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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源依據

行政院核定臺中縣(市)合併改制計畫

1.依據行政院98年8月27日院臺秘字第0980051001A號函核定
之「臺中縣(市)合併改制計畫」。

2.核定本計畫書：p.42 「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後，如參照臺
北市及高雄市模式，國立高中職及私立高中職將轉由直轄
市政府管轄」。

臺中縣政府所轄學校：縣立高中5校、國中46校、
國小164校；臺中縣（市）所轄學校共計高中8
校、國中72校、國小225校。合併改制為直轄市
後，如參照臺北市及高雄市模式，國立高中職
及私立高中職將轉由直轄市政府管轄，其教育
支出經費亦由直轄市政府負擔

壹、前言



二、改隸政策

符應12年國教高級中等教育內涵

1. 學校類型多元，引導適性發展。

2. 區域均衡，弭平城鄉落差。

3. 公私立學校並行，共同落實本市政策。

行政事權統一、學校資源整合

1. 中等教育學校資源整合，可實踐12年國教就近入學目標。

2. 全面提升本市各級學校教育品質，打造優質的整體教育
環境。

3. 使本市技職教育體系更為完整，落實青年希望工程之產
學訓用人才培育政策推動，亦可建立設備資源共享機制，
並可全面提升本市國中小、高級中等學校與大學間橫向、
縱向聯繫，使教育效益向下延伸、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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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成立任務編組

成立改隸工作小組及
跨局處因應小組

改隸移撥經費及
業務移轉協商

8次

1.民眾宣導行銷
2.實地至高中職校對

話溝通(39場)
3.議會專案報告

經費評估與
中央協商

改隸政策
效益宣導

完成法規業
務盤點編修

完成預算編
列、檔案財
產移轉

邀請國私立高中職代表
共同參與維護親師生權益
153項法規研修(114條比照
中央法規，增訂或編修法

規39)

辦理預算編列、財產
檔案移轉教育訓練，
協助學校業務銜接

三、改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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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5年
9月10日
核定106年
1月1日改隸



教育部105年9月10日核定本府自106年1月1日
起承接教育部主管之臺中市轄內39所國、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特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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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應高中職改隸，規劃本市教育均
質及優質化政策方向(一)

改隸政策目標 本市教育政策推展

12年國教新課綱實施配套 校訂課程及多元選修軟硬體支援
教師協同合作專業社群規劃推動
國高中多元社團開辦及資源整合
創課多元化課程推廣及師資培訓

青少年生涯及職涯輔導發
展

成立生涯教育發展中心
青少年職涯輔導及試探
推展就業導向課程專班

高級中等學校精進發展 成立課程發展中心
國際教育多元交流
特色課程建構發展
發展雲端選課系統
教學設施環境優化 7

貳、政策規劃



一、因應高中職改隸，規劃本市教育均
質及優質化政策方向(二)

改隸政策目標 本市教育政策推展

技術型高中特色推展 職業學校特色群科發展
實習設備硬體資源更新
產學合作深化企業交流

技職教育深化延伸 落實勞動教育理念紮根
強化國中技藝教育學程
擴增高中實用技能學程
鏈結大專院校產學合作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產學訓用平台建置推廣
產官學合作零距離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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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隸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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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撥補、市府挹注

中央每年撥補69億元，維持申請全國一致性計畫權益，
市府挹注，針對學校發展需求，提供個別化資源協助優
質發展。

(二)專責組織、專業服務

成立高中職教育科(105年10月15日)，專責規劃高級中等
教育政策發展，協助學校精進發展、強化技職教育與本
市產業發展聯結。

(三)依法保障、共享資源

依法保障原國私立高中職親師生權益與福利，全面提升
各級學校教育品質，均衡區域發展、共享教育資源。153
案法規研修(114案比照中央法規，增訂或編修法規39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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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隸效益

打通教育任督二脈

四、高中職、國中小
學習聯盟、資源共享

六、特教學生鑑定安置
十二年一貫

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五、體育特殊才能學生
就近銜接入學

學生中心
學習為本

三、落實108課綱
優質準備

一、結合跨局處行政資源
提供就近便捷服務

参、執行情形



(一)跨局處協助學校環境設備改善

1. 學校週邊交通安全號誌

2. 退縮人行道修繕及行道樹維護

3. 汙水下水道工程

4. 因應需求協助調整公車路線

(二)分享各局處資源

1. 整合各局處資源，培育產業需求人才，並提供學生適性就學、
就業機會。

2. 摘星計畫提供場域，助益青年創業。

3. 技職教育跨產業整合，成立程式設計、工具機物聯網等多元
產學聯盟。

4. 教職員免費流感疫苗注射。

5. 營養午餐加碼5元，促進午餐品質提升(如使用在地食材及有
機蔬菜、減少使用加工品、校園食材登錄、菜單變化性及精
質度等) 11

一、結合跨局處行政資源
提供就近便捷服務(一)



