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研修說明 

壹、研修背景 

一、本領域課程綱要發展沿革與現行課程綱要相關問題 

我國職業學校課程自民國 40 年起歷經六次修訂，大約 10-15 年修訂一次。其中因

應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參酌「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而研修 95 暫行綱要；99

課程綱要更將課程「標準」定名為課程「綱要」，強調多元，呼應學生需求、群科差異、

產業變革等因素，進行多元課程綱要設計。民國 103 年，公布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總綱」，可說是自 1990 年代以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之中，應運而生的三次課程綱要

修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並列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第五階

段，各群科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在此基礎下，國語文

領域期能達到語文能力的培育、文學素質的涵養、文化教育的薰陶，培養表情達意、解

決問題的能力，冀能陶冶性情、啟發心智，加強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參與的核心

素養，奠定適性發展、終身學習的基礎。 

二、本領域在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趨勢或比較分析 

21 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教育方向都以提升國家優勢為主，亦即藉由教育，激發個

人潛能、融入時代潮流、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多元」是教改的第一步，「適性」可累

積多元的能力，蔚為個人素養，成為「帶得走的能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基本精

神便是以「核心素養」貫穿各階段課程。「素養導向」的課程規劃，強調個人在多變的

社會脈絡與生活情境中，不僅應具備基本能力與技能，更要有分析思辨的能力，放眼各

國教育改革時，常參酌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sessment) 結果，乃因

其強調高層次、跨領域的整合和應用能力的學習，更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也是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價值，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的國語文領域學習，也以擁有擷取

資訊、解讀資訊及思考判斷的能力為學習目標，才可能「做中學」、「樂中學」、進而「終

身學」。 

三、本領域研修之重要性 

在九年一貫的理念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全面實施，不僅將期程延伸至高中

端，更期盼調整各教育階段的課程架構及學習主題，規劃十二年一貫的國語文教育。此

次課程綱要研修，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目標。無論孩子選擇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朝學術研究方向發展，或選擇技術職業路徑，尋求成為國家未來重

要的發展關鍵；「語文素養」都是重要的能力與工具。OECD（國際經合組織）在 2012

年亦針對 17 個先進國家的技職教育發展，提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應「為工作而學習」 

(learn for job) ，技專校院應具「超越學校的技能」 (skills beyond school) 的見解，此正

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相契合，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的國語文課程研修，正以「語

文素養」為國語文領域的課程核心，期待學生經過三年的學習後，不但具備職場基本需

求的識讀能力，更需要培養其終身學習的態度與知能，作為將來進入技專校院學習的基

石，以語文為工具，發展跨領域的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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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修目標 

一、課程理念：培養語文能力，因應生活需要，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二、核心素養：以「自發、互動、共好」的課程綱要精神，結合「三面九向」核心素養

的基本理念，定位國語文教育的方向。 

三、時間分配：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規定的學分數，為各教育階段規劃適

當的課程，達成國語文領域的研修目標。 

四、學習重點：檢視九年一貫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並了解國內外國語文教

育的趨勢，共同規劃適合學生的學習內容與表現。 

五、實施要點：承續前述課程理念、核心素養、時間分配及學習重點之研修方針，按照

各階段的需求，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語文教育之課程發展、教材編選、教學方

式、教學資源及學習評量提供具體的建議。 

參、研修原則 

國語文課程綱要的研修原則乃以核心素養為軸，參採各家學說與國內外實徵研究成

果，以「學習經驗的連貫」、「語文素養的深化」及「自學能力的培養」作為主要研修原

則。茲說明如下： 

一、學習經驗的連貫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展開之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階段與國民中小學階段之課程

綱要的研修精神與教學重點並不相同。比對教育部總綱的特色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領域課程綱要（草案）研修原則」，得知國民中小學階段之課程綱要乃以基本能力為核

