教育單獨設科

民國25年07（1936.07）

小學課程標準（第一次修訂） 衛生教育相關課程分散於
民國37年9月（1948.09） 小學課程標準（第二次修訂） 社會、自然、公民訓練等
課程中
民國41年11月（1952.11） 國民學校課程標準
民國51年07月（1962.07） 國民學校課程標準
民國57年01月（1968.01） 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
民國64年08月（1975.08）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健康教育單獨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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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時間

課程標準或綱要名稱

民國82年08月（1993.08）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備註
道德與健康
一~三年級合科
四~六年級分科

民國89年09月（2000.09）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 健康教育科與體育科併為
健康與體育領域
綱要
民國92年01月（2003.01）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民國97年05月（2008.05）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97課綱）
民國100年4月（2011.04）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課綱微調）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以下本章將針對民國57年（1968）之後小學階段健康教育課程發展的基
本理念、課程目標、教材內容、課程實施等加以論述與比較，以瞭解健康教
育課程發展的歷程與特性。

第一節

健康教育課程基本理念

臺灣在國民政府遷臺後，以「建設臺灣，反攻大陸」為最高國策，積極
培育人才。隨著經濟繁榮，出生率及就學率提升，升學競爭激烈，惡補問題
嚴重影響學童身心發展。又因科技進步，導致生產集體化，工作專業化，國
小畢業生所具備的知識技能已無法適應現代生活所需，因此引起了多項社會
問題（教育部，1974a）。另一方面，教育投資觀念及世界各國延長義務教育
等趨勢影響，教育學者呼籲政府「從速擬具延長臺灣省義務教育年限計畫，
積極分期實施，以適應社會需要，訓練健全國民，增強建國力量案」（司琦，
2005），獲得了回應。民國56年（1967）6月27日，政府為加速推行九年義
務教育，根除惡補病根，增強反攻復國力量，於是積極籌備，民國57年（1968）
8月正式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教育部，1974a），並增列「健康教育」科。
民國57年（1968）課程修訂，並未以明確文字闡述基本理念，但從民國
56年（1967）公布的「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教育部，1974a）及民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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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68）4月27日公布的臺57教字第3321號核定的「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
例」（教育部，1974a）中相關法條，可窺知一、二。其中「九年國民教育實
施綱要」相關條文如下：

第一條 為提高國民教育水準適應國家建設需要，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特制定本條例。
第八條 國民教育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
為中心。國民中學繼續國民小學之基礎，兼顧就業及升學需
要，除文化陶冶之基本科目外，並加強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
第十條 國民小學應就原有國校基礎，促進教學，注重兒童身心均衡發
展；各項設施應符合規定標準。對於體能殘缺、智能不足及天
才兒童，應實施特殊教育，或予以適當就學機會。
從上述中可知，當時教育為配合社會與經濟變遷及政治上反攻復國的目
標，除要求教學正常化、提高教育水準外，更注重民族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
訓練，期以養成身心均衡發展的兒童，成為國家建設之人才。從國民小學健
康教育課程標準目標中，不難發現，國民中小學設置健康教育課程，旨在使
學生建立健康觀念、實踐健康生活，使個人在家庭、學校或社會中成為健全
分子，以提高國民素養，健全建國需要（李叔佩，1988）。
民國64年（1975）教育部修訂頒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自67學年度起實
施，此次修訂的特點包括：貫徹九年國民教育一貫的課程，強調科目的統整
與分化；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與科學教育等。
民國72年（1983）與74年（1985）分別再進行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修訂，
針對課程方面的問題進行大幅度的修訂，包括：注重五育均衡發展、課程設
計富有彈性、合理調整科目名稱、各科課程密切聯繫、國民中小學教材前後
銜接、調整各科教材內容與份量等。
民國78年（1989），教育部鑑於社會變遷迅速，教育需要適切因應各種
客觀事實的需要，成立國民小學課程修訂委員會，並由教育研究委員會總其
成，民國79年（1990）起，國民中學、高級中學之課程亦分別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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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雖具有許多的功能和目標，但多以國民道德及身心健康之生活教育
為首要目標。民國82年（1993）修正頒布的國民小學新課程標準也不例外，
在總綱中明訂：「國民小學教育，以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為中心，培養德、
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活潑兒童與健全國民為目的。」在此原則下，
「道德與健康」科的教學成為落實國小教育目標的重要學科。
民國82年（1993）頒布新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將原來的「生活與倫理」、
「健康教育」兩科統整為「道德與健康」。基於「行為實踐」及「經驗統整」
的觀點，這兩科在設計課程時均應符合三個生活教育課程發展的原則，即連
續不斷、循序漸進、統整合一。在一到三年級合科進行教學，另訂「人自己」、
「人與人」、「人與事物」為統合架構。「人自己」意指個人本身應培養的
行為習慣、知識概念和態度價值; 「人與人」意指個體與人相處時應具備的
行為態度與概念; 「人與事物」是指個體面對外界環境或事物時，應具備的
知識理念及態度行為。
健康教育的三個基本概念包括：認識每個人的生長與發育、學習人與環
境的互動，以及知道如何去做決定。在四到六年級由於健康教育仍有一些基
本的知識需要學習，所以實施分科教學（歐用生、晏涵文，1997）。
民國90年（2011）之後，教育部針對國民教育階段修訂九年一貫新課程，
目的是以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的學習領堿教育活動，
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並培養身心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與世界公
民。九年一貫課程將健康教育與體育合併成一個學習領堿，其重要理念在培
養學生擁有良好適能，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同時擁有支持的法規與人群。
鼓勵學生藉著健康行為的養成、運動行為的培養與鍛鍊，改善自己的健康，
同時在與別人互動中影響他人、社區與環境，以達到全人健康的目標。

第二節

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是我們對於課程與教學預期的結果，導引課程活動方向。每次
的課程改革無不參酌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遷，以及世界教育思潮與課
程發展情形，擷取符合我國教育文化背景與學生需求之教育理念，而加以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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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以為課程實施之依據。
五○年代升學與惡補問題嚴重戕害學童身心發展，加上當時政治、國防
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提升國民教育水準與人力素質成為當務之急，
因而於民國57年（1968）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並增設健康教育科。
攸關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課程標準的修訂工作，自五十六年九月初開始，
至十二月完成，歷時僅四個月，是歷次修訂課程標準費時最短的一次。課程
設計以小學六年及中學三年，共九年為範圍（教育部，1976）。九年國民義
務教育乃劃時代之舉，影響深遠，不宜草率從事，因此定名為「暫行課程標
準」（教育部，1974b）。表格4-2呈現課程總綱與健康教育科的課程目標比
較表，橫向可以理解課程總綱目標與健康教育科目標的連結性，縱向則可以
探尋時代變遷的意義與課程目標的演變。
表 4-2 總綱與健康教育課程目標演進與分析比較

民國 57 年
（1968）

民國 64 年
（1975）

總綱之課程目標

健康教育科/領域課程目標

國民小學教育目標，應注重國民
道德的培養，身心健康的訓練
心，並授以生活必須的基本知識
技能，而以發展健全人格，培養
健全國民為實施中心。
為便於明瞭起見把上述目標分
析成下列各項：
一、 培養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
基本品德；
二、 發展忠愛國家服務人群的
精神。
三、 鍛鍊強健耐勞的體魄；
四、 培養樂觀進取的習性。
五、 增進應用書數與適應現代
生活的基本知能；
六、 培養勞動生產與有關職業
的基本知能與興趣。
國民小學教育，以培育活活潑潑
的兒童、堂堂正正的國民為目

一、 身心健康習慣與態度，使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
行為。
二、 了 解 人 體 一 般 構 造 與 功
能，使對身體有基本的認
識與保護。
三、 指導預防疾病，使能保障
個人及他人健康。
四、 訓練基本衛生技能，維護
個人及他人的安全與學
習意外事件的防止與處
理。
五、 認識個人對家庭、學校與
社會健康生活的關係。

一、 總目標
(一) 輔導兒童養成身心健康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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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之課程目標

慣與態度，使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健康行為。
(二) 輔導兒童獲得健康知識，使
具有適應現代生活能力。
(三) 輔導兒童學習基本健康技
能，使維護個人及他人的健
康與安全。
(四) 輔導兒童建立科學的健康
觀念，使認識個人對家庭、
學校與社會健康生活的關
係與責任。
二、分段目標
(一) 一至三年級目標
1. 輔 導兒童 養成 良好的 健康
習 慣，成 為人 人喜愛 的孩
子。
2. 輔 導兒童 養成 正當的 健康
態度，享受健康活潑的快樂
生活。
3. 輔 導兒童 獲得 簡易的 健康
知識及技能，於日常生活中
能照顧自己。
(二) 四至六年級目標
1. 保持已有的健康習慣，實踐
愉快的生活。
2. 輔導兒童養成正當的健康
態度，使對衛生工作發生興
趣及信心。
3. 輔導兒童充實正確的健康
知識，由個人的努力，促進
學校、家庭、社會的健康。
國民小學教育，以生活教育及品 健康與道德在一~三年級採合
格教育為中心，培養德、智、體、 科教學，四~六年級採分科教
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活潑兒童 學。
一、總目標
與健全國民為目的。
為實現本階段教育目的，需輔導 (一) 實 踐 生 活 規 範 與 國 民 禮

的，應注重國民道德的培養，身
心健康之鍛鍊，並增進生活必須
之基本知能。
為實現上述目的，需輔導兒童達
成下列目標：
一、 養 成 慎 思 明 辨 、 負 責 守
法、修己善群的基本品德。
二、 發 展 愛 家 愛 國 、 互 助 合
作、服務社會的精神。
三、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鍛鍊
強健體魄，增進身心健康。
四、 獲得運用語言、文字，及
數、量、形的基本知能。
五、 增進瞭解自己、認識環境
及適應現代生活的能力。
六、 發展思考、創造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七、 養成愛好勞動及善用休閒
時間的觀念與習性。
八、 養成欣賞能力，陶冶生活
情趣，發展樂觀進取的精
神。

民國 82 年
（1993）

健康教育科/領域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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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9 年
（2001）
&

總綱之課程目標

健康教育科/領域課程目標

兒童達成下列目標：
一、 培養勤勞務實、負責守法
的品德及愛家、愛鄉、愛
國、愛世界的情操。
二、 增進了解自我、認識環境
及適應社會變遷的基本知
能。
三、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鍛鍊
強健體魄，善用休閒時
間，促進身心健康。
四、 養成互助合作精神，增進
群己和諧關係，發揮服務
社會熱忱。
五、 培養審美與創作能力，陶
冶生活情趣。
六、 啟迪主動學習、思考、創
造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七、 養成價值判斷的能力，發
展樂觀進取的精神。

儀，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二) 建立正確倫理觀念，涵泳基
本品德，培養高尚情操。
(三) 培養健康知識、技能和態
度，奠定身心健康的基礎。
(四) 養成尊重人性和生命的觀
念，豐富道德及健康生活。
(五) 增進思考判斷的能力，培養
負責的行為與態度。
二、分段目標
(一) 一 至 三 年 級 「 道 德 與 健
康」目標
1. 遵守家庭及學校規則，營造
快樂的家庭生活及學校生
活。
2. 注重安全，養成衛生習慣，
促進身心健康。
3. 認識自己、尊重自己，並進
而認識他人、尊重他人。
4. 親近自然、愛護環境，培養
欣賞自然的能力。
(二) 四至六年級「健康」分段
目標：
1. 認識人體的生長，重視個人
衛生與安全，並預防疾病。
2. 學習尊重他人，重視心理衛
生，建立和諧的兩性關係。
3. 了解食物與營養，明白藥物
的使用與濫用，並能明智的
選擇有關健康的消費。
4. 知道環境衛生與保育，避免
製造汙染，以促進家庭、學
校與社區的健康。
1. 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
全人健康的生活。
2. 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

國民中小學之課程理念應
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能
力發展歷程；國民中小學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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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2 年
（2003）
&
民國 97 年
（2008）

總綱之課程目標

健康教育科/領域課程目標

理念應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
身心能力發展歷程；尊重個性發
展，激發個人潛能；涵泳民主素
養，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養科
學知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
國民教育之教育目的在透
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
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
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
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
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
之活潑樂觀、合群互助、探究反
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與世
界觀的健全國民。為實現國民教
育目的，須引導學生致力達成下
列課程目標：
1. 增進自我了解，發展個人潛
能。
2. 培養欣賞、表現、審美及創
作能力。
3. 提升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能
力。
4. 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
能。
5. 發展尊重他人、關懷社會、
增進團隊合作。
6. 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7. 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知
能。
8. 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
9. 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
10.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與技能。
3. 發 展 運 動 概 念 與 運 動 技
能，提升體適能。
4. 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
的能力。
5. 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
的責任感和能力。
6. 培養擬訂健康與體育策略
及實踐的能力。
7. 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
訊、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PS. 89 年暫行綱要與 92 課綱、
97 課綱(微調)總綱目標與
領域目標均相同，僅作文字
修正(瞭解→了解)。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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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民國57年（1968）以後，小學階段不同時期健康教育課程目標
加以論述比較，以瞭解健康教育課程目標發展的軌跡與意義。

一、民國 57 年暫行課程標準
民國57年（1968）頒布的暫行課程標準之國民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目標為
（教育部，1968）：

1. 養成身心健康習慣與態度，使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行為。
2. 了解人體一般構造與功能，使對身體有基本的認識與保護。
3. 指導預防疾病，使能保障個人及他人健康。
4. 訓練基本衛生技能，維護個人及他人的安全與學習意外事件的防止
與處理。
5. 認識個人對家庭、學校與社會健康生活的關係。
民國57年（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中，著重身體的基本認識
與保護，預防疾病以保障個人及他人健康，認識個人與團體的關係；民國57
年（1968）暫行課程標準中，訂定教學目標，以教學者立場敘寫；例如「營
養午餐」的課程，在民國57年（1968）暫行課程標準時期課程列在第六冊（三
下）第三課，其教學目標為（國立編譯館，1975）：

1. 輔導兒童重視營養午餐。
2. 指導兒童了解什麼是營養午餐。
3. 教導兒童了解為什麼要吃營養午餐。

二、民國 64 年課程標準
教育部在頒布「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之後同時也頒布「國民小學課
程實驗研究計畫」，成立「國民小學課程實驗研究指導委員會」。健康教育
課程實驗委由臺灣省立嘉義師專、花蓮師專輔導區國民小學進行，自57學年
度第一學期，逐年進行，至62學年度第二學期為止，提供課程修訂意見。民
國64年（1975）元月組織委員會進行課程修訂，根據調查及課程實驗建議，
並舉行多次座談會，蒐集各國小學課程加以比較研究，同年七月完成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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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於八月頒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76）。
修訂過的「健康教育課程標準」目標不同於以往，分為總目標與分段目
標二種（教育部，1976）：

1. 總目標
（1）輔導兒童養成身心健康習慣與態度，使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
行為。
（2）輔導兒童獲得健康知識，使具有適應現代生活能力。
（3） 輔導兒童學習基本健康技能，使維護個人及他人的健康與安全。
（4）輔導兒童建立科學的健康觀念，使認識個人對家庭、學校與社
會健康生活的關係與責任。
民國64年（1975）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中除上述目標外，更著眼在獲得適
應現代生活能力的健康知識、建立科學的健康觀念與體認健康生活的責任；
且加設分段目標，讓目標更具體可行，且不同年段的孩子可據此評鑑實施情
形。

2. 分段目標
（1）一至三年級目標
a. 輔導兒童養成良好的健康習慣，成為人人喜愛的孩子。
b. 輔導兒童養成正當的健康態度，享受健康活潑的快樂生活。
c. 輔導兒童獲得簡易的健康知識及技能，於日常生活中能照顧
自己。

（2）四至六年級目標
a. 輔導兒童保持已有的健康習慣，實踐愉快的生活。
b. 輔導兒童養成正當的健康態度，使對衛生工作發生興趣及信
心。
c. 輔導兒童充實正確的健康知識，由個人的努力，促進學校、
家庭、社會健康。
民國64年（1975）課程標準之健康教育課程目標，也以教學者立場記述，
目標項目完整，包含健康習慣、態度、知識、技能，並著重在日常生活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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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但是在單元課程目標方面，則與民國57年（1968）暫行課程標準有顯著
差異：民國64年（1975）編修課程標準時，因受行為主義影響，在單元目標
之下，加列行為目標，且要兼具認知、技能、情意等三方面。例如民國64年
（1975）課程標準時期，「營養午餐」的課程編在第四冊（五下）第六課實
施，其目標分為單元目標與行為目標二種，如表4-3（國立編譯館，1978）：
表 4-3

64 年課程標準教學指引中之單元目標與行為目標
單元目標

行為目標

1.了解營養午餐的重要。

1-1
1-2

能解釋什麼是營養午餐。
能說明供應營養午餐的目的。

2.喜歡參加營養午餐。

2-1
2-2
2-3

能自動參加營養午餐。
能設計營養午餐的菜單。
能報告參觀學校廚房的心得。

3.養成良好的進餐習慣。

3-1
3-2
3-3

能注意飲食的禮節。
能自動幫助分發餐具和食物。
能改正偏食習慣。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此時期的課程目標——行為目標，敘寫以學習者為中心，陳述教師預期
學生在學習某一單元教學之後，所要達成的行為改變，而且是可觀察到的。
這種教學目標是以學生的行為表現作為敘述，與一般以教師活動或教材內容
等敘述的目標不同。
民國74年（1985）國小課程做了修訂，但仍沿用民國64年（1975）修訂
的課程標準；單元課程的目標敘寫仍是採用單元目標與行為目標的模式。民
國76年（1987）解除戒嚴之後，為因應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
化、文化中國化等現象之巨變，教育部乃於民國78年（1989）1月14日成立
第九次「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並召開會議，進行總綱之修訂，
於民國82年（1993）9月修正發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93）。
此次頒布距離上次課程標準修訂相差了18年，是歷次修訂相差時間最久的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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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民國82年（1993）頒布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生活與倫理」與「健
康教育」合併為「道德與健康」科，一至三年級合科教學，四至六年級則分
科教學。其課程標準之總目標為（教育部，1993）：

1. 實踐生活規範與國民禮儀，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2. 建立正確倫理觀念，涵泳基本品德，培養高尚情操。
3. 培養健康知識、技能和態度，奠定身心健康的基礎。
4. 養成尊重人性和生命的觀念，豐富道德及健康生活。
5. 增進思考判斷的能力，培養負責的行為與態度。
一至三年級「道德與健康」分段目標：

1. 遵守家庭及學校規則，營造快樂的家庭生活及學校生活。
2. 注重安全，養成衛生習慣，促進身心健康。
3. 認識自己、尊重自己，並進而認識他人、尊重他人。
4. 親近自然、愛護環境，培養欣賞自然的能力。
四至六年級「健康」分段目標：

1. 認識人體的生長，重視個人衛生與安全，並預防疾病。
2. 學習尊重他人，重視心理衛生，建立和諧的兩性關係。
3. 了解食物與營養，明白藥物的使用與濫用，並能明智的選擇有關健
康的消費。
4. 知道環境衛生與保育，避免製造汙染，以促進家庭、學校與社區的
健康。
將課程標準中的總目標和分段目標依認知、情意、技能、實踐領域加以
分析，（見表4-4）：

158 投資健康 價值永續—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

表 4-4 課程標準總目標與分段目標依認知、情意、技能、實踐領域分析
領域
認知

總目標
倫理知識
健康知識

情意

良好生活習慣
高尚情操
健康態度
尊重人性及生命的理念
負責的態度

技能

健康技能
思考判斷能力

實踐

基本品德
道德及健康生活
負責的行為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分段目標
認識自己
認識他人
了解文化
認識身體的生長
了解食物與營養
藥物的使用與濫用
環境衛生及保育
養成衛生習慣
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親近自然
崇高心靈
重視個人衛生及安全
良好習慣
高尚情操
愛國情操
世界一家的胸襟
尊重生命
珍惜自然
重視心理衛生
促進身心健康
欣賞自己的能力
明辨是非和價值判斷能力
解決生活及社會問題
預防疾病
選擇有關健康的消費
遵守規則
營造快樂生活
愛護自然
生活規範
基本品德
建立和諧的兩性關係
避免製造汙染
促進家庭、學校及社區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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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 89 年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堿
民國89年（2000）頒布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強調九年一貫健
康與體育學習領堿為了培養學生重視生命及適應現代生活的能力，發展出的
課程目標為（教育部，2001）：

1. 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全人健康的生活。
2. 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與技能。
3. 發展運動概念與運動技能，提升體適能。
4. 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力。
5. 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感和能力。
6. 培養擬訂健康與體育策略及實踐的能力。
7. 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第三節

教材內容

以下將依課程標準（綱要）制訂順序，將各時期教材內容綱要加以說
明，以明晰教材演變的脈絡。

一、57 年暫行課程標準時期的教材內容
民國57年（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中，健康教育課程內容包
含：個人衛生、食物與營養、身體的功能、心理衛生、疾病預防、安全與急
救、家庭衛生、社區衛生等八大類。課程實施包含有關健康生活知識之教學
指導與健康習慣之訓練二部分。相關教材內容，說明如下：

（一）課程教學內容綱要
「國民小學健康教育暫行課程標準」課程教學內容綱要（見表4-5 ）（教
育部，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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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57 年國民小學健康教育暫行課程標準之課內教學內容綱要
項次
第一、二學年
第三、四學年
第五、六學年
1.衣帽鞋襪的整潔。
1. 整 潔 對 儀 容 的 影
一 （一） 身體的整潔
、 整潔 （1）洗臉、洗手、洗頭與 2.器物的整潔（包括書 響。
理髮、洗澡、梳頭、 籍、簿本、桌椅、被 2. 整 潔 與 個 人 健 康
個
刷牙、剪指甲、按時 褥等）。
的關係。
人
大便。
3.穿著合適的衣履。
衛
（2）不隨地吐痰，不隨地
生
大小便。
（3）使用衛生用品
（二） 1.按時睡眠，按時起床。 1.睡前的準備。
睡眠在健康生活上
的重要性。
睡眠 2.臥室空氣要流通。
2.睡前避免興奮。
3.晚間娛樂要適當。
（三） 讀書、遊戲及飯後應有適 休息時保持心情輕鬆 適當的休息可以提
與環境安靜。
高工作效率。
休息 當的休息。
（四） 1.常在戶外遊戲。
1.喜歡參加各種遊戲。 1. 運 動 與 生 長 的 關
運動 2.飯前飯後，不做劇烈運 2. 在 日 光 與 新 鮮 空 氣 係。
動。
中運動的益處。
2.運動與疲勞。
3. 運 動 時 避 免 受 強 烈
3.避免過度運動。
日光和風雨的侵襲。
4.愛護遊戲和運動器具。
4.運動後避免受涼。
5. 遊 戲 與 運 動 要 遵 守
規則。
（五） 坐立行的姿勢要正確。
良好姿勢的價值。
飲食睡眠休息與合
適衣履對於姿勢的
姿勢
影響。
1.良好的飲食習慣。
1.認識各種食物。
二
1.營養與健康。
、
（1）每日三餐定時定量。 2.食物對身體的功用。 2.營養與生長發育。
（2）細嚼緩嚥。
3.營養均衡的食譜。
食
3.食物的選擇。
物
（3）不吃零食。
4.學校營養午餐。
與
（4）每日喝足量的開水。
營
（5）喜吃牛奶。
養
（6）多吃蔬菜和水果。
（7）喜吃各種食物
（不偏食）。
（8）飯前洗手。
2.飲食禮貌。
3.一定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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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三
、
身
體
的
功
能
四
、
心
理
衛
生

五
、
疾
病
預
防

第一、二學年
1.眼睛的保護。
2.耳鼻的保護。
3.牙齒的保護。
4.手和腳的保護。
5.皮膚的保護。

第三、四學年
第五、六學年
1. 認 識 人 體 的 一 般 構 1.身體的成長。
造。
2. 人 體 各 部 的 功 能
2.認識人體重要器官。 （簡單介紹）。
（1）呼吸器官。
（2）循環器官。
（3）消化器官。

1.學習別人的長處。
1.樂意與別人合作。
2.尊重別人意見。
2.養成成功不驕傲、
3.喜歡幫助別人。
失敗不灰心的精
4.能體諒和同情他人。 神。
3.在家做個好子女，
5.不欺侮弱小。
在校做個好學生。
4.使自己快樂，也使
別人快樂。
5.培養幽默感。
1.不將手指和其他用物放 1.傳染病的傳播途徑： 1.飲食傳染的疾病。
入口內。
（1）飲食。
2.空氣傳染的疾病。
2.不吃蒼蠅叮過的食物。 （2）空氣。
3.昆蟲傳染的疾病。
3.不吃病人吃過的食物，也 （3）昆蟲。
不用病人用過的東西。 （4）接觸。
4.咳嗽噴嚏蒙口鼻。
2.傳染病的預防方法。
5.不接近患有傳染病的人。
6.不用公共毛巾與面盆。
7.不喝生水。
8.飯前便後洗手。
9.按時打預防針和種痘。
10.不舒適或發燒時應馬上
告訴老師或父母。
11.撲滅蚊、蠅、蚤、蝨、
蟑螂、老鼠等傳染媒介
物。
12.患傳染病的人，不要到
公共場所去。
1.喜歡唱歌說笑話。
2.喜歡和同學一起遊戲。
3.專心讀書、工作和遊戲。
4.相信自己有克服困難的
能力。
5.不看輕自己，不依賴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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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六
、
安
全
與
急
救

七
、
家
庭
衛
生

八
、
社
區
衛
生

第一、二學年
1.靠右行走。
2.過馬路要走斑馬線。
3.不闖紅燈和平交道。
4.不玩火柴。
5.不在馬路或鐵路上遊戲。
6.遇有意外發生，不要爭先
逃跑，要鎮靜順序離開。
7.游泳要有老師或家人陪
同一起。
8.受傷或出血，趕快告訴老
師或家人迅速處理。
1.喜歡聽父母的話。
2.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3.和兄弟姊妹一起玩。
4.不和兄弟姊妹爭東西。
5.在家要實行健康習慣。

第三、四學年
1.交通信號與規則。
2.火災報警與救火。
3.火電的安全。
4.運動的安全。
5.防空、防颱、防震。

第五、六學年
1. 割 傷 、 擦 傷 的 急
救。
2.止血的技術。
3.暈倒急救。
4.溺水急救。
5.人工呼吸法。

1. 保 持 住 宅 空 氣 流
通與光線充足。
2.美化居室環境。
3. 保 持 廁 所 廚 房 清
潔。
4.清除室內廢物。
5. 保 持 食 物 和 食 具
的清潔。
6.照顧家庭的病人。
7. 遇 有 困 難 或 不 愉
快的事情，要盡量
告訴父母。
8.負責幫助父母，指
導小的弟妹健康
習慣。
1.不要隨地拋棄紙屑果皮。 1. 社 區 整 潔 與 公 共 道 1.醫療衛生機構。
德。
2.不塗抹牆壁。
2. 社 區 環 境 衛 生 設
3.不在街上或公共場所傾 2.垃圾與蒼蠅、老鼠。 施。
3.噪音與心理健康。
倒垃圾。
3. 醫 療 衛 生 工 作 人
4.使用公共廁所要保持清 4.環境衛生與傳染病。 員。
潔。
4. 參 加 社 區 衛 生 活
動。
5.不在公共場所大聲喊叫。
6.不把收音機或電視機開
得太響，妨礙別人睡眠與
工作。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1.清掃庭院。
2.疏通水溝。
3.整理房間。
4.看顧弟妹。
5. 與 兄 弟 姊 妹 快 樂 相
處。
6.撲滅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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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習慣指導要點
健康課內教學有八大類，而健康習慣指導要點僅四大類，分別是：個人
衛生、心理衛生、疾病預防、社區衛生等。個人衛生以下分七大項目：頭髮
的衛生、眼睛的衛生、耳鼻的衛生、牙齒和口腔的衛生、手和腳的衛生、皮
膚的衛生、睡眠和休息，各項目下另設指導要點，實施年級以低年級為主。
心理衛生有五大項目：自尊自重、自信互信、快樂活潑、樂觀進取、藝術興
趣，二年級起實施，但中、高年級為主要實施年段。另疾病的預防、社區衛
生（項目：環境整潔）則自一～六年級均設有指導要點，（見表4-6）（教育
部，1968）：
表 4-6 57 年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之健康習慣指導要點
類
項目
指導要點
別
個 一、頭髮的衛生 1.每星期至少洗頭一次。兩星期剪髮一次。
人
2.梳頭髮時用自己的梳子，並保持清潔。
衛 二、眼睛的衛生 1.保持眼睛的清潔，不用手揉眼睛。
生
2.不在太強或太弱的光線下看書。
3.看書寫字時，坐的姿勢要端正。
三、耳鼻的衛生 1.不用手指挖耳朵和鼻孔。
2.用手帕或手紙擦鼻涕。
3.用鼻孔呼吸。
4.洒掃時或在灰塵多的地方，要戴口罩或用手
帕掩鼻。
四、牙齒和口腔 1.用自己的牙刷刷牙，每天早晚和飯後各刷一
的衛生
次。
2.換牙齒時特別注意口腔的清潔。
3.少吃太甜太酸的東西。
五、手和腳的衛 1.大小便後要洗手。
生
2.不咬指甲，不舔手指。
3.常常修剪指甲和趾甲，但不使過短。
六、皮膚的衛生 1.常常洗澡。
2.用自己的毛巾洗臉，用自己的浴巾洗澡。
3.身上有了傷口要立刻醫治。
4.注意預防皮膚病的傳染。

實施年級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一年級起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一年級起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一年級起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二年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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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項目

指導要點

實施年級

七、睡眠和休息

1.每天按時睡眠，按時起身，定時大便。
2.睡前要洗臉、洗腳和小便。
3.睡覺的時候頭要露在被外。
4.每天午飯後要靜息半小時。
5.讀書運動後要有適當的休息。
1.要以做一個中國人為榮。
2.不隨便向人要東西。
3.不看輕自己，不依賴別人。
4.愛惜自己的榮譽。
5.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
6.在家庭做個好子女，在學校做個好學生。
1.任何事情，只要努力，一定會做好。
2.能誠懇接受別人的勸告。
3.能原諒別人無心的過錯。
4.能稱讚別人的長處，能學習別人的長處。
5.成功不驕傲，失敗不灰心。
6.相信自己有克服困難的能力。
1.常常唱歌遊戲。
2.喜歡講笑話聽笑話。
3.不論工作、讀書都帶著快樂的心情去做。
4.時時使自己快樂，也使別人快樂。
1.能在日常生活中尋求樂趣。
2.要有即說即做、會說會做的毅力。
3.不怕困難，要有克服困難的決心。
4.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
1.飼養動物。
2.愛好運動旅行。
3.愛好文學、音樂、戲劇、舞蹈。
4.愛好園藝。
5.搜集所好的物品。
1.不接近患有傳染病的人。
2.要按時打預防針或種痘。
3.不吃病人吃過的東西，不用病人用過的東西。
4.盡力撲滅蚊、蠅、蚤、蝨及老鼠等傳染疾病
的動物。
5.患傳染病時，不要到公共場所去。

一年級起
一年級起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三年級起
三年級起
四年級起
四年級起
五年級起
六年級起
三年級起
三年級起
四年級起
五年級起
五年級起
六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三年級起
四年級起
五年級起
三年級起
四年級起
五年級起
六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三年級起
四年級起
四年級起
五年級起
一年級起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三年級起

心 一、自尊自重
理
衛
生

二、自信互信

三、快樂活潑

四、樂觀進取

五、藝術興趣

疾病的預防

四年級起

第四章 健康教育課程、教材及教科書的演變（小學篇） 165

類
別

項目

社
區
衛
生

環境整潔

指導要點

實施年級

6.用具用過後要洗晒消毒。
7.注意排泄物的消毒處理。
1.不隨意塗抹牆壁。
2.不隨意吐痰和大小便。
3.不隨便拋棄紙屑及果皮，並在指定的地方傾
倒垃圾。
4.使用公共廁所要注意保持清潔。
5.要熱心參加整潔活動。
6.發現桌椅或地上不整潔時，就立刻擦抹乾淨。
7.要隨時疏通水溝，排除污水。
8.公用水井要保持清潔。

五年級起
六年級起
一年級起
一年級起
二年級起
二年級起
三年級起
四年級起
五年級起
六年級起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二、64 年課程標準時期的教材內容
民國64年（1975）課程標準中健康教育課程的教材大綱則包括健康的身
體、健康的心理、營養的食物、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健
康的社區等七大類，並與國民中學教材密切聯繫；教材綱要包含健康指導教
材綱要與健康教學教材綱要；每類教材大綱之教材細目均分別列示一至六年
級實施，（見表4-7、表4-8及表4-9）（教育部，1975）：
表 4-7

64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一至三年級健康指導教材綱要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 1.用自己的毛巾洗臉。
10.鞋子要合腳。
17.讀書運動後要有適
健康 2.用自己的牙刷刷牙，每天 11.常常修剪指甲和趾甲。
當的休息。
的身 早晚各刷一次，食後刷牙 12.每星期至少洗頭一次，兩 18.飯前飯後要有適當
體
或漱口。
星期理髮一次。
的休息。
3.用自己的梳子梳頭並保 13.用手帕擦汗手紙擤鼻涕。 19.用鼻孔呼吸。
持清潔。
20.坐立行走時都應保
14.不用手指挖鼻孔。
4.每天按時大便。
15.換牙的時候，特別注意口
持正確姿勢。
5.衣帽鞋襪要整潔。
腔的清潔。
6.常在戶外遊戲。
16.睡覺的時候，頭要露在被
7.常常洗澡。
外。
8.每天按時早睡早起。
9.每天要有適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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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二、 1.喜歡唱歌、說故事、說笑 5.專心讀書、工作和遊戲。 8.工作、遊戲、讀書都
6.喜歡飼養並愛護小動物。 帶著快樂的心情去
健康 話。
做。
的心 2.喜歡參加工作和遊戲。 7.蒐集喜好的物品。
理
9.時時使自己快樂，也
3.敬愛老師，常和老師親
使別人快樂。
近。
4.在家做個好孩子，在校做
個好學生。
三、 1.喜歡喝豆漿和牛奶。
5.每日三餐，定時定量。 7.常吃新鮮的食物。
2.每天喝足量的水。
6.喜歡和家人一同進餐。
8.少吃太甜、太酸、太
營養
辣的東西。
的食 3.每天吃早餐後才上學。
物
4.不吃零食。
四、 1.不玩火柴，不燃放爆竹， 3.小玩具、彈珠等小物件不 6.母親煮飯、燙衣服時
，不在旁邊嬉戲。
安全 不玩弄酒精、汽油和電 放入口中。
4. 游 泳 要 有 老 師 或 家 人 陪 7.小心吃有核的食物
的生 器。
活
2.受傷或出血，趕快告訴老 同。
（梅子、龍眼、荔枝
師或家人迅速處理。
5.遇有意外事件發生，要鎮 等），避免誤嚥。
靜不慌亂。
五、 1.飯前、便後要洗手。
7.不喝生水，不吃蒼蠅叮過 9.衣服、鞋襪要常換洗
。
疾病 2.咳嗽或打噴嚏時要用手 的食物。
8.不用別人或公共的毛巾。 10.不挖耳朵，避免傳
的預 帕蒙住口。
防
3.不咬指甲，不舔手指。
染。
4.不將用物放入口中。
5.按時接受各種預防接種。
6.不舒服或發燒時，馬上告
訴老師或父母。
六、 1.幫助父母清掃水溝。
健康 2.幫助家人收拾房間。
的家
庭

3.穿著注意清潔與舒適。 5.儘量保持室內的安
4.幫助家人保持室內和戶外 靜。
6.保持住宅空氣流通、
的整潔。
光線充足。
七、 1.隨時隨地將紙屑、廢物放 3.在指定的地方傾倒垃圾。 5.使用公共廁所要注
意保持清潔。
4.不隨意塗抹牆壁。
健康 入垃圾桶裏。
的社 2.吐痰吐在衛生紙裏，再放
入垃圾桶。
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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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一、
健康
的身
體

二、
健康
的心
理

64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四至六年級健康指導教材綱要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21.吃東西要細嚼慢嚥。 26. 打 掃 時 或 灰 塵 多 的 地 30.視力異常或眼睛不舒服
22. 避 免 過 度 或 劇 烈 的
方，要先灑水，用手帕
時請眼科醫師檢查。
運動。
31.避免過度興奮和疲勞。
掩鼻。
23. 不 在 太 強 或 汰 弱 的 27.不 用 尖 銳 的 東 西 挖 耳 32.適度的休息與充足的睡
光線下看書或寫字。
朵。
眠。
24.保持眼睛清潔，不用 28.讀 書 寫 字 時 距 離 要 適 33.遇有大聲時張口掩耳。
手揉眼睛。
宜。
34.聽力異常或耳朵不舒服
25.注意開窗，保持室內 29.避免眼睛疲勞。
時，請耳鼻喉科醫師檢
空氣清新。
查。
35.按時測量身高體重，定
期接受健康檢查。
10. 盡 自 己 的 力 量 把 事 12. 能 誠 懇 接 受 別 人 的 勸 14.有「即說即做」的毅力
。
情做好。
告。
11. 能 了 解 並 學 習 別 人 13.在 家 庭 能 擔 負 父 母 的 15.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
的長處。
一部分工作，在學校能
己。
領 導 中 年 級 以 下 的 同 16.誠心祝賀別人的成功。
17.相信自己有克服困難的
學。
能力。
18. 能 使 家 中 每 一 個 人 快
樂，促成和樂的家庭。
19.有勇敢進取的精神。
9.勿食不清潔的冷飲。 11.喜歡吃各種食物，不偏 13.選擇新鮮的魚、肉、蔬
食。
菜、水果。
10.愉快的進食，避免生
氣、緊張。
12.多吃蔬菜、水果。
14.不暴飲暴食。

三、
營養
的食
物
四、 8.不玩弄刀、剪等尖銳 10.小心拿取盛熱水、熱湯 13.發現家中有怪異氣味，
安全 的 用 具 和 破 碎 的 鐵 的容器。
立刻告訴父母。
的生 片、玻璃。
11.用長柄掃擦工具，擦抹 14.不隨便使用農藥、清潔
劑和殺蟲劑。
活 9.皮膚受傷時，立刻保 高處的門窗。
護，避免污染。
12.使用遊戲、運動器具要 15.在家庭中，協助父母注
遵守規則。
意家庭的安全。
五、 11. 不 接 近 患 傳 染 病 的 13.不吃病人吃過的東西， 15.注意病人排泄物的消毒
人。
不用病人用過的東西。 處理。
疾病
的預 12. 傳 染 病 流 行 時 不 到 14.病 人 用 具 用 過 後 要 洗 16.撲滅蚊、蠅、蚤、蝨、
公共場所去。
曬消毒。
蟑螂、老鼠等傳染疾病
防
的昆蟲和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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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六、 7.保持食物和食具的清 9.不把收音機或電視機開 11.定期舉行家庭大掃除。
健康 潔。
得太響，妨礙別人的睡 12.介紹和實踐家庭衛生的
的家 8.保持廚房廁所清潔。 眠。
新知識。
10.指 導 弟 妹 們 健 康 生 活
庭
習慣，做他們的榜樣。
七、 6. 隨 時 注 意 飲 水 的 清 8. 隨 時 疏 通 水 溝 排 除 污 9.協助維護學校環境衛生。
健康 潔。
水。
10.協助衛生機構，推行社
的社 7. 在 公 共 場 所 保 持 安
區衛生。
靜，不發出噪音。
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表 4-9

64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四至六年級健康教學教材綱要

四年級
1.認識健康。
2.人體的型態。
3.骨骼和肌肉。
4.消化器官（包括牙齒保
健）。
5.呼吸器官。
二、 1.了解自己。
健康 2.快樂活潑。
的心
理
三、 1.營養和健康。
營養 2.常吃的食物。
的食 3.認識基本食物。
物
一、
健康
的身
體

四、 1.預防創傷。
安全 2.預防灼傷和火災。
的生 3.防颱的準備。
活
五、
疾病
的預
防

1.為什麼會生病。
2.為什麼會生傳染病。
3.認識傳染病的病原。
4.傳染病的傳染途徑。
5.疾病的預防。

五年級
1.循環器官。
2.血液。
3.排泄器官。
4.體溫。
5.腦和神經。
1.尊重別人。
2.同情與寬恕。

六年級
1.感覺器官(一)眼和耳。
2.感覺器官(二)鼻舌皮膚。
3.生殖器官(一)。
4.生殖器官(二)。
5.健康檢查。
6.缺點矯治。
1.樂意與人合作。
2.喜歡幫助別人。

1.營養素。
1.營養和疾病。
2.營養的早餐。
2.食物的選擇。
3.營養的午餐。
4.營養的晚餐。
1.預防窒息。
1.郊遊的安全。
2.預防中毒。
2.游泳的安全。
3.遊戲和運動的安全。 3.創傷的急救。
4.課外活動的安全。 4.三角巾的用法。
5.急救訓練。
1.霍亂和傷寒。
1.小兒麻痺症。
2.天花。
2.感冒。
3.白喉和百日咳。
3.破傷風。
4.麻疹和腮腺炎。
4.卡介苗和結核病。
5.流行性腦炎。
5.砂眼。
6.寄生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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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1.廚房。
2.廁所。
3.浴室。
4.寧靜。
5.和諧愉快。
七、 1.愛護學校的衛生設施。 1.社區的給水。
健康 2.愛護社區的衛生設施。 2.食品衛生。
的社 3.社區的遊樂場所。
3.空氣汙染。
區
4.我們的衛生所。
4.水汙染。
5.噪音。
六、
健康
的家
庭

四年級
1.新鮮的空氣。
2.適合的光線。
3.家庭的用水。
4.家庭的整潔。

六年級
1.休閒和娛樂。
2.家庭保健。
3.家庭安全。

1.病媒管制（一）。
2.病媒管制（二）。
3.遵守廢棄物處理法。
4.消除髒亂人人有責。
5.參加社區衛生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三、82 年課程標準時期的教材內容
健康的架構參考國立編譯館健康教育科的資料及世界各國健康科課程
資料，經分析整理及融合後，將原標準七個類別擴充為十個類別，其中「健
康的身體」分為「生長與發育」及「個人衛生」，「健康的家庭」改為「家
庭生活與性教育」，新增「藥物使用與濫用」及「消費者健康」，將「健
康的社區」改為「環境衛生與保育」，以因應時代的需要。健康的十個類
別分別是「生長與發育」、「個人衛生」、「心理衛生」、「食物與營養」、
「家庭生活與性教育」、「安全與急救」、「疾病的預防」、「藥物使用
與濫用」、「消費者健康」、「環境衛生與保育」（見表4-10、表4-11）（林
錦英，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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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82 年國民小學「道德與健康」課程標準中「健康」一至三年級內容
架構
年級
內容
類別
生
長
與
發
育

