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大學 98 年度高中職免試升學論壇計畫書
壹、依據：
97 年 12 月 15 日教育部台中(三)字第 0970243210C 號令修正發布「教
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
。

貳、計畫緣起
本校為提供中學教師經驗分享與交流平台，針對社會大眾關心教育
改革議題，於 97 年 5 月 30 日辦理新高中課程綱要分科（國文科、英文
科…等 9 科）研習活動，透過高中課綱修訂之召集人/學者專家及各學科
中心之中學現場教師分科進行理論與實務探討、教學示例及分享交流等
方式，建構高中課程變革對話機制及分享平台，當日研習活動獲得教學
現場教師及社會大眾熱烈之參與和迴響，計有 236 人與會，足見這項跨
世紀的教育改革工作，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和重視。
早在民國七十二年，教育部就開始研議延長九年國教，歷任十任部
長，直到前任部長杜正勝宣布成立專案辦公室，推出規畫方案，十二年
國教才粗具雛型，期能透過此重要教育政策之落實推動有效抒解學生課
業及升學壓力，破除台灣社會明星高中的迷思。
培養優秀人才關乎國家整體競爭力，根據台灣省教育會 96 年底針對
全台 3000 多所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3 萬 4000 多位教師問卷調查結
果，許多建中、北一女等菁英學校學生擔憂 12 年國教將使台灣菁英高中
教育消失，並造成高中、高職教育的全面瓦解。許多家長關切學區劃分
問題、採計在校成績表現是否比報考基測公平、孩子是否該轉到「低競
爭」的學校以爭取較佳校排（班排名）
、老師打成績是否公平以及家長是
否走後門等諸多問題，在在都是家長們既關心又憂心之議題。

參、我們關心的議題：
有鑑於多元入學制度實施後，學生及家長的壓力並未獲得紓解，社
會期待對於現行升學制度能作全面性的檢討；教育部為廣徵社會意見，
改正現行升學制度的弊病，建立多元適性的選才機制，同時回應馬總統
教育政見，於民國 97 年 6 月正式啟動「升學制度審議委員會」
，針對各
種升學管道的優缺點進行全面性的檢討，廣泛徵詢社會各界意見後再向
教育部提出改進建議，其中設有高中職升學制度小組，針對國中學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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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高中職及五專制度進行檢討，於 98 年 4 月間研擬提出「擴大高中職及
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草案）」，以維持現行制度穩定及漸進彈性為原
則，逐年擴大高中、高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名額，為實施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奠定基礎。
依教育部統計，一○七年畢業的國中生，只有廿一萬二千多人，比
起今年考基測人數將少了十萬人。另依教育部規畫，明後年為十二年國
教宣導推動期，鼓勵自願參加的招生區、適性學區、學校主動辦理免試
入學，一○一年擴大全國辦理，一○七年全面實施。為能廣泛聽取及蒐
集各界對本次升學制度改革之意見，教育部於 98 年 4 月 6 日起至 98 年
4 月 28 日止共計辦理 19 場分區公聽會，邀請國中、高中職、五專學校
代表、家長團體代表、教師團體代表、學生代表及專家學者與會，作為
方案研定修正之參據。 鄭部長瑞城並於就任滿周年時宣布高中生免試入
學相關規劃接近完成階段，最快一○七學年九成高中生將免試入學，並
計畫於 98 年 6 月底公布國中升高中免試入學方案。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特別針對社會大眾關心免試升學議題，邀請參與
決策者、高中職升學制度小組委員、國高中（職）校長及相關人員、學
者專家、家長代表及關切教育改革人士進行面對面溝通對話，提供升學
制度改革對話機制及分享平台，廣納蒐集各界改革意見，作為教育部修
訂政策或研擬配套措施之參考，同時辦理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加強與鄰
近高中（職）及國中之緊密合作與互動。

肆、辦理單位
一、指導機關：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
三、協辦學校：直轄市、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國立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簽約合作實習學校

伍、辦理日期：98 年 11 月 18 日（星期三）。
陸、辦理地點：國立臺灣大學應用力學館一樓國際會議廳
(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四段 1 號，近辛亥路側門)。

柒、邀請與會人員：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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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級中等學校教師、學校行政人員及儲備教師
二、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教授、相關行政人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學生及
實習生(教師)
三、全國家長團體與直轄市、縣市立案之家長團體；各高中職、五專等學生
代表
四、本校教育學程學生、教育實習指導教授、教材教法/教學實習教授、實
習學校輔導老師

捌、進行方式：政策說明、議題討論、雙向溝通對話（含提案討論）等。
玖、報名方式：
一、網路報名：至本中心網站（www.education.ntu.edu.tw）進行線上報名。
二、傳真報名：至本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02）2362-1820。
三、現場報名：至本中心櫃檯（新聞所 205 室）現場報名。

拾、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98 年 11 月 12 日(星期四)止。
與會者名單於 98 年 11 月 16 日﹙星期一﹚公告於本中心網站，另以電子郵
件通知出席。

拾壹、聯絡方式：
一、本案聯絡人：國立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張淑芬助理、吳欣珊助理
二、地

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三、聯絡電話：(02)3366-5719
四、傳真專線：
（02）2362-1820
五、電子信箱：education@ntu.edu.tw

