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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04 教育部 

 
壹、推動緣起 

國家建設、經濟發展，一切都以人才

為先；人才的培育，需要長期持續，更要

從基礎做起。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的統計，目前全世界實施

10 年以上國民基本教育的國家計有 46
國，主要原因乃是許多非先進國家已注意

到國民基本教育與國家競爭力的關聯。 
我國實施 9 年國民教育迄今已 39

年，實施當時，全世界施行義務教育超過

9 年者不到 10 個國家，我國名列前茅；

但現在與先進國家相比，9 年義務教育之

年數已屬後段班。同時，審視國民教育現

況，仍存在城鄉差距、良莠不齊、資源不

均、升學壓力過重等問題，還有少子女化

帶來的學生數下降的隱憂，尤其是近半數

高中職校是私立，學費高出公立 4 倍以

上，且就讀私校的學生多數來自中下階層

的家庭。為了全面解決現階段教育困境，

並加強國家人力素質的提升，確有延長國

民基本教育的需要。 
長期以來，社會各界對有關延長國民

基本教育有高度之共識與期待。我國推動

延長國民教育之議，早自民國 72 年起即

展開，先後經過 10 任教育部長，而最近

於 92 年 9 月全國教育發展會議達成「階

段性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結論與

共識；95 年 12 月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2006 年臺灣地區民眾對重要教育議題

看法之調查結果報告」普查結果，則有高

達 78.4％的民眾支持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 
據此，政府於 95 年 7 月 27 至 28 日

召開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將本項議題

納入，並達成積極推動共識。於是，於行

政院核定之「大溫暖社會福利計畫」中，

將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納入，責成教

育部積極規劃，並指派林萬億政務委員擔

任政策協調與督導，自 2007 年起逐步推

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在今年先行實施

經濟弱勢私立高中職學生學費補助及高中

職優質化計畫，在 2008 年全面推動國中

小學生學習扶助計畫，並於 2009 年全面

實施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在此期間，並

透過縮小公私立高中職學費差距、提高在

學率、提升優質高中職學校數等配套方

案，讓高中職逐漸社區化，降低國中升學

壓力，平衡城鄉教育差距。藉由 12 年國

民基本教育的實施，全面培植優秀國民，

順勢解決當前教育衍生的一些問題，創造

一個讓家長、學生、老師都能滿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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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貳、推動依據 

一、依國民教育法第 2 條「凡六歲至十五

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六歲至十

五歲國民之強迫入學，另以法律定

之」（強迫入學條例）。我國現已實施

六歲至十五歲之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是強迫入學、免學費、義務的教育，

接受教育是國民的權利，也是義務。 
二、另依教育基本法第 11 條「國民基本

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年限；

其實施另以法律定之。」目前推動延

長的國民基本教育（十五歲至十八

歲）指的是非強迫入學（非義務）、

但是普及入學、低學費的教育，接受

教育是國民的權利。 

參、政策目標 

一、提升國民素質，增進國家競爭力； 
二、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實現社會公平正

義； 
三、紓緩升學壓力，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四、平衡城鄉差距，降低教育落差。 

肆、實施原則 

一、入學普及化：提升國中畢業生入學高

中職比率，期達百分之百。 
二、教育優質化：擴增優質高中職，全面

提升高中職教育品質。 

三、就學在地化：落實高中職社區化，逐

步達成在地就學目標。 
四、縮短學費差距：縮短公私立高中職學

費差距，減輕弱勢家庭家長經濟負

擔。 
五、縮小城鄉差距：補強教育資源不足區

之高中職學校資源，提升其競爭力。 

伍、規劃推動沿革 

有關延長國民教育年限，長期以來即

為政府及各界關心議題。自 72 年迄今歷

經 10 任教育部長，皆有所努力。其重要

沿革摘述如次： 
一、民國 88 年以前主要聚焦在以職業教

育為主：如 72 年延教班開辦，78 年

積極研議實用技能班，86 年擴大推

動 10 年技藝教育，皆以職業教育為

重。 
二、直到民國 88 年開始進行高中職社區

化方案規劃，積極規劃研擬推動十二

年國教。民國 90 年曾志朗部長任

內，委託進行「延伸國民基本受教年

限規劃研究」；92 年黃榮村部長任

內，委託進行 4 項實施十二年國民教

育基礎研究。92 年 9 月召開全國教

育發展會議，將規劃十二年國民教育

列為討論議題，並獲結論，積極推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規劃。 
三、綜合前述，長達 21 年期間，有關延

長國民教育議題，在 88 年以前皆以

少數國中學生技藝教育延長為重點；

88 年至 92 年間，則以研議規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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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四、迄至 94 年杜正勝部長開始著手積極

實際推動延長國民基本教育，主要作

為包括： 
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工作小組及

專屬辦公室。 
推動 12 項前置準備措施。 
完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方案。 

五、鑒於教育部相關規劃及前置作業推動

情形，並為符應社會高度共識與期

待，提升國民素質，增進國力，行政

院蘇貞昌院長於 96 年 2 月 27 日宣布

2009 年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 

陸、前置準備措施 

自 2005 年起，教育部籌組專案小

組，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前置準備措

施，為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展開實際行動。

各項前置準備措施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發揮了「砌磚奠基」之積極作用，並

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有相

當密切之關聯。茲表列如下： 
 

序號 前置準備措施 主辦單位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相

關子計畫 

01 
大學提供名額受理高中推薦學生入

學招生方案 
高教司 推動大學支持高中職社區化 

02 高中職社區化中程計畫 技職司 高中職社區化 
03 產學攜手試辦計畫 技職司 結合技職教育與產業發展 
04 高職重點產業類科就業方案 技職司 結合技職教育與產業發展 

