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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扭轉不易，常態編班推動仍需進一步努力 

文宣部 

縣市合併終於有這麼一個良好的契機，來建立基礎教育立足點的公平性，這樣的機

會仍然差點胎死腹中，在縣市教師會聯合議會教育小組所有議員召開記者會的壓力下，似

乎有了扭轉的契機。另在林宜瑾議員的安排下，並由許又仁理事長、林佑任副理事長、楊

秀碧理事及林柏川家長會會長陪同拜訪賴清德市長，陳述一市兩套作業模式恐引起民間誤

解，以為可放任違反常態編班準則，賴市長亦接受此想法並明確宣示「校長違反常態編班

之執行，經查證屬實，情節重大，應不予遴選」，嚴格遵守落實法律規定亦保障了大台南

地區學子公平受教機會。 

本會理事長陳述，猶記得郭毓昇理事長與其參加台南縣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當郭

理事長與其同聲表明反對南縣政府之作為，並要求載明於會議紀錄中，從此台南縣常態編

班推動委員會不再開會，這時間長達六年之久，臺南縣教育的公平性就此停擺。這期間原

南縣政府採不告不理的態度，放任基層學校違反常態編班準則至今…。縣市合併後，此一

重大教育政策，終於得以落實，理事長擔任臺南縣市合併後第一屆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委

員，提出台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應該擴展「由教育局統一辦理的公開、透明的常態編班

方式」，並於會議中討論並達成共識，全市採用統一集中電腦常態編班作業。 

本年度常態編班作業各校皆於 8月 5日完成，當日下午理事長走訪宣導四所學校，

再加上 8月 9日走訪宣導二所學校，皆有一致的聲音。一年級新生編班採統一集中電腦編

班作業，再加上納入校長遴選辦法作為參據，因此不再有關說，可說為基層學校解決長期

困擾，是一正確的教育政策決定。但小二升小三、小三升小五未納入統一集中電腦編班作

業，讓有些家長認為是留有空間，造成各校皆有關說指定老師的現象，為避免困擾基層學

校期待明年能納入，如此導師編配原則自然得以公開公平公正的作法處理。另外有國中公

立學校意見，認為私校應納入統一集中電腦編班作業，至少其校內編班作業時，應如同本

次指派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委員連同督學到校訪視其編班作業過程的透明與公正性，避免

私校校內自辦編班作業時借機分班，傷害校內整體學生權益。期待公私立學校在公平競爭

的機制下，在遵守法制的原則下，努力經營出學校特色，實是學生之福亦是學校永續經營

之道。 

本會理事長過去身為台南縣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委員非常痛心，台南縣政府教育局

停擺六年不開會，因而造成國民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性受到扭曲與傷害。今年擔任臺南縣

市合併後第一屆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委員，非常肯定賴市長與鄭局長能認同常態編班是建

立學生教育機會與教育立足點公平性的必要作法，並加以落實。但走訪基層學校後，理事

長認為本市常態編班推動仍需進一步努力及改善的空間，讓制度面更嚴謹、更透明、更公

開以彰顯教育機會的公平與公正性，並確立政府教育資源分配、機會均等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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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常態編班以維護學生公平受教權 

教育局局長  鄭邦鎮 100.8.10 

台南市合併升格後政府的運作應朝法治社會邁進，而建立教育法制紀律是靠實踐，而

不是口號。今年由教育局統一電腦編班彰顯的價值面是在有效關鍵上照顧弱勢，是進步的

普世價值，而政府要捍衛此價值。不但窮人家是弱勢，相對於大人世界，全體小孩其實都

是弱勢，所以要真正考量全體小孩，使人人有公平受教的機會。 

    落實受教機會均等的價值，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公私立學

校皆應常態編班，不論統一編班或各校自行辦理，均應依法律規定沒有迴旋空間，法令授

權教育局成立國中小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負責推動常態編班，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落實

法令要靠我們來執行，第一線的學校更應確實遵守，以維法治。 

近來家長強力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而學校是公共資源本應照顧所有學生，而學校教師

