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教育政策願景】 

  1. 請問您所在的縣市為？ ............................................................................................................. 1 

  2. 請問縣市長任內推動的教育政策中，最滿意的是？ ............................................................. 1 

  3. 請縣市長用簡短的語句說明貴縣市教育政策的願景？ ....................................................... 10 

 4. 目前各縣市面對國中小教育都有不同困境，例如：經費不足、少子化帶來的減班併

校、教師超額、12 年國教迫切的教學改革等等，請問貴縣市在國中小教育的運作中，

目前最大的三個困境為何？....................................................................................................... 13 

【教育投資】 

  5. 請問貴縣市民國一○二年的總人口數？ ............................................................................... 15 

 6. 請問貴縣市民國一○二年度總預算是多少？教育預算金額是多少？教育預算扣除人

事費用、退撫費用後，專用於教育的經費是多少？ ............................................................. 15 

  7. 請問貴縣市民國一○二年度是否參加教育部推動的「專業教師評鑑計畫」？ ............... 15 

 8. 請貴縣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和鼓勵中小學教師教學能力精進的指

標性政策政策？以及投入經費？ .............................................................................................. 17 

 



  

【公共閱讀】 

  9. 請問貴縣市共有鄉、鎮、市、區之公共圖書館數目？ ....................................................... 40 

10. 請問貴縣市公共圖書館總藏書數？ ....................................................................................... 40 

11. 請問貴縣市民國一○二年度的公共圖書館購書經費是多少？ ........................................... 40 

12. 請問貴縣市公共圖書館的閱覽證辦證件數？ ....................................................................... 40 

13. 請問貴縣市公共圖書館去年的總借出冊數？ ....................................................................... 40 

14. 請問貴縣市公共圖書館正職人員人數（不含兼任、代理及臨時人員）？ ....................... 41 

15. 請問貴縣市公共圖書館專業人員人數（指圖書資訊學系畢業或受過相關專業訓練滿

320 小時者）？ ........................................................................................................................ 41 

16. 請貴縣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和鼓勵中小學教師閱讀教育精進的指

標性政策？以及投入經費？ ................................................................................................... 41 

【教育關懷】 

17. 請問貴縣市 103 年 2 月補救教學成長測驗的進步率，國文科是？英文科是？數學科

是？ ........................................................................................................................................... 45 

18. 請問貴縣市是否額外編列預算推動補救教學？共投入經費？ ........................................... 45 

19. 請貴縣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弱勢關懷與公平性】的指標性政策，

以及投入經費？ ....................................................................................................................... 46 

 



  

【教育多元化】 

20. 請問貴縣市是否有支持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自學（機構、團體、個人）的法規或行

政命令？請列出法規或行政命令名稱？ ............................................................................... 56 

21. 請問貴縣市是否有負責規劃/推動/執行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自學的專職行政單位？ ..... 58 

22. 請問貴縣市 102 年投注在發展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鼓勵自學的預算為多少？ ............... 59 

23. 請問貴縣市辦理教育多元化情況：理念型實驗教育學校名稱為（包括公辦公營和公

辦民營等）？機構型自學為(請列機構名稱)？團體自學為(請列機構名稱)？個人自學

人數？ ....................................................................................................................................... 61 

24. 請問貴縣市教育白皮書中是否有提出發展理念型實驗教育、鬆綁自學規範、增加教

育選擇權和鼓勵學校創新的施政方向？ ............................................................................... 63 

25. 請問貴縣市因應公立學校小校整併，是否曾提出相關創新轉型的再造重生計畫？ ....... 68 

26. 請列出其他不在以上問題中，但是貴縣市增進中小學教育教學創新和增加家長教育

選擇相關的政策和資源投入作為？ ....................................................................................... 69 

27. 總體而言，除了您所在的縣市之外，您覺得其他哪一縣市對基礎國民教育的政策和

作為，以及投入積極度，最值得參考？ ............................................................................... 74 

附件：請隨問卷附上民國一○二年度決算書，總預算該頁、教育預算該頁、教育人事費

用與退撫費用該頁，以供確認資料正確性 ........................................................................... 75 

 

 

 



 1 

 
 

【附件：縣市教育力——縣市問卷】 

【教育政策願景】 

1. 請問您所在的縣市為                 。 

回答  所在的縣市為  臺中市   。 

2. 請問縣市長任內推動的教育政策中，最滿意的是（請寫出最滿意的一項政策

即可）： 

回答 

臺中市胡市長任內推動的教育政策中，最滿意的是「寬列預算，逐年提高教師

員額編制至 1.7，以提升教學品質、建立健康快樂園地，讓孩子樂學臺中」。 

為達成胡市長志強「幸福教育、引領國際」教育施政願景，本市教育政策首要為寬列預

算，「減班不減師」，逐年提高教師員額編制，以提升教學品質，實施策略涵蓋提升國小教師

員額編制至 1.7、推動社區大學終身學習文化、落實教師全面公開課及同儕觀課、深耕閱讀

計畫、照顧貧困學生安心就學、建立健康快樂園地，讓全市的孩子「樂學臺中」，具體推動

內容及效益分述如下： 

 

一、國小減班不減師，提升員額編制至 1.7 

 

國小近年來呈現持續減班的情況，造成學校教師超額，然而 100 學年度以前，教育部「國

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規定國小教師員額編制為每班 1.5 人，

由於教師編制無法提升，各地方政府為避免教師因超額而資遣，在各校教師退休後即不甄選

新進教師，以便將缺額用以容納超額教師。在此趨勢下，國小教師因為擔心被超額的不安情

緒而影響其教學表現，學校因為沒有新進教師加入而造成教師平均年齡過高，這些情況皆不

利學生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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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市長發現了少子化的情況下，國小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教師員額編制的限制。為

了穩定教師人心、降低超額人數、提升教學品質，市長於 99 學年度以「減班不減師」的方

式，自小型學校起提升國小教師員額編制為 25 班以下學校每班 1.6 人、26-60 班學校每班 1.55

人，國小教師總人數不因減班而減少，此舉創全國之首例。100 年臺中縣市合併後，胡市長

為照顧原臺中縣國小教師，比照福利政策從優原則，100 學年度將原臺中縣國小教師員額編

制提高，拉平縣市國小教師員額編制差異。之後，101 及 102 學年度皆以「減班不減師」原

則，逐年提高編制比例，103 學年度本市國小教師員額編制將以自籌財源方式達到每班 1.7

人的水準，僅次於臺北市國小教師員額編制。 

在胡市長支持下，本市國小教師員額編制自每班 1.5 人提高至每班 1.7 人，相當於以自籌

預算約新台幣 10 億 624 萬元，用以提高國小教師編制。而且，因為國小教師員額編制提高，

正式教師授課節數也增加，有效地減少國小代理代課教師人數，降低國小教師異動的不穩定

性。因此，本市國小教師能更安心教學，亦有助於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品質也獲得保障。教

育部在本市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之後，終於不再漠視長久以來國小教師員額編制不足的問

題，將「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中，國小教師員額編制修正

為 101 學年度每班 1.5 人、102 學年度每班 1.55 人、103 學年度每班 1.65 人。 

 

二、社區大學施政滿意度高近九成 

 

  臺中市自 88 年 9 月開辦第一所社區大學—屯區社區大學，主校區設於市立大里高級

中學，之後陸續於其他區域開辦海線社區大學、山線社區大學等 9 所社區大學。為便利民

眾學習，本市廣設行動教學據點，共計 126 處教學點，遍佈本市 29 大行政區域；為提供民

眾學術、社團、生活藝能等多元學習課程，102 年度春季班開設 2 萬 2,704 門課程，夏季班

開設 1 萬 194 門課程，秋季班開設 2 萬 350 門課程，藉以提升市民朋友的生活知能及人文

素養，參與課程學員之註冊人數達 46,275 人，選課人次多達 53,248 人。 

 本市社區大學透過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外籍配偶等學分費補助、身心障礙成人教育

計畫等方案，積極關懷弱勢族群，提供優惠及免費課程，增加多元學習機會，受惠人次高

達 2,400 人次。 

 在本市各社區大學攜手同心努力經營之下，社區大學不但成為催生公民社會的重要基

地，社區文化的精神堡壘，市民與社區緊密連結的橋樑，透過提供多元的課程及活動，陪

伴市民朋友活到老，學到老，已在市民心中建立了良好口碑。102 年度在本府施政滿意度

調查中，市民對「開辦社區大學」施政滿意度名列前茅，整體對社區大學滿意度高達九成。 

 

三、教師全面公開課及同儕觀課 

 

    本市校務評鑑參酌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WASC）之評鑑精神，聚焦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評鑑委員必須入班進行教

學觀察，在「專業省思、愛與和平」評鑑精神導引下，首創學校教師全面公開課與同儕觀課

文化，各校自102學年度起須自主規劃公開課，每位教師每學年需進行一次公開課，並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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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2 位同儕教師參與觀課；每學年每位教師參與同儕觀課至少 4 次（每學期 2 次），藉由

教師公開觀課，同儕互相給予善意回饋並自我省思，以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形成開放教室氛圍。102 學年度全市中小學規劃公開課及同儕觀課計 306 校，投入教

師人數計 17,639 人(中學教師 6,446 人，小學教師 11,193 人)，執行率達 100%。 

 

 

 

 

學習共同體研習         課室觀察 

  

    本市中小學校數計 306 校，自 102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分四學年度八個梯次執行實地訪

視工作。102 年 10 月 29 日開始進行第一所國小實地訪視，校務評鑑委員入班觀察師生互動

與學生學習成效。第一所實地訪視學校為 7 班之小型學校，教師 12 人，學生人數 129 人，

四位評鑑委員先進行 20 分鐘工作會議後，聽取學校簡報並進行資料查閱，接著進行教學觀

察及師生家長訪談，每班教學觀察 20 分鐘，每堂課觀察 2 個班級，評鑑委員根據學生學習

投入情形與教師教學情形進行觀課紀錄，並於觀課結束後在小卡片上以正向鼓勵文字回饋

授課教師。綜合座談時，校方反映有 3 位教師未被抽中觀課，因為他們都準備好了，對於

沒機會獲得評鑑委員的觀課回饋感到非常可惜，會後合照時，教師們都珍惜與驕傲的展示

「專業省思，愛與和平」回饋卡。值得ㄧ提的是校長以身作則扮演教學領航者角色，進行公

開課並建置校長個人教學檔案，將教師教學觀察錄影建置於學校網路，啟動校內專業社群

的對話、分享與精進機制，更邀集社區家長參加觀課，可見學校全體教職員工對於校務評

鑑機制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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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評鑑為動態導引機制，期望各校以英國哲學家皮德思(R.S. Peters)所提教育三大規準

合價值性、具認知性、合自願性發展亮點計畫，不僅點亮學校，也點亮孩子的未來，開發孩

子多元的潛能與提升學習的成就感，實踐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幸福教育」。 

 

四、閱讀三三三提升各校擁書率 

 

胡市長說：「閱讀是一種樂趣，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像陽光一樣有益、像喝水一樣必要。」

為提升本市閱讀成效，本市由蔡副市長召開跨局處協調會議，研提本市「閱讀三三三計畫」，

於 103 年至 105 年挹注經費 3 億元(含教育局及文化局)購置圖書，以提高本市學童及市民每

人擁書量，並提高本市公立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室）擁書量至五都前三名。 

本市業於 102 年度補助本市公立圖書館及轄屬學校(含市立高中、公立國民中小學)經費

計 1 億 3,422 萬 2,544 元購置圖書，截至 102 年底止，本市每生擁書率已從 15.985 本提升至

20.98 本。 

為拓展教師、學生之閱讀視野，推廣「共讀分享，智慧循環」之理念，本市自 94 年起

極力爭取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於臺中市設置「愛的書庫」之機會，截至 102 年年底，

本市已設置 32 座「愛的書庫」，不僅達到本市 29 個行政區全面成立愛的書庫之里程碑，也

是 5 都第 1 個達到此項創舉、更是全國擁有最多「愛的書庫」的縣市。 

此外，本市與國語日報社合作辦理讀報實驗班，期提升學生新聞素養並帶領學生即時掌

握世界趨勢、拓展國際視野，102 學年度計有 63 所學校(其中國中 30 校、國小 33 校)、92 個

班級(其中國中 59 班、國小 33 班)受益。透過讀報教育，引發學生閱讀的樂趣，且各校可針

對各種議題安排多元化課程(如：剪報、問題徵答、全班或小組共讀等) ，教師教學更加活潑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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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圖書車 愛的書庫 

 

本市除了賡續挹注資源於各公立圖書館及轄屬學校外，更全面推動全市閱讀運動，102

年度本市參加教育部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實施計畫，計 5 所學校教

育部閱讀磐石學校、3 名教師獲得教育部閱讀推手個人獎，本市南屯區圖書館亦獲教育部閱

讀推手團體獎，入選比率為全國第一。 

為全面推動閱讀教育，引領本市學童及市民共同參與閱讀活動，除補助本市所屬學校

購置優良圖書之外，本市於 102年年底研議「愛閱家庭活動計畫」，鼓勵親子共組愛閱家庭，

並透過「智慧存款簿」的認證，完成親子共讀任務，延續校園閱讀成效，預計於 103 年 9 月

驗收成果。此外，本市自 103年度起，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合作，提供免費的電子書資源

給一般市民讀者，並添購 6 部老人福利巡迴車前進和平、外埔區，主動將書送到長者中，

滿足他們的閱讀需求。 

 

五、校園線上閱讀認證使學生「愛讀冊」 

 

以提升孩子的閱讀興趣、培養閱讀習慣為目標的「臺中市閱讀線上認證系統」於 96 年

由臺中市政府建置啟用，讓孩子在閱讀紙本圖書後，經由答題挑戰、累積閱讀記錄與積分，

激勵了許多孩子的閱讀動機！ 

本市所建置之「閱讀線上認證系統」是參考國外學校推廣運用相關系統，鼓勵孩子閱讀

時，配合「閱讀飛行」計畫，以八種 Q 版鳥類圖示做為進階榮譽標章，具臺灣本土代表性

特色。建置之「八鳥回饋系統」為：麻雀（0-100 分）、白頭翁（100-299 分）、綠繡眼（300-599

分）、紅鳩（600-999 分）、紅尾伯勞（1000-1499 分）、紅嘴黑鵯（1500-2099 分）、白耳畫眉

（2100-2999 分）、臺灣藍鵲（3000 分以上），鼓勵孩子從麻雀變身為珍稀的臺灣藍鵲。  

簡單而清楚的目標，獲得了許多教師及家長志工的認同，願意無償投入書目與題庫的建

置工作，系統中所有的推薦書籍、題目，都來自一群無私的教師、閱讀志工義務奉獻的，每

位教師、志工願意無償協助資源建置工作，教師不僅幫忙建置好書書目、命題，並盡可能透

過協助命題，一方面讓好書可以認證，另一方面也引導學生多多閱讀好書，享受挑戰得分的

樂趣，進而讓孩子接近書本、翻閱書本，享受閱讀的快樂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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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中小學推動校園閱讀線上認證系統        學生擔任「一日圖書館長」 

  

「臺中市閱讀線上認證系統」已邁向第 7 年，截至 103 年 2 月 28 日止，累積認證題目

超過 23 萬筆，提供 17,500 本可認證圖書，目前總瀏覽人數已超過 1,900 萬人次，使用範圍遍

及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廈門，最遠的還有韓國華僑使用過，且有 1,087 位小朋友至少

認證(其中臺中市就佔 1,005 位)通過 1,000 本書，榮登最高等級「臺灣藍鵲」；該系統除孕育

出無數閱讀鳥之外，也歸功於近 1 萬位老師、志工願意無償協助支援命題建置工作才得以成

功，並榮獲行政院第四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六、貧困學生全年午餐用餐無虞 

 

經暸解，國內計有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等縣市實施國中、小學生全面午餐免費

政策，惟臺中市政府為讓有限的教育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補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長期以

來皆落實中央政策，於學校上課期間提供就讀臺中市國中、小學校之貧困學生全額的營養午

餐補助費，以減輕家長經濟負擔，讓貧困學生安心就學；另考量寒暑期及學期例假日期間，

學生可能因學校放假而沒有午餐可以吃，自 98 年起全國首創推出「寒暑假暨例假日安心餐

券」補助政策，於學校放假日期間提供貧困學生每日 50 元之餐券，讓其可憑安心餐券券至

學校指定店家兌換餐點。此外，自 102 年 11 月 1 日起要求上半日課未供餐學校提供校內貧

困學生午餐補助，並由各校自行決定貧困學生午餐提供方式(發放安心餐券、搭配其他上全

日課之年級於校內用餐後放學或發便當..等等)，相關經費由臺中市政府補助經費支應，因

此，就讀臺中市立國中、小學校之貧困學生，全年 365 日皆能接受到臺中市政府及學校用心

照顧與關懷，每日午餐用餐無虞。以 102 年度執行成效來看，貧困學生全額營養午餐費補助

之受補助人數計 3 萬 856 人，寒暑假暨例假日安心餐券受補助人數計 2 萬 398 人，挹注經費

總計 3 億 7,854 萬 4,247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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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心護好「心」--預防校園猝死事件發生 

 

學校是眾多學生聚集、活動與學習的地方，亦是學生放學後社區民眾運動、活動的地方，

難免偶有學生或民眾於校園活動時發生不明原因昏倒之意外事件，臺中市政府為提升臺中市

各學校之救護能力，形塑各校成為「安全校園」，102 年度特分從「硬體」-校園普設 AED 及

「軟體」-實施小一新生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學校教職員工全面接受 CPR+AED 教育訓練

等工作著手，目的就是要預防校園猝死事件之發生。上述措施亦陸續發揮實際效用，102 年

11 月民眾於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小校園跑道運動時，突然發生後仰暈倒無呼吸心跳，現場

民眾及學校教職員共同協助撥打 119 與及時使用校內 AED 施予電擊後給予 CPR，當場民眾

恢復呼吸心跳及意識，並由 119 救護車後送醫院，成功救活病患。103 年 4 月 24 日小一新

生心臟超音波篩檢成果發表會上，因此項篩檢受益的學生家長楊媽媽表示，女兒曾在未知病

因的情況之下挨了三次刀，因這項篩檢而確認病因，不僅睡眠品質、呼吸道感染獲得具體改

善，也因此避免猝死的危機；中臺資產開發有限公司王銘江董事長也表示，寶貝愛孫先前因

反覆有類似感冒症狀，多虧此項篩工作使得孫子終於確認根源病因，讓其身體狀況獲大幅改

善，並肯定臺中市政府此項政策規劃，由此可見此項全國首創全面篩檢工作，已喚起市民重

視，獲得高度認同。未來，臺中市政府將持續秉持著照護每一個市民之理念，賡續補助各校

設置 AED 及實施小一新生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讓學校成為一個可以讓學生安心學習、市

民放心運動的空間。 

 

 

 

 

校園全面廣設「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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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先各縣市政府於臺中市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普設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 

 

臺中市政府響應中央規定，補助臺中市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及所屬體育場館、中正露

營區計 369 處，於 102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全面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AED)，並積極

推廣學校 CPR+AED 教育訓練，除辦理全市校園 CPR+AED 校園種子教師教育訓練，協助校

內推廣人員救護訓練，另針對臺中市學校教職員工辦理 87 場次 CPR+AED 教育訓練，截至

103 年 2 月底已達成學校教職員工 100%接受 CPR+AED 教育訓練，藉以因應校內教職員工或

學生，發生緊急事故有生命危險時，能當場立即急救提升存活率。此外，安排各校人員參與

「AED 管理員訓練」以進行 AED 定期安全查核，並協助學校通過 AED 安心場所認證，截至

103 年 5 月止臺中市計有 47 所學校通過安心場所認證，未來將持續輔導各校通過認證，保障

校園安全，讓孩子能夠在安全無虞的校園環境之中求學。 

 

（二）全國首創實施國小一年級新生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 

 

