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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 

「技術型高中適性教學與多元選修」議題小組第 4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號綜合大樓 3樓) 

會議主持人 鍾規劃委員克修 記錄 周以蕙 

出席人員 

施規劃委員溪泉、吳規劃委員清鏞、新北市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林校長清南、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法規中心林執行長金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龍組長智毫、國立岡

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林組長建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課程督學

廖俞雲、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蔡校長孟峰、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陳校長定宏、國立新竹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退休彭主任朋薰、周商借教師以蕙。 

列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本部廖專門委員興國、林規劃委員清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

工程學系鄭教授慶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宋教授

修德、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科技大學商管學院楊院長瑞明、城

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陳研發長信正、龍華

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及碩士班徐特聘教授昊杲、國立南投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賴主任佑婷、協作中心吳執行秘書林輝、規劃組李

組長文富、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第 3次)次會議紀錄：洽悉(如附，略)。 

參、 業務報告： 

肆、 討論事項： 

案 由 一：有關 107課程綱要技術型高中校訂選修科目規劃原則和示例，

提請討論。 

說    明：請岡山農工林建宏組長就上次會議研議後調整之校訂選修科目

選修原則和示例報告及說明(詳如附件，略)。第三次會議提供修

正意見請參閱第三次會議紀錄。 

發言紀要： 

(一) 依據第 3次會議修正調整之校訂選修科目選修原則及示例報告與說

明(林組長建宏)： 

1. 詳如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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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訂選修科目規劃脈絡」呈現之目的，是希望學校留意規劃選

修科目開設之兩大關鍵，一為學生適性(針對學習落差，透過選

修機制提供多元學習模式)、一為學生多元能力發展之支持(透過

跨科選修科目發展不同技術能力)。 

3. 「學校校訂選修學分規劃」：係最新三年資料統計資料分析，可

見不論公私立或各群科開設選修科目比例達總學分數極多數 60%

以上，但都是必選修之規劃，未來因應 107課綱希望落實選修的

精神，宜思考如何以政策(落實選修之機制)引導學校達一定程度

選修開課比例。 

4. 有關前導學校自我檢核表內針對選修學分及跨域選修均有相關規

範，而可行規劃案例部分，除在此臚列者之外，亦可從技高前導

學校填報資料中取得。 

(二) 施校長溪泉： 

1. 工業類部定一般科目 76學分並不合實際狀況，以機械群為例應

是 66-78學分，因數學領域中工業類一年級上下學期數學領育學

分數是 4/4(故應是 70-76)；一年級課程中有 8群用 3/3、5群用

4/4、只有家政和藝術用 2/2。 

2. 十二年課綱內僅有「適性選修」一詞，未有「增能」二字，建議

以「多元選修」涵括增能選修與跨域選修。 

3. 校訂選修科目開課模式需定義清楚，之後大家才有一致的共識與

說法，  

(1) 適性選修：因學生能力差異，必須提供不同程度課程可選

修，包括國、英或專業科目，但目前僅規劃一般科目。 

(2) 多元選修：採跨群跨科方式(如想學群內其他科的專業課

程或跨群來跨領域學習時)。 

(三) 鍾校長克修： 

1. 「增能」一詞很好但仍有問題(如同一班兩個科目自由選擇非硬

性規定，是否是宜稱為增能)，另多元選修包含增能與跨域兩

種。建議採用「多元選修」ㄧ詞，概念是同一科目進行分組教學

是適性教學，而不同科目則是多元選修(如同班兩門科目選擇、

單科兩班以上有二、三科目可自由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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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訂選修科目模式」中的類型，建議調整為：A.同科單班選修

