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
充規定

現行名稱

107.11.1 版
說明

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 依 107.01.31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
定
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之名稱做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本補充規定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 一、本補充規定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 修正立法依據之條項。
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受理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期限於每年四月一日至四 二、受理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期限於每年四月一日至四 1.為考量個人實驗教育申請辦理
月三十日或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月三十日或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是向戶籍所在地所屬學區學校辦
受理申請辦理之機關如下：
受理申請辦理之機關如下：
理，故個人向所屬學區學校提出
（一）個人實驗教育：屬國民教育階段者，臺北市
（一）個人實驗教育：由戶籍所在地所屬學區學校 申請之期限視同向教育局提出申
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委由戶籍所在地
（以下簡稱學校）受理申請。
請，為避免解讀辦理期限的標準
所屬學區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受理申請；屬
（二）團體及機構實驗教育：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不一，故第一項第一款增列文字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局委由業務承辦學校
（以下簡稱教育局）受理申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
受理申請。
教育局)」
（二）團體及機構實驗教育：教育局委由業務承辦
2.考量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於申請
學校受理申請。
時尚未確認學區學校，爰由教育
局委由業務承辦學校受理申請。
三、學校應於受理個人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計畫後，成立 三、學校應於受理個人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計畫後，成立 第二項增列「建議表」
，另為使局
專案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召開會議，就各申請
專案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召開會議，就各申請 端相關申請附件名稱統一，故修
案件提供建議，其內容包含：
案件提供建議，其內容包含：
訂學校送審表為學校送審案件統
（一）申請表單填寫之完整性。
（一）申請表單填寫之完整性。
計表。最後，為符合目前實際行
（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可行性及預期成效。
（二）計畫內容之合理性、可行性及預期成效。
政作業程序，將原條文「函送教
（三）申請者相關教育責任。
（三）申請者相關教育責任。
學校應於受理申請截止後，七日內召開專案會議，
學校應於受理申請截止後，七日內召開專案會議， 育局」修訂為「登錄至教育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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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並填具學校建議表及送審案件統計表併同申請資
並填具學校送審表併同申請資料，函送教育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
料，登錄至教育局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
作業系統」。
議作業系統。
四、設籍學校應協助參與實驗教育學生之家長辦理下列 四、設籍學校應協助實驗教育學生之家長辦理下列事 1.因應部分學生向校外單位申請
事項：
項：
獎助學金之需求，增列第五與第
（一）提供學校辦理的親職成長課程或學校圖書館
（一）提供學校辦理的親職成長課程或學校圖書館 六款，惟有關成績來源可能全部
資源。
資源。
來自家長，也可能部分由學校老
（二）協助學生購買學校選用之教科書。
（二）協助學生購買學校選用之教科書。
（三）提供家長教材教法諮詢，並適時給予輔導。
（三）提供家長教材教法諮詢，並適時給予輔導。 師提供，因為學生可以參加學校
（四）通知實驗教育之學生得參與學校定期評量及 定期評量及其他學習評量。
（四）通知實驗教育之學生得參與學校定期評量及
其他學習評量。但評量成績不列入畢業成績 以下款次遞移。
其他學習評量。但評量成績不列入學期、學
獎項評比。
2.原條文第六款因有委員提出家
年度及畢業成績等獎項評比。
（五）提供學生施打疫苗及相關檢查之訊息。
長質疑繳交家長會費的必要性，
(五) 申請在學證明之提供，並加註該生為非學校
（六）依法規收取平安保險費、家長會費、書籍費
爰建議刪除該費用。將文字「平
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
及其他代收代辦費用。
安保險費」修改為「學生團體保
(六) 申請成績證明之提供，並加註該生之成績來
（七）協助學生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設備。
險費」
。考量學生團體保險費、書
源為申請者所提供且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之學生。
籍費都會繳交，故列入條文中，
（七）提供學生施打疫苗及相關檢查之訊息。
以利承辦人作業執行之便；其餘
（八）視學生實際需要，依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
視個案需要，依本市公私立國民
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4 條
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
規定收取學生團體保險費、書籍費及其他代
費收支辦法第 4 條規定收取。
收代辦費用。
3.第四款增列部份文字「學期、
（九）協助學生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設備。
學年度及」。
4.增列第十款，明定設籍學校協
助終止實驗教育學生返回學校就
讀，並函知教育局。
5.增列第二項明定學生中途終止

