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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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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認識適性輔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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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性選擇、生涯探索相關資源 



一、認識適性輔導的重要性 



吳季剛母親說： 
 「栽培他的天賦， 
   也栽培他的視野。」 
吳季剛想對母親說：   
 「謝謝你，媽媽， 
   讓我可以做我自己。」 

資料來源：親子天下雜誌第19期。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0050 
 

愛玩洋娃娃的新銳設計師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1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IService3/newspic.php?pic=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y/4/images/bigPic/3.jpg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0050


抓周（預卜嬰兒前途的習俗）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2 

在孩子出生那一刻，您對孩子的期待是什麼? 

畫家、藝術家 

醫生、護士 

廚師 

商人、會計師 

運動員 

科學家 

司機、汽車維修員 

程式設計師 



孩子表現最好的科目是哪一科? 

孩子學習什麼事情最投入? 

孩子平時或假日最常做什麼? 

我最常和孩子一起做什麼? 

孩子未來最想從事的工作?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3 

您對孩子的瞭解有多少? 

這些可能
都跟孩子
未來適性
的生涯選
擇有關 



年級 核心內涵 教學主題與活動 

七  

年  

級 

自我 
覺察 
與探索 

 
生涯 
覺察 
與試探 

七年級活動建議 
1.班級輔導 
2.生涯檔案建置及主題活動（建議配合「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之填寫進行規劃） 
3.心理測驗—學業性向測驗、學習適應量表 
4.參訪活動—社區職場參訪（可結合校外教學活動辦理） 
5.分站活動—生涯闖關活動 
6.專題演講及座談  
7.其他—自我探索課程 

學校適性輔導教學主題與活動-1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4 



年級 核心內涵 教學主題與活動 

八  

年  

級 

生涯 
覺察 
與試探 

八年級活動建議 
1.班級輔導 
2.生涯檔案及主題活動（建議配合「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
錄手冊」之填寫進行規劃） 
3.心理測驗—興趣量表、人格測驗 
4.參訪活動—五專、高職參訪（可結合校外教學活動辦理） 
5.親師合作—職業達人 
6.專題演講及座談 
7.其他—服務學習 

學校適性輔導教學主題與活動-2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5 



年級 核心內涵 教學主題與活動 

九  

年  

級 

生涯 
探索 
與 
進路 
選擇 

九年級活動建議 
1.班級輔導 
2.生涯檔案及主題活動（建議配合「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
錄手冊」之填寫進行規劃） 
3.升學管道、志願選填宣導 
4.職群探索、生涯探索報告 
5.技藝教育課程及成果展 
6.專題演講及座談 
7.其他—生涯博覽會 

學校適性輔導教學主題與活動-3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6 



國一入學後每人一冊 
手冊可幫助學生澄清個人
的性向、興趣、價值觀，
瞭解家人的期待，及自己
的學習表現（會考、學習
成就、社團幹部、獎懲、
職業試探結果等）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7 

 



二、各項心理測驗▬性向測驗-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教育與測驗研究發展中心開
發完成「電腦化測驗系統—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
（國中版）」。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8 



二、各項心理測驗▬興趣測驗-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教育與測驗研究發展中心開
發完成「電腦化測驗系統—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
（國中版）」。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9 



學生做過其他測驗
（如學習適應量表、
人格測驗）也可將測
驗名稱及結果填寫在
手冊上。 

二、各項心理測驗▬其他測驗3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10 



 
項目 分項目 頁碼 填寫人 建議填寫時間 

一、我的成長故事 
（一）自我認識 1-2 學生 

每年9月，依年級別填寫 
（二）職業與我 3 學生 

二、各項心理測驗 

（一）性向測驗 4 學生 測驗實施後填寫 

（二）興趣測驗 5 學生 測驗實施後填寫 

（三）其它測驗 6 學生 測驗實施後填寫 

三、學習成果及特

殊表現 

（一）我的學習表現 7-9 學生 

1.領域學習成績於每年9月、
翌年3月，依學期別填寫 

2.複習評量及學習成就評量
於實施後填寫 

（二）我的經歷（班級幹
部、社團） 

10 學生 

每年9月、翌年3月，依學期
別填寫 

（三）參與各項競賽成果 11 學生 

（四）行為表現獎懲紀錄 12 學生 

（五）服務學習紀錄 13 學生 

（六）生涯試探活動紀錄 14-15 學生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目錄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11 

 

適性版/1000826定稿生涯輔導紀錄手冊.doc


項目 分項目 頁碼 填寫人 建議填寫時間 

四、生涯統整面面

觀 16-18 學生 九年級第2學期初（約3月） 

五、生涯發展規劃

書 
19-20 

學生 
家長 
導師 
輔導教師 

九年級第2學期（約4月） 
（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前） 

六、其他生涯輔導

紀錄 

（一）生涯輔導紀錄 21 
導師 
輔導教師 

進行學生生涯輔導後，適時
填寫 

（二）生涯諮詢紀錄 22 學生 
每年9月、翌年3月，依學期
別填寫 

（三）家長的話 23 家長 
每年5-6月，依年級別填寫。
家長參閱簽章後，繳回統一
保管 

附錄 
國中技藝十六職群與相

關性向測驗、興趣測驗

之對應分析 

24-29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目錄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12 

 



手冊內容：需要家長填寫部份 

填寫時間 
頁
碼 

填寫項目 協助者 

七年級第2學期 
(6月上旬) 

23 家長的話 家長、導師 

八年級第2學期 
(6月上旬) 

23 家長的話 家長、導師 

九年級第2學期 
(4月中旬) 

19-
20 

生涯發展規劃書 
家長、 
導師、 
輔導教師 

23 家長的話 家長、導師 

認識適性輔導重要性-13 



二、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學制類型 適性入學管道 

一、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單科型) 

直升、完全免試入學、 
免試入學、免試入學續招 

普通型高中(高中)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科學班、藝才班、體育班) 

