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高中中心學校 106 年分區諮詢輔導會議紀錄(北區)
壹、時間：106 年 5 月 16 日 15 時整
貳、地點：臺北市立南港高工行政大樓第 1 會議室
參、主席：國立溪湖高中楊校長豪森

記錄：楊惠芳

肆、出席人員: 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 無
陸、工作報告：
一、105 學年度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受訪學校共有 44 校，
本學年度訪視結果總體成效計有 11 所學校達到「一等」、24 所學
校為「二等」
、7 所學校為「三等」、2 所學校為「四等」。
二、由國立南投高商承辦的 106 學年度綜合高中課程綱要計畫審查工作，
經 3 次審查會議後，已完成所有學校課程綱要計畫的審查作業，61
所學校全數通過審查(不含臺北市學校)，各校已於 3 月底前，將審
查通過之學校課程計畫書公告於學校網頁，並上傳至「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資訊網」。
三、本(106)年全國綜合高中宣導業務由國立宜蘭高商承辦，目前已完
成 106 學年度綜合高中各區辦理學校開設學程宣導文宣，相關檔案
已建置於本中心學校網站，提供各校及有需求的民眾查詢相關資
訊。
四、106 年度全國綜合高中宣導工作分區研習已於 2 月(臺南區、屏東
區)及 3 月(宜蘭區、新北區、基隆區、臺北區、桃園區、竹苗區、
臺中區、彰化區、南投區、雲嘉區、高澎區、臺東區與花蓮區)辦
理完畢。
五、為研發「性別平等教育」與「生涯規劃教育」融入課程教案作為相
關教學資源，案經本中心學校 106 年第 1 次委員及諮詢委員會議決
議：請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撰寫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
課程教案示例；請高雄市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撰寫生涯規劃
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案示例，每校編撰 1 單元、每單元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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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國辦理綜合高中學校已於 2 月 8 日前完成「106 學年度學科能力
測驗考科範圍意見調查表」線上填報，共計 94 校完成填報，19 校
填報問題及建議，75 校填報沒有意見，回收率為 100%；並於 4 月
11 日將各校所提問題及改進建議，函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家教育研究院及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參酌研處。
七、為研發 107 綜合型高中學程課程規劃示例，本中心學校邀請綜合型
高中前導學校 3 校（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國立羅東高級商業學校與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綜合高中中心學校(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及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依各校所開設之學程研擬 107 新課
綱學程課程示例，並邀請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
心施規劃委員溪泉指導各校撰寫課程規劃示例，待示例完成後，將
辦理綜合型高中課程計畫書撰寫的相關研習。
八、有關 107、108 學年度綜合高中學程設立、變更或停辦審查作業目
前進行中，預計 5 月 30 日完成後報部核定，檢附高級中等學校群
科學程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供參，如附錄一。
九、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學分條件未列應修習總學分，說明如下：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第 13 頁「表 5 高級中等學校教
育階段各類型學校課程規劃」規定各類型學校之應修習學分數，
如附錄二
(二)經彙整總綱各類型學校畢業條件，除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未列
「應
修習總學分」
，其他類型學校均列有「應修習總學分」之規定，各
類型學校畢業條件彙整表如附錄三。
(三)案經本中心學校 106 年第 1 次委員及諮詢委員會議決議：請綜合
高中中心學校加強對全國辦理綜合高中學校宣導，有關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學分條件等
相關訊息。
十、有關本中心學校 106 年 4 月 17 日溪高綜字第 1060002711 號之 106
年第 1 次委員及諮詢委員會議紀錄所提參照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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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之群科歸屬，研議統整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程歸群表，
