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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2學期
「親師座談會」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項目 實施內容 主辦單位 地點 備註

18:30
|

19:00

綜高學程
說明會

1.學程選讀
2.多元入學

教務處
課務組

大同樓5樓
第二會議室

以綜高學程
家長為主

19:00
|

20:00

班級親師
座談會

1. 瞭解學生生
活與學習狀
況

2. 說明學生未
來進路發展

3.意見交流

導師
各班
教室

1. 提供出缺勤
資料。

2. 填寫簽到表
暨會議紀錄。

19:00
|

20:00

綜職科
講座

講座主題：
如何幫助我們
的孩子做好就
業前準備

特教組 輕松咖啡廳
僅供綜職科
家長參加。

20:00
|

導師會議
各導師繳交相
關資料至學務
處

學務處 學務處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行事曆(公告版 1110113) 
111年 1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 

週次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教務處 學務處/輔導室 其他處室 

1 

2
月 

6 7 8 9 10 11 12 

8 日 第 1 學期課程學習成果上傳截止(學生) 

10 日 補考、10 日 寒假結束 

11 日 第 2學期開學、註冊、正式上課 

11 日 校務會議 

11 日 發放註冊繳費四聯單及書籍繳費單 

11-20 日 第 2學期產學合作課程線上報名開始 

11-25 日 第 2學期教科書驗退書(設備組器材室) 

11-25 日 第 1次教學研究會 

11 日 期初學務會議 

11 日 110-2 校園環境開學大掃除 

11 日 班級幹部訓練(副班長、衛生股長) 

2~3 月 辦理學生身高、體重、視力檢查 

10 日 實習會議 14:00(實習處) 

2 13 14 15 16 17 18 19 

14-17 日 技優保送報名(含寄送報名資料) 

15 日 第 1學期課程學習成果認證結束(教師) 

16-18 日 學分抵免及隨班附讀申請 

17-18 日 高三專業群科第 3次模擬考 

17-18 日 科技院校繁星推薦校內評選報名 

18 日 發放第 1學期成績單、校內科展複審 

11 日 學雜費繳費開始 

11-15 日 補申請學雜費減免(教務處註冊組) 

14 日 班級幹部訓練(其他) 

16 日 小張老師幹部訓練(輔導室) 

18 日 公告轉社名單 

18 日 高二科際盃籃球賽報名截止 

18 日 班級優良學生選拔 

18 日 綜高學術學程進路輔導說明會(一)(輔導室)

第 6~7 節 

友善校園暨工場安全教育週(實習處) 

3 20 21 22 23 24 25 26 

20 日 第 2學期產學合作課程線上報名截止 

21 日 課業輔導課正式開課 

21-22 日 隨班附讀繳費 

21-25 日 證照抵免學分申請 

22 日 繳交第 2學期產學合作課程報名表 

23 日 四技二專保送資格審查結果及成績查詢 

23 日 公告校內科展複審結果 

22 日 高二科際盃籃球賽抽籤 

25 日 綜高學術學程進路輔導說明會(二)(輔導室)

第 6~7 節 

25 日 複合式災害避難演練(總務處) 

4 27 28 1 2 3 4 5 

28 日 和平紀念日(放假 1日) 

1 日 隨班附讀正式上課 

1 日 學雜費繳費截止 

4 日 高二第 1次彈性課程時間 

1 日 菸檳防制宣導月 

1 日 高二科際盃籃球賽 

4 日 交通安全宣導(高三)第 5 節 

4 日綜高學術學程選填志願說明會(輔導室) 

1 日 第 1110315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
文寫作比賽校內投稿截止(圖書館) 

2 日 第 1110310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
心得寫作比賽校內投稿截止(圖書館) 

4 日 一、二年級工場安全與衛生教育常識競
試(實習處) 

5 

3
月 

6 7 8 9 10 11 12 

11 日 高二第 2次彈性課程時間 

11 日 臺北區升讀綜合高中學程宣導研習會 

11 日 綜高學程選讀暨多元入學說明會 

11 日 高一菸檳防制教育講座 

11 日 親師座談會(19:00) 

11 日 綜高學術學程備審資料說明會(輔導室) 

11 日 家庭教育宣導課程(一)(輔導室) 

 

6 13 14 15 16 17 18 19 

14-15 日 高三專業群科第 4次模擬考 

18 日 高二第 3次彈性課程時間 

18 日 高一、二班際大隊接力報名截止 

18 日 交通安全宣導(高一)第 6、7節課 

16 日 111 年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申
請截止(實習處) 

18 日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教(軍訓室) 

7 20 21 22 23 24 25 26 

23-24 日 第 1次定期評量 

25 日 高二第 4次彈性課程時間 

24 日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家庭教育委員
會」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執行小組」、
「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置小組」、「校園心
理健康推動小組」會議(輔導室) 

25 日 性別平等教育班會議題討論(輔導室) 

25 日 消防局防災宣導(總務處) 

8 27 28 29 30 31 1 2 

 28 日 高一、二班際大隊接力(預賽) 

1 日 高一班際羽球賽報名截止 

1 日 高一城市走讀活動(電子、電機) 

1 日 交通安全宣導(高二)第 6、7節 

1 日 綜高學術學程面試技巧說明會(輔導室) 

28-1 日 第 1 次實習日誌檢查(實習處) 

9 

4
月 

3 4 5 6 7 8 9 

4-5 日 兒童節(放假 1日)、清明節(放假 1日) 

6 日 高三第 6學期課程學習成果上傳截止(學生) 

7 日 第 1 次作業檢查 

7-8 日 綜高高三學術學程第 4次模擬考 

8 日 高二第 5次彈性課程時間 

6 日 高一班際羽球賽抽籤 

6 日 高三 110 學年度學習歷程多元表現上傳截止
(學生) 

8 日 高一城市走讀活動(資訊與汽車科) 

8 日 生命教育班會議題討論(輔導室) 

6-19 日 新書書展(圖書館) 

10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日 在校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學科測驗 

11 日 高三第 6學期課程學習成果勾選截止(學生) 

12-13 日 高三專業群科第 5次模擬考 

15 日 高二第 6次彈性課程時間 

15 日 第 1次教室日誌檢查 

16 日 臺北市教師聯合甄選筆試工作 

11日 高三 110學年度學習歷程多元表現勾選截止
(學生) 

15 日 第二次學務會議 

15 日 高一城市走讀活動(園藝、加工與化工科) 

15 日 家庭教育宣導課程(二)(輔導室) 

15 日 性別平等教育學生專題講座(輔導室) 

 

11 17 18 19 20 21 22 23 

22 日 綜高高一選課輔導說明會 

22 日 臺北市語文競賽校內選拔賽 

18 日 高一班際羽球賽 

22 日 110-2 捐血活動 

22 日 高一城市走讀活動(綜高與機械科) 

21-22 日 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實習
處) 

12 24 25 26 27 28 29 30 
30-1 日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29 日 防溺盃班際游泳接力賽報名截止 

29 日 社團課程開始 

 

13 

5
月 

1 2 3 4 5 6 7 

3-5 日第 2次定期評量及高三期末評量 

4 日 下午停課(全校教師研習活動) 

4 日  生命教育教師暨家長輔導知能研習 (輔導
室)13:20~16:00 

6 日 技專院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書面資料概念說
明(輔導室) 

7 日 73周年校慶 

7 日 高一、二班際大隊接力(決賽) 

7 日 大學暨技專校院博覽會線上版(輔導室) 

4 日 教師、家長反毒知能研習(軍訓室) 

4 日 校內防護團及消防自衛編組講習(總務
處) 

14 8 9 10 11 12 13 14 

9 日 校慶活動補假 1日 

10-11 日 綜高高三學術學程第 5次模擬考 

10-16 日 綜高高一學程選讀 

10-13 日 高二校外教學 

10-13 日 技專院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書面資料概
念說明(輔導室) 

13 日 生命教育學生專題講座(輔導室)第 6、7節 

10-13 日 第 2次實習日誌檢查(實習處) 

10-13 日 實習報告檢查(實習處) 

15 15 16 17 18 19 20 21 

15 日 臺北市教師聯合甄選複試工作 

16-31 日 第 2次教學研究會 

18 日 高三補考 

19 日 第 2次作業檢查 

20 日 下午停課(國中教育會考考場布置) 

21-22 日 國中教育會考 

16 日 防溺盃班際游泳接力賽 

16-18 日 綜高學術學程大學指定項目模擬面試(輔
導室) 

20 日 高一週記抽查 

 

16 22 23 24 25 26 27 28 

27 日 基北區國中技優甄審現場繳件(集報) 

19 日 統測成績查詢 

27 日 高二週記抽查 

23 日 技專院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面試問題與應
對技巧：基礎與應用 

23 日 技專院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多元表現自述
之精進與實作 

24 日 技專院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學習歷程自述
之精進與實作(輔導室) 

24 日 技專院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自行上傳之精
進與實作(輔導室) 

25 日 技專院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面試問題與應
對技巧：變化與問題解決(輔導室) 

 



17 29 30 31 1 2 3 4 
3 日 端午節(放假 1 日) 2 日 技專院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分科模擬面試/

實作(輔導室) 

1 日 138 期輔導通訊出刊(輔導室) 

4 日 教育部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
考試(軍訓室) 

18 

6
月 

5 6 7 8 9 10 11 

 7 日 高三畢業典禮(暫定) 

7-10 日 職業類科分科模擬面試/實作(輔導室) 

10 日 綜高學術學程多元入學說明會(輔導室) 

10 日 性別平等教育教師讀書會(輔導室) 

 

19 12 13 14 15 16 17 18 
15 日 基北區國中技優甄審分發結果公告 

16 日 基北區國中技優甄審分發報到 

 16 日 圖書館委員會會議(圖書館) 

20 19 20 21 22 23 24 25  24 日 期末學務會議 20-24 日 第 3次實習日誌檢查(實習處) 

21 26 27 28 29 30 1 2 

28-29 日 第 3次定期評量 

29 日 第 2次教室日誌檢查 

30 日 休業式 

1 日 暑假開始 

30 日 110-2 校園環境期末大掃除 30 日 教室設備點交(總務處) 

 7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1-12 日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表訂行事活動若有變更，以該處室通知為準。 

學校語音交換總機：2722-6616(代表號)轉分機號碼(請參考網頁 http://www.saihs.edu.tw/) Fax：2722-0672 

《專線電話》：教務處：2722-5348 學務處：2722-5867 實習處:2758-0030 軍訓室：2723-5213 輔導室：2758-0398 

http://www.saihs.edu.tw/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綜合活動一覽表  111.02.24修正

班會

高一高三第5節、高二第4節
第6、7節 社團／綜合活動

討論題綱 主題、形式/演講題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一年級 指定地點

二年級 指定地點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租稅法規測驗比賽(暫定) 各班教室

二年級 配合第5節彈性課程 指定地點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高三第5節班會/交通安全宣導

一年級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學】 活動中心

二年級 配合第5節彈性課程 指定地點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交通安全宣導【學】 活動中心

二年級 配合第5節彈性課程 指定地點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防災宣導【總】 大同樓1樓 機一智、機一仁

二年級 配合第5節彈性課程 指定地點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高一城市走讀活動【學】 電子科、電機科

