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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第 2屆第 4次會議紀錄—修正版 

會議時間：108 年 2 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2時 

會議地點：內城國民中小學圖書館 

主 持 人:王委員○翔                                            紀錄:盧○慧 

出席委員：游委員○立、曹委員○鐸、葉委員○政、劉委員○旻、韋委員○珊、王委員○惠、 

          林委員○玲 

列席人員：黃○沂議員、大進國小諶○銘校長、湖山國小林○章校長、內城國中小劉○東校

長及社區家長代表等人、化育分校林○德主任及社區家長代表等人、東澳國小鄔

○民校長、學管科、國教輔導團、謝督學○蓉、黃督學○瑛、實驗教育輔導團(詳

如簽到表) 

業務單位:確認本次會議出席人數，委員共 12人，出席委員 7人，已達法定會議出席人數 

主席致詞:(略) 

壹、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推派主席為王委員○翔。經委員同意，先審議案由六，原案由一~

五改至下次會議審查。 

貳、 確認第 2 屆第 2 次會議記錄:准予備查 

參、 確認第 2 屆第 3 次會議記錄:修正會議記錄第 8頁第 4行內容為:「委員詢問該校:若協

助撥付經費到校，有無意願繼續執行計畫?該校表示無意願。」併同此次會議紀錄發文。 

肆、 第 2屆第 2次及第 2 屆第 3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准予備查 

伍、 報告事項 

  一、武塔國小教師依本縣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要點進行專案遷調，學管科於 107學年度發文 

      至該校，欲遷調教師提出申請後，併於超額作業中辦理。 

  二、依據梗枋國小 107年 10 月 5日第 1070002371號函，因該校無法在短期內將理念與課 

      程聯結構思完成，因此原需再行提報之修正計畫，決定不予提報，該校不實施實驗教 

      育計畫。 

  三、因宜蘭縣政府指定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自 105年 4月發布至今，中央 

      母法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評鑑辦法、施行細則等法條均有修正，加上公辦公營實驗教 

      育學校辦理情形之回饋，實驗教育中心已擬訂本縣子法修正草案，匯集各方意見後再 



2 

 

      召開會議討論，期望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擘劃更周延、有彈性與穩健性之辦法。 

  四、 108學年度之實驗教育課程計畫，目前正簽請長官同意成立課程審查小組，預計於 108 

      年3月份召開課程審查小組會議，請各校與審查小組討論確認送審計畫內容，審核通過 

      之課程計畫上傳各校網站及實驗教育中心網站公告周知。 

  五、俟教網中心部落格更新後，再完成實驗教育創新育成中心網站之建置。 

  六、依據依教育部函示臺教授國部字第1050126909號函示「除相關法定確有辦理訪視及評 

      鑑之必要外，建請免除學校為受訪視及評鑑學校」，中心將彙整處內各科意見簽請鈞 

      長核示，會簽相關科室意見如下: 

   會  簽  單  位 訪  (評)  項  目 是否依法確有辦理之

必要 

學管科 
友善校園 

是 

國中生涯訪視 是 

國防教育 否 

課發科 
本土語言教育暨台灣

母語日輔導訪視 
是 

國中小九貫暨教學正

常化訪視 

是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否 

多教科 交通安全 否 

閱讀推動 否 

教資科 
校園安全與防災教育 

是 

體健科 
健康促進 是 

午餐評鑑 
是 

環境教育 
是 

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教育 是 

教網中心 
ISMS檢核 

是(每 3 年 1次) 

        本府已於12月6日發函本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減免「國防教育」、「國中小課 

    程暨教學正常化」、「交通安全」、「閱讀推動」四項之評鑑或訪視，上述免除項目列入實 

    驗教育學校訪視或每3年1次之評鑑指標中辦理，餘原依相關法規辦理照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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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5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每學期召開1次，如 

      遇實驗教育之審議、監督及政策與資源協調等相關事項，另擇期加開。 

  八、107年12月19日王委員○珍因職務繁忙請辭委員一職，為持續辦理實驗教育審議業務，  

     經鈞長核示由同具本人或子女參與實驗教育者身分之韋○珊女士(人文國中小家長會會 

     長)為委員。 

陸、提案討論 

案  由：內城國中小實驗教育計畫修正案，請審議。 

說  明：檢附內城國中小辦理實驗教育計畫書「體驗教育~真實學習的有機學校」。 

決  議: 