心，以學習表現為形式，規範學生應學得的基礎能力；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則以

學科知識為範疇，培養學生閱讀、欣賞、表達與寫作語體文的興趣與能力，以因應實際

生活及職業發展的需要。研修目的差異，易導致學生學習困難。因此，此次課程綱要研

修便以連貫跨階段學習經驗為主要訴求，考量如何銜接學習主題。 

二、語文素養的深化 

本次課程綱要研修在學習內容的撰寫上以「文字篇章」、「文本表述」及「文化內涵」

為主軸，呈現國語文的表現形式與實質內涵，配合六大學習能力，以全方位的角度培養

學生的語文素養，除了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之外，更要求學生培養思考、分析、

組織等能力，以涵育公民素養及愛國淑世的精神。另一方面，領域課程綱要需指引語文

教學的方向，讓教師不拘泥於文本的表面特徵，而是從宏觀的視角著手，從統整的角度

選擇教學材料，帶領學生深度解析文本，賞玩篇章之美，陶冶性情，達到國語文教育的

目的。最後，本次國語文課程綱要研修強調多元議題的融入，與其他領域課程綱要研修

工作同步進行，透過多次跨領域會議，與不同領域的研修委員進行對話，瞭解其他領域

對國語文領域課程綱要的期待，以豐富國語文的教學內涵。 

三、自學能力的培養 

依據總綱所示，啟發學生學習動機，培養學生終身學習能力乃本次課程綱要研修的

主要目的之一。有鑑於此，本次課程綱要研修重視語文教育的實用性與目的性，參考國

內外實徵研究，將學習策略的養成、各類文體的寫作及廣泛閱讀及主動關心生活環境及

國際事務等理念納入課程綱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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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修過程 

為求慎重，本次領域課程綱要研修過程，在研修委員遴聘程序及會議討論形式等方

面，皆嚴格遵守民主程序，以下就研修小組運作的模式及各項會議的召開等二個層面分

項說明。 

一、研修小組運作模式 

本領域研修委員共有十位，由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遴聘，其中五位為素有聲望且學養

深厚的學者，五位為第一線教學現場教師；藉由學術界與教學現場的交互討論激盪，以

多元的視角切入課程綱要的研修，期使國語文領域之課程綱要不但能符合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的理念，更能符合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未來的能力發展方向。 

本領域中有六位委員同時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所聘任之「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委員，參與由國教院結合國民

小學組、國民中學組、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組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研修委員代表所召

開的全體委員大會，進行橫向與縱向的聯繫與統合，期能符合學習經驗的一貫精神。 

在本領域的撰寫過程中，亦邀請國教院國語文領域研究員及兩位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研修委員共同參與會議及討論，提供不同角度的見解與建議，使本領域課程

綱要在符合一貫精神之外，且能因應技職教育的特性，適性發展。 

二、召開各項次會議 

本領域研修的過程依據國教院所持續發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核

心素養發展手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工作手冊」進行一貫性的撰

寫及修訂，所召開或參與的會議共 44 場，相關會議辦理說明如下： 

會議類型 會議日期 出席人數 會議重點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一般科目內容規劃」第

一次會議 

103/01/27 73 

1.由本計劃主持人針對本次課程綱

要之研修進行工作內容的說明。 

2.由本計劃主持人針對本次課程綱

要著重之「核心素養」精神進行

相關研究報告的說明，期使課程

綱要的修訂方向趨於一致。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一般科目內容規劃」第

二次研商會議 

103/04/02 73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一般科目內容規劃」課

程綱要委員說明會 

103/05/09 73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一般科目內容規劃

Ⅰ」：語文領域（國語

文）綱要撰寫會議

（1―4次） 

103/10/03 10 1.依據國教院所提供「核心素養發

展手冊」、「研修工作手冊」、

「領域綱要草案模板」等資料，

進行本領域課程綱要「基本理

念」、「課程目標」、「時間分

103/11/07 10 

103/11/21 10 

103/12/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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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類型 會議日期 出席人數 會議重點 