技術型高中(高職)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專業群科) 
技優甄審、實用技能班 
產學攜手計畫專班 

綜合型高中(綜高) 

二、五專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七年一貫制) 
優先免試、聯合免試(撕榜) 

三、軍校 甄選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0 
 
 

 

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不採計會考成績，但會考優異有獎金) 

(一)直升 相關期程 

1.直升辦法公告及申請 109年12月份 

2.報到 110年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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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不採計會考成績) 

(二)完全免試 相關期程(110年) 

1.簡章公告及報名 5/6~5/7 

2.報到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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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部分不採計會考成績) 

(三)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高中-科學班、藝才班、體育班 

相關期程(110年) 

1.簡章公告及報名 

科學班能力檢定報名2/22~3/5 
藝才班術科測驗報名2/22~3/5 
體育班獨招、運動績優生 
術科測驗報名4/26~4/28 

2.測驗 

科學班能力檢定3/13 
藝才班術科測驗4/10~19 
體育班獨招術科測驗5/1 
運動績優生學科+術科測驗5/29~5/30 

3.報到 
科學班報到4/9 
藝才班報到7/7~7/8 
體育班獨招、運動績優生報到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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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部分學校採計會考成績) 

(三)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高職-專業群科 

相關期程(110年) 

1.簡章公告及報名 3/15~19 

2.術科測驗 4/24~4/25 

3.報到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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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不採計會考成績) 

(三)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五專-七年一貫制 

相關期程(目前只能參考109年) 

1.簡章公告及報名 2/4~3/11 

2.術科測驗 3/28 

3.報到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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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 

(四)免試入學 相關期程(110年) 

1.教育會考報名 3/11~3/13 

2.教育會考 5/15~16 

3.寄發教育會考成績單 6/4 

4.志願選填 6/17~6/24 

5.放榜 7/6 

6.報到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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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不採計會考成績) 

(五)高職-技優甄審、 
(六)高職-實用技能班 

相關期程(110年) 

1.簡章公告及報名 5/20~5/21 

2.報到 6/10 

報到後則無法錄取免試入學志願，除非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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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部分採計會考成績) 

(七)五專-優先免試 相關期程(110年) 

1.簡章公告及報名 5/17~21 

2.報到 6/15 

報到後則無法錄取免試入學志願，除非放棄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0 
 
 

 

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部分學校採計會考成績) 

(八)五專-聯合免試(撕榜) 相關期程(110年) 

1.簡章公告及報名 6/17~6/28 

2.報到 7/7 

報到後則無法錄取免試入學志願，除非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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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採計會考成績) 

(九)軍校-甄選入學 相關期程(目前只能參考109年) 

1.簡章公告體檢時間 公告日~5/5 

2.網路及通訊報名 5/8~5/19 

3.智力測驗 公告日~5/19 

4.空勤體檢(僅報考空軍、飛行人員) 6/13 

5.口試 6/14 

6.報到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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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個別期程 

(十)免試入學續招 相關期程(110年) 

1.簡章公告及報名 7/27 

2.報到 依各校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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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直升 

一、招收名額：本校高中部核定名額之50%，計180名。 
 
二、申請手續 
       (一)欲直升的同學，請填寫直升申請表件，依規定時間  
              內將申請表件交給導師。 
 
       (二)申請表以班為單位由導師送交教務處後，交付「招 
              生委員會作業小組」審核。 
 
       (三)直升錄取的同學已完成報到後，依規定無法參加免 
              試入學及其他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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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直升 

三、成績計算： 

        一年級成績20%＋ 

        二年級成績30%＋ 

        三年級上學期成績30%＋ 

        三年級上學期二次模擬考成績的平均20% 

   

        直升排名依上述兩項成績加總後，分數由高而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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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直升 

四、錄取原則 
         (一)優先採計： 
                直升排名前70名錄取普通高中數理班 
                直升排名前130名錄取普通高中英文班 
                直升排名前250名錄取普通班 
  
        (二)直升排名250名以後申請學生，則由招生委員會依 
               直升排名及「台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採計原 
               則」辦理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1 
 
 

 

適性入學管道-直升 

直升排名 獎助學金 學期 
成績 

說明 

排名1名至5名 每學期學雜費全免。 
新生服裝費全免。 

分數達
80分 

學期成績
未達核發
要求者，
停發一次。

排名6名至15名 每學期學雜費全免。 

排名16名至50名 每學期獎學金20,000元 

排名51名至70名 每學期獎學金15,000元 分數達
78分 排名71名至100名 每學期獎學金5,000元 

五、為獎勵成績優秀學生努力向學， 
        本校提供最高6學期獎助學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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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直升 

六、審查與核發 
        獎助學金除鼓勵成績優良學生外，並著重學生品德之陶冶， 
委員會得依學務處所提供之獎懲紀錄及日常表現進行資格審查； 
學生違反校園相關規範遭懲處記大過(含)以上者，將取消獎學金 
資格直到畢業，若遭懲處記小過(含)以上者或累計警告處分達三 
次以上者，將予以停發一次。  
 
七、教育部自103學年度起，補助就讀私立普通高中學生， 
家戶年所得148萬元以下，免學費23,484元， 
148萬元以上定額補助5,684元。 
 

詳細情形請參酌今年直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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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完全免試入學 

招生學校 入學資格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南市私立新榮高級中學 
臺南市私立明達高級中學  
 

試辦學習區學校 
(本校不適用) 



適性入學管道-特色招生甄選入學(部分不採計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3 

 項目 學校 報名、測驗 

科學班 台南一中 2~4月 

藝才班 
台南女中-音樂班   台南二中-美術班 
家齊高中-舞蹈班   新營高中-美術班 

2~4月 

體育班 

北門高中-田徑、足球 
土城高中-射箭、西式划船、壘球 
南寧高中-羽球、軟式網球、跆拳道、游泳 
新豐高中-羽球、足球、桌球 
善化高中-籃球、棒球、網球 
北門農工-跆拳道、排球、軟式網球 
曾文農工-跆拳道、排球、武術 
台南海事-田徑、棒球、輕艇 
長榮中學-田徑、橄欖球、柔道、韻律體操 

