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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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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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法規中心林執行長金

財、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林組長建宏、國立中興大學附屬

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蔡校長孟峰、國立臺南高級中等職業學校

曾秘書何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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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規劃委員清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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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及碩士班徐特聘教授昊

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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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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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賴主任佑

婷、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綜合企劃科和林助理研究員逸棟、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程商借教師彥森、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課程督學廖俞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龍

組長智毫、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陳校長定宏、臺中市

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務處祝主任仰濤、協作中心吳執

行秘書林輝、規劃組李組長文富。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第 5次)次會議紀錄：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p.4~p.7)。 

參、 業務報告： 

肆、 討論事項： 

案 由 一：研議技術型高中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辦理特色課程選修之相關配套

措施及特色課程增廣教學示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請三重商工林校長說明貴校辦理「彈性學習時間」規劃方向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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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 106年 3月 27日第 5次會議決議，請臺中家商祝仰濤主任與岡

山農工林建宏組長說明修正後之彈性學習時間辦理特色課程選修之

示例。 

發言紀要： 

(一) 有關彈性學習時間的規劃精神： 

1. 包括(1)希望透過彈性學習時間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快樂學習，讓

學校有吸引力，學習內涵是學生想要的；(2)原則上不要受到年級、

學習時間、班級、課堂教學(只能在教室上課)的框架綁住，才會

有彈性；(3)不要被升學、科別思維、正規的教育框住，要活潑一

點。 

2. 不期待彈性課程時間變成升學輔導課程，或者有些專業科目的轉

化，而不符合彈性學習時間總綱規劃的原本精神。 

3. 應設計讓學生覺得有學習該科目之動力與積極度，並讓學生清楚

了解為何要學習。 

(二) 建議仍須確認學分數核給的原則： 

1. 應符合總綱精神，且總綱規定學校宜訂定彈性學習時間相關規定。

建議： 

(1) 包括基本條件包括有人指導、學習時數夠，就應給予學分，

除非消極性選擇的自習才不宜給予學分；如有積極性、自

主學習規劃有研究或學習目標、計畫、成果，應可給予學

分，亦即在彈性時間內完成某一段學習成就，而非同一課

程上滿 18節才授予學分。 

(2) 建議可採累積學習的概念取得學分數(或明確規劃採計學

分的條件)，即學習多少課程內容或階段可取得彈性學習時

間之某科目之學分數，註記已修習階段課程之相關紀錄，

以取得學分，但無關學期成績之評比。 

2. 目前國教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規劃及作業要點(草案)」

草案限縮太多，宜建議國教署針對多元選修、彈性學習中充實（增

廣）/補強性教學給予學分相關之規定，依總綱精神與以宜擴充處

理。 

(三) 建議仍須確認鐘點費計算的核給原則：授予學分數與核給鐘點費(或

列入教師授課基本鐘點)的脈絡應該要一致，如課程組合型或彈性時

間內活動組合之教學與學習均應可以納入考量；另如，班群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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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跑班，教師規劃四週課程後分階段完成不同班(組)別授課，應

該也屬於全學期授課，而非僅能同一班上 18節才屬整學期授課，授

滿 18節能否列入基本授課鐘點計算。 

(四) 目前彈性學習時間內有增廣、補強性教學實屬不得不之措施，期望

學校能增強特色課程的辦理，除非不得已增加智育學習時間。此外，

加強特色課程辦理之目的尚包括品德、就業價值觀、道德觀的建立，

且宜強調學生對現在生活、未來挑戰能具備之素養(素養導向課程)，

並具有實踐力，不要缺乏膽識去執行任務，故除非萬不得以才進行

學科補救學習。 

決    議： 

(一) 本次會議與會人員針對三校示例之建議內容，如發言紀要。 

(二) 彈性學習時間辦理特色課程選修之示例，請三重商工林校長清南、

臺中家商祝仰濤主任、岡山農工林建宏組長就會議中所提供意見調

整內容，於下次會議中再次說明。 

(三) 有關國教署所訂定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規劃及作業要點(草

案)」，其中有關彈性學習時間中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給予學

分相關之規定，建請調整與總綱相似。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4時 30分。下次會議訂於 106年 5月 2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假協作中心會議室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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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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型高中適性教學與多元選修」議題小組第 5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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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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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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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

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蔡校長孟峰、國立臺南高級中等職業學

校王校長榮發、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務處祝主

任仰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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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

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及碩士班徐特聘教授昊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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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賴主任佑婷、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綜合企劃科和林助理研究員逸棟、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

及高職教育組程商借教師彥森、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課程督學廖俞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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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中心吳執行秘書林輝、規劃

組李組長文富。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第 4次)次會議紀錄：修正後通過(如附，略)。 

參、 業務報告：(略)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研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辦理特色課程選修之相

關配套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彈性學習時間辦理特色課程選修之示例，請臺中家商祝仰濤主任與

岡山農工林建宏組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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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議彈性學習時間學分數核計相關配套措施。 

(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有關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彈

性學習時間」說明： 

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① 彈性學習時間依據學校條件與學生需求，可做為學生自主學

