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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性發展是12年國民教育的目標之一，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學習興趣與

需要，國民中學三年級學生，應在自由參加之原則下，由學校提供技藝課程還

習，加強技藝教育。本文透過蒐集、整理分析主管機關對於國中技職教育之

管考資料，教育部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輔導訪視報告，及監察院技職教育專案報

告，並蒐集在國中階段所實施技藝教育的相關資料內容，作為探討之基礎。分

析技藝教育學程目前實施現況、發展情形及所面臨問題，最後提出結論和建

議，供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參考，俾助益於技藝教育學程之健全發展與嘉息於

學生。

關鍵詞: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技藝教育學程、園中技藝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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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oneself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potential is one of the major

purposes in the twelve-year Ba ic Education Program.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differences and interests in learning, school can provid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to the 9th grade student for free participation,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implementation. The

research basis of this article wa made through the way of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of junior high school from the variou

related government institute -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integration guidance, and the

repor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from Control Yuan, as well as the related

implementation status dat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on junior high school.

Alft rward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its developing

status and the problems it is facing when implemen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Finally, the article made the conclusion and came out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and the schools. In the end, thi article

could serve to help a healthy developing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and to

benefit the students.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Junior High School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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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在「投資一個競爭力的未來

J '選擇教育進路適當與否，攸關著未

來是否具有競爭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的規劃與推動，提供學生適性輔導、

協助適性發展，並有能力面對生涯抉擇

，實有賴生涯發展教育之落實。「適性

揚才」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將生涯概念

納人現有的學校課程中，被認為是協助

個人生涯發展的可行辦法之一。透過生

涯發展概念融人與探索活動，讓學生的

視野從學術世界延伸到工作世界，使學

生從探索中瞭解自己、工作世界，以及

兩者之間的關連，為未來發展與工作做

好準備。生涯發展課程除課程規劃與教

學活動方面，除了依《技藝教育課程綱

要〉規劃生涯發展教育課程，並具體融

人於相關領域課程計畫中，落實於各年

級生涯發展教育活動，且依學生性向、

興趣、能力及需求辦理高中職學校參訪

及技藝教育學程等活動，被視為12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適性輔導發展成效之重要

指標。

12年國教將於103學年度正式敢動，

適性輔導{率為重要的配套措施之一，如

何在國中端落實適性輔導，提供學生多

元探索的機會，以協助教師、家長與學

生在未來進行進路選擇時有所參考，是

來推動重點。

國中階段學生正處於生涯發展成長

貳、國中技藝教育發展

之沿革

期及探索期，對自己的能力、興趣進行

初步地探索與了解工作世界。吳清基(

2012) 認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精

神應包括受教及人學機會的均等、適性

發展學生潛能，以及因應學生個別需求

。因此國中階段生涯試探與適性發展是

重要議題，亦是教育政策重點之一。

為7解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辦理

現況、問題與實施成效，本文採文件分

析法，分析以教育部100-102學年度國中

技藝教育學程諮詢輔導訪視報告、各縣

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所公布技藝教育各

項資料，及技藝教育相關文獻與法規為

基準'從歸納整理各縣市推動技藝教育

狀況、學校辦理優點及待改進事項，提

出相關建議，作為後續辦理之參考。

技藝教育之實施，依推動主軸之重

點工作，大致分為四階段，分述如下:

一、歐蒙期: «加強國民中學

技藝教育辦法》實施階段

( 1974年至 1992年) (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推動，自民國

1974年頒行的日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開始，在國中三年級，可接受一年的

技藝教育課程。 1983年針對未滿十八歲真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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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業傾向之未升學、未就業國中辜的吉

)業生，規劃「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

民教育」實施計畫，在高中職設立「延教

班 J (三年段) ，以增加園中畢業生的升

學管道，作為延長國民義務教育年限之基

礎(江文雄、田振榮， 1997)。

此階段透過技藝教育的實施，對於

未升學、未就業延緩離校時間避免中綴

，並學習一技之長，減少社會問題與負

擔。

二、發展期:發展與改進國中技

藝教育方案一一邁向十年國

教目標實施階段( 1993年

至2000年)

教育部 (1993) r 延長以職業教育

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畫，修正為「

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一一邁向

十年國教目標J '在國三開辦技藝教育班

，並於高中職開辦「延教班J (一年段)

予以銜接，以接受第十年技藝教育後再行

叫爹。 1995年修訂《職業學校法〉將「延

教班」更名「實用技能班J '實用技能班

正式納人學制，採年段式修業加深其工作

技能，為將來之就業作準備。

三、改革期:技藝教育改革方案

實施階段( 2001年2007年)

教育部 (2001) 公布《技藝教育改

革方案) ，針對技藝教育實施之問題提

出多項配套措施，包括應逐漸回歸主流

教育體系、應重視生涯發展教育，兼顧

學生適性發展。在高中職階段提供多元

、遍性的實用技能學程，學生能依興趣

、性向之發展，並建立橫向、縱向的轉

銜機制，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奠

定基礎。課程配套以學生中心、學校本

位的選修課程，落實多元化選修課程，

在國中階段實施「技藝教育J '銜接高

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四、強化期:頒定《加強國民中

學技藝教育辦法» (2008
年迄今)

2008年為配合國民教育法第t條之

一修正增訂〈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

法> '規範技藝教育之辦理方式。學校

應成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遴輔會)。在課程方面，由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規劃辦理技藝教育