05 
研發整合「教育優先區計畫」暨相

關業務 GIS 系統第 3 階段採購計畫
國教司 高中職社區化 

06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 國教司 建置十二年一貫課程體系 

07 
國立高中職校老舊危險校舍改建及

教育資源不足新興工程計畫 
中部辦公室 高中職優質化 

08 優質高中輔助計畫 中部辦公室 高中職優質化 

09 
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適性學習

社區高中職獎學金實施要點 
中部辦公室 調整高中職入學方式 

10 
加強輔助經濟弱勢私立高中職學生

學費補助計畫 
中教司 

補助私立高中職學生學費－縮短

公私立學費負擔之差距 
11 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考指引 中教司 建置十二年一貫課程體系 
12 研訂高級中等學校法 中教司 修訂相關教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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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
施計畫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共包括 12 項子計畫與 21 項方案，相關

內容如下： 
 

子計畫 主政單位 辦理單位 方  案 備註 
1 補助私立高中

職學生學費－

縮短公私立學

費負擔之差距 
中教司 

中部辦公室

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 

1-1 加強輔助經濟弱勢私立高中職

學生學費補助方案 
 

2 高中職優質化 技職司 
中教司 

中部辦公室
2-1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2-2 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3 高中職社區化 
中部辦公室 

3-1 學區劃分實施方案 
3-2 高中職學校分布調整方案 

 

4 調整高中職入

學方式 
中教司 

4-1 國中基測轉型暨申請入學實施

方案 
4-2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及偏遠地區

高中職試辦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4-3 高中職發展特色招生作業要點 

 

5 建置十二年一

貫課程體系 
中教司 

5-1 強化中小學課程連貫與統整實

施方案 
 

6 建立質差學校

退場機制 中部辦公室 
6-1 高中職校務評鑑實施方案 
6-2 高中職輔導、轉型及退場作業

要點 

 

7 結合技職教育

與產業發展 
技職司 

7-1 產學合作（攜手）方案  

8 推動大學支持

高中職社區化 高教司 
技職司 

8-1 大學增加名額受理各高中職學

生入學招生方案 
8-2 高中職學生申請就近升學大專

校院實施方案 

 

9 精進高中職師

資人力發展 教研會 
9-1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實施方案 
9-2 提升高中職教師教學品質實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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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主政單位 辦理單位 方  案 備註 
10 學生生涯規

劃與輔導 
訓委會 

10-1 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生涯輔導

實施方案 
10-2 國中小學生學習扶助方案 
10-3 補助辦理追蹤輔導與安置中

輟生復學原則 

* 「國中小

學生學習

扶 助 方

案」由國

教司主政

11 鼓勵家長參

與教育 
國教司 

11-1 家長就近參與各級學校教育

實施方案 
 

12 修訂相關教

育法規 
中教司 

12-1 高級中等學校法  

 

捌、推動期程： 

一、前置準備階段：自 2003 年推動「高

中職社區化中程計畫」開始，先後推

動「優質高中輔助計畫」等 12 項前

置準備措施。 
二、啟動階段：2007 年至 2009 年 7 月推

動各項配套措施，依實施計畫訂定各

項實施方案及作業要點，逐年擴增經

濟弱勢私立高中職學生學費補助，全

面推動高中職優質化。 
三、全面實施階段：2009 年 8 月起，全

面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經濟弱

勢非自願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皆可獲

得學費補助；優質化學校不斷擴充；

調整入學方式，增加申請入學比例，

並逐步降低基測成績比重，促進國中

畢業生就近入學高中職，藉此逐步達

成紓緩國中生升學壓力的目標。 
 

玖、結語 

教育是個人自我實現的關鍵措施，也

是國家永續發展的希望工程。國民接受基

本教育其內涵與年限是依照知識進展、社

會演進與個人需求而有不同。從基本識字

要求到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其受教年

限、義務性質、強迫與否，皆有所不同。

我國一向重視教育，國民基本教育之發

展，亦與前述的發展軌跡一致。 
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 20 餘年

來社會各界的共識與期待，也是教育部長

期以來研議、規劃及試辦的重要教育政

策。行政院與教育部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實為將政策研議轉為實際行動的重

要一步，主要預期效益如下： 
一、透過補助經濟弱勢學生學費，縮短就

學負擔差距，讓每個孩子享有公平、

均等的教育機會； 
二、讓每個孩子就近就能找到優質化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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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職，適性就讀，紓緩升學壓力；用

好學校辦好教育，用好教育來培育好

人才； 
三、透過鼓勵家長參與教育，結合家長、

教師、學校共同心力，落實孩子生涯

輔導及學習扶助，把每個孩子帶上

來； 
四、用好老師實踐好課程、用好課程實施

好教育，提升國家競爭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要依循

教育專業、社會需求及民主程序，廣徵社

會各界意見，並希望於一年內釐清疑慮，

使實施計畫更臻完備。「為者常成，行者

常至」，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關係到

整體國力及個人發展，需要全體國人支

持，政府相關部門同心協力，使此一新世

紀國家重大教育建設克竟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