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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十二年國教之 

物理課綱怎麼微調？ 

張仁壽 

國立基隆女中 

 
 
摘要：為因應十二年國民教育之實施，落實

學生多元適性學習的需要，並回應老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上的需求，教育部決議在不更動

普通高中課程總綱的前提下，針對數學及自

然領域學科課程綱要進行微調，以配合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順利於 103 學年度正式實

施。微調修訂係以普通高中數學及自然學科

領域為範圍，由「普通高中數學及自然領域

課綱微調工作圈」進行統籌與規劃，各學科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基礎地球科學)
由召集教授及各學科中心為基礎，籌設數學

及自然領域各學科微調小組，負責該學科之

課程綱要之微調修訂。以下摘錄整理自 101
年 11 月 1 日課綱微調第一次會議資料，期望

各相關教師能有所瞭解並進一步提供相關意

見。 
 

壹、 背景與現況 

普通高中現行所謂之 99 課綱，係從 95
暫綱逐步修正演進而來。然而，其中自然領

域學科的 95 暫綱與 84 年課綱相比，變動較

小。99 課綱中強調「五育並重」的目標，而

使自然領域有著較大幅度的修正，並與數學

科之間有些橫向統整的落差。由此，致使教

學現場產生諸如課程內容過量、過於艱深、

課程安排的邏輯順序、橫向整合、縱向連貫、

與大考中心考試內容的搭配等等困難與問

題，特別是擔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

後，現行課綱如何回應適性教育與差異化教

學的需求；然而，亦有學者專家反應現行自

然領域學科內容不足，建議應將內容難度加

深，並且增加課程內容之廣度。基此，教育

部決議在不更動普通高中課程總綱的前提

下，針對數學及自然領域學科課程綱要進行

微調，並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於 103 學

年度正式實施，以奠定學生的基本知能並強

化多元適性學習。 

貳、 工作目標與修訂原則 

一、工作目標 

1. 在不變動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

綱的前提下，微調修訂普通高中數學及

自然領域(生物、物理、化學、基礎地球

科學)課程綱要。 
2. 進行微調科目之縱向連貫 (國小-國中-

高中)、橫向統整(跨學科、後期中等教

育之間) 及相關單位連結（如大考中

心、師培機構、出版單位等）的整合協

調工作。 
3. 研擬課綱微調推動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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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原則 