之調整學習節數開設技藝謀程。此辦法

規範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得依規定優先

薦輔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另配合

高中職學校本位課程與學年學分選修制

，國中技藝教育更名為「技藝教育學程」

'以學程方式實施(教育部，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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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l 技藝教育之沿革
、

年代 相關法律 技藝教育方案變革

1974年 頒行〈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在園中一年級，可接受一年的技藝教

育課程

'、

1983年
「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

高中職設立年段式「延教班」課程
計畫

1989年 修正《職業學校法〉 「延教班」納人學制

1993年
規劃「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

高中職設立「延教班 J (一年段)
一邁向十年國教目標」

修正《職業學校法》第4 、 14條文修正
「延教班」更名「費用技能班 J '修

1995年
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業年限分一年段及三年段，並納人學

&巾u

1.技藝教育方案逐漸回歸主流教育體

旦失

2.在國中階段應重視生涯發展教育，

2∞1年 「技藝教育改革方案」 兼顧學生適性發展。

3.在高中職階段應提供學生中心、學

校本位的選修課程，提供實用技能

與升學導向之選修課程。

2∞2年 辦理生涯發展教育 強化生涯輔導機制

2∞3年 職業學校法條文第2 、 14條修訂
「實用技能班」名稱定為「實用技能

學程」

1.擬定國中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l技藝競賽有法源依據

2∞7年
2.修正國民教育法並得採專案編班 2.國民教育法修法得以專案編班方式

加強技藝教育，惟不得以此方式實

施能力編班

頒布「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明確課程目標與實施

2∞8年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實施要點 技藝教育班，名稱定為「技藝教育學

干呈」

2∞9年 定頒「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訂定技藝教育之上課方式分為抽離式

上課、專案編班。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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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民申學技藝教育

學種發展概況

一、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實施

方式

Super (1 980) 生涯發展理論認為個

體早期生活就己開始了，而且生涯發展

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不斷進行，在國

中階段屬「成長期」為進人「探索期」

'會考慮工作所需要的條件。成長期階

段的任務是發展自我概念、對工作世界

的正確態度，並了解工作的意義。探索

期是個體在學校、休閒活動、及社團的

工作經驗中進行自我試探、角色試探及

職業探索，形成自我與職涯概念。

教育部為落實園中生生涯發展，配

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1::年級為自我

試探與生涯認知階段，全面實施性向測

驗，使學生能深入的瞭解自己，與未來

自己生涯輪廓的描述。八年級屬於初步

笠盔試探階段，讓學生概略瞭解職業類

群(簡稱職群)。九年級屬於加深生涯

試探階段，採選修方式藉由實際操作、

專題講座、實際參觀訪問等，讓學生有

機會探索某一職群基本人門的工作知能

，及完整之認識各職群的內涵，以認清

個人的生涯目標，以作為升學選校之參

考依據，如表2 。

表2 國中階段生涯發展教育課程內涵繫構表

九 技藝教育學

年 程(加深生 生涯規劃

級 生涯發
涯試探)

•--
八
年 展教育 認識生涯類群

級
f-一-

t 課程

年
自我試探、產業初探課

級
程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1a)

綜合上述，生涯發展是發展性之歷

程，每階段有其重要發展任務，技藝教育

學程是生涯發展的重點配套之一，提供國

中九年級學生職業試探的機會，向下銜接

國中八年級之生涯輔導，認識工作世界的

課程，達到加深生涯試探的功能;向上銜

接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或相關職群，以有

利於學生生涯發展與抉擇。

二、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特色

根據研究，國中技藝教育班的推行

，有助於園中學生多元化的進路發展，

並減少國中學生行為偏差或中途輯學的

比例，進而降低青少年的犯罪比例(汪

松霖， 2002)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理多

年，對國中學生頗有助益，應繼續擴大

推動(徐華助， 2006 ;劉石輝， 2006) 。

技藝教育之實施成效受肯定，有繼續擴

大實施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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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08a) 通過《加強國民中

摺技藝教育辦法> '技藝教育學程得以

專案編班方式加強辦理，改善抽離式技

藝學程之缺點，藉由彈性課程調整增加

恩習節數，提升技藝課程之學習效果，

茲就學程目標、理念、課程內涵、對象

、遊輔方式及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技藝教育學程之教育目標為1 培養島

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由職群的實務

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培育

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培養自我發展、

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建立正確

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教育部， 2011a)

技藝教育學程規劃系列課程及相關

教學輔導機制，從操作與實務學習，加

深對職業生涯的認識，共規劃包括電機

電子、機械、動力機械、他工、土木與

建築、設計、餐旅、商業與管理、家政

、農業、食品、水產、海事計13職群，

各國中端視學生興趣與需要、社區特色

、學校發展及師資、設備等條件，擇開

設 i至4職群，或調整彈性主題開設學校

特色職群主題提供選修，惟應適度以加

深加廣試探及實作課程為優先，減少理

論課程(教育部， 2011a) 。技藝教育且

程依上課與辦理方式分為:

(一)抽離式上課:

於班級正常上課時間，將參加技藝

教育學程之學生(以下簡稱技藝教育學

生)單獨抽出至其他地點上課，原班級

學生仍依課表上課。每週以選修3至 12節

為原則，依辦理方式分為:

1.自辦式:由國民中學獨立辦理，上課地

點在國民中學內。

2.合作式:由國民中學與鄰近之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技專校院、職業訓練

中心或民間機構團體合作辦理，上課地

點在國民中學或其合作單位內。

因職業課程節數不多，學生無法深

人試探課程(鍾怡慧、李佳昕， 2011)