(三)教育局設有工程營繕科專業協助，可代辦4千萬以
上重大工程，對於學校自辦4千萬以下工程亦可提供專
業諮詢與協助。

(四)提高毒品防制效益：改隸前公私立高中職學生藥
物濫用相關資訊僅由國教署處理，改隸後本府可以跨
局處資源進行毒品防制督導管控，警政、衛政、社政、
院檢資源協助學校處理學生藥物濫用問題。

(五)市府統籌公文系統相關採購及維運，減少預算重
複編列或造成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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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合跨局處行政資源
提供就近便捷服務(二)



一、結合跨局處行政資源
提供就近便捷服務(三)

臺中一中汙水下水道接管360萬。

臺中一中人行道改善500萬。

臺中二中舊宿舍區，臺中高工人行道，建設局協助
樹木修剪。

文華高中人行道損壞，

跨局處協調，建設局及

交通局協助修復。

臺中女中人行道整建

經費2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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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在校生乙級專案技能檢定訓練設備
每校200-300萬元

東勢高工、臺中高工

沙鹿高工、大甲高工

霧峰農工、臺中家商

豐原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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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資源提供



技職教育鏈結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 達產學訓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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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並積極推動15所市立國中、15所高級中等學校、6所科技大學與50家
業者簽署合作意向書，同時在臺中高工開辦冷凍空調技術契合式人才培育專
班，落實國中、高中、科大一條龍的培訓方式；大甲高工則開設自行車/智
慧機械實用技能班。

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資源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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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產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的理念，安排本市校長及學校
老師參訪漢翔公司及中科廠商，讓產官學三方共同對話，
許多業界對人才的渴望需求及共同培育人才的共識下，擘
劃未來產學合作模式，共創產官學三贏新典範。

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資源媒合

參訪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參訪合盈光電科技公司



臺中高工1+3+4冷凍空調人才培育專班

市立國中與臺中高工、勤
益大學合作辦理１＋３＋４
人才培育計畫，國中學生畢
業後可參加臺中高工特色招
生就讀實用技能班，修業三
年後，輔導直升勤益大學就
學及考取乙丙級技術證照，
培養一技之長，保障就業！
106學年度教育局核定臺中
高工辦理冷凍空調技術契合
式人才培訓產學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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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新設專班(一)



4
大甲高工自行車/智慧工具機專班

臺中市發展智慧機械之都，大甲
地區形成自行車產業重鎮。

連結潭雅神工具機產業人才需求。

延續國中技藝教育職業試探，培
育專精技術，落實職前契合式人
才培育課程。

銜接科技大學，培育設計及管理
人才。

 106學年度教育局核定大甲高工
辦理自行車/智慧工具機產學契
合式人才培育專班。 18

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新設專班(二)



107年1月31日高中職程式設計就業專班開班

因應12年國教新課綱新增科技領域，將
資訊科技列入國高中必修課程，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於106年6月29日辦理「程式
設計產學聯盟」座談會，並於107年1月
辦理10場學生及家長說明會，鼓勵產業
資源投入教育體系，產學共同研發螺旋
式程式設計課程、業師協同教學、提升
學生取得程式設計專業證照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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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新設專班(三)



技職教育奠基 發明展表現成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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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間於多項國際發明展中大放異彩，共獲50項金牌、40項銀牌及16項銅牌

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學生表現（一）



技藝競賽榮獲60名金手獎 全國之冠

106學年度在全國高級中等
學校技藝競賽中也表現亮
眼，共抱回60座金手獎，
包括工業類29人、商業類
23人、家事類8人，其中，
更有5位學生獲得金手獎第
一名殊榮。

為鼓勵發展技職教育，彰顯本市對技職教育之重視，本局補助本市獲106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金手獎第2名學生赴海外研習。

