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
規劃委員聯席會議第 55 次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

107 年 7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

記錄

蔡佩璇

余規劃委員霖、施規劃委員溪泉、戴規劃委員旭璋、汪規劃委員履維、
賴規劃委員榮飛、簡規劃委員菲莉、陳規劃委員信正。
周以蕙商借老師、廖敏惠商借教師、覃桂鳳商借教官、蔡佩璇小姐
、劉榮盼先生、洪鈺惠小姐。
鍾規劃委員克修、林規劃委員清泉、范規劃委員信賢、朱規劃委員元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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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員
列席人員
請假人員

壹、 主詞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前(第 54 次)次會議紀錄確認：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二、 有關縣市政府應訂定課綱實施配套措施相關之自治法規之議題，請參見
附件二(p.12)。
三、 國教署六都策略聯盟會議改期至 107/9/13(四)。
主席裁示：由中心同仁完成各縣市高中教育階段課綱實施配套措施之相關自
訂法規調查表，請戴規劃委員、施規劃委員協助審查，再發送各縣市端勾稽
調查，希能於下次六都策略聯盟會議前完成彙整資料。
參、 討論事項：
案 由 一：次(8 月)月各議題小組運作調查，提請討論。(報告單位：規劃組)
說

明：資料請詳見附件三(p.13~p.14)。

決

議：
一、 國中小課綱配套議題小組，將改以高關注縣市訪談方式進行，時間
訂於 8 月中旬到九月上旬至縣市關懷輔導訪談，9 月中旬召開會議，
並邀請國中小組出席會議。
二、 技綜高課綱配套議題小組，將俟 8 月份與國教署戴副署長研商後，
於 9 月份召開會議討論。
三、 課綱宣導預計 10 月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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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二：研議 107 年 8 月協作大會第 28 次會議各議題小組待協調解決事項，
提請討論。(報告單位：規劃組)
說

明：

(一) 檢送 107 年 7 月份各議題小組重要會議結論摘要表，敬請規劃委員
參閱(附件四，p.15~p.20)
(二) 檢送十二年國教新課綱實施關鍵議題與期程(附件五，p.21~p.22)，
敬請規劃委員參閱。
(三) 有關各議題小組待協調解決事項(含各階段前導學校反映問題處
理)，提案討論。(附件六，p.23)檢送 107 年 6 月份各議題小組重要會
議結論摘要表，敬請規劃委員參閱。
發言紀要：
施規劃委員溪泉：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課程配套措施課程備查隨技綜高
課程備查變動，技高課程備查過程是否順利進行？那技
高實作評量具體方向與政策是什麼？
吳執行秘書林輝：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課程配套措施課程備查待國教署
專案報告後，再進行討論。
7 月份特教藝才、體育班議題小組，有幾點重點需與原特
組、體育署溝通討論。
決

議：107/8/17 協作會議邀請國教署原特組及體育署出席討論。

案 由 三：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規劃組 107 學年度分工
規劃(草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規劃組)
說

明：請參見附件七(p.24)

