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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命教育」課程綱要重點與特色
*
  

孫效智 

壹、人生三問 

 任何一個人，不論是誰，也不論他在社會上扮演什麼角色，更不論他是富貴

貧窮或疾病健康，都必需面對自己生命的三個基本問題：我為什麼活著？我該怎

樣活著？我又如何能活出該活出的生命？第一個問題不簡單，古往今來很多有智

慧的人都給過答案，所有宗教更是無一不致力於這個問題的解答。不過，生命的

答案，終究必須自己去尋求。由外而內的答案如果不能得到由內而外的相應，那

麼，答案即使是正確的，恐怕也只會擦身而過，與我們無關。第一個問題是人生

最根本的問題。人偶然有了生命，卻必然邁向死亡，如何在這必死的人生中，肯

定活著的意義與目的，實乃人生大哉一問。此問如果找不到答案，或者，如果一

個人認為它根本沒有答案，那麼，後面兩個問題也就很難提出，更遑論答覆了。 

 如果一個人在第一個問題上能突破成、住、壞、空的無常，能不陷溺於虛無

主義或享樂主義的羅網中，那麼，他必然會關切第二與第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

也就是人該怎樣活著的問題。這不只是一個道德或倫理的問題，或者，更確切的

說，道德或倫理的問題從來就不只是形而下的實踐問題，而更是與第一個問題相

銜接的終極課題。如果生命有一個終極目標，哪條道路會通向它呢？哪條路又是

所謂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的大學之道呢？ 

現代人的存在處境不是「複雜」兩字所能道盡。在這複雜中，我們常常不清

楚方向，也不知道何去何從。要不要繼續一份友誼、一場戀情或一個婚姻？在鼓

勵情慾解放的時代裡，又該如何看待劈腿與外遇？在後現代的今天，當結婚誓詞

從「終身不渝」的盟約轉變為「當感覺還在時，我保證愛你」的契約，忠誠還有

什麼意義？澳洲男老師嫖妓嫖到女老師，男老師沒事，女老師遭教育局處分。其

後教育局則遭指控兩項罪名：性別歧視以及違反老師下班後之性工作權。究竟老

師有無性工作權？性交易若有問題，何以僅單方面受罰？在人我的給與受之間又

該維持怎樣的平衡呢？該如何面對立場各異、背景不同的人？該如何寬恕？無意

的傷害也許容易原諒，但刻意的呢？而什麼又是刻意的傷害？可惡之人必有可憐

之處，但在可惡與可憐之間，我該如何拿捏？在仁慈與正義之間我又該如何平

衡？最後，關於生死也有很多難解的習題，例如：如果不能為了醫學發展的理由

                                                 
* 收於︰何福田主編，《生命教育》初版三刷，臺北：心理，頁 22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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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殺死一個健康的嬰兒，何以可以拿人類胚胎來作實驗？受精卵、胚胎、胎兒、