二年級 交通安全宣導【學】 活動中心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高一城市走讀活動【學】 資訊科、汽車科

二年級 配合第5節彈性課程 指定地點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高一城市走讀活動【學】 園藝科、加工科、化工科

性別平等教育學生專題講座【輔】 各班教室 線上講座方式(園藝科、加工科、化工科除外)

二年級 配合第5節彈性課程 指定地點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一年級 高一城市走讀活動【學】 綜合高中、機械科

二年級 導師入班 各班教室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生命教育專題講座【輔】 活動中心

二年級 校外教學【學】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學術性社團 各班教室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導師入班

20 6/24
暑假生活規劃及

選舉下學年幹部

社團6

14 5/13

16 5/27

15 5/20

服務學習/

了解服務學習意義與價值
4

4/29

10 4/15

6/17

17

18 6/10

6/3

19

13 5/6 菸檳防治教育宣導

生命教育班會議題討論

【輔導室】
4/8

11

一年級

特殊教育/

多一分關心與了解，

將關懷化做行動

4/22

家庭教育班會議題討論

【輔導室】

3/18

性別平等教育班會議題討論

【輔導室】

9

12

家庭教育班會議題討論

【輔導室】

環境教育/如何維護

校園環境及班級整潔

性別教育/

公共場所的親密行為

交通安全/

行人安全過馬路5步驟

指定地點

社團2 指定地點

品德核心價值討論/

負責、尊重、誠實、

關懷、合作、紀律

社團1 指定地點

備註

1.優良學生及品格楷模選拔

2.媒體識讀/善用5W思考法

當個聰明小偵探

2/25
防災宣導/

正式演練【總務處】

防災宣導/

【總務處】

友善校園週

年級 地點

2/18

2/11 各班教室
導師入班

導師入班
各班教室

全校性實體防災演練/13:15~13:55

週

次
日期

8 4/1

1

2

5 3/11

3/4

7 3/25

6

3

下午停課(21-22日 國中教育會考)

社團4

法治教育/

防制藥物濫用及拒絕毒品

法治教育/

網路犯罪的認識與預防

社團3

端午節放假

人權教育/

兩公約案例分享與討論

社團5 指定地點

指定地點

指定地點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學測]寄發成績單與成績查詢：03/01

[大繁]校內初審報名：03/01~03/04

[大繁]校內初審結果公布並報名繳費：03/10

[大繁]繳費及報名：03/15~03/16

[大繁]錄取名單公告：03/22(第1~7類學群)

[大繁]放棄錄取截止：03/24前(第1~7類學群)

[個申]校內集體報名繳費：03/01~03/16

[個申]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03/31上午9時起

           (請自行上網查詢)

[個申]第二階段甄試及繳費：各大學自訂

          (個別報名繳費)

[術考]寄發成績單：03/03

3

月

[統測]考試地點公告及查詢：04/20上午9時起

[科繁]審查結果公告：04/12

[科繁]考生排名網路查詢：04/19

[科繁]網路登記志願序：04/28~05/04 (個別登記)

[技甄]特殊身分審查登錄及繳件：04/18~04/20 (個別繳件)

[技甄]特殊身分審查結果查詢：04/27 (個別查詢)

[甄選]身分審查登錄及繳件：04/20~05/04 (集體報名)

《四技二專縮寫說明》

[特才]：特殊選才(學生自行報名)、[技保]：技優保送(學生自行報名)、[科繁]：科技校院繁星推薦、[統測]：統一入學測驗、

[技甄]：技優甄審(學生自行報名繳費)、[登分]日間部登記分發(學生自行報名繳費)、[四申]：四技申請入學(限綜高考學測學生)、

[甄選]：甄選入學(第一階段學校集體報名，第二階段學生自行報名繳費)。

《大學縮寫說明》

[大繁]：大學繁星推薦、[個申]：個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學校集體報名，第二階段學生自行報名繳費)、

[學測]：學科能力測驗、[術考]：術科考試、[分科]：分科測驗、

[分發]：考試分發(學生自行繳費)、[英聽2]：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2次)、[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高三升學行事曆(1/2)

四技二專 大學

＊以下日期為111學年度各升學招生管道簡章之時程，校內有關甄選和登分之作業時程將另行彙整。

2

月

[特才]甄審總成績查詢：02/08

[特才]甄審結果公告：02/09

[特才]網路登記志願序：02/09~02/11(個別登記)

[特才]放榜：02/15

[特才]報到或放棄截止：02/22中午12時前

[技保]報名：02/14~02/17(個別上網報名)

[技保]資格審查結果及成績排名查詢：02/23

[科繁]提供各科班學業成績前30%名單：02/15前[暫定]

[科繁]校內評選報名：02/17~02/18

[科繁]校內資格審查：02/19起

[科繁]校內評選結果公告：02/25

[科繁]學校登錄被推薦生資料：02/24~03/15

[術考]考試體育組：02/07~02/09

110

年

12

月

[特才]、[科繁]簡章公告與下載：11/25(不售紙本)

[技保]、[技甄]簡章公告與下載：12/09(不售紙本)

[甄選]、[登分]、[四申]簡章公告與下載：12/09

[統測]報名：12/10~12/22(請依學校說明辦理)

[特才]報名(自行上網報名)：12/20~12/24

            (註冊組協助通知與提醒)

[APCS]報名：12/01~1210

[英聽2]考試：12/12

[英聽2]寄發成績單與成績查詢：12/23

[術考]寄發准考證：12/23

[學測]簡訊通知應試號碼：12/23

110.12.13彙整    

4

月

[統測]寄發准考證：03/23

[技保]繳交報名費：03/02~03/04 (個別繳交)

[技保]網路登記志願：03/07~03/09 (個別登記)

[技保]放榜：03/15

[技保]報到或放棄截止：03/23下午5時前

[科繁]校內評選正備取學生說明會：03/02

[科繁]資料繳交截止：03/07下午5時前 (個別繳交)

[科繁]網路報名及送件：03/16~03/23 (個別報名)

[四申](限綜高考學測學生)校內報名：03/15~03/17[暫定]

[四申]報名：03/21~03/24

[四申]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03/31

[APCS]檢測：01/09

[APCS]檢測成績查詢：01/21

[術考]試場分配表公布：01/06

[術考]考試-音樂組：01/25~01/28

[術考]考試-美術組：01/27~01/28

[學測]試場分配表與地點公布：01/06

[學測]考試：01/21~01/23

[統測]報名結果查詢：01/05中午12時起~01/12

           (注意：請自行上網修改通訊資料)

[特才]上傳指定項目甄審資料：01/11~01/17(個別上傳)

[特才]指定項目甄審：01/17~01/25

[科繁]公布校內評選實施計畫：01/07

1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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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公告正備取名單：06/03前

[四申]正取生報到截止：06/16中午12:00前

[四申]備取生報到截止：06/18下午5時前

[技甄]向各校繳費並寄送報名資料：06/01前(個別繳費寄送)

[技甄]各科大指定項目甄審：06/09~06/19

[技甄]甄審總成績查詢：06/21上午10時前

[技甄]公告正備取名單：06/23

[技甄]登記就讀志願序：06/27~06/29下午5時前(個別登記)

[甄選]第一階段結果公告與查詢：06/02

[甄選]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資料上傳：06/02起，各大學自訂

          ＊備審資料全面電子上傳(個別繳費上傳)

[甄選]各科大指定項目甄試：06/17~07/03

[登分]資格審查結果公告：06/28

[個申]公告錄取名單：06/06前(各大學校系日期不同)

[分測]開放應試號碼查詢：（未定）

[分測]公布試場分配表：（未定）

6

月

111

年

5

月

＊校內甄選和登分之升學作業說明會

[統測]考試：04/30~05/01

[統測]寄發成績單：05/19

[科繁]錄取公告：05/10

[科繁]放棄錄取資格截止：05/16中午12時前

[四申]第二階段複試 (各科大自訂)：05/18~05/31

[技甄]繳費及上傳繳寄資格審查資料：05/05~05/11下午5時

           前(個別繳費上傳)

[技甄]資格審查結果查詢：05/17

[技甄]網路報名：05/17~05/20下午5時前 (個別報名)

[甄選]考生確認在校學業成績證明：05/02~05/09下午5時前

          (個別確認)

[甄選]身分審查結果公告及查詢：05/16

[甄選]第一階段集體報名繳費：依班級通知時程完成

          (預計5月初)

[登分]集體資格審查登錄：05/09~05/13 (集體登錄)

[登分]登記資格及特種身分繳件：05/19~06/08

          (特殊身分個別辦理)

[個申]指定項目甄試：05/19~06/05

[個申]錄取生網路登記志願序：06/09~06/10下午9時

           前 (個別登記)

[個申]分發結果公告：06/15上午9時起

[個申]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06/15-06/18

           下午9時前

[分測]校內集體報名繳費：依班級通知時程完成

          (預計6月9日開始)

[分發]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繳件(含特殊生)：

           06/01~06/21下午5時前

[技甄]放榜：07/05

[技甄]報到截止：07/14中午12時前

[甄選]甄試總成績查詢：07/04上午10時前

[甄選]公告正備取生名單：07/06上午10時前

[甄選]登記就讀志願序：07/06~07/09下午5時前(個別登記)

[甄選]放榜：07/13

[甄選]錄取生報到截止：07/21中午12時前

[登分]網路登記志願練習版開放：07/14~07/25

[登分]個別繳費報名：07/19~07/25

          (便利商店繳費僅到07/20)(個別繳費報名)

[登分]總成績查詢：07/28

[登分]網路選填登記志願：07/28~08/02下午5時前

          (個別登記)

[分科]證明文件審查結果查詢：07/01

[分科]考試：07/11~07/12

[分科]寄發成績單：07/27

[分發]繳交登記費：07/30~08/02下午4時止

          (個別繳費)

[分發]網路登記志願：07/30~08/02下午4時30分止

          (個別登記)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高三升學行事曆(2/2)

【教務處註冊組網址】

QR  Code

＊以下日期為111學年度各升學招生管道簡章之時程，校內有關甄選和登分之作業時程將另行彙整。

[登分]放榜：08/09 [分發]錄取名單公告：08/12

四技二專 大學

＊其它資訊或未盡事宜，請上網到本校教務處註冊組之升學資訊網站查詢。

==> 《https://ppt.cc/f7IWex》

1)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簡章

     《https://ppt.cc/fhXElx》

2)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與『技優甄審』入學招生簡章

     《https://ppt.cc/fzrR7x》《https://ppt.cc/fsx6ex》

3) 111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https://ppt.cc/fU6Enx》

4) 111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https://ppt.cc/f4hRqx》

5) 111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簡章

     《https://ppt.cc/ftYAFx》
教務處註冊組  敬啟

上班日 放假日

110.12.13彙整    

8

月

7

月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類別及考科一覽表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命題範圍一覽表（現在高三學生） 

單群(類)別名稱 
考試科目與考試範圍 

主要招生系科領域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01 機械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C) 

1.機件原理、機械力學 

2.機械製造、機械基礎實

習、機械製圖實習 

包含機械工程、自動化工程、

模具工程等相關系科。 

02 動力機械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C) 