4~5月 



適性入學管道-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3 

區域別 科學班招生學校 合作辦理大學 招生人數 

北區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國立臺灣大學 30 

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0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28 

國立武陵高中 國立中央大學 30 

國立新竹科學實中 國立清華大學 25 

中區 
國立臺中一中 國立交通大學 30 

國立彰化高中 國立中興大學 28 

南區 

國立嘉義高中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25 

國立臺南一中 國立成功大學 28 

高雄市立高雄高中 國立中山大學 28 



適性入學管道-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採計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3 

 項目 學校 科別 報名、測驗 

專業
群科 
 

國立家齊高中  流行服飾科、餐飲管理科 

3~4月 

國立臺南高商 
國際貿易科、資料處理科 
應用英語科、廣告設計科 
觀光事業科 

國立臺南高工  板金科 

國立曾文家商 餐飲管理科 



適性入學管道-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3 

 項目 學校 科別 報名、測驗 

專業
群科 
 

國立白河商工 
電腦機械製圖科、資訊科  
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 

3~4月 

國立北門農工  

機械科、電腦機械製圖科 
土木科、電子電機科 
電子商務科、造園科 
畜產保健科、食品加工科 

國立新營高工 
機械科、模具科、製圖科、 
資訊科 

國立曾文農工 機械科  

國立臺南海事 電子科 



適性入學管道-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3 

 項目 學校 科別 報名、測驗 

專業
群科 
 

私立光華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幼兒保育科 
流行服飾科、餐飲管理科 

3~4月 
私立長榮高中 

機電科、應用英語科 
美工科、廣告設計科 

私立長榮女中 
美容科、時尚造型科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私立慈幼工商  汽車科、電機科 



適性入學管道-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3 

 項目 學校 科別 報名、測驗 

專業
群科 
 

私立亞洲餐旅 觀光事業科 

3~4月 

私立育德工家  
飛機修護科、多媒體設計科  
餐飲管理科 

私立陽明工商  
家具木工科、商業經營科 
汽車科、資訊科 

私立南英商工  
汽車科、應用日語科 
電影電視科、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多媒體動畫科 



一、報名人數 
未超過學校招生名額 

二、 
報名人數 
超過學校招生名額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全額錄取 

每間高中職有1個保障名額 
1.就讀該國中滿2學年以上 
2.採計會考成績同分比序 

超額比序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一、就學區規劃 

單一
縣市 

臺南市、高雄市、彰化縣、雲林縣、 
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宜蘭縣、 
澎湖縣、金門縣 

跨 

縣 

市 

桃園區 (桃園縣、連江縣)、 
嘉義區 (嘉義縣、嘉義市)、 

竹苗區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中投區 (臺中市、南投縣)、 
基北區 (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二、共同就學區 

免試就學區交界之學校，得由兩個以上縣(市)主管機關協調

規劃共同就學及招生之範圍。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41 

請務必於110/4/26~4/30到註冊組辦理 三、變更就學區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41 

四、臺南就學區學生免試入學個別序位表 

「110學年度○○就學區學生第○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未含志願序） 
個別序位之比率及累積人數區間」查詢服務 

說明：以下服務資訊 
1.因為免試入學尚未報名，故以國中教育會考報名人數為計算基準。 
2.根據該區超額比序項目之分配及比序順次，計算該區學生之整體表現，由
前至後排序，並以每一區間比率不低於百分之一且人數不少於一百人，計算
其個別序位所屬區間，其比率均算至小數點第二位，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另就序位比率為後百分之二十以下者，得以同一比率區間呈現。 
3.僅供個人進行志願選填參考，任何個人、團體、學校或機關不得蒐集處理
、公開呈現或做其他目的之使用。 
4.於選填志願時提供參考外，務必考量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及生涯發
展規劃書，並參酌以往免試入學志願選填試探後，學校所給予之輔導建議，
依照興趣、性向和能力，將志願序填滿，以選擇適宜的學校就近入學。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41 

四、臺南就學區學生免試入學個別序位表 

比序項目 
拿到成績單看到 

 
個別序位表會呈現的 

選填志願時會呈現的 

1.志願序   
  10 

2.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成績 

50 50  

獎勵紀錄 

社團參與 

服務學習 

體適能 

3.就近入學 10 

4.國中教育會考 30  30 

總分：100分 80 100 



適性入學方式-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41 

四、臺南就學區學生免試入學個別序位表 

學生：王大明    身分證字號：R123456789 
個別序位之比率及累積人數區間： 
比    率區間：  2.36  ％～ 3.37  ％； 
累積人數區間：  236   人～  337  人。 

1.在77分中，目前學生在臺南區的分數排序為2.36％-3.37％。   
   學生在臺南市排名在236-337中。代表學生目前的分數 
  （扣掉三項目）最多輸給336人。 
2.若學生要追求理想中的志願，則可參考各志願之錄取人數， 
   衡量自己其他項目的分數後，就可以推估錄取機率之高低。 

1.01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多元學習 

教育會考 

志願序 上限   
10分 
 

上限   
50分 
 

上限   
30分 
 

第一志願10分，第二志願9分 
第三志願8分，第四志願7分 
第五志願6分--第六志願後以5分計 

就近入學  
上限   
10分 
 

競賽成績、獎勵記錄、服務學習、 
社團參與、體適能、語言認證等 

白河區、後壁區除外 

A精熟 B基礎 C待加強 

6分 4分 2 分 

100分 

 
總分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5A ：30分 

4A1B：28分 

3A2B：26分 

2A3B：24分 

1A4B：22分 

5B：20分 

4B1C：18分 

3B2C：16分 

2B3C：14分 

志願序 得分 

第一志願
序-3校 

10 

第二志願
序-3校 

  9 

第三志願
序-3校 

  8 

第四志願
序-3校 

  7 

第五志願
序-3校 

  6 

第六志願
序後，單
校科 

  5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志願序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積分換算 
最高 
分數 