個
人
衛
生

心
理
衛
生

食
物
與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認識身體主要部分的 1.學習維護五官（視、 1.觀察人體與其他動、
名稱（頭、頸、軀幹、 聽、觸、嗅、味覺） 植物的外部，比較生
四肢等外形）。
功能的方法。
物的構造與生長的狀
2.描述五官所提供的不 2.敘述影響生長發育的 況。
同訊息。
因 素 （ 含 運 動 和 休 2.說明骨骼、肌肉系統
3.了解人體成長的過程 息、食物—奶類、姿 運動的方法。
（身高、體重）。
勢—站、走、坐）。 3.了解眼、耳的簡單構
造和功能。
1.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1.維持良好生活習慣並 1. 養 成 規 律 的 生 活 習
（飲食、休息、睡眠、 說明其好處。
慣。
大 小 便 、 姿 勢 、 閱 2.保持衣服、鞋襪、指 2.保持個人盥洗用具與
讀）。
甲、鼻、耳、眼的清 飲食用具的清潔，不
與他人共用。
2.保持臉、牙、手、頭 潔。
髮、身體部位的清潔 3.認識齲齒與正確的刷 3.認識牙結石和正確使
（含外生殖器官的清 牙方法。
用牙線的方法。
潔）。
4.了解運動與休息的重 4.知道工作與休閒的關
3.認識牙齒保健，實行 要。
係。
牙齒的檢查與矯治。
4.做有助於生長發育的
大肌肉運動（戶外遊
戲）。
1. 認 識 自 己 、 喜 歡 自 1.分辨個人愉快和不愉 1.描述個人行為會如何
己。
快情緒的差異。
幫助或傷害其他的
2.敘述自己和其他人積 2.比較個人適當和不適 人。
極的特質。
當情緒的表達。
2.說明人與人之間的相
3.說明接受和不被接受 3.說明經身體的反應來 似點和不同點。
行為。
宣洩情緒的方法。
3. 描 述 友 誼 的 不 同 類
型。
4.描述朋友互相幫助的
方法。
1.認識常見的五大類基 1. 描 述 五 榖 類 和 奶 、 1.描述油脂類、蔬菜類
本食物。
蛋、豆、魚、肉類食 和水果類食物的來源
和功能。
2.明白吃早餐的重要。 物來源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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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內容
類別
營
養

家
庭
生
活
與
性
教
育
安
全
與
急
救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了解食物與生長、健 2.選擇有益於健康的食 2.說明飲水的重要。
康的關係。
物—攝取多樣化食物 3.選擇健康的食物—依
4.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及價廉物美的食物， 年齡、運動量、工作
（一）（如定時定量、 且明白食物中營養的 量、季節、氣溫。
細嚼慢嚥、飯前飯後 差異性。
4.認識健康點心和垃圾
不做劇烈運動）。
3.學習良好正確的飲食 食物。
5. 了 解 適 當 的 健 康 點 禮貌（如餐桌禮儀）。 5.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心。
4.注意飲食衛生（含不 （二）（如愉快進餐、
6.願意嚐試新的、不同 吃路邊攤食物、選擇 不偏食、不挑食、協
適當的進食場所）。 助擺放餐具）。
的食物。
1.遇有情緒、藥物安全 1.說明每一個家庭成員
1.說明家庭的功能。
2.說明家庭是由父母因 、就醫、身體等相關 的責任和權利。
愛而結合，親子之間 事情，會與家人討論。 2.說明男孩和女孩的生
有血緣的親密關係。 2.珍視個人生命中重要 理及社會的特徵。
3.說明每一個家庭成員 的家庭保護人。
3.認識生命過程（生殖）
應如何互相幫助。
3.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隱 。
私權。
4.預防性騷擾。
1.描述如何利用感官來 1.描述小傷口的簡易處 1.說明個人對於減少危
險和避免傷害所應負
幫助我們避免傷害。 理方法。
的責任。
2.說明遊樂場所的安全
注意事項。
2.認識腳踏車安全。
3.熟悉學校與家之間的
3.說明如何避免眼睛、
道路狀況，並能安全
嘴巴和耳朵的傷害事
件及基本的急救處
通過。
理。
4.敘述居家與學校的安
4. 說 明 一 般 安 全 規 則
全注意事項（含尖鋭
物品、操場、死角、
（含家電、農藥、殺
樓梯、廁所、用火、
蟲劑、游泳、運動）。
用電）。
5.注意與他人相處時的
安全，拒絕他人不合
理的要求。
6.說明在緊急時如何獲
得幫助（含撥或按一
一九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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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內容
類別
疾
病
的
預
防

藥
物
使
用
與
濫
用
消
費
者
健
康
環
境
衛
生
與
保
育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解釋生病和健康時個 1.討論病菌和疾病間的 1.說出眼睛、耳朵、牙
人感覺的不同。
關係（含預防接種）。 齒和口腔的疾病。
2.說出生病了怎麼辦。 2.採取適當措施免於感 2.敘述預防骨骼和肌肉
染及傳播疾病（如罹 傷害的措施。
患流行性感冒不進入 3.敘述增強身體抵抗力
公共場所；身體不舒 的方法（運動、飲食、
服一定要看醫師）。 空氣、休息、情緒）。
1.說明藥物是什麼。
1.了解藥物與健康的關 1.認識藥物使用與藥物
濫用。
2.解釋安全用藥的重要 係。
性（含遵醫囑、不用 2.說出正確服用藥物的 2.敘述醫師處方藥和成
藥。
他 人 藥 物 、 告 知 父 方法。
母）。
3.了解菸、酒、檳榔與 3.知道服用藥物前應先
健康的關係。
請教藥師。
1. 認 識 健 康 顧 問 （ 醫 1.解釋電視廣告對選擇 1.描述如何有計畫的購
師、藥師、護士）。 食物和其他產品的影 買物品。
2.拜訪社區牙醫和學校 響。
護士。
2.分辨藥物廣告。
1.說明環境衛生的維護
是個人和社區的共同
責任。
2. 保 持 周 遭 環 境 的 整
潔。
3.描述廁所和浴室的正
確使用方法。
4.愛護並謹慎使用公共
物品。
5.接觸大自然並能照顧
動、植物。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1.說明汙染的來源及種 1.說明個人可以協助維
類。
護家庭與學校環境的
2.描述在噪音中避免聽 衛生。
力受損的方法。
2.保持公共場所的整潔
3.敘述在空氣汙染中保 （如道路、公園、公
廁、合作社、游泳
護感官的方法。
4.了解人、生物與環境 池）。
3.了解家庭、學校和社
之間的相互關係。
區垃圾處理的觀念和
方法，並能配合實
行。
4.敘述保護生態環境是
個人和社會共同的責
任。

第四章 健康教育課程、教材及教科書的演變（小學篇） 173

表 4-11

82 年國民小學「道德與健康」課程標準中「健康」四至六年級內容
架構

年級
內容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類別

生
長
與
發
育
個
人
衛
生

心
理
衛
生

食
物
與
營
養

1.認識身體細胞、組織
和器官。
2. 描 述 身 體 各 系 統 分
工合作的關係。
3.認識消化。
4.認識排泄。
1.認識健康（含了解健
康行為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
2.視力保健（近視的預
防、避免眼睛疲
勞）。
3. 學 習 牙 齒 的 種 類 和
功能與保護牙齒、牙
齦的方法。
4. 培 養 正 確 的 運 動 態
度和休息方式。
5. 做 到 適 度 的 運 動 和
休息。
1. 說 明 生 理 與 心 理 需
求滿足的重要。
2. 解 釋 身 體 健 康 和 心
理健康二者之間的
關係。
3. 培 養 個 人 的 價 值 感
與自尊心。
1. 攝 取 足 夠 的 日 需 量
食物。
2. 認 識 食 物 中 的 營 養
素（一）—醣類、脂
肪、蛋白質。
3. 學 習 食 物 與 能 量 的
關係。

1.認識呼吸。
2.認識內分泌。

1.認識循環（含血液
及體溫）。

1. 現 有 生 活 習 慣 的 檢 1.了解個人行為抉擇
討與改進。
如何立即或長期地
2. 了 解 個 人 衛 生 行 為 影響健康。
受 同 儕 和 家 人 的 影 2.解釋聽力保健的概
念。
響。
3.認識體適能（建立
運動計畫、選擇適宜
的運動）。

1. 說 明 同 儕 壓 力 對 行 1.區分壓力的正、負
為的影響。
面影響。
2. 分 析 同 儕 壓 力 對 健 2.敘述減少壓力的積
康選擇的影響。
極方法。
3.解釋如何應用問題
解決的方法，來做
有關身心健康的選
擇。
1. 認 識 食 物 中 的 營 養 1.解釋飲食均衡與不
素（二）—維生素、 均衡對健康的影響
礦物質、水。
（敘述飲食、營養
2. 養 成 良 好 的 飲 食 習 與健康的關係）。
慣（三）（如使用公 2.用均衡飲食的觀念
筷母匙、喜歡吃的要 設計一餐分的晚餐
適當、收拾及清潔餐 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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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內容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類別

家
庭
生
活
與
性
教
育

安
全
與
急
救

疾
病
的
預
防

4. 認 識 營 養 不 良 所 造 具、珍惜且不浪費食
成的健康問題（含體 物）。
重 過 輕 、 過 重 、 疾 3. 能 做 簡 單 的 早 餐 烹
病）。
調。
5.減少糖、鹽、油的攝 4.說明食物的選擇、處
取，增加纖維素。
理和保存方法。
5. 了 解 青 春 期 所 需 要
的食物。
6. 了 解 夏 季 飲 食 衛 生
與食物中毒。
1. 認 識 青 春 期 （ 含 月
1.了解家人。
2. 能 與 家 人 分 享 健 康 經、第二性徵）。
資訊。
2.了解並尊重異性。
3. 能 彈 性 調 整 家 務 工 3.能和家人和樂相處。
作中兩性的角色。 4. 描 述 死 亡 與 離 婚 對
家庭的影響。

3.明白速食的好處與
壞處。

1.描述在青春期生理
、心理和社會特徵
上所發生的改變。
2.說明生殖系統的功
用。
3.認識家庭休閒活動
。
4.討論異性相處是一
種表達友誼和學習
社交技巧的方法。
1. 認 識 安 全 與 意 外 傷 1. 說 明 冒 險 和 預 防 意 1.說明運動安全的重
害的基本概念。
外事件的差異。
要與須知。
2. 說 明 防 火 安 全 與 火 2. 認 識 個 人 對 於 改 善 2.說明大出血、休克
災逃生須知。
交 通 安 全 與 秩 序 應 、窒息、中毒等急
3. 敘 述 防 颱 、 防 震 須 有的觀念與責任。
救處理。
知。
3. 說 明 水 上 安 全 的 重
4.解釋出血、流鼻血、 要與須知。
燒燙傷、割傷、扭傷 4. 說 明 急 救 箱 的 設 備
的急救原則與處理。 及重要性。
1. 敘 述 傳 染 病 的 傳 染 1. 敘 述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1.敘述循環系統疾病
途徑和預防方法（含 和預防方法（感冒、 和預防（心血管性
常使用的疫苗）。
麻疹、腮腺炎、小兒 疾病）。
2. 說 出 消 化 系 統 的 疾 麻痺症）。
2.選擇適宜的生活型
病和預防方法（含常 2. 說 明 適 宜 的 生 活 型 態，以減少心血管
使用的疫苗）。
態，可以減少癌症的 性疾病的發生。
3. 疾 病 的 預 防 和 控 制 發生。
3.認識免疫系統與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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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內容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類別

藥
物
使
用
與
濫
用

消
費
者
健
康

環
境
衛
生
與
保
育

（寄生蟲、B 型肝 3. 說 明 及 早 診 治 疾 病 病（過敏症、後天免
炎）。
的重要。
疫缺乏症候群）。
1. 敘 述 藥 物 對 個 人 身 1. 說 明 正 確 購 買 和 儲 1.說明誤服藥物時的
心和社會的影響。
存藥物的方法。
處理方法。
2. 說 出 可 以 對 藥 物 問 2.拒絕二手菸。
題 提 供 幫 助 的 人 員 3.認識並拒絕被濫用
的成癮藥物（如安
和機構。
3. 說 明 影 響 個 人 飲 酒 非他命、安眠藥、
和吸菸的因素（如同 大麻）。
儕壓力、廣告、法律）
及其作決定的方法。
4. 說 明 成 癮 藥 物 的 定
義、類型和作用。
1. 了 解 食 品 標 示 的 意 1. 建 立 正 確 的 就 醫 觀 1.指出可靠的健康及
義並正確選擇。
念（含分辨密醫、遵 安全資訊和服務來
2. 閱 讀 藥 品 標 示 並 遵 醫囑、不隨便打針、 源。
守正確用法。
2.說明健康檢查的意
吃藥）。
3. 明 智 選 購 保 健 用 品 2. 認 識 衛 生 及 環 境 專 義和重要。
（ 含 家 人 及 廣 告 對 業 和 機 構 （ 含 衛 生 3.說明消費者的權利
和義務。
選購的影響）。
所、醫院）。
4.認識家庭醫師。
3.認識全民健康保險， 4.知道如何就醫。
並建立正確的保險觀
。
1. 愛 護 學 校 環 境 衛 生 1. 指 出 空 氣 汙 染 與 健 1.敘述改進環境可以
設施。
康的關係。
增進生理、心理、
2. 指 出 水 汙 染 的 原 因 2. 指 出 空 氣 汙 染 的 原 社會的健康。
和防治對策。
因及防治對策。
2.描述病媒管制的方
3.確保用水安全。
3. 敘 述 社 區 垃 圾 處 理 法。
的方法。
3.說明噪音的原因及
4. 說 明 人 口 密 度 過 高 防治對策。
所造成的環境問題。 4.參與社區及環境衛
生的計畫與行動。
5.敘述能量和資源的
保護措施。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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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期的教材內容與實施方式
健康與體育領堿共統整為七個主題軸，包含了健康十個類別，以及體育
十個部分（見表4-12）（教育部，2001）：
表 4-12

民國 89 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領域教材內容

七大主題軸

健康十個類別

體育十個部分

一、生長、發展

1.生長發育
2.個人衛生
3.家庭生活與性教育

1.開發身體功能與運動技能

二、人與食物

4.食物與營養

2.飲食與運動

三、運動技能

1.開發身體功能與運動技能
3.運動概念
4.運動規則

四、運動參與

5.運動參與及規畫
6.休閒與體適能
7.運動欣賞

五、安全生活

5.安全與急救
6.藥物使用與濫用

8.運動安全與傷害

六、健康心理

7.心理健康

9.運動與人際關係

七、群體健康

8.疾病防治與健康促進
9.消費者健康
10.環境教育

10.消費者與運動

資料來源：作者整理。

九年一貫課程以分段能力指標的呈現取代過去的內容大綱。以下是小
學第一學習階段（一~三年級）及第二學習階段（四~六年級）分段能力指
標（教育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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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一、生長、發展
1-1-1 知道並描述對於出生、成長、老化及死亡的概念與感覺。
1-1-2 觀察並比較不同人生階段的異同。
1-1-3 認識身體發展的順序與個別差異。
1-1-4 養成良好的健康態度和習慣，並能表現於生活中。
1-1-5 討論對於身體的感覺與態度，學習尊重身體的自主權與隱私權。
1-2-1 辨識影響個人成長與行為的因素。
1-2-2 應用肢體發展之能力，從事適當的身體活動。
1-2-3 體認健康行為的重要性，並運用作決定的技巧來促進健康。
1-2-4 探討各年齡層的生理變化，並有能力處理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重要
轉變。
1-2-5 檢視兩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兩性發展的影響。
1-2-6 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方面之行為，表現出不同的信念與價值觀。
主題軸二、人與食物
2-1-1 體會食物在生理及心理需求上的重要性。
2-1-2 瞭解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到食物的質與量，並探討影響飲食習慣的
因素。
2-1-3 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2-1-4 辨識食物的安全性，並選擇健康的營養餐點。
2-2-1 瞭解不同的食物組合能提供均衡的飲食。
2-2-2 瞭解營養的需要量是由年齡、性別及身體活動所決定。
2-2-3 瞭解、接納並尊重不同族群或國家的飲食型態與特色。
2-2-4 運用食品及營養標示的訊息，選擇符合營養、安全、經濟的食物。
2-2-5 明瞭食物的保存及處理方式會影響食物的營養價值、安全性、外
觀及口味。
2-2-6 分享並討論運動與飲食的經驗，並建立個人的健康行為。
主題軸三、運動技能
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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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表現使用運動設備的能力。
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力。
3-1-4 表現聯合性的基本運動能力。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活動的控制能力。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3-2-3 瞭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3-2-4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類運動的基本動作或技術。
主題軸四、運動參與
4-1-1 藉語言或動作，來表達參與身體活動的感覺。
4-1-2 認識休閒運動並樂於參與。
4-1-3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良好體適能。
4-1-4 認識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4-1-5 透過童玩、民俗等身體活動，瞭解本土文化。
4-2-1 瞭解影響運動參與的因素。
4-2-2 評估社區休閒運動環境並選擇參與。
4-2-3 瞭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極參與。
4-2-4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益處，並藉以提升個人體適能。
4-2-5 透過運動瞭解本土與世界文化。
主題軸五、安全生活
5-1-1 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性。
5-1-2 說明並演練促進個人及他人生活安全的方法。
5-1-3 思考並演練處理危險和緊急情況的方法。
5-1-4 認識藥物及其對身體的影響，並能正確使用。
5-1-5 說明並演練預防及處理運動傷害的方法。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尋求協助。
5-2-2 判斷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因素並能進行改善。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理方法及其結果。
5-2-4 認識菸、酒、檳榔、藥物與成癮藥物對個人及他人的影響，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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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其危害。
5-2-5 探討不同運動情境中的傷害預防及其處理。
主題軸六、健康心理
6-1-1 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與他人之不同。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6-1-3 展示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現及社區意識的行為。
6-1-4 認識情緒的表達及正確的處理方式。
6-1-5 瞭解並認同團體規範，從中體會並學習快樂的生活態度。
6-2-1

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異，從中學會關心自己，並建立個人價值
感。

6-2-2 瞭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際關係上的重要性。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並認識壓力。
6-2-5 瞭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度與運動精神。
主題軸七、群體健康
7-1-1 瞭解健康的定義，並指出人們為促進健康所採取的活動。
7-1-2 描述人們獲得健康資訊、選擇健康服務及產品之過程，並能辨認
其正確性與有效性。
7-1-3 描述人們在獲得運動資訊、選擇服務及產品之過程，並能辨認其
正確性與有效性。
7-1-4 察覺不同親疏感的社區生活環境與健康互動的情形。
7-1-5 體認人類是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並主動關心環境，以維護、促
進人類的健康。
7-2-1 表現預防疾病的正向行為與活動，以增進身體的安適。
7-2-2 討論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與運動的服務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7-2-3 確認消費者在健康相關事物上的權利與義務。
7-2-4 確認消費者在運動相關事物上的權利、義務及其與健康的關係。
7-2-5 調查、分析生活周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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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科目與學習領域的演變

「健康教育」在早期是以「衛生」課程之名存在，曾經二次短暫獨立設
科，其他時期大多依附在常識、自然、社會或公民課程中。這種被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的現象顯示學校對健康教育的實施，尚在萌芽與摸索的階段（教育
部，1974b）。直到民國57年（1968）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增列「健康
教育」科，將原有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公民與道德」、低年級「唱遊」、「常
識」，及高年級「自然」、「體育」各科有關保健衛生的教材盡量納入，並
刪除重複部分。健康教育自此開始獨立設科，受到該有的重視。以下概述健
康教育課程的發展脈絡（見表4-13）：
表 4-13

健康教育課程發展簡表
標準／
科目名稱
民國 西元
綱要名稱
12 1923 新學制課程標 社會/含衛生—初級小學(一~四)
準綱要
衛生/高級小學(五~六)
18 1929 小學課程暫行 社會/公共衛生—初、高級小學(一~六)
標準
自然/衛生知能—初、高級小學(一~六)
21 1932 小學課程標準 衛生/初、高級小學(一~六)
公民訓練/初、高級小學(一~六)
25 1936 幼稚園小學課 公民訓練/衛生習慣—初、高級小學(一
~六)
程標準
常識/衛生知識—初級小學(一~四)
自然/衛生知識—高級小學(五~六)
31 1942 小學課程標準 團體訓練 /衛生訓練標準 (一~六)
常識/衛生常識—初級小學(一~四)
自然/衛生常識—高級小學 (五~六)
37 1948 小學課程標準 公民訓練 /衛生訓練標準 (一~六)
常識/衛生知識—初級小學(一~四)
自然/衛生知識—高級小學 (五~六)
41 1952 國民學校課程 公民訓練 /衛生訓練標準 (一~六)
標準
常識/衛生知識—初級小學(一~四)
自然/衛生知識—高級小學 (五~六)

備註
此時期除
民 國 12
年、21 年
衛生教育
單獨設科
外，健康
教育的課
程內涵散
見於社會
、自然、
公民訓練
、團體訓
練等課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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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科目名稱
綱要名稱
1962 國民學校課程 公民與道德 /衛生習慣-- (一~六)
標準
常識/衛生知識—低年級(一~二)
自然/衛生知識—中、高年級(三~六)
1968 國民小學暫行 健康教育(一~六)
課程標準
1975 國民小學課程 健康教育(一~六)
標準
1993 國民小學課程 道德與健康(一~三)
標準
健康教育(四~六)

民國 西元
51

57
64
82

89

92

2000 國民中小學九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一~六)
年一貫課程暫
行綱要
2003 國民中小學九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一~六)
年一貫課程綱
要

備註

健康教育
單獨設科

一~三年
級健康教
育與道德
合科教學
健康與體
育合併為
一個學習
領域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復惠、賴香如（2000）；黃松元（2000）；國教院數位教科書網頁資料
（課程標準名稱依照國教院網頁課程標準名稱）。

一、民國 57 年（1968）以前
我國小學健康教育課程，較有系統的規劃，是從民國12年（1923）教育
部頒布「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開始，規定在初等小學設置社會科目，包括
「公民」、「衛生」、「歷史」與「地理」，高等小學設置「衛生」科目。
民國17年（1928）教育部頒布「小學暫行條例」，規定初小與高小均設「衛
生」科目，但在民國18年教育部頒布的「小學課程暫行標準」中，卻將「公
共衛生」併入了「社會」科，「衛生知能」併入「自然」科。民國21年（1932）
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標準」，初小與高小均設「衛生」科目。民國25年
（1936）教育部修訂「小學課程標準」時，將初小與高小「衛生」科目一律
取消，衛生習慣部分併入「公民訓練」，衛生知識部分，初小歸併到「常識」
科，高小歸併到「自然」科。民國31年（1942）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標準」，
「公民訓練」改為「團體訓練」，包括「訓育」及「衛生訓練」，衛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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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歸併在初小「常識」科與高小「自然」科中。民國37年（1948）教育部頒
布「小學課程標準」，恢復「公民訓練」，將民國31年（1942）分開的「訓
育」與「衛生訓練」又合而為一。民國41年（1952）教育部依「國民學校法」
規定，改名稱為「國民學校課程標準」，為正名性質，有關衛生部分未予改
變。民國51年（1962）教育部修訂「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公民訓練」改
為「公民與道德」，內列生活規範與衛生習慣，特別注重從日常生活中，培
養國民的基本習慣、態度及品德，衛生知識部分則編入低年級「常識」科與
中、高年級「自然」科中。
綜上所述，民國12年（1923）以前，小學階段並未有系統的設置健康教
育課程。民國12年（1923）至57年（1968）間，「衛生」併入「社會」、「常
識」、「自然」、「公民訓練」或「公民與道德」等科目實施，既談不上其
獨立性，更遑論建立起完整的課程體系。

二、民國 57~81 年（1968~1992）
民國57年（1968）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個重大
里程碑。教育部訂頒「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從低年級的「常識」與中
高年級的「自然」中畫出衛生知識部分，從「公民與道德」中畫出衛生習慣
部分，開設「健康教育」科。待此一課程標準試行後，於民國64年（1975）
再作修正，公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健康教育」單獨設科。

三、民國 82~89 年（1993~2000）
民國82年（1993）教育部頒布新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在課程總綱
小組採整合的觀念下，將原來的「生活與倫理」、「健康教育」兩科統合為
「道德與健康」一個科目，其中「道德」的教材綱要仍以德目呈現，但將原
標準的十八個德目合併或修正為八個德目，而「健康」的教材綱要則擴充為
生長與發育、個人衛生、心理衛生、食物與營養、家庭生活與性教育、安全
與急救、疾病的預防、藥物使用與濫用、消費者健康、環境衛生與保育十個
類別。小學階段一到三年級「道德與健康」合科進行教學，四到六年級則分
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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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 90~100 年（2001~2011）
為了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快速變遷及社會各界對教育改革的期許，教育
部於民國89年（2000）頒布「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民國90年（2001）
開始實施。民國92年（2003）原暫行綱要改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並於
民國95年（2006）進行微調，完成中小學課程的橫向統整與縱貫聯繫。這次
的課程改革將「健康」與「體育」整合在一起，成為七大學習領域之一。「健
康與體育」領域共統整為七個主題軸：生長發展、人與食物、運動技能、運
動參與、安全生活、健康心理、群體健康。小學包含二個學習階段，一到三
年級是第一學習階段，四到六年級是第二學習階段。

第五節

課程實施要點

本段內容從實施方式與課程時間、教科書分析兩大面向，分別說明民國
57年（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時期、民國64年（1975）「國民小
學課程標準」、民國82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以及民國92年「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等幾個時期以來的課程實施概況。

一、實施方式與課程時間
（一）57 年暫行課程標準時期
民國57年（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本著九年一貫精神，每類
教材按學生身心發展及學習程序編列，由淺入深。大體言之，一、二年級著
重健康習慣之養成；三、四年級除繼續部分習慣訓練外，著重觀念與態度之
培育；五、六年級則著重知識與簡易技能之傳授。對所實踐之習慣，有科學
之解釋，使兒童有所依據，更增信心。
健康教育課程實施包含有關健康生活知識之教學指導與健康習慣之訓
練二部分。一~六年級每週均為60分鐘：每週一節（三十分鐘）進行課內教
學；週一~週六上午第一節，每天五分鐘合併於「公民與道德」時間（小學
課程名稱為生活與倫理）內進行健康習慣指導（教育部，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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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生活知識
健康教育課內教學每週三十分鐘，課程內容計有八大類，分上、下學期
各四類，各有其不同教學重點（見表4-14）。
表 4-14

57 年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課內教學重點

教學重點
年級

各類內容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類別
上 個人衛生
養成個人基本健康 繼續個人健康習慣
學
習慣
訓練
期 食物與營養 養成良好飲食習慣 認識食物營養的重
要
身體的功能 養成保護身體的習 初步認識身體重要
慣
器官及其保護
心理衛生
養成個人心理健康 養成如何與朋友相
習慣
處
下 疾病預防
養成預防疾病的習 瞭解傳染病傳播方
學
慣
式與預防
期 安全與急救 養成防止災害的習 明瞭一般安全措施
慣
家庭衛生
養成良好的家庭份 幫助促進家庭衛生
子。
社區衛生
養成公共場所應有 認識個人健康與整
的健康行為。
個社會健康的關係

五、六年級
了解養成健康習慣
的理由
瞭解營養對健康與
生活習慣的關係
認識身體各部一般
功能
養成如何適應團體
生活
認識傳染病種類及
其預防
學習急救方法
認識個人在家庭中
的地位與任務
認識社區衛生設施
與工作人員

資料來源：整理自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教育部，1968：70-71）。

從表4-14可發現，健康教育課程一、二年級著重健康習慣之養成；三、
四年級除繼續部分習慣訓練外，著重觀念與態度之培育；五、六年級則著重
知識與簡易技能之傳授。其課程目標在使兒童享有健康生活。
2. 健康習慣指導
可分為定時指導、個別指導、團體指導三種。
（1）定時指導：在每日公民與道德科上午第一節指導時間內合併舉行。
（2）個別指導：根據調查記錄、檢查結果與訪問情形，發現問題予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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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別指導， 並與家庭聯絡共同指導。
（3）團體指導：利用集會、團體活動或與其他學科教學予以指導。
此外尚有健康活動，如每日的整潔檢查、晨間檢查、身高體重測量、視
聽力檢查、健康檢查、缺點矯治、救護演習、安全活動、社區衛生服務...等
均與課程相結合。為配合教學實施，在保健設施方面也相當留意保健室、洗
手臺、飲水及廁所設備；改善桌椅、採光及運動場等。
健康教育課程規劃是全面性的：有知識面的教學、有行為習慣指導與養
成，也有技能方面的學習；時間方面規劃有每日5分鐘健康習慣之訓練，也
有每週30分鐘的定時健康生活知識教學；就教學方式而言，有個別指導，也
有團體指導。一個全新的課程，讓苦於缺乏健康教材，只能利用副學習、輔
學習指導孩子有關衛生和健康教育方面的老師們，有了全新的教材；且編訂
了健康教育專屬的課本，更落實了健康教育的學習。

（二）64 年課程標準時期
民國64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教材編選原則及實施方式具有下列特
性（教育部，1976）：
1. 健康教育課程之實施按健康指導、健康教學及健康活動三種方式分別
進行。
2. 考量九年一慣的精神，教學內容包括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營養
的食物、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等七大類，與
國民中學教材密切聯繫。
3. 每類教材，均按兒童身心發展及學習程序編列，由淺至深作螺旋式排
列；一、二、年級著重健康習慣之養成及態度之培育；四、五、六年級除繼
續部分習慣及態度之培養外，著重健康知識之獲得與簡易技能之學習；對所
實踐之習慣，有科學的解釋，使兒童更具信心。
4. 第一學年至第六學年實施之健康指導，與「生活與倫理」合編教學綱
要，各年級指導要點原則上按週分配，予以指導。
5. 第四至第六學年實施之健康教學，應按學期照教材綱要中所列範圍，
編輯課本及教學指引；課本內容儘量配合兒童實際生活，注意淺近易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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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與國中健康教育教材內容重複；編寫課文需活用各列教材內容，不必依照
原列順序，亦不必拘泥原有標題。
6. 教學指引中，均應提供切實可行之教學內容與方法，尤以健康指導部
分更有必要，此外，各單元之成績評鑑辦法，亦須在指引中具體規定。
64年課程標準修訂重點在減輕兒童課業負擔，合理調整教學時間，但健
康教育課程實施時間不減反增，足徵健康教育之重要。57年暫行課程標準時
期，一~六年級健康教育課程每週共計60分鐘，64年課程標準時期時間倍
增：一~三年級健康教育課程每週共計120分鐘，以健康指導為主，未實施健
康教學；四~六年級則多了40分鐘的健康教學時間，共有160分鐘，二個時期
的課程時間分配比較，見表4-15 ：
表4-15
時間

57年暫行課程標準與64年課程標準之健康教育課程時間分配比較表
課程標準
名稱

民國 57
國民小學
年（1968） 暫行課程
標準
民國 64
國民小學
年（1975） 課程標準

健康指導
（一~六年級）
每週 30 分鐘，週一~
六上午第一節，每天
5 分鐘合併於「公民
與道德」時間。
每週 120 分鐘，週一
~六上午第一節，每
天 20 分 鐘 合 併 於
「公民與道德」時
間。

健康教學

共計

一 ~ 六 年 級 每 一~六年級每
週一節（30 分 週 60 分鐘
鐘）
四~六年級每
週一節（40 分
鐘）；一~三年
級未設置。

一~三年級每
週 120 分鐘
四~六年級每
週 160 分鐘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57年暫行課程標準時期，第一~第六學年均編訂課本、教學指引，實施
課內教學與健康習慣指導；64年課程標準時期，教材內容有所變動：第一
至第六學年健康指導與「生活與倫理」合編教學綱要，第四至第六學年實
施之健康教學，則有編輯課本及教學指引。
64年課程標準是歷年來使用最久的版本，然而隨著社會變遷與政治、
經濟形勢的改變，部分課程不合時宜，因此，在課程標準未修訂前，74年
課程做了修訂，健康教育教科書也於此時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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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2 年課程標準時期
民國82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教材編選及實施方式有以下特性：
1. 教材的設計與選擇，均依據兒童身心發展及學習原理，由易而難，由
淺而深，作螺旋狀的組織。課文內容以兒童生活經驗為中心，並符合兒童興
趣、需要與能力。
2. 教材以生活實例呈現，內容除主文外，應包含各類活動。活動呈現方
式可多變化，包括討論、角色扮演、資料搜集、觀察、實驗等。活動時間以
占該單元的一半為原則。
3. 一至三年級教學內容每學期應涵蓋八至十個主題。每個主題以一完整
單元設計教學活動，每個單元教學時間約二至四節，主題及內容之順序可依
實際需要安排。
4. 四至六年級「健康」每學期教學內容約為六至七個類別。編寫教材單
元，可斟酌統整各類別的內容，其順序可依實際需要安排。

（四）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期
民國92年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期之教材編選依據課
程總綱、教改理念及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及其他相關領域與重大議題
為原則。各校教師也可慎選教材或自編教材規劃教學。
1. 教材之選配應考量學生身心成長及動作發展的個別差異，依其能力、
興趣、經驗與需求，選擇適當的教材，由淺入深，由簡而繁，設計有系統而
循序漸進的教學。
2. 教材編選宜秉持課程統整之精神，結合學生生活經驗，可採大單元教
學，融合不同主題軸的教學設計，並注意各階段能力指標之銜接。
3. 教材內容宜適當反應當前社會關注的議題，並適時提醒學生注意生活
周遭的問題。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彈性規範了健康與體育領堿每週上課節數，佔領堿學
習節數的10-15%。按照課綱規定，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各
學習領堿課程小組」，於學期上課前完成學校課程計畫之規劃、決定各年級
學習領域學習節數、審查自編教科用書及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並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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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評鑑。
82年課程標準與九年一貫授課時間分配比較，列表如下（表4-16）：
表 4-16

82 年課程標準與九年一貫授課時間分配比較表

時間

名稱

民國 82 年
（1993）

道德與健康

民國 90 年
（2001）

健康與體育

授課時間
一~三年級合科教學，每週二節（80 分鐘）

（一~三年級）

四~六年級分科教學，健康科每週一節
健康（四~六年級） （40 分鐘）
（一~六年級）

一~三年級健康與體育每週至少 2 節（80
分鐘），最多 3 節（120 分鐘）。原則上
健康 1 節，體育 1 或 2 節。
四~六年級健康與體育每週至少 3 節（120
分鐘），最多 4 節（160 分鐘）。原則上
健康 1 節，體育 2 或 3 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教科書分析
（一）57 年暫行課程標準時期
民國57年（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修訂時，將生理與衛生
一類教材，劃歸新設的「健康教育」科，同時簡化教材項目，以便做深入
的研習，從而培養科學的精神、態度與方法，並奠定未來學習科學的基
礎。
此時期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主編，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行，共計十二
冊，每學期使用一冊。教科書採單元制，每冊有16個單元（課），上學期
課程以個人衛生、食物與營養、身體的功能、心理衛生等四大類為主，下
學期課程以疾病預防、安全與急救、家庭衛生、社區衛生等四大類為主。
教科書的編撰因應學生身心發展與學習原理，低年級課本文字較少，以
色彩鮮豔的手繪插圖為主；中、高年級則以文字為主，圖畫為輔，如圖4-1、
4-2、4-3、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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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教科書內容以圖片為主，
佐以少許文字說明：

圖 4-1

※中、高年級教科書則以文字為主，
圖畫為輔：

第 1 冊第 3 課營養的早餐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68：11-12）。

圖 4-2

第 3 冊第 2 課蔬菜和水果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69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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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第8冊第三課食物是生活的動力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0：5-6）。

圖4-4 第9冊第四課做一個好學生、第五課團體活動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69b：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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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冊教科書最後編有總複習，針對全學期的學習內容提出複習，一年級
（1、2冊）總複習僅有圖片，二年級（3、4冊）總複習除圖片外，有是非、
選擇題的練習。中年級（5~8冊）總複習則分：討論問題與檢討衛生習慣等
二部份。高年級（9~12冊）的總複習，除了有大量討論題目外，更有各項健
康習慣和技能的檢討。
課程編輯切合各階段目標要求：一、二年級著重健康習慣之養成；三、
四年級除繼續部分習慣訓練外，著重觀念與態度之培育；五、六年級則著重
知識與簡易技能之傳授。
另外，在教科書的呈現上也有其特色，封面與編輯要旨中的插圖均採用
照片，課文內容中僅營養午餐及學生排隊飲水採用照片（如圖4-5、4-6），
其他課文的圖片則均為手繪插圖。

圖4-5 第9冊第六課 飲食傳染的疾病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69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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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第 6 冊第三課營養午餐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0：5-6）。

（二）64 年課程標準時期
依據64年課程標準編輯的教科書，其編撰原則與教科書呈現具有下列特
色（教育部，1975）：
1. 目標中加列分段目標。
2. 教材內容按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營養的食物、安全的生活、疾
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等七個大類訂定，俾與國民中學健康教
育課程內容密切銜接。
3. 各類內容均按年級分別詳列，以便指導與學習。
4. 健康指導，一至六年級每週120分鐘，分為六節，每節20分鐘，為加
強教學之聯絡與「生活與倫理」合編指導綱要。
5. 健康教學，四至六年級，每週40分鐘編排一節，單獨實施健康教學。
6. 教學評鑑加列評分標準。
7. 實施方法中增列預期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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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編撰原則，教科書與教學指引的編輯分為健康指導與健康教學
二部分：
1. 健康指導
健康指導部分並未出版學生課本，僅編訂教師手冊。民國66年（1977）
國立編譯館依據民國64年（1975）8月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及健康教育課程
標準合編指導綱要試用版，稱為「生活規範與健康指導教學綱要」共計12冊，
供一～六年級每天第一大節生活與倫理時間之「生活規範」與「健康指導」
使用，隔年出版正式版本（初版）。
「生活規範與健康指導教學綱要」每二週為一個時段，前18週配合生活
與倫理一個中心德目及健康教育七大類課程中二項指導要點實施，最後二
週，則做總復習／復習和反省。表4-17為「生活規範與健康指導教學綱要」1
上試用版之編排（國立編譯館，1977）：
表 4-17 64 年課程標準之國民小學生活規範與健康指導教學綱要第 1 冊內容
週 次
生活規範
健康指導
第一、二週
孝順
健康的心理 敬愛老師
聽父母的話
健康的身體 我的手
第三、四週
友愛
健康的身體 清潔的手
友愛兄弟姊妹
健康的身體 飯前便後要洗手
第五、六週
禮節
健康的身體 我會洗臉
有禮貌
疾病的預防 不咬指甲不舔手指
第七、八週
勤學
營養的食物 每天吃早餐
健康的身體 我的牙齒
上學校
第九、十週
合作
健康的身體 我會刷牙
一同遊戲
健康的心理 快快樂樂
第十一、十二週 守法
安全的生活 平安過馬路
營養的食物 常常喝水
走路要小心
第十三、十四週 勇敢
健康的家庭 整理房間
照顧自己
健康的家庭 清掃水溝
第十五、十六週 公德
健康的社區 不亂丟用過的衛生紙
保持公共整潔
疾病的預防 咳嗽噴嚏蒙口鼻
第十七、十八週 愛國
健康的身體 常常洗澡
愛國旗
安全的生活 小心火電
第十九、二十週 總復習
總復習
復習和反省
復習和反省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立編譯館（主編）（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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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1985）課程標準修訂將「國民小學生活規範與健康指導教學
綱要」改名為「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健康指導教學綱要」並出版「修訂初版」，
改週次為單元，原本每二週二項健康指導要點減少為一項，每冊10單元，最
後一單元為總複習，實授課9單元，每冊均編一個單元教學活動設計示例，
表4-18為生活規範健康指導教學綱要第1冊（1上）（國立編譯館，1985）。
表 4-18 74 年課程標準之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健康指導教學綱要第 1 冊內容
單元
單元一

生活與倫理
勤學

上學校

健康指導
健康的身體

清潔臉部

□附單元教學活動設計示例
單元二

禮節

有禮貌

健康的身體

保護雙手

單元三

愛國

愛國旗

健康的心理

敬愛老師友愛同學

單元四

寬恕

對人要和譪

營養的食物

早餐的重要

單元五

公德

保持公共整潔

安全的生活

平安過馬路

單元六

信實

不說謊話

安全的生活

小心火電

單元七

合作

一同工作一同遊戲

疾病的預防

常常洗手

單元八

守法

走路要小心

健康的家庭

整理房間

單元九

正義

不欺侮別人

健康的社區

我們的健康中心

單元十

總復習

復習和反省

總復習

復習和反省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 健康教學
健康教學係依七大中心項目，在四至六年級按學童年齡、程度與生活需
要分別編列教材，每學期十六單元，每週一節40分鐘實施課內教學。教學時
不僅著重各單元之知識、態度與技能的學習外，也需要重視日常生活習慣實
際輔導之健康指導，統整健康教學與健康指導之學習重點，融會貫通，配合
應用，以加強學習效果。根據74年（1985）修訂版課程標準編輯的75年8月
初版教學指引第1冊（1上）之健康教育教材系統（見表4-19）（國立編譯館，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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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74 年課程標準編輯之教學指引第 1 冊（1 上）健康教育教材系統
中心項目
課次 單元名稱
教材要點
健康的身體
1
健壯的志強 1.了解健康的具體意義
2.認識健康檢查的好處
3.注意自己身體的保健
3
人體的外型 1.認識人體的外形
2.了解人體外表各部分的構造和名稱
4
身體的構造 1.認識身體內部的重要器官
2.了解各重要器官的功能
3.了解各器官共同維護身體的活動
健康的心理
2
快樂的愛華 1.知道過快樂的生活
2.了解家人、同學和諧相處的方法
營養的食物
8
營養和健康 1.了解身高體重的增加，代表身體的生長
發育
2.瞭解營養和生長發育的關係
3.知道吃多種食物，才能獲得均衡的營養
安全的生活
10 小心使用刀 1.認識刀剪等銳利工具的種類和用途
剪
2.了解使用銳利器具不當會造成傷害
3.學習使用刀剪的安全方法
11 預防跌傷
1.知道跌倒可能引起身體傷害
2.了解跌倒的各種原因
3.學習預防跌傷的方法
12 家庭急救箱 1.了解外傷是家庭常見的創傷
2.知道急救箱是家庭應有的設備
3.認識急救箱的藥品、器材和用途
疾病的預防
5
為什麼會生 1.知道營養缺乏或營養過多都會生病
病
2.了解不注意保護身體也會生病
3.知道注意營養、保護身體，身體就會健
康
6
為什麼會生 1.了解傳染病的意義
傳染病
2.知道砂眼是怎樣傳染的
3.知道寄生蟲病是傳染病
7
看不見的敵 1.了解病菌和病毒是使人生病的微生物
人-病菌和
2.認識病菌的型態
病毒
3.知道病菌侵入人體的途徑
4.了解預防病菌和病毒侵入人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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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項目
健康的家庭

