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宗旨  

結合全國關心適性教育人士，共謀推動適性教育永續 

發展、培育人才、服務人群、關懷社會。 

本會任務  

一、 提倡適性教育理念，建構以學生為本位之學習環

境。  

二、 研發適性教育策略，促進教育革新效能。  

三、 協助教育機構推動適性教育及人才培育工作。  

四、 協助學生認識自我之性向與興趣，並輔導其求學

與就業。  

五、 協助家長認知適性教育，幫助孩子適性發展。   

六、 協助教師增進適性輔導能力，促進學生適性發展。       

七、 增進會員情誼、資訊及經驗交流。  

八、 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任務。 

成立緣起 

1987 年台灣結束了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時期，黨

禁、報禁紛紛解除，教育改革的思潮也風起雲湧地衝

擊著台灣教育體制。1994 年 410 教改遊行後，台灣

推動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多元入學方案、

建構式數學、九年一貫課程、廣設高中大學等，希望

能減輕學子升學壓力、帶好每位學生、提升教育品質。

這些措施雖然立意良善，但實施至今，效果尚未彰顯。

據親子天下的調查，有 40%的國中生上課時不知道老

師在說什麼，部分學生學習怠惰的狀況，令人憂心。

過去教改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十二年國教已於 2014 

年上路，以採取部份免學費、大多數免試升學等方式，

冀望能成就每一個孩子、提升教育品質及國家競爭力，

目標是美好的，但實施以來，民怨四起，許多高中招

收到不同性向、興趣、能力的學生，如何針對差異性

較大的學生群體，進行教學工作，確保教育品質，及

與高職、高工各專業學校結合，相輔相成，是一個刻

不容緩要面對並解決的課題。  

台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於 2012 年 4 月曾

進行一項家長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 73.2%的家長

認為「找到個人興趣與志向｣是高中學生最重要的學習

目標，遠高於「進入理想大學｣(49.5%)。如果能讓孩子

及早找到自己的方向(適性輔導)，在提供適性教學的學

校得到適合之學習環境與機會(適性學習)，繼而能依其

興趣與性向發展(適性發展)，十二年國教的施行才真正

做到「適性揚才｣而成就每一個孩子。  

基於「適性教育｣為十二年國教核心價值的認知， 

2012 年 1 月，在一個台北市高中家長會長的聚會上，

大家熱烈地討論這個議題，並提出許多建設性想法。 

同年 3 月，在台中、台南、台北所舉辦的一系列「十

二年國教人才培育規劃座談會｣中，與會人士就人才培

育的議題交換了意見，雖然大家對升學方法各有不同

主張，但達成了一項共識：「推動適性教育｣。就在這

樣的氛圍下，成立適性教育發展協會的構想萌芽了。  

基於共同理念，全國有 34 位發起人在 2012 年 4 

月 13 日將成立申請書送內政部。經過事業主管機關

教育部的審查，內政部於 6 月 6 日發函同意辦理籌組

事宜。再經發起人會議、兩次籌備會議、三次工作會

議及徵求會員的過程，有 72 位創始會員願意一起投

入推動適性教育的工作，2012 年 8 月 18 日「中華適

性教育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正式成立，並於 9 

月 19 日接到內政部來函，准予立案。  

為公開募集資金、承接政府計畫、申請政府補助，

並使招募會員更具公信力，本會於 2016 年 7 月 20 日 

正式登記成為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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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簡報  