    根據統計，校園猝死個案中以心因性猝死最為常見，心因性猝死常見的病因有肥厚型心

肌病、先天性冠狀動脈發育異常，而心臟超音波是早期診斷的主要工具，全世界均致力於改

善早期發現兒童威脅生命的心臟病計畫。目前臺灣新生兒只有聽力障礙篩檢，未將心臟病篩

檢納入常規檢查，而心臟超音波檢查是醫院診斷及追蹤心臟病結構及功能異常的主要工具，

精確度達 92%以上，但醫院檢查一次的費用高達 3,200 元，以致自費接受心臟超音波檢查的

學童比例並不高。臺中市政府為保障學童健康、促進校園安全，102 學年度特別爭取有限經

費，針對就讀臺中市國小的一年級新生全面進行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工作，以期早期發現潛

在性致命性心臟病。102 學年度臺中市 241 所國小共計 2 萬 5,698 名學童接受心臟超音波篩

檢，篩檢結果計有 1,076 名(4.1%)發現有先天或後天的心臟疾病，其中 735 名(68.31%)為新發

現個案；而篩檢後發現有心臟疾病者中，高達 64 位屬校園猝死高危險群（41 位為新發現個

案）；經由本項篩檢初步篩讀為異常者，已由篩檢醫院小兒心臟專科醫師書寫轉介醫療建議

單通知家長，醫院並將異常學生名單造冊交予校方。此外，經前述判斷為疑似心臟病學童並

轉介至醫院由心臟專科醫師做詳細心臟科理學檢查、X 光檢查、心導管檢查進行精密檢查工

作，以確定診斷學生是否有心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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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一年級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 

 

八、全面汰換學校班級教室傳統燈具為 T5 節能燈具，達節能減碳效益 

 

    鑑於臺中市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偏高，並提升校園低碳節能效能，臺中市政府 103

年度挹注近億元經費，補助臺中市學校班級教室傳統燈具全面更新為 T5 節能燈具。臺中市

計有 309 所市立高中、國中及國小，扣除原本已完成校內班級教室汰換為節能燈具工作之 48

所學校，103 年度特針對餘 261 所學校進行班級教室燈具汰換，更換燈具組數達 9 萬 8,785

組。 

    T5 節能燈具除有高頻發光不閃爍、護眼之功能，另有無毒、環保且省電等優點，未來

學校班級教室改用 T5 節能燈具後，將較傳統 T8 燈具節省 30%-40%的用電，使用壽命也長，

廢棄後的燈管亦將大幅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使臺中市學校能達節能又環保的目標；配合教室

燈具汰換作業之進行，亦將進行教室燈具迴路重新規劃設計，將可配合窗外自然光源控制教

室照明燈具數，達到省電成效，讓資源做最佳配置之規劃。 

    此外，班級教室全面汰換為 T5 節能燈具僅是臺中市政府對於改善國中、小學生視力不

良情形策略之ㄧ，臺中市政府將持續教育學生養成良好的用眼習慣（四電少於二、每天戶外

活動 2 小時），並督導學校落實學生視力檢查及後續追蹤矯治工作，希冀讓臺中市的學校往

低碳校園邁進的同時，也成為一個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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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縣市長用簡短的語句說明貴縣市教育政策的願景（50 字以內）： 

回答 臺中市胡市長教育政策的願景是：幸福教育‧引領國際 

 

臺中市胡市長的教育願景是：幸福教育‧引領國際 

 

    本市的教育政策核心價值在於對「人」的重視與關懷。以人本出發、以學生為

主體，營造優質教育環境，發展多元教育面貌為目標，精進教師專業能力，提升學

生學習品質，進而拓展國際視野，強化國際競爭力，務期教育的全方位關照。這就

是臺中市幸福的教育。本市對教育的重視由教育經費編列可見一斑，102 年度編列 380 多

億元，103 年度更高達 405 億元，預算佔全市總預算數近 40%的高比重，這一切投入只為讓

我們的下一代幸福。以下簡述臺中市教育政策的具體實踐面： 

 

一、學生優先，全人照護  

 

（一）健康安心就學重點作為包含貧困學生、安心午餐；創先普設 AED，並首創小一新生心

臟超音波篩檢；全面換裝 T5 燈具、低碳節能、視力保健。 

貧困學生、安心午餐：本市針對就讀臺中市中小學之貧困及繳不起午餐費的弱勢學生，

提供全額的午餐補助費用，減輕家長負擔讓學生安心就學；另自 98 年起實施全國首創「例

假日暨寒暑假安心餐券」補助政策，於學校放假日期間提供貧困學生每日 50 元餐券，憑券

可至指定店家兌換餐點。102 年度起，學校上半日課未供餐學校，全面提供貧困學生午餐補

助，全年 365 天讓貧困弱勢學生用餐無虞。以 102 年度執行成效為例，學生營養午餐受補助

人數計 3 萬 856 人，例假日暨寒暑假安心餐券受補助人數計 2 萬 398 人，總挹注助經費計 3

億 7854 萬 4247 元整。 

創先普設 AED，並首創小一新生心臟超音波篩檢：本市率先於 102 年 9 月 30 日前在公

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全面設置 AED，並推廣學校 CPR＋AED 教育訓練，截至 103 年 2 月底

已達成 100%教職員工訓練。另於 102 學年度起，針對就讀臺中市小一新生，全面進行心      

臟彩色超音波篩檢，241 所國小共計 2 萬 5698 名學童受惠，篩檢結果發現，計有 1076 名學

童患有心臟疾病，其中 735 名乃為新發現個案。 

全面換裝 T5 燈具、低碳節能、視力保健：為推動校園低碳節能、學生視力保健，本市

103 年挹注近億元經費，全面補助各校汰換傳統照明燈具，改換 T5 節能燈具。除有無毒、

環保及省電優點外，更有護眼功能。此乃臺中市推動低碳校園、強化學生節能意識的一項重

要政策的落實。 

 

（二）為保護中小學學童穿著制服的安全，本市主動出擊，前往銷售店家隨機採買運動服

與制服，隨機抽查了解學校制服甲醛含量.及可遷移性螢光物質殘留，之後.全面清查學校制

服，建立.採購校服的標準及檢查制度，讓大臺中的小朋友穿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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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年度起，本市開放學校申請小型有急迫性需求相關經費，如改善廁所設備、屋頂

防水隔熱、校園安全監視系統等。各校依據校務發展計畫提出各項工程或設備需求，本市逐

年編列預算滿足各校需求規劃，提升學校硬體設備設施品質，發揮境教功能。 

英語教育是幫助學生打開世界之窗的重要工具，市長十分重視英語教育，在教育部要求

各縣市成立英語教育資源中心之前，本市早在 92 年就成立英語教育推動委員會，歷次會議

皆由市長或副市長主持，結合教育局、文化局、新聞局及財政局等單位，共同研商提升本市

英語教育品質之對策。為確保學生學習權益，國小英語課程應由英語專長教師授課，然而，

小型學校受限於教師人數，部份專業課程因節數不足﹝以 6 班國小為例，一週僅 10 節英語

課﹞，往往只能聘任代課教師教授，而偏遠小型學校更是缺乏合格教師前往應聘，嚴重影響

偏遠地區學生受教權。目前，宜蘭縣及臺東縣皆推動英語共聘代理教師，但是，代理教師採

一年一聘，師資來源較不穩定，為此，本市自 102 學年度創全國之先，聘任 30 名正式國小

英語巡迴教師，以 2-3 校共聘一位教師為原則，將學校英語課程交由專業英語教師擔任，提

升本市英語課程品質，學生學習內容更有保障。未來，本市將朝向國小自然科、藝文科共聘

制度的方向，研議數校聯合聘任專長師資的方式，確保小型學校教學品質。 

 

（四）「臺中市閱讀線上認證系統」已邁向第 7 年，截至 103 年 2 月 28 日止，累積認證題目

超過 23 萬筆，提供 17,500 本可認證圖書，目前總瀏覽人數已超過 1,900 萬人次，使用範圍遍

及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廈門，最遠的還有韓國華僑使用過，且有 1,087 位小朋友至少

認證(其中臺中市就佔 1,005 位)通過 1,000 本書，榮登最高等級「臺灣藍鵲」；該系統除孕育

出無數閱讀鳥之外，也歸功於近 1 萬位老師、志工願意無償協助支援命題建置工作才得以成

功，並榮獲行政院第四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二、教師精進，公開觀課  

 

    本市在發展以學生為主體的優質教育上，自 102 學年度啟動「臺中市中小學校

務評鑑－發展亮點學校」計畫，協助學校掌握優質轉型契機、鼓勵教師打開教室專

業成長。經由全面性的推動，教師每學年至少 1 次公開課及 4 次同儕觀課，帶動教

育現場的反思與質變，教師角色由教學者轉變為學習者、分享者，藉由專業評鑑機

制，促進教學品質提升，並發展學校特色亮點。迄 103 年 6 月底將計有二梯次 66 所

學校接受校務評鑑。教育的活水源泉及開放教師氛圍於焉由生。  

    

三、特色遊學，閃亮啟航  

 

    102 年 11 月 19 日臺中市首創「閃亮大臺中特色遊學計畫」正式啟航，以 9 所國小為遊

學基地，結合 27 個文創單位的參與，彼此聯繫跨校參訪，讓學生走出教室，深入社區、產

業與大自然，學習課本上所沒有的知識，迄 102 年 12 月底參與學校已達 45 所，配合臺中

市 8 公里免費公車措施，遊學學生已逾 5000 人次，另出版＜遊學大臺中＞專書，舉辦

三場次遊學論壇，歡迎外縣市學校參與本市遊學計畫，進一步推廣縣市交流，此乃全國首創。  

    此外，為培養學生自小具備國際觀，鼓勵各校規劃國際交流、國外遊學行程，就 102 年

度國際交流校數已達 17 校，也算是另類校外教學。另為提升本市國中小英語教師品質，每

年辦理英語教師暑期赴美進修活動，強化本市國中小英語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與國際視野，

並促進本市與海外姐妹市的國際教育文化交流與國際能見度，同時定期辦理英語教師專業成

長知能研習暨實務工作坊，並配合教育部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以報名費用補助及嘉獎之



 12 

獎勵方式，鼓勵教師參加英語能力檢測，期望全面提升本市國小英語師資品質，保障學生受

教權益。102 年度本市補助 14 位英語教師(每名補助新臺幣 5 萬元)參與「暑假教師赴美進修

活動」總計新臺幣 22 萬元整，至美國聖地牙哥市接受專業的英語課程訓練，團員現場試教

體驗，回國後透過分享讓本市英語教師受益良多。 

 

四、文教紮根，引領國際  

 

    進步城市的關鍵在於文教的紮根。為提升教育品質，本市自 99 學年度起提高

國小教師員額編制，凡 25 班以下學校每班 1.6 人、26-60 班學校每班 1.55 人、61 班

以上學校維持每班 1.5 人；至 100 年度市府自籌預算，全面弭平縣市合併之教師員

額差距。101 及 102 學年度再逐年提高編制，目前 6 班學校編制每班 1.7 人、7-36 班

學校每班 1.65 人、37 班以上學校每班 1.6 人；103 學年度將提升為每班 1.7 人。  

    另結合教育部國教署國際教育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願景，本市鼓勵公私立中小學申

辦國際教育計畫，落實「融入課程」、「國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國際化」

四大主軸，以培養學生全球視野，增進國際素養；並鼓勵高中職學校參與國際活動，加強與

本市締結姐妹市之美國城市進行教育交流。以 102 年度為例，本市投入國際教育經費為新台

幣 71 萬 3704 元、教育交流經費為 193 萬 8000 元，參與學生人數多達 3425 人。在提升英語

教學品質政策上，本市 102 年度聘僱有外籍英語教師 10 名、外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 10 名，

支應經費共計新臺幣 2,200 萬元，分派至 23 所國中小服務，並巡迴偏遠地區學校辦理英語活

力營，共計辦理 44 場次，成效良好獲得各校肯定。 

    又於增進國際視野方面，102 年 4 月 19 日由本市 250 名師生集體創作，串接完

成的全世界第一本以城市在地故事、風土人情及產業特色為主軸的立體書－「幸福

夢想大臺中」，獲得金氏世界紀錄全世界最長、最多立體畫面的立體書認證。這是

眾所矚目的創舉，也是引領國際風潮的焦點所在。立體書自 102 年 4 月 19 日起至 6

月 9 日止於本市展示期間，參觀閱覽人次多達 10 萬人以上；嗣後更多次受鄰國邀請

展示，深耕在地、躍身國際，為臺中市藝術創新教育又開展一頁新貌。  

    一個城市會因城內的教育水準提升而顯得偉大。臺中市的教育正邁向人文與宏觀的國際

階段，我們以全方位的學生照護為本質、以全球智慧城市的視野為目標，作為臺中市未來教

育擘畫的藍圖。未來我們將再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教師與班級數比率由一‧七人

逐年提升到二人，讓孩子受到更好的照顧。本市亦將以務實之態度與行動，積極參與國

際教育活動，分享建構智慧城市之經驗，以城市教育的行銷於國際舞臺上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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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各縣市面對國中小教育都有不同困境，例如：經費不足、少子化帶來的

減班併校、教師超額、12 年國教迫切的教學改革等等，請問貴縣市在國中小

教育的運作中，目前最大的三個困境為何？ 

回答 

臺中市在國中小教育的運作中，目前最大的三個困境為：代理代課教師比例過

高、裁併校不容易執行、家長對十二年國教政策的理解不足所引發之焦慮感。 

 

一、代理代課教師比例過高 

 

    自 101 年度教育部實施教師課稅配套措施以來，每位國中小教師各減課 2 節、國小

級任教師再各減課 2 節。正式教師減課後，既定的課程無人教授，學校只好聘用代理代

課教師來上課。代理代課教師需求人數增加後，教學品質即無法確保，也造成偏遠學校

找不到代理代課教師，每每引起家長抱怨。教育部當初要降低授課節數，原意是為減輕

教師負擔、增加教師備課時間，孰料衍生代理代課教師比例過高的問題。本市認為，學

生學習節數既然是固定的，只要提高教師員額編制，即可降低教師授課節數。是以，本

市在 99 年自行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每年也考量全市國中小教師超額情況及退休教師

人數，辦理教師甄選，補充學校新進教師人力，在兼顧家長訴求及超額教師工作權下，

精算教師控管比例，掌握代理代課教師人數。 

 

二、裁併校不容易執行 

 

    國小面臨少子化的衝擊，許多學校逐年減班，尤其是位處老舊社區及偏遠地區的學

校，減班情況更加明顯。本市為幫助學生能團體學習、增加學生競爭力，配合教育部政

策，訂定「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整併作業要點」。然而，設立多年的學校，早

已經成為社區的文化及教育中心，如果要執行裁併校，總是面對社區民眾強力的反彈。

是以，本市規劃在執行裁併校前，先開放學校的學區限制，同時，學校可以訂定空間活

化計畫，配合特色課程的發展，吸引家長及學生就學的興趣。如果學校所處的社區人口

嚴重流失，學校付諸種種的努力後，學生人數仍然無法增加，本市在照顧偏遠學生的前

提下，會兼顧社區期望與學生受教權，逐步達成共識後方執行裁併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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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對十二年國教政策的理解不足所引發之焦慮感 

 

十二年國教，家長、教師及學校應了解其重點為何？主要為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提供多

元學習方法和運用教學各項活動自我探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五大理念係有教無類、因

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及優質銜接，為達成前述目標，本市薦派共計 35 位教師參與

教育部辦理之宣導種子講師培訓，並於 102 年及 103 年分別就家長、國三應屆畢業學生及中

等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各進行約 200場次的宣導，以增進相關人員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

入學管道的瞭解。 

另配合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列車，首先本市製發「中投區 12 年國教適性入

學一本通」，使本市所屬各國中校長、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及家長先確實瞭解政策內容後，

再進而透過各項輔導措施，逐步探索志願之選填方法，並訂 103 年 5 月 31 日辦理臺中市高

中職教育暨國中適性輔導教育博覽會，廣邀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參與設攤、表演，讓高

中職校得以直接面對國中學生與家長，解答升學方面疑惑，也讓國中學生有機會瞭解高中職

校類科、升學管道等資訊，以供日後選校選科之參考。 

然，今年國三應屆畢業學生的家長係出身於聯考時代，現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志

願序」計分的設計，使家長深怕未能準確評估孩子的能力與興趣，產生「高分低就」的情形。 

故僅能依其經驗，於收到成績單後開始以傳統校科排名方式的依序填寫志願。 

 且今年為十二年國教推行元年，各項政策及配套措施底定後，時間已逐漸逼近國中教育

會考，壓縮學生試探、統整、定向等歷程，實為推行之最大困境。 

 為紓解家長之焦慮，本市要求各校於 102 學年度上、下學期分別辦理 1 場校內家長宣導

說明會，另家長團體分區辦理 9 場宣導說明會，透過宣導講師實地說明各入學管道內容及方

式，並與家長面對面溝通，輔導其志願選填方式，並建立「一校一諮詢窗口」的機制，即時

解決各校所面臨的問題，期望透過綿密的輔導網絡使每位國三應屆畢業生均能就讀適合的高

級中等學校，達成十二年國教成就每一位孩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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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資】 

5. 請問貴縣市民國一○二年的總人口數？ 2,701,661 人。 

6. 請問貴縣市民國一○二年度總預算是多少？ 119,563,415,000 元。 

教育預算金額是多少？42,159,606,309 元。 

教育預算扣除人事費用、退撫費用後，專用於教育的經費是多少？

10,486,049,309 元。 

（請隨問卷附上民國一○二年度決算書，總預算該頁、教育預算該頁、教

育人事費用與退撫費用該頁，以供確認資料正確性） 

 

7. 請問貴縣市民國一○二年度是否參加教育部推動的「專業教師評鑑計畫」？ 

□(1)有，參加國中小的校數        校，佔縣市國中小學校比例為       

%；參加國中小的老師        人，佔縣市國中小教師比例為____  %。 

□(2)無。 

回答 

 

臺中市 101-103 參加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成長趨勢如圖 1： 

 

101 學年度：(1)有，參加國中小的校數   65  校，佔縣市國中小學校比例為 2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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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中小的老師  1,973  人，佔縣市國中小教師比例為__10.96  %。□(2)無。 

102 學年度：(1)有，參加國中小的校數   89  校，佔縣市國中小學校比例為 28.8  %；參

加國中小的老師  4,797  人，佔縣市國中小教師比例為__26.62  %。□(2)無。 

103 學年度：(1)有，參加國中小的校數   128  校，佔縣市國中小學校比例為 41.29  %； 

參加國中小的老師  9,085  人，佔縣市中小教師比例為__50.04  %。□(2)無。 

 

 

圖 1 臺中市 101-103 參加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成長趨勢 

 

 

 

 

 

                            推動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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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貴縣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和鼓勵中小學教師教學能力

精進的指標性政策                                                                      

，以及投入經費                     元。 

回答 

臺中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和鼓勵中小學教師教學能力精

進的指標性政策為『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投入經費 2 億 4,016 萬 7,946 元。 

 

臺中市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和鼓勵中小學教師教學能力精進的指標性政策為『精進教

師教學品質』，投入經費新臺幣 2 億 4,016 萬 7,946 元。推動面向分為五個：一、提升教師專

業知能。二、發展學校亮點特色。三、擴展國際教育視野。四、研發創新教學媒材。五、建

構教學輔導體系。推動「精進教師教學品質」策略、內涵及成效說明如下： 

 

一、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方面 

 

（一）推動『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提升教學品質， 

   投入經費新臺幣 1 億 4,810 萬 7,233 元。 

 

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運作系統為運用「理念倡

導」、「專業增能」、「人才培育」、「教學研發」、「評估檢核」實施策略，經由「建構教學輔導

體系」，精進教師「教學與評量方法」，以「深化教學內涵」、落實「教學正常化」，並透過評

估檢核機制「管控學習品質」，達成「點亮學校」、「點亮教師」、「點亮學生」之實施目標。

經由具體行動方案實踐，支持教師專業增能，透過同儕觀課對話，改變教學方式，型塑活化

教學「新思維」，點亮學校特色，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發展優質「新教育」，強化國際競爭