業經教育部 106 年 4 月 24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60051131A 號函復
本中心學校，已函請研修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議在案。
十一、本中心學校所辦理的研習或會議等相關資料，均公告在綜合高中
中心學校網站(http://comp.hhsh.chc.edu.tw)的研習活動或成
果報告選單，歡迎各位師長參閱。
柒、討論提案：無
捌、臨時動議：無
玖、綜合座談：
一、臺北市立南港高工江校長惠真：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有關課綱目前執行的狀況與進度：
(一)102 年至 103 年期間，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委託我主持綜高總
綱的研修，之後又邀請徐昊杲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我們一起完成
總綱研修，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也在 103 年 11 月公告。
(二)104 年這一年以來，研修小組聘請專家學者撰寫國語文、英語文、
數學、社會與自然領域課綱撰寫，稱為領綱；社會領域的部分有一
些問題，國家教育研究院將普通型高中、綜合型高中與技術型高中
重新規劃，所以社會領域領綱的部分研修小組目前先暫停相關作
業。
(三)105 年時，我們依據領綱撰寫課程手冊，在綜高總綱第 27 頁有提到：
學生選擇課程時，需進行選課輔導，發給每位學生課程手冊。但總
綱上的課程手冊跟目前要跟大家報告的課程手冊不太一樣，國家教
育研究院目前發展各領綱的課程手冊類似教師手冊，也就是讓老師
知道各個單元的課程內容，也讓教科書商了解怎麼編排書籍，故已
不再是總綱第 27 頁所提到的課程手冊。105 年我們做了領綱的細部
課程規畫，也就是課程手冊，同時也完成所有課綱公聽及專業審查
的程序，我們先將領綱送至給國教院課發會審查，審查通過後再送
到課審會審查，現在課審會正在審查中。105 年還做了一件事，剛
提到課程手冊問題，綜高比普高、技高更先進的做法的地方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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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課程手冊作為選課輔導，在施行新課綱的時後，我們希望這個
機制能夠持續，所以我們將課程手冊研修成選課指引手冊，再加上
課程地圖的概念，但尚未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教育部中小
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協作中心做橫向協調，我們根據課
綱需求，先進行研發，若未來大家能做統整與規劃，或許綜高學校
未來能夠採用這個版本的格式。
(四)今年課綱研修小組待課審會審查各領綱之後，若有問題的話，我們
會再邀請委員參與研修，同步再修改課程手冊，並進行相關審查程
序後執行。今年還要做一件事情，總綱雖有一些大致的規定，但對
於核心科目、課程的細則分流上，課程規劃如何進行?這些較原則
性、以前在增調學程審查時會用到相關的規定並未列入總綱，今年
研修小組也在處理這個部分。
(五)有關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歸群表，在 95、99 課綱皆放入附錄中，新
的總綱本來要放入新的歸群表，但因技高並未放入高職群科歸屬表，
技職司與國教院決議不放入附錄，所以拿掉了專門學程歸群表並重
新做研議。另在 99 課綱的附錄中，對易造成混淆且與課程發展有
關的名詞，做一些定義與解釋，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持續進行。
(六)現在大家可以了解目前課綱的走向與趨勢，新的課綱我們面對的是
跟普高與技高競合的問題，課程在學校內要合作，在優勢上，綜高
又需在選修課程上保持並發揚其彈性。在這提醒各位師長，在規劃
新課綱課程計畫時，可以思考不管在過去、現在或未來的總綱，都
強調學校在開設學程上，當師資設備有問題的時候，可以跟業界、
產學、大學及社區高中職合作設置，如果大家對合作設置有興趣可
以在課程上多著墨，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只有教學活動協同?課程有
沒有可能協作?這也可以去思考。再者，目前高職優質化，上禮拜
已差不多要完成了，在做新課綱的諮詢輔導時，高職優質化工作小
組有邀請我們，綜高之後也會分區進行課綱的輔導，我們會建議高
職優質化團隊，邀請辦理綜高的學校、長期進行綜高諮詢輔導專案
或是課程審查委員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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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施規劃委員溪泉：
協作中心一直想了解學校未來在推動綜合高中時，能夠幫助學
校些什麼?讓學校辦理綜高更順利。學校端可以思考目前學程名稱，
學程多不是問題，多而類似讓人家分不清楚才是問題，如製圖技術
與電腦繪圖，光有繪圖的學程名稱就有 3~4 個，這到底有什麼不同?
外界無法分清。我們認為應該由某個單位來統整學校學程名稱，學
校設立學程是否可依照學程範圍來設立。多年來參與審查綜高課程
計畫書，我們發現到有些奇怪的學程名稱，建議科目名稱要有一定
的規範。
未來會下授校訂科目鐘點費給學校，學校開設 1.2 倍-1.5 倍的
範圍，如果限制在 1.5 倍的話，會不會限制學校的彈性?以前我們開
設很多的課程，但真的都能開成嗎?這也是個問題。在這也要請教
大家，該怎麼做會比較適合? 我個人覺得設限在 1.5 的範圍裡，若
學校在課程計畫書沒有撰寫到的課程，未來就不能開，是不是要把
那些課程分散至各學程?