嬰兒這條連續發展的過程中，究竟有什麼重大的差異可以證成差別待遇？此外，

面對「點燃生命之海」中那位受傷而全身癱瘓二十八年的西班牙人要求自殺協助

時，我們該站在哪個位置上？Pro life 或 Pro choice？可不可以如他所要求的，提

供他自殺的協助或助其安樂死？在極大而無希望的痛苦中，如何要求或邀請人貫

徹活著的勇氣？總之，明辨善惡說來很輕鬆，但在不足外人道的人生點滴中知善

知惡，實在不是容易的功課，這是人生第二個大哉問。 

 第一個問題與第二個問題都是「知」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人生目標與

意義的「知」，第二個問題是有關人生實踐之道的「知」。不過，人生問題除了「知」

之外，還有「行」的問題。一個人即使知道人生有值得追尋的目標，也知道通往

目標的道路何在，但卻沒有力氣上路，或偏偏往相反的方向跑去，那麼，這所有

的「知」都是枉然。人生誠然有很多事情是知難行易的，但也有更多是知易行難

或知不易行更難的。如何調和知行，使其合而為一，是每個人必須提出並解決的

第三個問題。人為什麼會知一套、作一套？又為什麼「言其所信，行其所言」是

那麼不容易達到的境界？這就涉及到知情意行是否統整（integrity）的問題。身

心靈統整的人才能夠「誠於中，形於外」，活出應該活出的生命。 

 分開來看，上述人生三問各有其獨立之旨趣，不過，合起來看，它們之間是

相互為用的。知之愈深，行之愈篤；行之愈篤，知之愈深。真知與力行之間具有

一種良性循環，使得越明白的，越能去力行；而越能去力行的，也越能有真切的

明白。這正是佛教說「悲智雙運」的精義。 

貳、生命三學──生命教育的目標 

長久以來，我國教育偏重工具理性，忽略目的理性，致使更為根本的生命課

題受到忽略，而教育的目標則本末倒置。上述人生三問正是最受到忽略的生命課

題。忽略的結果是：社會上瀰漫著人生觀模糊、意義感空洞、價值觀混亂與人格

不統整的情形，並由之衍生出種種輕賤個人生命、傷害他人生命；只有利益，沒

有公義的現象。依此，如何針對深層的生命課題，進行生命教育，實屬刻不容緩

之工作。 

針對「人生三問」，生命教育應包含「生命三學」，其目標如下： 

1. 引領學生進行終極課題與終極實踐的省思，以建構深刻的人生觀、宗教觀與

生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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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學生道德思考能力，並學習「態度必須公正，立場不必中立」的精神，

來反省生命中的重大倫理議題。 

3. 內化學生的人生觀與倫理價值觀，以統整其知情意行，提昇其生命境界。 

一言以蔽之，生命教育即探究生命中最核心議題並引領學生邁向知行合一的

教育。此次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將生命教育納入規劃，可以說是撥亂反正的第

一步，它不僅將開創我國教育史上的新里程，即使從普世教育發展的現況來看，

以如此宏觀細密的方式來促進學校全人教育之內涵者，亦屬少見。本課程如果能

夠落實，將在生命議題的探索及價值觀的內化上，大大匡正傳統課程之偏頗與不

足。 

從學理言，生命教育的三項目標包含三個環環相扣且彼此交互為用的議題領

域，它們分別是：1.終極關懷與實踐；2.倫理思考與反省能力的培養；3.人格統

整與靈性發展。以下將先說明它們各自之內涵，再說明它們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的

關係。 

參、生命教育的三大議題領域 

（一）終極關懷與實踐 

這涉及的是人生最終極的課題，這包含了必死的人生究竟有何意義、又如何

去開創其意義的人生哲學問題，也包含了有關死亡的省思與實踐的各種死亡教育

課題，還包含了有關超越界與聖界信仰的宗教教育課題。 

生命意義的肯定與開創可以說是一切意義與價值肯定的基礎。人生不是只有

吃飯、理財與男女，更不是只有統獨、政治與科技島等議題值得關懷。人作為萬

物之靈、作為宗教學者如拉內（Karl Rahner）口中所謂的「發問的存在」，本質

上就不只是追求實用功利的經濟動物而已，而還要探求意義與理想，並以之作為

人生的出發點與歸依。人對自己及周圍的一切存在發出疑問並渴望答案。一個人

即使肯定道德價值，亦了解道德所要求者何，但設若不能肯定生命整體為有意

義，那麼，他便很難從生命的終極空洞中攫取實踐道德的動力。事實上，生命本

身如果只是一團無明之氣的偶然聚散，那麼，一切是非分別、愛恨情仇、高峰低

潮、乃至國家興亡、文明發展，都顯得貌似煞有介事，但事實上只是虛中之虛，

幻中之幻。†由此可知，攸關意義探索與安頓的人生哲學課題何其重要。 

                                                 
† 這正是羅素（B. Russell）在他的無神的科學宇宙觀中所揭示的無意義的生命圖像（image of 
meaningless life）。參閱：B. Russell, “A Free Man’s Worship,” in Ethical Theory: Class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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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遺憾地，如此重要的人生哲學問題在庸庸碌碌的現實生活中，卻常