1.應用力學、引擎原理、底

盤原理 

2.引擎實習、底盤實習、電

工電子與實習 

包含車輛工程、航空工程、造

船工程等動力機械相關系科。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類 

1.國文 

2.英文 

3.數學(C) 

1.基本電學、基本電學實

習、電子學、電子學實習。 

2.電工機械、電工機械實習 

包含電機工程、冷凍空調工程

等相關系科。 

04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1.國文 

2.英文 

3.數學(C) 

1.基本電學、基本電學實

習、電子學、電子學實習。 

2.微處理機、數位邏輯設

計、程式設計實習 

包含電子工程、資訊工程、電

腦與通訊、光電工程等相關系

科。 

05 化工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C) 

1.基礎化工、化工裝置 

2.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

習、分析化學、分析化學

實習 

包含化學工程、分子科學等相

關系科。 

06 土木與建築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C) 

1.基礎工程力學、材料與試

驗 

2.測量實習、製圖實習 

包含土木工程、營建科技、建

築設計等相關系科。 

07 設計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色彩原理、造形原理、設

計概論 

2.基本設計實習、繪畫基礎

實習、基礎圖學實習(均為

術科考試) 

包含工業設計、視覺傳達設

計、多媒體設計、室內設計、

資訊傳播等相關系科。 

08 工程與管理類 

1.國文 

2.英文 

3.數學(C) 

1.物理(B) 

2.資訊科技 

包含工業工程與管理、環境與

安全衛生工程等相關系科。 

09 商業與管理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

論、數位科技應用 

2.會計學、經濟學 

包含企業管理、資訊管理、國

際貿易、會計、財務金融、行

銷與流通等商業類相關系科。 

10 衛生與護理類 1.國文 1.生物(B) 包含護理、藥學系、物理治



單群(類)別名稱 
考試科目與考試範圍 

主要招生系科領域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2.英文 

3.數學(A) 

2.健康與護理 療、醫學檢驗與醫事技術等相

關系科。 

11 食品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食品加工、食品加工實習 

2.食品化學與分析、食品化

學與分析實習 

包含食品科學、保健營養等相

關系科。 

12 家政群幼保類 

1.國文 

2.英文 

3.數學(A) 

1.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2.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包含嬰幼兒保育、社會工作等

相關系科。 

13 
家政群生活應

用類 

1.國文 

2.英文 

3.數學(A) 

1.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2.多媒材創作實務 

包含服裝設計、化妝品應用、

流行設計、美容與造型設計等

相關系科。 

14 農業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生物(B) 

2.農業概論 

包含動物、植物、園藝、獸醫、

生物科技等相關系科。 

15 外語群英語類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

論、數位科技應用 

2.英文閱讀與寫作(初階英文

閱讀與寫作練習、中階英

文閱讀與寫作練習、高階

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包含應用英語或其他外語等

相關系科。 

16 外語群日語類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論

及數位科技應用 

2.日文閱讀與翻譯(日語文型

練習、日語翻譯練習、日

語讀解初階練習) 

包含應用日語等相關系科。 

17 餐旅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觀光餐旅業導論 

2.餐旅服務技術、飲料實務 

包含餐飲、廚藝、休閒、觀光、

旅館管理、航空服務等相關系

科。 

18 海事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船藝 

2.輪機 

包含航海技術、輪機工程等相

關系科。 

19 水產群 

1.國文 

2.英文 

3.數學(B) 

1.水產概要 

2.水產生物實務 

包含水產養殖、漁業生產等相

關系科。 

20 藝術群影視類 

1.國文 

2.英文 

3.數學(A) 

1.藝術概論 

2.展演實務、音像藝術展演

實務 

包含資訊傳播、傳播藝術、視

訊傳播、電影電視、數位媒體

設計等影視傳播相關系科。 

http://www.tcte.edu.tw/download/103year/103Range_4y/103-4y-Range-00-e.pdf


103學年度起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提供考生可同時參加多個群(類)別考試的跨群(類)組合 

跨群(類)別名稱 可同時應考之群(類)別 

51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52 家政群 家政群幼保類+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53 商管外語群(一)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英語類 

54 商管外語群(二)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日語類 

55 商管外語群(三) 外語群英語類+外語群日語類 

56 商管外語群(四)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英語類+外語群日語類 

註：上表各群類考試科目之考科範圍公告在《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上：

https://www.tcte.edu.tw/page_new.php 

https://www.tcte.edu.tw/page_new.php


四技二專各項入學管道說明 

(一)108學年度入學學生(現在為高三學生) 

以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入學招生方式為例，確定內容以招生相關網站公告為準，最新訊

息請聯結至「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https://www.jctv.ntut.edu.tw/及「技專校院招生策

略委員會」https://www.techadmi.edu.tw/。 

(二)各項入學管道說明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1.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管道為技專招生名額最多、規模最大之入學管道，多年來許多學生、家

長及教師希望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之志願數能比照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由現行之 3志願調高

為 6 志願，預計於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管 道實施。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志願數為

6志願，志願數落差可能不利於技職體系招生，亦可能將學生推向普大體系，為提升學生

多元適性選擇學校系科之機會，並考量技專校院招生困境下，規劃提高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志願數，以解除社會大眾對於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志願數較少之疑慮 

2. 甄選流程分為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為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第二階段為各甄

選學校辦理之指定項目甄試。 

3. 第一階段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由各校系科訂定採計科目及篩選倍率。 

4.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方式由各校系科訂定，指定項目例如面試、筆試、備審資料審查、

術科實作等，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考生須上傳甄選學校所規定之備審資料及參加各甄試項

目。 

5. 甄選總成績包含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及指定項目甄試成績，由各校系科訂定統測成績之採計

科目、加權倍數及占總成績比例，以及各項指定項目占原始總分比例，並可參酌採計在校

學業成績、證照或得獎優待加分。 

6. 無論第一階段篩選或甄選總成績核算，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皆採計考生各科之「級分數」，

各科原始級分數將於統測成績單上標示。 

7. 各校系科詳細甄選辦法及成績處理方式，可查詢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簡章，或上 110學

年度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網站「甄選入學」網頁之「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學校資料

查詢系統」查詢。 

8. 各校系科核算甄選總成績後，由各校在網站公告甄選結果正、備取生名單。獲得正取或備

取之考生均應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才可獲得錄取機會。招生

委員會依考生之志願順序及正備取情形，由分發程式進行統一分發後公告錄取榜單。 

◎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1. 完全採計 110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各科成績。 

2. 依簡章各校系科組自訂之統測各科目權重，加權後合計為總分數。 

3.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數學)權重為 1至 2倍，專業科目(一)、專業科目(二)權重為 2至 3

倍，權重級距為 0.25。 



4. 無畢業年資及證照加分優待。 

5. 依照考生總分數之高低順序，再按其選填志願之順序依序分發，錄取名單由招生委員會公

告在網站上。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 

1. 曾參加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資格所列之競賽，獲得各職類全國前三名或者經選拔入選國

手資格之優秀選手們。 

2. 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符合保送入學資格者，可就採計所參加之競賽職類之招生類別

中，擇一類別報名，並且上網選填該類別之招生校系科組志願，直接分發錄取。 

3. 分發時由招生委員會依照技優保送入學競賽獲獎名次及等第對照表，排序每位考生之等第

排名，若等第相同時，則以該競賽職類參加人數較多者排名在前，再依考生排名順序及其

選填志願分發。 

4. 凡取得國際技能競賽、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際科技展覽前三名或優勝者；或者經

選拔具備國際技能競賽國手資格者；或曾在全國技能競賽、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各職類之前三名獎項者，符合上述資格之選手，無論應屆或非

應屆畢業生，均符合技優保送資格，可直接填寫保送分發志願(最多可以填寫 50個志願)，

由招生委員會依競賽獲獎種類與等第、名次及志願分發。 

5. 符合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資格之競賽獲獎名次與等第對照表如下： 

競賽名稱 競賽優勝名次 等第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科技展覽 

第 1名(金牌) 第一等 

第 2名(銀牌) 第二等 

第 3名(銅牌) 第三等 

優勝 第四等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入選國手正、備

取 
第五等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第 1名 第六等 

第 2名 第七等 

第 3名 第八等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第 1名 第八等 

第 2名 第九等 

第 3名 第十等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1. 曾參加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簡章所列之競賽獲獎，或已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考生。 

2. 高級中等學校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凡曾在招生委員會

認可之競賽獲獎者或持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即具備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資格。 

3. 符合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資格的考生，可就採計考生獲獎之競賽或證照職類之所有招生

類別中，跨類別選擇至多 5個校系科組志願報名參加指定項目甄審。甄審方式由各校訂定，



但不辦理筆試亦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可包含面試、術科實作、作品集、書面資料審

查等。甄審總成績計算方式依各甄審項目成績之比例計算總分，再依各競賽名次及證照等

級優待加分標準之加分比例計算後得到甄審總成績，並公告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 

4. 符合技優保送入學資格但未報名參加技優保送入學、或報名參加技優保送入學未獲錄取、

或已錄取但未報者或者已報到但已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也可報名參加技優甄審入學。 

5.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採計之競賽與證照及其優待加分比例如下： 

競賽名稱 競賽優勝名次 優待加分比例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科技展覽 

金牌、銀牌、銅牌 增加甄審總分 55％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50％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入選國手正、備取 增加甄審總分 45％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第 1名 增加甄審總分 40％ 

第 2名 增加甄審總分 35％ 

第 3名 增加甄審總分 30％ 

第 4名 增加甄審總分 25％ 

第 5名 增加甄審總分 25％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 

第 1名 增加甄審總分 25％ 

第 2名 增加甄審總分 20％ 

第 3名 增加甄審總分 20％ 

佳作 增加甄審總分 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第 1~3名 增加甄審總分 30％ 

第 4~15名 增加甄審總分 25％ 

第 16~30名 增加甄審總分 20％ 

第 31~50名 增加甄審總分 15％ 

第 51~76名 增加甄審總分 10％ 

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主辦經聯

合甄選委員會認可之全國性各項技藝

技能競賽(※註) 

第 1~3名 增加甄審總分 20％ 

其餘得獎者 增加甄審總分 15％ 

領有技術士證照等(行政院勞委會主辦) 
甲級技術士證 增加甄審總分 25％ 

乙級技術士證 增加甄審總分 15％ 

其他參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獲相關競賽優勝 

名次 

增加甄審總分 15％

~50％(由聯合甄選

委員會依相關資料

認定) 

6. 技優甄審入學無論正取生及備取生，均應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

才可獲得錄取機會。招生委員會依考生之志願順序及正備取情形，由分發程式進行統一分

發後公告錄取榜單。 

http://www.techadmi.edu.tw/four_year/info_4-1.htm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 

1. 所有考生依 7項比序排名順序進行分發作業，比序項目包括： 

(1) 第 1比序：在校 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2) 第 2比序：在校 5學期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3) 第 3比序：在校 5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4) 第 4比序：在校 5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5) 第 5比序：在校 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6) 第 6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7) 第 7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 

