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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單位：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答：有關青田街 2 巷 3 號、17 號廢棄房舍，師範大學已於 97 年 7 月 7 日派員將屋
內雜草及廢棄物清理完畢，並表示該宿舍拆除改建前，將定期派員清理維護及
消毒。另有關青田街 2 巷 1 號房舍，本府環保局大安區隊於 97 年 7 月 8 日上午
派員會同國有財產局江小姐現場勘查，該局表示將於三日內派員清理；該隊於
97 年 7 月 12 日派員複查，現場已改善完畢。案址該隊已列管在案，將持續不
定期派員巡查，如遇污染情形，則依「廢棄物清理法」查處，以維環境整潔。

44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1 日
質詢議員：林奕華
質詢對象：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質詢題目：升學不「多元」！在家教育學生吃虧！
說
明：
日前有家長向本席陳情，他的小孩今年升高中，參加第一次國中基測
，考了 278 分，PR 值達 95，英文更考了 60 分的滿分，但卻因為小孩
為在家自學的學生，沒有機會參加縣市級、全國性或國際性之運動比
賽或語文數理等相關競賽，即使基測成績不錯，也難在第一階段就申
請或推甄進入想念的學校，讓家長為之惋惜！
本席認為，多元入學包含申請入學、甄選入學、登記分發，前二者皆
採免試入學，目的就是希望在分數之外，還能以其他部分的優異表現
或特殊專長，讓學校可自主選才、學生可志願選校；原本是希望脫離
分數至上的窠臼，達到學校、學生雙贏的目的！然而，很遺憾的是，
即使是免試升學，仍然是以參加哪種比賽、得到第幾名、可以加幾分
的方式加以評比，最終仍淪為以分數作為評比標準的結果！
尤其是教育局既然提供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即在家教育之實施方案
，升學管道上卻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造成一個缺口；接受在家教育
的孩子還是得等第二次基測結束後，再依成績進行分發，從機會平等
來看，對他們而言並不公平！本席要求教育局針對此一部分重新檢討
，讓這些孩子也同樣享有「多元」入學的機會！
答覆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答：「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係屬教育部權管業務，本府教育局將於適當會
議中，代為反映 貴會林議員奕華之意見，並請本市所屬學校於訂定入學條件
時，得依學校本位發展及需要，審慎訂定入學申請條件，以符多元入學之精
神。
檢附「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1 份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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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
中華民國 87 年 7 月 4 日台八七中一字第 87071396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89 年 8 月 19 日台（八九）中（一）字第 8910258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0 年 8 月 31 日台（九○）中（一）字第 9012541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1 年 8 月 29 日台（九一）中（一）字第 9112821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20 日台中（一）字第 0920167432 號令修正第拾伍點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11 日台中（一）字第 9301036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6 日台中（一）字第 0950127864C 號令修正第叁點、第柒點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29 日台中（一）字第 0960145068C 號令修正

壹、依據
教育基本法第九條、高級中學法第三條及職業學校法第四條。
貳、目標
一、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使學生適性發展，以培養五育並重之國民。
二、重視學生之學習歷程，尊重學生之性向及興趣，以激勵學生之向學動機。
三、輔導高中及高職（以下簡稱高中職）辦理招生，提供學生多元入學途徑，
以建立符合學校及學生需要之入學制度。
四、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引導國中畢業生就近升學。
參、招生方式
一、甄選入學：提供具有音樂、美術、舞蹈、戲劇或體育之特別性向或才能之
各類學生入學。
二、申請入學：提供對有特色之學校或科別具有興趣之學生就近入學鄰近高中
職或直升入學，以落實高中職社區化。
三、登記分發入學：提供非經由前二款方式或其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
方式入學學生依其志願分發入學。
肆、各校除辦理登記分發入學外，應依學校特色辦理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或擇一辦
理，五專辦理登記分發入學應與高中職聯合辦理。
伍、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之招生區，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實際
需要擬定範圍或數量，報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
陸、招生對象及資格