健康的社區

課次 單元名稱
9
常開窗戶

13

家庭用水

14

整潔的家

15

愛護學校的
環境衛生設
備
社區的遊樂
場所

16

教材要點
1.了解空氣和人的關係
2.了解新鮮空氣的意義
3.知道房屋開窗的目的
4.養成注意開窗使空氣流通的習慣
1.了解水對家庭生活的重要性
2.明白不潔的水是傳染病的媒介
3.知道家中用水的種類
4.懂得家庭用水的消毒方法
1.了解家庭整潔是健康生活的基本條件
2.知道怎樣做家庭大掃除
3.自動參加家庭整潔工作
1.了解學校環境衛生設備的目的
2.認識學校各種環境衛生設備
3.會使用並愛護學校的環境衛生設備
1.知道社區的遊樂場所
2.喜歡參加休閒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82 年課程標準時期之道德與健康實驗本
談到教科書編撰，便不得不提及國小課程實驗研究之先河「板橋模式」。
教育部指定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辦理小學課程研究計畫，歷經研擬教
材大綱、設定教學單元、編寫教材、試教修訂等歷程，最後再送國立編譯館
審查修訂後出版，因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位處當時的臺北縣板橋市，故有「板
橋模式」之稱。板橋模式的課程實驗研究建構完整，堪稱我國教育史上的重
要里程碑，對國小課程的貢獻有目共睹。
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負責「道德與健康」課程發展的研究員林錦
英語重心長地表示：「課程研發的每一個步驟都有最深的學習與成長，非常
辛苦，十分漫長。」研發過程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課程標準修訂：
（1）組織修訂委員會：成員包括學科專家、課程專家、心理測驗專家
及小學校長、主任、教師共約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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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訂課程修訂方向、範圍、架構及內容。
（3）修訂初稿。
（4）召開臺灣地區北、中、南、東分區公聽會，吸取包括家長、教師、
教育行政人員、議員、民間社團代表等公聽會成員的意見。
（5）製作問卷，廣徵各界意見，分析綜合所得結果，再修訂草稿。
（6）參與各科協調座談會，刪除重疊部分，調整銜接教材內容。
（7）進行最後修訂，呈送教育部核頒。
2. 實驗課程研發：參與課程研發的工作者，包括學科、課程、心理學者，
教科書編輯專家（負責規畫、指導及審訂工作），國教研習會研究人員（專
職從事課程研究、設計工作）及小學教師（負責教學設計及試教），以期能
兼顧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務。
3. 教案發展：徵調國小現職優秀教師到研習會發展教案，研習會研究人
員參與指導。
4. 教科用書的呈現：教科用書及教學指引的編寫步驟如下：
（1）依據課程標準，擬訂教學目標，包括單元目標與具體目標。
（2）參酌課程標準內容及教學目標，以概念化方式組織教學內容要
點，以學習者為主要考量，選擇教材。
（3）再依據內容要點與具體目標，進行教學活動設計。設計時考慮學
習者的興趣、教學目標的性質及教學資源與環境的配合。
（4）教學指引以大單元方式呈現教案，每單元依內容之多寡分配一至
四節不等，每節課均提供完整的教學流程。
（5）依據教學指引設計的教學活動，進行課本的編輯。之後，各單元
負責設計的教師與研究人員花費不少時間、精力針對每一幅照片、插圖，與
版 面設計者及畫家充分溝通，讓課本以活潑、生活化的方式配合亮麗的圖
片呈現，以引發學生高度的學習興趣。
5. 教學媒體研發：配合實驗課程，每學期製作補充錄音帶一至二卷，錄
影帶則包括食物營養的「吃得剛剛好」、「怎麼吃才好」;正確姿勢的「凱凱
闖天關」、「姿勢的真相」;性教育的「大家來找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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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驗課程研習：在每學期開學第二週舉辦該學期實驗課程研習，全
國各縣市二十八所實驗學校實驗班的老師及行政人員一名前來研習會研習
一週，邀請發展教材的委員和參與教師作深入的理論和實際發展過程的說
明和必須注意的事項，和實驗班教師作深入的溝通和分享。視教材需要也
曾邀請牙醫師指導實驗班教師「貝氏刷牙法」的操作步驟及牙線的正確使
用方法。
7. 教師教學研究會：每學期於北、中、南區各召開一次實驗課程教師教
學研究會，上午由實驗班老師進行兩節課的試教，下午討論試教教案及綜合
座談。
8. 課程修訂會議：在每學期期末召集所有的實驗班的教師共聚一堂，召
開該學期實驗課程的內容修訂，包括實驗課本、教學指引、相關教學媒體內
容修改，教學方法研討與學校行政配合事項等。
9. 研討會：辦理的研討會包括有：「國民小學新課程道德與健康科研討
會」、「道德與健康教科用書編、審、用的對話」。邀請道德與健康科審查
委員、各版本教科書編輯委員、使用之教師與家長代表、各師院相關教授及
各縣市教育局督學等人參與，分別留下寶貴的實錄材料。
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負責「道德與健康」課程發展的研究員林錦
英表示：

由於本科屬於行為科學的生活教育，需要家長給予適當的支援並同步
成長，所以實驗過程中除了有家庭聯絡簿的設計，也舉辦親師座談會，
邀請家長與教師合作，以增進教學的效果並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行為
實踐」的目標。實驗課程有許多人的心血，但辛苦付出是值得的，課
程除了得到學生的讚美與喜愛，也得到家長、教師、行政人員及校長
的高度肯定。實驗班自民國 81 年（1992）9 月開始到 87 年（1998）6
月延續六年的實驗課程，從一到六年級都不分班，不少實驗班的學生
都表示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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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2 年課程標準時期之道德與健康審定本
教科書於八十五學年度起全面逐年開放為審定本，臺灣地區有多家出版
商參與教科書編寫工作，各自組織編輯班底，力圖爭奪市場，一時蔚為奇觀。
但基於品質無虞、供應無缺、價格平準等考量，國立編譯館仍繼續編輯國語、
數學、社會、自然、道德與健康五科教科書，與民間版本一併送審發行。
「教科書是研發而非編造出來的」，是教育界人士琅琅上口，甚至是課
程專家堅信的一句話。由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研發出來的實驗教材經過著作
權讓渡手續後，改由國立編譯館加以研修、編輯，成為國編本與其他各家出
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在市場中一起競爭。
相較於國編版教科書的編撰，經過實驗試用，無數次開會討論、字斟句
酌的運作方式，民間版受時間、人力、物力所限，難以複製，不過只要能編
輯出來且送審通過，民間版也能取得審定執照。此對教科書的正面發展、學
生學習內容的保障，形成莫大的挑戰。不過，民間版有了國編本作為參考典
範，節省了不少摸索的時間和精力。
教科書開放由民間編輯後，教育部聘請教育學者、學科專家及現職教師
組成各科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作業，審查標準以教育部於民國82年（1993）
9月頒布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目標、時間分配及教材綱要為主要依據。審
查程序分初審及複審，就審查情形分為：通過、修正後通過、建議重編、不
通過四類。道德與健康科的審查小組為確保審查的素質，屢經討論後確立審
查分為課本與教學指引兩部份。其中課本部分的審查原則如下：

1. 是否與課程標準符合？尤其是課程標準中之教材綱要。
2. 內容是否符合學生生活經驗、學習起點？
3. 是否有明顯的性別角色偏差或產生角色的刻板化印象？
4. 是否具啟思性與能否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與態度？
5. 章節的安排是否具邏輯性？
6. 標題是否與單元相符？
7. 引用的資料是否正確有效？
8. 文字方面：包括字體大小適中、文字淺顯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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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圖文：包括圖與文是否配合，有否底色干擾，圖是否清晰，跨頁處
理是否妥當？紙質是否反光？圖色是否有傷眼力？
至於教學指引方面，則考量教學活動設計是否活潑，是否有適量的參考
資料，參考資料引用的適切性與其寫法的完整一致性，教材與目標的分析是
否得當，以及評量是否配合教學內容等（林錦英主編，1997）。
以下就合科階段與分科階段二部分，簡介各版本送審通過之道德與健康
教科書：
1. 國民小學一~三年級合科階段
道德與健康教科書原有六家出版社參與編寫，因聯教版退出編書市場而
改為五家。以下參考各版本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國民小學新課程道德與健
康教科用書編、審、用研討會」用書中（林錦英主編，1997），編輯委員對
各版本特色的介紹進一步說明：
（1）國立編譯館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主要以「情境認知」的觀點出發，讓學習者在實際情境中，透過觀
察、感覺、操作、發現等途徑建構自己的知識。
b. 增進思考能力，提出開放性的問題，擴大學生思考的空間，增進判
斷能力及自我批判與反省的態度。
c. 加強實踐能力，以生活事例，透過價值澄清教學，協助學生建立自
我價值體系，以生活經驗為中心，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為目的。
d. 呈現面貌力求生動化、趣味化、活動化、多元化、靈性化、民主化、
生活化、具體化，避免教條，體現人文主義教育精神。
（2）明倫出版社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融合課程標準之精神，編寫時考慮兒童身心發展特質，重視道德推
理及健康行為習慣的養成。
b. 教科書設計擺脫窠臼，設計孩子認同的角色，以多多與圓圓為主
角，透過他們的生活情境切入主題，讓學生讀來親切，也容易引起
共鳴。
c. 教材注重統整連貫，除了單元主題間的統整外，亦重視各冊縱向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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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與各科橫向配合。
d. 教材內容生活化，以具體的生活實例為主，協助學生反省自己的生
活經驗，匡正錯誤概念或偏差行為，進而擴展生活經驗的範圍，將
所學應用在相關的生活情境中。
e. 課本結合教學活動，培養思考判斷與作決定的能力。圖文編排結合
實景相片與插圖，將豐富的內容整理成精美悅目的版面，讓課本成
為兒童喜愛且樂意擁有的讀物。
（3）南一書局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配合兒童身心發展的特性，透過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思
考、比較、批判、選擇、澄清、作決定，以協助學生建立合適的價
值觀。
b. 教材編輯方面盡量設計活動式、操作式、檢核式的教學內容，經由
相同或類似的生活事例，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以達到行為實踐的
目標。
c. 教材顧及時序性、地區性、家長參與等要項，例如在春天時上感冒
的預防，在夏天時上飲食衛生等。此外，為了避免城鄉差距，盡量
選擇適合全國兒童使用的題材。
d. 編選的教材，有許多部分需要家長的配合，家長在督導、檢查兒童
行為的過程中，不僅能幫助兒童習慣的養成，並能了解兒童的健康
情形，進而使親子感情更親密。
（4）華信出版社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課文內容力求簡易與生動，故事之取材均合乎學生的興趣與實際生
活經驗，並且注意潛在課程問題，避免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之形成。
b. 教材之安排注意多樣、變化、趣味及簡易運用等特性。
c. 注意生活實踐與自我反省之安排，提供開放性問題，並接納學生不
同意見與答案。
d. 每節課所佔的篇幅均以兩頁為原則，並依據各學習主題訂立小節名
稱，以利教師掌握教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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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康軒出版社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教材內容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中心，並且以許多生活實例呈現，鼓
勵學生發表並透過舊有經驗引發新的經驗。
b. 插圖圖意清楚且生動，呈現方式多樣化，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c. 結合多元的教學設計，給學習更多的空間。
d. 強調在價值衝突情境中作合理的選擇與判斷，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
觀念、態度和行為。
2. 國民小學四~六年級分科階段
道德與健康分科後，編撰「健康」教科用書的出版單位除了國立編譯館
外，還有康軒、南一、翰林（併購明倫出版社）、華信（由新學友發行）四
家民間出版社。
以下就各版本「健康」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進一步說明：
（1）國立編譯館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每個單元根據教材內容撰寫課文，設計主題人物串連各節課。
b. 以活潑的插圖搭配實景相片呈現生活情境，並設計小猴子「康康」
適時提示重點或引導思考。
c. 知識性的內容以「小百科」的方式作重點歸納，讓學生能夠建立清
楚正確的概念。
d. 設計相關活動，引導學生連結生活經驗並且豐富課程內容。
（2）翰林出版社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配合相關或相近的主題內容，以小單元的形式編排。
b. 每節課的開頭以重點提問搭配情境設計的方式誘導學生的學習興
趣，並藉此加深思考的角度或空間。
c. 版面設計以圖文各半的方式呈現，圖意的表達配合文字的敘述。
d. 每節課均有一頁「小試身手」的設計，內容包括「寫一寫」、「說
一說」或「調查」等操作性活動。
（3）南一書局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課文以簡明扼要的文字敘述，引出該節課的學習內涵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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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計活動式、操作式教學內容，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c. 將教材重點以「討論問題」的方式呈現，透過問題協助學生建立正
確的觀念並增進思考判斷的能力。
d. 需要家長配合督導或協助學生養成習慣的部分則設計「親子活
動」，透過共同參與達到親子之間充分而良好的互動關係。
（4）華信出版社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每個單元皆安排單元頁引出學習內容與重點．以單元為主軸撰寫課
文並輔以插畫。
b. 設計「愛的叮嚀」提醒學生重要資訊。
c. 適時穿插重點提問，提供開放性問題，讓學生有足夠的思考、討論
與澄清空間。
d. 單元後面有「評量」活動的設計，供學生自評或與家長教育連結用，
也可作為落實行為習慣之評量參考。
（5）康軒出版社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a. 以中單元的方式將相關或相近的主題編排在一起。
b. 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中心，呈現生活實例，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態
度、觀念和行為。
c. 每節課開頭都會呈現一頁饒富趣味的漫畫內容以誘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配合提問引導學生思考該節課的教學重點。
d. 版面設計力求精美，提供大量照片及圖片來強化學習內容。

（五）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期
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對國小課程的規畫，排除了實驗研究的實施。民國
88 年（1999）各科課程綱要頒佈後，即開放由民間出版社編寫教科書，國立
編譯館則退出教科書市場。參與九年一貫教科書編撰的民間出版社原本有光
復、康軒、翰林、南一、仁林五家，後來光復（因資金問題由育成出版社接
手）與仁林相繼退出後只剩三家。以下參考各版本教科書的編輯理念，配合
教科書單元頁面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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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軒版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1）透過大單元的形式，以「相融相合」的編輯思維將健康與體育做
統整教學。例如：第四冊第四單元「我的水世界」以水為媒介貫串 5 個小單
元，小單元 1「為身體解渴」教導喝水的重要性及憋尿的壞處。小單元 2「缺
水的大地」模仿口渴無力的動物移動姿態及乾旱時植物的造型。小單元 3「滴
水不漏」帶入珍惜水資源的概念，透過護球遊戲將桌球想像成小水滴，持拍
護球移動。小單元 4「跳躍的水滴」模仿水滴的躍動，做出各種跳躍動作。
小單元 5「溪流到大海」學習操作彩帶的技能，想像小溪流向大海，做出各
種水波的動作（陳明德主編，2004：58-67）。
（2）有些健體內容無法百分之百「相融相合」，也朝向「相呼相應」
的原則規畫，例如：在體育教學水上基本動作技能時，結合健康課程的個人
衛生、疾病預防、生理狀況、性侵害防治等課題，或是在體育透過分組遊戲
教學時，與健康心理所談之和諧的人際關係相呼應，達到諒解同儕、互相幫
助、尊重同學等學習目標。
（3）教材編輯上注意學生在不同生長發育階段健康需求的不同，配合
生活情境進行作決定的演練，並重視教學活動的多樣化設計。
2. 翰林出版社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1）以「引導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重視個別差異，讓每位學生
都能發展自我」、「養成生活上所必須的習慣和技能」、「發展各種互動能
力」四個觀點作為主要編輯理念。
（2）秉持課程統整的精神，根據學生的身心及技能發展打破主題軸的
界限，採單元的方式來融合教材。例如第四冊第五單元「踢球樂」包含活
動 1「我是踢球高手」、活動 2「運動安全知多少」、活動 3「穿鞋學問大」，
藉由各種趣味化的遊戲，讓學生享受踢球的樂趣，再透過演練與操作，引
導學生了解運動前、中、後的安全注意事項，最後再教導學生正確的穿鞋
方法，以及如何選購適合的運動鞋，以避免在運動時造成傷害（葉國樑等
主編，2004：60-69）。
（3）教科書的使用方法採概念式引導教學，先引導學生瀏覽課本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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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其中所欲傳達的概念並結合實際生活經驗進行發表。每個單元都有跨頁
的單元頁作為引起動機之用，每個小單元儘量採取活動的方式進行，小單元
的內容不僅是教師上課時直接採用的資料或活動，也可以是學生自行參閱的
教材資料。
3. 南一書局出版之教科書的編輯理念與特色
（1）依健康與體育領域所訂之七大主題軸編選教材，以主題的方式呈
現，各主題包含三~六個單元不等。例如第三冊主題三「快樂的成長」，包
含「1 成長的祕密」、「2 姿勢真重要」、「3 平衡遊戲」 、「4 認識平衡
木」四個單元。先認識影響成長因素及姿勢對生長發育的重要性，再判斷站、
走、坐等姿勢的正確與否。練習平衡遊戲讓身體各個動作或姿勢維持穩定，
學會平衡木上的爬、走、蹲等基本動作（洪武吉主編，2002：60-69）。
（2）教材內容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設計相關活動或遊戲，透過淺
顯易懂的文字和生動活潑的圖畫，增進學生學習的興趣。
（3）階段內學習內容兼顧縱向和橫向的銜接，內容組織能符合學生身
心發展順序。

第六節

小結

本章主要描述民國 57 年（1968）至民國 100 年（2011）間小學健康教
育課程、教材及教科書的演變，包括第一節課程理念、第二節課程目標、第
三節教材內容、第四節科目與學習領域的演變，以及第五節課程實施等。
民國 57 年（1968）起推行九年國民教育，行政院頒布「九年國民教育
實施綱要」，課程統籌由國立編譯館負責，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修訂
委員會」，國中健康教育與生物、化學、物理、地球科學等小組分派在自然
學科組中；將原有初級中學「生理衛生」改為「健康教育」，採單獨設科，
課程實施包含有關健康生活知識之教學指導與健康習慣之訓練二部分。
民國 57 年（1968）修正頒布之「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至民國 63
年（1974）實施了六年的時間，期間教育思潮不斷演變，教材內容與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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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斷充實改進。民國 64 年（1975）起，正式組織委員會，著手修訂課程
標準，並於 8 月公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其中健康教育授課時間與課程
也做了修正。後再因經濟、政治與社會變遷，民國 74 年（1985）小學課程
再次重編，健康教育課本亦作了改版。
健康教育單獨設科期間自民國 57 年（1968）到民國 81 年（1992）止。
民國 82 年（1993）重新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為加強品格教育與生
活輔導，修訂時將國民小學階段的「生活與倫理」、「健康教育」兩科統整
為「道德與健康」，一至三年級學生，每週兩節課進行合科教學；四至六年
級學生則為分科教學，道德、健康每週各一節課，於 85 學年度起實施。
接著，因應世界教育改革潮流與時代趨勢，我國教育部於民國 86 年
（1997）4 月成立「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進行課程改革，於民國
89 年（2000）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民國 92 年（2003）
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學習領域取代原來學科的概念；
以「分段能力指標」取代「標準」。將「健康教育」與「體育」兩學科合併
為「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此時期教科書已全面開放，各出版商教科書依
據課程綱要編輯，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在教育現場而有一綱多本的現象。
總之，健康教育三個基本精神與課程目標包括：認識每個人的生長與發
育、學習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知道如何去作決定等，基本上不受時代變遷
影響。然而課程表現型態，單獨設科或合科，以課程標準或以能力指標表現
則迭有變化。教材內容方面，走過半世紀，學生學習內容分別有七大類、八
大類或十大類等不同時期的健康教材，往往因應國家政策、時代趨勢與適應
社會生活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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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是教育實質內容的呈現，也是教育目標賴以實現的途徑。「課程
標準」與「課程綱要」均屬國家教育法令，揭櫫教育的政策，而我國的課
程的標準與綱要，自民國18年至今，前後共計公佈16個版本。國中課程於
民國18年（1929）頒布了「中學課程暫行標準」，施行約3年後頒布「中學
課程標準」，其後大約3~8年做一次修訂，期間共計進行了5次的修訂；民
國57年（1968）更名為「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在此時期新增了「健
康教育」、「職業簡介」、「指導活動」三科，試行約4年後，於民國61年
（1972）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於民國72年（1983）施行11年後做
了第一次修訂，民國74年（1985）2年後作的第二次的局部修訂，其後施行
約9年，至民國83年（1994）又做了第三次修訂；並於民國89年（2000）頒
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0暫行綱要）」，至此學習科目劃分產生重大的
變化，設置七大學習領域分別是：語文（本國語文、英語）、健康與體育、
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數學、綜合領域，其後課程綱要更
進行2次的微調，分別為民國92年（2003）公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2課
程綱要）」、民國97年（2008）頒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7課程綱要）」。
高中課程標準溯其源，係自民國18年（1929）年頒布「中學課程暫行
標準」後，在歷經民國21年（1932）、民國25年（1936）、民國29年（1940）、
民國37年（1948）、民國41年（1952）、民國44年（1955）、民國51年（1962）、
民國60年（1971）、民國72年（1983）、民國84年（1995）、民國95年（2006）
的高中95暫綱及民國97年（2008）的高中99課綱等歷次之修訂。在民國51
年（1962）年以前，中學課程都是國中與高中合併頒布，之後才有單獨針
對高中階段的課程標準。民國89年（2000）之前，我國的課程皆以「課程
標準」之名稱出現，民國89年（2000）之後則以「課程綱要」名稱出現（高
中則是到民國95年（2006）才將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然而，無論是
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作為一個國家在學校教育實施的領綱性文件，主要
反映一時代人對於自身處境的理解及未來的想望（范信賢，2013）。由教
育部頒佈之中學課程標準出版品例舉如圖5-1～圖5-3；中學課程標準／綱要
發展之歷史沿革如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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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封面 圖 5-2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封面 圖 5-3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封面
資料來源：教育部（1962）。

資料來源：教育部（1982）。 資料來源：教育部（1985）。

表 5-1 我國中學課程綱要之歷史沿革
修訂時間
民國 18 年 08 月
（1929.08）
民國 21 年 10 月
（1932.10）
民國 25 年 04 月
（1936.04）
民國 29 年 02 月
（1940.02）
民國 37 年 12 月
（1948.12）

階段
課程標準或綱要名稱
初中、高中 中學課程暫行標準

備註

初中、高中 中學課程標準
初中、高中 中學課程標準
初中、高中 中學課程標準（第一次修訂）
初中、高中 中學課程標準（第二次修訂）

生理及衛生
（初中二年級）

中央政府遷臺後
修訂時間
階段
課程標準或綱要名稱
備註
民國 41 年 11 月 初中、高中 中學課程標準（第三次局部修訂）學習科目無改變
（1952.11）
民國 44 年 01 月 初中、高中 修訂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表
學習科目無改變
（1955.01）
（第四次修訂）
民國 51 年 07 月 初中、高中 中學課程標準（第五次修訂）
學習科目無改變
（1962.07）
民國 57 年 01 月 國中
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
新增健康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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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時間
（1968.01）

民國 61 年 10 月
（1972.10）
民國 72 年 07 月
（1983.07）
民國 74 年 07 月
（1985.07）
民國 83 年 10 月
（1994.10）
民國 89 年 09 月
（2000.09）

階段

課程標準或綱要名稱

備註
，取消生理及衛
生，將其教材併
入健康教育科中
健康教育

國中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國中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第一次修訂）健康教育

國中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第二次修訂）健康教育

國中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第三次修訂）健康教育

國小、國中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0 暫行綱要）健康教育科與體
育科併入健康與
體育領域之中
民國 92 年 01 月 國小、國中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2 課程綱要）
（2003.01）
民國 93 年 8 月 高中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高 將軍訓中的護理
中 95 暫綱）
改為「健康與護
（2004.8）
民國 97 年 1 月 高中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高中 98 理」定併入「健
正綱，後來因延後一年實施，故 康與體育」領域
（2008.1）
又稱 99 課綱）
民國 97 年 05 月 國小、國中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97 課綱）
（2008.05）
民國 100 年 國小、國中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課綱微調）
（201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則源自於軍訓課程，為軍訓課程教學六大領域之
一：軍訓護理，主要教授健康生活與疾病預防、簡易急救術及健康家庭（婦
幼衛生）。軍訓課程分三學年實施，一、二年級每週二節，三年級每週一
節（共修習六學分，後減為五學分）；每週男生上兩節軍訓，女生則軍訓
與護理各一節，也就是說，軍訓課程中之護理課只侷限女生上課，而忽略
男生之受教權，不符合男生亦可學習護理知能的世界潮流，有待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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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自95學年開始推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廢除軍訓
課新增「健康與護理」課程，列為高中必修科目四學分，並規範為男、女
學生均需要修習，以促進全體國民之健康（郭鐘隆、黃蕙欣、陳孟娟，2016）。
其課程架構與以往軍訓護理課程內涵大不相同，主題軸分別為：生命與其
化、性教育、食物營養與健康、安全與急救。民國93年（2004）高中課程
為延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並增加選修課程，以利學生適性發展，
頒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高中95暫綱）。高中課程的修訂特色：
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且為延續九年一貫課程領域。所以，
從民國95年（2006）起國內健康教育課程，總算完成從國小一年級到高中
二年有「循序漸進、連續不斷、統整合一」完整的健康教育課程。實施三
年後的95高中暫綱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到民國97年（2008）公佈「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綱要」（也就是高中98正綱，然因後來延後一學年才正式實施，
後來又稱為高中99課綱），因應發展高中選修機制，以及新增加「生命教
育」與「生涯規劃」兩個課程，所以將原來四學分的「健康與護理」，縮
減為必修兩學分的「健康與護理」，並規劃兩學分的「健康與護理」選修
課程（健康自我管理、健康情感管理）。
以下將針對民國57年（1968）之後的各階段課程改革中，健康教育科
主要基本理念展開論述與比較，進而分析由基本理念衍伸出來的課程目
標、教材內容、課程實施等，以理解健康教育科在歷史的洪流中，如何逐
步尋求並實踐健康教育科的自我價值與定位。

第一節

健康教育課程基本理念

基本理念是課程的上位概念，所有的課程實施與設計後續皆依據此而
開展。根據民國56年（1967）政府對於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指示，期能於
57學年度能夠順利實施，故於民國56年（1967）8月15日以臺五十六教字第
六一九一號令訂頒「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以為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
準繩，同年依據實施綱要內容訂頒「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以上兩項
法令對於國民中學課程之規定為：國民教育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應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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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為中心。國民中學繼續國民小學之基礎，兼顧就業
及升學之需要，除文化陶冶之基礎科目外，並加強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
民國57年（1968）之後的課程標準時期，雖然健康教育科並沒有呈現明確
的基本理念文字，但是可以由總綱的精神看出教育主要重點是在於培養具
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
習之健全國民，而在這基本理念之中，已經涵蓋健康教育理念的基本雛形。
一路延續至民國83年（1994）修訂國民中學的課程標準，則以生活教育、
品德教育及民主法治教育為中心，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
之樂觀進取的青少年與健全國民，這些基本理念反映了當時政治與教育積
極結合的狀態，同時也提供健康教育科這樣的生活類科更清楚的教育理念
方針。
除此之外，臺灣於解嚴之後，國內教育的目標與理想逐漸由「政治意
識形態」、「滿足國家建設需要」與「黨國政策」等國家中心的前題，轉
而朝向教育真正的核心價值，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方向，並嚐試取得內外兩
者之平衡，外則是學習者以適應外在之變遷、社會競爭與經濟發展為旨趣；
內則是學習者必須有適應內在的、觀照自我的身心健康狀態、自我實現與
道德需要。無論是黨政時期或是後來解嚴之後的臺灣，健康教育科的出現
與存在的價值，在這些課程改革基本理念中，一直都有著重要的實踐與詮
釋意義（范信賢，2013）。
民國90年（2001）之後的課程改革理念期望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
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使其
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國民。本質上，教育是開展學生潛能、
培養學生適應與改善生活環境的學習歷程。因此，跨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
程應該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
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為了對應科技高度發展、社會快速變遷、國
際關係日益密切的二十一世紀，九年一貫強調課程統整，以學習領域取代
教學科目。
民85年（1996年）學習領域已成共識之後，健康教育原規劃併入「自
然」領域，但在民86年（1997年）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晏涵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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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與奔走努力之下，最終得到的共識是如果沒有健康身心，一切都將
是空談，將兩科目整併為同一個跟生命的延續息息相關的「健康與體育」
領域。
健康教育與體育兩科目結合為健康與體育領域，但如何進行領域的結
合？健康教育科是「重視健康行為的實踐，是解開人生價值結的教育」，
而體育的目的是「人人應有機會參與體能活動，發展適合年齡的運動技能，
並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個別差異，以培養每位學生具備良好的身體適應
能力為首要」（晏涵文，2000），在提倡生涯規劃、終身學習的同時，教
育部採納各方的意見，參酌國外，尤其是澳洲的課程內涵論述基礎，健康
教育與體育有著共同的努力方向，但各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健康教學藉著
健康行為的養成和改變，體育教學則藉著運動行為的培養和鍛鍊來達到健
康的目的。雖然和其他領域相比，健康與體育領域的形成時間較晚，但終
成九年一貫七大領域之一。
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領域的終極理念則是：「培養學生擁有良好的適
能，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同時擁有支持的法規與人群。健康教育課程鼓
勵學生藉著健康行為的養成、運動行為的培養與鍛鍊改善自己的健康，同
時在與別人互動中影響他人、社區和環境，以達到全人健康的目的。」（晏
涵文，2000）。我們要鼓勵學生採取行動改善自己的健康外，還要改善他
人之生活、運動、休閒與工作的環境以及社區，同時幫助學生瞭解人們的
健康會被他與別人互動所影響。如此結合呈現了身體適能、情緒適能、社
會適能、精神適能及文化適能等五項整體性的健康概念，也體現出「人自
己之生長發育」、「人與人、社會、文化之互動」、「人與自然、面對事
物時如何作決定」三個層面的全人健康（total well-being），這是在「全人
健康」的理念共識下產生的積極合併，因為既然國民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
養健全的國民，而為了因應新世紀的需要，我們的國民必須要有良好的體
能，才能擔當新時代的任務，所以健康應該是一切事務的基石，並於課程
的基本理念中揭櫫其目的是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的
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以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
發展的健全國民與世界公民，至此，九年一貫時期的健康教育科有了更加

216 投資健康 價值永續—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

明確清楚的理念定位。

第二節

課程目標

每一個課程改革時期的課程目標都是由檢討過去課程利弊得失，並由
現今之國家政策、社會變遷、學生與時代需求，參酌各國課程發展情勢、
擇取前瞻的教育理念，在鑑古、知今與嚮往未來的狀況下產生。課程目標
更是編製施行課程的準則，例如總綱的課程目標主要目的是在確立學校教
育整體走向，科目或領域的課程目標則在規劃各領域或學科課程個別發
展，以訂立實際施行的方法。
民國57年（1968）國中階段當時為了強化道德教育和生活教育，於是
像國小階段一樣增設了「健康教育」科，以增進當時學生的健康知識與培
養健康生活習慣，呼應時代的進步步，自此健康教育科一路走來，在科目
的課程目標修正與演進上，熨貼了時代變遷趨勢，同時也呼應了國家對於
「健康人力就是國力」的清楚定位。以下表格5-2呈現各年段總綱與健康教
育科的課程目標比較表，表格橫向可以看到總綱與健康教育科在目標上的
連結性，縱向也可以看到時代變遷的重要意象與課程目標的演變過程。
表 5-2 總綱與健康教育課程目標演進與分析比較
總綱之課程目標
國民中學之教育目標，在於繼續國
民小學之基本教育，發展青年身
心，陶融公民道德，灌輸民族文
化，培育科學精神，實施職業陶
民國 57 年 冶，充實生活知能，以養成忠勇愛
（1968） 國、德智體群均衡發展之健全國
民，並奠定其就業或升學之基礎，
並養成忠勇愛國之健全國民。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68：1）

健康教育科/
領域課程目標
1. 保持已有的身心健康習慣使
能繼續實踐健康生活。
2. 增進正確的健康態度藉以促
進健康行為的發展。
3. 提高應有的健康知識俾有適
應現代生活的能力。
4. 加強必須的衛生技能使在日
常生活中有效運用。
5. 貫徹個人在家庭社會生活中
對於健康應負的責任。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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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之課程目標

健康教育科/
領域課程目標

國民中學之教育目標，在於繼續國 1. 指導學生保持已有的身心健
民小學之基本教育，發展青年身
康習慣，使能繼續實踐健康生
心，陶融公民道德，灌輸民族文
活。
化，培育科學精神，實施職業陶 2. 指導學生增進正確的健康態
冶，充實生活知能，以養成忠勇愛
度，藉以促進健康行為的發
國、德智體群均衡發展之健全國
展。
民，並奠定其就業或升學之基礎。 3. 指導學生充實應有的健康知
民國 61 年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72：1）
識，俾有適應現代生活的能
（1972）
力。
4. 指導學生加強必須的健康技
能，使其在日常生活中有效運
用。
5. 指導學生建立科學的健康觀
念，使個人在家庭，學校與社
會中成為健全分子，俾提高人
力素質，增進民族健康。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72：33）
國 民 中 學 教 育 繼 續 國 民 小 學 教 1. 保持既有的健康習慣，並能繼
育，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
續實踐健康生活。
育均衡發展的健全國民為目的。 2. 增進積極的健康態度，藉以促
1. 陶冶民族意識、愛國情操，以
進健康行為的發展。
及互助合作、服務社會的精神。 3. 充實科學的健康知識，俾有適
2. 養成修己善群、守法負責、明
應現代生活的能力。
民國 72 年
禮尚義的優良品德。
4. 加強必須的健康技能，俾在日
（1983） 3. 鍛鍊強健體魄，增進身心健康
常生活的能力。
4. 增進運用語文、數學能力，充 5. 建立整體的健康觀念，俾在家
實生活所需的知能。
庭、學校和社會中成為健全的
5. 培養善用公民權利、克盡公民
分子。
義務的觀念與能力。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83：49）
6. 增進認識自我、瞭解自然環境
與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
7. 發展思考、創造及解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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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之課程目標

民國 83 年
（1994）

民國 90 年
（2001）

健康教育科/
領域課程目標

能力。
8. 養成勤勞習慣，陶冶職業興趣
9. 培養審美觀念，陶冶生活情趣，
養成樂觀進取的精神。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83：11）
1. 培育自尊尊人、勤勞負責的態 1. 強化健康概念，以繼續實踐健
度，陶冶民族意識及愛家、愛
康生活。
家、愛國的情操，養成明禮尚 2. 充實健康知識，以提升適應現
義的美德。
代生活的能力。
2. 啟迪創迼、邏輯思考與價值判 3. 增進健康態度，以促進健康行
斷的能力，增進解決問題、適
為的發展。
應社會變遷的知能，並養成終 4. 培養健康的習慣，奠定全民健
生學習的態度。
康的基礎。
3. 鍛鍊強健體魄及堅忍毅力，培 5. 學習健康技能，以有效運用於
養從事正當休閒活動的知能，
日常生活之中。
增進身心的成熟與健康。
（教育部，1994：307）
4. 培養互助與民主法治的精神，
增進群己和諧關係，涵育民胞
物與的胸懷。
5. 增進審美與創作能力，培養熱
愛生命與維護自然環境的態
度，增進生活的意義與情趣。
（教育部，1994：1）
1. 增進自我瞭解，發展個人潛能。 1. 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健
2. 培養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
康與體育生活。
能力。
2. 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與
3. 提 升 生 涯 規 劃 與 終 身 學 習 能
技能。
力。
發展運動概念與運動技能，提
4. 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能。
昇體適能。
5. 發展尊重他人、關懷社會、增 3. 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
進團隊合作。
能力。
6. 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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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之課程目標

民國 95 年
（2006）

民國 98 年
（2009）

7. 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知能。
8. 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
9. 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
10. 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
普通高級中學教育，除延續國民教
育階段之目的外，並以提昇普通教
育素質，增進身心健康，養成術德
兼修之現代公民為目的。 為實現
本階段教育目的，須從生活素養、
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三層面輔導
學生達成下列目標：
1. 提昇人文、社會與科技的知能。
2. 加強邏輯思考、判斷、審美及
創造的能力。
3. 增進團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
神及責任心。
4. 強化自我學習的能力及終身學
習的態度。
5. 增強自我了解及生涯發展的能
力。
6. 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
的觀念。
【教育部 93.8.31 臺中（一）字第
0930112130 號令發布】
普通高級中學教育，除延續國民教
育階段之目的外，並以提昇普通教
育素質，增進身心健康，養成術德
兼修、五育並重之現代公民為目
的。 為實現本階段教育目的，須
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
三層面輔導 學生達成下列目標：

健康教育科/
領域課程目標
責任感和能力。
4. 培養擬訂健康與體育策略與
實踐的能力。
5. 培養運用健康與體育的資訊、
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健康與
護理」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1.增進個人尋求生命意義與價
值的能力。
2.增進健康知識、態度與技能的
能力。
3.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力。
4.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責任
感和能力。
5.維護個人與環境安全的能力。
6.擬定健康生活策略與實踐的
能力。
7.運用健康的資訊、產品和服務
的能力。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健康與
護理」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1.增進健康知識、態度與技能的
能力。
2.營造健康支持性環境的能力。
3.維護個人與環境安全的能力。
4.擬定健康生活策略與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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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科/
領域課程目標
1.提昇人文、社會與科技的知能。 能力。
2.加強邏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 5.運用健康資訊、產品和服務的
造的能力。
能力。
3.增進團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
神及責任心。
4.強化自我學習的能力及終身學
習的態度。
5.增強自我瞭解及生涯發展的能
力。
6.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
的觀念。
【中華民國97年1月24日臺中（一）
字第 0970011604B 號令發布】
總綱之課程目標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九年國民教育的課程改革選擇在國家經濟逐漸穩固之時實施，是為提
高國民知識道德水準與人力素質，加強民族教育、生活教育及科學教育為
重點，以求奠定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之基礎，並充實戡亂建國之力量。是
故於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之課程目標中，可以看到當時「人力即國力」的概
念儼然而生。延續總綱中所提及「發展青年身心」、「養成德智體群均衡
發展之健全國民」兩項重要的目標概念，健康教育科課程目標提出在已有
的身心基礎上，國民中學學生應該充實健康層面的知識並建立有科學根據
的健康觀念、增進健康態度以利行為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設定的可以運用
於日常生活中的健康技能。由此可見，健康教育的主旨，除了健康知識的
強調外，已經開始注重學生健康生活習慣，強調健康實踐並養成健全國民，
故以生活為依歸，使所有的健康教育科學習都能回到實際運用而不空泛。
健康教育課程綱要也與時俱進，隨著時代需求進行調整，例如：民國61年
（1972）課程目標則增列一條，即「建立科學的健康態度，使個人在家庭、
學校與社會成為健全分子，俾提高人力素質，增進民族健康。」，使能更
加符合九年國民教育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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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2年（1983）的總綱目標中，已經可以清楚看見德、智、體、群、
美五育的教育理念，同時也清晰呈現相關科目的分流概念，透過不同的科
目學習，希望透過教育，型塑健全國民的清晰形像。以總綱中「鍛鍊強健
體魄，增進身心健康」、「增進認識自我、瞭解自然環境與適應社會生活
的能力」、「發展思考、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而言，與健康教育科就
有直接的對應與連貫性。於是在清楚的總綱目標依據之下，民國72年（1983）
衍伸而出的健康教育科課程目標與民國61年（1972）相比，有更精確的教
育定位，例如：由「正確的健康態度」改為「積極的健康態度」，「應有
的健康知識」改以「科學的健康知識」論述，以及「科學的健康觀念」修
正為「整體的健康觀念」。這些修正足以見到健康教育科在認知、情意、
技能等三層面已經融合相關的學理依據基礎，並建構獨特的教育實踐機
制，為未來的健康教育相關課程改革鋪路。
九年一貫之後的健康與體育領域目標，則可以看到健康教育與體育有
著共同的目標，即「一個健康且擁有良好體能的人，生活在一健康的環境
中，同時擁有支持的法規與人群」；但各有不同的手段，健康教學藉著健
康行為的養成和改變，體育教學則藉著運動行為的培養和鍛鍊來達到健康
的目的。我們要鼓勵學生採取行動改善自己的健康外，還要改善他人之生
活、運動、休閒與工作的環境以及社區，同時幫助學生瞭解人們的健康會
被他與別人互動所影響。健康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健康行為的實踐，由覺
知進而形成一個人的價值觀念，在教學上佔著極重要的份量。只有以學生
自己為中心所形成的價值觀念，才能真正地影響他們的態度和行為。95年
與98年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目標都是一樣的，主要在學生健康行為的
實踐，與「護理」課程相較，「健康與護理」課程中，「健康」的比重大
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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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材內容

一、課程標準時期與教材內容之關聯
民國57年（1968）後的課程標準因為講求政策達標，當初的政治氛圍
也是由上而下的治理方式，所以在強調性的問責制度下，課程標準對於教
材產生清晰限制的目的與作用，從教材大綱到細目、從目標、內容、方法、
評量、上下學時間等均列在規定中，內容詳細繁瑣，鉅細靡遺。在課程標
準中雖明文闡述各科教材的價值，在於充實學生生活經驗與增進服務社會
之能力，是以教材之選擇，應用最廣者為教學材料，各科之教材內容，並
應富有彈性，以適應學生之能力與需求。但是一刀兩刃，因為課程被「標
準」所訂，長期以來教師受限於國編本，沒有課程的觀念，課程就是教科
書，教師就是照著教科書教學，也顯示教師對於課程並沒有權力。另外，
健康教育在教材上的僵硬，並無法完整回應當初課程標準所有的期待，更
無法回應縣市的差異和滿足現場學生健康的不同需求，加上以認知內容為
取向，無法與當初期待的生活經驗連結，學生的學習為了因應考試之需求，
仍偏於記誦零碎的片段知識，教師的健康教學專業自主權亦日漸式微，由
此可見，健康教育教材內容與當初課程標準所提及的理想仍有一段差距。
民國57年國民中學課程暫行標準對於教材方向與內容明確的規範（教
育部，1968：37）：

