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規劃組 

「技術型高中相關配套措施」第 1次諮詢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水森館 110 會議室(臺北市徐州路 33 號) 

會議主持人 吳執行秘書林輝 紀錄 邱專案助理佩涓 

出席人員 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楊院長瑞明、陳研發長信正、國立

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黃校長耀寬、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施退休校長溪泉、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法規中心林執行長

金財、本部部長室：廖專門委員興國、本部協作中心：李組長文

富、林委員清泉 

列席人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邱專案助理佩涓 

請假人員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劉退休校長澤宏、國立臺南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楊主任基宏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之配套協作議題之技術型高中相關配套措施，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設置要點」設置教育部

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負責課程與教學研發、課程推

動、師資培用與教師專業發展、入學制度與升學輔導等跨系統之連

結、整合及協作，以有效落實教育政策，提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之品質。 

二、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之配套協作議題-優先協作議題，請參閱附件 1。 

三、優先協作議題與原擬公佈重要議題及時程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2。 

決議： 

一、 技術型高中課綱最大的特色與變動為新增部定實習科目之技能領

域，對協作議題之新舊課綱銜接、前導學校、教科書開發、設備需

求、課程實施相關配套、師資培育及技專校院考招連動等方面，皆

與普通型高中之相關配套措施有較大之差異性，後續諮詢會議將針

對協作議題有關技術型高中相關議題之盤整，邀請技職司、國教

署、國教院、課綱研發團隊、工作圈及群科中心等相關單位，共同



討論及研議。 

二、 群科歸屬對課綱推動各項配套措施與技職教育未來發展影響甚

鉅，請協作中心邀請技職司、課綱研發團隊、群科課程推動工作圈、

考招連動規劃團隊等，針對群科歸屬議題召開諮詢會議，以利後續

協作議題之進行。 

三、 針對綜合型高中課綱配套措施、及總綱實施要點附則有關高級中等

學校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重點產業專班等學制及

班別等實施規範，將邀請相關單位召開諮詢會議或成立議題小組進

行研商。 

肆、臨時動議：(略)。 

伍、散會：下午 4時整。 



附件 1─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之配套協作議題-優先協作議題(規劃組調整版 0728 版) 

0720協作中心會議後修訂           新規劃組建議修正 

一、課程與教學研發 一、課程與教學研發 

1-1.研究型學校及前導學校 1-1.素養導向領域教學與評量的規劃 

1-2.新舊課綱銜接  1-2.新舊課綱銜接 

1-3.教科書審查及開發 1-3.研究合作學校及前導學校 

1-4.素養導向領域教學與評量的規劃 1-4.教科書審查及開發 

二、課程推動 二、課程推動與教學支持 

2-1.法規修訂 2-1.課綱宣導 

2-2.課綱宣導 2-2.法規修訂 

2-3.設備需求 2-3.設備需求 

2-4.落實課程適性選修的相關配套 2-4.落實課程適性選修的相關配套 

三、師資培用與專業發展 三、師資培用與專業發展 

3-1.領域/科目劃分與師資培育課程的搭配 3-1.領域/科目劃分與師資培育課程的搭配 

3-2.教師增能進修及專長認證 3-2.教師增能進修及專長認證 

四、升學輔導與入學制度 四、入學制度與升學輔導 

4-1.普通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課綱與考招連動的規劃 4-1.大學考招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 

4-2.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中階段課綱與考招連動的規劃 4-2.技專校院考招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 

4-3.國中教育會考與課綱連動 4-3.國中生適性入學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 

   

4-4.各階段升學考試與素養導向之關連(分別併入 4-1~4-3的工作

重點內) 

  

調動順序 

修改文

字及整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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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之配套協作議題-優先協作議題 

(規劃組部分盤整與初步建議舉例版，0728版本) 

協

作

類

別 

協作議題 重點說明 

(各系統原始內容 0722版) 

重點說明之補充/協作單位 

(新規劃組初步建議) 

後續處理建議 日期 主責與

協力 

一

、

課

程

與

教

學

研

發 

1素養導向領

域教學與評

量的規劃 

1.進行素養導向領域之教材教學

教學(含評量)模組研發與推廣

策略之建議  

4. 協助研發與推廣各領域課程綱

要核心素養示例 

5.持續督導縣市政府依據備查學

校之課程計畫確實執行。 

6.推廣素養導向之課程、教學與

評量模組（操作手冊）範例。 

1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之

釋疑、論述與指引/國教院 

▇素養導向議題小組 

1協調及統整本項跨系統

議題之規劃 

2提出整體推動方案與進

程 

3一併考量各級入學考試

素養/ 

105.08-  

2素養導向模組與教科書出版社連結

之規劃與進程/國教院 

 