的人力資源更應給予所有學生公平的機會，尤其經濟弱勢家庭沒有背景，對孩子的教育更

是殷殷期盼，若學校在常態編班上無法維護公平的體制將造成學生產生相對剝奪感，質疑

法令的公正性，因此教育上維護機會的均等是極為重要的事，不可等閒視之。 

    原台南市政府每年來皆召開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會議，由教育局建構完善的統一集中

之 S型排列電腦亂數的作業系統及查察機制，也是經社會共識建立體制而獲得學校、家長

及民意代表的支持；原台南縣政府由各校自行辦理編班，卻常受檢舉不勝其擾。反映事項

不外是人情關說選擇老師，或以發展學校特色之名違反藝術才能法的能力編班，校長也難

敵地方壓力而左右為難，遵守規範的學校又面臨越區就讀學生流失的問題，在評估法制面

及現實面後，今年決定小一及國一由教育局統一以電腦作業編班。這好比在最混亂的情況

下，採取有效而可大可久的步驟，以前縣市的做法不一致是現實困境，好比一手骨折，醫

師應用固定板幫助讓它恢復正常，而不是讓另一手也骨折來達成平衡。 

    對於未依規定若經查核屬實違法能力分班之學校校長，除嚴懲外且需回任老師，甚至

不得再參加校長遴選，情節重大者，不排除兩大過免職處罰。如此的不得已的作法並不是

要將所有責任都推給校長，而是希望「嚴罰」，成為校長靠山後盾，而且私校也需依相關

法規辦理，不得違反。今年難得遇到「大台南」時代，遇到一個想要大有作為的賴市長，

社會全體望治心切，盼望來一次全面徹底的改革。但在既有的教育體系複雜的生態環境下，

校長有心有責而無權無力一次對抗整體的社會壓力，市府與校園也不宜冒著「莫非定律」，

交由校長自行編班，表面一時責成校長全權負責，爾後必然長期耗費精力在處理檢舉違法

和議處校長，以致政府陷入泥沼而耗費太大的無效分力，折損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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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面臨私校競爭及越區就讀的問題，在少子化下備感壓力。學校的經營是以校

長為ＣＥＯ的理念，強化校長責任，充分尊重校長對學校的專業領導，期盼各學區間、公

私立學校間應在依法辦學的原則下，以良善的發展模式，用照顧全體學生的方式贏得家長

的信任，讓各校均發展為優質的學校，讓家長及學生就近安心的上學。 

將來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的政策都將進行，學校教育應跳脫傳統的升學考試競爭，

因為紙筆測驗無法測出孩子的全部能力，教育應讓學生適性發展，在少子化下每一位學生

都有一片自我的天空，未來成為各界的幹才，要落實這樣的目標要經由教育局與學校攜手

合作制定教育政策，教師規劃精緻教學並與家長攜手教導學生，用教育為孩子裝上飛向夢

想的翅膀，讓教育成為台南市最強的軟實力！ 

 

 

<啟動統一電腦常態編班按鈕> 20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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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心 聲  

  縣市合併後，大台南市的中小學一年級新生，統一由教育局採用電腦

亂數編班，在落實常態編班政策真的是符合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然而

解決了入學教育機會齊頭式的平等，是否能提升教學品質或滿足學生學

習的需求，值得深思。 

  基本上，國中小的常態編班型態是不一樣的；國中是為了升學的需

要，才有能力分班，而國小則因包班制，家長為了選擇優秀的導師，而

使一些特定的人集中在某些班，這樣當然就造成教育機會的不均等，這

也就是為什麼常態編班重要的原因；因此，我們該思考的是，如何在常

態編班模式下，照顧的每一個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國中的常態編班將會因高中的免試入學而能正常的實施，在沒有升