壹、教學實施要點
一、本大綱所列內容計分八大類，本諸九年一貫之精神，與小學
健康教育相啣接。關於本科教學之實施在第一、第二學年每
週各為一小時，原則上第一學年採用教材大綱所列前四累之
內容，即個人衛生，食物與營養、身體的功能及心理衛生，
第二學年採用後四類之內容，即疾病的預防，安全與急救家
庭衛生，社區衛生。編者可按此意酌予劃分或增減。
民國61年（1972）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延續民國57年以來的規範，但增
加更清晰的教材指示（教育部，19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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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編輯原則及編輯要點
一、編輯原則
（一）教材大綱中所列內容計分七大類，分編教科書兩冊，第一
冊供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用，其內容原則上為健康的身體，
健康的心理及營養的食物三大類；第二冊供第一學年第二
學期用，其內容為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
健康的社區等四大類，均按單元方式編輯。
（二）第一冊教科書可酌編三十個單元，每週講授兩單元，在十
五週內授完。在第二冊酌編三十二個單元，每週講授兩個
單元，在十六週內授畢。
（三）本課程係在國民中學一年級講授，請編者查閱國民小學健
康教育各冊內容，俾可啣接，但須避免重複，並請顧及學
生語文程度，儘量採用語體。
（四）教科書內容以不超出教材大綱各項為準，但標題及次序均
可斟酌變更，不必拘泥。
民國72年（1983）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增加更多對於教材實施方式的說
明（教育部，1983：52）：

壹、教材編選與組織
一、教材綱要中所列內容計分七大類，分編教科書兩冊，上冊供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使用，其內容原則上為健康的身體、健康
的心理及營養的食物三大類；下冊供第一學年第二學期使用，
其內容為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
區等四大類，均按單元方式編輯。
二、上、下兩冊教科書均可酌編二十七個單元，每週講授一～二
單元，各在一學期內授完。
三、本課程係在國民中學一年級講授，請編者查閱國民小學健康
教育各冊內容，俾可銜接，但須避免重複。並請顧及學生語
文程度，編寫時文字須力求淺顯、生動，且應避免出現艱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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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專有名詞，若必須出現專有名詞時，應給予簡易的解釋。
四、教科書內容以顧及學生日常生活問題及經驗最為適當，每一
章節編列生活實例（用較小一號字體排印），以及教育與生
活合一，便於學生了解與學習。
五、教科書中每一章後應附課後活動，加深學生學習效果，並可
做為評鑑的根據。
六、教科書內應多附精美插圖，以拍攝之照片為主，繪製簡明之
插圖為輔。
民國83年（1994）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和民國72年（1983）相較，更加
重視生活的銜接（教育部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編輯審查小組編輯，1995：
310-311）：

壹、教材編選之要領
一、依教材綱要分編教科書兩冊，上冊供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使
用；下冊供第一學年第二期使用，均以單元方式編輯。
二、教材之分量以上學期實際教學十五至十六週，下學期實際教
學十三至十四週為準，且預留學生實際參觀、調查、演練、
定期考察等活動之時間。
三、本課程於國中一年級講授，宜銜接國民小學道德與健康各冊
內容，並顧及學生語文程度，編寫時文字須力求淺顯、生動，
且應避免出現艱澀難懂的專有名詞；若必須出現專有名詞時，
應給予簡易的解釋。
四、教科書內容以顧及學生日常生活問題及經驗最為適當，盡量
以生活實例或小故事融入課程內容中，力求生活化、趣味化，
著重平常、務實的保健知識，以其教育與生活合一。
五、教科書內容應多附精美插圖，以拍攝之照片為主，繪製簡明
之插圖為輔。
六、 教科書中每一單元可酌採生動、有趣而生活化的標題。
七、為加強學生學習效果，落實生活實踐，配合課程章節另編學
生健康手冊，亦可作為學習評量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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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便利教師教學，應依據教科書內容，另編教師手冊，以資
參考。

二、課程綱要時期與教材內容之關聯
為呼應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難以養成學生行為能力的缺陷，教育部於
民國87年（1998）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隨即要
求各學習領域根據十大基本能力：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
造；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規劃、組織與實踐；運用科技與資訊；主動探索與
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進行分段能力指標作為課程計畫的依據。民
國90年（200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更強調學生基本能力的培
養，注重生活實用性，培養可以帶得走的基本能力，而不再是背不動的書
包與繁重的知識教材。在九年一貫的階段，分段能力指標就是學習階段的
課程目標，是學生在一個學習階段的數年內，所要達到的基礎且重要的目
標。可由健體領域課程綱要中的「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關係」
對照表，看出健康教育以相關的能力指標扣合學生基本能力的相關性。
民國90年（2001）發佈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最主要的價值核心之一就
是「課程決定權力的鬆綁」，意即將課程規劃權，由中央轉移到縣市、學
校和老師。課程綱要提供基本能力表現水準的方向，以目標性、原則性的
規範取代鉅細靡遺的規定。「綱要」兩字脫離前期「標準」具有強制性的
教材內容限制，另外，全面開放民間參與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編輯，促使國
立編譯館成為教科書審查單位，不再賦予官方知識生產的主導地位。如此
一來，教師慢慢覺醒，知道自己不是教科書的奴隸，而是教材的主人，教
師也慢慢的強化對於課程的思考。這樣的影響落實於教材編製上，我們看
到更多主題性或統整性課程的機會，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教材，達到健體領
域的教育目標。於是多元開放的目的與靈活參與的作用，給予教學者更多
的專業自主與環境適應空間，以促成專業發展。在九年一貫中，健康與體
育領域參考領域科目之知識結構與學習心理學發展原則，畫分為為三個主
要的學習階段，國小前三年為第一學習階段、國小後三年為第二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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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七到九年級為第三階段。秉持打破學科界限，透過能力指標與補充說
明，以利培養學生具備健康與體育領域的知能，並由教材編輯者根據其課
綱精神體現於教材內容中。

三、健康教育教材內容演變
課程標準中所有科目的教材內容是以教材大綱進行內涵規範，雖然期
間歷經多次的課程修訂，但是仍以分科知識為課程架構的依據，學校教育
不僅以知識為內容，也常以知識的獲得為目標。

（一）課程標準時期的教材大綱
由民國57年（1968）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中，看到健康教育科目相
關的變革，重點是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國語文教學，並在此次
的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增設「健康教育」，取消原有的「生理與衛生」，
將其有關教材併入增設的健康教育科中，並強調健康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健
康知識、增加衛生習慣態度，以改進國民基本生活，於是健康教育科的設
置，亦為此次課程修訂的最大特色之一。在課程標準時代，教科書教材的
內容框限於所謂的教材大綱/綱要之中。以下呈現自民國57年（1968）後課
程標準較重大的教材大綱/綱要明細內容之變化歷程，見表5-3及表5-4。
表 5-3 健康教育科課程綱要教材大綱變革分析
時間

教材細目

民 57 年

1.個人衛生

健康教育暫

（1）個人的整潔：整潔的價值、保持整潔的方法

行課程標準

（2）睡眠與休息：充足的睡眠、適度的休息

（教材大

（3）運動與姿勢：合宜的運動、正確的姿勢

綱）

（4）健康檢查與缺點矯治：定期檢查身體、徹底矯正缺點
（5）菸酒與健康：菸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酒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6）個人健康與家庭社會的關係
2.食物與營養
（1）食物的來源
（2）食物的營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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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材細目
（3）食物的營養功能
（4）食物的選擇
（5）食物的調配
（6）食物的貯存
3.身體的功能
（1）骨骼與肌肉
（2）血液循環
（3）呼吸作用
（4）消化與吸收
（5）身體廢物的排除
（6）身體各部的聯絡：神經、感覺器官、內分泌
4.心理衛生
（1）人格的發展
（2）健康的心理
（3）心理失常
（4）增進心理健康的途徑
5.疾病的預防
（1）疾病的原因
（2）疾病的一般預防方法
（3）寄生蟲傳染病的預防：瘧疾、蛔蟲病、鉤蟲病、肺蛭病、
絲蟲病、阿米巴痢疾
（4）細菌傳染病的預防：霍亂、傷寒、細菌性痢疾、白
喉、肺炎、肺結核、性病、癩病
（5）濾過性病毒傳染病的預防：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流
行性肝炎、砂眼、狂犬病、小兒麻痺、流行性日本腦炎
（6）成人病的預防：高血壓、糖尿病、癌症、心臟病、肥胖病
（7）職業病的預防：工廠環境改善、定期健康檢查、主要職業
病（肺病、鉛中毒、礦工鉤蟲病、化學塗料皮膚病、熱射
病、意外事故）
（8）歷史上的衛生英雄：舉出金納、巴斯德、科霍等對於防病
極有貢獻的偉人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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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材細目
（9）現代醫藥進步對於預防疾病的貢獻
（10）疾病對於社會經濟建設的影響
6.安全與急救
（1）交通安全
（2）家庭安全
（3）學校安全
（4）創傷的急救
（5）休克的急救
（6）骨折的急救
（7）灼傷、燙傷的急救
（8）電擊的急救
（9）核子傷害的防護和急救
（10）中毒的急救：食物中毒、煤氣中毒、藥物中毒（普通藥
物中毒、農藥中毒）
（11）普通急症
（12）傷患搬運法
（13）基本急救技術
7.家庭衛生
（1）家庭物質環境
（2）家庭心理環境
（3）家庭護理（兒童保育、病人護理）
（4）家庭人口計劃
（5）遺傳健康
（6）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任務
8.社區衛生
（1）社區衛生環境：垃圾處理、糞便處理、食品管理、給水設
備、空氣汙染管制
（2）社區衛生組織與業務：政府衛生機關、民間衛生團體
（3）個人對於社區衛生應負的責任：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
對於社區傳染病防治應有的任務、個人對於社區保建工作
應有的任務、個人對於社區環境衛生改善應有的任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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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材細目
人對於社區心理衛生應有的任務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68：31-37）

民 61 年
健康教育課
程標準（教
材大綱）

1.健康的身體
（1）身體的成長
（2）身體重要器官的保健
（3）運動器官的保健
（4）消化器官的保健
（5）呼吸器官的保健
（6）循環器官的保健
（7）排泄器官的保健
（8）聯絡器官的保健：神經、感覺器官、內分泌
（9）生殖器官的保健
（10）身體的健康檢查
2.健康的心理
（1）正常的心理
（2）異常的行為
（3）生理與心理的相互關係
（4）青少年的心理衛生
3.營養的食物
（1）食物的來源
（2）食物的營養價值
（3）食物的選擇
4.安全的生活
（1）意外災害的預防
（2）意外災害的急救
（3）出血的急救
（4）休克的急救
（5）骨折的急救
（6）燙傷的急救
（7）電擊的急救
（8）中毒的急救
（9）急症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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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材細目
5.疾病的預防
（1）一般傳染病的預防：蛔蟲、鉤蟲、蟯蟲、霍亂、傷寒、痢
疾、白喉、肺結核病、性病、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肝炎、砂眼、小兒麻痺、流行性日本腦炎
（2）青少年易患疾病的預防：齲齒、青春痘、香港腳
（3）常見成人病的預防：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癌症
（4）職業病的預防：矽肺病、鉛中毒、礦工鉤蟲病
6.健康的家庭
（1）家庭環境衛生
（2）家人的保健
（3）家庭人口計畫（包括優生）
7. 健康的社區
（1）社區衛生環境
（2）給水設備
（3）食品衛生
（4）糞便處理
（5）汙水處理
（6）垃圾處理
（7）公害防治
（8）空氣汙染
（9）水源汙染
（10）噪音
（11）社區心理衛生
（12）社區衛生組織
（13）政府衛生機關
（14）民間衛生機關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72：33-37）

民 72 年

1.健康的身體

健康教育課

（1）認識健康

程標準（教

（2）我們的身體（一）

材綱要）第

（3）我們的身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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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一次修訂

教材細目
（4）運動與健康（骨骼、肌肉）
（5）運動與休息（神經）
（6）生命的泉源：血液
（7）血液的運輸：循環
（8）體內廢物的排泄
（9）視力保健（近視預防）
（10）聽力保健
（11）口腔衛生
（12）藥物與藥物濫用
（13）吸菸與健康（呼吸）
（14）青春期的健康生活（一）（生殖）
（15）青春期的健康生活（二）
（16）健康檢查
2.健康的心理
（1）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2）認識自己
（3）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4）培養健全的生活態度
（5）了解情緒與異常行為
3.營養的食物
（1）食物營養與健康
（2）食物中的營養素（一）
（3）食物中的營養素（二）
（4）均衡膳食
（5）消費者對選購食品的認識
（6）消化與飲食習慣
4.安全的生活
（1）安全與意外災害
（2）家庭安全
（3）學校安全
（4）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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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材細目
（5）防火安全
（6）野外安全
（7）急救的基本原則
（8）急救技術（一）（包紮與止血）
（9）急救技術（二）（人工呼吸與搬運）
5.疾病的預防
（1）傳染病的預防
（2）細菌傳染病的預防（一）（霍亂、傷寒、細菌性痢疾、白
喉）
（3）細菌傳染病的預防（二）（肺結核、性病）
（4）病毒傳染病的預防（一）（流行性感冒、麻疹、日本腦炎）
（5）病毒傳染病的預防（二）（病毒性肝炎、小兒麻痺）
（6）青少年常見疾病的預防（蟯蟲、青春痘、香港腳）
（7）成人常見疾病的預防（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癌症）
（8）職業病的預防
6.健康的家庭
（1）美滿的家庭（家庭功能、家人關係）
（2）家庭環境衛生
（3）家人患病時的一般照顧
（4）認識異性
（5）優生與生育
（6）計畫家庭
7. 健康的社區
（1）維護社區環境
（2）防治社區公害
（3）利用社區衛生組織
（4）學校與社區健康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83：50-52）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1968：31-37、1972：33-37，及 1983：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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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延續上表—健康教育科課程綱要教材大綱變革分析
民 83 年

類別

健康教育 壹、
課程標準 健康的
身體

綱要

內容

備註

一、了解自己的健 認識健康的涵義，生長發育的
康狀況
過程，健康檢查的重要性等
二、身體的活動、 運動對身體的影響，疲勞的產 含運動
睡眠與休息
生，適當休息的重要性等
傷害
三、身體的功能與 視力保健，聽力保健，口腔衛
保健
生，生殖器官及優生保健等

貳、
健康的
心理

四、營養

營養素對身體的影響，攝取均
衡膳食，選購食品的認識，認
識消費者權益，分辨誇大不實
的食品廣告等

五、藥物的認識

如何安全使用藥物，藥物（含
菸、酒）濫用對健康的危害等

一、認識情緒

情緒的產生與消除，情緒對生
理的影響等

二、心理壓力的調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認識異常
適
行為及心理疾病的發生與預
防等
三、兩性關係

青春期心理的改變與調適，如
何與異性相處，如何建立良好
的人際關係等

四、家庭安全生活 如何建立健康的家庭關係，老 含家庭
年人與家中病人的生活照顧等 計畫
五、休閒活動

認識有益的休閒活動，休閒活
動對心理的影響等

叁、

一、安全生活

意外傷
害與疾
病預防

認識安全的生活環境，如何預
防意外傷害等

二、意外傷害的發 意外傷害發生的原因，急救的 含中毒
生與急救
基本原則，簡單的急救技術等 的及舊
三、疾病的發生

認識疾病的種類、發生原因及
對健康的影響等

四、疾病的預防

介紹常見的傳染病與非傳染

含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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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及其預防的方法

病、疱
疹等性
傳染病

伍、正確的就醫行 如何正確的就醫，分辨不實的
為
醫藥廣告，認識全民健康保險
等
肆、
環境與
健康

一、認識社區衛生 社區衛生及環保組織的結構與
與環保資源
功能，如何利用現有的社區衛
生及環保資源等
二、環境對健康的 認識常見的公害，公害對健康
影響
的影響等
三、健康環境的維 公害的防制，如何推動環境保 如：資
護
護工作等
源的珍
惜與回
收利用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1968：31-37、1972：33-37，及 1983：50-52）。

由民國57年（1968）健康教育暫行課程標準的教材大綱可見，共分為
八大類別：個人衛生、食物與營養、身體的功能、心理衛生、疾病的預防、
安全與急救、家庭衛生與社區衛生。在這些類別中，可以看到當時的背景
生活環境與生活需求，因為經濟力的改善，加上健康意識的提升，對於傳
染病防治的鋪陳，羅列相當幅度的篇章，也因此造成健康認知內容相當多，
對於教師專業與教學時間上的負荷較大。
於是民國61年（1972）健康教育課程標準中，由原定八大類濃縮為七
大類，修改為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營養的食物、安全的生活、疾病
的預防、健康的家庭與健康的社區，各類內容普遍減少，其中健康的身體
一類以講授人體各器官保健為主。到民國72年（1983），根據研究與實際
經驗的探討，對教材部分重加修訂，並對教材內容酌予刪減，例如：（1）
健康的身體部分，改列運動與健康、疲勞與休息、視力保健（近視預防） 、
聽力保健、口腔衛生、藥物與藥物濫用、吸菸與健康、青春期的健康生活
等單元，讓國中學生學習切身的保健問題；（2）健康的心理部分，則修改
為更實際的認識自己、建立良好的人關係、培養健全的生活態度、了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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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與異常行為單元；（3）營養的食物部分，增列消費者對選購食品的認識
等單元；（4）安全的生活部分，以學生生活為整體，以安全與急救並重為
原則，並增列急救技術等單元；（5）疾病的預防部分，刪減蛔蟲、鉤蟲、
天花等病症；（6）健康的家庭部分，增加認識異性單元；（7）健康的社
區部分，刪減較深部分，改列學校與社區健康單元，以期更能符合教育現
場實際的需求，於是針對國中學生健康問題，將近視、吸菸等項酌情專列
單元，並將教材詳盡條列，俾供編寫教科書之參考。本課程實施方法遂再
充實，期教材編選更為生動，教學效果更能發揮。直到民國83年（1994）
課綱重新修正，與以往不同的是在教材綱要的部分呈現較大的篇幅說明，
增加了內容的概念以及備註，因應時代需求，在教材中也增列了不少新的
單元，例如：休閒活動單元、家庭安全生活單元中加入家庭計畫概念、疾
病的預防單元加入愛滋病、疱疹等性傳染病防治概念、正確的就醫行為單
元包含分辨不實醫藥廣告與認識全民健保、健康環境的維護單元加入資源
的珍惜與回收利用等…，除此之外，民國74年（1985）後的教材版本內容，
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上冊內容分為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及營養的食物
三大類，第二學期下冊內容則為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與
健康的社區四大類。民國83年（1994）後的修訂版本，於第一學年第一學
期上冊內容分為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二大類，第二學期下冊內容則為
事故傷害與疾病的預防、環境與健康二大類。這次修訂之後的教材綱要，
直到新課綱出現前，則並未有太大幅度的修正了。

（二）課程綱要時期的能力指標與基本能力
九年一貫為達成課程目標，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
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是故設定基本能力作為各領域依循
的重點（見表5-5），也是當年課程改革一大特色。十大基本能力說明如下：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充分了解自己的身體、能力、情緒、需求與
個性，愛護自我，養成自省、自律的習慣、樂觀進取的態度及良好的品德；
並能表現個人特質，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2. 欣賞、表現與創新：培養感受、想像、鑑賞、審美、表現與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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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積極創新的精神，表現自我特質，提升日常生活的品質。
3.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積極運用社會資源與個人潛能，使其適性發
展，建立人生方向，並因應社會與環境變遷，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4. 表達、溝通與分享：有效利用各種符號（例如語言、文字、聲音、
動作、圖像或藝術等）和工具（例如各種媒體、科技等），表達個人的思
想或觀念、情感，善於傾聽與他人溝通，並能與他人分享不同的見解或資
訊。
5.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具有民主素養，包容不同意見，平等對待
他人與各族群；尊重生命，積極主動關懷社會、環境與自然，並遵守法治
與團體規範，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了解與欣賞本國
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並體認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養相互依賴、互
信互助的世界觀。
7. 規劃、組織與實踐：具備規劃、組織的能力，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增強手腦並用、群策群力的做事方法，與積極服務人群與國家。
8. 運用科技與資訊：正確、安全和有效地利用科技，蒐集、分析、研
判、整合與運用資訊，提升學習效率與生活品質。
9. 主動探索與研究：激發好奇心及觀察力，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並
積極運用所學的知能於生活中。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養成獨立思考及反省的能力與習慣，有系統
地研判問題，並能有效解決問題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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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分段能力指標（以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為例）與十大基本能力之關係
階段
基本能力

第三階段
（7-9 年級）

1. 瞭解自我與 1-3-1
發展潛能
瞭解個體成長與動作發展的關係，藉以發展運動潛能。
1-3-3
運用性與性別概念，分析個人與群體在工作、娛樂、人際關係
及家庭生活等方面的行為。
2-3-1
設計、執行並評估個人的飲食內容及飲食習慣，以符合身體成
長和活動的營養需求。
2-3-2
指出需要特殊營養照顧的時期或疾病，並提出預防的策略。
6-3-1
體認自我肯定與自我實現的重要性。
6-3-6
建立快樂、健康的生活與生命觀，進而為自己的信念採取行動。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7：6）。

九年一貫打破了以往教材大綱所形成的固著窠臼，以更有彈性的方式
呈現教材內容（見表5-6），各領域課程綱要統一以分段能力指標的方式呈
現，並以能力指標取代內容大綱，考量學生身心發展與學習能力、興趣、
經驗與需要，教師在選擇與組合教材上更有彈性變化的空間。例如：在成
癮物質部分，傳統教學多偏好強調菸、酒、檳榔等成癮物質的知識層面，
而九年一貫的健體領域能力指標「5-3-4演練拒絕菸、酒、檳榔、成癮物質
的有效策略並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則認為各項成癮物質的拒絕技巧是重
要的，因此可以將拒絕技巧的演練列為單元目標，融合各項成癮物質的相
關教學，如此在成癮物質教學的深度與廣度，都更加具有彈性。
除此之外，健體領域能力指標分為三個階段，在健康教育科的範疇中，
將每一階段的能力指標都作了完整的銜接與對應（見表5-7），以利學生有
效的將國小的學習與國中的範疇聯接，讓學生的學習前後呼應，真正實踐
九年一貫的課程銜接精神。而補充說明的存在則是提供教師參考的依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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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尤其是剛由課程標準的時代轉變為課程綱要，對於當時的老師而
言，太大的課程彈性讓現場老師難以習慣，所以需要提供相對應的依據；
同時，補充說明也為教科書的編輯提供較明確的方向為參考，作者及教科
書出版商亦可依據課綱的精神進行解讀與增加。另則因應當代健康潮流的
趨勢與關注議題，能力指標之補充說明，納入「媒體素養」、「抗癌性食
物」、「生態飲食」、「詐騙問題」、「溫室效應」等相關議題與健康相
關之新興議題學習內涵。
九年一貫課程具有彈性的終極目的是，讓教師不再拘泥於知識或是技
能層次，而是帶領學習者了解這些學習背後終極意義為何？以及回到學習
者本身的生命經驗思考，以期能夠讓學生在學校所學習的內容，確實於日
常生活中發揮更高的效益。例如雖然談到人體結構，可以更加關心的是人
類健康行為的養成；雖然會談及毒品的相關化學性質，但是卻更加重視學
生濫用行為的成因與拒絕誘惑的社會技巧；雖然談到環境汙染物的基礎知
識，但是健康教育更要談論的是人類對環境污染的種種行為。
表 5-6 民 100 年（2011）國民中學課程綱要（課綱微調版）
主題軸

健康與體育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第三階段）
1-3-1 瞭解個體成長與動作發展的關係，藉以發展運動潛能。

第一主題軸
生長、發展

1-3-2 蒐集生長、發展資料來提升個人體能與健康。
1-3-3 運用性與性別概念，分析個人與群體在工作、娛樂、人
際關係及家庭生活等方面的行為。
1-3-4 解釋社會對性與愛之規範及其影響。
2-3-1 設計、執行並評估個人的飲食內容及飲食習慣，以符合
身體成長和活動的營養需求
2-3-2 指出需要特殊營養照顧的時期或疾病，並提出預防的策

第二主題軸
人與食物

略。
2-3-3 檢視媒體所助長的飲食趨勢之合適性，並體認正確的飲
食可降低健康上的風險。
2-3-4 以營養、安全及經濟的觀點，評估家庭、學校、餐廳、
商店所準備和販售餐點的合適性，並提出改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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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

健康與體育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第三階段）
2-3-5 明瞭食物的生產、製造、烹調會影響食物的品質、價格
及熱量，並能做明智的選擇。
2-3-6 分析個人對身體外觀的看法及其對個人飲食、運動趨勢
的影響，並擬訂適當的體重控制計畫。
3-3-1 計畫並發展特殊性專項運動技能。

第三主題軸
運動技能

3-3-2 評估個人及他人的動作表現，以改善運動技能。
3-3-3 在個人和團體比賽中運用戰術戰略。
3-3-4 在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
4-3-1 瞭解運動參與在個人、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義。
4-3-2 選擇提升休閒活動參與的方法，並執行個人終生運動計

第四主題軸
運動參與

畫。
4-3-3 計畫及執行個人增進體適能表現的活動。
4-3-4 評估各種不同需求者的運動需求與計畫。
4-3-5 培養欣賞運動美感與分析比賽的能力。
5-3-1 評估日常生活的安全性，並討論社會對促進個人及他人
安全的影響。

第五主題軸
安全生活

5-3-2 規劃並參與改善環境危機所需的預防策略和行動。
5-3-3 規劃並演練緊急情境的處理與救護的策略和行動。
5-3-4 評估菸、酒、檳榔、藥物、成癮藥物的危害，並於日常
生活中演練有效的拒絕策略。
5-3-5 重視並能積極促進運動安全。
6-3-1 體認自我肯定與自我實現的重要性。
6-3-2 肯定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價值，願意建立正向而良好
的人際關係。

第六主題軸
健康心理

6-3-3 應用溝通技巧與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際關係。
6-3-4 尋求資源並發展策略以調適人生各階段生活變動所造成
的衝擊、壓力與疾病。
6-3-5 理解道德、社會、文化、政策等因素如何影響價值或規
範，並能加以認同、遵守或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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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

健康與體育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第三階段）
6-3-6 建立快樂、健康的生活與生命觀，進而為自己的信念採
取行動。
7-3-1 運用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策略，以滿足不同族群、地
域、年齡、工作者的健康需求
7-3-2 選擇適切的健康資訊、服務及產品，以促成健康計畫的
執行。

第七主題軸

7-3-3 選擇適切的運動資訊、服務及產品，以促成運動計畫的
執行。

群體健康

7-3-4 分析人類行為如何改變全球環境，並探討環境改變對人
類健康的影響。
7-3-5 提出個人、社區及組織機構為建造更健康的社區與環境
所擬定的行動方案與法規。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5-7 課綱連貫性：以主題軸二人與食物為例
內涵一：
「食物主要的功能在提供人生各階段身體所需的營養及滿足心理的需求」
第一階段
2-1-1

第二階段
2-2-1

第三階段
2-3-1

體會食物在生理及心理 瞭解不同的食物組合能提 設計、執行並評估個人的
需求上的重要性。
供均衡的飲食。
飲食內容及飲食習慣，以
符合身體成長和活動的營
2-2-2
瞭解營養的需要量是由年 養需求。
齡、性別及身體活動所決 2-3-2
定。
指出需要特殊營養照顧的
時期或疾病，並提出預防
的策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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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主題軸與相關補充說明：以能力指標 1-3-2 為例
1-3-2 蒐集生長、發展資料來提升個人體能與健康。
補充說明
(1) 能從生理、心理、社會等不同向度認識健康的涵義，學習檢視自我的健
康習慣（如姿勢、睡眠、運動、身體清潔、視力保健、口腔衛生等個人
健康行為），並願意於日常生活中加強自我健康習慣的養成，同時了解各
項身體檢查（如：血液、糞便、尿液篩檢等）的意義，進行各種健康檢
查以保健身體。
(2) 能蒐集自己生理、心理方面的生長資料、檢查報告，了解個人的生長發
育狀況。
(3) 能運用資訊媒體，蒐集青春期相關資訊，並分辨資訊的正確性，知道實
踐青春期健康生活的方法。
(4) 學習男女進入青春期後的生理現象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如：月經、夢遺、
自慰、青春痘、性衝動…）及相關器官的保健方法。
(5) 認識人體的體腔、十大系統及重要器官的構造功能（如：視覺、聽覺、
口腔…等），學習個人健康上可能發生的各種疾病（如：視力疾病、口腔
疾病、青春痘、香港腳、骨質疏鬆等）及保健預防的方法。
(6) 了解運動前後可能的生理狀況、發生原因（如：流汗、汗臭、身體冷熱
的情形），及應有的保健與衛生常識，養成並執行良好習慣。
(7) 運用多元方式，評量自身體能，預估自己將來的體格，並能藉由正確資
訊的蒐集，增進個人的體適能知識，參考並學習改善、促進個人的體能。
(8) 了解影響身體儀態的因素，及其對生長發育的影響，知道青少年常見因
姿勢不良導致的健康問題發生原因（如：脊椎側彎、駝背…等），並學習
正確的姿勢與體態以預防疾病的發生。
(9) 了解成長與老化的變化，認識生命週期（出生、成長、老化、死亡）的
意義及各時期的健康促進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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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綱主題與核心能力
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延續國中小九年一貫以「課程綱要」取代「課
程標準」，讓教材內容更有彈性，不被課程標準限制的精神。95年及98年
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均強調「核心能力」取代內容大綱。高中「健康
與護理」課程綱要與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課程綱要是銜接九年一貫「健
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的七個主題軸，「健康與體育」七個主題軸內含
「健康教育」十個主題（見表5-9），延伸到95「健康與護理」課綱為八個
主題（將九年一貫的個人衛生、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環境教育等三個主
題合併為一個主題「健康促進與健康環境」）。98年高中「健康與護理」
課綱因授課時數由高一高二必修四學分，減為必修兩學分；所以98年高中
「健康與護理」課綱為六個主題（將95課綱的生命與老化、性教育等兩個
主題合併為「促進性健康」；將食物營養與健康、健康促進與健康環境等
兩個主題合併為「促進健康生活型態」）
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與過去「護理」課程在教材內容上，顯見「健
康」的比重大幅增加：護理課程內容95%是疾病導向；95年「健康與護理」
課程內容50%是健康促進，到了98年「健康與護理」課綱更提昇約為90%健
康促進的內容，並且新增「生活技能」（life skills）。
除此之外，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綱因由課程標準時代轉變為課程綱
要，考慮到現場教師的需要，所以在每個健康主題及所要達成的核心能力，
均提供「主要內容」與「說明」（見表5-10），以利現場的教師能更清楚各
健康主題內容，供為教材選編參考。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教材編選，
強調與國中銜接、課程統整、選材生活化……等詳見表5-11「健康與護理教
材編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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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綱主題與核心能力
九年一貫健康
與體育課綱

95 健康與護理課綱主題與
核心能力

98 健康與護理課綱主題與
核心能力

主題一、
安全急救

主題一、安全與急救
主題一、促進安全生活
1、具備安全情境的評估能力，並 1、培養願意主動救人的心
有效運用安全資源執行安全行
態與學習急救的原則和
動，以落實安全健康的生活。
技能。
2、具備運動防護的知能。
2、學會事故傷害處理原則
與技能。
3、具備處理緊急情況的應變能力
及正確急救的技能。

主題二、
健康心理

主題二、健康心理
1、了解如何評估心理健康。
2、了解負向情緒之成因、影響與
處理方法。
3、培養生涯規劃所需之態度與能
力。
4、培養建立人際關係之能力。
5、了解人生觀及信仰對人生的影
響。

主題三、
消費者健康

主題三、消費者健康
主題三、促進健康消費
1、具備正確的消費意識與能力。 1、提升消費者自我覺察與
資訊辨識的能力。
2、具備執行消費者的健康責任與
權益保障的能力。
2、應用正確的健康消費概
念於日常生活中。
3、具備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涵
養。

主題四、
藥物教育

主題四、藥物使用與物質濫用
1、了解正確使用藥物的概念，避
免物質濫用，進而促進個人、
家庭及社會的健康。
2、具備尋求解決問題的能力，以
戒斷成癮物質。
3、相關法律常識。

主題二、促進心理健康
1、了解並提升自尊與心理
健康。
2、具備維護心其健康的生
活技能。
3、認識精神疾病，破除對
精神疾病患者與家屬的
烙印化態度。

主題四、促進無菸及無物
質濫用的生活
1、了解成癮藥物在醫療上
的正確使用，以及物質
濫用對個人、家庭與社
會所造成的危害。
2、具備解決問題及拒絕技
巧，以避免濫用成癮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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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健康與護理課綱主題與
核心能力

98 健康與護理課綱主題與
核心能力

主題五、
生長發育與
老化、死亡

主題五、生命與老化
1、了解生命的形成過程，以培養
欣賞生命的態度。
2、藉老化歷程與身心改變，以培
養對生命關懷的態度。
3、學習如何支持臨終病人與家屬。
4、瞭解失落經驗與死亡，並學習
面對的技巧。

主題五、促進性健康
1、養成健康的性觀念。
2、培養尊重不同性取向的
態度。
3、具備健康兩性交往所需
的生活技能。
4、具備促進性健康所需的
知識、態度和行為。

主題六、
性教育

主題六、性教育
1、學習正確的性知識。
2、養成尊重不同性別的態度。
3、具備與朋友及家人相處所需的
溝通技巧。
4、具備處理交友及婚姻關係中危
險情境的能力。

主題七、
人與食物

主題七、食物營養與健康（人與食
物）
1、了解食物對個人身心健康的發
展關係。
2、了解人類對食物的選擇受自然
及人為環境的影響。
3、實踐良好的飲食習慣以發揮食
物的最佳效益。

九年一貫健康
與體育課綱

主題八、
個人衛生
主題九、
健康促進與
疾病預防
主題十、
環境教育

主題六、促進健康生活型
態
1、認識健康生活型態的重
要，並積極努力養成。
2、具備健康自我管理的能
力。
3、了解並學習預防慢性病
和傳染病的方法。
4、培養準備老化的健康態
主題八、健康促進與健康環境
度。
1、了解健康促進與健康環境的概
念。
2、培養健康的休閒活動。
3、了解環境與健康的關係。
4、執行良好的衛生保健習慣。
5、培養定期身體檢查的習慣及預
防疾病的行為。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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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主題

「健康與護理」課綱主題、核心能力、主要內容與說明
核心能力

主要內容

說明

1.認識健康 1.健康存摺：健康生 1-1
活型態
生活型態
的重要性，
並努力養
1-2
成
1-3

一、
促進
健康
生活
型態

2.具備健康 2.人如其食
自我管理
的能力－
以健康體
位為例

2-1

2-2

2-3

3.了解並學 3.疾疾復疾疾，了解 3-1
就可防：常見疾病
習預防慢
的認識
性病和傳
3-2
染病的方
法

3-3

進階了解健康生活型態
對健康的重要性（疾病
預防、延緩老化），以
飲食、睡眠為例。
學習將健康生活型態實
踐於日常生活中。
體認健康生活型態在生
活中之學習，疾病之預
防與治療，以及老化之
延緩上具關鍵角色。
認識肥胖、飲食失調的
社會現象與健康問題，
體認維持健康體位的重
要性。
探究社會／媒體中的身
體美學概念，並澄清身
體形象與健康意義。
由低熱量飲食、運動、
正確姿態、儀容整潔及
情緒管理等著手，規劃
健康體位的管理計畫。
認識慢性病之趨勢與預
防，以癌症、新陳代謝
症候群疾病之一為例。
了解人與病原體間消長
過程以建立全球防疫觀
念，並學習其預防及治
療所應具備之自我照護
能力。以 SARS、流行
病感冒、禽流感、結核
病、肝炎之一為例
經由高中入學健康檢查
結果學習辨識青少年常
見重要疾病，進而學會

參考
節數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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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核心能力

主要內容

說明

4.培養準備 4.準備好了嗎？老化 4-1
的準備
老化的健
4-2
康態度

1.培養願意 1.危機時刻：自救救 1-1
人的原則
救人的心
態與學習
急救的原
1-2
則

二、
促進
安全
生活

2.學會事故 2.分秒必爭：事故處 2-1
理的技能
傷害處理
原則與技
能
2-2
2-3

2-4

三、
促進
健康
消費

1.提升消費 1.消費金頭腦：聰明 1-1
消費的思維
者自我覺
察與資訊
辨識的能
力
1-2

評估與改善自己的健康。
學習老化的意涵及對於
老化的錯誤概念。
為自己的健康老年生活
在青少年期作充分準
備，以成為健康的銀髮
族。
辨識危害安全的人、
事、物及「自救救人」
的原則，並做價值澄
清。
學習事故傷害緊急處理
原則與判斷優先順序。
複習心肺復甦術（成
人、兒童、嬰兒）之意
義與其操作技巧及實
作。
學習異物梗塞的緊急處
理方法與實作。
認識常見突發疾病或症
狀處理原則，如異物進
入耳鼻喉、發燒、急性
腹痛、癲癇、氣喘、中
風等。
了解緊急醫療救護資源
之運用。
了解權益受損時的正確
解決策略，如消費者與
業者或行政、司法、立
法部門間的互動處理方
式。
培養蒐集媒體中有關健
康訊息之興趣，辨識其
正確性及風險等，並做
出適合自己的抉擇。

參考
節數

2

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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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核心能力

主要內容

2.應用正確 2.顧客至上：健康消 2-1
費者的自我覺察
的健康消
費概念於
日常生活
2-2
中

1.了解並提 1.心中的巨人：自尊 1-1
與心理健康
升自尊與
1-2
心理健康
2.具備維護 2.壓出好心情：情緒 2-1
與壓力管理技巧
心理健康
的生活技
能
3.人與人的橋樑：人 3-1
際溝通技巧
四、
促進
心理
健康

4.解決問題：解決問 4-1
題的能力
3.認識心理 5.暗室的曙光：心理 5-1
疾病與防治
疾病，破
除對心理
5-2
疾病患者
與家屬的
烙印化態
5-3
度

說明
學習食品的健康辨識
（由何而來、對健康之
影響）與選擇，以冰淇
淋為例。
學習對全民健康保險設
計之認識與健康醫療服
務的辨識及選擇（如：
就醫、健康檢查、減重
等與健康相關之需求）。
了解自尊的意涵及對心
理健康的影響。
學習提升自尊的方法，
以分手或藥物成癮為例。
了解高中生壓力的來源
（學校考試、自己與家
人和朋友的關係），培
養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
的技能。
學習有效增進人際關係
的溝通技巧（同理心、
我訊息、尊重、肯定）。
培養解決人生問題的能
力，避免成癮物質或情
感問題的傷害。
了解心理疾病與心理健
康的意涵與對心理疾病
的錯誤觀念。
認識情感性精神疾病潛
在因子的發現及預防策
略，以憂鬱症為例。
學習如何協助自我及親
友在面對心理問題與各
類心理疾病、能主動尋
求協助，並建立正確態
度。

參考
節數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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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五、
促進
無菸
及無
物質
濫用
的生
活

六、
促進
性健
康

核心能力

主要內容

說明

1.了解成癮 1.不歸路：成癮物質 1-1 認識在醫療成癮物質藥
物正確的使用觀念及常
的認識
藥物在醫
見的錯誤用藥習慣。
療上的正
1-2 了解成癮物質濫用（菸
確使用，
、酒、檳榔及毒品）對
以及物質
生理、心理及社會所造
濫用對個
成的影響。
人、家庭
與社會所
造成的危
害
2.具備解決 2.說「不」我最炫： 2-1 使用「拒絕技能」中的
對成癮物質說不
「自我肯定」技巧，抵
問題及拒
抗同儕壓力，進而提升
絕技巧，
自尊。
以避免使
2-2 成癮物質之戒斷及社會
用成癮物
資源的運用。
質
1.養成健康 1.健康的性：「全人 1-1 從人類「性」的進化過
程（性生理、性心理、
的性觀念
的性」之健康性觀
性社會及性心靈等四個
念。
層面），了解「全人的
性」之健康性觀念。
1-2 澄清錯誤的性觀念（含
受孕時機、過程及生殖
系統的疾病預防）。
1-3 認識社會文化對性的影
響。
2.培養尊重 2.尊重宣言：性取向 2-1 學習性取向及對不同性
與性別特質
取向的尊重。
不同性取
2-2 認識性別特質及對不同
向與性別
性別特質的尊重。
特質的態
度
3.具備健康 3.愛情重補修：健康 3-1 了解高中學生適宜的兩
兩性交往的生活技
性交往過程。
兩性交往
能
3-2 學習向異性表達情感之
所需的生
「有效溝通」的生活技
活技能
能。

參考
節數

1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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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核心能力

主要內容

4.促進性健 4.較安全的性行為：
避孕方法的認識
康所需的
知 識 、 態 5.從生命的起始出發
：生育健康與墮胎
度和行為
6.關懷愛滋：愛滋病
的防治
7.終止性暴力：性侵
害的預防
8.性事一點通：資源
尋求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說明
3-3 學習判斷由普通朋友發
展為男女朋友以及對婚
前性行為負責任之「做
決定」的生活技能。
3-4 學習對不想要的邀約之
「拒絕技能」中的「自
我肯定」技巧。
3-5 學習對色情媒體之「批
判性思考」的生活技能。
3-6 學習維護身體自主權之
「協商」的生活技能。
3-7 學習理性分手之「創造
性思考」的生活技能。
4-1 比 較 有 效 的 避 孕 方 法
（口服避孕藥、子宮內
避孕器、保險套） 並學
會選擇適宜的避孕方法。
5-1 從懷孕生產過程，體會
新生命誕生的美好，並
從優生保健來認識墮胎。
6-1 了解全球及國內愛滋病
的流行現況，關懷愛滋
感染者，採取行動有效
防治愛滋。
7-1 認識性暴力的防治（性
侵害的迷思、因應與處
理、預防約會強暴）。
8-1 學習尋求性健康社會資
源協助（青少年保健門
診、親善生育保健服
務）。

參考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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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健康與護理教材編選原則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意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的銜接，並注意教
材內容應具時代性及前瞻性。
（二）教材編選需依據高中課程綱要、理念及本課程之課程綱要、核心能
力、主要內容為原則，所附之說明，僅供編選教材之參考，各校可
依師資、場地、設備器材及學生之需求等條件彈性運用。
（三）各校教師可依據學生能力及地區特性慎選教材、自編教材或規劃教
學活動，並適度補充最新知識，以彰顯高中教育的地方特色。
（四）教材內容宜秉持課程統整之精神，著重相互關連性與應用性，並以
學生之生活經驗整合教材，強調認知、態度、行為、技能及價值觀，
同時，注意各年級相關內容之銜接。
（五）教材之選配應依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異，就其能力、興趣、經驗
與需求，選擇設計適當的教材，由淺入深，由簡而繁，有系統且循
序漸進，以滿足學生的學習。
（六）教材內容宜結合社會當前關注的議題，並適時提醒學生注意生活周
遭之相關問題。
（七）教材內容應適度融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法治教育、環保教
育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重要議題，以收相互啟發整合之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四節

