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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8 課綱一本通

【專訪教育局長楊振昇】

落實適性揚才教育 建構智慧學習環境

【看懂 108 課綱】

適性教育 成就每一個孩子
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

【108 課綱怎麼改？】

國小、國中、高中學習路徑
大學考招新制變化

【臺中市教育特色】

108 課綱整備
前導學校特色亮點

專訪臺中市教育局長楊振昇

落實適性揚才教育
建構智慧學習環境
108 課綱是臺灣重要的教育改革，強調「成就每

經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包括：組成跨科室推動小組，

一個孩子」，延伸九年一貫的能力指標，深化為培

協助各校落實新課綱；建置課程與教學專業支持系

養連結生活情境、解決問題的「核心素養」，並以

統，成立高中課程發展中心；推動客製化到校輔導，

探究實作培養孩子的跨域學習能力。

並鼓勵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揪團自主共學平臺

對於新課綱的實施，我們期許能達成以下四點：
1. 接軌國際，提升全球移動力。
3. 重視校長與老師的專業發展。

為全國最多。國教輔導團也積極研發素養導向教學

4. 增進在地特色連結，在地人才、在地培育。

示例，例如國小數學輔導小組編撰出版《動手做，

首創「優遊臺中學」跨校選修課程

檢核優化

穩健同行

＊ 辦理多場分對象（局處及各
校行政人員、課程領導人、
教師、家長）增能宣導
＊ 發展教師四級社群支持系統
＊ 教師自主揪團跨校共備

組織與
法規

增能與
宣導

課程與
教學

資源與
設備

＊ 籌組學校策略聯盟模
式推動新課綱
＊ 科技領域課程 12 年銜接
＊ 國教輔導團研發素養導向教學
與評量示例
＊ 研發跨校策略聯盟課程
＊ 高中職與大學攜手推動

自主增能、互動共好

盤點整合、建置補充

＊ 整合教育資源至單一平台
＊ 盤點充實各校科技領域師資
及設備
＊ 申請前瞻計畫數位建設
＊ 補助高中職資源設備

學生將生活情境與學習內容聯結，提高學習樂趣。
此外，結合在地文化資源，首創「優遊臺中學」

108 課綱的整備分為四個層面：組織與法規、課

跨校選修課程，至今共有 8 所大學、22 所高中職協

程與教學、增能與宣導、資源與設備，臺中市都已

助開設 77 門課程，並延伸至國三學生選修，更開放

充實國中科技領域師資及課程

中市 Maker 夢想行動專車」巡迴偏鄉學校；結合產

打造點．線．面網絡科技學習空間

業研創「Tai － Win 機器人學習車」，協助教師增能，

臺中市科技教育藍圖主軸為「智能創新，科技領

發展學生 STEAM 科技整合能力，為孩子準備面對

航」，並規劃十二年一貫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國中、

未來的科技能力，市府亦規劃往上結合臺中高工創

親師合作掌握課綱理念及考招新制

小培養動手做、做中學、問題解決、主題創作、程

客中心及本市高中優質領航旗艦計畫，並取得臺中

資源整合平臺及課程博覽會分享資訊

式設計、創新應用、團隊合作、獨立研究等能力；

家商、臺中高工、臺中女中、清水高中等校 Fab-lab

對於家長來說，未來新課綱在測驗命題方向及考

高中階段以主題探究、專題實作方式，銜接智慧

自造實驗室全面技術支援，建置本市中、小學創客

招連動都會跟著改變，建議家長與課諮老師和級任

機器人與程式語言教育，奠定工業 4.0 之未來人才

教育 12 年銜接體系。

老師保持聯絡、進行討論，了解孩子在學校的表現。

培育。

南投及彰化的學生跨縣市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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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