2. 分發方式依照考生各項成績比序排名、考生選填志願及各高級職業學校推薦順序，進行四

輪分發錄取作業： 

(1) 第一輪分發：取各推薦學校之考生比序名次第 1位（即各校第 1名）進行分發，且單

一科技校院錄取同一校考生至多 1名。 

若於首輪分發，倘有考生未獲分發錄取之高級職業學校，僅由該校原訂於第二輪分發

之考生優先參與第一輪遞補分發，且此項遞補不改變原先已獲分發考生之錄取結果。 

(2) 第二輪分發：取各推薦學校之考生比序名次第 2位（即各校第 2名）進行分發，且各

科技校院錄取單一高級職業學校考生至多 1名。 

(3) 第三輪分發：取各推薦學校之考生比序名次第 3位（即各校第 3名）進行分發，且各

科技校院錄取單一高級職業學校考生至多 1名。 

(4) 第四輪分發：未參與前三輪分發之推薦考生，依照比序名次進行第四輪分發，且各科

技校院錄取單一高級職業學校考生至多再 2名。 

◎四技二專特殊選才聯合招生 

1. 在專業領域具備特殊技能或專長，或者具有特別之經歷、學習背景、成就，或是參與青年

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完成 2~3年期的青年，符合招生學校所訂定之申請條件，並可提

供相關證明文件者，歡迎報名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招生，每位考生可就符合申請資格條

件之校系至多選擇 5個志願報名。 

2.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高級中等學校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且符合招生校系所訂定之專

業領域、特殊技能、經歷、專長或成就等報名資格條件，並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者。 

3. 青年儲蓄帳戶組：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且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青年就

業領航計畫」或「青年體驗學習計畫」完成 2年或 3年期之學生。 

4. 由各招生學校辦理指定項目甄審，可採書面資料審查、經歷審查、面試、筆試、術科實作

考試等，不採計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及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5. 各校系科組學程志願得訂定「優待加分條件」，可針對不同的教育體系、成長環境、特殊經

歷、經濟弱勢以及特定身分、地區之學生給予特別加分。 

6. 各校系組學程依考生參加指定項目甄審各項目之成績再加上優待加分條件之加分優待後

核算甄審總成績，並公告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 

7. 無論正取生及備取生，均應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才可獲得錄

取機會。招生委員會依考生之志願順序及正備取情形，由分發程式進行統一分發後公告錄



取榜單。 

◎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聯合招生(招收高中生) 

1. 四技申請入學為高中生升學四技之主要招生管道，凡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學生、綜合高中

學生、「藝術群」專業群科學生，皆可憑大學學測成績參加，每位考生至多可申請 5 個校

系志願，且不限科系屬性皆可報名申請。 

2. 甄試流程分為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為大學學測成績篩選、第二階段為各科技校

院辦理之複試。 

3. 第一階段大學學測成績篩選由各校系組訂定採計至多 4科科目及權重，將學測成績原始級

分數依各科目採計權重計算其加權平均級分，並經轉換成百分制後，計算考生之加權平均

成績。各校系依其所訂定之篩選倍率，依考生加權平均成績高低擇優篩選，篩選倍率的上

限最多為招生名額之 5倍或至多 50人，篩選通過之考生將可參加複試；此外報考「資訊」、

「電資」相關系組的考生若篩選未通過，但是參加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成績符合

報考系組所訂之級分標準者，得以超額篩選方式進入第二階段複試。 

4. 第二階段複試內容以書面資料審查和面試為主，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考生須依所申請之各

校系組規定日期網路上傳學歷證件、歷年成績單及書面資料審查資料；需要考生親自到校

參加之面試等項目，請依該校規定之複試日期前往參加。 

5. 申請入學總成績包含大學學測加權平均成績以及複試成績，並由各校系組分別訂定各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核計考生之總成績。各校系組詳細評分項目、總成績計算方式、同分參酌

項目等資料可查詢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簡章分則或上招生委員會網站查詢。 

6. 各校系組依考生總成績高低及招生名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並公告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

錄取之考生請於報到規定期限內，依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 

◎四技二專進修部單獨招生 

1. 適合想要晚上上課，或者配合工作之休假日繼續進修，想要就讀四技二專進修部的考生，

歡迎報考技專校院各校所辦理之四技二專進修部單獨招生。 

2. 各招生學校可自訂入學條件、成績採計項目、總成績計分方式、錄取方式等，並明訂於各

校四技二專進修部單獨招生簡章中。 

3. 各校多以採計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或其他可供各招生系科組學

程依其屬性進行評量之書面資料審查為主要入學成績採計項目，考生可詳閱簡章規定，於

報名時繳交相關資料。 

4. 為鼓勵在職學生回流進修，許多招生學校訂有畢業年資加分、證照加分、職場經歷加分等

加分優待；且各校可分成不同招生組別，依照招收對象訂定不同之成績採計項目及計分方

式，考生可選擇較符合本身特性及優勢之管道報名。 

5. 各校可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列為成績採計項目或加分項目，並可自訂採計年度、招收

群(類)別、採計科目、佔總成績比例或其他運用方式，已參加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

學測驗的考生可參考各校計分方式來選擇報名志願。 

6. 未參加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的考生可選擇報名不採計統測成績之四技二專進修部招生

學校；且許多學校亦僅將統測成績作為總成績的一部分或加分項目，不影響報名及錄取資

格，未參加統測之考生都仍可報名。 



7. 由各校依簡章訂定之成績採計方式核算總成績後，公告正、備取生名單或辦理現場登記分

發報到方式錄取，考生須留意各校之放榜或分發日程。 

(二)108學年度入學新生 111學年考招連動：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一)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簡表 

項目 繁星推薦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 考試入學分發 

承辦 

單位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國立中正大學)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國立成功大學) 

報 

考 

資 

格 

高中推薦： 

1.高中全程均就讀國內同一

學校並修滿高一、高二各

學期之應屆畢業生。 

2.高一、高二與高三上「各學

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

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

合大學規定。 

3.當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術

科考試、當學年度或前兩

學年度內之英聽測驗成績

通過大學校系檢定標準。 

當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術

科考試、當學年度或前兩學

年度內(109至 111學年度)之

英聽測驗成績通過大學校系

檢定標準，可申請符合志趣

之大學校系。 

凡公、私立高中(職)畢業生或

具同等學力，經分發會學力

證明文件審查通過者，均能

參加「考試入學分發」(又稱

「分發入學」)。 

報 

名 

方 

式 

由高中推薦報名。 1.一律採網路報名。 

2.分為「考生個別報名」及「學

校集體報名」兩種方式。 

一律採網路登記。 

報名 

校系數 

1.符合報名資格之考生僅限

被推薦至一所大學之 1 個

學群。 

2.選填志願數依該學群之規

定。 

參加個人申請之每一考生，

申請校系數以 6 校系(含)為

限。 

每位考生選填之志願不得超

過 100個。 

考 

試 

1.學科能力測驗(大學校系參

採最多 4科)。 

2.術科考試(部分校系採計)。 

3.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部分校

系檢定)。 

1.學科能力測驗(大學校系參

採最多 4科)。 

2.術科考試(部分校系採計)。 

3.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部分校系檢定)。 

111 學年度起分發入學管道

採計科目數規定： 

1.3≦學科能力測驗(X)+分科

測驗(Y)+術科≦5,其中學科

能力測驗(X)≦4(不含術科),

分科測驗(Y)≥1。 

2.參與分發入學管道之大學

校系，可採計學科能力測驗、

分科測驗及術科合計 3~5

科，惟其中採計學科能力測

驗考科最多 4 科，分科測驗

則至少應採計 1科。 



篩 

選 

◎第 1∼7類學群： 

1.通過各大學校系所訂之學

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英

聽測驗成績檢定標準。 

2.依高中推薦優先順序及分

發比序項目進行分發作

業。 

3.第一輪分發各大學錄取同

一高中學生以 1名為限。 

4.第一輪分發後校系仍有缺

額者，再進行第二輪分發

作業。 

◎第 8類學群： 

1.面試人數由各校系自訂，至

多為招生名額之 3 倍率或

50人。 

2.由甄選會依大學校系所訂

學測成績、英聽測驗檢定

標準、高中推薦優先順序

及比序項目進行第 1 輪篩

選，每所高中通過篩選學

生至多 1 名；第 1 輪篩選

後如未達預定面試人數，

再依前述比序原則進行第

2輪篩選，以達預定面試人

數。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術科考

試、英聽測驗成績之檢定、倍

率篩選、採計及參酌方式由

大學校系自訂。 

依各大學校系自訂之招生條

件，須通過「指定科目考試原

始分數最低登記標準、學科

能力測驗及英聽測驗檢定」，

後依「指定科目考試採計及

加權」計分，同分時依指考參

酌科目擇優錄取。 

各校系 

甄試 

◎第 8類學群： 

面試內容由各校自訂，學生

無須準備備審資料。面試作

業時程，併同個人申請第2階

段指定項目甄試。 

1.大學校系得自辦指定項目

甄試。 

2.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試考生，需依各大學校系

規定之繳交方式及日期，

於期限內繳交「資格審驗

應繳資料」與「審查資料」。 

無。 

公布 

錄取 

名單 

◎第 1∼7類學群： 

1.由甄選會比序分發。 

2.由各大學寄發錄取通知單。 

◎第 8類學群： 

1.由甄選會公告通過第 8 類

學群第 1階段篩選結果。 

2.第 8 學群錄取名單由各校

公告。 

1.可列備取名額。 

2.正備取生登記就讀志願序

後，由甄選會統一分發，每

名錄取生至多分發至 1 校

系。 

3.未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者，

視同自動放棄錄取資格。 

分發會統一放榜，每名考生

至多分發錄取 1校系。 

限制 1.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特殊 1.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特殊 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大學特



條件 選才錄取資格者，不得報

名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

生。 

2.同時符合「大學繁星推薦」

及「科技校院繁星計畫」報

考資格者，僅得擇一報名。 

3.通過第 8 類學群第 1 階段

篩選學生，不得再於個人

申請入學管道報名同校醫

學系。 

4.分發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

不得報名當學年度大學

「個人申請」及參加「科技

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

學」第一階段篩選。 

5.未於規定期限內向錄取之

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者，不得參加考試入學分

發招生、四技二專甄選入

學招生及四技二專日間部

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6.第 8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參

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網路

就讀志願序登記。 

選才錄取資格者，不得報

名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

生。 

2.獲分發之錄取生即取得入

學資格。 

3.獲分發之錄取生如參加其

他入學管道而獲錄取者，

應於其他入學管道之錄取

大學報到前，向個人申請

之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否

則一經發現，即取消其個

人申請之錄取資格。 

4.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入學

資格者，不得參加大學考

試入學分發招生、四技二

專甄選入學招生及四技二

專日間部 

殊選才、繁星推薦、個人申

請、科技校院繁星甄選、日間

部四年制申請入學及四技二

專甄選及技優入學、身心障

礙生甄試、運動績優甄試、師

資保送、醫事保送、軍校正期

班甄選入學等錄取資格者，

均不得參與考試入學分發招

生。 

 



 

(二)目標 

為落實大學入學考招分離及多元入學之精神，使招生制度符合「多元」、「公平」、「簡單」之原

則，並達到各校選才之目標，特訂定本方案。 

(三)考試 

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等常設專責機構辦理，就考試科目之命題方向及內容進行持續之研究，