學壓力下，常態編班更要兼顧學生不同才智的發展，不能因為沒了升學

壓力，而使教學品質下滑，齊頭式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在常態編班

下要儘量做到能力分組教學，使不同才智學生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這

是因材施教的真正內涵。 

  國小的常態編班很可惜只進行一年級電腦編班，三、五年級由學校

自行編班，難免給人留下想像空間。事實上，家長選老師一直都是校長

辦學的很大壓力，若能統一的常態編班，除了能解決辦學壓力外，還能

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然而，要怎麼做才能讓家長接受常態編班這樣的觀

念，不可否認，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給優秀的老師教，至少不要編到

風評不好的老師班；所以，要落實常態編班首先要思考的是教師專業齊

一性，在此提供一些本校的作法，永康區勝利國小每個學年都成立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六個年級有六個專業學習社群，每個學年每週都有一節

導師共同不排課時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利用每週的共同時間進行專業

對話，透過專業對話，讓學年的老師得到專業成長，並建立學年的教學

特色，學年在專業社群的緊密互動，成就了「No teacher left behind.」

的願景，當我們有信心跟家長說勝利的每位老師都很優秀時，常態編班

的理念就不難達成。 

 

 

                  台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校長 許清陽 1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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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所為、有擔當的校長 

不行，全部要拿去做雞精。這是一句廣告台詞! 

『不行，全部都不能選老師，因為億載的老師都是最優秀的!』雖然這是

短短的一句話.....但在這幾個字的背後，卻隱藏著多少無形的壓力與困擾(民

意代表、家長會、老師及其他有力人士的關心)。 

一位有所為的校長是要有勇氣承擔一切的壓力，更要能勇敢說「不」!

而在「不」這個筆劃簡單的字背後，卻有著不簡單的含意。它代表著:讓全校

的學生有個公平的舞台與希望，並且是讓全校老師有尊嚴的。(億載國小吳文

賢校長，謝謝您，多年來讓安平區的孩子們有一個公平的舞台來學習與成長!) 

感謝市長賴清德、教育局局長鄭邦鎮多次利用公開場合，一再的宣示要

求學校遵守常態編班的規定，教育局也多次發公文到各個學校要求配合。若違

反規定的學校，相關人員一定嚴處，嚴重者校長可能回任老師。 

八月五日導師抽籤，不曉得有多少位校長能做到和吳文賢校長一樣? 一

切按照規定來執行，讓同為教育界一份子的我們，能一起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公

平的學習環境。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家長代表  高明禮 100.8.8 

 

 
 

8 月 2 日常態編班作業由鄭邦鎮局長主持，會中並邀請市教師會、市家長協會、市家長聯

合會等代表出席及全市各國小校長帶領相關人員 1 名到場辦理全市統一電腦常態編班，務

期貫徹公平、公正、公開的常態編班精神。後續的編班流程為求公開，全市各校的國中小

新生導師編班，皆於 8 月 5 日於各校公開辦理作業完成，並上網公告。 

 

    

各國中小新生導師編班抽籤會議 100/8/5 楊志成、張蕙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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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推動常態編班【台南縣教師會說帖】 

    基於教育對開創國家未來的關鍵影響，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元旦文告：「預定民國 103