力，打造創新宏觀「新城市」，實現以學生為主體的「幸福教育」，以全球智慧城市視野與

向度「引領國際」的教育藍圖。主軸與架構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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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專業成長經費總計 1 億 3,327 萬 8,826 元；團務運作經費總計 1,482 萬 8,407 元 

 

  

 2. 102 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經費編列統計表 

表 1  103 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經費編列統計表 

項目 申請教育部補助 縣市自籌經費 總計 

專業成長活動 5,478,000  14,255,000  19,733,000  

輔導團運作 3,310,000  970,000  4,280,000  

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費 7,062,000  2,700,000  9,762,000  

獎勵金 250,000  0  250,000  

合計 16,100,000  17,925,000  34,025,000  

補助款比率   32.90% 

    

表 2  102 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經費編列統計表 

項目 申請教育部補助 縣市自籌經費 總計 

專業成長活動 5,478,000  9,617,367  15,095,367  

輔導團運作 3,310,000  806,400  4,116,400  

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費 8,862,000  2,700,000  11,562,000  

獎勵金 150,000  0  150,000  

合計 17,800,000  13,123,767  30,923,767  

補助款比率   45.74% 

    

表 3   103 年度比 102 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經費編列成長統計表 

項目 申請教育部補助 縣市自籌經費 總計 

專業成長活動 0.00% 48.22% 30.72% 

輔導團運作 0.00% 20.29% 3.97% 

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費 -20.31% 0.00% -15.57% 

獎勵金 66.67%   66.67% 

合計 -9.55% 36.58% 10.03% 

補助款比率   -12.84% 

 

經

費

分

析 

部之補助款 86,685,426 元 本市資源整合經費比例 65.04% 

本市自籌款 46,593,400 元 本市資源整合經費比例 34.96% 

經費總計 133,278,826 元 本市資源整合經費比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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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精進教學計畫主軸與架構 

 

  3. 101-106 年度中長期教育發展之延續性架構 

     回顧本市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101 年度適逢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啟動，以宣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為主軸，102 年度進入以精進教師教學

效能為主軸，進行國中教師五堂課 18 小時增能研習，除持續宣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

外，特別規劃提升教師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多元評量、適性教學等增能研習，本市經由

期中檢核、前置規畫評鑑成效卓越，執行率 100%。展望延續發展，考量本市教育政策特色

及執行中央必辦政策需求，持續規劃 103 年度至 106 年度教育發展之延續性架構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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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宣導十二年國教

101-106年度中長期教育發展之延續性架構

幸福教育引領國際

點亮學校 點亮教師 點亮學生

103年度課堂實踐

102年度 精進教學與評量

104年度深耕對話

105年度成效分享
106年度專業省思

 

 

圖 3  101-106 年度中長期教育發展之延續性架構 

 

  4. 101-106 年度中長期教育發展之延續性期程表 

六年計畫之大螺旋架構為 101 年宣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年、102 年精進教學與評量

年、103 年為課堂實踐年、104 年為深耕對話年、105 年為成效分享年、106 年為專業省思年。

每年進行小螺旋及全面性推動精進教學運作，分成五個具體方案(深化教學內涵 L、精進教學

與評量方法 I、建置教學輔導體系 G、管控學習品質 H、教學正常化 T) ，經由「建構教學輔

導體系 G」，精進教師「教學與評量方法 I」，以「深化教學內涵 L」、落實「教學正常化 T」，

並透過評估檢核機制「管控學習品質 H」，達成「點亮學校」、「點亮教師」、「點亮學生」之

實施目標。年度重點推動事項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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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1-106 年度中長期教育發展之延續性期程表 

具體方案 

主軸 

深化教學內涵 

 

 

L 

精進教

學與評

量方法

I 

建置教

學輔導

體系 

G 

管控學習品質 

 

 

H 

教學正

常化 

 

T 

年

度 

精進教

學計畫

期程 

教師公

開課與

同儕觀

課期程 

非專長

授課共

聘師資

期程 

分組合

作學習

期程 

專業社

群發展

期程 

中小學校務評鑑 

-發展亮點學校期程 

課程領

導人增

能研習

期程 

1

0

1 

十二年

國民基

本教育

宣導 

宣導期 計畫期 宣導期 宣導期 1.委託專業學術機構規劃本市 

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計畫 

2.中小學教師校務評鑑宣導 

說明 

十二年

國民基

本教育

政策 

宣導 

   (124 群) 

1

0

2 

精進教

學與評

量方法 

(五堂

課 18

小時) 

增能期 實踐期 增能期 基礎期 1.中小學教師校務評鑑研習 

2.校長、主任教學觀察增能研習 

3.評鑑委員培訓工作坊 

4.學校自我評鑑報告試寫計畫

工作坊  

5.教師教學觀察增能研習 

6.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實地訪視 19場分區說明會 

7.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實地訪視（26 校） 

 

 

 

教學觀

察與課

程領導

增能 

1.中小

學校長

主任。 

2.教師

教學觀

察增能

研習。 

共聘國

小英語

教師 

1.增能

合作 

學習 

2.國中

每校至

少 1 個

領域試

辦 

校校有

社群

(327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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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具體方案 

主軸 

深化教學內涵 

 

 

L 

精進教

學與評

量方法

I 

建置教

學輔導

體系 

G 

管控學習品質 

 

 

H 

教學正

常化 

 

T 

年

度 

精進教

學計畫

期程 

教師公

開課與

同儕觀

課期程 

非專長

授課共

聘師資

期程 

分組合

作學習

期程 

專業社

群發展

期程 

中小學校務評鑑 

-發展亮點學校期程 

課程領

導人增

能研習

期程 

1

0

3 

課堂 

實踐 

實踐期 推展期 實踐期 精進期 1.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實地訪視（80 校） 

2.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獎勵 

教學觀

察與課

程領導

實踐 

  

每位教

師一學

年 1 次

公開課

及 4 次

同儕 

觀課 

共聘國

中小藝

能專長

教師 

國中每

校至少

1 個領

域課堂

實踐 

提升各

校專業

社群運

作層次 

(352 群) 

1

0

4 

深耕 

對話 

精進期 落實期 精進期 深耕期 1.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實地訪視（80 校）  

2.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獎勵 

校務經

營品質

管理： 

深耕 

對話 

領域教

學研究

會專業

對話 

共聘國

中小藝

能專長

教師 

各國中

推廣增

加領域

實施數 

專業社

群跨校

聯盟 

對話 

1

0

5 

成效 

分享 

分享期 均質期 分享期 貢獻期 1.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實地訪視（80 校） 

2.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獎勵 

校務經

營品質

管理： 

亮點 

分享 

 

亮點 

分享 

共聘國

中小領

域專長

教師 

執行成

效分享 

專業社

群運作

成效 

分享 

1

0

6 

專業 

省思 

省思期 專長期 省思期 省思期 1.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實地訪視（40 校） 

2.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獎勵 

校務經

營品質

管理： 

省思再

精進 

 

教學觀

察成效

省思 

師資結

構省思 

省思再

精進 

專業社

群省思

再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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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教師全面公開課及同儕觀課投入 1,200 萬元 

    本市校務評鑑參酌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WASC）之評鑑精神，聚焦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評鑑委員必須入班進行教

學觀察，在「專業省思、愛與和平」評鑑精神導引下，首創學校教師全面公開課與同儕觀課

文化，各校自102學年度起須自主規劃公開課，每位教師每學年需進行一次公開課，並邀請

至少 2 位同儕教師參與觀課；每學年每位教師參與同儕觀課至少 4 次（每學期 2 次），藉由

教師公開觀課，同儕互相給予善意回饋並自我省思，以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形成開放教室氛圍。 

    102學年度全市中小學規劃公開課及同儕觀課計 306校，投入教師人數計 17,639 人(中學

教師 6,446 人，小學教師 11,193 人)，執行率達 100%。 

    期許各校經由校務評鑑的動態導引機制，以英國哲學家皮德思(R.S. Peters)所提教育三大

規準合價值性、具認知性、合自願性發展亮點計畫，不僅點亮學校，也點亮孩子的未來，開

發孩子多元的潛能與提升學習的成就感，實踐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幸福教育」。 

 

（二）國民中小學課後補救教學師資培訓、十二年國教教師專業增能五堂課 18 小時研習及

活化教學-博物館學課程，投入經費總計達新臺幣 470 萬 1,528 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重視國教品質的提升，欲透過教師多元之活化教學，改變學生學習

方式，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增進學生之學習動機、發展合作及溝通技巧，讓每位學生均

能適性發展。 

1.補救教學師資培訓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行，本市依據 102 年臺中市補救教學整體推動方案子計

畫之補救教學師資培訓-現職教師國中組，辦理 43 場專業知能研習及 6 場專業知能研習補

訓，要求本市正式教師全面參訓以達 100%參訓率，總計 49 場次，共約 8,977 人次參訓，總

經費達新臺幣 168 萬 4,600 元整。另本市針對非現職國中教師，特辦理 3 場次的臺中市國民

中學補救教學非現職師資培訓研習（18 小時），共有 470 人次參與，投入經費達新臺幣 30

萬 3,400 元整，俾提升本市教師補救教學專業知能。 

2.十二年國教教師專業增能五堂課 18 小時研習 

本市為加強教師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教學專業理念之認識，並落實國民中學教學

正常化、適性輔導及提升學習品質，規劃 102 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學教師

教學專業能力五堂課 18 小時研習，期透過有效教學、多元評量及差異化教學策略之研習，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力，促進學生學習效能。於 102 年暑假起即規劃 77 場研習活動，並於

11 月辦理 10 場的補訓研習活動，共計有 5,866 人次參訓，經費達新臺幣 187 萬 1,528 元整。 

3.精進教師研習  

本市為精進、活化教師教學方式，提升教師教學能力，達到適性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

能之目標，除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教師專業增能五堂課 18 小時研習外，本市教育局教師

研習中心特規劃 31 場研習活動，共計有 1,412 人次教師參加，經費達新臺幣約 30 萬元整，

以全面提升本市教師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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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教師專業表現 精進教師專業表現 

 

4.活化教學-博物館學課程 

為鼓勵本市各級學校教師透過活化教學，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環境及教材，讓學習不再只

侷限於學校和教室，本市力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加入本市國民中學活化

教學課程方案，透過共同研發一系列活化課程，讓科博館及美術館的資源有效地與本市各級

學校教育課程內容結合，本案共計有 3,684 人次師生參與，經費達新臺幣 54 萬 2,000 元整。 

 

  

博物館主題學習 館校際課程聯盟-忠明高中結合自然科學博物館

資源，由科博館研究員進行儀器示範，學習新知 

 

（三）專任輔導教師專業進修研習投入 67 萬 1,410 元 

 

102 年度本市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端之學生適性輔導工作，有效支援國民中

學相關輔導事項，針對本市國中專任輔導教師規劃辦理專業進修與專業督導課程，給予多面

向之處遇指導與支持。 

1.專任輔導教師職前培訓 

102 年 8 月 13 日、14 日及 8 月 21 日、22 日、23 日辦理專任輔導教師職前培訓研習課 

程，邀請輔導、諮商、社會工作領域專家學者及學校輔導、教育人員、專家學者擔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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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提升專任輔導教師輔導諮商專業知能，增進對適應困難學生的輔導效能，參訓人員 

為本市國民中小學新進專任輔導教師約 100 名，編列經費計 14 萬 3,650 元整。 

2.專任輔導教師團體督導 

102 年度每學期規劃 6 場次團體督導，參加對象為本市國民中小學專任輔導教師，期藉 

由團體督導使專任輔導教師覺察個人之諮商輔導困境與盲點，提升專業輔導知能，另藉

由團體督導使專任輔導教師擬定諮商輔導之改進策略，有效協助個案，提升諮商輔導之

品質，編列經費計 18 萬 6,400 元整。 

3.適性輔導相關研習 

（1）生涯輔導基本知能初階及進階課程研習 

102 年 7 月 2 日、3 日辦理生涯輔導基本知能初階及進階課程研習，參加人員為本市

95 所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導師或科任教師，期提昇本市教師生涯輔導知

能，學習多元的輔導技巧，使輔導教師對學生之生涯選擇提供正向協助，編列經費計

7 萬 3,360 元整。 

    （2）生涯輔導教案與輔導方案經驗傳承研習 

102 年 7 月 16 日、17 日辦理生涯輔導教案與輔導方案經驗傳承研習，參加人員為本

市 95 所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導師，本研習結合高中生涯規劃學科經驗，

期使本市專任輔導教師生涯輔導教學方案能精緻化及活潑化，並在國中及高中轉銜階

段建立整體性之生涯輔導工作，編列經費計 6 萬 5,000 元整。 

（3）產業介紹與發展趨勢暨高中職參訪活動 

102 年 4 月 10 日舉辦產業介紹與發展趨勢暨高中職參訪活動，參加人員為本市 95 所

公私立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本研習邀請本市產業進行座談，藉以加強專任輔導教

師對高中職職群課程之認識及了解職業發展趨勢、產業結構變遷及人力需求，以提升

教師對職涯認知之深度及廣度，編列經費計 5 萬元整。 

（4）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生涯輔導與諮商技術初階及進階研習 

102 年 8 月 12 日至 14 日辦理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生涯輔導與諮商技術初階及進

階研習，參加人員為本市 95 所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導教師，本研習目標

在提升學校專任輔導教師生涯輔導諮商技巧，期能以專業能力引導學生對自我生涯定

向之了解，編列經費計 15 萬 3,000 元整。 

 

（四）提升本市國中小英語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中外師交流、校長領導力及國際視野，102

年投入經費 2,142 萬 3,735 元 

 

1.教師赴美進修 

（1）為提升本市國中小英語教師品質，每年辦理英語教師暑期赴美進修活動，強化本市國

中小英語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與國際視野，並促進本市與海外姐妹市的國際教育文化交

流與國際能見度，同時透過本市國教輔導團英語領域輔導員之協助，定期辦理英語教師

專業成長知能研習實務工作坊，並配合教育部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以報名費用補助

及嘉獎之獎勵方式，鼓勵教師參加英語能力檢測，期望全面提升本市國小英語師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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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2）102 年度本市補助 14 位英語教師(每名補助新臺幣 5 萬元)參與「暑假教師赴美進修活動」

本活動總計新臺幣 22 萬元整，至美國聖地牙哥市接受專業的英語課程訓練，內容多元，

包羅萬象，除了基本的英語聽、說、讀、寫四技能養成訓練，還有美國文化課程、協同

學習活動、提高學習動機的教學設計等，讓代表團員們到現場試教體驗，回國後透過分

享會讓本市的英語教師從中受益良多。 

2.招聘外師及英語協同教學人員 

（1）為培養具國際觀之現代國民，充實本市英語教學師資，建構優質英語學習情境，藉由

中、外籍教師協同教學，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語言溝通能力，瞭解及接納多元文化，增

進學生之視野與胸襟，以擴展其世界觀。此外，經由中外師交流、課程教材的編選、教

學觀摩與經驗分享，充實本市英語教師專業知能。 

（2）102 年度本市聘僱外籍英語教師 10 名及外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 10 名，由本市支應新臺

幣經費共計 2,066 萬 4,135 元，分派至 23 所國中小服務並巡迴偏遠地區學校辦理英語活

力營，共計辦理 44 場次，成效良好，獲得各校肯定。 

3.校長兩岸教育交流 

（1）在胡市長的推動下本市與廈門市締結為姊妹市，因此兩市之間交流活動頻繁，近年來

廈門市投入大量經費於中小學基礎教育以厚植大量且多元的人才，爰此，身為中華民國

直轄市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校長應當開拓視野，實地瞭解大陸的教育現況，此舉不僅能

促進兩岸交流，同時也可以吸取別人寶貴的經驗。 

（2）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市公(私)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假金門縣金城國中舉行，並安排廈

門參訪行程，由本市支應新臺幣 53 萬 9,600 元整，行程包含參觀廈門雙十中學、鼓浪嶼

上的鋼琴音樂學校、鋼琴博物館、宏泰藝術廳的音樂展演、廈門規劃展覽館以及廈門集

美大學創辦人陳嘉庚的紀念館等 6 處學校場館，與會校長共計有 59 名，包括本市公(私)

立高、國中各階段校長，資歷含老、中、青三代，校長們分就自己的觀點及見解提出討

論，分享心得，獲益良多。 

 

（五）教師進修資優教育學程經費補助實施計畫，投入經費 40 萬元 

    

為提昇本市資賦優異教育教師合格率，增進教師之資優教育專業知能，以保障資優學生

資優教育服務品質，鼓勵教師運用公餘時間申請進修資優教育學程者，每人補助就學費用（含

學費、學分費或雜費），每人以新臺幣 5 萬元為限，102 年度共有 8 位教師申請本補助實施計

畫，計投入新臺幣 40 萬元整。 

 

(六)提升自然領域教師教學能力、增進本土語教師知能、提升綜合領域教學品質、推動多元

文化師訓課程，投入經費 363 萬 3000  元 

 

為增加教師教學知能，提升教學能力，本市積極鼓勵教師在職進修，訂定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提升教師進修研習計畫，要求各校應自訂校本教師研習辦法，規範每年度教師進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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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平均時數應高於前一年度，且每一年度教師進修時數最少 18 小時，並給予每年度進修研

習達 50 小時以上之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敘獎。 

本市除積極推動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師教學能力相關計畫外，並著

重國小教師以下教學能力之精進： 

1、自然專長教師培訓與增能活動： 

﹝1﹞科展教師增能研習：為提升教師指導學生科學競賽能力，102 學年度本市辦理 3 場

次教師增能研習，經費約新臺幣 10 萬元。 

﹝2﹞102 年 9 月至 10 月，本市教育局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共同舉辦「行動科教館」巡

迴活動，分別於北屯區仁美國小辦理科學園遊會、梧棲區大德國小及東山高中辦理科學

活動定點參觀、開放偏遠地區學校申請到校科學服務活動，提供國中小學生及市民多元

的科學體驗，並將豐富的科教資源透過各類科學教育活動送至偏遠地區學校和社區，促

進城鄉科學教育平衡發展，102 年度投入經費約 53 萬 6000 元。 

﹝3﹞為落實推廣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融入學校教育、提升本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

數位教學專業知能，本市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自 102 學年度起共同研發及推動「探索

植物」虛實整合課程，102 學年度起培訓各校教師參加虛實整合課程研習，以逐年推廣方

式使全市國小師生共同參與虛實整合課程。同時補助偏遠地區國小學生進行科博館參觀

學習活動，透過科博館靜態展覽及動態劇場展示，讓學生對科學產生興趣，激發學生潛

能，經費共計補助新台幣約 90 萬元。 

﹝4﹞為強化教師科學教育研究工作，本市鼓勵學校積極爭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

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補助，102 年計有居仁國中及惠來國小入選，研究期程至 103 年，

本市自籌補助新台幣約 15 萬元。 

﹝5﹞與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合作，以新台幣 6 萬元購置指導科學展覽書籍，分送各國中

小學，增進教師知能。 

﹝6﹞本市國中小國教輔導團成立自然領域輔導團，各團員依據年度工作計畫巡迴各校辦

理教學觀摩及教學研討，相互交流科學教育教學經驗，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7﹞建立教學資源網平台，鼓勵自然領域教學教師投稿教案設計、學習單、教學資源等，

經過審查後，優秀作品分享全市教師共享，推動優質教學。 

 
 

科學教育-大新國小-科學園遊會「大腳哈利來發電」 創造力教育-惠文國小-自製除菌裝置進行細菌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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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土語言教師增能研習：為提升教師本土語語言能力，本市辦理閩客語語言認證衝刺班，

