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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核心素養：

  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的 DNA 》

　以「素養」為核心來思考

國民教育課程的發展，以求

兼顧學習者的自我實現及社

會的優質發展，近年來日

益受到國際組織的重視。

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於西元 1996 年和

西元 2003 年提出學會求知、

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學會

自處以及學會改變等五大支

柱；歐盟 (EU) 於西元 2005
年提出母語溝通、外語溝通、

數學與基本科技素養、數位

素養、學習如何學習、人際

及跨文化與社會和公民素

養、創業家精神、文化表達

等八項核心素養內容；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於

西元 2005 年提出的自律自主

的行動、互動的運用工具溝

通、與異質性團體互動等三

大核心素養等。

　國內對這方面的系統研

究，重要的開始為柯華葳等

人在西元 2005 年接受教育

部委託的「18 歲學生應具

備基本能力研究」，以及洪

裕宏等人於西元 2005 年至

西元 2007 年的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界定與選擇國

民核心素養：概念參考架構

與理論基礎研究」整合型專

題計畫。陳伯璋、張新仁、

蔡清田及潘慧玲 (2007) 以後

者為基礎，將國民核心素養

之理念與架構運用於教育研

究領域中。後續，國家教育

研究院亦委託蔡清田、林永

豐等人於西元 2011 年至西

元 2013 年期間進行核心素

養相關研究，進而主持撰寫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體系發展指引」。該指引經

過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研究

發展會、教育部中等以下學

校課程審議會通過後，乃確

定以「核心素養」做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的

主軸；故此，蔡清田 (2014)
以「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的

DNA」予以喻之。

　蔡清田教授做為國內核心

素養的研究者、課綱研修的

參與者，其在西元 2014 年出

版的《國民核心素養：十二

年國教課程改革的 DNA》乙

書，分從國民核心素養之界

定、理據、架構、內涵及連

貫等面向，進行學理性、系

統性及比較性的探討，無疑

是其相關研究及課程運用的

重要展現。本文無意再次整

理或引述作者在本書中的豐

富內容，而欲結合與學校課

程規畫及教學實施密切相關

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簡要的闡述

核心素養的意涵、開展與實

踐展望。

導
讀

核心素養的相關發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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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所指「素養」，同時

涵 蓋 competence 及 literacy 的

概念 ( 蔡清田，2014：2-3)，是

指一個人接受教育後學習獲得

知識 (knowledge)、能力 (ability)
與態度 (attitude)，而能積極的

回應個人或社會生活需求的綜

合狀態。素養中擇其關鍵的、

必要的、重要的，乃為「核心

素養」。轉化到總綱 ( 教育部，

2014：3) 中，意指：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

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

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

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

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

全人發展。

　綜整相關文獻及討論後，

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

「終身學習者」，並與「自發、

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相連

結，提出「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等三

大面向，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

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畫執行與創新應變」、「符

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

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

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其核心素養的內涵，

如圖 1 所示：

從上述意涵及圖像而言，「素

養」具有下列特性：

 　1.「核心素養」承續過去課

程綱要的「基本能力」、「核

心能力」與「學科知識」，但

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教育內涵

( 蔡清田，2014)。亦即除了重

視知識、技能之外，亦強調情

意態度的層面。

　2.素養可界定為「knowledge 
× e x p e r i e n c e × p o w e r  o f 
judgment」( 洪裕宏，2008)，
素養既是為了「因應社會之複

雜生活情境需求」( 蔡清田，

2014：13)，其學習就須將知識、

技能、態度與「生活情境」緊

密結合，以臻至理解的、有意

義的學習狀態。

　3. 素養的學習具有跨領域的

性質，並不以單一領域為限。

舉例而言，「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固然與藝術領域緊密關

連，但它亦可透過語文課文賞

析、數學幾何運用、自然生態

觀察、社會文史實察或公民參

與等等而獲致；它是透過各領

域、各階段的課程及教學設計

而習得。

　4. 素養的學習並非靜態的、

單向性的接收，更重要的是

「透過力行實踐」的學以致用。

換言之，它是「做中學／學中

做」的靈活運用、整全表現與

反思辯證。

　5. 素養在彰顯學習者的全人

發展，並使其成為終身學習

者。就此而言，之前的教育改

革多以「競爭力」為鵠的，此

波課綱是以學習者之主體陶養

為宗旨，視教育本身即為「目

的」，而非僅止於做為提高競

爭力的「手段」。社會競爭力

不是不重要，但它不應是教育

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即在

成人之美，當我們把學生素養

陶養好了，他自然就有競爭力；

換言之，競爭力是教育的「結

果」，而非教育的「目的」。

圖 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教育部，2014：3)