年高中職學生全面免學費、大部分免試入學。」預計今（100）年 8 月入學的 30 萬餘名國

一新生將適用。1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就國中

小教育而言，落實「常態編班」就是基本立足點平等的保障。 

另在個別化差異原則下，為讓孩子能適性發展以提升其能力，國家亦有相關法令配套

來執行。如資賦優異採分散式編班，就其天賦採個別抽離指導，兼顧其天賦能力發展與社

會適應；如藝術才能採集中式編班，考量教學需求提供充足師資，讓學校特色得以發展並

培育國家多元人才；如特殊教育法的頒布，讓所有弱勢學童有較多教學資源的照顧，能體

現人性尊嚴與價值。 

為了台南市教育發展的遠景，並因應「大部分免試入學」新的教育政策，使台南市學

生有利於未來升學，本會建議台南市國中小編班「統一由教育局辦理」是最佳做法。2 

理由有下： 

（一） 教育部的免試入學方案，以「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專業」為周延配套，

得到了「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支持，所以這種方式大部分家長是接受的，編班經

由「教育局」統一辦理，是最能符合「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專業」的精神。 

（二） 為了兼顧都會化國中和偏鄉國中的升學3，免試入學採計的成績是「全區一致性

為原則」，且不論是採計「學期總成績（國中二上、國中二下、國中三上）」或是「定期評量

成績（5 學期不得超過 6 次）」，都要用全校排名百分比。以此種方式，經由「教育局」統

一辦理的公開、透明的常態編班方式，絕對是對免試升學最有利的選擇。 

（三） 常態編班已經推動幾十年，研究上也多所驗證「常態編班重視每位學生的受教

權及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希望把每位學生帶上來，對

每位學生有利，符合未來開放多元的社會發展，是一種正確的教育理念」4。由教

育局統一辦理的公開、透明的常態編班方式，最能落實這種正確的教育理念。 

（四） 臺南市由教育局統一辦理，採電腦亂數 S 型方式編班的方式，效率又高又快，

行之多年，經驗豐富，多持有正面的教育功效，除了應再繼續推廣之外，也可以

配合教育部免試升學的政策，有利於大多數的學生和家長。 

                                                      
1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40.111.34.179/    相關資料參閱  新聞專區/100 學年度擴大高中

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宣導說明會會議資料 
2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民國 98 年 07 月 14 日）第六條：國中小學生之編班，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或由其指定學校或核定各校自行辦理。 
3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40.111.34.179/    相關資料參閱  新聞專區/100 學年度擴大高中

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宣導說明會會議資料 
4顏國樑，〈由政策執行的觀點論影響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執行成效的因素及其因應策略〉。 

http://140.111.34.179/
http://140.111.3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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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本應該擴展「由教育局統一辦理的公開、透明的常態編

班方式」，卻有了小小的阻力，主要的根源來自於以下幾種迷思： 

（一）學生學業成就高、社經背景高的家長傾向於「核定各校自行辦理」，認為這樣有機會

可從中運作，將成就高、社經背景相似的子弟集結在一起，方便要求校方進行「加

深加廣課程」。 

[破除迷思]：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第 8條和第 9條，依

學生學習特性，可以以組群實施分組學習或辦理社團活動
5
，用這種合法的方式，家

長也可以為子弟爭取到「加深加廣課程」，免除人情請託、權勢較勁的壓力。 

（二）希望挑選導師的家長傾向於「核定各校自行辦理」，認為某種特質的導師才適合自己

的孩子。 

[破除迷思]：教育的目的在增加學生的適應力，而且，「某種特質」也許只是家長想

像中的期待，「不一樣特質」的老師很可能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潛能、獨立的良師。

所以，支持「由教育局統一辦理的公開、透明的常態編班方式」，家長換一個角度思

考，反而可以增加學生將來社會、人際關係的適應力。 

（三）希望學生發展特殊才能的家長傾向於「核定各校自行辦理」，認為用此種方式可運作

孩子在某一班，學習或加強某項特殊才能。 

[破除迷思]：依據特殊教育法和藝術教育法，希望學生發展特殊才能的家長，應監督

校方「依法提出申請」，如此對孩子學習資源、未來的升學才有保障和優勢。 

（四） 怕孩子受到欺負的家長傾向於「核定各校自行辦理」，認為用此種方式可運作編班時

避開某些「麻煩者」，孩子才可以安心的學習。 

[破除迷思]：家長應以家長團體要求教育行政單位：加強學校訓輔工作，或增派輔

導人員常駐，或心理諮商師進入校園協助，不僅有效輔導有問題的學生，也能豎立

友善、關懷的模範。 

                                                      
5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民國 98 年 07 月 14 日）第 8條：「國中小之分組學習，
以班級內實施為原則。但國中二年級、三年級得就下列領域，以二班或三班為一組群，依學生學習特性，實
施年級內之分組學習：一、國中二年級得就英語、數學領域，分別實施分組學習。二、國中三年級得就英語、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分別實施分組學習。其中數學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得合併為同一組。 
前項年級內分組學習之實施，應由學校邀請該校教師會代表 (無教師會者，由各該年級教師代表) 、學生家
長會代表及學校行政人員共同訂定計畫，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備查。」第 9條：「國中小辦理社團活動
時，得不受本準則之限制，不同年級、班級之學生得自由參加，以發展多元能力，深化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