一、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取得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全國試務委員會（以
下簡稱全國試務委員會）辦理之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以下簡稱基
本學力測驗）分數者。
二、非應屆國民中學畢業生及同等學力並取得當年度基本學力測驗分數者。
三、符合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並取得
當年度基本學力測驗分數者。
柒、各項招生之辦理方式
一、甄選入學
（一）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特殊才能班、各單類科高中及高職海
事、水產、護理、藝術、農業類科等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設立之
班、科、校，得跨區聯合辦理招生，學生應就單一學校或跨區聯合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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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入學委員會擇一報名。
（二）甄選入學按下列方式實施：
1.各校辦理甄選入學以基本學力測驗之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與自
然五科及寫作測驗分數納入甄選總分，其權重不得逾甄選總分之百
分之五十。且不得採計在校學科成績。
2.各校應配合招生之科、班性質參採學生在校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
育、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表現、日常生活表現貨其他才能等。
3.各校應視實際需要就實驗、口試、小論文、實作、表演或術科等項
選擇辦理，不得加考任何學科紙筆測驗。
二、申學入請
（一）學生限向報考時就讀或畢業之國中學籍所在地招生聯合申請入學委員
會提出申請，其申請校數如下：
1.向一所高中提出。
2.向一所高職提出。
3.同時向一所高中及一所高職提出。
（二）學生依前目規定申請之校數，各招生區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定後酌予增加。超過前目規定之校數，其報名費用不得增
加。
（三）國民中學學生應依各校所定條件，自行向欲就讀之學校或聯合申請入
學委員會提出申請。
（四）各校以基本學力測驗之國文、數學、英語、社會及自然五科分數爲申
請條件，並得擇一科或二科加權計分。
（五）各校應採計基本學力測驗之寫作測驗分數，作為報名資格條件或加分
條件。
（六）各校應參採學生之在校成績（限直升入學）、日常生活表現或特殊事
蹟等。
（七）各校考量社區地緣因素，提供若干名額予鄰近國中，其提供名額之原
則及錄取方式，應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八）各校採書面審查方式辦理，不得再辦理任何形式之測驗。
（九）直升入學以本校學生為原則。但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准核，不在此限。
三、登記分發入學
（一）各校辦理登記分發入學，應以基本學力測驗之國文、數學、英語、社
會與自然五科及寫作測驗分數為分發依據，不得加權計分。
（二）各生參加登記分數發入學，應以當年度一次基本學力測驗之國文、數
學、英語、社會與自然五科及寫作測驗分數完整使用，參加二次學力
測驗者。由電腦選擇較優一次之分數作為分發依法；總分相同時之比
序為寫作測驗、國文、數學、英語、社會及自然。
（三）各生應於報名參加基本學力測驗時，選擇登記分發區。參加二次基本
學力測驗者，以第二次報名時，所選擇之登記分發區為分發依據。
（四）各應屆之國民中學學生依各區登記分發入學委員會之規定提出申請，
各國民中學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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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招生時間
一、第一次基本學力測驗於每年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辦理為原則，第二次基本
學力測驗則於七月中旬辦理為原則。
二、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係於第一次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公布後辦理，其放榜時
間應於每年第二次基本學力測驗報名前。
三、登記分發入學於第二次基本學力測驗結束後辦理，至遲應於八月中旬放榜。
玖、招生名額比例
一、各公立高中：申請入學名額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三十
為原則，但學校同時辦理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者，其合計名額以百分之四
十為原則。
二、各公立高職：申請入學名額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六十
為原則。
三、各公立高職：申請入學名額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營額百分之七十
為原則。
前項各款規定之名額外均為登記分發入學名額。
各校得依學校發展特色及需求，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降低登記分發
入學名額比例。
拾、各招生區為辦理基本學力測驗試務工作，應成立各區基本學力測驗試務委員會
，負責區基本學力測驗試務工作有關事宜；並由各區聯合組成全國試務委員會
，負責全國一致性之事務工作有關事宜。
爲辦理基本學力測驗，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實際需要擬定各事務區之範圍
及數量，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