1. 現行普通高中課程總綱不做更動。 
2. 以現行的學科課程綱要為微調基礎。 
3. 課程目標、各科學分數、教師授課節數

不更動。 
4. 進行各學習階段之間的縱向連貫，各學

科之間的橫向統整，不同學制之間的聯

繫整合，並滿足十二年國教實施後學生

多元適性學習的需要。 
5. 具有高度爭議或尚未凝聚共識的內容，

不列入本次課綱微調的範圍。 

參、物理課綱微調的必要性與評估 

一、 物理課綱微調的必要性說明 

1. 高一基礎物理份量確實過量，無論是傳

統解題教師、需要演示時間及空間的教

師、啟發性教學的教師都表示應該刪除

一些內容，至於該刪除哪些內容，建議

由物理學科中心的熱心教師與原課綱制

定的負責教授溝通後決定。 
2. 高二 A 版物理等同於 B 版的簡化版，對

社會組學生而言枯燥乏味，本次微調或

許可以不動，但建議下次訂定課綱時可

以去掉“A 版應包含於 B 版”的條件。 
3. 高二 B 版及高三物理因為教學時數減少

3 分之 1，內容卻未等比例減少，建議做

整個單元的刪除，使教師得以在重要單

元作深化地教學，建立學生完整的科學

素養訓練。 
4. 101 年 1 月及 4 月，物理學科中心與數

學學科中心討論相互配合的可能性，建

議數學科是否可以思考放棄高一離散與

高二連續的架構，使學科間能夠更進一

步搭配與合作，例如三角函數由數學科

先教，而向量可以由物理科先教。 

二、 物理課綱微調之評估 

物理科課綱微調之效益評估，主要可以

下兩方面來說明:(1)高一基礎物理部分可使

教師與學生減少趕課之負擔，適時增列部分

示範實驗。(2)高二 B 版及高三物理部分因應

教學時數減少，在不影響物理學大架構下，

可使教師得以深化實驗、演繹等訓練，避免

學生只接受膚淺的科學知識。然而，本次微

調需考量之相關因素並進一步建置配套方

案，例如，部分教授或專家學者，所期待的

課程內容之完整程度，可能難以達成；其次，

99 課程綱要還未完整實施就要討論微調，甚

至還沒有做過大學入學測驗，對當初參與的

教授及高中教師不甚公平。 

肆、工作項目及推動時程 

本次課程綱要微調修訂之推動時程預定

如下： 

一、101 年 10 月-11 月中：前置作業 

1. 確認微調原則、程序、微調組織與協作

機制、後續配套項目 
2. 研擬微調工作計畫書 
3. 籌設微調小組 

二、101 年 11 月-102 年 4 月：正式啟動 

1. 分析微調可能的利弊或影響，確認微調

範疇 
2. 綱要研修的統籌與決議 
3. 微調科目之縱向連貫 (國小-國中-高中)  
4. 微調科目之橫向統整(跨學科、後期中等

教育之間) 
5. 相關單位之協調與連結（如大考中心、

師培機構、出版單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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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修訂會影響大學入學考試

內容，需與大考中心密集聯繫。 
 與教科書相關單位進行協調，以便在

期限內完成修訂相關教材。 
 職前教師與現職教師了解課程修訂

的內容，以及相關教材教法的因應。 
6. 舉辦委員會、聯席會議、諮詢座談、公

聽會等。 
7. 研擬課綱微調推動相關配套。 

三、102 年 4 月-6 月：審議及修訂 

1. 草案提交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研究發展會討論通過。 
2. 草案提交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審議會議決通過。 

四、102 年 6 月：教育部正式公告 

五、102 年 7 月：研擬配套措施。完成計

畫。 

 研擬微調課綱相關配套措施(如宣導、

溝通、研習、教學媒材發展、評量研發等專

業支持事項)，後續於 102 年 7 月至 103 年 4
月完成教科書修訂、編輯與審查，務使 103
年 8 月時修訂後之微調課程正式使用，並結

合教育部協作中心及學科中心精進微調課綱

的實施。 

伍、預期效益 

本次課程綱要微調修訂，預期之效益說

明如下： 

一、達到課程發展之延續與十二年國民

教育推動的試金石 

本次課綱微調的組織架構與合作機制與

模式，對於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的修

訂，具有前導試探的作用，其工作模式可作

為未來十二年國教課程修訂的組織與合作機

制的參考。 

二、課程微幅修訂，幫助教師教學與學

生的學習 

本次數學及自然領域課程綱要之微調，

能夠回應教師在教學實務上的需求，對於教

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有立即性的幫助，具

有積極正面的效果，同時對於即將來臨的十

二年國教之課程與教學之推動工作有所幫

助。 
(本文轉載自物理雙月刊 2012 年 12 月

號，感謝物理雙月刊授權予以轉載，該期另

有其他數篇與物理教學有關的文章，有興趣

者可以參閱) 
(編者按：若讀者對高中物理課綱有任何

意見，可以和微調小組成員聯繫，或聯繫本

文作者張仁壽老師) 
 
 
 
 
 
 
 
 


	目錄
	2-1
	3-1
	4-1
	4-2
	4-3
	5-1
	5-2
	5-3
	5-4
	6-1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页数: 1
     与当前相同
      

        
     1
     1
            
       D:20120619113045
       1190.5512
       a3
       Blank
       841.8898
          

     1
     Tall
     274
     211
    
            
       CurrentAVDoc
          

     SameAsCur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