配」、「核心素養」的研修撰寫、

討論及修訂。 

2.針對第一次審查會議的諮詢參考

建議，進行回應及討論。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一般科目內容規劃

II」：語文領域（國語

文）綱要撰寫會議

（1―12次） 

104/03/06 11 1.修訂本領域課程綱要「基本理

念」、「課程目標」、「時間分

配」、「核心素養」的內容。

2.進行「學習重點」、「實施要點」

及「附錄」的討論、撰寫，並結

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之課程

綱要草案持續檢視、修訂。

104/03/13 10 

104/03/20 10 

104/03/27 10 

104/04/10 9 

104/04/17 10 

104/04/24 10 

104/05/08 10 

104/05/29 12 

104/06/05 11 

104/06/12 10 

104/07/02 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一般科目

內容規劃領域課程綱

要」第一次審查會議 

103/12/11 90 

針對各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基本理

念」、「課程目標」、「時間分配」、

「核心素養」等項目進行審查，並

提供修訂意見。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一般科目

內容規劃領域課程綱

要」第二次審查會議 

104/07/24 118 

針對各領域課程綱要整體草案進

行審查，並提供修訂意見。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綱要一般科目

內容規劃領域課程綱

要」第三次審查會議 

104/08/24 107 

針對各領域課程綱要整體草案進

行審查，並提供修訂意見。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一般科目內容規劃

II」：語文領域（國語

文）綱要修撰會議 

（1―4 次） 

104/08/03 13 

1.討論本領域課程綱要的「研修說

明」及「研修 Q&A」。

2.針對第二次審查會議建議，進行

回應暨草案修改討論。

104/09/04 12 
針對第三次審查會議建議，進行回

應暨草案修改討論。 

104/09/18 11 
提出本領域課程綱要之修改版，送

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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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類型 會議日期 出席人數 會議重點 

104/10/16 11 

針對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審查意見

進行回應討論，並進行本領域課程

綱要草案修訂。 

「技術型及綜合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研訂計畫」―四項重大

議題融入說明會 

104/05/16 162 

由「跨領域小組―議題工作圈」說

明重大議題融入課程綱要的精神

與內涵，並檢視各領域課程綱要的

融入情形 

【國家教育研究院】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 

語文領域（國語文）－

「全體委員大會」會議

（第 1 次-第 11 次） 

103/11/30 49 參與「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

草案的共同研擬。 

103/12/21 51 

104/01/30 43 

104/03/07 38 

104/04/11 36 

104/05/24 36 

104/06/14 36 

104/06/28 38 

104/07/05 42 

104/09/20 36 

104/09/20 37 

【國家教育研究院】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 

語文領域（國語文）－

「高級中等學校組分組」 

會議 

103/11/30 20 參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組學習

內容、學習表現、實施要點暨選修

課程的研擬。 

103/12/21 19 

104/01/30 19 

104/03/07 14 

104/04/11 24 

104/05/24 16 

伍、主要成果 

一、國語文領域理念目標與核心素養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賡續並發展國民中學階段國語文教學，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理念目標包括：語文能力的培育、文學素質的涵養、文化教育的薰

陶，培養表情達意、解決問題的能力，冀能陶冶性情、啟發心智。依循〈總綱〉各教育

階段，結合國語文領域之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具體展現「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

「社會參與」等三面九向核心素養，擘劃十二年國民基本語文教育，奠定適性發展、終

身學習的基礎。 

二、時間分配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科必修 16 學分，其配置為：第一學年第一學

期 3 學分；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3 學分；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3 學分；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3

學分；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2 學分；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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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分配表：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第一學年 3 3 

第二學年 3 3 

第三學年 2 2 

三、學習重點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語文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所組

成。學習表現以「聆聽」、「口語表達」、「閱讀」、「寫作」等表現類別強調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概念，重視認知歷程、情意與技能的學習展現，並呼應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分為「文

