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林子斌	 博士	 	

	

	

教育改革的媒體再現：	

以111學年度大學入學方案調整為例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A	Case	Study	of	2022	Academic	Year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Program	

	

	

	

	

研究生：江宜芷	 撰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八月	

	

 



	

	
	

i	

教育改革的媒體再現：以 111 學年度大學入學方案調整為例 

摘要 

 

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改革為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帶來改變的契機，大學升學制度

的改革亦成為大眾和媒體報導關心的熱門話題。本研究從論述與權力的關係出發，

分析教育改革中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論述如何被媒體再現，並形塑教育改革議題的

公眾意象。本研究使用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作為研究方法，

以 111 學年度大學入學調整方案作為研究個案，蒐集五家臺灣主流報社對於本研

究個案的網路報導。本研究透過報導內容的分析，勾勒出教育改革過程中不同論

述競逐的過程。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四點發現： 

1. 學生缺席於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的論述之中：儘管十二年國教強調以學習

者為中心，其他利害關係人也以學生經驗作為論述依據，但學生本身的意見並未

被媒體或政策制定者所重視。 

2. 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的論述重視育才勝於選才：媒體論述偏重於大學入學

制度對於學生學習和高中教學的影響，大學入學的評量標準反而未成為主流論述

關注的焦點。 

3. 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的報導內容複雜且欠缺專業性：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的

媒體報導並未充分解釋其中的專有名詞，同時內容主要以受訪者的觀點為主，缺

乏相關研究根據與論證。 

4. 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的形象負面且充滿衝突：媒體強調不同利害關係人意

見相左之處，為議題營造缺乏共識且混亂的形象。 

 
關鍵字：教育改革、媒體再現、大學入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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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Representation of Education Reform: A Case Study of 2022 Academic 
Year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Program 

Abstract 

Due to the curriculum reform in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he landscape of the 
“Multiple Entrance Program” for university is facing chang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discourse in educational reform in Taiwan. 
Different discourse proposed b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in 
media field, and shape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about educational issues.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power in educational reform 
in Taiwan. College entrance program from the 2022 academic year is taken as an 
example. Data comes from online news, articles in magazines, and policy-related 
documents.  
 
The major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opinions are absent from the discussion of reform. 
2. The discourses of reform placed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 learning, 
rather than the standard of college recruitment. 
3. The reports failed to explain the reform clearly, and focused on personal opinion 
instead of argument or relevant research evidence. 
4.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this issue created a negative and disputed imag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Keywords: Education Reform, Media representation, College Recruit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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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 教育改革的瓶頸 

教育制度是維繫社會運作的一環，在世代之間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為了回

應社會的變遷，教育改革應運而生，不同時代會出現不同的改革目標。社會在改

變，而教育也應當如是，四一零教改聯盟（1996）便直言：「我們不只是要改革

教育，而是要藉著教育改革來改造社會！」，這是一場從教育改革到社會改造的

實踐行動。不過，教育改革是否能夠獲得支持，還須檢視教育改革者的理想是否

與主流價值觀相同，作為教育改革的利害關係人包括老師、學生、家長、學校行

政人員等等，教育改革的目標對於他們個人而言是否為有意義的改變？他們是否

願意與改革者分享共同的價值？教育改革的論述是否能得到社會的信任？這些

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教育改革的成敗（Fullan, 2007）。 

在臺灣教育改革的歷程中，不同的社會價值在政策上交鋒重塑，每個人都期

待更好的教育，但何謂更好的教育？卻缺乏社會共識。教育改革以前的臺灣教育

是以社會控制與人力規劃做為指導原則，好的教育體制可以富國強兵、實現儒家

理想並為個人求取功名，這是屬於社群主義的教育觀，這樣的觀念就算歷經現代

化，也依舊是臺灣的主流思想。而源於西方、追求個人發展、個人主義的教育改

革理念，在整體教育政策的規劃之上，便與社會大眾對於教育的理解和期待格格

不入（但昭偉、邱世明，1998）。 

臺灣教育改革理念上的歧異並不僅止於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區別，若由左

派和右派的觀點加以檢視，教育改革所追求的「適性多元」，在不同的意識形態

之下便有不同的論述加以詮釋。在右派菁英主義的思維下，教育應當適才適性，

透過合理公平的競爭機制分配教育資源，進行學術體系與技職體系的分流，強調

教育「選才」的功能；而左派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則認為，教育應當有教無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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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源不應由標準化測驗的結果進行分配，每個學生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

1994 年四一零教改傾向左派的教改路線，社會輿論中卻常見右派的菁英主義論

調，教育改革二十年來便是在這兩種不同的聲音下拔河（黃武雄，2003）。民間

教改運動的發起人黃武雄（2003）認為，教育改革是一場社會運動，僅由少數知

識份子的主張決定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不足的，有志之士必須更積極的透過公共論

述的發展與經營，引領社會大眾省思教育的價值，教育改革有達到共識的可能。 

如何追求教育改革的共識或方向？研究者認為有必要釐清教育改革的論述，

有待爬梳的論述並非僅止於教育政策專家學者所提出之論述，尚包含各利害關係

人以及社會大眾對於教育改革的理解與相關論述。教育政策背後的意識形態可以

透過歷史脈絡加以分析，瞭解不同時期價值取向的轉變以及典範移轉的過程，然

而社會價值觀卻是龐雜紛陳且莫衷一是（Lin, Wang, Li,& Chang, 2013a）。面對

教育改革這個複雜的議題，研究者認為若欲瞭解不同論述如何在輿論之中競逐，

最好的場域莫過於：媒體。 

 

貳、 媒體做為教育改革的公共論壇 

真正的民主政治有賴於討論中產出深思熟慮的結論，「公共論壇」的存在是

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理想的狀況是，大眾傳播媒體在公共論述對話的過程

之中，能夠作為公共論壇而存在，並且協助公共論述的發展，讓資訊的交流與討

論引發其對於教育議題的關注、產生興趣並展開討論，增進民眾對教育改革的認

識，成就一個公民參與的教育改革（黃維民譯，2002）。 

不過媒體傳遞的資訊即為真實嗎？媒體研究與媒體教育的課程之中，特別強

調媒體對於資訊內容的篩選與重新建構，而媒體訊息背後往往隱含著人為的操弄，

潛藏特定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帶有政治意圖或商業目的，閱聽人必須具備良好

的媒體素養，才能解讀媒體資訊背後的深意（羅曉南、余陽洲，2015）。而大眾

傳播媒體除了作為被動的公共論壇而存在之外，更多時候，媒體本身對於民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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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影響力，可能勝過試圖透過媒體經營公共論述的知識份子本身（陳慧蓉，

2008）。由於民眾對於教育改革議題的瞭解大多來自於媒體，而媒體又會透過採

訪報導詮釋與建構民意，不管是民眾還是公共政策，受到媒體影響的程度皆不可

小覷（余致力，2002）。面對這樣的情況，研究者認為對於有志於改革教育的教

育工作者，應當關注媒體如何呈現教育改革的報導。 

 

參、 媒體如何引領教育議題並形塑教育改革 

媒體對於教育改革議題的形塑，是否某種程度上引導社會大眾對於教育改革

的詮釋？新聞報導的文字使用不可能原汁原味的還原真相與細節，必然是透過文

字的書寫，重新建構教育改革的模樣，這樣的過程被稱之為「媒體再現」。在教

育改革相關的報導之中，不管是以鼓勵升學的意識形態進行書寫，或是在字裡行

間塑造老師的職業角色形象，其實都在潛移默化大眾對於教育的看法。以教育類

雜誌《親子天下》為例，2010 年起每 2 年發布一次的「縣市教育力大調查」，

自訂多項指標來評比各個縣市的教育投入和成果，該調查所涵蓋的四個面向包括：

政府投入與領導者滿意度、閱讀力、教學力、弱勢關懷，其指標的訂定以及涵蓋

的數據皆由該媒體所決定，這些指標能夠用以評估一個縣市教育成果的優劣嗎？

恐怕尚缺乏學術研究上的依據，然而其公告的結果，往往能引起媒體、政府以及

學術界關注，表現好的縣市其主政者引以為傲並據此行銷政績，表現退步的縣市

其主政者則會遭到社會批評（林子斌、陳春男、何茂田，2015）。 

由此可見，媒體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個平臺而已，媒體對於訊息的傳播往往有

所偏好與取捨的，媒體所使用的語言文字，能夠在不知不覺間影響社會大眾對於

特定議題的看法，閱聽人必須擁有足夠的媒體素養，才能夠看穿主導著「媒體再

現」的論述形貌。研究者希望透過分析教育改革的新聞報導，以媒體再現的觀點

出發，解讀媒體呈現的資訊背後的價值觀、權力運作的關係以及論述的型態，對

臺灣的教育改革實踐提出有別於以往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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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壹、十二年國教高中升學方案的爭議 

從 1983 年開始，社會便有延長國民教育年限的呼聲，2000 年教育部研擬許

多相關方案與措施，期望提升教育品質並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為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的實施鋪路，例如高中職社區化方案、高中職均優質化

方案等等。不過十二年國教的正式推動，直到 2008 年二次政黨輪替後才由新政

府所提出，於 2011 年進入啟動準備階段，並在 2014 年全面實施至各級學校。十

二年國教的主要目標包含提升國民素質、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多元適性發展、舒

緩升學壓力等等，具體指標包含就學率、免試入學率、就近入學率以及全國優質

高級中學比率（教育部，2011）。不過，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卻引發許多爭議，自

2011 年開始，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簡稱全教總）每年評選的十大教育新聞

中，十二年國教是唯一連續五年入榜的教育議題，2015 年以「十二年國教課綱

與領綱爭議 豈止黑箱而已」的新聞標題奪得魁首（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

教總】，2015）。其中備受媒體關注的兩案分別是 2011 年-2014 年高中職多元入

學方案和 2015 年引發黑箱爭議的課綱微調案。 

十二年國教以 2014 年實施高中免試入學為目標，以三等第的教育會考取代

量尺分數的基測，消息甫釋出便於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2011 年 8 月 21 日，由

高中學生於臉書(Facebook)社團串連的「反畸形十二年國教學生聯盟」，前往教

育部陳情抗議，認為十二年國教不應倉促上路，取消基測並無助於學生適性發展

（陳璟民、邱紹雯、胡清暉，2011）。2012 年 5 月 27 日，由北一女學生發起的

「反十二年國教匆促上路之社會運動」集結來自全台各地的學生到教育部遞陳情

書並召開記者會（蘇鵬元，2012）。 

高中職免試入學方案所採計的評量標準有三：會考成績（三等第七標示）、

志願序和多元學習表現，其中三等第七標示的計分方式令會考同分者眾，而多元

學習項目也缺乏鑑別度，反而是學校選填順序的不同將影響最終分數的計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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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成為分發結果的關鍵，這樣的分發機制因而廣為人所詬病（張芳全，2014）。

2014 年國中教育會考首次實施，在會考成績同分者眾多且志願序影響計分的狀

況之下，竟出現會考缺考 0 分卻免試入學進入成功高中的案例，引起社會嘩然（鄭

仕欣、謝宜倫，2014），2014 年與 2015 年的教育會考與高中入學的結果都是報

紙上沸沸揚揚的話題。 

而十二年國教「課綱微調」一案，則是教育部於 2014 年 2 月 10 日公布，預

計於 2015 年實施的微調課綱，係對國文科與社會科課綱的部分敘述進行調整，

但由於歷史課綱的修改內容包含涉及政治意識形態的敘述，同時在審查過程有程

序上的瑕疵，因而引發「黑箱課綱」的爭議（曾韋禎，2015）。「課綱微調」一

案引發許多社會人士與學生的關注，共同組成「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2015

年 7 月高中學生串聯發起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進入教育部抗議，而抗議學生領

袖林冠華於 7 月 30 日自殺，震驚社會（莊淇鈞，2015）。2016 年新政府上任，

新教育部長潘文忠宣布廢止該微調課綱，此案宣告落幕。 

從上述兩案的發展，研究者可以觀察到十二年國教相關議題確實是社會輿論

的焦點，高中免試入學一案體現媒體與大眾對於升學制度變革的關注，課綱微調

一案則引發一場抗議政治意識形態影響教育的社會運動。不過，課綱微調的爭議

固然在於課綱內容，但該爭議背後的政治意涵遠大於教育改革的意涵，十二年國

教的課程與教學也不是這場社會運動抗爭的重點。相對而言，高中免試入學一案

則可說是典型的教育改革議題，因為在臺灣社會的脈絡之中，升學制度往往是教

育改革議題備受關注的焦點，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要研究社會對於教育改革的認知，

升學制度改革相關的研究會是最優先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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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十二年國教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方案 

為了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少子女化的現象以及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同時回應

各界對於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意見，2013 年起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簡稱大考中

心）接受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簡稱招聯會）委託與教育部補助，執行「大學

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研究方案」，該計畫包含研究近程（104-106 學年度）、中

程（107-109 學年度）與長程（110 學年度以後）的大學入學制度調整規畫。由

於大學入學方案的改革並非一蹴可幾，近程與中程規劃是在現行課綱架構下分別

對招生與考試兩方面進行微調，而長程規劃則是依照民國 103 年頒布、預計於

107 學年度實施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考中心】，2016）。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以「核心素養」的理念，串聯八大領域（語文、數學、社

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的課程發展，在高中教育

階段以分科教學為原則，並藉由跨域/跨科專題、實作/實驗或探索體驗等課程，

強化領域或科目之間的課程統整與應用（教育部，2014）。落實高中多元及適性

選修課程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課程改革目標，然而高中選修課程的開設在過去

容易受到大學考試科目所限制，高中不願意開設與大學考試無關的課程。因此十

二年國教新課綱除了降低必修時數且明訂各領域之多元選修課程時數以外，也需

要大學考招制度能夠回應課程改革，達成十二年國教「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

才、終身學習」的願景（教育部，2014：1；2016）。 

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的長程調整規劃（以下簡稱大學考招改革），雖然是為

了回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變革，但是推動新課綱屬於國民教育的範疇，而大學

招生及入學考試制度則由高等教育管轄，制度變革的複雜性與所囊括的利害關係

人，比起 2014 年推動十二年國教高中職免試入學恐怕尤勝一籌。升學制度的改

革依照過去的經驗，往往是一個廣受媒體關注的話題，十二年國教下的大學考招

改革自然也不會例外，而大學考招改革中所出現的論述，屬於教育改革論述的一

                                                
1
新課綱原先預定第一屆實施的對象為 107 學年度入學之高一新生，他們將於 110 學年度進入大

學。但因為課綱領域綱要審查問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延後至 108 學年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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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值得教育領域的研究人員深入剖析。無論教育改革的理想多麼宏大，面對升

學制度的轉變，社會大眾必然有所不安，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大學考招改革的媒

體報導進行論述分析，同時探討媒體再現的建構如何影響大學考招改革的論述發

展。 

 

參、  釐清研究者的動機與立場 

教育改革所描繪的理想相當美好，期望能培養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主動學習

的能力，但研究者的求學經驗卻與這樣的理念有所落差，課堂教學還是以考試為

主，不但缺乏思辨與討論，更容易抹殺學生對於學習的興趣，此間的落差激發研

究者對於教育改革議題探究的熱忱。研究者在閱讀不同教育團體對於教育改革的

訴求之後，發現某些提議和教育改革的理念其實相互對立的，比如說十二年國教

抱持著教育普及和均優質化的理念，但是這樣的做法卻被教育團體解釋為「消滅

明星高中」，會讓臺灣的教育品質低落。為什麼不同立場的人對於教育改革的行

動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是什麼樣的原因影響他們的理解？這樣的差異會對教

育改革產生什麼影響？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現象相當有趣且值得探究。 

以研究者自身經驗為例，研究者在升學考試的表現優異，在高中與大學階段

均就讀於第一志願的學校，許多研究者的同儕均是以菁英主義的方式思考教育改

革，他們認為考試才是公平公正的制度，考試可以帶來社會流動，考試成績優異

代表努力的結果，以此分配教育資源是合理的，讓不適合唸大學的人進入大學是

浪費社會資源的表現。當研究者初入大學時也是抱持類似的想法，但在參與偏鄉

或弱勢學生的課業輔導活動，以及閱讀教育改革推動者所撰寫的文章以後，自身

對於教育制度的看法開始有所轉變。研究者開始質疑，考試成績能夠作為分配教

育資源的依據嗎？教育機會均等確實對於國民個人發展與國家整體競爭力均有

幫助，但教育機會均等或許不應止於擁有參與考試的機會，教育機會均等的實踐

應當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到好的教育，左派教育普及的理念開始在研究者心中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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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不過，研究者也發現價值選擇的差異會讓思辨的過程沒有盡頭，在思考「普

及」、「公平」與「多元」、「適性」種種價值之間的複雜性以後，研究者覺得

有必要透過研究來加以釐清這些不同的觀點。 

不過，個人的生命經驗固然會影響其價值觀，並造就其對於教育理念的看法，

但媒體報導的影響力也不可小覷，許多人對於教育改革的理解，也可能是基於媒

體報導的而生。為什麼教育改革總是沒有辦法讓人滿意？研究者認為透過研究媒

體對於教育改革的報導，或許可以一窺端倪。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教育改革的目標之間時常充斥著兩難與矛盾，許多價值觀在發展到一定程度

便會相互衝突，不過部分利害關係或許源於彼此詮釋間的差異，因此改革者必須

整合不同利害關係人背後的理念（idea）、利益（interest）與意識形態（ideology），

透過在不同利益間取得雙贏，才能帶來成功的改革（Paris, 1995）。在教育改革

紛雜的論述之中，研究者觀察到國內研究鮮少討論到媒體在此之間扮演的角色，

對於媒體再現的研究，也多以媒體素養的課程教學為主，對於教育議題甚少關注。

因此，研究者希望發展一項跨領域的研究，運用 Fairclough(1995a)的批判論述分

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研究網路新聞媒體報導如何呈現教育改革之中

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而媒體再現的背後是由何種價值觀或權力關係加以主導。 

總結以上，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1. 教育改革之中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理念如何被網路新聞媒體文本再現？ 

2. 不同的教育理念如何轉化為網路新聞媒體場域之中關於教育改革的論

述？這些論述之間的關係為何？ 

3. 網路新聞媒體中的教育改革報導有何特性？對於教育改革可能產生什

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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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壹、大學考招改革 

本研究指稱的大學考招改革，係指大考中心於 2013 年接受招聯會委託，進

行研究之「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研究方案」，其中配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

期程，預計於民國 111 年實施之長程調整規劃。我國的大學升學制度在教育改革

後，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以多元管道的方式招生入學，現行大學多元入學方

案的入學考試包括「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招生管道包括「特殊

選才」、「繁星推薦」、「申請入學」以及「考試分發」四種。未來方案的入學

考試在討論過程中則更名為「新型學測」及「分科測驗」，招生的部分則維持原

本四種管道。 

 

貳、 媒體再現 

媒體對於真實世界的人事時地物的呈現，不管是抽象的想法還是實體的存在，

透過媒體這個媒介以文字或符號的方式重新傳達意義或建構意義，稱為媒體再

現。 

參、 論述 

論述是使用語言或文字，系統性地陳述特定的概念或思想，如此語言或文字

的運用是為論述。一方面論述由社會結構與制度所形塑，另一方面論述建構社會

關係與知識信仰，論述與社會之間存在辯證性的關係，可視為一種社會實踐。 

 

第五節、 預期貢獻 

本研究透過媒體再現的研究，展現新聞報導中教育改革的論述，可以瞭解媒

體對於教育領域的影響力，從而開啟教育改革的研究人員對於媒體的關注，並對

未來有志於教育改革的教育工作者提出與媒體的互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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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媒體再現的意涵、研究與研究方法 

壹、界定媒體再現 

媒體在社會上扮演著溝通與傳遞資訊的角色，然而媒體在語言文字的使用，

卻能夠在不知不覺間影響社會大眾對於特定議題的看法，閱聽人必須擁有足夠的

媒體素養，才能夠看穿媒體再現議題背後的意圖。因此，與媒體再現有關的研究，

多用於解讀媒體呈現的資訊背後的意識形態、權力運作的關係以及論述的型態等

等。在文明社會中，訊息的傳遞與散播仰賴媒體做為載體，透過語言、文字、圖

像或是符碼等表意系統，轉化為「媒體文本」，試圖還原真實世界的原貌。然而

媒體卻無可能單純地做為一個訊息的平台或載具，媒體文本的呈現永遠是人為的、

間接的、經過裁減或挑選的，這就是「媒體再現」（media representation）（林

子斌譯，2006）。 

媒體再現的概念在媒體素養教育之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所有的媒體文本都

是由人為建構而生，是選擇性地呈現部分真實，這樣的選擇背後隱含著特定的價

值、立場或意圖（林佳蓉、林宇玲、林曉薇、陳彥文譯，2010；張宏源，2001；

Pungente, 1989; Pungente & O'Malley, 1999）。而媒體文本的兩端，分別是產製者

與閱聽人，前者可能受到政治或商業的利益驅使而干預媒體文本的內容，後者則

依照自己過去的經驗來詮釋媒體文本的意義（羅曉南、余陽洲，2015）。媒體試

圖重新建構真實的樣貌，然而在媒體文本的產製過程中，產製者必然得對於來自

現實的片段資訊進行詮釋、篩選與重組。媒體再現並不等於媒體捏造不實的媒體

文本，只是當媒體文本再度敘述真實時，其實已經為閱聽人選定了觀看事件的方

式與角度，這個「媒體版本」的真實並非虛假，但必然是主觀意識的呈現（林子

斌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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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 2002 年提出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一個具備思辨媒

體再現能力的個人，應當擁有三種以下能力： 

1. 辨識媒介內容中年齡、性別、種族、職業、階級、性傾向等各種面向的刻板

印象和權力階級間的關係。 

2. 比較媒介內涵與實際生活中的情境、人物、事件等媒介與社會真實的關係。 

3. 解讀媒介再現所潛藏的價值意涵與意識型態。 

首先，刻板印象的形塑是媒體再現相關研究的主軸之一，更廣泛地來說，不

僅僅是對於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媒體如何塑造學生群體的形象？如何建構國家

認同？透過討論媒體對於特定社會群體或角色的再現，可以分析背後權力運作的

邏輯（教育部，2002）。再者，在媒體文本產製篩選剪輯的過程中，真實與虛構

往往只有一線之隔，怎麼樣的媒體文本顯得真實與權威？閱聽大眾所接受與不接

受媒體文本有何差異？閱聽人大多傾向用自己的經驗來評價媒體再現的真實性，

不過這個標準是否可靠卻是值得反思的（林子斌譯，2006）。此外，媒體再現也

會觸碰到意識形態與價值的議題，哪些聲音可以透過媒體傳遞？哪些聲音於媒體

之中缺席？透過觀察媒體所支持的觀點、言論背後的意識形態或道德價值，分析

媒體再現的文本是否客觀或帶有立場，並進一步討論這樣的媒體再現是否影響閱

聽人對於特定社會團體或議題的觀感（羅曉南、余陽洲，2015）。 

由媒體再現的觀點進行媒體文本的研究，可以關注的面向相當廣博，但根據

研究對象的不同，研究人員所選擇側重的焦點也會有些許差異。以下研究者將以

臺灣的媒體再現研究為例，分析在不同主題的媒體再現研究之中，研究人員如何

運用其思辨媒體再現的能力解讀媒體文本的不同面向。 

  

貳、 我國媒體再現的相關研究 

每個國家的文化脈絡有所不同，媒體報導以及媒體再現研究的主軸自然有所

不同。為了瞭解臺灣的媒體再現研究取向，研究者以「媒體再現」、「新聞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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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關鍵字於博碩士論文資料庫以及期刊資料庫進行搜尋。由於研究者認為《媒

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的出版意味著媒體研究在臺灣應受到更多關注，故以該

白皮書出版年 2002 年為界，蒐集過去十四年之中以新聞媒體再現為研究主題的

臺灣期刊以及國內碩博士論文，一共 78 篇。研究者以新聞報導主題作為分類依

據，將報導主題分為人事時地物五類，針對這些文章的研究對象、研究媒介、研

究方法以及研究焦點進行簡單的內容分析。 

 

一、 媒體再現：人物 

選擇以人物作為研究主題的相關研究佔媒體再現研究的最大宗，其中又有四

成的研究關注女性職業者的媒體形象，對於媒體在性別刻板印象下的權力運作、

意識形態或是文化霸權進行批判，例如女性運動員（胡崇偉、陳月娥，2013；盧

沛樺、張玉佩，2010；繆萱，2013）和女性政治人物（倪炎元，2002；胡宥心，

2011；陳玫霖，2002）。其餘研究則是探討媒體如何建構特定人、族群、職業或

角色的形象，例如毒癮患者（徐美苓、熊培伶、賴若函、吳姿嫺、施馨堯，2011；

賴奕帆，2008）和客家族群（黃玉美，2013）。亦有研究是透過對於運動員的報

導，來探討國族認同的概念，例如王建民（陳天賜、王傑賢、鄭俊傑，2015）和

林書豪（姜穎、陳子軒，2014）。 

 

二、 媒體再現：事件 

社會議題一向常見於媒體報導，研究人員蒐集一定期間內關於該議題的報導

進行分析，關注不同論述形構之間的競逐過程，以及最終的主流論述如何形成；

也有研究會討論媒體報導再現該議題的手法是否恰當，是否能夠發揮媒體所應有

的功能。例如青少年犯罪事件（蘇蘅，2002）、天災報導（楊樺、葉欣誠，2012）

和流浪動物絕育議題（莊家語，2012）。除了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某些關鍵事

件可能對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因此亦有研究人員以特定政策或是特定社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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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導進行研究。透過還原媒體報導之中不同的論述觀點，比較各媒體之間再現

的內容與陳述，來凸顯觀點的差異和立場的不同。媒體再現研究可以梳理事件的

脈絡，揭露報導背後的意識形態，並批判報導事件下權力關係的運作與衝突。例

如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丁勻婷，2002）和太陽花學運（李易親，2015）等等。 

 

三、 媒體再現：時代變遷 

為了印證時代變遷對於報導產生的影響，研究人員多半使用比較的方式進行

研究。透過新舊年代的切片，可以比較時代的改變對於媒體報導的影響，例如

1994 年和 2004 年的報導如何再現網路這個概念（劉蕙苓，2007）；以特定事件

作為比較的分水嶺，例如比較蘋果日報來台前後報導內容的差別，因為蘋果日報

的報導具有市場化與商業化的特質，因此希望研究其他媒體是否受到這個風潮的

影響（陳麗文，2006；蔡雁雯，2014）。亦有研究人員意圖刻劃研究主題的發展

脈絡，透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分析期間進行連續性的分析。例如徐美苓等（2003）

將愛滋病的報導分為六個時期來觀察：西方進口的外來疾病期、男同性戀者的疾

病期、入侵家庭期、南亞／東南亞進口的外來疾病期、識別轉變期以及爭取人權

期，或是高惠珠（2011）以貫穿婦運時間軸的三個重要議題，「雛妓救援」、「民

法親屬編」的修正及「身體自主權」的爭取，觀察媒體再現中女權論述的變遷是

如何讓私領域的問題躍升為公共議題。 

 

四、 媒體再現：場域 

透過研究在地媒體的新聞報導，研究人員可以分析新聞是如何形塑他者的形

象，例如臺灣媒體對於伊斯蘭世界（賴至巧，2003）或是中國（洪郁發，2010）

的報導。亦有研究人員比較中國與美國的媒體報導四川地震事件的差異，透過在

地媒體與異地媒體對於在地事件報導的差異，探討媒體功能的發揮（王柔雅，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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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媒體再現：物件、概念 

在這個類別之中，與醫療健康相關的物件經常成為媒體再現的研究主題，該

類型研究的焦點在於醫療健康資訊的傳播，擔憂媒體對於這些產品的報導是否客

觀正確，是否能發揮媒體的功能傳遞正確的資訊。例如健康食品（陳瑞芸、馮國

豪，2008）、H1N1 疫苗（陳詩婷，2011）、 基因改造食品（謝君蔚、徐美苓，

2011）和中醫藥（徐卓成，2014）。若研究人員選擇探討無形的概念，則多半聚

焦於探討媒體如何利用報導的陳述建構這些名詞的概念與意涵，影響大眾對於這

些概念的看法與定義，或是討論報導背後潛藏的意識型態。例如貧窮（王英倩，

2010）、民意（楊意菁，2002）和共同想像（吳孟津，2007）。 

 

總結以上，以「人」為主題的媒體再現研究共有二十七篇，關心媒體對於特

定人、族群、職業或角色的形象建構；以「事」為主題的媒體再現研究共有十九

篇，關心媒體對於社會政策、社會事件與社會議題的報導；以「時」為主題的媒

體再現研究共有十一篇，以歷時性的縱向研究為主，關注不同時代的媒體對於特

定研究對象的媒體報導有何差異；以「地」為主題的媒體再現研究共有三篇，關

注媒體對於異地事件的報導；以「物」為主題的媒體再現研究共有十八篇，關注

媒體如何形塑特定物品商品所代表的意象，或是對於抽象概念的建構。不同的媒

體再現研究主題有其關注的研究焦點，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所分析的資料也會有

所不同。在資料蒐集方面，根據研究者對我國媒體再現研究的整理，我國的媒體

再現研究有八成三選擇平面媒體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又以紙本新聞報導或網路新

聞報導為主，僅有兩篇研究有蒐集雜誌媒體的資料（高惠珠，2011；聶瑋齡，2011

ｓ）。關於資料分析的方法，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則是研究人員主要

使用的分析方法，三者的使用比例平分秋色，研究者將進一步的比較這三種分析

方法的異同，為本研究選擇合適的研究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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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媒體再現的研究取徑  

在我國 78 篇媒體再現研究中，研究人員最常使用的分析方法有三：內容分

析（28 篇）、文本分析（23 篇）與論述分析（26 篇）。在某些研究之中，研究

人員可能同時採用上述分析方法中的兩種（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或內容分析和

論述分析），進行兼具質性分析與量化分析的混合研究，亦有研究人員選擇上述

三種分析方法之一，再搭配其他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在我國 78 篇媒體再現研究

之中，只有 11 篇研究沒有使用到上述的三種分析方法，可見這三種分析方法是

媒體再現研究之中常見的取徑，研究者以下便針對三種分析方法簡單說明。 

  

一、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是透過編碼的過程，將文本資料轉換成可以比較的量化資料，是一

種量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如何確保編碼過程的信效度，是內容分析最重要的部分。

在進行編碼之前，研究人員必須相當清楚研究的目標與待答問題，據此設定出好

的指標與分類，才不會讓分析之後的結果與研究目標不相符，而無法回答研究問

題（崔夢萍，2009）。 

內容分析的信度在於編碼的一致性，由複數的編碼員對文本內容進行編碼，

再檢驗不同編碼員編碼之間的一致性，可以計算內容分析的信度。而內容分析的

效度則包含表面效度、效標效度、內容效度和構念效度四個部分，從原始資料到

轉換後的指標，所有轉換的過程都必須考慮進去，同時配合研究目的的不同，分

析的單位也應當有所調整。表面效度在於資料來源是否可信可靠，使用的指標是

否有理論依據屬於效標效度，原始資料是否能依據這個指標完整的轉換成分析結

果是內容效度的關鍵，而研究主題包含的面向是否能透過這套指標完整涵蓋，確

保彼此的概念沒有重疊，則是構念效度的範疇（崔夢萍，2009）。 

使用內容分析法的媒體再現相關研究，會對媒體文本進行「資料萃取」（data 

extraction），將消息來源、報導內容、立場等作為編碼的條目，以量化數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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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再現的文本內容。藉由科學客觀的數據對文本內容提出系統化的解釋是內容

分析的優點，不過在資料萃取的過程之中，研究人員不免將文本內容去脈絡化

（decontextualize），沒有辦法對文本的全貌提出詮釋。也就是說，內容分析只

能呈現出文本靜態的面向，若研究人員希望掌握文本未書寫出來的部分，則必須

從質性的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著手（游美惠，2000）。 

  

二、 文本分析 

在文化研究之中，文本（text）並不一定是以文字或語言的方式存在，任何

的文化人工製品例如圖象、影片、建築或音樂等等，都可以視為是文本的一種。

當代社會媒體透過組合不同形式的文本，豐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例如新聞

節目同時以語言和影像播報，印刷文本將文字與照片組合呈現等等（Fairclough, 

1995a）。在媒體領域之中，媒體文本則被界定為由媒體所傳遞的內容，包括電

視所撥放的新聞、電視節目或電影，都可以稱作媒體文本。而 Fairclough（1995b）

則將媒體界定為處理公眾事務（如政治、社會事務、科學等）的媒體載具，例如：

新聞、文件與雜誌。不同的媒體載具所呈現的媒體文本，形式自然也大不相同，

在文本分析的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當關注文本形式與其內容的關聯 （林子斌譯，

2006）。 

文本分析的目的是展現文本的意義，透過「詮釋」建立事物之間的關係，藉

由「說明」來補充無法透過表象探詢之處（夏春祥，1997）。那麼，文本應當如

何「超越」文本本身，提出詮釋與說明的證據呢？Kristeva 提出互為文本性

（intertexuality）的概念，關注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聯，認為文本之間能夠相互

解釋，如此便可擴大單一文本的範疇，讓文本分析能夠「爬出文本外」（游美惠，

2000，P.6）。 

不過社會學研究的文本分析和文學研究不同，文本結構的分析無法滿足研究

人員對於文本社會意涵的探究，研究人員開始關注文本之中的「論述」（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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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是社會文化過程與變遷中敏感的指標，文本之間的異質性具有為社會矛盾編

碼的功能，因此論述的出發點時常基於「差異」（difference），受到歷史文化和

社會脈絡所形塑各式各樣的論述（夏春祥，1997）。 

從文本分析到論述分析，最主要的差別在於研究人員開始對文本以外的社會

條件進行分析，關注歷史文化與社會脈絡如何決定文本（游美惠，2000）。文本

屬於社會行動的一部份，文本能夠提供研究所需的證據，而文本也是社會控制與

支配運作之下的產物。文本分析可以視為論述分析的源頭，同時也是論述分析的

一部份，詳盡的文本分析能夠說明論述分析中的社會分析，同時藉由批判的語言

觀點，豐富論述分析的內涵（翁秀琪，1998）。 

  

三、 論述分析 

什麼是論述呢？ Foucault 將論述界定為有系統性且有意義的一組陳述，而

歷史與社會情境中不同的規則將產製不同的論述，透過語言或文字的運用傳達特

定的意義（蔡篤堅，2001）。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Foucault 將語言（language）

視為一種結構，也就是說，任何語言的表達背後皆有其規則。但 Foucault 認為語

言結構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社會情境所變化、由歷史社會文化所定義的（高

宣揚，2004）。因此語言是社會控制和宰制的工具，是建構社會真實的力量，透

過研究語言使用的變化，也就是論述的變遷，便能夠理解社會文化的運作過程（倪

炎元，2005）。 

Foucault 對於論述的分析，在考古學的部份關注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論述形構由對象、陳述方式、概念與主題四個面向組織而成，當某

些陳述參照的對象相同、使用相同的陳述方式、傳遞相同的概念並且圍繞相同的

主題，這些陳述即構成一種論述。論述的生產，是特定主體就特定目的，以特定

的形式和策略，向特定的對象以語言或文字進行表達（劉永謀，2009）。舉例來

說，Foucault 在《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一書中，便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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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的「知識」視為一種論述，一種在當代社會中被正當化、被視為理所當然

的論述（高宣揚，2004）。 

Foucault 運用考古學分析歷史脈絡以揭示自身現狀，而 Foucault 對於系譜學

的使用，則重於描繪現代知識與社會權力運作的關係。為什麼某些論述被視為理

所當然？不同論述的競逐代表不同勢力的交鋒，這背後蘊含不同的權力關係與歷

史脈絡（高宣揚，2004）。 對於 Foucault 而言，掌控「知識」代表掌控詮釋世

界的權力，權力造就知識的形成、傳播與認知。「知識」與「權力」透過「論述」

相連繫，造就特定的認知過程與特定地思想形式，背後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力量息

息相關，論述不但是權力的工具也是權力的結果（謝石、沈力譯，1990）。 

不過，關於論述分析的研究，不盡然是以社會研究的方式切入，語言學的研

究也相當重要，論述分析根植於語言研究之上，語言學的不同派系對論述分析的

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家 Saussure 將語言系統（language）視為

抽象且穩定的規則，語言符號（sign）將語言系統中的符徵（signifier）和社會系

統中的符旨（signified）相互連結，文本是一套由符號組成的表意系統（Tudor, 

1999）。而 Halliday 的功能語言學派則將語言視為一套表達意義的系統，具有概

念功能、人際功能與文本功能（Halliday & Webster, 2009）。結構主義的語言觀

重視語言系統的分析，功能主義的語言觀則重視語言使用的分析，前者認為符徵

與符旨之間的連結是任意指定的，因此將其分開討論，後者則認為語言形式和意

義系統之間是由功能所連結，社會主體將決定語言的使用（倪炎元，2000）。語

言學上不同的觀念，促成論述分析不同的研究進路。  

在論述分析眾聲喧嘩的研究途徑之中，以語言學分析出發的 Fowler 提出批

判語言學，琢磨許多功能語言學的分析策略，關心語言要素對於意識型態表述的

功能（倪炎元，2012）。而 VanDijk 的批判論述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則以社會心理學的社會認知研究切入，將論述分為「語言使用-認知-互動」三個

向度，關注語言的生產與理解如何受到社會文化影響（Van Dijk, 1997）。Faircl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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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則向 Bakhtin 的眾聲喧嘩理論

（heteroglossia）、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Cultural hegemony）等取經，強調

論述的生產性與創造性，以及權力關係如何壓迫與控制論述實踐的生產分配與傳

播，在特定社會文化領域之中形成霸權（Fairclough, 1995a）。 

 

肆、 小結 

本小節首先闡釋「媒體再現」一詞的意涵，接著透過分析我國媒體再現的相

關研究，協助本研究聚焦研究對象與研究焦點，以便選擇資料蒐集的範疇與分析

資料的研究方法。最後研究者則比較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的差別，由

此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來發展本研究。 

 

一、研究焦點 

教育改革是本研究的主題，本研究屬於以「事」為主題的研究。綜觀國內以

社會議題為主軸的媒體再現研究，多半透過分析媒體報導的特定社會事件，如何

受到政府政策推動影響，對社會背景脈絡進行分析。另外，這些社會議題當中多

半存在著與政府對立的弱勢族群，研究人員可以藉由梳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分析

該媒體的意識形態是向哪一方靠攏。透過這些研究，我們能夠更加理解媒體在社

會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對於社會的影響力，提升對社會中不同論述的反思能力。 

和其他社會議題相比，教育改革的利害關係人包含老師、學生、家長、政府、

專家學者與教育團體等等，這些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與一般社會議題相當不同。

許多社會議題的利害關係人多為當權者與反抗者，或是壓迫者與弱勢者，兩者觀

點二元對立，便於研究人員分析媒體是否帶有特定的立場對議題加以報導。然而

在教育改革的議題之上，身分與觀點之間不必然有相對應的關係，報導引述的消

息來源相當多元，不同參與者的觀點和立場雜然紛陳，增添議題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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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教育改革是一個複雜的議題，研究者認為梳理事件發展的脈絡，並且

探究媒體這個場域之中不同參與者的主張與觀點，有助於釐清這些觀點背後隱藏

的教育理念，同時分析不同的觀點如何競逐成為主流的論述。不過教育改革又包

含許多不同面向的子議題，為了限縮研究的範疇，研究者選擇「十二年國教的大

學考招改革」這個特定事件作為研究對象。 

 

二、 資料蒐集 

我國媒體再現相關研究的資料蒐集以平面新聞媒體為大宗，包括網路媒體與

紙本媒體。其中以「事」為主題的媒體再現研究的 19 篇研究當中，更有 18 篇選

擇以平面新聞媒體進行研究，因此研究者亦選擇以平面新聞媒體作為本研究資料

蒐集的範疇。為了提高資料的數量以及便於資料整理，研究者選擇以網路媒體作

為主要分析的對象。 

 

三、 研究方法 

在我國以事件為主題的媒體再現研究之中，依照研究對象的區別與研究焦點

的差異，會採納不同的資料分析方法進行研究。以社會議題為研究對象的媒體再

現研究多半涵蓋多起事件，研究人員主要關注媒體對於這些事件的報導是否恰當，

需要對媒體文本中的消息來源、報導的焦點以及報導方式進行編碼與分析，進而

對這些報導的適當性進行批判，因此有 70%的研究使用內容分析。而對特定事件

或政策進行的研究，研究人員為了清楚描繪事件發展的過程，在蒐集平面新聞媒

體資訊以外，也會需要分析相關的政策文本或是對參與事件者進行訪談研究，透

過爬梳該事件各面向的資料以還原事件的脈絡，因此研究人員使用的資料方法相

當多樣，包含內容分析、文本分析、歷史分析或是論述分析等等。 

本研究的主題為「教育改革的媒體再現」，意欲探討新聞媒體報導如何呈現

教育改革的論述？背後所蘊含的價值觀與教育理念為何？不同論述的關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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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聞媒體再現？背後的權力關係如何運作？研究者選擇論述分析作為主要的

分析方法。在不同論述分析方法之中，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重視語言使用

背後的價值、意識形態與權力關係運作，而 Fairclough 的研究也時常以媒體文本

或政策文本作為示範，關注政治與社會文化的變遷，研究者認為 Fairclough 的批

判論述分析架構與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相當契合（倪炎元，2000；2005；

Fairclough, 1995b）。本研究選擇 Fairclough（1995a）「文本-論述實踐-社會文化

實踐」三向度的理論與分析架構作為研究方法，研究者將於下一章節說明批判論

述分析的理論架構，並於第三章研究方法的部分說明批判論述分析的分析架構。 

 

第二節、 批判論述分析 

壹、批判論述分析的理論架構 

批判論述分析是 Fairclough（1995a）所提出的一種社會學分析方法，他認為

論述的變遷能夠反映社會文化內涵的改變，透過不同的論述的發展、行銷與移轉，

從中分析權力與價值觀此消彼長的過程。批判論述分析是一套用以研究語言與權

力間關係的分析方法，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將決定參與者在論述之中被再現的方式，

因此論述的產製、分配與消費背後，蘊含著權力運作的控制以及霸權的社會文化

再製。換句話說，批判論述分析是一種針對社會文化變遷的狀況，結合社會分析

與論述分析的分析方法。 

對於 Fairclough（1995a）而言，論述是語言的運用，由社會身分、社會關係

以及知識信仰體系所組織而成，語言如何運用是由社會所建構而生。若將語言的

運用視為一種社會實踐，代表這是一個行動模式，一個由社會和歷史所定位的行

動模式，當語言的運用在被社會建構的同時，它也在建構這個社會。論述與社會

間存在一種辯證的關係，一方面論述受到社會結構與制度規範所制約和形塑，另

一方面論述建構社會關係與知識與信仰體系。論述做為一種社會實踐，當它再現

這個世界的同時，它也賦予這個世界意義，從而改變這個世界（倪炎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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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連結論述與社會實踐兩個向度，Fairclough（1995a）的批判論述分析架

構，將論述以及論述分析分為相互呼應的三個面向，前者為文本（text）、論述

實踐（discourse practice）和社會文化實踐（sociocultural practice），後者則是文

本分析（text analysis）、過程分析（processing analysis）和社會分析（social 

analysis）。 

 

 
圖 2-1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Fairclough（1995a）。 

 

這套分析架構嘗試將論述事件（discursive event）放置於三個不同的向度，

藉以分析其背後的論述。文本向度從文本的描述檢視論述，分析論述事件所產製

的語言文本；論述實踐向度關注文本產製與詮釋的過程，透過分析論述事件中文

本產製、分配與消費的情形，觀察論述如何發展與移轉？不同論述之間如何競逐？

從而檢視論述的形構與邊界；社會文化實踐向度將論述視為特定意識形態或價值

的展現，分析論述事件所處的情境、制度和社會脈絡之中，從社會分析解釋論述

事件的意涵（Fairclough, 19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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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向度 

文本是論述的核心，Fairclough（1995a）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之中，文本被

界定在語言的範疇，也就是能被書寫或是用話語表達的，才納入分析的範圍之中。

不過，除了語言的描述性以外，Faircoulgh 也重視語言的批判性，他認為在某些

論述分析的派別之中，論述分析就是分析文句之上的文本結構，由單字與文法所

組織而成的不同意義。但對於 Fairclough 而言，論述同時是語言在社會實踐之中

的一種形式，論述分析則是分析文本如何在社會文化事件之中運作。 

文本具備兩種面向的功能，觀念面向與人際關係面向。從前者出發，文本協

助人們建構信念與知識，處理再現之中的矛盾與差異；從後者出發，文本建構社

會主體的認同與自我形構，主體之間的社會關係，並且調解社會關係之中的爭論

與懷疑。透過文本的運作，人們得以再現對於世界的認知以及社會互動的關係。

捕捉認知和互動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文本實踐的重要元素，因此這是論述分析方法

所應當關注的部分（Fairclough, 1995a） 。 

  

二、 論述實踐向度 

那麼「文本」是如何運作形成「論述」呢？一個新的文本一定是根基於既有

的文本製成，在文本再現的過程之中，這個文本一部分重複既存的內容，一部分

則創造出新的內涵。在文本推陳出新的過程之中，向心聚焦的壓力和離心發散的

壓力同時存在，前者藉由選擇特定的用詞，成為構築既有論述的一環；後者則試

圖將既有論述問題化（problematized），挑戰眾人習以為常的論述，透過爭論來

吸引人們的關注，將原先的論述轉化為一個新問題、新的論述，構築新的論述（鄭

義愷譯，2005；Fairclough, 1995a）。 

論述實踐向度針對論述的形成進行討論，也就是文本產製、分配與消費的過

程。舉例來說，若以電視節目內容作為論述事件進行分析，即應當同時考慮到節

目的產製過程與觀眾接受的情況，受眾分析便是研究論述實踐中文本被消費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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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媒體研究之中，文本分析與受眾分析的分離往往是被批評的主要原因，媒

