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第 11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7日（星期三）下午 6時整 

會議地點 本部 2樓 216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號 2樓） 

會議主持人 潘部長文忠 紀錄 邱專案助理佩涓 

出席人員 蔡政務次長清華、林常務次長騰蛟、陳主任秘書雪玉；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邱署長乾國、王主任秘書春成、高中及高職教育組

韓組長春樹、蔡科長孟愷、張專門委員永傑、程商借教師彥

森、廖商借教師敏惠；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許組長麗娟、林科

長淑敏、董科員柏伶、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王組

長鳳鶯、陳科長錫鴻、賴視察東榮、黃商借教師維齡；國家教

育研究院許院長添明、教科書發展中心楊主任國揚、課程及教

學研究中心洪主任詠善、楊助理研究員俊鴻、邱專案助理佩

涓；本部部長室廖專門委員興國；蔡政務次長室李秘書昕寜；

林常務次長室謝秘書紫菱；高等教育司李司長彥儀、賴專員冠

瑋；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楊司長玉惠、張科長惠雯、林助理研究

員逸棟；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張司長明文、陳科長彥潔、陳

專員培綾、游專員焜智；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

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行政管考組呂專門委員兼組長虹霖、

覃商借教官桂鳳、規劃組李組長文富、朱規劃委員元隆、高規

劃委員鴻怡、賴規劃委員榮飛、廖專案助理珮涵、劉專案助理

榮盼 

列席人員  

請假人員 陳政務次長良基、吳規劃委員清鏞、戴規劃委員旭璋、汪規劃

委員履維、林規劃委員清泉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參、 報告事項： 

案由一：「上（第 10）次協作中心會議暨實體化規劃簡報會議紀錄、決議事

項辦理情形」報告（報告單位：協作中心） 

說明：（略）。 



 

 

主席裁示： 

一、 請修正會議資料附件二「105年 7月 28日協作中心實體化規劃簡報

會議紀錄」決議第 2 點第 1 項「社會領域 3 份草案較晚審查，可能

影響之各項配套」及第 3項「特教課綱研發、進修部課綱、實用技能

班課程教材等。」之文字（如會議紀錄附件 1），餘洽悉。 

二、 協作中心實體化以前之列管事項，請各系統持續落實推動，並請各議

題小組逐一檢視，瞭解實際執行情況，於下次會議時提出說明和檢

討。 

 

案由二：協作中心規劃組業務報告（報告單位：協作中心） 

說明：（略）。 

主席裁示： 

一、 請各單位主管詳加閱讀會議資料，具體了解相關協作議題推動情形，

許多方向及政策涉及未來課綱實施成效，必須加以掌握。 

二、 請高教司與技職司在系統內開始進行考招規劃及建置符應課程設計

內涵的題庫。 

三、 各項優先協作議題，請各議題小組依規劃書儘速展開，尤其應著重

各系統的連結情形，確保相關方案之開展能符應政策目標。另尚未

進一步處理之議題，請規劃組持續召開諮詢會議，儘速確認是否需

要成立議題小組進行協作。 

四、 請各主政單位務必強化系統內部會商機制，主動邀集相關協辦單位

及協作中心成員參與跨系統研商，並統整規劃辦理情形，未來在次

長主持的會議中，協作中心將視辦理進度，安排主政單位針對相關

議題執行情形，進行專案報告。 

 

案由三：行政管考組業務報告（報告單位：協作中心） 



 

 

說明：（略）。 

主席裁示： 

一、 列管對話平台建置過程中，請系統間關聯性的檢視，儘量朝簡化作

業來進行，避免過多資料填報和堆疊。 

二、 請各議題小組協作過程，發現有系統間需要強化之協作議題，事先

邀集相關單位研商，確認屬於重大事項，須依期限辦理及定期追蹤

者，再由協作中心依程序簽陳核定後，納入列管。 

三、 請各系統加強系統內相關議題進程之管控，透過自行管控的過程，

讓單位主管更能掌握單位內相關重點事務，政策才能執行到位。另

各主協辦單位召開管考會議，請務必邀請協作中心派員參與。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105年 8月份協作中心各議題小組重要會議結論（報告單位：協作