拾貳、預期成果
一、針對社會大眾關心升學制度改革議題，提供對話機制及分享平台。
二、廣納蒐集各界改革意見，提供教育部政策修訂或研擬配套措施之參考。
三、辦理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加強與高中（職）及國中緊密合作與互動。

拾參、全程參與研習公務員(或教師)核發終身學習時數（或教師研習時數）
六小時。

拾肆、主辦本業務之相關承辦人員，依國立臺灣大學職員獎懲要點三（二）1.
及三（二）3.獎勵規定優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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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肆、會場位置圖：

活動場地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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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立臺灣大學 98 年度高中職免試升學論壇議程
時
間：98 年 11 月 18 月（星期三）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館一樓國際會議廳
指導機關：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
16：40 賦歸
時 間

內容

主講人 /

與談人 /

主持人

09：00

-

09：30 30’ 報到、領取資料

09：45

-

10：00 15’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10：00

-

10：45 45’

10：45

-

11：00 15’ 休息

11：00

-

◎主持人：師資培育中心劉淑蓉教授
議題討論（一）
：
配合擴大免試入學推動， ◎與談人：
如何促進學生多元智能發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2：10 70’ 展？
楊校長瑞明
（每位引言人 15＇，結束 臺北縣立永平高級中學李校長玲惠
後 Q＆A 25＇）
臺北縣立樹林高級中學張委員世明

12：10

-

13：10 60’ 午餐（111 教室及 113 教室）

-

◎主持人：師資培育中心符碧真教授
議題討論（二）
：
◎與談人：
配合擴大免試入學推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
14：20 70’ 如何發展多元評量策略？
發展中心曾副主任芬蘭
（每位引言人 15＇，結束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蘇校長景進
後 Q＆A 25＇）
桃園縣立大竹國中吳校長清明

13：10

◎貴 賓：教育部長官
◎主持人：蔣教務長丙煌（15＇)
◎主講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所)
周愚文教授兼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處長
◎主持人：師資培育中心陳主任世銘

講題：
免試入學政策形成分析

14：20

-

議題討論（三）
：
◎主持人：師資培育中心王秀槐副教授
配合擴大免試入學推動， ◎與談人：
15：30 70’ 如何輔導學生適性入學？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王校長沛清
（每位引言人 15＇，結束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楊校長世瑞
桃園縣政府教育處張處長明文
後 Q＆A 25＇）

15：30

-

15：50 20’ 意見交換（茶敘）
◎主持人：
教育部長官、蔣教務長丙煌、周委員愚文

15：50

-

16：40 50’

活動
地點

◎與談人：
（高中職升學制度小組委員）
地方教育主管機關代表：張委員明文
學者專家代表：曾委員芬蘭
高中職及五專代表：李委員玲惠、張校
長世明、楊委員瑞明、蘇委員景進
國中端代表：吳委員清明、王委員沛清
承辦免試入學學校代表：楊校長世瑞

綜合討論與對話
＆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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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力
所國
際會
議廳

附件2

~國立臺灣大學 98 年度地方教育輔導計畫~
「高中職免試升學論壇」報名表
一、個人資料

填表日期： 98

服務單位

出生年月日

姓名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職稱
□男
□女

性別

公（

）

聯絡電話
手機

身分證字號

傳真電話
用餐

□葷
□素

E-mail

□需要登錄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請提供身分證字號）
研習時數 □需要登錄教師研習時數（請提供身分證字號）
□不需要登錄研習時數
二、議題討論：
（一）配合擴大免試入學推動，如何促進學生多元智能發展？
（二）配合擴大免試入學推動，如何發展多元評量策略？
（三）配合擴大免試入學推動，如何輔導學生適性入學？
一、報名方式：《活動報名自 2009 年 10 月 21 日起開放至 11 月 12 日止，敬請於報名時
間內完成報名》

1.網路報名：至本中心網站（www.education.ntu.edu.tw）進行線上報名。
2.傳真報名：至本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02）2362-1820。
3.現場報名：至本中心櫃檯（新聞所 205 室）現場報名。
與會者名單於 98 年 11 月 16 日﹙星期一﹚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二、本案聯絡人：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張淑芬助理、吳欣珊助理
聯絡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聯絡電話：(02)3366-5719
傳真專線：(02)2362-1820
電子信箱：education@ntu.edu.tw
6

三、備註
附件3

設置委員 26 人，依各層級升學管道，分設「大學升學制度小組」、「技專校院升學
制度 小組」
、
「高中職升學制度小組」
，分別由本部高教司、技職司及中教司等業務單位
負 責各小組之運作。各小組會議草案可先提委員會討論，確立方向後再交回各小組研
議，以達意見充分交流目的。

召集人 吳部長清基

副召集人：林政務次長聰明

執行秘書：陳司長明印
行政幕僚：技職司

升學制度審議委員會

大學升學制度小組

技專校院升學制度小組

高中職升學制度小組

y 分組召集人：
由審議委員會中一
名兼任

y 分組召集人：
由審議委員會中一名兼
任

y 分組召集人：
由審議委員會中一名
兼任

y 分組副召集人：
何司長卓飛

y 分組副召集人：
陳司長明印

y 分組副召集人：
蘇司長德祥

y 行政幕僚：
高教司

y 行政幕僚：
技職司

y 行政幕僚：
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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