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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 
學費政策 

 學前階段 
      五歲幼兒免學費(本縣4-6歲幼兒免學雜費計畫刻正研議中) 
 國中、小學階段 
      縣內國中小學生全面免繳學雜費、教科書費、簿本費、營養午

餐費、第八節課業輔導費。 
 高中職階段 
      102學年度仍依教育部規定辦理，符合補助基準之高職學生免

學費；私立高中符合補助基準者，比照公立高中繳交學費。 
      由103學年度入學之新生開始逐年實施就讀高職者免學費，就

讀高中並符合所定補助基準者亦免學費措施。而實施「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之前入學的高二、高三學生，若符合補助基準，
仍得依既有補助方式享有學費減免。 

 
 



十二年國教 
學費政策 

 
 
 
 
 
 
 
 
 
 
註：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條及第56條規定，「符合一定條件者，免納學費」。
有關免納學費之補助基準，已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之授權納入相關辦法予以明定，根
據教育部先前規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高級職業學校全面補助學費，高級
中學學費設補助基準，家戶年所得新台幣148萬元以下者全額補助。 

 

對象 
103 學年度 

（103年 8月至 104年 7月） 

104學年度 

（104年 8月至 105年 7月） 

105 學年度起 

（105年 8月起） 

公私立高職 

(含五專前三年、綜

合高中一年級及

二、三年級專門學

程) 

一年級免學費 一、二年級免學費 

全面免學費 二、三年級符合補助基

準者，免學費 

三年級符合補助基準

者，免學費 

高中 

一年級符合補助基準

者，免學費 

一、二年級符合補助基

準者，免學費 
符合補助基準者， 免

學費 
私立高中二、三年級符

合補助基準者，比照公

立高中繳交學費 

私立高中三年級符合

補助基準者，比照公立

高中繳交學費 

 



十二年國教 
課程與教學 

 國中教學正常化 

1.編班正常化：落實常態編班，新生班級學生及導師均依S形編
班或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2.課程規劃及實施正常化：落實審查學校課程計畫，學校各學習
領域之課程實施及學習節數等確實依課綱之規定辦理。 

3.教學活動正常化：學校教師依專長授課，並落實課程計畫及按
課表授課。 

4.評量正常化：確實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
國民中學辦理升學模擬考試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鼓勵多元評
量方式，並落實段考審題機制，提升校內評量品質。 

 



十二年國教 
課程與教學 

 提升教學品質 

1.落實在職教師進修制度，要求現職國中教師完成「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研習」五堂課研習： 
(1)第一堂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與實施策略」1小時：
數位課程1小時。 
(2)第二堂課「有效教學策略」5小時：含數位課程3小時及實體
課程2小時。 
(3)第三堂課「差異化教學策略」3小時：實體課程3小時。 
(4)第四堂課「多元評量理念與應用」5小時：研習方式有兩種：
分別是方式一：校內領域辦理研習2小時及實體課程4小時。方
式二：實體課程6小時。 
(5)第五堂課「適性輔導」3小時：數位課程3小時。(接下頁) 

 



十二年國教 
課程與教學 

 提升教學品質(承上頁) 
2.繼續辦理精進教學計畫，提升教師課堂教學能力，並鼓勵各
校辦理教師專業社群之發展。 
3.各學習領域輔導團巡迴到校輔導，協助各校領域教師進行專
業對話，促進教學經驗交流，提升專業教學知能。 

 中輟生追蹤與復學輔導 

     為因應學生之個別差異，持續辦理本縣多元型態的中介教育措
施，提供中輟之虞或中輟復學生適性教育，輔導國民教育階段
中途輟學學生。 

 



十二年國教 
課程與教學 

 補救教學 

 1.落實辦理國中小補救教學，針對學業成就後35%之學生開設
課後輔導補救課程，並定期進行期末檢核，追蹤學生學習成效。 
2.本縣補救教學共有126校申辦，其中一般扶助學校51校，特定
扶助學校73校，國中基測提升學校有2校。教育部核定總補助經
費5,793萬9,348元整，其中一般扶助學校1,855萬1,958元整，特
定扶助學校3,714萬2,390元整，國中基測提升學校120萬8,000元
整，縣市政府辦理整體計畫行政費103萬7,000元整。 