中心） 

說明：（略）。 

主席裁示： 

一、 請修正項次八重要會議結論或建議事項「107技術型高中課綱已增加

實習時數，以回應社會對技術性高中務實致用的期待，對各群内不

同科因屬性差異，對群共同專業科目的歧異，建議考慮以增加群共

同專業課程學分的彈性著手，並請技職司研議微調各群科領綱。」之

文字（如會議紀錄附件 2）。 

二、 項次一、二、三、六、八等項目，請各主政及協辦單位積極辦理，並

請協作中心加以列管。在列管對話平台尚未完成前，暫時以本部重

大業務列管系統填報執行情況。 

三、 項次四、五、七等項目，請依照議題小組之建議方向辦理，請各系統

務必密切配合辦理。後續處理請議題小組持續進行協作事宜，俟有



 

 

重要結論或建議，請訂定完成期限，以利執行情形之規劃。 

四、 項次九有關技術型高中群科歸屬之檢討調整事宜，同意與 107 課綱

脫鉤處理，請技職司與國教署合力研處。 

五、 有關高中課程實施前導學校之輔導事宜，納入高中優質化計畫輔導

統籌，並強化高中學校因應課綱轉化所需要的系統性之專業增能培

訓。有關高中前導學校及專業增能培訓之整體規劃，列入下次會議

業務報告事項。 

 

案由二：優先協作議題提報協作會議專案報告期程規劃（報告單位：協作中

心） 

說明：（略）。 

主席裁示： 

一、 請調整 105年 10月及 11月專案報告順序：原訂 105年 10月請國教

署報告「普通高中課程推動法規修訂、落實課程適性選修的相關配

套」議題延後至 105年 11月報告；另原訂 105年 11月請國教署報

告「普通高中研究合作學校、前導學校與高優計畫整合規劃」議題提

前至 105年 10月進行專案報告（如會議紀錄附件 3），餘照案通過。 

二、 為因應 107課綱所須之師資培訓及增能（例如資訊領域），請師資藝

教司務必從課程結構中實際了解教師應具備之專業及能力，進行有

效規劃，當政策無法一步到位時，也須思考替代方案，逐步實施。 

三、 請協作中心提前掌握各優先協作議題主政單位及協辦單位實質辦理

情形，適時給予提醒與建議，確保各系統緊密連結，並請各主政單

位，依據規劃委員之建議及相關單位辦理情形進行統整，按規劃期

程提報協作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案由三：協作中心後續運作模式及各系統配合事項（報告單位：協作中心） 



 

 

說明：（略）。 

主席裁示： 

一、 各系統對課程與教學的重要推動機制，如委員會、管考會議、重要計

畫修訂等，請盡量邀請協作中心參與，針對各系統之規畫提供更完

整的協助與諮詢。 

二、 請各系統積極參與協作中心各項諮詢會議及各議題小組協作會議，

指派適當之固定人員參與，以利議題的延續討論，倘有系統內跨單

位協作之議題，亦請提高由專門委員以上人員出席，以利系統內整

合。 

三、 請各單位主管於各項諮詢會議或議題小組會議結束後，務必精確傳

達會中重要事項，以利各項政策之落實推展。 

伍、 部長指示事項： 

一、 有關「國中小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與「教科書發及審查」議題，

請高鴻怡規劃委員邀集國教署國中小組及國教院教科書發展中心研

議，將議題再深化，並且就可協助之團隊進行討論。 

二、 有關發展技術型高中稀有類科教科書與群科歸屬之檢討調整案，請

分開研議，另發展稀有類科教科書過程中，請推薦可對應之大學或

專家學者透過獎助措施協助撰寫。 

陸、散會：下午 8時 20分。 

 



【附件 1】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實體化 

規劃簡報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會議地點 本部 216 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 2 樓) 