且限於校內課務安排，對於技藝課程學

習完整性與班級同儕互動易造成影響。

(二)專案編班(以下簡稱技藝專班)

將技藝教育之學生集合編成一班上

課，以合作式辦理技藝教育者為限，但

偏遠及離島地區不在此限。專案編班上

課節數每週7至 14節，學生可深人職業試

探及職業課程之完整性(鍾怡慧等，2011

) ，但因抽離時間較長，原園中應授課

程則減授時數，對於原課程之完整性與

半途因故回歸原班，易造成課程之銜接

及授課教師課程進度壓力。

依據教育部(加強國民中學技藝冉三

育辦法) (2008a) 規定，辦理技藝教育

學程之國民中學端，應成立遴輔會，其

任務包括研議技藝教育實施模式、學生

之遴薦及輔導、宣導、諮詢與其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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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群授課時數

每週選修3節至12節為原則

每週選修7至14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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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in Junior High Schools

表3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實施方式

班別 | 攝班學生人數

抽離式上課 | 以 15人至35人為原則

專案緝班 | 以30人為原則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8a) 。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註:1.編班學生人數，在偏遠及離島地區得視需要酌減人數。

2.專案編班，簡稱「專班 J '採外加班級數方式辦理。

3.抽離式上課，指抽離上課的自辦式及合作式技藝教育學程為主。

技藝教育事宜，參加技藝教育之學生應

依推薦遴選，並對參加技藝教育適應不

良之學生加強輔導，必要時得回原班上

課。

參加技藝教育學程，是以學生意願

及家長同意為優先，凡具有技藝學習之

能力、性向、興趣或學術傾向較不明顯

之九年級學生，教師依學生成績與各項

表現，及在各測驗結果分析表現進而推

薦，並需經過遊輔會遴薦機制後使得進

人，在考量學生需求後，學校需檢視及

開辦職群，與鄰近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之銜接為原則。

。另依據《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

法>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辦理技

藝競賽。學生成績評量及修習成績及格

者，發給修習職群證明書等，並得優先

薦輔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實用技能學程，

使選習技藝教育學程之學生，有更多元

之進路發展及試探機會。

技藝專班之實施經費，由教育部專

款補助。而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之開辦、

核定與經費編列，皆屬各縣市政府編列相

關預算補助與辦理(監察院， 2013) 。

肆、近年來國中技藝我

育學種辦理情形

在技藝教育推動與改革，各縣市以

及各校因實務現場的特質，執行與發展

上各有其特色，以下依100-102學年度教

育部技藝教育專班訪視報告及各縣市在

技藝教育資源中心所公布資料作分析探

討。

一、技藝教育專案編班

從97學年度起各國中校依學生需求

及社區的高中職設備、資源或職訓中心

、或校內師資與設備等考量開辦技藝教

育學程，以下就昕一 102學年度技藝教育

專案編班、抽離式上課各校申辦且核定

開班之班級數及人數如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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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97-102學年度全國技藝教育專案編班、抽離式上課間班狀況表

班級數 人數

學年度 抽離式上課 專案編班 抽離式上課 專案編班

97 1,805 53 43,798 1,347

98 1,948 73 47,357 1,877

99 2,367 90 50μ6 2,231

1∞ 1,896 97 55 ,077 2,212

101 2,210 83 52,138 2,003

102 未公布 86 未公布 1,938

資料來源:

I.監察院 101年2月 21 日院臺調壹字第 1010800062號派查函暨相關案卷宗

2.教育部 (2013) 0 101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輔導輔導訪視報告。未出版，臺北。

3教育部 (2014) 0 102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輔導輔導訪視報告。未出版，臺北。

技藝專班各縣市開班數

18
16
14
12

班 10 •--
8 ←-一一

級 6 '-- -;II .
h I E

數 4 一 •• Hi t世面 I豆 •2 一 •圖...

• .也. .. 圖』 ...圓圓U .... ..O
歪可言歪 新基桃 新新苗臺 彰南雲嘉 嘉臺 宮室

晶 晶屏 宜 ;(。仁- 室宮

jtlj七陸 圍 竹 竹 票 中 中他 投 林 義 義商 南 雄 雄東 蘭 蓮 東

市 市市 縣、 市 縣、 縣、 市 縣縣、 縣 縣 市 縣市 縣 市 縣、縣、 縣、 縣、 縣、

_97年 o 1101 2 5 1 4 2 3 4 O O 1 O 6 1 2 O 3 8 1 O O

_98年 o 1131 2 6 2 6 1 4 11010 O O 2 8 2 1 2 3 1101 1 O O

-99年 o 1141 2 7 2 5 2 6 11010 O O 1 9 2 8 2 2 1161 2 1 O

_100年 o 1121 3 9 2 4 3 17 O O O 1 1 8 111 O 7 o 1151 2 2 O

4

圈 l 昕一 100年度各縣、市技藝專政王開班車走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3) 0 101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輔導輔導訪視報告。未出版，臺北。

附註:中華民國100年縣市合併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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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 、圖 l之統計結果顯示，教育