協助教師取得本土語言認證；辦理本土語言有效教學工作坊，提升本土語教師或教學支

援人員教學能力；辦理本土文學寫作、客家歌謠、原住民歌謠創作與賞析等研習，提升

教師教學能力，102 年度花費經費約新臺幣 62 萬 3,000 元。 

3、教師綜合領域關鍵能力研習：因應 97 國小課程綱要微調，自 100 學年度起本市積極要求

教授綜合領域課程之教師應授 21 小時線上數位課程及 15 小時實體課程研習，以了解綜

合領域課程修正之規範，102 年度本市辦理 16 場次綜合領域關鍵能力研習課程，花費經

費新臺幣 111 萬 4,000 元。 

4、教師多元文化研習：為增加教師多元文化概念，本市定期辦理教師多元文化研習，102

年度辦理 4 場次研習，花費經費新臺幣 15 萬元。 

 

（七）本市教師研習中心辦理藝術教育、教學示例及法治研習，投入經費 80 萬元：為提供

教師專業成長並鼓勵教學研究發展，本市設置教師研習中心，除依據教師需求規劃教學

實務取向研習課程，並充實圖書、視聽媒體等教學資源供教師借閱使用，102 年度總計

辦理 31 場次研習，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所需實務導向研習計 12 場次，藝術及

美感教育研習計 11 場次，有關班級經營與正向管教相關研習計 8 場次，參與教師總計

2,244 人，滿意度高達 98%以上，投入經費總計 80 萬元。 

 

二、發展學校亮點特色方面 

 

啟動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學校亮點特色，投入經費 1,200 萬元，為提升中小學教育品

質，本市校務評鑑不同於傳統行政評鑑模式，為提供學校全面性與系統性專業協助與指導，

參酌美國西部大學校院認可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WASC）之評鑑

精神，聚焦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評鑑委員實地訪視作業以 2 日為原則，評鑑方式採

入班教學觀察、訪談及資料查閱，經由深入的訪視，協助學校建構自我改善機制與發展亮點

特色。 

    本市自 102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102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止)分四學年度 8 梯

次辦理校務評鑑實地訪視工作，本市所屬中小學共計 306 校將依實地訪視實施計畫之各梯次

評鑑校數規劃期程，接受校務評鑑實地訪視，計畫經費總計新臺幣 4,598 萬 4,000 元整，以

「專業省思，愛與和平」的校務評鑑文化，期能「導引每所學校的改善與行動，肯定每一個人的

努力與奉獻」。 

本市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校評鑑面向分為行政管理、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

生學習及環境營造等五大面向及亮點學校計畫審查，評鑑指標以具體教學活動為主軸，重視

學校願景、運作機制與學生學習成效聯結，任一面向榮獲特優學校可獲得「金質獎牌」，經

審查認證為亮點學校可獲得「銀質獎牌」，經由外部專業評鑑機制，代表校長與全體教職員

對於教育付出與努力獲得專業肯定，學校可將獎牌掛置於校門口，彰顯辦學績效與學校亮點

品牌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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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實地訪視評鑑委員入班觀察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情形 

 

三、擴展國際教育視野方面 

 

一、國際教育 

 

為了提升本市學生國際競爭力，著力推動國際教育、辦理國際交流等業務：102 年度投

入經費國際教育部份為新臺幣 71 萬 3,704 元、教育交流部份新臺幣 194 萬 8,000 元，本市為

提升本市國中小英語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中外師交流、校長領導力及國際視野，102 年投

入經費 2,142 萬 3,735 元，共計投入 2,436 萬 8,000 元。 

 

(一) 結合國際教育白皮書 

 

1、結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以「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

際化人才」為願景。 

2、本市鼓勵公私立國民中學小提出國際教育學校計畫申請，以「學校為本位、四軌並進」

強化學校國際教育的深度與廣度，落實「融入課程」、「國際交流」、「教師專業成長」、「學

校國際化」 四個方向進行，以培養學生寬廣的全球視野、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

競合力，以厚實國際能力。 

 

(二)教育交流 

 

1、鼓勵本市高中職學校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培養世界觀，並加強與本市締結姐妹市之美國

城市進行教育交流。 

2、活動內容包含：英語課程並融入當地課程之學習、參觀訪問活動、與當地青年學生交誼

活動、參觀文教機構或市政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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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年度投入經費國際教育為新臺幣 71 萬 3,704 元；教育交流新臺幣 1,93 萬 8,000 元。 

 

 

 

日南國中-荷蘭 St.Canisius 師生到校參加國際教育研習 

 

第五屆中臺灣模擬聯合國會議（MUN） 

逾三百位高中生全程以英文討論國際議題 

 

 

南京-兩岸四地中學生交流 順天國中與紐西蘭 Katikati College 進行雙向參訪交流 

 

二、英語教育 

 

(一) 英語教師進修培訓：經費新臺幣 165 萬元 

 

1、英語教師增能研習：為提升教師英語教學知能，本市每年度於暑假辦理英語教師分區增

能工作坊；102 年度更由學術交流基金會引進優秀英語教學辦理 2 場次教師增能研習；

本市補助優秀英語教師暑期赴美進修，除增進教師教學能力外，並肩負國際交流任務，

活動完成後辦理成果分享研習，鼓勵英語教師參加各項英語檢定，取得符合 CEF B2 層

級的資格，並申請國小教師加註英語專長，期望全面提升本市國小英語師資品質，保障

學生受教權益。 

2、102 年度本市補助 14 位英語教師(每名補助新臺幣 5 萬元)參與「暑假教師赴美進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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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美國聖地牙哥市接受專業的英語課程訓練，內容多元，包羅萬象，除了基本的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養成訓練，還有美國文化課程、協同學習活動、提高學習動機的教學

設計等，讓代表團員們到現場試教體驗，回國後透過分享會讓本市的英語教師從中受益

良多。 

 

(二) 招聘外師及英語協同教學人員 

 

1、為培養具國際觀之現代國民，充實本市英語教學師資，建構優質英語學習情境，藉由中、

外籍教師協同教學，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語言溝通能力，瞭解及接納多元文化，增進學

生之視野與胸襟，以擴展其世界觀。此外，經由中外師交流、課程教材的編選、教學觀

摩與經驗分享，充實本市英語教師專業知能。 

2、102 年度本市聘僱外籍英語教師 10 名及外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 10 名，由本市支應新臺幣

經費共計 2,200 萬元，分派至 23 所國中小服務並巡迴偏遠地區學校辦理英語活力營，共

計辦理 44 場次，成效良好，獲得各校肯定。 

 

三、校長兩岸教育交流 

 

(一)在胡市長的推動下本市與廈門市締結為姊妹市，因此兩市之間交流活動頻繁，近年來廈

門市投入大量經費於中小學基礎教育以厚植大量且多元的人才，爰此，身為中華民國直

轄市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校長應當開拓視野，實地瞭解大陸的教育現況，此舉不僅能促

進兩岸交流，同時也可以吸取別人寶貴的經驗。 

 

(二)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市公(私)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假金門縣金城國中舉行，並安排廈門

參訪行程，由本市支應新臺幣 53 萬 9,600 元整，行程包含參觀廈門雙十中學、鼓浪嶼

上的鋼琴音樂學校、鋼琴博物館、宏泰藝術廳的音樂展演、廈門規劃展覽館以及廈門

集美大學創辦人陳嘉庚的紀念館等 6處學校場館，與會校長共計有 59名，包括本市公(私)

立高、國中各階段校長，資歷含老、中、青三代，校長們分就自己的觀點及見解提出

討論，分享心得，獲益良多。 

 

四、研發創新教學媒材方面 

 

(一)全國教師創新教學媒體競賽三連霸榮獲全國第一名，投入經費 35 萬元 

    本市中小學教師參加「102 年度全國教師創新教學媒體競賽」榮獲團體獎第一，已蟬連

100 年度、101 年度及 102 年度「三連霸」團體獎第一名的佳績，可見本市教師創新教學媒

體能力為全國之冠，並備受肯定。 為獎勵中小學教師自製並運用數位化多媒體教學，研發具

創新、創意、啟發性，能引發學習動機之優良教學媒體，辦理本市中小學教師自製教學媒體

市賽、工作坊、作品發表會，並邀請資訊媒體教學領域專家學者指導，將市賽優秀作品薦送

參加「102 年度全國教師創新教學媒體競賽」，成績亮眼，在全國數百件徵件作品中脫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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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小組 22 個獎項中囊括 11 個獎項，國中組 22 個獎項中亦獲得 11 個獎項，這二個組別

均榮獲全國半數的獎項數；高中職組 18 個獎項中本市獲得 2 個獎項，共計 24 件優秀作品得

獎，獲得團體獎第一名的最高榮譽，並於 102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至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

園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參加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頒獎典禮暨得獎作品展。  

102 年度獲得優等作品為清水區三田國小陳明義主任、王慈慧老師和清水區高美國小李

素蓮老師的「新龜兔賽跑」，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為核心，線性思考的邏輯為半徑，教育孩

子發現問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而獲得能力。從孩子熟稔的背景經驗，創新「龜兔賽跑」

的故事，新故事串接時鐘單元的每一個環節，孩子在參與遊戲的過程中，內化解決問題的能

力。尊重孩子學習起點的自由度，進而適性發展，教材共分故事篇、學習篇、操作篇、生活

篇、擂台篇、番外篇、軌跡篇和寶典篇 8 個大單元，藉由孩子遊戲和競技的天性，在競技的

過程中，自發性的主動學習、樂於學習。重要的是融入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尊重和包容，讓

孩子的優勢能力獲得發揮、欣賞別人的優點。滿足視覺型、聽覺型和操作型優勢的孩子，讓

教學者適性教學、引導。擂台篇是最精采的篇章，「亂數布題」與「完整的題庫」讓孩子實

施評量時，時時都保有新鮮感與勇於嘗試的誘因。「新龜兔賽跑」是屬於孩子們，它是遊戲、

教材，也是孩子編織童年的王國，讓孩子們在分享、表現、肯定中，享受喜悅與成就！  

  國中組獲獎作品安和國中張寶元老師和陳松玲老師的「步步驚奇訪書道」，作者有鑑於

教學現場，時下學子多半沉迷電子產品，對書法藝術興趣缺缺，特別製作此書法電子教材，

本作品以虛擬宮庭穿越劇為腳本，情節引人入勝，步步驚奇，在輕鬆詼諧之中引發學習動機；

並在故事情節中穿插融入書法常識、且能於劇情中緬懷古代書家之風雅氣度；加上安和學生

書法實作教學課程、校園巡禮探訪校園書道，可讓學生了解藝術就在身邊，藝術不假遠求，

只是缺少發現。作者希望能藉此讓流連於螢幕前的莘莘學子能敞開心胸重拾傳統藝術之美！ 

    為整合教育資源，推廣優良教學媒體創作，本市於今（103）年建置「教師創新教學媒體

數位典藏館」網站，蒐羅影片、多媒體和簡報三大類教學資源，分享國際各國優秀作品、全

國賽得獎作品和本市競賽得獎作品。並辦理資訊融入教學多媒體教材研發和增能工作坊，鼓

勵中小學教師運用教學媒體，將數位教學資源融入教學活動，增進教學效果，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期許 103 年度本市能再度奪冠，邁向「四連霸」。 

 

(二)推動數位教學資源點閱與應用績效全國最高，投入經費 12 萬元 

 

  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市推動數位教學資源，建立數位教學資源分享平台，截至 103

年 1 月統計本市中小學教師自編教材或教案經審查通過後上傳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網」教

學資源共 21632 件，件數居全國之冠；本市中小學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網」之點

閱率高達 1,036%，為全國最高，表示本市上傳之教學資源教案或教材廣獲教師點閱及應用，

平均每件被使用 10 次以上。本市推動數位教學資源目的有四，說明如下： 

  1.整合學校及教師教學資源，以充實本市課程數位化教學資源。  

  2.鼓勵教師善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點閱或下載相關優良教學資源，做為教學使

用，並活化精進創新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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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鼓勵教師發表教學活動設計、教材等教學資源分享，以提升教師專業。  

  4.透過本市專家審核團隊審查，提升數位教學資源品質及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專業素

養。  

依據 102 年度教育部對地方政府教育事務統合視導訪視項目規定各縣市教師使用「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網」之點閱率(或下載率)達 30%以上為滿分，本市 1,036%全國最高，平均每

件被使用 10 次以上。 

  以本市南屯區惠文國小王環鈴老師設計之「暑假生活點滴」教學資源教案為例，被點

閱次數 2,714 次、下載次數 869 次，為全國熱門點閱資源排行榜第一名。教案主要配合國小

二年級生活課程，請小朋友將暑假生活用簡單文字、圖片或照片完成學習單。教師可事前將

學童的學習單布置在展示區作為引起動機，課堂上請學童逐一發表暑假生活，分享有趣或印

象深刻的經驗。教師可鼓勵學童運用自己專長為班上服務，並從別人的分享中，發現與欣賞

每個人不同的才能或體驗。 

  為推廣優良教學資源教案轉化為多媒體方式傳播，本市續於 103 年規劃建置「教師創新

教學媒體數位典藏館」，蒐集影片、多媒體和簡報三大類教學資源，分享國際各國優秀作品、

全國賽得獎作品和本市競賽得獎作品，鼓勵中小學教師運用教學媒體，將數位教學資源融入

教學活動，增進教學效果，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三)立體百科故事書，挑戰世界紀錄-點亮「幸福 夢想 大臺中」，投入經費 600 萬元 

  

全世界最多立體畫面的立體書 

 

立體掀頁，驚艷世界！號稱全世界第一本以城市在地故事為主軸，師生集體創作並串接

完成的立體書，同時也是全世界最長、最多立體畫面的立體書─「幸福夢想 大臺中」已由

臺中市 63 所學校 248 位師生製作完成，令人期待 102 年 4 月 19 日上午將在新市政中心廣場

申請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現場也會有上千人共同見證這前所未有的壯觀畫面。 

這本挑戰金氏世界紀錄的立體書，是由教育局與大英百科全書公司合作規劃，由承辦學

校南屯區惠文國小負責召集各校師生集體創作，耗時約四個多月完成，內容包羅萬象，是臺

中市的百科故事書。書名定為「幸福＊夢想＊大臺中」，是因為臺中市是一個充滿幸福和夢

想的城市，有宜人的氣候、便捷的交通、活力的百業工商、優雅的藝術文化，還有各種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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吮指回味的特色美食，生活、工作於此，讓人幸福感十足；而臺中市未來還有輕軌、快捷、

歌劇院、臺灣塔等大型建設藍圖，推動臺中市成為國際化大都會的夢想也將指日可待。據了

解，目前世界上僅有捷克、羅馬、倫敦等國家或城市由紙藝專家創作小型立體書行銷其觀光

特色，臺中市由師生共同創作的巨大立體書，立基於鄉土教育又達到國際行銷目的，真可謂

創舉。 

臺中市長期深耕閱讀，多年來不僅大量添購班級圖書、推動學校及社區圖書通閱、開發

閱讀線上認證系統、鼓勵親子共讀，提昇閱讀的質與量，也連續多年舉辦創意閱讀推銷高手

比賽、手工繪本比賽及觀摩展，提供師生創作、觀摩的舞台；在多元策略的推廣與激勵之下，

各校早已累積許多創意讀寫的能量。這一次師生集體創作的立體書內容厚達 296 頁，每張打

開與報紙一般大，攤開來長達 110 公尺，其中更有 139 個令人經艷的跨頁立體，深信能「創

造」金氏世界紀錄！屆時不僅此書成為國際亮點，連帶書中介紹的臺中景點，也將繼導演李

安的「少年 PI 的奇幻旅程」之後，再次行銷臺中，成為眾所矚目的國際觀光景點。 

掀開這本立體書，一個個美麗的觀光景點、獨特的地方產業、創意的特色美食瞬間彈跳

出來，栩栩如生的人物、結構繁複的立體建築，在在都令人驚艷！為了符合老少咸宜的閱讀

需求，書中用簡潔淺顯的親子對話深入淺出的向世人介紹充滿幸福夢想的大臺中，畫面充滿

兒童手繪的樸拙童趣感也與坊間的立體書大大不同。仔細找找，許多頁面還有小作者精心設

計的「機關」，跟讀者玩互動遊戲，讀者若忍不住動手打開、旋轉、掀起、下拉看看，便會

發現作者在圖中暗藏許多小祕密，一拉一掀，便彈出一個意外的驚喜。 

「幸福＊夢想＊大臺中」承辦學校惠文國小曾金美校長說：「立體書的創作從蒐集資料、

創意發想、視覺化、實際製作做到印刷發行，是一連串複雜、艱辛、極富挑戰性的過程。對

這次參與的師生來說，其實是用童心共同經歷一場玩藝術、飆創意、施魔法的探索試煉，也

是前所未有的耐力考驗。」對此，以「自行車產業」為主題的外埔國小王琴惠老師和學生吳

敬瑩也深有同感，他們所繪製的腳踏車常常因為角度問題讓輪子卡住，重做了許多次，最後

輪子終於旋轉起來了。而太平區新光國小鍾曉慧老師指導學生盧姎琪繪製「大里兒童藝術館」

時，也因為課務繁忙，天天挑燈夜戰，甚至與學生在家裡一起奮鬥，最後「像生孩子般，很

痛苦也很歡喜的把它完成了！」。大甲區順天國小李佳恩同學繪製「鎮瀾宮媽祖出巡」，每

樣物件都和林孟君老師一起詳細考究，為了要讓作品立起來，師生絞盡腦汁。沙鹿區文光國

小陳文蕙老師指導翁健棋同學製作「梧棲觀光漁港」，對漁船體結構、漁港標的物和船身浪

頭的站立跟收合，參考了數十本的立體書，一再計算角度和折疊距離，反覆的試做樣本，經

過不下數十次的修正才達成想要呈現的效果。負責繪製「太平古農莊」的光明國中學生黃暐

勳也以為製作立體書是有趣且驚奇的活動，但過程中遇到許多瓶頸，讓他幾乎想要放棄。他

說：「立體書的開合有很大的學問，如何讓它立體、折合起來的角度又必須完美，真是處處

斤斤計較。經常哪個關卡或零件不對，又要重來。如此反覆，我已不知不覺做了七次，真是

考驗我的耐心及智慧！」儘管創作的過程如此艱辛，但如今終於完成了，所有的老師和學生

心中都充滿了成就感，「給自己自我挑戰上了一門課，覺得創意真是需要被激發的。」據了

解，立體書的創作關係結構力學，立體要紮實強韌，才能經得起反覆開合。一般紙藝專家約

需要一、二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一本立體書創作，而本市卻能集眾人之力，在短期間完成了一

個不可能的任務，確實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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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國內外民眾和各級學校都能欣賞到立體書的文化創意和藝術美感，本市從 102 年

4 月 19 日起至 6 月 9 日止，每天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在新市政中心惠中樓一樓，舉辦「2013

年國際星光立體繪本展」，供各縣市、各級學校、市民朋友免費參觀。展覽的內容除了「臺

中市立體百科故事書」外，還有許多世界罕見的立體書珍藏品展出，包含罕見的娃娃屋書、

劇場書，以及有立體書界奧斯卡之稱的「梅根多佛獎」七大得主精彩作品，合計約 200 件，

件件精巧，足以令人駐足流連，捨不得離去，可說是最適合親子共賞、老少咸宜的展覽，非

常值得參觀。目前這項展覽已有許多大陸和香港的學生團體報名參觀，屆時將掀起一波「來

臺中看世界紀錄立體書及國際星光立體繪本展、按圖索驥賞玩大臺中、文化美食走透透」的

城市觀光熱潮！ 

為了讓民眾不只來看熱鬧，也要能看出「門道」，我們將安排專人做團體導覽解說，賞

析立體書的各種類型、彈出技巧、製作奧秘，歡迎各縣市、各級學校安排到新市政中心校外

教學，也可以在本市網站線上預約導覽，一起來參與這場立體書的豪華饗宴!   

