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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中學生的來源分析 

    近年來隨著環境的快速變遷，國人知能的增長，以及社會多元的發
展，民眾對教育的要求日益殷切，中學教育智育成績掛帥、過度考試及課

後補習等問題，讓社會大眾殷切期盼教育改革能解決這些問題，高中多元

入學方案即是教育改革政策之一，希望藉由入學方式的多元化達到紓解國

中升學壓力，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使學生適性發展的目標。民國八十

七年七月公布的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列出六種升學管道，包括「基本學

力測驗分發入學」、「推薦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完全中學直升入學」、

「資賦優異及特殊學生保送入學」以及「自願就學輔導方案的分發入學」，

但在八十九年八月提出的修正案中，將上述六種入學管道整併為三項，分

別是「登記分發入學」、「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並確定自九十學年

度開始停止辦理高級中學聯合招生考試，改以具標準化測驗性質的基本學

力測驗維持大家對入學制度公平性的信心，並採考招分離的原則，讓高中

可自訂招生方式，以達到教育自由化、多元化的目標。以下就依據九十學

年度高中學生入學的三種方式，由其實施的基本精神、目的及方法，分析

各種方式入學的高中學生所具備的特質。 

第一節  基本學力測驗與登記分發入學的基本精神與方法 

一、基本學力測驗的實施 
（一）基本學力測驗的發展背景 
    提升教育品質乃當今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重要課題與趨勢，然欲確切
了解教育之正常狀況、發展趨勢及品質的良窳，需有一套精良之工具加以

測評，此即「教育指標」產生的原因（呂美霓等，2002）。民國八十三年
的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建議「加強各階段各學科基本學力指標及評量

方式的研究，以為課程發展及編審教材、教科書之依據」。教育部教育研

究委員會遂於民國八十四年起陸續委請臺灣師大教育研究中心進行「中小

學基本學力指標之綜合規劃研究」，該報告建議「學力指標的建構，宜與

課程標準相參照」；「指標的發展層級以國家層級為主，並可建立我國特殊

族群的學力指標」，民國八十五年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的「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也建議政府應積極研究學生的基本學力，建立

基本學力指標，發揮補救教學功能，協助每一位學生具備基本的能力。因

此教育部國教司於民國八十七年成立「國中基本學力指標建構小組」，完

成「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指標」，再交由測驗研發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進行各學科試題研發，同年公布的「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明示民國九

十年度全面實施基本學力測驗，廢除傳統的聯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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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學力的定義 
    依據教育部國教司成立的「國中基本學力指標建構小組」對「基本」
的定義為： 
1. 就層次而言，指基礎、核心、重要的，非高深、外圍或細微末節的。 
2. 就範圍而言，指完整的、周延的，非偏狹或殘缺的。 
    而「學力」是指學習者經由一段時間的系統化教育所獲得的能力，而
非學習者天生或自然成長而來的能力，其乃學習者學後成就所展現之為

學、待人、處事各種能力（林世華，2000）。 
（三）基本學力測驗的實施目的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是教育部教育改革方案中的配套措施之