本會成立後，在全體會員的共同努力下，致力於適

性教育的推廣。為確實掌握適性教育的內涵，我們首先

於 2012 年 10 月辦理了「適性教育之理念與實踐研討

會｣，之後並每年舉辦適性教育論壇或講座；為形塑本

會願景與共識，「務虛營–開放空間會議」分別在 2013

年 1 月及 2015 年 4 月召開，第三屆及第四屆也再各召

開一次；為協助教師增進適性輔導能力，結合心靈與專

業成長的「阿德勒取向之教師適性輔導研習營｣在

2013 年 2 月首次舉辦，由於反應良好，該研習營再於

同年 7 月及 8 月分別在台中及台南舉行，並於 2014 年

7 月辦理第四期。  

本會亦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等團體在 2013 年 6 月

合辦了「從適性到卓越:人才養成之集體基因工作坊｣，

探討如何在適性的原則上追求卓越。為引導孩子追夢，

並讓家長參與孩子成長的過程，我們在十年來分別針對

高中生、國中生及國小生辦理了十多期的「適性探索親

子營｣，更遠赴嘉義六嘉國中、花蓮瑞穗國中，協助偏

鄉弱勢的孩子築夢踏實。依據親子營後的家長滿意度調

查，超過九成的家長是滿意的。  

為彙整並宣揚我們的理念，本會與商周出版社合

作，在 2014 年 5 月出版了一本新書《適性探索啟發孩

子的潛能》，闡述適性教育的概念，並提出適性教育六

大面向的具體作法，包括適性探索、適性課程、適性教

學、適性學習、適性分流、適性生涯等，希望家長、學

校、政府能通力合作，一起推動適性教育。  

不知您期待十年後台灣有一個什麼樣的教育環境

呢？如果每一個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充滿熱情的

學習，畢業後也可找到適性揚才的機會，得以安身立命

並實現夢想，那台灣必是充滿朝氣與希望的國度。推動

適性教育的路仍很漫長，需要大家一起發願，並持續關

心與投入，才能共同營造一個優質適性的學習環境。  

 

 

                 工作項目 

一、辦理適性教育研討會。  

二、 辦理適性輔導教師培訓營。  

三、 辦理適性探索親子營。  

四、 辦理適性教育政策座談會。  

五、 協助各級學校及督促政府推動適性教育及輔導措

施。  

六、 辦理適性教育考察及聯誼活動。  

七、 辦理交流活動。  

大事紀  

時間  內容  

101.04.13  申請書送內政部 

101.08.18  成立會員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

台北中山女高  

101.09.19  內政部來函，准予立案 

101.09.28  適性教育講座：李家同談適性教育 - 台北大

理高中 

101.10.07  聯誼餐會 

101.10.27  適性教育研討會 - 台北教育大學 

101.11.09  適性教育講座：王立昇談適性教育 - 台北大

理高中 

102.01.20  務虛營 - 開放空間會議 – 宜蘭人文中小學 

102.02.04-05 教師適性輔導營(第一期) - 台北教育大學 

102.03.02  春節餐敘 – 政大餐廳  

102.05.25 「阿德勒取向之教師適性輔導進階工作坊」

- 台北教育大學 

102.06.01  「從適性到卓越:人才養成之集體基因工作

坊」 - 台北教育大學 

102.06.29-30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一期) - 台北教育大學 

102.07.04-05 教師適性輔導營(第二期) - 台中中興大學  

102.08.08  參訪愛心育幼院 – 新莊 

102.08.18  周年會慶餐會  

102.08.26-27 教師適性輔導營(第三期) – 台南成功大學 



103.02.08-09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二期) - 台北大理高中 

103.02.16  2014 第二屆適性教育論壇及會員大會 – 台

北開平餐飲學校 

103.04.12-13  高中適性探索營(第三期) - 台北成功高中 

103.04.19 適性分流選課論壇 – 台灣大學 

103.04.20  410 教改二十年回顧與檢討座談會  

103.05.28  新書《適性探索啟發孩子的潛能》上市  

103.06.04  「首屆免試入學志願選填在即、教育專家教

你如何適性選擇」暨新書發表記者會 

103.06.21  「自己的孩子自己救、街頭公民審議十二年

國教-反賭局、反躁進、反黑箱；要公義、

要適性、要民主」活動  

103.07.05-06  教師適性輔導營(第四期)  