 
 



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國民素養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與適性輔導 

1.各國中應於8月底前擬定新學年度「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
本府並辦理計畫審查會議。 
2.各國中均增置1名專任輔導教師，落實國中適性輔導工作之推
動。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均規劃生涯輔導課程，指導學生填寫生
涯輔導手冊。 
3.定期辦理各校生涯輔導訪視。 
4.辦理「國中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職教育業務研習」、「生涯諮
商測驗工具研習」、辦理「生涯發展與適性輔導工作坊」。 
5.辦理「生涯發展適性輔導行動小組行動研究方案」，整合縣
內生涯發展教育種子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個月定期進行專
業對話與實務研討，協助縣內各國中推動生涯發展教育與適性
輔導工作，並提供相關資源運用。 
 

 



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國民素養 

 發展國中技藝教育 

     1.102學年度與花蓮高工、花蓮高農、玉里高中、光復商工、中
華工商及四維高中六所高中職合作開辦「國中技藝班」課程，
共815位學生參加。開辦狀況如下表： 

2.辦理國中技藝競賽，提供技藝績優學生升學管道。 
 

 所轄國中 合作式 自辦式 
國中技藝教育 

(抽離式)開班總計 

校數 
國三 

班數 

國三 

人數 

合作 

職校 

國中 

校數 
班數 人數 校數 班數 人數 

國中 

校數 

職群 

數 
班數 人數 

26 147 4019 6 19 35 644 6 10 171 23 9 44 815 

 



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國民素養 

 學生學力檢核-建置長期資料庫 

      一～八年級學生基本能力檢核於每年5月初進行，請教師運用
檢核成果做為學生學習診斷，進行補救教學，帶起每位學生的
學習能力。 

 
 

 



十二年國教 
入學方式 

 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1.「花蓮區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自100年10月24日起歷
經12次會議研擬，於102年6月24日花蓮縣高中高職入學推動小
組第12次會議討論修正部分文字後，經教育部國教署審議小組8
月6日審議通過，本府已於8月30日函報教育部備查，9月13日第
13次會議微調部分文字後，於9月30日正式公告。 
2.配合各校開始建置學生基本資料，協助學生蒐集超額比序項
目審核資料，並陸續上傳本區「適性入學報名及分發系統」及
心測中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本區先於9月26日辦理兩場次系操作統說明會，並陸續將相關補
充說明及Q&A於專屬網站(http://12basic.hlc.edu.tw)發布。 
3.配合各校及家長實務之解惑需要，也設立本區諮詢專線電話：
(03)8462860轉238。 

http://12basic.hlc.edu.tw/


十二年國教 
入學方式 

 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 

本(花蓮)區配合心測中心平台系統辦理三次志願選填試探與輔
導，協助學生了解相關升學選擇與作業流程。第一次志願選填
試探已於10月30日辦理完成，全區學生總人數3966人，完成選
填人數3956人，填報率99.75%。其中10名未選填志願學生係各
校失聯中輟生及安置機構學生，已請各校協助繼續追蹤輔導。 



