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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規劃組 

規劃委員聯席會議第 41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6年 9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路 21 號綜合大樓 3 樓） 

會議主持人 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  記錄 廖珮涵 

出席人員 

綜合規劃司呂專門委員兼協作中心行政管考組組長虹霖、規劃組李組長

文富、朱規劃委員元隆、賴規劃委員榮飛、余規劃委員霖、鍾規劃委員

克修、周以蕙商借老師、廖敏惠商借老師、鄭淑玲商借教師、廖珮涵小

姐、劉榮盼先生、洪鈺惠小姐。 

列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部長室廖專門委員興國、蔡政務次長室李秘書昕寧、戴規劃委員旭璋、

汪規劃委員履維、施規劃委員溪泉、林規劃委員清泉、陳規劃委員信正、

范規劃委員信賢。 

 

壹、 前導學校議題小組分組討論(13:30-14:30)，行政團隊負責同仁為普高-敏

惠、技綜高-以蕙、國中小組-珮涵。 

貳、 聯席會議(14:30-16:30) 

一、 報告事項： 

(一) 前(第 40次)次會議紀錄確認、決議事項辦理情形追蹤(附件一，p.3  

~p.7)。 

(二) 規劃組工作報告： 

1. 有關 10月份優先協作議題填報，敬請各議題小組負責之規劃委員於

9/28(四)填寫完畢，提供給以蕙彙整。 

2. 有關 9月份前導學校疑難問題提案，敬請各階段前導學校議題小組

召集委員，於 9/22(本周五)填寫完畢，提供給敏惠彙整。 

3. 有關系統工作坊報名狀況如下，敬請參閱。 

姓名 單位 職稱 

洪鈺惠 協作中心 助理 

廖敏惠 協作中心 商借教師 

朱元隆 協作中心 規劃委員 

陳信正 協作中心 規劃委員 

范信賢 教育部 規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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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 職稱 

吳林輝 協作中心 執秘 

陳冠銘 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量研究中心 助理研究員 

蕭儒棠 國家教育研究院 助理研究員 

鄭淑玲 協作中心 商借教師 

賴榮飛 協作中心 規劃委員 

覃桂鳳 協作中心 商借教官 

 

二、 討論事項： 

案 由 一：有關本中心各議題小組十月份擬處理議題重點及開會時間安排，

提請討論。 

說    明：資料請詳見附件二(p.8~p.10)。 

決    議： 

(一) 國中小前導學校議題小組：預計 9/26前拜會許副署長後，擇期召開

議題小組會議。 

(二) 課綱宣導議題小組：有關各縣市政府反映新課綱實施疑難問題相關

事宜會議時間改為 10/18(三)下午 2時。 

(三) 技高化工群課程實施配套措施：初步完成議題小組任務，故刪除。 

(四) 新增議題－修正為「進修部課綱配套措施」。 

(五) 體育班課程配套措施議題小組：待體育署提供諮詢委員名單，彙整

後將請議題小組召集人曾瑞成教授確認名單，後續議題小組協助人

員交由廖敏惠老師負責。 

(六) 社會領域課程配套議題小組：暫無相關討論議題，故刪除；未來相

關議題延伸「社會領域課程探究與實作」。 

(七)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議題小組：經部長指示教育部科學教育指導會

兩週內召開專案會議，請規劃委員及相關諮詢委員與會後，擇期安

排議題小組會議。 

 

案 由 二：有關協作中心 106年度第二期「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教學與

評量專刊」，提請討論。 

說    明：上次會議有關序號 14~17尚未議決，提請討論。(附件三，p.9) 

決    議： 

(一) 現已收到賴榮飛規劃委員及施溪泉規劃委員議題草案；繳交日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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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一週，請尚未繳交草案之委員及相關單位盡速繳交。 

(二) 「技專考招納入實作評量」議題，建請改由技職司撰寫。 

 

案 由 三：有關各縣市政府反映新課綱疑難問題，檢視各主政單位之研復情

況，提請討論。 (報告單位：推廣組) 

說    明： 

(一) 針對規劃委員初審意見，各主政單位已於 106年 9月 14日研復說

明完畢 

(二) 資料請另見補充資料。 

決    議： 

(一) 附件一：縣市疑難問題更新之研覆說明 

1. 討論事項(共 4案)：序號 17、18、77及共通性問題。 

2. 報告案(共 8案)：序號 18-1(建議國中小及高中職分開陳述)、24、

26、33、42、43、79、87。 

(二) 附件二：第二階段縣市疑難問題與建議事項彙整表 

1. 討論事項(共 2案)：序號 1、7(請國教署高中組補充說明縣市完中及

私立高中是否亦為補助範圍) 

2. 報告案(共 12案)：序號 2、3、4、5、6、8、9、10、11、12、13、

14。 

(三) 以上列討論事項之 6案，請相關單位補充說明並會辦國教署後結案。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時間：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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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議題小組運作調查表(106年十月)9/15/2017 

協作議題 規劃人員 協助人員 
九月份擬討論議題調查 

(含時間) 