二、青年希望工程 學用合一人才培育
學生表現（二）



課程發展諮詢小組

資訊媒體組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中心

課程發展組

課程發展核心工作圈

教學輔導組

市立完全中學
工作圈

學科
輔導團

臺中一中(前導學校)
臺中女中(前導學校)
臺中二中(前導學校)
文華高中(前導學校)
大甲高中(前導學校)
清水高中(前導學校)
豐原高中

教學資源
工作圈

中港高中(前導學校)
惠文高中(前導學校)
西苑高中(前導學校)
忠明高中
新社高中
大里高中
后綜高中
長億高中
東山高中
龍津高中

曉明女中(前導學校)
弘文高中(前導學校)
衛道高中 明道高中
新民高中 立人高中
東大附中 葳格高中
大明高中 宜寧高中
明德高中 青年高中
致用高中 僑泰高中
嶺東高中
常春藤高中
華盛頓高中

臺中高工(前導學校)
臺中家商(前導學校)
沙鹿高工(前導學校)
大甲高工(前導學校)
新民高中(前導學校)
東勢高工 豐原高商
霧峰農工 大甲高中
明道高中 新社高中
大明高中 玉山高中
光華高工 宜寧高中
明台高中 明德高中
青年高中 致用高中
慈明高中 葳格高中
僑泰高中 嶺東高中
嘉陽高中 常春藤高中

市立普通型高中
工作圈

私立普通型高中
工作圈

技職群科
工作圈

群科
輔導團

1. 9所市高Super9策略聯盟+5所國立高中big 5課程合作。
2. 原國立高中職負責全國學科中心及群科技術中心優勢，延伸課程設備資源共

享效益，提升教育均優發展。
3. 因應108課綱準備，事權統一，發展本市課程，俾利區域策略聯盟，跨校選修，

提供優質學習內容。

三、落實108課綱優質準備
資源整合 推動架構



設置高中課程發展

中心及教學團隊

推動跨校

策略聯盟

充實多功

能教學空

間及設備

23

三、落實108課綱優質準備
課程協作



聯合高優前導學校 共創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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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高中、惠文高中、臺中一中、臺中女中、臺中二中、文華高中、
大甲高中、弘文高中、臺中高工、沙鹿高工、臺中家商

三、落實108課綱優質準備
課程協作



深化優遊臺中學 跨校選修課程由9校擴大為21校

三、落實108課綱優質準備



臺中女中、臺中家商、
臺中高工已設置創客教
育（3D列印、機器人）
實驗室，改隸後本市將
可統整運用、提供各國
中端學生教學資源共享。

四、高中職、國中小 學習聯盟、資源共享

整合本市國私立高中職群科教學資源，
作為國中端適性輔導工作堅強的後盾。



中市高國中攜手
6隊伍代表臺灣進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賽世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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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賽組由溪南國中、臺中一中及中科實中國中部與衛道中學國中部學
生合組隊伍包辦前三名；競賽國中組由明道中學國中部、明道中學國中
部與大業國中合組隊伍晉級！

四、高中職、國中小 學習聯盟、資源共享
創客科技教育



豐原高中 國際視訊課程
與學區內國中小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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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4月20日「豐原高中示範國際
視訊課程」邀請豐原區鄰近國中小
師生現場觀摩。

豐原高中建置國際視訊課程教室，
老師指導學生以英語跟國外學校高
中進行交流。

四、高中職、國中小 學習聯盟、資源共享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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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一中主辦「國際青年學生領袖高峰會」邀請
鄰近高中及國中近百名師生共同參與

四、高中職、國中小 學習聯盟、資源共享
國際教育



中女中捐平板電腦 助偏鄉學生行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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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女中改隸市立後，落實「教育一家」，今日將學校教育資源向下
延伸分享，捐贈平板電腦給中市7所偏鄉國中小學。(大安、溪南、東
華、東新、和平等5所國中及溪尾、福民等2所國小，7所學校共受贈
766台平板電腦)

四、高中職、國中小 學習聯盟、資源共享
機器人與雲端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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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銀科技公司共同建置本市「Tai-Win機器人
學習車」推動機器人教學體會工業4.0

四、高中職、國中小 學習聯盟、資源共享
機器人與雲端科技教育



自由車項目學生銜接至大甲高中，沙鹿高工新增銜射箭項目學生，使本市
更多國中績優選手得以就近持續接受訓練。

手球部分，改隸前選手只能往海線大甲高工、大甲高中升學，對市區選手
不便，改隸後事權統一，本局協助開拓升學進路，提供就近入學機會

龍井國中、大甲國中大甲高中(男)、大甲高工(女)

崇德國中(男)臺中高工(男)

本局持續協調本市所屬高中職(如豐原高中)，以使本市更多國中績優選手
得以就近持續接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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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國小、大新國小
崇德國中、崇倫國中
龍井國中、大甲國中

大甲高中(男)
大甲高工(女)