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三層次，依序羅列重要事實、概念、原理原則、技

能、態度與後設認知等知識。 

四、實施要點 

實施要點包含課程發展、教材編選、教學實施、教學資源、學習評量等項目，分項

說明如下： 

（一）課程發展： 

語文領域的課程發展，應以核心素養為導向，著重人格修養、文化陶冶及藝術鑑賞

的培養，以自發、互動、共好為學習原則。課程發展應提供彈性多元的學習課程，以利

學生適性發展，並支持老師的創意教學。依據國語文的學習特性及發展趨勢，課程設計

應符合「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及「適性發展」等原則，並適切融

入重大議題。 

（二）教材編選： 

國語文教材除教科書外，應包含各種形式教學資源。教材的編選原則如下： 

1.範文的選材應具有語文訓練、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等價值，藉以累積

文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三層次的學習內容。

2.每課範文宜附有題解、作者、注釋、課文賞析、問題討論及練習或評量等項目。

3.範文須重視橫向統整，強化與各群科學習內容的連結，以協助學生探索未來職涯

的發展。

4.範文應兼顧傳統與當代範疇，重視語文與人文的關聯，適時納入重要議題，如：

性別平等、環境、家庭、多元民族、人權、法治、生命、海洋等，以培養關懷社

會的素養與能力。

5.教材所附的教師手冊、輔助教材與教具等亦應依上述原則編排，並深入補充寫作

背景、作者生平、生字難詞辨析、課文深究與鑑賞等。

6.範文應包含：

（1）現代文選：選文以臺灣作家的作品為主，兼及世界華文作家作品、外文翻

譯作品。選文可包含散文、小說或其他多元體類，並提供自學範文。 

（2）古典文選：選文可包含散文、小說、筆記等。推薦選文十六篇供教材編選

參考。 

（3）現代詩歌選：每學年選1課。選文以臺灣作家的作品為主，兼及世界華文作

家作品、外文翻譯作品。 

（4）古典詩歌選：每學年選1課。選文可包含古、近體詩及詞、曲，兼及臺灣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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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論語孟子選：論語：第一、二冊各選1課。孟子：第三、四冊各選1課。 

（6）文化經典選：每冊選1課。編選參考：《詩經》、《楚辭》、《莊子》、《禮

記》、《戰國策》、《史記》、《聊齋誌異》、《紅樓夢》；亦可酌選其

他經典，作為延伸閱讀篇章。 

7.三學年文言選文，以佔總教材量45%～55%為原則，各冊可依學生學習能力酌量

增減。

8.課外讀物的選材，宜求文字難易適中，內容賅博周洽，思想新穎深刻，文學體裁

多元，參考提升閱讀素養的各類議題，使學生能培養自學能力，以作為範文教

學的補充與延伸思考教學。

（三）教學實施： 

教師應依據課程目標、教學綱要、學生能力與教學資源，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

達成教學的預期成效。在教學過程中也應注意「同時學習」原則，不僅要達成各單元的

認知及技能目標，也應培養學生的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更應運用多元、靈活、彈性的

課程教學法，以學生為學習中心，達到有效教學，並健全其語文領域的核心素養。 

（四）教學資源： 

包括各種形式的教材與圖儀設備，研究機構、社區、產業、民間組織所研發的資源，

以及各界人力資源。為使語文領域有效的進行教學活動，學校的教學資源應注意以下原

則︰ 

1.培養並提昇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

2.提升文學、文化的鑑賞能力與生活應用能力。

3.國語文專科教室數量應滿足教學所需，並逐年充實各類資源。

4.善用與語文領域課程相關的網路及交流平台，活絡教學發展。

（五）學習評量： 

教師應收集有關學生學習的相關資料，進行資訊的整理與解讀，以尋求教學的改進

或延續發展。評量內容應兼顧記憶、理解、分析、綜合、鑑賞、應用及情意感悟的表現。 

陸、研修特色 

一、彰顯國語文在「核心素養」的意義與功能 

國語文原本就在傳遞族群文化、充實個人涵養外，於自我反思、人際交往、學習新

知等方面提供實用的工具價值。新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揭櫫「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社會參與」為各科目的三個共同核心素養，國語文做為整體課程結構中

