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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 

「技專校院考招」議題小組第 2次諮詢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7年 3月 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會議地點 部本部 216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楊司長玉惠 記錄 周以蕙 

出席人員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謝副司長淑貞、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江校長惠真、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黃校長耀寬、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實習輔導

處王主任人傑、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巫副秘書長彰玫、國立基隆高級

海事職業學校鍾教師志賢、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徐專門委員振邦、陳科

長秋慧、陳專員慶德、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組入學科謝商借教師

敬堂、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洪執行長祖全、技專校院招生委員聯

合會段執行長裘慶(陳詩隆代)、簡副執行長良翰、陳組長雅惠、邱組

員玉婷、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林執行長尚平、研究

發展處李處長怡穎、部長室廖專門委員兼任協作中心規劃委員興國、

鍾規劃委員克修、林規劃委員清泉、陳規劃委員信正。 

列席人員 協作中心周商借教師以蕙。 

請假人員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田退休校長振榮、高雄市立高雄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楊校長狄龍、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林校長清

南、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曾校長騰瀧、施規劃委員溪泉、

吳督學兼任執行秘書林輝。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確認上(第 1次)次會議紀錄(附件一，p.2~p.5)。 

發言紀要： 

技職司：建議「考科調整」一詞改用「考試範圍調整」一詞。 

主席裁示：文字修正後通過。 

二、 協作中心報告：本議題小組業於 107 年 2 月 23 日召開第 1 次諮詢會議，針

對技專院校考招統測考科調整之規劃，徵詢與會諮詢委員意見，供相關單位

參酌。 

三、 請技職司、招策會針對統測考科調整規劃補充說明後續處理情形。 

發言紀要： 

(一) 招策會補充說明： 

1. 業於 107年 2/27召開海事群考科調整會議，並已轉達本議題小組諮詢

會議之建議，而當日會議決議專一考科為「船藝」、專二考科為「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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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維持「輪機」之理由為該科目已包含「船舶自動控制實習」之學習內

容，且擔心報考學生數恐因考科增加而減少。且新課綱科目規劃未必能

完全與技專端選才所需之基礎能力對應。將於 2/27之會議紀錄內詳細

說明維持「輪機」之理由。 

2. 訂於 3/5（一）下午 2時召開外語群，3/6（二）下午 2時召開農業群，

3/8（四）下午 2時召開家政群等考科調整會議。 

(二) 諮詢委員建議： 

1. 考試範圍調整之原則為專一屬專業科目、專二屬群共同實習科目(以實

作為主)，然「輪機」屬專業科目非屬群共同實習科目，有違前開原則。 

2. 如考科規劃主架構或原則不明確或未能維持原則，恐無能如期完成考

招方案之規劃。考試科目與範圍，影響教學現場課程規劃與安排、新課

綱理念與課程的落實，甚至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適當與明確的考試

範圍規劃與說明，可避免各自解讀而有助於外界理解，建議直接列出課

程科目、範圍或章節。 

3. 考試範圍之規劃原則宜有核心概念與架構，以提升與群科中心溝通的

效能並減少誤解。以「輪機」為例，課程內容中理論與實習之分配比例

如何？這些均與命題習習相關。考試範圍調整，不宜在舊課綱架構下調

整最少為規劃原則，亦不宜僅以減少考科科目數為處理方式，建議在符

合新課綱課程架構的原則下，基本修習學分數或單元減少亦是可行的

方式。 

4. 各群科屬性不一本不同，期望改善命題技術，能從紙筆測驗評量出學生

術科實習技能，基本職業教育中技能的學習屬必備之專業能力，否則恐

間接影響學生實作、實習的學習。 

主席裁示： 

1. 請招策會再次確認考試範圍調整的原則，包括考試範圍(含命題範圍)

