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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X

• 銜接108課綱，成大之一重
要改革-College X-針對未來
能力與素養的養成。

• College X 讓老師社群與學
生群體，定義未來全球永
續發展SDG Goals 的新問題，
發現適當的解法，並且真
正的冒險落實。

• 將協助九大學院的師生，
成為人才聚集的跨領域平
台，是成功大學未來大學
樣貌的實驗場域。



演講者

• 黃前教育部長榮村

• 課綱與基本能力概念的20年流變

• 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

• 素養、新課綱與考招

• Learning in Science LIS 創辦人嚴天浩

•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



引言 (常見問題預探討)

• 為什麼要有108課綱改革？什麼是素養？

• 為何需要考招連動？

• 理想與實際的可能落差？



Why 108 課綱?

以往教育培養上一代人，

創造了台灣奇蹟，

教育方式有錯？

因為未來的世界和過去不一樣，

是一變動的世界，

單一制式的技能可能遭淘汰。



Literacy and Skills for the Future

• 在2017-2018世界經濟高峰

會上，提出自動化

(automation)，將取代許多

舊的工作，但也將產生許多

新的工作機會。針對未來年

代中，取得適當工作機會之

十大技能 (Competency)：

• 1.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 2. Critical thinking, 
• 3. Creativity, 
• 4. People management, 
• 5. Coordinating with others, 
• 6.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7. Jud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 8. Service orientation, 
• 9. Negotiation, 
• 10. Cognitive flexibility.



108課綱之願景及目的

• 對應未來變動世界所需之素養及技能

•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 新課綱基本理念：自發、互動、共好

• 新課綱核心理念：素養



素養 (Literacy? Competency?)
• 定義：一個人適應現在生活及迎接未來挑
戰時，所應具備的態度(attitude)、
能力 (skills)與知識(knowledge) --ASK

國教院：12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編

態度 能力 知識 素養

生活實踐

終身學習



OECD Education for 2030 Framework

Global Competency for an Inclusive World



Attitudes &
Values

Skills

Knowledge

Competencies

素養？能力？

Action

OECD Education 

108課綱的「核心素養」，與九年一貫的「基本能力」有什麼差異 ...

Literacy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9&cad=rja&uact=8&ved=2ahUKEwjSrvzkwMvlAhUSGqYKHXdACZoQFjAIegQICRAB&url=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2801&usg=AOvVaw18TIT617GaX4DfZH1X3wCO


贯彻“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
Value, Skills, Knowledge

“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

中國大陸之[素養]

中國大陸較不談[適性揚才] 而鼓勵

中國大陸清華大學校長108周年校慶：



價值(Value)/態度(attitude)、能力 (skills)與知識(knowledge)
應該是目前歐美台中日之教育主要潮流。

我們無法證明108課綱改革是正確的，因為
我們無法確認對未來之預測是正確的。



考招連動

考招是否可能延緩與108課綱連結？



部定必修 加深加
廣選修

＋ ＋ 多元選修

確保共通素養
鞏固基本學力

＊性向探索課程
＊通識、生活與職業
應用課程

＊進階課程

適性分流
專業預備

*大學預備教育
*分流銜接課程

補強性
選修

學習歷程檔案中「課程學習成果」參採
之修課表現

彈性學
習

校訂必
修

考試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K-12 Education Adminstration,Ministryof Education





生活實踐 (應用，間接型)

地中海型氣候



須根據知識(knowledge) 分析實境而得到解答

Knowledge: A gene contains introns and exons. Introns are removed by RNA 
splicing when RNA matures. All  pre-mRNA introns begin with the sequence /GU 
and end with /AG.

直接型問題: 
• All the introns starts with (    ) and ends with (   )
(A) GU     AA  (B)  GC    UA  (C) GU    AG  (D) UC     CA

實境應用型:
• All of the following RNA sequences contain an intron except one sequence 

which  contain a mutation at a splice junction site. Please identify the mutant 
sequence.

(A) 5’-AGCUCUCUCUGUAGUGCAGUAGCUAAAUCCAAAAGCUCUUUAG-3’
(B)5’-AAACCCGCGCUUCGCCAAGCCCGUUUUUCUAGAAGCCUCCGUGG-3’
(C) 5’-ACCUCUCUCUGUAGUGCAGUAGCUAAAUCCAAAAGCUCUUUAG-3’
(D)5’-AAACCCGUGCUUCGCCAAGCCCGUUUUUCUAGAAGCCUCCGUGG-3



2019年高考语文真题
（北京卷）







1. 情境型間接式問題
2. 長主幹型閱讀問題

考招連動是108 課綱
利用考試引導素養教學是必要



理想與實際的可能落差？

歷來之教改，大半不成功，
這一次會成功？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洪詠善



USA

Taiwan

China

World

From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world)

學生表現差距世界第一，但經濟不平等在世界屬於溫和



中位數為47.0萬元

75% 數為70.2 萬

2017年

此收入區段的人
決定國家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想幫助

此收入區段的人
翻轉？

不理解而造成落差？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分布

制定教育政策的善良人士可能不理解
需要翻轉階層的人士之教育需求



美好的理想
正確的方向

108課綱

成功實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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