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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升學資訊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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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選填操作教學(高中職、五專) 4 

志願選填參考資源 

簡報重點 



一、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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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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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班及運動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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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不採計會考成績，但會考優異有獎金) 

(一)直升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報到 詳情請詢問教務處註冊組 

報到後則無法錄取免試入學志願，除非放棄 



適性入學管道期程(不採計會考成績) 

(二)完全免試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報到 6/17 

放棄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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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班及運動績優生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報到 
科學班報到4/9 
藝才班報到7/14；7/15 
體育班獨招、運動績優生報到7/15 

放棄 
藝才班放棄7/15；7/16 
體育班獨招、運動績優生放棄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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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報到 6/17 

放棄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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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報到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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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採計會考成績) 

(四)免試入學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1.寄發教育會考成績單並 
   開放網路查詢成績 

6/11 

2.個人序位查詢、志願選填 6/24上午9點~6/27下午5點 

3.放榜 7/13 

4.報到 7/15 

5.報到放棄截止 7/19 

6.續招各校簡章公告截止 8/3 



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期程(不採計會考成績) 

(五)高職-技優甄審、 
(六)高職-實用技能班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報到 6/17 

放棄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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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期程(部分採計會考成績) 

(七)五專-優先免試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網路選填志願操作練習 
5月24日（一）10:00 起 
6月   8日（二）17:00 止 

開放免試生志願選填登記 
6月 10日（四）10:00 起 
6月 15日（二）17:00 止 

開放免試生查詢成績及級距 
(含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但不含
志願序積分) 

6月11日（五）15:00 起 

網路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查詢 6月17日（四） 9:00 起 

錄取報到及放棄錄取截止 6月22日（二）15: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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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部分學校採計會考成績) 

(八)五專-聯合免試(撕榜)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1.通訊報名 6/24~7/2 

2.現場報名 7/4~7/5 

3.寄發成績暨網路公告現場登記
分發報到名單、地點 

7/9 

4.報到 7/14 

5.放棄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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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採計會考成績) 

(九)軍校-甄選入學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1.空勤體檢 
(僅報考空軍、飛行人員) 

6/5取消 

2.口試 6/6取消 

3.會考成績查詢 6/11 

4.會考成績寄至中正預校 6/16 

5.放榜 6/25 

6.報到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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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部分學校採計會考成績) 

(十)免試入學續招 期程(110年因應COVID-19修正後) 

1.簡章公告及報名 8/3 

2.報到 依各校簡章 



二、台南區適性入學管道升學資訊 



適性入學管道1-直升 

直升詳情請詢問教務處註冊組 

 項目 學校 報到 

單點辦
理學校 

國立北門農工、國立曾文農工、國立玉井工商、
國立善化高中、私立慈幼工商、私立陽明工商 

6/17 
區域辦
理學校 

國立後壁高中、國立新營高工、國立白河商工、
私立興國高中、私立育達工家、私立新榮高中、 
私立明達高中 

適性入學管道2-完全免試入學 

適性入學管道3-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項目 學校 報到 

科學班 國立台南一中 4/9 



適性入學管道3-特色招生甄選入學(部分採計會考成績) 

 項目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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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COVID-
19疫情影
響，試務
日期修正 
 

一、音樂班及美術班 
1.聯合術科測驗及資優鑑定結果通知單補發6/9(三)-6/18(五) 
2.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名寄郵寄繳件6/11(五)-6/18(五) 
3.寄選校序號通知單6/30(三) 
4.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複查7/5(一) 
5.現場分發作業及錄取報到7/14(三) 
6.分發錄取考生聲明放棄7/15(四) 
 
二、舞蹈班 
1.聯合術科測驗及資優鑑定結果通知單補發6/9(三)-6/18(五) 
2.寄發志願選填通知單6/22(二) 
3.聯合分發志願選填登錄寄郵寄繳件6/24(四)-7/1(四) 
4.分發放榜暨寄發錄取報到通知單7/13(二) 
5.分發報到7/15(四) 
6.分發錄取考生聲明放棄7/16(五) 



