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說明會 

一、主旨：十二年國教將於 103年正式全面實施，期望在最周延的規劃下，讓這項十二

年國教順利推動。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的影響面： 

（一）國中基測將走入歷史，75%以上國中生可免試入學，最多 25%的學生參加學校

特色招生考試。 

（二）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學生全面免學費，可以減輕學費負擔。 

（三）減少升學壓力，開發學生多元智慧，學校可以彈性調整辦學方向，朝多元性

發展，激發學生學習意願。 

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說明會，肩負著「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成就每

一個孩子」、「厚植國家競爭力」的三大使命。 

三、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立法委員黃志雄暨新北市議員洪佳君聯合服務處 

四、辦理日期：共 2場 

第一場：103年 3月 14日(五)晚上 

6:00～7:00 特色招生說明會 (建國中學薦派講師) 

7:00～9:00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說明會 (新北市教育局薦派講師) 

 

第二場：103年 3月 21日(五) 晚上 

6:00～7:00 特色招生說明會 (北一女中薦派講師)  

7:00～9:00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說明會 (新北市教育局薦派講師) 

 

辦理地點：文林國小演藝廳 (1樓)  

 

您關心的議題 Q&A 

 

政府準備好了沒？怎麼知道相關進度？ 

(一)經二十餘年倡議，社會各界對於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已有高度共識，教育部已

做過基礎研究，並推動高中職社區化、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擴大高中高職及五專

免試入學、高中職優質化輔助、齊一公私立高中高職學費、高職免學費等方案，已

為正式實施奠定良好基礎。 

(二)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專科學校法草案已送至立法院，教育部也已成立專案小組研議私

立學校法修法事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需經費也確保無虞，未來教育部將就實

施計畫 29方案，做好每天檢討、每月定期管考，任何現況及進度都會於公告於專

屬網站，讓民眾安心，為順利實施做好準備。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站（網址 http://12basic.edu.tw/） 

 

免試入學可以跨區嗎？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國中畢業生須於就讀或畢業的國中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參

加免試入學，不能跨區選擇其他免試就學區的高中高職學校。但如有下列特殊因素者，

得專案向 15區免試入學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經核定後，擇一免試就學區參加免試入學： 

(一)學生就讀或畢業國中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的高中職課程群別

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者。 

(二)學生因搬家遷徙者（檢附具體證明文件）。 

(三)學生在國中階段跨區就學，但未遷移戶籍，並計畫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高中職者

（檢附具體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核定的特殊因素。 

 

為何先辦理免試入學再辦理特色招生？ 

(一)貫徹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免試入學為主的目標 

教育部自 99年起擴大辦理免試入學，其辦理時程優先於申請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

基於延續辦理的精神，先辦理免試入學，再辦理特色招生，當可收循序推動和變

動最小的成效，並配合國中適性輔導之落實，讓大部分學生安心就學。 

(二)採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的科（班、組），如藝術才能班、體育班等提前與免試入學同

時辦理 

http://12basic.edu.tw/


 

考量目前以甄選入學方式招收學生的科（班、組），多為藝術才能班、體育班等，

且其招收對象皆為性向明確學生。而此類學生在國中小階段已就其專才進行長時間

的學習或訓練，並投注相當的心力，為使此類學生未來仍可依其性向持續發展。因

此，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提前與免試入學同時辦理。 

(三)國中畢業生可同時報名高中高職、五專的免試入學及藝術才能班、體育班等特色招

生甄選入學，但錄取後僅能擇一校報到。 

(四)每位學生都可以報名參加免試入學和特色招生，經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甄選入學錄

取報到學生，未依規定時間放棄報到資格，不得報名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五)免試入學如有餘額可辦理第二次免試入學，並得與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同時辦理。

參加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學生若未錄取心中理想學校，可參加第二次免試入學，

並得透過同一分發平臺進行統一分發作業，確保每一位學生有學校可讀。 
 

 

 

 

 

各入學管道名額比率如何分配？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關照「普及」、「菁英」及「弱勢關懷」三大面向，透過免試

入學及特色招生，提供所有國中畢業生就學之機會；藉由補救教學、學習扶助、就

學安置等措施，積極扶助弱勢學生學習；另菁英教育為國家人才培育之重點之ㄧ，

依據學生性向、興趣及能力，提供最適性的教學環境，鼓勵學生邁向卓越，為教育

最終目標。 

(二)逐年提高免試入學名額比率，至 103學年度達 75％以上。 

(三)各區特色招生名額，不得超過該區總核定招生名額的 25%。經核定採特色招生的學

校，特色招生未招滿的名額不得流用，不得辦理續招(但特殊班別如體育班、藝術

才能班，經主管機關核准得於規定期間辦理續招)。 

(四)教育部會秉持穩健推動原則，逐年就入學方式進行專業評估，且每 3年進行一次總

檢討，規劃達成 108 學年度各免試就學區免試入學比率達到 85％的目標；另以普

及、菁英教育妥善開展為標的，規劃推動 108學年度辦理特色招生的學校免試入學

率 50％以上的目標。 
 

 