期使考試題目符合課程綱要，具有評量篩選之作用。本方案採行下列四項考試，由考生視其選取之

入學管道選擇應試。 

111學年度起考試內容調整，相關內容可參考大考中心首頁。 

(1) 學科能力測驗由五科必考改為六科七節次選考：學科能力測驗包括國文(含國綜與國寫)、英文、

數 A、數 B、社會、自然等五考科，從必考改為選考，由考生依大學校系規定之考科選考，成

績均採級分制。 

(2) 學科能力測驗考科節次調整：調整考科節次安排，有非選題型之國寫與英文分列兩天，將多數

考生可能選考的社會與自然考科移至各天最後一節。 

(3) 學科能力測驗考試時間調整：調整考試時間安排，國綜(綜合能力測驗)、國寫(寫作能力測驗)

皆為 90分鐘，英文考科與數學 AB考科均為 100分鐘，社會考科與自然考科均為 110分鐘。 

(4) 學科能力測驗與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報名費與考試收費方式：配合學科能力測驗由必考改為選

考，調整收費方式為【基本作業費】及【考科測驗費】兩項，且各項目費用皆與指定科目考試

相同。兩項測驗低收入戶考生之報名費全免，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報名費百分之六十。 

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111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身份別 一般考生 中低收入戶考生 一般考生 中低收入戶考生 

集體報名 

基本作業費：200元 基本作業費：80元 

350元 140元 
考科測驗費：170/科 考科測驗費：68元/科 

個別報名 
基本作業費：250元 基本作業費：100元 

380元 152元 
考科測驗費：170/科 考科測驗費：68元/科 

◎學科能力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包括國文、英文、數 A、數 B、社會、自然等六科，由考生依大學校系規定之考

科選考，成績均採級分制，每科最高 15級分。 

(1) 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範圍詳如下表： 

 

(2) 考試時間國綜、國寫皆 90分鐘；英文、數學考科各 100分鐘；社會、自然考科各 110分鐘。 

(3)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可提供「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等各項招生管道

採用。 

(4) 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考試日期及時間詳如下表： 

 

◎分科測驗：(每年約 7/1~7/3辦理)(原指定科目考試) 

(1) 分科測驗考試科目包括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考科，考生可

自由選考，成績均採級分制，每科 45級分。各科之測驗範圍為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科目

(課程)。 

(2) 分科測驗成績採級分制，用於分發入學招生。就分發入學招生，各校系可依其特色及需求，就

學測六個考科、分科測驗七個考科當中，採計某些考科，以考試成績選才；而考生可依個人興

趣及能力，就其志願校系所採用的考試科目，自由選考。各科之測驗範圍以高一至高三課程綱

要為準。指定科目考試成績提供「考試入學」採用。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1)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由大考中心分兩次辦理，考生可自由選考，成績擇優使用。測驗範圍為「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之第 10、

11年級必修英文。所有試題皆為選擇題，全卷共 40題，依據測驗目標設計，評量考生對詞彙、

句子、對話、篇章的聽解能力，共含五大題：「圖片聽解」、「對答」、「簡短對話」、「短文聽解」

與「長篇聽解」，除「圖片聽解」包括部分多選題外，其餘皆為單選題。 

(2)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可提供「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等各項招生



管道採用。 

(3) 111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時間如下表，考生可自由選考，成績擇優使用： 

 

◎術科考試： 

(1) 術科考試包括音樂、美術、體育等組別，其中音樂及美術兩組各分五項個別計分，考生可自

由選考，體育術科只給一個總分，需全部項目應考，請參考下表。 

科目 考試項目 

音樂 分為主修、副修、樂理、聽寫、視唱等五項 

美術 分為素描、彩繪技法、創意表現、水墨書畫、美術鑑賞等五項 

體育 60公尺立姿快跑、20秒反覆側步、1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立定連續三次跳、1600公尺跑走 

(2) 術科考試成績可提供「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及「考試入學」等各項招生管道採

用。 

(四)招生 

各大學得依其特色訂定招生條件，招收適才適性之學生入學。招生管道有三，「繁星推薦入學」

及「個人申請入學」，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及大學校系辦理；「分發入學」登記分發作業由「大

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辦理。茲說明如下： 

◎繁星推薦入學：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管道係延續繁星計畫「高中均質、區域均衡」之理念由高中向大學

校系推薦符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各地區學生適性揚才之均等機會，並引導學生就近入學高中。 

(1) 大學招生： 

①所有大學均可參加。 

②大學依學系之性質分學群招生：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等學系。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 

第三類學群：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醫學系除外)。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第四類至第七類學群，僅限招收高中之音樂、美術、舞蹈(以下稱藝才班)及體育班學生。 

③大學校系得另訂原住民外加名額。 

(2) 高中推薦： 

①被推薦學生須視校系規定參加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並需符合下列

資格： 

A.全程就讀國內同一高級中等學校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之應屆畢業生，且高一及高二「各

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之規定。 

B.學測、英聽測驗及術科考試成績符合大學所訂之檢定標準。 

②高中對每大學各學群至多推薦 2名，且同一名學生僅限被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藝才

班及體育班學生僅限被推薦至第四至第七類與學生在校所學相關之學群。學生如獲推薦第 8



類學群 A校醫學系，並通過第 1階段篩選，不得再於個人申請報名 A校醫學系。 

③「大學繁星推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等入學方式，高中對同一學生僅能擇一推薦報名；

凡重複推薦報名者，一經發現即取消其「繁星推薦」錄取資格。 

④未放棄「大學特殊選才」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⑤各高中得增加符合資格條件之原住民外加推薦名額。但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應就一般生或

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 

⑥中度或重度聽覺障礙生欲申請免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須於簡章規定時間內向甄選會提出

申請。 

(3) 第 1∼7類學群分發錄取： 

①以學生高一、高二、高三上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作為第一個比序項目，

百分比小者優先錄取。 

②經第一項比序結果相同者，以各大學自訂之條件比序，擇優錄取。經前項比序後仍相同者，

一律錄取。 

③分兩輪分發： 

A.第一輪分發：「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依各大學校系所訂之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檢定標準、術

科考試成績檢定標準、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檢定標準、高中推薦優先順序及分發比序項

目進行第一輪分發作業，各大學錄取同一高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B.第二輪分發：第一輪分發後校系仍有缺額者，依校系所訂定招生條件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

業。各大學對同一高中再錄取人數不受一名之限制。 

第一輪及第二輪分發經比序至最後一項仍相同時，依招生規定辦理之(參考 110 學年度為簡

章為「增額錄取」)。 

④原住民外加名額分發原則與一般生相同。 

(4) 第 8類學群甄試錄取： 

①第一階段篩選： 

A.面試人數由各校系自訂，至多為招生名額之 3倍率或 50人。 

B.由甄選會依大學校系所訂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檢定標準、高中推薦優先

順序及比序項目進行篩選(第 1輪)，通過篩選學生各校至多 1名；第 1輪篩選後如仍未達

校系預定面試人數，甄選會再依校系所訂之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檢定標

準及比序項目補入(第 2輪)以達預定面試人數。 

C.第 1∼7類學群放榜同時，公告第 8類學群(醫學系)可進入第 2階段面試名單。 

②第二階段面試：面試內容由各校自訂，惟不另請學生準備備審資料。考量各校辦理作業時程，

併同個人申請第 2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辦理。 

③報名費用：除報名費 200元外，如經篩選獲面試者，需另繳交面試費用。 

④錄取：依面試成績決定錄取結果。校系不列備取。學生如經錄取，不得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

發登記。錄取名單由各校公告，並由甄選會統一公告。 

(5) 錄取生之限制： 

①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均不得報名當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亦不

得參加當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②第八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 

③繁星推薦錄取生如欲參加當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或四技二

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招生，須於規定期間向錄取之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個人申請入學：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管道則兼具學生可依個人志趣選擇大學校系及大學校系依其特色



適性選才之目的。 

(1) 招生方式及名額： 

①符合大學入學資格者可申請志趣相符之大學校系，每人以申請 6 校系(含)為限。申請資格於

招生規定另訂之。 

②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原則辦理。 

③未足額錄取之名額及放棄入學資格後之缺額應流用至「分發入學」。 

(2) 辦理方式：大學校系自訂其學科能力測驗考試科目，惟至多以 4科為限。考生除選考學科能力

測驗考試科目外，大學校系得另指定考生參加其他考試。 

①報名：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受理報名。 

②篩選：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進行第一階段篩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術科考試成績及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與 APCS篩選之檢定、倍率篩選、採計或同分參酌等標準由大學校系

自訂，並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公告篩選標準。 

A.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a.大學校系得自辦指定項目甄試。 

b.各校系甄試時間應於招生簡章規定時間內辦理。 

c.各校系公佈正、備取名單。 

B.分發錄取： 

a.考生須於當學年度簡章規定時限內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 

b.「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依各校系招生名額、錄取生之正、備取名次及考生網路登記就讀

志願序進行統一分發作業，每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系為限。 

c.遇備取名次相同致分發結果超過原招生名額時，依招生規定辦理之。 

(參考 110學年度為簡章為「增額分發該系」) 

C.放棄： 

未於當學年度簡章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大學分發入學招生及四技二

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分發入學： 

「大學考試入學」招生管道打破傳統類組概念，提供校系彈性自主的招生空間，考生多元選擇

及適性發展的機會。 

(1) 招生方式及名額： 

①凡公、私立高中(職)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均可以其參加指定科目考試、學科能力測驗、高

中英語聽力測驗、術科考試等各項考試之成績，參加「分發入學」分發。 

②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原則辦理。 

(2) 辦理方式： 

大學校系自訂其指定考試科目，惟以 3~5科(含術科考試)為限。 

①報名： 

A.由「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統一彙編招生簡章及受理考生登記。 

B.「分發入學」之報名作業採登記制，考生須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登記志願，

每位考生選填之志願不得超過 100個。 

C.已錄取「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及保送錄取資格者，於規定期限內放棄其錄取資

格者，得依其志願及考試成績參與登記及分發。 

②成績計算： 

A.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及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僅可供檢定之用，大學校系可訂定至多二科學科



能力測驗成績作為檢定標準。 

B.指定科目考試及術科考試成績之採計，由大學校系依 1.00、1.25、1.50、1.75、2.00加權方式

處理。 

③分發錄取： 

A.「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依各大學校系所訂招生條件，按「先檢定、後採計、同分再參

酌」之程序辦理，參加登記者於通過各校系訂定之當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高中英語聽

力測驗成績檢定標準，且達校系採計組合之最低登記標準，以其登記志願校系順序及當學年

度指定科目考試(含術科成績)之加權總分，擇優錄取；如其採計之指定科目考試(含術科考試)

成績加權後總分相同時，再依各該校系所訂之參酌科目及順序決定錄取優先順序。 

B.如遇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之結果仍相同，致使校系之錄取人數超出招生名額時，則超額之同

分者一併錄取於該大學校系。 

C.採聯合分發錄取方式統一放榜。 

(五)各項考試與入學管道關係 

考生參加各項考試與可選擇之入學管道說明如下： 

◎僅參加學科能力測驗： 

(1) 可選擇「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二種入學管道，可由高中向大學校系推薦符合各校