 

 

(四)活化教學-館校際課程聯盟方案 

 

為鼓勵本市各級學校教師透過活化教學，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環境及教材，讓學習不再只

侷限於學校和教室，本市教育局力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加入本市國民中

學活化教學課程方案，透過共同研發一系列活化課程，讓科博館及美術館的資源有效地與本

市各級學校教育課程內容結合，本案共計有 3,684 人次師生參與，經費達新臺幣 542,000 元整。 

 

五、 建構教學輔導體系方面 

 

(一) 國民教育輔導團落實到校輔導 

 

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結合教育部各學習領域輔導教授群到團輔導，培育與建立菁英人

才群，成為推動課程改革主力，以教師需求為核心，發展各種輔導策略，增進教師課程、教

學與評量知能，並透過研討對話觀摩等方式，展現、分享與交流專業成果，提昇教師專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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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秉持教育熱忱，提供專業資源支援與服務，建置國民教育輔導團網站、部落格及輔導員

工作平台，設立教學資源網，整合各種課程與教學輔導資源，強化領域議題輔導小組功能，

鼓勵構思富創意的推動方式，全力推動輔導工作，明訂各項工作計畫，定期檢核與追蹤輔導

各項工作進程，落實績效責任，成績斐然。 

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下轄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言、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生活課程等 10 個學習領域輔導小組及人權、性平、

資訊、海洋、環境等 5 個教育議題輔導小組。共由 11 位課程督學、122 位正副召集校長、276

位輔導員（含專任輔導員 23 人）所組成。每學年度進行全市 80 所國中到校輔導，每三個學

期輪序完成國小組 226 校數到校輔導，由執行祕書、課程督學、各領域/議題輔導小組正副召

集人偕同專任輔導員及輔導員至各校與學校教師進行專業對話、解決教師教學現場的疑難、

教學演示、教學觀摩、分享研究成果、協助教師進行行動研究、促進校際經驗交流，提供本

市國民中小學教育新知、課程與教學相關知能及學生輔導策略等專業成長知識之諮詢。尤其

是績效優異的到校輔導服務深獲學校與基層教師讚許，相關作法說明如下： 

1.分區到校輔導：  

(1)考量分區到校輔導效益，採策略聯盟輔導之分組分領域/議題方式，並依領域/議題共同

不排課時間。 

a.將全市國中及高中國中部依地域性分成 6 組，以 2 學期完成各領域/議題分區到校輔導。 

b.將全市國小依 29 個行政區分成三組，請中心學校協助分配各輔導小組到行政區內之學

校，行政區內各校教師依領域/議題，於週三下午到承辦學校參加分區到校輔導。 

(2)為提高分區到校輔導效能，各輔導小組於每學年初召開各校領域/議題召集人會議，了

解各校基本需求及困難，據以規劃分區到校輔導課程研究專題討論，並做年度業務推

廣及各項研習傳達。 

(3)各輔導小組應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規劃、檢討、修正分區到校輔導課程研究專題討論，

並提升教學輔導專業知能。 

(4)實施方式：各輔導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及輔導員到校進行教學訪視、輔導、對話與

座談。 

2 領域召集人會議： 

(1)由各領域輔導小組規劃辦理，納入輔導小組年度工作計畫中，各校並應派領域召集人

參加。 

(2)每學期辦理 2 次，1 年共計 4 次（分山、海、屯、中區辦理）。 

(3)實施方式：專題講座、實作體驗、微型教學、經驗分享交流等。 

(4)實施時間：領域/議題共同不排課時間。 

3.教學觀摩：由學校自行擇定教學觀摩領域/議題後，參考「領域/議題共同不排課時間」擇

定辦理日期，並於教學觀摩辦理 1 個月前，逕行函邀輔導小組辦理。 

4.示範教學： 

(1)各領域/議題輔導小組到校參與教學之公開課、觀課、對話與座談。 

(2)以下列 2 種方式進行： 

a.由各輔導小組自行規劃排定學校與行程，每學年至少辦理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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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由學校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逕向輔導小組申請。第一學期由輔導員示範教學，第二學期

該校應進行該領域/議題教學演示並函邀輔導小組出席。 

另外每學期定期召開 3 次團務會議及 5 次專任輔導員工作會報，建立各領域工作整合與

溝通協調的平台，辦理專業增能進修，提供現階段重要教育訊息，蒐集教育現場疑難建議需

求與因應策略，研發各領域課程教學設計，進行行動研究，增進深耕種子教師專業知能成長，

有效精進基層教師課室教學能力，落實教學現場的經驗分享與回饋，改進教學技巧，實踐本

市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校教學觀察精神，增進學生學習的效果，提升教育品質。臺

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編制如表 5。 

 

表 5 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編制 

項目 國中 國小 總計 說明 

學校校數 80 226 306 

1. 輔導團各領域、議題

共計 15 組（國中、

小應合併計）。 

2. 輔導員總計 276 人， 

含專任輔導員 23 人。 

3. 輔導團隸屬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由吳局長

榕峯負責帶領。 

召集人（現任校長擔任） 9 14 23 

副召集人（現任校長擔任） 37 62 99 

輔導員人數 59 190 276 

課程督學人數 5 6 11 

輔
導
團
人
數 

國語文 8 14 22 

英語 8 15 23 

本土語言 1 17 18 

健康與體育 6 18 24 

數學 8 11 19 

生活課程  8 8 

社會 8 11 19 

自然與生活科技 8 14 22 

藝術與人文 8 20 28 

綜合活動 6 17 23 

性別平等教育 4 9 13 

人權教育 3 7 10 

資訊教育 2 14 16 

環境教育 3 18 21 

海洋教育 0 10 10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 

 

精進教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投入經費 176萬元。具體目標為：一、結合課程

教學發展重，鼓勵各校申請社群發展課程特色，建構教師學習社群分享機制與文化。二、提

升教師進修成長之品質與效能，落實專業對話，改進教學。三、發展學科專業整合，鼓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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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觀察與協同教學。四、發展在地適性化之多元教材教法，創新教學。 

102年度本市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每個社群補助金額新臺幣 5000元整，共補助 265所學校，327個社群，獲得教育部補

助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專業學習社群之學校共有 89所、124個社群，因此本市各國中小

校校有社群，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已有具體成效，本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說明如下： 

1.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專業學習社群 

 (1)101學年度本市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之學校共有 65所、80個社群，102學年度

本市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之學校共有 89 所，新增 24所學校。 

 (2)101學年度及 102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說明如表 6： 

      

表 6              101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專業學習社群 

國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文 健體 生活 

11 2 6 1 9 6 4 2 

資訊 綜合活動 國際教育 品格教育 教學成長 生命教育   

1 1 0 2 5 1   

合計：65所學校、80個社群，補助金額 857,994元 

102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專業學習社群 

國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文 健體 資訊 

28 5 6 2 15 27 11 7 

綜合活動 國際教育 品格教育 教學成長 生命教育    

2 2 5 8 5    

合計：89所學校、124個社群，補助金額 2,269,800 元 

 

2.精進教學計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102年度及 103年度精進教學計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說明如表 7    

表 7              102年度精進教學計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國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文 健體 生活 

94 18 9 9 45 36 7 1 

特教 資訊 綜合活動 國際教育 品格教育 教學成長 生命教育  

1 25 5 5 8 55 9  

合計：265所學校，327個社群，補助金額 1,635,000 元 

103年度精進教學計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國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文 健體 生活 

85 28 18 17 48 38 22 1 

特教 資訊 綜合活動 國際教育 品格教育 教學成長 生命教育 本土語 

2 15 5 4 6 50 11 3 

合計：277所學校，352個社群，補助金額 1,7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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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市幅員遼闊，山、海、屯、中各區皆深具特色，故本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重

點在發展在地適性化之教材教法與評量，鼓勵學校以學校本位課程設計擬定社群發展目標，

深化社群內涵。102年度精進教學計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色說明如下： 

a.社群類型多元化 

    從表 5得知，102年度本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種類涵括各科教學領域，類型多元，和語

文教學相關的社群最多，其中又以閱讀教學占多數，由此更能確定語文教育為一切教育之根

本，而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及能力更是語文教育的最終目標，如何將閱讀昇華為樂讀，培養學

生終身學習的好習慣，也是多數學校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動力。例如：本市西區大同國

小成立「班級讀報教育推廣研習」教師學習社群，該校由五、六年級教師組織一個專業學習

社群，每班訂閱國語日報，分享報紙怎麼讀、讀報心得如何撰寫、剪報挖寶樂，引導學生如

何將所見所聞化為文字呈現，給予學生展現成果的空間及舞台，並培養學生自信心及閱讀力。 

b.社群類型在地化 

    多數學校成立與社區校園生態相關的社群，結合社區或校園植物，讓全校師生從關懷在 

地的生態環境，進而拓展科學的視野，例如：本市西屯區上石國小於 101 年度申請「環視生

態，境在上石」教師學習社群，進行校園生態調查，蒐集並建置校園生態資料庫，培養學生

愛護環境的行動力。而 102年度則以「科學 OPEN 講」為主題，延續對校園環境教育的熱情，

結合科學創意再出發，以校園生態探索為根基，發展科學創意教學課程。有些學校則是結合

學校在地特色來運作社群，例如：本市內埔國小是位於有「薩克斯風故鄉」美名的后里區，

該校社群將藝文領域與本土特色結合，發展出師生熱衷學習薩克斯風的風潮。 

   c.社群類型專業化 

    各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目標是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社群成員也多數是一群志同道合

的教師，利用課餘時間聚在一起互相合作學習，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許多在教學專業成長

方面的社群，是以探究班級經營技巧為主，例如：本市東峰國中申請「東峰學習共同體」，

該校試圖以日本教育學研究科教授佐藤學之教育理念---「學習共同體」導入社群之中，參與

社群之教師透過引導、彼此討論，將理念實踐於部分課程中，同時分享教學經驗、設計各項

議題融入教學活動、試題分析以調整教學為主，長期運作結果使教師皆具備課程設計規畫之

能力，亦能透過經驗分享了解個別班級、學生之差異性 

    本市社群的成立以各校自主性的需求為主，不拘限類型或主題，多數教師已非常瞭解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模式，學校行政人員也很積極用心推動，多數學校已發展出自己的專

業特色，期許 103年度有更多優質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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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閱讀】 

以下資料請以全縣市為計算單位，即含縣市（或文化局、教育局）圖書館，分

館、鄉鎮圖書館及閱覽室，不含私立圖書館和學校。 

9. 臺中市共有鄉、鎮、市、區之公共圖書館數目   348  間。(包含文化局所轄

圖書館 42 間、教育局所轄學校 306 間) 

10.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總藏書數   900 萬 9,870    冊。(包含文化局所轄公共

圖書館總藏書量 343 萬 874 冊、教育局所轄學校藏書量 557 萬 8,996 冊) 

11. 臺中市民國一○二年度的公共圖書館購書經費是 1 億 3,422 萬 2,544 元。(包

含文化局所轄圖書館購書經費 8,454 萬 1,894 元、教育局所轄學校購書經費

4,968 萬 650 元) 

12.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的閱覽證辦證件數  1,062,486 件。 

13.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去年的總借出冊數  766 萬 3,901 冊。 

(含文化局所轄公共圖書館總借出冊數 748 萬 592 冊、教育局所轄圖書館 18

萬 3,309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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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正職人員人數 399 人。（不含兼任、代理及臨時人員）

(包含文化局所轄圖書館 93 人、教育局所轄學校 306 人，其中教育局所轄學

校圖書館人員由註冊組長擔任) 

15.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專業人員人數  32 人。（指圖書資訊學系畢業或受過相

關專業訓練滿 320 小時者） 

16. 請貴縣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和鼓勵中小學教師閱讀教育

精進的指標性政策                                                                      

，以及投入經費                 元。 

回答 

臺中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和鼓勵中小學教師閱讀教育精

進的指標性政策為 提供教師閱讀教育多元性，投入經費  6,946 萬 7,151  元。

(包含文化局編列經費 1,063 萬元、教育局編列經費 3,423 萬 3,151 元及新聞局編

列經費 1,130 萬 4,000 元整。)(本題說明如下) 

本市文化局、教育局及新聞局等推動教師閱讀教育多元性政策，投入總經費計新臺幣

6,946 萬 7,151 元整。 

 

一、為推廣校園閱讀風氣，102 年由各區圖書館與本市幼兒園、國中小及高中總計 264 所學

校合作辦理班級辦證、閱讀認證、說故事、名人講座系列活動等活動，提升本市辦證率

及閱讀力，並推動圖書巡迴車服務及數位閱讀行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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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巡迴車服務 

    臺中市圖書巡迴車每週定時定點前往學校服務，獲得踴躍迴響，成為推廣圖書館

利用最有力的前鋒。大臺中地區幅員廣闊，致使城鄉落差極大，希望能將閱讀風氣推

廣到大臺中市各個角落，圖書巡迴車是縮短城鄉差距的最佳利器，臺中市總共有 306

所中小學，其中偏遠小學即佔 55 所，偏遠地區圖書設備不足，在在都需要圖書資源的

引入，而圖書巡迴車就是最好的方式，此外一些人口密集但距離圖書館較遠的社區，

亦不斷要求巡迴車服務。圖書巡迴車每週一至週五定時定點前往學校服務，目前臺中

市有 5 部巡迴車投入各區國小駐點服務。其中葫蘆墩文化中心巡迴車是以豐原為據

點，大墩文化中心巡迴車服務範圍為原臺中市 8 區，新社區圖書館巡迴車服務範圍則

為新社、石岡、太平等區。服務項目及方式包含開架式閱覽、辦理圖書借閱證跨館借

書、還書及預約取書服務、故事媽媽到校說故事等閱讀推廣活動。 

 

 

行動圖書車 愛的書庫 

 

（二）辦理數位閱讀行動服務 

 

   為推廣行動閱讀及提昇電子書等點閱率持續成長，102 年度本市 32 所圖書館辦理本 

市 HyReadebook 電子書計 176 場次 11,000 人次參加。 

 

二、本市教育局推動 102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校園閱讀計畫，組成閱讀工作小組，針對下列

各類對象規劃各類閱讀教育精進子計畫： 

（一）學校管理人(校長)：本市辦理 2014 愛閱一世國中小校長閱讀研習，鼓勵本市各國

中小校長以身作則，領導並推展各校閱讀教育紮根，建立學習型組織之優質文化氛圍，

閱出「幸福教育、引領國際」之臺中願景。 

 

（二）教師：本市辦理閱讀工作聯繫窗口研習、「麻雀變臺灣藍鵲」提升教師命題技巧

工作坊、103 年度辦理國際閱讀素養研究暨圖書館利用教育研習、103 年度國民中小學

閱讀教學策略推廣研習、103 年度推動校園閱讀認證系統學校管理人研習、臺中市國中

語文領域國文教師 PISA 閱讀素養研習實施計畫、臺中市 PIRLS 國際閱讀素養評量研究

暨閱讀評量命題策略研習實施計畫等活動，期精進國中小教師閱讀教育職能。 

 

（三）家長：本市辦理 103 年度推動校園閱讀工作-學校故事志工進階培訓計畫、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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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系統閱讀認證志工培訓，並規劃推動家庭閱讀-為愛喜閱 Fun 家庭活動計畫，期培

訓家長成為故事志工，協助社區、學校及圖書館推動閱讀教育；並藉由本市愛閱家庭活

動方案，延續校園閱讀成效。 

 

三、每月發行教育電子報，支持教師專業成長：為提供本市教育人員、學生、家長、社會各

界快速便捷與詳實的教育新知，自 100 年 6 月起以免費訂閱方式發行「臺中市教育電子

報」，每月一期，至 103 年 5 月已發行 36 期，訂閱人數達 22,396 人次，點閱人數達 345,920

人次。為宣導本市教育政策，報導學校教育動態，提供學校分享特色與教育議題研討對

話，並以有獎徵答方式鼓勵本市教育人員瀏覽與分享，促進教育政策溝通理解及建立教

育發展之共識。每年投入經費為 15 萬元。 

 

四、推動 PISA 素養新式評量：為提供教師活化領域教學策略，擴展學生落實領域學科概念

於實際生活應用、體驗及實踐等能力及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培訓教師具有

PISA 素養新式評量專業知能，提升不同層次命題能力。每年投入經費為 50 萬元。 

 

   （一）設立推動中心學校，有系統的深化教師 PISA 新式素養 

 

1.推動 PISA 閱讀素養中心學校：后里國中、向上國中 

2.推動 PISA 科學素養中心學校：長億高中 

3.推動 PISA 數學素養中心學校：立人國中 

 

   （二）擬定四年延續性計畫，循序建構 PISA 專業內涵 

 

以理念宣導、種子教師培訓、領域教師培訓及題庫建置四個推動項目分年度循序推

動，自 102 年度起至 104 年度依實施期程： 

1.理念宣導：102 年 7 月 20 日辦理本市輔導團員理念宣導。 

2.種子教師培訓 

102 年 7 月 9 日辦理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輔導員及國語文、社會、數學、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並核發種子講師證書。102 年 7 月 19 日辦理各國

中小校長、教務主任理念宣導。 

3.領域教師培訓 

103 年度規劃辦理本國中國語文、社會、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召集人及領域教

師 PISA 素養產出型工作坊，由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種子擔任講師，並輔以到校輔導

方式提升領域教師 PISA 素養。 

4.題庫建置 

104 年度規劃辦理教師 PISA 素養評量優良試題徵選，並建置題庫，鼓勵教師將閱讀、

科學、數學素養融入評量試題中。 

 

五、本市新聞局推動「悅讀大台中」月刊，每月發行 6 萬 1,000 本，分別放置於公務機關或

民間場所，如各區圖書館、區公所、高速公路休息站及誠品書局、高鐵各站等地供民眾

索閱。本市期透過圖文並茂的市政月刊《悅讀大臺中》，定期發行警政、交通、經濟、

建設、環保、衛生、教育、社會福利、藝術文化、觀光休閒等議題，養成讀者持續閱讀

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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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立體百科故事書挑戰世界紀錄投入經費合計新臺幣 600 萬元。立體掀頁，驚艷世界！號

稱全世界第一本以城市在地故事為主軸，由教育局規劃及師生集體創作串接完成的立體

書，同時也是全世界最長、最多立體畫面的立體書─「幸福夢想 大臺中」已由臺中市

63 所學校 248 位師生製作完成，並於 102 年 4 月 19 日上午在新市政中心廣場完成金氏

世界紀錄認證，上千人共同見證這前所未有的壯觀畫面。 

        立體百科故事書耗時約四個多月完成，內容包羅萬象，是臺中市的百科故事書。書

名定為「幸福＊夢想＊大臺中」，是因為臺中市是一個充滿幸福和夢想的城市，有宜人

的氣候、便捷的交通、活力的百業工商、優雅的藝術文化，還有各種令人吮指回味的特

色美食，生活、工作於此，讓人幸福感十足。據了解，目前世界上僅有捷克、羅馬、倫

敦等國家或城市由紙藝專家創作小型立體書行銷其觀光特色，臺中市由師生共同創作的

巨大立體書，立基於鄉土教育又達到國際行銷目的，真可謂創舉。 

        臺中市長期深耕閱讀，多年來不僅大量添購班級圖書、推動學校及社區圖書通閱、

開發閱讀線上認證系統、鼓勵親子共讀，提昇閱讀的質與量，也連續多年舉辦創意閱讀

推銷高手比賽、手工繪本比賽及觀摩展，提供師生創作、觀摩的舞台；在多元策略的推

廣與激勵之下，各校早已累積許多創意讀寫的能量。這一次師生集體創作的立體書內容

厚達 296 頁，每張打開與報紙一般大，攤開來長達 110 公尺，其中更有 139 個令人經艷

的跨頁立體，深信能「創造」金氏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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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關懷】 

17. 請問貴縣市 103 年 2 月補救教學成長測驗的進步率，國文科

是          、英文科是            、數學科是           。 

回答 

臺中市 103 年 2 月補救教學成長測驗的進步率，國文科是 70.66%  (國小

74.99%、國中 65.95%)、英文科是 57.04%  (國小 34.89%、國中 60.82%)、數學

科是 76.24%  (國小 73.26%、國中 79.67%)。 

18. 請問貴縣市是否額外編列預算推動補救教學？ 

   □(1)有，共投入經費          元。     □(2)無。 

回答 

   臺中市有額外編列預算推動補救教學： 

   ■(1)有，共投入經費 7,051 萬 8,400 元。□(2)無。 

 