必須與新課綱課程科目對應、專一專二的定義與內涵，並請持續加強與

農業、外語、家政及海事群充分溝通。 

2. 考試範圍之訂定宜明確並讓外界清楚掌握，請招策會、測驗中心、技職

司持續努力。 

3. 考試範圍調整與新課綱精神理念之呼應，涉及技高端學校課程安排與

變動，請持續多方溝通。 

四、 請技職司、招策會說明技專校院考招方案學習歷程檔案規劃與建置之情形。 

參、 討論提案： 

案 由 一：技專校院考招方案學習歷程檔案參採之相關配套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資料請參見附件(會議當日發送)。 

發言紀要： 

(一) 諮詢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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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簡報內容： 

(1) 應聚焦 111 學年度甄選入學參採學習歷程檔案之運用。111 學年度

甄選入學學習歷程檔案參採運用，且與 108 學年度加以區分。另建

議分製學生學習歷程檔案運用於技綜高、普高兩張表格。 

(2) 建議宜定義清楚備審資料各項目之內涵，包括「報名表」是否對準

學習歷程檔案中「基本資料(學籍資料)，以免實施後有所疏漏。 

(3) 修課紀錄包括修習科目名稱、技高端科目教學大綱、修課成績等資

訊，俾利技專端了解學生性向、技高端科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之學

習情況。 

(4) 甄選入學成績計算之比例，宜採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所規範之內容項目。

現行之「指定項目甄選」、「在校學業成績 (佔 20%)」、「證照或得獎」

均屬於學習歷程檔案，爰此建議可整併為學習歷程檔案。如統測成

績最高佔 50%，學習歷程檔案最低佔 50%(必要時可再規劃各細項比

例，如修課紀錄佔 20%)。 

(5) 新課綱已將「專題製作」改為「專題實作」，請配合修正。另，111

學年度不宜使用「備審資料」一詞，應改用「學習歷程檔案」。 

2. 學習歷程檔案參採內容與比例： 

(1) 學習歷程檔案之參採應突顯技高教學內容與特色，而參採項目則與

新課綱理念習習相關，包括適性揚才、終身學習、務實致用。建議

標註必要參採項目、選擇參採項目，以確保技高端培育的學生能於

技專端適性選才。 

(2) 科專業能力、技能領域將是必採項目，期採計內容為何？宜有更具

體之說明，俾利學校進行課程之規劃與安排。 

(3) 專題製作(實作)學習成果或專題實習學習報告(成果)採線上審查，

如何能評估到真實的技能，是否足以判斷學生技能習得的真實狀況？ 

(4)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實習科目學習報告，如何看到真正實際上技能

的呈現。深化的技能的真實狀況，書面不易評估或判斷、如何認證。

建議謹慎評估其可行性。 

(5) 大學端已開始發展招生專業發展評量尺規，建議技職司宜儘速推動。 

(6) 技高端部分群科專業或實習科目之學習報告眾多，且多涉及考科，

建議依照群科屬性設計適當之每學期上傳篇數(但參採時仍僅限最

佳作品 3篇)，避免教師或學生忽略了實作能力培養的重要性。 

(7) 宜說明參採比例、期間或範圍，包括競賽獲獎的層級(如縣市或是全

國)、參採的學期等，以減少外界疑慮。 

3. 溝通宣導方面： 

(1) 宜確認技高端、技專端，甚至普高端教師對於學習歷程檔案之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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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與系統操作均有一定的了解。建議參考大學端與普高端得彼此