適性入學管道3-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項目 學校 

運動 
績優生 

北門高中-田徑、足球 
土城高中-射箭、划船、輕艇、壘球 
南寧高中-羽球、軟式網球、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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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 
長榮中學-田徑、橄欖球、柔道、韻律體操 

因COVID-
19疫情影
響，試務
日期修正 

1、學科考試日期：110年6月19日 
2、術科檢定日期：110年6月20日 
3、錄取放榜日期：110年7月2日 
4、複查截止日期：110年7月8日 



適性入學管道3-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採計會考成績) 

 項目 學校 科別 報到 

專業
群科 
 

國立家齊高中  流行服飾科、餐飲管理科 

6/17 

國立臺南高商 
國際貿易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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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項目 學校 科別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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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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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科、食品加工科 

國立臺南海事 電子科 



適性入學管道3-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項目 學校 科別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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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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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不採計會考成績) 

 項目 學校 科別 報到 

專業
群科 
 

私立亞洲餐旅 觀光事業科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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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入學管道4-免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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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入學管道4-免試入學 
41 

二、臺南就學區學生免試入學個別序位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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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入學管道4-免試入學 
41 

二、臺南就學區學生免試入學個別序位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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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免試入學 
41 

二、臺南就學區學生免試入學個別序位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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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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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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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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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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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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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選填畫面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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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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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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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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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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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職技優甄審(不採計會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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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職實用技能班(不採計會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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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優先免試 

三、聯合免試 

五專 

一、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針對五專七年一貫制，4/21報到)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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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入學管道7-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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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優先免試志願選填系統操作練習操作網址： 
https://test2.jctv.ntut.edu.tw/U5WishTest/ 
五專優先免試志願選填登記系統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網路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查詢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https://test2.jctv.ntut.edu.tw/U5WishTest/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適性入學管道7-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110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各招生學校（計30校，其中9校為國立校院，21校為私立校院） 

學校 學校 學校 學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敏實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南亞技術學院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大同技術學院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康寧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正修科技大學 東方設計大學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分為有採計會考成績的學校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profile_classes.php?comid=
come01&cid=102 
與沒有採計會考成績的學校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profile_classes.php?comid=
come01&cid=103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profile_classes.php?comid=come01&cid=102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profile_classes.php?comid=come01&cid=102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profile_classes.php?comid=come01&cid=103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profile_classes.php?comid=come01&cid=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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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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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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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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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分發比序原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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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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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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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入學管道8-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撕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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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聯合免試相關資訊網站 
https://s5.nkuht.edu.tw/ 

 

https://s5.nkuht.edu.tw/


適性入學管道8-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撕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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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入學管道8-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撕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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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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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限 3分 

 
適性輔導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表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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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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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入學管道9-軍校(仍需教育會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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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軍校(仍需教育會考成績) 

教育會考績分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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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免試入學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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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志願選填參考資源 



適性輔導諮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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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學生輔導輔諮中心 06-2521083 



適性輔導查詢網站 

108課綱資訊網http://12basic.edu.tw/ 

110年教育部國中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http://adapt.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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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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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升學資訊查詢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profile_edutype.php?ec=5 

 

台南市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資訊網http://12basic.tn.edu.tw/ 

http://12basic.edu.tw/
http://adapt.k12ea.gov.tw/
https://highschool.yjvs.chc.edu.tw/search/
http://location.yjvs.chc.edu.tw/School_Query/Apps/School_Query.aspx
http://location.yjvs.chc.edu.tw/School_Query/Apps/School_Query.aspx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profile_edutype.php?ec=5
http://12basic.tn.edu.tw/


四、志願選填操作教學 



志願選填操作教學 

高中職免試入學志願選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OGpl0WejQ (版權-拆書人) 

五專優先免試志願選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RHrmrFOk4 (版權-技專校
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OGpl0Wej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RHrmrFOk4
http://cs.tn.edu.tw/


德光中學輔導處與您 
陪孩子一同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