體研究人員對於前者的關注也漸漸轉向至後者。這就是為什麼在批判論述分析之

中，單純分析文本內容是不足的，必須進一步解構文本所處的社會脈絡，瞭解文

本如何在社會之中運作的過程，進行論述實踐向度的分析，才能夠提供證據來豐

富社會文化實踐向度的分析（Fairclough, 1995a）。 

在社會之中，擁有控制論述的權力，便具備維持特定論述形構的力量，藉以

傳遞蘊含特定價值觀的文本，宰制其他與之對立的論述。在論述實踐分析之中，

分析的重點在於實踐過程的生產性與創造性，文本是由已經產製的文本重新組合、

詮釋與創造，因為文本的形式與內容是異質的，這樣的異質性造就論述的互為文

本性。透過探討論述實踐之中慣例的形成與變形、論述秩序的內涵與邊界，研究

人員得以從文本的異質性之中找到社會文化變遷的脈絡（Fairclough, 1995a）。 

 

三、 社會文化實踐向度 

批判論述分析的批判性目標在於找出文本的背景知識，也就是文本背後的假

設，才能夠與文本進行對話。Fairclough（1995a）認為，文本之中所呈現的互動

是對於社會關係的再現，是價值觀的實踐也是論述的實踐。在特定論述的影響之

下，人們會傾向認為這是常識或是理所當然的事實，被自然化的論述會成為知識

的基礎，成為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基準。因此不同的語言運用可以反應出不同論述

競逐的狀況，呈現不同社會作用的過程與結構，包括當下社會脈絡、情境脈絡或

社會文化架構，讓研究人員得以對權力、宰制與價值觀進行反思與批判。 

在這套架構之中，三個論述面向是以同心圓的方式展開，文本面向是論述的

核心，論述實踐面向則包含文本與文本產製與詮釋的過程，而社會文化實踐則包

含論述實踐與其所處的情境、制度與社會狀況。在進行論述分析時，三個面向應

當相互連結，過程分析可以透過文本的互文性分析，來解析文本的產製與詮釋的

過程。而論述實踐在當代社會文化之中，則扮演著歷史變數的角色，展現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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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再製與變遷，因此在社會文化實踐分析之中，著重於權力關係對論述實踐的

宰制，探討一個論述實踐如何維持穩定並成為一個領域的霸權？如何在不同的社

會情境與社會事件之間定位與移轉？這背後的權力運作關係是社會文化實踐分

析的重點（Fairclough, 1995a） 。 

  

貳、 結合媒體再現與批判論述分析 

在過去的傳播研究之中，研究人員關心的是媒體有無客觀如實地反映世界的

原貌，「媒體再現真實」被視為是一種實務上的可能，也是一種專業倫理。這樣

的思考反映出研究人員將語言文字等符號視為一柄反映世界的明鏡，能夠如實的

映照出真實世界的樣貌，是客觀中立的媒介。這樣的觀點透過預設本體論的立場，

將世界劃分為符號世界與真實世界，符號世界的元素與單位依附真實世界而生，

真實世界先於符號世界而存在。在這樣的設定之下，研究人員才能夠檢驗媒體是

否如實地以語言文字等符號反映出真實世界的樣貌（倪炎元，2005）。 

然而語言真的能夠如實的反映出真實嗎？這樣的質疑讓語言學家開始重新

思考語言和真實世界的關係。在這樣的考量之下，語言不再只是客觀中立的媒介，

而真實世界也非先於、獨力於符號世界的存在，而是語言文字等符號建構之下的

產物。研究人員認為，真實世界所存在的意義其實是由語言所建構，包括秩序、

價值、邏輯等等都是語言符號所帶來的產物，這樣的思考並不否定存在有感官世

界以外的真實世界，但是任何關於真實世界的紀錄，其實都是由語言所產製的（倪

炎元，2005）。 

如果說真實世界的再現其實是由語言和社會文化所建構，那麼這樣的「再現」

必定是經過詮釋的，從個人的角度、從特定的情境、從文化的框架進行後設敘事，

沒有一個再現是唯一能夠代表真實的版本。Foucault 所提出的「知識-權力觀」，

就是將我們認為代表真實的「知識」，視為特定條件之下、各個勢力交鋒後特定

版本的「再現」。不同版本的「再現」之間，隱含不同敘事角度之間的衝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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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宣稱代表「真實」、被認定能夠代表「真實」的再現版本，其實都是權力運作

之下的產物。當所有的「再現」都無法代表真實的時候，研究人員的關注便從「報

導是否能夠反映真實？」來到「媒體如何塑造真實？」（倪炎元，2005）。 

「再現」是一個建構真實的過程，是在特定的觀念、文化與歷史環境之下所

建構而生的論述，傳遞特定的價值與意識型態，背後隱藏特定的權力關係。以

Said 所提出的「東方主義」為例說明，東方主義是一套以西方的觀點出發，建構

關於東方的認知，對東方進行描述與詮釋的論述，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將東方視為

相對於西方的他者，東方是感性、古老且神祕的，西方是理性、進步且科學的。

東方的種種透過作家、詩人、學者的文字再現，彰顯西方的政治權力、文化權力、

知識權力甚至道德權力，是如何凌駕於東方之上並形成文化霸權，合理化帝國主

義擴張與侵略的過程。東方如何被西方「再現」？東方並非一個實體的存在，西

方透過建構東西對立的二元論述，將東方置於被支配的地位，西方研究、書寫並

創造東方的真實，以此權威化關於東方的論述，這套論述成為一個檢核標準，存

在於所有書寫與閱讀東方的人心中，他們將不自覺地以這套論述詮釋與產製關於

東方的文本，在這套規則下生產與消費關於東方的論述（王志弘、王淑燕、郭苑

玲、莊雅仲、游美惠和游常山譯，1999）。 

東方主義獨立於地理實體上的東方之外，體現「再現」是如何建構真實，在

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產生一套關於東方的論述，小說、詩集與學術研究都是東方主

義研究的範疇。而在當代社會透過「再現」建構論述的媒介之中，媒體則是不可

小覷的存在。因此 Fairclough（1995b）認為媒體透過語言的使用，以特定的方式

將事物符號化，因此媒體本身即擁有影響知識、信念、價值、社會關係和社會認

同的力量。利用批判論述分析解構媒體語言，能夠讓讀者從大眾媒體中獲得自己

的利益，而研究大眾媒體對於語言的使用，可以分析社會文化的變遷，並找到在

媒體的權力之中，語言與論述的本質（郭文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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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clough（1995b）於《媒體論述》（Media Discourse）一書中，針對 4 檔

不同主題的廣播節目進行分析，說明認同與社會關係如何透過媒體文本所建構，

包括：醫學《Medicine Now》、科學《High Resolution》、美國電視節目轉播《The 

Oprah Winfrey Show》以及新聞廣播《Today》，這樣的分析揭露在不同的節目

之中，播報者、來賓與聽眾之間不同性質的關係。除了廣播節目以外，平面媒體

的新聞報導，也曾出現在 Fairclough 的書中做為案例，例如分析五家不同報社的

報導，探索不同報社在處理他者論述所採用的策略，如何透過直接論述（direct 

discourse）和間接論述（indirect discourse）的技巧掌握報導中角色聲音的邊界，

維繫客觀中立的形象，影響觀眾對於報導的解讀（Fairclough,1995a）。 

Fairclough 經常使用媒體文本作為分析素材，不過可供批判論述分析運用的

策略相當龐雜，不同的案例會選用不同的分析策略。批判論述分析的架構並沒有

一致的標準作業流程，依照研究人員的待答問題，將適用於不同的分析策略，關

於批判論述分析的分析策略，研究者將於第三章進行探討。 

 

參、 小結 

如果以 Fairc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理論看待媒體再現，媒體再現是一個媒體

組織將訊息重新建構並以文本形式展現的過程，這個過程之中必然有既定的結構

影響訊息的產製、傳播和詮釋，令受眾對於媒體訊息的理解受到媒體場域的結構

所制約。同樣地，當教育改革的資訊進入媒體場域，發展二十年有餘的教育改革

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結構，臺灣社會對於教育改革既定的印象，也會影響媒體報

導的產製。媒體對於教育改革的報導，會受到媒體場域的規則以及教育改革的結

構雙重的制約，透過媒體報導我們可以一窺教育改革結構之中既存的論述，如何

影響媒體報導的論述實踐，於此同時，媒體傳播的論述同時也在改變教育改革這

個結構本身，兩者的關係是相互辯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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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育改革與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壹、臺灣教育改革的背景 

臺灣社會在 1987 年解除戒嚴以後，隨著政治體制的鬆綁，改革開放的呼聲

亦席捲社會，其中包括二戰後一直由政府管控的學校教育體系。在民間教育改革

團體之間的交流運作下，以人為本的教育改革的理念逐漸運作成行。1994 年由

民間教育改革聯盟舉辦的「四一 0 教育改造大遊行」提出四點訴求：落實小班小

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被視為是臺灣教育改革

的起點。面對教育改革的聲浪，政府於同年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邀請李遠

哲院長擔任「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研議教改方案。委員會於 1996

年發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對教育改革提出五點建言：教育鬆綁、帶好

每個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生學習社會，作為教改的執行

方針（Chou & Ching, 2012）。行政院於 1997 年成立「教育改革推動小組」，並

於 1998 年編列 1,571 億元的預算執行 12 項教育改革方案（郭添財，2012）。 

教育改革初始的核心精神在於放鬆管制、降低升學壓力、提升教育品質以及

增加國家競爭力，因此從九年一貫課程、一綱多本的教科書，到廣開師資培育管

道、多元入學的升學方案、高等教育普及化等各方面，在新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

經濟政策的風潮下，處處可見政府選擇以去集權化、自由化與市場化作為教育政

策的手段，回應教育改革多元開放的目標，臺灣的教育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動盪

（Lin et al., 2013a）。然而，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市場競爭不代表品質保證，超額

的師資培育造成流浪教師問題與教育資源的浪費，廣設高中大學與多元入學的美

意在升學主義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變形（Chou & Ching, 2012）。 

屆滿十年的教育改革成效遭受多方質疑，專家學者與社會賢達於 2003 年連

署發表《教改萬言書》，批評教育改革團體所提倡的教改方案並舉出 13 點「教

改亂象」，包括：自願就學方案、建構式數學、九年一貫課程、多元入學方案、

教科書一綱多本、消滅明星高中、補習班盛行、教師退休潮、師資培育與流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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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統整教學、廢除高職、廣設高中大學與教授治校，文中責難教育改革的理想

與口號過於「民粹主義」，以「打倒升學主義」取代「追求優質教學」，以「普

及教育」為目標全面降低課程的難度與品質，違反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為教育

現場帶來混亂並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黃光國、周祝瑛，2003）。《教改萬言書》

全面性地對十年教育改革政策的理念、執行與結果提出批判與質疑，而各式各樣

檢討教育改革的學術研究與媒體報導紛紛出籠，臺灣教育改革的失敗儼然成為全

民共識（秦夢群、溫子欣，2014）。 

雖然重回聯考的呼聲伴隨著教育改革的失敗如影隨形，教育改革的第二個十

年還是繼續秉持著多元開放的目標前進，在高等教育的部分有「五年五百億計畫」

以及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設立。在中等教育的部分則有繁星計畫的推動、多

次課程改革，包括九五暫綱、九九課綱、一零三課綱微調，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的施行（郭添財，2012）。 

 

貳、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奠基於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提供 15 歲以上的

國民高級中等教育，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與優質銜接作

為教育理念，推動普及、自願非強迫入學、免學費、公私立學校並行、免試為主、

學校類型多元2、兼顧普通與職業教育的高級中等教育（教育部，201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提到十二年國教的理念為（教育部，2011：

5） ： 

「（一）有教無類：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是以全體 15 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不分種族、

性別、階級、社經條件、地區等，教育機會一律均等。 

（二）因材施教：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設置不同性質與類型的學校，

透過不同的課程與分組教學方式施教。 

（三）適性揚才：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職場和

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 

                                                
2	 十二年國教將高中教育分為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與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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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進路：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路，以

便繼續升學或順利就業。 

（五）優質銜接：高級中等教育一方面要與國民中學教育銜接，使其正常教學及五育

均衡發展；另一方面也藉由高中職學校的均優質化，均衡城鄉教育資源，使全國都有

優質的教育環境，使學生有能力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就業，並能終身學習。」 

 

一、從義務教育到國民教育 

義務教育的緣起在於培養具有國家意識的忠誠國民，18 世紀起受到民族主

義的影響由歐洲向外擴張。隨著時代變遷與發展，辦理義務教育的考量也開始出

現多元的面向，由單純的政治意圖擴展至培養國家發展所需人力資本的經濟意圖，

同時也希望以教育機會均等促進社會正義，提供以學生為本、尊重受教者的學習

權的國民教育（教育部，2011）。義務教育的實施範圍自 20 世紀起開始延長，

雖然各國實施的年限不等，不過在初等教育階段一半以普通教育為主，而中等教

育則視國情不同，部分國家將進行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流，部分國家則完全

實施普通教育。為了提升國民素質與國家實力，我國意圖將普及教育由國中教育

延伸至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同時提升高中教育的品質、發展個人潛能以促進終身

學習（教育部，2011）。 

參照歐美日國家的教育改革特色，高級中等教育的改革有四項趨勢：普及、

適性、多元與素養導向（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教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的

教育功能定位於以下四種功能：實行全人教育的「陶冶公民功能」、協助學生探

索與生涯規劃的「試探功能」、依照學生志趣能力與發展進路提供不同教育安排

的「分化功能」、協助學生培養終身學習能力與素養以進入大學或職場的「準備

功能」（潘慧玲，2016）。 

雖然國民教育延展為十二年，不過實際上義務教育的部分仍然只有前九年，

額外延伸三年高中教育在改革中被視為國民的「權利」而非「義務」，因此高中

階段是採自願入學（教育部，2011）。另外，國民教育的課程銜接也是十二年國

教課程改革的一環，以「核心素養」串聯高中與國中小的學習階段，並於高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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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學習推廣多元選修課程，試圖在「普及教育」與「適性揚才」之間取得平衡

（潘慧玲，2016）。 

 

二、 核心素養與課程改革 

教育部（2014）於民國 103 年 11 月發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總綱），預計民國 107 學年度於不同教育階段的起始

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教的課程理念為「自發、互動、共好」，以「成就每一個孩

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期待學校教育能夠尊重學生之間的差異性，

以適性教育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與熱情，培養學生與人我、與環境之間的互

動能力，協助學生運用所學於生活之中，培育擁有應變能力的終身學習者，與世

界互惠共好（教育部，2014：1）。根據上述基本理念，十二年國教包含四項課

程目標：「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教

育部，2014：2）。 

十二年國教總綱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由此連貫不同的學習階段

並且統整各領域科目，落實十二年國教的課程理念與目標。十二年國教總綱將核

心素養定義為「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

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者的全人發展，不應以學科知識或技能為限，應

當結合學習與生活而力行實踐（教育部，2014：3） 。 

十二年國教預計以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來培養「終身學習者」，三大面向包

含「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以下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

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

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

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十

二年國教總綱亦針對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身心發展狀況，訂定三面九項核心素養

的具體內涵，而各領域/科目的課綱綱要應當結合或呼應核心素養內容，加以發

 



	

	
	

32	

展「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及「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以落實核心素養於

課程、教學和評量之中（教育部，2014：6） 。 

 
圖 2-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台北：教育部。p.3。 

 

強調核心素養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重視跨領域能力以及通識性課程，透過

降低必修時數、增加選修時數的方式，調降共同性課程的比例以提供適性分組課

程，將現行高中課程綱要設計的「延後分流」改為「適性分流」。在普及化高中

教育的同時，也期望學校能夠提供多元與差異化的課程，以達成「適性揚才」的

目標（潘慧玲，2016）。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課程架構，除了部定必修課程以外，還包含依照學科領

域延伸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確保學生基本學力的補強性選修課程，以及由高中

各校發展設計的校訂必修課程和多元選修課程。以往的高中是依照教育部課綱實

施國家課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則要求高中必須依照各校特色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結合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課程的時數，發展辦學願景、實現辦學目標、並創造適

性學習的教育環境（潘慧玲，2016）。 

落實高中選修課程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一大目標，一方面是因為課綱部定

必修學分數高，一方面是高中習慣依照大學類組安排選修課程，而選修課程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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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大多是以大學考試科目為主，導致以多元選修課程引導學生適性學習的理想無

法實踐。也就是說，大學考試招生的設計，會影響高中開設考試科目以外選修課

程的意願，因此必須透過「考招連動」的方式，確保高中選修課程會受到重視（立

法院第 79 屆第 3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2017）。 

 

參、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在政經社會的變革、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的批判與訴求之下，大學入學制度開

始朝向大學自主、多元評量與多種管道等方向改革，1994 年教育部開始試辦「推

薦甄選入學」，以兼顧「高中舉才」、「大學選才」為目標，給予每所高中推薦

的機會，來平衡城鄉差距。1998 年教育部進一步試辦「申請入學」，由各大學

自行設立單位辦理招生，教育部未設定共同篩選機制，從申請條件到錄取方式皆

由招生學校自行決定，同時也沒有限制學生申請的校數。91 學年度起（2002 年），

結合「推薦甄選入學」、「申請入學」與「考試分發」三種入學管道的「大學多

元入學方案」正式全面實施，四十八年以來的聯考入學制度就此走向歷史（秦夢

群，2004）。 

 

一、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介紹 

我國的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係參考英美日等國的大學入學制度，秦夢群（2004）

提到各國制度的特色包括大學招生自主權、入學參考依據多樣化、學生擁有選擇

校系的自主權、以及多種入學管道，這些大學入學制度的特色，也反映在我國大

學多元入學方案之中。過去聯考制度的特色為考招合一，由教育部組成大學考試

委員會處理招生事宜，聯考擁有公平、公正、客觀、效率、考科固定且容易準備

等優點，許多支持者認為聯考制度能夠促進社會階級流動。不過，聯考也有以下

缺點，因而招致教育學者批評，包括：(1)聯考只看重智育成績，令考試引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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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扭曲教育目標；(2)大學無法自主招生且學生無法適性入學；(3)考生依照過

去錄取分數選填志願而強化大學排名，不利大學良性競爭。 

因應社會對於過去聯考制度的批評，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考招分離，考試

的部分由大考中心統一辦理「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和「指定科目考試」

（簡稱指考）兩種入學測驗；招生部份則將入學管道則分為「甄選入學」與「考

試分發」兩大類。「甄選入學」管道因應改革目標，讓學生自由選擇校系報考，

而入學的參考資料則由各大學校系自主決定，選擇甄選入學管道入學的學生，在

第一階段先選擇欲報考的校系，由其學測成績作為篩選標準，通過篩選標準者才

能進入第二階段由各校系主辦的指定項目進行評量，這些項目包含則書面審查資

料、口試、紙筆測驗等等。「考試分發」管道則是與過去的聯考較為相似，以指

考成績為採計項目，學生依照其成績畫卡選填志願，各大學校系可依照各校系特

性選擇偏好的科目加權計分，以總分高低作為錄取依據（秦夢群，2004）。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以後，為了強調大學多元選才、平衡城鄉差距和實現

社會正義的需求，新增「繁星推薦」與「特殊選才」兩種政策性且少量名額的入

學管道。「繁星推薦」管道於 100 學年度開始實施，由過去甄選入學管道中的「學

校推薦」與 96 學年度開始試辦的「繁星計畫」合併而成，以學生在校成績作為

評審的主要標準，學測成績僅用於檢定使用，藉以平衡區域與城鄉差距，與十二

年國教國中端升學制度相結合，推動高中就近入學。「特殊選才」管道則是於

104 學年度開始試辦，回應各大學校系的招生需求，由試辦學校單獨招生，錄取

有特殊才能、經歷或成就的學生（招聯會、大考中心，2016）。 

繁星計畫是清華大學為了更加積極的發掘人才並縮短城鄉差距，於 96 學年

度（2007 年）提出試辦的入學計畫。該計劃保障偏鄉高中優秀學生的升學機會，

只要通過學測成績的檢定門檻，便以學生在校成績的校排百分比作為第一評比標

準，不需另行參加校系甄試。在推薦與錄取資格上，每人僅能被推薦至一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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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群3，每所高中對每所大學各學群至多推薦一名學生，每所大學對每所高

中至多錄取一名學生。96 學年度參與繁星計畫的大學共有 12 所，包含台成清交

等頂尖大學，一共錄取來自 228 所高中 675 名學生，其中 117 所高中三年來（93-95

學年度）首次有學生（162 名）進入這 12 所大學。除了繁星計畫，中山大學也

自辦「南星計畫」，以照顧低收入戶及弱勢族群並提高就近入學率作為招生理念，

學測成績與在校成績僅為門檻，依序以低收入戶、父或母來自開發中國家、原住

民、就讀南部或離島高中、高一二校排名百分比、學測或高中成績百分比，作為

比序項目（蔡閨秀，2008）。 

100 學年度起，「繁星計畫」與「學校推薦」合併為「繁星推薦」，與「個

人申請」並列於「甄選入學」下的正式入學管道。繁星推薦辦理時間早於個人申

請」每人僅能被推薦至一所大學一個學群，每所高中對每所大學各學群至多推薦

兩名學生，每所大學對每所高中至多錄取一名學生，錄取者無論放棄與否，均不

得報名個人申請的入學管道，未錄取者則不受此限4。103 學年度起，繁星推薦將

醫學系獨立為第八類學群，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後，新增第二階段的面試，時程與

個人申請的第二階段甄試同時辦理，錄取者不得登記個人申請的統一分發志願序

（教育部，2013）。 

                                                
3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第三

類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第四類至第七類學群，僅限招收與高

中所學相關之音樂、美術、舞蹈（以下稱藝才班）及體育班學生（教育部，2010，P.13）。	
4
以 100 學年度為例，繁星推薦的錄取名單於 3/11 公告，個人申請於 3/15~3/17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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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入學管道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部（2016）。 

 

除了多元的入學管道，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將入學統一考試分為學科能力測驗

與指定科目考試兩種，其中學測不分類組的特色，體現出我國高中教育延後分流

的趨勢。過去大學聯招時期的考試分為甲乙丙丁或一二三四不同類組，與高中階

段的分組課程相對應，對於學生選課和選校系的自由有所限制，因此民國 84 年

（1995 年）開始的課程改革，包括 95 暫綱、99 課綱提出「高一統整、高二試探、

高三分化」，開始倡導「以選修代替分組」，並且加強通識教育，由此導引學生

適性發展（陳婉琪，2013）。 

於民國 83 年開辦的學科能力測驗，是大學校系篩選學生的門檻，涵蓋國文、

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五科，皆屬高一高二共同必修的課程，以測驗學生基本

學科知能為目標，其中社會科包含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科，自然科包含物理、

化學、生物、地球科學四科，社會科與自然科以結合不同學科的方式，希望考察

學生綜合運用學科內容的能力（大考中心，2014a）。學測採 15 級分制，參與「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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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入學」的學生必須參加學測五科測驗，以五科總級分作為篩選可以看出延後分

流的教育理念對於大學入學考試的影響（教育部，2016）。 

指定科目考試則於民國 91 年開始實施，包含國文、英文、數學甲、數學乙、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十考科，其中數學科依照文理組選

修版本差異區分為數學甲和數學乙，各科滿分為 100 分，內容涵蓋高中三年的必

修與選修課程，是「考試分發」入學管道的主要依據（大考中心，2014b）。大

學校系可依照各自的特色需求，於十個考科之間指定考科，學生依照大學目標校

系指定科目自行選考（教育部，2016）。 

除了學測與指考以外，英文聽力測驗與國文寫作測驗的出現，則是呼應大學

端招生需求的做法。大考中心自 103 學年度起開始辦理一年兩次的英文聽力測驗，

成績採等第制，可作為「個人申請入學」的審查資料之一，並於 104 學年度起納

入「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與「考試入學」的檢定項目（教育部，

2013）。而原先併於學測國文科之中的國文寫作能力測驗，則預計於 107 學年度

開始於學測階段獨立施測，強調國文的工具性，於人文、社會、自然等領域跨領

域取材命題，以改寫、接寫、命題作文、閱讀寫作、實用寫作等題型，測驗邏輯

論述、分析表達和情感抒發的能力（大考中心，2017）。 

儘管 1995 年開始的課程改革提倡「以選修代替分組」的理念，但其實這在

高中課程安排上不易落實，卯靜儒、甄曉蘭、林永豐（2012）便發現，經費、學

校空間與師資結構等行政問題，加上來自升學考試的壓力，許多學校安排的選修

課都是「必選」課程，區分自然組和社會組的班級安排課程，而學生選課也會受

到升學考試影響，而無法達成「增加課程的試探功能」、「減輕學生課業壓力」 

與「增加學校課程自主的空間」等改革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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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研究方案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於 2002 年起實施已有 15 年之久，不管是入學管道或是入

學考試，幾乎每年都有出現微調的情況。而教育部與招聯會於 2012 年補助委託

大考中心進行「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研究方案」計畫，將大學入學制度的改

革分為近程（104~106 學年度）、中程（107~109 學年度）與長程（110 學年度

開始）規劃。近程與中程依照現行 99/101 課綱，採最小幅度變革以維持升學制

度穩定，在 104~109 學年度以三年為一期進行試辦並微調，以利評估修正相關措

施，長程則配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進行全新的規劃（大考中心，2017）。 

大學入學方案調整的長程規劃於 2017 年 3 月 29 號經招聯會大會決議通過， 

依然維持「特殊選才」、「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分發」四種入學

管道，不過在甄選入學招生時程的部分，則向後調整一個月至高三課程結束以後，

才開始個人申請入學。入學考試中的學科能力測驗（學測）由五科必考改為五科

選考，範圍為高一高二必修課程；指定科目考試（指考）則改為分科測驗，範圍

為高三選修課程，取消學測考試範圍重複的國英數乙三科，由十科選考改為七科

選考（招聯會，2017）。過去個人申請入學所需提供的備審資料由學生學習歷程

所取代，由教育部建置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記錄學生高中三年的表現。在大學

升學資料的部分，部定資料庫將提供學生基本資料與修課紀錄，而自傳5、課程

學習成果6、多元表現7與其他大學要求之資料，則由學生自主上傳並依照申請校

系的要求勾選資料匯出繳交，不需要另行自作書面資料提供申請校系審查（招聯

會，2017）。 

在招生管道與參考資料的對應上，「個人申請」將參考學測成績與綜合學習

表現，後者包含學生學習歷程與校系自辦甄試，前者為 15 級分制而大學各校系

最多選擇四科篩選採計，同時要求後者計分比重應達 50%以上。「考試分發」將

                                                
5	 可依照校系差異上傳一份以上檔案。	
6	 課程學習成果須經教師認證且每學期至多上傳三份，大學端則至多採計三份學習成果。	
7	 多元表現包含活動、志工服務、競賽成果、幹部經歷、檢定證照等，至多上傳十項代表性資料，

以及至多 800 字和 3 張圖片之綜整心得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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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學測成績與分科測驗成績，各科最高 45 級分，採計科目應介於三科到五科

之間，其中學測採計科目不大於四科且分科測驗採計科目至少一科，科目成績得

加權計算（招聯會，2017）。 

 減少考試科目、延後甄選入學時程以及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的建置，是本次

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制度的調整重點。由於十二年國教課綱延後至 108 學年度上

路，該調整方案亦配合改為 111 學年度實施，而 107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之間，

則以漸進微調的方式，逐步延後甄選入學的辦理時程（招聯會，2017）。 

 

三、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相關研究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希望透過多元評量與多種管道的方式，讓大學校系與學生

雙方的媒合能各自擁有自主權，希望避免聯考「一試定終身」與「考試引導教學」

的狀況，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然而在實際實施的過程之中，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讓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充滿爭議（秦夢群，2004）。專家學者、利害關係人與一般

大眾的意見，以及大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的實際情況，都是大學多元入學方

案相關研究所探討的議題。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於 2004 年曾進行微幅修正，秦夢群（2004）在梳理大學

多元入學方案的政策形成過程以後，除了比較大學入學制度新舊制的差異以外，

也對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提出多點批評，包括：甄選入學制度的公平性受質疑（甄

選入學作業程序不公開、錄取標準有爭議、書面審查資料造假或是人情關說等等）、

衝擊影響高中教育生態（甄選入學帶來行政負擔、高三下錄取學生出現學習空窗

期、配合考試安排選修課程有排課困難）、甄選入學不利經濟弱勢者（相關費用

繁多、參考課業以外的特殊表現讓城鄉差距與社經背景影響入學機會）。 

秦夢群（2004）針對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所提出的建議，有些屬於已經實施的

改革方案，例如「繁星計畫」和「繁星推薦」，是為了平衡城鄉差距並創造公平

的入學機會所設計的方案，「南星計畫」則是以弱勢族群為目標，以積極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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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維護弱勢學生的權益。另外，也有許多項目被列為「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

整研究方案」的長程目標，例如：建立校級的招生專責單位、紀錄長期且完整的

個人檔案資料（對應至學習歷程檔案）、協助學生發展性向（對應至高中多元選

修課程與課程諮詢輔導老師）、高三下安排先修課程銜接學習空窗期等等。除此

之外，秦夢群（2004）提出的某些意見亦可能解決目前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調整過

程所面臨的問題和質疑，例如擴大招聯會的組成以接納高中端的意見、將甄選入

學制的試務工作客觀與法制化等等。 

王逸慧（2007）則以均標程度的高三學生為研究對象，分別對學測後有意參

加甄選入學者、甄選入學第一階篩選後通過者和甄選入學放榜後錄取者，進行焦

點團體訪談，探討大學甄選入學制度所傳遞的潛在課程。研究發現學生就算選擇

甄選入學管道進入大學，他們仍然覺得成績是致勝的關鍵，「智育至上的升學思

維」與適性發展和大學選才自主的理念背道而馳。在甄選入學的過程之中，「階

級分明的優越意識」讓學生對大學分級、學校對學生放榜結果進行分級，大學甄

選對於英語能力的重視又讓經濟弱勢和語言弱勢之間的階級關係變得鮮明。而學

生在準備面試的過程之中，對於表面工夫和投機逢迎的應試技巧，以及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的造假，皆可能造成學生「價值觀或道德扭曲」。同時學生也在制度下

建立「市場化的學習心態」，凡事追求最大績效，以競爭獲取最大效能，同儕關

係也變得緊繃。 

針對上述問題，王逸慧（2007）提出的解決之道包括在制度面探討入學制度

的潛在課程，同時研發課程內容引導努力和培養能力的觀念。大學端應關注備審

資料真偽度、選材標準適切程度、備審資料與面試的評分標準、口試委員提出面

試問題的動機與好惡傾向，甄選費用應當調降以避免不利經濟弱勢學生，各校系

應當發展特色以吸引學生。高中端應協助學生製作學習檔案，於高三下提供彈性

課程或先修課程，也應當避免應學生錄取結果而有差別待遇，或是灌輸學生對於

大學等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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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茂發（2010）在教育部的補助與大考中心的支持下進行「大學多元入學方

案之檢討與改進研究計畫」，對大學教授、大學生、高中老師與高中生發放問卷，

調查大學入學制度的利害關係人對於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不同入學管道的看法。調

查結果發現大學教授對於甄選入學的看法與其他身份的填答者有異，僅有大學教

授認為目前的甄選方式「公平公正公開」，也只有他們不認為甄選入學「費時費

力又昂貴」，且僅有大學教授不同意「精美豐富的備審資料可增加錄取機會」，

不過四類受訪對象皆認同備審資料可呈現學生學習歷程，另外面試、口試與競賽

成果最能反映實力。多數高中師生認為繁星計畫「省時省力省錢」且鼓勵學生重

視高中在校成績且努力向學，同時高中教師認為繁星計畫「公平公正公開」且能

導引學生在高中階段就近入學。對於考試入學的評價，所有受訪者均認為其「公

平公正公開」且「省時省力省錢」。高中教師與大學教授對於擴大甄選入學名額

持保留態度，且認為會衝擊高三下學習，同時無法減輕兩次考試的壓力。 

簡茂發（2010）建議高中與大學應當建立良好的甄選入學溝通平台，並於高

三下開設選修或加強課程，協助學生銜接大學。教育部應當協助各大學建立適合

的招生計劃並對高中召開招生說明會，增加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選的公信力。另

外」，個人申請的程序可以加以簡化，例如將書面審查線上化，或是採用單一格

式或制式表格的備審資料。 

關於一般大眾的民意調查研究，朱玉仿（2010）以電話訪談的方式，於 2005

年至 2008 年調查 20 歲以上的民眾對於高等教育議題的想法，其中與大學多元入

學方案有關的調查結果有二：(1)鄉村民眾與年輕族群的認同「大學繁星計畫以

高中非升學科目表現，做為考量分發排序的項目 」；(2)有 74.7%民眾認為「提

高大學甄選入學的比例名額」可以達到多元選才與引導學生適性發展的目標。劉

秀曦與黃家凱（2012）同樣以電話訪談的方式，於 2010 年調查 20 歲以上的民眾

對於高等教育議題公平性的想法，聚焦於大學彈性學雜費政策及大學多元入學方

案，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民眾認為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反而增加高中生升學壓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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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聯考制度對於弱勢學生而言，較現行多元入學方案公平，這兩題的認同比例

與受訪民眾的年齡成正相關，年齡越高越有這樣的認同傾向。 

丘愛鈴（2013）則以高中、大學教育人員作為研究對象，綜合問卷調查與焦

點團體訪談進行研究，調查高中課程與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

八成以上的問卷填答者同意大學入學管道中的繁星推薦入學有助於落實十二年

國教高中就近入學的政策目標，有七成的填答者認同個人申請入學有助於落實高

中全人教育和適性發展的教育目標。不過焦點團體訪談結果指出，高中教育陷於

升學考試競爭力與全人教育發展的兩難之中，期望透過考試制度改革以落實高中

多元選修課程、活化課堂教學與高中辦學特色。關於舒緩升學壓力的面向，問卷

調查指出大學指考應改為「標準參照測驗」且同一學群採計相同考科。關於大學

多元入學方案的時程安排，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學測考試時間延後至高三下

學期 6 月間辦理有助於維持高中課程實施的完整性，也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同意

將學測、指考合併為一次考試，並於高三下以「選考科目」或「選考範圍」方式，

引導高中生適性學習。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同意於甄選入學階段採計高中在校成

績，將第二外語或非升學考試之在校表現列入加分項目，但也有八成的受訪者認

為高中各校老師的評分方式與標準有差異，高中成績難以跨校比較，須強化高中

教師的多元評量知能，確保採計高中在校成績的客觀性與公平性。對於大學多元

入學的不同管道，受訪者多數認為繁星推薦招生名額宜在 20%以下，個人申請入

學宜在 21% 至 40%之間，考試入學宜在 41% 至 60%之間，高中與大學之間的

看法差異不大。 

從以上研究之中可以歸納出幾點共同點，首先，備審資料的準備應當簡化，

避免增加學生無謂的負擔（王逸慧，2007；秦夢群，2004；簡茂發，2010）。再

者，多數調查研究認為甄選入學有助於達成多元選才和引導學生適性發展的目標，

不過無法降低學生的升學壓力（丘愛鈴，2013；朱玉仿，2010；劉秀曦、黃家凱，

2012；簡茂發，2010）。最後，對於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不同管道的設計，高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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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教育人員傾向維持現狀，縱使肯定甄選入學的成效，也不認為應當擴大甄

選入學的比例（丘愛鈴，2013；簡茂發，2010）。 

除此之外，大學多元入學的公平性時常是調查研究中研究人員關注的焦點，

在此公平性又分為兩種，其一是程序上的公平性，甄選入學是否存在客觀的評審

標準？其二是結果上的公平性，甄選入學的結果是否符合社會公益？針對前者，

不管是專家學者、高中師生還是一般民眾，對於「甄選入學」面試口試的過程大

多有所質疑，只有大學教授認為甄選方式「公平公正公開」，這顯示出甄選入學

的評審標準在大學內外有資訊不一致的狀況，甄選過程不夠透明至足以讓人信

服 （秦夢群，2004；簡茂發，2010）。針對後者，除了制度本身的缺乏明確的

標準以外，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是否能夠達成教育機會均等和社會正義等目標，也

是備受社會大眾質疑的問題（朱玉仿，2010；劉秀曦等，2012）。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成效除了透過問卷調查首訪者的主觀意見以外，也

可以透過研究的設計來加以測量，例如駱明慶（2002）便分析 1954-2000 年台大

學生的學籍資料，探討大學聯考對於台大學生的篩選作用，資料分析顯示「考上

大學」與省籍、父母教育程度和居住在台北市或其他城市正相關，而成為台大學

生與這些變數的相關程度更大，證實聯考並無法給予不同出身背景者同等的機會

上大學，顯示眾人認為有助於社會階級流動的聯考，未必能達成教育機會均等的

目標。 

田芳華與傅祖壇（2009）以十二所大學之大一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分析資料

後發現母親的教育程度較高者經由個人申請管道入學之機率會大於經由考試分

發入學的機率；而自然理工領域者比起人文社會領域，經由甄選入學錄取的可能

性較考試分發高。另外，在控制學生其他背景因素包括學習主動性的情況之下，

個人申請和推薦入學者的學業表現比考試分發者來得好。若大學學業成績表現可

作為就讀某科系的適合度指標，該研究認為個人申請和學校推薦入學管道確實能

幫助大學校系篩選到素質較高且較合適的學生。不過，可能解釋這個情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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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包括甄選入學的時程位於考試分發之前、選擇甄選入學者更了解自身性

向和興趣、或是教師對於甄選入學的學生有較高的期待而產生比馬龍效應。 

王秀槐與黃金俊（2010）以縱向研究的方式，針對 18,566 名分別透過「甄

選入學」與「分發入學」兩種管道入學的學生進行研究，調查 92 學年度大一新

生的科系選擇、94 學年度大三學生的學業投入調查、9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的學

習成果與滿意程度。研究結果發現，兩種入學管道的學生不管是在大學科系選擇、

學業投入和學習成果與滿意程度之上，甄選入學者的表現均顯著高於分發入學者。

甄選入學者大一入學時對於自己的選擇確定，大三時較為投入課業，大四畢業時

學業成績與核心能力均優，對於自我學習、學校環境與自我選擇均較為滿意。 

駱明慶（即將出版）分析 2001 年至 2014 年台大學生的學籍資料，探討大學

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對於台大學生組成的影響。研究發現，2007 年起實施的

「繁星計畫」與 2011 年實施的「繁星推薦」，讓台大學生的來源在高中畢業學

校集中度上於 2004 年之後開始下降，提升非明星高中學生錄取台大的比例。此

外在居住地區所得、區域城鄉比例和低收入與中低收入生的比例上，「繁星推薦」

相較於另外兩項入學管道，皆有顯著的差異，顯示「繁星推薦」有助於經濟弱勢

者進入台大，且對於城鄉區域均衡也有所幫助。 

招聯會（2015）也對各招生管道的經濟弱勢學生分布人數進行調查，發現中

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運用繁星推薦入學管道的比例較高，100-103 學年度繁星推薦

（1.94%/1.39%）的低收入生/中低收入生的比例均高於個人申請（1.35%/0.75%）

及考試入學（1.32%/0.9%）。「繁星推薦」有助於區域間的平衡，北一區（北北

基）以「考試分發」入學比例較高，中區則是「個人申請」入學，東區和離島則

以「繁星推薦」入學。在「就學穩定度」的分析當中，「繁星推薦」入學的學生

休學或退學的比例最低，「考試分發」入學者最高；在「在學學業表現」的分析

當中，「繁星推薦」入學的學生於學業成績 1/2 不及格的比例最低，學業成績前

5%的表現最高。 

 



	

	
	

45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甄選入學相比於考試入學，確實可以達成大學

多元入學方案「適性揚才」的理念，讓學生與大學校系之間有更好的媒合。另外，

在平衡城鄉差距與實現社會公益的部分，「繁星推薦」管道透過於招生管道積極

地保留名額，確實有利偏鄉或弱勢中的優秀學生進入頂尖大學，比起齊頭式平等

的升學管道更能夠實現社會正義。 

 

肆、 小結 

升學制度的改革一直是臺灣教育議題備受關注的項目，升學制度的設計牽扯

到課程規劃、教學實踐、教育機會均等與人才培育。在重視文憑的臺灣社會體系

之中，升學制度的社會分化功能，讓升學競爭難以舒緩，也讓教育改革始終難以

達成解放教育的目標（許誌庭，2014）。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設計，讓考試測驗

以外的元素被納入升學參考之中，然而相較於考試成績的量化數據的客觀性與公

平性，甄選入學的書面資料審查和面試，卻因為缺乏明確的標準而容易受到質疑；

不管是有學生花錢準備精美的備審資料，或是備審資料出現內容造假的狀況，都

應當透過更嚴謹的制度設計加以避免（秦夢群，2004）。另外，現行甄選入學的

時程安排，也讓高三下學期產生空窗期，對於高中教學現場產生負面的影響。 

不過，甄選入學有限的推薦與申請名額，確實讓學生在校系的選擇之上更能

夠「擇其所愛，愛其所擇」，高中的生涯規劃課程也越來越被重視（王秀槐、黃

金俊，2010）。同時，比較不同升學管道之學生家庭背景的研究，也顯示出甄選

入學在社會正義的實踐之上，可以透過「繁星推薦」的管道，達成比聯考更好的

效果。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有利有弊，如何調整大學入學制度使其去弊存利，是未

來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必須處理的問題。不過，媒體、政府單位或教育學者的調查

研究反映出多元的意見，這些意見是否能夠在充分溝通後取得共識？還是意見之

間存在有不可調和的衝突？研究者希望透過檢視「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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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長程規劃的討論過程，瞭解不同利害關係人所提出的看法，藉以分析我國

教育改革在媒體場域中不同的論述。 

 

第四節、 媒體報導的教育政策與議題 

國內外皆有研究以新聞文本作為素材，研究教育政策或教育議題，雖然這些

研究多數並未以「媒體再現」為題，不過其研究結果卻能夠提供研究者不一樣的

視野。因此研究者以「Media」或「News」以及「Education policy」或「Education 

Reform」作為摘要搜尋的關鍵字，篩選國外研究中與本研究相似的期刊論文。另

外，研究者也以「新聞」或「媒體」以及「教育」、「學校」或「考試」為關鍵

字，搜尋我國的期刊與博碩士論文，希望可以對媒體報導的教育政策與議題有更

多的理解，並且透過這些研究思考媒體再現對於教育改革的意義。 

以 Fairclough 批判論述分析的理論出發，社會結構所形塑的論述會影響媒體

報導的產製與詮釋，而媒體報導對於既有論述的重組與創造，也會反過來對社會

結構產生影響。檢視媒體對於教育議題的報導，可以發現有一部份研究者的研究

焦點放在媒體如何呈現教育政策與教育議題，研究人員關注的方向是媒體呈現的

資訊是否是充足的、多元的、正確的或有意義的，這些研究就像是將媒體視為教

育政策資訊的平台，研究人員可以分析社會中的媒體結構和教育結構如何影響報

導的呈現，如同展現社會結構之中既存的論述。而另一部分的研究者，則是關心

媒體報導與社會歷史脈絡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媒體報導的呈現如何反過來影響教

育結構，例如媒體如何在報導之中建構主體的身分認同以及主體之間的關係，影

響民眾對於教育議題的詮釋。社會結構與媒體報導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相互

辯證的關係，以媒體文本為研究對象的教育研究，在關注媒體文本如何被社會所

框架的同時，自然也關心媒體文本所傳遞的資訊如何影響這個社會。以下研究者

便以國內外研究做為案例，說明這樣媒體報導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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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媒體作為資訊的平台 

民主社會之中，人民做為國家的主人，能夠透過民意代表或輿論間接的影響

政策，甚至是在公民投票中直接決定政策，因此如何讓民眾對政策有更多的瞭解，

是個重要的議題。當新的政策開始推動，媒體無疑是政策宣傳最方便也最有效的

平台，談到特定議題時民眾腦海中出現的圖像，也常常是由媒體所繪製。媒體在

政府與民眾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媒體所呈現的資訊讓民眾得以了解政府的作為，

而媒體透過採訪民眾的方式呈現民意，也可能反過來影響政策的執行（余致力，

2002）。 

但是新聞媒體在產製的過程中，受限於篇幅與時間壓力，同時必須在資訊（詳

實報導）與娛樂（吸引讀者）之間權衡，因此產出的報導時常無法盡如人意

（Saraisky, 2015）。舉例來說，Saenz 與 Moses（2010）以內容分析法研究美國

密西根的《密西根公民權利倡議》（Michigan Civil Rights Initiative, 簡稱 MCRI）

公投8，蒐集全國與當地的平面媒體在 2003 年 6 月至 2006 年 11 月之間有關 MCRI

的報導，便發現媒體提供的資訊缺乏實質性的意義以及研究根據，不利審議式民

主的施行。雖然媒體作為一個資訊的平台差強人意，但是研究人員依然可以從這

個角度檢討媒體，並試圖提出可行的改進之道。 

當研究人員把媒體視為資訊的平台進行檢視，他們會問的問題不外乎「"誰"

以什麼"通路"對"誰"說了"什麼"？產生什麼"效果"？ 」，以下分別就研究人員所

關注的五個面向：報導的消息來源、媒體通路、報導受眾、報導內容以及報導所

產生的影響。由於媒體通路和報導受眾這兩個面向並非主要關注的目標，研究者

將其與其他面向合併，分別敘述過去研究的成果。 

  

                                                
8	 由於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積極平權給與少數或弱勢族群優惠性的差別待遇，例

如入學的種族配額或選舉的性別配額，這項舉措有逆向歧視的爭議。2006 年 11 月	 7 日公投之

後，《密西根公民權利倡議》	 全面禁忌公立學校或公共機構不得以種族、性別或宗教為由，歧視

特定個人或團體，或予其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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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導的消息來源與媒體種類 

誰對媒體有影響力？那可能要看討論的議題是什麼。Saraisky（2015）以內

容分析法研究美國國家級的報紙在 2000 年至 2012 年對於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測驗的報導，發