對話，鼓勵技高端、技專端相互了解於學習歷程檔案之所需資料，

以避免真正實施時技高端人才培育與技專端選才無法呼應。 

(2) 建議於宣導對象之規劃應更周延，且涵蓋所有利害關係人，且加強

說明學習歷程檔案如何被運用的正確觀念並解除疑慮。 

4. 其他： 

(1) 建議仍要考量公平性問題，包括可能對私校、偏鄉、小校的學生較

為不力等。另，統測分數高的學生是否佔優勢，以致未達學習歷程

檔案之本意。 

(2) 宜確定能落實減少學生準備備審資料之負擔。 

(3) 宜加強說明資料介接、獲取與傳遞資料的技術、方法或步驟，且不

宜過度繁瑣或困難，以增加使用者負擔。 

(4) 宜及早告知相關期程，俾利高中端輔導學生逐步建置檔案，包括由

誰輔導學生、如何輔導學生具備建置學習歷程檔案之能力，且需考

量是否有適當的輔導人選。 

(5) 學習歷程檔案之參採應該於新生入學前公告為宜，建議技職私、招

策會等儘速定案。 

(二) 技職司回應： 

1. 招策會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已規劃備審資料審查及技能領域成

果為必採計項目，惟各項目中之佔分比率係考量需尊重技專端考招自

主，難以統一規劃，但會請技專端於簡章註明清楚各指定項目之參採比

率。 

2. 國教署建立的學習歷程檔案，已在「多元表現」中增列實作評量欄位，

因此，111學年度起將視實作評量推動方案穩定後，會召開相關諮詢會

議廣徵意見後，再行納入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之備審資料項目。 

3. 現行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備審資料共 13項，已列入國教署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六大項之子項目，由學生依相關規定上傳，111學年度起，

技專端比照現行規定，可自 13 項中選 6 項(含 108 學年度起列指定備

審項目之專題實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學習報告

(成果))作為學生應勾選提供之備審資料；另外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總成

績採計之證照或得獎，係採加分方式辦理。 

4. 技專端教師線上操作介面設計部分，已委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詢技

專端教師中，期能符合使用需求及便利性。 

5. 建議簡報內容補強說明內容如下： 

(1) 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成績採計之呈現方式可再調整，使資訊更完整。 

(2)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建置的概念、邏輯、架構、資料介接、操作與

運用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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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相關重要名詞(如指定項目、備審或必採項目、備審資料項目、修

課紀錄等)之解釋、定位與內涵需要清楚說明，避免各自解讀，造成

溝通困擾。 

(三) 招策會回應：考量招生自主，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之佔分比率，

留給各校或系自行決定百分比並於簡章上清楚說明即可。 

(四) 國教署回應：課程學習成果之規劃為每學期上傳最多三件且經過教師

認證，期擷取最好的成果供技專端參考，且標準與普高一致。而有關諮

詢委員建議事項，將參酌並進一步研議。 

決    議： 

(一) 請技職司、招策會、統測中心、國教署依各自權責，將諮詢委員建議納

入學習歷程檔案規劃與建置之重要參考。 

(二) 請技職司、招策會參酌諮詢委員建議調整今日簡報內容。未來對外宣導

時亦宜掌握清楚說明脈絡及各項資訊之原則。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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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 

「技專校院考招」議題小組第 1次諮詢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7年 2月 23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號) 

會議主持人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楊司長玉惠 記錄 周以蕙 

出席人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楊校長狄龍、國立臺南高級商

業職業學校黃校長耀寬、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江校長惠真、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林校長清南、國立新豐高級中

學實習輔導處王主任人傑、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巫副秘書長彰

玫、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鍾教師志賢、技術及職業教育

司徐專門委員振邦、陳科長秋慧、陳專員慶德、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高中職組入學科謝商借教師敬堂、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

會洪執行長祖全、技專校院招生委員聯合會段執行長裘慶、簡

副執行長良翰、陳組長雅惠、劉組員文雅、財團法人技專校院

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林執行長尚平、考試業務處李處長怡穎、

部長室廖專門委員兼任協作中心規劃委員興國、施規劃委員溪

泉。 

列席人員 協作中心周商借教師以蕙。 

請假人員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田退休校長振榮、臺北市立士

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曾校長騰瀧、林規劃委員清泉、陳規劃委

員信正、吳督學兼任執行秘書林輝。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確認上次(籌備會)會議紀錄(附件，略)：修正後通過。 