發言紀要：
一、項次二跨系統年度工作坊、項次三協作中心重新定位：
吳執行秘書林輝：新課綱配套上路後，協作中心任務告一段落，需重新定
位，擬定成立核心小組，訪談各系統單位、規劃委員想法，
以利繪製協作中心圖像，接續 108 課綱上路。
跨系統工作坊預計 10 月後辦理，詳細時間將再與各單位商
議。
余規劃委員霖：訪談對象不應限縮於各單位高層級之長官，考量所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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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稱性，建議可增加訪談各單位之窗口(承辦人)。
賴規劃委員榮飛：核心小組訪談需 10 月份完成，以配合跨系統年度工作
坊。
戴規劃委員旭璋：跨系統工作坊與協作中心重新定位兩者間有密切關聯，
且須統整，表格項次一、二是否考慮合併？
主席裁示：
(一) 協作中心重新定位核心小組，增邀汪履維委員；高關注縣市陪伴與協
助，增邀戴旭璋委員；高級中等學校課推策略聯盟，增邀余霖委員、
簡菲莉委員、林建宏委員、徐國樹委員。
(二) 考量跨系統工作坊辦理程序、內容項目較為繁雜，兩者間保持橫向交
流，但不宜合併，可邀請簡規劃委員針對協作中心重新定位此項目提
供意見。
二、素養教學與評量議題小組的開展：
施規劃委員溪泉：技高並非無核心素養，只是學生運用及展現的能力不同，
應回歸訂定的初始構想，技綜高學生透過具體的操作與作
品，培養展現素養，表顯出的素養與普高、國中小不同。
技高只有國英數教師參加核心素養研習，專業科目教師
並無研習，且目前教科書沒有著墨於素養內容。一般科目
應融入素養內容，但在專業科目上可彈性融入，帶領者
應具備技高專業。
吳執行秘書林輝：國教院已有規劃於技高培養 30 位講師，協助帶領技高素
養融入課程，但此培訓完成也須兩年後，緩不濟急。
戴規劃委員旭璋：技綜高剛開始素養融入課程中，建議人力可先外求，初
始普高與技高可一起偕同整合，訂定出大方向，以利自行
制定細節。
施規劃委員溪泉：在專業科目上可先請專家指導，借助普高經驗，做出屬
於技高的素養範例模組，以利學校教師觀摩。
簡規劃委員菲莉：素養並非「步驟」
，因以學生為中心，例如附圖，師可檢
視自己是否完成哪些項目(附件圖表 1)，回歸到學科透鏡
經由透鏡，了解教師運用哪些概念、原則，素養並非步驟，
也並非想取代教師創新教學而是啟發教師，也啟發學生。
3

主席裁示：8 月份將先與戴副署長、鄭慶民主任討論技職群科工作圈素養示例
的未來規劃。

三、高級中等學校課推策略聯盟：
戴規劃委員旭璋：高中策略聯盟議題小組，在 108 課綱上路後應延續，
可做轉化或另增加小議題延續，並擴邀其他縣市。
吳執行秘書林輝：高中策略聯盟議題目前主要以縣市需求為導向，爰目前
不另新增議題小組。

案 由 四：有關 108 年度關鍵議題及期程修訂事宜，提請討論。 (提案單
位：規劃組)
(一) 說
明：配合新課綱 108 年度推動，請規劃委員們協助檢視並修訂
關鍵議題及期程。
發言紀要：
汪規劃委員履維：境外回歸升學法規是否修改？學生權益是否受影響？境外
學生如何建立學習歷程檔案？網路方面也是一個問題。境外
小規模的學校，如何支援專長開課？
戴規劃委員旭璋：學習歷程檔案可能方案就是請教師協助上傳，抑或是帶回
臺灣再做後續處理。
簡規劃委員菲莉：政策效力逐層遞減，提醒國教署並非只是將政策公告，而
是應該了解縣市端如何解讀課綱，以及學校端是否了解國教
署目前公告的配套措施。
吳執行秘書林輝：高關注縣市第 3 次訪談為今年最後一梯次，下次待明年 1、
2 月統合視導再行訪談。
主席裁示：(一)若有另外新增重要議題，可隨時增補。
(二)有關境外學生議題須與國教署商議，並與兩岸及國際教育司保
持聯繫。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時間：上午 1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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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
規劃委員聯席會議第 54 次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

107 年 7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出席人員
列席人員
請假人員

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

記錄

周以蕙

余規劃委員霖、施規劃委員溪泉、戴規劃委員旭璋、賴規劃委員榮飛、
簡規劃委員菲莉、陳規劃委員信正、朱規劃委員元隆。
鄭淑玲商借教師、周以蕙商借老師、廖敏惠商借教師、覃桂鳳商借教官、
蔡佩璇小姐。
汪規劃委員履維、鍾規劃委員克修、范規劃委員信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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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專門委
員興國、劉榮盼先生。