科目、B.同科跨班選修科目、C.同群跨科選修科目、D.同校跨群

選修科目、E.跨校選修科目。 

3. 跨校跨群盡量不採通識課程，不論任何選修，其目的均是提升學

生就業能力或競爭力，跨校可補其他專業能力，高三欲為轉群考

試亦為補足適性就業能力。 

4. 建議多元選修規劃原則內不放課程架構分析，但可運用於各校分

享說明時呈現。 

(四) 林校長清南： 

1. 林執行長提及之「校訂必修關乎能力基準、校訂選修關乎職能基

準、跨群及跨校選修屬通識性質」，其中「跨群及跨校選修屬通

識性質」建議要再思考其觀點，且考量技高教育目標不宜以通識

來定位。 

2. 關於多元選修：總綱於技高部分必未特別強調「多元選修」，建

議不宜採「適性選修」一詞(需與不同能力之分組有所區別)，或

可使用「增能選修」一詞，技高是要培養專精能力，故依此脈絡

才有專精能力、多元能力、跨域能力之課程，來增進學生各種不

同能力。 

3. 建議把校訂選科課程模式定義清楚後再進行討論。如前導學校會

議中曾定義如下： 

(1) 同科單班或同科跨班模式：宜加強專精能力而非補救教

學，否則喪失課綱精神，亦即課程應為某個產業界最為需

求之專業(如均有 CNC乙級證照的學生另成一班/組)。目

前學生需要的能力是與產業結合，產業所需要的不只是單

一機械式操作之能力。 

(2) 同群跨科：以培養多元能力為主。 

(3) 同校跨群則採通識課程或適合跨域選修之課程。 

4. 「可行規劃案例」部分： 

(1) 既屬示例，建議以單一、兩群舉例即可。 

(2) 示例內不宜呈現如機械原理精讀、機械製造進階、機械力

學應用等科目名稱，以免誤導以為升學是技高的本質，宜

正向引導學校以「務實致用」概念規劃課程。 

(五) 林執行長金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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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用能力培養而採用「增能」一詞，目前有具體且屬法定上的名

詞則是「增廣」與「加深」，選修課程可作為能力增廣與加深之

用，跨域選修部分屬「增廣」，而本科系專業能力之發展則屬

「加深」。 

2. 未來課程未限定僅學生可跨校，其實教師亦可，包括課程安排可

集中排課，學校在實務操作面宜思考如何落實多元選修精神。 

3. 建議「課程架構分析」保留供學校評估賸餘多少空間作為校訂必

選修規劃之參考，但不宜因數學領域或物理科目等修習學分數規

劃等因素而調整總綱所列之數據。 

4. 建議先說明課程類型，提供課程結構分析，再談選修實施，如此

順序脈絡比較清楚，故建議「課程架構分析」置於「校訂選修科

目模式」之前。 

5. 建議將「課程架構分析」之內容精簡如鍾校長建議之文字，並放

入「107課綱課程類型」，而「學校校訂選修學分規劃」應屬現

況統計資料，可列為附件。 

6. 「可行規劃案例」：如欲引導學校落實選修，不宜出現「多選

幾」的示例(如 11學分選 7學分根本不可行且顯然是以升學為導

向)，建議提供如二選一的範例，如此可知為對開課程，好讓學

校知道如何開課。 

7. 「107課綱課程類型」部分： 

(1) 建議依課綱調整為實習科目內含技能領域課目之敘寫方式

以精準呈現。 

(2) 校訂課程考量以群科課程綱要設備基準為依據恐不適切，

因該基準定位尚不明確且未來可能未具法律位階，故建議

以群科課程綱要為依據來發展，或精簡為「校訂科目以群

科課程綱要各群科部定必修科目為基礎」。 

(六) 吳校長清鏞： 

1. 跨校選修係學生專業能力之不足可由他校課程補足，故確實不適

合以通識課程概念實施。 

2. 數據資料來源如是總綱則不宜更改，且建議須敘明資料來源，如

資料作為建議之用則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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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須檢視學校課程實施要點，有關技術型高中規範是否周延，

並將實際作法或案例放到課程實務工作手冊內，使其具有指導

性。 

(七) 蔡校長孟峰：關於技能領域科目之選定，以土木群為例，開發四、

五套課程模組中有二、三套是群共同(所有科都適用的)之課程，即

為技能領域，故科目中以校訂必修為多，有部分則為校訂選修。 

(八) 龍組長智毫：學生尚未入學故無法選修，除非新生報到時就完成選

修作業。 

決    議： 

(一) 建議校訂選修科目選修原則及示例報告與說明，修正部分如下： 

1. 「107課綱課程類型」：刪除，學校自行參閱領綱即可。 

2. 「校訂選修科目模式」：保留；其中「規劃精神」欄位刪除，於

備註欄說明，如適性選修、專業能力提升、加深增廣等。  

3. 「校訂選修科目規劃脈絡」：保留。 

4. 「課程架構分析」：刪除。 

5. 「學校校訂選修學分規劃」：(一)當作附錄，(二) 、 (三)刪

除。 

6. 「可行規劃案例」：包括調整示例的科目名稱、同時段開課之清

楚呈現、幾科目任選一科目之設計。另請徵詢前導學校提供適當

案例供學校參考，跨校選修部分不一定要呈現示例內容。 

(二) 資料修正如附件一(略)。 

 