現六個講者提供 30%對美國 PISA 結果的評論，不管是老師、家長或學生，都沒

有出現在討論之中，反而是少數菁英的政治分析家和研究人員主導論述（Saraisky, 

2015）。但是有趣的是，Saenz 與 Moses（2010）在分析《密西根公民權利倡議》

的相關報導時，卻發現研究人員在平面媒體報導之中缺席，媒體不會優先採取研

究人員和學者的想法。如果依據媒體種類區分，在影響教育政策的議題上，報紙

和記者都不太向教育研究人員尋求資訊，其中的報導只有 5%左右的研究引用比

率。而網路新聞（26%）和雜誌報導（40%）相對而言有比較高的研究引用比率，

這些引用通常是出自於媒體在評論版面對於專業人士的邀稿。Saenz 與 Moses 認

為，新聞報導是為了回應即刻發生的事件，因此無法額外搜尋可靠的訊息，並且

新聞偏好關注在更有話題性或聳人聽聞的消息，此舉往往模糊原本應當討論的焦

點。 

此外，研究人員傾向透過學術期刊或研討會發表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大眾媒

體，雖然以學者做為消息來源能夠代表權威與專業，但是學術界偏好使用專門的

語言並提出研究結果與告誡，這樣的內容對於傳統媒體和非專家的讀者而言，吸

引力是較低的。Malin 與 Lubienski（2015）以量化研究比較 Google 學術搜尋和

教育新聞報導的曝光度，發現在教育議題之上對於媒體最有影響力的人，不是教

育領域的研究人員或是傳統定義具備教育專長的人士，而擁有能力吸引傳統媒體

或是使用新媒體發聲的教育組織或推動者，他們未必使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分析他

們所談論的議題，在專業水平的表現低於同儕平均，但是他們能夠獲得媒體與大

眾更高的關注程度。當資訊缺乏具有專業的期刊編輯進行篩選把關，那麼資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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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意識形態就有可能跨過專業與實證研究，影響大眾對於教育議題的認知，甚

至影響政府的決策（Saenz & Moses, 2015; Malin & Lubienski, 2015）。 

綜上所述，研究人員在媒體的消息來源之中可以扮演權威的角色，在教育議

題或教育政策討論上，媒體可能會選擇尋求專家的意見，為報導增添值得信賴的

色彩。但實際上有話題事件發生時，媒體卻不一定會關注專家學者的意見，因為

學術性的論述是相對無法吸引人的。顯然，專家學者在媒體報導中的扮演的角色，

還是必須從報導的內容來進一步檢視。 

  

二、 報導內容的特質 

根據不同研究所選擇的主題，其報導內容的差異會使研究結果聚焦於不同面

向。研究人員在分析媒體的內容時，除了以內容分析找出媒體報導中常見的消息

來源以外，利用文本分析和框架分析對媒體內容進行概括，也是常用的研究方

法。 

Snowden 和 Lewis（2015）針對澳洲媒體在 2009 年 1 月至 4 月之間的報導

進行分析，研究媒體如何呈現 2008 年 12 月發布增加大學入學機會的法案，從而

找出對於高等教育兩個選項（大學教育與技職教育）的四個媒體框架（社會經濟、

收入和就業、機構定位與轉換跑道）。雖然增加大學入學機會的法案目的是希望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讓學生可以自由在技職教育與大學兩者之間適才適性的選擇，

但是社會經濟框架：「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不重視或不上大學，去技職學院是

為了找到工作。」、收入和就業框架：「大學學習能夠帶來良好的工作和更好的

工資。」、和機構定位框架：「技職教育是給低學術成就者的次等選項。」卻傳

達出與法案立意相反的論調。這樣的研究顯示，媒體並非僅作為資訊的平台而存

在，媒體報導的內容與政府所欲傳達的訊息很可能是有落差，甚至相反的。 

在《密西根公民權利倡議》的報導研究之中，Saenz 與 Moses（2010）則發

現，媒體傾向以戰略或遊戲框架的方式描述相關的事件，如同這是一場賽馬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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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報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行動，以及誰在法律訴訟上贏得勝利，很少關注政策內容

或是不同的政策對於選民的影響。換言之，這些報導不但缺乏研究根據，也沒有

解釋或分析政策的意義，缺乏實質性的意義。 

另外，媒體也可能為了搏人眼球，對於測驗數據產製誇張、甚至錯誤的報導。

例如英國媒體在報導英語測驗的結果時，不瞭解測驗等級代表的意涵，而報導「英

國有 10%的 11 歲學童不識字」，其實是未達第 2 級，政府為 7 歲小孩所訂定的

閱讀能力標準（Mansell, 2013）。而美國媒體將美國 PISA 的成績表現報導為「美

國教育的危機」，儘管少數研究人員認為 PISA 結果不能反映教育的狀態（Saraisky, 

2015）。誇張的報導以及對數據的濫用，代表媒體缺乏解讀統計數據的能力，以

及缺乏教育領域的專業，因此研究人員期待教育專業人士能夠進一步介入這個狀

況來糾正。 

在報導篇幅與時間壓力的影響下，媒體報導的內容缺乏查證與提供研究證據

的能力，媒體提供的訊息不一定是政府或是專家學者所期待的，不管是宣傳政府

的政策，或是提供富足有意義的資訊促進民眾的參與和討論。相反的，為了吸引

民眾的目光，誇大的、欠缺意義的、缺乏學理證實的報導，反而更常出現在媒體

之中。這樣的報導會對於社會大眾、對於政府決策造成什麼影響呢？ 

  

三、 報導的受眾與產生的效果 

除了對於既有政策的宣傳，有研究人員則好奇媒體是否有能耐影響政府開始

關注特定議題，也就是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扮演議程設定的角色。Naik（2008）

以傑米奧利佛對於「學校晚餐」的紀錄片為例，研究相關的媒體報導以及政府後

續的行動，發現政府執行關於健康生活或是糧食政策並非受到媒體所引導，早在

媒體關注這個議題之前，政府便已經有相對應的政策行動，媒體報導只是讓「學

校晚餐」這個項目，獲得政府比起其他相關項目更多的關注，以及讓人民關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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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議題。也就是說，對於政策議題的討論，媒體並沒有議程設定的影響力，但媒

體報導確實有議題推廣的效果。 

然而，媒體能夠引發民眾對於議題的關注，不代表媒體就是與政府站在同樣

的立場，也不代表民眾能夠理性的思辨這個議題。在澳洲增加大學入學機會法案

的研究之中顯示，當媒體報導的論述與政策作為背道而馳，眾多矛盾的訊息導致

混亂，會造成民眾將未知或不熟悉的教育改革視為高風險的選項，從而使政策目

標難以施行（Snowden & Lewis, 2015）。 

而《密西根公民權利倡議》 法案公投報導研究則認為，民眾無法從平面媒

體中獲得足夠豐富的資訊，來參與這個議題並且進行有意義的審議式民主。肯定

性行動政策的複雜歷史以及《密西根公民權利倡議》 法案之所以促成的事件，

對於民主的深思熟慮而言是重要的，但這些內容都在報導之中消失。同時，也少

有報導討論取消肯定性行動對於教室和工作環境的多元性會產生什麼影響。研究

人員認為為了促進有效公平的教育政策，並且確保民主政治的有效參與，新聞媒

體有責任提供關於政治問題可靠的信息（Saenz & Moses, 2010）。 

不過，媒體報導之中除了政府的聲音以外，學者專家與研究所扮演的角色會

帶來什麼影響，也在不同研究之中受到關注。對於媒體有影響力的個人，能夠引

導大眾在教育議題之上的對話，塑造輿論並代表民意藉以影響政府的決策。這些

人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提供的資訊是否有研究根據？如果政府和媒體皆從特

定的意識形態出發進行教育政策的討論，那麼很可能會讓政策的制定根基於意識

形態而非有根據的研究。因此，教育專業人士應當更加積極地參與教育政策的制

定，並提供媒體有研究根據的資訊（Malin & Lubienski, 2015）。 

媒體就像一面雙向鏡，一方面將政府政策透過媒體報導讓大眾知曉，另一方

面也將民意藉由媒體報導展現給當局參考。可是，媒體對於教育資訊的提供很多

時候是缺乏研究根據、誇張的、無意義的甚至是錯誤的，而專家學者的出現鮮少

未報導提供研究證據，只是作為權威的象徵而存在。研究人員期待媒體能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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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資訊，幫助大眾更加了解特定的議題，對其有所思辨與討論，但媒體充其

量之能提升民眾對於話題的關注度，而無法期待媒體作為一個良好的資訊平台。 

另外，媒體有時是以「消費者」的角度看待民眾，而非能夠與之對話的「公

民」，所以媒體在呈現報導時偏重於娛樂性勝於啟發性，無意報導有助於民眾對

公共議題進行思考判斷的資訊（Saenz & Moses, 2010）。期待新聞媒體能夠引領

大眾關心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議題，甚至進一步參與政治行動，似乎是現階段民主

社會難以企及的烏托邦（陳慧蓉，2008）。 

  

貳、 媒體論述影響意義的建構 

媒體文本是對於既有資訊的重新建構，透過篩選與詮釋重新塑造意義。除了

檢討媒體報導對於社會議題的處理有所不足之處以外，「媒體報導如何塑造真

實？」更是研究人員所關注的焦點。在這樣的研究之中，除了消息來源與媒體內

容以外，研究人員還會分析報導如何塑造不同角色的形象、如何影響大眾對於意

義的詮釋、媒體報導與當下的社會歷史脈絡的關係等等，從而解讀媒體報導背後

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 

Tamir 和 Davidson（2011）對於 1985 年紐澤西州的教育政策辯論的研究發

現，媒體以突顯衝突的方式報導教育部官員與教師工會之間的互動，從而傳達「教

師工會為了自己狹隘的物質目標而戰鬥，而不是為新澤西的孩子更好的教育」的。

在政策辯論的新聞報導當中，州長獨立於教育部與教師工會的衝突之外，被描繪

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角色。媒體選擇以有利於政治和經濟精英的方式報導教育政策

辯論，讓行動者的聲音隔絕於報導之外，這樣不平等的報導讓州長得以避免面對

政府所應負責的社會問題，媒體也沒有告訴公眾這些政治高層實際發揮的作用。 

Waller（2012）針對澳洲 2008 年廢除北領地原住民的雙語教育政策進行研

究，提出新聞媒體對政策造成影響的證據。該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政策歷史和媒

體專題訪談蒐集 1988-2008 年間的資料進行歷史研究，發現媒體將這個議題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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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育危機」，認為雙語政策造成教育的失敗，透過引述新自由主義政治人物

的發言，強調原住民的小孩應當以英語學習才能解決這個「危機」。媒體對這個

議題的描繪影響對教育議題理解薄弱的公眾，而政治人物的發言被視為是「正在

解決問題的」，這樣的報導簡化政策的複雜，讓其在未經廣泛的討論與磋商便迅

速定案，但問題依然存在。 

除了對於特定政策的研究以外，Cohen（2010）則關心美國媒體報導是如何

塑造教師的形象。研究指出，媒體報導將教師的身分以知識和權威相連，而教育

政策的失敗是因為缺乏合格的教師以及對教育現場的監督。權威的教育專業人士

佔在教育政策辯論的核心，透過媒體報導建構何謂「教師專業」的形象，這些專

業人士視科學和技術是教育危機的解方，認為教師應當為教育的成敗負起責任。

在這個過程之中，教師本身的聲音被隱匿於無形。 

從以上的研究之中可以發現，媒體對於教育意義的形塑以及媒體之中的論述

權力是可以透過研究被加以揭露。論述權力與消息來源的意義不同，媒體選擇的

消息來源不一定代表媒體支持這個立場的思想，但擁有媒體論述權力的群體，則

可以將其意識形態加諸於媒體報導之上，藉此影響社會對於特定角色的認知以及

對於教育意義的建構。例如紐澤西的州長被形塑為「為公共利益服務」，而抗爭

的教師工會成員則是「為了個人利益不顧孩子的教育」（Tamir et al., 2011）；

澳洲的雙語教育政策「帶來教育危機」，原住民小孩「需要學習英語」，而政治

人物「正在解決問題」（Waller, 2012）；或是教師是「應當為美國教育失敗負

責」，「 教師專業建立知識和權威之上」（Cohen, 2010）。 

媒體放大政治權力較強者的優勢，如政治人物或特定的專家學者等，讓他們

在媒體場域上取得論述的權力，能夠將他們的論述在報導之中成為常識一般的存

在，影響大眾對於教育意涵的理解。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可以迴避自己所應擔

負的政治責任，甚至將這個責任轉嫁給缺乏媒體論述權力的教師，並合理化當前

政策的推行。媒體文本上看不見現實世界的衝突，利益鬥爭和意識形態的差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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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被壓抑，只有藉由挖掘媒體文本背後的意涵，與社會脈絡交叉比對，才能看穿

媒體論述潛藏的意義。 

  

參、 我國教育議題的媒體報導研究 

臺灣的教育改革從 1994 年四一零民間教改運動打響第一槍後，便是常見於

媒體新聞的話題，然而過去教育議題與教育政策的相關研究中，以媒體作為分析

對象的題目皆相當少見。研究者整理過去十年內關於教育議題的媒體報導研究，

僅包含一篇期刊和四篇論文，以研究主題來說，教育議題包含資優教育與英語教

育，教育政策則有十二年國教與大學多元入學計畫，可見在教育政策的部分，這

兩個主題的報導具備足夠的媒體關注度，適合作為一個研究主題。關於分析方法，

所有的研究皆選用內容分析來處理關於消息來源、報導形式以及報導議題的資料，

而研究教育政策的研究人員，除了內容分析之外，也會利用文本分析等其他研究

方法，以求為複雜的政策內容找出不同面向的媒體報導議題。在研究焦點的部分，

可以發現多數研究人員皆以分析媒體報導所呈現的內容為主，其中有兩篇論文以

大學多元入學計畫的媒體報導作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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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育議題的媒體報導研究 

論文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焦點 

從網路新聞看媒體對

資優教育的認知 

教育議題： 

資優教育 

內容分析 資優教育制度、方案與個案。 

大學入學方式相關新

聞報導之分析 

教育政策： 

大學入學 

內容分析 

文本分析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論述、爭議、省思

與建議。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

繁星計畫新聞文本框

架分析 

教育政策： 

繁星計畫 

內容分析 

文本分析 

框架分析 

比較四大報呈現繁星計畫的方式、消息

來源與新聞框架，以及常春藤高中造假

在校成績事件的相關報導。 

從十二年國民教育論

述探討社會權力關係 

教育政策： 

十二年國教 

內容分析 

批判論述分析 

十二年國教的消息來源、各種議題、以

及議題和社會背景的連結。 

臺灣報紙報導『英語文

教育』議題之研究 

教育議題： 

英語教育 

內容分析 比較四大報的報導主題、數量、形式、

對象、消息來源、新聞附件、立場之間

的差異。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筱君（2010）、宋宜真（2012）、林佩芳和張靖卿（2012）、楊雅茹（2007）、

羅千芸（2013）。 

 

綜合評析表 2-1 之中關於教育改革政策的研究，楊雅茹（2007）對於大學多

元入學方案的研究，將媒體報導的內容等同為社會對於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看法

與意見，缺乏對於媒體報導的後設思考。王筱君（2010）在繁星計畫的研究之中

比較不同媒體之間的差異並建立新聞的框架，將研究的焦點擺在消息來源和新聞

框架之上，較缺乏對新聞報導的反思，儘管對於常春藤高中事件的描述有進入論

述分析的層次，但是並非該研究的重點。僅有宋宜真（2012）對於十二年國教的

研究使用批判論述分析的架構，跨出媒體文本的框架與局限，討論社會背景與權

力關係的部分，包括以互文性分析探討新聞與新聞之間議題的形成，到從社會面

政治面切入分析這些議題的成因，相當全面的敘述媒體新聞所呈現的十二年國

教。 

研究者認為，「從十二年國民教育論述探討社會權力關係──以《聯合報》

和《自由時報》為例 」該研究有幾點值得繼續探討與精進之處。首先，礙於研

究期間的限制，這份研究的資料搜集是從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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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從 2009 年推行，2013 年上路，直到今日都尚未定案，而每個時期產

生爭議的主題都各不相同，這份研究能夠呈現對於十二年國教在一年多之間所引

發的爭議，不過關於十二年國教的研究顯然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此外，十二年

國教所涵蓋的面相太過廣博，高中免試入學與大學多元入學、高中職均優質化與

明星高中、偏鄉與弱勢教育等等都是這篇研究所討論的主題，其中研究人員最關

心的其實是入學方案所引發的社會爭議以及相關的論述，但由於研究範圍太大，

研究人員在有限的時間與篇幅之內，每個議題皆淺嘗則止。 

 

肆、 小結 

總結以上，我國過去對於教育議題的媒體研究，大多將媒體視為資訊的平台，

以蒐集各方意見的態度看待報導內容，較少由媒體再現的角度出發，思考媒體報

導對於教育議題的詮釋有何意義。另外，與國外以教育議題為主軸的媒體研究相

比，我國的相關研究較為缺乏以政策辯論或政策改革作為研究主題的研究，因此

研究所呈現的內容比較無法看到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或是剖析不同觀點

之間的利弊。 

本研究希望能從媒體再現的角度切入教育改革的研究，「改革」的時間點，

製造一個讓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和不同的教育論述有機會嶄露頭角的場合，與一般

政策批評相比增加更多的彈性，也讓更多人願意關心這個議題。研究者希望透過

分析對於教育改革之中不同的論述，由此檢視論述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媒

體如何組織不同消息來源的意見製造報導？不同的論述如何在新聞與新聞之間

轉移？這都是研究者認為過去的研究沒有回答的部分，希望在本研究中能夠加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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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本章研究方法之中，將分為六節加以探討。第一節為研究設計，第二節為

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實施，第四節為分析架構，第五節為研究信效度，第六

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架構 

研究者參考 Fairclough 於 1995 年出版的《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

當中的批判論述分析作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以文本、論述實踐、社會文化實踐

三個向度，分別進行描述的文本分析、詮釋的過程分析以及解釋的社會分析。根

據 Fairclough 提出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論述介於社會行動與社會結構之間，是

一種語言運用層次的社會實踐。當行動的意義由社會結構所建構的同時，論述實

踐作為社會實踐的一種模式，也在形塑和改變這個社會（Fairclough, 1995a）。 

本研究的目標是瞭解媒體所再現的教育改革形貌，運用 Fairclough 提出的分

析觀點，從行動、論述與結構之間的關係看待教育改革與媒體報導。大學考招改

革是教育制度與社會結構之下的社會行動，由教育改革相關論述決定其運作的方

式，教育改革的論述發展受到當前教育制度和社會結構所框限，而媒體對於大學

考招改革的報導，也將在這個脈絡之下被解讀。從媒體場域的角度出發，大學考

招改革之中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作為媒體報導的消息來源，透過媒體這個平台發聲，

在媒體報導下產製媒體文本，媒體運作結構也會影響報導的產製與詮釋，形塑特

定的教育媒體報導模式。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首先研究者以文本分析處理大學考招改革

的媒體文本，描述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教育理念如何被媒體文本再現。接著研究者

以過程分析探討不同的論述形構，詮釋媒體文本之中的教育理念，亦解構媒體場

域中教育改革的論述次序。除了處理教育改革的議題，研究者亦將透過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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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過程分析，描述大學考招改革的媒體文本的特性，解讀媒體對於教育議題的報

導模式，分析大學考招改革這個議題透過媒體再現所形塑的樣貌。 

 

 
圖 3-1 大學考招改革媒體再現的研究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個案研究 

由於教育改革涵蓋的面向相當廣博，因此研究者選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大

學考招改革進行個案研究。對於教育改革的討論，通常發生於教育制度變遷的時

刻，為了探討媒體對教育改革的再現，必須選擇媒體與社會關注的升學議題。大

學考招改革兼具這兩個特性，屬於升學制度的變遷，不但廣為人所關注而且富含

聚集不同利害關係人觀點的能量，是個能夠回應研究問題的個案。 

2014 年的國中升高中教育會考已然定案並施行，媒體報導與輿論主要在於

批評制度實行的成效，對於教育改革提出負面的評價。但是研究者所希望探討媒

體再現的教育改革論述之中，不同的教育理念如何被再現，因此選擇進行中且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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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案的大學考招改革9，關心教育的人士以及利害關係團體能夠在方案制定與

討論的過程中各抒己見，不同的理念在媒體報導中交織成對於教育改革的論述，

這正是本研究所希望探究的「媒體再現的教育改革」。 

郭生玉（2012）將個案研究分為三個類型：固有的個案研究、工具性的個案

研究和集體性的個案研究，其中工具性的個案研究，是為了尋求普遍性以建立通

則，目的是用以解釋研究者的研究問題。研究者認為，十二年國教與多元入學改

革所引發對於升學以及教育改革的討論，屬於媒體報導教育改革論述之中的典型，

因此對大學考招改革的媒體報導進行分析，便能夠瞭解媒體所再現的教育改革論

述，是屬於可以推論的個案研究。 

在資料蒐集的部分，研究者以平面新聞媒體文本為主要分析的資料。不過為

了豐富批判論述分析的內容，研究者也會蒐集過去相關研究、民眾投書、雜誌文

章、政策檔案或是社群媒體資料等等。由於「互文性分析」是批判論述分析架構

之中的重點，若欲解析媒體文本的再現與論述，必當由此出發蒐集相關資料。舉

例而言，當報導之中提及國教行動聯盟（簡稱國教盟）作為消息來源，研究者則

會自網路上搜尋國教盟的相關資料與評論，藉以檢測媒體報導是如何再現消息來

源的說法。由於研究者關心的是新聞媒體對於教育改革論述所造成的影響，而非

政策論述或是專家學者本身的意見，因此政策文本和相關研究資料將作為三角檢

證（triangulation）的工具，輔助說明研究者對於媒體文本的分析。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個案研究和其他質性研究方法不同，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之上會出現兩個層級，

第一個層級在於選擇要研究的個案，第二個層級則是在個案之中選擇合適的樣本

（Merriam, 1998）。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為「十二年國教 107 課綱的大學多元入

                                                
9	 研究者設計研究之初，大學考招改革正值討論之際，而資料蒐集則持續至方案定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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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改革方案」，在這個個案之中，研究者選擇「網路新聞媒體文本」作為樣本，

進行工具性的個案研究，以期對媒體的教育改革論述進行推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發布，預計於

民國 107 年全面於高中實施，又被暱稱為 107 課綱10。其中課程結構的大幅改革，

以素養為核心的教學目標，在高中教育現場被定位為「107 國教改革」，在臺灣

教育改革的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者選擇這個議題進行探討（游昇俯，

2016）。不過課程改革主要關注的面相在於課程和教學，其實面向廣博且不易聚

焦。根據研究者的觀察，考試制度以及其變革往往是媒體與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

也最容易引發爭議。107 課綱施行的同時，除了課程和教學的改變，也需要以大

學入學制度作為配套措施，因此研究者選擇 107 課綱的考招方案作為研究個案。 

大考中心於 2012 年開始「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研究方案」計畫，其中

長程規劃的部分便是由 110 學年度開始，配合 107 課綱的實施，安排 107 學年度

入學的高中生，預計於 110 學年度大學入學時所適用的制度。相對於 2014 年的

國中升高中教育會考全然屬於國民教育階段的討論，由教育部和國家教育研究院

掌控制度設計，大學考招改革涉及高中端與大學端的互動，制度的設計也是由招

聯會主導，在這個過程之中權力運作的結構更加複雜，大學教授、高中教師、招

聯會與教育團體在公聽會與媒體上相互溝通討論，協商出最終的方案。這個方案

透過媒體的報導再現，當中所展現的教育改革願景與論述如何被社會上不同身份

的人加以詮釋？關乎大眾對於教育的理解以及媒體再現的方式。 

由於大學考招改革由於尚未定案，關心這項改革的人士對於考招制度設計中

不同環節的看法大不相同。不同的元素之間環環相扣，只要其中一項不同，所產

生的方案所帶來的影響便截然不同。透過參與者闡述的想法以及媒體再現相關討

論的方式，代表每個人心中對於教育改革不同的想像以及對於教育現狀理解的差

                                                
10	 107 課綱於 2017 年 4 月決定延後於 111 學年度實施，該事件發生於研究者資料蒐集完畢以後，

故資料中的用詞仍然以 107 課綱為主，因此本研究依然以 107 課綱作為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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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本研究希望以批判論述分析的方式去探討這個差異，讓教育改革的論述藉由

這個議題能夠躍然紙上。 

 

第三節、 研究實施 

壹、資料蒐集 

大考中心於 2015 年 10 月 1 日釋出「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 – 進行式與未來

式」報告，報告中說明「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方案」長程規劃的研議進度，

包含當前研擬的招考架構、可能的招考日程方案與待討論的議題。雖然大學考招

制度早在 2014 年初，便有傳出學測指考兩試合一的規劃，但一直到 2015 年年底

才出現較完整的長程規劃草案，相關的討論也較為盛行，因此研究者選擇以這份

報告釋出的日期作為資料蒐集的開端（許敏溶，2014）。 

大學考招改革方案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招聯會會員大會投票通過定案，研究

者選擇 2017 年 3 月 31 日作為資料蒐集的結束。雖然這個日期以後仍然可能出現

大學考招改革相關的民意投書，但研究者是以一般平面新聞媒體作為主要的資料

來源，因此對於事件的反應較為迅速，三日後即未出現相關報導。綜合以上，研

究者認為資料蒐集期間能夠完整的涵蓋媒體報導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 

 

一、平面新聞媒體資料 

研究者以平面新聞媒體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資料蒐集期間從 2015 年 10

月 1 日開始，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結束。研究者選擇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蘋果

日報、聯合報與中央社五家媒體報導作為資料蒐集的範疇，選擇的原因是因為前

四者被列為臺灣四大報，而研究者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之中發現中國時報與聯合報

均會轉載中央社的報導且次數頻繁，因此為了避免重複計算或是遺漏報導，便把

中央社也列入資料蒐集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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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以「大學考試」、「大學招生」、「大學考招」為關鍵字，於各媒體

網站內建之搜尋引擎進行搜尋，避免出現新聞資料庫遺漏新聞或是新聞部完整的

的狀況。研究者的資料蒐集期間為 547 天，不包含社論、特稿與雜誌文章轉載，

一共蒐集 363 篇報導，各家報社的蒐集報導分布如下： 

 

圖 3-2 大學考招改革相關新聞報導分布圖（2015/10/01~2017/03/3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其他媒體資料 

由於新聞媒體平台之上，雜誌文章、民眾投書或記者特稿時常與新聞媒體報

導同時出現，因此研究者亦將這些資料列入蒐集的範疇。透過這些資料的蒐集，

例如訪談或是投書，研究者可以更加瞭解利害關係人對於事件的觀點，以利資料

分析的進行。 

 

三、 政策資料 

為了彌補新聞報導不足之處，完善大學考招改革的發展脈絡，政府檔案亦在

研究資料的蒐集範疇。包括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

聯合報, 154

則, 42%

中國時報, 

47則, 13%

自由時報, 

72則, 

20%

蘋果日報, 

34則, 9%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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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等等，與大學考招方案有關的政府單位所發布的公部門資訊、

研究報告或政策文本，研究者運用這些資料與媒體文本進行三角檢定，以確保研

究的信度。 

 

四、 其它資料 

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常見於媒體的重要人物與團體，可

能是因為他們的意見特別受媒體歡迎。媒體再現的過程是媒體對於這些意見的再

建構，瞭解他們原本的說法，有助於分析媒體再現的過程。因此研究者也從網路、

社群媒體或讀者回應的部份蒐集資料，協助分析的進行。 

 

貳、 資料編碼 

新聞媒體報導是本研究主要的分析資料，因此研究者將 363 篇報導依照日期

依序編號為 1-363，同時呈現段落序於編號之後，例如第 200 篇報導的第三段，

即為 200-3。不過為了方便日期與報社的對照，以便於了解大學考招改革的發展

脈絡並進行相關分析，編碼之中仍然包含日期與報社名稱，例如第 200 篇報導出

自於 2017 年 2 月 6 日中央社的報導，報導的第三段便會以（20170206 中央社 200-3）

進行編碼。而政府團體或教育團體的新聞稿、民眾投書、雜誌訪談或是也是依照

此編碼邏輯，例如：招聯會 2016 年 12 月 2 日的新聞稿的第三段為（20161202

招聯會-3）、2017 年 2 月 5 日高中連署投書的第四段為（20170205 高中連署-4）。 

 

參、 研究限制 

雖然大學考招改革方案已於 2017 年 3 月底定案，但該方案對於教學現場所

產生的刺激，要從 2019 年（民國 108 年）的高ㄧ入學方能開始觀察，而考招方

案本身的實施會對高中端和大學端造成什麼影響，則要等到 2022 年（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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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大學入學考試，才能瞭解方案實際的執行運作情況。但考慮到資料蒐集與

論文撰寫的時程，媒體文本的蒐集僅止於 2017 年三月底。 

因應研究限制，本研究在 Fairclough 批判論述分析的三個向度之中，著重於

分析論述實踐向度，也就是文本和社會間的連結。教育改革是一個進行式，文本

與社會實踐間的辯證是沒有盡頭的，本研究在社會分析的部分亦無法窮盡。由於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媒體再現，將以文本分析和過程分析作為研究的重心。 

 

肆、 研究步驟 

本研究從界定研究問題開始，撰寫第一章的研究動機，以此為方向蒐集教育

改革、媒體再現和批判論述分析的相關文獻，將文獻整理後回頭釐清研究問題，

撰寫第一章的緒論以及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接著以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架

構為底，建立起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並開始撰寫第三章的研究方法，並於 105

學年度的寒假進行論文計畫口試。 

105 學年度的下學期，研究者依照口試委員的建議修改研究計畫，並開始進

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這個過程是交錯進行的。首先蒐集相關的媒體文本與政策

文本，依照批判論述分析架構的三個向度進行分析。當研究者發現媒體資料中提

及沒有在蒐集範圍的政策資料後，研究者將回頭進行資料蒐集的動作，在反覆的

過程之中進行文本分析與過程分析。 

研究分析完成後，研究者提出分析之中值得討論的議題，回顧文獻探討之中

其他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觀察是否有相互呼應或矛盾之處。研究者期望能夠豐

富教育改革或媒體再現的研究領域，並提出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並對教育改革

的實踐提出可行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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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研究步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四節、 分析架構 

對於特定的社會事件，或是由文字語言層面的出發稱為「論述事件」，

Fairclough 將其拆解為三個面向：文本、論述實踐、社會文化實踐，分別對文本

本身進行「描述的文本分析」，對文本以及其產製、傳播和消費進行「詮釋的過

程分析」，於形塑論述實踐與被論述實踐建構的社會進行「解釋的社會分析」。

在本研究之中，待分析的論述事件即為「大學考招改革」，研究者選擇媒體文本

進行「媒體再現」的研究。除了對媒體文本進行文本分析之外，媒體文本的產製、

媒體平台的傳播與閱聽人的消費，這個關乎於文本如何被詮釋的論述實踐過程，

是本研究主要期望探究的部份。 

Fairclough（1995a）認為，社會文化實踐具有反身性，特定的社會事件受到

當代社會結構與社會實踐的影響而塑形，但這個社會事件本身也會反過來影響社

會實踐，進而改變社會結構。這就是社會事件、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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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然而在本研究之中，由於十二年國教課綱將於民國 108 學年度實施，而實

際進行考試入學則要等到民國 111 年，所以研究者無法完整探索大學考招改革這

個論述事件對於社會實踐產生的影響，也無法檢驗未來的社會結構是否因此改變。

不過，社會事件與社會結構的辯證關係沒有盡頭，本研究的社會分析亦無法窮盡

這個辯證性的過程，研究者僅能分析社會結構對於論述事件的影響，也就是當前

的教育制度如何影響目前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與發展。至於這個議題的決策如何

影響未來教育？則留待日後進行研究。 

回歸初衷，本研究的主軸為媒體再現，因此分析的焦點將聚焦於媒體文本以

及媒體的產製與消費，以文本分析和過程分析為主，社會分析為輔。研究者將從

媒體文本之中攫取關鍵的資訊，以政策文本和訪談輔助說明，藉以瞭解媒體如何

再現大學考招改革這個議題，哪些論述在這個場域中相互競逐、吸納並重組。透

過不同的分析策略運用，研究者得以在有限的文本之中，說明媒體如何再現大學

考招改革，以及這個過程有何值得關注之處。 

 

壹、分析策略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相當複雜，因此研究者將論述面向與論述分析面向之

間的箭頭進行拆解，分別與不同的分析策略相連，便於說明各項分析的意涵： 

1. 文本面向的文本分析：文本的內部分析 

2. 文本面向的過程分析：文本的外部分析 

3. 論述實踐面向的過程分析：文類分析 

4. 論述實踐面向的社會分析：論述秩序分析 

5. 社會文化實踐面向的社會分析：社會文化分析 

 

Fairclough（1995a; 2003） 對於文本向度的分析可以區分為文本的內部分析

與外部分析，分別與文本分析和過程分析相連。文本的內部分析從功能語言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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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由兩個向度出發對論述事件進行分析：一為描述性的分析，對文本中用詞、

文法與文本結構進行分析；二為批判性的分析，對於文本之中主體的再現、主體

間的互動關係、社會認同與價值建構進行分析（倪炎元，2012）。文本的內部分

析將文本視為社會事件的具體元素，被社會結構與社會實踐所形塑的同時，也是

建構社會的一部分。文本的外部分析則是關注文本之中，那些人們書寫或言說時

放在心中的假設與前提。 

在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之中，論述實踐扮演文本與社會文化的中

介角色，討論文本與文本之間關聯的互文性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即扮演

連結文本與論述實踐的角色。Fairclough 的互文性分析主要運用於論述實踐與過

程分析的部份，可分為以下三點：(1)一個文本如何被另一個文本再現？（文本

的外部分析）；(2)文本如何組合不同類型的論述？（文類分析）；(3)文本如何

拼裝不同觀點的論述？（論述秩序分析），三個層次的運用。 

在社會文化分析的部份，社會文化實踐從巨觀到微觀可以區分為三個層級：

社會結構、社會制度以及社會行動，社會行動受到社會制度所決定，社會制度受

到社會結構所決定，但是這樣的決定並非機械化的決定，而社會行動的改變也會

重新形塑制度，而制度的改變則會影響社會結構，這是一個辯證性運作的過程。

社會制度提供社會行動一個框架，同時生產與限制行動，而這個框架則是特定價

值觀再現的特定結果（Fairclough, 1995a）。本研究不討論這個辯證的過程，僅

僅針對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如何影響社會行動的部份進行討論。 

總結以上，本研究以文本分析和論述分析的四點分析策略為主，由於大學考

招改革是組成臺灣教育改革脈絡之中的一環，而關於升學制度的論述也僅為構成

教育改革論述的一部分，因此在社會分析之中由於並無法涵蓋對教育改革未來的

影響，是為本研究之限制。以下分別說明自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所延伸的五點

分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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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的內部分析 

關於文本字句的分析，本研究組合文本遣辭用句的描述性分析以及文本形式

意義的批判性分析兩個向度，前者分為單字、文法與語意（semantic）三個層次，

後者分為關係（relations）、再現（representations）與身分（identities）三種形

式（Fairclough, 2003）。描述性分析的部份，「單字」關心的是用詞的選擇與搭

配，「文法」則著重於詞性、片語、連接詞和文法結構的編排，「語意」的部份

則包含語句之間的關係或文本的結構。批判性分析的部份，「行動」屬於主體與

主體間的關係，「再現」處理對真實事物的呈現或抽象觀點的敘述，「身分」則

觸及身份建構與認同（Fairclough, 2003）。 

 

表 3-1 

批判論述分析之文本內部分析策略 

 單字 文法 語意 

行

動 

描述主體的名詞或形容

詞、描述主體動作的動詞 

主體位於主動態或被動態

的使用 

主體間的關係或互動 

再

現 

敘述觀點或事實的正式或

非正式術語 

觀點與觀點銜接的方式 對於知識或事實的界定 

身

份 

表達意圖的程度副詞或動

詞選擇 

陳述句、疑問句或祈使句

等，句型的選用 

自我認同與價值取向 

資料來源：Fairclough（2003）。 

 

二、文本的外部分析 

一般的文本分析往往將焦點放在「文本中有什麼？」，然而在 Fairclough 的

分析架構之中，文本分析卻應該同時包含反向的觀察，也就是「文本當中沒有什

麼？」（Fairclough, 1995a） 。以媒體文本為例，在媒體產製文本的過程中，必

當經過資訊的篩選，選擇需要被關注的訊息，排出影響報導主題的雜訊。透過資

訊在媒體文本之中的「存在」（presences）與「缺席」（absences），Fairclough

（1995b）以此做為象限的兩端，進一步的劃分出缺席（absent）、前提（presupposed）、

背景（background）與核心存在（foreground） 四個類別。這樣媒體篩選資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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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文本的過程，可以連結到媒體產製過程的價值選擇，同時也凸顯出媒體文本

背後的價值觀和權力運作（林子斌譯，2006；Fairclough, 1995a; Fairclough, 1995b）。

以互文性分析檢視被報導者的聲明與立場是如何被報導者呈現也是一種分析策

略，是引用（quote）的直接報導？是總結（summary）的間接報導？是界於兩者

之間的自由間接報導？還是描述言論性質而非轉述言論的敘述報導？此處可以

運用互文性分析來檢視文本之中與之間的差異（difference）、對話性（dialogicality）

與假設（assumption）。 

1. 差異：開放接受或探索差異、強調差異的衝突與鬥爭、嘗試解決或客服差

異、將差異存而不論強調團結、敘述共識以同化或貶抑差異，這是論述間

差異的五個層級。 

2. 對話性：引用並註明出處、重新組織用詞為可能或非確定的敘述、沒有其

它可能性的敘述、直接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這是論述（們）呈現的形式

讓對話性由強至弱區分的五個層級。 

3. 假設：「存在假設」為事物或觀點的存在與否、「命題假設」為是非可能

或對於未來的判斷、「價值假設」為對於事物或觀點的好壞判斷。 

 

藉由互文性之中對於差異、對話性與假設的檢核表，便能分析報導者如何陳

述不同的聲音，哪些資訊被放棄？哪些資訊被預設？哪個角色被淡化？哪個角色

被凸顯？當文本之中出現作者以外的聲音，這樣互為文本性的特色便能夠豐富文

本的對話性，藉由作者與其他聲音的對話帶來文本中的差異。相對的，文本若使

用假設的手法書寫，則是減少文本中的差異（Fairclough, 1995b;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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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類分析 

人們在產製或是詮釋文本時，心中往往會有一個慣例，不管是字彙的使用還

是敘事的方式，這個慣例是其心中該文本的理想樣貌，這就是文類的概念。文類

可以理解為不同類型的論述，在不同的場合使用的語言慣例，例如訪談、敘事或

說明，同時也可以連結到特定社會活動（Fairclough, 1995a）。不過，文類是一

個將文本抽象化的概念，具體的分析操作容易混亂，因此 Fairclough（1995a）將

文類依照抽象化的程度，往下區別為三個層級：從抽象的文類、文本型態（text type）

到具體的互文性組態（intertextual configuration）。文本型態是特定社會文化情

境下的特定活動，由不同功能的文類所組成，文本型態之間也有抽象與具體的差

異，例如相對抽象的新聞訪談或相對具體的第四台電視新聞訪談。文本型態又是

由數種互文性組態所構成，互文性分析的目標就是找到文本之中的互文性組態，

觀察數個文本類型/文類是如何被描繪與結合，對實際文本的互文性組態進行描

述。不管是哪一個抽象化層級，分析文類的特質皆可以從活動類型（activity type）、

聲音（voice）、風格（style）、模式（mode）等面向著手（Fairclough, 1995b; 2003）。 

1. 活動類型：代表什麼社會活動？出現於什麼場域？由哪些文類組合而成？

例如公聽會辯論或街頭採訪。 

2. 聲音：誰參與論述？參與論述者如何被建構？例如不同意見的教育團體

相互爭論。 

3. 風格：論述者的身分如何被建構？論述者與閱聽者之間的關係？例如政

府宣傳政策或立委批判政策。 

4. 模式：論述文本化的形式為何？於脈絡之中的配置方式？例如學生考試

圖片出現於示意圖中。 

 

論述實踐，也就是文本的產製、分配與消費，必定受到慣例所影響。透過文

類分析，可以展現文本產製者與文本消費者如何產製和詮釋語言使用的慣例。從

 



	

	
	

71	

產製的角度出發，慣例的存在影響生產者撰寫文本的方式；從分配的角度出發，

產出的文本又會被慣例所吸納，進而讓慣例轉型，形成論述的網路；從消費的角

度出發，慣例影響人們對文本的詮釋以及對意義的建構，這是文本和論述實踐之

間歷史性的辯證關係。 

 

四、論述秩序分析 

在給定的社會情境之中，可能同時存有多種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

其中的主流思想就是具有主導性的論述形構，會被人們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想法，

其他的論述形構則成為邊緣的、替代性的選擇。不同的論述形構之間主宰與被主

宰的關係，就是這個社會情境之下的論述秩序，決定「什麼可以說或應該說」。

也就是說，論述形構與「說話的方式」和「思考的方式」之間是不可分割的，與

其常識化或自然化的程度相互關聯，成為互動的基準。 

如果說文類是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係，連結文本與論述實踐，那麼論述次序

就是論述形構與論述形構的關係，連結論述實踐與社化文化實踐。不同的社會情

境適用不同的論述形構，而不同的論述形構在特定的社會領域之下相互連結形成

論述秩序。論述次序代表一個制度（institution）下，論述形構的總和與彼此之間

的關係，人們可以透過論述秩序辨識不同論述形構之間的組成、關係及其疆界

（Fairclough, 1995a）。 

論述秩序是社會秩序的再現，是社會文化實踐的歷史足跡。論述事件

（discursive event）一方面依賴語言和論述秩序塑形，另一方面也重新建構語言

和論述秩序，任何論述事件都必須定位自己與歷史遺產的關係，選擇性地再製或

轉型。論述事件是特定社會文化實踐具有變異性的一部分，當論述秩序被用以描

繪並運作論述事件的文本產製與詮釋，文本便將社會文化實踐與論述實踐連結在

一起，當社會文化的變遷發生，論述秩序的內涵與邊界也跟著轉移（Fairclough, 

19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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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特定論述事件的論述形構與論述秩序，可以瞭解論述之間的支配關

係。透過論述秩序中不同論述形構的連結方式，可以辨認出社會文化實踐之中的

優勢階級與論述權力的歸屬，以及不同團體的立場觀點或權力運作過程。也就是

教育改革的過程中，不同社會主體如高中、大學、家長、學生與政府單位之間的

協商與競爭等權力運作的過程。 

 

五、社會文化分析 

如果將社會由抽象至具體拆解，可以分為社會結構、社會實踐與社會行動。

社會主體受到社會結構框限，然而他們仍然有一定的能動性決定自我的社會行動，

而社會實踐則扮演著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之間引導的角色，促使社會行動往特定

的方向發生。社會實踐的元素包含以下五者：行動、社會關係、人（及其信念、

態度或歷史）、物質世界與論述。社會實踐是論述形構於現實社會的展現，透過

將特定的觀念正常化，引導人在特定的情境下依循社會法則與關係行動，這樣影

響社會實踐的觀念即為優勢階級權力運作的一環（Fairclough, 2003）。在社會文

化的分析之中，研究者可以透過分析目前的教育制度與社會脈絡，如何對 107

考招議題的論述造成影響？不過 107 考招議題的論述如何影響未來的教育改革，

受限於研究時程，是本研究無法企及的部分。 

 

以上的分析策略，是研究者自 Fairclough 的學說之中，選擇適用於媒體文本

的部份，配合研究者自身的理解，運用在待分析的社會事件之上。本研究將以文

本分析和過程分析為主，社會分析為輔，探討 107 考招這個進行中的教育改革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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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以建構主義的觀點看待媒體再現，因此信效度與客觀性的檢核不適用

於本研究，研究者選擇以研究的信實度（trustworthiness）作為評估研究的規准，

包括確實性（credibility）、轉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

與確認性（confirmability），並使用以下三種策略（潘慧玲，2003）。 

一、澄清研究者背景與立場 

研究者將於第一章第二節研究動機的部分，說明自己對於議題觀點與預設立

場，但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之中盡可能的將之存而不論並不斷反思，避免在詮釋資

料時存有不當的假設，影響研究分析的結果。 

 

二、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 

研究者對於研究場域的厚實敘寫，有助於讀者思考其他情境是否能夠運用相

同研究的結果，屬於研究的轉移性。本研究大學考招改革的背景為十二年國教課

綱，相關政策文本和輿論都屬於資料蒐集與敘寫的範疇，豐盈研究的脈絡。 

 

三、三角檢正（triangulation） 

當一個研究使用不同的資料來源、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研究人員或理論，

對同一個問題進行檢正，便屬於三角檢正。本研究蒐集媒體文本與政策文本作為

資料來源，分析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屬於資料來源的三角檢正。 

 

第六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所蒐集的媒體文本與政策文本，皆屬於公開的資料，沒有隱私與保密

的疑慮，而研究者在分析的過程中將使用原文並載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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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教育與社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變化，大學考試與招生的制度自然也必須有所

改革，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自實施以來，其實不斷在調整考試與招生的內容，例如

增加英文聽力測驗、開辦特殊選才的招生管道等，大學考招改革其實是一個持續

進行中的議題（大考中心，2016）。不過，若要說廣為引發媒體關注和社會大眾

討論的事件，那必然是整體制度的變革，因為影響的層面廣泛且深遠，才會讓這

個議題浮上水面，成為新聞報導之中的話題。換言之，其實大學考招制度的改革

早在媒體開始關注以前便已醞釀多時，過去關於大學多元入學的相關研究，請詳

見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節。 

為了說明大學考招改革過程之中，新聞內容的出現與變化，以便描述本次考

招改革之中不同議題的發展走向。研究者根據前一章節所設計的研究方法，分別

蒐集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與中央社的網路新聞報導，自大學

考招長程規劃公布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大學入學考招改革方案定案 2017 年 3 月