系推薦條件之應屆學生或考生個人申請。 

(2) 若校系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作為檢定，考生仍須配合提供。 

◎僅參加指定科目考試： 

(1) 僅可選擇「分發入學」一種入學管道。 

(2) 僅可選填「無需」學科能力測驗之大學校系為志願。 

(3) 若校系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作為檢定，考生仍須配合提供。 

(4) 考生若有意就讀採計術科之大學校系，另須參加術科考試；術科考試之組別可列為指定科目考

試之科目。 

◎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二種考試均參加： 

(1) 可選擇「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或「分發入學」三種入學管道。 

(2) 若校系採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作為檢定，考生仍須配合提供。 

(3) 考生若有意就讀採計術科之大學校系，另須參加術科考試；術科考試之組別可列為指定科目考

試之科目。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www.jbcrc.edu.tw/ 

◎111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各校系學習歷程核心資料(草案)公告網址：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index.php 

◎111學年度起適用多元入學方案介紹網址： 

http://www.jbcrc.edu.tw/multi3.html 

  

http://www.jbcrc.edu.tw/multi3.html


 



 



 



 



 



 



 



 



 



 



 



 



 



 



 



 



 



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教務處
綜高學術學程主任朱尹安老師

Songshan High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學校日
110學年度



升學輔導
場次

校友返校座談01

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02

高三升學輔導手冊說明03

甄選入學管道說明04

大學多元入學報告05

9月3日

11月12日

9月17日

111年2月

111年3月



考試專業化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接受聯
招會委託，為辦理入學考
試之常設專責機構。
研究命題，兼顧高中教學
正常化。

考招分離精神

招生多元化
由71所大學組織之「大學
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決定
的制度架構下，商定多元
管道招生策略，各校有招
生自主性，主管機關為教
育部。



主責單位認識

大學招生委

員會聯合會

考試入學分

發委員會

甄選入學委

員會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基金會

考試
分發

大學繁星
個人申請

英語聽力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分科測驗

各校招生委員會

特殊選才

技專校院招生

委員會聯合會

四技
申請



學科能力
測驗

考試介紹

分科
測驗

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

術科
考試

考試時間：
111年1月21日
(五)-23日(日)

國/英/數A/數B/
社/自。5科最多
參採4科，採級分
制。每科最高15
級分。

考試時間：
111年7月11日
(一)-12日(二)

數甲/歷史/地理/
公民社會/物理/
化學/生物，依所
選校系選考，採
級分制(45? 60?
75?)。

考試時間：
110年10月23日
110年12月11日

新增「長篇聽解」
大題。
成績為ABCF共四
級。成績擇優。

考試時間：
111年1月底-2月
初

洽大學術科考試
委員會聯合會。
有美術、音樂、
體育三組



數學軌道



考試費用



英聽參採

111學年度繁星推薦計有64個校系參採（18個校系採計A級
成績、42個校系採計B級成績、4個校系採計C級成績），

111學年度個人申請計有50個校系參採（15個校系採計A級
成績、33個校系採計B級成績、2個校系採計C級成績）

※111學年度所有招生校系採計情形將於110年11月5日再次
公告



英聽參採
以110為例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共計59系 共計51系 共計51系

登記
分發



2.大學繁星

4. 登記分發
（分發入學）
（考試入學）

3.個人申請

1. 特殊選才

招生介紹-大學多元入學



學

術

學

程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大學繁星

大學個人申請

四技申請入學
大學分科測驗

考試入學分發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登記分發

1月21-23日

7月11-12日

4月

5~6月

5~6月

7~8月

7~8月

4月30日-5月1日

招生介紹-綜高升學進路

特殊選才



特殊選才
增進學生來源多樣，
招收有特殊才能、經
歷、成就的學生，並
顧及弱勢與大學所在
區域之在地學生。

招生介紹

特殊才能：
1.單一學科的能力出眾。
2.具備特殊才藝。
3.擁有特殊經驗。
不同教育資歷：
1.特殊身份
2.考過國外入學能力測驗



繁星推薦
強調平衡區域、城鄉就
學機會，推動就近入學
高中。

建中1% ＝
任何一所高中1%
建中2％<松山工農1％

招生介紹

甄選依據：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成績。
3.各單科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
比。
考試需求：
1.學科能力測驗
2.術科考試（部分）
3.高中英文聽力測驗（部分）



繁星推薦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
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
第三類學群：醫(不含醫學系)、
生命科學、農等學系
第四類學群：音樂相關學系
第五類學群：美術相關學系
第六類學群：舞蹈相關學系
第七類學群：體育相關學系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招生介紹

(1)全程就讀國內同一所高中之
應屆畢業生
(2)高中前五學期學業成績之總
平均符合全校排名前50% 
(2)校排以大考中心提供為準
(3)原住民身分學生得以「一般
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
參加
(4)「特殊選才」錄取生未依限
放棄不得參加「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
(1)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辦
理校內審核(3月初)

(2)高中對同一所大學「各
學群至多推薦二名學生」

(3)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至
「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招生介紹

(4)在校學業成績遇有同分
之比序，依序以「高三上」
「高二下」「高二上」
「高一下」「高一上」總
平均之順序辦理。
(5)公布校內推薦名單，學
生繳交正式報名表報名費
200元。



招生介紹

順位 1

順位 2

依照校排比序
排推薦順位

考生甲

考生乙

考生丙

考生丁

順位 3

順位 4

★考生丙丁均選擇推薦第一類學群

★三類學群必須合併排4位考生順位

本校對中正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招生介紹

以110校系為例
111學年度簡章將會在110/11/5月公佈



繁星推薦
(1)3月公告結果後，分發錄
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入學資
格。
(2)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
得參加當年度大學「個人申
請」及科大「申請入學」第
一階段篩選。

招生介紹

(3)放棄入學資格需依規定
期限辦理，否則一律不得
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
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4)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
大學自訂



個人申請
強調適才適所，拔尖扶
弱，參採學習歷程、多
元表現或透過校系自辦
甄試項目進行選才。

招生介紹

甄選依據：
1.學測成績Ｘ。（X不能大於4）
2.在校綜合表現Ｐ（又分P1、
P2）。
考試需求：
1.學科能力測驗
2.高中英文聽力測驗（部分）



個人申請
P1學生學習歷程：
學生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他與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招生介紹

P2校內自辦甄試項目：
面試
筆試
實作（如電腦實作…）
其他…

・計算甄選總成績時，P至少要佔50％。
・必須P1≥P2或P2-P1≤10%
・表示P1很重要！



個人申請
P1學生學習歷程：
學生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他與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招生介紹



以110校系為例
111學年度簡章將會在110/11/5月公佈



個人申請
(1)「繁星推薦」錄取生(即
使放棄)不得參加「個人申
請」
(2)申請校系數以六個校系
(含)為限 (一階費用每系
100元)
(3)大學校系自訂其學測考
試科目，至多以四科為限

招生介紹

(4)通過第一階段學測及
TELC英聽檢定、篩選倍率
學生，自行依大學校系規
定期限，完成第二階段相
關作業及繳費。（110年為
四月中到五月初）



個人申請
(5)通過各校系甄試第二階
段錄取之正備取生，需在規
定期限上網登錄志願序，參
加統一分發 (即使只有正取
一個系)

招生介紹

(6)公告統一分發結果：依
各大學錄取名單及錄取生
登記就讀志願序進行統一
分發並公告分發結果，每
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
系為限。



個人申請
(1)依簡章規定期限放棄
錄取資格，否則一律不
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
分發招生」及「四技二
專甄選入學招生」及
「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
生」

招生介紹

(2)入學後可否轉系，由各
大學自訂



四技申請
是科技大學專為高中生開
設的入學方式。包括普通
高中學生、綜合高中所有
學程學生、高職附設普通
類的學生。
許多高中生為了日後的就
業考量，選擇優質科大就
讀的人數正日漸攀升。

招生介紹

甄選依據：
1.學測成績
2.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APCS）（超額篩選）
3.資格審查資料、書面審查資料
考試需求：
1.學科能力測驗
2.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APCS）（超額篩選）





四技申請
(1)申請生至多可申請五
個校系(組)，但各校得限
制申請生僅能申請該校一
個系(組)
(2)通過第一階段學測檢
定學生自行依大學校系規
定期限完成第二階段複試
相關作業。

招生介紹

(3)費用：第一階段報名費一系
100 元，第二階段複試費 800
元(書審) 或 1000元 (書審+面試)



分發入學
強調簡單一致，僅採計
入學考試成績，直接分
發。

招生介紹

考試需求：
1.學測成績Ｘ
2.分科測驗成績 Y
校系自訂採計組合，可加權。

參採說明：
1.3≤X+Y+術科≤ 5
2.X ≤ 4
3.Y≥1



分發流程

先「檢定」

學科能力測驗
TELC英聽

STEP 1 STEP 2
後「採計」

分科測驗
術科考試

STEP 3
再「同分參酌」

分科測驗



分發入學
(1)分發登記制，考生上
網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
員會
http://www.uac.edu.tw
選填志願，志願數最多為
100個，約8月初公告錄
取結果。

招生介紹

(2)已獲取大學特殊選才、
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等
入學資格，或技專校院
各種入學管道入學資格，
或各種保送入學資格者，
須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放
棄，才可參加考試分發
入學登記。



重點整理



重點整理





111年1月21日-23日

學測

111年4月

繁星 111年7月11日-12日

分科測驗

111年5月

申請

111年7月底

分發入學

高三課程結束後辦理，
高中階段學習更完整。



日間部單獨招生
進修(夜間)部單獨招生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
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軍事院校士官二專班招生
產學合作專班招生
其他單獨招生管道

其他招生管道



1. 修業年限不超過 5 年。
2. 畢業總學分數不得少於
160 個學分。
3. 必修科目54學分均須
修習且成績及格。(含部
定必修 48 學分及校訂必
修 6 學分)

綜高學生畢業條件

4. 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
相抵後未滿 3 大過者。



科目
學生

高一上
國文 I

高一下
國文 II

學年
平均

學分
取得

甲生 70 60 65 4+4=8
乙生 50* 40* 45 0+0=0
丙生 50* 70 60 4+4=8
丁生 60 50* 55 4+0=4



承辦單位 分機 綜高業務內容

課務組 232
綜高選課暨學程轉讀申請、綜高高二選
組、TELC英聽報名、學術學程模擬考

綜高學程主任 233
課程暨升學諮詢輔導、
大學繁星推薦及四技科大申請入學報名

輔導室 727
生涯規劃輔導、升學輔導、
升學二階甄試輔導、學習檔案

註冊組 221~223
升學考試簡章購買及招生報名、學業成
績、學雜費減免﹑獎助學金申請

教學組 211~213
課業輔導課、重補修、語文學藝競賽
全民英檢課程、統測模擬考



感謝聆聽

學校日
110學年度



學生進路途徑一覽表 

(一)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架構圖 1/2 

 



(二)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架構圖 2/2 

 

備註：請參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站資訊 http://www.ceec.edu.tw/  



(三)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架構圖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綜合高中一年級學程選讀輔導實施計畫 