一，其主旨在評量國中學生經過三年的學習後，所習得的基本知識與能

力，所以基本學力測驗可視為學力指標之資料蒐集方式之一。基本學力測

驗是以完整的、全面的方式測驗具備的核心概念，而且要盡量與學生實際

生活經驗相結合，此外基本學力測驗也必須具備相當的信度、效度、鑑別

度等優良測驗特質，以中低難度試題為主，答對率在 50﹪左右，避免給學
生太大的挫折感與焦慮。所以廣義而言，基本學力測驗應視為學習過程的

中間效標而非最終效標（呂美霓等，2002）。 
由於該測驗的目的旨在評量國中學生基本學習能力及其發展潛能，其

主要的目標是：在維持制度公平的前提下，消除入學考試對於國民中學教

育的不良影響，進而充分發展學生的潛能。在上述精神下所實施的基本學

力測驗和過去聯考最大的不同，在於「考招分離」及「一試多用」的原則，

即由學術單位（現階段係臺灣師大）負責試題的研發、題庫的建立，由各

招生區成立高中實施基本學力測驗入學試務工作委員會，負責招生試務工

作，且一年施測兩次，學生可擇一測驗成績參與入學的申請，測驗所得的

分數可作為參加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參酌或採記的依據，登記分發入學則

以該測驗成績作為入學成績考核的唯一依據，所以基本學力測驗的特色主

要是兼顧學生在校的表現，使得成績不再是單一決定性的使用，各學校也

可以自訂標準，選擇其所需的學生，從而建構學校的特色，以配合教育改

革中多元入學制度的確立，其實施流程如圖 2-1。 
二、登記分發入學方案的實施方式 
登記分發入學原名為「基本學力測驗分發入學」，其內涵包括「基本

學力測驗」及「登記分發入學」兩部分。由於過去的聯招制度深為社會大

眾信賴的，就是該制度維持了入學機會的公平性，因此多元入學方案實施

後，仍保持一種以標準化測驗的成績作為登記分發入學依據的入學機制，

為維持多元入學制度的公平性與公信力，規定各高中提供之分發名額應高

於 50﹪為原則。民國九十年登記分發入學的實施方式是以當年度一次國民
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完整使用，並於登記分發入學報名時選擇一個

登記分發區，向該區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參加分發。所以在登記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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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九十學年度高中、高職、五專多元入學三種入學方式流程圖 

      （引自：教育部，2001：9） 
入學中，基本學力測驗原先作為學力鑑定的用途，已轉變為「甄別考試」

的性質（馬向青，2001）。 
由於此入學方式完全以基本學力測驗的成績為入學依據，基本學力測

驗是以單一化的紙筆式測量方法為主，偏重於認知層面的學習成就，且測

驗性質屬於「標準化測驗」，因此經過登記分發入學進入高中就讀的學生，

可由其測驗成績的高低，了解他們經過國中三年的學習後，所具備核心

的、重要的基本知識與理解、應用、分析等基本技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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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甄選入學的基本精神與方法 

一、甄選入學方案的精神 
高中甄選入學方案最早名為「推薦甄選入學」，此方案的規劃，深受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影響。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中的推薦甄選於八十一年提

出，八十三年開始實施，其入學方式，簡單的說，就是高中推薦適當的學

生到適當的校系，大學校系就中甄選最適當的學生，可兼顧學生適性發展

及大學自主選才，實施後成效不錯，各界反映良好，因此高級中學入學制

度的改革，即希望將大學推薦甄選成功的經驗加以移植，以解決國中教育

及聯考制度的陳痾，所以高中的「推薦甄選入學」就是國民中學依據各個

高級中等學校所訂定的取材條件，推薦適合的學生去參加各校的甄試，而

高級中學即從被推薦之符合條件的考生中，甄選最適當的學生入學就讀，

因此國中學生三年的在校表現將成為推薦與否的關鍵，而高中學校也能有

多元的方式選才，如此，確實較能兼顧到學生的適性發展，以及學校自主

選才理想的發揮（馬向青，2001）。 
推薦甄選入學在臺灣省於八十三年由武陵中學研究，八十四年於彰化

縣全縣試辦，翌年更決定擴大於彰化、南投、桃園及屏東各縣試辦，臺北

市於八十六年度辦理。其實施的精神是發展學校特色及建立各校效能指

標，促進學生適性發展及建立學生學習成就、興趣、性向之效能指標，兼

顧學生選校，學校選才的自主性，擴充多元入學管道，使學區自然形成（臺

北市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研究小組，1997）。推薦甄選入學方案的目標
是（黃政傑等，1992）： 
1. 擴充多元入學管道，尊重家長及學生的教育選擇權； 
2. 導引國中教學正常化，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 
3. 減緩升學壓力，重視學生適性發展； 
4. 尊重高中招生的自主性，發展高中特色； 
5. 吸引當地國中畢業生就學當地高中，以均衡城鄉教育的發展。 
辦理推薦甄選入學的各種理念及措施，也是多元入學所要達成的總體

目的。 
二、甄選入學方案的特色 
    在推薦甄選入學方案規劃時，該方案的特色為（黃政傑等，1992）： 
1. 學生限報名一所學校，學生應擇其所愛，愛其所擇。 
2. 各高中對報名參加該校甄選的同學，進行甄選工作，擇優錄取。 
3. 各高中辦理推薦甄選入學名額為總招生名額的 15﹪-50﹪。 
4. 各國中向每一所高中推薦學生人數不得超過該國中本學年度總畢業班
級數。 

5. 為鼓勵社區高中發展，期望學生就近升學，高中得選擇鄰近 0-3個行政
區之國中加一倍推薦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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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國民中學在推薦學生到各高中時，必須先在校內以國中學生在校
的三年成績作為篩選及推薦的依據，高中也會以學生國中的各項學習成績