31 日為止，不包含社論、整理、特稿或雜誌轉發，關於考招議題的新聞報導共

有 363 則，由此出發進行研究。 

媒體的報導固然代表某種程度的社會關注，卻不一定反映出該議題的重要性。

因此，為求研究分析的完整性，研究者亦將蒐集媒體版面上出現的社論、記者對

於議題的整理或特稿、媒體轉發自雜誌的文章11、利益團體新聞稿、政府公開資

料與新聞稿等等，以補足媒體不一定有關注但與大學考招改革有關係的部分。 

圖 4-1 為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以及研究分析的內容，是為本章節的分析架構，

劃分各小節的分析重點，希望給予有助於讀者理解本研究發展的脈絡，研究者將

在接下來的段落針對該圖細節加以說明： 

                                                
11	 部分雜誌文章會透過網路電子媒體的轉發，與一般新聞並列於搜尋引擎的列表之中，從標題

與分類看來與一般新聞沒有差別，只是文章作者會註明雜誌名稱，文章形式也與報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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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大學考招改革研究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發展過程 

考招改革議題中可供探討的資料相當豐富，研究者選擇平面新聞媒體資料作

為分析的主軸與開頭，以一個非教育從業人員但關心教育議題者的角色出發。作

為一般民眾，其對於教育改革的理解除了根基於過去受教育的經驗以外，媒體便

是所有的資訊來源，因此大眾對於特定事件的理解和詮釋，會受到媒體報導很大

的影響。在第一小節的部分，研究者蒐集關於考招改革的所有新聞報導，依照時

間序描繪考招改革議題的發展趨勢，將對於考招改革的討論切割成不同的事件，

並對這些重要事件加以說明。除新聞內容外，同時蒐集各種與考招改革重要事件

相關的文本資料，與新聞報導相互參照，進行跨文本的分析整理。透過這些事件

的鋪陳，讀者可以明白在考招改革的過程之中，有討論哪些重要議題。 

大學考招改革中不同事件的發生，都影響教育改革論述的發展，而這些事件

背後隱含不同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不同利害關係人所建構的論述在事件與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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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擴張與重組。研究者將說明考招改革之中利害關係人與相關事件的連結，讓讀

者得以明白有哪些利害關係人加入本次大學考招改革論述的競逐，而他們對考招

改革的各種議題分別提出哪些想法。研究者希望透過第一小節的陳述，給予讀者

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基礎的理解，由此鋪陳後續分析的進行。 

 

二、 利害關係人分析 

如前一小節之討論，研究者歸納大學考招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議題，及不同

利害關係人對各議題的主張。考招改革的利害關係人包含高中、大學、學生、利

益團體與政府等等，雖然這些利害關係人所提出的論述不盡相同，然而在媒體報

導之中，這些利害關係人的身分卻是明顯的標籤，利害關係人作為媒體報導消息

來源的同時，參與者的形象同時被建構。延伸第一小節對於考招改革議題的討論，

這些利害關係人的主張圍繞著時程、學習歷程與考試科目三項議題打轉，因此第

二小節的分析深入探討大學考招改革之中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對於不同考招改革

議題的見解。 

當研究者清楚不同利害關係人的主張後，研究者便得以跳脫出本次考招改革

的時間、事件等具體存在之框架，整理其論述內容並加以分析，從文本分析的層

次轉換到論述實踐分析的部分，加以探討大學考招改革以及教育改革的相關論述。

研究者認為，不管是考招改革、教育改革還是任何政策的討論，這些討論通常立

基於這兩種基礎，其一是根據利害關係人對現實的理解，其二是落實利害關係人

對理念的追求。在研究者歸納出考招改革的利害關係人所欲追求的理念，以及他

們對於現實的理解之後，這其中必然存在著異同之處，方導致考招改革討論如此

紛雜。研究者希望「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攫取利害關係人所聚焦的理想和現

實加以分析，呈現在這些共識與歧見的背後，利害關係人彼此對於現狀和未來的

詮釋存在哪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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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眾多利害關係人當中，並非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皆

有發展論述，比如說學生作為大學考招改革的利害關係人，學生並沒有提出對大

學考招改革的主張。在下文的分析當中，對於主動建構論述並參與論述競逐的利

害關係人，研究者將稱其為「參與者」，使用「參與者」指涉特定利害關係人時，

代表研究者意圖說明其建構的論述，或是處理不同利害關係人所提出的論述之間

的差別。 

 

三、 媒體再現分析  

媒體報導的過程之中，必然對消息來源是有所選擇的，考招改革的參與者作

為媒體報導的消息來源，便能影響考招改革發展過程之中論述聲音的大小。而對

於消息來源所提供的資訊，媒體從業人員必然會再度選擇與詮釋，才形成一般大

眾所閱讀的新聞報導，這便是媒體再現的過程。因此本節將著重在媒體再現的相

關分析。研究者選擇考招改革之中出現的消息來源及焦點，對照媒體報導的篇幅，

來分析考招改革的參與者與議題是如何被媒體所詮釋與呈現，哪些論述在媒體場

域獲得較多的關注？哪些論述在媒體場域之中被排除？研究者可以由此推論媒

體對於不同參與者與不同論述所抱持的態度，瞭解媒體對於考招改革議題的影響

力。 

 

研究者將以考招改革參與者的新聞稿、訪談稿或是投書作為第二小節分析之

中主要的資料，將媒體報導的資料作為輔助參考使用；而第三小節的分析，則是

關注媒體報導考招改革的架構以及其詮釋資料的方式。兩者的參考資料與分析對

象雷同，但是分析的重點與策略有很大的區別。考招改革的議題是複雜的，分析

的資料與資料之間錯綜複雜、論點與論點之間環環相扣，文本的剖析如同剝洋蔥

一般，一層包一層，難以一步到位，因此研究者在分析資料的過程中往往需要來

回參照，由不同的角度解析同一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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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大學考招改革的發展過程 

「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研究方案」近程與中程規劃於 2015 年 10 月初確

定，而長程規劃亦於此時出現初步的架構，一直到 2017 年 3 月底招聯會會員大

會做出決議為止，研究者將研究的範圍限縮在 2015 年 10 月初至 2017 年 3 月底。

由這段時間內招聯會所做的決策、利害關係人的發言以及媒體相關報導等等，架

構出本次大學考招改革的發展過程，依照時間序來敘述參與考招改革討論的關鍵

事件、討論焦點與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壹、大學考招改革相關新聞事件列表與分析 

從 2015/10/01 到 2017/03/31，共 547 天的資料蒐集期間，共有 363 篇新聞報

導。不過與大學考招改革相關的新聞，並非每一篇都與大學考招改革有直接關聯，

因此研究者選擇先對這些報導進行初步的篩選與分類，以「新聞事件」為單位整

理不同新聞事件的報導篇數。由於記者對於單一事件的報導並不會限於當日，而

是事件發生前後都會出現相關報導，因此研究者將計算事件發生前後出現與該事

件相關之報導篇數。另外，報導篇數稀少的事件也未必代表不重要，該事件可能

在考招改革中扮演重要的轉折，或者與大學考招改革直接相關，雖然沒有吸引足

夠的媒體關注度，但研究者仍將這類型的事件列入，以利分析整體議題發展趨勢。

若新聞篇數僅有一篇，且研究者判斷其報導主軸並非討論大學考招改革，只是內

文段落與大學考試招生制度有所關聯才收納進資料中，由於其重要性與相關度不

高則不列入。 

綜合以上考量，研究者整理大學考招改革過程中重要的事件與相關報導，依

照日期順序對這些事件與報導的內容加以說明。更將新聞數目、佔報導總數之比

重以及該事件之利害關係人整理於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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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大學考招改革相關新聞事件 

ID 相關新聞事件 新聞 
數目 

報導 
比重 

關係人 

#1 1/25 教育部長吳思華宣布啟用「學習歷程檔案」作為

大學入學參考資料。 

6 1.65% 教育部 

#2 6/2 招聯會常委會討論大學考招制度改革，公布六方案

交由公聽會討論。 

26 7.16% 招聯會 

#3 6/23 全國大學校院教務校務經營主管聯席會議。 11 3.03% 大考中心 

#4 8/3 十二年國教專案辦公室，轉型為中小學師資、課

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 

5 1.38% 教育部 

#5 8/27 大學考招改革於台大社會科學院舉行第 3 場次公

聽會。 

2 0.55% 公聽會 

#6 9/19 國教盟等教育團體召開記者會要求招聯會公布公

聽會的調查結果。 

17 4.68% 教育團體 

#7 9/26 聯合報訪談高中教師對於 107 課綱與考招改革的

看法。 

2 0.55% 其他 

#8 10/16 國教盟等教育團體舉行「大學入學制度：考完再

招、一次分發」記者會。 

8 2.20% 教育團體 

#9 11/3 國教盟等教育團體召開記者會呼籲大學入學採

「延遲接受演算法」。 

6 1.65% 教育團體 

#10 11/10 全教總與數名立委共同舉行「落實新課綱、學習

完整的大學考招」公聽會。 

1 0.28% 教育團體 

#11 11/18 台家盟召開記者會，主張與現況接近之申請入學

為主的兩階段分發方案。 

3 0.83% 教育團體 

#12 11/28 國教盟等教育團體召開「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

案」公聽會。 

11 3.03% 教育團體 

#13 12/1 國望盟等教育團體舉行「大學考招變革」記者會

反對一次同步分發。 

10 2.75% 教育團體 

#14 12/2 招聯會常委會公佈現況微調之考招改革方案。 26 7.16% 招聯會 

#15 12/8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質疑學習歷程，凍結預

算要求教育部專案報告。 

4 1.10% 立法院 

#16 12/11「第二屆全國家長會長與教育部有約」座談會，

教育部長與次長與會。 

5 1.38% 教育團體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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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相關新聞事件 新聞 
數目 

報導 
比重 

關係人 

#17 12/11 台大教授葉丙成等人參與 2016 學思達亞洲年會

進行教育願景座談。 

3 0.83% 其他 

#18 12/15 台家盟等教育團體發出聲明支持學習歷程。 2 0.55% 教育團體 

#19 12/20 聯合報訪談高中校長、大學教務長與教育部官員

對於學習歷程的看法。 

4 1.10% 其他 

#20 12/25 清大校長賀陳弘出席台北市家長協會成立 20 周

年論壇。 

5 1.38% 其他 

#21 1/7 台大校務會議多名教授提案反對招聯會的方案。 18 4.96% 台大 

#22 2/5 兩百二十五位高中校長主任聯名投書聯合報民意

論壇。 

56 15.43% 高中老師 

#23 2/14 教育部長潘文忠至屏東各級學校訪視，並回應 2

月初高中校長主任的投書。 

2 0.55% 教育部 

#24 2/23 招聯會召開常委會並通過大學考招改革草案。 43 11.85% 招聯會 

#25 2/27 高中校長主任老師發起連署，表達高中端對於招

聯會 2/23 方案的反對。 

15 4.13% 高中老師 

#26 3/1 全中教發表聲明反對招聯會 2/23 提出的改革方案。 2 0.55% 教育團體 

#27 3/2 全教總聯召開記者會反對招聯會 2/23 提出的改革

方案。 

5 1.38% 教育團體 

#28 3/13 傳出十二年國教課綱審查委員組成違法，可能延

誤原定 107 學年度上路時程。 

1 0.28% 教育部 

#29 3/15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召開記者會「消失的新課

綱」。 

2 0.55% 教育團體 

#30 3/16 教育部長潘文忠至立法院教育委員會進行 12 年國

教暨考招連動專案報告。 

6 1.65% 教育部 

#31 3/23 與 3/24 招聯會於兩天在全台各地舉行七場公聽

會，傾聽高中國中學生意見。 

13 3.58% 公聽會 

#32 3/27 國教行動聯盟發表聲明，呼籲招聯會應暫緩通過

考招改革方案。 

3 0.83% 教育團體 

#33 3/29 招聯會舉行會員大會，投票通過大學考招改革方

案。 

19 5.23% 招聯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研究者統計，2015/10/01 到 2017/03/31，共 547 天的資料蒐集期間，與

大學考招改革相關的議題共有 363 篇報導，表 4-2 所列之事件報導共有 33 件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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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佔九成以上。由於全部事件的平均報導數為 10.36 篇，因此將報導篇數不超

過 10 篇的事件列為小型事件。而報導篇數超過十篇的事件有 11 件 255 篇，事件

平均報導數為 23.18 篇，因此將報導篇數介於 11 篇至 23 篇之間的事件列為中型

事件，而單一事件超過 23 篇報導者，則列為大型事件。 

表 4-2 

大學考招改革相關新聞事件規模分析整理 

事件規模分析 小型事件 中型事件 大型事件 

單一事件報導數 10 篇以下 11 篇至 23 篇 23 篇以上 

事件數 22 件 7 件 4 件 

總報導篇數 87 篇 104 篇 151 篇 

利害關係人 教育團體 

教育部 

立法院 

招聯會 

招聯會 

高中連署 

大學 

教育團體 

招聯會 

高中連署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大型事件包含招聯會常委會的三次討論，以及高中端第一次聯署反對招聯會

提案：6/2 招聯會常委會公布大學考招改革六個方案、12/2 招聯會常委會公布大

學考招改革方案之草案、2/5 高中校長主任反對招聯會方案之連署投書、2/23 招

聯會常委會通過 12/2 討論之草案。 

中型事件參與者眾，與招聯會相關的包含 3/23 召開以學生為對象的七場公

聽會，以及 3/29 會員大會投票通過大學考招改革最新草案；與大學相關的包含

6/23 大考中心向全國大專院校經營主管報告大學考招中長程規劃草案，以及 1/7

台大教授於校務會議提案反對招聯會之方案；與高中相關的為 2/27 高中老師聯

署反對 2/23 招聯會通過之草案；而教育團體中引發媒體較多關注的，則是 9/19

國教行動聯盟與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等教育團體召開記者會要求招聯會公布公聽

會的調查結果，以及 11/28 同批人馬召開「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公聽會。 

小型事件的參與者以教育團體為主，共有 11 件 47 篇，若包含上述兩次中型

事件，則共有 13 件 75 篇。雖然教育團體發起的單一事件報導篇數不多，而且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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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教育團體成員的背景相異，主張也各有不同，不過在媒體對於教育議題的報導

之上，教育團體的意見仍然佔有一席之地。 

從相關事件與新聞媒體報導的篇數來看，招聯會每次開會所公布的改革草案

或決議，都被列為大型事件，確實是媒體報導的重點。不過，研究者認為以招聯

會開會結果作為主題的報導，只是單一時點的呈現，如果能夠將其他參與者如教

育團體等所召開的記者會等中小型事件串聯於其中，則可以看到在不同時間點之

下，討論焦點的變化與轉移。以下研究者便以四次招聯會會議做為不同階段的分

界點，搭配高中、大學教育人員與教育團體等其他利害關係人的發言，鋪陳本次

大學考招改革討論焦點的發展。 

 

貳、 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焦點：招聯會方案的更動與回應 

在大學考招改革的過程之中，不管是招聯會新聞稿的發布或是其他考招改革

參與者的行動，都會使聚焦的議題有所轉變，相關論述也會出現對立、協商與再

製的情形。而本次考招改革的過程之中，招聯會共有四次開會（2016/6/2, 

2016/12/2, 2017/2/23, 2017/3/29），前三次屬於常務委員會的討論，最後一次則

是招聯會會員大會的決議，這四次開會的討論結果都是媒體報導的焦點，雖然招

聯會只有在 12/2 和 3/29 兩次開會有發布新聞稿，不過研究者仍然可以交叉比對

媒體報導的內容，整理出每一次招聯會開會討論後改革方案更新的重點，研究者

以下便以四次開會的日期切割關於大學考招改革相關討論的期程。 

從先前的「大學考招改革新聞報導之時間分布」圖中，可以看出相關報導開

始熱絡是始於招聯會第一次開會以後，以此作為分析的開始可分為三個階段進行

討論。研究者將說明大學考招改革最初的願景與目標，接著探討相關議題與論述

如何在三個階段的討論之中被再製與移轉，最後形塑出最終的改革方案與支配論

述（dominant discourse）。圖 4-2 簡單呈現不同階段發展的脈絡與討論的問題，

研究者將針對這個過程進行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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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大學考招改革發展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目標：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方案-長程規劃 

「在多元價值體系之下，落實適性發展的理念」，這是 2014 年 5 月招聯會通過的大

學考招改革長程規劃的願景，以「大學選才多元、高中教學活化、學生學習完整、促進社

會流動」作為目標，希望配合教育環境的改變，包括少子女化以及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的實施，推動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革新。另外，2015 年 2 月教育部核定長

程招考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規劃三原則： 

 

「1. 大學招生維持多管道、多資料參採方式；考招設計應能有助於推動新課綱強調

素養、跨領域及多元選修之精神。  

2. 招生管道以個人申請入學為主，尊重大學校系自訂不同管道使用入學 考試成績之

項目與組合，並重視學習歷程；大學各校系可於個人申請招生條件中，參考學生高中

階段修習特定領域/科目之必修或選修課程，由檢視多種類資料，激勵學生適性發展，

並能落實高中領域學習 的完整性，讓學生於高中所學得以銜接大學教育。 

3. 入學考試將配合大學選才需求辦理，以部定必修課程設計考科評量基本學科知能，

加上部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設計考科評量進階學習成就；所有入學考試成績公布後再

依序進行個人申請與分發招生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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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程招考規劃三原則中的第一、二點可以看出，「多元」與「適性」是大學考

招改革的主要基調，可對應至大學考招改革長程規劃「大學選才多元、高中教學

活化」的目標，大學入學制度也被期待能夠配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規劃，以重

視學習歷程和個人申請入學的方式，強化素養導向的學習、跨領域和多元選修。

而三原則的第三點則是回應「學生學習完整」的目標，透過將學測和分科測驗的

範圍與課綱的必修課程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相互連結，將招生作業一併延後至所

有入學考試成績公佈以後。不過，對應至招聯會最終決策的結果，甄選入學的辦

理仍置於分科測驗以前，為什麼最終的方案沒有遵照教育部所核定的三原則呢？  

檢視大學考招改革相關文件後發現，大考中心於 2015 年 10 月的報告中提出

的各個方案依然是依據三原則所訂定，當時關於時程的討論主要是針對入學考試

應當兩試合一或兩試分離？辦理的時間點應於高三寒假或高三課程結束後？招

生作業的時間點並非當時討論的重點，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三種管道

的預定時間，都是在高三畢業所有入學考試辦理以後。也就是說，將甄選入學的

時程由高三畢業後提前至高三下，於分科測驗之前舉辦，這樣與現況相近的時程

方案，是一直到 2016/6/2 才由清大於招聯會常委會之中，在原先的甲乙丙丁四案

之外又另提出戊己兩案，其中出現現況微調的戊案。在 2016 年 8 月的公聽會手

冊中，出現關於長程招考規劃三原則的備註，可以看到這樣的轉折： 

 

「為能廣納各方高見，在草案研議過程中，上述原則僅作為規劃的參考；長程規劃所

研擬之各方案草案，並非皆以上述三項原則為設計的規範。」 

 

戊案的提出讓招考規劃三原則的效力打了折扣，而從時程規劃的轉折中也可以看

出背後隱含有不同意見的交鋒。除了時程安排以外，三原則的規劃同時也強調學

習歷程的重要性和學測與分科測驗兩種考試的不同定位，若將三原則視為大考中

心、招聯會與教育部對於大學招考制度規劃的「初衷」，我們可以透過檢視日後

方案討論與決議結果與三原則之間的差異，觀察論述轉移的情形。「學生學習完

 



	

	
	

85	

整」的目標在這過程之中發生了什麼變化？「完整學習」的論述如何被重新建構？

這是研究者認為值得關注的問題，將於後文加以分析。 

另外，雖然「促進社會流動」這個目標並未出現於招考規劃三原則之中，不

過 2016 年 8 月的公聽會手冊中，提到四點長程招考規劃策略： 

 

「（1）大學選才彈性多元：招生維持多元管道精神，以申請為主，重視學生學習與

活動歷程；主動尋找有潛力之人才，增加學生來源多樣化。 

（2）招生作業優化簡化：大學成立招生專責單位，採行簡化、優化招生措施，提升

招生效能，減少非必要之面/筆試，減輕學生負擔。 

（3）招生促進社會流動：大學提供經濟弱勢學生一定比例招生名額；繁星推薦管道

維持一定比例招生名額。  

（4）入學考試彈性設計：語文能力測驗獨立施測，評量核心能力；入學考試能評量

基本學科知能與進階分科學習。大學校系自訂參採成績項目與組合，學生依志願校系

招生條件彈性選考。」 

 

從第三點「招生促進社會流動」來看，大考中心與招聯會選擇以招生名額管控的

方式，例如「繁星推薦」入學管道，以確保「促進社會流動」的目標。過去聯考

制度的支持者認為，社會不同階級可以透過公平的考試制度增加階級流動的機會

（秦夢群，2004）。然而在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計畫中，社會流動的目標則是透

過給定招生名額來達成。客觀的考試制度屬於程序上的公平，是齊頭式的平等，

但招生名額的保留則是以積極平權的方式確保經濟弱勢或城鄉差距能夠被彌補，

目標是結果上的公平，兩者雖然不衝突但背後所蘊含的邏輯卻有差異（Saenz,& 

Moses, 2010）。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以來，對於經濟弱勢和偏鄉學生的保障，

均以後者的實踐為主，本次大學考招改革也未見招聯會和大考中心提出論述將考

試與社會公平正義加以連結。在關於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之中，媒體如何運用既

有論述詮釋改革方案與「促進社會流動」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將在後續的分析中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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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階段：考試招生的時程安排（2016/6/2~2016/12/2 ） 

2016/6/2 招聯會常委會拋出對於考試與招生時間各自不同的六種安排（甲乙

丙丁戊己），讓第一階段的討論聚焦於時程議題之上。六種時程會帶出三種差異：

(1) 學測與分科測驗應當合併辦理（甲丙己）或分開辦理（乙丁戊）；(2) 申請

入學於高三下學期辦理（戊己）或是高三畢業後辦理（甲乙丙丁）；(3) 申請入

學與考試分發應當分別於兩次考試後辦理（戊，兩階段分發）或是等考試結束後

統一辦理（甲乙丙丁己，兩階段分發或一次分發），其中，戊案在時程安排的部

分與現況雷同。 

 

 

圖 4-3 大學考招改革六方案 

資料來源：修改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16）。「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長

程調整草案」全國分區公聽會會議手冊。台北：教育部。 

 

 第一階段的媒體報導說明大學考招改革的大方向及六種方案的時程安排，

其中並未對不同方案的優缺點進一步地闡釋。然而，八月的公聽會也未引起媒體

太多關注。直到九月中，教育團體開始召開一場接著一場的記者會，針對六案提

出不同主張，其中是否採行一次分發，更讓部分教育團體的立場出現對立。第一

階段見報的教育團體記者會共有七起 57 則新聞，其中以國教行動聯盟與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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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會長聯盟為首的教育團體召開四次記者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臺灣家長

教育聯盟、國家希望聯盟和拒絕一試定終身陣線等教育團體，三方各自召開一次

記者會。其中國教行動聯盟是支持全部考完一次分發的甲案，臺灣家長教育聯盟

和國家希望聯盟則希望維持現狀的戊案，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召開的公聽會則

以討論為主，但偏向主張兩試分開、考完再招的乙案，六案之中的丙丁己案則較

少被討論。 

在第一階段的討論當中，如何避免高三下因為申請入學產生學習不完整的狀

況，讓「高中三年完整學習」的論述在不同參與者的詮釋之下，出現不同解讀。

甲案支持者認為教完再考、考完再招才是最完整的學習，否則學生學力將缺乏保

障，「考試」可以作為學生學習的總結性評鑑，衡量學生學習的成果。然而，兩

種考試合而為一至高三畢業後進行，讓許多聯考的反對者憂心會出現聯考「一試

定終身」的情形，讓跨領域與多元學習的空間被考試壓縮，學生以考試科目為重，

讓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理想無法實現。 

由於大學考招改革的長程規劃三原則中，提到兩種考試與高中課程之間的關

係，乙案的支持者認為必修課程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應當配合高中教學時間採取

分階段考試，而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的招生作業待兩次考試結束後再進行，讓申

請入學得以綜合採計兩種不同考試的成績。不過，甄選入學的時間若安排於兩次

考試以後，學習歷程的支持者則擔憂大學校系會選擇以考試招生為主，讓學習歷

程的重要性被弱化，甚至原本以個人申請入學為主的安排，也會在大學校系自主

下受到挑戰。 

不過，總結性評鑑是否只能以「標準化測驗」的方式進行？還是學習歷程也

可以作為總結性評鑑的一種形式？戊案的支持者認為學習不一定要透過「考試」

來引導和限制，在高三下給予學生自我探索和留白的空間，也是一種學習經歷。

高三下放榜後學生無心學習的問題，則可以透過大學先修課程的安排加以解決。

不過目前教學現場的狀況卻不樂觀，大學端抱怨只考學測必修課程讓學生學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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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只有高中兩年的程度，無法與大學銜接。高中端抱怨高三下甄選入學的進行

讓學生無心於課堂，同時學生錄取大學以後，課堂管理不易，學生甚至請假不來

學校，課程的完整性受到破壞。 

這些關於時程的討論，聚焦於學測考試辦理以及申請入學辦理的時間點，由

於具體的實施牽涉到時程以外的配套措施，包括學測、分科測驗與學習歷程等入

學參考採計資料的設計、大學各校系對於不同招生管道的名額分配、大學各校系

選擇參考採計的資料與評分標準。除此之外，現行甄選入學與考試入學分流的狀

況，讓學生面臨「下一個石頭會不會更大？」的抉擇，甄選入學與考試入學是否

能夠混填志願序並一次分發，也是議題之一。 

沒有一個方案能回應所有人的需求，這些不同的選項又會與其他的議題相互

連結，形成交織的系統網絡而環環相扣。雖然考招改革還有很多尚未定案的議題

值得討論，但在第一階段時只有零星的浮出水面，並沒有被多方關注。與此同時，

「完整學習」讓眾人的討論聚焦於大學入學制度如何影響高中育才的功能，「高

三生」的生活被反覆檢視，究竟是要以考試來確保學生學習？還是給予學生空間

適性發展？當「完整學習」成為大學考招討論的發語詞，不同參與者所描繪的學

生學習場景卻有所差異，共識依然只停留於「完整學習」一詞的表面。當大學考

招改革被賦予「引導高中完整學習」的期待時，當眾人的目光聚焦於考試招生時

程設計時，關於「育才」的討論便壓過「選才」，當時程與「完整學習」的討論

變得太過複雜，第一階段的媒體報導光是釐清甲乙丙丁戊己的差別就要耗費大半

篇幅，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大學生」？大學選才應當採計哪些參考資料？審查

標準應當如何訂定？這些大學入學制度的根本反而被媒體報導所忽略。 

 

三、 第二階段：學習歷程與草案檢討（2016/12/2~2017/2/23） 

2016/12/2 招聯會常委會對於草案的修訂，並未採行六案中的任何一案，而

是選擇與現狀雷同的戊案時程進行微調，將申請入學延後至五月高三課程結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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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作為對於改善目前「高中學習不完整」狀況的回應。招聯會並未回應教育團

體對於一次分發的訴求，選擇維持兩階段分發的現狀，認為這是「穩健改革，不

劇烈變動，也不走回一試訂終身的老路」。另外，招聯會將採計三年六學期的學

習歷程作為「完整學習」論述的一部分，提出重視高中「學習歷程」的作法，將

申請入學階段「學習歷程」的採計比重提升至 50%以上。而考試科目的部分，則

是以學測國英數必考，社自選考一科，分科測驗不考國英，以減少重複考科（招

聯會，2016 年 12 月 2 日）。 

第二階段因應招聯會拋出一個完整的大學考招改革方向作為草案，隨之而來

的討論內容便相當複雜，對於招聯會的主張，關於「學習歷程」的討論首先出現。

12/8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對學習歷程的信效度提出質疑，爾後全國家長會長

聯盟提出對學習歷程造假的擔憂，而時任教育部次長陳良基則表示採計學習歷程

有不利偏鄉學生的疑慮。不過，12/15 臺灣家長教育聯盟為學習歷程護航，認為

學習歷程有助於達成多元適性的目標，清大校長作為招聯會的召集人也從多元人

才培育的觀點支持學習歷程的採計。 

不過，對於學習歷程的運用，如果和時程與考試科目相互連結，其實還會讓

議題膨脹得更複雜。對於整體大學考招改革的規劃，30 名台大教授於 1/7 連署反

對招聯會的草案，同時抨擊招聯會不應在尚未取得共識以前，先行對外釋出討論

中的草案。另外，2/5 也有兩百五十二位高中校長主任連署投書聯合報，提出與

前兩者皆相異的主張。 

在申請入學採計項目的部分，學習歷程與學測考科同樣作為採計的項目，前

者採計比重的提升則意味著後者的減少。台大端認為學測考科三加一不足以篩選

學生，可能會讓申請入學的階段同分者眾，而學習歷程的在校表現部分有信效度

的疑慮，因此只能參考但不能作為評分的標準。但高中端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學

測屬於基本學力測驗，應當以素養為導向出題，並且考國英數三科即可，不必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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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全部科目皆需修習，同時大學選才應當注重學習歷程，而不是僅以考試成績

作為篩選學生的依據，才能回應十二年國教 107 課綱多元適性的精神。 

而針對招聯會方案的內容，台大端與高中端兩方提出的建議，皆為以修改時

程安排做為解決辦法，採行「先考後招」，讓學生在申請入學的階段，除了學測

以外，可以能準備一至兩科分科測驗提供採計。台大端認為將申請入學延至分科

測驗之後，可綜合採計學測與分科測驗成績，能夠保障學生學力與具備鑑別度。

高中端則認為學測與分科測驗的目標不同，前者是以素養導向測驗基本學力，後

者則是針對加深加廣課程的學習，銜接未來職涯發展，兩者的綜合才能完整體現

107 課綱適性揚才的精神。 

「學習歷程」的議題在第二階段的討論浮上檯面，招聯會提出學習歷程的採

計也是一種完整學習的方式，不一定是考完再招才是完整學習，延後甄選入學時

程的「教完後招」現況微調方案，也可以滿足完整學習的需求。另外，考量考試

時程壓後對於學習歷程實施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為了確保學習歷程在甄選入學

中受到重視，甄選入學應於分科測驗之前辦理。 

第二階段的時程方案由六種聚焦為兩種，也就是申請入學和分科測驗的順序，

「先招後考」？或「先考後招」？ 相關討論圍繞著考試科目與學習歷程等大學

入學參考資料的採計比重和鑑別度打轉。其中雖然學習歷程的採計有所爭議，但

學習歷程是否應有明確的審查標準？這個標準應由誰訂定？招聯會提出讓各校

成立招生專責單位處理書面資料審查的方案，不過招生專責單位能夠取代大學教

授進行各個專業的判斷嗎？各大學之間的審查標準如果不一致，是否會讓學生無

所適從？ 

學習歷程作為考試成績以外的參考採計資料，是大學考招改革不可或缺的一

環，學習歷程包含申請者的高中經歷，相較於大學入學考試，其實能夠提供各校

系更多的資訊來鑑別學生是否適合入學，只是大學端的審查者是否有相關的評鑑

素養能夠合理的審查學習歷程？這個評鑑過程如何能夠更加客觀透明讓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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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以來，書面資料的審查標準便是時常於相關研究之中被討

論的問題，然而學習歷程審查標準的討論在本次大學考招改革的媒體場域之中仍

然存而不論，甚至有教育團體認為不應該以標準限制學習歷程。 

 

四、 第三階段：學測考科數目（2017/2/23~2017/3/29） 

在 2017/2/23 的會議中，招聯會表示將針對各方意見進行討論，不過新推出

的考招方案在時程部分並未照高中端與台大端的主張修改時程，而是回應立法院

與台大端對於學習歷程的質疑，招聯會將佔申請入學計分 50%的學習歷程（P）

分為高中學習履歷（P1）和口試與筆試（P2）兩個部分各佔 25%，申請入學學

測考科的部分則由三加一改為五選四，不再強制考國英數三科，高中端對於草案

更新後學測考試科目的安排更加不滿。 

第三階段的討論的內容則是以學測考科數目的為主。高中教師於 2/27 再次

聯署，反對招聯會 223 考招方案，認為學測考科 5 選 4 將嚴重影響高中三年完整

教學，並且傷害 107 課綱的精神，聯署人數達千人以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產業工會與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也皆聲明反對 5 選 4 的考招改革設計。3/13

出現十二年國教課綱可能延誤上路的消息，不過招聯會認為十二年國教總綱已經

確定，大學考招的規劃不會有太大變動。但國教行動聯盟仍然在 3/27 招聯會大

會的前兩天發表聲明，呼籲招聯會暫緩沒有共識的考招方案，應待課綱確定後再

行討論並凝聚共識。 

第三階段的討論以申請入學考試科目應當 5 選 4 還是 5 選 3 為爭論的核心，

5 選 4 的設計是否會讓學生選擇 5 科皆考？這是高中端的顧慮，但學測只考 3 科

可能出現大量的同分狀況，則是大學端想避免的情形。由於逼近招聯會決議的時

間，且兩次會議時間距離較短，各方參與者僅就考科數目進行協商，時程的部分

則就此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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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來方向：大學考招改革的最終方案（2017/3/29~2017/3/31）  

2017/3/29 招聯會全員大會通過大學考招改革方案的調整，決議以「現況微

調精進」及「分階段銜接」為原則。考試時程不變，招生時程將自 108 學年度起

將甄選入學逐年延後，直到延後至高三課程結束後為止。而甄選入學對於學測成

績的採計，則由現行的五科必考，改為五科選考，大學各校系至多參考採計四科，

學生可有一科 0 分且不以五科總級分為採計或超額比序依據，且「未來進一步檢

討調降為採用至多三科為原則，以助新課綱之實施」。因應學測考科減少，試辦

將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納入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的檢定或篩選。 

除上述有爭議的項目，相關配套措施也一併於招聯會新聞稿中說明，包括在

大學招生的部分要求各校系「提前（兩年）公布大學校系學習歷程參採內容與方

式，供學校（高中）開課及學生選課參考」，並且「精進現行書審機制，優化及

簡化審查機制」，以學習歷程取代現行的備審資料。在考試命題的部分，則宣告

未來將「逐漸朝向綜整與基本能力素養而非片斷的記憶性知識，強調新課綱素養

及跨領域之精神」，建置相關題庫並逐年提高使用比率。 

而招聯會公布最終方案後，國教行動聯盟對招聯會未採用一次分發的做法表

示遺憾，認為無法解決學生「高表現低就」的現象（20170330 自由時報 357）。

而全國校長協會也於 3/30 回應，認為學習歷程檔案的採計會讓學校開課與學校

選課變得很重要，但可能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且教育部應當

盡快說明「素養考科」的意義，避免現場教師在教學與評量尚無法配合（0170330

聯合報 3659）。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則是表達對新方案時程的不滿，

認為與十二年國教總綱的課程規劃不一致，學測考試時間應當於必修課程結束後，

也就是高二暑假便考試，避免干擾學生高三上需要為了學測複習高一二課程，另

外也提出高中學習履歷（P1）的採計應逐年調高至 50%以上，才能彰顯新課綱

「學生本位學習」的精神（20170330 聯合報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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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大學考招改革方案規劃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 4-4 歸納以上所述，呈現本次大學考招改革的時間歷程分析，優點是能夠

標明整體考招改革論述上不同議題出現的先後順序，缺點則是讓參與者對於考招

改革的想法則錯落於不同的段落。為了汲取考招改革討論之中的精華，分析不同

參與者與其論點在考招改革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者將進一步的整理不同參

與者所提出的論述，並且分析媒體對於不同參與者或論述的偏好。 

 

參、 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 

如果將時間與人物屏除在外，大學考招改革中的三個重要議題可更鮮明呈現，

分別為：時程、學習歷程與考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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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程 

新型學測與分科測驗兩項考試，以及申請入學與考試分發兩項招生，這四個

項目的排列組合是時程這個議題的重點。主要的分歧可以下分為三個支線：(1)

學測的時間？（高二暑假、高三寒假、高三課程結束後）；(2)申請入學的時間？

（高三下學期、高三課程結束後、分科測驗結束後）；(3)分發的次數？（一次

分發、兩階段分發）。 

前兩者間有連動關係，因為申請入學必須在學測考試之後，但申請入學與考

試分發這兩個招生程序的時程與分發次數的關聯，則存在著解讀的爭議。在最初

大考中心的六方案介紹之中，若兩時程相連為一次分發（甲乙丙丁己案），若兩

時程分離為兩階段分發（戊案），但也有論述者提出不同的可能性，例如國教行

動聯盟提出的「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就提供兩招生時程分離但一次分發的

可能性，因此分發次數是可以與前兩者相獨立的；反之，兩招生時程相連，依然

可以採用兩階段分發。 

 

二、 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Portfolio，簡稱 P）所涵括的範圍，原本僅限於高中時期上

傳的學習成果表現以及個人背景等基本資料，如自傳、讀書計畫、平時成績、社

團活動表現等等；申請入學校系自辦的甄試項目，如面試、筆試、實作等等，則

未被歸納於「學習歷程」的範疇。不過，招聯會在 2/23 的方案中將其一分為二，

原先的學習歷程作為 P1，學校在申請入學校系自辦的甄試項目則做為 P2，兩者

同樣視作學習歷程。學習歷程討論的主要癥結點在個人申請入學最終成績採計的

比重、範圍和作法，以及是否納入第一階段與學測成績同為篩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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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試科目 

原先是針對學測科目和分科測驗科目的討論，包括總科目、學生應考科目限

制與大學採計科目限制。由於分科測驗的部分已經卻並不考範圍重疊的國文與英

文，因此主要是對於學測考科的部分有疑義。學測科目選項中出現過的可能性包

括：五科（國英數社自）、三科（國英數）、三加一科（國英數加社或自）、五

科選三科、五科選四科。由於考試分發同時採計學測與分科測驗的成績，因此限

制最多不可採計超過五科。 

雖然時程、學習歷程與考試科目這三個議題乍看之下彼此獨立，但是研究者

認為，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與議題之間存在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係，例如

學習歷程與考試科目同時作為申請入學的參考採計資料，因此學習歷程比重的提

升，就代表考試的重要性下降。其次，如申請入學與分科測驗的先後順序，會影

響申請入學是否能採計分科測驗的成績。這些例子都顯示出大學考招改革必須被

視為一個整體、一個系統來看待，議題與議題之間是息息相關的。 

換言之，對於大學考招改革有明確主張的論述者，其對於不同議題的選擇，

很可能是受到同一個中心思想的引導，而這番選擇或許是建立在對於其他議題選

項的預設之上。如果在單一議題上，兩方論述者有一致的選擇，但他們在其他議

題上卻是針鋒相對，那可能是因為兩方對大學考招改革的觀點截然不同。也就是

說，研究者認為論述者對於不同議題的偏好，其背後的理由很可能是環環相扣，

直指一個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主張，或甚至是教育改革的抽象核心論述。研究者

將於第二小節的部分，以人為中心拼湊不同參與者的主張。 

 

肆、 小結 

如果將大學考招改革的媒體報導視為一個論述競逐的場域，研究者總結不同

的參與者在這個場域之中的動向。招聯會是最先主導這個論述場域的單位，試圖

扮演中立的角色公布六個方案，宣布交由公聽會進行討論。不過八月的四場公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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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其結果未獲媒體關注，直到國教行動聯盟在九月與十月分別舉辦記者會與公

聽會，家長的聲音開始加入論述的競逐。十一月國教希望聯盟則同樣以家長的身

分提出反對的意見，十二月招聯會透過草案的公布昭示清大對考招議題的立場，

卻又在一月引來台大的反彈。高中端則遲至二月才以聯署的方式投書聯合報，表

達高中對於考招議題的看法，不過對高中端的考招提案，招聯會並沒有接受，在

二月底在常委會通過的草案依然維持原本時程上的決議；高中端持續對招聯會的

方案表達反彈，不過招聯會大會維持原本的決議，大學考招改革全案於三月底通

過。 

 

一、以招聯會決議為主軸的大學考招改革討論歷程 

招聯會首先提出六種時程各異的草案，讓各方參與者的意見聚焦於時程之上，

而招聯會也試圖塑造開放的形象，歡迎各方參與者對大學考招改革發表想法，但

對於學習歷程和考試科目的意見，則未見於媒體報導之中。相關討論整體而言以

時程安排為中心，關於「學生完整學習」的論述在第一階段主導著大學考招論述

的發展，直到第二階段招聯會在十二月初所提出的草案，將時程聚焦於現況微調

的方案並且完整說明學習歷程和考試科目的安排，第二階段的戰場才開始擴大。 

其他參與者一邊表達對於新方案時程的不滿，一邊提出對於學習歷程和考試

科目的主張。雖然台大和高中端對於時程有一致的期待，然而對於學測考試科目

截然不同的立場，讓兩方的主張缺乏相結合的可能。為了取得大學端內部的一致

性，招聯會於二月底所提出的方案選擇向台大的意見靠攏，不管是對於學測考試

科目的讓步（從三加一到五選四），還是學習歷程的分化（高中學習歷程 P1 和

校系自辦甄試 P2），都是為了爭取台大的支持。 

從 1202 與 0223 兩次招聯會常委會中，可以看出招聯會對於時程沒有讓步的

打算，於是第三階段高中端將訴求的重點由時程轉向減少學測考科，希望學測考

試科目可以由五選四降為五選三。而 0329 的最終方案雖然未有太多調整，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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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會也承諾以學測考科五選三為願景，這也是一定程度的回應高中端的訴求。而

高中端對於招聯會最終提出的方案，也抱持溫和支持的態度，並未如前兩次聯署

一般態度強硬的反對。 

綜觀整個討論過程，招聯會在不同階段之中針對不同利害關係人提出的論述，

在不同項目上進行一定的讓步，招聯會的決策某種程度地反應出與不同利害關係

人之間協商的結果。對於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而言，在下一階段的討論之中，考招

改革的其他參與者會對可以妥協的項目做出讓步，並且對無法讓步的項目再次提

出協商。由於在大學考招改革議題之上，招聯會擁有教育部授權的決策權力，當

招聯會大會通過大學考招改革方案以後，其他參與者雖然仍然有所不滿與建議，

但主要的兩大反對方，台大與高中校長主任連署團體，並未再發言表達反對或意

圖抗爭的表態，讓大學考招改革的方案成為定局。為什麼台大與高中端並未進一

步地表達反對？招聯會決策的過程之中，不同的論述相互競逐佔據支配的地位，

透過剖析論述之間的權力關係，可以進一步的理解招聯會決策的結果。  

 

二、以「學生完整學習」為重的大學考招改革論述 

「學生完整學習」的論述在以時程為討論中心的第一階段蓬勃發展，媒體主

要曝光的方案為教育團體所支持的甲案以及招聯會所偏好的戊案，前者主張兩試

合一於高三課程結束後進行，認為教完再考才是完整學習，後者則是現況微調，

時程與目前狀況無異，認為採計三年六個學期的學習歷程，便能夠達成完整學習

的目標，學習不應受限於課堂。高中端則支持分階段考試且考完再招的乙案，認

為兩次考試分別對應至不同的課程內容，分科測驗的加深加廣課程有助於引導學

生高三適性學習，不過高中端的論述一直到第二階段才出現於媒體場域之中。 

第二階段的討論，招聯會對於時程的主張結合學習歷程的採計，融合「學生

完整學習」與「高中活化教學」兩項目標，表現出將「高中育才」視為大學考招

改革主要考量的態度。然而高中端卻對於招聯會的方案不滿意，以「十二年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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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為核心的論述，試圖與招聯會競逐「高中適性完整學習」的定義權。

而台大則試圖將討論焦點引導至與「大學選才多元」有關的大學入學參考採計資

料與相關標準，但關於「大學選才」的議題仍然被「高中育才」的主張給邊緣化。 

從高中端出發，學習歷程是為了「高中活化教學」，因為在十二年國教新課

綱的改革中，鼓勵高中開設不同的多元選修課程，豐富學生適性探索的可能性。

但多元選修課程是否已經準備到位？若有高中尚未準備好面對新課綱的改變，或

是不同高中所提供的課程品質有很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又是因為城鄉資源差距而

起，那麼原先期盼在普及化的高中教育之中開拓多元適性的理想，反而會成為階

級再製的工具，大學入學對於學習歷程的採計，則可能加劇這樣的不公平。學習

歷程意圖運用大學入學制度對於高中課程的導引作用，強化中高中進行課程改革

的動力，但課程改革的不確定性，是否能夠作為「入學制度」的基礎？而高中課

程的分化，究竟是多元適性的展現？還是階級再製的不平等？ 

不過，檢視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歷程，「促進社會流動」這個考招改革的目

標與其他目標相比其實受到忽略。儘管時任教育部次長的陳良基對學習歷程的採

計提出質疑，認為可能不利偏鄉學生表現，擔憂各地區的高中沒有均衡的資源開

課，他的發言卻被認為是與教育部「不同調」的表現，而其他利害關係人也未針

對該議題發展論述。「高中活化教學」與「促進社會流動」這兩個目標之間，其

實會激發普及教育和適性揚才之間的矛盾，但這個議題並未在媒體報導的內容之

中，被其他利害關係人予以重視和回應。 

而「高中活化教學」與「大學選才多元」兩個目標之間，則在學習歷程審查

標準的訂定上出現兩難。縱使期待「大學選才多元」，但當多元發展的成果面臨

篩選和比較時，學習歷程的審查標準亦有可能令多元發展的成果回到一元，這是

學習歷程支持者反對標準的理由。學習歷程標準的訂定，固然能夠給予大學入學

制度程序上的公平，然而卻可能造成多元選修課程發展「不多元」的狀況。而針

對「大學選才多元」與「促進社會流動」的目標，目前大學端是以「繁星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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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管道來加以應對。但若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實施以後，讓學生高中三年學習資

源的落差變大，又以一致的標準加以檢視學校學生之間的差異，那麼學習歷程的

採計是否可能讓起點上的不公平，轉換為結果的不公平？「多元」代表差異，而

「公平」則是需要標準，當我們以標準檢視差異的同時，究竟是多元適性的發展，

還是社會階級再製的開始？儘管大學考招改革之中，關於「多元適性」、「公平

標準」、與「教育機會均等」三者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但這並未成為論述競逐

中被關心的議題。 

 