3素養導向案例開發的協力機制之建

立與推動(課推系統、師培聯盟等)/

國教院+國教署+師藝司 

 

4 素養導向的宣導重點、策略與宣導

工具開發/國教院+國教署+師藝司 

 

2.新舊課綱銜

接 

1.分析課綱實施期程與起始年級

的影響（如：對學生、教科書

1完成新舊課綱銜接之規劃計畫(影

響、原則、執行方式…)/國教院 

●國教院成立新舊課綱銜

接議題小組 

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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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審等）。 

2.研提新領綱草案的特色與重要

改變，以及後續配套支持策略

建議。 

3.研擬新舊課綱差異，提出銜接

之評估與建議。 

4.規劃經費發展新舊課綱之銜接

教材。 

5.推動並落實新舊課綱銜接方案

（如：課程銜接方案實施時

段、經費及人力支援等）。 

註：原本協作中心第 10次會議

決 議增加：3擬定新舊課綱銜

接實施方案，精算及編列所需

經費(105.8-106.8) 

4.研擬新舊課綱銜接之課程與教

學實施方式（如：發展新舊課

綱銜接補強教材） 

2 推動新舊課綱銜接之落實方案/國教

署+國教院 

1統籌本項規劃及提出各

項推動進程 

2相關主政單位依權責執

行 

3強化右列第 3項跨系統

之間的連結 

3課推系統就領綱(草)特色與重要改

變，進行轉化、展開宣導與相關專

業支持/國教署+師藝司+國教院 

3.研究合作學

校及前導學

校 

1.研究合作學校設置情形及研究

重點 

2.依前導學校辦理情形，輔導發

展實施重點。 

3.定期彙整前導學校辦理成果，

結合相關專案計畫逐步推廣 

目前各國中小、普高及技高各自推動

前導學校，其上宜有統籌規畫與整體

方案/國教署+技職司+國教院 

1確定各級研究合作學校與前導學校

之定位、關係與分工 

▇設立前導學校議題小

組 

1盤整與掌握目前皆階段

與各類型前導學校概

況。 

2研提各級前導學校的任

務重點、目標設定、推

展策略與進程。 

105.08-  

2不同時間點研究合作、前導學校之

校數規模、推動策略、實施重點及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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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及研究前導學校之課程發展歷

程 

3關注前導學校與相關計

畫及支持系統的關係，

例如高中優質化計畫、

精進教學計劃、課推系

統。 

★4優先關注普高前導學

校設置方式及其與高中

優質化計畫連結與協力

可能性 

5學校總體本位課程再深

化與國中小彈性課程之

落實，相關論述與工具

研發/國教院 

6此議題後續若需持續發

展，建議由國教署籌設

前導學校推動小組。 

4輔導及研究前導學校之課程發展歷

程 

4.教科書開發

及審查 

1教科書審查期程規劃(審定辦法

修正方向)及其期程規劃之利弊

分析與替代方案研擬 

2.完成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

圖書審定辦法 

1強化教科書與課綱理念及相關研修

特點之連結(素養、實作、跨科/領

域、內容量.)，並提供出版業者必要

資訊與支持。 

國教院研題規畫方案含

推動進程(國教院+規劃

組) 

105.10

前 

 

2搭配課審會進程，掌握教科書開發

及審查時程的調控與準備/國教署+國

教院 

★規劃組追蹤重點項目

(規劃組+國教署+國教

院) 

105.08-  

二

、

課

程

1.課綱宣導 1.研發普通高中領綱宣導文件 

2.研發技術型高中及綜合型高中

領綱宣導文件 

1針對課綱宣導研訂整體且系統性的

規劃方案，包含目標策略、執行方

式、推動步驟、不同對象的課程、

講師培訓與時間進程等等/國教署+

▇設立課綱宣導議題小

組 

1統籌及掌握課綱宣導重

點、策略、進程與布

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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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與