實踐啟動

課程研創、創新教學

想數學》一書，設計 8 個數學領域教學單元，協助

新課綱前導學校全國最多

109 學年度

全面整備

橫向整合、縱向銜接

值得一提的是，108 學年度臺中市高、國中、小
共計 73 校，經國教署核定為 108 課綱前導學校，

108 學年度

＊ 跨科室小組工作圈
＊ 新設課程教學科（整合教專中
心、教研中心、資網中心）
＊ 成立高中課程發展中心
＊ 各項法規盤點與研訂

及各類工作坊等。

2. 推動科技教育，建構智慧學習的環境。

107 學年度

在家長宣導方面，今年已辦理多場 108 課綱家長

臺中市自 106 年 6 月即已成立科技輔導團，以「到

107 學年度，臺中市共有富春國小、北新國中及
崇倫國中 3 所科技前導學校，研發「科技領域核心

研習講座，並定期於中、小學家長會長授證典禮進

校客製化」輔導方式，協助科技領域授課教師增能；

素養導向」的彈性學習課程與學習領域教學案例，

行 108 課綱宣導，並分區舉辦 5 場「適性入學 -108

並補助全市 80 所國中建置生活科技教室，均於開學

並撰擬 108 學年度課程計畫。

課綱家長宣導」，協助高一新生家長了解考招新制。

前完工。此外，也爭取「前瞻校園數位建設計畫」，

臺中市擁有許多值得自豪的特色產業，我們也積

臺中市教育局已建置完成「十二年國教課綱教育

建置智慧教室、佈建智慧網路，109 年將完成全市

極透過產學合作為孩子安排出路。像是嶺東科大及

資源整合平臺」，串連中央及臺中市所有課綱網站

國中、小學四至八年級各班教室升級為智慧教室，

勤益科大分別開設程式設計及精密機械產學合作專

連結及課程教學資源，提供家長了解 108 課綱推動

及全市各國中、小學智慧網路建置。

班，臺中捷運公司也提供臺中高工及沙鹿高工每年

內容、適性入學輔導等配套措施。此外，6 月 15 日

市府以自籌經費，在國中、小設置 30 個創新學習

各五名實習生，表現良好就有機會成為正式員工。

辦理的「Edu-Buffet 課程流動心饗宴」課程博覽會，

實驗室；並爭取中央資源，在富春國小、大甲國中、

臺中市教育的願景是「孩子為本，適性學習，成

以「科技領航樂學臺中」為主軸，也吸引了近千人

立新國中、北新國中、沙鹿國中、潭秀國中及成功

就未來」，希望每個孩子都能透過教育，發揮自己

共襄盛舉。

國中，建置 7 座「科技中心」；更打造全國首臺「臺

的長處，成就人生的高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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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 108 課綱
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

適性教育 成就每一個孩子

生活情境
A2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108 學年度上路的新課綱，由國小、國中及高中一年級逐年實施，108 課綱的研發基礎彙集許多研
究成果，投入許多研究人力，聽取社會各界建言，經過多次的討論及來回修正而完成，對未來學校
教學及學生學習將起重大影響。

自主
行動

B1

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社會
參與

C2

終身
學習者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讓孩子成為終身學習者

生活情境

成就每一個孩子
課程願景

A3
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

C3

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裨益各教育階段之間
的連貫以及各領域
科目之間的統整

課綱理念與目標
儲備面對未來的能力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這個世界變化太快，隨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溝通
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B3

生活情境

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

著社會與時代的變遷，教
育的目標與內容也應該與

自發

基本理念

互動

共好

時俱進。
洪蘭教授曾在一場親師
座談中指出，現在知識翻

課程目標

啟發
生命潛能

陶養
生活知能

促進
生涯發展

涵育
公民責任

從生活中來

改變評價孩子與學校的方式

回到生活中去

108 課綱的精神是「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

A 自主行動：希望學生主動學，老師要設計一些

終身學習」。要成就一個孩子，一開始就要讓他「適

生活情境或任務，提供學生學習策略與方法，讓學

也 就 是 說， 學 生 離 開 學

性」，找到自己有興趣、有熱情的領域，知道自己

生有系統的思考並找到問題答案。當孩子懂得掌握

校進入社會所要用到的

要往哪個方向去，然後才能「揚才」，好好發揮天

學習重點、學得會且有成就感，學習動機便源源不

知 識， 很 多 還 未 發 明，

賦、擁有往目標前進的能力。

絕。

新得太快，學校教的，學
生還未出社會就過時了；

他要從事的工作也還未出
現。所以在現代，教育的
重 點 在 learning how to

learn， 讓 孩 子 成 為 終 身

課程特色

連貫統整

素養導向

多元適性

彈性活力

配套整合

三分鐘了解 108 課綱
核心素養：會開車 VS. 遵守交通規則

能力。
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

這波課綱改革，不只需要校長、教師共同努力，

B 溝通互動：學生在具備基本的知識能力後，要

就連家長也要跟著一起改變。家長要放下傳統的觀

會「活用」、懂得表達，並善用各種工具，與他人

念，不要再以有多少學生考上頂尖大學來評價學校，

及環境互動。

而是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找到自我潛能，進而在未
來生活中發展自己的亮點。

學習者，儲備面對未來的
選車買車、處理交通事故、
解決問題、保養、談判、
協商等相關的知識和能力

每一個生命都很重要，教

知識

跨領域

育，一定要努力成就每個

態度
遵守交通規則和禮儀

C 社會參與：強調現代社會不能單靠一個人成就
事業，團體合作勝過單打獨鬥。學生應學習參與、
經營團體生活，包容團體乃至社會的多元性。並透

筆試

108 課綱裡談的「核心素養」
生活應用

拿到駕照，會開車上路

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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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傳統觀念