科目與學習領域的演變

自清光緒29年（1904）公佈的「奏定學堂章程」中的中等學堂章程以
來，到民國92年（2003）修訂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
止，我國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歷經十七次之多的修正，健康教育科目的發
展歷程如下（見表5-12）（范信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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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健康教育科目發展與演變

民國

西元

標準/綱要名稱

11

1922

新學制初級中學 衛生/初中（在體育課
課程
16 學分之內，占 4 學
分，但是實質課程資
料闕如）

18

1929

中學課程暫行標 生理衛生/初中（占 4
準
學分，分兩年修習，
每週一小時）

21

1932

中學課程標準

衛 生 /初 中（ 一～三 取消學分單位而改為
年，每週一小時）
時數單位制

25

1936

中學課程標準

生理衛生/初中（改為 高中衛生取消
一年教授，每週一小 每週教學總時數由 33
時）
小時改為 31 小時

29

1940

中學課程標準
（第一次修訂）

生理及衛生/初中（三
學年每周授課總時數
8 小時）

37

1948

中學課程標準
（第二次修訂）

生理及衛生/初中（三
學年每周授課總時數
8 小時）

41

1952

中學課程標準
（第三次局部修
訂）

生理及衛生/初中（三
學年每周授課總時數
4 小時）

44

1955

修訂中學教學科
目及時數表

生理及衛生/初中（三
學年每周授課總時數
4 小時）

（第四次修訂）

科目名稱

備註

51

1962

中學課程標準
（第五次修訂）

生理及衛生（三學年
每周授課總時數 4 小
時）

57

1968

國民中學暫行課 健康教育（第一學年 新增健康教育科，取
程標準
與第二學年）
消生理及衛生，將其
教材併入健康教育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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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西元

標準/綱要名稱

科目名稱

備註

61

1972

國民中學課程標 健 康 教 育 （ 第 一 學
準
年，每週二堂課）

72

1983

國民中學課程標 健康教育（一年級，
準（第一次修訂） 每週二堂課）

74

1985

國民中學課程標 健康教育（一年級，
準（第二次修訂） 每週二堂課）

83

1994

國民中學課程標 健康教育（一年級，
準（第三次修訂） 每週二堂課）

89

2000

九年一貫課程綱 健 康與 體育領 域 /健 健康教育科與體育科
要（90 暫行綱要） 康教育科（一～三年 併入健康與體育領域
之中
級，每週一堂課）

92

2003

九年一貫課程綱 健康與體育領域/健
要（92課程綱要） 康教育科（一～三年
級，每週一堂課）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范信賢（2013）。

健康教育的變革與社會氛圍息息相關，民國57年（1968）為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實施的年段，整體而言，這樣的改變主要受到當時的反共救國與
復興中華文化的國情影響，反映「學校教育必須配合各方面的計劃和政策，
來鍛鍊學生使其成為革命建國的器材」的想法。為提高國民素質，促進社
會進步，與充實國家力量，教育部於頒布國民中小學課程暫行綱要。在這
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為了增進健康知識與衛生習慣，國小與國中均設立「健
康教育」科。於是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特別闡述，認為教育的
使命在於促進社會進步與民族復興，因此特別重視生活教育與職業教育，
希望改正過去教育只重視知識升學，獨尊智育的風氣，但卻欠缺健全身心
與生活基本能力的弊病。在表5-13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健康教育科科目名稱
在課程標準時期並無變動，而一直到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期才產生名稱上
的變化（范信賢，2013）。
21 世紀是科技高度發展、社會快速變遷、國際關係日益密切的時代。
教育部針對國民教育階段修訂跨世紀的九年一貫新課程，目的是朝向人性

第五章 健康教育課程、教材及教科書的演變（中學篇） 253

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發展，以達現代化的學習領域教育活動，傳
授基本知識，養成終身學習能力並培養身心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與世界公
民。在統整化這一項大重點，以學校本位課程的思考方式進行，並將個別
分化的科目轉為統整的領域學科。
教育願景需要課程的運行才能得以實現，回溯近代的課程發展歷程，
健康教育自民國57年（1968）正式於初中學程中單獨設科，且併入自然科
範疇，當時的課程內容與現場教學實踐方式，迫於衛生習慣需求提升之現
實考量與列入考試的需求，教學內涵皆較傾向科普與實用科學的方向，但
是反觀當時課程標準中之目標，此時的健康教育科一直希冀朝向認知、情
意、技能整合，乃至於後端的健康生活實踐，雖然在現實與理想有一段落
差，但不可否認的是，此時已奠基未來的健康教育科願景藍圖。直到民國
90年（2001）九年一貫暫行課程綱要公佈，健康教育此時不以單獨的科目
出現，而是以領域的型態呈現，由健康與體育領域的課程目標，更可以明
確的看到，健康教育與體育科在此協力發揮，跳脫以往單純認知、情意、
技能三層面的目標論述模式，以學習遷移的生活實踐進行教育的思考（見
表5-13）。除此之外，健體領綱中寫到：

健康教育科的目標在於健康行為的實踐。由覺知進而形成一個人的價
值觀念，在教學上佔著極重要的分量，尤其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所形
成的價值觀念，才能真正地影響他們的態度和行為。
在此整體的圖像已然鮮明呈現，透過健康教育的教導，希望確實幫助
孩子活得更好更健康，至此，課程發展與改革讓健康教育科進入另外一個
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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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健康教育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的課程目標分析比較表
民國 57（1968）課程標準

民國 90（2001）課程綱要

健康教育科課程目標

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目標

1. 指導學生保持已有的身心健 1. 養成尊重生命的觀念，豐富健
康與體育生活。
康習慣，始能繼續實踐健康生
活。
2. 充實促進健康的知識、態度與
技能。
2. 指導學生增進正確的健康態
度，藉以促進健康行為的發 3. 發展運動概念與運動技能，提
展。
昇體適能。

目標

3. 指導學生充實應有的健康知 4. 培養增進人際關係與互動的
識，俾有適應現代生活的能
能力。
力。
5. 培養營造健康社區與環境的
4. 指導學生加強必須的健康技
責任感和能力。
能，使其在日常生活中有效運 6. 培養擬訂健康與體育策略與
用。
實踐的能力。
5. 指導學生建立科學的健康觀 7. 培 養 運 用 健 康 與 體 育 的 資
念，使個人在家庭，學校與社
訊、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會中成為健全分子，俾提高人
力素質，增進民族健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九年一貫領綱中提到，「健康與體育」的目標在培養學生擁有良好適
能，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同時擁有支持的法規與人群。鼓勵學生藉著健
康行為的養成、運動行為的培養與鍛鍊，改善自己的健康，同時在與別人
互動中影響他人、社區與環境，以達到全人健康的目的。國民教育階段九
年一貫課程將健康教育與體育合併成一個學習領域，不單是在課程改革中
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更在新世紀的國家整體競爭力中，擔負起教育的重要
使命。七大學習領域之中，唯有「健康與體育」跟生命的延續息息相關。
在我們提倡生涯規劃、 終身學習的同時，如果沒有健康的身心，一切都將
是空談。其最重要的理念在培養學生的基本能力，讓學習的成果與日常生
活相互結合，替代過去追求理想但難以實現的「標準」，以及遙不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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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課程實施要點

一、健康教育科目學習時數與學習階段分析
雖然本章重點是在於探討國中健康教育科的歷史流轉，但是因為課程
具有連貫性質，所以也約略提及國小的部分。民國64年（1975）根據教育
部的規定，國小健康教育包括健康指導與健康教學兩個部份。健康指導在
1-6年級實施，每週共120分鐘，分為6節課，每節20分鐘，與「生活與倫理」
共同使用，排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第一節課進行；健康教學則在四到六年
級實施，每週40分鐘，編排1節課（黃松元，1989），由此延伸至國民中學
階段。
國民中學暫行課程綱標準自57學年度開始實施，由於此一課程係配合
九年國民教育所新創者，為了解其能否適應新制國民中學之需要，自57學
年度起至60學年度四年間，曾不斷從事各項實驗，研究、調查及檢討等工
作，以期發現有關問題做為修正改進之參考。實驗工作分為兩大類：性向
適應與課程教材，而課程教材實驗工作向度亦分為語文及社會學科類、數
學與自然學科類，以及職業科目及藝能學科類。健康教育與數學、自然科
學並列為數學與自然學科類的實驗研究重點。在此時期，健康教育教學時
間與年段，則訂於國中一、二年級進行教學，每週各一小時。
民國61年（1972），根據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內容，分析如下：九年
國民教育分為兩個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後三年為國民中學，其課程
編制採九年一貫之精神。而教學科目分為公民與道德、健康教育、國文、
外國語（英語）、數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生物、化學、物理）、
體育、音樂、美術、工藝或家政、職業選科、其他選科、童軍訓練、指導
活動等。健康教育授課時數為第一學年度每周二節課，每節課50分鐘，原
在國民中學第一、第二學年授課，每週一小時，現修訂為在第一學年授課，
每週二小時。
民國72年（1983），以基本科目而言：基本科目包括：「公民與道德」、
「健康教育」、「語文學科」（國文、英語）、「數學」、「社會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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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自然學科」、「藝能學科」（體育、音樂、美術、工
藝或家政等科目），為全體學生所必修。基本科目之教材內容則力求切合
多數學生的程度和學習能力，而教學目標重在培育健全國民。基本科目的
課程設計，兼顧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均衡發展，其教材選擇及教學
實施，應注重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之要求，而不遷就學科的系統知識
和「升學準備」。健康教育科課程實施的問題，對課程標準時期的學生而
言，從國中二年級開始，課程中不再有健康教育科目，也就沒有接受計劃
性與系統性的健康教學的機會。對於培育國民良好的健康行為，失去教育
銜接的契機。另一方面，正因為國中健康教育授課年限太短以及授課時數
偏少，而教材內容擠得太多，造成章節內容濃縮太過，最終導致學生消化
不良。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期，將健康教育科與體育科合併為同一個領域，
並分為三個階段（見表5-14），原來的健康教育只由國中一年級上下學期實
施2節課，原則上更改為三個年級上下學期均各實施1堂課（見表5-15）。同
時對於領域節數採取彈性百分比例，規範了健康與體育領域佔總領域學習
節數的10-15%，也就是健體領域每週至少3節課，最多可以到達4節課。因
此整體而言，健體領域的節數是增加的，但是以教學現場的實際情況，還
是以領域節數3節課為最常見的狀況。後來因為教學現場對於領域概念的不
清晰，領域教學實質執行狀況的紛亂，甚至沒有進行健康教育的教學，所
以於民國92年（2003），又增加規定健康教育與體育時數應以1：2為原則，
以確保教師教學正常化與學生學習的人權與品質（高新建，2004）。

表 5-14
年級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健康與體育學習九域階段九分情形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學習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領域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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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健康教育科目時數演變（每周授課時數）

年代 民國 57 年 民國 61 年 民國 72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 民國 90 年
（1968）
每節
課時 ＊50 分鐘
間

（1972）

（1983）

（1985）

（1994）

（2001）

50 分鐘

50 分鐘

50 分鐘

45 分鐘

45 分鐘
（原則）

一年
級

1

2

2

2

2

1

二年
級

1

0

0

0

0

1

三年
級

0

0

0

0

0

1

課程標準時代，採每週固定節數排列，全國一致。
備註 課程綱要時代，採比例分配，訂立各學習領域占總學習授課時數的百
分比，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領域的節數百分比為 10-1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另外，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於課綱中規範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
員會」及「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從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並由課程發
展委員會審查、決定全校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及相關實施內容。因此，健
體領域自實施九年一貫課程至今，透過這樣的合作機制，已經有許多不同
的校本課程各以不同的面貌呈現。
至於高中健康與護理學習時數與學習階段的演變是：在95年是高一與
高二必修四學分，每一節課是50分鐘，高一及高二上下學期各一節課；98
年則因高中新設置「生命教育」及「生涯規畫」，所以健康與護理則減為
必修兩學分，大部份是開設在高一上下學期，每週各一節課。

二、健康教育教科書分析
以教科書內容為例，國中課程標準時代，從大綱到細目、從目標、內
容、方法、評量、上下學時間等均列在規定中，內容詳細繁瑣，鉅細靡遺。

258 投資健康 價值永續—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

以民國61年（1972）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為例，其重點列出：「採取九年一
貫的精神，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以力求德、智、體、群四育
均衡發展為準則；學科之教科書與教學指引由國立編譯館統編；藝能科只
有指引而未有統編之教科書；教學科目以分科為原則，各科教材以生活問
題為中心並力求各科之間的聯繫使兒童獲得完整的生活經驗。」，這樣的
教科書編寫與運用規範一路沿用至民國83年（1994），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之重點略改變為：「共同教育目標為品德教育和生活教育以及培育五育均
衡發展之活潑兒童與健全國民；教科書分別由國立編譯館審定或編定之，
以漸進式將國中藝能科開放審定、國小全部科目教科書都採審定；教材強
調中小學一貫；教科用書與教學指引是教學依據，得視需要調整；國中18
科、3活動；國小8科、3活動，以分科教學為原則。」（高新建，2004），
雖然在審定的方式產生些微的改變，但是對於當時的藝能科影響較大，對
於身為學科的健康教育而言，因為當時尚屬國立編譯館統編的範圍，所以
在此限制下，教科書仍是無法展現因地制宜的彈性面貌。舉例而言，民國
57年（1968）之健康教育暫行課程標準提及：「健康教育科係在國民中學
一年級講授，教科書內容以不超過教材大綱各項為準，並以顧及學生切身
問題及鄉土材料最為適當，關注與各科聯繫及配合，課程標準中談及應與
公民與道德、生物、化學、體育、家事、童子軍訓練與指導活動等科聯繫，
以宏連絡教學效果。各科聯繫與配合可透過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以會議
方式研討決定。」爾後的健康教育課程標準說明並未有太大改變，直到民
國72年（1983）增加：「本課程係在國民中學一年級講授，教科書內容以
不超過教材大綱各項為準，並以顧及學生日常生活問題及經驗最為適當，
每一章節編列生活實例，以期教育與生活合一，便於學生了解與學習。」。
也就是說，健康教育教科書內容在課程標準年代，依循一直以來的七大主
題範疇的基本內涵與架構是沒有太多的更改。雖然在課程標準中提到希望
顧及學生切身健康問題，甚至希望編列生活實例，但是當時健康教育科仍
是自然領域中的考試學科，談生理衛生知識，以教導人體結構、個人衛生
與疾病等內容為主，情意層面薄弱，遑論技能的學習與健康生活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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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輔以考試引導教學的影響，所以教師在教科書認知內容太多，以及龐
大知識量的壓縮下，健康教育教科書實際對學生能夠發揮的生活實用價值
依然有限。
九年一貫時期，則於總綱中明確訂立教材編選原則，需依據國民教育
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教改理念及本領域之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
及其他相關資料為原則。各校教師可慎選教材或自編教材及規劃教學。教
材之選配應依學生身心成長及其個別差異，依其能力、興趣、經驗與需求，
選擇設計適當的教材，由淺入深，由簡而繁，有系統而循序漸進，以滿足
學生的學習。 教材編選宜秉持課程統整之精神，以生活經驗整合教材，採
較大單元教學設計，並打破主題軸界限，注意各階段相關內容之銜接。 在
此規範下，健康教育科除了面臨與體育合併為同一領域的改變外，當時教
師還必須思考如何保有自我科目特質，並做到領域統整課程設計；另一個
衝擊則是，健康教育科自此正式由自然科考科宣告進入生活類科時代，在
教材部分朝向藝能科的多元面貌，也更有生活結合的利基，但是對於教師
由傳統講述的教材內容，進入到與生活實例結合的活潑教材，在當時教師
們皆經歷一段適應期。接下來將針對教科書形式與實質內涵更深入進行說
明。
以健康教育教科書的形式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後的時代，在教學
上有許多不同的改革，例如健康教育課程由課程標準到民國89年（2000）
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由制式、統一的標準到多
元、自主的綱要，強調教育與課程鬆綁，賦予學校、教師專業自主。「教
材編輯」由以往運用現成教材，到強調教師必須提昇自己的專業，以擁有
改編、自編教材的能力。「教科書」由分科編書轉為領域編書，由以往一
個科目一本課本，到健康教育與體育兩科合為一個領域一本課本，挑戰當
時教師不僅在版本的購買、使用或改編必須協調、研討，同時亦考驗教師
在使用課本的習慣與策略，因為課本的使用已經不是個人的習慣經驗，必
須是團隊討論之後的結果（見表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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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項目

新舊課程在健康教育科教材、教學與評量之差異分析
課程標準

教學重點 實用知識取向

課程綱要

特色分析

以生活實踐能力為 著重展現能力，而非知識獲
取向
得

教材內涵 以教學大綱為主 以能力指標為主， 具有更大的詮釋空間與彈性
補充說明為輔
教 科 書 分科編書

學習領域編書

強調領域內統整，不再分科
獨立

教材編輯 政府編製的現成 民間教科書開放， 依據學校本位、學生需要來
教材
教師可改編、自編 自編輯或是選擇教材
教材
教學方式 進行分科教學， 進行統整與協同教 研擬協同教學計畫、協同歷
科目間壁壘分明， 學，科目間增加溝 程 與 協 同 評 量 ， 具 有 整 合
化、統整化、生活化學習重
通與合作的機會
單打獨鬥
心精神
教學評量 紙筆測驗

多元評量

人性化、多元化的教學評量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教科書版本則開始了所謂的一綱多本，「綱」指的是「九年一貫課程
暫行綱要」，是各家出版業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各領域的能力
指標所編寫的教科書，經過教育部審定通過後，由教育單位選用之。雖然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是唯一的指標，但因多家出版業者的編寫，而
有多個不同版本的教科書可供選擇，所以「一綱多本」造成教科書不再是
單一版本，藉此打破國家對教科書的長期壟斷，降低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的
主導，並且增加市場競爭機制，提升教科書品質。對於教師而言，教科書
的定位改變為參考用書而非唯一教材。
最後，現代健康教育的內涵已經轉變成為一門教導當事人如何作決定
的行為科學，是將自然學科的基礎知識，以及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能，融合
行為科學技巧所演化出來的一門學問。翻開根據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所
編寫的教科書，不難發現，現在的健康與體育領域教科書中健康教育相關
的教材有別於以往的教材，教材內容活潑創新，強調與「生活」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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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教材生活化，又因生活環境的多樣性、多變性，使得教材的呈現更加
多元。但也因為教科書的開放使得教科書的編寫更加用心，版面設計力求
精美，目的在於希望孩子打開教科書時能產生強烈的學習興趣，因而樂於
學習，這是教材多元化的最佳寫照。健康教育的精神，經由教材的多元呈
現，顯示出更多行為科學的內容，嘗試教導現今學生健康習慣、健康體位、
情感教育、…等等重要身心發展課題。由教科書的演變可以看出健康教育
的走向，已經朝向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科性質，九年一貫課程讓健康教育走
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從教科書審定本的開放，象徵著「知識解嚴」與「教育自由化」的重
要歷程。孩子所學習到的知識內容，不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的、可多家
選擇的，除了基礎能力和基本知識外，還包括解決各式各樣生活問題的能
力等等，再者，因為可多方選擇想要學習或有興趣的教材和知識，這樣的
教育空間更加寬廣，更加自由。教科書開放，以增加市場自由競爭來改善
教科書品質，由政府負責教科書審定，針對各版本教科書的缺失，提出改
進意見，來提升教科書水準。為了讓學生的學習達到適性的效果，教師可
自不同特色的版本中，依據學生的個別差異，選擇補充教材，如此一來更
能充分發揮教師教學的自主權（見表5-17）。
表 5-17 臺灣中小學教科書鬆綁歷程
78 學年（1989）
79 學年（1990）
85 學年（1996）
88 學年（1999）
90 學年（2001）
91 學年（2002）

開放國中非聯考科目為審定制，由民間編印，國立編譯館審
定。
開放國小藝能科及活動科、國中職業選修科、高中選修科教
科書由民間編印，國立編譯館審定。
民間出版社可以編寫國小主科教科書，國編版只是其中一種
版本。
民間出版社可以編寫高中國文、公民、歷史、地理、三民主
義及軍訓教科書。
九年一貫課程於國民小學一年級實施，各領域教科書均開放
審定。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編輯，國
編館完全退出國小教科書編輯，只負責教科書審定工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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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以健康教育教科書實質內涵論：如前面篇章所言，民國61年
（1972）後，國民中學的健康教育教材確立涵蓋下列七大類：健康的身體、
健康的心理、營養的食物、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以及健
康的社區。民國62年（1973）8月教科書按教材大綱所列內容計分七大類，
分編教科書兩冊，第一冊供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用，其內容原則上為健康的
身體、健康的心理及營養的食物三大類；第二冊供第一學年第二學期使用，
其內容為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等四大類，
以此規範並按單元方式編輯。教科書編妥正式採用後，因應實際需要，並
參酌各方意見，曾不斷加以修訂，將教材內容做出大幅度的修正。故於民
國72年（1983）教育部再次修訂並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健康教育教科
書至此再度重編，並經試用再修訂後，自77學年度起全部提供正式本使用。
一直到由民國89年（2000）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
可以看到，僅就課程目標、學習領域的概念架構，以及基本能力表現水準
等作原則性的規範。由制式、統一的標準到多元、自主的綱要，強調教育
與課程鬆綁，教學與評量以階段能力指標為依據，並未對教材作細部的規
範，賦予學校、教師專業自主，課程的內容回歸到學校形塑願景、訂立教
育目標、規劃適合學生學習的課程。也正因為教科書的開放，內容趨向多
元活潑，所以影響教師的教學習慣與技巧，能力指標的補充說明僅供編選
教材之參考，可依學生需要而增刪。 教材內容宜適當反應社會當前關注的
議題，並及時配合提醒學生注意生活周遭的問題。民國 95年（2006）及民
國98年（2009）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的編輯，大致上是延續九年一貫「一
綱多本」的精神，亦鼓勵教師自編，但需經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第六節

小結

課程是教育的藍圖，教材是課程的主體內容，教科書是當前學校教師
主要的教材來源。中學健康教育課程的發展在國中階段由過去國中一年級
每週兩節的課程安排，造成所有健康議題的相關教材均壓縮在國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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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困境；到後來國中三年每年級都有一節課，才稍減輕授課趕進度的
壓力。
民國95年（2006）起，高中的健康與護理課程，又將健康相關教材延
伸到高中一年級，這表示我們國家及社會對下一代健康的重視，讓健康教
育課程的設計得以由國小至國高中發展「循序漸進、連續不斷、統整合一」
的接續性課程。健康教育的教材不僅在國中階段，同時延伸到高中課程，
也由「課程標準」演變成「課程綱要」，讓教材「生活化」、「在地化」，
且適時結合社會關注的健康議題之理想，得以落實。開放民間版教科書的
政策，及鼓勵教師自編教材，可強化教師教學專業自主，並引導健康教育
教師朝向追求專業發展的生涯。展望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將可更有系統性
與連貫性建構從小學到國中與高中理想的健康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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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方法的演變
（小學篇）
高翠霞‧余坤煌‧巫偉鈴‧康銘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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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共分為三節，包括第一節「教學方法的發展與特色」及第二節「評
量方法的發展與特色」。分述如下：

第一節

教學方法的發展與特色

教師為完成教學任務，透過特定的教材內容，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
引導學生建立良好的態度及技能，達成教學目標，培養健全人格。以下各
小節，將逐一描述我國小學階段的健康教育教學方法的發展及其特色。

一、民國 57 年（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
（一）教學原則與要點
健康教育旨在使兒童享有健康生活，故在教學方法上可採用單元教
學，除對基本事實有所說明外，應儘量以問答、討論、閱讀、報告、實驗、
表演、示範、製作、參觀等從事教學活動。教師更應保持自身健康，以身
作則，俾資影響。健康教學之成功，須賴全體教師之合作，故本科應與其
他學科切取聯繫，以宏聯絡教學效果。
健康教育之實施，分課內教學、健康指導與健康活動三方面配合進行，
說明如下：
1. 課內教學
每週安排一節30分鐘課內教學時間。健康教育課本每冊編十六課，每
週一課，於課內教學時間內完成教學。課程內容分八大類，上學期為：個
人衛生、食物與營養、身體的功能、心理衛生；下學期為：疾病預防、安
全與急救、家庭衛生、社區衛生。每類均依兒童身心發展及學習程序編列，
低年級教學重點在健康習慣之養成；中年級除繼續部分習慣訓練外，著重
觀念與態度之培育；高年級著重知識與簡易技能之傳授。另針對每一冊教
科書分別編輯教學指引供教學者參考，教學指引中有每一單元完整的教學
活動設計，包括教學目標、教學準備、教學時間分配、教學活動與教學評
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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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指導
（1） 定時指導：在每日公民與道德科上午第一節指導時間內合併舉
行。
（2） 個別指導：根據調查記錄、檢查結果與訪問情形，發現問題予以
適當個別指導，並與家庭聯絡共同指導。
（3） 團體指導：利用集會、團體活動或與其他學科教學予以指導。
3. 健康活動
共計15項包括：整潔檢查、晨間檢查、身高體重測量、視聽力測驗、
健康檢查、缺點矯治、心理衛生指導、衛生隊、整潔比賽、救護演習、安
全活動、社會衛生服務、母姊會、預防接種、家庭訪問等均與課程相結合。
為配合教學實施，在保健設施方面也相當留意保健室、洗手台、飲水
及廁所設備；改善桌椅、採光及運動場等。

（二）教學方法示例
本時期教學方法仍多以閱讀（課程內容）、講解、問答、討論等方式
為主，如第一冊第六課「看美麗的世界」（國立編譯館主編，1968b），教
學時間：引起動機5分鐘、講解10分鐘、討論15分鐘；第六冊第三課「營養
午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5b），教學時間：觀察5分鐘、討論15分鐘、
整理10分鐘，再如第十冊第十三課「性別的差異」（國立編譯館主編，
1973c），教學時間：引起動機、決定目的、觀察統計表10分鐘；討論10分
鐘；整理、作業指導10分鐘。兒童閱讀課文內容（觀看圖表），教師發問、
學生討論，最後由老師提示要點，為最常見之教學方法。此外尚有其他教
學方法，舉例說明如下：
1. 歌唱
低年級教學活動中，唱歌是常見教學法，將課程內容搭配上簡單旋律，
讓孩子朗朗上口，從唱歌中學會了課程內容或藉由唱歌的歡愉提升了學習
的興趣與效果。如民國57年《健康教育》課本第一冊第九課「洗手歌」（國
立編譯館主編，1968b），本單元的教學時間分配為：（1）講解五分鐘（2）
洗手實習十分鐘（3）討論五分鐘（4）唱洗手歌十分鐘。課文內容即是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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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歌的歌詞（如圖6-1）。指引中附錄「洗手歌」的詞曲內容，藉由簡單旋
律，讓學生以歌唱方式習得良好衛生習慣1。

圖 6-1

健康教育第 1 冊第 9 課「常常洗手」課文即歌詞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68a：25-26）。

除上述外，教學指引中把唱歌列入教學活動時間尚有：第一冊（國立
編譯館主編，1968b）第二課「可愛的早晨」（唱：早起歌）、第七課「聽
美好的聲音」（唱：好聽的聲音歌）、第十課「每天多喝水」（唱：喝水
歌）、第十六課「早睡身體好」（唱：睡眠歌）；第二冊（國立編譯館，
1969）第二課「馬路上」（唱：馬路之歌）、第四課「你讀書我做事」（唱：
當我們同在一起）、第十三課「常常理髮」（唱：洗頭歌）、第十四課「指
甲要剪短」（唱：剪指甲歌）、第十六課「快樂家庭」（唱：甜蜜的家庭）。
此外，指引中所附參考資料中也編有種痘歌（第二冊第九課）、刷牙歌（第
一冊第十四課）等供老師教學參考。
歌唱教學時間除洗頭歌15分鐘外，其他均為10分鐘，佔了課堂教學時
間三分之一。雖然唱歌未列入課程標準中教學法之一，但歌唱卻是本時期
1

「洗手歌」歌詞：
『你也有 我也有 人人都有一雙手 飯前便後洗一洗 髒的東西不進口』
因教科書圖片涉及版權，有興趣讀者可自行參閱 1968 年國立編譯館（主編）之「健康教育
教學指引」第 42 頁—第 1 冊第 9 課「常常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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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重要教學活動之一。
2. 實習與演習
除課文講解知識性的學習外，實習（動手做）是習得技能、養成習慣
的重要方法。如前所述第一冊第九課「洗手歌」
（國立編譯館主編，1968b），
除了歌唱外並附洗手方法圖解（如圖6-2），以利老師進行洗手實習指導。
此外，尚有第一冊第四課「紅燈停綠燈行」（國立編譯館主編，1968b）課
程中包含15分鐘的實習時間實習行路規則；再如：第八冊第七課「受傷怎
麼辦」（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b），演示與實習20分鐘，老師示範不同情
況外傷緊急處理方法，學生實習外傷處理；第七冊第十二課「回家的路上」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a）示範及實習行路安全；第三冊第十三課「排隊
回家」（國立編譯館主編，1971a）示範演習排路隊。第三冊第十一課「保
持鎮定」（國立編譯館主編，1971a）與第五冊第十課「空襲警報」（國立
編譯館主編，1975a），則針對防空演習作演練。

圖 6-2

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一冊第九課「常常洗手」圖解洗手方法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68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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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範
老師示範引起學童學習興趣，並進而效法，也是此時期重要教學方法
之一。例如：第四冊第四課「細嚼慢嚥」，由老師示範飲食禮儀，兒童模
仿，教師示範步驟如下（國立編譯館主編，1971b：26-27）：
（1）左手端碗、右手持筷、坐正、肘臂收攏。
（2）夾菜時應夾靠近自己一邊的，不要在碗中翻揀。
（3）骨刺、殘殼、飯粒要收集一起。
（4）喝湯、咀嚼不要出聲。
（5）飯後將餐具理好，向同桌的人說「慢用」，坐椅收回再離開。
其他教學示例如：第三冊
第二課「蔬菜和水果」（國立
編譯館主編，1971a），老師
示範吃水果方法，並請學童嘗
試、自我檢討是否常吃水果。
第 三 冊 第 十課 「 用 刀 剪要 小
心」（國立編譯館主編，
1971a），老師示範刀剪的使
用、收藏與傳遞，學生試做（實
習）。第四冊第三課「皮膚受
傷 了 」 （ 國立 編 譯 館 主編 ，
1971b），老師扮演護士示範
消毒、包紮。第十冊第二課「種
痘」（國立編譯館主編，
1973c），老師示範種痘正確
方法，並討論注意事項。第二
冊第一課「牛奶和豆漿」（國
立編譯館主編，1969），老師
調奶示教15分鐘，
（見圖6-3）。

圖 6-3 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二冊第一課
「牛奶和豆漿」老師指導沖泡奶粉的方法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69：13）。

第六章 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方法的演變（小學篇） 271

4. 實驗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指導學生運用儀器設備，在控制條件下進行獨立
作業，以獲取知識和驗證知識，運用實驗法能使學生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
來，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也能發展學生的觀察力、創造能力和實驗操
作能力。
民國57年的《健康教育教學指引》（以下簡稱《教學指引》）第一冊
第六課「認識血管」（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a），教學時間分配為講解5
分鐘、觀摩及實驗15分鐘、討論及結論10分鐘，老師以田徑賽跑用碼表或
手表測量每分鐘動脈跳動次數，或用手緊握肘關節內側上端（也可稍紮橡
皮筋），讓學生檢視皮下數條淡藍色血管（靜脈）。再如《教學指引》第
六冊第十課「小心蚊蟲」（國立編譯館主編，1975），老師指導學生實驗
用煤油消滅蚊子幼蟲孑孓的方法。
5. 參觀
教師根據教學需要，安排學生走出教室，通過對實際事物和現象的觀
察和研究而獲得知識。參觀是以大自然、大社會作為活教材，能打破課堂
和教科書的束縛，使教學與實際生活密切聯繫，擴大學生的視野，激發學
生的求知欲望。《教學指引》第一冊第五課「我們的學校」（國立編譯館
主編，968b），除講解10分鐘與最後討論5分鐘外，尚安排參觀學校保健室、
辦公室、合作社等活動；第一冊第十二課「醫師和護士」（國立編譯館主
編，968b）則安排了參觀保健室與會見醫師、護士的活動；第二冊第八課
「牙醫師」（國立編譯館主編，1969），也有赴保健室會見牙醫師20分鐘
的教學活動，教學時間與教學活動安排如圖6-4所示。
6. 角色扮演
教師說明教材內容或問題，讓學生演出情境，提高角色取替能力，體
驗他人不同的立場與感受。如第六冊第一課「幫助弟妹」（國立編譯館主
編，1975），老師先敘述故事，引起兒童學習動機，接著指定學生表演幫
助弟妹的主題，學生可自由發揮，不受限於課本內容，並經由意見發表與
檢討達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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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 2 冊第 8 課牙醫師參觀保健室會見牙醫師活動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69：52-53）。

7. 討論與觀察
教師與學生針對安排的主題進行討論，彼此溝通意見，尋求團體的共
識，透過討論有助學習者思考能力的培養；觀察是運用感官功能的發揮協
助達成學習的目標，強調實物教學在學習過程中的效果遠勝於抽象的描
述。如《教學指引》第七冊第五課「冷飲店」（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
就應用了討論與觀察教學法，藉以讓孩子學習不潔冷飲品的危害。
8. 實作練習
學習乃是經由經驗的不斷轉換而創造知識的歷程，透過實際操作與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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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過程，涉及個人與環境的交流互動，達成學習的目標。如《教學指引》
第七冊第十課「小心使用勞作工具」（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即安排了
刀剪的安全使用方法實作練習。
此時期教學方法以閱讀課文、老師講述、學生聆聽、發表、討論為主，
但仍可發現低年級教學法偏活動式，如歌唱、參觀；中年級也有一些實驗、
實習及老師示範演習的課程；而高年級則以知識性的學習與技巧習得為
主。

二、民國 64 年（1975）課程標準
（一）教學原則與要點
教學內容包括健康指導、健康教學與健康活動三部分：
1. 健康指導
包括定時指導—在每日20分鐘一節之時間內實施指導（與生活與倫理
合併實施），並予以紀錄；個別指導—根據紀錄或發現兒童身心健康及習
慣方面所發生的問題，個別予以適當指導，並連絡家庭，共謀矯正；團體
指導—利用集會與其他團體活動予以指導，或在其他學科教學時，隨機予
以指導。
2. 健康教學
採用單元教學，除對基本事實有所說明外，應儘量以問答、討論、閱
讀、報告、實驗、表演、示範、製作、參觀等從事教學活動，並應以兒童
活動為主，教師亦須注意自身健康，以身作則，俾能作為兒童之楷模。健
康教育教學在日常生活中可隨機輔導，並應與其他學科密切聯繫，以宏聯
絡教學效果。
3. 健康活動
包括整潔檢查—各年級於每日朝會檢查一次；晨間檢查—各年級於每
日適當時間，密切配合各年級指導要點實施；身高體重測量—各年級每學
期測量身高一次，每二個月測量體重一次；視力檢查—各年級每學年檢查
一次；健康檢查—第一、三、五學年舉行健康檢查，第二、四、六學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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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缺點矯治；缺點矯治—根據健康檢查結果，實施矯治並與家長密切聯繫；
心理健康指導—約定時間，實施個別指導或團體指導；衛生隊—四至六年
級兒童組成，並予訓練；整潔比賽—各年級舉行，與團體活動聯絡實施；
救護演習—四至六年級舉行，與團體活動聯絡實施；安全活動—各年級舉
行，與團體活動聯絡實施；社區衛生活動—五六年級舉行，與團體活動聯
絡實施；家庭聯絡活動—配合母姊會、家長會、媽媽教室等活動，以班級
為單位，定期舉行；預防接種—按時實施；家庭訪問—按時實施。

（二）教學方法示例
健康教學是透過有計畫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學習到健康知識、態度與行
為技能。在民國64年課程標準階段的健康教學，使用傳統的教學方法居多，
常用的方法有下列數種：
1. 觀察教學法
在教學中指導學生利用視覺功能審視有關主題而完成學習活動，例如
《教學指引》第一冊第五課「為什麼會生病」（國立編譯館主編，1978b），
就應用了觀察教學法，讓學生觀察瘦弱小孩的掛圖並說明身體瘦弱的原因
是營養不良。另外還透過觀察肥胖的人像圖片、近視眼的人像圖片、蛀牙
圖片等，說明如果器官有了變化，功能不正常了就是生病。
2. 討論教學法
透過主題的討論，所有參與者在說、聽與觀察的過程當中，彼此溝通
意見，進而達到教學目的的方法。討論法的方式有很多，一般說來，我們
可以分為全班式的團體討論與組別式的團體討論兩大類：
（1）全班式的團體討論：以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彼此對話，教師主導
討論的問題與對話的過程，帶領學生做彼此之間意見的交換。
所以，老師在討論的過程中，扮演了參與者、主導者及糾正者
的角色。
（2）組別式的團體討論：將全班分為各個小組分別討論稱組別式的
團體討論，達到以學生為主的學習方式。
討論法有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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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學生藉由口頭上的表達對主題的意見與看法，使他們的想法
概念更為清楚。
（2）在討論的過程中，為了解釋有關主題的問題，學生會利用之前
所學的知識與舊有經驗來幫助思考，有助於新舊概念的融合。
（3）在討論的過程中，學生與學生之間意見的交流，增進人際關係
的互動，讓學生學習如何與他人互相合作。（洪子晴，2004）
在討論的過程裡，由於學生可以針對主題表達自己的看法，期間會出
現一些充滿想像力的意見和各角度的思考，可以讓學生學習到以多方面的
角度來看事情，增加學習的廣度與深度。如《教學指引》第一冊第十六課
「社區的遊樂場所」（國立編譯館主編，1986b），運用討論法針對休閒活
動的益處及從事休閒活動應注意的事項等問題進行討論；又如第一冊第七
課「生病了怎麼辦」（國立編譯館主編，1986b），運用討論法共同討論身
體不舒服時，該怎麼辦？並讓學生就錯誤的就醫途徑作價值性的判斷。
3. 戲劇教學
應用戲劇的教學媒介來作為理解學科概念的工具，戲劇教學不僅學習
表演藝術，還需建立對文學、哲學、歷史、文化等素養，根據不同學習階
段的需求，讓學生探索、表現、理解、實踐與應用，以達成學習的目標。
如《教學指引》第三冊第十一課「如何與人相處」（國立編譯館主編，1987）
應用了表演教學配合情境演出尊重別人的方法；第十四課「清潔的廁所」
（國立編譯館主編，1987）安排了「小小劇場」活動介紹課文內容；第十
六課「新鮮的空氣」（國立編譯館主編，1987）則有話劇表演活動探討空
氣汙染的成因及危害。
4. 角色扮演
由二個或二個以上學生設身處地的演出情境。教師需要先針對學生所
要扮演的角色和問題性質做一些基本的說明。如《教學指引》第三冊第一
課「小心陌生人」（國立編譯館主編，1987）應用角色扮演法，讓學生分
組扮演歹徒及被歹徒誘拐的兒童，演出可能發生危險的情況繼而探討自我
保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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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演練
演練是一種有目的的認識、理解、注意、統整與反省的活動，透過演
練可以強化正確的行為習慣並加強實踐能力。如《教學指引》第一冊第十
一課「預防跌倒」（國立編譯館主編，1978b）研究跌傷的原因和預防的方
法、第十課「小心使用刀剪」（國立編譯館主編，1978b）之作業活動演練
遞刀剪的正確方法。

三、民國 82 年（1993）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一）教學原則與要點
道德與健康科課程標準總目標明訂：「實踐生活規範與國民禮儀，養
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第一條）。」「培養健康知識、技能和態度，奠定身
心健康的基礎（第三條）。」「增進思考判斷的能力，培養負責的行為與
態度（第五條）。」（教育部，1993）。這些目標的訂定，顯示行為實踐
能力在道德與健康科教學中的重要性。因此，有別於傳統教學把健康當做
知識來傳授，本科在教學方法的設計上必須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重點，增
進學生行為實踐的意願和能力。
一至三年級著重道德與健康習慣的養成和態度的培育，四至六年級除
繼續加強習慣及態度之培養外，更要重視知識的獲得、能力的培養和簡易
技能的學習。
本科教學方法及過程應靈活安排，彈性運用。除閱讀、講解外，尚可
使用報告、討論、觀察、調查、資料蒐集、表演、實驗、示範、參觀等方
式，使學習過程生動而有變化。
本科教學除應注重「道德」與「健康」之密切配合外，並應與其他科
目聯絡教學，期發揮同時學習的作用，加強兒童觀念、情操、意念、理想
等之培育，以發展健全人格。