(一) 請內城國中小學依審查意見(詳如附件一)修正，並進行與社區、家長及分校等對

象之溝通作業。 

(二) 下次會議時間暫訂於 108年 3 月 27日下午 2時起召開，請內城國中小學於下次會

議前提修正案，將列入最後一案討論。若無法於下次會議前提修正案，將另擇期

於本年 6 月底前召開審議會。下次審議即確認結果為通過或不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5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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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委  員  姓  名 審 查 意 見 及 建 議 

葉○政委員 
一、 形式要件：計畫書文件應載明事項 依照《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第 23 條及其準用條款，公立實驗教育學校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不

包含本計畫書所提之「伍、學校制度」（頁 20）、「玖、校長資格與

產生方式、教職員工資格及進用方式」（頁 25）及「壹拾貳、社區

及家長參與方式」（頁 30-31）等三項。依本會審議慣例以及王怡惠

委員於本案第一次審查意見，建議將相關內容刪除或移往相關適當

事項之下敘寫。 

二、 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歸納《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法條精

神，所謂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應指「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

圍，從事教育理念實踐之整合性實驗」。尤其，「特定教育理念」的

內涵與方向更是計畫書最需用心處理的關鍵項目。曾國俊與張維倩

（2011）就具體指出：「實驗學校的實驗精神在於嘗試發展其教育

哲學理念，引領大眾從另一個視角反思現有教育所存在的根本問

題，是以有別於官方教育的方式來教育下一代」。所以，學界多認

定實驗教育要具有「非主流」特質（詹志禹，2017）、要有「成為

體制教育的反對黨」的動能（馮朝霖，2017）。事實上，王○斌委

員與個人已經多次提醒內城國中小計畫書需就此點加以論述，但計

畫書第三版與第二版的「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內容完全一樣（頁

6-7），未做任何增刪修正，故本實驗教育計畫似仍未見清晰之定位。

尤其，計畫書第 6 頁所提的「學習主體及學習權的理解仍待深化」、

「學習易與生活脫節，難以連結於真實世界」，比較像是內城國中小

對於當前教育問題的分析，不像是任何一所學校所欲持有的教育理

念，遑論實驗教育學校尚需強調「特定」兩字，上下文之間立論顯

得不夠緊密契合。更重要的，內城國中小一直以自己擁有五年縣辦

實驗教育經驗為此次申請優勢，理應根據過往實踐心得做為發展特

定教育理念之基礎，可惜計畫書對此著墨不多，殊為可惜。具體來

說，內城國中小既自許是「第一所公辦公營九年一貫實驗學校」（頁

5），第一版計畫書中也提到「已於 102 學年度起開始試行新課綱」

（頁 16），若能針對九年一貫到 108 新課綱期間各校常年未解的教

育問題進行實驗，不僅符合學者（歐用生，2019）認為較具前瞻性

的實驗內容，相信亦能提昇本實驗教育計畫之價值。 

三、 課程與教學規劃：個人自從參與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以來，即主

張課程與教學規劃是公立學校轉型辦理實驗教育的關鍵，是最能彰

顯實驗教育學校所持特定教育理念之計畫要項，其最顯而易見的判

斷規準是「有別於國定課程」（薛雅慈等，2014）。對此，詹志禹

（2017）有極為重要剖析與提問。他認為 108課綱已經容許並鼓勵

更多的實驗創新，一般學校可選擇在國定課綱的架構下進行體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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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或小規模教育實驗。如果一般學校（即內城國中小）對於下列