部在97學年度推動下技藝專班由 S3班增置

100學年度97班，但在 101至 102學年度有

微幅下降減至 87班，可能為學生進路選

擇多元化及少子女他因素下，升學管道

較為暢通，且在高中職免學費情況下，

實用技能學程失去免學費之優勢，而影

響學生選讀(教育部， 2013) 。而各縣市

狀況專案編班開班狀況，臺北市、彰他

縣、南投縣、花蓮縣與臺東縣開設少數

班級，甚至四年來均未開班。

在申辦合作機構部分，依規定國中

可與鄰近之國中、高中職、專科或職訓

中心合作辦理，除了宜蘭縣聖母醫護管

理、屏東慈惠醫專為專科學校、新竹縣

二重國中與中華科大合作外，其餘均在

高中職學校辦理。分析技藝專班高中職

合作學校，除 7基隆海事、瑞芳高工、

東勢高工、臺中家商、臺中高農、曾文

農工、北門農工、臺南海事、臺南高工

、恆春高工、東港海事、屏東高工等公

立高職外，其餘為私立高中職學校合作

辦理。

全國101學年度技藝教育專班各職群開設狀況

45
40

35
30

職 25

群 20

15
10
5

O
土木 商業

動力

機械
他工 與建 設計 餐旅 與管|家政|農業|食品

築 理

﹒ 101上 14 4 10 2 2 16 41 止17 I 3、3、、3 I 15 司2 I 1

﹒ 101下 20 5 9 O 2 20 27 22 I 19 I 5 I 30 I 1 I 0

圖 2 全國 101學年度技藝教育專班各職群開辦狀況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 0 101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輔導輔導訪視報告。未出版，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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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餐旅、電機電子、設計前三名北

高兩市有些差別，另高雄位於工業重地

，他工職群高雄市101學年度計7班級，海

與水產並未開班，而農業與土木與建

築開設2-3班。整體而言，高雄市抽離

恥上課技藝學程以高中職合作班為主，

含自辦班學生數高達7，000位。

依公私立高中職辦理分析，在臺北

市轄區內7所公立高職，高中職合作班約

計70-95班，而公立高職學校開設班級

比例平均有28.63% 。高雄市轄區內共8所

市立高職，除市立海青工商開設土木與

建築群HJI21位學生、設計群3班70位學生

外，其餘公立高職並未開辦，均由私立

高中職學校所承接，分析101學年度辦理

學校其中高雄某私立高商開設上學期57

班 1 ，783位學生、下學期56班 1 ，644生 ，!t

某一私立工商上學期的班 1 ，977位，下學

期的班1 ，962人提供國中開設合作班。技

藝學程學生近2，000人60班以上，比起其

原校班級數與人數多，在空間使用、師

分析101學年度技藝專班學生每學期

試探1-2職群，從圓2分析，各縣、市技藝

專班以餐旅群、家政群、食品群為多數

，他工、海事土木與建築、農業與水產

每學期開設班級數不多。

表5 臺北市的一 101學年度技藝教育合作班開班統計表

a 妙上 | 剪下 I 1∞上 I 1∞下 I 101上 I 1盯|概數

概數 I 84 I 81 I 86 I 88 I 93 I 92 I 514

公立學校 I 26 I 27 I 23

公立(%) I 30.95 I 的 I 26.74

學生數 1，的 I 2,370 I 1,657

資料來源:臺北市技藝教育中心 (2013 )

二、抽離式上課一一高中職合作

班

依據新北市102學年度核定專案編班

所國中，抽離式高職合作班計204班，約

有4，900學生參加。臺北市昕一 101學年度

未有國中申辦技藝專班，高中職合作班

從99 -101學年度80-95班，公立學校開

辦數平均28.63% '其餘私立高中職承辦。

從圖3 、圖4臺北市99-101學年度及

高雄市技藝教育高職合作班職群統計資

料，開設餐旅、電機電子、設計、家政

等職群開班數多，在化工、土木與建築

、水產與海事、農業等職群，與技藝專

班一樣開班數少。

分析高雄市在餐旅、家政、食品與

'。 中等教育第65卷第 2期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現況分析與探討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in Junior High School

臺北市99-101學年度技藝教育高職合作班職群、班級統計

25

20

班 15

級 10
數 5

O
土木 商業

動力

機械
他工 與建 設計 餐漲 與管|家政|農業|食品|水產|海事

築 理

_99上 18 3 10 O O 12 18 9 10 1 3 O O

_99下 17 4 10 O O 11 22 4 9 1 3 O O

﹒ 100上 15 3 10 O O 16 18 9 11 1 3 O O

﹒ 100下 15 3 8 O O 17 19 9 13 1 3 O O

_101上 18 3 7 O O 19 19 9 14 1 3 O O

﹒ 101下 21 3 7 O 1 18 19 8 11 1 3 。 O

國 3 金北市的一 101學年度技藝教育高較合作單王戰群、班級統計圓

資料來源:臺北市技藝教育中心(2014 )

高雄市101學年度技藝教育學程高職合作班職群、班級統計

90
80
70
60

班 50

級數 的30

20
10
O

聯 I~~I叫 |土木
商業

電子機械機械 化工與建 設計 餐旅 與管|家政|農業|食品

築 理

• 勻ι21 I 1句 o 、25 I 6 1 16 77 8 46 1 23

_101下 I 20 I 3 I 19 I 1 I 1 13 81 8 47 2 35

風 4 高雄市101學年度技藝教育學程高職合作班罩在群、班級統計圓

資料來源﹒整理自高雄市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資源網(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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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設備及人力上負擔，是否排擠其他