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

之運用。彈性學習時間得安排教師授課或指導，並列入教師

教學節數或支給鐘點費。全學期授課者列入教學節數；短期

性授課或指導支給鐘點費。 

② 「彈性學習時間」在於藉由多元學習活動、補救教學、增廣

教學等方式，拓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進

學生適性發展。 

③ 「彈性學習時間」可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特色課程選修之增

廣教學、學校特色活動、服務學習、補救教學、學生自主學

習等，學分核計依相關規定辦理。 

④ 學校特色活動：依據學生興趣與身心發展階段、學校背景與

現況、家長期望、社區資源辦理的例行性或獨創性活動。 

⑤ 學校應自訂「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以落實學生適

性、自主學習之精神。 

2. 普通型、綜合型、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① 彈性學習時間依據學校條件與學生需求，可做為學生自主學

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

之運用。彈性學習時間得安排教師授課或指導，並列入教師

教學節數或支給鐘點費。全學期授課者列入教學節數；短期

性授課或指導支給鐘點費。 

② 學校特色活動：依據學生興趣與身心發展階段、學校背景與

現況、家長期望、社區資源辦理的例行性或獨創性活動。如

教學參觀、媒體識讀、學習成果發表、節日慶祝、健康體適

能、國內外交流、聯誼活動、校際活動、始(畢)業活動、親

職活動及其他創意活動。 

③ 為發揮學生「自發」規劃學習內容的精神，各校對「學生自

主學習」精神的保障或作法，應納入年度課程計畫備查，並

列入校務評鑑及輔導訪視之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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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若為全校共同安排課程、活動，盡可能於團體活動時間中實

施。 

3. 國教署研議中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規劃及作業要點(草

案)」對於彈性學習時間之說明(第七條)： 

    學校應規劃彈性學習時間，作為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

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之運用；其規定如

下： 

(一) 學生自主學習： 

1. 學校應訂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並納入課程計畫；其

內容包括實施原則、輔導管理、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參考格

式及相關規定。 

2. 學生應依前目實施規範，規劃自主學習計畫；計畫項目包

括學習主題、內容、進度、方式及所需設備。 

3.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排

於一至二學期內實施。 

(二) 選手培訓： 

1. 學校應訂定學生參加各項競賽活動之培訓計畫。 

2. 前目培訓計畫，應包括培訓項目、內容、進程、預期效益

及相關規定。 

(三) 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 

1. 考量學生個人意願及學習表現，規劃充實（增廣）或補強

性教學，供學生自由選擇。 

2. 全學期授課者，教師應訂定教學計畫，並經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實施。 

3. 全學期授課者，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得依「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授予學分；普通型及綜合型高級

中等學校皆不授予學分。 

(四) 學校特色活動：學校辦理例行性或獨創性活動，應訂定特色

活動計畫，並列入行事曆；其內容包括活動名稱、辦理方式、

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相關規定。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及充實（增廣）

或補強性教學，應於課程綱要所定每週上課三十五節內為之。 

第一項彈性學習時間，教師全學期授課者，列計教學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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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學期授課者，核實支給鐘點費。學校規劃彈性學習時間全學

期所需之鐘點費，於原應支出鐘點費之零點二倍範圍內者，由本

署支應；其超過零點二倍者，超出部分由學校自行支應。 

決  議： 

(一) 彈性學習時間辦理特色課程選修之示例，請臺中家商祝仰濤主任與

岡山農工林建宏組長就會議中所提供意見調整內容，於下次會議中

再次說明。 

(二) 彈性學習時間學分數核計相關配套部分，建請國教署於研議中之「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規劃及作業要點(草案)」，第七條彈性學習

時間說明中之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部分做下述之修訂： 

1、全學期授課或授課滿 18節者，教師應訂定教學計畫，並經課程

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2、全學期授課或授課滿 18節者，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得依「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授予學分，惟應在課程綱要規定

之修習學分最高上限(192學分)範圍內給予；普通型及綜合型高級中

等學校皆不授予學分。 

(三) 建請國教署研議於「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中，明確研

訂彈性學習時間中實施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授予學分之規定。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16時 30分。下次會議訂於 106年 4月 10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假協作中心會議室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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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中家商 

 
與會人員建議如下： 

(一) 規劃實施方式： 

1. 彈性時間之課程規劃，不論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短期性授課均每科開設 1班

為原則，是否符合學生適性選擇課程之原則。 

2. 服務學習、選手培訓、學校特色活動均無安排，且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都已排

滿(何來空間安排？) 

3. 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每科開設 1班為原則，但各年段開課班級數沒有對等。無

法跨年級選修、是以課程為單位(用開課的立場來開)、非以學生需求來開。如果可

以開增廣教學的科目是當屆學生決定開課名稱，建議寫出屬性(不要寫科目名稱)

即可。 

4. 短期性授課有節數限制，但未說明如何處理未規劃，包括：課程轉換間如何銜接？

如何搭配？學生如何修習(是否開放選修)？。 

5. 如以學生學習角度來說，科目選擇會受限，無法應興趣而在此時想選修，不要限縮

哪個年段開哪一門課？否則學生完全無法修。 

6. 科別均刪掉。讓原來自習課有實際的操作性！建議調整課程名稱(並確認釐清課程

內涵，儘量與升學無關) 