表現為甄選條件，而推薦甄選入學之所以將在學業表現作為甄選入學的重

要依據，主要是植基於教育與心理測驗的理論，學者們認為，學生在學校

各種能力的長期表現，較一次總結性評量客觀公正且穩定，因此學校於推

薦作業時，必須提出足以表現學生特殊能力的具體條件、在學成績、師長

推薦函及其他特別條件（邱愛鈴，1998）。但此舉受到家長與學生的質疑，
認為這不符合多元入學要達成的「減輕學生升學壓力」的目標，因此在八

十七年公布的「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將「推薦甄選入學」更名為「甄

選入學」，取消學校推薦的方式，改由學生依各高中所公布的條件自由選

擇一校參加甄選，並明訂九十年度開始，各高中在甄選時不得採計國中成

績，以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取代，高中甄選時也不得加考學科紙筆測驗，許

多教育研究者認為這些改變，使得甄選入學與分發入學的選才機制差異不

大，實已偏離了推薦甄選入學方案原先所希望達成的「高中自主選才」、「導

引國中教學正常化，提升學習品質」及「重視學生適性發展」等目標及立

意，殊為可惜。 
 
三、甄選入學方案的實施方式  
經由上述的發展過程，九十學年度的甄選入學實施方式如下： 

1. 以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為依據，不採計在校學科成績； 
2. 國中學生依各校或聯合甄選委員會所定條件，主動向所就讀國中提出申
請，由國中彙整後辦理報名； 

3. 各校應配合招生之科、班性質，參採學生在校藝能表現、綜合表現或特
殊事蹟等； 

4. 各校應視實際需要就實驗、口試…術科等項選擇辦理，但不得加考任何
學科紙筆測驗。 
由於學生受到參加甄選時僅能選擇一校的限制，因此以甄選方式入學

的學生，因以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為為篩選依據，除應具備前節所述的基本

學習能力之外，在學業成就以外的表現也應該相當符合該高中所設立的條

件，才能在應試中表現才華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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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申請入學的基本精神與方法 

一、申請入學方案的精神 
    申請入學於八十七學年度首度成為台北區高中的入學方式之一。其最
大的特色在於免試入學，以國中在校的各項表現，由各高中自訂申請條

件，依要求的功能及用途分「在校成績」、「班級或社團幹部」、「師長推薦

書」和「特別條件」四部分，由國中學生提供備審資料申請入學。其主要

理念是（教育部，1998）： 

1. 導引國中教學正常化：申請入學以在校成績為主要入學依據，並可參酌
在校其他學習方面的表現，對於肯定國中教學過程有正面引導作用。 

2. 減輕升學壓力：學生直接以國中階段在校成績表現申請入學高中，不需
經過其他考試，免去為應付升學考試，過度紙筆測驗及機械式反覆練習

所帶來的壓力。 
3. 促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以學生在校學習的整體表現為入學的審查依
據，學生學習可以不再侷限於聯考的成績，智育成績也不是入學的唯一

標準，其他藝能學科、綜合表現、幹部服務、聯課活動及學藝活動成果

皆為參考指標，促進學生全方位的學習。 
4. 擴充多元入學管道。 
    所以，申請入學的精神為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減輕升學壓力，引
導國中教學正常化，幫助學生適性發展，鼓勵高中發展特色，以建立符合

學校及學生的入學方式。辦理申請入學的各種理念及措施，也是多元入學

所要達成的總體目的。 
二、申請入學方案的特色 
    申請入學方案推動過程中，與甄選入學同樣面臨了家長與學生對於採
計國中學習成績的質疑，因此，在九十學年度的申請入學方案的特色為： 
1. 以學生在國中階段的學習表現：如特殊才能、優良品德、服務表現、藝
能表現、綜合表現等方面，由招生學校自訂具體內容，作為入學主要依

據。 
2. 係免試升學，高中不再辦理任何甄試，惟可參酌及採計國民中學學生基
本學力測驗成績。 

3. 學生學習不再侷限考試成績，入學指標多元化，以學生在校整體的學習
表現為審查依據。 

4. 肯定國中教學過程的教育功能。 
三、申請入學方案的實施方式 
    在九十學年度的申請入學，方式如下： 
1. 學生依學校所訂條件，自行向欲就讀之學校或聯合申請入學委員會提出
申請，各國民中學應提供必要之協助，申請校數，以一所學校為限。 

2. 各校以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為申請依據，採書面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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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辦理任何型式之測驗。 

3. 各校應參採學生之在校成績（限直升入學及自學方案）、特殊才能、優
良品德或綜合表現等方面之具體表現。 

4. 各校得考量社區地緣因素，提供若干名額予鄰近國中，其提供名額之原
則應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與甄選入學相比，申請入學同樣以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作為入學依