一、本市除配合教育部攜手計畫─補救教學計畫，每年編列新台幣 200 萬元，用於補助各國

中小推動各項補救教學活動。另自每年年度預算中，自籌經費補助各國小辦理英語扎根計

畫，提供英語學習落後的學生於課外加強英語學習節數，每學期約補助新台幣 200 萬元、一

年約補助新台幣 400 萬元。 

 

二、補救教學專業成長本市自籌款 4,659 萬 3,400 元。 

 

三、補救教學國民教育輔導團務運作本市自籌款 1,482 萬 8,4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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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請貴縣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弱勢關懷與公平性】的指

標性政策                               ，以及投入經費        元。 

 
回答 

臺中市提出一項民國一○二年度轄區內推動【弱勢關懷與公平性】的指標

性政策為『臺中市政府推動弱勢學生生活扶助政策』，投入經費 10 億 7,457 萬

6,764 元。 
 

    教育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為落實教育機會均等的理想，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本

市採取積極性均質化待遇之作為，推動各項補助、福利措施，關懷每一弱勢族群學生，以達

到「一個都不能少」之目標，102 年度總投入經費 10 億 7,457 萬 6,764 元整。以下就生活扶

助政策－食、衣、住、行、育、樂等分別說明： 

 

一、食的方面 

 

（一）推動貧困學生全年午餐補助政策 

 

    針對就讀臺中市國中、小學校之貧困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遭變故或經

導師認定）提供每學期全額營養午餐補助費用，另外考量寒暑期及學期例假日期間，這些學

生可能因學校放假而沒有午餐可以吃，爰自 98 年度起提供「寒暑假暨例假日安心餐券補助」

措施，於放假期間提供每位貧困學生每日 50 元面額之餐券，讓其至學校指定店家兌換餐食，

並授權各校因地制宜，協調學校附近廠商提供例如餐盒、麵食、牛奶等多種主食類商品，一

般超商普遍提供商品可多達二十餘項，提供學童多元選擇；此外，更自 102 年 11 月 1 日起

針對上半日課未供餐學校之貧困學生提出平日安心餐券，讓貧困學生全年都能持續受到關

懷，每日享有一餐溫飽。經統計，102 年度國中小貧困學生全額營養午餐費補助之受補助人

數計 3 萬 856 人、暑假暨例假日安心餐券受補助人數計 2 萬 398 人，挹注經費總計 3 億 7,854

萬 4,247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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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貧困學生全年午餐補助政策 

 

（二）提供國中小原住民學生全額午餐費補助 

 

為照顧原住民學生，讓原住民家庭減輕負擔，讓其安心就讀，自 102 年度起編列預算，

全面補助全市原住民國中小學生全額營養午餐費用，而且沒有排富條款，102 年度共有 5,589

名原住民學生受惠，挹注經費總計 3,388 萬元整，此項福利措施是全國首創，也是五都唯一。  

 

二、衣的方面 

 

    102 年度補助公私立國民中學軍功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項目包括學費及雜費、主食費

及副食費、制服費、書籍費等費用，補助學生人數 136 人，經費總計新臺幣 216 萬 8,210 元。 

 

三、住的方面 

 

    為讓臺中市中輟生回歸正常學習軌道，臺中市政府自96年9月起即開辦創路學園，提供

給這些中輟生像家庭般的照顧，並持續推動至今。創路學園提供中輟生「住宿型中介教育」，

希望把離開學校的孩子，拉回教育學習軌道上，入園學生以國小至國中三年級的中輟學生為

主。創路學園的輔導老師大多同時具社工及教育或輔導諮商背景，專業認真照顧中輟生，從

生活教育、學業補救到週末活動陪伴，樣樣兼顧，雖然這些師長並非他們的父母，但都有代

父代母的功能，使孩子感受到這是一個家，接受這個家給她們的「家庭教育」，進而回歸正

常的生活秩序及自我的尊嚴感和自信心。臺中市政府102年提供補助經費計245萬6,000元整，

供社團法人台灣圓愛全人關懷協會設置創路學園，當年度招收人數計25人。 

 

四、行的方面 

 

（一）針對無法自行上下學之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費：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個案計 182

校 1,022 人，審查通過計 983 人；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個案計 185 校 1,097 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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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通過計 1,053 人，經費新臺幣總計 446 萬 187 元整。 

 

（二）為保障特殊教育學生之就學權益，臺中市政府除逐年汰換逾使用年限之身心障礙學生

交通車外，亦新購交通車以滿足身障學生上下學需求，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 3,376 萬

3,604 元整；另結合民間力量加速交通車汰舊換新，102 年度獲國際獅子會 300-C1 區

捐贈 3 輛小型交通車，臺中市計有 62 輛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提供無法自行上下學之

身障學生接送服務，每日載送學生數約 570 人，不僅車輛及服務學生數量居全國之冠，

且交通車皆符合使用年限之規定，以提供身障學生安全及舒適之乘車環境。 

 

五、育的方面 

 

（一）補助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及教科書費之學生 2,433 萬 8,522 元 

 

    為協助就讀臺中市國中小學校貧困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遭變故或經導

師認定）順利、安心學習，本市每學期提供貧困學生代收代辦費及教科書費之補助經費，補

助無力繳交學生代收代辦費(團體保險費) 549 萬 1,922 元；補助無力繳交學生代收代辦費(教

科書籍費) 1,854 萬 6,600 元。執行成效如表 8 

 

表 8   102 年度臺中市補助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學生執行成效一覽表 

年度 學期 

補助無力繳交學生代收代辦費(團體保險費) 

(國中小：158 元/位) 

補助無力繳交學生代收代辦費(教科書籍費) 

(國小：500 元/位；國中：600 元/位)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102 

101 下 11,606  1,833,748  5,831  921,298  11,606  5,803,000  5,831  3,498,600  

合計 2,755,046  9,301,600  

102 上 11,482  1,814,156  5,840  922,720  11,482  5,741,000  5,840  3,504,000  

合計 2,736,876  9,245,000  

經費總計 5,491,922  18,546,600  

本市補助 50% 2745961 927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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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弱勢學生補助教學措施，弭平學習落差 

 

    為關懷弱勢家庭之低成就學生，以弭平其學習落差，本市全力配合教育部提升國中小補

救教學實施方案，訂定本市整體推動計畫，包括召開各項說明會、培訓補救教學師資、辦理

補救教學行動研究工作坊、表揚參與補救教學表現優秀學生、舉辦玩藝兒創意生活營等…希

望把每一個孩子帶上來，一起為學生學習盡心力，確保每一位學生具備基本學力。本市 102

年度國小弱勢學生總計 8,647 人接受補救教學以及投入經費 7,020 萬 5,208 元。 

 

（三）推動夜光天使計畫，照顧學子讓家長無後顧 

 

    為強化弱勢家庭學童之教育輔導，避免家中乏人照顧的孩子課後在外流連，影響學業及

身心發展，本市政府配合中央政策自 97 年推動「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結合在地民間

資源，於夜間（17:00~20:00）免費提供課後安全、愛與關懷的教育環境，並供應其晚餐，輔

助弱勢家庭（低收入戶、單親、失親、隔代教養、家境特殊亟需關懷且下課後無適當教育照

顧或家庭功能確實失調，以致有影響其身心健康與發展）學童，能在安全的學習環境中獲得

妥善的夜間教育照護，使家長無後顧之憂，安心工作。本市自 102 年度共計開辦 23 班，受

惠學生達 305 人次，總經費達新臺幣 291 萬 898 元整。 

 

（四）推動弱勢學生游泳補救教學 

 

    有鑒於國內學生溺水事件偶傳，為減少憾事之發生，本市要求國小 4 年級以上學生均需

習得游泳能力，除由各校將游泳納入體育課程中實施外，另針對全市國小 5 升 6 年級之弱勢

學生規劃游泳補救教學方案，利用暑假期間提供每位弱勢學生至少 10 堂游泳補救教學課

程，希望所有學生均能習得游泳能力並於畢業前通過教育部規定之游泳檢測標準。102 年度

計補助 231 校、1,337 位弱勢學生，每人補助新臺幣 2,000 元，補助總金額 267 萬 4,000 元。 

 

（五）補助原住民學生文具費、族語開課費、助學金、團體保險費及教科書籍費用經費總計

1,807 萬 6,620 元 

 

1.原住民學生文具費(每人每學期 500 元) 經費總計 515 萬 7,500 元。 

2.原住民族語開課經費(教育局自籌款) 經費總計 263 萬 7,720 元。 

3.原住民學生助學金經費總計 312 萬 4,000 元。 

4.原住民學生團體保險費(國中小：158 元/位) 經費總計 162 萬 7,400 元。 

5.原住民學生教科書籍費(國小：500 元/位；國中：600 元/位) 經費總計 553 萬元。 

補助執行成效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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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02 至 103 年臺中市針對原住民學童及國高中學生補助執行成效一覽表 

年

度 

學

期 

原住民學生文具費 

(每人每學期 500 元) 

原住民族語開課經費 

(教育局自籌款) 

原住民學生 

助學金 

原住民學生團體保險費 

(國中小：158 元/位) 

原住民學生教科書籍費 

(國小：500 元/位； 

國中：600 元/位)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高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校

數 

金額 

校

數 

金額 

人

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102 

101

下 

3,262  1,631,000  1,958  979,000  176  1,231,300  49  85,359  130  1,430,000  

6,500  1,027,000  3,800  600,400  6,500  3,250,000  3,800  2,280,000  102

上 

3,251  1,625,500  1,844  922,000  187  1,219,440  45  101,621  154  1,694,000  

合計 6,513  3,256,500  3,802  1,901,000  363  2,450,740  94  186,980  284  3,124,000  

 

（六）提供弱勢家庭幼兒教育補助措施 

 

1.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經濟弱勢幼兒加額補助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之補助對象係以滿學齡 5 足歲幼童就讀臺中市公立幼

兒園及私立合作園為主，就讀公立者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7,000 元，就讀私立者

最每學期補助新臺幣 1 萬 5,000 元，其中倘幼兒及家長或監護人之家戶年所得於新

臺幣 70 萬元以下（不動產未逾 3 筆及公告現值總額 650 萬）且年利息所得不超過

10 萬元者，可再申請「經濟弱勢幼兒加額補助」，將依所得級距核予不同金額，補

助金額最高為 5,000~1 萬 5,000 元不等，以提供弱勢幼兒之教育機會。102 年度投入

經費計新臺幣 2 億 7,641 萬 8,387 元整，計 25,602 人次受益 (經費來源：中央補助款)。 

2.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 

    學齡 2 至 4 足歲的幼童，持有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每學期補助新臺幣 6,000

元，以協助其入學。102 年度投入經費計新臺幣 901 萬 8,000 元，計 1,503 人次受益(經

費來源：中央補助款)。 

3.低收入戶及寄養家庭學前幼童就學補助 

    學齡 2 至 4 足歲低收入戶及寄養家庭幼童，就讀臺中市公私立立案幼兒園，每

名幼兒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1萬 8,000元。102年度投入經費計新臺幣 1,980萬 6,834

元，計 1,188 人次受益(經費來源：臺中市預算) 

4.弱勢家庭幼兒參加公立幼兒園課後留園服務補助 

    為協助雙薪家庭父母安心就業及減輕弱勢家庭經濟負擔，本市配合教育部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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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立幼兒園課後留園服務，於教保服務時間結束至家長來接送小朋友前代為照

顧之服務，並針對低收入、中低收入戶、情況特殊及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30 萬元以

下之 5 足歲幼兒最高補助課後留園服務經費新臺幣 3,500 元。102 年度投入計 296 家

次幼兒園申請辦理，總計 5,449位幼童參與，其中 1,618位接受經費補助共 749萬 2,528

元。(經費來源：中央 90%，臺中市 10%)。 

 

（七）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支持服務 

 

1.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102 年度獎學金計補助 78 校 150 人，助學金計

補助 127 校 300 人，經費總計新臺幣 165 萬元整。 

2.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之學雜費減免： 

（1）私立國中小減免學雜費：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補助 22 校 274 人；102 學年度

第 1 學期計補助 25 校 296 人，經費總計新臺幣 454 萬 2,500 元整。 

（2）公私立幼兒園（機構）學雜費補助：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補助 203 校 339 人；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補助 162 校 272 人，經費總計新臺幣 397 萬 5,050 元整。 

3.就讀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機構)身心障礙幼兒家長教育經費補助：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計補助 352 校 833 人；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 317 校 686 人，經費總計新臺幣 1,037

萬 1,000 元整。 

4.獎勵立案私立幼兒園(機構)招收身心障礙幼兒補助：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補助 354

校 1,189 人；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補助 339 校 1,051 人，經費總計新臺幣 1,120 萬元

整。 

5.在家教育學生教育補助費：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補助 111 校 214 人，102 學年度

第 1 學期共計補助 104 校 188 人，經費總計新臺幣 703 萬 8,000 元整。 

6.102 年度特教方案暨專業人員服務計畫，經費總計新臺幣 4,355 萬 2,065 元整。 

(1)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教方案暨專業人員服務計畫，共計 3,390 人提出申請，其中

391 人通過物理治療服務、755 人通過職能治療服務、989 人通過語言治療服務、

128 人通過心理治療服務。另計 1,146 人申請教助員，其中計 1,051 人通過是項服

務。 

 (2)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特教方案暨專業人員服務計畫，共計 2,524 人提出申請，其中

432 人通過物理治療服務、722 人通過職能治療服務、1,011 人通過語言治療服務、

39 人通過心理治療服務。另計 1,376 人申請教助員，其中計 1,255 人通過是項服

務。 

7.102年度各類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相關經費總計新臺幣 681萬 1,470 元整，本市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借用審核通過者計 128 校 184 人；102 學年

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借用審核通過者計 57 校 70 人。 

8.102 年度辦理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身心障礙專班自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共計 29 校提出申請，333 名學生參加；另為提供本市身心障礙

學生寒暑假期間之照護服務，本市亦規劃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寒暑假照顧服務，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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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照顧身心障礙子女身心負擔及經濟壓力，102 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寒暑假照顧服

務共有 15 校提出申請，計有 210 名學生參加，經費總計新臺幣 972 萬 9,905 元。 

9.為長期住院學生設置醫院床邊教學班：本市於今（102）年 8 月 1 日在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設置「醫院床邊教學班」，由 5 位床邊教學教師進駐醫院為長期住院學生

上課，國小階段編制 2 位特教老師，國中階段則有 3 位特教老師，教學方式以個別

輔導或小組教學方式進行，經費總計新臺幣 377 萬 4,080 元整。 

 

 

 
醫院床邊教學巡迴輔導 由現職校長與退休校長為病童說故事 

 

10.102 年度補助本府各級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大字書、點字書及有聲書等適性教材，經

費總計新臺幣 343 萬 6,995 元整。 

11.為落實校園無障礙環境，使行動不便之特教學生於校園內行動自如、安全，本市

102 年度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 7,408 萬 3,750 元整辦理各校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計

畫，以提供特殊教育學生最少限制的學習環境。 

 

（八）落實新住民教育關懷 

 

1.102 年度設有 2 處新移民學習中心，分別設置於大甲區德化國小、西區忠信國小，

課程內容包含生活適應輔導、地方民俗風情、家庭婚姻教育、子女教養、語言學習、

親子共讀、輔導取得進階學歷等 7 種課程。 

2.辦理新住民火炬計畫，自 101 學年度起，針對全校新移民子女人數超過 100 人以上

或比率大於 10%之重點學校，分別補助 60 萬、40 萬及 20 萬元辦理新移民專案活動，

102 年度計有 24 所學校，36,479 人受惠。 

 

 (九)補救教學：教育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落實教育機會均等的理想，才能實現社會

公平正義。為關懷弱勢家庭之低成就學生，以弭平其學習落差，本市全力配合教育部提

升國中小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訂定本市整體推動計畫，包括召開各項說明會、培訓補救

教學師資、辦理補救教學行動研究工作坊、表揚參與補救教學表現優秀學生、舉辦玩藝

兒創意生活營等，希望把每一個孩子帶上來，一起為學生學習盡心力，確保本市國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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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每一位學生具備基本學力。本市 102 年度國小弱勢學生總計 8,647 人接受補救教學，

以及投入經費 7,020 萬 5,208 元。 

 

(十)英語生活營：本市持續關懷照顧弱勢學生，每年皆辦理各項英語生活營隊，102 年暑假

舉辦之「暑期分區英語國際生活營」、「和平區英語生活營」皆於實施計畫中明訂優先

錄取原住民、新移民子女、中低收入戶、隔代教養或單親家庭、身心障礙等弱勢學生，

且一律免費參加，若有賸餘名額才開放一般學生參加。102 年度總投入經費達 157 萬元

整。 

 

(十一)原住民學生相關補助：本市非常重視原住民籍及弱勢學生就學福利，每年均積極辦理

相關補助事項，以提供原住民學生安心就學的學習環境，增進原住民籍及弱勢學生學習

成效；102 年度針對原住民籍國小及國高中學生各項補助執行成效如下： 

   1. 補助原住民籍國中小學生文具費：每學期每生 500 元，受惠學生計 10,315 人次，投入 

     經費 515 萬 7,500 元整。 

2.補助原住民族語開課經費：積極推動本土教育及族語薪傳，投入經費 263 萬 7,720 元整。 

3. 補助原住民籍高中學生助學金：受惠學生 284 人次，投入經費 3,124,000 元整。 

4. 補助原住民籍國中小學生團體保險費：每年每生 158 元，受惠學生計 10,300 人次，投 

  入經費共 162 萬 7,400 元整。 

5. 補助原住民籍國中小學生教科書籍費：國小每年每生 500 元，國中每年每生 600 元， 

  受惠學生計 10,300 人次，投入經費共 553 萬元整。 

 

(十二) 教育優先區計畫：本計畫共有 170 所國中小參與，包含以下七大補助項目:推展親職

教育活動、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充實學校基本教學

設備、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通車、整修

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總投入經費為 10,267,449 元。 

 

 

 

梨山藝術季 藝術家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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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補助國小學生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本市配合教育部政策，對於弱勢學童之協助建立

「中央-地方-學校」三級協助防護網；補助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學生身分為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及家庭突遭變故經導師認定者，補助項目包含教科書書籍費（500 元）、家

長會費（100 元）及學生團體保險費（158 元），補助上限 758 元，本案經費由本市及

各校自籌 50%、教育部補助 50%。如學校申請教育部補助款仍有不足，除學校年度預算

可以支應外，清寒學生另可申請教育儲蓄戶專案，獲得代收代辦費補助，本市不致有學

生因經濟因素而失學。102 年度補助經費共計 1,748 萬 5,322 元，共 22,924 名弱勢學生受

惠。 

 

（十四）科學體驗營：辦理學生科學體驗營，實施計畫中明訂優先錄取原住民、新移民子女、

中低收入戶、隔代教養或單親家庭、身心障礙等弱勢學生，且一律免費參加，若有賸餘

名額才開放一般學生參加。規劃 103 年 1 月 22-23 日辦理寒假學生科學研習營，編列經

費 8 萬元整由忠明國小承辦，預計受惠 18 所學校 72 名學生。103 年暑假規畫山海屯中

四區各辦理一梯次，共計四梯次投入經費 54 萬元。 

 

（十五）科學教育戶外教學：為鼓勵本市偏遠小學善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資源，促進科學

教育向下扎根，以均衡城鄉學生發展，本市訂定「補助偏遠地區國小參觀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實施計畫」，補助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師生參觀科博館「從龍到獸」特展、展示場

及太空劇場所需經費，102 年度計有 31 所偏遠地區國小獲得補助，共約 1,600 位偏遠地

區國小學生受惠。102 年度投入經費約 20 萬元。 

 

（十六）科學教育館資源運用：102 年 9 月至 10 月，本市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共同舉辦 「行