臺中高工

改隸後增加升學進路

五、體育特殊才能學生 就近銜接入學



本府教育局依本市特教學生需求規
劃特教班級及提供適性安置服務。

從學前至高中相關特教鑑定標準更
為一貫，可提供特教學生穩定且優
質之各項特教服務。

啟聰、啟明特殊教育服務中心，改
隸前只服務國立高中學校，改隸後
服務本市高中聽障、視障特殊學生。

33

六、特教學生鑑定安置十二年一貫



六、特教學生鑑定安置十二年一貫

全面補助特教學校裝設空調設備：投入約370萬元補助特教學校裝設空調設備，減緩學生情
緒的變化，提升其學習成效。

協助特教學校宣傳，讓大眾認識與重視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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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特教獨輪車到花東挑戰自我，
局長到校授旗與加油。

2018啟明烘培職人培訓計畫開訓典禮，
為烘焙證照考試備戰。

市長參與臺中市啟明學校快閃表演 增進特教學校與一般學校的交流



六、特教學生鑑定安置十二年一貫

提供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及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

35

整合本市特教資源(一)

學校類別
特殊教育
人員人數

服務時數 補助經費

特殊教育學校 20名 3萬2,000小時 466萬2,853元

其他高中職 鐘點制教助員 1萬6,000小時 258萬0,414元



六、特教學生鑑定安置十二年一貫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相關專業人員支持服務：本局於改隸後即
積極請學校協助家長依學生需求提出申請，並由業務科遴請
專家學者召開審查會審查，並核定適當之服務類別及時數。
106年度提供改隸後學校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及心
理治療等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

提供免費及適性化之教育輔助器材與評估服務：本局自改隸
後，即遴請專家學者積極依學生需求審查暨提供所需之教育
輔助器材，另輔助器材之使用需專業評估機制，為減輕家長
往返醫療院所申請評估資料之負擔，本局亦提供免費評估服
務，透過治療師與專家學者之媒合與建議，協助學生於學校
無障礙學習；106年度共核定22件輔具，類別包含升降桌、特
製輪椅、電動輪椅、溝通器、溝通版、紅雀、FM調頻教學系
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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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本市特教資源(二)



輔導工作整合發展及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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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工作
整合發展
及資源運

用

充實輔
導人力
資源

專業諮
詢服務

本市學生
輔導諮商
中心計畫

高關懷
學生方
案

本市設置5區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分中心，聘用64名專任
專業輔導人員提供學生之三
級輔導工作。

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設有
諮詢專線，每日皆有專業輔
導人員輪值，提供立即性之
專業服務。

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各分
中心結合社區資源、在地文
化，設計高關懷學生方案計
畫，以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
以及健全身心發展。

1.提供兒少精神科專業定點
諮詢服務。
2.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團
體督導。



改隸後辦理座談會傾聽學校意見逐一解決
106年1月10日本本市教育政策暨107課綱配套措施諮詢會議

106年1月17日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總務工作發展研商會議

106年3月3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臺中市公私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

106年4月19日本市轄內國立高中職改隸後校務協作座談會

106年5月15日本市轄內私立高中職督導權移轉本市後校務協作座談會

106年6月2日本市立高中職學校午餐補助說明會議

106年6月12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臺中市私立高中職校董事長及校長聯誼會

106年8月28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學暨國民中學輔導主任暨輔
導組長傳承會議

106年8月31日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定研商會議

106年10月24日106學年度本市轄內國立高中職改隸後校務協作座談會

106年11月15日106學年度本市轄內私立高中職督導權移轉本市後校務協作座談會
議

106年12月28日臺中市私立高中職董事長暨校長聯席會之建議事項

107年1月25日106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會議

107年3月28日本局與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董事長、校長教育座談會

伍、結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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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二)

為利行政資源整合，事權統一，以落實推動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教育政
策。自106年1月1日改隸以來，在本市學子多元進路、跨局處擴大行政服務、
挹注經費資源發展學校特色、整合原國高優勢發揮資源共享精神等四面向，
已有初步成效。未來仍應將持續精進，完善各項銜接的運作效能，朝優化學
生學習品質努力，以培育臺中學子們擁有六大核心能力為目標。

六大核心能力：

品德實踐力、自主學習力

溝通表達力、科技實作力

國際移動力、跨域整合力

臺中市高
中職優質
躍進計畫

A.發展學校本
位特色方案

B.推動青
年希望工

程

C.拓展國
際教育方

案

D.推廣創
客教育方

案

E.落實新課
綱優質銜接

F.充實特
殊教育資
源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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