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方案申辦說明
問與答(Q&A)
一、 本方案計畫申辦說明
序號

問題(Q)

說明(A)

自主學習計畫補助金額，合作學 110 學年度自主學習專案計畫補助，召集學校整學
1-1 校申辦金額是整學年度 15 萬， 年度計畫最高補助 200 萬元，偏鄉合作學校補助 35
還是一學期 15 萬？
萬，非山非市合作學校 25 萬，一般合作學校 15 萬。
110 學年度均質化方案主要辦理項目與往年相同，
包含「夥伴優質」、「六年一貫」、「資源共享」、「適
今年均質化辦理項目是否和往
性探索」等四大辦理項目；今年除了續辦適性轉學
1-2
年不同？
外，另外增加跨校開課協作平臺，以完備各類型高
中之課程資源共享機制。
跨校開課協作主要是針對學校辦理自主學習以及多
元選修課程，且以部定一般科目與校訂課程為主，
因此學校已具完備專業師資，便不需使用跨校開課
協作平臺。
學校預計開設的多元選修課程，若其課程已納入審
有關跨校開課協作平臺是否僅 核通過的總體課程計畫中(例如 108~110 學年度的
1-3 能用於多元選修和加深加廣課 總體課程計畫)，則學校應按照審核通過課程計畫授
程？週六課程是否可以申請？
課；若遇到師資有困難，則可提出跨校開課協作的
需求。
若該課程未編列於原先課程計畫中，而必須針對需
求進行課程調整，則請學校先通過課程計畫變更等
相關行政程序審核後，再提出跨校開課協作需求。
而週六課程亦不宜至平台申請。
1-4

自主學習計畫和均質化是否可
以分開申請？

自主學習計畫和均質化方案分別隸屬國教署不同專
案計畫補助，因此欲同時申辦兩者之學校請分開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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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方案適性轉學推動事宜
序號

2-1

問題(Q)

說明(A)

均質化方案中，
「適性轉學機制」推動為每一適性學
習社區必辦項目。由各社區內一所合作學校統籌辦
自主學習計畫的召集學校必辦 理，以落實社區內學校高一學生適性轉學安置工作。
項目為何？
基於完善整體社區學校推動，建議申辦自主學習計
畫的召集學校，可同時辦理「適性轉學」與「跨校
開課協作」這兩部分。
依據「110 學年度各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實施

2-2

計畫」規定，學生適性轉學限定不同類科之轉銜，
原則如下：（1）原就讀普通高中之學生，可選擇申
請綜合高中學校報名；（2）原就讀綜合高中學校之
學生，可選擇申請普通高中學校報名；（3）原就讀
適性轉學是否限定不同類科間
普通高中、綜合高中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
轉銜？
同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科報名；（4）原就讀技術型
高中學校專業科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技
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科報名；（5）原就讀技術型高中
學校專業科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普通高
中、綜合高中學校報名。

2-3

2-4

校內校內轉科該於何時辦理？

學校自行辦理轉學與聯合各校辦理適性轉學兩者意
社區內學校各自辦理之轉學作 義上不同，社區適性轉學提供學生平臺，使適性轉
業 方 式 與 期 程 與 適 性 轉 學 相 學資訊更加流通，以期讓有需求的學生得到更多適
似，是否可用轉學作業來取代 性轉學機會；因此建議學校能秉持不放棄任何一個
辦理社區聯合適性轉學？

2-5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之規定，校內轉科
（學程）與輔導流程之程序及方式，由各校自訂。
均質化方案適性轉學機制，則是各校內轉科名額確
定後，再開始辦理社區跨校適性轉學。

宜蘭縣慈心華德福高中雖劃歸
為「普通高中」
，然性質為「華
德福學校」請問此校適性轉學
機制是否可由「普通高中」經
「適性轉學」管道轉進華德福
高中？

學生的精神，除了辦理校內轉學作業之外，也持續
辦理社區聯合適性轉學工作。
茲因華德福高中雖劃歸為「普通高中」，依據「110
學年度各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實施計畫」規定，
學生適性轉學限定不同類科之轉銜，原則如下：
（1）
原就讀普通高中之學生，可選擇申請綜合高中學校
報名；（2）原就讀綜合高中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
請普通高中學校報名；
（3）原就讀普通高中、綜合
高中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技術型高中學
校專業科報名；（4）原就讀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科
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技術型高中學校專
2

序號

問題(Q)

說明(A)
業科報名；（5）原就讀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科之學
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學
校報名。故該校所提出適性轉學機制方式並不適合。