 

 

 

高中附設國中部的直升入學比率是否有規範？ 

有關高中附設國中部的直升入學比率，經考量「學校屬性」（公、私立）、「學生規模」

（國中部與高中部學生人數）、「學校公共化」及「目前辦理情形」等四面向，依下列

原則辦理： 

(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提列附設國民中學部直升入學名額，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

業學生人數的 35%。 

(二)其他公立學校由各主管機關考量學校的國、高中部學生人數比率、社區發展等面向

研訂； 

(三)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提列附設國民中學部直升入學名額比率，教育部會邀請家長團體、

教師團體、校長團體及縣市代表與會調整訂定之。 

(四)各免試就學區已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免試入學超額怎麼比？比什麼？ 

(一)為避免各區（校）所訂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過於繁雜，教育部以學生主體、貫徹

國民教育法第 1條及第 13條的精神、扶助弱勢、均衡學習、學生多元能力發展及

確保學生學力品質的理念，訂定參考項目供各區參酌，各項目的理念分述如下： 

1. 為尊重學生意願，並配合國中階段適性輔導，以落實適性選擇精神，爰訂定學生志

願序為參考項目。 

2. 為貫徹國民教育法第 13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由

學校發給畢業證書。爰訂定學生畢（結）業資格為參考項目，且本項僅要求畢業生

畢業時能達到應有標準，以維持義務教育階段應有品質，避免學生因免試入學而放

棄正常學習。本項採門檻制，而非比較學生在校學習成績高低。 

3. 照顧就學區內區域或經濟弱勢家庭子弟就學，以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兼顧社會正義。

爰訂定扶助弱勢為參考項目。 

4. 為貫徹國民教育法第 1條規定，鼓勵學生五育均衡發展，免試入學除得以國中學生

在校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及格與否作為比

序項目外，其他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均不得採計。 

5. 為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個學生發展自我優勢能力，爰訂定多元學習表現為

參考項目。各區若採計多元學習表現，須就其操作定義及辦理方式訂定相關規範，

會有全區一致性的操作標準。 

6. 為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兼顧國中教學正常，爰將國中教育會考列為參考項目，且所

占比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若採加權計分，亦不得超過總積分三分之一。 

7. 國中適性輔導建議結果，為學生升學高中高職及五專的重要資訊，各國中應提供給

學生及家長參考。 

(二)各區訂定之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除須廣納區內意見外，尚須經教育審議委員會

通過，再報教育部備查，力求程序完備。 

(三)當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依各區所訂之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表，進行比

序，決定錄取名單。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後，仍同分超額時，非不得已可採電腦隨機

抽籤方式辦理，且各區會訂定規範，俾使辦理過程公開、公平及公正。 
 
 

 

 

 

實施免學費後，每學期是否還需繳交其他費用？ 

(一)是。 

(二)高中職及五專前 3 年（含進修學校）：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規定，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的項目有「學費」、「雜費」、「代收代付費」、「代

辦費」等。自 103 年 8月起，即不需繳交學費，由政府全額補助。但是雜費、代收

代付費（如：實習實驗費、電腦實習費、宿舍費）及代辦費（如：平安保險費、家

長會費、書籍費、冷氣費）仍應依原有規定繳交。 



 

 

 

 

 

淺談十二年國教        文林國小   郭慶發校長 

近來震動教育界重大議題一政府推動

十二年國教，即將於一百零三年全面上路，

不管贊成不贊成，如期推動實施，也因此，

各種意見、看法、觀點如雨後春筍紛踏接

踵而來，形成殺戮戰場，此乃正常現象，

對於教育的關心，已成全民共同焦點，但

要回歸教育本質來探討，才能窺其堂奧。 

    十二年國教目標何在？強調全面免試入學、特色招生、或是為

了緩和升學壓力採用學區制，打破明星高中，就以時代潮流歐美國家多

數已提升到十二年國教。上述這些目標應該清楚說明白，才不至於疑義

不清，引起多方揣測，也許目標不只這些，有更深遠的目標。其次，就

以政策的訂定程序來談，人員代表，尤其對於利害關係人（學生、家長）

的看法如何？必需廣泛的收集、整理、歸納、資訊並公開化，凝聚各界

共識，才能周延不致影響學生權益。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更應強調孩子的適性發展，不管高中、高