動科教館」巡迴活動，於 102 年 9 月 13、14 日在北屯區仁美國小辦理科學園遊會、9 月

23 日至 10 月 4 日於梧棲區大德國小及東山高中辦理定點參觀、9 月 23 日至 10 月 4 日同

時開放偏遠地區學校申請到校服務活動；「行動科教館」巡迴活動提供國中小學生及市

民多元的科學體驗，並將豐富的科教資源透過各類科學教育活動送至偏遠地區學校和社

區，促進城鄉科學教育平衡發展。102 年度投入經費約 53 萬 6,000 元。 

 

（十七）社會資源進入校園：為鼓勵本市偏遠小學善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資源，促進科學

教育向下扎根，以均衡城鄉學生發展，本市推薦偏遠地區及發展自然科學教育特色學校

名單，提供學校參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到校服務活動」，102 年度計有 20 所學校受

益，共約 800 位偏遠地區國小學生受惠。 

 

六、樂的方面 

 

（一）2013 紙風車臺灣動物昆蟲創意展 

 

    本市重視藝術教育，繼「格列佛人體藝術探索館」及「紙風車恐龍藝術探索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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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邀請全市孩子一同進入紙風車的創意世界。2013 紙風車推出「臺灣動物昆蟲創意展」，

邀請本市公立國民小學暨公私立幼兒園及特教學校踴躍提出申請。採戶外教學模式進入「紙

風車台灣動物昆蟲創意展」。由於豐富多元的動物與昆蟲創意，引發同學與老師的熱烈討論。

配合展覽說明，詳盡介紹所有動物與昆蟲的特色、習性、棲息地等相關知識，讓大小朋友對

台灣特有的動物、昆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尤其是結合成語故事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螳臂擋車」、「無頭蒼蠅」等巨型展品，都引發老師與同學的興趣。另外，在「三合院」裡

的小雞、小豬與小白兔等，更讓孩子驚喜連連；在進入大鯨魚的肚子裡，同學們更是興奮地”

哇”聲不斷！參觀民眾絡繹不絕，反應熱烈，計有公立國民小學計 188 校次、4 萬 6,724 人

參加，公私立幼兒園計 166 園次、9,872 人參加。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公立國民小學及公

私立幼兒園暨特教學校申請參觀 2013 紙風車臺灣動物昆蟲創意展門票，每人每張以新臺幣

（以下同）100 元計算，合計 565 萬 9,600 元整。本活動另補助公立國民小學交通車，特偏地

區（含和平區 8 校）每校每輛補助 8,000 元，偏遠地區每校每輛補助 5,000 元，其餘每校每

輛補助 3,000 元。實際支出計 337 萬 8,000 元整。 

 

（二）暑期運動體驗營 

 

    為配合學生暑假假期提供正當健康的休閒活動，讓學生擁有更多的運動機會及場所，並

促進學生運動風氣及提高學童學習各類運動之興趣，本市鼓勵本市學校辦理青少年運動體驗

營活動，充實學生的暑假生活。活動主題包括籃球、排球、足球、棒球、羽球、跆拳道、桌

球、直排輪、扯鈴、田徑、飛盤、舞蹈…等運動種類，並要求各校應優先錄取弱勢學生，以

讓弱勢學生也能快樂過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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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多元化】 

近年來，社會對教育多元樣貌的期待與日俱增，各縣市也投注資源，讓各類理

念型的實驗教育有機會回應家長的教育選擇權，也為未來多元人才作準備。請

貴縣市就教育多元性的辦理狀況回答以下問題。 

永續基礎面 

20. 請問貴縣市是否有支持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自學（機構、團體、個人）的

法規或行政命令：□(1)有 □(2)無。請列出法規或行政命令名稱：                                 

回答 

臺中市有支持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自學（機構、團體、個人）的法規或行政命

令：■(1)有 □(2)無。法規或行政命令名稱：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1)有 □(2)無。請列出法規或行政命令名稱：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補充規定： 

本市於民國 94 年全國首創自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令，鼓勵對教育有興趣的個

人或團體進行教育實驗，而 100 年教育部訂有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本市遂配合制定相

關補充規定。 

 

一、非學校型態實驗團體及機構 

 

本市於民國 94 年全國首創自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令，鼓勵對教育有興趣

的個人或團體進行教育實驗，辦理迄今，申請非學校型態個人教育人數、團體及機構間

數每年成長。本市申請非學校型態個人教育之家長，均根據該子弟發展狀況、興趣、能

力規劃適合其個人特性之課程及教師，以達到因材施教之目的。此外，本市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辦學理念以華德福精神及文化經典為主軸，除教導學生基本學科知

能外，更養成學生重視家庭責任和報恩的美德、強調社會人際關係和諧、應對進退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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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及共同合作的工作倫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所受法規限制較少，提供有意興學私人

辦學空間，創造多元教育環境，增加家長教育選擇權，營造多元共榮的教育發展。 

    目前非學校型態實驗團體及機構列如表 10： 

 

   表 10  非學校型態實驗團體及機構 

名稱 成立時間 學生人數 

弘明實驗教育機構 92 年 3 月 94 

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92 年 4 月 191 

道禾實驗教育機構 92 年 9 月 64 

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97 年 2 月 179 

草悟華德福實驗教育自學團體 101 年 8 月 30 

青陽實驗團體 101 年 8 月 6 

善美真實驗教育團體 102 年 8 月 18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自學團 102 年 8 月 30 

迦美地華德福實驗教育學園 102 年 8 月 13 

快樂華德福自學團體 103 年 2 月 18 

 

二、創路學園投入 

 

本市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

學輔導工作原則」辦理多元型態中介教育安置措施，包括資源式中途班(不提供住宿)及合作

式中途班(部分提供住宿)。旨在提供中輟學生及中輟之虞學生多元另類適性課程及輔導措

施，透過多樣的教導方式和創新課程，創造不同的學習方式和經驗，讓學生能在安定接納的

環境中，重建價值感與隸屬感。 

(一)資源式中途班:本市 102 年度擇定豐南、大華、潭子、育英、五權、雙十、安和、 

大德及四育等 9 所國中辦理，共補助新臺幣 282 萬 5,605 元，計有 76 名學生就讀。

為達教學資源共享目的，學校除招收校內中輟復學學生外，鄰近學校可與承辦學

校申請轉介學生就讀。 

(二)合作式中途班: 本市 102 年補助新臺幣 245 萬 6,000 元供社團法人臺灣圓愛全人 

關懷協會設置創路學園，專門招收因家庭因素導致其行為偏差之中輟男學生，計

25 人。            

 

三、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英語巡迴教師服務實施要點 

 

透過教師「共聘」制度，解決中小型學校特殊專長師資不足問題：良好的教育是開發個

人潛能，進而實現自我的關鍵，更是國家永續發展的希望工程。本市教育方針長期致力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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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學習成效，透過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落實教學正常化，來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國小雖

然是包班制，但是英語、藝能科仍須以專長教師授課，如此學生才有學習的保障。 

       為解決本市中小型學校英語教師的不足，本市 102 學年度特別招聘 30 位國小英語巡迴

教師，每學年度視學校師資狀況，以共聘的方式，分配至各校負責英語教學。本學年度英語

巡迴教師已分發至鹿峰國小等 9 所中心學校，並依據各校申請情形，分配至大甲區東陽國小

等 50 校協助英語教學，以落實教學正常化、教師依專長授課的目標，協助各校英語教學，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本市相當重視偏鄉小校學生學習資源不足的問題，除了英語教學外，其他學科如聽覺藝

術、視覺藝術、體育等專業科目，偏鄉小校師資亦嚴重不足，未來將透過共聘師資的方案，

鼓勵各校共聘具備聽覺藝術、視覺藝術、體育等專長之教師，從根本解決師資不足、專長不

能發揮的問題，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21. 請問貴縣市是否有負責規劃/推動/執行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自學的專職行

政單位： □(1)有 □(02)無。請列出單位名稱：                                              

回答 

臺中市有負責規劃/推動/執行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自學的專職行政單位： 

■(1)有 □(02)無。單位名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國小教育科 

 

 (1)有 □(02)無。請列出單位名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國小教育科 

 

本市教育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已明列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實驗教育與研究事項，專職行政

單位分別為本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國小教育科，且均有編制內正式科員負責承辦業務。 

本市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與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召開「臺中市籌設原住民完全中學工作研

商會議」，會後即於 101 年 11 月 15 日前往和平區和平國中及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技藝研習

中心實地查勘研商籌設原住民完全中學，並拜訪國立東勢高工及玉山高中研商設立原住民專

班可行性，經研商結果，原住民技藝研習中心表示該中心園區係原臺灣省政府時代規劃、設

置，中心園區本來就規劃設立高中職結合技藝研習傳承原住民工藝、文化，對於擬於該址籌

設國立原住民實驗中學一節表認同與支持。本市目前刻正委由和平國中設計全市原住民就讀

原住民實驗高級中學或高中職附設原住民專班意願調查表及撰寫初步規劃計畫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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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請問貴縣市 102 年投注在發展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鼓勵自學的預算為多

少？            

回答 

臺中市 102 年投注在發展理念型實驗教育或是鼓勵自學的預算為 5,609 萬元。 

 

一、國民小學英語巡迴教師服務共聘制投入經費 3,000 萬元 

 

國小長久以來因教師員額編制少，小校無科任教師，以及教師為包班制等因素，造成英

語教師不足或教師無法專長授課。為解決此一困境，102 學年度在吳榕峯局長指示下，本市

招聘 30 位國小英語巡迴教師，每學年度視學校師資狀況，分配至各校負責英語教學以提升

本市英語師資。 

本市於 102 年 8 月 19 日頒布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英語巡迴教師服務實施要點，以規範

英語巡迴教師權利與義務，條文中除敘明英語巡迴教師須至分配學校實施英語教學、規劃課

程設計與學生學習輔導等與教學相關事項外，考量教師往返多校，明訂教師服務二所學校

者，得酌減授課節數一節；服務三所學校以上者，得酌減授課節數二節，並得支給交通費之

補助。為避免師資流失，規定巡迴教師應聘後五年始得轉任一般英語教師。 

102 學年度英語巡迴教師分發至鹿峰國小、大安國小、龍海國小、僑榮國小、豐原國小、

石岡國小、中坑國小、新盛國小及梨山國中小等 9 所中心學校， 依據各校申請情形，分配

至大甲區東陽國小等 50 校協助英語教學，以期協助各校英語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為解決中小型學校英語教師不足，本市以共聘方式招聘 30 位國小英語巡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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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路學園 528 萬 1,605 元 

 

    本市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

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辦理多元型態中介教育安置措施，包括資源式中途班(不提供住

宿)及合作式中途班(部分提供住宿)。旨在提供中輟學生及中輟之虞學生多元另類適性課

程及輔導措施，透過多樣的教導方式和創新課程，創造不同的學習方式和經驗，讓學生

能在安定接納的環境中，重建價值感與隸屬感。 

 

(一)資源式中途班:本市 102 年度擇定豐南、大華、潭子、育英、五權、雙十、安和、 

大德及四育等 9 所國中辦理，共補助新臺幣 282 萬 5,605 元，計有 76 名學生就讀。

為達教學資源共享目的，學校除招收校內中輟復學學生外，鄰近學校可與承辦學

校申請轉介學生就讀。 

 

(二)合作式中途班: 102 年補助新臺幣 245 萬 6,000 元供社團法人臺灣圓愛全人關懷協

會設置創路學園，專門招收因家庭因素導致其行為偏差之中輟男學生計 25 人。 

 

三、 招聘外師及英語協同教學人員投入 2,200 萬元 

 

（一）為培養具國際觀之現代國民，充實本市英語教學師資，建構優質英語學習情境，藉由

中、外籍教師協同教學，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語言溝通能力，瞭解及接納多元文化，增

進學生之視野與胸襟，以擴展其世界觀。此外，經由中外師交流、課程教材的編選、教

學觀摩與經驗分享，充實本市英語教師專業知能。 

 

（二）102 年度本市聘僱外籍英語教師 10 名及外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 10 名，由本市支應新

臺幣經費共計 2,200 萬元，分派至 23 所國中小服務並巡迴偏遠地區學校辦理英語活力

營，共計辦理 44 場次，成效良好，獲得各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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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面 

23. 請問貴縣市辦理教育多元化情況：理念型實驗教育學校名稱為（包括公辦

公營和公辦民營等）：                      ，共      所，學生數         

人；機構型自學為(請列機構名稱)：                  ，共        所，

學生數         人；團體自學為(請列機構名稱)：                   ，

共        所，學生數         人；個人自學共        人。 

回答 

臺中市辦理教育多元化情況：理念型實驗教育學校名稱為（包括公辦公營

和公辦民營等）：資源式中途班(分別設置於豐南、潭子、大華、育英、五權、

雙十、安和、大德及四育等 9 所國中非住宿型)及創路學園(合作式中途班，住

宿型) 共 10 所，學生數   150   人；另外，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磊川

實驗教育機構、弘明實驗教育機構及道禾實驗教育機構、草悟華德福實驗教育

自學團體、青陽實驗團體、善美珍實驗教育團體、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自學團、

迦美地華德福實驗教育學園及快樂華德福自學團體，共  10 所，學生數 643  

人；學生自學 73 人。以上總計共  20 所，學生數 866 人 

（一）機構型自學為(請列機構名稱)：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磊川實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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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機構、弘明實驗教育機構及道禾實驗教育機構，共 4 所，學生數 528 人。 

（二）團體自學為(請列機構名稱)：草悟華德福實驗教育自學團體、青陽實驗

團體、善美珍實驗教育團體、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自學團、迦美地華德福

實驗教育學園及快樂華德福自學團體，共   6 所，學生數  115 人。 

（三）個人自學共  73 人。 

（四）臺中市研商籌設原住民完全中學。 

 

一、機構、團體、個人自學 

 

（一）機構型自學為(請列機構名稱)： 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磊川實驗教育機構、弘明

實驗教育機構及道禾實驗教育機構 ，共 4 所，學生數 678 人。 

 

（二）團體自學為(請列機構名稱)： 草悟華德福實驗教育自學團體、青陽實驗團體、善美珍

實驗教育團體、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自學團、迦美地華德福實驗教育學園及快樂華德福

自學團體 ，共 6 所，學生數 115 人。 

 

（三）資源式中途班(分別設置於豐南、潭子、大華、育英、五權、雙十、安和、大德及四

育等 9 所國中非住宿型)及創路學園(合作式中途班，住宿型)共 10 所，學生數 150 人。 

 

（四）個人自學共 73 人。 

 

二、籌設原住民完全中學 

 

為落實教育多元化，提供本市原住民學生更豐富實務之學習內容，本市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與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召開「臺中市籌設原住民完全中學工作研商會議」，研商籌設原住

民完全中學及設立原住民專班可行性，另本市亦正籌組「原住民教育諮詢小組」，針對原住

民學生技藝教育訓練及轉銜方案、設立原住民完全中學及幼兒園至高中階段族語教育等 3 項

進行規劃，期即早推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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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多元和創新 

24. 請問貴縣市教育白皮書中是否有提出發展理念型實驗教育、鬆綁自學規

範、增加教育選擇權和鼓勵學校創新的施政方向：□(1)有 □(2)無。請說

明內容：                     

回答 

臺中市教育白皮書中有提出發展理念型實驗教育、鬆綁自學規範、增加教育選

擇權和鼓勵學校創新的施政方向：■(1)有 □(2)無。 

 

■(1)有 □(2)無。請說明內容： 

 

一、非學校型態實驗團體及機構 

 

本市於民國 94 年全國首創自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令，鼓勵對教育有興趣

的個人或團體進行教育實驗，辦理迄今，申請非學校型態個人教育人數、團體及機構間

數每年成長。本市申請非學校型態個人教育之家長，均根據該子弟發展狀況、興趣、能

力規劃適合其個人特性之課程及教師，以達到因材施教之目的。此外，本市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辦學理念以華德福精神及文化經典為主軸，除教導學生基本學科知

能外，更養成學生重視家庭責任和報恩的美德、強調社會人際關係和諧、應對進退的合

宜及共同合作的工作倫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所受法規限制較少，提供有意興學私人

辦學空間，創造多元教育環境，增加家長教育選擇權，營造多元共榮的教育發展。 

    目前非學校型態實驗團體及機構列如下：97 年 2 月成立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學生人數 179 人；92 年 4 月成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學生人數 191 人；92 年 3 月

成立弘明實驗教育機構學生人數 94 人；92 年 9 月成立道禾實驗教育機構學生人數 64

人；1 01 年 8 月成立草悟華德福實驗教育自學團體學生人數 30 人；101 年 8 月成立青

陽實驗團體學生人數 6 人；102 年 8 月成立善美真實驗教育團體學生人數 18 人；102 年

8 月成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自學團學生人數 30 人；102 年 8 月成立迦美地華德福實驗

教育學園學生人數 13 人；103 年 2 月成立快樂華德福自學團體學生人數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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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途班 

 

     資源式中途班(分別設置於豐南、潭子、大華、育英、五權、雙十、安和、大德及

四育等 9 所國中非住宿型)及創路學園(合作式中途班，住宿型)共 10 所，學生數 150 人。 

 

三、英語實驗課程 

 

（一）自 102 學度起，本市延請大坑國小學生家長美國籍牧師 David、其太太 Pamela、

年輕的實習牧師 Michael 及教育局國際志工 Mari 在大坑國小擔任該校低年級學生課後

班英語教師，額外提供學校低年級學生一週 8 節外師英語課。 

這些外師與校內協同教師共同設計課程，如數字、顏色、形狀、家庭稱謂、運動、

玩具、生活時間作息等。透過每天下午兩節課，全程以美語對話，經過將近一年的學習，

低年級小朋友英語聽力有顯著進步，甚至廣泛得到家長讚許。為延續及深化學生英語能

力，本市將課後英語班延伸至三年級，以持續培養學生英語聽說能力，進而發展成學校

特色。 

 

（二）本市為充分運用現有外師師資，發揮人力最大化，自 102 學年度起，規劃辦理外

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英語活力營」，透過外籍英語協同教學人員及各申請學校原教學

人員，營造有趣、生活化之英語文學習環境，激發學生學習國際語言之興趣，奠定英語

基本溝通能力並提升其學習成效。並能藉此讓學生在自然的情境中學會生活常用英語，

增加口語練習機會並能靈活運用。 

本計畫內容包含國際文化介紹與體驗 Culture: holidays、英語故事與閱讀 Story 

telling & reading、英語歌曲律動 Hobbies: music or sports、英語團康活動等 Food or 

games，自 102 學年度起，共吸引全市約 30 所學校申請，受惠學生約 1800 人，申請學

校遍及山、海、屯、中各區學校。本市期透過非正式課程，逐步全面提升本市國小學生

外語能力，以弭平城鄉差距，進而體驗國際文化，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增進學子對國際

多元文化的尊重與了解。 

 

（三）有鑑於研究發現，一般學生學習英語成效彰顯不易，學生英語落差顯而易見，而

社會貧富差距問題更造成學習兩極化之現象。並考量學生不同程度與避免因分級教學的

被標籤化現象，期透過有趣的電子化教材設計找回學生對英語聽、說、讀、寫的學習興

趣，亦希望讓資源能建構於各校當中，縮短城鄉之間的社會資源差距，提升本市學生外

語能力，塑造全民英語環境，建立 E 世代終身學習的社會環境。本市與康乃爾英語共同

合作分別於長安國小及神岡國小辦理英語電子書計畫。 

本計畫透過各校網路系統，建構外語學習環境，「持續」與「有規律」的安排有聲

故事課程，訓練學生英文聽力。並利用生活化、趣味化且貼近兒童的經驗的故事，以現

場說講述的方式引起兒童之注意，進而延續英語學習的興趣。係透過網路與廣播打破地

域限制，讓社會經濟弱勢學童也能享受零時差的英文學習。在學習面向上：寄望透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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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完整的英語學習環境，並鼓勵孩子「密集」與「規律」性的接觸英文，以確實達成提

升英文能力之目的。 

 

四、創路學園 

 

本市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

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辦理多元型態中介教育安置措施，包括資源式中途班(不提供住

宿)及合作式中途班(部分提供住宿)。旨在提供中輟學生及中輟之虞學生多元另類適性課

程及輔導措施，透過多樣的教導方式和創新課程，創造不同的學習方式和經驗，讓學生

能在安定接納的環境中，重建價值感與隸屬感。 

 

