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12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個人實驗教育申請書撰寫規定 
112 年 2 月修訂 

一、申請「桃園市 112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個人實驗教育計畫」者，由學生法

定代理人或成年之學生本人於 112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30 日或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31 日間提出

申請，並請依下列說明辦理： 

 （一）屬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者： 

1. 申請人依限至「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

上傳實驗教育計畫及相關附件，申請書請於線上填妥後列印紙本，並由法定代理人親筆簽

名後交由學生設籍學校受理申請。 

2. 擬部分課程或社團與設籍學校合作者：請申請人先行與合作學校聯繫溝通，依限至「桃園

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上傳實驗教育計畫

及相關附件，並檢附與學校協調後之相關文件。 

（二）屬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者： 

1. 不與學校合作者（含 4月份申請之高一新生未確定合作學校者）：申請人依限至「桃園市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上傳實驗教育計畫<代

碼 A>、合作計畫(草案)<代碼 B>及相關附件，申請書請於線上填妥後列印紙本，並由法定

代理人親筆簽名後交由本市承辦學校（平興國小）受理申請(倘高一新生於放榜確定合作

學校，儘速與合作學校擬訂合作計畫，至遲於 9月 10日前，由學校向學校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函送經校內會議審議之合作計畫<代碼 B>等相關資料)。 

2. 擬與本市轄屬高中職合作者：申請人依限至「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上傳實驗教育計畫<代碼 A>、合作計畫(草案)<代碼 B>及相

關附件，申請書請於線上填妥後列印紙本，由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後交由合作學校受理申

請，於實驗教育計畫通過後，應另函送經校內會議審議之合作計畫<代碼 B>等相關資料予

本府教育局許可後進行合作。 

3. 擬與非本市轄屬高中職合作者：申請人依限至「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上傳實驗教育計畫<代碼 A>、合作計畫(草案)<代碼 B>及

相關附件，申請書請於線上填妥後列印紙本，由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後交由本市承辦學校

（平興國小）受理申請，於實驗教育計畫通過後，應另函送經校內會議審議之合作計畫<

代碼 B>等相關資料予該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進行合作。 

二、文件規範內容 

（一）申請書各欄位請填妥。 

（二）實驗教育計畫 

1.實驗教育計畫之名稱。 

2.實驗教育目的。 

3.實驗教育方式。 

4.計畫主持人及參與實驗教育人員相關資料，各領域與科目之師資規劃。 

5.實驗教育之內涵（包括課程架構、教材、教法、進度規劃總述或總表、學習評量及預定使

用設籍學校設施、設備項目等；特殊生使用設施之需求，應予載明）。 

6.預期成效。 

（三）格式：A4 直式橫書，編頁碼。 

◎備註：1.實施期程超過 1 年者，實驗教育計畫內容應包含期程內各年度規劃，並應至少提出第

1 年教育內容之細部計畫。審議會通過核定實施期程為跨 2 學年度以上者，申請人仍

應逐年依年度申請期程繳交該學年度課程細部計畫提送審議會。 

2.第二階段申請案計畫期程核予一個學期為原則(每年 10 月 17 日至 31 日間提出申請)。 

三、「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連結網址： 

https://tycnee.psees.tyc.edu.tw 

https://tycnee.psees.tyc.edu.tw/


附件一：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設籍學校與家長教育責任一覽表 

 