能力
開車技術

過社會參與培養公民意識，創造共好。

108 課綱強調「核心素養」導向教學，並提出「三

也就是說，素養導向的教學，簡單來說是「從生

大面向、九大項目」為其內涵。家長都想問：「三

活中而來，回到生活中去」，利用生活化、可操作

面九項」究竟要教些什麼？與各學科知識如何連

性的教材幫助學生有效學習，且學到的成果要回到

結？學校老師會怎麼教？學生該怎麼學？身為家長

生活中去展現。

又該做些什麼，好幫助孩子落實素養內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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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課綱
怎麼改？

有脈絡、有意義的學習，甚至未來主題式教學也能進入正式課表，跨越學科領域的學習
將成為常態。
在所有學習階段中，國中小設計了彈性學習課程、引導自主學習等，促成變革。對家長
來說，可以如何想像未來的國中小教育？事實上 108 課綱的願景藍圖已在一些國中小

國小、國中課程
怎麼改？

校園具體實踐。國中小教育已開始變得不一樣，有些學校甚至令人驚豔，所開出的跨領

1

課綱為 5 節），低年級與中年級的數學課

國中 108 課綱之變革
1. 彈性學習課程經營學校特色
2. 發展素養導向課程

重要工具。

選修課程包括：加深加廣選修、補強性選修、多

數調降，選修比例增加，讓孩子適性發展。另外，

元選修等。其中，多元選修各校至少開設 6 學分，

總修習學分也從 198 降至 180，減少 18 學分。

供學生選修。

增加校訂必修

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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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有 2 至 3 節彈性學習時間
108 課綱對彈性學習時間有明確的規範，可做為

整性、專題探究或跨領域 / 科目專題、實作（實

自主學習，可由學生提出，由學校協助安排老師

評估學區內的新住民學生人數，聘請合格師

驗）、探索體驗等課程為主，學生必須修習這些

指導。

資開課。學生可依據實際需求，選擇每週一

課程至少 4 學分。

彈性學習課程讓學習更多元
108 課綱的校訂課程為「彈性學習課程」，

年級每週 3 ∼ 6 節，高年級每週 4 ∼ 7 節。

4. 新增「科技領域」課程

108 課綱國中階段的課程規劃表
學校本位課程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課程）
制訂者

跨領域的學習將成為常態
國際上流行的主題式教學、統整式教學，在
台灣的教育現場也將成為常態。總綱明文規

課程
類型

由國家統一規定

八大領域（科目）：
語 文（ 國 語 文、 英 語
文）、數學、社會、自
然科學、科技、綜合活
動、藝術、健康與體育。

定，學校得彈性調整或重組學習節數，實施
跨領域課程，也可進行協同教學；也就是說，
未來不同科目的老師也可以一起合作，進行

節數

每 週 29 節， 各 領 域 採
固定節數

課程與教學不再侷限於「班級」
108 課綱上路後，學校得依照學生需求，彈
性調整學習的時間跟年級、班級的組合。例
如，可以採用混齡跨年級、同年紀分班群，
合併兩節為一大節的上課方式。

111 學年度大學考招方案
考科減少
現行
方案

特殊選才（免考
學測）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1. 統 整 性 主 題 / 專 題 /

議題探究課程
2.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3.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4. 其他類課程，如戶外
教育、自主學習、補
救教學等

學測：考科為國、英、數、
社、自，5 科全考

高三
上學期

由學校安排

招聯會方案
（111 年適用）

特殊選才
（免考學測）

111 年學測：考科為
國、英、數、社、自（選
考，最多採計 4 科）

課程類別
部定必修

學習
方向

不同學習階段間注重縱
向連貫，不同領域（科
目）間注重橫向統整，
培養學生基本學力。

依 學 校 願 景、 學 生 圖
像、學習地圖等，規劃
跨 領 域、 多 元 的 特 色
課程，提供學生探索性
向、適性發展機會。

繁星推薦、個人
申請

高三下
/3 月

寒假

指考：考科為國、英、數甲、
數乙、歷史、地理、公民、物理、
化學、生物（10 科自由選考）

高三下
/4 月

繁星推薦

高三結束
/5 月初 6 月初

高三畢業
/7 月初

考試分發

高三畢業
/8 月

分發入學：採計
申請入學
分科測驗：考科為數甲、
歷史、地理、公民、物理、 111 年學測 + 分科
（採計 111 年學測
+ 綜合學習表現） 化學、生物（7 科自由選考） 測驗 + 術科，合計
3至5科