拾壹、招生組織分工
一、各招生區高中職為聯合辦理各項入學應分別成立各區甄選入學委員會、
申請入學委員會、申請入學委員會及登記分發入學委員會。
二、高中職及五專為辦理多元入學，應聯合各招生區各入學委員成立全國高
中職及五專多元入學委員會。
三、前兩項之各種入學委員會，均應成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負
責處理招生事宜之各種申訴及偶發事件事宜。
四、各招生區高中職各項入學委員會委員，由各高中職校校長、教務主任、
國民中學校長、教師及家長代表組成，其中國民中學校長、教師及家長
代表人數，不超過委員全體人數十分之一，且國民中學校長代表人數不
得少於教師及家長代表人數之總和。
五、各校應成立招生委員會規劃辦理各項招生事宜，並將各項招生名額、資
格條件等相關資料送請各招生區各項入學委員會彙整，報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後，載明於招生簡章並上網公告。
六、高中職應將學校辦學理念及特色、收費標準呈現於學校網頁首頁，並將
網址明列於簡章中，供家長及學生查詢。
拾貳、本方案所定各種委員會之委員，其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等親內之血親
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該次招生入學之考生時，應自行迴避。
前項應自行迴避之情形而未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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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害關係人得申請迴避。
拾參、各國民中學應屆必畢業學生參加基本學力測驗及各項招生入學，各國民中學
均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拾肆、各招生區高中職辦理之甄選入學、申請入學與登記分發入學招生簡章，由各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於核定簡章時就各招生區辦理招生事項及報名費詳加
審核，並就重要或有疑義事項報請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調之。
拾伍、低收入戶之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免收各項報名費用。
拾陸、基本學力測驗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或成立專業測驗機構負責規劃研
究，建立題庫並推動施測事宜。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各招生區、試務區承辦學校均不得公布基本學力測驗
之分數組距。
拾柒、各高中職辦理甄選入學、申請入學或登記分發入學得參採國民中學學生在校
表現。
前項參採國民中學學生在校表現之方式、比例及實施時間等，由中央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另定之。
拾捌、特殊身分學生之入學方式，依現行各類升學優待辦法辦理。
拾玖、私立高中職或公私立進修學校得自行決定採單獨招生方式或參加各招生區聯
合辦理之招生入學。採單獨招生方式者，其辦理之基本原則，應依本方案之
規定。
貳拾、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入學、國中技藝教育班學程（班）畢業生分發實
用技能班學程（班）、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及身心障礙學生等特定招生對象之
班別，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體育類高級中學、體育班及特殊地區高級中等學校經各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轉教育部核定後，得以全部或部分名額免參加基本學
力測驗，不受第參點及第柒點規定招生方式之限制；其招生名額、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教育部之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產業特殊需求類科、體育類高級中學、體育班及特殊地區高級中等學校
，由教育部公告之。
貳拾壹、配合措施
一、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一）建立高中職教育發展目標。
（二）規劃高中職社區化中程計畫。
（三）建立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指標。
（四）訂定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相關法令。
（五）宣導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
（六）輔導各地區推動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
（七）其他相關事項。
二、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
（一）推動高中職社區化中程計畫。
（二）輔導所屬高中職發展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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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各招生區成立招生委員會辦理招生業務。
（四）調整高中職學生適當比例，並逐年增加高中學生數。
（五）輔導所屬高中職加強辦理多元入學方案。
（六）輔導各招生區成立單一諮詢窗口，輔導學生升學。
（七）督導國民中學以生活教育、全人教育及繼續學習能力之培養位教
學重點。
（八）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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