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高中特色發展

新北市高中高職旗艦計畫啟航

林騰蚊局長、陳玉芬校長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立永和團民中學

壹、緣起

教育講求因材施教、適性發展，高級中

等教育肩負人才培育、奠定研究高深學間的

基礎，是邁向大學的準備站，更是儲備進入

職場能量的起點。 2011年建國百年，本市升

格為直轄市，各項資源提升，教育發展也充

滿願景。為達成在地就學、在地樂活和在地

就業的教育理念，建構優質的高中職教育刻

不容緩。

為了讓高中職達到全面優質，除了配合

教育部現正推動的政策和方向，新北市教育

局也特別組成「高中卓越發展小組」、「特色

技職教育發展小組 J '邀集學者專家、高中

學校代表，針對高中與高職教育的發展進行

壁畫u '擬訂了新北市高中高職旗艦計畫，實

施期程自民國101年至104年，希望逐步優質

本市高中職學校，吸引本市學子在地就學。

為了培育具未來力、合作力與競爭力

之新北學子，本局更進一步具體規劃「教

育基礎年」、「教育精進年」、「教育品

質年」、「教育專業年」等4年教育發展計

畫，以期共同打造精緻、創新的新北市教育

品牌，化育新北市青持學子。

貳、現況說明

一、高中學校現況

本市境內高中學校，有市立高中、國立

高中、私立高中等不同體系， 'I'世自民國 101

年8月後，國立學校將改隸於新北市，統稱

為「市立高中」。屆時全市計有市立高中

22校以及私立高中 17校，合計公私立高中39

校。九大教育區39所高中學校，依開授課程

分為2種學校類型，普通高中方面有:普通

高中(含綜合高中) ，計29校;高中附設職

業類科，計10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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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勸阻

表l 目前新北市九大教育區高中學校分布情形

區 向中 公私立別 學校 類別

七星 高中 市立
市立秀峰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市立金山局級中學 綜合局中
(3校) (3校)

私立 私立崇義局級中學 品中附設職業類科

國立 國立二重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市立
市立二民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市立二重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一重 高中

私立東海局級中學 品中附設職業類科

(7校) (7校)
私立格致局級中學 品中附設職業類科

私立
私立金陵女于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一一一
私立徐匯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一鶯 高中 市立
市立明德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市立樹林局級中學 普通商中

(3校) (3校)
私立 私立辭修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國立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普通品中

市立
市立石旋局級中學 綜合品中

文山 高中 巾立安康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6校) (6校) 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普通商中

私立 私立崇光女子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私立康橋實驗品中 普通商中

國立
國立華僑實驗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國立板橋局級中學 普通向中

板橋 高中

市立
市立海山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6校) (6校) 市立清水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私立
私立光仁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品中附設職業類科

淡水 向中 市立 市立竹圍局級中學 普通向中(預計2012年招生)

(2校) (2校) 私立 私立淡江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國立泰山局級中學 局中附設職業類科

國立 國立林口商級中學 普通高中

新莊 新莊
國立新莊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市立 市立丹鳳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7校) (7校)
私立醒吾局級中學 局中附設職業類科

私立 私立恆毅局級中學 普通商中

私立聖I~、女子局級中學 普通向中

瑞芳 局中
市立 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綜合高中

(l校) (l校)

國立 國立中和局級中學 普通商中

雙末日 高中 市立
市立永平局級中學 普通局中

市立錦末日局級中學 普通品中

(5校) (5校)
私立南山局中 局中附設職業類科

私立
私立竹林局級中學 普通商中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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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高中高職旗艦首十畫國航

二、高職學校現況 職業學校可分為工業類、商業類、家

事類、藝術類、農業類及海事類六大類。其
本市市立高職 l所，民國 101年8 月 1 日

國私立高職學校改隸後，將增為5所公立高 中，以設有商業類和工業類的校數最多，應

職、 11所私立高職、 8所公私立高中附設職 與本市工商發達有關，同時可見本市職業學

業類科、 20所公私立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以 校在培育和提供人才的重要性。

及l所獨立進修學校。

表2 本市 100學年度技職學校於九大分區分布情形

九大分區

階段別 板 雙 七 丈 瑞 淡 新校數 一

橋 鶯 和 星 山 芳 水 重 干壯

科技大學 4 2

技術學院 6 3 2

技術學院
5 2 2

附設五專

專科學校

市立高職

國立高職 4

私立高職 11 2 4 2

國私立高中

8 2 2 2
附設職業類科

綜合高中 6 2 2

國私立
21 4 2 2 4 5

進修學校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1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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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中高職旗艦計畫日

標

本市升格為直轄市後，希望發展優質高

中職，以達成「卓越新北在地就學」的目

標。因此，針對高中高職旗艦計畫，研擬了

「建構高中卓越教育」與「發展精緻技職特

色教育」兩項方案，其具體目標如下:

一、均衡優質:戮力打造各高中職，使之成

為均衡優質的教育環境，達到校校皆優

質，共好共享之氛圍。

二、精緻卓越:發展各枝特色，培育菁英人

才，使其充分發揮優勢能力;發揚技職

教育「做中學、學中做」的特色，達成

技職教育紮實和務實的精神，培育出具

有實作力、就業力及競爭力的優質技職

專業人才。

三、務實致用:配合本市推動產業黃金走廊

的政策，因應業界發展需求，強化產學

實務連結，落實學以致用和縮短學用落

差，培育務實致用的技職人才。

四、適性展才:遵循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的推動，建構本市完善的高中職教

育體制，提供學生適性發展的機會，提

供本市學子在地就學的多元選擇。

肆、發展策略

一、建構高中卓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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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高中教育的發展，擬定四個面向，