問題有更具體的自我評估說明、有更清晰的發展規劃策略，方能說

明公眾相信其申辦實驗教育的必要性就越強： 

 （1）有需要從部分特色課程走向學校總體課程創新嗎？計畫書附

錄皆以特色課程（每週約 3～6節）為主，對於時數最多（每週均

達 20節以上）的部定課程毫無著墨？劉校長口頭報告提過部定課

程會進行活化教學，不知道將如何擾動、催化部定課程的活化教

學？如何改變教師的慣常的教學實踐（如：教科書使用）？如何

調整現有公立學校的教學與學習型態？這當然不是一條簡單易行

的道路，變革過程牽涉極為複雜，內城國中小有必要從完整的系

統觀點說明學校整體課程架構與教學實踐之道，不能僅關注於校

訂彈性特色課程。 

 （2）有需要把「部訂課程、彈性課程和特色課程」整合成「校本

特色總體課程」嗎？此部分應該就是當前公立學校最關心的「跨

領域課程設計」問題。第三版計畫書雖然提供了解構比例，但是

並未說明解構與重構的原則為何？我們不清楚解構掉的內容是哪

些？重構後的內容是哪些？這樣的方式與原來的實施方式有何優

點？如何避免一般公立學校常見「為解構而解構」、「為統整而

統整」的問題？此類問題在 2017年 11月 3日及 2018年 5 月 1 日

本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諮詢輔導小組給予相當多修正建議，惟至

今存有相同問題，請參見前述會議紀錄。正因為計畫書未說明課

程解構與重構的原則，個人以七年級課程規劃表所勾選的核心素

養進行比對（如下圖），即可發現不少缺失，建議課發會應全面

檢視相關課程設計。 

 
 （3）有需要超越課程綱要、重整知識領域、鬆綁排課規定並調整

學習順序嗎？第一版計畫書中提到「已於 102學年度起開始試行

並進行比新課綱規範更大幅度課程局部結構的嘗試」（頁 16），並



6 

 

訂定出國中部課程解構比例從 25％、30％至 40％、國小部課程解

構比例 35%、40％至 50％。如果這是內城國中小申請實驗教育的

初衷，的確達到超越課綱的基本條件（內城國中小接受教育廣播

電台「不乖學堂」專訪時，也是這樣做如此宣傳1）。不過到了第三

版計畫書，課程解構比例大幅下修，國中部 6年最終比例為 20.7

％、國小部 6年最終比例為 25％，兩者甚至都低於第一版計畫書

計畫初期（前 3 年）的解構上限。這裡顯現兩個問題：第一，內

城國中小一開始所設定的目標是否是直覺性的冒險行動？即使不

是，至少暴露該校可能缺乏系統性規劃能力，才會大幅下修課程

解構比例。第二，從計畫書第 17頁所訂期程來看，內城國中小在

111學年度之前都與一般公立學校無異，這項申請案大可延後至

109或 110學年度再提出。換句話說，內城國中小此時申辦實驗教

育的必要性似並不充足。 

更重要的，計畫書第 8頁的「假期課程」是否屬於全體學生皆需參加

的「正式課程」？若不是的話，沒有參加「假期課程」的學生如何完

成四季主題目標任務？若要視學生參加意願而辦理的假期課程，適合

運用實驗教育經費來支應嗎？而且，符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所要求的「以學校為範圍」精神嗎？此點事關支撐四學期制之規

劃，務必說明清楚。 

四、行政運作及組織型態：首先，計畫書第 20頁提出行政組織下設 14組， 

   這 14 組在實驗教育計畫之分工為何？尤其，本計畫特別強調體驗學習 

   與戶外教育，眾所皆知這都涉及學校課程、活動場域特性及安全管理 

   等不同系統的行政整合，未來相關組織與行政運作將如何成為體驗學 

   習與戶外教育的溝通協調平台，應有完整的說明。其次，計畫書多次 

   強調重視行動研究，個人予以肯定。但是，如何具體加強實驗教育的 

   研究功能，有無專責組織或特定推動方案，乃至整體教師增能培訓內 

   容，計畫書均付之闕如，建議補強相關論述。最後，馮朝霖（2017） 

   認為另類/實驗教育學校應是自我組織的學校，會戮力在學校內部實踐 

   民主生活與建構民主文化，並藉由學校的自主管理來形塑其與親師生 

   深刻的民主經驗。經由本次審議會聆聽各方持分者意見後，個人亦建 

   議計畫書應加強描述：未來的行政運作將如何實踐教育的民主責任？ 

   如何與相關持分者經營長久的信任關係？ 

五、設備設施：計畫書第 22-23頁過於簡略，無法看出這些設備與實驗教 

   育計畫之內的關聯性，未來若真有校舍增建需求（教資科目前似持保  

   留意見），無法得知增建相關建物設備之優先順序。 

六、實驗規範：首先，計畫書第 24 頁寫：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第 9條辦理，應是引用錯誤；正確的法源依據是《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23 條第 4 項。其次，「學期制度」建議重新歸類。 