正常高中職學生之學習，仍有待深人探

討。

三、抽離式上課一一自辦班

分析北高兩市選讀校內自辦班，新

北市102學年度自辦班，每週開設6節課2

職群，計51班有989位學生參加。分析高

雄市101學年度每週3節課，上學期的班，

以偏遠地區學校為主，計9班，如六龜、

那瑪夏等。第二學期的班，偏遠學校有7

班。教師以私立高職學校教師支援為主

，自聘教師上下學期各6 、 7班，以食品

與餐旅職群為多數。

根據監察院101年度調查報告( 2012

) ，在公立高中職學校每生分攤經費預

算衰，在99年度職業學校公立高職每生

149 ，649元，私立高職每生72，969元，兩者

差距大。現今大部分合作式技藝教育學

程集中於私立高中職學校，在資源不足

，又少子女他之招生壓力的情況下，私

校承擔技藝教育任務是相當艱辛的。教

育部雖依各校申辦的班級數提供相當之

經費補助，但國中生對於運用基本設備

精熟度不足(教育部， 2013) ，設備損壞

率高的情況下，由國中生分享私立高中

職學校設備、師資等資源，尤其在專業

師資難求，且有依班級數聘任正式教師

員額之限制，大部分教師需超時授課，

或聘任代理代課教師或兼課教師，在教

師員額與未有充分時間準備課程等因素

，勢必影響一般生的受教權益。

四、選讀實用技能學程狀況

用技能學程辦理目的為銜接國中

技藝教育學程，教育部 (2009 )頒布《輔

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

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每年分二

階段分發，以曾選習園中技藝教育畢(

結)業生優先，如有蹟餘名額，再對未

選習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低收

人戶、中低收入戶等學生優先選鑽進行

分發。依據臺北市 102學年度及基北區技

藝班選讀實用技能學程人數統計作分析

，如表6 。

表6 臺北區 10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選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統計表 (

公立 私立 總計

招生名額 缺額 招生名額 缺額 招生名額 缺額

日間部 40 。 。 。 40 。
夜間部 40 9 300 204 340 213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北市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資源、網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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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基北區 10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還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統計表

公立 私立 總計

招生名額 缺額 招生名額 缺額 招生名額 缺額

日間部 105 23 。 。 105 23

夜間部 205 101 1,534 1,266 1,844 1,367

資料來源:整理自基北區 102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錄取學生榜單(2 013 )

根據臺北市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資源

網(2014 )分析，臺北區102學年度技藝

班學生選讀實用技能學程人數，共計招

生380名，公立高職日、夜間部各招40名

，日間部額滿，夜間部有9名缺額，私立

學校夜間部招生300名，有204名缺額。

根據基北區102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

能學程錄取學生榜單 (2014)分析，基北

區102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選讀高中

職實用技能學程人數，共計招生1 ，844名

，公立高職日間部招生105名，缺額23名

;公立高職夜間部招生205名缺額101名;

公立學校夜間部招生300名有204名;私立

高職招生缺額1 ，534名，缺額1266名。

。綜上兩表分析，從臺北市99-101學

年度還讀實用技能學程學生不多，按臺

北市技藝教育學程學生數約1 ，681人， 102

學年度選讀學程為 127人，技藝班選讀

實用技能學程達 7.6% '為預期招生數的

37 .35% 。

分析 102學年度基北區、臺北區技藝

班輔導分發選習實用技能學程，日間部

缺額少、私校缺額多，選讀比例為預期

招生數的 25.87% 。依輔導分發實施要點

第十一條規定開班人數為 25人，私校大

部分未達開班人數。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將於 103學

年度首次合辦的基北區高中職實用技能

學程輔導分發招生名額為 2，272名。開設

班級數為46班(日間上課 14班、夜間上課

32班)。採打破區域，以社區生活圈、

學生興趣，是否能提高學生選讀仍待觀

察。

整體而言，分析國中學生選讀實用

技能學程情況不佳，可能原因國中階段

為生涯發展教育的基礎階段，以生涯試

探為主，且大部分實用技能學程多數於

夜間開課，在少子女他各高中職正規班

日間部仍有缺額的情況下，多數學生仍

會選讀日間部上課為主，且在高職免學

費的優惠下，實用技能學程之優勢相對

弱忙，以致於造成實用技能學程缺額 1見

象。

另以教育部經費補助考量，現行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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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校實用技能學程日間上課班學費收