備註 

第1志
願序學
校 
  
10分 

第2志
願序學
校 
  
9分 

第3志
願序學
校 
 

8分 

第4志
願序學
校 
 

7分 

第5志
願序學
校 
 

6分 

10分 

1. 同一志願序如有多科別，
選填時視為同一志願序，
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2. 同一學校第2次選填，視
為不同志願序。 

每一志願序至多可
選擇3校為一群組，
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第6志願序(含)後志願選填
以單科為單位，以5分計。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志願序範例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第一志願序學校 第二志願序學校 

1-1 1-2 1-3 2-1 2-2 2-3 

10分 10分 10分 9分 9分 9分 

德光中學 台南二中 台南高工 台南高商 

普通科 普通科 資訊科 商經科 

電子科 會計科 

電機科 國貿科   

機械科 廣設科 

製圖科 應英科 

每一志願序至多可選擇3個學校為一群組， 
同一個學校的科別可無限填 
其志願序積分相同(順序建議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志願序範例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第一志願序學校 第二志願序學校 

1-1 1-2 1-3 2-1 2-2 2-3 

10分 10分 10分 9分 9分 9分 

德光中學 台南二中 台南高工 台南高工 

普通科 普通科 資訊科 鑄造科 

電子科 板金科 

電機科 飛修科   

機械科 汽車科 

製圖科 土木科 

同一學校第2次選填，視為不同志願序。積分不同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志願選填期程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 第一次學生上網選填志願模擬： 

  110年1/7(四)上午9時至1/10(日)下午5時前 

• 第二次學生上網選填志願模擬(有個別序位表) ： 

 110年4/8(四)上午9時至4/11(日)下午5時前 

• 正式志願選填日： 

 110年6/17(四)上午9時至6/20(日)下午5時前 

模擬及正式選填志願，學生可在家選填。 

若學生家中無法進行電腦選填志願者， 

請學校協助安排電腦教室供學生志願選填。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志願選填畫面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57 

57 

同一所學校第 2 次選填， 

視為不同志願序。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志願選填畫面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58 

58 

一校如有多科別，選填時視為同一
志願序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競
賽
成
績 

  
  
  
  

國際第一
名10分 

國際第二
名9分 

國際第三
名8分 

國際第四
至八名 
7分 

1.限國中階段(七上至九上五學 
   期)獲得之成績始採計。 
 

2.競賽項目：科學展覽、各學 
   科能力競賽、語文類競賽、 
   藝能類競賽、運動類競賽。 
 

3.同一性質或同項目之競賽， 
   僅擇優計分一次。 
 

4.本項最高10分。 

全國第一
名7分 

全國第二
名6分 

全國第三
名5分 

全國第四
至八名 
4分 

縣市第一
名4分 

縣市第二
名3分 

縣市第三
名2分 

縣市第四
至八名 
1分 

團體賽積分需折半!!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競賽成績採計辦法查詢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競賽成績採計辦法查詢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獎勵紀錄  
  
  
  

功過相抵後無懲處紀錄者，給予基本分3分 
嘉獎/警告每支0.5分、小功/小過每支1.5分 
大功/大過每支4.5分，24支嘉獎即滿分 
 
本項最高15分 

服務學習 

每小時0.3分，高中職至少50小時，五專至少60小時 
滿50小時之後額外滿10小時可換1支嘉獎 
服務學習額外換的嘉獎可以補到獎勵紀錄， 
但是獎勵紀錄的嘉獎無法抵服務學習 
 
本項最高15分 
(高中職採計到九下開學前一天) 
(五專採計到5/14)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社團參與  
  
  

每學期滿16小時(節)以上可得3分 
 
本項最高15分 
 

體適能 

1.同一次檢測肌耐力、柔軟度、瞬發力、心肺耐力   
   四項均無或僅一項達門檻得 4 分； 
   任二項達門檻得 6 分。  
 
2.同一次檢測任二項成績達百分等級50 以上得 8 分； 
   任二項成績達百分等級 75 以上得 9 分； 
   任二項成績達百分等級85 以上得 10 分。 
 
本項最高10分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體適能項目 
(目前只能參考109年) 

 

男生 女生 

13歲 14歲 15歲 16歲 13歲 14歲 15歲 16歲 

肌耐力：一分鐘 
屈膝仰臥起坐(次) 

  
29 30 32 33 23 22 22 23 

柔軟度： 
坐姿體前彎(公分) 

  
18 18 18 18 24 23 25 24 

瞬發力： 
立定跳遠(公分)   

148 165 175 180 120 122 125 127 

心肺耐力：
800(女)/1600(男) 
公尺跑走(秒)   

676 659 619 578 316 323 320 311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以個人完成四項檢測為原則，經醫院、學校或檢測站認定
無法完成檢測者，得擇項檢測，按照計分標準予以計分。 

 

身心障礙、重大傷病、體弱學生、 

學校專責小組認定不宜檢測之學生，以6分計。 

體適能門檻 

四項均 
未達門檻 

任兩項 
達門檻 

兩項達50 兩項達75 兩項達85 

4 6 8 9 10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語
言
認
證  
  
  
  

閩南語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中小學生台語
認證 

全民台語認證
(專業版) 

基礎級以上 
均採計5分 
 

客家語 客語能力認證考試 
基礎級以上 
均採計5分 
 

原住民
族語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基礎級以上 
均採計5分 
 

英語 
 

全民英檢
(GEPT)初級 

多益測驗 
225分以上 

托福紙筆測驗
390以上 
托福網路測驗
90以上 

參照CEF 架構 
相當 A2 級 
以上者 
均採計5分 
 

本項最高5分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多元學習表現 
 
上限50分 

競賽成績  本項最高10分 

獎勵紀錄 本項最高15分 

服務學習 本項最高15分 

社團參與 本項最高15分 

體適能 本項最高10分 

語言認證 本項最高5分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就近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就
近
入
學 