三、 大學考招改革論述的產製與詮釋 

本小節的分析將媒體報導視為資訊的平台，剖析考招議題的討論焦點是如何

隨著招聯會草案的發布有所轉移，研究者在本小節歸納媒體報導中大學考招改革

的利害關係人，包括招聯會、台大、高中端與教育團體。而大學考招改革中三個

主要的討論議題：時程、學習歷程與學測考試科目，也透過分析變得鮮明。藉由

大學考招改革發展過程的分析，研究者得以展現考招改革參與者在這些議題之上

協商交涉的過程。 

不管是教育改革的討論或是論述分析的研究，『脈絡』必然是不可忽略的一

部分，歷史性的分析可以協助吾人依循脈絡對於論述加以詮釋，避免在研究的過

程中因為研究者主觀意識的影響，偏離論述本身的意涵。而改革的討論需要相互

妥協以形成共識，研究者期望進一步地探究為何這些時間點會出現這樣的討論？

彼此競逐的論述如何說服與被說服？主導結果的論述如何成為最大公約數？研

究者將依循這樣的脈絡於第二小節分析中描繪不同參與者的主張。 

另外，不同論述在媒體場域之中的曝光程度，雖然不代表利害關係人對於議

題的重視程度，卻會影響閱聽人對於大學考招改革議題的解讀，同時塑造利害關

係人的形象。「大學選才多元」、「高中活化教學」、「學生完整學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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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社會流動」作為大學考招改革的四項目標，卻未獲得媒體等量的關注，對於媒

體再現的大學考招改革論述，研究者將於第三小節的分析中探討其內容與影響。 

 

第二節、 利害關係人的大學考招改革論述 

經過大學考招改革發展歷程的時間與事件分析，本小節則要針對這個過程之

中不同參與者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不同的論述形構代表不同利害關係人詮釋

「真實」的差異，而不同的主張相互競逐，在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中，生成一個

新的、主導這個場域的論述，因此這也是論述之間的權力關係分析。 

從第一小節的分析當中，研究者梳理出大學考招改革之中不同的利害關係人，

包含大學、高中、學生、家長、壓力團體與政府。大學考招改革將於不同層面影

響利害關係人的權利與義務，因此有些利害關係人會選擇參與大學考招改革的討

論，試圖影響大學考招改革的發展。這些參與者對於不同議題的看法和假設，也

必然隨著他們的立場與利益而有所差異，因應他們的身份提出不同的主張，與其

他參與者相互對話。研究者將於此分別敘述，進一步的呈現參與者的觀點與考量，

進行以人為中心的分析。雖然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中，有許多不同身分的個人或

團體在發聲，不過由於大學考招改革的複雜性，真正能發展出一套完整論述的參

與者不多。為了讓研究不過於發散，研究者將本小節的分析分類為「大學端」、

「高中端」與「其他」三個部分。 

從第一小節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學端與高中端是影響大學考招改革的主要參

與者，我國大學考試招生由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負責統籌，因此大學端必然擁

有主導這個議題的權力。在高等教育普及的狀況之下，絕大多數高中生的目標是

進入大學，因此大學考試招生制度對於高中教學的影響相當深，高中端作為直接

的利害關係人，在這個議題上自然擁有一定的發言權。不過，大學端與高中端底

下亦有不同的聲音，例如台大公開反對招聯會的決議，而高中端除了自主聯署的

高中校長主任，還有由教師組成的壓力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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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學端和高中端所提出的主張較為全面，對於大學考招改革有其整體的

規劃和理由，研究者將由招聯會、台大與高中連署的內容，完整的還原與分析這

三方的主張。雖然大學端或高中端均無法視為一個整體，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考

量，不同的教師團體也各有主張，不過高中端思考事情的角度，或是大學端主張

背後的動機，皆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故研究者將其劃分為同一部分加以討論，方

便比較之間的差異性。 

相對而言，其他參與者所提出的意見則較為零碎，不管是家長和學生，或是

教育部和立法院，這些利害關係人同樣作為大學考招改革的參與者，但其主張相

對而言簡約、零散或是過於分歧，雖然能夠在媒體場域上獲得一席之地，卻不如

台大或是高中連署引人注目。這些在決策過程中未受重視的意見，研究者將其歸

於第三部分「其他」，並且加以討論這些主張無法競逐主導論述地位的原因。而

本小節的資料蒐集相當龐雜，針對不同的事件，除蒐集媒體對於事件報導的描述

以外，更需要政府單位、利益團體甚至是讀者投書的資料，才能對於事件發生的

緣起、經過與回應有完整的描述。如此一來，考招改革中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以及

其論述發展的脈絡也會更加鮮明。 

 
圖 4-5 大學考招改革的參與者論述分析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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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招改革當中有許多議題，議題之間彼此關聯，一個議題的選擇將影響

到下一個議題不同選項的發展，研究者無法也不應將這些議題獨立出來加以分析。

在分析大學考招改革的發展歷程中，研究者透過資料編碼，整理考招改革中不同

參與者對於不同項目中的選項所提出的詮釋。由於不同的選項之間環環相扣，不

同的參與者對於同樣的連結很可能有不同的見解，研究者可以透過這些不同的見

解，解析他們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預設立場，尋覓該論述者透過對於不同選項的

詮釋（作為一種論述形構）所意圖建立的論述。 

 

壹、大學端：招聯會內的台大與清大 

大學考招改革討論的參與者眾，如果此討論過程視為一個論述場域，那麼擁

有決策權的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必然佔有優勢的論述權力。創立於 1997 年

的招聯會，由公私立大學代表所組成，設置 11-15 名常務委員，由全體會員代表

推選，三年一任，連選得連任，而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則由常務委員互相推選擔任

之。第一屆至第六屆的常務委員會，皆推選台大擔任召集人，直到第七屆的改選

（2015 年 8 月）則輪到清大接手這個職務。台大雖作為招聯會的前召集人以及

招聯會的一員，卻在本次大學考招改革的過程之中，於媒體報導或採訪上，透露

出有別於由清大主導之招聯會的主張。 

 

「……（台大校長」楊泮池參與連署，是因為他認同高中三年應完整學習，學測在高

三寒假考，且只考高中前兩年課程，使高中只學到兩年或兩年半課程，無法和大一銜

接。 」（20160601 聯合報 15-2） 

「但清大接手主持大學招聯會後，在原本大考中心提的改革研究案中，再新增兩草案，

一案只是現況微調，學測維持現狀，但類似指考的分科測驗提早在 5 月下旬考；另一

案則大膽逆向思考，學測和分科測驗都在高三寒假考，申請入學和分發入學在高三下

學期就搞定。」（20160601 聯合報 15-3） 

「……拯救『失落的高三學習』，成為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的焦點，大學招聯會討論的

幾個草案，暗藏著「台大 vs.清大」的角力。」（20160601 聯合報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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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報導可以知曉，大考中心在 2016 年 6 月中提出的大學考招六方案，分

別是出自台大與清大前後任招聯會召集人的手筆。台大認為放在高三下學期的申

請入學，阻礙學生對於高三課業的學習，有害學生學力，因此提出考完再招的甲

乙丙丁四案，將申請入學移至高三課程和分科測驗之後，其中甲案則是連學測都

移至高三課程結束之後，是台大最為偏好的方案。但清大在接手招聯會後則提出

戊己兩案，認為「完整學習」的概念高中端與大學端的解讀不同，就算提前完成

招生程序，學生在高三下依然可以透過課程課設計來避免學習不完整的狀況。 

 

「招聯會發言人、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表示，『完整學習』的概念，高中端和大學端

的想法不同，高中端在意的是高中三年課程有沒有教完，大學在意的是高中生是否具

備進大學的能力，若是提早完成入學流程，讓學生在高三下學期可以提早和大學合作

學習，也是完整學習的概念。」（20160601 聯合報 15-5） 

 

對於「學習完整」的解讀，顯然台大與清大或招聯會的認知大不相同，台大認為

招生時程延後至高三課程結束後，才能彰顯完整三年的學習，甚至考試時程也應

當如此。而招聯會的發言人則是站在「大學代表」的位置上，認為「高中端在意

的是高中三年課程有沒有教完，大學在意的是高中生是否具備進大學的能力」，

此番發言直接把「考完再招等於學習完整」的想法扣上高中端，直接忽略台大方

作為另外一所大學提出對於「學習完整」的意見。 

而高中端對於「學習完整」的看法，是否真如招聯會所指，「高中端在意的

是高中三年課程有沒有教完」 ，而高中教師皆支持甲案呢？由於全台高中的數

目是大學的好幾倍，必然充斥著不同的聲音，但由 2017/2/5 兩百多位高中校長主

任的聯署看來，高中端支持的大學考招改革方案在時程的部分應為乙案。不過高

中端對於時程的看法，則含括對於考試科目的考量，因此尚有不同的論述，將留

待第二部分加以討論。 

以「學習完整」為例，可以想見在大學考招改革議題之上，各大學必然有不

同的見解和偏好的方案，不過不管是在政策決定的場域，還是媒體論述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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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皆可明顯看到台大與清大兩方的論述競逐情況，因此研究者選擇分析以清大

（招聯會）與台大兩邊的論述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 

從台大與清大對於「學習完整」解讀的差異性來看，這兩所臺灣的頂尖大學

對於考招改革的理念必然有所落差，以下將由聯合報轉自選才電子報的雜誌資料

為主，搭配資料蒐集期間的相關新聞文本，進一步分析兩方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

理念。另外，針對大學考招改革之中的三個主要議題：時程、學習歷程和考試科

目，研究者也將比較兩方對於現況問題的界定以及選擇解決問題的策略。 

 

一、清大：反對考試引導教學、強調多元適性學習 

清大前招生組長王盛麒、清大副校長周懷樸以「我們期待怎麼樣的考招制

度？」為題撰文，於大考中心出版的選才電子報中描述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想法。

文章界定目前大學考招改革制度面臨的問題，是考試侷限學習的狀況，但社會普

遍懷有對考試的迷思；而清大認為理想的考招制度，應當設計鼓勵學生探索興趣

的機會，並且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熱情，才能教育出有競爭力的學生。（20160615

選才電子報清大） 

 

（一） 問題：考試引導教學 

1. 考試文化不利學習 

清大認為「考試引導學習」的模式並無法讓學生對追求新知保有熱情，同時

以知識記憶為主的考題，無法培養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學生，會傷害國家的發展

與競爭力。但是，目前的社會氛圍還是崇尚以考試作為選才的依據，這是一種對

於考試的迷思，認為考試能夠區分學生的才能，而沒有注重學生學習本身。 

清大反對分分計較的考試，認為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絕非課堂上的教學

及考試所能培養與造就的」，所以大學考試招生制度的設計不應著重於考試科目

的設計和參採，反過來說，應當重視的是學習歷程以及採計學習歷程的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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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對於現況的詮釋之中，清大認為反對考試的老師、家長與社會大眾，是讓

大學考招制度設計無法脫離「分分計較」的原因： 

 

「社會面，家長及社會大眾開始擔心不以考試為主的招生制度，將產生公平性的疑慮；

學校面，中學老師質疑，一旦失去考試的引導，學生將失去學習的動機，讓教學現場

的管理變得困難。這樣的質疑聲音，讓我們在招生制度的設計淪為考科與考試時程的

斤斤計較。當『不該讓考試過度引導教學，應該讓學生多元適性學習』的口號喊得震

天價響，當有心之士正積極致力於讓我們的學習活動脫離分分計較，讓分數的影響逐

漸模糊，而回歸於多元才能呈現的同時，我們卻看到教育主管機關仍不得不向考試科

目的設計與參採靠攏的無奈。」（20160615 選才電子報清大-11） 

 

雖然清大不認同「考試引導學習」的作法，但清大並非完全反對考試。清大對於

考試的期待是以與課程內容無關的素養導向測驗為主，考試內容不侷限於教科書

的內容。對應本次大學考招改革，新型學測就是預備以素養導向的方式進行考題

設計，清大認為是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的契機。 

 

2. 考試的公平性只是迷思 

清大批判臺灣的考試文化，認為那是一種追求公平性的「考試迷思」，其實

考試的結果依然是讓教育資源「補貼家庭經濟背景好、競爭力強的學生，對偏鄉

地區及弱勢家庭的幫助相對不足......社經弱勢家庭的子弟，越來越不易經由教育

翻轉，社會階級流動不易」。清大認為考試沒有辦法帶來公平，雖然在這篇文章

中，對於如何解決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不過從清大推動「繁星計畫」的做法

看來，可以看出清大認為招生管道才是解決教育機會不均等的方式。 

 

（二） 策略：由學習歷程取代考試以追求完整學習與適性多元 

1. 完整學習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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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將其對於「完整學習」的論述與「學習歷程」相互連結，透過申請入

學階段「學習歷程」的採計比重提升至 50%以上，將採計三年六學期的「學習歷

程」視為一種鼓勵「完整學習」的作法。 

 

「部分教育團體擔憂高三課程學習不完整問題，戴念華認為「不至於」，現在所謂的

「學習不完整」，是把學習想像為學生坐在台下聽課，才叫學習，也才會有教學現場

混亂的聲浪，但現在學習的場域已經很多元，例如網路等，走到教室外學習的機會變

多，對於學習的概念也須重新思考。」（20160919 聯合報 66-4） 

「戴念華說，以大學立場來看，學生的學習不是僅限於教室，也不是只有老師教才能

學，現行考試方式並不至於造成高中三年學習不完整，而之前招聯會以大數據的分析

也發現，以學測入學的學生，在大學學習的表現甚至優於指考入學學生。（20160919

蘋果日報 71-7）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清大意圖重新詮釋「高中三年學習完整」的意義與狀況，也就

是說，清大認為以學測成績申請入學的學生，只需要準備高一高二的課程便可以

應付考試，但他們入學後的表現依然優於考試分發的學生，代表高中三年的學習

依然是完整的。這樣的論述是否合理呢？由於申請入學的時間在考試分發之前，

學測表現優異的同學皆會選擇以申請入學的管道提前放榜，只有學測不理想或是

少數目標科系多開放指考名額的學生，才會選擇透過考試分發的招生管道進入大

學，時間先後的差異一定程度會區別學生的資質，申請入學與考試分發就像兩段

篩子，拿第一次篩的結果和第二次比較，是否真的是公平呢？因此，研究者推斷，

清大對於偏好申請入學大於考試分發，而高三課業是否學完再考或是考完再招，

清大都認為沒有必要。 

 

2. 適性多元的學習歷程 

除了將學習歷程定義為「學生完整學習」以外，大學入學採計學習歷程也被

清大視為「考試引導教學」的解方，能夠鼓勵高中活化教學與學生適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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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都只看紙筆測驗』，（清大教務長）戴念華表示，現在大學端常抱怨，學生

到大學後都只會解題，對於思考問題的能力不足；高中老師則抱怨，努力沒被大學看

到。因此希望透過加重『學習歷程檔案』也做為入學參採，讓學生在高中多選修有興

趣的課程，鼓勵學生適性學習。」（20161201 聯合報 118-6）  

 

清大對於大學考招的規劃也提到 12 年國教新課綱的改變，認為其適性與多

元的精神應當鼓勵高中發展特色，讓學生可以尋找自己的志趣，學習如何學習。

於此同時，社會也應當鼓勵多元的價值觀與選才標準，不要再被「考試」扭曲成

單一的價值觀。 

 

「新課綱的精神是適性與多元，希望高中要辦出自己的特色，那麼太過一致的課程規

劃，就不利於高中發展特色，高中又都變得一模一樣，也就不可能有所謂的特色。因

此應該讓高中設計自己的課程，鼓勵學生找尋自己的志趣。多留一點時間給學生做自

我探索，學習什麼才是真正的學習。」（20160615 選才電子報清大-4） 

「（清大校長）賀陳弘認為，過去教育會「量產人才」，成功的製造業原料要分級、

需要製程參數大量重複製作，這樣的事情也在過去的學校中發生，固定學校的建築設

施、硬體、課程、進度以及師資培育制度，再讓學生重複練習，確定教出來的孩子一

樣，但這樣會讓一個老闆雇用的五個員工能力都相似，不利產業升級。  

賀陳弘說，未來產業需要「產品差異化」，這需要在學校養成過程就產生，包括教材、

師資培育等各方面多元化，學校的學習歷程對未來教育相當重要，能呈現多元化、打

破家長對公平性的迷思，推動多元化的過程中會有很多紛爭，但只能選擇努力向前，

解決多元化問題只能創造更多『多元化』，不能退回一元化。」（20161225 聯合報

168-5, 6） 

 

清大站在大學的角色闡發對於高中課綱的解讀，提出對高中課程、教材、師資培

育等方向多元化的建議，不過清大在文中並未說明，高中的課程設計如何能夠讓

學生找尋自己的志趣，好似認為「多留一點時間給學生做自我探索」這個問題就

能迎刃而解。從不過，大學入學制度是否準備好回應多元化的高中課程？學習歷

程是否會訂定多元化評量標準？清大將大學考招改革的責任拋向「高中育才」，

將「考試」與「公平性」視為一種迷思，那麼「大學多元選才」的標準到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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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抗考試的學習歷程 

入學考試與學習歷程同時作為大學入學的參考資料，高中端與台大均認為應

當待兩次入學考試結束以後，在開始進行招生作業，但清大教務長卻認為這會影

響學習歷程的重要性： 

 

「戴念華指出，藉由學生學習歷程，可瞭解學生的家庭背景，如弱勢、偏鄉、原住民

等，如果學生表現不錯，就可多加分，這樣有助於促進社會階層流動，但如果已有學

測和加深加廣學科的成績，學習歷程就可能被擺一邊，發揮的作用不大。」（20170206

中央社 198-4） 

 

「促進社會流動」固然是大學考招改革的目標，然而當學習歷程的審查範圍包含

家庭背景，這樣的評估標準由評審教授自由心證是否恰當？除了以學習歷程重要

性為由反對「考完再招」以外，招聯會也駁回國教行動聯盟（簡稱國教盟）等教

育團體提出「多元同步最優入學」的提案，堅持以甄選入學與考試入學不可「一

次分發」。 

 

「國教盟曾提出「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維持現行的申請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架

構，但採「延遲接受演算法」、進行多管道同步分發作業，學生不需放棄申請入學錄

取資格，可繼續參加考試分發，在結果出來後擇優錄取。這樣的方式可解決賭局的亂

象，但未被招聯會採納。國教盟質疑，招聯會是否為了提供大學搶學生的機會而罔顧

學生的教育選擇權？」（20161202 聯合報 135-4）  

 

招聯會駁回教育團體「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的提案，卻被質疑是大學為了搶

學生而謀私，沒有考量的學生面臨的抉擇與煎熬，是沒有考慮學生教育權的作法。

不過站在招聯會的立場，兩階段分發卻是避免學生僅追求考試成績的手段： 

 

「對於家長的意見，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發言人唐傳義說，佩服與感謝家長提供不

同見解，不過也有部分聲音傳出，一次分發的方式，會導致「分數」極大化的憂慮，

因為考生面臨各種不同入學管道的排序，會找出最容易取得分數的方式，若這些分數，

又是能靠反覆練習加上考試而取得，可能會造成部分學生朝此衝刺，排擠其他學習時

間，意即考試本位再起。」（20161103 自由時報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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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認為，在一次分發的情況之下，不管是「考完再招」，還是「延遲接受」，

都有可能讓學生只看分數而忽略其他學習。如果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兩種招生管

道是醫病進行，那學生可能會選擇純粹採計考試成績的考試分發，因為確定性較

高；如此一來，學生對於申請入學和學習歷程的重視就會變少，是一種考試本位

的表現。 

不過，招聯會對於申請入學和學習歷程的重視，並不能抵銷其他參與者對於

「提供大學搶學生的機會」的質疑。在招聯會公布 1202 的大學考招改革方案草

案以後，除了教育團體以外，高中校長與大學教授也質疑清大以招聯會的名義公

布的草案，是「為搶學生不擇手段」。 

 

「（北一女中校長）楊世瑞說，少子化下，『台大、清大在意的則是如何招到優秀學

生，很多其他大學則是害怕招生不足。』很多大學都『吃不飽』了，都快『倒店』了，

誰還管人才培育？但對國家而言，又不該放任大學這樣搞下去，以免大學文憑愈來愈

不管用，成為更大悲劇。」（20170108 聯合報 184-5） 

「吳瑞北表示，新制將申請入學延至五月底，等於五月初報名、五月底放榜，不僅縮

短申請入學時程，學生放榜後決定是否要參加指考時間也縮減，痛苦指數不減反增。

吳瑞北更批評，招聯會召集人清大校長賀陳弘師心自用，為搶學生不擇手段。」

（20170108 自由時報 183-3）  

「戴念華說，招聯會絕對不會只有清大跟台大的意見，一定會考量私立大學面臨少子

化下的招生困境。新的考招制度中設計的「學習歷程」，涵蓋高中三年六學期的修課

紀錄，包括必修、部定加深加廣與選修等，以及學生多元表現，各科成績每學期由學

校彙入系統，透明公開。」（20170107 聯合報 177-4）  

 

清大教務長對於台大連署的回應，「考量私立大學面臨少子化下的招生困境」則

反倒坐實教育團體的揣測。除了清大以外，尚有其他大學支持兩階段分發的作法。

排名後段的私立大學搶學生，清大和台大搶優秀的學生，從招聯會對於兩階段分

發的堅持之中，研究者可以推測出這樣的結論。其他參與者的不滿是無法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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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本位再起」這樣的理由說服的。何況，清大與招聯會真的反對考試嗎？那為什

麼在學測考科的部分堅持高中端的國英數考三科，反而向台大的五選四靠攏？ 

 

（三） 大學考招改革系統下的清大/招聯會觀點 

由於大學考招改革之中，各個議題環環相扣，一個決定將連結到另一個決定。

因此，研究者將大學考招改革視為一個系統，將不同議題中的選項視為系統的元

件，將參與者如何詮釋選項與選項之間的關聯，視為系統之中元件之間的連結，

透過這樣的方式，站在參與者的立場來描繪其心目中的大學考招改革系統。 

不同參與者，必然會因為理念、立場和利益的差異，對於系統產生不同的理

解。綜合以上分析，並且考量招聯會實際上提出的大學考招改革方案，研究者將

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與選項繪製成心智圖，從招聯會的立場出發，附註說明選項

對選項所造成的影響。 

 
圖 4-6 大學考招改革的招聯會/清大論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學測時間的部分，清大認為延後至高三課程結束後會讓學生的考試壓力太

大，因此選擇高三寒假為學測時間。在時程的部分，由於高中端、家長和台大均

 



	

	
	

111	

以「完整教學」的論述反對三下申請入學的戊案，清大因此提出將申請移至課程

結束後的 1202 方案，但是堅持要在分科測驗之前完成。如果「考完再招」，申

請入學是可以採計分科測驗的成績的，若申請入學在分科測驗之前進行，則會對

剩下的參考採計項目產生影響：學習歷程的重要性提升、或是學測科目必須增加

以避免同分者眾。 

雖然教育部提出的大學考招改革三原則的第三點曾提到：「入學考試將配合

大學選才需求辦理，以部定必修課程設計考科評量基本學科知能，加上部定加深

加廣選修課程設計考科評量進階學習成就；所有入學考試成績公布後再依序進行

個人申請與分發招生作業。」不過清大認為，申請入學若能參考分科測驗的科目，

則學生可能會以準備分科測驗為主，忽略了學習歷程的重要性。為了維護學習歷

程的重要性，申請入學應當於分科測驗之前進行。而在分發的部分，兩階段分發

能夠增加申請入學的名額，讓學習歷程的採計受到重視，同時避免「一試定終身」

或「聯考復辟」等「考試本位主義」的情況發生。然而，若申請入學若不採計分

科測驗，則學測科目無法減少，否則可能會造成同分者眾而缺乏鑑別度。 

綜上所述，清大認為現行大學考招制度的問題在於「考試引導教學」，考試

的公平性僅僅是一種迷思，繁星推薦才能帶來實質的平等。而為了彰顯多元適性

學習的精神，大學考招改革應當重視申請入學與學習歷程，並以兩階段分發的方

式避免考試成績成為學生學習的重點。 

 

二、 台大：考試才能確保學力 

「理想考招制度，培養國際競爭力」是台大教務長郭鴻基所訂下的題目，明

白彰顯台大對於高等教育的定位，在於培養擁有國際競爭力的菁英人才。在這樣

的論述脈絡之中，高中教育是為了大學教育做準備，大學考招制度如何篩選出優

秀的菁英人才，供各大學因材施教，是台大認定的大學考招改革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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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高三學習不完整、學生缺乏競爭力 

台大將高中三年無法完整學習視為最大的問題，高中教育被視為是基礎教育，

考招制度只要能夠「鑑別其能力」，適性發展可以留待大學階段再進行。台大與

清大同樣重視學生的競爭力，但是清大認為多元適性應當在高中萌芽，學習不一

定要發生在課堂之上，而台大則認為高中提供完整三年的課程，否則學生學力堪

虞。 

 

「個人以為理想的考招制度，方式應簡單而不複雜，且應重視發掘學生潛在能力，能

挑戰學生且鑑別其能力為主，讓考生能正確的依其專長，自由選擇合適的學校適性發

展，如此大學才能發揮其作用，提升國民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20160615 選才

電子報台大-5） 

「我國大學考招自實行多元入學方案以來，申請入學名額大輻增加，對高三教學影響

嚴重，經過多次公聽會及座談會，社會已有高度共識，意見調查結果八成以上同意，

大學考招應於高三下後舉行，而且應採先考後招之原則，亦即：所有入學考試成績公

佈後再依序進行個人申請與分發招生作業。」（20170107 台大校務會議連署-2） 

 

另外，申請入學名額的增加，被台大視為影響高三教學的原因，因為申請入學只

參採學測成績，而學測的範圍僅限於高一高二。台大認為如果將申請入學延後至

高三課程結束後，便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台大的觀點傳達出對於考試制度的重

視，認為考試是能夠確保學生學力的作法，如果沒有考試，就不能保證學生的學

習是足夠的。 

在家長團體之中，也有出現相似的聲音支援台大的看法，認為現階段的大學

考招制度，申請入學的高中生只有兩年的學習，使高中生學力不佳。 

 

「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立昇表示，現在的大學升學制度造成高中生學習不完整，因

為甄選入學（含繁星及申請）的名額超過 6 成，而採計成績的學測只考高一、高二的

課程內容，使得許多高中生沒有完整學習到高三課程，他們進入大學後，大學還要為

他們開補救課程。」（20160920 中國時報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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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策略：先考後招、重視分科測驗 

在台大做為上一屆招聯會召集人時，當時的大學入學制度長程規劃三原則明

確提到「所有入學考試成績公布後再依序進行個人申請與分發招生作業」，台大

主張這是「是針對新課綱架構所作的設計……可以改正目前高中教學不完整的問

題。」也就是說，不管是申請入學還是分發入學，皆會綜合採計學測（X）和分

科測驗（Y）的成績。其中，台大認為對應至加深加廣課程的分科測驗（Y）特

別重要，因為加深加廣課程的定位屬於高中學習和大學各專業科系的銜接，如果

申請入學僅僅採計學測成績，則沒有辦法保證學生具備升大學所需的「關鍵學科

能力」。（20160615 選才電子報台大） 

雖然甲乙丙丁四案均能滿足台大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期待，但其中「學完再

考」、「考完再招」的甲案，是台大認為最適合的方案。 

 

「台大認為，高中課程應與大學接軌，高中生三年要完整學習，傾向高三課程結束後

再舉辦基礎學科及分科測驗。不過清大則指出，若考試都放在 5、6 月，高三下學生

可能都還是在準備考試，無法真正學習有興趣的選修。」（20160919 聯合報 70-6） 

「（台大教務長）郭鴻基說，既然有分科測驗，為何不和新型學測一起集中在 5 月考

完，之後再走申請、分發各管道。現在招聯會規劃新型學測和申請在前、分科測驗和

分發在後，學生 5 月在準備申請時，又要掛念是否要準備分科。 」（20161202 中央

社 126-5） 

 

不過，這個方案則受到清大的抨擊，認為會影響學生選修有興趣的課程，剝奪其

學習探索的機會。 

 

「清華大學副校長周懷樸說，大學考招連動六草案中，甲案是高中和台大最愛的方案，

學科測驗和分科測驗都排在 5 月考試，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和登記分發等 7、8 月才

放榜。他警告說，這個方案將剝奪高中生自主學習、自我探索的機會，等於是走回頭

路。」（20160623 聯合報 43-1） 

 

對於高三下學習的課堂，台大與清大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台大希望學生在高三

修習加深加廣課程，確保學生學科能力表現佳，如果一邊準備申請入學，會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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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清大則認為學測結束後的高三下，可以讓學生免於考試壓力，有空間自主

學習與自我探索，如果還要考分科測驗（乙丙丁案），甚至還有學測（甲丙案），

則學生無法自由選修有興趣的課程。 

 

雖然清大認定高中偏愛的是學測和分科測驗一起考的甲案，而其也確實有高

中校長與家長團體支持，但是也有教師團體和高中教師表示兩個考試放在一起，

反而會傷害高三的完整學習： 

 

「（全教總副秘書長）黃致誠表示，思考大學考招制度必須連結「新課綱」，十二年

國教課綱在高三是加深加廣的選修，跟現狀已有不同。如果集中在 5、6 月考試、一

次分發，考生恐忙於反覆練習高一、高二的內容，反而無法將精力放在高三課程的完

整學習。」（20161105 中央社 96-6） 

「許麗吉說，滿多第一線教師其實並不支持甲案，反而支持將國、英、數考科的 X

高二暑假或高三上就先考完，讓學生高三可以好好學習這些加深加廣的內容，『不能

用現在的問題，來想未來的解決辦法。』」（20160920 聯合報 74-5） 

 

教育團體（教師）和高中主任以 12 年國教的 107 課綱設計作為出發點，提出依

照考試範圍安排考試時間。這些反對甲案的高中教師，與台大同樣認為分科測驗

以及其對應之加深加廣課程是重要的；但他們與台大不同的是，他們認為把學測

與分科測驗一起考，反而會讓學生沒辦法好好學習加深加廣內容。 

對於考試內容和課程之間的關係，其實清大和台大之間也有類似的觀點：「考

試應該是考學生的素養與能力，跟課程無關......只有考試內容不侷限於教科書，

教學才可能活化，學生的學習才有可能真正的多元，如果不將考試內容與教科書

脫鉤，教學活動只能在一個窄化的內容中翻炒」，清大認為考試應該考素養，且

應當與教科書脫鉤。但在台大的論述中，認為課綱限制學習與考試的範圍，希望

有學校能夠提供學生更深的知識與學習機會，挖掘學生的潛力。 

 

「把考試與課綱分離，或許對許多人是匪夷所思，但從教育真正的目的來看，課綱乃

著重學生基礎知識的建立，老師可依照其特色發掘其專業潛能並幫助其發展，激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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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由思考應用所知的能力，才是完整的人才培育過程，而非受侷限於課綱範圍的基

礎知識的程度來決定考試。」（20160615 選才電子報台大-6） 

「【別讓課綱限制了學習】目前國內的高中教育為了升學率，因此教學方針嚴重受到

考試內容的影響，大多數人的高中學習被侷限於不能超綱，學生潛在能力無法被發掘

與發揮，錯過培養能力的黃金時段，國內人才便失去了其競爭力。」（20160615 選

才電子報台大-7） 

清大批判的是目前偏重記憶背誦的考試，認為應當向素養導向的測驗改革；然而

台大對於考試的期待卻與清大不同，台大對於現行考題的批判是太過簡單，而期

望考題難度提升，避免簡單考題侷限學生學習。由此可見，台大關注的對象是潛

在的台大學生，認為現在的考題不夠困難，這些學生沒有受到足夠的挑戰。然而，

對於前百分之十的學生而言具有鑑別度的考題，對於後百分之九十的學生而言，

是否具有意義呢？台大的觀點無疑是菁英教育導向，而這樣的設計，是否能夠套

用在普及化的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上？關於考試與課程的討論，清大與台大的

觀點雖然不一樣，但卻不是互斥的。素養導向的考題可以引導學生運用其能力解

決課本以外的問題，讓考題不侷限於課堂，同樣也可有鑑別度。 

 

（三） 顧慮：參考資料鑑別度不足 

1. 學習歷程信效度不足 

2016 年年初，當時的教育部長以「考招連動」為名義，公布未來將由「高

中生學習歷程檔案」，讓高中選修課程與社團活動的學習表現納入申請入學的採

計項目。當時的台大教務長莊榮輝便表示對於學習歷程的疑慮： 

 

「台大教務長莊榮輝表示，假如高中提出的學生在學成績（學習歷程）有公信力，大

學不會不參考。他反問，為何仍有很多人不相信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等甄選方式，為

何多數人相信考試？因為考試至少是公開測驗，較具公信力。他也質疑，不同高中、

不同選修課程的成績要如何比較？」（20160128 聯合報 8-2） 

 

從台大的回應之中，可以看出台大對於學習歷程的顧慮，主要在於不同學校不同

課程的成績沒有辦法相互比較。學習歷程作為一種檔案評量，其作為形成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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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確實大於作為總結性評鑑，而標準化測驗的高信度也讓其作為總結性評鑑

能夠有更高的信服力。在招聯會公布其 1202 的考招改革草案後，台大也重申他

們的顧慮： 

 

「臺灣大學教務長郭鴻基則說，非常擔心 P 的信度與效度，若大學招生過分強調 P，

在缺乏跨校標準的情況下，科系恐獨厚明星高中，反而不樂見，而上傳資料的真偽以

及後續產生的法律責任，也有待釐清。」（20161202 自由時報 129-7） 

「台大註冊主任洪泰雄也說，新型學測考科減少，招聯會是希望透過採計高中 3 年修

課記錄、多元表現的「學習歷程」來彌補。但學習歷程有信度、效度的問題，難以取

代原來學測的 5 科。」（20161202 中央社 126-6） 

 

綜合以上，台大認為學習歷程的問題包括：(1)沒有標準進行比較；(2)無法取代

考試對於學科能力的保障；(3) 可能有資料造假的疑慮。對於台大而言，學習歷

程所提供的在校成績不能作為可靠的量化指標，因此沒有足夠的信效度，還是標

準化測驗適合做為選才的依據；但對於清大而言，學習歷程是為了彌補標準化測

驗的不足： 

 

「『不要都只看紙筆測驗』，（清大教務長）戴念華表示，現在大學端常抱怨，學生

到大學後都只會解題，對於思考問題的能力不足；高中老師則抱怨，努力沒被大學看

到。因此希望透過加重『學習歷程檔案』也做為入學參採，讓學生在高中多選修有興

趣的課程，鼓勵學生適性學習。」（20161201 聯合報 118-6） 

「戴念華指出，學習歷程檔案中包括學生段考成績、修過的多元課程、社團經歷、課

外活動等，在申請入學中所佔比重在 50%以上，學生每學期都需要線上填寫，未來申

請入學時就可直接拿出這份完整學經歷，不需再像過去一樣，花很多時間製作精美的

備審資料，也可避免學校集體造假成績的問題。」（20161202 中國時報 127-6） 

 

清大與台大對於學習歷程定位的不一致，反映出對於選才標準與參考之上不同的

觀念：究竟大學招生要的是一套一致的標準、一把明確有鑑別度的量尺來區分學

生的學力程度？還是學生在高中三年的學習過程、那些沒有辦法以標準化測驗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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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學習表現，也是大學招生應當注重的部分？這兩種觀念的拉鋸，構成對於學

習歷程的主要討論，也把學科測驗和學習歷程放上天秤的兩端不斷比較。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已實施十多年，而關於申請入學採計備審資料是否公平的

議題，一直是討論重點。學習歷程每個學期上傳以及固定資料格式，是為改進備

審資料準備過程可能出現的時間不足或是花費金錢在美編之上。但「標準化的備

審資料」並沒有辦法解決「備審資料/學習歷程檔案的信度低於標準化測驗」這

個顧慮，當新的大學考招改革預備將「標準化測驗」的重要性降低，提升「備審

資料/學習歷程」的重要性時，自然會引起部分利害關係人的反彈。 

學習歷程採計什麼？如何採計？為什麼要採計？支持學習歷程的參與者，往

往把焦點放在 How（如何採計）與 What（採計什麼），但是真正需要與反對者

溝通的，或許是 Why（為什麼要採計學習歷程）。關於學習歷程的討論，回應

到大學考招改革「大學選才多元」，台大與清大分別支持「考試」與「學習歷程」，

但是臺大對於學習歷程的反對，讓學習歷程的相關新聞著重於對於學習歷程的批

評，而關於學習歷程的審查標準（How）與審查項目（What）相關的討論，則

未出現於媒體報導之中。 

 

2. 考試科目不足令同分者眾 

現行學測作為申請入學所採計的考試項目，考試範圍涵蓋國英數社自所有必

修科目，其中社會包含歷史地理公民三科、自然包含物理化學生物地科四科，學

生需要準備的科目共有十科。 

 

「為減輕學生壓力，大學招聯會規畫大幅降低考試科目，大學申請入學將從現行採計

國英數自社 5 科，減至國英數 3 科，或加社會自然二選一共 4 科，但台大教務長郭鴻

基認為，採計科目減少，同分者太多，讓頂大難以篩選出學生，而其他學校為搶學生，

更可能降低採計標準，『讓臺灣平均學力下降』。」（20161203 中國時報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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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請入學放在分科測驗之後，那麼學測考科與分科測驗考科都可以作為採計

的項目，學測考科對於台大而言，也許還有減少的空間，但是申請入學移至分科

測驗以前，可以參考的項目便只剩學測考科，那麼便一科也不能少。採計科目減

少會有兩個結果：對於前段大學而言，同分者眾會無法「篩選」學生；對於後段

大學而言，會降低採計標準，影響臺灣學力。 

「同分者眾」這樣的結果其實是招聯會有意安排，希望大學不要只依靠考試

科目來決定學生入學與否，讓大學為了篩選出好學生而願意重視學習歷程。不過，

採計科目的多寡，和「其他學校搶學生而降低標準」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呢？不

管考試科目有幾科，學校皆可以降低標準來吸引學生，研究者認為這邊的邏輯有

些問題。而研究者推論，台大真正想要表達的應該是：「如果有空間可以不考試，

那麼學生就會不念書了，學力堪虞。」 

對於台大而言，學測是素養導向的基礎能力考試，如果在申請入學的階段不

能採計分科測驗的成績，那麼至少學測五科要完整包含，「理工科取向的學生不

能沒有社會科學素養，同樣道理，人文取向的學生也不能沒有自然科學的基礎知

識。」不然會有「新生素質不佳」的問題。也就是說，台大認為考科的減少不但

「篩選」人才不便，更可能會影響人才「培育」本身，這就反應出台大對於考試

的看法，考試是確保學生學習的手段，如果沒有考試，學生的學力是沒有辦法被

保障的，就算將學習歷程納入參考也沒有用。（20170108 中國時報 180） 

 

「郭鴻基認為，雖然學習不該被考試帶著走，但考試還是有絕對的影響力在，若申請

入學大學只需採計國英數 3 科，許多學生可能全力拚 3 科，但進了大學科系之後，才

發現不是興趣所在，多走許多崎嶇路。」（20161203 中國時報 138-3） 

 

在學力的顧慮外，適性探索與發展也成為台大論述的一部份。台大認為如果只考

國英數三科，自然與社會領域就不會成為學生探索的方向，在選系的時候便會發

生問題。當台大出現這樣的發言時，其實代表台大並未將學習歷程當中適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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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納入考量，反倒是認為學科能力的學習，為考試科目的準備，才是值得依

靠的標準。在台大的論述之中，「考試」對學生適性學習成為有正向影響力的存

在。雖然台大表示「學習不該被考試帶著走」，但台大認定的事實就是：「考試

會帶著學習走」。 

為了回應台大對於考試科目不足的不滿，招聯會在 0223 草案的修改方向，

皆是往增加考試比重的部分作考量。學測考科的部分由三加一改為五選四，同樣

是考四科，但是對於大學而言採計的自由度提升；在學習歷程的部分，進一步的

分化出「學生學習表現」和「口試與筆試」兩個部分，因此喜歡考試的學校可以

在申請入學自辦考試，如此一來「高中學習表現」的重要性就會降低，降低台大

的疑慮。 

 

「台大的立場傾向反對申請入學只採計 X 和 P，認為不採計加深加廣的 Y 將導致學

生基礎教育程度不足，台大註冊組主任洪泰雄表示，若招聯會仍堅持原案，台大各系

所會自己有所應變，像是理工相關科系就可能在紙筆測驗中加考物理或化學科，確保

學生進入大學後不會有學習落差。」（20170223 中國時報 268-3） 

「招聯會今天舉行會員大會，61 位會員投票，57 票同意，一票反對，超過 9 成同意

票通過大學考招調整草案，台大則是棄權。」（20170329 蘋果日報 350-2） 

 

雖然這樣的安排引起高中端大反彈，認為與現行方案幾乎無異。但對台大而言，

卻是不滿意但可以接受，自 0223 招聯會方案公佈以後，台大教務長郭鴻基便沒

有公開發言，而台大註冊組主任則表示可以透過大學自辦紙筆測驗來應變，最後

0329 招聯會大會上，台大也僅是棄權而未反對，顯示出招聯會最終的方案成功

取得多數大學的共識。 

 

（四） 大學考招改革系統下的台大觀點 

台大的論述內容相對於招聯會而言較為單純，一言以蔽之就是「透過考試來

鑑別學生程度，確保學生能夠完整三年的學習」。不過其實台大並未提出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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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大學考招改革方案，因此研究者綜合台大教務長郭鴻基或是發起台大反對招

聯會方案連署的吳瑞北兩位台大教授過往在媒體上發表的論述，因為這兩人因為

其身分和由校務會議上通過之連署書的緣故，其言論能夠反映出台大治理階層的

立場，而媒體也將其論述詮釋為台大的聲音，故研究者得以選擇。 

 

「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表示，現在的「5 選 4」比原本的「3+1（國、英、數加社會

或自然擇一）」方案更糟糕，對高中生來說，根本就是災難，因為學生根本不知道學

校會採計哪些科目，等於是逼學生全考，而這 5 科涵蓋 10 個學科，高三生未來形同

繼續埋沒在這 10 個考科中。」（20170223 中央社 261-3） 

 

相對而言，在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之中，台大教授葉丙成多次發言提出對於考招

改革的想法，但是葉丙成屬於參與高中校長主任連署的一員，其意見其實是從高

中端的立場出發，而媒體對葉丙成發言的詮釋，也不會將之視為台大校方的意見，

故以圖 4-7 中並未包含其論述。 

 
圖 4-7 大學考招改革的台大論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學測時間的部分，雖然台大希望教完再考，但是由於招聯會與高中端等其

他參與者多認為學測與分科測驗時間合併會讓學生壓力太大，因此學測時間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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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在高三寒假。在申請時間的部分，雖然台大希望考完再招，但招聯會透過學

測考科五選四，以及在學習歷程的部分開放面試與筆試的選項，說服台大這個方

案下的學生程度與考試鑑別度是有保障的。分發次數與入學管道的部分，台大其

實沒有太多意見，因為台大對於申請入學的不滿，多在於學測範圍沒有擴及高三

的緣故，但多年來台大以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自辦筆試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本次

方案也與過去無異，所以台大雖然不滿意，但還可以接受。 

綜上所述，台大認為現行大學考招制度的問題在於「學習不完整讓學生學力

不足」，解決的方案是將考試或招生的時程延後。但在台大與招聯會交涉的過程

之中，台大接受將申請入學延至高三課程結束後的做法，放下對於「考完後招」

時程的堅持，接受招聯會與現狀相去不遠的安排。台大顧慮的問題是否有被解決

呢？延後申請入學一個半月，就可以讓學生的學習回歸完整嗎？同時學測考科由

現行的五科改為五選四，更沒有解決台大對於學力不足的疑慮。台大的期待必須

透過「考完再招」的時程安排才能達成，但是在招聯會交涉的過程之中，台大顯

然沒有辦法說服其他的大學支持其方案，因此最後招聯會大會的決議仍然通過清

大的安排。 

值得關注的是，台大對於時程安排的期待其實與高中端不謀而合，如果台大

願意與高中端合作向招聯會施壓，是否大學考招改革的方向會有所不同？ 但是

由於對於考科和學習歷程的看法，台大和高中端的態度截然不同，這可能是兩方

並未出現合作發表聲明的原因，這部分研究者將於高中端的論述再加以說明與比

較。 

 

三、 大學端對於「完整學習」、「多元」與「標準」的論述 

清大以「學習歷程」作為論述的核心，學習歷程的採計對於清大而言可以回

應所有的大學入學制度調整目標。作為考試以外的參考資料可以讓「大學選才多

元」，採計三年六學期的紀錄可以回應「學生完整學習」，同時可以鼓勵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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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新課綱改革的多元選修課程，鼓勵「高中活化教學」，審查過程中大學教授

也可以參考學生家庭背景，優先錄取經濟弱勢者或偏鄉學生以「促進社會流動」。 

由於清大認為學習歷程的審查較為麻煩且不確定性也高，因此假設大學校系

與學生在可以仰賴分科測驗作為入學標準的情形之下，不會重視學習歷程。所以

清大透過時程的設計讓甄選入學僅能參考學測成績與學習歷程，在學測成績的科

目減少且缺乏分科測驗成績的情形之下，大學選才便無法僅以考試成績作為標準，

必須要對學習歷程進行審查。 

清大將考試的「公平性」視為迷思，是從社會正義的角度出發，認為考試不

一定有利弱勢學生，然而「學習歷程」備受質疑的信效度，則是屬於程序上的公

平，是對於質性資料的量化缺乏一致的標準。當招聯會提出將學習歷程的審查各

校「招生專責單位」處理以後，顯示出招聯會迴避訂定大學選才標準的責任，學

習歷程的公平性依然遭受質疑。  

此外，在招聯會 0223 的方案之中，學習歷程該項目被一分為二成「書審資

料」與「校系自辦甄試」兩個項目。雖然招聯會在新聞稿中強調學習歷程應「重

視學生在學校完整適性學習的過程」，但「書審資料及校系自辦甄試兩項合計至

少須占 50%」，其實並未強制大學端必須採計「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所得結果

其實與現狀無異。缺乏審查標準且沒有強制採計的學習歷程，對於「高中活化教

學」的引導其實有限。 

而台大以「考試」作為主要的主張，認為考試能夠保障學生學力與「學生完

整學習」，藉由考試科目的分化可以導引學生科系選擇來回應「大學選才多元」，

考試範圍的單純避免城鄉差距以「促盡社會流動」。但是以考試為核心的論述必

須隱藏在對於學習歷程的批評之後，因為「考試本位主義」對於大學多元入學改

革而言象徵舊時代的「聯考復辟」，以考試作為選才標準叫做「一試定終身」，

以考試導引學生學習叫做「考試引導教學」，這些概念都於「高中活化教學」的

目標相抵觸，因此台大的論述無法取得高中端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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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對於「標準」的論述，受限於對於評量方式的單一想像，只有標準化測