費標準為l萬5 ，340元，而正規班學費收費

為2萬2，530元，每生相差7， 190元。以每班

招收到人計，總經費每年每班則減收約

計72萬元，造成私立學校寧可鼓勵學生

就讀正規班，因此教育部未來需調整私

校實用技能學程學生之補助，使其與正

規班之補助款一致，提高私校開辦之意

願'以提升學生適性就讀之機會(監察

院， 2012) 。

恆、技藝教育學程輔導

前楓與評鑑報告分析

依據教育部《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

育辦法) (2008a) 第 12條規定對於技藝

專班之實施需作規劃、審查及評鑑等事

項，從97學年度起教育部對於技藝教育

專班含技藝教育學程作輔導訪視。以下

就100 、 101及 102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

班諮詢輔導訪視報告、 100學年度國中技

藝教育課程綱要等文件作探討。

一、教育部辦理技藝教育專案編

班輔導諮詢訪視

技藝教育學程之實施其班級包括技

或專班、抽離式上課，見表2' 從97學年

度53班1 ，341人， 102學年度86班 1 ，938人，

而 101學年度抽離式上課2，210班兒， 138人

，根據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

理技藝教育之規劃、審查及評鑑等事項

，應成立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推動小組 J

根據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技藝教育

中心所公布的資料，除高雄市訂定(高

雄市102年度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訪

視實施計畫〉外，尚未在各縣市技藝教

育資源中心或公文公布訪視相關資料，

以下就教育部於100-102年度對技藝專班

之訪視報告作分析探討。

教育部對技藝專班之訪視重點從四

個向度「行政運作」、「課程與教學」

「教學環境與設施」及「學生輔導」

'檢視合作學校提供國中技藝專班之各

項工作之效能、困境，並提供協助以解

決所面臨之問題(徐臭果， 2012) 。

訪視方式由各國中學校先行實施自

評，再由訪視工作小組配合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人員，通常訪視地點為各承

辦國中，由合作學校提供簡報及相關訪

視資料。每所學校由3位訪視委員到校實

地輔導訪視。以下就訪視結果分別作量

與質的分析。

(一)量的分析

教育部每年輔導訪視20所設有技音

教育專班之國中，依照100-102學年度訪

視內涵分向度成績與綜合成績分析如表

依訪視結果各校辦理綜合績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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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100-102學年度技藝專班輔導訪視向度成績典綜合成績分析表

X 行政組織 課程 教學環境
綜合成績

學生輔導
輿運作 與教學 與設施

優等 等 二等

1∞ 8.3 8.3 8.3 8 9校 9校 2校

101 8.3 8.5 8.6 8.2 7校 13校 0校

1個 8.5 8.4 8.4 8.3 6校 14校 0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教育部 l∞-102年技藝專班訪視報告

註:評分等第分優等為 85分以上;一等 75至84分;二等65至74分。

優等、一等及二等，優等校數有逐漸減

少趨勢，可見各校在辦理上能有成長空

問，特別在學生輔導在各分項中成績較

低。

分析在行政組織與運作表現，部分

學校未能依學生興趣規劃職群、未落實

學生遴輔歷程，及對學生、家長與教師

宣導不足。其次，在課程與教學方面，

包括未依課程大綱核心主題授課、教學

未參酌〈國中技藝教育教學活動設計範

本〉實施、對於學生出席未能詳實紀錄

，以及應加強教師等人員技藝專班之理

必們精神。第三，在教學環境與設施方

面學校實習場所不敷使用、實習場所應

增設滅火器。最後，在學生輔導主要因

素，未有學生出(人)班之輔導機制、

應利用課程中解釋學生心理測驗、輔導

活動課程未配置師資等問題需要做調整

與改進。

(二)質的分析

l在行政運作方面

大部分的學校表現良好部分包括依

島生意願開設專班課程，有利於學生試

探。遴輔會組織健全、運作良好;經費

依規定專款專用;配合活動向學生與家

長進行宣導，教師對於技藝教育有正確

觀念，且積極配合，並將技藝教育納人

校務發展計畫，並依規定執行。

建議各校改進部分每學期開設應兩

職群、且上下學期應不同職群，提供多

元試探;應加強學生選修意願及興趣、

性向測驗分析結果之運用，以利學生適

切選擇;應檢討遴輔機制之標準，以學

生適性發展為重點;對教師、家長應加

強宣導技藝教育精神及內涵，對學生應

加強以生涯進路發展之宣導;並提供社

區內升學相關資訊，供學生生涯抉擇及

進路之參考。

學校反應困境部分，包括相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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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慢，影響薪資發放及材料申購;人

力不足，技藝教育班屬於外加業務，增

加行政業務與協調工作，負荷過重。

2

大部分國中端的良好表現包括:召

開課程發展委員會規劃技藝教育課程，

善用各種方式召開成果發展會，建立學

習檔案、學習自我評估，掌握學生學習

狀況;學生認真學習、守規矩、出缺席

紀錄確實且完整，專班導師為合格教師

，學生普遍反應良好。合作學校端教師

教學認真用心，依職群主題上課、師生

互動良好、學生學習意願高;學校編有

教學活動設計，作為課程運作與教學實

施之依據。

建議學校改進部分:各校宜依技藝

教育課程綱要規劃實施;相關教學活動

設計課程，宜依職群適時修正內容或研

發課程和活動設計;教師宜遊聘正式編

制或有經驗之代理教師擔任，並增加專

業師資。

學校反應困境部分包括:授課時數

減少，課程壓縮，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均造成困難;教育部頒定之職群教材，

依高職相關科系編列，未能符合學生需

求學習不易;部分職群之課程內容有重

疊現象。

3 教學環境與設施

大部分學校在表現良好部分包括:

合作學校的實習場所與教學設備符合需

求;設備檢查紀錄及實習日誌紀錄詳實

;消防安全設備管理良善。建議應加強

學生安全教育與職場工作安全規則，消

防安全設備需有相關使用說明及安檢紀

錄。

學校反應困境部分包括:國中生對

機具操作成熟度與穩定不足，機真設備

耗損高，影響教學品質;合作學校使用

空間受排擠，導致專科教室不足現象。

4.學生輔導

大部分學校在表現良好部分包括:

導師對於學生用心輔導互動良好，對於

恩生生涯檔案、學習紀錄建置閏全，適

時給予評閱與回饋，並與家長密切聯繫

;輔導與轉出人紀錄詳實;學校辦理生

涯進路活動，有助於學生生涯抉擇參考

。建議改進提出:導師應對於各項紀錄

，應隨時給予回饋與輔導;應加強轉出

(人)機制之功能，使學生適性學習;

並強化生涯(升學)進路宣導。

學校困境部分:班級經營不易，因

新班級、新學習環境，增加導師工作量

。上下學期開設不同職群，職群間落差

大，影響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c

二、監察院2012年園中技職教
育專案調查報告

監察院於2012年針對「中等教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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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技職教育發展現況與未來定位之探討