常不容易受到重視。飲食男女與功名利祿的追逐往往盤據了人們日常生活的整個

心靈。從這個角度來看，死亡教育有如當頭棒喝，提醒在濁世中翻滾的人們：你

可以忘記死亡，死亡卻不會忘記你；更提醒人們，「賺得全世界卻失去自己的靈

魂，並沒有什麼好處。」依此，死亡的必然固然讓人渾身不自在或情何以堪，但

正視死亡卻是追求人生真理的重要契機與開端。不碰觸死亡經驗或忽略死亡的教

育無法開展出真正深刻的人生哲學教育。 

另一方面，面對死亡果真就能超越生死嗎？追尋意義果真就能找到或安頓意

義？這樣的問題大概已涉入宗教領域，因此是更為根本的人生課題。一般而言，

人認識世界的主要工具是理性與經驗。不過，理性與經驗很難以超越現實人生的

方式來觀照生命與世界的奧秘。從某種角度講，純粹依靠理性與經驗的死亡面對

及意義探索恐怕若不是徒然無功，便至少是無法窺其全貌的。這就涉及到了人認

識世界的另一重要方式 — 宗教信仰。世界各大宗教都提供有關存在終極實相的

智慧或啟示，更提供人如何提升靈性、邁向聖境的超升途徑。如何在多元宗教的

世界中欣賞不同宗教的傳統，並為自己找尋一條適合自己身心靈開展的朝聖路

途，毋寧是每一個人最為重要的終極課題，亦是宗教教育所最關心的課題。 

（二）倫理思考與反省能力的培養 

終極課題的安頓旨在確立人生整體的意義與方向，然而，人生不是只有生死

與宗教等終極課題而已。在生死兩點之間，人有具體的人生要過，更有具體的「有

所為或有所不為」要省思與實踐。談到省思就涉入了倫理學或道德哲學的範疇。

倫理學首重思考與反省。嚴謹而系統的倫理思考訓練是倫理教育或道德教育不可

或缺的一環。但正是這一環是我國學校教育向來所最忽略者。影響所及，不僅學

生的道德教育停留在膚淺表面或洗腦灌輸的層次，就連師資之培育過程也缺乏基

本的倫理學訓練，以致老師們在對學生論及道德議題時，往往除了單向「說教」

外，很難真正的「說理」，並進行有品質的雙向討論。而欠缺說理的倫理教育是

很難成功的，因為它無法讓學生從自己內在的思考來領會與認同最重要的倫理價

值。再者，在價值愈來愈多元化的今日社會中，思考與反省的重要性更是愈形重

要。誠然，人們應該包容「多元」、擁抱「自主」。然而，「多元」很可能只是是

非混淆的一種說詞，而「自主」也能夠是「只要我喜歡，沒有什麼不可以」的藉

口。倫理思考與反省的目的在於探索道德的本質、判斷各種實踐的倫理意涵，使

                                                                                                                                            
Contemporary Readings, ed. L. Pojman (Belmont: Wadsworth, 1989), 5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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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多元主義的洪流中能夠不陷溺於相對主義的困境中，並且能不僅知其然，且

能知其所以然地掌握道德判斷的方法以及建構道德原則的思維途徑。 

倫理思考的意義還可以用古人所說的「慎思明辨」與「擇善固執」來說明。

「固執」是慎思明辨及擇善之後的一種堅持與實踐功夫，它必須以「擇善」為前

提，否則就會成為「頑固」，也就是堅持了「吃人禮教」而不自知。而「擇善」

則以是非善惡的分辨為前提，這就是所謂的「慎思明辨」。不先慎思明辨，無從

擇善固執。以現代語言來說，倫理思考的訓練若能以深刻細膩的生命經驗為基

礎，又能具有倫理學的系統性與嚴謹度，大概就離「慎思明辨」不遠了。 

倫理學（ethics）亦稱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關心人應該如何生活，

探索「善是什麼」以及「如何擇善」等課題。簡單地說，「善是什麼」屬於基本

倫理學（foundational moral philosophy）關心的對象，而「如何擇善」則是應用

倫理學（applied ethics）的問題。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運用，兩者