（十）協助終止實驗教育學生返回學校就讀，並函
知教育局。
學生中途終止實驗教育，於任一年級返校就讀，其
成績依校務行政之成績系統規定辦理。惟成績均不
列入畢業成績獎項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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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實驗教育後，返校就讀之成績及
畢業獎項評比之規範，以利後續
設籍學校作業之依循。
五、實驗教育計畫通過期程由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五、實驗教育計畫通過期程由審議會依個案決議之。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
議會）依個案決議之。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委員
會名稱應以全稱方式明列。

六、實驗教育學生之轉出、轉入，依臺北市公立國民小 六、實驗教育學生之轉出、轉入，依臺北市公立國民小
學學生轉學注意事項、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生轉
學學生轉學注意事項、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生轉
學處理要點、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及相
學處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關規定辦理。
七、辦理個人實驗教育之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及實驗教 七、辦理個人實驗教育者，應於每一學年度結束後二個
育成果報告書，應由學生法定代理人於每一學年度
月內，向設籍學校提出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由學
結束後二個月內，登錄至教育局之非學校型態實驗
校報教育局備查。
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學生已成年者，由本人
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每學年度應
完成登錄。有設籍學校者，由設籍學校檢核後於系
擬訂實驗教育計畫，每一學年度結束後，應提出年
統送出。
度報告書，並於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
辦理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者，應於每學年
提出成果報告書，報教育局備查。
度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出年度報告書，為期三年以上
之實驗計畫於計畫結束當學年應併提出實驗教育
成果報告書，由團體及機構代表人登錄至教育局之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
屬國民教育階段者，由教育局備查；屬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者，由教育局核定。

增列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
理辦法

八、教育局應辦理實驗教育學生及團體之訪視，其訪視
八、教育局應辦理實驗教育之學生、團體及機構之訪
項目如下：
（一）課程與教學。
視，其訪視項目如下：
（二）學習評量。
(一)課程與教學。

依 107.01.31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
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修正機構
實驗教育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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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07.01.31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
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第二十條為期三年
以上之實驗計畫應於結束當學
年一併提出實驗教育成果報告
書作部份文字調整修正。另為符
合目前實際行政作業程序，將第
一項原條文「報教育局備查」修
訂為「登錄至教育局之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
統」。

修正條文
（三）教學資源及師資。
（四）團體實驗教育者之場地、師資、財務規劃及其
收費情形。
教育局視需要，得請審議會指定委員赴實驗教育機
構進行訪視。
九、為保障實驗教育學生受教權益，團體、機構實驗教
育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該團體、機構代表人，
負有通報責任，並應主動提供書面資料向設籍學校
通報。
(一)有強迫入學條例及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
報及復學輔導辦法規定之應入學未入學或中途
輟學。
(二)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規定之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性別平等教育
法規定之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或人口販運防
制法規定之人口販運。
(三)有社會救助法規定之社會救助需要、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發展遲緩、家庭遭遇經
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致有未獲適當照顧
之虞，或同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
一。
(四)為身心障礙者，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
五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五)其他法規規定學校有通報義務。
參與國民教育階段個人實驗教育之學生，由原學區學
校辦理通報；屬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與學校合作者，
由合作學校辦理通報；未與學校合作者，由學生法定
代理人向教育局辦理通報，學生已成年者，由本人向
教育局辦理通報；參與團體、機構實驗教育之學生有
上述情形，由團體、機構以書面資料，提供設籍學校

現行條文

說

明

(二)學習評量。
(三)教學資源及師資。
(四)團體或機構實驗教育者之場地、師資、財務規
劃及收費情形。
本點新增。
依 107.01.31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
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敘明通報
義務。
另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
事件，亦應依據 107 年 4 月 2 日
北市教綜字第 10732902000 號函
規定組調查小組，並依 106 年 11
月 28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642248800 號函檢核調查處理
程序及輔導成效。
根據實務操作程序，在申請表格
上會有明定本點各款代表通報人
之姓名，以為通報窗口。原學區
學校或合作學校辦理通報，以收
到代表通報人提供之書面資料起
算 24 小時內，應執行通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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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協助辦理通報。
十、本補充規定相關書表格式，由教育局定之。

點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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