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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重要名詞英譯參考表 

編號 中文名詞 英文譯詞 備註/出處 

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國家教育研究院 

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 

General Guidelines of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國家教育研究院 

3.  基本理念 fundamental beliefs  

4.  課程目標 curriculum goals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5.  領域/科目 domains/subjects  

6.  領域學習課程 
domain- specific learning 

curriculum 

原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譯為 “domain-specific curriculum ” 

7.  跨領域/跨科目 
cross- domain / cross-

subject/ interdisciplinary 
 

8.  部定課程 
MOE-mandated 

curriculum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9.  校定課程 
school-developed 

curriculum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10.  選修課程 elective courses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11.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enriched elective courses  

12.  自主行動 autonomous action 
原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譯為 “ spontaneity ” 

13.  溝通互動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14.  社會參與 social participation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15.  自發 take the initiative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16.  互動 engage in interaction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17.  共好 seek the common good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18.  教育階段 educational stages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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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學習階段 learning stages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20.  學習重點 learning focus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21.  學習內容 learning content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22.  學習檔案 academic portfolio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23.  學習評量 learning assessment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24.  節數 periods 
原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譯為 “ sessions ” 

25.  學習節數 learning periods 
原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譯為 “ learning sessions ” 

26.  教學節數 teaching periods 
原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譯為 “ teaching sessions ” 

27.  團體活動時間 group activity periods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28.  彈性學習時間 
alternative learning 

periods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29.  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y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30.  美感素養 aesthetic literacy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31.  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32.  藝術涵養 artistic appreciation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33.  性別識讀 gender literacy  

34.  思考素養 thinking literacy  

35.  領導素養 leadership literacy  

36.  財務素養 financial literacy  

37.  自主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38.  發展歷程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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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原十二

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譯為 

“cultural ” 

40.  補救教學 remedial teaching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書 

41.  總結性評量 summative assessment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42.  形成性評量 formative assessment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43.  標準參照評量 
criterion-referenced 

evaluation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44.  檔案評量 portfolio assessment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45.  實作評量 performance assessment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46.  紙筆測驗 written test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47.  生活科技 living technology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英文版 

48.  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49.  批判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50.  刻板印象 stereotype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51.  性別平等 gender equality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52.  性侵害 sexual assault 全國法規資料庫 

53.  性騷擾 sexual harassment 全國法規資料庫 

54.  性霸凌 sexual bullying  全國法規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