普通型高中 108 課綱與 99 課綱比較

每週 3 ∼ 6 節課

跨領域教學。

6

開設多種選修課程

國小 108 課綱新增了新住民語文，由學校

低年級的彈性學習課程每週 2 ∼ 4 節，中

5

3

108 課綱強調適性揚才，因此各科共同必修學分

選手培訓、補強性教學、學校特色活動，及學生

等。學校可依照學生特性與需求設計課程。

變革

變革

降必修學分，調高選修學分

發展出校訂必修課程；校訂必修以一般科目的統

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其他類課程

4

科，重點就不在是否降低必修學分而是著重強化跨科的基礎技術能力，以及大幅增加學生實

調降必修學分後，為學校帶來創造特色的空間，

3. 促進多元適性學習

新住民語文納入課表

內容包括：統整性探究課程、社團活動或

變革

變革

2

節的本土語文要學什麼。

3

向的機會。而在技術型高中的部分，由於已分科分類，基本上已是學生按個人興趣選擇的類

普通型高中 高中 108 年實施新課綱之變革
1

主要考量國語跟數學是孩子在各領域學習的

變革

108 課綱實施後，普通型高中大減必修學分，增加學生自行選修課程，提升自我探索興趣性

習實作的經驗。強化跨科基礎技術能力，有利於學生在不同科群間轉換；增加實作實習，則

變革

增加為每週 4 節（9 年一貫課綱為 3 節）。

2

這在高中端尤其被強調，因為學生經歷國中、小的探索，於高中階段應該會較為明朗。

讓學生有機會體驗了解職場。

強化基本學力，國語與數學學習
節數增加
低年級的國語課增加為每週 6 節（9 年一貫

變革

高中課程怎麼
改？升學路徑
怎麼變？

都一樣」，更大幅度朝向「每個學校有自己特色課程、每個學生能按個人興趣能力學習」邁進。

域、探究式「彈性學習課程」，成功點燃孩子的學習熱情。

國小、國中 108 年實施新課綱之變革
變革

推動 108 課綱，很關鍵的目的，是讓教育現場從舊式「每個學校教的都一樣、每個學生學的

108 課綱希望讓孩子在深化基本學力的同時，也能透過校訂課程，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校訂必修
校訂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每週節數）
彈性學習時間（每週節數）
總修習學分數

99 課綱

108 課綱

138
0
60
2節
0節
198

118
4-8
54-58
2-3 節
2-3 節
180

學分數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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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高職）
108 年實施新課綱的改變
改變

1

15 ∼ 30 學分的專業及實習課程，提高
到 45 ∼ 60 學分。

2

學習歷程檔案

重點 1

新增 15 ∼ 30 學分的實習課程
強化學生的實作技能及就業能力，原本

改變

技專院校 111 學年考招變革方向

統測專業科目命題範圍調整

統測素養導向題型

擷取各群屬性相近、科別共通的基礎技術
能力，培養學生跨科別的能力。
改變

3

重點 3

多元選修課程
高職的校訂課程為 44 ∼ 81 學分，從每
所學校的校訂課程，可以看出學校的發展
願景和學生的圖像，並可規劃跨科、跨群

修課紀錄

學籍資料。

學生修習科目

學業成績及課程諮詢紀錄。

* 由學校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登錄及檢核。

重點 2

實習科目新增「技能領域實習
課程」

基本資料

備審資料參採學生學習歷程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生在課堂上的實作作品、

幹部經歷、競賽成果、檢定證照、志工服務、

書面報告等。

營隊、研習、個人創作或發明等，上傳檔案格

* 學校在籍學生每學年至多
6 件（經任課教師認證）。

式不限。學生每學年至多登錄 10 項。

自傳、學習計畫

其他資料

個人經歷及未來學習規劃。

大專校院指定審查知其他資料。

或跨校的課程。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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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4

增加彈性學習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由 0~8 節增加為 6~12 節。
依據學校條件與學生需求，可做為學生自

技優甄審乙級技術士證加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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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5
科技繁星比序增列技能領域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怎麼被蒐集保存的？

技術型高中（高職）108 課綱與 99 課綱比較

A
●

課程類別
一般科目

108 課綱學分數

99 課綱學分數

66-76

66-76

●

學校行政人員

登錄 學生基本資料、修課紀錄
提交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B

學生

上傳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 勾選 要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之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
學校平台