陸、 主席致詞：
一、 下列重要期程敬請規劃委員們撥冗出席：
(一) 協作會議第 27 次會議：107.7.16(週一)下午 2 點。
(二) 協作中心共識營：107.7.19(週四)~7.20(週五)。
(三) 規劃委員聯席會議第 55 次會議：107.7.31(週二)上午 9 點半。
(四) 協作會議第 28 次會議：107.8.17(週五)下午 2 點。
(五) 六都策略聯盟會議：107.9.5(週三)，地點另案通知。
二、 新學年度(107 學年度)協作中心後續協作重點(請參閱附件資料)：
(一) 部次長期待協作中心角色從主動改被動，透過關鍵議題定期追蹤及專
案報告持續追蹤。另，透過規劃委員平日對意見之蒐集、狀況的掌握
仍應適時扮演溝通協調的角色，例如發現其如涉及兩單位(或計劃)間
衝突、重疊需分工協調處，協作中心仍應適時提醒並加以協助。
(二) 四項後續協作重點中，其中(1)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專業增能之協助規
劃、(2)素養導向教科書編、審之協助，與素養導向議題小組未來任務
有關。(3)學習歷程檔案配套措施，因涉及普技綜高，涉及未來新課綱
與考招規劃相關細節，希望協作中心能多所著力。
(4)縣市課程實施準備工作的關心與協助，透過參與六都(六都+四縣市
策略聯盟)策略聯盟可了解縣市對於普技綜高推動狀況加以掌握，而國
5

中小部分則持續透過既有之本島七縣市+離島三縣市重點陪伴與協助為
主。
(三) 建議盡量透過部次長主持之會議提供建議，而議題小組則屬蒐集意
見、準備或規劃、協調或籌備性質之會議。
柒、 業務報告：前(第 53 次)次會議紀錄確認：洽悉。
捌、 討論事項：
案 由 一：次(7 月)月各議題小組運作調查，提請討論。(報告單位：規劃組)
說

明：資料請詳見附件二(略)。

發言紀要：
戴規劃委員旭璋：原先設定以高中優質化計畫為主，然高優計畫目前有自己
的步調。
吳執行秘書林輝：普高部分未來透過參與六都策略聯盟可掌握六都+四縣市
課綱推動狀況；而戴委員透過參與國中小本島七縣市+三離島
縣市之關懷協助，可協助縣高課綱推動之輔導工作。
施規劃委員溪泉：技綜高部分考量國教署已有自己的運作步調並進行到一定
程度，且成立署內各工作圈，為避免互相干擾，建議統整技綜
高相關之議題小組，定期(如每三個月)邀集相關學校或群科中
心等，了解各類型學校或學制於課綱推動上是否遭遇任何問題，
俾利進一步掌握。
吳執行秘書林輝：之前廖專門委員興國不期待協作中心過早處理進修部、實
用技能學程之議題，畢竟需要跟隨技高課綱配套之腳步。
施規劃委員溪泉：其中 107 年 6 月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並未針對課程計畫審
查可能需進一步研議或進行說明，恐需要持續關注。另，以進
修部、實用技能學程之課綱配套不完全適用於技高課綱配套措
施。期望了解群科中心(承辦學校)協助推動新課綱過程中是否
遭遇困難，畢竟目前課綱研修團隊角色在引導學校願景、學校
圖像、課程研發等部分已暫到一段落。
施規劃委員溪泉：建議追蹤教材編輯 106 冊是否如期完成，而課綱推動主力
為各縣市，則需關注各縣市輔導團運作的推動。
余規劃委員霖：建議遵循部次長指示下，協作中心能對 108 課綱推動做出貢
獻，例如協作中心可發展出課程推動、課程治理的新模式，可
能對整個國家的教育政策有所貢獻。
決