 
符合10分 
  僅白河區、後壁區未將東區劃分為 

就近入學區。 
 

不符合0分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教育會考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教育會考科目與題型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教育會考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110年5月15日（六） 110年5月16日（日） 

08:20- 08:30 考試說明 08:20- 08:30 考試說明 

08:30-09:40 社    會 08:30-09:40 自    然 

 09:40- 10:20 休息  09:40- 10:20 休息 

10:20- 10:30 考試說明 10:20- 10:30 考試說明 

10:30-11:50 數    學 10:30-11:30 英語（閱讀） 

 11:50- 13:40 午休   11:30- 12:00 休息 

13:40- 13:50 考試說明 12:00- 12:05 考試說明 

13:50-15:00 國    文 12:05-12:30 英語（聽力） 

 15:00- 15:40 休息 

15:40- 15:50 考試說明 

15:50-16:40 寫作測驗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教育會考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教育會考 
總積分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A++、A+、A B++、B+、B C 

每科6分 每科4分 每科2分 

總積分最高為30分 

教育會考 
總積點 

A++   A+ A B++ B+ B     C 作文 

7點 6點 5點 4點 3點 2點 1點 
最高
1點 

總積點最高為36點(35+作文1點) 

作文六級分1點、   五級分0.8點、四級分0.6點、三級分0.4點、 
        二級分0.2點、一級分0.1點、零級分0點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教育會考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國 英 數 自 社 總積分 

甲生 A++ A++ A++ A++ A++ 30分 

乙生 A A A A A 30分 

國 英 數 自 社 總積點 

甲生 A++ A++ A++ A++ A++ 35點 

乙生 A A A A A 25點 



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國中教育會考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4 

次序 同分比序項目 

1 總積分 

低收入戶優先錄取 

2 志願序 

3 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 

4 多元學習表現總積分 

5 國中教育會考總積點 

6 會考加註標示(國英數自社) 

7 志願序內之學校序(1-1>1-2>2-1) 



適性入學管道-高職技優甄審(不採計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5 

A+ B =C 

競賽、展覽或領有技術士證項目積分 技藝教育學程成績優良積分 總積分 

1.國際技能競賽（包括科技展覽） 
2.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3.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4.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5.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6.各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教育部備查 
   之技藝技能比賽及科學展覽優勝者 
  （不包括成果展） 
7.領有技術士證 

1.應屆畢業生技藝教育課程 
    成績優良 
 
2.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達 
    該班PR值70以上者 
  （擇優一職群成績採計得分） 
  

報名、 
報到 

5~6月 



適性入學管道-高職實用技能班(不採計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6 

A+ B+ C =D 

技藝教育學程修習點數 
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 
所有職群平均分數b2 
(b1、b2擇優採計) 

特殊表現簡述 總積分 

技藝教育學程 
每周修習節數與 
修習職群數 
二項之點數總和 

學生所選習技藝教育學程 
各職群成績之轉化分數， 
以該班有獲得成績之學生數
計算 

競賽 
科展 
觀摩發表 
丙級技術士 

報名、 
報到 

5~6月 



適性入學管道-高職產學攜手計畫專班(入學後分班)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技專院校 合作學校 專班名稱 

崑山科技大學 

國立玉井工商 機電整合產學攜手專班 

國立曾文農工 機電整合產學攜手專班 

私立六信高中 餐飲業經營管理僑生技職專班 

私立六信高中 電子商務僑生專班 

私立亞洲餐旅 餐飲管理及廚藝僑生產學專班 

南臺科技大學 
國立新豐高中 行銷流通服務專班 

私立長榮高中 經營管理服務專班 



二、優先免試 

三、聯合免試 

適性入學方式-五專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一、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五專 五專七年一貫制 
適合
特質 

主要科目為應用科學與技術，
五年一貫的課程設計，擁有
大學規模的教育資源，除理
論課程外，著重實習、實驗、
實作演練及專題製作，鼓勵
考取專業證照，培養一技之
長，使學生具備職場就業能
力。 

藝術類科教育學制，強調一貫
的深化學習過程，整合五專及
二技學制。修業前五年視同五
專生，五年級在校生成績及格
者，參加公開升級甄試。 
  

未來
進路 

畢業後可就業或報考二技，
插班大學或四技。 

通過甄試者可直升並繼續就讀
後二年大學部學業。未參加或
未通過甄試者，學校會發修業
證明或五專副學士學位證書。
完成七年一貫制學生，授予藝
術學士學位。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 

招生系科 招生名額 

美術系 100名 

音樂系(作曲與影像配樂組) 3名 

音樂系(鍵盤組) 25名 

音樂系(聲樂組) 5名 

音樂系(管弦樂組) 25名 

音樂系(傳統音樂組) 7名 

舞蹈系 45名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七年一貫制)學校與名額-僅列出南區 

東方 
設計大學 

招生系科 招生名額 

美術工藝系(美術專長) 30名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全國一區辦理招生，採電腦選填
志願分發，考生可不限地區、學校、科組，至多可
選擇30個五專招生科組志願。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辦理時間在國中教育會考後、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名與高級中等學校各就學區
志願選填之前 

分為有採計會考成績與沒有採計會考成績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109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各招生學校（計46校，其中9校為國立校院，37校為私立校院）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10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17 聖約翰科技大學 247 東方設計大學 60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2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49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60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28 南開科技大學 406 和春技術學院 60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32 美和科技大學 411 南亞技術學院 60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38 大華科技大學 414 蘭陽技術學院 60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39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415 黎明技術學院 60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40 醒吾科技大學 41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61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 南臺科技大學 241 文藻外語大學 419 大同技術學院 61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6 龍華科技大學 243 華夏科技大學 423 臺灣觀光學院 61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7 輔英科技大學 244 慈濟科技大學 50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832 康寧大學 

209 弘光科技大學 245 致理科技大學 50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211 正修科技大學 246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60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 