互為體用。 

基本倫理學希望透過理性思維與人性經驗來探索善惡的意義與特性，建構進

行道德判斷及證成道德原則的方法理論。它的對象並非「如何擇善」這類具體的

問題，而是解決這類具體問題所必須具備的思想架構。舉例來說，在探討「可否

說善意的謊言」、「可不可以有婚前性行為」、「可否借人執照，抽取佣金」等具體

倫理問題之前，必須先探討「為何可以或不可以」這個問題；而要掌握「為何可

以或不可以」，則必須先探討善惡是非的意義。應用倫理學是基本倫理學在各個

實踐領域的具體應用。個別的應用倫理學（例如醫學倫理）關心的是在特定實踐

領域中如何建構一套完整的道德規範（例如完整的醫學倫理規範），以及在面對

具體的道德困境時，如何進行道德判斷（例如分娩中若母子不能同時存活時該怎

麼辦？）等課題。道德規範的建構一方面應紹承傳統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也必須

就不合時宜的傳統思想進行解構與重構的工作，更應該就傳統思想所不曾思考過

的新興議題（例如代理孕母或複製人）提出即時的反省，來幫助人們在現代社會

中知所抉擇，而能尊重人我的生命，並活出人性的光輝。 

（三）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 

終極課題的探索與倫理議題的思考是「知性」面的生命教育。但生命教育不

能只停留在「知」的層次，而必須融貫到人的身心靈與知情意行各層面，這就涉

及到生命教育的第三個主軸，也就是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的課題。事實上，無論

終極課題或倫理議題都不只是知識的問題，而更是實踐的問題。「實踐」面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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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生命知識內化為生命智慧，並將知情意行整合起來，使人達到「誠於中、形於

外」的境界，就必須致力於人格的統整與靈性的發展。 

什麼是人格統整可以由其反面，也就是人格不統整的諸多形式來理解，例如

知行不一、心口不一、理性與情緒或理性與情慾之間的對立、自身價值觀的衝突

與身心靈的不和諧等。具體地說則例如：明明知道多找的錢應該退還卻讓貪心蒙

蔽而沒有退還；明明知道不該亂發脾氣，但當別人惹我時，卻還是控制不住；又

或者明明已經結了婚且有了兒女，但面對吸引人的公司同事，卻情不自禁想發展

一段不該發展的關係等。人常常就是這樣，知道是一回事，做不做的到卻是另一

回事。這就是「知行不一」或人格不統整（integrity）的問題。「知行不一」是最

困難的道德問題，也是任何道德教育所不能不面對的嚴肅課題。規避這個課題，

道德教育將只剩下道德知識的灌輸，而與道德教育的真正目標背道而馳。 

人格統整首要是指身心靈的統整，以及由之而來的知情意行的統整。孔子所

說的「從心所欲不逾矩」正是一種知行高度合一或人格高度統整的境界。要怎樣

才能達到這個境界呢？首先必須徹底瞭解人格不統整的原因，然後才能正本清

源，提升統整度與靈性境界。不統整的原因大概包含三方面，其一是人生觀與人

生體驗的膚淺所導致的價值觀的無法內化，因而無法形成「誠於中、形於外」的

力量。例如：人們大多都聽過「吃虧就是佔便宜」這句話，而且也認同其中的道

理，但人們還是喜歡佔小便宜，並且不喜歡吃虧。這是什麼原因呢？原來，一般

人的認同只是一種表淺的肯定，而不是一種深層的信念。何以故？這是因為人的

直覺雖然隱約知道它的道理，但由於缺乏深刻的生命經驗去印證它的真切性，更

缺乏深刻的人生觀去支持這個信念，因此很難將它真正內在化並在實踐上貫徹

它。 

不統整的第二層原因在於知性與感性的分裂，這可以表現為情緒智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低落；也可以是「利令智昏」或「色令智昏」的愚昧。

人即使有正確的人生觀，也有正確的實踐原則，並不保證就能知行合一，因為情

緒平穩時的「心嚮往之」不一定表示在情緒混亂時仍然能夠「從心所欲不逾矩」。

知性與感性的統整包含的課題很多，而且都很重要，例如：憤怒情緒的處理、寬

恕與道歉的學習、貪婪與吝嗇的化解、狹隘心胸的開擴、男女情欲與真愛的分辨

等。在這些問題上如果不能致力於統整的修養，知行之間的分裂將持續腐蝕個人

的人格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身心靈不統整的第三層原因是靈性層次的無明。由於人不只是一種身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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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更是一種既超越又內存於身體的靈性存在，因此，人的人格統整問題不