(二) 針對部分文字修整建議如下：「五、彈性時間課程規劃之標號有問題」，建議修改為：

(一)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1.全學前授課，不採計學分、2.短學期授課、(二)服務

學習、(三)選手培訓、(四)學校特色活動、(五)學生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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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岡山農工 
 

與會人員建議如下： 

(一) 規劃實施方式： 

1. 班群的定義為何宜說明(可能是操作方便的安排與規劃)？建議加入班群操作面之

案例。 

2. 二年級只跨科、三年級跨群？如何解決學生選課喜好？ 

3. 另建議納入選課系統(就可有選課人數限制)。 

(二) 可能須考慮： 

1. 行政單位或規劃老師操作的可行性？執行上困難度？選擇機會之均衡性的問題？

突發性(學生學期中想調整學習規劃，或想學某一單元需要老師指導)及即時性的處

理機制？以上學校有辦法因應嗎？ 

2. 本規劃有基本假設，假設學生可自主管理、教室空間等配套措施是足以因應的，這

些假設性的問題和需求卻有可能在實際執行上是混亂的，對於規劃的期待、願景和

理念會被打折。希望以穩健、單純的方式開始，再慢慢漸進，建議要仔細評估操作

的可行性。 

3. 如果本規劃可以儘速提供各校參考，引導學校思考，並針對自身條件進行規劃設計，

希望可持續永續的發散。 

4. 建議以上可能預見的問題，可增列於文案之內，例如以「思考面向」的角度呈現，

以提醒各校在規劃時必須考量。 

(三) 針對部分文字修整建議如下： 

1. 一、(四)、3：規劃節數 

2. 二、學校規劃： 

 規劃時數 規劃實施方式 辦理內容 

一年級 0，0   

二年級 1，1 
D1+D2+D3+D4（9，9）為所有學生必須

修讀。 

 

三年級 2，2 

 D5、D6 為學生選擇修讀（應搭配 A） 

 C1、C2、C3 為學生選擇修讀（仍以班

群開課，前一學期連同選修課一起選，

成班需達 12 人以上，得授予學分）。 

 學校特色活動（D）：D5.職場體驗

與實習系列活動（12， 12）、D6.

實習成果展示與觀摩（12， 12）。 

（一）辦理內容： 

二年級（不授予學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D D1 D1 D1 A A A A A A D3 D3 A A D4 D4 D4 D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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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三重商工 
 

與會人員建議如下： 

(一) 規劃原則之敘寫方式很像規劃目的、規劃基準則像規劃原則，建議調整。 

(二) 規劃模式：名詞定義要再清楚，例如：班群的定義？微課程的定義？亦如機工科內堆

高機是特色課程，但不是特色科目。 

(三) 開設學期： 

1. 團體活動均維持 3節課/週，符合舊課綱的概念。高二、高三每課程均給予學分，

包括積極性的自主學習(如主題研讀)，議題探討採單元授課方式進行等多元形式。

建議： 

(1)A1B1要調整(可能上不一樣的)，有可能工科、商科需求不同，例如需要評估工

科 A1B1的組合之中，「天車操作」、「機電整合」兩門課給誰學？ 

(2)將單元作基本節數規劃(如某單元最少上 4週，在高二 4節、高三 8節)，且可

跳著學並採累積小單元獲取學分的概念，而非開課一整學期才能取得學分的概

念(比較像我們所期待的彈性時間規劃的概念)。 

(3)二、三年級均會學到每個單元，只是學習時間安排不同，且不需每個單元在一

學期內得學完。 

(4)擴大學生學習範疇很好，但由於行政必須於之前完成選課作業故操作上恐有一

定難度，建議如果系列性開課可能比較容易執行。 

(5)建議採學生跑班的概念運作，並安排好開課運作模式，包括如學生跑班則評量

及出缺席的控管如何進行。 

(6)建議 A1、B1、A2、B2 不用分開列，給學生作選擇且不作限制，亦不限制商科、

工科的不同。 

2. 目前以課程來看幾乎沒有自主學習時間，故建議修改課程(科目)名稱，例如改成自

主學習(主題研讀)。有關自主學習時間的規劃或相關規範，請補充。 

3. 課程主軸： 

(1)主題研讀、議題探討雷同，建議釐清彼此關係並重新定義名稱內涵。 

(2)尤其議題探討內容如何，建議要調整「8.議題探討」並定義明確課程名稱。 

(3)建議有關「微課程」的各課程定義宜逐一臚列清楚。 

(4)如職場見習應屬校外實習課程。 

(5)建議如機電整合、堆高機操作、天車操作等課程開成多元選修課程。 

4. 建議減少專業學習項目，將之列入各類科的多元選修(如天車操作、推高機操作)，

並增加閱讀能力與同儕學習能力的成長(如目前的規劃)。 

5. 加強學校特色活動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