視光科 五專 99名 

食品營養科 五專 90名 

職業安全衛生科 五專 49名 

幼兒保育科 五專 44名 

敏惠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 

幼兒保育科 五專 45名 

美容保健科 五專 100名 

牙體技術科 五專 140名 

長期照顧與健康
促進管理科 

五專 100名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沒有採計會考成績-僅列出南區五專優先免試招生學校 

其他南區五專優先免試招生學校： 
美和科技大學、東方設計大學、大同技術學院、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1分 

A精熟 B基礎 C待加強 

6.4~5分 4~2分 1 分 

採計3學習領域成績(健康與體育、藝
術與人文、綜合活動) 

低收入戶得3分 

平均總成績達90分以上得3分 

競賽、服務學習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上限 15分 

 

每五志願為一級別，共分6個級別 

總分 

上限 3分 

 

上限 3分 

 

上限 21分 

 

上限 32+1分 

 

上限 26分 

 
志願序 

多元學習 

技藝優良 

弱勢身分 

均衡學習 

教育會考 

寫作測驗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志願序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網路可選填30個科（組）志願， 

每5志願為一級共6級別，積分核分準則如下： 

 

 
級 別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第6級 

志願序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積 分 26 25 24 23 22 21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競 賽（積分上限7分） 

1)核分標準： 

    招生簡章表列之「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 

    區域及縣（市）競賽以縣市政府主辦者為限，獲獎證明之   

    落款人在縣須為縣市長，在直轄市須為市長或其所屬一級 

    機關首長。 

2)採計期間： 

    免試生國中就學期間至109年5月14日（含）止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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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積分上限15分） 

1)核分標準： 

    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2分；服務   

    每滿1小時得0.25分 

2)採計期間：國中就學期間至109年5月14日（含）止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高中職免試服務學習五學期(七上到九上)達到50小時以上即可拿到
滿分(每小時以0.3分計，採計至110年2月17日止)。 

 

五專免試服務學習採計最高56小時。 

五專滿8小時得1分，幹部1學期得1分，合計最高7分， 

採計至109年5月14日(含)止 

 

五專優先免試採計最高60小時。  

五專優先免試滿1小時得0.25分，最高採計15分，競賽最高7分，
班級幹部、小老師、社團幹部每滿1學期得2分，合計最高15分，
採計至109年5月14日(含)止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多元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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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表現 
 
上限15分 

競賽成績  本項最高7分 

服務學習 本項最高15分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技藝優良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積分上限為3分，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成績。 

單修一學期者以一學期成績計算，不須平均計算分數。 

平均成績 100~90 89+~80 79+～70 69+～60 

核   分 3 2.5 1.5 1.0 

註：  89+~80係指80分以上未滿90分，  
         79+~70係指70分以上未滿80分， 
         69+~60係指60分以上未滿70分。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弱勢身分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中低收入戶 
（1.5分） 

低收入戶 
（3分） 

失業戶子女 
（1.5分） 

凡屬縣市政府所界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者報名時 

繳交由縣市政府(包含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 

（報名期間內有效之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及 

戶口名簿影印本。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須檢附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核發之「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 

請書暨給付收據」或「認定收執聯」， 

(文件有效日期須於簡章報名期間）及戶口名簿影印本。 

符
合
其
一
身
分
者
得 
3 
分 
或 
1.5 
分 

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 
（1.5分）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均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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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分標準 

採計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 
 
三大學習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 

 
每領域及格者得7分。 

採計期間 七年級~九年級上學期等5學期成績。 

上限21分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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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會考 
總積分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A++ A+ A B++ B+ B C 

6.4 6 5 4 3 2 1 

總積分最高為32分 

寫作成績 
 

6級分 5級分 4級分 3級分 2級分 1級分 

1 0.8 0.6 0.4 0.2 0.1 

上限1分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同分比序項目順序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分發比序原則範例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表1： 
信義國民中學 
陳同學優先 
免試入學報名 
之積分證明單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分發比序原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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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陳同學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與採計積分表 

表3：陳同學以第2志願選填登記○○科技大學○○科（組）之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表  

註1：志願序積分以級別方式計算，並於免試生完成選填登記志願後，納入超額比序總積分之主項目採計。 
註2：陳同學未持有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加分比率以10%計算。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分發比序原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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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陳同學選填登記○○科技大學○○科（組）之一般生同分比序項目積分順序採計表  

表5：陳同學選填登記○○科技大學○○科（組）特種身分生之同分比序項目積分順序採計表  

比序順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同分比序
項目 

均
衡
學
習 

技
藝
優
良 

志
願
序 

弱
勢
身
分 

表
現 

多
元
學
習 

寫
作
測
驗 

會
考+

 

服
務
學
習 

競
賽 

國
文 

數
學 

英
語 

自
然 

社
會 

寫
作
測
驗 

特種身分
生加分 

（加10%） 

特種身分生同分比序項目積分 三等級四標示 級分 

23.1 2.75 28.6 3.3 16.5 21.56 14.03 7.7 A+ B+ B A B+ 
4級
分 

註：陳同學未持有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加分比率以10%計算。 

比序順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同分比序
項目 

均
衡
學
習 

技
藝
優
良 

志
願
序 

弱
勢
身
分 

表
現 

多
元
學
習 

寫
作
測
驗 

會
考+

 

服
務
學
習 

競
賽 

國
文 

數
學 

英
語 

自
然 

社
會 

寫
作
測
驗 

比序積分 

與級分 

一般生同分比序項目積分 三等級四標示 級分 

21 2.5 26 3 15 19.6 12.75 7 A+ B+ B A B+ 
4級
分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辦理期程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7 

項目 日程 

1.簡章公告 110年1月15日 

2.集體報名 110年5月17日～5月21日 

3.志願選填 110年6月3日~6月8日 

4.錄取公告 110年6月10日 

5.錄取報到 110年6月15日 

6.放棄錄取 110年6月15日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撕榜)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分為北、中、南3區辦理招生，學
生不限原就讀國中，皆可分別向北、中、南區聯合免
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報名，各區限擇報名1所該區五專
招生學校。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南台科技大學 