會議主持人 潘部長文忠 紀錄 陳專員培綾 

出席人員 陳政務次長良基、蔡政務次長清華、林常務次長騰蛟、陳主任秘

書雪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朱課督元隆、汪教授履維、吳校長清

鏞、戴校長旭璋、高校長鴻怡、賴校長榮飛、林主任清全、國家

教育研究院：范副研究員信賢、李副研究員文富、楊助理研究員

俊鴻、邱助理佩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組張專門

委員永傑、國中小組：許組長麗娟、林科長淑敏、黃專員思綺、

董科員柏伶、本部：謝參事忠武、陳簡任秘書素艷、部長室廖專

門委員興國、黃專門委員瀞儀、蔡政次次長辦公室李秘書昕寧、

林常務次長辦公室謝秘書紫菱、高等教育司：李司長彥儀、陳科

長立芬、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王副司長明源、林逸棟先生、資訊

及科技教育司林高級管理師燕珍、綜合規劃司：謝副司長淑貞、

陳科長秋慧、秘書處王科長耿隆、十二年國教專案辦公室覃桂鳳

小姐、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張司長明文、郭副司長淑芳、鄭專

門委員文瑤、劉科長鳳雲、陳科長彥潔、陳專員培綾。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洽悉。 

參、 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實體化規劃一案，提

請討論。 

說 明：請規劃組組長國家教育研究院李文富研究員進行 10 分鐘簡報，再請與會

人員表達意見。 

決 議： 

一、 本中心應兼重跨系統間橫向平臺聯繫及系統內議題強化，包含： 

  (一)系統間應建立連結合作，同時也應關注系統內各項協作重點的業務進度，

避免因部分配套落後而互相影響，必要時可安排專案報告掌握進度。 

  (二)系統內亦需深化協作議題之分工聯繫(如國教院課程研發及教科書、國教

署國中小及高中職業務)及單位業務規劃(如考招連動，110年大學考試、技

專校院統測，應於本(105)年規劃瞭解，抓緊12年國教及課綱目標)。 



二、 協作中心後續應將下列事項列管，以利掌握進度： 

(一) 社會領域 3 份草案較晚審查，可能影響之各項配套。 

(二) 教科書研發(含國教院可多提供素養導向教學案例研發)及審議。 

(三) 特教課綱研發、進修部課綱、實用技能班課程教材等。 

三、請規劃組於本年8月1日起進行各項議題盤點、協調及提供解決建議，於9

月中旬再向部長報告完整盤點之議題。期間規劃組規劃委員為瞭解各司處

業務推動，將邀請各業務單位 (報告)說明，屆時請各業務單位配合。  

四、 各系統應建立可統籌業務之窗口，以利後續聯繫及辦理居中協調的角色，

並請各系統掌握各項工作進度，協助各項議題的管考，可運用時間軸方式

整理相關配套及與學校有對接關係。 

五、 本中心未來管考作業應簡化及落實實質管考，避免過多資料填寫，且應可

從管考資料看到系統間問題的關聯性。 

六、 另請秘書處協助規劃組人員住宿場所整理事宜。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8時10分。 

 



【附件 2】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各議題小組重要會議結論 
 

項次 重要會議結論或建議事項 主政單位 協辦單位 
建議列管 

完成期限 
備註 

1.  

建議國教署參酌 99 年高中課綱推展模式編輯課程手冊，除法規、

各項配套外，併同前導學校運作模式、實務案例、使用工具等納

入課程手冊，做為下一波校長、主任、組長課程領導培訓之內容。 

國教署  105.12 105.08.04新課綱

配套措施後續辦理

方向調整研商會議 

2.  

大學考招攸關高中課綱落實，建議大學 18 學群對高中選修課程建

議表由高中課綱與考招連動小組儘速研議，依程序經招聯會討論

後定稿。 

高教司  105.12 105.08.06高中課

綱配套第 2次諮詢

會議 

3.  

為強化各大學對各高中選修課程開設情形之瞭解，以利於未來大

學考招制度設計之銜接，建議儘速研議建置高中課程平台。 

技專校院對技術型高中開課了解之需求一併納入考量，至於技術

型/綜合型高中課程平台是否與普通型高中整合或單獨設置，另行

評估。 

國教署  106.06 

4.  