驗的鑑別度能夠被台大接受，台大也未提出發展學習歷程作為檔案評量標準的計

畫。「大學多元選才」的目標，只有「多管道」、「多資料」的部分被實現，如

何對學生學習歷程這份資料進行多元評量，卻在大學端的討論之中被忽視。大學

端聲稱重視高中教學的成果，支持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改革，但大學端若對於如

何評量學習歷程缺乏討論，只是在考試科目與學習歷程的比重之間進行協商，那

麼學習歷程的重要性與信效度依然不會被社會大眾所認可。 

雖然媒體會使用「大學端」這樣的用詞來概括來自大學的聲音，但台大、清

大甚至是招聯會，都不能作為大學的代表，這個集合體之中必然充斥不同的論述，

只是招聯會/清大擁有決策的權力，而台大做為臺灣最頂尖的大學，這兩方的聲

音因此受到媒體所重視。儘管清大與台大的論述很不一樣，但是畢竟站在大學的

立場，思考的方式會有一定的相似，例如對於學生競爭力的重視。研究者將接著

分析高中端的論述內容，透過以下分析，便可以掌握大學端和高中端思考方式的

差異。 

 

貳、 高中端：從 12 年國教 107 課綱出發 

2017 年 2 月 5 日，251 位高中校長、主任和督學以及台大教授葉丙成共同聯

署上書聯合報民意論壇，以「大學，請讓我們好好教孩子！」為題，要求大學考

招方案應當注重高中的完整學習，以 12 年國教 107 課綱的設計精神，反對招聯

會 12 月 2 日所提出的方案。由於這份聯署書引發媒體與各界關注，相關網路新

聞多達 56 篇，佔本次考招改革新聞總數的 15.43%，為本次考招制度改革中引發

最多關注的事件。 

但招聯會於 2 月 23 日公布更新版大學考招改革方案，與 2 月 5 日高中端連

署所提出的主張相去更遠，於是高中校長主任再次集結連署，以「招聯會，請以

臺灣教育為重！」為題，質疑招聯會常委會是否對於 107 課綱教學時數減少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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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不理解，竟然「通過與教育部 107 課程改革精神完全扞格的考招方案」。這

一次的連署與第一次連署相比，關注度有所下降，相關新聞報導共有 15 篇，大

學考招改革整體報導的 4.13%。（20170227 高中連署-3） 

這兩次高中連署是高中教師有史以來首次主動連署對大學考招制度改革提

出建議，試圖參與這個議題並發揮影響力，這也讓這件事情成為這次考招改革歷

程之中重要的里程碑。因此研究者將會以高中端發起聯署的兩份文件為主，對高

中端的論述進行分析。 

除了連署的兩百多位教師以外，教師團體如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和全國高

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亦有發表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對大學考招改革表示意

見。雖然未引起同等的關注，但高中教師、校長與主任，或是教師團體，在新聞

報導中確實常作為消息來源而出現於大學考招改革相關的報導之中，足以作為大

學考招改革的主要參與者。 

雖然教師團體和其他未參與連署的高中教師，對於大學考招改革所提出的建

議未必與參與連署的高中教師相同，然而研究者認為其背後的思想其實相類似，

同樣由十二年國教課綱作為立論的出發點。不過，在媒體報導的詮釋底下，這兩

份連署即代表高中端的聲音，因此研究者多以連署內容為主進行分析，而將未參

與連署教師之意見將作為補充說明，而教師團體所提出的論述與這兩份高中連署

有何差異，研究者則會於本小節的第三部分加以說明。 

 

一、問題：高三學習不完整 

與台大提出的意見相同，高中端的主任校長以及教師組成的教育團體，多認

為高三學習不完整是現行制度最大的問題。因此高中端的第一次連署，以學生為

主角、考招制度為情境，說明學生為什麼在這個制度之下「無心學習」高三的課

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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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餘載，現行的二階段大學考招制度，對高中三年的完整學習造成很大傷害。

大學推甄在高三下開始申請，使得學生們在高三上為了準備學測（只考高一、高二內

容）、申請推甄而無心學習高三上內容。而推甄申請上了大學的學生，錄取的大學也

沒有針對他們在高三下去引導他們做自主學習，以至於這些學生在高三下都無心向學。

這樣的大學考招制度，嚴重的影響了高中的完整學習。臺灣有大半高中生在畢業時，

只有高中二年的程度。 」（20170205 高中連署-1） 

 

在這個描述的情境之中，學生的角色是被動的，是受到大學考招制度與大學所牽

引的，是沒有自主學習的動機與能力。而大學考招制度以及大學本身作為有影響

力的情境和角色，應當承擔起引導學生高三學習的責任。 

不過，台大認為學習不完整的主要理由，是學生只學高一高二的內容有學力

不足的疑慮；但高中端除了擔憂課程沒有學完以外，對於高三下混亂的教學現場，

也感到相當困擾。 

 

「中崙高中校長孫明峯表示，高中教學現場都面臨學習不完整問題，大學端雖有提出

銜接課程、分班教學等構想，但對教學現場可能造成的困擾遠比大學想像大，高中承

擔學生學習責任，若考試提前、放入多元教學，應有實際操作經驗來說服高中端，否

則對教育現場衝擊大、對學生而言也太浮動，『概念很好，但如何執行需評估。』」

（20160920 聯合報 74-2） 

「但北市萬芳高中教務主任許麗吉說，多數學生都還是會準備申請入學，若單純把申

請入學時程延後、考試時間都未改變，只是拉長學生準備申請入學的時間，同時若準

備分科測驗，學生等同面臨雙重壓力，「高三下學習還是可能崩盤」。 」（20161129

聯合報 109-3） 

「現行的大學考招，出現了學生在高三學習不完整的亂象，主因是：考完學測後即進

行招生放榜，學生錄取後即不再正常上課學習，甚至請假不到校，嚴重影響學生正常

學習。未來的考招規劃要如何解決此一問題呢？」（20161109 全教總新聞稿-3） 

 

站在招聯會的立場，高中三年的課程有沒有教完不是重點，只要大學入學結果放

榜，高三下依然可以安排銜接大學的課程。但是高中提出的問題其實是，學生高

三上準備學測考試（高一與高二），申請入學的時間與高三下課程學習的時間重

疊，這樣的時程安排讓學生無法專注於高三學習。就算將申請入學延後至高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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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結束後，也不能解決學生在準備申請入學的同時，還要繼續高三課程，甚至準

備分科測驗的多重壓力狀況。 

 

「招聯會發言人、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表示，『完整學習』的概念，高中端和大學端

的想法不同，高中端在意的是高中三年課程有沒有教完，大學在意的是高中生是否具

備進大學的能力，若是提早完成入學流程，讓學生在高三下學期可以提早和大學合作

學習，也是完整學習的概念。」（20160601 聯合報 15-5） 

 

招聯會的說法，將高中端的顧慮簡化為「高中三年課程有沒有教完」，但其實真

正顧慮這個問題的，其實是擔心學生學力不足的台大。高中教師的不滿在於學生

在高中的時間被大學升學作業給剝奪，無法專注於學習之上。 

 

「藍偉瑩分析，現在面臨較大的問題就是招生時間點，目前制度將申請入學放在 3、

4 月間，因申請入學比例逐年提高，有 6、7 成學生都會報名，從 3 月中開始就開始

忙填志願、準備備審資料等，等一切塵埃落定都已經 5 月底，整個高三下學期都在處

理入學，很干擾高三學習，且有些學生抱持「有學校念」就好的想法，大學端為搶生，

部分大學的篩選機制也不明確，失去申請入學意義。」（20160926 聯合報 78-3） 

 

在大學端的眼中，高中課程是有既定範圍的課本，清大覺得沒教完沒關係，台大

覺得沒教完不可以。但對於高中教師而言，107 課綱的改革將課程區分為必修和

選修課程，而選修課程則不再侷限於既定的課程範圍，高中端可以開設探究、實

作與跨領域的課程，提供學生適性選修，選修課程包含高一高二探索的多元選修，

以及高三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由於高三階段其實沒有必修課程，其實不會出現

必修課程教不完的疑慮；但是若將高三一整年的時間花費在服務大學考試與招生

的流程，那麼這一年的學生學習怎麼辦呢？這才是高中教師的擔憂。 

 

「新課綱的精神是適性與多元，希望高中要辦出自己的特色，那麼太過一致的課程規

劃，就不利於高中發展特色，高中又都變得一模一樣，也就不可能有所謂的特色。」

（20160615 選才電子報清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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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面，中學老師質疑，一旦失去考試的引導，學生將失去學習的動機，讓教

學現場的管理變得困難。......」（20160615 選才電子報清大-11） 

「清大教務長戴念華表示，他能了解高三下的教學現場混亂是各高中心中的痛，但他

認為，目前「痛」的印象有點被誇大。因為學習歷程資料是在每個學期結束後上傳到

資料庫，以後學生只需要「點一點」資料庫送出，不用再花很多時間準備。」（20170206

聯合報 211-3） 

 

清大一方面表示肯定新課綱多元適性的精神，鼓勵高中發展特色課程，讓學生適

性學習；但另一方面又認為高中教師的困擾在於「一旦失去考試的引導，學生將

失去學習的動機，讓教學現場的管理變得困難」，這樣的說法是否在質疑高中老

師沒有能力在沒有考試的情況下，維繫學生的學習動機呢？但高中端認為混亂的

高中現場是因為申請入學而導致，並非是因為沒有考試，就算申請入學延後，也

沒有辦法處理學生高三下忙與申請入學而無心課業的狀況，這之間存在著雙方對

於高三課程與申請入學影響力之間詮釋的落差。 

而「高中的痛被誇大」，以這樣的言論回應高中端的連署，清大的發言顯然

也沒有辦法讓高中端感到被同理。清大站在大學端的立場，是否能夠理解高中端

所描述「高三上準備高一高二範圍、高三下忙於申請等等無心於高三課程」，如

此高三學習不被重視的場景呢？這樣的狀況能夠藉由銜接課程或分班教學解決

的嗎？申請入學的準備只需要上傳學習歷程資料就結束了嗎？申請入學對於高

三下學期課程的干擾，才是高中端認為最困擾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在於沒有考

試作為學習動機，而在於招生時間的安排。 

對於問題的詮釋不同，就會造成不一樣的解決方案，清大不認為「高中學習

不完整」是問題，因此否定時程更改的必要，而台大與高中端皆認為高三學習不

完整的狀況是最大的問題，因此兩方對於時程的意見是接近的。不過，對於「高

三學習不完整」所造成的後果，高中端與大學端有不同的見解與處理策略，因此

對於「大學考招」的整體規劃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高中所提出的論述內容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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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時程上與台大一致，對於參考採計的項目，如學習歷程或考試科目的多寡，

則有與台大十分不同的見解。 

 

二、 立論：從 107 十二年國教課綱出發設計大學考招方案 

對於高中端而言，大學考招的改革是為了回應「一○七年即將上路的國教改

革」，因此大學考招方案與 107 課綱的精神面與實務面應當相輔相成。 

 

「配合教育部所推動、一○七年即將上路的國教改革，大學考招方式也將有所變革。

目前有各種方案正在討論中。教育部所推動的一○七國教改革是以高中三年完整學習

為前提，規劃讓學生有更多的選修課空間去探索自己的興趣與方向。身在高中長期努

力的我們認為，新的大學考招方式必須要維護高中的完整學習，一○七國教改革才能

真正有機會成功。」（20170205 高中連署-2） 

 

高中連署並未直接說明理想的大學考招制度，而是提到「目前有各種方案」和「教

育部所推動的一○七國教改革是以高中三年完整學習為前提」，以這樣的方式指

出，招聯會的版本只是其中一種方案，但實際的方案應當配合「教育部所推動的

國教改革」、配合「高中三年完整學習」。 

高中連署的第二段帶出高中教師對於未來改革的願景：「讓學生有更多的選

修課空間去探索自己的興趣與方向」，與上一個段落相互對照，呈現學生在「現

行制度下無心向學」與「107 國教改革迎來主動探索」。在這個傳達改革正向意

念的段落中，文章作者以「身在高中長期努力的我們 」的高中老師身分現身說

法，為接下來高中完整學習的主張加強立場。高中端將「高中完整學習」視為「107

國教改革」的成敗關鍵，而大學考招制度的設計會影響高中完整學習，作為「107

國教改革」的配套措施，招聯會/大學端應當尊重高中端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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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大學考招改革的高中連署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目前外界流傳的規劃草案，仍在高三下開始大學招生程序，即使高三下的學習成果

在畢業後可以補登錄，但讓學生在高三下分心於推甄複審、複試等等的準備，對高三

下加深加廣學科及選修課的學習都會造成嚴重的干擾與傷害。因此根據多年在高中教

育的耕耘與觀察，我們在此提出能真正讓一○七國教改革政策成功的最理想考招方案：」

（20170205 高中連署-3） 

 

高中連署的第三段直接批判招聯會 1202 所提出的方案，使用「外界流傳的規劃

草案」這樣的用詞，沒有直接指名招聯會，但卻以此否定招聯會做為決策者的權

威，同時批評招聯會從高三下開始招生的方案會「對高三下加深加廣學科及選修

課的學習都會造成嚴重的干擾與傷害」，就算「使高三下的學習成果在畢業後可

以補登錄」也沒有用，因為學生會分心。作者再次重申其身分：「多年在高中教

育的耕耘與觀察 」，強調自己的提案是「讓一○七國教改革政策成功的最理想考

招方案」。高中連署書先說明 107 課綱的理想，接著批評招聯會方案對這樣理想

的傷害，以一正一反的方式突顯之間的落差。同時透過強調做為高中教師的身分

以及專業，搬出教育部與 107 國教改革，將大學考招方案置於下級的位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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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方案對於高三下課程的影響，否定將申請入學放在高三下的時程安排，否

定招聯會做為決策者的權威。 

 

「 

1. 高三寒假考學測（代號Ｘ），只考國、英、數三科，涵蓋必修範圍。 

2. 高三下讓學生安心學習，重點放在未來大學就讀方向所需的一至兩科

加深加廣學科（代號Ｙ）與選修課。 

3. 五月課程結束後，六月中考加深加廣學科Ｙ。 

4. 六月底前完成Ｙ考試的批改，並寄送Ｙ分數通知學生。 

5. 七月一日號起啟動大學科系推甄申請，每人可填六個志願。大學以Ｘ、

Ｙ還有學習歷程Ｐ作為審查的依據。 

6. 推甄申請最低篩選倍率提高至五倍率，讓更多學生有機會申請上大學，

減少考試升學壓力。同時也讓更多大學避免推甄報到人數不足的問題。 

7. 七月下旬公布大學推甄申請結果。對結果不滿意者，在七月底選擇放

棄後以Ｘ、Ｙ成績填寫志願申請分發。 

8. 八月初完成並公布分發結果。 

9. 特色招生、繁星等特殊招生管道，規定、時程另訂之。 

」（20170205 高中連署-4） 

 

高中端的方案包含九點訴求，前兩點是針對考科內容，三至八點是敘述時程安排，

最後一點則是補充說明。然而，這九點訴求並沒有與其他段落提及之「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或是「一○七國教改革」相互連結，僅僅是單純的敘述一個大學考招

方案，甚至沒有進一步的比較這些訴求與招聯會方案之間的區別。另外，文中大

量使用考招議題討論的語言，包括學測 X、加深加廣學科 Y、學習歷程 P、篩選

倍率等等，作者也並未對這些名詞多做說明。 

九點訴求的平面描述並未提供任何說服人的根據或論證，只有第二點與第六

點有稍微提及為什麼要採行這樣的做法，第二點：「高三下讓學生安心學習，重

點放在......加深加廣學科與選修課。」以及第六點：「......最低篩選倍率提高至五

倍，讓更多學生有機會申請上大學，減輕考試升學壓力......避免推甄報到人數不

足的問題。」，這九點訴求的確描繪一個考招方案，但之中並未解釋為什麼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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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方案。唯一有回應到前三個段落的只有第二點，也就是高三下讓學生「安心

學習」，不要同時準備推甄申請入學。 

對於不了解大學考招改革方案的一般民眾而言，這份連署書使用的詞彙是不

易理解且欠缺說明的，例如加深加廣課程或是學習歷程，皆為十二年國教課綱與

考招改革的專有名詞且指涉特定項目，但聯署書並未對此提出進一步的解釋。在

高中第一次的連署書的五個段落之中，第一段描述現況，第二段以十二年國教的

改革作為立論的出發點，第三段批評招聯會，第四段說明大學考招方案，第五段

重申十二年國教改革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其中僅有第四段的部分，有針對「能

真正讓一○七國教改革政策成功的最理想考招方案」進行說明，但並未解釋大學

考招制度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間的關係，對於一個對考招議題沒有瞭解的人，

這份訴求沒有辦法增進他們對議題的理解。 

對於與高中端立場相異的大學端或是家長團體而言，這份連署書並未說明十

二年國教新課綱與過去的課綱有何差異，以及為什麼招聯會的改革方案不符合十

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精神。就算是一個對考招議題有所瞭解的人，這份連署也沒有

解釋這個方案為什麼能促進高中學習完整，或者是彰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精神。

這份連署書與其說是為了說明或說服，不如說是為了表明態度，表明高中端對於

招聯會方案的不滿，表明高中端對於大學考招改革應當順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態

度。 

雖然高中連署書的內容未能說明清楚其方案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連結，不

過研究者依舊能夠歸納出兩個方案的重點：(1)時程為「考完再招」，申請入學

的階段綜合採計學測、分科測驗和學習歷程三個部分；(2)學測考國英數三科 。

也就是說，高中端的提案在時程的部分與台大相同，屬於先考後招；但學測考科

的部分則希望只考三科，與希望考五科的台大對立。而高中端異於清大和台大的

提案，背後的論述又與大學端有什麼異同呢？以下便進一步的針對高中端的論述

進行說明，並且與大學端的說法加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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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高中適性完整學習、減少學測考科重視學習歷程 

高中端與台大同樣將高中無法完整學習界定為現行大學考招制度的主要問

題，不過相較於台大提出「教完三年」否則「學力不足」的論述，高中端對於完

整學習的定義則有更多面向。高中端對於完整學習的論述，並不僅止於時程的規

劃，還包含兩種考試的設計如何與新課綱加以連結。 

 

「（招聯會發言人）唐傳義表示，X 是基礎科目測驗，考學生的核心能力，以現行的

考科架構為主，也就是國英數等主科；另有分科測驗的 Y，作為 12 年國教課綱中彈

性多元課程的延伸；而最重要指標是 P，也就是學習歷程檔案，注重學生在校時期的

各種表現。」（20160603 中國時報 33-2） 

「北市麗山高中教務主任藍偉瑩說，未來考招制度改革分為 X（基礎學科測驗）、Y

（分科測驗）、P（多元學習歷程檔案）三塊，其中 X 的功能較接近學力檢定，並非

作為大學招生採計用，X 可以先考完，讓學生高三有更多時間準備大學所需要的 Y，

兩個考試不適合全部擠到高三完後考，對孩子身心壓力大，也無法落實適性精神，『考

招時間點壓得不對，一切都變假的。』」（20160926 聯合報 78-2 ） 

 

對照招聯會與其中一名高中連署發起人藍偉瑩的說法，可發現對兩種考試的理解，

招聯會與高中端的看法是接近的。 

 

「萬芳高中教務主任許麗吉認為，考招新制度為了搭配 107 課綱、110 學年度上路，

不能拿現行的 99 課綱來思考。107 課綱的精神是適性揚才，加入多元選修，讓學生

高一、二修完校定必修後，高三有更多空間修自己有興趣的加深、加廣內容，若都放

在高三課程後才考，高三都在準備考試，學生沒辦法學真正想學的東西。」（20160920

聯合報 74-4） 

「許麗吉說，申請入學時程延後固然值得肯定，但應等分科測驗考完後再一起進行招

生作業，才能解決問題。」（20161129 聯合報 109-4） 

 

沒有參與高中連署的高中主任，對於考招制度的理解也相類似。總結以上，107

課綱適性揚材的精神，是兩階段的學習應當搭配兩階段的考試，高一高二以必修

課程培養基礎能力，對應至基礎學科測驗 X；高三的學習是多元適性的加深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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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配合分科測驗 Y 進行，銜接大學不同科系的需求。由於高三的加深加廣

學習是新課綱適性揚材精神的體現，因此兩種不同範圍與性質的考試不宜合在一

起考，避免學生僅準備學測高一高二的部分，沒有辦法好好學習高三加深加廣的

課程；但是申請入學的時程則應當延後至兩種考試均結束，才能讓給予高中適性

且完整的學習。 

 

「對於高中教師建議考完 Y 再招生，（招聯會發言人）唐傳義表示，學生多元能力的

養成，不應只用單一考科來決定，學習歷程的成果和呈現，很多是紙筆測驗無法取代

的，但如果先考 Y 再辦理申請入學招生，學生的學習就可能會對應 Y 的考科，變成

考試引導學習或教學。」（20170222 中央社 252-5） 

「全教總副秘書長黃致誠說，根據連署方案，入學時程落在考試後，學生沒有選擇要

不要考加深加廣學科權利，大考筆試壓力大增，相對現在以學測即可申請入學，未來

的大考壓力更大，不利於未來新課綱強調的多元選修精神。」（20170207 聯合報 238-2） 

 

不過，招聯會反對高中端對於申請入學於分科測驗結束後進行的主張，而教師團

體全教總的觀點也支持招聯會的看法。他們認為若申請入學晚於分科測驗，為了

提高上榜的機率，學生可能會選擇加考分科測驗，因此加重應考壓力。同時，若

申請入學可以採計加深加廣選修，則大學可能會選擇以分科測驗成績作為篩選學

生的工具，從而忽略學習歷程檔案。 

 

「臺灣家長教育聯盟指出，台大主張「先考後招」，也就是考完學測的高中生，必須

等到分科考試考完後再一起進行申請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但所有了解教育現場的人

都知道，當申請入學與登記分發入學放在同一時間時，家長為了確保孩子有好的大學

可以唸，絕對會逼著孩子參加分科考試，如此不但會造成許多家庭糾紛，也形同回到

「一試訂終身」的年代。」（20170109 中國時報 188-4） 

 

部分家長團體的反對意見也相類似，認為申請入學應當早於分科測驗，避免學生

被逼著參加分科測驗，或是學習歷程檔案被忽略，回到考試領導教學的狀況。招

聯會與部分教育團體反對將「分科測驗」納入甄選入學的採計項目，反對意見可

分為兩點：(1)學生考試壓力大；(2)學習歷程不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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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點考試壓力出發，高中端認為一至兩科分科測驗，有助於高三加深加

廣課程的落實，也能夠讓學生選擇未來科系或職涯發展相關的課程，不過反對者

則認為會增加學生應試的壓力。學生考試壓力增加固然是一個談論大學考招改革

制度的切入點，但是學生沒有考試壓力比較好？還是有考試壓力比較好？適當的

考試壓力是否能夠幫助學生學習？什麼樣的考試壓力是適當的？大學考招改革

的討論之中，考試壓力時常與「聯考」和「一試定終身」加以連結，然而兩者之

間的關聯性卻不夠明確。當考試已經劃分為學測與分科測驗兩種，入學管道也有

申請入學和考試分發兩種，申請入學也要求將學習歷程做為參考資料。但是仍然

會有家長團體認為，多考一至兩科分科測驗，會有「一試定終身」顧慮。從另一

個角度出發，難道只考一次學測，就不是「一試定終身」嗎？顯然這個說法的邏

輯是不夠完備的。 

不過，以上說法如果從第二點學習歷程加以解讀，就會變得較為合理。若申

請入學的時程在分科測驗之後，那麼學生可能會選擇多考幾科來增加自己選擇大

學的籌碼，大學各科系也可能會選擇以考試成績作為選才的標準。也就是說，申

請入學的延後可能讓學習歷程的重要性出現危機，就如同招聯會對於「一次分發」

的看法，學生會選擇最容易取得分數的方式，因而選擇準備考試而非學習歷程。

那麼，大學的招生選材便回到以考試成績為主的模式，失去多元入學的特色。 

相較於有明確成績和範圍的測驗，大學端對於學習歷程的審查標準是未知的，

因此可能讓學生在應考時偏好準備考試；如果有考試成績的選項，大學端亦有可

能偏好以「有鑑別度」的成績來篩選學生。為了維持「學習歷程」的重要性，招

聯會認為申請入學應當維持在分科測驗之前，而高三加深加廣的學習，則可以透

過學習歷程和校內自辦甄試來加以檢驗。 

然而，若依照「考試科目的增加會影響到學習歷程的重要性」這樣的邏輯，

學測考科數目應當考幾科才合理呢？重視學習歷程的高中端認為應當減少至三

科，然後對學習歷程抱持顧慮的台大則認為應當維持五科。在申請入學採計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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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的情況之下，高中端認為分科測驗也屬於適性學習的一環，而台大認為分科

測驗有助於確保學力和學生鑑別度，因此雙方皆認為「先考後招」是合理的時程

安排，學測考科的數目便不是討論的重點。但是當申請入學維持在高三下學期，

不採計分科測驗時，台大為了提升鑑別度，勢必要求增加學測考科數目。 

比起「考試科目的增加會影響到學習歷程的重要性」，招聯會顯然更在意維

持兩階段招生的時程。當 1202 的方案公佈以後，雖然台大和高中端雙方皆反對

招聯會的時程安排，但招聯會依舊堅持申請入學先於分科測驗的做法；而 0223

方案的調整，則是針對學測考科與學習歷程的設計做改變，一則放寬學測考科由

三加一到五選四，二則切割學習歷程為高中學習檔案（P1）和校系自辦甄試（P2），

讓對於高中學習歷程有疑慮的大學可以降低前者的採計比例，這兩種作法皆與高

中端聯署提出的方案無關，顯示出招聯會向台大端的聲音靠攏，也就是希望使用

考試成績作為學生選才的標準。這樣的作法其實與現行制度無異，並無法鼓勵高

中開設多元選修課程的，而教育部期待透過「考招連動」使高中的多元選修課程

能夠被落實，但是大學考招制度的決策權仍然維持在大學手中，而大學端的考量

就算有所分歧，終歸還是比較接近的。 

 

四、 顧慮：學測考科過多影響高中多元選修課程 

高中端第一次連署的重點其實與第二次有所不同，第一次的連署點出現行制

度造成高中學習不完整的問題，整篇文章的重點在於時程的規劃，在於表述一個

高中立場的大學考招方案。而高中端的第二次連署，則是批判招聯會所提出的方

案，重點落在考科與多元選修課程之間的關係，認為招聯會不應讓學測納入社會

科與自然科，這會使得高中多元選修課程無法落實，牴觸新課綱的精神。 

 

「2/23 日招聯會常委會以通訊投票通過大學考招新方案。此案嚴重傷害高中三年完

整教學，也讓現今八年級以下的孩子，未來在教育部 107 學科教學時數調降下仍要

準備多科考試。導致未來高中三年考試升學更大壓力與焦慮，補習文化更嚴重。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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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探索、探究的教育部 107 高中新課程的多年準備，也將土崩瓦解。招聯會的考招

案，將重傷未來高中教育！  

…… 

教育部 107 課綱中，多科朝非考科規劃。過去幾年高中端已全力規劃不以考試領導

教學而以探索探究為主的新課程。非考科的學科教學時數也調降。但招聯會完全不知

教學時數的調降，仍把高中十學科全納入學測。大學教務主管連教學時數調整都不知

情，何以決定與 107 新課程息息相關的考招案？  

…… 

請回歸教育部 107 新課綱的精神，回應各學科教學時數的調降，學測考科改回原規

劃的三科。減少考科讓高中有空間幫孩子多元探索、適性揚才，找到興趣方向。」

（20170227 高中連署-1, 5, 7） 

 

由於招聯會 0223 版本的方案並未接納高中端第一次連署的建議，高中端第二次

連署的內容當中，十分明確地批判招聯會提出的方案內容，同時將大學考招制度

與 107 課綱的設計相互連結，提出學測應當配合教學時數的調降，改為只考國英

數三科。高中端認為考科減少才能給高中空間，進行多元探索並適性揚才實現新

課綱的理想。 

當招聯會宣布將學測考科由三加一改為五選四以後，原先在時程安排上支持

招聯會的教師團體全教總，對於學測考科的部分也向高中端靠攏，認為「考試壓

力不減輕，學生就很難一邊兼顧考試，一邊求多元發展，高中也難有時間去發展

選修課程」（20170223 中央社 263-4）。高中連署發起人之一（瑞祥高中主任莊

福泰）也表示招聯會 0223 所提出的方案與現行狀態無異，因為「學測考科 5 選

4 實際上就是 5 選 5，多數考生不太可能放棄 1 科不考，還是與現行一樣、等於

考 10 科（自然含生物、物理、化學、地科；社會含歷史、地理、公民）」，新

方案並沒有辦法減輕目前學生應考的負擔。（20170224 聯合報 289-2） 

 

「為降低應考壓力，唐傳義指出，招聯會研議自 108 學年先試辦，鼓勵學校將學測成

績採計由現行最多 5 科，調降為最多 4 科，未來還會以調降為採計最多 3 科為目標，

而現行只要有 1 科 0 分就不能參加申請，部分校系篩選也會看總級分，108 學年開始

試辦學生有 1 科 0 分還是可申請，學校不採計 5 科總級分，現行國二生適用，而這些

方案都會在 110 學年正式推動。」（2017329 中央社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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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對於高中端的讓步，則是回應高中對於學測 5 科全考的擔憂。由於目前校

系在第一階段的篩選會將總級分列入其中，並且禁止有 1 科掛 0 的學生申請，因

此招聯會承諾開始試行減少採計學測科目，最終於 110 學年度開始要求大學端不

採計 5 科總級分。 

 

「『X 多考一科，會喪失新課綱的意義』，藍偉瑩表示，高中最反彈的事情是學測考

3+1，也就是原本的國英數三科，再加上一科社會或是自然。大學只想藉由+1 篩選學

生，但高中端擔心的是，這樣二階大學是否會認真看 p 呢？而且自然考科有 4 科，社

會考科有 3 科，如果跨考對學生就和現在一樣考 10 科，三年級的問題依舊，如果大

學選才需要清楚的篩子 ，那考 Y 真的比 X 考 3+1 糟嗎？」 （2017/2/22 聯合報 255-3） 

 

對於高中端而言，學習歷程 P 以及分科測驗 Y 都屬於新課綱之中適性學習的一

部分，學測 X 只是基本學歷門檻的檢測，不應該作為篩選學生的標準。大學如

果在申請入學的階段如果不打算以考試成績作為篩選的依據，那便應當專注於學

習歷程的審查，如果大學認為考試成績才有鑑別度，那麼應當以分科測驗的方式

處理，而非採計社會科（包含公民地理歷史三科）或自然科（包含物理化學生物

地科四科），仍然強迫學生準備六科七科，增加學生的考試壓力。在新課綱必修

學分調降的情況之下，高中端認為學測考科實在不宜納入社會科與自然科，否則

就是逼迫高中端把多元選修拿來上學測會考的內容，讓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降必修

增選修的規劃無法落實，而高三的加深加廣課程也不會受到重視。 

不過，雖然高中端不斷的提起新課綱以及未來的多元選修課程，但是在報導

之上卻鮮少針對這部分加以說明，關於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也並未往這個方向

發展。關於未來可能出現、被高中端視為新課綱改革關鍵的多元選修課程，只有

聯合報有提供兩三篇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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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萬芳高中幾年前便開始在現行 99 課綱的架構下，嘗試多元選修課程，也為

107 課綱暖身。例如學校曾開設 3D 列印、法務人生、醫學人文倫理、偏鄉英文等課

程，學生反應都很好，也從中找到自己的未來方向。」（20160926 聯合報 77-2） 

「台北市中正高中從 101 學年度開始設計選修課程，今年開設近數十門選修課，例如

『地理玩家』、『歷史趴趴 GO』等，帶學生實際認識芝山岩等周圍環境，學習歷史、

地理工具運用。校長簡菲莉說，透過選修課，『學生可以感受到學科跟生活的相關性』，

對老師而言也是成長。」（20160926 聯合報 77-5） 

 

多元選修課程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課程改革的重心，目前在高中階段有 45 所普

通型高中、29 所技術型與綜合型高中作為先導學校，開始開設這些有別於過往

學科的課程，不過與全台高中全面落實尚有很大一段距離。「基於『對課審會專

業及民主機制的尊重』及『課綱配套需要時間準備與到位』等因素」，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延後於 108 學年度實施，教育部預計在 107 學年度落實多元選修，111

學年度則開始新的大學考招制度，這樣緊湊的安排可能會帶來很多問題（國教署，

2017 年 4 月 28 日）。 

雖然多元選修課程有機會先於課綱落實，但學校應當開設至少 6 學分的多元

選修課程給學生選擇，但學校在硬體和軟體上是否準備好開設 7-9 學分（1.2 倍

至 1.5 倍）的多元選修課程？這些預期要以「跨領域」、「探究與實作」、「素

養導向」的課程是否來得及在 106 學年度只有 74 所（45+29）前導學校的狀況之

下，確保 108 學年度全台高中都準備完成（潘慧玲，2016）？況且，十二年國教

的各領域綱要（簡稱領綱）甚至尚未審查完畢，各個高中要如何依據領綱發展多

元選修課程？ 

除了領綱公布、課程發展與課綱實施之間的間隔短暫以外，課綱實施與大學

考招制度也是以無縫接軌的方式進行，108 學年度入學的高中生，111 學年度便

要接受新的大學入學制度規劃。在課綱銜接的過程之中，可能產生課務紊亂或者

教師超額的現象，108 學年度入學的高中生在高一高二的階段都會面臨這樣的狀

況，然而這一批學生在升高三的時候又要接受新的大學入學制度，由學習歷程檢

視他們的高中課程學習，這樣對於學生是否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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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轉換銜接 

課綱轉銜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高一 新課綱 新課綱 新課綱 

高二 舊課綱 新課綱 新課綱 

高三 舊課綱 舊課綱 新課綱 

資料來源： 修改自潘慧玲（主編）（201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普通高中課程規畫及行政準備

手冊。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協助多元選修課程的落實，是高中端認為大學考招改革應當配合的一環，然

而多元選修課程的修習先於大學考試與招生，剩餘的半數學校能夠在兩年內（106

學年度、107 學年度）完成多元選修的準備嗎？課綱銜接的過程之中又能安排得

當不造成混亂嗎？如果沒有辦法的話，學習歷程的紀錄是否在大學入學參考採計

時，會出現學校與學校之間課程改革進度差異而造成的不公平？這還是一個大學

考招改革之中可能出現的變數。而亦有人擔憂多元選修課程的開設會造成城鄉差

距，讓學習歷程的採計更加不公平。 

 

「參與連署的北市麗山高中主任藍偉瑩說，大學端對高中有太多『想像』，擔憂高中

選修課開不成、是否能落實學習歷程檔案把關等，『連署想要表達高中現場對教改的

決心』，落實新課綱精神中的多元適性，也解決大學長期遇到的選才問題。」（20170207

聯合報 236-7） 

 

高中連署意圖表明「高中現場對教改的決心」，然而多元選修課程對於大學端的

意義是什麼？大學期待高中開設這樣的課程嗎？如果要透過高中學習歷程來採

計這樣課程的成果，大學會期待高中提供什麼樣的資料？招聯會雖然表示支持高

中培養學生「考試以外的能力」，但是對於如何評量這樣的能力，卻非本次大學

考招改革討論的重點。招聯會將學習歷程一分為二，獨立強調校系自辦甄試的部

分，顯然也不是一個支持高中多元選修課程列入大學考招採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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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教認為，無法支持學生建構高中學習歷程的大學考招規劃，應該審慎研議，並

應堅持新課綱的理念，應落實選修課綱支持學生本位學習，細緻規劃建置高中學生學

習歷程資料庫；且應堅持任何考招方案及其配套，需有助於推動新課綱強調素養、跨

領域及多元選修的精神；另應堅持任何考招方案與招生管道，皆應能回應學生本位學

習，多資料參採學生學習歷程。」（20161130 自由時報 111-4） 

「招聯會執行秘書戴念華說，學習歷程檔案是為了符合新課綱精神，未來考試科目只

占高中學習一部分，學生在加深加廣科目上的學習都靠學習歷程呈現，能鼓勵學生多

去修習有興趣的科目，而非未考試而學；且學習歷程檔案把過去『考試定終身』的壓

力平均分散到高中三年，『對大學端而言則可以彌補考試看不到的東西。』」（20161212

聯合報 158-3） 

 

高中端注重學習歷程的規劃與採計，認為是實現新課綱的重要關鍵，而招聯會的

態度亦同，然而在招聯會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新聞稿之中，研究者除看到「高中

學習歷程資料庫」的建置及規劃「招生專責辦公室」外，缺乏對學習歷程的評量

方式及包含項目未有詳細說明。招聯會雖然認為不應當「考試定終身」，但學習

歷程的評估除了交由大學各校系各自處理以外，招聯會是否應當擔當大學端與高

中端之間溝通的橋樑，讓學習歷程的審查更有共識呢？所謂「考試看不到的東西」

是否有評量的標準？ 

 

「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立昇也認為，學習歷程採計標準難做到公平，每一個學校的

給分都不一致，能開設的選修課程也可能有城鄉差距，若相關細節和採計的比重不夠

清楚，會讓學生高中三年都處於高度緊張狀態。」（20161203 中國時報 138-4） 

 

雖然學習歷程被招聯會視為「高中學習完整」、「適性揚才」且「符合 107 課綱」

的核心項目，甚至可以透過審查委員「積極的不平等」來促進社會階級流動。但

是如何讓學習歷程的審查更加的客觀與公平，如果招聯會無法提出可供參考的評

量標準，一切交由各校系的審查委員自由裁量，那麼外界對於學習歷程的擔憂，

必然無法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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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學考招改革系統下的高中觀點 

高中端的論述由「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出發，從多元選修課程的實施，期望

達成適性揚才的高中完整學習。在課綱的規畫之下，高一高二包含必修課程與多

元選修探索課程，讓學生試探興趣；高三則是針對未來發展的方向適性選修加深

加廣課程。因此高中的完整學習應當「先考後招」，學測是基本能力，分科測驗

是適性發展，學習歷程則是回應多元選修課程當中無法以考試鑑別的能力，三者

缺一不可。 

同時，學測科目的多寡則會影響高中多元選修課程的落實，以及大學端對於

學習歷程的重視程度。高中端希望學測考科減少，讓學習歷程的重要性提升，同

時學生不會因為學測考試壓力而忽略高三加深加廣的選修課程，以至於無法適性

完整學習。 

 

圖 4-9 大學考招改革的高中端論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與台大的方案相比，高中提出「適性完整學習」的概念，把分科測驗的部分

納為適性學習的一環，同時與 107 課綱相互結合，在時程規劃的部分提出完整的

論述；但是因為高中端與台大對於大學考招整體看法的差異，兩方並沒有合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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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施壓的狀況出現。另外，高中端雖然認為分科測驗是適性揚材的一部分，

但也不反對招聯會提出以學習歷程取代分科測驗的作法。研究者認為，一方面高

中端也期待學習歷程能夠引導多元選修課程的發展，另一方面高中端也想避免提

出「考試引導教學」的主張，因此最終依然接受招聯會所提出的方案。 

 

「教育部此次推動大學考招變革，是為因應 107 高中課程改革。107 高中新課程是

主體，考招變革是配套。何以招聯會常委會，竟通過與教育部 107 課程改革精神完

全扞格的考招方案？」（20170227 高中連署-2） 

 

高中端倚靠 107 課綱作為主要論述的憑依，然而大學端是否有義務配合高中課綱

來安排大學考試呢？107 課綱的成功與否與大學考招改革的關聯性有這麼大嗎？

為什麼高中端能夠從 107 課綱的角度出發設計，就會是最理想的大學考招方案

呢？ 

對於台大而言，課綱的內容顯然不是其關注的重點，台大認為「別讓課綱限

制了學習」（20160615 選才電子報台大-7）。而清大認同課綱的精神，但也其論

述也僅止於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採計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並沒有在考試科目

或是時程的部分討論與課程綱要的連結。當高中端以 107 課綱作為出發點要求大

學端配合的同時，大學端卻不一定有接受的意願，大學考招制度的調整，只是「搭

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實施」而已。 

雖然實質上十二年國教課綱對於大學端的意義是有限的，但在招聯會 0329

新聞稿「招聯會通過大學考招調整案」之中，「十二年國教課綱」或是「新課綱」

這樣的字眼一共出現五次：分別是在改革背景介紹（2 次）、「延後申請入學時

程，保障高三學習完整」、「減少考科，降低應考壓力，鼓勵學生適性學習」（2

次）、「精進現行書審機制，優化及簡化審查機制」。也就是說，從最後的「大

學考招改革調整案」之中可以看到招聯會試圖回應高中端以 107 課綱為出發點的

論述。但招聯會所回應的，僅僅是「尊重新課綱」這個部份而已，對於高中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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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方案，招聯會並沒有採納。時程的部分是清大堅持的「先招後考」；考科

的部分是台大與高中端方案的折衷「五選四」，未來逐步調降至「五選三」，作

為對高中端的連署的回應。 

大學考招改革的性質屬於「大學多元入學」教育改革政策的一環，在過去並

沒有與課程綱要放在一起討論的先例。不過，從招聯會的新聞稿中可以發現，固

然其方案的實質內容未必與高中端期待的相同，但招聯會選擇使用與高中端類似

的語言，也選擇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作為其論述的憑依。縱使招聯會與高中端對

於何謂「配合新課綱」的做法各有詮釋，但「十二年國教課綱」與「大學多元入

學方案」之間的關聯性，在本次討論之中被高中端刻意強調之下，也被大學端一

定程度的接納。 

在大學考招改革四個目標之中，高中端完全由「高中育才」的角度出發，高

中連署的內容也是針對「高中活化教學」和「學生完整學習」兩項考量進行論述。

高中端的提案在時程的部分未能滿足招聯會對於「大學選才」重視學習歷程的期

待，在學測考科減少的部分又與台大對於鑑別度的要求兩相牴觸，前者是為了高

三加深加廣的學習，後者則是為了減輕學生應考學測準備科目眾多的壓力。也就

是說，不管是對於時程、學測考科或是學習歷程，高中端對於大學選才標準的建

議，皆是從高中課程安排出發，缺乏對於「大學選才多元」與「促進社會流動」

兩項與「大學選才」目標相關的論述，研究者將於第三小節的分析中，近一步地

探討這個狀況以及可能造成的影響。 

 高中課程改革與大學入學制度的關聯性，讓高中端必須與大學端相互溝通，

但是「雞生蛋、蛋生雞」，究竟是高中課程改革應該先到位，大學入學制度再做

修正？還是大學入學制度應當承擔引導高中課程改革的責任？高中課程改革成

功後，「大學選才多元」的目標就能水到渠成嗎？如果期待大學入學制度能夠進

一步的導引高中多元選修課程發展，那麼高中是否應該協助大學訂定學習歷程的

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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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端以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為基礎，建立起一套以高中端意見為主的大學考

招改革論述。在這套論述之中，高中的課程與學習是主角，大學的考試與招生是

配角，雖然這樣的論述雖然沒有被招聯會接納，但仍然成功引起社會與部分大學

的關注。大學考招制度的設計關乎國民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銜接，過去持續由大學

端主導的制度，是否有可能在高中端的影響之下，出現不同的規劃思路？本次大

學考招改革或許只是個開始。 

 

參、 其他 

大學考招改革的利害關係人眾多，大學端和高中端作為直接參與者，自然能

夠提出完整的論述並獲得媒體關注，不過從教育團體頻繁的發聲當中，也可以找

到招聯會、台大和高中端三者之間相對立的論述縮影。在媒體報導之中，教育部

是不表態的當權者，立法院點出問題的監督者，學生的聲音則未受到重視。 

在大學考招改革的利害關係人之中，教育部、立法院和學生皆未提出一套完

整的論述來加以競逐媒體場域的發聲權，僅僅是對個別議題提出看法。相較而言，

不同的教育團體之間雖然有壁壘分明的立場，但各自論述其實有一定的完整性，

且媒體通常給予教育團體的新聞篇幅不多，鮮少完整呈現教育團體的論述。 

研究者認為，可能性之一是教育團體所提出的論述也可分別對應至大學端或

高中端的主張，其內容欠缺特殊性，因此媒體認為沒有必須大幅報導的必要性。

另一種可能則是，當教育團體的發言人成為媒體採訪的常客，且教育團體的連署

或記者會出現的相當頻繁，當來自教育團體的聲音成為一種常態，自然不如台大

教授的連署或是高中校長主任的連署引人注目。 

不過，研究者發現國教行動聯盟等教育團體提出的「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

是個例外，因為其帶來不同於大學端和高中端的聲音，媒體也確實給予較多的關

注（3 次集會共 25 篇報導），不過其主張並未獲得其他大學考招改革參與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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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不管是其他的教育團體、招聯會還是高中端，「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 

與其他論述並不相容，只是論述競逐場域中的小眾意見。 

研究者依照媒體的曝光度，依序分析教育團體、教育部、立法院與學生這些

大學考招改革利害關係人在這個論述場域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補充大學端與高中

端未能觸及的論述以外，也希望能夠站在不同位置思考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 

 