（一）資源式中途班：本市 102 年度擇定豐南、大華、潭子、育英、五權、雙十、安和、

大德及四育等 9 所國中辦理，共補助新臺幣 282 萬 5,605 元，計有 76 名學生就讀。為

達教學資源共享目的，學校除招收校內中輟復學學生外，鄰近學校可與承辦學校申請轉

介學生就讀。 

 

（二）合作式中途班(創路學園)：本市 102 年補助新臺幣 245 萬 6,000 元供社團法人臺

灣圓愛全人關懷協會設置創路學園，專門招收因家庭因素導致其行為偏差之中輟男學

生，計 25 人。 

 

五、創新教學 

 

（一）和平區達觀國小族與實驗課程 

本市以「生活即學習」的原住民民族實驗小學為藍圖，借鏡南半球發展非常成功的

紐西蘭毛利文化教育模式，於本市原住民泰雅族學校-和平區達觀國小研擬教學創新方

案，提供多方面學習選擇，促使學生多元學習，進而活絡校園，打造一個「全族語沉浸

式教學」的泰雅族原住民實驗學校，讓原住民學生可以習得語言中的文化層次、文化內

涵及文化自信，走出自己泰雅文化的新紀元。 

本計畫在達觀國小成立民族教育課程研究團隊，彙集泰雅族耆老口述訪談資料，編

纂泰雅族民知識為本的教材，透過教育夥伴及當地特有地理、社區等元素，結合校本課

程發展學校特色，並藉由資源共享方式，開放社區或民間團體共用，經由部落社區結盟

及原鄉資源的引入，延伸學校推動民族教育課程的深度與廣度，展現族語教學及文化傳

承之新風貌，進而活絡校園，促使校園空間活化，達致最大學習效益。 

預期達觀國小有 70%以上的學生能以全母語學習，有 80%以上之學生能參與學校原

住民族音樂、體育、美術及舞蹈特色課程活動，並強化學校老師和社區族語教學及文化

傳承的使命感，進而建置區域型泰雅文化教學資源中心，整合大安溪泰雅文化資源，展

現民族實驗小學成為族語薪傳的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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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市 102 年度推動「閃亮大臺中」特色遊學旗艦計畫，結合山、海、屯、中區的特

色學校暨周邊優質遊學亮點，以北屯區文昌國小為中心，結合南區國光國小、北屯區大

坑國小、大甲區文昌國小、清水區清水國小、龍井區龍港國小、神岡區豐洲國小、霧峰

區桐林國小、和平區博愛國小等共 9 所學校，成立 9 所遊學基地，集結本市 9 所特色學

校之特色課程，規劃了「中都尋奇」、「山野探珍」及「海墘賞味」三條路線的遊學行程，

推廣本市特色遊學。 

 

  

 

本計畫提供全市各校共計 45 次特色遊學試航活動補助行程，估計受益學生近 2,000

人，引發本市各國小莫大迴響，未能成行者亦對「遊學」型態有初步認識。參與師生都

感受到全新的學習與教學體驗，且普遍表達高度的興趣為未來全面發展遊學埋下種子。

另編製「遊學大臺中」專書，藉著本書呈現的優質特色遊學課程，豐富大臺中的教育內

涵，提供各校做為學校創新經營模式的參考。103 年起將繼續推動此計畫，鼓勵更多學

校推動豐富多元的特色遊學課程。 

 

 

http://www.tc.edu.tw/upload/epaper/34/b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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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簡稱:科博館)合作提出「參觀前、中、後」的創新學

習服務模式，針對學校師生族群，配合學校課程教學需求，結合科博館數位典藏與數位

學習成果及展示科教活動，開發新型態的「虛實整合」教材，並透過數位互動導覽「行

動探索背包」，在師生到館參觀時，可透過平板電腦協作學習。 

虛實整合課程係透過結合學校與博物館個別最具擅長與優勢的實體及數位教材，落

實運用博物館多元累積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轉化加值互動教材，以及實體博物館

典藏、展示、與教育關聯物件、活動及人力資源，進行課程統整設計，發展連結學校及

博物館教學場域之創新性主題式教學套裝課程。目前已規劃出「探索植物」虛實整合課

程。 

本市為均衡鄉間與城鎮學校使用科博館教育資源之機會，及鼓勵偏遠地區學校善用

社會教育資源，增進學校教學之實際成效，對於偏遠學校，將酌予補助其至科博館之交

通費用，並就學校預約之日期，協助安排參觀「探索植物」虛實整合課程日期。 

  

六、小學英語巡迴教師共聘制服務 

 

國小長久以來因教師員額編制少，小校無科任教師，以及教師為包班制等因素，造成英

語教師不足或教師無法專長授課。為解決此一困境，102 學年度在吳榕峯局長指示下，本市

招聘 30 位國小英語巡迴教師，每學年度視學校師資狀況，分配至各校負責英語教學以提升

本市英語師資。 

本市於 102 年 8 月 19 日頒布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英語巡迴教師服務實施要點，以規範

英語巡迴教師權利與義務，條文中除敘明英語巡迴教師須至分配學校實施英語教學、規劃課

程設計與學生學習輔導等與教學相關事項外，考量教師往返多校，明訂教師服務二所學校

者，得酌減授課節數一節；服務三所學校以上者，得酌減授課節數二節，並得支給交通費之

補助。為避免師資流失，規定巡迴教師應聘後五年始得轉任一般英語教師。 

102 學年度英語巡迴教師分發至鹿峰國小、大安國小、龍海國小、僑榮國小、豐原國小、

石岡國小、中坑國小、新盛國小及梨山國中小等 9 所中心學校， 依據各校申請情形，分配

至大甲區東陽國小等 50 校協助英語教學，以期協助各校英語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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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請問貴縣市因應公立學校小校整併，是否曾提出相關創新轉型的再造重生

計畫：□(1)有 □(2)無。請說明內容：                                                  

回答 

臺中市因應公立學校小校整併，有提出相關創新轉型的再造重生計畫： 

■(1)有 □(2)無。請說明內容： 

 

一、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整併作業要點 

 

   為因應臺中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小校整併，本府業以 102 年 12 月 31 日府授教小

字第 1020256702 號函頒「臺中市市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整併作業要點」。本市將先行

開放合於規定之學校不受學區限制，讓學校得以擴大招生來源，學校可由研擬教學創新

方案，提供家長與學生多樣學習選擇，或由社團學習等樣態，提供多方面學習選擇，促

使學生多元學習，進而活絡校園。且為配合相關政策推動校園空間多元活化，透過各類

活化模式試辦學校經驗分享，全面推動本市各校校舍活化利用，運用校園既有條件，地

理因素、社區因素、使用頻率及學校社區發展需求等層面，多元活化利用，或配合本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開放機關團體或協力團體租借使用或

委外經營利用，藉以費用收取，挹注校園，發揮資源效益及促進學校、社區進步之雙贏

互惠；或運用勞務採購等方式，結合課程發展學校特色、資源共享開放社區或民間團體

共用，或進行產權轉移，調整空間委外等方式辦理，鼓勵學校教學創新，發展特色經營，

以增加家長選擇，進而促使教育多元，使本市校園空間活化使用達最大效益，再造重生

契機，落實永續經營。 

 

二、臺中市校園空間活化計畫 

 

    此外，本市鼓勵各級公立學校妥善運用減班之空餘教室，提供師生優質教育空間及

家長、社區民眾多元利用場地，亦研訂本市校園空間活化計畫，期許學校積極結合在地

化社區文化，發展特色課程，以達成精緻教育品質的政策，並實現活化校園空間，擴展

使用效益；鼓勵教學創新，提升教育價值；增加家長選擇，促使教育多元；推動校園轉

型，再造重生契機及結合地方資源，落實永續經營等目標。 

    在不影響教學及生活管理之原則下，依據校區土地屬性類別及可釋放空間，評估可

供以教育性質為目的之活化利用方式，依社區型態，成立社區教育中心、地方文化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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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中心、藝術工作坊或其他可促進地方及社區發展之用途，或幼托機構、藝文展

演等幼兒教育、藝術教育等活動空間，或提供作為體育館、游泳池等體育場地，新移民

學習中心、樂齡學習中心、成人教育中心、社區終身學習中心、樂活運動站、偏鄉學校

數位機會中心、能(資)源教育中心、教師研習中心、特教資源中心等終身學習場所，或親

子館、社區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文物陳列室、科學教育館、童軍場所等社教機構、

以及社區照顧中心、老人福利中心、身心障礙休閒中心等。 

 

 

鼓勵學校活化校園空間，發展特色亮點 

26. 請列出其他不在以上問題中，但是貴縣市增進中小學教育教學創新和增加家

長教育選擇相關的政策和資源投入作為：                                                    

回答 

不在以上問題中，但是臺中市增進中小學教育教學創新和增加家長教育選

擇相關的政策和資源投入作為：技藝教育、國中小藝才班、有系統設置體育班、

多元型態中介教育。 

因材施教是儒家教育的中心思想，簡單的說便是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施以適當的、

不同的教學場域及方法，使人人都能適性、適才的發展。為秉持因材施教的理想，並尊

重家長們不同的教育理念，本市持續推動「國中技藝教育」、「國中小藝才班」及「體育

班」等，並為學術性向不明顯、學習興趣低落的學生提供「多元型態中介教育」另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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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型態，讓本市學生及家長有更多元的教育選擇權。以下就「國中技藝教育」、「國中小

藝才班」、「體育班」及「多元型態中介教育」一一說明： 

 

一、技藝教育 

 

    國中學生正處於身心變化劇烈的時期，一方面生理急速成熟，另一方面心理上正

值狂暴叛逆的階段，爰應配合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教育施以教育，導引學生適性發

展，充分發展其潛能，並輔導學生習得職業基礎知能，為繼續升學或就業奠定基礎。

各校針對學術性向不明顯、學習興趣低落之國三學生，每學期開設 1-2 職群技藝教育

課程，讓學生試探性向。 

 

 

             技藝教育 

 

(一)具體作法 

 

1.基於職業試探的理念，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主要為試探性質，實作多於理論，使 

學生可多些實務學習，以加深對職業生涯的認識。 

2.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每週以選修 3 節至 12 節為原則，學校視學生興趣與需求 

開辦，提供國三學生在上、下學期分別選修 1至 2職群；上下學期開設選修相

同職群者，下學期課程則以加深加廣及實作課程為主。辦理模式可選擇和高

中職校合作辦理，抑或國中自辦。 

3.技藝教育專案編班係將選習技藝教育學生集中 1 班，每週 7-14 節至合作的高中 

職校上課，學生畢業後可循實用技能學程或其它管道升學。 

 

(二)實施成效 

 

1.抽離式技藝教育： 

(1)102 學年度本市共 80 所國中開辦，合作班計 86 班，自辦班計 68 班，偏遠地

區 4 班，合計共開辦班數計 158 班，參加學生計 9,024 人次，本市共補助開

辦經費計 2,919 萬 7,795 元整。 

(2)開辦職群包含：食品、餐旅、家政、設計、商管、農業、動力機械、電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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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機械及化工等 10 個職群。 

2.技藝專班： 

    102 學年度本市 17 所國中開辦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共計開辦 17 班，

開辦班數全國第一；參加學生數計 376 人；國教署補助經費計 2,823 萬 9,840

元，本市補助 313 萬 7,760 元整。 

3.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列車，本市訂 103 年 5 月 31 日辦理臺 

中市高中職教育暨國中適性輔導教育博覽會，除廣邀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學

校參與設攤、表演，亦展現本市 80 所國中技藝教育成果，提供國中各校互相

觀摩交流的機會，也讓國中學生有試探自己性向、興趣的機會，更藉此機會

讓高中職校直接面對國中學生與家長，解答升學方面疑惑。 

 

(三)未來努力方向 

  

持續督導及提昇各國中開辦技藝教育課程班級數，期能使參與學生增加、開辦

班數逐年成長，落實國中學生生涯覺察、試探，適性選擇，及早為生涯規劃做

準備。 

 

二、國中小藝才班 

 

臺中市依據地區發展需求，設置光復國小等 11 所國小設置藝術才能班，目前有

7 校辦理音樂藝才班、3 校辦理美術藝才班、1 校辦理舞蹈藝才班；其中光復國小及

東勢國小歷史悠久，同步發展國樂及西樂，參加全國音樂比賽屢獲佳績，並定期與

國外小學進行音樂交流活動，提升音樂班學生國際視野，展現優異音樂素養；大同

國小之美術班，每年皆吸引許多學生報考，競爭最為激烈；篤行國小是本市唯一辦

理藝術才能班之國小，學生表現優異，經常受邀進行公開演出。 

另國中藝術才能班部分，為發掘各類藝術才能優秀學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及

充分發展的學習機會，選拔優秀藝術才能學生，目前本市核定市立國民中學藝術才

能班學校計 20 校，分別為舞蹈類 3 校、音樂類 8 校、美術類 9 校，總班級數 63 班，

以落實藝術人才紮根培育工作，厚植藝術人才之培育。 

為展現國中小音樂、舞蹈及美術等藝術才能班教學成果，增進家長及社區認識

藝術才能班藝術學習成效，本市補助國中小藝術才能班畢業展演相關經費，透過跨

領域藝術交流，以增進學生藝術展演能力，103 年度已編列 200 萬元經費支應。 

每年定期辦理國中小藝術才能班課程計畫研習，確保藝術才能班課程符合教育

部之基準，規劃符合學生需求之藝術課程，並透過訪視輔導、評鑑及駐校入班活動，

邀請藝術領域專家學者提供專業意見，瞭解本市藝術才能班運作實施現況，協助學

校解決問題，俾利學校發展短、中、長期專業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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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系統設置體育班：國小著重社團型態、國中試探專長、高中專長發揮 

 

為建立優秀運動人才一貫培訓體系、落實適性教育及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本市依「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於本市所屬各級學校設立體育班，至 103 年為止，本市國小

設有 12 校設有體育班，國中有 38 校設有體育班，高中則有 9 校設有體育班，體育班發展運

動項目有田徑等 33 種，並透過訪視輔導，邀請體育領域專家學者提供專業意見，俾利學校

規劃體育班短、中、長期發展計畫。 

本市國中小體育班招生不受學區限制，因此學生及家長可依興趣、專長及居住地區選擇

報考學校，國中體育班學生可依個人狀況選擇下列入學管道進入高中就讀： 

 

(一) 循免試入學進入各高中職就讀。 

 

(二) 參加設有體育班之高中職所辦理之特色招生或單獨招生。 

 

(三) 參加教育部主辦之中等學校以上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考試。 

 

除於國小設置體育班之外，本市近年於各校以社團化方式推動田徑等 13 項運動聯盟，

除提升校園運動風氣外，亦希望發掘具有運動潛能選手，若學生及家長有意願於國中階段接

受體育專長訓練，可選擇就讀本市各國中體育班，本市各國中體育班除培育往後體育重點選

手外，更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而高中體育班則是希冀培育出日後術德兼修的國家體育精英

選手。 

為使各運動專長學生於各就學階段都能就近入學持續接受訓練，本市規劃完善的國小、

國中及高中三級銜接體系，在多元智能觀念日漸普及的現今社會，本市完善的體育班體系亦

是家長、學生的優質選項之一。 

本市體育班學生為各項大小運動賽事選手的主要來源，近年來本市於各類學生運動賽事

表現優異，本市近年於各項賽事成績臚列如下： 

 

(一) 豐陽國中等 3 校 9 名選手當選國家代表隊參加 2013 年亞洲盃公開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

共榮獲 3 金、4 銀及 4 銅。 

 

(二) 本市選手參加 2013 東亞青年運動會榮獲 3 金 4 銀 2 銅。 

 

(三) 本市選手參加 2013 第 7 屆亞洲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榮獲 1 金 4 銀 9 銅。 

 

(四) 本市選手參加 2013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榮獲 2 金 3 銀 2 銅。 

 

(五) 惠文高中足球隊參加 101 學年度高中足球聯賽榮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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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西苑高中青少棒隊參加 101 學年度國中棒球運動聯賽硬式組全國賽榮獲冠軍。 

 

(七) 中山國中參加 101 學年度國中棒球運動聯賽軟式組全國賽榮獲冠軍 

 

(八) 雙十國中參加教育部中等學校排球聯賽甲組榮獲國中女子組 101 學年度冠軍及 102 學年 

度亞軍。 

 

(九) 東山高中教育部中等學校排球聯賽甲組榮獲高中女子組 101 學年度及 102 學年度冠軍。 

 

(十) 東山高中參加 2014 世界青年排球錦標賽榮獲女子組亞軍。 

 

(十一)中山國中參加 103 年謝國城盃棒球錦標賽榮獲冠軍，將代表臺灣前往菲律賓角逐亞太 

區 LLB 代表權。 

 

(十二)本市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 103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榮獲全 54 金、54 銀、51 銅。 

 

(十三)豐陽國中榮獲 102 學年度教育部國中籃球聯賽乙組亞軍。 

 

(十四)惠文高中榮獲 103 年 TYL 足球錦標賽 U18 組冠軍。 

 

(十五)黎明國中榮獲 103 年 TYL 足球錦標賽 U15 組亞軍。 

 

(十六)協和國小榮獲 103 年 TYL 足球錦標賽 U12 組、福斯盃與 YAMAHA 盃冠軍。 

 

四、多元型態中介教育 

 

本市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

學輔導工作原則」辦理多元型態中介教育安置措施，包括資源式中途班(不提供住宿)及合作

式中途班(部分提供住宿)。旨在提供中輟學生及中輟之虞學生多元另類適性課程及輔導措

施，透過多樣的教導方式和創新課程，創造不同的學習方式和經驗，讓學生能在安定接納的

環境中，重建價值感與隸屬感。 

 

(一)資源式中途班:本市 102 年度擇定豐南、大華、潭子、育英、五權、雙十、安和、大德及

四育等 9 所國中辦理，共補助新臺幣 282 萬 5,605 元，計有 76 名學生就讀。為達教學資源共

享目的，學校除招收校內中輟復學學生外，鄰近學校可與承辦學校申請轉介學生就讀。 

 

(二)合作式中途班: 本市 102 年補助新臺幣 245 萬 6,000 元供社團法人臺灣圓愛全人關懷協會

設置創路學園，專門招收因家庭因素導致其行為偏差之中輟男學生，計 25 人。 



 74 

【教育理念】 

27. 總體而言，除了您所在的縣市之外，您覺得其他哪一縣市對基礎國民教育

的政策和作為，以及投入積極度，最值得參考？  

□(01)台北市 □(02)新北市 □(03)基隆市 □(04)桃園縣 □(05)新竹市 □(06)新竹縣 

□(07)苗栗縣 □(08)台中市 □(09)彰化縣 □(10)南投縣 □(11)雲林縣 □(12)嘉義市 

□(13)嘉義縣 □(14)台南市 □(15)高雄市 □(16)屏東縣 □(17)宜蘭縣 □(18)花蓮縣 

□(19)台東縣 □20)澎湖縣 □(21)金門縣 □(22)連江縣（馬祖） 

回答 台北市 

 

 

 

 

 

 

請在 5 月 22 日星期四 下班前，將問卷以電子郵件回傳至《親子天下》雜誌陳秀如小姐

「tiffanyc@cw.com.tw」。需要問卷電子檔也請來信索取。若要以郵寄方式寄出，郵寄問卷和

書面補充資料請於 5 月 21 日前，以限時掛號寄至「台北市 104 南京東路二段 160 號 9 樓 親

子天下編輯部陳秀如小姐收」。 

貴縣市問卷填答聯絡人姓名： 吳榕峯   

單位：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職稱：   局長    

電話： 04-22289111#54001 ；手機： 0975-539652  

 

《親子天下》聯絡人 

編輯部陳秀如 

辦公室電話：02-25092800 分機 591 

傳真：02-2509-2462 

電子郵件：tiffanyc@cw.com.tw 

地址：台北市 104 南京東路二段 160 號 9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