建議高中優質化計畫應調整以課程與教學主軸，轉型為普及型之

培力型計畫，結合學科領域的國教輔導團/學科中心系統，成為學

校整體優質改進的專業支持機制。 

國教署  議題小組

協作中 

105.08.08前導/研

究合作學校/高中

優質化計畫第 1 次

諮詢會議；

105.08.15高中課

程實施配套暨前導

學校諮詢會議。 

5.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教學之精進，以學科、群科中心工作圈為主，

推展仍力有未逮，建議強化地方與學校策略聯盟，促進區域之間

及校際觀摩交流，對未參與優質化計畫之學校，建議由經驗豐富

的縣市或學校提供團隊支持。 

國教署  議題小組

協作中 

105.08.15地方行

政與學校策略聯盟

第 1次諮詢會議 



項次 重要會議結論或建議事項 主政單位 協辦單位 
建議列管 

完成期限 
備註 

6.  

107高中課綱因適性教學、多元選修及彈性學習，各校將衍生 20%

至 50%新增選修課程鐘點之經費需求，為避免繁瑣流程加重行政

負荷，建議以 20%估算納入基本需求，下授學校編列預算(縣市立

學校納入一般性補助款指定項目，私立學校採申請至)，其餘部分

再循程序申請。 

國教署 會計處 105.12 105.08.22高中課

綱配套議題小組第

1次會議 

7.  

因為高中適性教學、多元選修及彈性學習增加鐘點費之審核及調

控，建議研議與課程計畫審核領域教學節數之填報系統結合之可

行性，甚至由高中校務行政系統之課務系統匯出，避免要學校再

提一堆形式化的計畫。 

國教署 資科司 議題小組

協作中 

8.  

107技術型高中課綱已增加實習時數，以回應社會對技術性高中

務實致用的期待，對各群内不同科因屬性差異，對群共同專業科

目的歧異，建議考慮以增加群共同專業課程學分的彈性著手，並

請技職司研議微調各群科領綱。 

技職司 國教署、

國教院 

105.12 105.08.26技術型

高中群科歸屬第 1

次諮詢會議 

9.  

技術型高中群科歸屬，是否因應社會變遷及產業發展，檢討調整

類群科，例如：增設老人照顧群之類，應從長計議，及早着手規

劃，建議儘速啟動下一波課綱調整之規劃機制，並建議與 107 課

綱脫鉤處理。 

技職司 國教署、 

國教院 

本案為長

期政策發

展，爰暫

不納入列

管。 

 



【附件 3】優先協作議題提報協作會議專案報告期程規劃 

年月 專案報告 
優先協作

議題編號 

建議主/ 

協辦單位 

105年 

10月 

大學考招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 四-1 高教司 / 國教

署、技職司、國

教院 

普通高中研究合作學校、前導學校與高

優計畫整合規劃 

一-3 
國教署/國教院 

105年 

11月 

「領域/科目劃分與師資培育課程之搭

配」的具體規畫與初步執行成果 

三-1 師資藝教司/國

教署、國教院、

技職司、學務特

教司 

普通高中課程推動法規修訂、落實課程

適性選修的相關配套 

二-2、 

二-4 

國教署/國教院 

105年 

12月 

新住民/本土語文師資的規劃  國教署/師資藝

教司 

素養導向領域教學與評量的規劃、新舊

課綱銜接的規劃 

一-1、 

一-2 

國 教 院 / 國 教

署、師資藝教司 

106年 

1月 

課綱宣導的規劃與推動 二-1 國教署/國教院 

教科書開發及審查的規劃與推動 一-4 國教院/國教署 

106年 

2月 

國中生適性升學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

套 

四-3 國教署/國教院 

教師增能進修及專長認證 三-2 師資藝教司/國

教署、技職司 

106年 

3月 

技專校院考招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 四-2 技職司/國教院 

因應新課綱的設備需求規劃 二-3 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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