（二）實驗課程對健康教學的影響
82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自85學年度正式實施，然而早在80學年度，臺
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的道德與健康課程實驗研究小組，即開始結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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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專家的理論基礎及國小教師的教學實務，依據新修訂的課程標準發展實
驗課程，設計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的教材及教學活動，並且在全國各縣
市28所實驗學校進行實驗教學。
傳統的健康教學偏重於知識的記憶，學得的知識不易轉化成行為實踐
的動力。道德與健康科定位為生活學科，因此實驗課程在設計教學活動時
，採用學生真實生活中發生或觀察到的情境、案例、故事等，作為教學調
查、報告等，藉由教學的過程帶領學生反省自己既有的知識和態度，增進
學生解決問題和作決定的能力，進而願意改變自己的行為習慣，以達到生
活實踐的目標。
以下概略說明實驗課程在教學上的改革特色和作法：
1. 以學生為核心
減少單向灌輸的教材講述，在教學流程上重視歷程導向，讓學生分享
經驗、自由發表、澄清討論，進而主動建構知識，增強思考、比較、批判
、選擇的能力。例如：《教學指引實驗本》第五冊第四單元（臺灣省國民
學校教師研習會，1994）在教導五大類食物的功能時，採用開放性、探索
性的問句，讓學生說一說課本圖文資料及自己對食物的喜好，再透過腦力
激盪的方式討論五大類食物的功能，接著進行小組討論與報告。教師減少
說教，而是由常生直接參與學習活動，增強學生主動思考、重視歷程的學
習態度。
2. 結合生活經驗
教材及教學方法的選擇以學生的生活實例為主，除了能引起學習興趣
、感受共鳴外，也能協助學生反省自己的生活經驗，匡正錯誤概念或偏差
行為。例如：《教學指引實驗本》第三冊第六單元（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
研習會，1993b）解釋電視廣告對選擇食物的影響時，讓學生把電視廣告的
內容記下來或畫下來。《教學指引實驗本》第十冊第一單元（臺灣省國民
學校教師研習會，1997）檢討生活習慣時，讓學生寫出自己想改進的一項
生活習慣並分析他人對這項生活習慣的影響；同冊第六單元教導食物中毒
相關內容時，請學生蒐集有關食物中毒的報導，並根據資料找出中毒原因
、症狀及處理方法。道德與健康既是生活學科，就應該結合生活經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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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不僅動機強，而且情境真，若再加上教師適時的從旁指導，必能有
良好的學習效果。
3. 教學活動多樣化
實驗本設計了豐富多元的教學活動，除了考慮教學目標外和學生的身
心特質外，還考慮到趣味化、彈性化及自主化，以生動活潑的方式進行，
能引起學生高度的學習意願。例如：《教學指引實驗本》第三冊第三單元
（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1993b），讓學生以畫〇✕的方式了解維護
五官功能的方法；同冊第五單元讓學利用貼一貼的方式將食物圖卡貼在餐
盤上， 設計一份符合健康原則的午餐菜單；同冊第6單元利用圈一圈的方
式，把含有優良產品標誌的物品圈起來。諸如上述，趣味橫生的教學活動
不僅讓學生樂於學習，也能增進思考判斷的能力。
4. 重視技能的演練
此處所指的技能包括感覺動作技能（如洗手、洗澡、刷牙、傷口處理
等），和語言表達技能（如拒絕技能或溝通技能）。例如：《教學指引實
驗本》第三冊第二單元（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1993b）教導正確刷
牙方法，在取得牙醫師公會的協助後，配合圖文呈現貝氏刷牙法的分解步
驟，教師先示範給學生看，使其產生整體概念，再配合分解動作說明，讓
學生按步驟練習正確的刷牙順序，最後學生要演練整體技巧，再由教師給
予檢核表揚，鼓勵學生以正確的刷牙法刷牙，實踐良好的生活習慣。另外
，《教學指引實驗本》第二冊第八單元（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1993a
）教導與他人相處時的安全，除了討論保護自己的技巧外，也學習如何對
不合理的要求說「不」，模擬了多種不同的情境，讓學生進行演練及分享
。
5. 用心研發教學媒體
教學媒體能發揮輔助教學的功效，實驗課程研究發展小組除了設計大
掛圖、錄音帶、小書供教師使用外，也配合各單元需要與國立教育資料館
合作出版輔助媒體。例如：《教學指引實驗本》第九冊第二單元（臺灣省
國民教師研習會，1996）教導攝取足夠的日需量食物時，由學生本身一天
所吃食物的調查，與衛生署「每日飲食指南」建議每日所需的食物量作比

第六章 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方法的演變（小學篇） 279

較，再分組討論每個人攝取的食物量有什麼不同？誰吃的食物量較接近「
每日飲食指南」的建議量？ 由於衛生署資料所提供「量」的單位都是「杯
」、「份」、「碗」、「碟」、「個」、「湯匙」、「100公克」等多元且
不易理解的名稱，於是實驗課程發展小組在林錦英研究員的帶領下，製作
「吃得剛剛好」錄影帶，以學生常用且熟悉的飯「碗」為單位來明確「每
日飲食指南」的份量，後來再加上「怎麼吃才好」相關內容，作成影音光
碟教材。學生透過輔助媒體的協助，建立明確食物攝取所需”量”的觀念，才
能真正落實均衡飲食，吃得健康、吃出快樂。
6. 培養學生思考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道德與健康科課程標準總目標除了第一條明訂「實踐生活規範與國民
禮儀，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第三條「培養健康知識、技能和態度，
奠定身心健康的基礎。」還加上過程目標—第五條「增進思考判斷的能力
，培養負責的行為與態度。」實驗本的教學過程一直都沒忽略學生思考判
斷和行為實踐能力的培養。例如：《教學指引實驗本》第10冊第1單元我的
健康樹（臺灣省國民教師研習會，1997）教導生活習慣的檢討與改進時，
先讓學生反省自己的生活習慣對健康的影響，再分析影響個人健康行為的
因素，藉由問題解決技能（分析問題、形成概念、發現事實、計畫、執行
與評量）等步驟來改進不良的生活習慣。舉例如下：
第一步：分析想改進的生活習慣（愛喝可樂，每天最少喝三瓶）。
第二步：腦力激盪有哪些可行的做法（變成每天喝二瓶、帶開水出門、
把買可樂的錢存起來）。
第三步：考慮這樣做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可能會覺得喝2瓶可樂不夠，
忍不住想多喝、會忘記帶開水上學、同學會常邀我一起去喝飲
料）。
第四步：思考解決這些困難的方法（當想喝可樂的時候就喝開水、自己
要記，也請家人提醒帶水壺、同學邀喝飲料時，告訴他零用錢
已經存起來了）。
第五步：決定採行什麼方法（每天儘量少喝可樂並且帶開水上學）。
第六步：幫助確實做到的方法（和同學或家人訂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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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定本教學方法示例
民國85年（1996）起逐年開放的審定本，有了實驗本作為參考典範，
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受到不少啟發，相較於傳統的講述法，顯得活潑而多
元。常用的教學方法如：
1. 看圖說一說
臺灣省國民教師研習會編印的實驗本教科書在低年級經常使用本方
法，國編版審定本也沿用類似的教學法，透過情境圖的呈現，培養學生的
思考能力。其主要的教學流程如下：
（1）觀察的能力（看看這張圖片，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
（2）描述的能力（告訴我圖片中的人、事、時、地）
（3）詳細說明的能力（你能告訴我圖片中更多的事情嗎？）
（4）統合歸納的能力（如果要給這張圖一個名稱，什麼名稱比較好？）
（5）比較的能力（比較圖片中的二項事物，他們之間有什麼相同的？
有什麼不同的？）
（6）預測的能力（你想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7）認定關係的能力（圖片中二個人物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8）形成問題的能力（關於這張圖片，你有哪些問題要問？）
例如國編版教科書《道德與健康教學指引》第三冊第三單元（國立編
譯館主編，1998）在教導眼睛的維護時，就運用看圖說一說的方法，請學
生看課本的圖說一說自己看到什麼？課本的小朋友和自己有哪些地方不一
樣？為了維護視力要怎麼做才好？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哪些要注意的地
方？
2. 腦力激盪
是一種強化思考力的教學法，進行時可以隨意提出腦中和主題有關的
意見，然後再將大家的見解重新分類整理。進行原則包括：
（1）每個人所提出的觀念都應被尊重。
（2）對於每個意見不加任何批評。
（3）每個人都可以根據別人的意見來表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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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勵那些未表示意見者提出看法。
（5）提出的觀念愈多愈好。
例如南一版教科用書《道德與健康教學指引》第六冊第三單元「增強
身體抵抗力」（余坤煌主編，1999）就採用腦力激盪的方式，讓學生提出
自己對增強抵抗力的看法。
3. 分組討論
透過團體的互動，以進行意見、思考、訊息和感受等相互傳遞的方法，
在班級中常以分成許多小組的方式來進行，可分為正式小組討論和非正式
小組討論。
（1）正式小組討論：需要適當座次、勝任愉快的主席和較長的時間。
（2）非正式小組討論：又稱即席小組討論或蜂鳴法，自然、自動的集
合成若干小組，不需要適當的座位。
例如康軒版教科用書《健康教學指引》第九冊第三單元（晏涵文、邱
從安主編，2001），就採用分組討論的方法，讓學生分組討論加工食品、
甜點或零食對健康的影響，以及該如何拒絕它們。
4. 角色扮演
根據教材內容或問題的性質，由學生設身處地的演出情境，體驗他人
不同立場、經驗及感受。這種教學法不需要劇本，也不需要正式排演，對
引起學習動機、價值判斷、培養情意態度等，特別有用。 例如康軒版《健
康教學指引》第七冊第二單元「我家的故事」（晏涵文主編，2000）就運
用角色扮演的方法讓學生體認家人的特點、情緒及想法，以增進家人間的
感情。
5. 遊戲法
將學習活動設計成遊戲，可以改善學習氣氛，提高學習興致並加深學
習印象，可以說是「寓教於樂」的方法。例如南一版教科用書《健康教學
指引》第八冊第五單元（余坤煌主編，2000）就運用了抽牌的遊戲方法，
將傳染病的名稱與傳染途徑進行配對，加深學生對傳染病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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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演練
一般感覺動作技能，如洗手、刷牙、傷口處理、防災演練等，可循「整
體動作示範—分解動作學習—整體動作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進行，其過
程如下：
（1）教師示範整體動作技能，讓學生產生整體概念。
（2）學生依樣練習以感知該技能究竟是怎麼回事，經初次嘗試後，教
師再作分解動作示範，讓學生按照步驟練習。
（3）學生演練整體技巧過程，教師可給予回饋，使其技能趨於精熟。
例如康軒版教科用書《道德與健康教師指引》第一冊第四單元「漂亮
寶貝」（林詩齡等，1997）就運用演練的方式，帶領學生分組實地演練洗
手、梳頭、洗臉和洗澡的步驟。
7. 價值澄清法
教師對學生的回答不作評價或領導討論的進行，而是把價值形成的七
個規準作為發問問題的原則：
（1）自由地選擇
（2）考慮多向度的選擇
（3）深思各種選擇的後果
（4）珍愛自己所做的選擇
（5）公開自己所做的選擇
（6）嘗試實踐自己的選擇
（7）不斷的實踐成為習慣
例如康軒版教科用書《健康教學指引》第七冊第一單元「健康滿點」
（晏涵文主編，2000），透過情境的敘述「放學時，你的口好渴，好想喝
飲料，雖然有白開水，可是商店裡賣了各式各樣的飲料，這時，你會怎樣
作決定呢？」讓學生進行思考、選擇並評價自己的決定。
8. 簽約
簽約常用於行為改變教學，有助於個人健康習慣的養成，例如「建立
良好的護牙習慣」，其實施步驟如下：
（1）至少要兩方或以上的人來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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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為目標要具體明確，以利評價立契約者的表現程度。
（3）對履約的成就要有適度的鼓勵。
例如：康軒版教科用書《道德與健康》第二冊第二單元（瞿德淵等，
1998 ）運用簽約的方法讓學生填寫「看牙願望卡」，公開同意從立約日開
始要當牙齒的好主人，保護牙齒的健康並且定期看牙醫。

四、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一）教學原則與要點
「健康與體育」教學以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健康行為及體適能為首要
目標，教學方法及過程應生動靈活，彈性運用。如價值澄清、腦力激盪、
遊戲、陪席式討論、布或紙偶戲、演戲、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實驗、示
範、問答、講述等方法，並注重適性發展，以啟發、創造、樂趣化之教學，
讓學生獲得成就感，享受學習樂趣。

（二）教學方法示例
1. 調查
以學生的探究和發現為主的教學活動，教師提出問題，鼓勵學生去調
查一個範圍的主題，讓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更有責任感。例如翰林版《健康
與體育教學指引》第六冊第五單元（葉國樑主編，2007）透過調查了解班
上學生吃早餐的情形，探討沒吃早餐的原因並提供改進對策。
2. 演練
九年一貫健康課程著重健康價值與健康素養的培養，希望學生能產生
行動力，提升健康生活品質，因此，除了健康相關技能，如刷牙、牙線使
用、急救等動作技能的演練外，也增加了自我調適、人際溝通互動、作決
策與批判性思考等生活技能的演練。例如康軒版《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
第十一冊第二單元（林明德等主編，2016b）探討在面對朋友不合理要求的
情況時，如何自我肯定、勇敢的說不。教學過程中由教師帶領學生演練拒
絕的原則，包括：（1）以真誠的態度說明無法接受的原因。（2）清楚表
達拒絕的想法，不使用負面的用詞，並且確定對方接收到你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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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同理心與對方溝通，提出替代的方案，盡量讓彼此都感到滿意。
3. 自我檢核
透過自我檢視檢討自己的生活習慣並思考改善的方法。例如康軒版《健
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十冊第四單元（林明德、郭鐘隆主編，2016a）配合
飲食習慣自我檢視表，讓學生依據最近一週的飲食情形作答，發現自己的
飲食問題，並針對不良的飲食習慣提出改善的方法。
4. 問題解決
經由分析問題、形成概念、發現事實、計畫、執行與評量等步驟來學
習解決問題。例如翰林版《健康與體育教學指引》第十一冊第五單元（葉
國樑主編，2007）在教導壓力源的覺察及解除壓力的方法時，除了改變想
法、轉換情境外，還有問題解決技巧。包括發現問題、分析原因、設定目
標、擬定辦法、執行、檢討再出發等。

（三）教學方法的多元發展
1. 校本課程教學方案
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理念，以學校為課程發展本位，考量學校課程願景、
學生特質、家長期望與社區資源，善用教師專長，發展學校特色，提升學
生相關的知識與技能。茲以臺北市萬福國民小學之健康教育教學為例（如
圖6-5），說明結合健康促進概念「生活技能」之學校本位健康教育教學：

健康環境（樂活一生）教學模組設計架構
主題
教學目標

樂活一生
1.認知：認識健康 1.認知：認識健康的 1.認知：認識無噪音
的水、空氣、光
居家清潔用品和
的居家環境。
線。
建築材料。
2.認知：認識無汙染
2.情意：為保持健 2.情意：為保持健康
的土壤和有機植
康需要良好的水
需要使用環保的
物的栽種來源。
及光線。
清 潔 用 品 和 建 築 3.情意：為保持健康
3.技能：學會飲用
材料。
需要有舒適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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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水、營造充 3.技能：學會辨識健
的環境和健康無
足光線的習慣和
康的清潔劑和建
毒的食物。
行為。
築材料，並減少環 4.技能：學會辨識健
4.技能：了解自我
境汙染。
康無噪音的居家
管理、解決問題 4.了解自我覺察、批
環境。
的技巧。
5.技能：了解自我覺
判思考的技巧。
察、解決問題的技
巧。
生活技能 自我管理、解決問
題

自我覺察、批判思
考、做決定

自我覺察、解決問
題

單元主題 青青校園

美好社區

開心農場

（120 分）

（120 分）

能力指標 7-1-1 7-1-4

7-1-17-1-4

7-1-1 7-1-4 7-1-5

主 要 教 1.我是水精靈
學 活 動 2.參觀易構屋

1.清潔高手

1.音速小子

2.參觀綠房子

2.農場 FUN 輕鬆

（120 分）

◎透過實際操作、
測量、體驗參訪
學習等方式進行
教學，使用量器
和學習單做紀錄

◎運用調查、紀錄、 ◎運用觀察和實作
觀察和體驗參訪
及體驗參訪等方
等方式進行教學
式進行教學
◎搭配學習單和簡
報指導學童

◎搭配學習單和簡
報指導學童

◎搭配簡報指導學
童
圖 6-5

健康環境（樂活一生）教學模組設計架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萬福國民小學之健康教育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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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促進議題教學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將健康促進學校
定義為：「學校能持續的增強它的能力，成為一個有益於生活、學習與工
作的健康場所」。民國93年（2004）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與教育部結
合地方政府、教師及家長團體代表共同簽署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遴選
48所學校推動該項計畫，完成120位種子師資培訓。
民國94年至96年（2005~2007）建置教學資源發展中心、輔導支持網絡、
人員培訓中心、「臺灣健康促進學校」網站及「臺灣健康促進學校輔導網
絡」網站、媒體行銷、監測與評價等支持系統，提供學校推動健康促進相
關資源及經驗交流平臺。民97至民98年（2008~2009）建立「健康促進學校
推動中心」，整合民94年（2005）起建置之各項資源，由98位學者專家組
成中央及地方輔導團，提供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一致性協助與服務。
民國99年（2010）教育部制定9項「部頒學校推動健康促進相關議題之
成效指標項目」及「部頒地方縣本特色健康學校學生健康及行為成效指標
項目」，主要包括健康體位、口腔保健、視力保健、菸害防制、檳榔危害
防制等健康議題，並發展全國統一的健康促進學校行動研究必選議題成效
前後測評量工具，供各級學校辦理行動研究成效評估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2015）。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是一項紮根性的計畫，從小培養學生正確的健
康知識並強調生活技能的學習，形塑健康的生活方式，減少疾病與健康問
題的發生。學校教師將健康議題融入教學中，使學生更能體悟健康的重要，
透過不斷的自我實踐，使健康促進活動以學校為出發點進而推廣至家庭及
社區。

第二節

評量方法的發展與特色

教學評量是教學後根據教學目標對學生學習結果所做的綜合性評價歷
程，對教師來說可以檢視教學的成敗，對學生而言則可以了解自己的學習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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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 57 年（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
（一）評量原則
教育部（1968）頒布之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中健康教育課程的成績
考查原則有二項，包括：健康教育之考查按健康習慣、健康態度與健康知
識三方面分別進行；各項考查應以教學內容為依據，評量是否達到既定目
標。考查方法則包括：健康習慣由教師觀察兒童行為，予以考查，並由兒
童自行考核；健康態度用示範觀察或測驗方法考查其觀念態度是否正確；
健康知識應以測驗方法考查。

（二）評量方法示例
1. 健康習慣檢討表
習慣的養成需靠一次次良好行為的實踐，因此老師可根據教學目標設
定學生應養成之健康習慣。例如：《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一冊（國立編
譯館主編，1968）第二課可愛的早晨中的「健康習慣檢討表」。
老師繪製「健康習慣檢討表」貼在教室明顯之處。按學生姓名編號，
每天學生將自己健康習慣例如：「按時大便」、「隨時洗手」、「 早晚刷
牙」以及「洗臉」等實行情形，用三種符號填入表內。紅「○」代表「優
良」，黃「＋」代表「普通」，黑「－」代表「應改進」。每週做一小計，
每月做一總計。紅的多予以鼓勵，若黑多的要查明原因，並加教導。應用
此法，讓學生自我考核、檢討，老師據以指導、鼓勵學生好習慣之養成。
2. 問答與討論
問答與討論是此時期常見的教學法，老師可藉由學生討論與發表的內
容考查其理解程度。如：《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二冊（國立編譯館主編，
1969）第九課「天花與種痘」，由問答及討論，瞭解學生的知識程度與理
解力；《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六冊（國立編譯館主編，1975）第十課「小
心蚊蟲」，從問答中瞭解兒童對防蚊知識的程度。
3. 調查法
兒童行為習慣與家庭生活方式息息相關，除了老師在校中的觀察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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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外，家庭生活調查也是評量孩子健康習慣與態度重要方法之一。如國立
編譯館主編之《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三冊（1971）第七課「飯前飯後」，
考查方法像是利用家庭訪問或母姊會的機會，調查兒童在家中吃飯前後的
情形；第五冊（1975）第十六課「晚間的娛樂」，除利用家庭訪問或母姊
會的機會與家長會談，更在聯絡簿紀錄娛樂的方法和時間，由家長簽字，
可喚起家長注意，共同培養兒童好習慣。又如第五冊（1975）第十一課「留
心爐火和電器」，由老師印發調查表請家長填寫兒童在家使用或協助注意
火、電安全的情形，以了解其有無注重安全習慣與態度，同時可提醒家長
注意，以收共同教導孩子之成效。
4. 觀察法與個別談話
學生的健康習慣與態度常會形諸於外在行表現，因此老師要善用觀察
法來評量學生。如國立編譯館主編之《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六冊（1975）
第十課「小心蚊蟲」，從生活中察看兒童對於實踐防蚊的習慣與態度情形；
第十二冊（1975）第七課「責任心」，對健康習慣與態度的考查方法多元，
除了利用家庭訪視、母姊會外，還有平常觀察、個別談話與同學評語等。
觀察法在整個教學評量中出現次數相當多，是考察健康習慣與態度重
要的評量方法之一。
5. 測驗法
測驗法在健康知識的評量方面運用很廣，除了問答與個別談話外，是
最常見、運用最廣的評量方式。如國立編譯館主編之《健康教育教學指引》：
第二冊（1969）第九課「天花與種痘」，利用簡單測驗法，判定學生健康
知識程度。再如第五冊（1975）第十六課「晚間的娛樂」、第四冊（1971）
第三課「皮膚受了傷」…等均是。
測驗法除了可判定學生健康知識外，也有助於了解孩子的健康態度與
習慣。測驗法是此階段考查健康知識最主要的評量方法。
6. 其他
如國立編譯館主編之《健康教育教學指引》：第八冊（1973）第十四
課「遊戲運動守規則」，用作文、演講、辯論等方式考查學生對遵守遊戲
與運動規則的了解程度；第七冊（1973）第四課「食物幫助生長」，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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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測驗與作文外，更以定期測量身高、體重的紀錄，讓孩子自子做、自己
討論，老師藉以考評；第十冊（1973）第四課「火傷燙傷的急救」，則有
急救技術的考評。
此時期評量包含健康習慣、健康態度與健康知識等三方面，考查方式
有課堂觀察學生討論與發表，相關作文、演講、辯論等活動，也有課後學
生自我習慣檢核表、同學評語、家庭調查及測驗等，評量方式已趨多元，
不再只是傳統紙筆測驗了。

二、民國 64 年（1975）課程標準
（一）評量原則
64年版的課程標準中，健康教育教學評量包括健康習慣、健康態度、
健康知識與健康技能等四項，並依一至三年級與四至六年級進行不同比例
配分的評量（教育部，1975）（表6-1）：
1. 教學評量，包括健康習慣、健康態度、健康知識與健康技能等四項
（1）健康習慣評量內容：根據健康習慣指導要點，觀察學生行為，並
列表紀錄；根據晨間檢查紀錄，加以考核；根據兒童整潔活動情
形，由組長及指導老師考核。
（2）健康態度評量內容：從兒童日常生活中的談吐，考核其態度；從
兒童的健康習慣中，考核其態度；考察兒童能否做眾人的表率，
影響別人；訂定自我反省卡，作為自己反省紀錄。
（3）健康知識評量內容：根據教材內容，以測驗方式考核。
（4）健康技能評量內容：根據學習情形，以示範、演示、操作等方式
考核。
2. 健康教育課程的評分，涵括習慣與態度知識與技能二個項目
（1）一至三年級評分標準包括習慣與態度佔60%，知識與技能佔40%，
合計100%。
（2）四至六年級評分標準包括習慣與態度佔50%，知識與技能佔50%，
合計100%。
3. 預期學習效果，涵括習慣與態度知識與技能二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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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至三年級健康習慣與態度之預期學習效果有：食前便後洗手；
早晚刷牙、食後漱口；穿鞋、不赤足；姿勢正確；每天喝足量的
水；每天按時大便；每天吃早餐；吃飯前後不做劇烈運動；用鼻
呼吸；不挖鼻孔，用手帕擦汗，用衛生紙擦鼻涕；午間靜息；用
自己的盥洗用具；小玩具、小物件不放入口中；不玩火柴和電器；
咳嗽或打噴嚏時用手帕蒙住口鼻；按時接受各種預防注射；不喝
生水，不吃不清潔和不新鮮的食物；不單獨游泳；隨時整理自己
的東西和用物；不隨地拋棄紙屑和果皮；不隨地吐痰和大小便。
（2）一至三年級健康知識與技能之預期學習效果有：會正確的刷牙和
洗手；會用手帕和衛生紙；會使用各種衛生設備；會處理小外傷；
會幫家人做清潔工作；會做各項整潔活動。
（3）四至六年級健康習慣與態度之預期學習效果有：不用手揉眼睛；
小心拿取盛熱水熱湯的容器；避免過度或劇烈運動；讀書、寫字
時光線距離要適當；不用尖銳的東西挖耳朵或剔牙齒；皮膚受傷
時，立刻保護，避免污染；不偏食；不接近患傳染病的人；保持
家中及學校的整潔和寧靜；撲滅有害的昆蟲和動物。
（4）四至六年級健康知識與技能之預期學習效果有：了解健康習慣是
維護和增進身心健康的基礎；了解身體各器官的保健方法；知道
預防意外災害的方法；知道怎樣預防疾病；了解個人和家庭健康
的關係；了解個人、家庭和社區健康的關係；會測量身高體重；
會簡易的包紮；會幫助老師晨間檢查和紀錄；會幫助老師或護士
做缺點矯治。
表 6-1 民國 64 年（1975）課程標準健康教育科之預期學習效果
健康習慣與態度
1.食前便後洗手。
2.早晚刷牙、食後漱口。
一至三年級 3.穿鞋、不赤足。
4.姿勢正確。
5.每天喝足量的水。

健康知識與技能
1.會正確的刷牙和洗手。
2.會用手帕和衛生紙。
3.會使用各種衛生設備。
4.會處理小外傷。
5.會幫家人做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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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習慣與態度
健康知識與技能
6.每天按時大便。
6.會做各項整潔活動。
7.每天吃早餐。
8.吃飯前後不做劇烈運動。
9.用鼻呼吸。
10.不挖鼻孔，用手帕擦汗，用衛生
紙擦鼻涕。
11.午間靜息。
12.用自己的盥洗用具。
13.小玩具、小物件不放入口中。
14.不玩火柴與電器。
15.咳嗽或打噴嚏時用手帕蒙住口
鼻。
16. 按時接受各種預防注射。
17.不喝生水，不吃不清潔和不新鮮
的食物。
18.不單獨游泳。
19.隨時整理自己的東西和用物。
20.不隨地拋棄紙屑和果皮。
21.不隨地吐痰和大小便。
1.不用手揉眼睛。
2.小心拿取盛熱水熱湯的容器。
3.避免過度或劇烈運動。
4.讀書、寫字時光線距離要適當。
5.不用尖銳的東西挖耳朵或剔牙齒。
6.皮膚受傷時，立刻保護，避免污
四至六年級
染。
7.不偏食。
8.不接近患傳染病的人。
9.保持家中及學校的整潔和寧靜。
10.撲滅有害的昆蟲和動物。

資料來源：教育部（1975：70-74）。

1.了解健康習慣是維護和增進
身心健康的基礎。
2.了解身體各器官的保健方法。
3.知道預防意外災害的方法。
4.知道怎樣預防疾病。
5.了解個人和家庭健康的關係。
6.了解個人、家庭和社區健康的
關係。
7.會測量身高體重。
8.會簡易包紮。
9.會幫助老師晨間檢查和紀錄。
10.會幫助老師或護士做缺點矯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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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方法示例
1. 調查報告
根據實際狀況進行收集、記錄、整理和分析，將與此有關的資料，進
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以瞭解其本質與規則。如教科書第一冊（民67年8
月初版）第15課「愛護學校環境衛生設備」之作業活動（各班衛生股長調
查本校環境衛生設備實況，在下週級會中報告討論）與教科書第二冊（68
年1月初版）第10課「預防火災」之作業活動：廚房的火電設備使用調查（表
6-2）。
表 6-2 調查報告示例
爐灶

電爐
瓦斯爐
煤油爐
柴灶

易燃物

有
無

電線

安全
不安全

電線破舊
牽線太多
不按規定使用插頭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9a：20）。

2. 文字評量
概念的學習可以利用紙筆測驗進行評量，藉以判斷兒童是否真正的瞭
解。如依據74年修訂版課程標準編輯的《教學指引》第一冊（民75年8月初
版）第六課「為什麼會生病」教案—傳染性疾病與非傳染性疾病（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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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文字評量示例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86b：28）

3. 實作評量
將評量時間彈性化，可以是教學的一部份，考慮過程並且取材實際生
活相關知識，直接觀察學生的操作行為，在情境中進行對學生學習與思考
方式的檢測。如依據74年修訂版課程標準編輯的《教學指引》第一冊（民
75年8月初版）第十二課「家庭急救箱」教案（指導學生自製家庭急救箱，
59頁）。
4. 省思報告
學生認真思考，完整且充分地填答問題，評量自己的實踐情形，教師
也可以藉由學生填答的語句是否充實、意見是否完整而給予評分。如依據
74年修訂版課程標準編輯的《健康教育》第一冊（民75年8月修訂初版）第
七課「生病了怎麼辦」作業活動（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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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省思報告示例
項目
對象

曾生過甚麼病﹖ 最常患的疾病有哪些﹖

生病時怎麼辦﹖

自己
班上同學

舉出一般人常患的五
種疾病

找合格醫師（
人）
自行買藥吃（
人）
找秘方（
人）
求神問卜（
人）
不管它（
人）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86a：44）。

5. 活動評量
健康課程為了統整結合，將知識轉化為能力，因此評量時經常採取較
生動活潑、多元有趣的方式。如教科書第二冊（民68年1月初版）第二課「我
們的肌肉」之作業活動（做做四肢各關節的運動，第3頁）與第五課「我們
的肺」之作業活動（默數在安靜的狀態下，每分鐘呼吸幾次，第10頁）。

三、民國 82 年（1993）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一）道德與健康科教學評量原則
道德與健康科為一生活科目，其教學評量目的在於作為追蹤輔導的依
據，使學生能獲得正確的觀念，養成並保持各項良好的習慣，故評量應隨
時進行，分布在教學前、教學中與教學後。本科一至三年級不做紙筆測驗，
以觀察、訪談、軼事記錄等方式評量，輔導學生自我反省和家長評量，並
配合課文的活動計分。四至六年級「健康」科可做紙筆測驗。評量範圍：
包括知識、態度、技能、行為習慣。

（二）實驗課程對評量方法的影響
傳統的教學評量一向以紙筆測驗為主，雖然容易於團體中施測，卻忽
略了整體的教學目標，尤其是健康教育科強調知識、態度、技能、行為等
不同的向度，光以紙筆測驗偏重記憶層次的評量方式，無法顧及情意涵養
及行為技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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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課程在進行評量時非常重視生活化和多元化，以下概略說明實驗
本在評量方面的特色和作法：
1. 強調教學與評量的統合
實驗課程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非常多樣化，評量也結合活動的安排穿
插在教學流程中。評量是隨時都可進行的，包括上課前，上課時或下課後。
2. 評量參與人員多元化
除了教師透過觀察、對談、批改學生的活動紀錄等方式進行評量外，
也加入學生自評和同學間的互評。以洗手為例，同學之間可以透過相互評
量達到提醒及習慣養成的效果。此外，家長也是重要的評量人員。
3. 培養學生自我反省、自我負責的能力
為了讓學生能將課程內容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實驗本設計了不同形式
的檢核表，由學生自己每天針對檢核表所列的項目進行逐項檢核，檢核完
後交由家長進行確認，再交由老師進行複評。此方式除了能讓學生反省自
己的行為，引導其誠實記錄，也能培養自我負責的能力，改進不良的態度
或行為。
4. 提供真實情境評量
傳統評量常出現與日常生活的真實情境脫節現象，學生死背很多知
識，卻無法在實際生活應用。實驗本掌握教學目標，讓學生將學習成果轉
移成為行為實踐的動力。
5. 配合親職教育，落實生活習慣
行為的實踐和習慣的養成是本科教學首重的目標，但許多行為習慣都
表現在家庭中，需要家長的參與才能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因此實驗課程
配合親職教育，加強與家長的溝通連繫。利用家庭聯絡手冊，家長可以直
接考核兒女的學習表現，也可以在手冊中填寫紀錄與建議。家庭與學校密
切配合，才能拉近知行之間的距離，增進學生行為實踐的意願和能力。

（三）審定本評量方法示例
審定本受到實驗課程的激勵，在教學評量的設計上也都朝多元評量的
方式發展。常用的評量方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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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察法
由教師、家長或學生自己在正式或非正式場合中使用，可以配合生活
觀察單， 隨時記錄學生的上課表現、努力程度，採用觀察法是最直接、自
然的評量方法之一。如明倫版《國民小學道德與健康教學指引》第三冊附
錄之「我的學校生活」和「我的家庭生活」檢核單。
2. 檢核法
舉凡技巧的順序，特定行為、概念等的學習，檢核法是一種相當便利
而實用的評量方式，運用檢核表將評量項目一一列舉出來，亦可作為其他
評量法的輔助工具。如國編版《國民小學道德與健康家庭聯絡手冊》二上
的「做一做、圖一圖：每天都潔牙了嗎」（第9頁）。
3. 自我報告法
經由學生所寫記錄資料，教師可以了解學生的態度習慣或問題，作為
評量的參考。如康軒版《國民小學道德與健康教師手冊》第九冊「一日飲
食分析」（第9頁）。
4. 紙筆測驗
四至六年級健康科可以根據教學目標及學生程度編製紙筆測驗，通常
使用的題型有是非題、選擇題、配合題、填充題、問答題等。

四、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一）九年一貫教學評量原則
健康與體育成績評量以能達成分段能力指標為原則，並考量十大基本
能力的達成情形。評量可在教學前、中、後實施，範圍應包括認知、情意、
技能與實踐等。評量應能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的結果，採用主觀與客觀、
質與量並重的多元評量方法，並訂定給分標準。

（二）評量方法示例
1. 遊戲化評量
健康與體育課程為了統整結合，將知識轉化為能力，因此評量時經常
採取較生動活潑、多元有趣的方式，例如遊戲化的闖關評量—康軒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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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學健康與體育》第三冊闖關評量（「地球小勇士」，第94-95頁）。
2. 實作評量
將評量時間彈性化，可以是教學的一部份，考慮過程並且取材實際生
活相關知識，直接觀察學生的操作行為，在情境中進行對學生學習與思考
方式的檢測。如康軒版《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十冊實作評量
（「溝通技巧」，第34-35頁）。
3. 自我評量
學生認真思考，完整且充分地填答問題，評量自己的實踐情形，教師
也可以藉由學生填答的語句是否充實、意見是否完整而給予評分。如翰林
版《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八冊，採自評表方式，由學生自行
檢視是否做到均衡飲食（第58-59頁），如：「各類食物都吃到了嗎？」、
「三餐食物是否經常變化？」以及「有幾類食物吃的比較少？」。
4. 小組評量
藉由小組討論活動，讓學生自由發表意見，並由學生的言詞、表情、
動作和反應中能看出學生的想法及態度，作為教學評量的參考。小組活動
的過程中，各成員之間如何互動，對小組的貢獻則是小組評量的重點之一；
小組評量可以鼓勵合作學習，也可以讓評量更省時、省力。如南一版《國
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十一冊採小組討論方式帶領學生探討「預
防瓦斯中毒的方法」，如表6-4和表6-5。
表 6-4 小組評量表單示例（一）
小組成員是否……
1.提供建議
2.提供資訊
3.尋找資源
4.聆聽別人意見
5.收拾善後工作
6.幫助小組成員
7.陳述意見
資料來源：洪武吉（主編）（2004：42-43）。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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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小組評量表單示例（二）
問

題

小組成員姓名

1.誰給予最好的意見？
2.誰最能夠聆聽別人的意見？
3.誰對小組的工作最有貢獻？
4.誰最能夠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工作？
5.誰規畫小組的工作進行？
6.誰最喜歡幫助其他成員？
資料來源：洪武吉（主編）（2004：42-43）。

5. 口語評量
經由口頭問答來評量學生的學習結果，教師在問問題或口試時，應與
教學目標相呼應，避免問題過於籠統模糊，並且給學生充足的時間回答。
如翰林版《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七冊口頭問答「疾病的預防
方法」，如表6-6。
表 6-6 口語評量示例
口頭問答：疾病的預防方法
1.感冒了要怎樣照顧自己才能早日恢復健康﹖
2.氣喘病到底會不會好﹖
3.民間有那些常見的特殊醫療現象﹖
4.除了氣喘外還有哪些過敏症﹖
資料來源：李村棋、卓國雄、陳美娟、夏淑琴、黃一昌、歐宗明、蔡正中（2002：58-59）。

教學評量是教師教學後根據教學目標，對學生的學習結果所做的綜合
評鑑過程。透過評量的方式，讓教師及學生獲得教學、學習歷程中連續性
的回饋，教師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果，並藉此檢討自己教學的成敗，做
為往後教學設計或改進的依據，學生也可以從評量的結果檢視自己的學習
效果與省思學習的問題，以適時改變學習的方式，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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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章主要描述民國57年至民國100年（1968年至2011年）間小學健康教
育教學與評量方法的演變。全章分兩節，包括第一節「教學方法的發展與
特色」及第二節「評量方法與特色」。
民國57年（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階段健康教育，教學原則在
使兒童享有健康生活。健康教育教學分課內教學、健康指導與健康活動三
方面進行。教學方法上，除基本事實外，強調問答、討論、閱讀、報告、
實驗、表演、示範、製作、參觀等形式的教學活動。考查方法則包括：健
康習慣由教師觀察學生行為以及學生自行考核；健康態度用觀察或測驗考
查學生；健康知識應以測驗方法考查。
民國64年（1975）時期的健康教育，教學原則與要點包括健康指導、
健康教學與健康活動三部分，與57年（1968）無異，但在教學方法方面強
調以學生的生活經驗，行為實踐的意願和能力為重點。這個時期教學常用
的方法有：觀察與報告、價值澄清、角色扮演、簽約與自我管理、問題解
決法，以及戲劇教學等，較之前一階段有許多創新教學的作法。教學評量
則包括健康習慣、健康態度、健康知識與健康技能等四項，並依一至三年
級與四至六年級進行不同比例配分的評量。
民國82年（1993）課程名稱為道德與健康，教學原則與要點強調行為
實踐能力在道德與健康科教學中的重要性。一至三年級著重道德與健康習
慣養成和態度培育，四至六年級除繼續加強習慣及態度之培養外，更要重
視知識的獲得、能力的培養和簡易技能的學習。教學方法方面，強調過程
應靈活安排，彈性運用，除閱讀、講解外，運用報告、討論、觀察、調查、
資料蒐集、表演、實驗、示範、參觀等方式，使學習過程生動而有變化。
本時期課程之學習評量強調使學生能獲得正確的觀念，評量應在教學前、
教學中與教學後隨時進行。一至三年級以觀察、訪談、軼事記錄等方式評
量。四至六年級「健康」科可做紙筆測驗。
九年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時期，教學以培養學生具備良
好的健康行為及體適能為首要目標，教學方法及過程強調生動靈活，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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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如價值澄清、腦力激盪、遊戲、陪席式討論、布或紙偶戲、演戲、
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實驗、示範、問答、講述等方法，以啟發、創造、
樂趣化之教學，讓學生獲得成就感，享受學習樂趣。健康與體育成績評量
以能達成分段能力指標為原則，並考量十大基本能力的達成情形。評量可
在教學前、中、後實施，範圍應包括認知、情意、技能與實踐等。評量應
能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的結果，採用主觀與客觀、質與量並重的多元評量
方法，並訂定給分標準。
從民國57年（1968年）的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至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半個世紀的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的發展，明顯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轉
向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從重視學習結果轉而重視過程的學習。這種發展
轉變持續至今，也發展出健康教育教學和評量多元豐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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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方法的演變
（中學篇）
葛

虹‧龍芝寧‧蕭雅娟‧高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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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共分為三節，包括第一節「教學方法的發展與特色」、第二節「評
量方法的發展與特色」及第三節「小結」。分述如下：

第一節

教學方法的發展與特色

『健康』是人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要件，然而，人們卻常常苦於不
知如何維護健康，或者即使知道健康的知識，卻難以身體力行。健康教育
教學即是一些有目的之學習活動，被設計來達到健康的目的。而健康教育
課程實施趨勢是健康教育教師教學之教材教法的重要依據，反映當時的教
育理念與課程改革動向。本節依時間序的推進，透過「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階段」、「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階段」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階段」等
三個階段健康教育課程的教學實施說明與分析，了解國中健康教育在不同
階段教材教法之發展；最後介紹「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之教學實施，
期能增進大家對「健康教育教學方法演變歷程」的理解。

一、國民中學課程標準階段
本階段涵蓋範圍，為依據民國57年（1968）暫行、民國61年（1972）
訂頒「國民中學健康教育課程標準」有關健康教育教學實施之說明。內容
摘錄為「教學原則」、「教學方法與要點」、「教學設備與使用」、「教
科書編輯與組織」四部份，並輔以國立編譯館主編之國中「健康教育」教
科書及教師手冊的示例或說明，呈現此階段國中健康教育教學方法的發展
與特色，詳述如下：

（一）教學原則
健康教育之主旨，在使學生能實踐健康生活，培養健全國民，故應以
生活為依歸，凡所學習均須能實際應用不落空泛。所以，健康教育之教學，
著重健康行為之養成，務使獲得之知識能與行為相合，達到即知即行，
即學即用之目的。健康教育教師本身應遵守健康規律，表現健康行為，使
學生引為榜樣，藉收潛移默化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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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教學之實施，須顧及學生健康上之需要，應從日常生活中加
以觀察，從健康資料中加以考查，一經發現，予以個別指導，或相機列入
教學單元以應需求。健康教育教學無論在內容上或講解時均應提供正面事
實，避免涉及反面事例，亦即重在說明應做之事，而不必強調不應做之事。
健康教育教師對於學生之學習應多加鼓勵，避免責罰，務使學習情境愉快
和諧。

（二）教學方法與要點
健康教育可採單元教學，而以學生活動為主，教師善為輔導，盡量鼓
勵自動學習。在單元教學活動中，按準備活動、發展活動與綜合活動三段
進行，教師須將每一單元事前妥予設計。各單元所用之教學方法，應有變
化，可就討論、實驗、示範、問答、閱讀、報告、表演、製作、參觀等方
法酌予採用，盡量避免以講述為主。教學所需之資料，除教科書之外應按
教材內容酌用一、二種輔助教材。
本課程之實施，應由健康教學、健康服務與健康環境三方面配合進行，
就健康教學而言，可從課室教學、健康輔導與健康活動三項著手。課室教
學以教材大綱中所列之內容為中心，以健康知識與健康技能為重點，並與
學校保健設施與生活環境相互配合，以利教學。健康輔導以學生健康問題
為中心，以健康態度與健康觀念為重點，並與課室教學相聯繫，以利問題
之解決。健康活動以學生健康需要為中心，以健康習慣為重點，並與課室
教學相呼應，以加強學習效果，且健康教學應與公民與道德、生物、化學、
物理、體育、家事、童子軍訓練及指導活動等科聯繫，以宏連絡教學效果。