案 由 二：研議 107 課程綱要技術型高中推動適性教學之實施科目及教學

年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列出： 

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2)課程規劃原則①部訂必修 c……各校因 

實施適性教學得增加授課班級數…。 

2.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3)必修科目開設原則④學校宜就學生個別差

異較大的必修科目，開設不同難易程度的班別，輔導學生修習。 

3.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3)課程規劃原則 c……各校因實施適性教

學得增加授課班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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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柒、實施要點之二，教學實施(二)3.為能使學生適性揚才，教師

應依據學生多方面的差異，……規劃適性分組……。 

(二) 在英語文、數學兩科之領綱中規範，在高一實施適性分組教學。 

(三) 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實施英、數適性分組教學時，原則為不增加授

課班級數，如 3個班級同時段排課，分 ABC三組跑班上課。 

發言紀要： 

(一) 鍾校長克修： 

1. 建議：同科目名稱者進行分組/班宜為適性分組教學，不同科目

名稱者則為多元適性選修。 

2.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是否需進行適性分組教學？請大家思考。領

綱草案列出一年級可實施英數分組，二、三年級是否實施？ 

(二) 林執行長金財： 

1. 國民教育法內規範不得能力編班，高級中等教育法中無此限制，

意即學校可自訂分(編)班原則，目前很多學校之編班以專長、興

趣為考量，但反而受限而無彈性。技高美科班級數少、程度差異

大、國英數素養未及普高，恐無法以班群方式安排適性分組教

學，需更細緻的分組(如跨班、跨科或跨群或再增班)，故以外加

鐘點費之方式較好操作。 

2. 學校需要先制定配排課原則以減少衝突之增加，配排課時需先考

量空間(如體育課)、實習課程、教師連堂狀況，才安排共同科目

或專業科目，非常複雜。 

3. 實習課程本就有分組教學，即可實行適性分組教學。 

(三) 吳校長清鏞： 

1. 對於技高適性分組教學之實施比較不樂觀，太過複雜且有相當限

制與難度。普高亦評估缺乏師資及經費，但國教署副署長表示係

既定政策，會盡量增取鐘點費來補助學校。 

2. 建議討論技高之適性分組教學，從兩個面向切入，一為是母群很

小(如單科單班)，宜由前導學校先行操作在經驗傳承；二為經費

補助額度為何則由國教屬處理，不建議在此討論。 

3. 如果高一實施分組以 8學分概估(含國 3英 2數 4，最大量 9-最

小量 7)之 1.5倍節數來估算鐘點費，公私立高中合計 1億 9千

萬多萬，國立部分 5千 6百多萬。當然也有 1.2倍節數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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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習分組教學之設計並非為適性分組。 

(四) 施校長溪泉：原實習分組教學之設計為考量設備、安全以及專精學

習。 

(五) 林校長清南：技高學生程度差異大，但也可能產生有鐘點費但教師

因兼課節數限制無法分組。贊成僅一般科目採適性分組教學，因專

業和實習科目學生之起點行為接近(入學技高才開始學習)，也可以

多元選修提供不同科目之方式讓學生更專精；另外高一如參採學生

會考成績作為適性分組之依據不夠準確，如高一上即要實施適性分

組則前提是學校必須自行規劃學生能力檢測。 

(六) 蔡校長孟峰：建議給學校有些空間(如非全校性實施、同群實施)，

當然也需參考學生入校基礎能力狀況，以掌握班群內學生程度差異

程度。 

(七) 陳校長定宏：本校家政群單科單班，但如以同群方式操作尚屬可

行。 

(八) 彭主任朋勳：單科單班方式亦可安排，雖涉及排課技術及經費限

制，但學校應有能力克服。 

(九) 廖課督俞雲：如學校是否有足夠師資、全校有無共識(如同一個年

級同一時段不行)、各種排課方式之優缺點(如以班群方式又恐影響

各領域共同不排課時間之安排，也考量採不同年級不同科目之作

法)等都是需考量因素。 

(十) 龍組長智豪：排課時通常先匡實習科目(工廠)、鎖一般科目，同時

思考教師連堂問題，最後是專業科目，如果再加入英數適性分組的

條件會增加教學組很大困擾。彭主任所提跨科一起排的方式，目前

規劃最多以群科或班群還可以，如果授權教學組框不同科不同時

段，會稍為方便一點。 

(十一) 林組長建宏：恐怕無法一步到位，若回歸老師教學角度是可作

適性分組教學，建議現階段僅需告知學校可實施適性分組教學並給

予鐘點費即可，並鼓勵每所學校都要朝此目標努力，但給予彈性，

也不宜期待全面實施，畢竟班級間的差異性可能不同，是學校需要

思考並提出適當調整措施。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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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科目及教學年級：以國語文、英語文、數學三科目，在高一實