職皆是孩子喜歡的不應該有所偏頗，舉凡，師資、環境設備、交通、經

費補助、孩子入學...皆應秉持公平正義，不應有城鄉差距、複製更嚴重

的弱勢，因而影響孩子的未來與國家的競爭力。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必須先完成法令的修訂、檢討，才能依法

行事，舉凡，課程綱要的修訂是否完成？學區劃分是否妥當？入學申請

比率如何？特色招生如何？學區內學校環境設備師資是否齊全？北市、

新北市學區經費是否有差異？...皆應清楚明白不應有所差異，才能保障

孩子的受教權，是故現行法令規章應積極修法調整。避免複製更嚴重的

弱勢。其次，學校的老師、行政、校長也是次重要關係人，十二年國教

的推動成功與否？與學校息息相關更應傾聽，不應忽視。這也是攸關十

二年國教的推動成功與否的重要推手，應受到重視。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一百零三年即將啟航，是政府近年來的一

項重要教育政策，攸關未來孩子的教育競爭力與國力提升，受到各界的

重視與關注，紛紛提出不同觀點與建言，都應該受到重視。本校為了讓

家長對十二年國教能夠淺顯易懂，國小階段的孩子將來也都是要面臨十

二年國教，及早因應了解，因此，特別針對十二年國教辦理兩場說明會，

聘請實務專家蒞臨說明，讓家長能清楚了解，共同幫助孩子的成長；才

能分享孩子成長的喜悅。 

 

 

 

一. 原住民子女就讀幼兒園補助對象修正：3-5歲(未滿)就讀公立幼兒園

補助 8500 元,2-3歲(未滿) 就讀公立幼兒園補助 9000元。 

二. 本學期重要活動：校外教學 3/21、4月份兒童節慶祝活動、5月份母

親節慶祝活動、畢業典禮 6/18歡迎家長踴躍共襄盛舉。 

三. 畢冊團照拍照時間通知 3/11(二)，請參與拍照的畢業生於八點前到

校，九點準時拍團照。 

四. 102學年度文林附幼園刊家長投稿已開跑囉！歡迎家長踴躍投稿，一

起為寶貝留下美好的紀錄，請家長將稿件的電子檔繳交給班級老師即

完成投稿。 

五. 五歲免學費補助申請已開始，請家長留意相關訊息的公佈。 

 

 

 

 

 

 

一. 3月份「文林讀報小偵探」活動 3/11～3/21 作答截止，歡迎鼓勵學

生踴躍參加。 

二. 文林百篇徵稿中，截稿日 4/30，歡迎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三. 「祈福天燈與親子書」活動，2/24～3/7 於川堂辦理，感謝圖書志工

協助與班級熱情參與。 

四. 校內語文競賽於 3/10～3/14辦理，請給予參賽學生指導與鼓勵。 

 

 

 

 

 

 

 

 

 

 

 

 

 

 

 

 

 

 

 

 

 

 

 

 

 

 

 

 

 

 

星期五晚上的親子讀經班歡迎        2014樹林之美管樂社精采的表演 

大家參加 

 

 

 

 

 

 

 

 

 

家長會十二位聖誕老公公整裝待發    英語歌唱一群文林優質的學童 

 

 

 

 

 

 

 

 

 

 

星光才藝表演讓學童充分展現才華    國樂絲竹樂比賽 給學生加油 

新增的樓梯下學習角溫馨又舒適 

科學園遊會大家來闖關 每年的【彩繪燈籠】花燈製作比賽 

皆由文林國小主辦 

 

棄置警衛室的新置故事屋讓學童 

處處有書看 



 

 

 

 

 

 

 

 

黃立委及林局長親身示範指導學童   管樂社音樂比賽學生充滿喜悅及 

如何清潔廁所                     自信 

 

 

 

 

 

 

 

 

 

祈福天燈與親子書聯展掀起學生愛   學童都感受佳節的歡樂氣氛 

讀書的熱潮 

 

 

 

 

 

 

 

 

合唱團平日團練如天使般的詩歌      輔導室在大川堂辦理了喜猜燈謎 

餘音繞樑                          活動，學童把大川堂擠得水洩不 

通，人人舉手爭著要搶答。 

 

  

為讓學童了解中國傳統節慶的意義，輔導室在大川堂辦理了喜猜燈

謎活動，學童把大川堂擠得水洩不通，人人舉手爭著要搶答。 

元宵節猜燈謎學習單解答 

 

在學習路上，為人父母都很怕小朋友會輸在起跑點上，所以會竭盡所能

的提供小朋友學習的機會，英文、數學、作文……，以至於小朋友的時

間被上課塞得滿滿的，但是似乎缺少了反芻思考的機會，藉由下列的文

章，跟爸爸媽媽分享。 

 