據，但不必參加該高中舉辦的任何考試，僅以在校的特殊才能等表現作為

高中選才的依據，因此具備語文、數理、資訊、運動、才藝等特殊才能的

學生，成為各高中優先選擇的人選。 

第四節 文華高中的學生來源 

     筆者任教於國立台中文華高級中學，該校於87學年度開始採用推薦

甄選、申請入學及高中聯考三種招生方式，隨著教育部多元入學方案的修

訂，90學年度的學生入學方式包括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三

種，其錄取名額、甄選條件、計分與錄取方式如下： 

一、甄選入學：依招生班科別可分為兩部分 

（一）普通科一般學生 

1. 名額：300名（男女兼收） 
2. 甄選條件：學力測驗總分達200分以上 
3. 計分與錄取方式： 
（1）報名時依意願及有利條件自選一組： 

A組：□學力測驗成績加權英語50﹪、國文50﹪、社會50﹪。 
□第二階段甄試60分，項目：英語聽力、實作（一）。 

B組：□學力測驗成績加權自然100﹪。 
□第二階段甄試100分，項目：實作（二）。 

  （2）學力測驗總分前 50名不分組優先錄取，同分者依序評比英語、數
學、國文、自然。其餘學生分 A、B兩組依學力測驗（含加權）及
甄試成績擇優錄取，各組錄取名額依人數比例及成績酌量訂定。 

  （3）總成績＝學力測驗總分（含加權）＋甄試成績。 
  （4）總成績同分者先評比甄試成績，再有同分者依序評比下列科目的

學力測驗成績，擇優錄取：A組：英文、國文、社會、數學；B組：
數學、自然、英語、國文。 

（二）普通科特殊專長學生 

1. 名額：25名（男女兼收）。各類名額視人數及成績酌量訂定。 
2. 甄選條件：國中就讀期間獲得縣市以上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下列任一
類競賽成果者： 

※語文類：臺灣區語文比賽。 

※數理類：臺灣區科展、資訊數理自然科學能力競賽、程式設計、網路

應用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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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類：臺灣區音樂比賽獨唱（奏）、合唱（奏）。 

※美術類：臺灣區學生美展、縣市美展。 

※運動類：全中運或縣市運桌球、羽球、游泳、田徑項目、全國溜冰／

滑冰協會主辦之全國競賽。 

3. 計分與錄取方式： 
（1）語文、音樂、美術類第二階段甄試60分，項目：英語聽力、實作
（一）。數理、運動類第二階段甄試100分，項目：實作（二）。 

（2）競賽成果加權比例如下： 
    
 
 
 
     註 1.合唱、合奏獲獎者，加權比例減半採計。 
     註 2.特優、優等、優勝、優選、甲等、乙等、佳作、入選等獎項，

由本校評定其加權。 
（3）總成績＝（學力測驗總分＋甄試成績）×（1＋加權比例） 
（4）總成績同分者先評比甄試成績，再有同分者依序評比下列科目的
學力測驗成績，擇優錄取：語文、音樂、美術類：英文、國文、社

會、數學；數理、運動類：數學、自然、英語、國文。 
二、申請入學：依招生班科別可分為兩部分 

（一）普通科一般學生 

1. 名額：100名（男女兼收） 
2. 申請條件：學力測驗總分達200分以上 
3. 計分與錄取方式： 
（1）報名時依意願及有利條件自選一組： 

A組：學力測驗成績加權英語100﹪、國文50﹪、社會50﹪後，依
五科總成績（含加權）排序，擇優錄取。同分者依序評比以

下科目，擇優錄取：英語、國文、社會、數學。 

B組：學力測驗成績加權數學100﹪、自然100﹪後，依五科總成績
（含加權）排序，擇優錄取。同分者依序評比以下科目，擇

優錄取：數學、自然、英語、國文。 
  （2）A、B兩組錄取名額依人數比例及成績酌量訂定。 
 
（二）普通科特殊專長學生 

1. 名額：25名 
2. 申請條件：學力測驗總分達200分以上，且國中就讀期間獲得縣市以
上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下列任一類競賽成果者： 
※語文類：臺灣區語文比賽。 

※數理類：臺灣區科展、資訊數理自然科學能力競賽、程式設計、網路

應用比賽。 

名次 1 2 3 4 5.6 

全國 100﹪ 90﹪ 80﹪ 70﹪ 60﹪ 

縣市 60﹪ 50﹪ 4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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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類：臺灣區音樂比賽獨唱（奏）、合唱（奏）。 

※美術類：臺灣區學生美展、縣市美展。 

※運動類：全中運或縣市運桌球、羽球、游泳、田徑項目、全國溜冰／

滑冰協會主辦之全國競賽。 

3. 記分及錄取方式： 
（1）競賽成果加權比例如下： 
    
 
 