辦理

順序 
事項 辦理期程 工作規劃內容 

1 

配合志願選填試探系

統上傳學生基本資料

與比序資料 

102.10.11前 
各校配合師大心測中心時程辦理，將學生基本資

料與比序資料上傳。 

2 
各校協助學生進行第

一次志願選填試探。 

102.10.17至 

102.10.30 

各校配合師大心測中心時程，帶領學生登入志願

選填試探系統，進行第一次志願選填試探工作。 

3 

各校協助學生進行志

願選填試探後第一次

輔導規劃 

102.11.30前 

1.各國中規劃志願試探輔導工作方式與內容，並

於志願選填試探後針對學生或家長進行第一次

志願選填調整輔導工作。 

2.輔導紀錄請每位學生填貼於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中。 

4 
各校協助學生進行第

二次志願選填試探。 

102.12.5 至 

102.12.18 

各校配合師大心測中心時程，帶領學生登入志願

選填試探系統，進行第一次志願選填試探工作。 

5 

各校協助學生進行志

願選填試探後第二次

輔導規劃 

103.1.31前 

1.各國中規劃志願試探輔導工作方式與內容，並

於志願選填試探後針對學生或家長進行第二次

志願選填調整輔導工作。 

2. 輔導紀錄請每位學生填貼於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中。 

6 
各校協助學生進行第

三次志願選填試探。 

103.3.6至 

103.3.19 

各校配合師大心測中心時程，帶領學生登入志願

選填試探系統，進行第一次志願選填試探工作。 

7 

各校協助學生進行志

願選填試探後第三次

輔導規劃  

103.5.31前 

1.各國中規劃志願試探輔導工作方式與內容，並

於志願選填試探後針對學生或家長進行第三次

志願選填調整輔導工作。 

2. 輔導紀錄請每位學生填貼於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中。 

 



十二年國教 
入學方式 

 各委員會執行進度 

1.103學年度「花蓮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由花蓮高工承辦，業於
102年5月23日召開第3次委員會議、7月9日召開第4次委員會議、
8月14日召開第一次工作協調會議、102年9月13日召開第5次委
員會議，積極籌備各項準備工作。各項審查作業小組工作陸續
進行中。 
2.103學年度「花蓮區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則由花蓮高中承辦，
業於102年9月13日召開第1次委員會議，正式展開試務籌備工作。 



十二年國教 
宣導 

 入學方式 

1.101年12月至102年元月辦理國中到校宣導說明-入學方式25場
次(對象:全體國中教師)；102年2-3月國中到校宣導說明-入學方
式25場次(對象:全體國中七八年級學生及家長)，共計50場次，
藉以讓親師生明白12年國教升學制度。 
2.6月24日辦理十二年國教國小校長及教務主任培訓研習，兩場
次共208人次出席，將宣導的層面深入國小階段。 

 

 

    



十二年國教 
宣導 

 適性輔導 

102年4-7月辦理國中到校宣導說明-適性輔導25場(對象:全體國
中教師)；102年9-10月辦理國中家長宣導說明-適性輔導25場(對
象:九年級家長)，共計50場次，引導親師共同輔導學生未來志願
之選填。 

 適性揚才 

102年8-10月協助教育部辦理高中到校宣導說明-適性揚才12場
次(對象:全體高中職教師)，使高中職教師了解12年國教適性揚
才相關配套。 
 

 

 

    



學生身心健康 
辦理學校午餐及營養教育 

     續讓學生在平等教育的環境中，吃到營養且健康的午餐，
以落實照顧弱勢學童，不讓本縣學童有貧富階級之分 

補助學校體育發展 
     持續推動學校體育發展，建全本縣三級基層運動人才培育

體系，與國際接軌並擇定重點發展運動種類，透過選、訓、
賽、輔、獎之制度，及長期性培訓計畫機制，以學校體育
做為社會體育及國際競技人才之基石，培育優秀運動選手。 



學生身心健康 
推動學校衛生與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依鄉鎮區域規劃成校群方式，結合社區資源，採策略聯
盟整合、分享與交流，透過健康教育與活動及健康服務之
實施，引導學生、教職員工自發性及自主性地建立健康管
理，共同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議題之推展。 

推動春暉專案及毒品防治宣導 
      落實各級學校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清查、輔導工作，

並結合社區相關資源及專業醫療、輔導機構，有效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達成拒毒反毒「健康校園」之目標。 

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提供有效的教學策略與教學資源，讓交通安全推動便利。 



特殊教育 
加強特教資源中心功能 

     落實特教資源中心專業團隊服務功能，建構全縣完善之特
殊教育支援服務系統。 

推展資賦優異教育 
     設立本縣國民教育階段一般智能及學術性向之資賦優異班

級，以提供本縣資賦優異學生更具系統性及延續性之加深
加廣課程。 



教師專業素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
學教學品質計畫 

     102年教師專業成長研習，以有效教學、多元評量、補救
教學、適性輔導為主軸。十二年國教是國家推動的重要教
育政策，關鍵在於教師活化教學。除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將強化國教輔導團課程研究、教材研發專業能力，以作為
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持。並將以「教學觀摩」為實踐的核心，
讓教室的學習產生真正的改變。 