一、教育團體：主流論述的縮影 

大學考招改革的相關討論之中，除了大學端與高中端以外，對於教育抱持特

定理念的教育團體也佔有論述場域中的一席之地。研究者依照教育團體組成人員

的性質，將其分為教師團體與家長團體：前者由高中教師組成，包含全國教師工

會總聯合會（簡稱全教總）、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簡稱全中教）。

相對於教師團體的成員皆具備教師的身分，家長團體的成員則未必是持續具有家

長的身分，不如說是從家長立場出發關心教育的社會團體，例如國教行動聯盟、

全國家長會聯盟、臺灣家長教育聯盟、國教希望聯盟等等。 

由於教師團體的理念與高中端聯署所提出的概念相當相似，同樣是由 107

課綱的精神作為出發點，考量考招改革方案是否能落實 107 課綱的精神，因此在

此不針對教師團體的論述再做討論12。研究者將針對家長團體以及其論述加以分

析，探討家長團體所抱持的教育理念與大學端和高中端的論述有何異同之處。 

 

「大學招聯會明討論大學入學改革新方案，但還沒定案前，教育團體已先內鬨吵翻天。

日前有一派團體主張申請入學、考試分發一次分發到位；今天另一派團體跳出來反對

同步分發，認為這形同聯考復僻，恐走『一試定終身』的回頭路。」（20161201 聯

合報 121-2） 

 

                                                
12	 全教總對於時程論述在後期與招聯會靠攏，支持將分科測驗延至甄選入學之後，相關主張與

反對一試定終身的家長團體相同，以學習歷程作為核心考量，反對大學以考試作為甄選入學篩選

標準。而全教總對於學測考試科目的意見，則與高中端連署相同，認為考科五選四會傷害新課綱

精神。由於全教總的論述與教師和其他教育團體雷同，關於教育團體的分析則不另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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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體新聞報導可以明顯地看出，家長團體主要可以分為兩派，其對於考招改革

的意見分歧主要在於入學的結果是否一次分發，也就是分為支持一次分發與反對

一次分發兩派。不過，除了分發次數的爭議以外，兩派家長團體對於時程安排與

學習歷程的看法也各有不同。研究者將剖析這兩派家長團體的論述，了解在他們

的主張背後潛藏的教育理念。 

 

（一） 多元同步最優入學 

以國教行動聯盟、全國家長會長聯盟、全國十二年國教家長聯盟等團體所組

成的教育團體聯盟，提出「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希望申請入學與考試分發

的結果能夠混填志願並合併於一次分發。這樣學生就不需要面對是否要放棄申請

入學結果的兩難，能夠有更多機會分發上喜歡的志願。 

 

「教育團體在公聽會上說明『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的內涵，該方案係指申請入學

及考試分發可同步進行，高三學生在考完 X 基本學科測驗（國文、英文、數學）後，

可選擇進入申請入學程序，但申請入學的辦理必須在高三畢業後才能啟動。各校系申

請入學於 6 月公布正取名單，但不進行後續的分發報到作業。學生在知道自己的正取

校系（可能不只一所）後，即考慮是否接受，如果有可以接受的校系，就填寫志願等

待分發，不需要再參加 Y 專業科目測驗。如果沒有接受的校系，則再參加 Y 測驗與

考試分發。之後兩個（多元）管道一起進入延遲接受演算法的程序，學生就可以擇優

錄取志願校系。」（20161128 中央社 101-5） 

 

對於招聯會堅持採行兩階段分發的作法，支持一次分發的家長團體抨擊得相當猛

烈，認為這是罔顧學生教育選擇權的作法。不但讓學生面臨抉擇與煎熬，不確定

能否進入符合其程度的學校，只是為了後段私立學校的生存做打算。 

 

「國教盟曾提出「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維持現行的申請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架

構，但採「延遲接受演算法」、進行多管道同步分發作業，學生不需放棄申請入學錄

取資格，可繼續參加考試分發，在結果出來後擇優錄取。這樣的方式可解決賭局的亂

象，但未被招聯會採納。國教盟質疑，招聯會是否為了提供大學搶學生的機會而罔顧

學生的教育選擇權？」（20161202 聯合報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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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12 年國教家長聯盟理事長周美裡則說，大學分階段入學，其實會讓學生在申

請時面臨抉擇與煎熬，而根據在 12 年國教的分發經驗，中間學校反而會因此產生空

缺，部分學生被擠到後段學校，對此不能接受，也聽聞有部分私校支持分階段入學，

就是怕少子化招不到學生，希望藉入學制度亂象「撈」一點學生，批評根本擋不住大

學倒閉浪潮。」（20161103 自由時報 92-6） 

 

對於大學考招改革時程的想法，支持「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這一派的家長團

體觀念與台大相近，認為現在的高中學習不完整，因為學測只考高一高二的範圍，

申請入學的時程又在考試分發之前，學生為了提早入學而放棄指考，影響高中完

整學習，因此這些家長團體偏好支持「教完再考」、「先考後招」的甲案。 

 

「『現在高中就像把為期 3 年的工程，偷工減料縮成 2 年！』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理事

長陳鐵虎表示，高三課程在學測壓力下，已經被濃縮到 2 年，加上申請入學比例提高，

高中生都想提早入學，不敢挑戰只剩 35％的指考名額，對有戰鬥力的學生是一大打

擊。」（20160919 聯合報 69-5） 

 

與台大提出的看法相似，這一派的家長團體也對於學習歷程表達出疑慮，認為學

習歷程有公平性的問題。另外，若學習歷程當中的在校成績若成為大學關注的重

點，則可能在高中三年帶給學生更大的學習壓力。 

 

「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立昇也認為，學習歷程採計標準難做到公平，每一個學校的

給分都不一致，能開設的選修課程也可能有城鄉差距，若相關細節和採計的比重不夠

清楚，會讓學生高中三年都處於高度緊張狀態。」（20161203 中國時報 138-4） 

 

支持「一次分發」、「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的教育團體，認為考試的公平性

勝於學習歷程，不管是在各校評分標準之上，還是各校開設的選修課程品質之上，

都可能出現不一致的狀況。這樣不公平的現象出現在大學考招的制度之中是不合

理的，會破壞這個選才制度的公平性，唯有考試才能確保公平。而考試的公平性

於招生階段當中的體現，便是學生的成績能夠對應至其分發的結果，不會出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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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低就」、「中間學校有空缺」的狀況。這顯示出這一派家長團體心中對於學生

和學校都有明確的排序，這個排序對應至學生成績與學校錄取分數。因此，這一

派的家長團體偏好考試分發多於申請入學，因為申請入學的考試範圍只有兩年、

申請入學採計備審資料或學習歷程可能不公平、申請入學可能造成高分低就的狀

況。 

如果拿教育團體的論述與大學端和高中端相比，這一派的家長團體主張與台

大相類似。不過。比起台大認為考試才能夠確保「學力」，家長團體更傾向從學

生的角度出發，提出重視學生選擇權的觀念，學生的分數應當與其選擇權相對應，

高分的學生應當可以進入高分的學校，這樣才是公平且保障學生選擇權的作法。

「學生選擇權」是大學端和高中端並未提出的論述，也是這一派家長團體主張一

次分發最主要的理由。 

除了學生選擇權以外，「不要增加學生壓力」也是教育改革之中家長團體常

見的論述。對於支持一次分發的家長團體而言，學習歷程中的在校成績會增加學

生的壓力；對於反對一次分發的家長團體而言，只看大考成績「一試定終身」才

會增加學生的壓力。同樣地，大學端與高中端也會以「學生壓力」作為論述的依

據；例如在時程討論的部分，招聯會認為延後申請入學的招生時間讓學生必須加

考分科測驗會「造成學生的壓力」，或是在考科數目的部分，高中端認為學測應

當減少考科，因為「學生壓力太大」。 

綜上所述，「增加學生壓力」顯然是負面的論述，所有的參與者提出的論述

皆是由「減少學生壓力」出發。然而，給予學生壓力真的不好嗎？有效學習應當

有壓力還是無壓力呢？大學考招改革的參與者並未對此進一步的討論，顯示出

「不要增加學生壓力」是多數參與者對於教育改革的共識。但是，不同參與者所

著眼的壓力，顯然對於學習會產生不一樣的影響，但這部分的討論在媒體場域之

上卻是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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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對一試定終身 

雖然同為家長團體，但是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意見卻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對

於「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反對方則將其詮釋為「反對假多元，拒絕聯考偷

復辟！」（20161201 中國時報 113-1）。反對的家長團體同樣以減輕學習壓力作

為出發點，認為兩次考試在同一時段實施並且一次分發的作法與聯考無異，「可

能使學生依照傳統排名去填志願，產生『一試定終身』效應」，這些家長團體認

為大學考招改革應當配合新課綱的精神，注重選修課程與學生的學習歷程，反對

單純以紙筆測驗來決定升學成果。（20161201 聯合報 117-3） 

 

「陳復指出，為減輕學習壓力，讓學生在高三能有完整的學習，因此主張學測在高三

寒假進行，萬一學測失常或準備不足，還有機會在分科測驗時扳回一城，申請入學應

安排在學測和分科測驗後，避免影響高三下學習，而過去紙筆測驗太重視成績，希望

重視個別差異性，希望未來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讓學生依性向和能力去選擇適合科

系。」（20161201 中央社 112-3） 

「拒絕一試定終身陣線召集人李榮隆表示，教育制度一改再改，不只浪費納稅人的錢，

更讓孩子成為實驗的白老鼠，學習不應該只是為了考試入學，學生的學習更不應該被

綁架在教室，因此主張優先申請入學，反對聯考復辟，並支持多元適性學習。」

（20161201 中央社 112-4） 

 

不過，其實支持「一次分發」的家長團體，並沒有堅持學測和分科測驗一定要同

時實施，只要申請入學安排在學測和分科測驗之後，或甚至申請入學結束之後延

遲分發，待分科測驗結束以後再與考試分發混填志願，對於支持「一次分發」家

長團體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作法。但申請入學的時程應該在分科測驗之前或者

之後，其實反對「一次分發」的家長團體也各有看法，有的反對學測與分科測驗

合在一起考、有的反對純粹採計考試成績的考試分發入學管道擴張、有的認為「一

次分發」會導致「考試定終身」的結果。綜合上述不同的反對意見，其實反對「一

次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擔憂「學生依照傳統排名去填志願」，沒有辦法達成

申請入學多元適性選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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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希望聯盟召集人陳復表示，學測和分科測驗在同一時段實施，且同步分發，將

誘導考生迷信落點分析，依傳統排名往下填，回到聯考一試定終身的夢魘。」（20161201

聯合報 121-5）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秘書長黃致誠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表示，十二年國教應重

視學生學習歷程的綜合性表現，不再只是筆試。大學申請入學和考試分發是不同的管

道，放在一起混填志願、一次分發，會使申請入學重視適性多元的精神蕩然無存，回

到聯考時代只看分數和排名的迷思。」（20161105 中央社 96-5） 

 

兩階段分發的支持者認為，大學多元入學的精神在於申請入學不僅僅看考試成績，

同樣也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是一種多元適性選才精神的體現。相對於一次分發

的支持者認為考試成績是個清楚的標準，應當依照這個標準來媒合學生與學校。

兩階段分發的支持者則希望模糊所謂的標準，同時認為以考試成績作為標準牴觸

多元適性的精神。 

不過，一次分發的支持者大多也是學習歷程的反對者，他們期待大學考試招

生能有明確的標準，因此最好的工具便是考試，最好的分發策略便是一次分發，

因此他們當然會質疑學習歷程缺乏採計標準且無法確保公平性。相對而言，兩階

段分發的支持者也大多是學習歷程的支持者，他們不會直接回應「大學考招改革

不需要一個明確的標準」，而是選擇反對「考試成績作為標準」，把沒有明確標

準的學習歷程包裝成「重視個別差異性」、「多元適性的精神」。 

大學考試招生制度需要的是「明確標準」還是「多元適性」呢？大學多元入

學方案的改革，研究者認為就是試圖在這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所以申請入學會同

時採計考試成績與備審資料/學習歷程；然而，不管這個平衡向哪一方傾斜，另

外一方必然會出現反對的聲音。然而「標準」與「多元」兩者之間無法共存嗎？

一個良好的評量制度，是否能夠提供一個多元適性的明確標準？當相關的討論聚

焦於「一次分發」與「兩階段分發」之上，意見的對立變得鮮明而扁平。乍看之

下針鋒相對的理念，研究者認為並非不能調和的，但是必須要有中立的第三方帶

著不同立場的參與者，回到評量本身的意義和性質來做討論。如果學習歷程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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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能夠建立一個客觀且具有信效度的標準，同時能夠兼具多元適性的精神，那麼

關於「大學選才多元」的考量，也許就能夠兩全其美。 

 

二、 教育部：無為而治的決策者 

教育部在大學考招改革相關的媒體報導之中，並未能看出任何對於大學考招

改革方案的偏好，僅能透過 2015 年年初提出的長程招考規劃三原則之中，總結

教育部所期望的大學考招改革包含幾點要素：多元選才、適性揚才、重視學習歷

程、完整學習，這些要素其實都是相當抽象的。雖然原則的第三點之中，有提到

「所有入學考試成績公布後再依序進行個人申請與分發招生作業」，這顯現出教

育部原本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時程安排可能是有一定規劃的，至少在 2015 年年

初的結論是「先考後招」。在蒐集各方意見之後，大學考招改革的草案有了變動，

在公聽會的手冊之中加入但書，讓這三個原則的效力成為僅供參考。顯然地，這

個但書的備註是為了兩階段考招的戊案所存在。 

從公聽會的資料之中可以推測，教育部後來對於考試招生的時程安排，是選

擇「廣納各方高見」，沒有打算根據當初訂下的三原則進行設計。而教育部所在

意的大學考招改革要素大多相當抽象，各方討論時也大多依照這些要素進行論述，

對於決定實際方案幫助不大，唯一能確定的是教育部對於「學習歷程」的推動是

相當重視的。教育部的態度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有什麼影響呢？以下研究者

將分析教育部所扮演的角色。 

 

（一） 大學端與高中端的和事佬 

教育部在大學考招改革的立場是相當微妙的，一方面十二年國教的改革由教

育部主導，高中端期待教育部能夠支持高中端提出的方案，使 107 課綱的精神能

夠落實；但另一方面，大學考招改革由於尊重大學自主，教育部授權給招聯會全

 



	

	
	

152	

權處理，依照往例教育部會尊重招聯會所提出的方案。夾在大學端與高中端之中，

教育部選擇做一個不表態的和事佬。 

 

「教育部長潘文忠受訪時表示，考招新方案需符合高中學習完整、落實選修多元化，

以及大學選才多元、不只重視考科等精神，初步看起來大學和高中方向一致，只是細

部如何執行還需討論，待招聯會方案送至教育部後，教育部會仔細檢視是否能實踐上

述精神，「不會輕忽」，也將持續蒐集各界意見。」（20170227 聯合報 302-3） 

 

現任教育部長潘文忠的發言，概括大學考招改革中的主流意見，包括學習完整、

多元適性的育才選才以及不只看考試成績決定升學結果。然而大學端、高中端與

教育團體之間的歧見，就是在於對上述意見的詮釋有所差異，包括對完整學習有

不同的解讀，或是對參考採計資料是否應當偏重多元適性的學習歷程，還是有明

確標準的考試測驗。 

教育部選擇異中求同相信共識已經形成，然而對於概念之下詮釋的差異，才

是造成各方主張不同的主因。表面上的共識只是漂亮的理念，若要將理念落實，

必然要確保各個利害關係人對於理念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大學考招改革的過程之

中，這樣的交流並沒有產生，而媒體報導也未能促成這樣的交流。 

 

（二） 從學習歷程看內部的分歧 

如果說教育部對於大學考招改革有任何期望，那必然是學習歷程的推動。十

二年國教課綱公布後，教育部提出「考招連動」的概念，希望大學考招改革能夠

注重考試科目以外的學生學習。 

 

「（教育部長吳思華表示）教育部希望 12 年國教課綱能穩定推動，而國教課綱精神

就是減少必修、增加選修，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但很多人擔心如果考試不考，就沒有

學生想認真上選修課，因此教育部研議「考招連動」，使這些非大學入學考試科目的

選修課，及學生在校學習的過程與成果，成為大學申請入學或甄試的參考依據或計分

參考。」（20160126 聯合報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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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現在學生高三下申請入學，都是到要申請時才去找資料準備，

未來推動學習歷程檔案，學生平常就開始累積這些資料，到時申請入學時能更便利，

也可以解決高三下學習空窗問題，教育部會要求招聯會，相關細節都要在方案中說明

清楚，讓家長和學生了解。」（20161208 聯合報 149-7） 

 

對於學習歷程的推動，前後兩任教育部長的表態一致，顯示這個政策的推行並不

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不過，教育部內部對於學習歷程的看法是否一致呢？ 

 

「台大師資培育中心、學斯達教學社群等昨天舉辦學思達亞洲年會，教育部次長陳良

基則首度提及，對考招新制中的學習歷程感到憂心。他說，學習歷程不利偏鄉學生，

偏鄉學校的紀錄可能會有問題，因為『孩子恐怕沒有那麼多能耐』。但他也支持，未

來大學不能只看學生成績好壞來挑學生，而必須有「任何一個學生進來後，啟發他們

專長，讓他們看到願景的使命。」（20161212 聯合報 159-2） 

 

教育部次長陳良基發言提出對於學習歷程的顧慮，與教育部長的發言相互矛盾，

這顯示出教育部內部可能潛藏溝通的問題，而這樣的狀況也讓支持學習歷程的家

長團體及招聯會沒有辦法接受。 

 

「針對日前教育部政次陳良基公開指稱，他對大學考招新制中的學習歷程檔案上路感

到憂心，認為學習歷程不利偏鄉學生，偏鄉學校的紀錄可能會有問題等。臺灣家長教

育聯盟今天發出聲明表示，「學習歷程」非「備審資料」，台家盟提出「5 原則、3

行動」可促使「學習歷程」達成適性舉才的目的，理事長謝國清並質疑，陳良基的一

番話不但讓所有偏鄉家長擔憂未來的大學考招新制，也讓長期關心教育的組織感到不

可思議且無法接受。」（20161215 自由時報 161-1） 

「招聯會表示，外界擔憂的造假、城鄉差距、缺乏鑑別度等問題，都可以藉由高中、

大學雙方一起設計制度來解決，但『教育部要定調』，既然確定要做，就要設法解決

外界疑慮，『否則新課綱很難落實』。 」（20161212 聯合報 158-2） 

 

綜合以上，對於教育部而言，學習歷程是必然會推行的大學考招改革制度，招聯

會與高中端也抱持肯定的態度。雖然台大對於學習歷程有疑慮，而教育部內部在

溝通上可能也有一些狀況，但總體而言，學習歷程資料庫的建置與使用是勢在必

 



	

	
	

154	

行的。相對而言，時程與考科如何改革，教育部則保持開放的態度，交由招聯會

進行溝通協商的工作，並沒有對任何的方案表現出偏好。 

相較於過去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實施時，教育部提出改革方案後被視為眾矢

之的，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這次大學考招的改革，教育部則幾乎全程隱身

於招聯會之後，唯有在立法院質詢期間才出現解釋立委對於學習歷程的質疑。教

育部選擇保持低調地保持沉默，讓不同意見的教育團體或利害關係人自由的發表

意見，最終由招聯會協調出一個大家有共識的方案。這樣的作法在招聯會能夠全

然中立的情況下，不失為一種好的策略，讓各種聲音相互碰撞。然而若招聯會對

於大學考招改革的方案有所偏好，那麼這個討論過程的意義就有可能大打折扣。 

 

三、 立法院：提出問題的監督者 

立法院在本次大學考招改革的相關媒體報導之中，只有在兩次質詢教育部的

院會中獲得曝光度。立法委員並非該議題的直接利害關係人，因此不是大學考招

改革相關報導的主要採訪對象。然而，立法委員針對大學考招改革所提出的質詢，

卻能夠反映出一個非教育從業人員對於該議題可能有的疑慮，並且促使招聯會或

教育部對此有進一步的作為。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今審查教育部 106 年度預算，教育部明年編列 2 億多元作

為「推動及改進大學招生制度」用，其中 2000 萬元用於推動高中銜接大學課程以及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建置，另有 3000 萬元補助大學設立招生專責辦公室，或專責人

員推動專業審查、優化簡化招生等措施。」 （20161208 聯合報 149-2） 

 

立法院的立委扮演監督教育部的角色，自然必須對大學考招改革的制度加以檢核，

審查相關的預算使用是否合理。不過由於立委並非直接的利害關係人，因此僅針

對看到的問題提出質疑，並未提出完整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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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朝野立委對相關預算編列都很有意見，共提了 14 案凍結、減列。立委柯志恩

表示，大家對於學習歷程檔案都很焦慮，「擔心又怕受傷害」，雖然學習歷程檔案是

為麼凸顯多元入學重視學習歷程的精神，但不能否認大學要找菁英學生，成績仍是主

軸。現在的學習歷程檔案，看起來只是將過去面試資料變成公式化的排列組合，不知

道這 2000 萬要如何使用。 」（20161208 聯合報 149-3） 

 

其中多名立委針對學習歷程提出疑慮，不過仔細分析來看，立委所提出的問題其

實各不相同。柯姓立委擔心的是大學不看學習歷程，張姓立委以國中升學制度的

經驗為例，提出學習歷程鑑別度的疑慮，而黃姓立委則擔憂學習歷程造假的問題，

並質疑大學成立招生專責辦公室的必要性。 

 

「立法院教委會今天審教育部預算，朝野立委都對「學習歷程」有疑慮，一共提出

14 案刪減或凍結預算。中國國民黨立委柯志恩質疑，會不會最後還是學生填的半死，

但大學還是不看，例如臺灣大學就已表態，還是希望用成績挑學生。」（20161208

中央社 147-3） 

「立委張廖萬堅也擔憂，學習歷程檔案推動到最後，恐怕像現行國中升高中的「多元

學習表現」一樣，到最後大家表現都差不多，沒有鑑別度，還是靠 30％的成績在決

定入學。 」（20161208 聯合報 149-4）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表示，學習歷程檔案可能會成為作文比賽，變成學校造假平台。

他也提到，為何教育部還要編列預算，鼓勵各大學成立招生專責辦公室，『單位還不

夠多嗎？』」（20161208 中央社 147-5） 

 

立委所提出的問題，反映出招聯會對於學習歷程參考採計的方式，在細節的部分

說明不足，特別是大學端如何評量學習歷程的部分。目前申請入學之中備審資料

的審查，完全交由各大學全權處理，高中端僅提供在校成績、學生自傳與特殊表

現等紀錄。不過，現行國中升高中的「多元學習表現」，卻是有明確的計分標準，

有比賽表現、擔任幹部或服務學習，皆可以換算成具體成績，但是也因為這樣明

確的標準，導致在學校的安排之下，每個人的多元表現都是滿分，反而失去「多

元表現」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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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是否應當有標準呢？這個標準是由國家統一訂定？還是由大學各

科系自行訂定呢？各科系有能力和餘裕自行訂定相關評量標準嗎？面對這些問

題，教育部以「鼓勵各大學設立招生專責辦公室」回應，顯然沒有打算訂定統一

的標準加以評量。沒有明確的標準，或許能符合眾人對於學習歷程「多元適性」

的期待，然而沒有明確的標準，卻也不免讓學習歷程的信效度受到質疑。立委對

於學習歷程的質疑，體現「標準」對於大學考招改革過程之中的重要性。 

另外，蘇姓立委針對民眾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參與提出疑問，由於媒體報導

傾向根據招聯會的新聞稿進行改寫，因此相關報導中充斥的甲案戊案、XYP 等

等專屬於大學考招改革討論的代號，這樣的語言不但不利於大眾理解，更不利於

大眾參與這樣的討論。另外，蘇姓立委也點出討論過程中學生參與不足的狀況，

質疑招聯會的諮詢過程鮮少出現學生代表。（2017/3/16 中央社 322-4） 

柯姓立委則針對高中端和大學端之間的爭議提出意見，認為只有「高三完整

學習」是公約數，然而研究者發現招聯會與高中端對於完整學習的詮釋有根本上

的落差，而且這樣的落差並沒有在討論之中被解決。另外，本次大學考招改革的

相關報導中，也欠缺對於考題設計的討論，或許是因為在 107 課綱的框架之下，

「素養導向」的考題設計已成為眾人的共識，然而「素養導向」的考題與現在的

考題有何差異？對於學生學習以及大學考招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卻非眾人討論

的焦點。（20170316 聯合報 325-3） 

立委質詢令招聯會針對「學生參與」和「素養考題」的部分有即時的回應，

前者於 3/23、3/24 兩天召開以學生為對象的公聽會，而後者則在 3/29 的新聞稿

中強調命題方向將朝向「綜整與基本能力素養」轉變，逐年增加該類型試題的使

用比率。綜上所述，立委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結果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主張，但

是立委所提出的意見卻直指大學考招改革討論過程之中的不足，例如「學習歷程」

作為大學入學參考資料但卻缺乏「標準」、學生參與度低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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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尚待發掘與整合的聲音 

做為未來將透過大學考試招生制度進行升學的國高中生，大學考招制度的改

革與他們有最直接的利害關係。不管是大學端、高中端還是教育團體，所有的參

與者皆試圖以「為學生好」作為立論點，為其所支持的方案背書。不過，在本次

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過程之中，真正來自學生的聲音是相當稀少的。 

 

「另外蘇巧慧也質疑，招聯會在討論過程中，學生的參與不夠，過去兩年辦理 130 場

的座談會與諮詢會議，邀集了高中端、大學端、還有政府機關共同來研商，但納入學

生代表的僅有 4 場，而且學生代表均為大學生，高中生意見明顯未被重視，對他們非

常不公平。」（20170316 中國時報 323-4） 

 

蘇姓立委提出招聯會所舉辦的諮詢會議之中，學生代表參與不足的問題。為了回

應這樣的質疑，招聯會立即於一週後舉辦７場針對學生的說明會，然而時間距離

招聯會大會公布最終草案僅有一週，招聯會的作為與其說是展現對於學生的重視，

不如說是展現對於立法院意見的重視。 

 

「大學考招制度改革預計 3 月出爐，招聯會去年底端出草案後，各界疑慮不少，這週

『突然決定』針對全國高中學生辦說明會，2 天內要辦 7 場，時間點學生要上課，讓

基層學校措手不及，痛批草率，『要學生請假去聽嗎？』招聯會則回應，7 場座談只

是初步蒐集意見，「不會只有這 7 場」，後續座談會辦理會更周延。」（20170323

聯合報 333-1） 

 

其實不僅僅是招聯會忽略來自學生的聲音，整個新聞媒體場域針對大學考招改革

的報導，也鮮少以學生作為採訪的對象，傾聽學生的意見。以招聯會舉辦以學生

為對象的座談會之相關新聞為例，媒體花費篇幅報導教育部與招聯會的作為如何

草率、引發多少批評，但相關的 13 篇報導之中，僅有 5 篇有提到學生對於大學

考招改革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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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建中學生也認為，未來申請入學，以高中學習為主的學習歷程，佔比較大的比

重，不同學校分數雖然相同，但實際上是有差異，例如一樣 90 分，建中和其他高中

是不同，很擔心大學在審查學習歷程成績時，無法真實反應出學生在校表現，而影響

其公平性。」（20170323 蘋果日報 336-4） 

「有學生認為，新制對學習資源少的學生是「讀書都來不及了，還斷了後路」，新方

案降低考試比例，改為重視志工、幹部、社團經驗，但在大學積分門檻未降低，學生

除了花更多時間讀書，還要去社團活動、志工和幹部學習，實在不公平，而且必修考

試內容不減，課程卻縮減，等於要把選修課拿去上必修，也是本末倒置。」（20170324

自由時報 337-5） 

 

部分學生對於學習歷程仍然存有疑慮，特別是在大學如何審查學習歷程的部分。

招聯會、高中端甚至是教育部認為可以促進高中適性揚才、大學多元選才的學習

歷程，學生真的能夠認同背後的精神嗎？學習歷程的實踐是帶給學生更多元的可

能，還是如同學生所擔憂的，大學期待學生能夠多才多藝，但實際上仍然是依成

績挑選學生呢？ 

 

「對於說明內容，部分學生指出，新的考招規劃分為新型學測與分科測驗，在分發入

學部分，分發過程仍涉及新型學測考科，若新型學測考不好，即使分科測驗考再好，

仍會影響分發。」 （20170323 蘋果日報 336-4） 

「一中李姓學生說，現在準備推甄備審就已經焦頭爛額，新制 XYP 實在太複雜，覺

得臺灣把教育目標設得太遠大了，就讀小三的妹妹，功課量比他這個高中還多，「真

是太扯了」！現在考試強調的語文能力淪為背誦，而非語文邏輯與思考，既然是升學

考試，希望能簡化，一種指考就好了，一次成績無法採用就考兩次。 」（20170324

自由時報 337-4） 

 

除了對於學習歷程的質疑，學生也提出對考科採計與考題方向的疑慮。也許學生

不懂得大學考招改革背後複雜的脈絡，但是他們依然可以根據求學的經驗，提出

最貼近真實的經驗與看法。比起老師、家長或是任何人的轉述與詮釋，學生自身

的感受才是最為實際的。另外，大學考招改革的公聽會是否有顧及參與對象的多

樣性？如果招聯會希望傾聽學生的聲音，那麼眼光便不能只放在建中或一中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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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高中的學生之上，對於成績中段或後段學生的聲音，也應當有同等的關注，才

能掌握所有學生的需求。 

不過，研究者認為媒體報導中缺乏學生的聲音是有原因的。首先，相較於國

中升高中因為十二年國教改為免試入學，以教育會考取代基測這樣劇烈的改變，

本次高中升大學的改革則沒有如此明顯的更動，並未動搖原本大學入學制度的結

構。再者，改革所影響的對象是目前的國中生，對於大學生和高中生而言並未有

直接的利害關係，而國中生尚未經歷高中升學與高中課程，對於大學考招改革所

討論的內容還不熟悉，不容易參與大學考招改革的話題。 

 

肆、 綜合論述比較 

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之中，每個參與者的想法都是由不同的角度出發，有人

執著於理想面的落實，有人憂心現實面的侷限，因此考招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反

應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拉距，雖然每個參與者所期待的目標相雷同，例如高中學

習的完整性，但是對於這個目標的詮釋以及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卻有不同的見解。

同時，每個人的受教經驗和教學經驗影響其對於現狀的理解，若參與者之間對於

現況的理解和詮釋沒有在同一個水平面上，那麼再多的討論也是雞同鴨講。 

 

一、大學選才的標準：從考試到學習歷程 

在國際潮流的影響之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以申請入學的管道，開放綜合採

計考試成績與書面資料，也就是過去的「備審資料」和未來的「學習歷程」。相

較於公平統一客觀的考試成績，以常模參照的分數作為標準，「學習歷程」所提

供的便是質性且差異化的學生背景，讓大學在評估學生的考試成績與學習歷程以

後，以「多元」資料選才。因此，從教育部、招聯會到高中端，採計學習歷程幾

乎可以說是大學端和高中端等在這個議題上擁有話語權者的共識，就算台大對學

習歷程提出疑慮，也沒有直接反對學習歷程做為參考資料。在大學考招改革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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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之中，學習歷程並未成為溝通的重點，反而是在時程與考科的設計上，參與者

傾向以「提升學習歷程的重要性」，作為保證自己的方案能夠落實 107 課綱的論

點。但是，在這個議題的外圍，包括立法委員、家長與學生，對於學習歷程卻有

很多擔憂，但這些擔憂卻沒有被回應。 

「學習歷程」有助於大學端瞭解學生在高中階段的課業表現與課外活動，但

是當這些考試成績以外的參照資料，在未考量不同學校與不同家庭背景差異的情

況下被抽取出來比較時，城鄉差距與貧富差距帶來的影響可能會讓評量結果有所

不公。換言之，「學習歷程」資料的解讀，同樣必須放置於個別學生成長的環境

脈絡之下被解讀，如果用一套一致的標準將「學習歷程」簡化為特殊經驗的「有」

或「沒有」，那麼「學習歷程」的採計則可能與國中升學的「多元學習表現」面

臨一樣的困境，成為比拚數量的軍備競賽，或是人人滿分而失去鑑別度的形式作

業。 

面對學習、面對評量，教育需要一個一致的標準嗎？以「競爭力」這個大學

端共同支持，但卻有不同詮釋的論述為例。對於台大而言，競爭力有一個統一的

標準，可以由考試衡量；但對清大而言，多元的社會需要多元的人才，標準化測

驗只是在「量產人才」，不利於多元適性的發展。台大認為考試可以考出學力、

可以作為學生學習的動機、可以引導學生多方探索，但清大則否定上述三點，認

為應該透過學習歷程達到這樣的目的。 

 

「吳瑞北說，外界都錯誤解讀以為台大只想用考試招學生，但事實上，台大完全不反

對申請入學參採學習歷程檔案的重要性，僅需有好的配套措施，但若採計太少考科，

十分憂心未來新生素質不佳。 」（20170108 中國時報 180-6） 

「郭鴻基認為，雖然學習不該被考試帶著走，但考試還是有絕對的影響力在，若申請

入學大學只需採計國英數 3 科，許多學生可能全力拚 3 科，但進了大學科系之後，才

發現不是興趣所在，多走許多崎嶇路。」（20161203 中國時報 138-3） 

 

從台大方所選擇的用詞可以發現，雖然台大認為「考試」很重要，但在大學考招

改革這個論述場域之中，「考試」是一個負面的詞彙，被解讀為「只想用考試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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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是必須澄清的事情。而明明認為考試有影響力、明明認為學生不考社會

科與自然科會影響其興趣探索，卻還是要說「學習不該被考試帶著走」。 

從台大的主張之中，我們可以很確定台大對於考試的信賴，但台大卻不能名

正言順地說，考試最有用、考試最公平，反而必須表達「台大完全不反對申請入

學參採學習歷程檔案的重要性 」，縱使台大認為學習歷程「由高中各校提供，

沒有跨校比較基準，缺乏全國性的信度與效度」。從台大對於考試和學習歷程的

態度看來，「學習歷程/備審資料」顯然是現在與未來的趨勢，而「考試引導教

學」是一種不應該的事情；「多元適性」、「找到興趣」是大家對於大學考招的

期待，台大在媒體上的發言必須順應這樣的期待進行論述，否則便會影響台大的

形象，被視為「走回頭路」、「聯考復辟」等等，這些不融入教育改革的主流思

想。 

雖然清大認為考試與分數不該作為大學考招改革的重點，但台大對於考試科

目不足的考招方案無法接受，招聯會依然選擇以增加學測考科而非改變時程的方

式回應台大，而不顧高中端強力的反對，這是招聯會對於「標準」的妥協。課堂

與考試能夠代表學習成果嗎？課堂以外的學習成果、考試以外的學習成果，大學

招生要不要重視？要多重視？大學考招改革的拉鋸由此而生。 

相類似的對立觀點也出現在兩派教育團體的論辯之中，不過是體現過去對於

聯考的印象如何影響參與者對於「考試」的詮釋。「反對一試定終身」的論述，

自教育改革啟動以來便存在於教育改革論述的結構之中，當時聯考反對者認為一

次考試的失常對於學生造成的影響太大，因此主張要有多元的入學管道，讓學生

擁有第二次的機會。不過「一試定終身」的論述，走入目前大學考招改革的脈絡，

卻被轉化為對於「考試定終身」的抗拒，台家盟等教育團體便認為應當降低考試

成績在招生採計之中所佔的比重，避免「考試引導教學」對學習帶來負面的影響。 

過去對於聯考的批評，在不同參與者的解讀之下可能反而是聯考的優點，例

如秦夢群（2004）提到教育學者認為「考生依照過去錄取分數選填志願而強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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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排名，不利大學良性競爭」是聯考的缺點，然而國教盟等提出「一次分發」、

「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的教育團體確認為，學生分數代表學生的選擇權，兩

階段分發造成高分低就的現象，是不顧學生選擇權的表現。大學入學制度是否應

當有明確的「升學標準」？這個「升學標準」應該是考試成績？學習歷程的審查

標準？還是明確的大學排名和與考試成績相符的入學結果？反對「一試定終身」

的教育團體則提出，一次分發會「回到聯考時代只看分數和排名的迷思」，但是

排名是一種迷思還是既存的事實呢？ 

 

二、高中育才的關鍵：升學引導教學 

考試作為一種有鑑別度且象徵公平的「標準」，受到台大與國教盟等教育團

體推崇；而支持多元適性的價值，將學習歷程是為大學多元入學制度重點的招聯

會與台家盟等教育團體，則以抨擊聯考的方式加以回應。當大學多元入學以「多

元評量」的概念引入學習歷程，學習檔案的評量標準同時被學習歷程的支持者與

反對者忽視，前者強調學習歷程的多元適性，後者強調標準化測驗的信效度，但

是有信效度的學習歷程審查標準或是多元適性的考試系統有沒有可能出現呢？ 

對於高中端而言，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就是引導大學入學制度設計的明燈，必

修課程對應到學測，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對應到分科測驗，搭配多元選修與校本課

程的發展，以學習歷程紀錄學生在高中探索發展的過程。高中端理想的大學升學

制度是依循高中課程規劃設計，然而大學端卻不見得有這樣的考量，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規劃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作為人才培育的目標，但是在大學考招改革的

討論之中，未見大學端對此有任何的討論。 

雖然招聯會在 0329 的新聞稿中提到「大學入學命題將逐漸朝向綜整與基本

能力素養而非片斷的記憶性知識，強調新課綱素養及跨領域之精神」，但是新課

綱三面九項的素養皆可以由標準化測驗加以評量嗎？大學入學考試要如何評量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或是「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大學端對於三面九項

 



	

	
	

163	

核心素養理解嗎？認同嗎？大學選才的標準應當作為引導考試題型和學習歷程

的方針，然而在「多元適性」、「大學自主」的論述之下，招聯會將大學選才的

標準交由大學各校系自主決定。當「素養導向」成為教育改革論述之中的新興名

詞，「素養導向」的課程、「素養導向」的考試， 便成為「政治正確」的論述，

但對於「素養」的定義是否有一致的共識，卻沒有被進一步地審視。 

學習歷程作為一種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又譯卷宗評量）的形式，

其實是評鑑素養的方法之一，同時不管是發展素養導向的標準化測驗，還是發展

檔案評量的標準，明確的學習成果皆是評量施行的重點（David Pepper, 2013）。

在「十二年國教課程規劃與行政準備手冊」之中，素養評量「應重視核心素養的

知識、能力與態度在實際生活應用之檢核」，可以參考的方式包括（潘慧玲，

2016）： 

 

「（一）表現本位評量（performance- based assessment）--從真實情境或任務賦予，

評量學生分析、 團隊合作、實驗、解決問題等能力；（二）卷宗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

-- 卷宗可以評估學生將知識、技能與態度運用於適 當情境脈絡中的歷程，以及學生

在某種學習項目上進步或改變的 情形；（三）學生自我評量（self-assessment）-- 由

學生檢核自己的學習結果，透過管理與監控自己的學習歷程，提升後設認知的能力。」 

 

學習歷程（portfolio）無疑屬於一種素養評量的方法，當高中端的多元選修課程

發展進度也良莠不一，期待大學入學制度的設計，能夠鼓勵甚至導引高中多元選

修課程的發展，然而大學端卻無意於學習歷程的審查之上，研擬素養評量的方法

與標準，或是進一步的在大學選才標準上發展共識。高中課程與大學升學之間的

關係就像「雞生蛋，蛋生雞」、「敵不動，我不動」，距離「明確可供測量的學

習成果」仍然遙遙無期，發展素養導向的評量機制，也因此困難重重。 

教育部長潘文忠認為未來的教育應當「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必須重視學生個

人差異及學習歷程，不能再用一致標準、進度套用到每一個孩子」（20160521

自由時報 11）。然而，不使用一致的標準不代表沒有標準，如何在多元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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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設計差異化的標準，對於學生素養加以評量，不但考驗教師在教學現場的評

量能力，同時也是大學多元選才能夠讓人信服的關鍵。 

 

三、學生學習的代言：改革討論缺乏學生聲音 

本節的分析由不同參與者的立場出發，招聯會、台大與高中端各有其主張，

教育團體亦有針對特定議題提出支持與反對意見，教育部和立法委員則分別在政

策的推動上扮演規劃方向的決策者與點出問題的監督者，影響招聯會的實際行動，

在比較眾多參與者於媒體報導中的論述以後，也可以發現學生的聲音未受到重視。

在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過程之中，清大說學生反對考試的延後，台大說高三下錄

取大學的學生無心學習，高中說考完再招能讓學生安心學習，教育團體說一次分

發才是學生選擇權的表現。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皆由學生的角度出發討論，學生成

為論述中的主體，每個人都要「為學生好」，那學生的聲音在哪裡？ 

在過去「反十二年國教」、「反黑箱課綱」的活動之中，都可以看到高中生

對於教育議題的積極參與，學生是課程的學習者，學生是接受大學入學評量的考

生，學生是接受教育的主體，學生對於課程、評量與教育的經驗，應當被其他利

害關係人所正視，而非以學生作為立論的基礎，為學生代言卻忽略學生真實的聲

音。教育改革的決策必須基於研究證據和合理論證，當學生經驗作為不同參與者

立論基礎的同時，這樣的論證是否經得起考驗？傾聽學生的聲音不代表將決定權

交給學生，而是學生真實經驗應當作為評估政策的考量，而非讓決策立基於其他

利害關係人對於學生的揣度之上。 

 

從上述分析的內容可以發現，各個參與者所提出的論述其實並不僅限於大學

考招改革，而是牽扯到整個教育改革的思想轉換，只是藉由考招改革的議題使之

加以展現。當媒體在報導教育改革或考招改革的時候，這些論述很難被完整的說

明呈現，因為報導大多聚焦在具體的政策實施的議題上，很少針對單一理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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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辯證，讓人以為理念只是空談的漂亮話。但是理念的討論與思辯其實是相

當重要的，如果改革的參與者不將理念做為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加以對話，那麼

共識的形成必然停留於表面。 

 

第三節、 大學考招改革的媒體再現 

在前兩小節的分析過程之中，研究者以媒體報導中不同的消息來源作為分析

單位並進行初步分類，包括大學端、高中端、教師團體、家長團體等等。第二小

節的分析研究者多以雜誌訪談或新聞稿做為主要分析的資料，媒體報導則作為補

充，因為媒體報導經過較多篩選與重新詮釋的過程，有偏離發言者原意的可能。 

研究者清楚媒體使用的標籤不能夠代表該群體共同的想法，同樣身分的人可

能對某些議題的態度是針鋒相對的。但研究者不禁思考，媒體在撰寫報導的時候，

是否會留意這樣的差別而在撰文的過程之中有所留意？還是媒體的呈現會讓人

以為特定單位的發言足以代表整個群體？ 

在第三小節的分析之中，研究者則希望探討媒體再現的過程中，不同的參與

者如何以成為媒體消息來源的方式，讓其論述在媒體場域中傳播，而媒體對於這

些消息來源和其論述，如何在篩選與詮釋之下，建構出不同參與者和大學考招改

革的形象。 

 

壹、消息來源的再現：參與者的媒體音量 

考招改革的利害關係人同時作為媒體報導的消息來源與參與者而存在，透過

媒體報導發表看法的同時，參與者之間也在進行相互詮釋的動作。這些參與者/

消息來源所樹立的媒體形象，將影響媒體和閱聽人對其話語的詮釋，同時這樣的

形象也會受到其他考招改革參與者的發言而有所影響。 

為了瞭解不同參與者在媒體場域的曝光程度，研究者首先對報導進行量化的

內容分析編碼，計算每間報社每篇報導當中所出現的消息來源。研究者所編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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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來源包括大學端（招聯會13、台大）、高中端、教育團體（分為支持一次分

發與支持兩階段分發14兩派）、政府（教育部、立法院）和學生幾種，由於立法

委員出現的報導是針對教育部進行質詢，因此近乎完全重複，因此研究者將兩者

合併為「政府」，不另加分析。 

 

表 4-4 

大學考招改革新聞之消息來源 

篇數

(比例) 
招聯會 台大 高中 

教育團體 

一次分發 

教育團體 
兩階段 

分發 

政府 學生 
報導 
總數 

中國 

時報 
21 (45%) 8 (17%) 9 (19%) 8 (17%) 7 (15%) 9 (19%) 3 (6%) 47 (13%) 

自由 

時報 
39 (54%) 9 (13%) 26 (36%) 14 (19%) 17 (24%) 10 (14%) 3 (4%) 72 (20%) 

蘋果 

日報 
18 (56%) 5 (16%) 6 (19%) 2 (6%) 6 (19%) 6 (19%) 2 (6%) 32 (9%) 

聯合

報 
68 (44%) 24 (16%) 54 (35%) 23 (15%) 14 (9%) 21 (14%) 8 (5%) 153 (42%) 

中央

社 
22 (37%) 4 (7%) 16 (27%) 15 (25%) 8 (14%) 9 (15%) 1 (2%) 59 (16%) 

全部 168(46%) 50(14%) 111(31%) 62(17%) 52(14%) 55(15%) 17(5%) 363(100%)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述資料中可以看出，招聯會是大學考招改革相關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

因為大學考招改革的新聞大多順著招聯會常委會和會員大會的召開而引發媒體

關注，因此將近五成的報導引用招聯會的說詞作為消息來源。引用順位排名第二

的則是高中端，有三成的報導引用高中老師、主任與校長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看

法作為消息來源。其中自由時報與聯合報選擇高中端作為消息來源的比例分別為

36%、35%，明顯高於中國時報和自由時報的 19%，之間的差距達 15%，是各家

                                                
13	 由於清大擔任招聯會的召集人，因此研究者將消息來源為清大者編入招聯會計算。	
14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雖然為教師團體，然而其反對高中端提出的先考後招方案，因此研究

者在編碼時將之歸類於支持兩階段分發的教育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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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對於引用消息來源之偏好最明顯的地方。兩派教育團體、台大與政府的消息

來源引用比率在 14％~17%之間，差距不太明顯。引用學生看法作為消息來源者，

僅佔全部報導的 5%，顯示作為學習主體的學生，其聲音在媒體再現的過程中被

嚴重忽略。 

 