施適性分組教學，至於高二、高三是否實施由各校自行視需要決

定。 

(二) 專業科目、實習科目以不採適性分組教學為原則。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散會：下午 12時整。下次會議訂於 106年 3月 27日(星期一)下午假

協作中心會議室召開，擬研議技術型高中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辦理特色課程

選修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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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技術型高中校訂選修科目規劃原則與示例說明 

一、 校訂選修科目開設基本理念 

 
二、 校訂科目開設原則 

由學校安排，以型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之實施，應注重學生個別差異之學習需求，配合產業

發展適時更新課程內容，培養學生動手操作之實作能力，以提升其未來

之就業競爭力。 

校訂科目須以群科課程綱要部定各群科必修科目為基礎，參酌學

校現況，來發展各科別之校訂必修及選修科目，以建立學校辦學特色，

惟不可重複開設相同內容之課程。 

三、 校訂選修科目開設類型 

包括（一）單科單班選修科目 A 

    （二）同科跨班選修科目 B 

    （三）校內跨領域選修科目：同群跨科 C及同校跨群科班 D 

         （四）跨校選修科目 E 

     其課程實施方式敘述如下： 

類型 課程實施方式 備註 

A：單科

單班選

修科目 

學校於同一時段，就同一班級開設二以上不同科

目；其科目得以同一領域課程之不同內涵，或為

不同領域、不同科目，經學生自由選修，符合 12

人以上成班之規定後，實際開設二個以上不同科

學生專精能力

之加深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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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課程實施方式 備註 

目授課班級。 

B：同科

跨班選

修科目 

學校於同一時段，就同科之二個以上班級，開設

二個以上不同科目；其科目得以同一領域課程之

不同內涵，或為不同領域、不同科目，經學生自

由選修，符合 12人以上成班之規定後，實際開設

二個以上不同科目授課班級。 

學生專精能力

之加深強化。 

C：同群

跨科選

修科目 

學校於同一時段，就同群之二個以上科別之班

級，開設二個以上不同科目；其科目以技能領域

課程之深化與加廣為主，提供學生得以修習同群

不同科別自技能領域課程延伸之既有實習課程，

或修習同群不同科別因應產業發展而共同規劃之

統整課程，經學生自由選修，符合 12人以上成班

之規定後，實際開設二個以上不同科目授課班

級。 

為跨領域選修

科目，學生跨

域能力之增廣

延伸。 

D：同校

跨群科

班選修

科目 

學校於同一時段，就本校二個以上群別之班級，

開設二個以上不同科目；其科目以技能領域課程

之加廣為主，提供學生修習不同群因應產業發展

而共同規劃之統整課程，經學生自由選修，符合

12人以上成班之規定後，實際開設二個以上不同

科目授課班級。 

為跨領域選修

科目，學生跨

域能力之增廣

延伸。 

E：跨校

選修科

目 

學校於適當之時段，協調他校開放部分實體或數

位選修課程，供本校學生申請選修，學校視課程

性質與其他必要條件後，同意學生進行跨校選

修；其科目應為本校無相符課程足供學生選修

者。 

為跨領域選修

科目，學生跨

域能力之增廣

延伸。 

上列各類型校訂選修科目之開設應著重學生能力、素養之銜接與融入，

並依據課程規劃脈絡建構課程開設邏輯，該系列科目經過課程模組化整

合後，應融入該群科之課程地圖，藉以型塑學校特色課程。 

四、 建議開設科目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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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屬性 

類型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備註 

A：單科單班選修科目 ◎ ◎ ◎ 學生專

精能力

之加深

強化 

B：同科跨班選修科目 
◎ 

◎ ◎ 

C：同群跨科選修科目  ◎ ◎ 學生跨

域能力

之增廣

延伸 

D：同校跨群科班選修科

目 
 

◎ ◎ 

E：跨校選修科目  ◎ ◎ 

五、 校訂選修科目規劃脈絡 

 
六、 可行開設規劃示例 

（一）單科單班選修科目開設示例 
序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設學年及學期 備註 

1 工業安全與衛生 2 第 1 學年第 1 學期 同時段開課，二科

目選一科目修習 2 精密量測Ⅰ 2 第 1 學年第 1 學期 

3 工廠管理 2 第 1 學年第 2 學期 同時段開課，二科

目選一科目修習 4 精密量測Ⅱ 2 第 1 學年第 2 學期 

5 氣油壓概論 2 第 3 學年第 1 學期 
同時段開課，三科

目選一科目修習 
6 電腦應用 2 第 3 學年第 1 學期 

7 機械製圖Ⅰ 2 第 3 學年第 1 學期 

8 機械製圖Ⅱ 2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同時段開課，三科

目選一科目修習 
9 自動化概論 2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10 熱處理 2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11 機械基礎實習Ⅱ 3 第 1 學年第 2 學期 同時段開課，二科