（三）教學設備與使用
為適應健康教育教學之特殊需要，應設置健康教育教室，專為實驗、
示範、製作、陳列及教師研究之用。為辦理學校健康服務，應設置健康中
心，以利健康教育教學之實施。
為保障學生健康並為培養健康習慣，應充實洗手、飲水、廁所、運動
場等設備，並改善課桌椅、採光，通風以利隨機教學之實施。為提高教學
效率，應酌備掛圖、標本、模型、幻燈片、影片、書籍、雜誌等教學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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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四）教科書編輯與組織
有關健康教育教科書編輯原則，依據教材大綱中所列七大類內容，分
編教科書兩冊，第一冊供第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用，其內容為健康的身體、
健康的心理及營養的食物三大類；第二冊供第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用，其內
容為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等四大類，均按
單元方式編輯。第一冊教科書酌編三十個單元，每週教授兩單元，在十五
週內授畢。第二冊酌編三十二個單元，每週教授兩單元，在十六週內授畢。
健康教育課程係在國民中學一年級講授，教科書之編者需查閱國民小
學健康教育各冊內容，俾可銜接並避免重複，同時需顧及學生語文程度，
採用適當語體。教科書內容以不超出教材大綱各項為準，但標題及次序斟
酌可彈性變更。依據教科書內容編輯教師手冊，作為教學實施參考。
有關健康教育教科書編輯重點，第一冊教科書首頁以類似總論的一段
文字，敘說健康教育的意義與重要以及本課程大意。各單元體材以生動、
易懂為宜、文字之長短亦宜作適當之分配，且應附有專有名詞解釋及作業。
教科書內容以顧及學生切身問題及鄉土教材最為適當，插圖以採用拍攝之
照片或繪製簡明之插圖配合課本編排為佳。

（五）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與教學手冊之示例
此階段健康教育教科書仍由教育部委託國立編譯館負責編輯，在此制
度下所編輯而成的教科書稱為「部編本」（教育部編輯）、「國編本」（國
立編譯館編輯／國家編輯）或「統編本」（統一編輯）。以下分別從健康
教育教學內容和教學要點與方法兩方面加以說明。
健康教育教學內容方面，檢視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上冊（國立編
譯館主編，1973年8月初版）、下冊（國立編譯館主編，1974年1月初版）
之教學內容均以各篇章小單元方式呈現，尚無大單元之主題統整，教材內
容以健康認知為主，以期能建構學生充實健康知識。
1.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內容涵蓋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及營養
的食物、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等七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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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課本封面如圖7-1；以上冊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為例，其內容編輯
架構如表7-1。

圖 7-1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上、下冊（初版）之課本封面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73 年、1974 年）
。

表 7-1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上冊）內容架構：以第一篇為例
第一篇 健康的身體
第一章 認識健康
第一節 健康的解釋
第二節 健康的重要
第三節 健康的生活
第二章 身體的成長
第一節 生長和發育
第二節 人體的形態
第三章 運動器官
第一節 運動器官的構造
第二節 運動器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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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三節 運動器官的保健
消化器官
第一節 消化器官的構造
第二節 消化器官的功能
第三節 消化器官的保健
呼吸器官
第一節 呼吸器官的構造
第二節 呼吸器官的功能
第三節 呼吸器官的保健
循環器官
第一節 心臟和血管的構造
第二節 大循環和小循環
第三節 心跳、脈搏和血壓
第四節 淋巴的生長和循環
第五節 循環器官的保健
血液
第一節 血液的成分
第二節 血液的功用
第三節 血量、失血、輸血血型
第四節 貧血、白血病和血液凝固
排泄器官
第一節 泌尿器官
第二節 皮膚和汗腺
第三節 大腸的排泄
第四節 肺臟的排泄
體溫的調節
第一節 正常的體溫
第二節 體溫的調節
第三節 發熱
聯絡器官（一）
第一節 腦脊髓神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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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主神經系統
第三節 神經系統的保健
第十一章 聯絡器官（二）
第一節 視覺器官的構造和功能
第二節 近視、遠視、散光和斜視
第三節 視覺器官的保健
第十二章 聯絡器官（三）
第一節 聽覺
第二節 嗅覺和味覺
第三節 觸覺、壓覺、冷熱覺和痛覺—皮膚感覺
第四節 肌肉感覺和肺腑感覺
第十三章 聯絡器官（四）
第一節 人體的內分泌腺
第二節 內分泌腺的功能
第三節 內分泌腺的保健
第十四章 生殖器官（一）
第一節 女性生殖器官的構造與功能
第二節 女性的青春期
第三節 月經和經期的保健
第四節 懷孕和分娩
第十五章 生殖器官（二）
第一節 男性生殖器官的構造與功能
第二節 男性的青春期
第三節 精液的分泌和夢遺
第四節 男性生殖器官的保健
第十六章 健康檢查
第一節 健康檢查的意義和目的
第二節 健康檢查的項目
第三節 常見的體格缺點和矯治方法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 年初版：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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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國民中學健康教育》（上冊）教科書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
六章「循環器官」單元內文（第29-36頁）為例，除了課文說明並穿插相關
圖片做說明，相關的圖示包括：心臟的構造圖、血液在心臟內流動的方向
圖示、肌肉與靜脈瓣圖片、人體血液流動的大循環與小循環的圖示、動脈
血壓的測量示意圖、人體的淋巴循環與淋巴腺圖。每章最後均「作業」以
提問形式，以統整該單元重要的知識概念。以上述的第六章為例，作業共
有五個問題，包括：（1）循環器官指的是什麼？何謂大循環？何謂小循環？
（2）什麼是脈搏，正常每分鐘有少次？（3）什麼叫血壓？測量血壓有什
麼意義？（4）什麼叫做淋巴？淋巴腺在體內有何作用？（5）如何保持循
環器官的健康？
3.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下冊）教科書第五篇「疾病的預防」，全
篇增加彩色照片插頁，搭配課文的說明以協助學生辨識並增進理解，像是：
「體蝨」、「蚤」、「蒼蠅」、「蚊」等主要傳病昆蟲、「蛔蟲」和「鉤
蟲」形態，以及顯微鏡下的數種使人致病之細菌。以此篇之第二章「疾病
的一般預防方法」單元內文（第40頁至45頁）為例，主要內容包括：第一
節「傳染病的傳染途徑」；第二節「傳染病的一般預防方法」；第三節「非
傳染病的一般預防方法」，針對當時常見的疾病，包括白喉、肺結核、霍
亂、傷寒、痢疾、瘧疾、鼠疫、恙蟲病、寄生蟲病等教導疾病的傳染與預
防，以呼應學生健康問題與衛生保健需求。最後的作業提出五個問題，以
統整該單元重要的知識概念。
4.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下冊）教科書第六篇「健康的家庭」第二
章「家庭計畫」單元內文（第87-90頁）為例，主要內容包括：第一節「什
麼叫做家庭計畫」、第二節「家庭計畫重要性」；第三節「家庭計畫實施
原則」；第四節「那裏可以得到家庭計畫指導」，反映當時政府對於家庭、
生育與人口的健康政策，以期學習均須能與當時的社會連結，不落空泛。
本章最後同樣以五個提問作業來幫助學生統整該單元重要的知識概念。
此階段之健康教育教學要點與方法方面，在健康教育單元教學活動
中，按準備活動→發展活動（中心活動）→綜合活動三段進行。以《健康
教育教師手冊》（上冊）（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67-68）第一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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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第八章「排泄器官」教學活動步驟為例：（一）準備活動：透過
討論引起動機（如：
「各位同學有人注意小便是什麼顏色？有沒有氣味？」），
綜整討論結果，老師對學生說明人體廢物排出體外的重要，並進一步帶入
本章目的在講述人體的排泄器官；（二）中心活動：教師就課文內容提出
問題，共同討論；（三）綜合活動，教師先歸納重點，繼之對學生進行相
關之日常生活指導。
教學活動示例可以透過各式教學媒介如：模型、實驗、掛圖、幻燈片、
報章、圖片、實作（如：食物烹調）、示範、分組討論、報告、紀錄、調
查、參觀等多元方式進行健康教育的課程教學。以下同樣以國立編譯館主
編之《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師手冊》上冊（1973）和下冊（1974），選取
其中數個教學實施內容加以說明。
1. 教師手冊上冊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五章「呼吸器官」教學活動
示例（第38-39頁），運用製作之呼吸模型，操作呼吸原理，說明呼吸作用
概念。
2. 教師手冊上冊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十章「聯絡器官（一）」教
學活動示例（第80頁），進行膝跳反射實驗教學，認識反射動作；第十二
章「聯絡器官（三）」教學活動示例（第97-98頁），利用音叉、不同溫度
的水與樟腦丸物品，進行感覺器官以及刺激皮膚的實驗，體驗聲音、氣味、
冷熱、觸壓等的感覺。
3. 教師手冊上冊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十四、十五章「生殖器官（一）
（二）」教學活動示例（第123、131頁），以及第三篇「營養的食物」第
三章「食物的營養價值（一）」教學活動示例（第200頁），均是利用掛圖、
模型與幻燈片等輔助媒材，進行講述生殖器官的構造與功能以及食物的分
類、營養功能等概念。
4. 教師手冊上冊第三篇「營養的食物」第八章「食物烹調與選擇」教
學活動示例（第242頁），運用分組報告教學法，各組報告說明食物的烹調
與保存，並進行回饋評價。
5. 教師手冊上冊第三篇「營養的食物」第四章「食物的營養價值（一）」
教學活動示例（第 209頁），以表演及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學。教師事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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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食物的實物、模型或圖片，內容包括各種維生素的食物來源，如：魚
類、內臟、蛋類、乳類、有色蔬菜類、水果類、魚肝油、米糠、瘦肉、玉
蜀黍……等，布置成小型市場或小攤販。再將學生分組，每組代表一種維
生素，各組取回其維生素的來源。最後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其正確與否。
在第七章「食物的選擇」教學活動示例（第234-235頁），亦運用分組示範、
報告以及實作紀錄等教學法，引導學生進行食物購買選擇的示範，報告選
購食物的原則，並於課後完成家庭選購食物的紀錄作業。
6. 教師手冊下冊第五篇「疾病的預防」第二章「疾病的一般預防方法」
教學活動示例（第82頁），以講述與閱讀呈現傳染病的故事（如「傷寒瑪
麗」），使學生了解疾病之傳染與管制問題，繼之，運用分組討論教學方
法，進行不同傳染途徑之傳染病討論與報告。
7. 教師手冊下冊第五篇「疾病的預防」第六章「病毒傳染病的預防」
教學活動示例（第144頁），藉由和學校保健工作與環境的相互配合，請護
理師示範種牛痘的防疫措施，與製作健康櫥窗海報等活動。
8. 教師手冊下冊第六篇「健康的家庭」第一章「健康家庭」教學活動
示例（第204頁），透過請學生思考「一個沒有愛的家庭會幸福嗎？」、「何
謂健康的家庭？」等提問討論使引請動機，導引至教學決定目的—健康的
家庭可以使個人成功、國家社會安定繁榮，故甚為重要。繼之，提供教學
補充資料（如報章新聞、圖片）引導閱讀，健康輔導以學生健康問題為中
心，進行家庭組成調查探究，以利問題之解決。
9. 教師手冊下冊第七篇「健康的社區」第二章「潔淨的水」教學活動
示例（第267-268頁），運用問答教學方法，進行潔淨安全飲用水之提問，
並以自來水餘氯測驗，實驗用水消毒的效果。教學之綜合活動部分，由教
師歸納學習重點，透過參觀學校供水設施或就近參觀自來水廠等方式加深
學習印象（見圖7-2）。
10. 教師手冊下冊第七篇「健康的社區」第八章「社區衛生組織」教學
活動示例（第287、307頁），運用參觀教學方法，安排自來水廠、學校給
水設備、社區衛生所與衛生機關之參訪或參與相關活動等，增進對飲水安
全以及衛生組織之認識（見圖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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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左圖：健康教育第
七篇健康的社區第二章潔
淨的水重要教學活動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74：268）。

圖 7-3 右圖：健康教育第七
篇健康的社區第八章社區
衛生組織重要教學活動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74：307）。

二、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階段
本階段涵蓋範圍，為依據民國72年（1983）、74年（1985）與83年（1994）
三次修訂頒布之「國民中學健康教育課程標準」有關健康教育教學實施之
說明。內容摘錄為「教學要點與方法」、「教學設備與運用」、「教材編
選與組織」三部份，並輔以國立編譯館主編之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與
教師手冊的示例說明，呈現此階段國中健康教育教學方法的發展與特色，
詳述如下：

（一）教學要點與方法
教師教學前，應參考國中健康教育教師手冊（國立編譯館主編）及其
他參考書，編寫教學計畫。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經驗修訂教學計畫，
以期更臻完善。在各單元教學前，教師及學生均應做課前準備，以利教學
活動之推展，教師應在每單元教授後做一整理，並安排次單元之課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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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健康教育教學時，應以學生活動為主，教師善為輔導，盡量鼓勵
學生主動參與學習，務使學習情境充滿愉快、和諧。各單元所用之教學方
法，應求變化，除以討論、問答並配合視聽教材之運用外，亦可就實驗、
示範、閱讀、報告、角色扮演、參觀、演講、展覽等方法酌予採用，盡量
避免以講述為主。
從事健康教育教學時應與健康服務、健康環境二方面配合進行，故除
課室教學外，應以學生健康需要為中心，安排健康活動，以加強學習效果。
健康教育之教學應與公民與道德、生物、化學、物理、體育、家事、童子
軍訓練及指導活動等科聯繫，以宏連絡教學效果。

（二）教學設備和運用
為提高健康教育教學效率，教師妥善運用掛圖、標本、模型、絨布板、
幻燈片、投影片、錄影帶、影片、錄音帶、單張、小冊、書籍、雜誌等教
學輔助材料。
為適應健康教育教學之特殊需要，學校應儘可能設置健康教育教室，
作為實驗、示範、製作教材、陳列及教師研究之用，設置設備完善之健康
中心，以配合健康教育教學之實施。為保障學生健康，並培養健康習慣，
應充實並維護洗手、飲水、廁所、運動場等設備，改善課桌椅、採光、通
風，以利教師隨機實施健康教育之教學。

（三）教材編選與組織
於民國72年、74年修訂之課程標準，健康教育教材綱要中所列內容計
分七大類，分編教科書兩冊，上冊供第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用，其內容原則
上為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及營養的食物三大類；下冊供第一學年度第
二學期用，其內容為安全的生活、疾病的預防、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區
等四大類，均按單元方式編輯。上、下兩冊均可酌編二十七個單元，每週
講教一至二單元，各在一學期內授完。民國83年修訂之課程標準則調整為
上冊講授內容為健康的身體、健康的心理二大篇；下冊講授內容為事故傷
害與疾病預防、環境與健康二大篇，以單元方式編輯。上冊編二十三個單
元，下冊編二十一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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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課程係在國民中學一年級講授，教材編輯時，編者查閱國民
小學健康教育各冊內容，俾可銜接並避免重複，同時顧及學生語文程度，
編寫時文字須力求淺顯、生動，避免出現艱澀難懂的專有名詞，若必須出
現專有名詞時給予解釋。此外，課本編輯上也考慮到多附精美插圖和照片、
插圖等輔助，單元標題採用生動、有趣而生活化的命題。為便利教師參考，
依據據教科書內容另編寫教師手冊。
於民國72年、74年修訂之課程標準，健康教育教科書內容以顧及學生
日常生活問題及經驗最為適當，每一章節編列生活實例，以期教育與生活
合一，便於學生了解與學習。每一章後附「課後活動」，加深學生健康教
育學習效果，並可作為評鑑的根據。民國83年修訂之課程標準則酌予編列
「知識寶庫」，並增編學生健康手冊，加強落實生活實踐，亦可供學習評
量之用。

（四）國中「健康教育」教科書與教師手冊之示例
此階段健康教育教科書仍是由教育部委託國立編譯館負責編輯的統編
本。檢視國立編譯館主編之《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上冊（1986年初
版、1990年再版）的教學內容，以各篇章小單元方式呈現，未能進行大單
元之主題統整。
以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九章「視力保健」單元內文（第35頁至39
頁）為例，主要內容包括：第一節「視覺器官的構造與功能」、第二節「視
力不良和常見的眼病」、第三節「視覺器官的保健方法」。課程安排上，
顧及學生用眼的經驗，編寫「做一做」活動（第37頁），引導學生實驗觀
察閉眼休息後睜開眼睛、手電筒照射等情境下，瞳孔在明暗或不同強度光
線的變化。此外，連結學生日常生活問題情境，編列「生活實例」（第39
頁），以短篇故事來引發學生思考若發現可能患有近視時，要如何檢驗、
配鏡與改善。單元的最後設計「課後活動」提供學生練習。上述第九章為
例，提出兩個問題作為課後活動的習題：「一、說明近視原因和預防方法；
二、舉出你認為學生視力問題越來越嚴重的主要原因」，整合本章學習的
知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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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階段健康教育教學要點與方法，根據1997年初版之《國民中學
健康教育教師手冊》（上冊）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二篇「健康的心
理」之教學實施內容，說明如下：
在健康教育各單元教學前，分析學生國民小學先備學習內容，以避免
重複學習，俾可循序連貫與銜接，且教師及學生均應做課前準備，以利教
學活動之推展。例如教師手冊（上冊）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六章「視
力保健」的教學說明中，其「教材地位分析」（第65頁）分別呈現國小二
上、三上、四上與國中一上教科書有關視力保健教學內涵與重要概念（見
圖7-4）。

圖 7-4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師手冊「教材地位分析」提示視力保健教學
內涵與重要概念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7：65）。

又如教師手冊（上冊）第二篇「健康的心理」，第五章「建立良好的
人際關係」的教學說明「課前活動」（第310頁）中，說明教師與學生配合
教學活動的準備：發下兩張白紙給每一位學生，進行人際關係調查，其一
是請學生以「我喜歡○○○，因為…」的句型書寫，調查班上受歡迎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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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有哪些以及他們為什麼受歡迎；其二是請學生以「如果○○○能…，我
就會喜歡他了」的句型書寫，調查班上不受歡迎同學的原因。
教學方法方面，從健康教育教師手冊（上冊）之教學活動示例，可見
教學上包括舉例說明實驗、閱讀、討論、示範、遊戲、角色扮演、參觀等
多元的健康教育教學方法，舉例如下：
1. 實驗教學法：如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六章「視力保健」教學活
動示例（第67頁），運用實驗教學法說明物體在眼球內成像的原理（見圖
7-5）。

圖 7-5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師手冊 「實驗教學法」說明眼球成像原理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7：67）。

2. 示範教學法：如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八章「牙齒保健」教學活
動示例（第101頁），運用示範教學法練習貝氏刷牙法。教師利用牙齒模型，
先請同學上臺表演其平日的刷牙方法及牙線的使用法，再由教師說明正確
的刷牙法，並以模型做正確的示範，而後請同學練習至熟練為止。教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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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學生食後應刷牙至少應漱口、不宜和他人共用牙刷及漱口杯、應經常
使用牙線清除齒縫殘餘物，以及牙刷的選擇。
3. 討論教學法：如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十二章「均衡膳食」教學
活動示例（第163頁），運用討論教學法探討均衡飲食重要原則。透過學生
飲食經驗實際計算一日三餐的熱量，從而分組討論一日的熱量是否足夠？
不同食物供應的養分為何？每日纖維日否足夠？等問題，最後各組派代表
報告討論結果，教師綜合歸納並說明均衡飲食的重要。
4. 遊戲教學法：如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十二章「均衡膳食」教學
活動示例（第165頁），運用遊戲教學法教導六大類食物分類。將全班視人
數分為數個組，每組發給一張紙，分六等分寫上六大類食物名稱，當教師隨
機並逐次喊出六大類食物名稱（如五穀根莖類）時，每組同學在時限內寫下
所知的該類食物於紙上。最後時間截止後計算分數並排出名次予以鼓勵。
5. 閱讀教學法：如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14章藥物和藥物濫用教學
活動示例（第205頁），運用閱讀教學法教導認識正確用藥方法（見圖7-6）。

圖 7-6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師手冊上冊「閱讀教學法」教導認識正確用藥方法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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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角色扮演：如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十四章「藥物和藥物濫用」
教學活動示例（第207頁），運用角色扮演教學法演練拒絕藥物誘惑的方式。
7. 參觀教學法：如第二篇「健康的心理」第四章「壓力的處理和異常
行為」教學活動示例（第290頁），運用參觀教學法認識校園心理諮詢服務
資源。
8. 跨科聯絡教學：如第一篇「健康的身體」第十二章「均衡膳食」教
學活動示例（第165頁），與家政、生活科技課程進行跨科聯絡教學，設計
均衡的三餐菜單。教師手冊上冊內容如下：
將學生分成若干組，進行分組設計菜單之比賽（可與家政與生活科技課
程進行聯絡教學）：
各組同學根據均衡膳食的原則，並參酌六大類基本食物分類法，和「國
民每人飲食指南」來設計一日三餐的菜單一分。
教師引述選擇食物的原則和糾正錯誤觀念。接著，根據各組菜單的營養
成分評選優勝者。

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階段
本階段涵蓋範圍，為依據民國89年（2000）暫行、92年（2003）頒布、
97年（2008）微調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有關健康教育教學實施之說明。內容摘錄為「教學原則」、「教學方法與
策略」、「教具運用」、「教材編選」四部份，並輔以開放民間編輯、由
教育部授權審查之審定版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科書與教師手冊，以
及校本課程之健康教育教學的示例說明，以呈現此階段國中健康教育教學
方法的發展與特色，詳述如下：

（一）教學原則
學校依部頒各級學校設備標準之規定，充實各項健康與體育相關之軟
硬體設備，以利教學之進行。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以「統整教學」為原則，
各校得視該校之師資、場地、器材、設備等環境條件做彈性調整。提升學
生健康，可配合綜合活動及學校自主之時間，進行各項健康教育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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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晨間檢查、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午餐營養教育、B型肝炎防治、菸害教
育、藥物濫用教育、環保教育、防火、防震、防颱等活動；並設立健康中
心，以利實施健康服務，及配合健康教育教學之進行。

（二） 教學方法與策略
「健康與體育」教學以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健康行為及體適能為首要
目標，健康教育教學方法及過程應生動靈活，彈性運用，如價值澄清、腦
力激盪、遊戲、陪席式討論、布或紙偶戲、演戲、角色扮演、小組討論、
實驗、示範、問答、講述等方法，並注重適性發展，以啟發、創造、樂趣
化之教學，讓學生獲得成就感，享受學習樂趣。

（三）教具運用
教學時應多利用各種教學媒體輔助教學，如各種掛圖、圖片、模型、
實物、幻燈片、投影片、影片、錄音帶、錄影帶、偶戲、故事及相關讀物、
報刊資料、網際網路等，以提高教學成效。

（四）教材編選
教材編選須依據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教改理念、本學習
領域之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及其他相關學習領域與重大議題為原
則。各校教師可慎選教材或自編教材及規劃教學。「健康與體育」課綱能
力指標的補充說明僅供編選教材之參考，可依學校條件、學生需求自行發
展或增刪。
「健康與體育」教材之選配應考量學生身心成長及動作發展的個別差
異，依其能力、興趣、經驗與需求，選擇適當的教材，由淺入深，由簡而
繁，設計有系統而循序漸進的教學。教材編選宜秉持課程統整之精神，結
合學生生活經驗，可採大單元教學、融合不同主題軸的教學設計，並注意
各階段能力指標之銜接。教材內容宜適當反應當前社會關注的議題，並適
時提醒學生注意生活周遭的問題。

（五）國中「健康教育」教材教法之示例
此階段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學習領域教科書全面開放民間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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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定後出版使用，學生學習素材除了審定本教科書外，尚有校本發展之
教材教法。就審定版教科書及校本發展之健康教育教材教法分述如下。
1. 審定版國中「健康與體育」教科書與教師手冊
檢視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審定版教科書中健康教育的教學內容，各篇
章以大單元教學之主題統整編寫，融合不同主題軸的教學設計，與體育科
進行協同教學，並適切地融入社會關注的重大議題，適時提醒學生注意與
因應生活周遭的健康問題。
審定版國中「健康與體育」教科書部分內容舉例說明如下：
（1）以翰林版《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第三冊課本目錄（2007：3；初
版）為例，共有四篇章大單元主題，其中第二篇「運動安全」、
第三篇「運動世界」與第四篇「情誼可貴」主題教學中，為健康
教育與體育學科統整與教學協同。從第一篇「健康無負擔」主題
教學內容（包括：第1章拒絕誘惑、第2章遠離傳染病和第3章維護
生活環境），顯見健康教育科於第一篇裡涵蓋了第五主題軸「藥
物教育」、第七主題軸「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和「健康環境」
等不同主題軸的教育內涵。
（2）以康軒版《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第一冊課本（2011；修訂版）
為例，第一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第3章「我的青春檔案」（第
37頁），引導學生尊重與接納多元的性別特質，促進青春期的身
心健康發展，融入性平等教育議題，達到增進性別的自我了解，
促進性別的自我突破與發展之目的。
（3）以康軒版《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第一冊課本（2011；修訂版）為
例，第一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第1章「健康人生開步走」（第
14頁），引導學生評估自我健康問題，尋求改善健康行動計畫（圖
7-7）。
（4）以翰林版《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第五冊（2011；修訂版）為例，
第2章「食品加工及添加物」（第66頁）引導學生調查自家、學校、
餐廳、附近商店，所準備或販售食品之安全性，以教材內容呼應
結合學生生活經驗，並提醒學生覺察與因應生活中的健康問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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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圖 7-7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第一冊健康 圖 7-8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第五冊活動
實踐家
食品特搜小組
資料來源：林正常、劉桂雲（主編）
（2011：14）。

資料來源：葉國樑（主編）
（2010：66）。

審定版之《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健康教育教學方法之內容
例舉：
（1）以翰林版《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三冊（2007年8月修訂）之教
學活動示例，舉例說明健康教育教學方法：
a. 第一篇「健康無負擔」第1章「拒絕誘惑」教學活動流程（第13頁），
探討吸菸問題。首先藉由學生觀察一份與吸菸有關之實驗活動照
片，引導思考吸菸對人體的危害；引起動機後進入「菸害知多少」
主題；圖解呈現正常肺與吸菸的肺的差異，藉由提問、發表和教
師解說的過程深化理解；接著進行腦力激盪活動，以分組方式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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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析吸菸的正負面影響，為價值澄清的過程；最後提出總結，
吸菸對人體造成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弊多餘利。
b. 第一篇「健康無負擔」第1章「拒絕誘惑」教學活動流程（第17
頁），探討成癮藥物問題。先請學生蒐集目前社會與成癮物品相
關的剪報資料，教師藉此說明成癮物品對身體的危害；接著運用
價值澄清方式請學生發表討論；設計一「抉擇大考驗」活動，將
選擇「服用」和「拒絕」的學生，以分組辯論方式再釐清面對成
癮藥物問題之自我價值觀；教學活動目的為引導學生了解成癮藥
物對人體造成的影響，與面對藥物誘惑時的抉擇。
c. 第一篇「健康無負擔」第1章「拒絕誘惑」教學活動流程（第21
頁），學習如何面對誘惑勇敢拒絕。以提問方式請學生思考對菸
酒、檳榔及成癮藥物上癮的原因為何？進而探討當面對不當邀請
時可使用哪些方式加以拒絕。接下來整合討論結果，進行「拒絕
技巧大公開」活動，詳述拒絕五大步驟並分析每個步驟的特色和
目的，過程中請學生參與演練與討論，最後由教師提出狀況情境
問題，請學生上台演示該如何拒絕不當的邀請，並請臺下學生評
分和提供回饋，引導學生演練拒絕菸、酒、檳榔與成癮物質的技
能。
d. 第二篇「運動安全」第1章「安全急先鋒」（第113頁）教學活動
流程，運用實作示範、分組教學法，引導學生熟練心肺復甦術。
將學生分為數組，小組間學生實際操作與示範，彼此相互指導學
習，以熟練心肺復甦數的動作與技巧（見圖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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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三冊第 1 章「安全急先鋒」教學活動流程
資料來源：葉國樑（主編）
（2007：113）。

e. 第四篇「情誼可貴」第1章「友情序曲」（第239頁）教學活動流
程，運用角色扮演、價值澄清教學法，引導學生明瞭兩性交往原
則與拒絕邀約技巧。
f. 第四篇「情誼可貴」第1章「友情序曲」（第241頁）教學活動流
程，運用訪問記錄、分組表演與價值澄清教學法，引導學生了解
選擇婚姻、伴侶的做決定歷程。
（2）以康軒版《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一冊（2011）之教學活動示
例，舉例說明健康教育教學方法：
a. 第一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第1章健康人生開步走（第15-16頁）教
學指導要點，運用掛圖輔助教學法，配合問答教學，引導學生覺
察對自我身體的感受，體會身體成長的喜悅，認識身體內外構造
（見圖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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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國中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一冊第 1 章健康人生開步走教學指導要點
資料來源：林正常、劉貴雲（主編）
（2011：15-16）。

b. 第一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第3章「我的青春檔案」（第32頁）
教學指導要點，運用問答、遊戲教學法，引導學生探討自慰相關
議題，以健康的態度面對。
c. 第一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第3章「我的青春檔案」（第33頁）
教學指導要點，運用教學影片媒體輔助教學，配合小組討論教學
法，從日常生活經驗進而引導學生突破性別刻板與偏見，學習尊
重、包容與欣賞。
d. 第一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第4章「活出自我亮起來」（第41
頁）教學指導要點，運用問答與角色扮演教學法，引導學生認識
自我，建立合宜的自我概念，並選擇適切的方式提升自我概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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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1）。

圖 7-11 國中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一冊第 4 章「活出自我亮起來」教學指導要點
資料來源：林正常、劉貴雲（主編）
（2011：39）。

e. 第一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第4章「活出自我亮起來」（第42頁）
教學指導要點，運用相關讀物、報刊資料、網際網路媒體輔助教
學，配合小組報告與情境討論教學法，引導學生了解增進自我概
念的方法，進而激發自我潛能與自我實現。
2. 校本發展之健康教育教材教法
健康教育教學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理念，強調學生快樂自主的學習，擁
有帶著走的基本能力，學校致力於針對自己學校的地理環境及特性，設計
在地化的學校本位健康教育課程與教學，而後健康促進學校以生活技能教
學為導向的教學方向，亦為健康教育教學注入新契機，以培養學生真正成
為一個擁有生活能力的健康人，讓學生能夠健康、快樂、安全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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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北市積穗國民中學校本課程之健康教育教學（北縣教育，98年6
月．第67期）為例，說明結合健康促進概念「生活技能」之學校本位健康
教育課程與教學：
（1）學校校本課程之主要概念為「夢想起飛」，期待每個孩子能夠成
為對自己有期待、有夢想，並努力追逐的人，因此規劃「珍愛生
命」為課程主軸之一，包含「認識生命」、「尊重生命」、「欣
賞生命」、「全人健康」四個核心概念，期待學生能夠體驗生命
的可貴及價值。學校健康教育教學團隊依「全人健康」的教學概
念，依序為七、八、九年級設計「無檳正青春─物質濫用防制」、
「青春心世界─心理健康促進」與「與愛同行─性教育」教學模組，
強調身、心、靈健康的課程內涵，並融入生活技能的教學，增進
學生獲得面對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能力，例如：如何營造人際關係、
如何溝通，情境作決定，以便在未來面臨各種健康問題情境時，
有意願採取正向的行為，面對健康需求與挑戰（見圖7-11、圖
7-13）。

圖 7-12 新北市積穗國中校本課程「全人健康」教學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龍芝寧、張繻方（20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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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新北市積穗國中校本課程「全人健康」融入生活技能教學一覽表
資料來源：龍芝寧、張繻方（2009：42）。

（2）健康教育生活技能為導向教學，活動設計歷程包括「概念與技能
的形成」－先讓學生於認知層面能理解、態度層面能接受；接著
提升至「概念與技能的演練」－讓學生於安全的環境中，體驗技
能演練的感受，嘗試自己去執行，轉換抽象概念為具體行為；再
進一步期能達到「概念與技能的維持」－讓學生思考可以舉一反
三的生活情境有哪些，如何應用於真實生活經驗中，讓行為建立
之後更能轉變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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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之教學實施
本段內容係依據民國95年（2006）高中暫綱及民國98年（2007）高中
課綱「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教學實施之說明：

（一）教學原則
1. 教師宜重視引發學生自主學習之動機，培養學生批判性與創造性的
思考能力，以及終生學習的能力。
2. 教學宜加強技能的學習與演練，如遇事故傷害應依程序緊急處理。
3. 教學之實施應與學生社團、社區或社會適度互動，課外教學宜配合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之政策，培養學生的參與感。

（二）教學方法
教學以能培育學生具備良好的健康行為為首要目標，教師應依據教材
內容，研發具創意之教學方法，教學過程應靈活安排，並能彈性運用，如
價值澄清、腦力激盪、遊戲法、陪席式討論、角色扮演、小組討論、實驗、
示範、問答、講述法等，使學習過程生動而有變化。

（三）教具運用
教學應多利用各種教學媒體與社區資源輔助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
如各種圖片、模型、實物、幻燈片、投影片、影片、錄音帶、錄影帶、報
刊資料、網際網路或多媒體視聽器材等。

（四）高中「健康與護理」教材教法之示例
普通高級中學健康與護理科95課程暫行綱要及98課程綱要適逢教育政
策開放，高中職各學習領域教科書採全面開放，由民間撰寫、編輯並送審，
經審定後出版使用。檢視目前的健康與護理教科書之教材內容，以採大單
元主題統整編寫為主。
1. 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教材以採大單元主題統整編寫為主
95課程暫綱明定「健康與護理」必修為四學分，安排於高一、高二，
每學期一學分，共修習四學期， 或開設於一學年，每學期二學分。其擬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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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核心能力包含：「生命與老化」、「性教育」、「食物營養與健康（人
與食物）」、「安全與急救」、「藥物使用與物質濫用」、「健康心理」、
「健康促進與健康環境」及「消費者健康」等八個主題，同一主題可分別
在不同階段修習，例如性教育可於高一階段修習兩性的生理現象、不同性
別角色的檢視及尊重、健康的愛情觀及安全的性，高二階段修習親密關係
的維繫、家庭生活中危險情境的辨識及處理，其他主題亦可依照螺旋式加
深加廣原則，加強學習效果。
以民國96年（2007）龍騰版健康與護理教科書為例，第一冊教科書各
章名分別為「健康促進與健康環境」、「食物營養與健康」及「消費者健
康」；高中第二冊教科書各章名為「知性之旅-打開天窗說性話」、「安全
達人向前行（一）」、「正確用藥：彩繪青春不「毒」行」及「花開花落—
生命之舞」；高中第三冊各章名為「環境樂活永續健康」、「安全達人向
前行（二）」、「彩繪健康亮樂人生」及「幸福的基石—家庭翹翹板」；
高中第四冊各章名為「樂活環境遠離疾病」、「安全達人向前行（三）」、
「急救尖兵—心肺復甦術」及「延續生命之美」。由章名可以看出95暫綱
的「生命與老化」、「性教育」、「安全與急救」及「健康促進與健康環
境」等主題呈螺旋式加深加廣的課程安排。
四冊教科書的前面都安排有「編輯大意」，說明本教科書乃依據民94
年教育部所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健康與護理課程暫行綱要」所編撰，並
說明擬達成的教學目標，課程內容設計理念及風格，各種精心設計的小活
動「健康想一想」、「健康活力加油站」、「健康活動時間」、「課後練
習」及「博士龍延伸學習區」等單元用意說明，協助教學者與使用者可以
很快掌握教科書的使用。
98課程綱要「健康與護理」由95年的必修四學分，減少為必修二學分，
課程安排於高一或高二，每學期一學分，或一學期二學分。其擬培養之核
心能力有「促進健康生活型態」、「促進安全生活」、「促進健康消費」、
「促進心理健康」、「促進無藥物與無菸生活」及「促進性健康」等六個
主題。以民國99年（2010）育達文化出版之教科書（甲）版為例，各篇名
為「健康生活達人」、「健康快樂達人」、「遠離成癮物質濫用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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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活達人」、「親密交友達人」及「健康消費達人」等六大篇，涵
蓋六大主題軸，以第一篇為例，內容包含「原來健康生活這麼簡單」、「擊
出健康體位全壘打」、「輕鬆掌握疾病預防乾坤」及「健康老化快樂行」
等四章分別探討「健康生活型態」、「健康體位管理」、「傳染病」、「慢
性病預防」與「照護及健康老化」等議題。
相較於95年課綱（健康與護理），依98年課綱所編輯的教科書則更深
化以培養學生基本生活技能為主。以民國99年（2010）育達文化出版之高
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編輯大意來說明，以書信的方式「給學習者開啟一把
健康寶物之鑰」，除了說明課程內容乃依據民國97年教育部發布之「普通
高級中學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教科書設計理念與特色外，特別強化健
康寶物 （基本生活技能）的部分，圖示出情緒調適、自我覺察、抗壓、自
我管理及監督、批判性思考、創造性思考、同理心、作決定、自我肯定、
良性溝通、協商、建立正向人際關係、解決問題及目標設定等能力，期許
高中職學生具備處理現在及未來多變環境的能力，包含個人、家庭、社區
以及社會等健康議題。
2. 高中職「健康與護理」教科書審查的演變
民國95年健康與護理暫行綱要高中職雖然課程綱要相同，但是高中、
高職審查制度分流，所以坊間出版之教科書區分有普通高中與職業學校兩
套版本，提供各學校教師依據各校特色來選用。98年高中、高職課綱為統
一版本課綱，教科書審定無須分流，審定版本同時適用於高中、高職及綜
和高中、五專一年級等不同學制學校。
3. 95年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教材設計風格的特色
民國95年以前軍訓護理課程教材內容以「疾病照護」、「預防保健」、
「安全急救」及「婦幼照護」為主軸，教學方式以教師口述教學為主，著
重知識性的傳授。95暫綱教科書編寫方向開始轉變，除更加活潑、具創意
外，強調應以培養「學生基本生活技能」為主軸，進行相關教材編寫，而
到了98年課綱，培養「學生基本生活技能」為主軸的教科書編寫更加純熟，
也由於教科書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所以各書商編撰通過審查的教科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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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成熟。
檢視民國96年（2007）龍騰版普通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一到四冊教
科書教材設計風格的特色為例：第一冊第一章「健康促進與健康環境」第
一節健康促進與生活環境品質，一開始在章節的前面，就清楚敘寫本章擬
培養的核心能力及章節概論，再透過案例的引導、「健康想一想」的活動，
進行相關健康議題的思考與探討，透過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引導
學習者探討「健康」的內涵，並分析與歸納影響健康的四大因素。透過健
康活動時間九宮格的單元活動設計，引導學生針對「健康促進創意大聯想」
創造與思考相關議題。該章節教材編寫及教學活動設計詳細說明如下：（1）
首先了解準備要學習到的核心能力及目標是什麼，同時透過簡單的章首概
論，了解學習內容概要。（2）透過與青少年生活貼近且有趣的案例引導，
提高學習動機，再透過「健康想一想」的活動設計進行腦力激盪及批判性
思考的培養。（3）以九宮格遊戲引導提高學習動機及培養創造性思考，進
而探討健康促進可以與那些議題相關聯，透過小組討論及課堂發表，讓學
生可以對健康促進的議題有更多元的認識。
第二冊第五章「知性之旅-打開天窗說「性」話」，針對性教育相關議
題，例如兩性交往、性別刻板印象、婚前性行為、避孕性病等議題，透過
各種活潑、生動的課程活動設計，使學生能說清楚講明白。透過案例引導、
健康想一想及性生理知識大考驗及與青少年生活經驗緊密連結的情境對話
設計，達到提高學生學習動機並同時澄清錯誤的性迷思。第三冊第二章「安
全達人向前行（二）」第二節「輕鬆做個全方位急救達人」，透過生活情
境設計「割傷流血了，怎麼辦？」、「頭部受傷了，怎麼辦？」等，引導
學生學習安全急救技能，並透過具有趣味性的「龍博士小叮嚀」提點骨折
時應有的緊急處理的原則。教導學生學習安全急救技能時，可搭配急救器
材，例如擔架、短背板、三角巾、捲式夾板及充氣式夾板等，教師示範操
作後，並提供機會給學生分組練習，以熟練基本急救技能。第四冊第八章
「延續生命之美」第三節「生命的樂章」，運用案例引導學生腦力激盪，
探討生命的意義，對預立遺囑的看法及內容，討論生命中哪些價值才是永
恆 。 透 過 生 動 的 插 圖 引 導 學 生 認 識 美 國 醫 師 庫 柏 勒 ‧ 羅 斯 （ Elis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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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ler-Ross）提出面對死亡五個階段的心理反應，了解臨終病人處在不同
階段，可以提供那些照護，以改善及維護臨終病人心靈上的妥適。透過羽
化成蝶的概念，協助學生了解死亡是一種自然現象，不要過度負面化，同
時透過案例分享，探討大愛延續–器官與大體捐贈的議題。
4. 98年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教材設計風格以深化生活技能為特色
98年高中課綱（健康與護理）的特色是深化健康「生活技能」的發展。
以民國99年（2010）育達版普通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一到二冊教科書教
材設計風格的特色為例：
高中健康與護理第一冊課本第一篇第一章「原來健康生活這麼簡單」
第一節「走樣的生活節奏」，透過與青少年生活有契合關係的臉書概念設
計，帶出案例健康困擾及擬人化的大樹圖案討論不良生活習慣有哪些，再
透過有趣的生活情境圖示，讓學生有密切的與自身產生關聯性，提高學習
動機，進而透過做決定分段步驟的引導，學習作決定的技能，例如：步驟
一引導覺察，檢視自己對「健康」價值的看法與態度；步驟二作決定！面
對生活誘惑的十字路口，確定自己必須作決定，列出各種可能的選項；步
驟三分析優缺點、可能的結果並作出決定，檢視這是一個好決定嗎？步驟
四肯定自己作了符合健康原則的決定。透過生活情境引導練習，使生活技
能更容易落實於生活中。
高中健康與護理第一冊課本第一篇第二章「擊出健康全壘打」第二節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與輕」，透過鮮明對比的圖示，讓學生理解體重過
重、過輕的常見原因及對健康的影響，並建立正確的健康體位概念；透過
健康體位管理計畫步驟引導學生計算並檢視自己的體位屬性、評估、提出
具體目標、列出計畫、執行、檢討及改進等，培養維持健康體位的能力。
高中健康與護理第一冊課本第一篇第三章「輕鬆掌握疾病預防乾坤」
第三節「傳染病火線追緝令」單元，透過傳染病的歷史來引導學生探討傳
染病的三大要素：病原、環境及宿主，運用有趣的插圖協助學習者了解不
同傳染途徑應有不同的預防策略。「Mission Possible」來達到加深加廣的延
伸學習，最後再透過精心設計的填字遊戲活動設計，引導學生認識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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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環境及宿主的內涵，提高學習動機的同時亦可認識臺灣常見的傳染
病種類。
高中健康與護理第二冊課本第五篇「親密交友達人」第二章「健康兩
性交往體驗營」，透過一連串體驗活動，協助青少年學習如何輕鬆做個邀
約達人、運用正確的策略當個拒絕高手及運用正確的表達方式與途徑，對
真心喜愛的對象進行適當的告白，也要注意自己不要造成他人的困擾，培
養表達、溝通及協商技巧。第五篇「親密交友達人」
高中健康與護理第二冊課本第五篇「親密交友達人篇」第三章「健康
的愛，安全的性」第一節「當真愛來臨，幸福來敲門時」課程單元中，以
圖解說明正確保險套使用七個步驟「看、拆、擠、捏、套、取、丟」的操
作注意事項，可以透過男性生殖器官模型教材示範保險套的正確使用步驟
及注意事項教學，如果許可的話，提供機會給學生操作的機會。學會保險
套的正確使用方法後，再透過三個情境設計練習，培養青少年克服沒有使
用保險套的障礙與理由，並且學習說服對方如果沒有生育計畫，應全程使
用保險套，不但可以提升避孕效果也可以有效預防性病的傳染。同章之第
三節「勇敢向約會強暴說「不」」單元，透過學生日常生活中可能會遇到
的情境設計，引導學生探討分辨約會強暴的徵兆即應有的拒絕策略，透過
討論、演練與反思，培養批判性思考及拒絕技巧的技能。
高中健康與護理第二冊第四篇第一章「安全達人入門守則」課後「健
康活動時間—安全達人我最行」學習活動，透過案例情境設計協助學生反
思自己遇到緊急事故傷害時可能會出現的反應，自己會主動協助事故現場
嗎？救不救人，進行相關價值澄清及作決定的練習，同時整合檢傷分類技
巧，進行相關的檢傷分類練習，透過辨識危害安全人事物的特徵線索發現
危險在哪裡，並能主動避開危險，最後進行學習後的自我反思。
5. 高中健康與護理教學方法
以下摘錄幼獅出版社之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和教師手冊（教學活動
示例）內容，舉例說明高中健康與護理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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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用「角色扮演教學法」來培養學生「拒絕」的生活技巧。以幼
獅出版社之高中健康與護理教師手冊全一冊（此處引用民105年4
月最新版）之教學活動示例—單元六「性」福大觀園，第十三章
「愛情的體驗與責任」，教學活動三「真心「絕」招」（第108
頁）：運用「角色扮演教學法」來培養學生「拒絕」的生活技巧。
活動三：真心「絕」招。
1.教師說明若不想答應對方的邀約，應透過「自我肯定拒絕」，如此
一來不但表達了對感情的尊重，也為雙方預留更多空間。
2.教師說明「自我肯定拒絕」的特性、功能與適用情況，例如無法接
受感情或想分手等。
3.請兩位學生以志謙與小靖為例，練習自我肯定拒絕，並由其他學生
由眼神、語氣、態度等面向檢視是否符合標準。
4.教師請學生於課後填寫課本 204 頁活動探索（沒有心儀對象者，可
針對異性朋友或假設自己有益性朋友）以及課本 208 頁停看聽，於
下次上課時討論。
資料來源：郭鐘隆（主編）（2014：108）