科別 招生名額 

電機工程科 5名 

資訊工程科 5名 

僅列出南區五專聯合免試招生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招生系科 招生名額 

護理科 165名 

幼兒保育科 5名 

美容保健科 5名 

牙體技術科 20名 

長期照顧與健康促進管理科 5名 

國立台南護理 
專科學校 

招生系科 招生名額 

護理科 50名 

化妝品應用科 15名 

老人服務事業科 30名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 

招生系科 招生名額 

護理科 73名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科 30名 

生物醫學保健科 1名 

視光科 1名 

食品營養科 20名 

幼兒保育科 1名 

職業安全衛生科 1名 

製藥工程科 1名 

寵物照護與美容科 1名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科 1名 

其他南區五專聯合免試招生學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輔英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東方設計大學、 
大同技術學院、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僅列出南區五專聯合免試招生學校 



50分(含其他5分) 
 

A精熟 B基礎 C待加強 

3分 2分 1 分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師長意見勾選五專
者得3分 

3大領域平均成績達60分以上得6分 

低收入戶得2分 

技藝學程平均成績達90分以上得3分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上限 3分 

 

競賽、服務學習、日常表現、體適能 

總分 

上限 2分 

 

上限 6分 

 

上限 3分 

 

上限 15分 

 

上限 16分 

 

適性輔導 

多元學習 

技藝優良 

弱勢身分 

均衡學習 

教育會考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師長意見勾選五專
者得3分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計算方式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上限 3分 

 
適性輔導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表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比序項目 

層級與積分 
積分上
限 

層級 單項積分上
限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 

全國第一名得6分、第二名得5分、
第三名得4分 

全國四至六名與區域及
縣(市)第一名得3分、區
域及縣(市)第二名得2分 

區域及縣(市)第三名得1
分 

  

7 

16 

國際科技展覽、國際運動會、學
科國際奧林匹亞競賽、國際國中
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國際技能競
賽、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等
獲得第一名得7分、獲得第二名得
6分、獲得第三名得5分 

國際發明展及台北國際
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獲得
第一名得4分 

國際發明展及台北國際
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獲得
第二名得3分 

國際發明展及台
北國際發明暨技
術交易展獲得第
三名得2分 

服務學習 學校服務表現及校外服務學習       7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並經獎
懲相抵後得1次大功(含以上)者得4
分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
並經獎懲相抵後得1次
小功(含以上)者得3分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
並經獎懲相抵後得1次
嘉獎(含以上)者得2分 

獎懲相抵後無任
何懲處紀錄者得1
分 

4 

體適能 
體適能檢測成績3項達門檻標準者
得6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2項達
門檻標準者得4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1項達
門檻標準者得2分 

  6 

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達90分
以上者得3分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
績達80分以上，未滿90
分者得2分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
績達60分以上，未滿80
分者得1分 

  3 3 

弱勢身分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
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或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 2 

均衡學習 
3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皆達
60分以上得6分 

2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
績」皆達60分以上得4
分 

僅1項領域「5學期平均
成績」達60分以上得2
分 

  6 6 

適性輔導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家長意
見」、「導師意見」、「輔導教
師意見」3者皆勾選五專者得3分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
「家長意見」、「導師
意見」、「輔導教師意
見」任2者勾選五專者
得2分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
「家長意見」、「導師
意見」、「輔導教師意
見」任1者勾選五專者
得1分 

  3 3 

國中教育會考 「精熟」科目每科得3分 
「基礎」科目每科得2
分 

「待加強」科目每科得
1分 

  15 15 

其他(招生學校自訂項目)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5 5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 超額比序總積分之計算，以採計報名學生於國中在學期間至
109年5月14日(含)止。 

• 招生學校得依學校發展特色及科組特性，加權採計部分項目，
加權項目至多得擇3項，其權重可訂為1.1、1.2、1.3、1.4、
1.5，並以1.5為上限。 

• 於分發時若超額比序總積分相同時，針對各校所訂優先比序條
件進行同分比序，其比序順序先行以主項目進行比序，再依其
主項目下之分項進行比序。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範例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8 



適性入學管道-軍校(仍需教育會考成績)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9 

高雄中正預校(軍校) 

適合
特質 

嚴謹及規律的團體生活，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鍛鍊強健
體魄，使學生成為允文允武具有國際觀的現代青年。 

未來
進路 

畢業後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錄取標準者，可服役
或升讀三軍軍官校及政治作戰學院。 

特色 學雜費、食、宿、服裝及健保費等均由公費支付，每個月
有6000元零用金。 



適性入學管道-軍校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9 

一、招生軍種別 一、軍種別 員額 總計 

陸軍軍官預備生 237 

560 

海軍及陸戰隊軍官預備生 94 

空軍軍官(飛行)預備生 141 

空軍軍官(地勤)預備生 40 

政治作戰軍官預備生 48 



適性入學管道-軍校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9 

二、體格基準 二、一般體格標準 

身高與BMI 

身高155至190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5至30。 
 
註：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斤)除以身高
(公尺)平方，例：體重65公斤、身高170公分，其BMI
為「65/(1.7)2=22.5」。  