議：

(一)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議題小組已針對未來工作(包括師資培育、教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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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進一步規劃，朝規劃方向進行。另議題小組大會擬邀請各單位與
會並請次長主持，並於大會前召開議題小組以為準備。
(二) 課綱配套議題小組：其中國中小部分持續採特定縣市關懷陪伴為工作
重點；普高部分則透六都策略聯盟之機制加以掌握，故議題小組暫停
運作；技綜高部分，原則上採定期召開技高、綜高、進修部、實用技
能學程之聯席會議，以掌握運作狀況並促成橫向聯繫。惟先邀約國教
署戴副署長淑芬共商協作中心對於技綜高課綱配套措施議題小組之運
作方式，期先行對話，以取得理解並獲致共識。
(三) 科技領域議題小組訂於下次諮詢會議(107 年 9 月)後請林常次決定後續
運作方式。
(四) 新住民語文課程實施配套措施 107 年 9 月由林常次召集第 8 次諮詢會
議，持續關注(1) 中興大學「選課意願調查、開班需求與師資需求評
估」對於師資培育是否有可行之建議，並期待師資培育之具體規劃；
(2)遠距教學目前開課量(目前僅能服務 7 百多位學生)仍明顯不足；
(3)各縣市輔導團運作。
(五) 特教、藝才班課綱配套措施及體育班課綱配套措施之規劃與執行情
形，均安排於 107 年 9 月協作會議上進行專案報告，俟部次長裁示後
續運作規劃。
(六)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配套措施、高中課程計畫填報平臺暨相關配
套措施部分，目前均暫告一段落。

案 由 二：研議 107 年 7 月協作大會第 27 次會議各議題小組待協調解決事
項，提請討論。(報告單位：規劃組)
說

明：

(一) 檢送 107 年 6 月份各議題小組重要會議結論摘要表，敬請規劃委員參
閱。
(二) 檢送十二年國教新課綱實施關鍵議題與期程，敬請規劃委員參閱。
(三) 有關各議題小組待協調解決事項(含各階段前導學校反映問題處理)，
提案討論。
發言紀要：
(一) 國中小優先關懷縣市訪談：
賴規劃委員榮飛：除了國中小關注之七本島縣市+三離島縣市外，對於其餘六
個縣市新課綱推動狀況不甚了解，建議評估是否納入。另建
議關懷縣市之訪談安排於 107 年 8 月中旬後(四局處承辦
7