能忽略靈性的幅度。靈性的「內存性」指的是那在身體內，但卻能自覺與覺他的

神性我的存在，而靈性之「超越性」則表現為神性我不受身體之束縛、渴望真理、

追求美善、嚮往永恆並虔敬神聖的無限向度。 

東西方宗教與文化傳統均提供許多靈性發展與修行的途徑。從身心的層次來

看，包含適當的飲食、運動、靜坐、默觀等，從神性層面來看則包含在日常生活

中與聖界的相遇，以及分分秒秒涵泳於智慧、慈悲、寬恕、懺悔、感恩、信心、

希望、委身等神聖的氛圍中。靈性發展成就人格之內在和諧與統整，而人格統整

則連結知與行，使人的終極關懷與倫理反省得以內化並外顯為真誠的實踐。 

生命教育所包含的三個領域 — 終極關懷與實踐、倫理思考與反省能力的培

養、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 — 是相互關連的，而且必須統合觀之才構成完整的生

命教育。蓋生命教育以知行合一為目標，而知行之間具相互為用性：深刻的力行

能帶來深刻的真知，而深刻的真知又能推動人進一步身體力行。從第一個領域所

涉及的終極課題來看，這是知行合一所不能或缺的深刻真知，涉及人生觀、生死

觀及宗教觀等終極智慧的涵養。終極智慧賦予人生意義與目的，並提供人生實踐

的終極基礎。欠缺這個基礎，道德實踐的意義便很難確立。意義一旦確立，人必

須進一步透過慎思明辨來建構實踐的倫理價值體系。這就涉及了倫理思考與批判

能力的養成。而終極智慧與倫理價值不能只停留在「 知」的層面，必須融貫到

人的知情意行與身心靈各層面，這就構成了生命教育的第三個向度，也就是有關

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的課題。人的人格愈統整、靈性愈清明，則對於生命的智慧

就愈能有終極的了悟；而人生的終極智慧愈深刻，則愈能強化倫理思考與實踐的

能力；倫理思考與實踐能力的提升復又增進人格之統整與靈性的發展。如此週而

復始、綿綿不已，便形構生命教育引領受教者向上超升的正向循環。 

肆、高中生命教育選修課程的架構 

此次高中生命教育類選修課課程綱要之建構是由十數位國內相關領域之專

家學者，以一年之時間通力合作而完成。課程的架構依循生命教育三大範疇（終

極關懷與實踐、倫理思考與抉擇、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為原則，並在考量選修

課之特殊性質與限制後，共規劃了八科各兩學分之課程。其中，「生命教育概論」

是最基礎的入門課程，而「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生死關懷」、「道德思

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倫理」、「生命與科技倫理」及「人格與靈性發展」等則

為七科進階課程，各科名稱及綱要召集人詳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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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類科選修課程規劃草案 (93.08.25 教育部版本) 

課程名稱 學分數 說 明 負責人 

 生命教育概論 ２ 一學期 孫效智／連監堯 

 哲學與人生 ２ 一學期 黎建球／曾煥棠 

 宗教與人生 ２ 一學期 釋慧開／陳德光 

 生死關懷 ２ 一學期 趙可式／紀潔芳／張淑美 

 道德思考與抉擇 ２ 一學期 孫效智／連監堯 

 性愛與婚姻倫理 ２ 一學期 陳秀蓉／連監堯 

 生命與科技倫理 ２ 一學期 蔡甫昌／孫效智 

 人格與靈性發展 ２ 一學期 吳庶深／陳德光／張利中 

「生命教育概論」一科是生命教育的入門課程，內容涵蓋了七個進階課程中

最基本而重要的議題，目的在於對生命教育整體提供一種梗概的導論，做為進階

學習的基礎。 

由於選修時數有限，且生命教育教師及教學資源均尚待開發，而各高中在升

學壓力與生命教育教學間亦需求取平衡，故生命教育選修課程之開設恐怕很難在

一開始就推出所有八科的課程，而必須循序漸進。若學校在學生三年學習中只能

提供兩個學分之生命教育，建議開設生命教育概論，俾讓學生對於根本的生命課

題有所涉獵與探討。若學校認同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且也逐漸克服實施的各種困

難，則也許可以「校定必選」的方式，安排學生在高中三年中按部就班學習生命

教育概論及其他七科進階課程。 

七科進階課程係按照生命教育規劃理念的三大範疇而建構者。「哲學與人

生」、「宗教與人生」、「生死關懷」三科分別屬於人生哲學、生死學及宗教教育等

終極課題與終極實踐的探討。至於「道德思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倫理」、「生

命與科技倫理」則屬於倫理議題之思考與反省訓練。其中，「道德思考與抉擇」

屬於後設倫理學與規範倫理學的範疇，目的在於探究道德的本質與道德規範的意



 