111年 2月 9日 

一、 依據：本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處重點工作事項。 

二、 目的： 

（一）輔導綜高一年級學生認識各學程課程內容及進路發展。 

（二）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職業性向，使高一學生自高二起能依據個人性向選讀合

適的學程。 

（三）輔導學生做適性生涯探索，使學生具有選擇適合自己學程的知能。 

三、 對象：本校綜高一年級全體學生。 

四、 實施內容： 

項目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處室／人員 地點 

學程選讀 

家長座談會 

3/11（五） 

配合學校親師

座談會時間 

學程分流暨各學程介紹

（說明各學程課程內

容，未來升學與進路） 

教務處／余家仁組長 

教務處／朱尹安主任 

配合學校親

師座談會 

選課輔導 

活動 
3月初-4月中 

1. 性向測驗結果說明 

2. 選課輔導手冊使用

說明 

輔導室／呂茹茜老師 

各班教室 

（利用生涯

規劃課進行） 

學程分流 

試探活動 

4/15（五） 

（13:10-16:00） 

依照學生志趣，安排

至各科工場（農場）

進行實作體驗活動 

電子科／葉力齊主任等 2人 

化工科／湯惠光主任等 2人 

園藝科／陳冠名主任等 2人 

學術學程／呂茹茜老師等 2人 

各科工場 

農場 

選課輔導 

座談會 

4/22（五） 

（08:20-10:10） 

邀請本校綜高三年

級學長姐進行心得

分享。 

教務處／余家仁組長 

教務處／朱尹安主任 

輔導室／呂茹茜老師 

(綜高各班任課老師) 

高一各班

教室 

正式選學程 5/10（二）-5/16（一） 
進行高二正式選課

活動 

教務處／余家仁組長 

（綜高一年級各班導師） 
 

編班會議 
5/26（四） 

（12:20-13:00） 
進行高二編班會議 

教務處／余家仁組長 

（綜高一年級各班導師） 
 

五、 本計畫陳校長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 
學術學程 高三 

升學輔導 
手冊 

110學年度 

不畏懼每一次的秋冬落葉， 
不過只是下一場初春序幕。 
鼓起勇氣爬上枝頭， 
擁抱自己所堅信的夢想， 
在不遠的未來， 
展翅翱翔。 

班級(單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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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簡介 

3-1、大學考招架構 
    依據考招理念與規劃原則，未來大學招生維持多管道、多資料參採方式，其中並以 
申請入學為主，重視學習歷程，希望激勵學生適性發展，並能落實高中領域學習的完整 
性，讓學生於高中所學得以銜接大學教育。 

 
（一） 多元入學管道： 
    大學維持多元入學管道，可維持多元化的學生組成，包括：區域平衡、社經地位、 
族群等多元。多元背景組成的學生透過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的學習環境，可激發學生多 
面向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避免同質性太高的學習環境中，學生視野受限，不利將來的 
發展。大學生的多元組成，除了實現社會正義，更是大學追求卓越的必要條件之一。 
各管道中，繁星推薦與特殊選才屬政策性且少量名額管道；多數學生則仍將以申請 
或分發為主要入學管道。 

表 多元入學方案下不同入學管道與選才重點或精神 
管道 選才重點或精神 

特殊選才 
增進學生來源多樣，招收有特殊才能、經歷、成就的學

生，並顧及弱勢與大學所在區域之在地學生。 
繁星推薦 強調平衡區域、城鄉就學機會，推動就近入學高中。 

申請入學 
強調適才適所，拔尖扶弱，參採學習歷程、多元表現或透

過校系自辦甄試項目進行選才。 
分發入學 

（登記分發、考試入學） 
強調簡單一致，僅採計入學考試成績，直接分發。 

 
 
（二）多資料參採 
    大學評量選才，採多資料參採，避免以考試成績為主要依據，致使影響高中課程規 
劃、教學進度以因應入學考試，偏重考科練習。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核心素養」為 
課程發展主軸，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因 
此，選才強化參採綜合學習表現，可協助學生試探不同學科的性向，培養通識能力、人 
文關懷及社會參與，亦可奠定學術預備基礎。 
    以學科能力測驗（簡稱 X）、分科測驗（簡稱 Y）、綜合學習表現（簡稱 P）將學生資 
料分為三大類，是大學招生可參採之條件，也是學生可提供表現學習成果的資料。學科 
能力測驗（X）與分科測驗（Y）分別為基本核心能力與進階學習成就的入學考試成績， 
學科能力測驗（X）代表高中學生應具備的基本核心能力，分科測驗（Y）代表為升學大 
學應有的關鍵學科能力，兩類型考試皆由大考中心辦理，另有評量音樂、美術及體育專 
長之術科測驗，由術科考試委員會辦理。 
    綜合學習表現（P）代表無法由統一的紙筆測驗所評量，但能展現學生多方面實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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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的各項表現，包括兩部分，其一為學生高中時期的學習歷程資料；其二為大學校系 
自行辦理之面試、筆試或實作表現等。所以綜合學習表現（P）所呈現的是學生的學習歷 
程（portfolio）、成果表現（performance），或發展潛能（potential），是大學發掘學 
生、學生展現實力的另一類型可參採資料。 

 
圖 多元入學方案下不同入學管道參採資料類別 

 

3-2、各入學管道招生條件 

    四個入學管道中，繁星推薦與特殊選才屬少量招生，大多數學生主要將以申請入學 或
分發入學管道進入大學。申請入學重在參採學習歷程、其他表現或校系自辦甄試項目，因此

僅使用學科能力測驗（X）成績；分發入學重在簡單一致，僅採計入學考試成績，因此可同
時使用學科能力測驗（X）與分科測驗（Y）成績。基於尊重大學校系招生選才自主性，於
各管道內，可自訂使用不同入學考試成績之項目與組合。 

表 聯合招生管道（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與分發入學）主要參採項目 

 

以下說明各管道招生條件： 
（一）特殊選才： 
    為利大學從具特殊才能、經歷、成就或教育資歷之學生中，錄取真正具有潛力與才 
能之學生，並顧及弱勢學生與增進學生來源多樣之考量，招生條件由辦理該類招生之大 
學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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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以平衡城鄉教育資源的落差，體現教育機會均等的公平正義，引導學生就 
近入學高中職，達成「高中均質、區域均衡」為目標，故以參採考生在校成績為重點， 
由高中向大學校系推薦符合條件之應屆畢業學生。推薦條件於招生規定另訂之。 
 
1. 學科能力測驗（X）成績，各科最高為 15 級分，可用於檢定/篩選及分發比序。 
 
2. 大學校系擬訂檢定/篩選及分發比序時，最多僅可使用相同學科能力測驗（X）考 
科 4 科成績，或就所選之 4 科中另訂不同科目組合總分。 
 
3. 特定校系得另指定考生參加面試。 

 
 
（三）申請入學 
    申請入學以參採考生綜合學習表現為重點，重視學生學習歷程，呼應 108 課綱之多 
元適性，綜合評量考生能力。 
 
1. 學科能力測驗（X）成績，各科最高為 15 級分，可用於第一階段檢定及篩選，亦 
可用於第二階段採計使用。 
 
2. 大學校系擬訂檢定、篩選、採計時，最多僅可使用相同學科能力測驗（X）考科 
4 科成績，或就所選之 4 科中另訂不同科目組合總分。 
 
3. 考生通過學科能力測驗（X）（含術科）檢定及篩選進入第二階段後，校系可自設 
參採綜合學習表現（P）之方式，包含資料審查以及自辦甄試項目。 
 
4. 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之計算，綜合學習表現（P）至少須占 50％，學生學習歷程 
應佔相當比例。 
 
（四）分發入學： 
    分發入學完全採計入學考試中學科能力測驗（X）、分科測驗（Y）與術科考試之成 
績，由校系自訂採計考試科目組合。 
1. 學科能力測驗(X)成績用於檢定時，各科最高為 15 級分。大學校系可訂定至多 
2 科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作為檢定標準。 
 
2. 學科能力測驗(X)、分科測驗(Y)成績作為採計使用時，各科最高為 60 級分。 
 
3. 考量考生應試負擔，採計考科數 3≦學科能力測驗（X）+分科測驗（Y）+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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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中學科能力測驗（X）≦4（不含術科），分科測驗（Y）≥1。 
 
4. 採計科目之成績可加權計算。 

3-3、入學考試 

    大學入學考試乃配合大學選才需求辦理，藉由統一的紙筆測驗有效評量學生學習成 
就。配合 108 課綱強調核心素養與適性選修精神，以及綜合考量大學選才多資料參採設 
計、學生學力及應考壓力，入學考試除學科能力測驗（X）與分科測驗（Y）外，並有術 
科考試，另得設其他檢定類型考試。以下說明學科能力測驗（X）與分科測驗（Y）之考 
試科目、命題方向與成績表示。 
 
（一）考試科目： 
    學科能力測驗（X）評量考生基本核心能力，分科測驗（Y）評量考生進階學科能力，
考生皆可依大學校系規定之考科自由選考。為降低考生應考壓力，並考量大學校系可自訂不

同管道使用入學考試成績之項目與組合，學科能力測驗（X）與分科測驗（Y）考試之考科
以不重複為原則。 
    對於未設為考科之學習領域，大學校系若欲了解學生修習情形，如數學乙、資訊領域課
程等，可藉由檢視學生歷程檔案中考生修習特定領域／科目之必修或選修課程情形，或自辦

指定項目予以評量。 
    考量學生於加深加廣選修的國語文、英語文領域訂有必須修習的學分數，足可持續提升
學生語文能力，及為使選修課程不受考試影響，分科測驗（Y）不再辦理國文及英文考科；
另考量大學理工科系等對於學生數學領域之修習有較多要求，分科測驗（Y）另辦理數學甲
考科。 
1. 學科能力測驗（X）考試科目包括國文（含國語文寫作）、英文、數學 A、數學 B、社
會、自然等考科，考生可自由選考，成績均採級分制。各考科測驗範圍皆為部定必修科

目。 
2. 分科測驗（Y）考試科目包括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考
科，考生可自由選考，成績均採級分制。各科之測驗範圍為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科

目（課程）。 
  
（二）命題方向： 
    十二年國教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指引，各領域／科目
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所組成，用以引導課程設計、教材發展及

學習評量等，配合教學加以實踐，並能呼應該領域／科目核心素養。亦即，各領域／科目的

課程應透過學習內容、教學方法及學習評量三者的綜合運用，將課程內涵與核心素養的呼應

關係具體展現。此外，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架構提供教材設計的彈性，在不同版本教材

中，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可以有不同的對應關係。 
 
    基於此，學科能力測驗（X）與分科測驗（Y）之命題方向，將以課綱為主，參考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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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內報名應注意事項 

4-1、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1. 推薦報名資格： 
(1)高中全程均就讀同一學校學術學程之 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2)高一高二在校學業成績排名在全校前百分之 50。(註) 
(3)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測科目成績總和為零級分者，不得參加分發比序。 

(註)：各校依規於 110/2/23 至報名作業系統取得甄選會計算完成之在校學業成績資料(含「在
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前百分之 50之學生名單)，俾供推薦學生使用。成績計算依據「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規定辦理。但如有重修或補考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

理；重讀之科目，應以再次選讀所得之成績辦理。 
 

2. 3/1學測成績公布後，學生務必於 3/4前繳交校內推薦初審「學校志願報名表」紙本，僅限
填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中的學系排志願，逾時未交報名表以棄權論。 
 