前導學

校議題

小組 

國中小 賴榮飛委員 廖珮涵 

(一)討論議題：擬於 9/26前拜會國教署國中小組許副署長，研討國中小前導學校

推動相關規劃後，擇期召開議題小組會議。 

(一)會議時間：擇期召開。 

普高 戴旭璋委員 廖敏惠 

(一)討論議題：討論普高前導學校意見反映及處理機制、如何有效促使全體學校準

時推動新課綱、如何規範學校為 108學年度推動新課綱，組成各校之課程發展

委員會。 

(二)會議時間：訂於 9月 22日(五)上午 10時。 

技綜高 施溪泉委員 周以蕙 

(一)討論議題：討論技高前導學校意見反映及處理策略，並針對學校願景與學生圖

像之建構、適性分組與教學之規劃與執行、彈性學習時間的規劃與推動等議

題，如何提供前導學校具體方向的引導進行研議。 

(二)會議時間：訂於 10月中旬召開。 

跨階段   

(一)討論議題：持續透過各階段議題小組會議收集前導學校遭遇問題，於每月協作

會議上由規劃組統籌報告。若有需要再請常次召開聯席會議。 

(二)會議時間：暫無安排。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

議題小組 
余霖委員 

劉榮盼 

廖珮涵 

(一)討論議題：核心素養導向各向度推動的現況盤整、問題診斷及凝聚共識策略之

研討。 

(二)會議時間：訂於 10月 6日（五）上午 10時。 

課綱宣導 吳林輝執秘 
鄭淑玲副組長 

洪鈺惠 

(一)討論議題：各縣市政府反映新課綱實施疑難問題相關事宜。 

(二)會議時間：訂於 10月 18日(三)下午 2時。 

(一)討論議題：討論第五期電子報內容。 

(二)會議時間：訂於 10月 26日(四)下午 4時(課綱宣導工作小組會議) 

特

殊

議

題 

科技領域 賴榮飛委員 

劉榮盼 

(設備、課程) 

(一)討論議題：各類自造教育中心之合作網絡的建立，及各單位自造教育計畫 106

年結案後的賡續。 

(二)會議時間：將依 9月 28日科技領域第 7次諮詢會議決議而訂。 

廖珮涵 (一)討論議題：將依 9/28科技領域第 7次諮詢會議決議後續辦理事項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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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議題 規劃人員 協助人員 
九月份擬討論議題調查 

(含時間) 

(大會、師資) (二)會議時間：將依 9/28科技領域第 7次諮詢會議決議後續辦理事項而訂。 

高中全民國防教

育師資 
朱元隆委員 劉榮盼 

(一)討論議題：本議題目前均由師資藝教司及學務特教司每月均共同協作召開會

議，議題小組持續參與相關會議即可，無需另行召開會議。 

(二)會議時間：不需召開。 

師資培用與專業

發展 
汪履維委員 廖珮涵 

(一)討論議題：尚未確定。 

(二)會議時間：尚未確定。 

新住民語文課程

實施配套措施 
施溪泉委員 周以蕙 

(一)討論議題：針對新住民語文課程實施配套措施，請國教署針對目前整體之具體

規劃進行專案報告，並檢視歷次協作會議列管事項後續處理情形。 

(二)會議時間：訂於 10月 17日(二)下午召開議題小組第 5次諮詢會議。 

技高化工群課程

實施配套措施 
施溪泉委員 周以蕙 

(一)討論議題：業於 8月 25日初步完成議題小組任務。 

(二)會議時間：無需另行召開會議。 

新

增

議

題 

特教、藝才班課

綱配套措施 
吳林輝執秘 周以蕙 

(一)討論議題：針對特教職前師資培育規劃、藝才師資配套相關議題進行研議。 

(二)會議時間：訂於 10月 5日(四)下午召開議題小組第 2次諮詢會議。 

體育班課綱配套

措施 
曾瑞成委員 廖敏惠 

(一)討論議題：9月 12日部長批核委員遴聘，擇期召開第 1次諮詢會議。 

(二)會議時間：尚未確定。 

綜合高中課綱配

套措施 
施溪泉委員 周以蕙 

(一)討論議題：於 8月 2日進修部課程配套措施第 1次諮詢會議、8月 18實用技

能學校課綱配套措施議題小組第 1次諮詢會議、9月 4日技綜高課綱配套措施

第 3次聯繫會議及 9月 8日綜合高中課綱配套措施等會議討論，為因應進修

部、實用技能學程及綜合高中三個新增議題，有若干需要共通處理之處，如：

「課程計畫填報」、「學習歷程檔案」、「學校課程發展（前導學校）」及「實作

評量」等方面，故現階段規劃依上面四向議題召開跨學制之討論。 

(二)會議時間： 

1. 訂於 9月 18日(一)上午召開「技綜高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建置」諮詢會議。 

2. 訂於 9月 18日(一)下午召開「技綜高課程計畫填報與審查機制」諮詢會議。 

3. 暫訂於 9月 18日(一)傍晚召開「技綜高前導學校試行規劃」諮詢會議。 

4. 訂於 10月中下旬召開前開第 1、2項會議之追蹤會議，並另「安排實用技能

實用技能學程課

程配套措施 
施溪泉委員 周以蕙 

進修部課綱配套

措施 

施溪泉委員 周以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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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議題 規劃人員 協助人員 
九月份擬討論議題調查 

(含時間) 

學程輔導分發」議題諮詢會議。 

其

他 

社會領域課

程配套措施 
吳林輝執秘 廖珮涵 

(一)討論議題：將依據國教院召開之社會領綱會議決議，研訂議題小組討論議題。 

(二)會議時間：尚未確定。 

數學領域課

程配套措施 吳林輝執秘 廖敏惠 

(一)討論議題：本議題已於 8月 30日暫告一段落，後續係高教司、技職司、國教

署及相關測驗中心等相關單位之權責，故暫不安排會議。 

(二)會議時間：不需召開。 

自然領域探

究與實作 
朱元隆規劃委員 廖敏惠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議題小組：經部長指示，由資科司兩週內召開專案會議，請規

劃委員及相關諮詢委員與會後，擇期安排議題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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