 9

涵，並引領學生學習道德判斷的方法。至於「性愛與婚姻倫理」、「生命與科技倫

理」則是當代應用倫理課題中至為重要的兩個實踐領域。我國這些年來相當重視

「兩性教育」，不過，從教育部推動的兩性教育內涵來看，大多只集中在兩性平

等或平權的議題，而較忽略當代兩性議題在廣度與深度上的各種倫理意涵。是以

「性愛與婚姻倫理」一科希望彌補兩性平等教育之不足，而引領學生在性愛與婚

姻所涉及各層面的重要倫理問題上，有所探討與省思。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部分

目前只規劃了「人格與靈性發展」一科，目的在於探究人格統整與靈性修養所涉

及的各種議題，期能引領學生達到身心靈正向發展與知行合一的理想。 

 生命教育雖屬選修課程，但其內涵價值對於每個學生或每個人而言，卻都不

是可有可無的。若學校能體認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並能克服各種困難來實施它，

實為學生之福，亦為社會整體之福。一位集中營生還的猶太人吉諾特寫了一封信

給老師們，信中所言，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深思： 

親愛的老師，我是集中營的倖存者，我看到了一般人未見之處，瓦

斯房是由博學的工程師建造，兒童是由受過教育的醫生所毒死，嬰

兒被訓練有素的護士謀殺，婦女和嬰孩被知識份子射殺、焚燒。所

以，我懷疑教育。我的請求是，希望你們幫助學生做一個有人性的

人，永遠不要讓你們的辛勞製造出博學的野獸、身懷絕技的精神病

人或受過教育的怪人。讀寫算等學科只有用來把我們的孩子教得更

有人性時，才顯得重要。 

伍、實施學期與時間分配 

以下將不考慮升學主義或其他現實困境，純從理念上來論述生命教育各課程

之適當實施學期與時間分配。個別學校可以斟酌學校特性，逐步從現實往理想的

方向邁進。 

原則上，由於生命課題無時無刻均需面對，而生命智慧亦需學而時習之才能

精進發展，因此，高中生的生命教育應成為一種持續不輟的學習，理想的情形是

每學期均能實施一科（或以上）的生命教育的課程。尤應避免僅在高一或高二實

施，而於高三停止施行之情形。蓋此情形正是一種結構性的反生命教育，它等於

向學生宣示說：為了升學故，人格、人際與人生問題皆可抛。如此教育所培養出

來的學生自然容易變得只有自我，沒有他人；只有利益，沒有公義；只有媚俗之

追求，而無神聖之理想。事實上，即使從升學角度來看，高三學生只讀考試科目

而忽略生命其他幅度，是否真有利於考試之成績，還屬未必可知。蓋生命課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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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壓抑或忽略的學生，如同腹背受敵般，極可能並不利於其讀書所需之專注與考

試之準備。 

建議學生每一學期至少修習一科目（兩學分）之生命教育課程，一年級上學

期先修習「生命教育概論」，而後每學期可輪流在三大議題範疇中開設生命教育

進階課程。例如高一下先開設「生死關懷」，以開啟學生後續進行人生哲學與宗

教課題省思的能力；高二上開設「道德思考與抉擇」，以培養學生從事道德思維

的能力；高二下開設「人格與靈性發展」，作為學生統整身心靈與知情意行的基

礎。高三上可在「哲學與人生」或「宗教與人生」間擇一開設，探索人生整體之

意義，以安定準備考試者之身心，高三下學期則開設「性愛與婚姻倫理」或「生

命與科技倫理」，俾便準備學生思考人生具體倫理問題的能力。如此循序漸進，

高中學生三年可完成六科生命教育課程之學習。至於另兩科目之學習或可針對已

通過學測而確定就讀大學之高三下學期同學或其他特別感興趣的同學來開設。 

時間分配方面，生命教育每一科目之設計均以每週連續上兩節為原則，俾便

討論交流或體驗實踐等性質之教學活動能有充分時間進行。實施與評量方法，請

參考生命教育各科綱要。高中生命教育八科綱要全文及相關網路資源則請參考生

命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life.ascc.net）。 

師資培育部分以現職高中教師接受第二專長之培訓與認證為最快速可行之

方式。目前台灣生命教育學會已與台大進修推廣部合作，辦理第一期之高中生命

教育師資培育，第一批學員已在二○○五年七月取得生命教育第二專長。第二期

師資培育將在二○○六年四、五月開始報名，同年八月開始課程。期盼全國各高

中職校長與所屬教師來共襄盛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