塞爆功課，孩子只學會應付 

作者： 黃迺毓 轉載自 親子天下 – 2013年 12月 1日 

在一個教師研習的場合，我看到一位老師桌上有一疊學生寫的作文，好

奇的走過去，拿起最上面的那張，隨口問：「這是幾年級學生寫的啊？」 

「五年級。」 

「五年級？字寫得這麼漂亮！」我驚訝的說。 

他抬頭看看我，不可置信的說：「漂亮？不會吧，這張作文的字算是寫

得醜的。」 

「醜？怎麼會呢？」我又拿近看了一下，還是覺得不難看。那位老師大

概確定了我不是來搗蛋的，隨手又拿了一張遞給我：「這張的字才算是

漂亮。」 

我又嚇了一跳，真的耶，我已經好久沒看到這麼端正的手寫字，竟然問

了蠢問題：「這也是五年級學生寫的？」他點點頭。 

我又看看內容，不管字寫得漂不漂亮，內容都滿有趣的，很生活化，沒

有一般補習班教出來的匠氣，而且都有五年級小孩的心思和口吻。 

事後，我自問：為什麼我會那麼驚訝？原來早期教書時，學生的作業和

論文都是手寫的，認字如認人；近年來，大學生或研究生的作業幾乎都

是電腦打字的，偶爾看到手寫的字，有時真的是無言以對，錯別字多、

筆劃糾結，而內容則詞不達意，不知所云。 

難怪我看到那些五年級學生寫的作文會困惑而驚嚇，因為竟然比有些大

學生還優異。我不禁問：「這些孩子上中學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至

於到了大學，反而不如小學生？」 

正好朋友有個孩子剛上國中，我問他：「你覺得你的孩子從小學畢業到

現在半年之間，有什麼不一樣？」他想了一下，告訴我：「我覺得他變

得很忙，學校老師教很多，而且每一位老師都很認真，都覺得自己的科

目很重要，所以孩子功課很多。」 

「教這麼多，孩子是否也學很多呢？」 

「不一定耶。孩子為了生存，開始學著應付，原先在小學學到的基本功

夫卻慢慢退步。例如功課太多，就沒法顧到作業品質，因為寫完比寫得

好重要。」 

應付？他指的是「調適」嗎？我想到每次的教改和課程修訂，檯面上的

教育目標和宗旨都是要孩子快樂學習，降低上課時數；但到了教育現場，

有些環節就不對勁了，那些所謂「選修」的時間，還是被填塞了沉甸甸

的課業，或許這也成了家長和校方的「默契」。然而因著大人的善意，

孩子學著應付，愈大愈會應付。這就好像是將孩子的腦袋當布袋，好心

好意的大人不斷幫忙裝學問進去，卻讓小孩為了不撐爆，只好自己挖個

破口，讓過多的填塞物漏掉，有時漏過頭，看起來就像退步。 

我又想，字寫得如何或許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但是忙碌不代表充實，

如果因為疲於奔命而養成應付的心態和習慣，難保多年之後，我們的社

會還是在「應付」中耗盡社會資源。面對毒油、毒粉、毒奶事件，能否

讓教育發揮一些預防功能呢？ 

 

一. 最近天候不佳，常有下雨情形，請家長提醒您的孩子要帶雨衣及隨身

保暖外套。 

二. 請家長提醒您的孩子，在學校不要有借貸行為及贈送或接受他人物品

行為。 

三. 感謝美琪生技有限公司捐贈本校洗手慕斯 22箱，期能養成學生勤洗

手，降低傳染病上身機率。 

四. 本校一年級預定 3/18或 3/25辦理校外教學，目的地：大溪松旺農場。 

 

 

 

一. 本校六年級男生排球隊參加全國闔家盃，榮獲第 5名。 

二. 102學年度上學期第 2次「文林百篇」得獎學生名單公告學校網頁「榮

譽榜」，歡迎上網參閱；恭喜得獎學生，感謝教師及家長指導鼓勵。 

三. 恭喜劉嘉允參加全國第 38屆奧林匹克競賽，自然科競賽六年級組銀

牌獎、劉嘉蔚榮獲自然科競賽三年級組優勝獎，以及數學競賽三年級

組三等獎。感謝教師及家長指導鼓勵。 

 

 

謎題 射格 謎底 

茫茫茫 猜水果名 蓮霧 

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 一字 規 

一家有七口，種田種一畝，自己吃不夠，

還養一條狗 

猜一個字 獸 

門裡陽光照，門外雨飄飄 猜一字 澗 

吃飯欠碗(台語) 台灣地名 基隆 

四季如春 台灣地名 恆春 

君子之交 台灣地名 淡水 

雨後春筍 台灣地名 新竹 

禮義廉恥 一字 羅 

欲言又止 一字 認 

一月復一月，兩月共一邊，上有可耕田，

下有長流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 

一字 用 

7除以 2 猜一成語 不三不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