教

學

支

持 

3.規劃總綱宣導準備工作 

4.對學校人員(校長、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進行總綱宣導 

5.對縣市政府人員進行總綱宣導 

6.對現場教師進行總綱宣導 

7.對家長進行課綱宣導 

8.對現場教師進行領綱宣導 

國教院+技職司 局。 

2 強化課綱宣導的系統

規劃及相似增能研習的

整合 

3關注課綱宣導的策略、

辦理方式及有效性 

2課綱宣導與各類型增能研習、支持

系統的關係及整合/國教署+師藝司+

技職司+國教院 

 

3製作各級及不同對象(家長、學校、

縣市..)課綱宣導之差異化重點說明

手冊、引導工具等。(國教署+國教

院) 

2.法規修訂 研析課綱所涉相關行政法規並進

行增修，俾使課程實施具合法性

與合理性。 

 

略 略   

3.設備需求 1.研擬新課綱設備基準（含國民

中小學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之一般科目、專業科目等）。 

※留意本次所強調的跨領域、探

究與實作、專題..等設備(規劃

組 7.18會議建議注意本項) 

2.研擬技術型(含綜合型)高中新

課綱設備基準。 

※留意本次所強調的跨領域、探

究與實作、專題..等設備(規劃

組 7.18會議建議注意本項) 

3.調查教學設備需求 

4.編列及補助一般設備及高中職

資訊設備經費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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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調查結果預估設備經費

需求。 

（2）配合課綱正式實施，逐年

編列設備經費。 

（3）規劃學校教學圖儀設備汰

舊換新之有效檢核機制。 

5. 編列及補助國中及國小資訊設

備經費 

4.落實課程適

性選修的相

關配套 

1.檢討學校課程計畫 

（1）學校如何依照總綱，規劃

選修學分之課程 

（2）學生學習課程地圖（招生

前預先公告） 

（3）減少每週上課科目數 

2.分析教材規劃：能力分組或教

材分類 

3.分析師資調配方案 

（1）評估減少必修學分的科目

受影響師資可能的解決方式如

開設選修課程；彈性學習時間

全學期授課（補救教學、指

導、…）；專題課程、跨科/

跨領域（協同教學）；執行特

定任務（如發展課程、學生課

程諮詢、…）等。 

（2）導師制轉型（認輔生涯選

課）。 

1針對進行中之適性選修配套之重點

項目相關配套進行檢視與盤整，促

其連結與對焦/國教署+國教院 

▇普高適性選修議題小

組 

1整體掌握高中適性選修

配套的進度與節奏。 

2強化前導學校對適性選

修配套的發展、轉化

試行、模式建立及實

踐反饋。 

105.08-  

2 分析落實適性選修無法一次到位的

困難項目，研提階段性達成之推動

進程與配套方案/略 

  

3掌握研究合作及前導學校在適性選

修方面的轉化、實踐與產出，反饋

相關配套之修正/國教署+國教院 

  

4掌握研究合作及前導學校適性選修

之轉化、實踐、產出(工具、手冊、

案例)及後續推展與應用之連結/國

教署+國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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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估調整教師基本授課時

數的可行性。 

（4）研議調整師資員額方案 

4.分析經費與設備需求 

（1）分析普通型高中新課綱草

案中的「跨領域/科目專題」

或「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等課程，有新的經費、設

備及師資之需求。 

（2）落實選修、分類及實施彈

性課程所衍生的鐘點費估算與

對策。 

5.分析空間需求：調整跑班空

間。 

6.檢討選修課程的實施 

（1）教師多元開課知能、提早

選課配合編班與配課開課作

業。 

（2）選課系統完備。 

（3）以數個班級為一班群，於

同時段安排選修課程，以增加

學生多元適性選修之機會。 

（4）常態編班搭配適性選修之

適性編班模式。 

7.建置選修課程網路平臺及相關

教學與評量實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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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師

資

培

用

與

專

業

發

展 

 

1.領域/科目

劃分與師資

培育課程的

搭配 

1.因應新課綱各領域/科目劃分與師

資培育課程的搭配與整合(包含下

列事項) 

(1)因應新課綱調整為落實素養導

向、領域教學，預為評估中等學

校師資培育課程之調整。 

(2)思考高中跨領域認證及因應多元

選修的師資認證。(規劃組 7.18會

議建議注意本項) 