」作專案研究，認為國中技藝教育實施

所面臨問題與困境，包括在課程方面:

部分合作學校之課程安排未能符合《國

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之規定;部

分學校職群之開設未能考量社區產業需

求及合作學校設科狀況;教師遴聘宜以

正式編制或有經驗之代理教師擔任之。

在遴輔部分學校應參考學生在性向測驗

及職業興趣量表之表現，為學生選擇職

群之重要參考指標，及應加強轉出(人

)輔導機制之功能，使學生能有適性學

習機會(監察院， 2012)

整體而吉，公立職校開課意願較低

，私立職校因招生需求配合度與意願高

，高中職學校有其既有的教學任務，無

論師資人力及教學空間皆無法大量容納

國中技藝班，應、研議將國中技藝教育辦

理主體，回歸至國中端，而由高職端負

責支援師資。教育主管機關宜依職群別

不同，寬列經費補助辦理學校設備與材

州〉以提升國中技藝教育辦理成效。實

施至今，成效良好，面對未來的12年國

教的實施，國中階段學生的適性輔導工

作更顯重要，故建議應擴大辦理規模，

最好應全面辦理(監察院， 2012)

陸、結論興建議

一、結論

國中技藝班走入國中技藝教育學程

，學程定位為九年一貫課程六大議題「

生涯發展教育」的一環，也是政府照顧

其實務學習傾向學生的具體行動。遍性

輔導方案{率為十二年國教重要的配套措

施之一，在生涯發展教育中，九年級的

技藝教育是重要一環，以對於學生未來

的進路選擇提供參考與指引為重要目標

。惟多數國中學校在升學導向的前提下

，無法發揮功能宜透過技藝教育學程之

實施，規劃可行之配套措施，提供學生

適合其能力、性向及興趣之教育機會，

尤其對於不真學術傾向或學術意願不高

之學生，透過技藝教育學程之選習，認

識各工作職群、增進學習自信心，建立

正確的職業觀念，並學會運用相關資訊

，學習未來生活及工作所需的各項能力

，作為將來的生涯發展作準備。

技職教育學程自從實施以來，學校

行政、教師、學生及監察院調查報告持

著肯定的態度，均認為技藝教育學程的

推動有著很好的實施成效，但有部分需

要再作改進，我們期待透過法條修正與

相關配套從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各高

中職校及國中，集所有教育相關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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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從規劃、實施與輔導，訪視及檢

核績效，以學生的潛能發展適性發展為

目標，整合相關資源，結合及發揮地方

資源與特色，及因應未來經濟發展脈動

，透過技藝教育的實施與落實，發展多

元智慧，使不同性向的學生，均有公平

的就學機會，同時配合生涯輔導、實用

技能學程薦輔機制之落實，不僅為技職

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進而達成適性

教育之理想。

二、建議

(一)對行政機關之建議

l 輔導訪視

教育部應將各縣市政府對技藝教育

訪視納入統合視導項目之一，各縣市政

府應本權責組成訪視小組進行輔導，對

抽離式技藝班進行輔導訪視，尤其是新

申辦學校，建立輔導訪視以四年為一循

環，對各技藝教育班要建立檢核機制，

以提升技藝教育的辦理品質。訪視地點

宜在合作學校及實地訪查實習地點，從

簡報、書面審核、實習工場訪查，及行

政人員、授課教師與技藝班學生訪談，

以了解實務現場問題與成效、困境與待

支援部分。尤其對於自辦班應著重在專

業教師資格、經費專款專用等向度之檢

核。

2.寬列經費補助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宜依職群不同，

寬列經費補助辦理學校設備與教材準備

費，並提早於開學時核撥，以提升教師

教學與辦理成效。另偏遠學校宜補助外

聘專業教師交通費。

技藝學程在高中職上課，國中生對

於機真操作成熟度與穩定性不足，機具

設備耗損高，故主管機關除提高經常門

之補助外，應提高資本門設備改善與補

充之經費補助，以提升設班之意願。

3.實用技能學程學生之補助

增加就讀實用技能學程之優惠條件

，提高學生就讀該意願，教育部宜研擬

提供更多之優惠措施，如兔雜費、補助

實習實驗費等。讓有就業傾向之學生不

致因誘因降低，而轉至正規班或其他學

制就讀，或者提早離學。需調整私校實

用技能學程學生之補助，使其與正規班

之補助一致，提高私校招收實用技能學

程學生之意願。

4.績優人員獎勵與分享

主管機關應持續的關心重視與推動

技藝教育，辦理績優學校參訪，以及績

優行政人員、績優帶隊教師分享活動 F

以協助申辦學校、帶隊教師增進相關經

驗。對於給予績優行政人員、任課教師

、帶隊教師或專班導師具體之獎勵措施

，除辦理敘獎、表揚外，可外埠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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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士氣及承辦意願。

