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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家長宣導說明會實施計畫 
110.03. V3.1 

壹、目的 

108 學年度起，依照不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一年

級）逐年實施新課綱，面對此一素養導向，合作共好之新課綱實施，其課程、各級

學校之準備及教師之專長增能、主管機關之配套作為等等，皆有相當大的變動。 

針對新課綱素養導向之課程設計、教學、學習與評量，以及多元選修課程、特

色課程，以及普通型高中降低必修增加選修，技術型高中調增部定實習科目學分以

及落實務實致用課程等等改變，勢必影響大學及技專校院入學測驗與入學方案之規

劃與實施。 

為協助學生家長因應新課綱的實施，爰賡延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一貫之理念與精

神，繼國中、小教育階段之各項宣導工作外，規劃辦理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家長宣導，

協助渠等瞭解新課綱之課程教學、學習評量、選課、建置學習歷程檔案、大學暨技專

校院相關之入學測驗及入學方案規劃，以利其協助及支持子女多元適性，並建立主管

機關與家長間之溝通橋樑。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家長教育協會 

三、協辦單位：各場次協辦學校及機構、全國家長教育協會各縣市分會、全國

多元入學改革聯盟 

參、實施對象： 

一、以高一新生家長為主，高二家長為輔。 

二、關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及一般社會大眾。 

肆、實施方式及內容： 

一、針對實施對象，辦理高一新生家長宣導說明會。 

二、講座內容，除了介紹新課綱之課程特色及課程實施之各項相關配套，包括課

程教學、學習評量、選課、建置學習歷程檔案及生涯輔導；另外因應實施新課綱，

將就大學及技專校院考招連動與銜接配套措施、入學測驗等進行說明，並辦理

座談。 

三、大學及技專校院入學方案規劃說明由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招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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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策會)推派代表擔任講座，入

學測驗說明聘請大考中心(以下簡稱：大考中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以下簡稱：統測中心)等測驗專家擔任，108 課綱說明邀請「教育部十二

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新課綱專辦)」協作委員等專家

學者擔任；生涯發展、親師合作、親子溝通等內容，聘請資深學校行政代

表或資深家長代表擔任。 

四、場次規劃，是以縣市區為單位各辦 1場為原則，原則辦理 18至 20場次，依

區域之不同每場次原則邀約 200 人至 2,000 人與會，邀請關心之學生家

長、教育工作者及一般社會大眾參加，惟因應特殊區域家長之需求得增辦

場次。 

五、說明會宣導內容、時間及方式採取一致方式為原則，惟偏遠及特殊地區，

得參酌教育主管機關之意見，及本會以往辦理此類宣導說明會之經驗進行

微調。 

六、說明會所需文宣資料，除請教育部提供相關宣導品之外，並由主辦單位編

印『家長宣導手冊』。 

七、為瞭解與會人員對於本項活動辦理，以及各項教育議題之意見，說明會辦

理同時，得進行問卷調查。 

八、各場次說明會辦理時間、地點、主持人、主講人等如附表 1 (場次表)。 

九、各場次說明會進行程序如附表 2(議程表)。 

 

陸、預期成效： 

期使與會之學生家長及社會大眾，能充分瞭解目前政府所實施的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的規劃內容，正確輔導孩子適性學習，期十二年國教持續順利推動。 

柒、檢討報告：各場次說明會辦理結束，由主辦單位就整體實施成效提出活動成果報告，

及相關檢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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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場次計畫表》                        V3.1 

NO 時 程 場  別 地  點 演講內容 講師 備
註 

01 110年11月27

日(六)上午 

澎湖場次 澎湖科技大學實

驗大樓演講廳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入學測驗.

新課綱專辦等專家代表  

 

02 110年11月27

日(六)下午A 

金門場次 國立金門高中

國際會議廳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03 110年11月27

日(日)下午A 

宜蘭場次 國立蘭陽女中

大禮堂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04 110年11月28

日(日)上午 

花蓮場次 國立花蓮高中

演藝廳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05 110年11月28

日(日)下午B 

台東場次 國立台東高商圖

書館3樓演講廳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06 110年12月3

日(五)晚上 

屏東場次 國立屏東高中

活動中心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07 110年12月4

日(六)上午 

台南場次 國立台南一中

群英堂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08 110年12月4

日(六)下午A 

高雄場次 市立高雄高商

活動中心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09 110年12月4

日(六)晚上 

嘉義場次 國立嘉義高中

第一會議室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0 110年12月5

日(日)上午 

彰化場次 國立彰化女中

活動中心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1 110年12月5

日(日)下午A 

台中場次 市立忠明高中 

忠明館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2 110年12月5

日(日)晚上 

雲林場次 國立斗六高中

中正堂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3 110年12月10

日(五)晚上 

基隆場次 國立基隆高中

至善堂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4 110年12月11

日(六)上午 

竹苗場次 國立新竹高工

活動中心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5 110年12月11 桃園場次 市立桃園高中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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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六)下午B 中正堂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辦等專家代表 

16 110年12月11

日(六)晚上 

南投場次 國立中興高中

國際會議廳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7 110年12月12

日(日)上午 

台北場次 國立台北商業

大學體育館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8 110年12月12

日(日)下午A 

新北場次 市立海山高中

活動中心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19 110年12月日

(日)上午 

備用場次 國立大學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20 110年12月日

(日)下午 

備用場次 國立大學 課程教學、入學測驗、

入學制度、生涯發展 

招聯會、招策會、新課綱專

辦等專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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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說明會議程表：各地區場次選擇(上午、下午或晚上)其中之一個時段辦

理一場為原則（辦理場次詳如計畫表之時程欄） 

議          程 上午 下午 A/(B) 晚上 主講人 

一、報到﹝30分鐘﹞    09：00-09：20 
13：30~13：50 

(14：00~14：20) 
18：30-18：50 辦理單位 

二、致詞 09：20-09：25 
13：50~13：55 

(14：20~14：25) 
18：50-18：55 各場主持人 

三、108新課綱(課程設

計、課程諮詢輔導、

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09：25-10：15 13：55~14：45 

(14：25~15：15) 

18：55-19：45 辦理單位 

四、中場休息 10：15-10：20 
14：45~14：50 

(15：15~15：20) 
19：45-19：50 

如場次表主

講人名單 

五、大學入學方案規劃

及入學測驗說明 

10：20-11：10 14：50~15：40 

(15：20~16：10) 

19：50-20：40 辦理單位 

六、技專校院入學方案規

劃及入學測驗說明 

11：10-12：00 15：40~16：30 

(16：10~17：00) 

20：40-21：30 辦理單位 

七、綜合座談/生涯發

展、適性學習、親

師合作、親子溝通  

12：00-12：10 16：30~16：40 

(17：00~17：10) 

21：30-21：40 如場次表主

講人名單 

八、結束賦歸 12：10 
16：40 

(17：10) 
21：40 各場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