二、 協作中心報告：  

(一) 業於 107年 1月 29日向部長報告： 

1. 奉姚政次指示，考量此議題之重要性，期技職司承擔起更大的責任，本

議題小組召集人由楊司長親自擔任。 

2. 訂於 2 月 23 日下午 2:00-4:00 召開第 1 次諮詢會議，討論主題為技專

校院統測考科調整規劃。 

3. 訂於 3 月 5 日上午 9:30-11:30 召開第 2 次諮詢會議，討論主題為技專

校院考招對學習歷程檔案的參採規劃。 

(二) 奉部長指示，由協作中心管控進程並適時安排專案報告。 

1. 初步規劃將於 107 年 3 月 20 日部長主持之協作會議，安排技專校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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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長期方案專案報告。請技職司納入本議題小組第 2次諮詢會議諮詢議

見及研議處理情形，綜整工作小組規劃情形。 

2. 請技職司會同招策會於 3月 9日前完成簡報，送協作中心彙整，俾提報

3月 13日蔡政次主持之跨系統協調會進行書面檢視。 

三、 請技職司、招策會說明技專校院統測考科調查分析與目前調整之規劃情形。 

參、 討論提案： 

案 由 一：技專校院考招統測考科調整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略) 

發言紀要：茲就諮詢委員建議事項摘要綜整如下， 

(一) 有關考科規劃原則： 

1. 考科規劃時宜掌握考科減少為原則，同時考量各群科專業屬性、技術縱

深、技專端選才時學習行為起點(基礎知能)等因素，給予各群科彈性空

間。並非所有所修習之專業科目均需列入考科，且宜兼顧科目數與修習

科目學分數，且考科名稱與修習科目名稱無需完全一致。 

2. 宜考量技專端招生選才，學生興趣發展與適應需求、職業學校正常發展，

並兼顧技專端招生宜放寬所對應技高端科別(原則為 1科系對映 3群)，

亦歡迎普高學生進入技專端就學。 

3. 應納入 108新課綱之專業、實習科目，而專一為專業科目、專二為群共

同實習科目(以實作為主)為原則，且宜涵蓋到第二學年修習之科目。 

4. 建議需關注國英數三科參採權重比例與考科關係之相關議題。 

(二) 針對各群科考科調整： 

1. 家政群幼保類：考量考科不宜集中在第一學年修習之科目，且需納入群

共同實習科目。故建議， 

(1) 專一：「家庭教育」與「行銷與服務」。 

(2) 專二：視需要可再增加科目。 

2.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考量考科不宜集中在第一學年修習之科目，且需納

入群共同實習科目。故建議， 

(1) 專一：「家庭教育」與「行銷與服務」。 

(2) 專二：可刪除「色彩概論」、「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加入「飾

品設計創作實務」或再增加「多媒材創作實務」。 

3. 農業群：如何找出群共同實習科目是實際上的問題，此必須由課綱研修

小組研議。由於目前課程綱要草案之內容恐有疑慮，如「生物技術概論」、

「生命科學概論」與「生物(B)」內容重疊性高。而「農林牧場管理實

習」，實際上應是不同的三個科目，不宜列為部定共同必修，分別為農、

林、牧分開修習。未來課程綱要草案恐需修改，故建議可俟課程綱要公

告後微調。另考量因「生物(B)」屬ㄧ般科目，不宜列為專業科目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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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議， 