103.08.18  二周年會慶  

103.08.23-24  教師生涯素養工作坊  

103.11.06  「全國十四位縣市長候選人支持『反賭局、

真適性、要公義的十二年國教』連署主張」

記者會  

103.12.01 「教育團體呼籲新內閣重視國教民怨」記者

會  

104.01.24  2015 第三屆適性教育論壇及會員大會 – 台

北教育大學 

104.02.07-08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四期) - 嘉義六嘉國中 

104.02.24 「高中職生如何適性選系」記者會  

104.03.07.  適性選系探索營 – 台北成功高中 

104.04.25.  第二期務虛營–開放空間會議  

104.06.03.  「高中職適性選填志願與適性分流學制規

劃」記者會  

104.07.04-05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五期) - 台北敦化國小  

104.08.18.  三周年會慶 

104.11.01.  第五期適性教師輔導營  

104.12.17.  「籲請立法院儘速通過修法，增加教育預算

比例」記者會  

104.12.29 總統候選人教育政策座談會 - 台北青少年發

展處 

105.01.10.  2016 第四屆適性教育論壇 - 台灣大學 

105.01.23-24.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六期) - 新竹十興國小 

105.02.18.  發佈「適性選系參考程序」新聞稿 

105.07.09 2016 庶民教育論壇「談高中職入學制度」-

台灣大學 

105.07.20.  正式登記成為社團法人  

105.08.18 四周年會慶 – 北投清信花園 

106.01.14 2017 第五屆適性教育論壇 - 台灣大學 

106.02 .11-12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七期) -台中惠文高中 

106.04.23 第三期務虛營 

106.08.18 五周年會慶 

106.08.27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八期) -台中東華國中 

106.11.04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九期) -台北金華國中 

107.01.21 2018 第六屆適性教育論壇 – 台灣大學 

107.08.18 六周年會慶 

107.12.15 第七屆適性教育論壇 – 台灣大學 

108.02.17 第四期務虛營 - 屈尺國小 

108.08.18 七周年會慶 

108.09.28 適性教育講座 - 台北中正國中 

108.10.26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十期) -台北中正國中 

108.11.30 適性探索成長營-台北中正國中 

109.01.21 2018 適性教育論壇 

109.03.08 第八屆適性教育論壇-108 課綱適性揚才的

理念與實踐 

109.08.18 八周年會慶-大直華典 

109.12.15 2019 適性教育論壇 

110.01.23-24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十一期) - 新竹竹東國中 

111.01.08 九周年會慶-晶宴會館民權館 B1 

111.02.12-13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十二期) - 新北鶯歌國中

111.08.06-07 適性探索親子營(第十三期) - 花蓮瑞穗國中

111.08.18 十周年會慶-格萊天漾大飯店 15 樓 

  待續~ 

  



組織  

理  事  長：邱宗泓  

顧  問：吳清基部長、曾燦金局長、張明文局長、 

     林騰蛟次長、吳清山局長、林奕華局長、 

     楊郡慈局長 

副理事長：宋薇娜、王天珠、謝沛書 

常務理事：李文欽 

理  事：周韞維、林怡伶、陳月莉、陳鐵虎、 

     張超賢、黃允貞、王慧如、康世忠、 

     曾淑雅、馬淑貞 

常務監事：王立昇 

監  事： 鍾珮誼、邱立基、林謨佩、尹蓉先  

秘  書  長：城明極  

副秘書長：蔣世傑、何如儀、周郁倫 、李湘婷 

財  務  長：沈良慧  

 

本會網站  
http://www.tadae.org.tw/ 

http://www.facebook.com/AdaptiveEducation  

 

社團法人「中華適性教育發展協會」影片分享 
 

中華適性教育發展協會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vosqbYWtLF72Z

aExQouHfQ 

 

20150224 TITV 原視新聞  

高中職適性選系 適性會召開記者會

https://youtu.be/S6uAnm5_0E4 

 

中華適性協會 2/16 論壇分享時段(二):適性探索

https://youtu.be/9mbv8jXHtzU 

 

中華適性協會適性論壇分享時段(三):適性分流

https://youtu.be/w7mshHF6YeI 

 

20150227 召開記者會給予高三學生升遷建議

https://youtu.be/VPQ6lUzcAME 

 

105.01.23-24 社團法人中華適性教育發展協會 

親子營活動影片 https://youtu.be/H1zkyv6JyIo 

 

新竹縣 110 年度 生涯發展與技職教育親子營  

活動影片 https://youtu.be/ihtuiPdJoCc 

 

生活興趣心智圖：台大青鳥教育社 林世峰 

https://youtu.be/tSiduXhD-YU 

 

2022 鶯歌親子營 活動影片

https://youtu.be/SnstEQ3-LYA 

 

2022 花蓮瑞穗國中 適性探索親子營

https://youtube.com/watch?v=flENhZLvV3w&fea

ture=share 

 

中華適性教育發展協會 十周年回顧影片 

https://youtu.be/ssq3pNKme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