增進閱讀教學能力 
      整合各項資源及相關研習計畫，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教師專業素養 
強化議題教學能力 

      1.性別平等教育 
      研發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之創新教材，突破實施性別

平等教育之窠臼，提升縣內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計及教學
之素質。 

      2.國際教育 
      本縣102年度之重點項目為培訓各校國際教育課程種子教

師，奠基中小學國際教育，落實國際化人才培育目標。 

精進特教教師專業能力 
      1.本縣特教資源中心辦理提升特教教師相關專業知能研習。 
      2.本縣特教輔導團辦理特殊教育新課綱工作坊，規畫設計

花蓮縣國中小學校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小校整併及校園活化 
國中小小型學校整合發展 

     102學年度全校學生人數50人（含）以下之學校，於開學
後2個月內（10月31日前），擬定整合發展計畫，分析整
合發展之可行性後提報本府，由本府召開「小型學校整合
發展作業評估小組」會議，針對學校所提計畫進行整體評
估與審核，並提出整合或裁併之建議，再提報本縣教育審
議委員會討論、決議後，簽奉縣長核准後實施。 

 



小校整併及校園活化 
裁併及預定校區認養及管理作業 

     認養校區應以活化再利用為目的，得做非商業性之文化、
教育、公益或其他為配合縣府各單位法令、政策及業務推
動等用途。認養期間不得超過一年，但認養機構提具長期
認養計畫且經主管單位審查同意者，不在此限，認養期間
無違約情事者，得於認養期滿二個月前向代管學校申請續
約，經函報縣府核准者，得予延長。 

 



教學環境及設備 
改善環境及充實設備 

     1.102年度補助國中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及設施，以廁所及
化糞池、排水系統及防水隔熱改善為重點項目。 

     2.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消防安全設備改善 
     3.整建國民中小學運動設施 
     4.改善特殊教育設施及教學：規劃符合每位身心障礙及行

動不便教職員生需求之設施，以提供身心障礙教職員生一
個「公平」、「尊嚴」之校園學習、生活環境，促進本縣
各級學校校園無障礙環境更臻完善，落實本縣建置校園友
善環境之願景，讓校園成為社區的重要資源及無障礙生活
環境的示範點。 

國中小老舊校舍整建計畫硬體工程 



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終身學習教育 

      將社區大學、成人教育、高齡教育、新移民教育等予以
整合並相互支援辦理相關活動，以發揮最大效益。 

辦理短期補習班業務 
      每月會同本府建設處建管科及花蓮縣消防局稽查已、未

立案補習班公共安全，期達到公共安全零災害的目標。 

 



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優良教師表揚 

家庭教育 
     1.推展親職教育：藉由家庭閱讀手冊，以親子（師生）共

讀方式提升親子（師生）關係、並推動「父母慈、子女孝」
之雙向互動，期建立家家都是慈孝家庭的溫馨社會 

     2.推展婚姻教育：除推動婚前教育外，並辦理新婚期、教
養子女期、空巢期、喪偶（或離婚）等不同階段或狀況之
婚姻教育，期能以婚姻歷程不同之階段提供縣民適當課程
或活動。 

     3.推展代間教育：增進祖父母（外祖父母）與孫子女（外
孫子女）之情感連結，藉由父母親聯繫，營造三代（或以
上）一起吃晚餐或共度重要節日（如彼此生日聚會），或
至少以電話聯繫互賀生日快樂等，以增進世代間之情感。 



難解的習題 
原住民族教師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102年5月22日修正)第25條略以：
「原住民族中、小學、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之
專任教師甄選，應於當年度教師缺額一定比率聘任原住民
各族教師；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七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後五年內，其聘任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比率，應
不得低於學校教師員額三分之一或不得低於原住民學生占
該校學生數之比率。」 

    
102學年度花蓮縣 
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數 法定人數 現有人數 缺額 

國中 16 156 47 109 

國小 70 340 92 248 

合計 86 496 139 357 



難解的習題 
少子化衝擊  

～減班(國立及私立班級數管控)、超額教師、代理(課)教師之聘任 

      



結語 

   只要多一分心思，就會多增加一分
教育的效果 

   只要對教育工作多一分投入，就會
提高更多教育上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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