2-6

學校內轉科和社區適性轉學兩者可同步進行，因此
適性轉學 11 月要提供名額，但
建議學校可先詢問報名適性轉學學生欲調整的群科
是 11 月時校內的轉科尚未辦
是校內或校外，若學生需求為校內，請學生等候學
理，該如何處理？
校辦理校內轉科。

三、跨校開課推動事宜
序號
3-1

3-2

問題(Q)

如若周六跨校共享課程講座為 跨校開課主要是針對在校平日的 7 節課課程中需要
每周連續舉辦，是否可列為跨 教師支援的部分，因此學校於假日辦理之活動，並
校開課？
不屬於跨校開課範圍中。
跨校開課多元選修課程，如若以往校內沒有課程則
跨校開課的課程，其課程評量 會聘請兼任教師；若聘不到兼任教師，均質化方案
成績計算是否會影響校內成績 建議學校可協調社區學校是否可教授課程，抑或邀
計算公平性？

3-3

3-4

說明(A)

請大專院校教師來協助，因此並無學習評量不公之
問題。

跨校開課為學校在填寫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欲開設
跨校開課需要取得學校課程計 的課程時，發現學校無相關師資，進而提出跨校開
劃之課程代碼嗎？
課需求。因此學校課程已寫在課程計畫中，所以無
需再取得課程代碼之問題。
如果學校決定在 110 學年度增開多元選修課程或調
若下學年要申請跨校開課，課 整相關課程，只要通過課程計畫修正審核，皆可以
程計畫還能新增課程嗎？
填寫於跨校開課需求當中，一樣會產生新的課程代
碼。

3-5

3-6

跨校開課主要為學校自行尋找教師支援，包括：其
他兼任教師、鄰近學校教師或是聯繫大專院校師資
科大垂直支援授課是否皆須透
前來支援授課；如若學校無法及時尋得資源，則可
過平台呢? 是否能各自尋覓科
利用跨校開課平台，來協調社區內學校的支援，因
大師資支援呢？
此學校如已有相關師資來授課，毋需使用跨校開課
平台。
跨校開課師資的支援應為學校正式授課堂堂數，倘
跨校多元選修的師資需求，其 若支援授課是其他高中職學校，請依「公立中小學
鐘點應如何計算？
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規定為支付標準；
如規劃課程師資為大專校院，可於均質化方案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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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Q)

說明(A)
編列大專院校教師鐘點費支應。

3-7

跨校開課以教師移動為主，如果因場地或設備而需
跨校開課是老師移動？還是學 要學生移動，需請學校特別注意時間上和安全上，
生移動？
學生是否能夠適當的移動。跨校開課推動上以教師
移動為主。

四、本方案申辦計畫書撰寫
序
號

問題(Q)

說明(A)

為因應台灣防疫措施，110 學年度申辦說明會改線
110 學年度申辦手冊書面資料是 上會議方式進行。另外響應節能減碳，本次會議無
4-1
否會寄各校？
提供紙本資料，所有資料包含手冊都會放在資訊平
台上面，提供大家下載詳閱。

五、本方案經費編列與執行事宜
序號

5-1

問題(Q)

說明(A)

經常門各項費用勻支的相關規 1. 經常門業務費勻支規定依據為”教育部補(捐)助
定為何？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屬於第二級項
目，現在規定只要校內簽核同意即可(不含獎助
學金)。
2. 若為資本門經費項目變更皆須函報國教署同意。
3. 因計畫經委員審查後通過，若是做大幅度調整，
會產生與原本計畫規劃與目的執行上的疑慮，所
以請學校一定是在計畫執行到最後有餘款時，再
思考經費勻支。

5-2

5-3

經資本門上下學期編列比例是 1. 計畫撰寫時，經資門上下學期都是以 1:1 做編列。
否皆為 1:1？
2. 由於資本門在國教署經費規劃須依照國教署的
經費總額，用公式去幫各校做等比例的換算；也
請學校拿到經費核定金額後，配合核定金額做計
畫的調整修正。
經 常 門 經 費 比 例 是 整 學 年 計 學校計畫規劃希望以上下學期做計算，但由於經常
算，還是上下學期分別計算？ 門比例可以高於資本門而因此在經費編列上會有需
多的樣態，請學校以活動執行經常門需求優先考量。
最後經、資門比例規定之核算，會以校全學年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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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Q)

說明(A)
例進行檢核。
一般合作學校在編經費時，上下學期資本門與經常
門都以 1:1 來進行編列，由於署內 110 年度預算將
會有些許調整，因此在核定計畫之後，會通知學校
上下學期經資門比例，屆時請依據經費額度來進行
計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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