提供高中學校經營發展的參考:

(一)特色課程教學與規劃:學校辦理特色課

程設計與實施，例如:國際教育、專題

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人丈

等。

(二)教師專業精進與發展:強化教師專業發

展，提升教學效能，例如: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成立教學專業社群、發展

教學卓越團隊、鼓勵教師個人特色教

學、特色教學推廣或其它具特色的教學

方法等。

(三)教學設施充實與更新:依學生學習需

求，配合教學實施，以發展特色為優

先，妥適規劃各種教學設備，例如 :E化

教室、群組教室、多功能教室、教學效

能環境等。

(四)計畫行銷整合與開發:學校辦理特色招

生計畫或活動，以及規劃垂直與橫向

策略聯盟，例如:規劃適性入學學生

輔導、多元選才方式、創意招生活動規

劃、具特色的招生或宣導措施、大專院

校策略聯盟、高中職及國中學校大手攜

小手等。

二、發展精緻技職教育

(一)高職教育特色

針對高職教育特色發展，擬定五個面

向，提供高職學校經營發展的參考:



1.特色群科發展:推動學校重點特色群科

之規劃及設置，例如:國家重點產業群

科、特殊產業需求群科、地區特色發展

群科、地區產業需求群科、學校傳統特

色群科、就業需求導向群科或其它具特

色的群科等。

2.特色課程設計:鼓勵特色群科之本位課

程設計與實施，例如具特色之:學校本

位專業課程、學校本位實務課程、地方

傳統特色課程、學校產業合作課程、就

業需求導向課程或其它具特色之課程

等。

3.特色教學方法:強化教學專業社群落實

特色教學發展，例如:教學專業社群、

教學卓越團隊、教師個人特色教學、特

色教學推廣、學校與產業合作教學或其

它具特色的教學方法等。

4.特色學習評量:落實多元特色評量模式

之發展與實施，例如具特色之:實作評

量、口頭報告、線上評量、檔案評量或

其它具特色的評量模式。

5.特色招宜措施:辦理特色的招生或宣導

之計畫或活動，例如:適性入學模式、

多元選才方式、創意技職宣導、產學合

作宣導或其它具特色的招生或宣導措

施。

(二)技職產業聯盟

依新北市特色技職教育方案之務實致

用原則，結合本市高職、技專校院與區域產

新北市高中高職旗艦計畫毆航

業，以落實高職優質提升，並引導技專校院

及高職與產業聚落聯結，進而促進新北市區

域之社會及經濟發展，具體辦理的項目如

f:

1.產業特色課程規劃實施:以高職特色課

程發展為核心，結合區域產業、技專校

院及高職，以相對應之產業及系科為

主，共同規劃符合產業專業及技能發展

需求，自高職至技專校院一貫之產業特

色課程，並進行實驗性之教學。

2.產業特色課程三師教學:以高職專業及

實習課程教學為重點，由業師、技專校

院及高職教師，協同進行高職之專業或

實習課程教學。授課內容以產業特色課

程為主，其中業師及技專校院教師授課

時數至多為課程時數之二分之一，授課

地點可在高職、技專校院或區域產業現

場。

3.產業專業人力培育發展:以區域產業專

業人力發展為目標，由產業、技專校院

及高職共同規劃成人技職進修教育課

程，其授課師資為技專校院或高職教

師，授課地點可在高職、技專校院或區

域產業現場。

4.活絡產業發展專題製作:以促進區域產

業發展為主題，以相對應之產業及系科

為主，由業師、技專校院及高職教師，

共同指導高職學生進行活絡區域產業之

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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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績效指標

上述兩方案的推動，皆希望有助於學生

學習與教師教學，因此，將針對量化與質化

指標，檢視高中高職旗艦計晝的推動效果 o

一、量化指標

(一)學生就近入學情形:學校鄰近地區國中

畢業生就近入學比率是否逐年提升(就

近入學率及其增減率)、學校招生比率

是否逐年提升(招生率及其增減率)

學校提供社區生免試入學及申請入學名

額比率是否逐年提升(社區生免試入學

及申請入學名額比率及其增減率)。

(二)學生多元學習情形:學生參與各項競賽

表現是否逐年提升(全國競賽、國際競

賽獲獎率及其增減率)、學生整體升學

表現是否逐年提升(升學率、社會服

務、體適能增強...... )

(三)教師服務表現:學校教師進修研習情形

(專任教師平均進修研習時數)、教師

參與專業社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人

數是否逐年增加。

二、質化指標

針對各個面向的實施內容進行成果評

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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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4 、落實國中技藝教育，提供本市學子多元

展才的選擇。

二、促進高職特色發展，滿足本市學子在地

就學的機會。

三、活化技專夥伴關{系，聯結本市技職教育

和產業發展。

四、提升教師專業，用一流人才創一流學

校。

五、留住優秀人才在地就學，提高市民對教

育的信心。

六、擴展新北學子國際視野，培育富國際競

爭力人才。

藥、結語

新北市教育發展，基於臺北縣前身的良

好基礎，因應國家社會大環境的改變和十三

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目標的推動，在後期中

等教育階段，對於高中職教育期待更精緻與

創新的精進。希望打造優質新北市高中職教

育，形塑新北市教育品牌，實現「卓越新北

在地就學」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