（2）運用「探索體驗教學法」來培養學生接納老年人各器官功能的退
化與各種需要。以幼獅出版社之高中健康與護理全一冊（上）
（此
處引用民104年最新版）之教學活動示例—單元一「掌握健康靠
自己」，第四章「活得久，更要活得好—成功老化」，教學活動
三「體驗老年人的世界」（第50頁）：運用「探索體驗教學法」
來培養學生接納老年人各器官功能的退化與各種需要。
活動三：體驗老年人的世界
1.依照課本 61 頁活動探索的提示，分組完成以下任務（每組四位學
生利用道具進行體驗，另外兩人負責他們的安全並記錄狀況）
：
（1）霧裡看花：看報紙、課本、上下樓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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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聽沒有到：由負責記錄的組員講一段故事或笑話。
（3）感覺遲鈍的手：喝水、寫字（如抄寫一段課文）
、打開餅乾盒、
掃地等。
（4）慢動作的世界：上下樓梯、擦黑板。
2.任務須在 10 分鐘內結束，若沒有達成任務也無妨，不用勉強。時
間一到，請學生儘速回教室就座。
3.請學生填寫課本 61 頁活動探索，各組推派一位學生分享活動心得。
資料來源：郭鐘隆（主編）（2015：50）

（3）運用「小組討論教學法」來增進學生辨識食品標示的正確性，並
進而培養消費意識。以幼獅出版社之高中健康與護理全一冊（上）
（此處引用民104年最新版）之教學活動示例--單元三「健康消費
高手」，第八章「消費金頭腦—明智消費的思維」—成功老化，
教學活動二「食品選購停看聽」（第110頁）：運用「小組討論
教學法」來增進學生辨識食品標示的正確性，並進而培養消費意
識。

活動二：食品選購停看聽
1.請每位學生攜帶一種包裝食品至課堂上，教師說明食品標示如同食
品的身份證，選擇標示完整的食品、了解標示的內容，才能規劃營
養需求，同時避免過度攝取有害健康的成分。
2.各組成員仔細審視、分享並討論標示內容，推派一位代表上臺說明
討論結果及發現。
3.教師補充說明：面對五花八門又吸引人的廣告，消費者都要提高警
覺，抱持「不信、不聽、不買、不吃、不推薦」五不原則，才能避
免落入廣告的陷阱。
資料來源：郭鐘隆（主編）（201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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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評量方法的發展與特色

『健康教育』的評量可以了解教學的效果，可以從多元而廣泛的面向
進行。從健康教育教與學的過程中，學生須有效的學習健康相關的知識、
培養正向的健康態度、操作正確的健康技能、落實健康的生活行動。因此，
本節透過「國民中學課程標準階段」、「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階段」與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階段」三個階段的健康教育課程之教學評量說明與分
析，了解健康教育在不同階段評量方式之發展，最後介紹「高中健康與護
理課程綱要」之教學評量，以提供未來發展有效的健康教育教學與學習成
效評量之發展的參考方向。

一、國民中學課程標準階段
依據民國57年（1968）暫行、民國61年（1972）訂頒「國民中學健康
教育課程標準」有關健康教育之評量方法，詳述如下：

（一）成績考查原則
1. 健康教育之考查按健康習慣、健康態度、健康知識、健康技能等四方
面分別進行。
2. 各項考查應以教學內容、個別輔導以及參加活動情形為依據，評量是
否達到既有目標。

（二）成績考查方法
1.健康習慣：觀察學生行為，及健康習慣紀錄情形加以考核。
2.健康態度：用示範、觀察、或測驗方法加以考核。
3.健康知識：以測驗方法考核。
4.健康技能：以示範或表演方法考查。

（三）國中健康教育評量示例—以國立編譯館主編之教科書各單元課後作
業為例
評量為評鑑教學活動是否達到教學目標的一個過程，此階段的健康教
育教學目標，多著重在認知層面，且層次上大多停留在記憶、理解等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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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發展層次，因此，從每一個單元課後作業所看到的評量方式，呈現
出來的樣態也就不外乎背誦、解釋、說明等題型。
例如：國民中學健康教育（上冊）第一篇第十四章「生殖器官（一）」
與教師手冊「教學目標」相應的教科書「作業」：
【教學目標】
使學生對於生殖器官有正確的觀念。
使學生了解女性生殖器官的構造及作用。
使學生知道青春期發展的特徵是正常的現象。
使學生對月經及經期的保健有所認識。
【作業】
何謂生殖作業？何謂生殖器官？
女性生殖器官包括些甚麼？各有何功用？
女性的副性徵指的是什麼？
月經是什麼？如何產生？
何謂懷孕？何謂分娩？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之教師手冊第 122 頁及教科書第 82 頁。

又如：國民中學健康教育（上冊）第二篇第一章「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與教師手冊「教學目標」相應的教科書「作業」：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明白健康心理的意義。
輔導學生明瞭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等重要。
教導學生了解個人心理健康對家庭幸福、社會發展和國家建設的影
響。
【作業】
什麼是健康的心理？
為什麼心理健康的人，工作效率比較高些？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之教師手冊第 149 頁及教科書第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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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階段
依據民國72年（1983）、民國74年（1985）與民國83年（1994）三次
修訂「國民中學健康教育課程標準」有關健康教育教學實施之評量方法，
相較於61年頒訂之舊課程標準，在教學評鑑的部分，針對健康習慣、健康
態度、健康知識、和健康技能等評鑑項目做更具體的陳述，同時增列了評
分標準，詳述如下：

（一）評鑑項目
1. 健康習慣
（1）根據學生在校和在課堂上表現之行為，觀察記錄，加以考核。
（2）根據學生健康活動情形之紀錄，加以考核。
（3）根據學生自我健康習慣報告表，加以考核。
2. 健康態度
（1）根據學生課前準備，認真參與及正確之程度，加以考核。
（2）根據學生在課堂上表示見解、參與討論、參與教學活動，所表現
之認真及興致高昂程度，加以考核。
3. 健康知識
（1）根據教材內容，以定期測驗方式，加以考核。
（2）根據學生課後活動，繳交作業之情形，加以考核。
4. 健康技能
（1）根據學生學習情形，以示範、表演、操作、測驗等方式，加以考
核。
（2）根據參與健康活動及有關技能演練情形，加以考核。

（二）評分標準
1. 習慣、態度佔百分之四十。
2. 知識、技能佔百分之六十。

（三）國中健康教育評量示例—以國立編譯館主編各單元課後作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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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評量的發展來看，檢視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國立編譯館主編，
民國75年8月初版、79年8月再版），在評量的部分僅能從其課後活動的設
計，來分析這一階段的評量趨勢與方法。
此時的課後活動的設計仍然大多以認知的題型為主，但其層次上較前
一階段，除了記憶、理解，逐漸也設計題目深入讓學生進行應用與分析；
學生除了能「理解」近視的原因與預防方法，更要能「分析」目前學
生視力問題愈來愈嚴重的原因。如：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上冊第一篇
第九章「視力保健」課後活動（國立編譯館，1990：39）：
【課後活動】
一、試說明近視的原因和預防方法。
二、你認為目前學生視力問題愈來愈嚴重的原因是什麼？試舉出兩個主
要的原因來。
學生除了能「理解」耳朵的構造與聽力產生的關係，更要能「應用」
所學的相關知識，處理耳朵的相關狀況與問題。如：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
科書上冊第一篇第十章「聽力保健」課後活動（國立編譯館，1990：43）：
【課後活動】
一、說明耳朵的構造，和聽覺產生的關係。
二、下列情況發生時你應該怎樣處理？
1.覺得耳朵裏頭很癢，好像有耳垢在耳內時。
2.同學屢次和你說話或從後頭叫你，你都不曾聽到時。
3.碰到路旁有人大放鞭炮或有極大的噪音時。
4.耳朵刺痛、流水、流膿時。
除了在認知的題型之外，也開始出現一些情意層面的題型，讓學生能
評估自己對於健康狀態的的接受度與反應，也開始出現沒有固定標準答案
的題型，純粹以個人主觀去回答的問題。舉例如：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
書上冊之課後活動（國立編譯館，1990），其中的第二題評量「青春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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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兒童邁入成人的必經階段，你對於自己的青春期抱著什麼樣的看法？在
營養、休閒活動、交友、運動等方面，你將會怎樣安排，以度過健康快樂
的青春期？」，讓學生描述自己對青春期抱持的看法，從態度層面去評估
學生對青春期的接受度與反應。
在技能的評量方面，主要為急救技術的操作，但技能的評量仍著重動
作模仿和機械反應的方式，以整體課後活動評量的比重來說，技能部分的
比例也顯得較少。例如：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上冊之課後活動（國立
編譯館，1990），分別以分組練習和實地練習方式，評量學生能否模仿而
做出在課堂中學習到的急救技能：「口對口人工呼吸」和「二人徒手搬運
法」。
依據民國83年（1994）教育部修正發布之國民中學健康教育課程標準，
此時修訂的教材除了教科書外，首度出現專門為評量設計課程教材手冊，
而另外編輯『學生健康手冊』，其編輯目標以加強學生學習效果，落實生
活實踐，亦可作為學習評量之用。因此也較能系統化看出此一時期教學評
量著重的重點與方向（如圖7-14）。

圖 7-14 國中學生健康手冊（初版）上冊與下冊封面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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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評量的設計方式來看，學生健康手冊在各單元皆分為「知識焦點」
及「健康生活」兩部分，顯見此時期除了考量學生在知識的學習，也開始
著重行為的檢核與落實。
在知識焦點部分：仍著重在認知的層面，但這個時期評量的題目設計，
比起先前階段的開放式題型，更加精緻與細膩的設計，運用了更多圖片、
表格、情境引導，以評估學生對健康知識的學習狀況（見圖7-15、圖7-16）。

圖 7-15 運用眼球的構造圖，評量學生能否認識眼球各部位的名稱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8：11）。

圖 7-16 透過情境的引導，讓學生進行急救步驟的分析判斷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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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部分：設計多樣的評量題型，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運用所學
的知識、進行應用、分析，以及綜合創作，但在技能的評量層面，仍然只
著重在急救技能的模仿與機械操作，包括繃帶包紮、三角巾包紮與傷患搬
運法等，並無明確針對技能的演練後，如何進行修正與調整發展出評量方
式。另外，此部分增加許多健康習慣、行為落實的檢核表格，也能發現此
階段對於評量的目標，已經不僅著重在知識的正確與否，更試圖想評量學
生是否能藉由健康教育課程的學習，培養良好的健康生活習慣。例如不良
的飲食是引起高血壓症或心臟病等慢性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活動課程設計
上，透過自我檢核表來評估學生落實健康生活習慣的狀況。又如：評量學
生能否以每日飲食指南的知識為基礎，創作個人化的飲食菜單，舉例如表
7-2：
表 7-2 教學活動自我檢核表：依六大類基本食物分類法設計自己一天分的
明日菜單
六大類食物
1.奶類（1-2 杯）

我選吃的食物
早餐

午餐

晚餐

參考範例
鮮奶、保久乳、沖泡牛奶

2.蛋、白、魚、肉類
（3-4 種）

荷包蛋、煎魚、紅燒牛肉、
香菇雞、排骨肉、家常豆腐

3.蔬菜類（1-3 種）

菠菜、清江菜、芥蘭菜、白
菜、包心菜、胡蘿蔔

4.水果類（1-2 種）

芭樂、橘子、香蕉、蘋果、
西瓜、柳丁、葡萄、鳳梨

5.五股根莖類

稀飯、乾飯、麵條、麵包、
饅頭

（2-3 種）
6.油脂類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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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階段
（一）健康教育之評量方法
依據民國89年（2000）暫行、民國92年（2003）公布、民國97年（2008）
微調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有關健康教
育之評量方法，敘述如下：
1. 健康與體育成績評量已能達到分段能力指標為原則，並考量十大基本
能力的達成情形。
2. 評量可在教學前、中、後實施，範圍應包括認知、情意、技能與實踐
等。
3. 評量應能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的結果，採用主觀與客觀、質與量並重
的多元評量方法，並訂定給分標準。
4. 評分方法可採課前活動準備、上課參與、課後作業、平時觀察、行為
態度問卷、紀錄表、自我評量、學生互評、家長評量、紙筆測驗、實作及表
現等方式進行。
5. 授課教師在每學期上課前，應做好評量計畫，明確訂定評量項目，每
次評分均作評量紀錄，並力求成績評量客觀化。

（二）國中健康教育評量示例
九年一貫課程階段的評量發展，強調對應分段能力指標進行學習成效
檢核，健康教育教學同時也開始重視生活技能展現，在認知、情意、技能
層面，更為精緻、細膩去對應教學的歷程；對於教師來說，評量的思維也
開始隨之變動與突破，具備專業的評量理念與評量方法，透過評量來蒐集
學生學習的資訊、幫助師生掌握教學目標、確認學習效果，能進一步進行
差異化教學或後續的補救教學。
從九年一貫課程開放教科書版本，民間教科書廠商紛紛投入教科書及
學生習作的研發，版本多元豐富，透過分析課本中的教學視窗與學生習作
的學習單設計，發現在這一階段的評量之特色，能夠融入相關的情境，題
材更加活潑化、生活化，也更能連結與應用在學生實際的生活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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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97年微調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審定通過之教科書版本，評量設計看出與課程、教學的關係，檢核分段能
力指標的達成。以康軒版第八冊（上）習作的活動設計為例：應對「能力
指標1-3-4解釋社會對性與愛之規範及其影響」的一個活動內容，是透過漫
畫的故事情境引導學生思考，如：提問「對於漫畫中的主角，你的感覺是
什麼？」、「你贊成國中階段青少年發生婚前性行為嗎？理由為何？」、
「你覺得國中階段青少年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可能原因有哪些？」等，進而
引導學生探討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又以翰林版第九冊（上冊）課本為例，
應對「能力指標2-3-5明瞭食物的生產、製造、烹調會影響食物的品質、價
格及熱量，並能做明智的選擇」的課程設計，是透過比較傳統釀造醬油成
分、製作時間與方法等面向討論其中的差異，進而調查市售加工食品與新
鮮食物之間的差別，探討食品加工對人體的影響。
為促進學生的健康生活，雖然認知、情意、技能各層面的教學都必須
重視，不可偏廢，但是個人在社會生存的生活技能也相當重要，自從九年
一貫課程階段起，健康教育教學就跳脫以傳遞訊息為主的教學模式，開始
教導學生運用生活技能以面對各種情境，因此，生活技能的評量，也成為
此一階段相當重要的特色。
依據教育部與行政院衛生署在民國94年11月共同發行的「生活技能在
健康教學上的應用」一書中，可以看到針對14項健康生活技能的教學設計，
與發展出來的評量學習單，藉此了解不同的生活技能的評量方式。例如，
「拒絕技能」練習，請學習者勾選一個情境，討論並演出拒絕的方法，藉
由提示的原則，評量學生在演出過程中是否能運用說「不」的技巧。例如
其中「有效溝通」學習單練習，是透過情境引導學生書寫對話，評估是否
達到有效溝通的要素。又如其中「同理心」學習單練習，是透過體驗活動
讓學生實際模擬、角色扮演，感受何謂同理心。

四、「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之教學評量
（一）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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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95年（2006）高中暫綱及民國98年（2009）高中課綱「健康
與護理課程綱要」教學評量之說明：

1. 成績評量以能達成教材內容之學習目標為原則。
2. 評量範圍應包括行為、態度、知識與技能，可在教學前、中、後進
行評量。
3. 評分方法採用適當而多樣的評量方法，如紙筆測驗、課前活動準備、
課後作業、平時觀察、問卷、訪談、紀錄表、自我評量、上課參與
及表現等方式進行。
4. 評量宜能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的結果，採用主觀及客觀的各種評量
方法，並 訂定給分標準。
5.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就課程內容、教材編選、教學實施等進行評鑑，
其結果可供各校改進之參考。
（二）高中健康與護理評量示例
普通高中健康與護理科95暫行綱要開始，學習評量方式從早期的紙筆
測驗、課堂觀察、課後作業開始漸漸進入多元評量的時代，例如在課本中
就配合教學單元的生活情境進行過程評量。98課程綱要時開始，因為強調
核心能力及培養學生生活技能，評量方式更加多元化，不再侷限於紙筆測
驗，包含生活情境演練測驗、實作評量、更豐富創意的學習單及健康手札、
口頭報告或上台分享等等，更多元面向評量學習成效。且有愈來愈多的現
場教師發展多元評量，來實踐教師專業成長。
1. 95 年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中過程評量及課後練習
以民國96年（2007）龍騰版普通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第一冊第三章
第二節「勇敢穿越情緒幽谷」為例，為讓學生能學習「了解負向情緒之成
因、影響與處理方法」核心能力，在課本中的「健康活動時間」這個過程
評量設計，能夠引導學生進入相關情境，使學習能連結到學生實際的生活
脈絡中。龍騰版普通高中健康與護理每章的最後面都設計有「課後練習」，
例如第二冊第六章「安全達人向前行（一）」第一節健康活動時間學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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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案例引導，評量學生是否看得到危險及預防策略；第六章課後練習，
以是非題、選擇題及問答題三種型式協助學生進行單元學習評量。
2. 98 年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的評量方法更多元
98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更聚焦於核心能力及培養學生生活技
能；有鑑於教學評量需積極回應教學目標，因此98年健康與護理的評量方
式更加多元：
（1）設計課後「健康活動時間」來取代較偏向紙筆認知測驗的「課後
練習」
以99年（2010）育達版高中健康與護理為例，第二冊第六篇「健
康消費達人」第一章「聰明健康消費我最行」課後健康活動「消費資
訊陷阱挖挖挖」（見圖7-17），引導學生分組主動各種蒐集廣告訊息，
並檢視是否出現有誇大不實的文宣廣告，針對廣告文宣內容的正確
性、購買風險、廠商資訊、價格是否清楚註明及是否符合環保精神等
面向，進行批判性思考、腦力激盪及做決定的演練。將民眾常見用藥
迷思以檢核表的方式呈現，協助學生檢視自我及家人用藥習慣是否正
確，釐清錯誤的迷思，建立正確用藥觀念。

圖 7-17 高中健康與護理全一冊課後健康活動
資料來源：劉青雯（主編）
（201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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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多元輔助習作本，提供給學生加深加廣學習與評量
98年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提供給學生加深加廣學習與評
量，設計包含知識、態度、行為及技能多面向的活動學習單或健康
手札。
以民國99年（2010）幼獅文化出版之健康與護理（全一冊）學習
單為例，配合單元六「性」福大觀園，第十四章「性愛面面觀---拒絕
愛滋，終止性暴力」，為提昇學生約會安全的覺察度，提供「你的約
會安全嗎？」自評量表，讓學生依據自己真實狀況，檢視自己的約會
安全指數，自評表內容如下（郭鐘隆主編，2010：238）：
【你的約會安全嗎？】自評量表
項目

一定做到

偶爾做到 不會做到

1.我不隨便和不熟的朋友出去玩

□

□

□

2.和一群朋友外出遊玩時，不會只有我一個異
性，而且裡面一定有一個跟我很要好的朋友在

□

□

□

3.和朋友約會時，我不會隨便接受朋友餽贈的飲
料或食物

□

□

□

4.和朋友相聚時，我不會隨便飲酒，吸食毒品或
其他令人感到興奮的藥物

□

□

□

5.會先對約會對象有一定瞭解後才和對方出去

□

□

□

6.和人約會時，我不會選擇或讓對方主導去容易
使人有機可趁的場所，如有小包廂的 KTV、
MTV、幽暗的公園、對方的房間等

□

□

□

7.對於有點喜歡但不熟悉的朋友，我會邀請自己
的好朋友也一起去玩

□

□

□

8.約會對象或聚會朋友如果有任何令我不舒服的
觸碰，我會斷然拒絕，並適時逃開

□

□

□

另外，以民國103年（2014） 泰宇文化出版之健康與護理教科書全一
冊（上）「我的健康手札」為例，配合第二篇促進安全，青春圓夢第一章
「安全達人 向前行」，為提昇學生能學會掌握急救黃金時間，設計「檢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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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等級演練」學習單，（模擬緊急狀況如：「被嚇到的小女孩，一直喊
著要找媽媽，外表看起來外傷，可自行走動」、「被壓在大貨車底部的中
年男子，叫他無反應，大量失血且無呼吸或脈搏跳動」、「手扶右手，一
直喊痛的婦女，右手臂腫脹，問答對話清楚，但痛到不能行走」等狀況，
請學生判斷檢傷分類級等以及思考當下可以做的處理，供學生做加深加廣
的練習（詳內容請參考泰宇文化民國103年版教科書之第23頁）。
3. 教師自行研發多元評量—案例及說明
現場教師自行研發多元、具有創意的學習單。新北市淡水工商劉青雯
老師以多年教學經驗提供其研發設計之課程學習活動，舉例4項如下：
（1）以自行研發「尊重多元性取向」學習單：透過中性與中立的立場，
了解真愛的真諦沒有性別上的差異，透過黑白版及彩色版的示範
引導，請學習者給真誠的愛塗上各式色彩，了解性取向的多元概
念及應給予的尊重。性健康促進教育透過自由發揮的塗鴉方式，
運用批判性及創造性思考，由學生自發性的畫出「五大不受歡迎
的告白方式」，再將完成度高的學習單列出，由同學們討論並票
選出最不適當的愛的表白方式，讓學生能認知、理解，增進學生
學習興趣（學習成果如圖7-18）。

圖 7-18 「尊重多元性取向」學習單學生學習成果
資料來源：劉青雯老師提供（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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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進環境健康教育，「建立環境永續的生活方式」的課程活動：
透過拼圖遊戲式的概念創作，讓學生能理解哪些生活習慣符合永
續環境的精神，學生能發揮創意性、自由發揮，用洗米水澆花、
做好資源回收、多走路取代有益健康、自備環保袋、種樹、少用
冷氣及攜帶隨身環保杯等等，展現學習力（圖7-19）。

圖 7-19 「建立環境永續的生活方
式」學生學習成果示例
資料來源：劉青雯老師提供（2015）。

（3）「養成良好飲食習慣」活動設計。健康促進教育，養成良好飲食
習慣，請學生繪製一份營養又美味的餐點，以食物營養為基礎，
透過藝術創作，發揮創意，同時也提高學習動機與效率（如圖
7-20）

圖 7-20 「養成良好飲食習慣」學
習單
資料來源：劉青雯老師提供（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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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的性行為」學習活動。透過「倡議：只要較安全的性行為」
學習活動，學生學習倡議的過程，從選擇立場，尋找共同立場的
夥伴，商討倡議內容與方式，實際場景或網路途徑，進行倡議，
再進行反思與分享（如圖7-21）。

圖 7-21 「倡議：只要較安全的性行為」學習活動成果示例。
資料來源：劉青雯老師提供（2011）。

此外，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活動多元，故評量方式也應隨之多元化；
包含分組完成任務、分派主題、共同討論、上台分享或辯論等，教師可在
過程中觀察學生參與表現，深化課程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率（如圖
7-22）。

354 投資健康 價值永續—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史

圖 7-22 學習評量方式多元化
資料來源：劉青雯老師提供（2011）。

第三節

小結

經由「國民中學課程標準階段」、「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階段」與「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有關健康教育
教學與評量之說明，可了解其發展脈絡，也反映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不再
是重視學生記誦知識內容，而在於健康行為的生活實踐。引導學生由覺知
進而形成一個人的價值觀念在生活實踐，在健康教育教學上佔著極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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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教學所形成的健康價值觀念，才能真正地影響
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因應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成
就每一個孩子」的願景，以及培養具備健康生活與終身運動知識、能力與
態度的健全國民的教育理念下，健康教育強調學習者能主動參與和充分經
歷健康生活情境，並在經歷過程中建立價值觀及練習健康行為。因此，未
來健康教育之教學與評量實施應持續促使學生增進健康意識、習得健康訊
息和概念、內化所習得的健康訊息、落實健康行為，以具備實踐全人健康
之素養。
目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
研究發展中心正在進行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本位評量計畫，有系統研發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之評量示例，在九年一貫階段後期，即將銜接十二年
國教課程綱要之此一時期，對於健康教育的評量發展有更多的可能性。評
量也從過去的認知、情意、技能、行為，更細緻的依照教學現場的實務需
求，訂定出健康知識、技能概念、健康覺察、正向態度、健康技能、生活
技能、自我管理、倡議宣導等八項次主題，以A~E五個等級的表現標準，實
質反映學生學習表現樣態，呈現出在不同等級的學生表現程度差異。這項
劃時代的變革雖仍在試行階段，但對於教師省思及評估教學目標及教學歷
程，或許更能緊密連結課程、教學與評量金三角，落實健康教育的課程宗
旨與目標。
健康教育基於多元評量的基礎，因應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素養導向
評量的新思維，未來發展的重點為突破過去僅以功能性健康素養為主的評
價模式，融入互動性及批判性的健康素養層級，使該模式更能反映出健康
素養所強調的對健康相關訊息的判斷、思考與做決定的能力。而健康素養
對於健康概念、自我效能、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均有顯著影響，期待能研發
有效的健康素養評量工具，檢測學生健康教育學習成效，以做為改善國家
健康教育的重要指標，也更能據此調整健康教育政策，以有效改善學生健
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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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劉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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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可分為第一節「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至九年一貫健康教育課程發展
簡述」、第二節「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育領綱研修特色及未來展望」及第
三節「總結」共三節。

第一節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至九年一貫健康教育課程發展
簡述

一、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健康教育課程國小至國高中階段
我國自民國57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本領域於國小階段的名
稱，由「衛生」改為「健康教育課程」。依據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規定，
一到六年級設置「健康教育課程」，到了民國82年依據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又將「健康教育」及「生活與倫理」合併為「道德與健康」，一到三年級
合科授課，每周兩節，四到六年級分科授課，每周一節。
從民國57年本領域於國中階段名稱由「生理與衛生」改為「健康教育
課程」，國中由國一到二年級實施每周一節課，至民國61年依據「國民中
學課程標準」「健康教育」課程，改設國中一年級實施每周兩節課。歷經
民國72年、83年的課程修訂，「健康教育」課程節數都維持不變。

二、九年一貫健康教育課程國小至國高中階段
民國89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頒布，國民小學民國90年
實施本領域名為「健康與體育領域」，其中「健康教育」一到六年級每周
授課一節，至民國92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正式頒定「健康
與體育領域」改名為「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其中健康教育在國小仍為
一到六年級每周授課一次，歷經民國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修
訂，「健康教育」授課節數仍維持不變，一直延至今日。
民國89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公布，國民中學於
91年實施，依據其規定，本領域為「健康與體育領域」，其中「健康教育」
課程由七年級到九年級每周授課一節，至92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正式頒定，「健康與體育領域」改名為「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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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健康教育」課程仍為七年級到九年級實施每周授課一節課，經民國
97年的修訂，「健康教育」授課節數仍維持不變，一直延至今日。
配搭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正式的實施，高中由民國93年「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暫行綱要」公布之後，設置「健康與護理」為必修課程，同時規定一、
二年級每學年必修兩學分，共計四學分。後於民國97年「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正式頒佈，「健康與護理」列為生活領域課程之一，改為一、二
年級選修，在兩學年中必選修兩學分。
自民國57年實施國民教育以來，健康教育課程雖然歷經民國57、89、
93年課程綱要修訂的轉折，我們可以回顧從民國57年到民國100年以來，我
國在「健康教育」課程的發展上從國小六年、國中三年到高中兩年，這三
個學生重要的學習階段，「健康教育」課程都在教育政策變革中，仍然保
留其領域的存在及領域發展的完整性。雖然健康教育課程在多年來，其中
有名稱上的變化，但內涵的「循序漸進、連續不斷、統整合一」的發展，
仍然是由國小、國中到高中，一系列脈絡清晰、組織系統完整的發展；由
此可知在社會、教育及政府相關部門政策的不斷變遷，全國國民對於健康
意識的抬頭，以及對於健康生活的追求，在臺灣國民教育課程發展上，健
康教育課程之發展是越來越被重視。這也是本領域在多次的課程改革之
中，屹立不搖仍保有一席重要地位的原因。「健康教育」課程在九年一貫
的課程實施之初，即與「語文領域」並列七大領域中兩大學生學習的基礎
領域課程。雖然高中「健康與護理」的課程規劃，在民國93年後才有系統
的發展，但其課程發展架構與內涵仍與國中、國小的課程內容有連續不斷、
循序漸進、統整合一的發展性，因此在「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中的「健
康教育」課程，可以說是在社會變遷以及全球對於健康意識的抬頭之下，
仍然保有十分完整的課程發展歷程。

三、九年一貫健康教育課程之能力指標導向的發展特色
九年一貫健康教育課程發展符合課綱「連續不斷、循序漸進、統整合
一」的發展精神，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一直希望能夠以「帶著走的
學生能力，取代帶不走的片段知識」，因此在整個課程發展及課程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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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思想，將過去以「教師為中心」、「教材規劃發展為中心」的課程內
容思維，轉換為以「學生能力指標」跟「學生的學習為中心」。在此教育
改革的理念引領之下，整個課程的發展及教科書的編寫、教師的專業自主
能力相對就變得更加的重要，在較具彈性的以學生能力指標為主軸的課程
發展之下，要能夠發揮現場教師必需有「自己選取、自己編輯教材」的能
力，這些專業能力之提昇也考驗著現場教師本身教學專業的能力。九年一
貫課程發展之初，課程的設計因為以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能力指標為課本發
展及編輯的主要參考，因此造成很多書商及編輯者在編撰書本上的困難，
因為並沒有具體的教學教材內容可以參照，於是教育部後來才又發展了「課
程綱要的補充說明」，希望能夠進一步幫助現場教師能夠有比較具體的參
照依據。在這樣的思維之下，九年一貫課綱亦做了一些內容上的微調，把
「主要的能力指標」、「教學重點內涵」及「補充說明」做了清楚的分學
習階段的對應，這些九年一貫課程發展中所呈現的特色改變，亦為符合現
場教師教學需求之下的調整。

四、九年一貫健康教育課程發展之挑戰
以「能力指標」為課程發展的架構之下，最需要教師專業自主的能力，
然而，由於多年來健康教育課程在國小並無專責的師培機構，以致國小教
師在健康教育教學之專業能力嚴重不足，再加上健康教育課程在九年一貫
課程設計中成為生活課程，也就是所謂的「非考科」，因此在教育現場造
成「遇缺不補」，或以「配課」、「代課」的方式充斥在各縣市的教育教
學現場中。長久以來造成健康教育專業師資失衡的現象，也連帶造成教師
在專業課程發展、教科書編寫及現場教師的運用上均產生極大的困難及考
驗。另外，因為實施九年一貫之後教科書的市場開放，審查機制也變得有
大幅度的彈性，所有的審查在國家教育研究院（舊國編館）的制度之下，
均不得「以審代編」，造成人人看得到能力指標，但對能力指標的解讀卻
有很大的不同，教師專業自主的空間相對有比較大的彈性。因此，在自由
市場競爭開發之下，每個版本對於九年一貫原來的能力指標達成度，皆有
許多的爭議及差別。且由於此為九年一貫課程以「單一能力指標」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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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課程之下，亦沒有學生學習重點中的教學內容做相呼應設計，即造成
運用在教學現場轉換時所遇到的挑戰跟困難。尤其「健康教育」科之國中
合格之專業教師多年以來皆是非常不充足，各縣市充斥著「代理、代課、
配課」的教學現況，因此許多非專業的健教教師在拿到健康教育課本，較
困難按照課本所編寫的課程內容充分表達，加上自己的非合格健康教育教
師之專業能力，在轉換成為符合能力指標達成度的教學歷程亦是非常困難
的；以上這些從專業師資之不足到現場教師之不重視，均是九年一貫課程
發展之下，無法讓現場的「教與學」順利展現，及「課程目標」無法百分
百達成最主要的原因。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的發展是以學生的能力指標單一面向規劃，以學生
能力的取向來做課綱內涵描述，並據以規劃課程內容之撰寫，如何能夠對
應到適切的健康教育的十大類別的內容，在課綱內並沒有詳細清楚的描
述，雖然一方面增加了補充說明，但仍然沒有辦法在開放的自由市場，不
同版本的課本中，看到對於課程發展上一致的共識。故是否能夠達到能力
指標期待的教學內容，以學生「生活技能」的學習及以「學生為中心」的
課程設計，就變成健康教育課程在九年一貫課程發展是否能成功的關鍵。
九年一貫課綱強調以學生「能帶著走的能力」為導向，但是課程發展
之下學生學習能力的提升如何被有效的評量卻是個很大的考驗。由於健康
教育課程的發展多年來都是比較偏重在紙筆測驗或以老師為中心的單一評
量方式，故健康是否能真正落實在學生生活及行為裡，並養成其健康習慣
及培養其健康生活型態，是較困難以單一形成之評量而被充分的展現，因
此九年一貫課程發展下的評量方式仍須再做努力及調整。

第二節

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育領綱研修特色及未來展望

民國102年高級中等教育法通過，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提供了
法源的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已於103年11月28日由教育部公告，預
計從民國108年起分別於一年級、七年級、十年級開始逐年實施。這是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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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貫課程改革以來較大幅度的變革。十二年國教總綱主要是由「課程理
念、課程架構、實施要點」組成，核心理念是「自發、互動、共好」，重
視領域學習的連續性跟統整性，希望提出「成就每個孩子」、「適性揚才、
終生學習」的願景，讓每個孩子都能夠在連續性的課程中開發潛能，成為
一個終生學習，並具有國際觀點的國民。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著重的重點，
不同於九年國教著重學生能力指標的達成，十二年國教更強調的是，能以
「核心素養」中「核心能力的發展」為其基本架構，著重在全人教育的開
展，其中核心素養有三大面向，九項核心素養。健康教育的課程發展除了
有規劃健康核心素養之外，也配搭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同步發展讓課
程更能夠與其他領域在跨領域的學習有更充沛的完整性。三大面向的核心
素養分別是「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特別強調要培
養有能力、有意願終生學習的學習者，並且能就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情境
積極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進而能夠因應時代的變遷，而不斷達到自我精
進。在三個重要的面向上，其中以「自主行動」所衍伸出來的三個子素養，
分別為「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另外，在「溝通互動」上，以「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生活美感」，以及「社會參與的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識」為九大項核心子素養。這些在健康與體育領綱小組的發展上，均已分
別將這些核心素養融入本領域之課程目標。
十二年國教健體領綱發展的述寫方式，跟九年一貫的能力指標跟普高
的九九課綱的內容有所不同，健體領綱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
展指引」的規劃，以「學習重點」來呈現，學習重點又包含「學習表現及
學習內容」，健體領域之學習表現總共有四個類別、八個次類別，分別為
「知識、情意、技能跟行為」四類別；而次類別在健康教育的學習表現上
分別為「健康知識、技能概念、情意的健康覺察、正向態度、技能的健康
技能、生活技能，行為的自我管理與倡議宣導」等八大次類別的學習表現。
健康與體育的學習內容總共有九個主題、十個次主題；九個主題分別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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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發展與體適能、（b）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c）群體健康與運動參
與、（d）個人衛生與性教育、（e）人食物與健康消費、（f）身心健康與
疾病預防、（g）挑戰性運動、（h）競爭性運動與（i）表現性運動﹞，其
中abc前三項是健康教育與體育的融合發展，在def三項則均為健康教育之主
題，後面ghi則為體育主要的主題。在十個健康教育的次主題上，有「（1）
生長發育老化死亡、（2）安全教育急救、（3）藥物教育、（4）健康環境、
（5）個人衛生與保健、（6）性教育、（7）人與食物、（8）消費者健康、
（9）健康心理、（10）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由學習重點的呈現上，就
可以看出與九年一貫最大的不同，在於從單一的學生學習能力指標的達
成，改為二元思維，包括學習的內容及學習的表現。學習內容強調的是教
師要教什麼，學習表現則是學生要學到什麼，此思維更能夠配搭教育現場
的教師選取適當的教材教法，以及書商能夠依據二元思維的設計來編寫適
當的教材，來達到符合學習表現的內容。而整個健康教育在民國108年的新
課綱建構下，將發展成八項次類別的學習表現、九項核心素養以及十項主
題學習的內容，這樣的課程發展基於三度空間概念，包括同時兼顧學習表
現、學習內容及最終核心素養的達成，來符合新課綱的最終課程目標。此
外，在新課綱的實施要點上，也特別強調學生自主學習，發展「健康教育
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希望能夠將課程設計轉化為以提升學生素養之
相關的教學活動，以落實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課程目標。因此素養導向的
課程思考，特別涉及到教材呈現的情境脈絡跟生活經驗，同時希望教法上
特別引導學生在情境脈絡、生活經驗的探究及思考，也協助學生能夠統整
運用所學，來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期待學生有具體實踐跟利他的行為表
現。同時也盼望在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裡，能夠用多元評量的方式來同步
思考學生學習的過程跟學習的結果，學生學習的過程即形成性評量，學習
的結果就是總結性的評量，然後檢視學生在此學習之後，他的表現層次以
及是否有達到學習的遷移。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教學原則，最重要的思
維是希望透過學習內容跟學習過程，產生的學習經驗將事件的情境跟脈
絡，做適切的結合，將學習整個的意義由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中，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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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讓學習更加地有意義，產生真正的理解。因此在整個十二年國教以
健康素養導向跟核心素養導向的健康教育課程發展及設計是非常清晰的，
能夠讓學生透過情境的模擬、診斷生活的問題、分析其中的原因，再選擇
適切的對策，來有效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樣核心概念的思維學習，透過多
元生動的學習歷程，包括體驗式學習、參與式學習、小組合作學習、探究
式的學習，希望能夠讓學生在有效的教學策略規劃之下，主動探詢問題、
解決問題、積極的參與思考、發問、觀察、分類、解釋、運用到發展自我
解決問題的通則，這樣的過程能夠符合十二年國教的最終期待，發展成具
有核心素養的國際公民。

第三節

總結

健康教育課程的發展從民國57年到迄今，歷經50餘年，其中多次的教
育改革，健康教育課程仍被臺灣視為培養健全國民的基礎課程之一，近年
來環境極端變化、氣候變遷，人類生活型態的改變以及疾病型態的轉變，
越來越提升健康教育課程在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的重要性，近年較重大的
社會爭議議題，包括食安問題、氣候暖化、環境惡化（pm2.5的污染）、多
元成家、性別平等、中醫藥養生的議題等等，均透露出國民若能夠自幼即
有健康素養的培育，對未來所需面對的生活及環境的挑戰是非常重要的關
鍵。所以健康教育課程無庸置疑是培養健全國民，及提升國民競爭力最重
要的基礎磐石。近年來健康教育課程的發展，除了配搭十二年國教開拓以
「培養學生生活技能」及「親身參與的體驗課程」，讓學生能夠習得關鍵
的解決問題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有「生活情境及實際參與」的學
習歷程，讓學生真正感受體驗到或覺察到健康對其一生的重要。我們常說
自幼就應培養好的生活習慣，以奠定未來人生勝利的基石，這在健康教育
課程的發展與落實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而近年來健康教育課程對社會重
要性的提升，除了不斷將社會重要的議題納入之外，也透過學校課後及課
外的時間，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來擴大課後延伸教育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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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將生活情境融入學生學習，並能由「課堂上」、「教室外」到「生活
中」的點線面的教育延伸都是將健康教育課程落實，再進一步達到十二年
國教期待的「系統性、脈絡性跟延續性」學習經歷，讓學生在活潑生動樂
趣中學習。健康教育課程著重培養健康相關的生活及健康技能，以及健康
相關的行動力和健康生活型態的養成，並於健康體驗中學習，創造更多的
學習機會。除此之外，健康教育課程的評量也由九年一貫至十二年國教有
更進一步的發展，希望從過去僅評量學生的認知評量走向依照教學現場的
需求，採用多元評量以覺察態度、技能還有自我管理能力等的評量方式，
讓學生在學習的表現上、差異上能夠更清楚、更真實的呈現其程度的不同，
如此亦能帶動現場教師真正的教學省思及提升其專業自主教學的能力，從
課程的改革到評量方式的多元，到課外活動的緊密結合，如此才能夠將課
程、教學、評量緊密的結合而達到健康教育的課程宗旨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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