視力 

一、陸軍、海軍、空軍(地勤)預備生、政治作戰預備生：
各眼最佳視力達0.8以上，且兩眼配鏡總度數各在4.8屈
光度(480度)以內。 
 
二、空軍(飛行)預備生：兩眼裸視視力各達0.8以上，且
空勤體檢(空勤視力箱)須判定合格。  



適性入學管道-軍校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9 

三、其他體格標準 

1、曾接受眼角膜(雷射)屈光手術者，不得報考空軍(飛行)預備生。 
2、曾接受眼角膜(雷射)屈光手術1年以上經檢查無後遺症者，得報考  
      陸軍、海軍、空軍(地勤)、政治作戰預備生。 
3、身體任何部分不得有刺青、紋身。 
4、體檢(視力)時，不得佩戴隱形眼鏡(前一週不得佩戴角膜塑型片)。 
5、具畸形足(扁平足度數大於168度或空凹足度數大於60度)、辨色 
      力異常(色盲、色弱)等痼疾者，不得報考。 
6、各項檢查結果須符合「體位區分標準」之常備役體位規定，並達 
      本校高中部學生體檢體格區分表基準 
     (請參考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http://rdrc.mnd.gov.tw/政府資訊公開/體位區分標準）。 
    

https://rdrc.mnd.gov.tw/userfiles/files/14%E4%B8%AD%E5%BF%83%E6%9C%8D%E5%8B%99/%E6%94%BF%E5%BA%9C%E8%B3%87%E8%A8%8A%E5%85%AC%E9%96%8B/%E9%AB%94%E4%BD%8D%E5%8D%80%E5%88%86%E6%A8%99%E6%BA%96.pdf
https://rdrc.mnd.gov.tw/userfiles/files/14%E4%B8%AD%E5%BF%83%E6%9C%8D%E5%8B%99/%E6%94%BF%E5%BA%9C%E8%B3%87%E8%A8%8A%E5%85%AC%E9%96%8B/%E9%AB%94%E4%BD%8D%E5%8D%80%E5%88%86%E6%A8%99%E6%BA%96.pdf
https://rdrc.mnd.gov.tw/userfiles/files/14%E4%B8%AD%E5%BF%83%E6%9C%8D%E5%8B%99/%E6%94%BF%E5%BA%9C%E8%B3%87%E8%A8%8A%E5%85%AC%E9%96%8B/%E9%AB%94%E4%BD%8D%E5%8D%80%E5%88%86%E6%A8%99%E6%BA%96.pdf
https://rdrc.mnd.gov.tw/userfiles/files/14%E4%B8%AD%E5%BF%83%E6%9C%8D%E5%8B%99/%E6%94%BF%E5%BA%9C%E8%B3%87%E8%A8%8A%E5%85%AC%E9%96%8B/%E9%AB%94%E4%BD%8D%E5%8D%80%E5%88%86%E6%A8%99%E6%BA%96.pdf


適性入學管道-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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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軍智力測驗線上即測即評檢測成績達100分者 

1.測驗日期：至109年5月19日(星期二)止。 
 
2.測驗方式：智力測驗採網路預約方式辦理。報考人員請至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全球資訊網http://rdrc.mnd.gov.tw/ 
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及完成預約後，攜帶個人證明文件，赴指
定檢測站實施智力測驗，未確認預約成功赴檢測站致無法於
報名截止前完成智力測驗檢測者，不得要求補辦智力測驗。 
 

http://rdrc.mnd.gov.tw/


適性入學管道-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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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會考績分 

國文、英語、數學成績另採加權計分：積分換算後乘以1.5。 

區分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 寫作測驗 

會考 
成績 
(等級) 
 

A 
+ 
+ 

A
+ 

A B 
+ 
+ 

B+ B C 六
級
分 

五
級
分 

四
級
分 

三
級
分 

二
級
分 

一
級
分 

積分 
換算 

20 17 15 12 9 7 1 12 10 8 4 2 1 



適性入學管道-免試入學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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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教育部主管中等高級學校辦理免試入學續招資訊網查詢 
https://project.tnvs.tn.edu.tw/continu_stud/index.php 
 
1.請至"科組查詢"中依就學區、學校或科組進行查詢。 
2.各縣(市)立學校續招簡章由各縣市教育局(處)核定，並已彙
整公告於本網頁最新消息，請逕自連結學校首頁查詢。 

https://project.tnvs.tn.edu.tw/continu_stud/index.php
https://project.tnvs.tn.edu.tw/continu_stud/index.php
http://210.59.13.247/continu_stud/wdata.php
http://210.59.13.247/continu_stud/index.php


適性入學方式- 110高中職、五專入學期程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適性入學方式- 110高中職、五專入學期程-2.3月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適性入學方式-110高中職、五專入學相關期程-4月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適性入學方式- 110高中職、五專入學相關期程-5月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適性入學方式- 110高中職、五專入學相關期程-5月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適性入學方式- 110高中職、五專入學期程-6月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適性入學方式- 110高中職、五專入學期程-6月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適性入學方式- 110高中職、五專入學期程-7月 



三、適性選擇、生涯探索相關資源 



適性輔導諮詢電話 

教育部諮詢專線  0800-012-580 
                                           12年國教   我幫你 

臺南市諮詢專線  06-2991111#8079                 
                        或  06-2991111#1266 
 

適性選擇、生涯探索相關資源1 



適性輔導諮詢電話 

臺南市學生輔導輔諮中心 
（06）2521083 

適性選擇、生涯探索相關資源2 

臺南市教育局（06）2991111 



適性輔導網站 

教育部網站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資訊網 https://highschool.yjvs.chc.edu.tw/search/ 

 

適性選擇、生涯探索相關資源3 

110年國中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http://adapt.k12ea.gov.tw/ 

 

108課綱資訊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站  http://12basic.edu.t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資訊網定位查詢 

http://location.yjvs.chc.edu.tw/School_Query/Apps/School_Query.aspx 

 

技訊網 http://www.techadmi.edu.tw/search/ 

 

https://highschool.yjvs.chc.edu.tw/search/
http://adapt.k12ea.gov.tw/
http://12basic.edu.tw/
http://location.yjvs.chc.edu.tw/School_Query/Apps/School_Query.aspx
http://www.techadmi.edu.tw/search/


適性輔導網站 

台南市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資訊網 
http://12basic.tn.edu.tw/ 
 
 
台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http://cs.tn.edu.tw/ 
 

適性選擇、生涯探索相關資源5 

台南市網站 

http://12basic.tn.edu.tw/
http://12basic.tn.edu.tw/
http://12basic.tn.edu.tw/
http://cs.tn.edu.tw/


德光中學輔導處與您 
陪孩子一同成長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