    第三，教師跨階段別短代授課欲排除《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亦是誤 

                                                 
1
 參見：https://teec.nccu.edu.tw/video_detail/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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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法條，僅私立實驗教育學校可以排除《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立 

    實驗教育學校仍需遵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而且，此項排除措施 

    與實驗教育計畫有何關係？第四，與其他公立實驗教育學校相比較， 

    內城國中小並無排除課綱適用，理由為何？是否周全？建議應再多做 

    思量。 

七、評量與輔導：首先，計畫書第 28頁寫：「紙筆評量於每學季之國中部 

    季中、季末各進行一次」，是指約略每五週即進行一次紙筆評量？其 

    次，有關「學生事務與輔導」項下所述寫的內容，與一般學校幾無差 

    異，看不出具有實驗教育之特色？是否切合校內教師們實際需求，建 

    議補強論述。 

八、期程與步驟：計畫書第 17頁與第 36 頁對於實施期程的述寫方式易生 

    誤解，建議前後比對、統一口徑：自 108學年度全校全面實施。若是 

    如此，亦需增加說明各年級現行課程與實驗課程之間的銜接規劃。 

九、自我評鑑：依照政大實驗教育中心「實驗教育作業手冊」之建議，每 

    年應於校務會議進行自我評鑑與自我檢核，並公開該校務會議紀錄，  

    請斟酌加入。 

游○立委員 
一、 建議將「體驗教育」及「體驗學習」名詞加以統一。（如 P.4、P.6 

      皆談到相同理念基礎，但所用名詞不一。） 

二、 課程規劃所呈現之完整度不一，尤其在「主要學習活動」部分不同

單元主題間有明顯差異（有些詳實，有些過於簡略）。 

三、 實驗規範格式建議依縣內統一格式撰寫。 

四、 行政評鑑列入實驗規範，事涉教育處認定之必要法定評鑑項目，建 

     議與教育處確認後再予提列，避免衍生日後爭議。 

五、 實驗規範係屬教育部審核之權限，建議改納為附件。 

六、 實驗規範中所列國中小師資短期代課可相互支援之訴求，建議確認     

     適法性。 

七、 學生入學序位中，除縣內一般性隨父母就讀之學生外，貴校另增 

    「教職員工孫子女」一項，因涉及排除「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 

     分暨新生分發作業實施要點」相關規定之適用，故建議應一併納入 

     實驗規範中。 

劉○旻委員 一、 P.28 「紙筆評量:針對國語(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等領域

之核心素養進行紙筆評量」中，是否能「針對核心素養」進行紙筆

測驗，建議可參考「依據課程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配

合核心素養及學習表現內涵」等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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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中將學校定位為「社區學校」，詳細說明內城社區的優勢與參

與，卻沒有提及如何與化育分校所處社區共造共榮共好；另，化育

分校與校本部的師生如何在課程的大躍進時，亦有共學、地域流動

的配套，建議有更詳盡的規劃與說明。 

曹○鐸委員 一、 有關經費需求有關校舍增建規劃設計，計畫中載及需增建 8間班級

教室、2 間專科教室，建議依據設備基準另案申請，不宜列於本計

畫中。 

二、 假期課程的參與人員並非全體學生，其收費方式建議以使用者付費

方式進行，不宜以中央或地方經費支應部分學生之課程活動。 

韋○珊委員 一、 計畫內容未見課程解構之描述，建議再補充說明。 

二、 請學校盡力與家長溝通，化解各方疑慮與紛爭才能順利推行實驗教

育計畫。 

王○翔委員 一、 聽取今日列席人員的意見後，請校長加強與社區、家長和分校的溝

通協調、凝聚共識之工作。 

二、 關於計畫書內容有許多需修改之處，請帶回校內討論後修正。 

三、 實驗規範依法須送教育部審核通過方能實施，故請學校參考正式體

例修改，並審慎撰寫規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