提交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介接

●

部定必修

專業及實習科目

45-60

15-30

111-136

81-106

44-81

86-111

團體活動時間（每週節數）

2-3 節

0-2 節

彈性學習時間（每週節數）

0-2 節

0-1 節

部定必修合計
校訂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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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必選修

C
●

提供備審
資料

大學或技專校
院校系

教師

登錄 學生修習科目之學業成績

（課程諮詢教師：登錄課程諮詢紀錄）
●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甄選會或
聯合會招生
報名平臺

【註】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架構形式：
■校務行政系統 + 校內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紀錄模組
■直接整合於校務行政系統

認證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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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8 課綱整備

108 學年度
新課綱培力團隊客製化到校服務，
已服務超過 400 校。

中市資訊市本課程教學包─特色課程激發學
生興趣。

108 課綱的實施，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此做了
充分的準備，提供多項資源、管道與配套措施，
供親、師、生隨時查詢。

優遊臺中學─跨大學、高中職、國中三合一
跨校選課。

學校不一樣 臺中市前導學校特色亮點

大仁
國小

科學教育的
科普小達人與
另類接觸
，實作
顯身手
小小科學家大
發。
探索從日常出

鹿峰
國小
千名親、師、生參加「科技領航 樂學

Buffet 心饗宴課程博覽會」。

臺中 -Edu

潭陽
國小

登陸閱球 ~ 閱世界好視野
「玩轉動畫知識王」協同教
學， 從 答 題 經 驗 中， 不 斷
學習新知，以挑戰各種類型
題庫。

喀哩
國小

發現鹿峰
結合學區文化及環境特色，
發展出「發現鹿峰」課程，
藉由太陽光與影的察覺及光
影的想像創作，讓學生了解
影子與生活的關係。

富春
國小

火盃的考驗
省思六年的學習歷程，以一
句座右銘、一幅意象圖，期
勉自己邁入下一個學習階段
能再接再厲、攀上人生另一
個巔峰。

國際新視野
透 過 英 語 文 教 學 活 動，
從 My school 出 發 邁 向 All
about the world， 進 而 培 養
探索問題與解決問題能力。

大甲
國中
參考資源：
臺中市 12 年國教課綱資源整合平台

仿生大甲媽
透過科技領域的程式設計與
機械組裝所完成的循跡車，
學生正在測試檢驗。

十二年國教課綱家長座談會 會議資料

https://reurl.cc/rld4jb

（教育部）

https://12hope.st.tc.edu.tw/
108 課綱 教育改變發生中（教育部）
https://youtu.be/OX9u7q0SmD4

日南
國中
108 課綱宣導影片（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s://reurl.cc/D1nL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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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車站鐵道文化大追查
跳脫校園的框架，帶領學生
實 地 踏 查 歷 史 古 蹟、 欣 賞
家鄉之美，孕育認同日南之
情懷。

四箴
國中

微型密室逃脫

看見微型密室吸引
力， 箱 子
裡藏著融合學科內
容的題
目， 是 一 堂 具 挑 戰
性的任務
型課程。

大德
國中

梅海飄香學習啟航
把教室移動到戶外，創新的
美感教育，跨年級 100 名學
生在 9 公尺長的棉布上集體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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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不一樣 臺中市前導學校特色亮點

臺中
一中

跨領域統合力
透過文史閱讀、解析批判、
分組實作以及野外實察等課
程內容，培養臺中一中學生
更具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
學的跨領域學科統合能力，
並於與老師的對話與教學中
觸發生活實踐能力，俾利未
來跨域領導人才的養成。

臺中
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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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專題探究 - 自造創意
利用學校 Fab Lab 及幸福工
坊二間自造實驗室，提供學
生自我創造及數位創新學習
環境，以利探索未來專題實
作的主題及方向。

忠明
高中

垂直風洞
以「 仿 生 機 械 的 探 討 與 製
作」為主軸，向鼯鼠等動物
學習如何漂浮或滑翔，請同
學們發想、構思及設計，而
後選材，製作簡單構造，解
決如何在垂直風洞中漂浮或
滑翔的問題。

弘文
高中

閱讀生活力

惠文
高中

讀 生 活、 讀 世 界，
從中培養
積極的學習精神
與生活態
度， 學 習 自 我 管
理 與 調 適，
並且找到生活的樂
趣。

國際移動力
透過全球通行的英語文評量
機制、完善的第二外語課程、
多元的國際交流管道和考驗
學生學術英文實務應用力的
模擬聯合國，並與多所海外
知名高中及大學締結姐妹校
共享資源，打造成為最具國
際教育特色的學校，並培養
惠文學子具備國際移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