一、招聯會的聲音與反對招聯會的聲音 

媒體報導對於招聯會消息的引用，時常會作為新聞背景而存在，因為高中端

提出訴求的對象是招聯會、台大提出訴求的對象是招聯會、支持一次分發的教育

團體提出訴求的對象是招聯會，當所有參與者皆選擇招聯會作為批判的對象時，

招聯會的回應自然會重複出現在不同報導之中。相對而言，除了支持兩階段分發

的教育團體批評支持一次分發的教育團體所提出的「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以

外，絕大多數的媒體報導呈現的是不同參與者對於招聯會方案的反對意見。當招

聯會成為不同參與者之間的標靶時，也反映出參與者之間的意見缺乏互動。 

在 168 篇引用招聯會為消息來源的報導之中，有 69 篇報導只有引用招聯會

所提供的資訊作為消息來源，佔引用招聯會的報導中 41%，佔全部報導的 19%。

因為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複雜性，第一階段的討論又將時程分為甲到己六種方案，

許多報導光是敘明大學考招改革的背景，六種時程方案的差異，列舉學測與分科

測驗兩種入學測驗的考科，或是解釋學習歷程的內容與用途等等，就已佔去大半

篇幅，沒有空間置入其他消息來源的看法。與此同時，招聯會對於大學考招改革

的觀點與詮釋，在缺乏與其他觀點比較與挑戰的狀況下，變成為媒體場域中暫時

具有支配地位的論述。 

佔據支配地位的論述，必然會受到其他競逐論述的挑戰。在媒體報導之中可

以看到高中端對於招聯會方案的詮釋、教育團體對於招聯會方案的詮釋、台大對

於招聯會方案的詮釋等等，例如以下國教盟便將招聯會的方案詮釋為「繼續學半

套的歐美入學制度」，是不尊重民意且不負責任的表現（20160919 中國時報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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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端在 0205 的連署之中，也將招聯會 1202 提前釋出的草案，詮釋為「外界流

傳的規劃草案」，將嚴重傷害高三選修課程的學習（20170205 高中連署-3） 。

而北一女中校長則把台大與清大的意見不合詮釋為「台大、清大在意的是如何招

到優秀學生，很多其他大學是害怕招生不足。」，以道德層次出發批評大學競搶

優秀學生的算計，或是擔憂招生不足的本位主義（20170107 聯合報 176-5）。 

清大作為招聯會的召集人，對於這些批評並沒有正面回應，但同樣負面詮釋

其他參與者所提出的方案，「 … 甲案是高中和台大最愛的方案…他警告說，這

個方案將剝奪高中生自主學習、自我探索的機會，等於是走回頭路。」（20160623

聯合報 43-1） 。不過，適時的站在其他參與者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述，也是清大

（招聯會）表現出已經整合眾人說法，來支持自己論述的方式，「現在大學端常

抱怨，學生到大學後都只會解題，對於思考問題的能力不足；高中老師則抱怨，

努力沒被大學看到。」（20161201 聯合報 118-6） 。 

在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之中，參與者運用負面的論述詮釋對立者的方案，「傷

害完整學習」或是「剝奪高中生自我探索」等等。站在其他參與者的角度發言，

則是將自己的論述與他人連結的方式。不過總體而言，在媒體對於大學考招改革

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媒體如何強調參與者之間的對立，只要一個報導引用兩個以

上的消息來源而出現不同參與者的多重觀點，大多可以看到媒體文本如何凸顯招

聯會與其他參與者之間的鮮明的立場差異。 

 

二、 連署力量大？意見匯聚下的集體形象 

為了分析各方參與者在大學考招改革討論的不同時期中，媒體報導的曝光程

度，研究者以量化的方式將報導引用的狀況依照研究分析第一節所區分的三階段

對相關報導進行劃分，從長條圖中可以發現除了招聯會以外，不同階段掌握媒體

發言權的單位是不同的。第一階段主要是支持一次分發的教育團體，透過教育團

體之間串聯的方式，共同召開記者會並反覆提出「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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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到相當一定的曝光度（35.8%，39/109），堅定的對招聯會提出兩種招生管道

一次分發的建言。而高中端則是由 252 位高中校長主任於 2017/02/05 與

2014/02/27 所發起的連署，讓來自高中的意見匯聚一個整體，在第二階段（37.2%，

48/129）與第三階段（40/4%，38/94）成為與招聯會不相上下的媒體報導引用消

息來源。 

 
圖 4-10 各階段消息來源引用數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雖然參與 2017/02/05 與 2017/02/27 高中連署的校長主任，無法代表全體高

中人員發聲，但是透過媒體報導的詮釋，這便是高中意見的代表。比起在第一階

段時，高中端的意見僅僅出現在對於招聯會方案的評論之中，散落且沒有明確的

主張，高中連署在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確實發揮擴大媒體影響力的作用，將一個

由高中立場思考的大學考招方案，傳遞給社會大眾，宣示高中端對於大學入學制

度改革的重視，以及面對 107 課綱課程改革的決心。如果高中端並未連署提案，

那麼高中端的意見便只能依附在招聯會、台大、教育團體等單位的論述之下，不

足以形成一股讓人正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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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儘管高中端連署提出其認為依照 12 年國教課綱所設計的考招方案，

其他參與者對於高中端方案的詮釋卻相當稀少，除了招聯會必須面對高中連署的

訴求並給予回應以外，只有全教總對高中端方案只有在三篇報導中出現，回應對

於先考後招的反對意見。在中央社的某篇報導之中，便出現台大對於高中端方案

「先考後招」理念的支持： 

 

「臺灣大學註冊組主任洪泰雄也表示，如果學生的物理、化學、數學只有高二程度，

到大學念物理、化學、數學等系，就會覺得很辛苦；既然高中端認為延後招生時程能

讓學生完整學習，大學端的招生作業也可以配合延後到暑假，雖然會有一些技術性問

題，但相信還是可以克服。」（20170207 中央社 227-5） 

 

聯合報與自由時報也有將 0205 高中端的連署與 0107 台大教授的連署放在一起比

較，因為兩方皆支持「先考後招」。不過總體來說，由高中端、教育團體或台大

所提出的對立論述，仍然是以招聯會作為挑戰的對象。高中端因為與台大在學測

考科數目上的歧見，並沒有試圖整合論述的動作，媒體也鮮少將不同的論述置於

同一篇報導加以比較。 

 

貳、改革目標的再現 

大學考招改革的長程規劃目標有四點，「大學選才多元、高中教學活化、學

生學習完整、促進社會流動」，於 2014 年 5 月招聯會送教育部審核通過其中。

大學考招議題中所有的論述，幾乎都會與這些目標有所關聯，同時這些論述出現

的狀況，也反映在大學考招改革報導之中不同目標出現的頻率。為了評估媒體對

於大學考招改革目標的再現，研究者首先對不同參與者所提出的論述進行分析，

將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歸納為兩個重點：大學考招制度如何「選才」？大學考招

制度如何影響高中「育才」？所有的參與者立論的出發點，必然不離開這兩者。

其中「高中教學活化」與「學生學習完整」便是屬於「育才」的目標，「大學選

才多元」與「促進社會流動」便是屬於「選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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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綜合整理相關的論述以後，發現與「育才」有關的論述包含推動多元

選修課程、多元適性育才、完整學習、確保學生競爭力、反對考試引導教學。而

與「選才」有關的論述則包含：學生選擇權、公平性/鑑別度、反對考試定終身、

降低城鄉差距、多元適性選才。其中，關於「多元適性育才」、「完整學習」、

「確保學生競爭力」、「降低城鄉差距」這幾項論述上，不同的參與者會因應其

主張而提出不同的詮釋。 

研究者依照參與者所提出的主張，將上述的論述加以分類，並在不同參與者

對於同樣概念有不同詮釋的部分補充說明，羅列於表 4-5。由於反對一試定終身

的教育團體聯盟所提出的論述與招聯會非常接近，同時獲得的媒體關注度也不如

主張「多元同步最優入學」的國教行動聯盟，因此研究者並未將其論述加入表

4-5 比較。 

表 4-5 

大學考招改革參與者與其論述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招聯會 台大 高中 一次分發 
教育團體 

育

才 

完整學習：適性

學習 

以學習歷程引導

多元適性育才 

確保學生多元表

現競爭力 

多元選修課程 

反對考試引導教

學 

完整學習：教完再

考 

以考試引導多元

適性育才 

確保學生學科競

爭力 

完整學習：考完再招 

以學習歷程和考試引導

多元適性育才 

多元選修課程 

完整學習：教

完再考 

學生學力 

選

才 

反對考試定終身 

多元適性選才 

由招生策略降低

城鄉差距 

 

公平性/鑑別度 

簡化招生採計項

目降低城鄉差距 

多元適性選才 

 

學生選擇權 

公平性/鑑別度 

簡化招生採計

項目降低城鄉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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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可以發現，招聯會與高中端的論述較為接近，而台大的論述則與主張

「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的教育團體相雷同。其中，招聯會與台大多出「確保

學生競爭力」的論述，而高中端則未提及關於「降低城鄉差距」的論述。 

 

 
圖 4-11 大學考招改革的目標與論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為了說明大學考招改革的目標與論述之間的連結，研究者將表格中的論述繪

製為圖 4-11，將不同參與者的論點繪製於同一張表上，比較四個考招改革目標被

述及的狀況，其中虛線為批判性質的反向陳述。可以發現有些論述其實是彼此衝

突的，像是對於「甄選入學」的設計如何回應學生學習完整，不同的選項其實代

表不同參與者以不同論述加以詮釋的結果。  

 

一、改革目標定義權的競逐 

從對應至目標的箭頭數目之中可以看出，「學生學習完整」此目標的論述最

為複雜，來自四面八方的箭頭代表不同參與者對於「完整學習」詮釋的差異，不

同的參與者在媒體場域之中競逐「完整學習」的定義權。「多元選修課程」的實

踐是藉由適性探索達成完整學習的方法、「學習歷程」的採計是達成完整學習的

方法、甄選入學不同的時程安排也各自代表不同的學生完整學習、透過「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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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確保學生學力也是一種完整學習的方法，對於什麼樣的大學考招制度能夠帶來

「學生學習完整」，不同的參與者皆有不一樣的想法與規劃。 

 而關於「大學多元選才」與「促進社會流動」這兩個與「選才」有關的目標，

則與「考試」和「學習歷程」兩個大學入學參考資料有關聯。台大與支持一次分

發的教育團體偏好以考試，因為考試制度簡單公平，不會因為家庭背景差異而產

生資訊不對稱的狀況，不但可以確保學生學力而且有鑑別度。招聯會與高中端的

論述偏好前者，認為學習歷程有助於適性揚才，同時在甄選入學時可以給予弱勢

生的學習歷程較高的評價，達成結果上的平等。 

 媒體場域中不同的論述有其論述次序，透過組織不同的論述形構而誕生，不

同的參與者透過結合價值與選項來回應改革目標，以不同的論述形構競逐論述的

主導權，排列下形成論述次序，研究者試圖透過圖像化的方式來表達改革目標、

選項、價值和顧慮之間的關聯。如果將參與者論述的分布視為論述的邊界，也能

讓看出不同參與者觸及的範疇，招聯會的論述最為完整地涵蓋四項目標，而高中

端的論述未觸及「促進社會流動」，台大與支持一次分發教育團體的論述未觸及

「高中活化教學」。「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雖然以「學生選擇權」作為提倡

一次分發的理由，但是與四項考招改革目標卻未有連結，因此無法獲取其他參與

者的支持。 

 

二、關注「育才」勝於「選才」 

除了不同目標背後有不同的論述相互競逐，目標之間在大學考招改革報導上

的曝光程度，也會出現相互排擠出現頻率的狀況。儘管「大學選才多元」應該是

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當中，最應該被討論與重視的目標，但是在本次大學考招改革

的討論之中 「學生學習完整」卻是媒體再現的重點，有 135 篇報導（37%）提

到「完整學習」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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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習歷程」作為「大學選才多元」的多元參考資料，但是被賦予引導高

中多元選修課程發展的責任，因此不斷地被視為「高中活化教學」的關鍵，對於

學習歷程本身的選才功能，也就是審查標準的訂定，反而沒有被多加關注。「促

進社會流動」的目標，也只是「學習歷程」支持者與反對者相互攻防的理由之一，

並沒有成為媒體報導再現的焦點。 

不過，儘管媒體關注大學考招改革如何影響學生學習，但報導對於「學生完

整學習」的再現，卻主要停留在學生學習時間長短的影響，學習三年高中課程的

學生，就一定會比學習兩年高中課程的學生，表現得更優秀或更適合讀大學嗎？

什麼樣的學習才是有意義的學習？媒體再現之中與「學習」有關的論述仍然停留

在表層的時程安排，尚待深化學生學習的意義。而關於「高中活化教學」，媒體

雖然多次提及「多元選修課程」，但是大學考招改革報導卻缺乏對於十二年國教

高中課程改革的關注，何謂多元選修課程也僅出現零星三兩篇報導。大學考招改

革雖然追求完整學習，但報導卻未能描繪未來高中學習的樣貌與可能。對於多元

選修課程的開設是否會出現城鄉差距？其實也觸及高中課程設計在「多元適性」

與「普及」之間，可能會有的矛盾，然而這些討論卻未被多加著墨。 

總結以上，媒體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目標的再現重視制度設計對於高中「育才」

的影響，勝過大學「選才」本身的功能。但是不管是對於「育才」前景的描繪，

還是「選才」標準的探討，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皆未深入探究兩種目標背後理念

可能延伸的兩難，相關的討論僅停留於制度設計的表面。 

 

參、 媒體再現的特質 

除了關心媒體對於大學考招改革報導的內容，例如消息來源與相關論述，研

究者認為媒體報導的撰寫方式，對於呈現大學考招改革這個議題，也會有相當大

的影響。現代媒體營運的步調快速，特別是網路電子媒體，記者必須在事件發生

的短時間內產出一定篇幅的報導，而網路資訊的暴增，也讓吸引點閱率變成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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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事情。在這樣的結構環境之下，電子媒體報導的特色會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於

議題的詮釋？ 

在文獻探討的部分，研究者整理國外對於教育改革議題相關的媒體報導所做

的研究，Saenz 等人（2010）發現報導對於政策缺乏說明、缺乏研究根據，且強

調政策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競爭關係。Mansell（2013）發現媒體以誇張的方式、

錯誤的詮釋呈現教育議題的報導，誤導社會大眾。Saraisky（2015）發現媒體報

導消息引用來源單一，被少數政策菁英與研究人員主導。受到上述研究成果的啟

發，研究者特別關注媒體報導是否有助於社會大眾瞭解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以

及媒體報導為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塑造怎麼樣的形象。 

 

一、充斥專有名詞且未說明 

關於大學考招改革的新聞報導，媒體傾向直接轉述消息來源的說法，因此報

導之中充斥著「新型學測」、「分科測驗」、「學習歷程」、「加深加廣選修」

等等名詞： 

 

「目前已確定的大學『考招連動』主要架構，將採『X+Y+P』模式，『X』為新型的

學科能力測驗，以現行的學測、指考兩試合一為基礎，考 12 年國教課綱中必修科目，

如國、英、數、社、自。 

『Y』為新增的分科測驗，考 12 年國教課綱中彈性選修課程或加深加廣內容；『P』

指的就是明年起將在全國各高中職實施的『多元學習歷程檔案』，都擬納入招生採計。」

（20160602 聯合報 26-3, 4） 

 

過去的學測也是考高中必修課程，為什麼要在現有的學力測驗前面加上新型，報

導沒有說明。學測與指考合一的意思代表的是在入學考試範圍的部分合一？還是

在升學功能的方面合一？如果是前者的話，指考其實包含高三選修課程，如果是

後者的話，報導應當說明清楚兩種考試在招生管道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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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未說明「12 年國教課綱中彈性選修課程或加深加廣內容」包含的範圍

是什麼，而且分科測驗其實測驗的是「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的範疇。同樣「多元

學習歷程檔案」包含範圍與項目、呈現格式、審查標準，媒體報導之中通通沒有

進一步的解釋。「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作為一個十二年國教課綱底下的新名詞，

研究者認為如果要清楚的解釋，就應該說明如下：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奠基在高中必修課程之上，過去是高三的選修科目，與高一

二必修課程共同列入指考範圍，但是在新的未來考招制度中被獨立出來，作為『分科

測驗』的考試內容；不過『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並不限於分科測驗的考試科目，也有

其他非考科的加深加廣課程。」（研究者自行舉例） 

 

不過受限於網路報導的篇幅限制，記者通常不會對這些名詞詳加解釋，對於資料

的正確程度更缺乏驗證，比如說彈性選修課程其實並未被列入分科測驗的內容之

中。 

考招改革第一階段的甲乙丙丁戊己六案討論，更是一個在專有名詞上疊床架

屋的過程。六案時程是在安排「新型學測」、「分科測驗」、「甄選入學」、「分

發入學」的時間順序，報導內容必須說明六案之間時程安排的差異，以及不同參

與者對於六案的看法：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執行秘書戴念華表示，目前的 6 個考招時程方案中，公聽會

及其他座談會上獲得較多支持的是將考試延後到高三課程結束後的甲案，以及現況微

調的戊案，高二考一次、高三考一次的丁案，以及高三寒假考完的己案支持度較低，

但目前都尚未定案，還在蒐集各方意見。」（20160919 聯合報 66-2） 

 

在這樣的敘述之中，很少有媒體能夠說明清楚六種方案以及這些方案的優缺點，

比如說乙案和丙案的訊息便很少出現在第一階段的報導之中，然而高中端於第二

階端提出的訴求，其實就是接近乙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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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有名詞呈現資訊的方式並非主要的問題，只是記者對於這些名詞以及其

差異是否真的理解？媒體對於這些名詞缺乏說明，或是提供錯誤的說明，會讓閱

聽人無法理解或是誤解這個議題。而專有名詞充斥報導的狀況，這個議題變得複

雜且不利一般大眾關心與討論，無助於教育改革的公眾參與。也無怪乎蘇姓立委

會要求教育部「講人話」： 

 

「民主進步黨籍立委蘇巧慧質詢時表示，不管是 X、Y、P，外界都很難懂，『可否

用更直白的語言跟人民溝通？」』蘇巧慧說，其實仔細研究，上述改革只是『現況微

調再精進』，跟現行制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家長聽到 X、Y、P 等名詞就感到恐慌。

另外她也質疑，招聯會在討論過程中，學生的參與不夠。潘文忠承諾要讓招聯會想辦

法，以更簡要的方式讓家長聽懂。」（2017/3/16 中央社 322-4） 

 

以 X 代稱「新型學測」，以 Y 代稱「分科測驗」，以 P 代稱「學習歷程」，這

樣的做法或許可以讓瞭解這個議題的參與者，在溝通的過程之中能夠少打幾個字，

並且讓畫面呈現變得較為簡潔，不過使用代號的做法，卻讓一般民眾難以理解和

參與。 

 也就是說，專有名詞的使用是招聯會與高中端等瞭解議題的參與者的慣用敘

述，當記者採訪不同消息來源的同時，這樣的字句使用習慣也直接延伸到報導的

呈現。舉例來說，如果閱聽人看到報導內容出現「（清大副校長） … 甲案是高

中和台大最愛的方案…他警告說，這個方案將剝奪高中生自主學習、自我探索的

機會，等於是走回頭路。」（20160623 聯合報 43-1），記者並未將「甲案代表

學測與分科測驗皆移至高三課程結束後進行」這樣的資訊納入報導的行文之中，

倘若閱聽人也不瞭解甲案代表的意義，那麼這篇報導便只能給予閱聽人一個資訊：

清大對於這個議題想法與台大和高中不同，但具體而言不同在哪？為什麼不同？

卻缺乏進一步的釐清，很可能讓閱聽人留下「議題複雜難懂」的印象，而選擇忽

略關心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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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篇報導中偏重單一觀點的呈現 

消息來源的引用比例會影響議題發展的方向，雖然各個報社對於不同消息來

源引用的狀況差異不大，然而研究者發現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很少出現「單篇」

報導之中出現兩個以上消息來源的狀況。不同報社的記者針對單一事件可能會採

訪不同的參與者，然而記者可能將不同參與者的看法分寫於兩篇報導，因此單篇

報導之中便缺乏多元觀點的呈現。由於這樣的狀況難以藉由引用媒體文本來加以

說明，研究者便將「引用兩個或以上的消息來源」作為篩選的標準，檢視大學考

招改革 363 篇媒體報導，發現僅有 26%的報導（93 篇）符合這樣的條件。 

也就是說，在其他 74%的報導之中，記者僅引用單一消息來源的看法呈現不

同的事件，包括教育團體提出「多元同步最優入學方案」、高中端提出「最符合

107 國教改革的大學考招方案」等等。在這些事件的報導之中，閱聽人只能看到

一種觀點，教育團體支持一次分發、高中端支持先考後招等等，閱聽人無法比較

這種觀點和招聯會方案的不同之處，反之亦然，引用招聯會觀點的報導也不會說

明其他參與者對於議題的看法。 

這些單一觀點的報導處理參與者之間不同觀點的方法，便是將其中一方的意

見也大多做為報導的背景敘述： 

 

「高中老師發起連署，認為招聯會大學考招案不符 107 課綱精神，呼籲教育部與各大

學退回。招聯會發言人、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表示，他們研擬的方案在精神上呼應

107 課綱，5 選 4 的考科設計旨在考題跨領域，而非太對準各考科，因此只要考題設

計精準，不會增加考生負擔，表示考科 5 選 4 方向不會變。」（20170227 聯合報 299-1） 

 

例如聯合報的報導便將高中老師連署事件作為背景，在報導內文之中只引用招聯

會發言人的說法作為事件回應，並沒有敘述高中老師連署方案的內容。 

大學考招改革的事件雖然複雜，但是在比較參與者之間不同的意見之後，閱

聽人也應有機會發展出自己獨立的看法。然而，媒體報導的安排，讓閱聽人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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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不同參與者之間觀點的差異，只是為這個議題建立一個「眾說紛紜」的形象，

實際上問題的癥結點在哪？從報導之中並沒有辦法理解。 

 

三、缺乏研究證據佐證論述觀點 

大學考招改革屬於教育政策的討論，雖然不同的議題背後可能會因為信念和

理想的不同而有所拉扯，但是依照研究證據進行政策決定，才是合理的政策發展

模式。Saraisky（2015）便發現美國關於 PISA 的報導，受到消息來源的引用所

限，被少數政策菁英與研究人員主導議題的發展。不過，Saenz 等人（2010）則

發現，關於美國密西根教育改革議題的媒體報導，大多缺乏研究根據加以論述。

而臺灣關於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與 Saenz 等人的發現相同，缺乏研究證據，但

是與 Saraisky 的研究相反，媒體鮮少以教育研究人員作為報導的消息來源。 

 

「成大副校長黃正弘說，現在對高三學生來說，如果甄試上了，下學期根本不會專心

讀書。他說，壓力跟學識是成正比，『愈不給壓力，會愈鬆散。』」（20161129 聯

合報 110-2） 

 

以大學端的意見為例，媒體多半選擇採訪大學校長或教務長，以成大副校長黃正

弘為例，他從大學到博士都是機械專業畢業，擔任系統及機電船舶工程學系的講

座教授，他在學術專業的成就固然令人敬佩，然而對於「教育專業」的議題，他

的理解與一般高中教師相比，誰比較可以相信呢？「愈不給壓力，會愈鬆散。」

是成大副校長的個人觀點，還是一個可以採信的研究證據？ 

 

「郭鴻基認為，雖然學習不該被考試帶著走，但考試還是有絕對的影響力在，若申請

入學大學只需採計國英數 3 科，許多學生可能全力拚 3 科，但進了大學科系之後，才

發現不是興趣所在，多走許多崎嶇路。」（20161203 中國時報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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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務長郭鴻基在本次大學考招改革之中，也是媒體經常採訪的對象，他是大

氣系的教授，「考試還是有絕對的影響力在」顯然也是一種個人觀點的表述，而

申請入學只採計國英數三科，可能會讓學生沒有辦法探索大學興趣所在，更是他

個人對於未來的推測而已。 

關於大學多元入學有相當豐富的教育研究，不管是傳統的師範院校或是各大

學的師資培育中心，但是媒體記者對於大學端的意見，卻傾向於採訪非教育專業

的大學教授觀點。這些大學教授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對高中學生面對考試、面對

升學的方式進行推測，這些推測可能是本於他們對於學生的理解，然而他們瞭解

高中學生嗎？這些推論有研究根據嗎？ 

 相較於大學教授對於學生表現的推測，高中端的教師，則是以其教學經驗出

發進行論述： 

 

「（高中老師）許麗吉說，申請入學時程延後固然值得肯定，但應等分科測驗考完後

再一起進行招生作業，才能解決問題。」（20161129 聯合報 109-4） 

 

許老師認為的問題，是高三下學習被甄選入學的招生作業給打亂的問題，站在教

學實務現場提出這樣的訴求，確實比大學教授的說法更有根據。不過，對於「問

題」的定義，其實也是許老師個人的觀點，也有老師認為「筆試壓力」才是高中

教學真正的問題： 

 

「（高中老師）黃致誠認為，未來若申請入學也需採計加深加廣選修，對大學端而言，

靠學測、加深加廣選修兩種考試工具，就可決定錄取名單，學習歷程檔案角色恐被弱

化，高中學生在筆試壓力下，也難有餘力發展學習歷程檔案，恐讓學習歷程檔案走向

邊緣化，申請入學和分發入學的差別也消失。」（20170207 聯合報 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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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認為若將申請入學延後至分科測驗以後，會造成學生莫大的筆試壓力，讓

學習歷程檔案無法被大學端以及學生重視，會讓申請入學與分發入學都變成考試

入學，黃老師的論述之中，其實也出現對於大學端選才的揣測。 

不管是大學考招改革制度對於高中教學的影響，還是大學端認為合適的大學

入學參考資料，大學端與高中端都有出現以自己的觀點揣度他者的狀況，這是受

訪者本身的態度呢？還是在媒體的問題引導之下而誕生的回應？以課程教學或

教育政策為專業的教育研究者，在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之中相當影薄，為什麼媒

體對於消息來源的採訪，會偏離受訪者本身的專業或經驗？為什麼媒體報導對於

教育議題傾向於呈現利害關係人的個人觀點？ 

 媒體報導呈現的大學考招改革議題，缺乏教育專業的討論，人人皆可以由自

己的觀點或經驗發表看法，雖然這是民主社會中言論自由的一種表現，但是所有

報導之中皆以自我觀點經驗出發，便缺乏客觀論證與研究根據。沒有人能夠比較

觀點之間的正確與否，如果關於教育改革的媒體報導皆是由個人經驗與意見出發，

不但讓教育專業的形象受損，更沒有辦法合理的監督與確保政府當局決策的合理

性。 

 

四、負面與衝突的大學考招改革報導 

研究者認為媒體報導的態度，能夠影響議題形象的建立。在大學考招改革的

相關報導之中，研究者便發現媒體是如何刻意的為這個議題樹立起負面且衝突的

形象。以自由時報的兩篇內容幾乎完全一致的報導為例，在第一篇報導之中，「大

學考招連動 高中學習歷程是入學關鍵」（20161202 自由時報 129）是報導標題，

學習歷程作為入學關鍵，是一個正向或至少中立的敘述，不過在第二篇報導之中，

「高中學習歷程是入學關鍵 考生壓力恐更大」（20161202 自由時報 140），學

習歷程則變成帶給考生壓力的改革產物。雖然兩篇新聞的內容近乎一致，但透過

下標題操作的不同，媒體便能夠控制教育改革議題的形象，讓教育部期望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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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招聯會和高中認為有助於學生適性發展的學習歷程，負面的被詮釋為

「讓考生壓力更大」的罪魁禍首。 

媒體除了建構學習歷程的負面形象以外，對於報導不同參與者之間的衝突與

對立也相當熱衷，例如清大接任招聯會召集人，媒體便斷言兩校的選才價值有差

異，或是清大與台大對於時程安排的想法不同，便將此解釋為大學之間競搶學生

的角力： 

 

「長達 18 年以來，大學招聯會都是由台大擔任召集人，直到前年 8 月改由清大接手，

大學招生從考試分發為主，逐步轉向為申請入學為主流，兩校明顯選才價值分道揚鑣。」

（20170107 中國時報 172 -2 ） 

「配合 107 高中課綱的推動，大學考招新方案預定於今年 3 月定案公布、110 年實施。

臺灣社會一直以來都是考試引導教學，大學端怎麼招生，制約著高中階段的學習。主

導大學考招政策的招聯會易主，主導權由台大轉到清大，考招時程的安排，更隱含著

大學之間搶學生的角力。」（20170206 聯合報 215 -1） 

 

大學端之間固然有不同的立場，然而媒體選擇以強化衝突的方式加以詮釋，而不

是好好地說明兩方之間意見的差別。透過簡化雙方論述的方式，強調大學考招改

革議題上不同參與者的對立，而不是就事論事地進行討論。 

 

「大學招聯會明討論大學入學改革新方案，但還沒定案前，教育團體已先內鬨吵翻天。

日前有一派團體主張申請入學、考試分發一次分發到位；今天另一派團體跳出來反對

同步分發，認為這形同聯考復僻，恐走『一試定終身』的回頭路。」（20161201 聯

合報 121-1）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兩派教育團體的意見之爭上，「內鬨吵翻天」的形容，好像

認為教育團體全部都應該有同樣的立場一樣，否則怎麼會解讀為「內鬨」呢？但

是不同的教育團體本來就會有不同的教育理念，理念不合而有不同的看法也相當

地正常，但是媒體就是要強化大學考招改革「爭吵不休」的形象。除了媒體本身

的意圖以外，不同的參與者也傾向以負面的言語回應招聯會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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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連署發起人）藍偉瑩說，招聯會一直說不要考 Y 是為了要維護高三下的加深

加廣，結果卻自己先毀了它。高中真正要的是完整學習，偏偏招聯會就是傲慢，『因

為這個案子過了，107 注定失敗。』」（20170223 聯合報 277 -4） 

 

儘管高中端的理念與招聯會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只是對於如何達成目標的手段，

也就是實際安排的考招改革制度，有不同的見解，但是媒體選擇再現衝突本身，

而非再現衝突背後的原因，在媒體再現的詮釋之下，兩者之間彷彿沒有可以達成

共識的餘地。 

 

「全中教秘書長黃文龍表示，招聯會選擇變動最小，自估失敗機率小、責難少之方案

推出，殊不知大箭在弦的課綱將因此受考招幾乎不調整之影響，高中端各校課程規畫

將被迫推出套餐選修，加上考 10 科模式不變及課綱必修內容降低、招生以考科筆試

成績為尊的現狀不變，高中學生將因考試需求，虛耗 3 年不斷重覆練習考題而無時間

去探求個人未來的方向，未來的情況將比現在更糟，改革注定失敗，這也是高中端學

校、教師集體焦躁群情抗議的主因。」（20170301 自由時報 309-3） 

 

全中教也同樣的負面推論招聯會的改革方案，不過讓人覺得矛盾的是，既然招聯

會選擇「變動最小」的方式進行改革，考招幾乎不調整的話，未來的情況又為什

了會比現在更糟呢？  

研究者篩選所有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之後，發現批評或負向意涵的報導共有

181 篇，佔全部報導的 51%，而傳達支持或認同等正向意涵者，僅有 51 篇（14%）。

在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之中，媒體選擇負向詮釋未來的改變，選擇強化參與者之

間的對立和衝突，選擇強調消息來源對於其他參與者的批評。大學考招改革的報

導以負面的態度處理相關議題，也讓批評教育改革成為媒體報導的慣習，就算兩

種批評可能相互矛盾，媒體也沒有點出這樣的可能性，造就一個永遠無法令人滿

足的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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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結 

一、媒體場域看參與者的權力關係  

從媒體選擇消息來源的過程之中，便決定不同參與者在媒體場域發聲的權力，

由於大學考招改革是由招聯會所主導，招聯會的論述便成為媒體場域之中的主流，

其他參與者皆是以招聯會的論述為中心進行批評與反對。儘管高中端的集結聯署

提出一個高中端立場的方案，試圖角逐論述的主導權，但是這樣的嘗試並沒有成

功。不過，高中端的連署卻顯示出團結的效果，相較於招聯會、台大或教育團體

是一個明確的組織，高中教師卻是為數眾多卻意見分歧的群體。當高中端透過聯

署成為一個發聲的群體，就算這個群體沒有辦法為所有高中教育人員代言，媒體

依舊會將其視為高中整體的意見，並給予大量的媒體篇幅和高度的重視。 

 

二、 改革目標的定義權 

大學考招改革有著多元的目標，而參與者對於個別目標也有多元的詮釋，參

與者提出不同的論述競逐對於改革目標的詮釋，雖然在目標名詞的使用上達成共

識，例如「學生完整學習」或「大學多元選才」，但是相關討論卻只是在制度設

計上打轉，並未深入討論學習的意義、評量的標準、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對

於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媒體再現偏重於制度設計對於「高中育才」的影響，「大

學選才」的功能反而不是報導討論的重點。 

 

三、 未經消化的媒體報導 

媒體作為「公共論壇」的一種形式，應當透過報導增進對於議題的關心與理

解，才能成就公民參與的民主社會（黃維民譯，2002）。但是在大學考招改革的

報導之中，要依靠閱讀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來理解這個議題是非常困難的，媒體

不但以未經解釋的專有名詞凸顯考招政策的複雜性，同時以片斷的方式填充大學

考招改革利害關係人的各種個人觀點，這些觀點缺乏嚴謹的論證與研究根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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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沒有被清楚的釐清。媒體並未妥善的消化來自不同消息來源

的各種意見，而是選擇差異與對立的部分加以呈現，然而在單篇報導之中又偏好

只放置單一消息來源的觀點，雖然媒體本身在消息來源之間是中立的，但是報導

本身卻沒有平衡報導。 

大學考招改革難以透過媒體建立正面形象，媒體除了負面地詮釋大學考招改

革的規劃以外，更是將參與者之間的意見衝突和對立在媒體報導之中加以強調，

衝突本身成為大學考招改革報導的焦點，而真正應當被關注的議題，卻沒有好好

地被說明。這些充斥著個人觀點的大學考招改革報導，交織成大學考招改革的複

雜論述，不但讓教育專業在這個議題上被忽略，更為教育議題建立沒有專業的形

象。 

 
圖 4-12 大學考招改革媒體報導研究分析綜合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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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大學考招改革作為分析的案例，但所分析的論述其實是回應到整體

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本身的結構必然影響大學考招改革論述的產製與詮釋，但

大學考招改革做為教育改革的一環，兩者的關係應是相互辯證的，大學考招改革

論述的建構、改變與移轉，必然影響教育改革論述的結構。過去我國關於大學考

招改革的研究，大多是抽樣調查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於現行制度的想法，鮮少出現

實證研究探討改革過程之中複雜的論述建構過程。因此，本研究希望從媒體報導

的角度出發，提供對於我國大學考招改革論述的合理詮釋，並且作為教育改革論

述中的一部分供執政者加以參考，研究者將於第五章提出更多值得討論與發展的

研究方向。 

 

壹、以學習者為中心但學生缺席 

「以學習者為中心」是近年來教育改革最響亮的口號，不管是以教學法出發

的「翻轉教學」，還是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改革，由教師中心到學生中心的教育實

踐，是教育從業人員都在努力的教育改革目標。但是在大學考招改革的議題上，

學生面臨「被代言」的窘境，其他參與者時常站在學生的立場進行發言，但是招

聯會的諮詢會議很少將學生列為參考意見的對象，而媒體報導也鮮少以學生作為

消息來源或訪談學生的意見。另外，就算學生透過媒體報導發聲，這樣的意見依

舊是個別學生的看法，並沒有可能成為「學生團體」以帶來影響力，學生的意見

在大學考招改革討論的過程之中，仍然是被忽略的聲音。 

在媒體報導再現之中，不同參與者競逐對於「學生完整學習」的定義權，由

此推銷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考招改革方案。在不同參與者的詮釋之下，學生這

個「學習」的主體，受到不同的升學制度設計所操縱，成為升學結構中被擺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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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招聯會認為有助於多元適性選才的甄選入學制度，學生的看法又是什麼？

在王逸慧（2007）的升學制度潛在課程研究之中卻發現，對於某些學生而言申請

入學只是一場騙局，最終還是考試成績代表一切。 

 在教育政策施行的過程之中，「學生表現」或許會作為評估政策成功與失敗

的指標，例如王秀槐與黃金俊（2010）便以不同管道入學的大學生在大學階段的

學習動機和學業表現，比較經由甄選管道入學的考生與考試管道入學的考生哪一

方更能夠適才適所的適應各科系，然而「學生意見」在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場域

之中卻時常被忽略。學生當然不是教育的專家，然而學生作為教育體制的利害關

係人，學生對於教育改革的經驗與感受是最直接的，不能夠被老師或家長所代言

的。傾聽學生意見不代表應當由學生制定教育政策，但不傾聽學生的意見卻是忽

略議題之中其中一名重要利害關係人的聲音，學生沒有道理在教育改革的討論之

中缺席。 

 

貳、 育才與選才之間的課題 

關於大學考招改革的相關論述，研究者將其分為關於大學招生的「選才」和

高中教學的「育才」兩類。與「選才」相關的討論，包含招生參考資料的多元性、

公平性與鑑別度、招生制度是否能避免以考試成績為主要的依據，同時能在參考

資料多元化後避免城鄉差距的產生、以及重視學生在選才過程之中的選擇權；而

關於「育才」的討論，則多批判招生制度的設計如何影響學生高中學習的完整性，

反對讓考試引導教學內容並造成學生學習的負擔，認為應當以採計學習歷程的方

式引導教學課程往多元選修的方向發展。 

總體而言，研究者認為大學考招改革之中衍生的論述，著重於對學習的影響

勝於對標準的建構。維護高中三年的完整學習，成為關於考試與招生時程討論的

重點，而學生是否能多元適性的選修課程，也成為採計學習歷程主要的原因。在

大學考招改革的討論過程之中，論述發展偏於制度設計對於高中教學的影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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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關於評量標準與評量方式的討論。雖然大學端有心從學生競爭力的角度出發，

討論什麼樣的考題設計能夠測量高層次的思考能力，然而來自高中端與家長端的

聲音關注的重點卻在於學習歷程的採計，以及是否影響高中端多元選修課程的開

設。當十二年國教的各領域綱要尚未確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由 110 學年

度推遲至 111 學年度，各個高中是否能夠依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開出完整的多元

選修課程？教育部是否能夠保證這些多元選修課程的質量？是大學考招改革之

中一大不確定性，這是「育才」狀況對於「選才」標準的影響，大學不同科系各

自有其招生規劃以及期待的標準，是否有必要配合高中課程進行呢？ 

回到關於「選才」的討論，「考試」與「學習歷程」作為大學選才的參考資

料，反映出選才過程之中公平與適性間的兩難，如何兼顧程序上的公平與結果上

的公平，有賴參考資料審查標準的公開透明，以及積極公平的招生管道設計。大

學入學制度無疑是一種評量制度，評量的標準與評量的方式是這個制度下應當被

關注的重點。大學招生不同科系有不同的需求，依照大學招生自主進行多元選才，

不過不管是作為大學招生的「選才」機制，還是做為高中學習「育才」的機制，

至少在程序上應當要有一個不同利害關係人共享的共識作為標準，否則臺灣教育

的一致性何在？ 

大學招生作為一種「選才」制度，其訂定的標準對於「育才」產生引導的效

果是為必然，然而高中課綱制定的過程之中所訂定的三面九項核心素養，是否同

樣是大學端所承認的共識呢？未來素養導向的大學入學考試題型與三面九項的

核心素養有什麼連結？核心素養的推動依靠大學入學考試就能涵蓋三面九項嗎？

學習歷程是否能夠發展與核心素養相連結的評量方式？關於大學考招改革的未

來，尚有待答的未竟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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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媒體形塑的教育改革 

從大學考招改革報導的媒體再現之中，研究者發現複雜的教育改革方案讓改

革訊息的流通變得困難，不必要的專有名詞和代號提高相關討論的進入門檻，當

一般民眾參與這個議題所需的先備資訊越來越多，依靠媒體來理解教育改革的議

題走向也變得相當困難。網路電子媒體報導的發布與更新快速，固然可以取得數

量上的優勢，然而在時間壓力之下，下午召開的會議在晚上就出現相關的報導，

要求媒體對於資訊進一步的研究或查證似乎緣木求魚。 

或許同樣是因為時間壓力，媒體報導傾向直接轉述消息來源對於議題的個人

意見，缺乏研究根據加以論證。為了增加報導的數目量，不同消息來源所提供的

觀點也分置於不同的報導之中，儘管報社本身採訪不同的消息來源或許有平衡報

導的意圖，但是在單一報導之上卻沒有達成平衡報導的功能。同時，不管是媒體

本身對於大學考招改革政策的說明，或是不同參與者對於招聯會方案的批評，都

傾向以負面的態度詮釋與表達，並且強調不同參與者意見的對立與衝突，大學考

招改革的媒體報導為這個議題建立一個複雜的、負面的、缺乏共識的形象。 

此外，與大學校長或教務長相比，教育專業研究人員並非媒體選擇的主要消

息來源，綜合上述「媒體報導缺乏研究根據」與「媒體報導充斥個人意見」兩點，

這樣的狀況讓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缺乏教育專業的聲音。縱使該議題有許多教育

研究資料可以佐證或討論，報導的內容依舊被直覺的個人經驗所掌控，相關的政

策決定如果同媒體再現的狀況一般，那麼教育改革的政策決定則與民粹無異。 

不過，研究者是以網路電子新聞媒體作為分析對象，同樣的狀況在報紙媒體

與雜誌媒體之上不見得會發生，研究者僅僅詮釋網路電子新聞媒體所發生的狀況，

無法推論適用於其他形式的媒體對於大學考招改革的報導。而網路電子媒體的產

製過程如何影響其報導內容，研究者也僅能推測是因為時間壓力和版面限制的緣

故，真實的原因則需經過訪談網路電子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才能夠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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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重視學生的聲音 

一、研究學生對於現行升學制度的經驗與意見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學生對於課程、教學和評量的經驗，有助於教育工作者

改進教育現場可能碰到的問題。在關於升學制度的研究之中，教育研究者應當重

視學生對於升學制度的看法，讓相關研究做為升學制度修正的依據。 

 

二、諮詢學生對於未來教育改革的看法與建議 

學生作為教育改革政策的利害關係人，教育改革的政策制定者應當更積極的

瞭解學生對於教育的看法和建議。主管機關可以舉辦以學生為對象的公聽會或座

談會，邀請學生代表加入審議式民主的討論，但必須確保給予學生代表充足的資

訊，並協助學生代表建立深思熟慮的論述。 

 

貳、建立大學選才和高中育才制度的共同標準 

一、澄清「素養導向」的定義：課程與考題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總綱並未定義何謂素養導向的課程、素養導向的考題，

當核心素養被定義為「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缺乏操作型定義的核心素養，必定讓高中端與大學端面臨發展課

程與評量方式的困難。教育部必須面對目前教育改革對於「素養導向」定義不明

的問題，避免未來課程改革、教學改革與大學考招改革的執行缺乏共識。 

 

二、建立公開透明的學習歷程審查標準 

教育部應在大學招生自主的原則下，協助各大學科系建立合理的學習歷程審

查標準，並提供給預備進入相關科系的高中生參考。學習歷程審查標準的訂定，

不見得要以量化數據的方式計算，也可設計質性評估的參考指標。學習歷程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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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標準可以與該科系的核心能力相互呼應，引導學生在高中課程學習之中試探與

分化。學習歷程的審查標準應當公開透明，並且在甄選入學的過程之中加以記錄，

避免審查者個人好惡或人情關說影響甄選入學的結果。 

 

參、提升教育改革報導的品質 

一、鼓勵教育專業人員積極參與教育改革議題的公共討論 

教育專業人員應當更積極地將教育研究轉化為一般大眾可以理解的教育論

述，讓教育專業透過社會輿論發揮影響力，以理論或研究根據取代個人觀點，讓

教育議題能夠被理性討論。教育專業人員可以加強與媒體的合作，以簡明易懂的

評論引導教育論述的發展，避免負面且無建設性的報導阻礙教育議題公共討論的

廣度與深度。 

 

二、利用其他媒體平台進行教育改革議題的傳播與討論 

網路電子媒體的產製過程或許有其結構限制，在時間壓力之下無法以精確和

研究證據作為報導撰寫的原則，不過雜誌媒體或是獨立公民媒體如 Facebook 的

粉絲專頁，或許可以使用不同的形式呈現教育改革議題，讓其更容易被一般大眾

理解且進而參與討論。不過其他媒體平台的閱聽者，不如網路電子媒體一般廣泛，

因此網路電子媒體有傳播功能的優勢，可以透過轉載其他媒體所產製的高品質文

本，讓教育改革的議題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肆、研究限制以及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以大學考招改革作為研究個案，選擇網路電子媒體文本作為蒐集的資

料，以批判論述分析作為分析策略，探究媒體文本的再現以及教育改革的論述實

踐。以下提出幾點本研究的不足以及未來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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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媒體從業人員或利害關係人 

媒體文本是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研究者對大學考招改革的媒體文本提出批

判，不過也許在媒體記者蒐集資料與撰寫報導的過程之中，有某些關鍵是無法無

法由媒體文本所觀察的影響因素，是媒體再現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在教育改革

論述研究的部分，研究者對於媒體文本所提出的詮釋，必然與其他大學考招改革

的利害關係人有所差異，透過訪談利害關係人對於媒體文本的解讀，可以瞭解教

育改革論述被詮釋的不同可能性。 

 

二、蒐集不同種類的媒體文本 

研究者以網路電子媒體文本作為主要的分析資料，不過媒體文本會受到媒體

種類特性的影響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所觸及的閱聽人也不同，可以透過分析媒

體文本的差異，更能夠瞭解媒體文本對於閱聽人的影響力。比較不同型態的媒體

文本，也可以探究論述的建構與發展與閱聽人特質之間的關聯性。 

 

三、對教育改革論述進行社會文化分析 

研究者因為資料蒐集期間的因素，無法探究批判論述分析架構之中的社會文

化面向。未來關心探討教育改革論述的轉變如何影響教育體制的研究人員，可以

延展資料蒐集的期間，進一步分析教育改革論述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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