目選一科目修習 12 車床實習Ⅰ 3 第 1 學年第 2 學期 

13 車床實習Ⅱ 3 第 2 學年第 1 學期 同時段開課，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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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設學年及學期 備註 

14 機械加工實習 Ⅱ  3 第 2 學年第 1 學期 目選一科目修習 

15 車床實習Ⅲ 3 第 2 學年第 2 學期 
三科目選二科目

修習 
16 機械加工實習 Ⅲ 3 第 2 學年第 2 學期 

17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Ⅱ 3 第 2 學年第 2 學期 

18 電腦輔助設計實習Ⅱ 3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同時段開課，二科

目選一科目修習 19 銑床實習Ⅰ 3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20 電腦輔助設計實習Ⅲ 3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同時段開課，二科

目選一科目修習 21 銑床實習Ⅱ 3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二）同科跨班選修科目開設示例：同上表。 

（三）同群跨科選修科目開設示例 
序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設學年及學期 適用科別 

1 
自動控制實習Ⅰ 2 第 3 學年第 1 學期 

機械群：生物產業

機電科 

2 
自動控制實習Ⅱ 2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機械群：生物產業

機電科 

（四）同校跨群科班選修科目開設示例 
序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設學年及學期 適用科別 

1 
自動控制實習Ⅰ 2 第 3 學年第 1 學期 

機械群和動力機械

群 

2 
汽車應用實務Ⅰ 2 第 3 學年第 1 學期 

機械群和動力機械

群 

3 
自動控制實習Ⅱ 2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機械群和動力機械

群 

4 
汽車應用實務Ⅱ 2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機械群和動力機械

群 

（五）跨校選修科目開設示例：以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為範圍，且其科

目應為本校無相符課程足供學生選修者。 

七、 附錄：103-105學年度學校校訂選修學分規劃情形 

 103平均開設
比率 

104平均開
設比率 

105平均開
設比率 

平均 

01 機械群 

國立 63.8 63.9 64.3 63.981 

縣市立 65.9 65.8 65.8 65.828 
私立 63.6 63.2 62.9 63.238 

02 動力機械群 

國立 65.3 65.3 65.1 65.231 

縣市立 61.3 61.3 61.3 61.306 
私立 62.7 63.3 62.8 62.919 

03 電機電子群 

國立 65.7 65.3 65.3 65.455 

縣市立 65.2 65.2 65.2 65.21 
私立 64.0 63.8 64.2 64.008 

04 化工群 國立 60.3 60.5 60.5 60.418 

縣市立 62.8 64.2 64.2 63.726 

私立     

05 土木與建築群 國立 60.9 60.9 61.1 60.983 

縣市立 60.7 60.5 60.5 6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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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平均開設
比率 

104平均開
設比率 

105平均開
設比率 

平均 

私立 61.8 52.2 60.0 57.998 

06 商業與管理群 國立 57.4 57.8 57.3 57.5 

縣市立 63.9 63.6 62.3 63.255 

私立 63.3 63.9 64.0 63.743 

07 外語群 國立 68.1 55.2 55.4 59.559 

縣市立 60.4 60 60.7 60.366 

私立 63.9 63.3 64.1 63.779 

08 設計群 國立 60.1 61.3 62.6 61.354 

縣市立 61.5 61.4 61.5 61.475 

私立 64.9 63.9 63.8 64.207 

09 農業群 國立 60.3 60.3 60.3 60.293 

縣市立 68.4 67.6 62.6 66.185 

私立     

10 食品群 國立 65.5 65.4 65.6 65.491 

縣市立 73.7 72.2 72.2 72.708 

私立 69.2 66.2 63.37 66.257 

11 家政群 國立 56.9 56.8 56.8 56.848 

縣市立 57.3 54.9 54.9 55.7 

私立 59.4 59.8 60.2 59.798 

12 餐旅群 國立 59.5 60.0 60.3 59.937 

縣市立 60.1 57.5 58.5 58.693 

私立 60.6 60.2 60.2 60.339 

13 水產群 國立 56.8 56.8 56.8 56.792 

縣市立     

私立     

14 海事群 國立 59.0 65.3 58.1 60.788 

縣市立     

私立 69.2 69.2 69.2 69.21 

15 藝術群 國立     

縣市立 61.7 62.5 58.3 60.843 

私立 75.7 66.6 67.7 69.991 

 63.09744 62.2319 62.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