人、課督等定位且略有磨合後)，而訪談後座談則安排於 9
月初。
吳執行秘書林輝：臺東、花蓮教師配合度高，輔導教授(張景媛教授)著力甚
多；宜蘭、彰化、新竹市課綱推動積極。
余規劃委員霖：期待能協助七本島縣市+三離島縣市能發展出課綱推動、課程
治理的模式。建議嘉義市可能需評估是否納入關懷縣市內，
擔心該市教育局規劃執行較為被動消極。
吳執行秘書林輝：前導學校、活化計畫推動方向與規劃多應已定案，較擔心
縣市人員異動的問題，故需要特別關注。會先擬好題綱請規
劃委員們提供修正意見後，發函通知各縣市。
(二) 普高課綱推動：
1. 課程推動工作圈、學科中心：
戴規劃委員旭璋：在制度建立部分，希望六都(+四縣市)能與學科中心有所接
軌，且課程推動工作圈是否能正確傳達相關訊息至學科中
心。再者，國教院培訓學科中心研究教師，研究教師負責培
訓種子教師，種子教師對全體教師進行培訓，然實質上種子
教師能否勝任。另，學科中心應避免與全體學科教師脫節，
且學科中心品質參差不齊。
簡規劃委員菲莉：擔心目前學科中心的角色與功能，與 95 暫綱時差異甚大。
宜思考學科中心之專業支持是甚麼？課程發展工作圈的企
圖心在哪？曾經主張學科中心成立過久，建議重新定位其
角色與功能，建議十年以上的組織需要被活化。另外，國教
署期待高中優質化計畫給予技綜高一般科目之任課老師予
以協助，期望發展增能課程。
2. 課綱推動與配套措施：
戴規劃委員旭璋：六都或地方政府對於課綱推動之部分較無法掌握，如何承
擔起對於學校引導之責，例如課發會與課程計畫規劃與執
行期程。例如：桃園、臺中教育局過去在高中教育階段人力
較弱，臺南則呈現無法掌握，畢竟尚未納入國立高中，甚至
學校端未能感受到教育局之友善。
吳執行秘書林輝：敬請規劃委員盡可能全程參與六督策略聯盟，進一步掌握
並了解全貌。另國教署已提供六都相關學科中心聯繫方式，
而潘慧玲教授均持續追蹤列管六都策略聯盟會議各議題，
且國教署已將課程推動工作圈、學科中心運作已委託甄曉
蘭教授進行未來運作之規劃。
朱規劃委員元隆：建議於六都策略聯盟會議或局處長會議提醒縣市政府應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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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課綱實施配套措施相關之自治法規。
吳執行秘書林輝：目前有些中央法規部分進度延遲，建議可於下次六都策略
聯盟會議請各縣市針對自治法規進行專案報告。
戴規劃委員旭璋：建議可於事先確認各縣市政府應完成自治法規之期程，並
調查各縣市政府進行調查，已了解期程及其處理方式。另，
應全面掌握各教育階段之相關法規。
簡規劃委員菲莉：法規制定必須邀請相關利害關係人與會協商與討論，例如
校長公開授課，其過程複雜。
吳執行秘書林輝：建議簡規劃委員可安排於國教署委託三區策略聯盟，可否
安排各縣市進行討論、經驗交流。
(三) 技綜高課綱推動：
施規劃委員溪泉：很多技綜高學校期待成立技綜高一般科目學科中心。技綜
高群科中心目前準備開始培訓種子教師，希望能審慎並妥
善規劃培訓課程。
施規劃委員溪泉：技高實作評量勢在必行，惟實作評量具體方向與政策到底
為何？係學校端非常關注的議題。
施規劃委員溪泉：技專端採計學習歷程之規劃，宜考量技綜高各群科課程與
學習內容、專業屬性之差異，應進一步研議規劃。
陳規劃委員信正：目前國教署已於群科工作圈內會成立 5 個推動中心，國語
文-高雄高工、英語文-嘉義高工、數學-松山家商、自然-北
門農工、社會-三重商工。
決

議：

(一) 國中小優先關懷縣市納入嘉義市。第三輪關懷縣市訪談安排於 107 年 8
月底前完成訪談，6 月份訪視的縣市安排於 9 月上旬進行第 2 次訪談，
而苗栗縣可暫緩。訪談檢討會議訂於 107 年 9 月 10 日左右。
(二) 有關縣市政府應訂定課綱實施配套措施相關之自治法規之議題，訂於
107 年 7 月 31 日規劃委員聯席會議研議。
(三) 建議規劃委員們於下周協作大會提出須持續關注之待協調議題。

案 由 三：有關協作中心「課程協作與實踐」專刊第三輯審查人員名單，提
請討論。 (提案單位：推廣組)
說

明：

(二) 本年度「課程協作與實踐」專刊第三輯撰寫議題、邀稿對象及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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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審查人員規劃表草擬如附件(略)。
(三) 目前稿件陸續收整中，預計 7 月底開始進行審稿，請委員們提供外部
單位審查人員建議名單，以利後續審稿作業。
發言紀要：
余規劃委員霖：甄曉蘭教授針對課程推動工作圈、學科中心運作已訪談非常
多人，建議未來可安排針對此主題由甄教授主筆一篇。
吳執行秘書林輝：建議「新舊課綱銜接分析與實施方案」必須有實務工作者
進行外部審查。
決

議：由推廣組依據推薦名單(附件一-1，p.7~p.8)開始進行邀約審查之
工作，如規劃委員們會後仍有建議，歡迎這兩日提出。

玖、 臨時動議：無。
散會時間：上午1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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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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