2 核心素養的意涵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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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總綱中規範

( 教育部，2014：6)：「核心

素養，將透過各學習階段、

各課程類型的規畫，並結合

領域綱要的研修，以落實於

課程、教學與評量中。」總

綱中雖然訂有核心素養及各

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體內

涵，其對學校課程教學、教

科用書編寫、學習評量的引

導，還需透過各領域 / 科目

課程綱要的研修加以開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體系發展指引」中，對核心

素養從總綱到領綱的開展，

圖示如圖 2：

　在圖中，各領域 / 科目的

核心素養是延續總綱的三面

九項而來，但各領域 / 科目

有其特性與內涵，故而領域

/ 科目的重要內涵—理念目

標、學習重點，與總綱核心

素養乃是彼此呼應，雙向互

動的關係。既然總綱及領綱

強調核心素養的導向，未來

的課程、教學及教材等，理

應是核心素養導向的發展，

而領綱的「學習重點」尤為

其主要的展現。

　學習重點分成兩個層面：

「學習內容」及「學習表

現」。二者並不是此次課綱

的新創，現行國民中小九年

一貫課綱就有「能力指標」，

往往一條指標中就包含學習

內容和學習歷程，但許多人

反應不容易解讀並掌握整體

架構；現行高中課綱則有教

材綱要、核心能力，但通常

大家都只看教材綱要而忽視

了核心能力。新課綱以「學

核心素養在十二年國教課綱的開展3

圖 2核心素養在課程綱要的轉化及其與學習重點的對應關係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8）

圖 3 核心素養轉化為領綱「學習重點」的意象
      (改自柯華葳 2015年 11月簡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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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重點」進行整合，其中「學

習內容」比較偏向學習素材

部分，「學習表現」比較偏

向認知歷程、行動能力、態

度的部分，二者需結合編織

在一起，構築完整的學習。

於此，素養導向下的課程、

教學及教材發展，乃在強調

終身學習者的陶養，面對快

速變遷的資訊及社會，除了

重視「知識」之外，更要注

重「行動」及「態度」，並

透過「覺察及省思」將此三

者串連為三位一體，以求自

我精進並與時俱進。上述意

象可以如圖 3。

實踐展望4
　本書作者以 DNA 來隱喻

「核心素養」在十二年國教課

程中的重要性，不僅核心素

養如同 DNA 的雙股螺旋般可

促進「個人發展」和「社會

發展」，更重要的是，DNA
是基因構造的關鍵要素，且

具組織綿密、環環相扣的發

展特性 ( 蔡清田，2014：9)。
  DNA 是生命成長的重要關

鍵，核心素養亦是此次十二

年國教課綱的發展關鍵。佐

藤學 (2014) 曾言：二十一世

紀的課程改革，將捨棄追求

生產與效能的「目標、達成、

評量」的授課模式，重新建

構為由學習的意義與經驗組

織而成的「主題、探究、表

現」模式，若能落實素養導

向的課程及教學發展，或能

更趨近於「主題、探究、表

現」的典範。若此，未來素

養導向課程及教學的實踐，

歸結其重點為 ( 節自 2015 年

9 月 9 日〈教科書研究〉舉辦

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

材」論壇個人發言 )：
　1. 把知識、技能、態度整

合在一起，強調學習是完整

的，不應只偏廢在知識上面。

　2. 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

學習，就是更朝向學習意義

的感知 (making sense) 以及真

正的理解 (understanding)。真

正的理解，得把學習內容和

過程與經驗、事件、情境、

脈絡做適切結合，意義才會

在其中彰顯出來。

　3. 強調學習歷程、策略及

方法。課程規畫及教學設計

須把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結

圖 3 核心素養轉化為領綱「學習重點」的意象
      (改自柯華葳 2015年 11月簡報 )

圖 4 朝向素養導向的課程及教學發展

合在一起，不只是給孩子魚

吃，更要教孩子釣魚的方法，

才得以陶養學生擁有自學能

力，成為終身學習者。

　4. 強調讓實踐力行表現的

空間，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

不只能把所學遷移到其他例

子進行應用，或是實際活用

在生活裡，更可對其所知所

行進行外顯化的思考，而有

再持續精進的可能。

　前述重點，如圖 4：

　總而言之，「核心素養」

做為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發

展的“DNA＂，導引課程規

畫、教學設計及教材發展，

蔡清田教授此書給出了基礎

與開始。但如何實踐及落實，

仍須行政機關、學者、學校、

教師、教科書出版者等利害

關係人，透過持續不斷的理

解、實作、試行、對話、省

思及修訂，方能得以有機運

作，乃至生機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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