項目 家長 學校 

教學 

計畫 

1.參考現行教育內容、各教學領域目標及依學

生需求撰寫教學計畫，使計畫具多元性、具

體性、可行性。 

2.凡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個案，須檢附

申請書及計畫書送審。 

3.計畫如需變更，請檢附變更申請書及變更計

畫，請學校函送本府教育局。 

1.提供部定課程綱要各領域目標、能力指標等

參考資料及諮詢。 

2.提供校訂課程學生預期學習表現之資料及

諮詢。 

3.協助檢視申請資料。 

教材 

教法 

1.隨時吸收新知、依學生個別差異給予適性教

學。 

2.主動向學校老師提出協助需求。 

提供參考資料及諮詢。 

家長 

成長 

1.參加本府教育局辦理實驗教育研習。 

2.參加學校辦理親職成長課程或運用學校及

社區圖書館。 

1.邀請參與親職成長課程。 

2.提供通訊資料或書籍借閱。 

3.提供家長參與研習進修訊息。 

教學 

資源 

1.運用社教機構或學校設施充實教學內涵。 

2.教學場所應注意整潔、學生活動安全及照明

度合宜性，以建立優質的教學環境。 

1.依學校設備使用辦法，協助提供（或借用）

教學資源。 

2.提供學校社團資料，邀請學生參與社團活

動。 

3.提供本市相關文教機構地址電話供參。 

教學 

活動 

1.依據計畫執行教學，並建立學生學習檔案或

簡要紀錄，作為調整教學之依據。 

2.尋找支援教師協同教學，並將孩子的學習狀

況提供協同教學教師參考。 

1.主動關懷、協助適性發展，並提供學校及班

級行事曆，分享活動資訊。 

2.提供諮詢；倘需要回校上課之領域，協助安

排相關事宜。 

3.必要時至教學現場訪視服務。 

學習 
評量 

1.確實落實學習檔案評量。 

2.以學校提供之定期評量卷進行評量，檢核學

1.提供素養導向多元評量之諮詢。 

2.提供定期評量卷給家長。 



項目 家長 學校 

習情形。 

3.學生得選擇返校參加定期評量或依其申請

通過之教學計畫所列評量方式進行之，但評

量成績不列入學期、學年度及畢業成績等獎

項評比。 

3.學生得返校參加定期評量。 

其他 

1.接受學校及本府教育局定期與不定期輔導

訪視及成果發表。 

2.繳交平安保險費（班費、書籍費依需求繳

交）。 

3.完成修業年限並通過評量者，頒發畢（修）

業證書，其升學依相關入學規定辦理。 

1.安排設班、協助購買教科書。 

2.提供家長專業諮詢、參與定期與不定期家庭

訪視。 

3.設籍班級導師確實通知學生施打疫苗、學校

因應傳染病之教學作為及防疫措施。 

4.如有特殊狀況請協助填報家庭訪視紀錄等

相關事項。 

5.學生如於辦理實驗教育計畫期間轉學，擬繼

續辦理實驗教育計畫，請原設籍學校檢附轉

學回報單函報本府教育局。 

 

  



附件二：審議相關事宜 

一、申請人需依申請表備妥資料，每年度第 1 階段申請作業於每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30 日、第 2 階段申請作業於每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31 日提出申請。倘所附資料

不符規定，申請案由設籍學校及承辦單位先行形式審查，再送審議會進行實質審

查。資料未齊備者通知限期補件。 

二、個人申請計畫書由審議委員分組審閱（含面談）後提交審議會決議；團體及機構

申請案申請人應出席審議會面談與答詢，由審議委員共同審議。 

三、初審審議結果分四等級：「通過」、「附帶條件通過」、「修正後提送複審」、「不通過」。 

四、「通過」之申請案，請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規定，本權責進行實驗教育。 

五、「附帶條件通過」之申請案，請將申請計畫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寄本府教育局留存

備查。 

六、「修正後提送複審」之申請案，複審經委員會過半數決議，分為「通過」、「修正後

提送決審」與「不通過」，本市為三階段審議，決審經委員會過半數決議，僅分為

「通過」與「不通過」。 

七、每學年度申請案於初、複及決審完成後，將審議結果通知所有申請人及設籍學校。 

八、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計畫期間，倘學生因故放棄實驗教育申請案並返校就讀者，

請申請人務必填寫「學生法定代理人之放棄同意書」送交本府教育局；核定實施期

程中，倘學生因故終止實驗教育申請案並返校就讀者，請申請人務必填寫「自願終

止辦理申請書」送交設籍學校函報本府教育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請逕送本府教育

局），相關表件如下： 

  



學生法定代理人之「放棄同意書」 

 
 本人            同意學生            放棄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學年度第   學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申請，以資

證明。 

 

 

法定代理人姓名：                 (家長簽章)                                    

性別：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請有關人員應親筆簽名及蓋章 

  



桃園市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自願終止辦理申請書 

 

學校：                    

年級：                    

學生：                    

申請通過      學年度     學期至      學年度     學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因                                        之理由，自    年    月    日

起，放棄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方案，將返校就讀。 

 

本府教育局核准申請公文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法定代理人簽名：                          

 

 

承辦人員 承辦處室主任 校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請設籍學校以公文函報本府教育局。 

  



桃園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自願終止辦理申請書 

 

年級：                    

學生：                   於      學年度     學期申請通過      學年度     

學期至      學年度     學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因                                        

之理由，自    年    月    日起，放棄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方案， 

返校於                      就讀。 

 

 

法定代理人簽名：                          

 

學生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