的一塊拼圖，在本次課程綱要中除了強調「知識」的必備意義，也強調「轉識成智」的

重要價值，藉以指出國語文在學生基本素養的培育過程中，既是思考問題、吸收知識、

表達意見的渠道，也是提升自我、面對社會、形成認同感與價值觀的媒介。 

二、以「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開展「學習重點」 

本次課程綱要的「學習重點」分為「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兩個構面：「學習

表現」具體描述了聆聽、口語表達、閱讀、寫作等語文技能「預期可達」的表現，「學

習內容」則從「文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三個層次勾勒本國語文課程的範圍──

應注意的是，文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並非各自獨立，例如文本係由文字所組成、

文化則由文本進行傳遞……，三者原本密不可分，只是為了顯示其層次性而刻意區隔，

重點在於藉由認識不同表意功能的文本表述特徵，進而運用於口語表達、書面表達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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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媒體表達，故實際教學仍以文本表述為主。 

將「學習重點」分為「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分別描述，優點固在以類相從、

綱舉目張之「分」，其實也在彼此繫聯、雙向交會之「合」，讓「聆聽＋文本表述」、「口

語表達＋文化內涵」等過去較受忽視的語文學習層面，獲得和閱讀、書寫相等的位置。 

三、透過「文本表述」建立學習內容新向度 

長期以來，因為學習內容以散文、詩歌、小說等「文學體類」來呈現，故往往使人

以為國語文的學習對象是「文學」，而疏於發現高中階段的語文教育並非學習「文學」

本身。本次課程綱要將「文本表述」分成「記敘文本」、「抒情文本」、「說明文本」、「議

論文本」等，一則淡化「文學體類」的支配意義，再者則將課堂上「研讀篇章」這項活

動釐清為「表意的追求」，申明「文學」只是國語文學習歷程中的一項媒介，篇章中的

表意內容與方式才是學習核心。 

一篇文章通常運用一種以上的表述方式，因此，絕不可硬把一篇文章只畫歸一種文

本。「文本」這個誕生於當代文學理論的詞彙，向來強調「意義」的衍生和延展特質，

同樣的，一篇文章究竟包含了多少種文本表述方式，甚至同一段文字是抒情還是議論，

皆宜由解讀者自行推敲、詮釋，然後從中欣賞、學習其表意的巧思。 

四、提供教材編選具體建議 

首先，將「範文」（「應用文」、「寫作練習」不屬於「範文」）分為「現代文選」、「古

典文選」、「現代詩歌選」、「古典詩歌選」、「論語孟子選」（這是為了便於編書，而非表

示《論語》、《孟子》不是文化經典）、「文化經典選」六部分，各部分皆提供配置建議。

其中略不同以往的是，「現代詩歌」和「古典詩歌」改為每一學年各選一課，「大學」和

「中庸」也不再於第五、六冊必選。此外，另增「文化經典選」每冊至少一課，酌列《詩

經》、《楚辭》、《莊子》、《禮記》、《戰國策》、《史記》、《聊齋誌異》、《紅樓夢》為編選素

材（「大學」、「中庸」亦可於「禮記選」介紹），又「古典文選」亦酌列〈燭之武退秦師〉、

〈桃花源記〉、〈岳陽樓記〉、〈臺灣通史序〉等十六篇，供編選者依學分數與學生學習能

力分冊安排。 

五、重視當代文化議題與學習趨勢 

本次課程綱要除了希望在國語文教學中融入性別、人權、環境、海洋等重要文化議

題，也注重學生直接與間接、知識技能與情意感受的學習成效。為了促進學習成效，「實

施要點」也特別提出學生基於自身興趣，在教師指導下自訂研究主題的「研究性學習」，

此一積極主動、側重探索實踐的學習方式，正與本次課程綱要「核心素養」相呼應。此

外，本次課程綱要仍延續前版課程綱要，導入學習成效的「多元評量」，除了善用「形

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的特質，也可透過實作、報告、資料整理、自我評量、同

儕評量等方式，顧及學生的個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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