2.新課綱調整（含選修）所需教師

專業與師資培育數量的搭配。 

3.國小至高中職師資人力盤點(教師

員額系統)，瞭解授課教師專長

(7.18會議建議增加本項) 

略 略   

2.教師增能進

修及專長認

證 

1.因應新課綱調整，協助教師增能

進修或專長認證與議題融入之專

業知能，並編列相關經費。 

2.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配合新課綱的

相關作為 

 (規劃組 7.18會議建議注意本項) 

    

四

、

入

學

制

度

與

1. 大學考招

與課綱理念

對接之配套 

1.持續透過「擴大工作圈」模式

建立議題式對話平臺。 

2.評估大學考試暨招生時程與高

中課程進度的搭配。 

3.確認大學統一入學考試之形

式、次數、時間、科目與範

圍，以及聯合招生管道之形

1、針對重要議題採議題小組方式研擬

方案或對策(例如：P 參採、學群對

應、各界溝通及宣導…，可在課綱

與大學考招小組下設議題小組)/高

教司+考招單位+國教院+國教署 

▇以現有課綱與大學考

招工作小組為運作

主軸 

1、下設議題小組。 

2、105.09月底前提出大

學考招變革方案草

案 

105.08-  

★2、研提大學考招變革方案草案與說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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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學

輔

導 

式、名額、時程與選才作業方

式。 

3、關注落實大學適性選才之相關配套

機制之建立。例如：(1)高中學校課

程平台、(2)高中學校課程計畫審查

機制之落實、(3)高中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資料庫 

4掌握考招各項規畫與公布時程 

2. 技專校院

考招與課綱

理念對接之

配套 

1.針對技專校院學校辦學目的，並

依據新課綱內容，調整四技二專

各項招生制度。 

2.依據新課綱所訂定之部定科目，

確定 110學年度之四技二專統一

入學測驗考試科目。 

3.依課程綱要內容確定 110學年度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科目

之考試範圍。 

    

3. 國中生適

性入學與課

綱理念對接

之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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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優先協作議題與原擬公佈重要議題及時程對照表 
 

(本表協作議題之順序係依據 105年 7月 22日規劃組第 2次籌備會議決議調整) 
 
協作類別 協作議題 相關配套措施 主政單位 完成時間 

一、 
課 程 與 教
學研發 

1.素養導向領域教學與評量的規劃 提出素養導向之課程、教學與評量模組範例(一) 國教院 105.04 

2.新舊課綱銜接 
完成新舊課綱差異比較 

國教院 
技職司 

105.12 

新舊課綱銜接建議(課程與教學實施方式) 
國教院 
技職司 

106.06 

3.研究合作學校及前導學校 
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
作業要點」 

國教院 
國教署 

104.08 

4.教科書開發及審查 研議教科書審查時程規劃 國教院 104.08 

二、 
課 程 推 動
與 教 學 支
持 

1.課綱宣導 

領綱宣導品(領綱課程手冊)製作 國教院 105.12 

領綱宣導活動之規劃 國教院 106.06 

持續進行總綱宣導活動 國教院 106.09 

2.法規修訂 
提出普通型高中開設選修課程的相關配套 
(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實施及補助要點) 

國教署 
105.12 

3.設備需求 完成新課綱設備基準 國教署 106.07 

4.落實課程適性選修的相關配套 
提出普通型高中開設選修課程的相關配套 
(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實施及補助要點) 

國教署 
105.12 

三、 
師 資 培 用
與 專 業 發
展 

1.領域/科目劃分與師資培育課程的
搭配 

檢討師資培育類科 師資藝教司 105.05 

修正「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師資藝教司 
106.08 

2.教師增能進修及專長認證 
提出新課綱教師增能課程模組、種子教師培訓
配套 
(技術型高中群科技能領域科目教師增能培訓配套) 

師資藝教司 
國教署 105.12 

四、 
入 學 制 度
與 升 學 輔
導 

1.大學考招與課綱連動的規劃 
公布大考時間與高中課程進度的搭配 高教司 106.07 

公布高中選修課程與大學考招的關聯性 高教司 106.12 

2.技專校院考招與課綱連動的規劃 
公布統測考科、範圍與技術型高中課程的搭配 技職司 106.07 
公布技術型高中課程與技專校院考招調整的關
聯性 

技職司 
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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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中生適性入學與課綱連動的規劃    

4.學生升學與適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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