(1) 專一：「農業概論」、「農業安全衛生」。 

(2) 專二：「生命科學概論」、「生物技術概論」。 

(3) 建議招策會再次召開相關會議與農業群科中心或專業領域對話，

並邀請規劃委員參與。 

(4) 建議考量技專端選才需求，評估技高端或考科分流為動物、植物

兩大範疇之可行性，作為未來規劃考量。 

4. 外語群(英語類、日語群)： 

(1) 考量英語群專二考科「英文閱讀與寫作」與日語群專二考科「日

文閱讀與翻譯」，因含蓋科目甚廣，建議可註記包含哪些修習科目，

以避免範圍上的爭議。必要時亦可思考考科名稱是否調修。 

(2) 考量保障外語群學生跨商管群考試的權利，增加考科，恐增加學

生負擔，建議評估「數位科技應用」是否需納入。另對於綜高學

生來說，如高二同時修習「數位科技概論」與「數位科技應用」

亦負擔甚大，故建議具備基礎概論之知能即可。建議宜適當減少

考科。 

(3) 考量技職生應獲取應用能力、增加與高中生之差異，並給予部份

學生生涯定向調整之空間，建議再評估如何取捨「數位科技概論」

與「數位科技應用」。 

(4) 接續前項考量，專一如與商管群不同並無妨，亦或可從報考端分

流。建議鼓勵大專端選才多元性，分別開放名額於外語群、商管

群。 

5. 海事群：考量法規變動頻繁，然「海上安全法規概論」考題恐不易即時

調整。而「船藝」、「輪機」屬部定專業科目宜保留，且至少得有實習科

目。建議如下： 

(1) 方案一：專一為建議刪除「海上安全法規概論」，保留「船藝」；

專二：維持「輪機」、「船舶自動控制實習」。 

(2) 方案二：專一為建議刪除「海上安全法規概論」，保留「船藝」；

專二：刪除「船舶自動控制實習」，保留「輪機」。 

(3) 建議招策會於 107.2.27 會議召開海事群考科調整會議時充分對

話，以納入群共同實習科目。 

(4) 建議部裡提供考生誘因以鼓勵其報考海事群。 

(5) 海事群目前整合輪機科與航海科，建議之後仍需檢視群科歸屬適

適當性。  

(三) 共同科目：對外說明時宜公告各科版本，與以課程綱要為主之修習學分

數(如數學 C版宜修習 16學分)，避免造成疑慮。 

(四) 全教會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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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現行考科考量規劃宜有整體架構，除落實新課綱精神外，宜同時考量

配合學習歷程檔案之實施應可凸顯技職生之優勢，統測成績參採之比例

將降低等因素。建議限制考科數(如以專一專二以不超過 4 科為限)，

且非所有部定必修科目均需納入。 

2. 建議專一為專業科目、專二為實習(實作)科目，亦使技專端招生參採時

更為具體。 

(五) 其他：有關如農業群、海事群、水產群等涉及群科歸屬之議題，建議宜

於下一波課綱實施前進一步檢視並重新研議。 

決    議： 

(一) 考科規劃宜因應新課綱精神，且需納入群共同實習科目。與會諮詢委員

之建議，請相關單位納入考招方案規劃時參酌。 

(二) 有關建議考科調整之理由請參閱發言紀要，建議調整之科目綜整如下，

供技職司、招策會參酌，並請儘速與群科中心充分溝通對話： 

1. 家政群(幼保類)：專一增加「行銷與服務」。 

2.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專一增加「行銷與服務」；專二刪除「色彩概論」、

「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增加「飾品設計與實務」。 

3. 農業群：專一增加「農業安全衛生」；專二刪除「生物(B)」，可增加「生

命科學概論」及「生物技術概論」。另建議可俟課程綱要公告後微調。 

4. 外語群(英語類、日語類)：建議於專二考科「英文閱讀與寫作」、「日文

閱讀與翻譯」之名稱後，註記考試範圍所涵蓋之修習科目。 

5. 海事群：專一部分必要時或可刪除「海上安全法規概論」；專二部分宜

至少保留「輪機」、「船舶自動控制實習」，且建議維持三個考科為宜。 

6. 共同科目部份宜明確公告考科適用之版本，並清楚說明學習節數(學分

數)，以對應課程綱要之規範。 

(三) 請招策會邀請鍾規劃委員、施規劃委員參與農業群考科調整會議，協助

溝通考科調整宜納入新課綱技能領域、專業科目不宜安排一般科目等

原則原則，俾利與會人員充分了解。 

(四) 建議統測中心循往例清楚公告考試範圍。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