 
     註 1.合唱、合奏獲獎者，加權比例減半採計。 
     註 2.特優、優等、優勝、優選、甲等、乙等、佳作、入選等獎項，

由本校評定其加權。 
（2）總成績＝學力測驗總分×（1＋加權比例） 
（3）總成績同分者依序評比下列科目的學力測驗成績，擇優錄取：語

文、音樂、美術類：英文、國文、社會、數學；數理、運動類：

數學、自然、英語、國文。 
三、登記分發入學：全部招收普通科一般學生 

1. 名額：450名 
2. 錄取方式：依學力測驗成績，英語加權50﹪、數學100﹪、自然50﹪，
五科總分（含加權）排序後，擇優錄取。 
九十學年度臺中市高級中學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基本學力測驗的辦

理時間如表 2-1。 
四、文華高中學生來源分析 

分析文華高中90學年入學方式，可瞭解在多元入學方案實施後，高中

學校的確具有選才的自主性，有 50﹪的高中學生是由學校自訂甄選和申請
標準錄取入學，由於受到只能報名一所學校的限制，這些學生應相當符合

高中所設定的條件，並與高中所欲發展的特色相契合。就高中務實的角度

而言，由於高中學生在生涯規劃上還是需面對大學聯考的競爭，因此高中

在面臨招生時仍傾向以學業表現為主要考量依據。在文華高中的甄選入學

方案中，有以下特色： 

1.對於普通科一般學生而言，第一次學測成績是決定錄取與否的重要關
鍵，第二階段的甄試（英語聽力與實作）也有一定的影響力（A組甄試
成績佔總成績 60分，B組占 100分），錄取學生的標準仍著重認知層面
的學業成績，因分組加權，招收到兩組異質性高的學生，一類語文、社

會學科學習表現較優，另一類則以自然學科學習表現較佳。 

2.在普通科特殊專長學生中，則以學力測驗成績及甄試成績為基礎，參採
學生在國中時期參加縣市以上競賽的成果，確實招收到在語文、數理、

音樂、美術及運動等方面有特別表現的學生。 

名次 1 2 3 4 5.6 

全國 100﹪ 90﹪ 80﹪ 70﹪ 60﹪ 

縣市 60﹪ 50﹪ 4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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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請入學方案中的特色為： 

1. 普通科一般學生完全以第一次學測成績作為錄取標準，同樣因分組而招
收到兩組異質性高的學生。 

2. 普通科特殊專長學生則同樣以學力測驗成績為基礎，參採學生在國中時
期參加縣市以上競賽的成果，也招收到在語文、數理、音樂、美術及運

動等方面有特別表現的學生。 

整體看來，文華高中甄選及申請入學的實施方式，仍以學業成績為取

向，一般學生可以依其意願及成績表現選擇一組加權，因此招收到學科成

績表現各有擅長的學生。在特殊專長學生的錄取方面，實施方式較符合高

中多元入學方案中以多元化指標評鑑學生的學習能力，重視學生國中學習

歷程的精神，招收到在語文、數理、音樂、美術及運動等方面有特別表現

的學生。依據多元入學的實施精神，高中教學也需因應入學方式的改變而

有所調整，以提供更多元的學習環境，達成開發學生潛能、適性發展而自

我實現的教育功能。 

 

 

 

 

 

表 2-1 臺中市高級中學九十學年度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基本學力測驗重
要工作日程表 

        辦理單位 

時間 

聯合招生委員會

辦理事項 

各高中辦理事項 國中辦理事項 

90年1月2日 開始發售簡章 提供簡章相關資料 購買並轉發簡章 

90年1月8∼9日 基本學力測驗第一次測驗報名 

90年3月31∼4月

1日 

基本學力測驗第一次測驗學科考試 

90年4月10日 基本學力測驗第一次測驗寄發分數通知單 

90年4月23日、

24日 

甄選入學、申請

入學報名 

收報名表見並審查

資料 

收報名費及表件辦

理報名 

90年5月5日 第二階段甄選 辦理非學科測驗 輔導學生參加甄選

90年5月13日  寄發考生成績單  

90年5月15日 甄選入學、申請

入學放榜 

放榜，上網公告榜

單 

轉發錄取或未錄取

通知 

90年6月9、10日 基本學力測驗第二次測驗學科考試 

90年6月19日 基本學力測驗第二次測驗寄發分數通知單 

（引自臺灣省臺中市公私立高中九十學年度多元入學簡章，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