5 鼓勵公立高中職辦理技藝教育、實用技

能學程

教育部、教育局應鼓勵各公立高中

職辦理技藝教育與實用技能學程，以利

學生能就近選讀或增加選讀機會，避免

交通往返時間的浪費，以提高學生實際

學習的時數。鼓勵各公立高中職學校辦

理及增加實用技能學程日問上課之班級

數，以提升學生選讀實用技能學程的誘

因。

6.謹慎評估技藝專班之定位

技藝專班之原意為具有技能傾向且

習有興趣之國中生，結業後可優先選讀

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但對於性向未明

確之國中生，每週2天技藝專班影響基礎

課程的學習與未來升學能力的培養，且

目前技藝教育學程轉型以生涯試探為主

，職業技術培養為輔，在升學管道暢通

的情形下，避免教育資源的浪費及影響

學生未來發展，如選續抽離式合作班每

6節課，以試探為主課業兼具影響

較小，因此，建議加強推動園中技藝教

育學程以抽離式合作班為主，專班編班

方式為輔。

7 成立技藝教育中心與輔導諮商中心

各縣市政府應積極落實成立技藝教

育中心或資源、中心'彙整技藝教育相關

資源，以發揮區域性技藝教育資源整合

與共享之功能。並應充實輔導諮商中心

之專業人力，統轉學生生涯輔導業務，

落實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加強技職教育

相關宣導工作。

增加承辦人員之人力資源

技藝教育之成效，有賴行政單位政

策規劃'校長與主任正確教育理念之落

實，然實際業務承辦在高職實習處的技

藝班承辦人或實用技能學程組長，在國

中技藝教育通常是資料組長承辦，在申

辦流程如申辦計畫擬定、預算編列與執

行、學生遊輔、招生、課程與師資安排

、學生管理、成績管理、成果發表與優

秀學生表揚等業務，造成很大的工作負

荷，壓縮到既有職務工作的時間，間接

影響到本職該有的業務推動，建議教育

主管能把注更多資源，實質有效協助相

關承辦人員達成既定目標，以提升相關

單校人員擔任行政意願，發揮職業教育

效益，否則會有「多一班就多一事」之

現象，可能造成策略性消極推動，影響

學生學習機會。

9 對準社會就業人力的缺口，配合開設適

當的技藝教育學程

各校辦理技藝學程，常以尊重學生

意願及興趣為主要考量，學生參與技藝

教育的誘因通常是較易展現教學成果如

餐旅、家政及食品職群等，因為較具實

用性且成果容易展現，亦較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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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偏重某些職群開班，產生職群探索

比重失衡的現象，某些職群常面臨開班

人數不足的窘境，使學生未來生涯選擇

與發展受到侷限，亦影響具有某類職群

潛能及興趣的學生可能因開班人數不足

，而被迫改選其他職群或甚至放棄，影

響學生未來進路的選擇，甚至高中職科

系的營運及招生等。

是此，主管機關應研議就業市場有

關基層技術人才的需求狀況，配合國家

發展方向與社區人力結構，應對準社會

就業人力的缺口，規劃開設適當技藝學

程，特別是傳統基礎工業類科，研擬優

惠、補助與升學之教育計畫，以需求培

養潛在供給人力，解決部分行業面臨的

人力短缺之困境。

(二)對於開辦國中學校之建議

1.緊密與合作學校聯繫合作

國中端應主動積極與合作學校緊密

合作，對師資調配、節慶日期安排、與

學生學習狀況或學生間衝突事件之處理

等，應即時予以調整與解決。

2.帶隊導師應遴選其優良教師擔任，並實

施在職訓練

技藝教育學程班是新班級、新組合

，因大部分學生不具學術傾向往往伴隨

行為問題，帶隊導師要慎選班級經營策

略較佳之教師，能對學生隨時予以關懷

與協助，適切協助生活關懷與生涯輔導

。應避免任用不適任教師、新進或代課

老師擔任，宜以有經驗、班級經營佳的

教師擔任，以利學生生活輔導。對於專

業教師或自辦班教師在班級經營、技職

教育理念與技職專業教師等，需實施在

職訓練，以提升教學成效與協助輔導學

生生涯發展。

3.建立適切的遴輔與轉銜機制

發揮遴輔機制與適切輔導轉人(出

) ，以遴輔具有職業傾向與興趣之學生

，而非讓未有讀書意願或行為偏差行為

學生進人，國中端可為此類學生開設兼

具法治與職業傾向之高關懷課程，以達

到適性輔導與教學，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並應明訂轉出學生之輔導措施標準作

業流程，對學生適切課業銜接與輔導。

4

落實與擴大辦理生涯發展教育暨技

藝教育的宣導研習，以校長、各處室主

任、組長、教師、學生及家長為對象，

充實親師生對技藝教育內涵之暸解，以

利與學生進行生涯輔導。對學生應提早

輔導瞭解生涯進路相關訊息、'並得評估

實際情形，針對高中職各職群之介紹，

以及生涯教育資訊展示等。強化對家

的觀念宣導，逐步消彌家長對文憑主義

的迷思，以減輕學生升學壓力，使學生

能獲得家長的鼓勵與支持，並且依其興

趣及性向，作適性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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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適切規劃領域課程與職群結合

課發會應就技藝教育學程在相關教

材之連結進行討論，藉由各職群課程與

領域整合，及定期評量規劃重點範圍及

內容，以減少任課教師及學生對於定期

評量之進度壓力。

6.積極辦理技藝教育成果發表

配合校慶、期末社團成果展、外賓

參訪，讓技藝班學生發揮所學表演或作

品展示;或辦理技藝教育成果發表會、

辦理技藝教育競賽等，讓學生有展演機

會，肯定學生學習成就，提高學生自信

J心。

7.教師專長授課

輔導活動課程應由專長輔導老師任

教，以利學生生活適應及生涯進路之輔

導。對於自辦班之專業教師宜敦聘高中

職專業教師，或其有乙級以上之專業人

員，或具備有認證資格之專業達人授課

以提高專業教學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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