綜合型高中校訂科目學分數為 120-128 學分，普通型高中 60
學分左右，60 學分乘以 1.5 倍才 90 學分，綜合型高中為 120-128
學分數乘以 1.5 倍為 180-192 學分，這之中有些學程是共同要開設
的，有些是跨學程選修，所以分散在各學程中，避免學校想開設卻
無法開的情況，也要注意學校因受限於 1.5 倍而造成科目數太少。
希望日後的篩選機制有更明確的規範，但這個規範決不是希望
限制學校的彈性，更不能傷害到學校的發展空間，這是我們的基本
原則，因為綜高是最照顧學生、也是最尊重學生的學制。
三、國立新豐高中王主任人傑：
高一部定必修採國、英、數三個科目適性分組，目前經費規劃
是以班級數作為試算基準，學校可針對高一的國、英、數開設 1.2
倍的適性分組，校訂必修採用專題實作分組的方式，給予學校 1.5
倍的開課空間。校訂選修開設範圍為 1.2 倍至 1.5 倍，規劃採最高
1.5 倍，請各位先以班級數規劃，107 年以國、英、數這 3 科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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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試行，原則上不會規定每科都要做，請各校在經費額度下盡量落
實。往後這 3 個科目在 12 年國教會持續進行，未來再加上彈性學
習，也會給學校 1.2 倍開課的方式規劃。
未來學校的課程計畫將以上述的方式來規劃開課，再給學校相
關的經費，並請學校端檢視以前課程計畫書，趁此機會盤整學校尚
未開過的課程。
四、新北市立光復高中林主任恩瑋：
綜合型高中畢業條件，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比
普通型高中的 150 學分高，相較之下較為嚴格且學術學程會易與鄰
近普通型高中比較，造成招生不易。
國立溪湖高中楊校長豪森：
剛剛光復高中所提的問題，在今年的南區諮詢輔導會議也有人
提出，綜高的畢業條件比較嚴格，短期內應該是不會更改，我們也
發現課綱一些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彙整後會向國教署來反應。
五、國立中壢高商陳組長鴻金：
綜高、技高的「學生圖像」
、
「課程地圖」
、
「學習需求」是否有
相關工作坊或研習，讓各校有所準備? 謝謝！
國立溪湖高中楊校長豪森：
綜合高中中心學校將辦理相關研習讓學校參與，謝謝!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江校長惠真：
在 100 年至 101 學年度，綜合高中中心學校剛成立的前兩年，
我們有研發很多課程地圖及學生圖像的範例，在網頁上還可以找得
到 ，各校在規劃辦理前可以上網瀏覽以了解概況。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施規劃委員溪泉：
早上開會次長指示：針對普通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及技術型高
中，並整合工作圈、前導學校、技高優質化，需研議辦理相關研習。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江校長惠真：
剛前面有個夥伴提到畢業學分的問題， 再加上後面這位師長
提到的課程地圖及學生圖像，這兩個問題連結起來，從過去、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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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來的總綱，160 學分數從未改變過，也沒有 85%的空間，其實
我們的部定必修是很少的，其他的是校訂必修與校訂選修。假若綜
高課綱沒有在需求上、沒有在學生的知識背景與學校脈絡上思考的
話，也沒有先有學生的圖像與預期的目標去發展課程，可能就會落
入學生達不到 160 學分的困境，換句話說綜高 72%為校本課程，校
本課程需因時、因地制宜，所以 160 學分要改很難，但學校開設課
程的難易程度、學生需求的符應程度，是學校自己可以拿捏的。在
這要提醒大家，72%校本課程難度不要太高，會造成學生無法畢業，
要善用學校本位的彈性與空間，若有相關的科目如國英數，本來就
可因基本先備能力的差距及課程難易度不同，來實施分組與分期教
學，在教學與課程上是可以處理的，請大家利用彈性的特點來操作
會比較好。
玖、主席結語：略
拾、散會：1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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