3. 第一、二、三類學群得各別推薦符合資格學生最多 2名，惟須合併排定推薦學生之推薦順
序(即推薦順序 1至 6)。經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議決通過後，即刻辦理集體報名作業，
推薦生須完成「學系報名表」及繳交報名費(一般生 200元、中低收 80元，低收免繳)。 
 

4. 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師大)為例 

  

甲生希望推薦到臺灣師範大學第一類學群 16個系，依照個人志願排序填寫其中八個系 

1.教育學系 2.社會教育學系 3.特殊教育學系 4.企業管理學系 5.英語學系 6.國文學系 

7.歷史學系 8.地理學系。 (不得選擇臺師大第二及第三類學群及其他學校的任一個志願) 

 

5. 111/3/22大學甄選委員會公告錄取名單。 
(1)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報名當年度大學「個人申請」以及四技「申請入學」。 
(2)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始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或四技二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6. 招生名額總數：16,178個【國立：7,045 個，私立：9,133 個】。 
簡章總則 https://www.cac.edu.tw/star111/appform_1.php 
校系分則 https://www.cac.edu.tw/star111/query.php   

學測成績需 

符合檢定標準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學程)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醫、農、生命科學等學系(學程)   

比序優先序 

1.百分比小者優先 

2.級分高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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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111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校內推薦初審「學校志願報名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學測報名序號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 

學測級分       
     ％ 

標準(標)       
 

志願學校序 
學校代碼 

(校碼 3碼) 學校名稱(查簡章全名) 
學群 
類別 

是否接受排在 
該學群第 2位 

圈選可接受 
的最後順位 

百分比 
標準 

第 1志願  大學   
 □ 是 

 □ 否 
1, 2, 3, 4, 

 5, 6    ％ 

志

願

序 

校系代碼 
(共五碼) 

學系(組)全稱 
(不可用簡稱) 

是否符合

檢定標準 
志

願

序 

校系代碼 
(共五碼) 

學系(組)全稱 
(不可用簡稱) 

是否符合

檢定標準 

是 否 是 否 

1     5     

2     6     

3     7     

4     8     

備註：該校學系(組)預填暫定不超過 8個，若初審第 1志願學校通過，有增修請填寫(表二)調查表 

 
說 明: 
一、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網址(https://www.cac.edu.tw/star111/index.php)查詢。 

二、 請報名同學注意務必要符合簡章上校系的百分比標準及學測、英聽檢定標準。 
三、 依據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規定同一所大學同一學群推薦人數最多 2人。 
四、 第一、二、三類學群得各別推薦符合資格學生至多 2名，惟須*合併排定推薦學生之

推薦順序(即推薦順序 1至 6)          *依在校學業成績百分比排 1~6順位 
五、 請於 2/26(五)放學前繳至教務處綜合高中報名，為保障如期報名同學的權益，依照規

定凡未於期限內繳交紙本者一律視同自願放棄繁星推薦，之後仍要補繳本表。 
六、 符合校內初審報名後，將送交校內繁星推薦委員會審核，評選標準請參考「本校 111

大學繁星推薦校內推薦作業實施計畫」。經校內評選會議通過後即無法變更推薦的學

校，未於期限內完成正式報名者視同放棄。 
七、 務必審慎報名，3/22(二)放榜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報名當年度大學「個人申

請」以及四技「申請入學」。 
八、 若不參加「111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請在方框內打勾。  □自願放棄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1年 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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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1.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個人申請」報名。 

2. 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校系申請於111/3/24~25開放報名繳費，每人以申請 6 個校系

(含)為限，一般生每系100元、中低收每系40元，低收免繳。為預留學校前置作業，3/9前

各班級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 

3. 大學校系要求檢定、倍率篩選及採計之學測科目成績總和(或術科考試項目)為零級分不得

參加第一階段篩選。3/31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4. 通過第一階段考生務必在5/16~17( 21時前)至甄選會(https://www.cac.edu.tw/)詳細核對個

人高一至高三上學期「在校成績證明」之內容，如學業成績有誤者應於查詢截止日前向

教務處反應。 

5. 6/6前各校系公告錄取名單，正備取生 6/9~10(21時前)至甄選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僅

正取ㄧ系者仍要登記，否則喪失錄取資格)，參加統一分發至多以分發一校系為限。 

6. 6/15公告統一分發結果(放榜)，未於 6/18前掛號郵寄出「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

「大學考試入學招生」以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和「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7. 同時具「原住民生」、「離島生」、「願景計畫生」身分者僅能擇一身分報名。 

8. 校系分則範例：以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為例，共採計國、英、數 A、自四科目。 

第一階段甄試包括 檢定標準及倍率篩選 

 

 

9.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同學，輔導室及相關科目老師會安排模擬面試。 

10. 招生名額總數：55,541 個。(含願景組名額 107個) 

校系分則 https://www.cac.edu.tw/apply110/query.php。(可下載個人化校系分則)  

一階學測成績採計經

加權後佔總成績 10% 
二階的審查資料和筆

試共佔總成績 90% 

應審慎考量二階 
甄試日期重疊情形

(5/19~6/5各校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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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四技申請入學 

1. 本校綜合高中三年級學術及專門學程全體均適用；職科學生無申請資格。 

2. 採計當學年度大學學測成績，科目成績之採計與權重由各校系(組)、學程自訂。其「權重

採計科目、同分參酌比序科目」兩者合計科目至多為 4 科。各系(組)、學程參採之科目，

除設定權重作為申請生之「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計算外，並得作為甄試總成績評

分項目之同分參酌順序。 

3. 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校系申請於111/3/21~24開放報名，每人以申請 5 個校系（含)

為限，每系100元。為預留學校前置作業，3/16前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 

4. 3/31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參加第二階段者需自行完成甄試費繳交及報名。 

5. 二階評分項目若僅 1項複試費為 800元；評分項目為 2項(含)以上則複試費為 1,000 元， 

   5/18~31各學校辦理第二階段複試，6/1前公告正備取名單，時間由各校自訂。 

6. 以台科大不分系學士班為例(111年簡章預計 110/12/9公佈) 

 
110學年度台科大各系採計之學測科目如下：  
【英、數、自，3 科】：不分系學士班、電資學士班。  
【國、英、數，3 科】：工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管理學士班。 
【國、英、數、自，4 科】：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營建工程系、化學工程系、建築系、設計
系工設組、設計系商設組、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機械工程組、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

位學程材料工程組、工程學士班。 

7. 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https://www.jctv.ntut.edu.tw/caac/?academicYear=111 

學測成績、書面資料各

佔 8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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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近年學測各科成績標準一覽表  

科  目 
年  度 

國文 
級分 

英文 
級分 

數學 
級分 

社會 
級分 

自然 
級分 總級分 

110 
年 
度 

頂標 13 13 11 13 13 (63) 
前標 12 12 9 12 12 (57) 
均標 11 8 6 10 8 (43) 
後標 9 5 4 8 6 (32) 
底標 8 4 3 7 5 (27) 

109 
年 
度 

頂標 13 14 14 13 13 (67) 
前標 13 12 13 12 11 (61) 
均標 11 9 9 10 8 (47) 
後標 9 6 5 8 6 (34) 
底標 8 4 4 7 5 (28) 

108 
年 
度 

頂標 13 14 14 13 13 (67) 
前標 13 13 12 12 11 (61) 
均標 11 10 9 10 8 (48) 
後標 9 5 5 9 6 (34) 
底標 8 4 4 7 5 (28) 

107 
年 
度 

頂標 13 14 12 13 12 63 
前標 12 13 10 12 10 56 
均標 11 10 6 10 8 45 
後標 9 6 4 8 6 35 
底標 8 4 3 7 5 28 

106 
年 
度 

頂標 13 13 11 14 13 62 
前標 12 11 9 13 12 55 
均標 11 8 6 11 9 44 
後標 9 5 3 9 6 34 
底標 7 4 2 7 5 27 

105 
年 
度 

頂標 13  14  12  13  13  62  
前標 12  12  10  12  11  56  
均標 10  9  7  10  9  45  
後標 9  6  4  8  6  35  
底標 7  4  3  7  5  28  

104 
年 
度 

頂標 13  14  12  14  13  63  
前標 13  12  10  13  11  57  
均標 11  9  7  11  9  47  
後標 10  6  4  9  6  36  
底標 8  4  3  7  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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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要宣導事項 

(一) 畢業條件： 
� 核發畢業證書須符合五項規定 

� 依教育部所定課程綱要規定修業期滿 

� 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 3大過 

� 畢業總學分數不得少於 160個學分 

� 部定必修(54學分)及校訂必修(12學分)科目均須及格。 

� 每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 

 

(二) 修業證明書與成績證明書： 
� 修業期滿，修畢教育部所定課程綱要規定應修課程，而未符合取得畢業證書資格者 

� 取得 120個(含)以上畢業應修學分數，發給修業證明書 

� 取得低於 120個畢業應修學分數，發給成績證明書。 

 

(三) 重修： 
� 辦理時程：在每年 3~8月辦理 

� 3~5月辦理一、二年級第一學期重修課程。(平日第 9節課起/假日第 1節課起) 

� 6~7月辦理三年級第一、二學期重修課程。(第 1節課起) 

� 7~8月辦理一、二年級第二學期重修課程。(暑期第 5節課起) 

 

� 辦理程序： 教務處開課→線上選課→繳費→上課 

� 報名繳費達 5人才成班：15人開設專班，5~14人開設自學班(惟必修科目 1人即成

班)，對開科目若未列於個人當次線上表單需親洽教學組選課。 

� 重修成績達及格基準者，依及格基準分數登錄；未達及格基準者，就重修前後成

績，擇優登錄。 

� 缺課達 1/3授課時數，該重修紀錄將以 0分計算。 

 

(四) 缺課 1/3零分計算  
� 學生缺課，除經本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外(不含事假)，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

學期教學總節數 1/3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 0分計算。 

 

(五) 缺課 1/2或曠課 42節  
�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 1/2，或曠課累積達 42節者，經提

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師 生 榮 譽 榜         
2022.03.04 

  ~~感謝您的努力與付出~~ 

一、111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錄取榜單 

111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

錄取榜單 

錄取學校 科系 班級 姓名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

展學系 

園三智 連 OO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園三智 江 OO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智 賴 OO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園三仁 李 OO 

二、110學年度第 1學期相關比賽獲獎名單 

項目名稱 得獎項目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110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

體育運動錦標賽 

個人賽個人花式女

子組踢毽 

第一名 化二仁 夏 OO 體育組 

110學年度臺北市中正盃民俗

體育運動錦標賽 

甲類公開女子組踢

毽個人計分賽 

第一名 化二仁 夏 OO  

110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角力

錦標賽 

自由式第一級 第一名 汽三智 鍾 OO  

自由式第三級 第一名 資二勇 呂 OO  

110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空手

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總錦標 第二名    

高中女子組總錦標 第二名    

個人型 第一名 加三智 杜 OO  

第三量級 第三名 加三智 杜 OO  

第四量級 第一名 電三仁 楊 OO  

個人型 第二名 園二智 李 OO  

第四量級 第二名 園二智 李 OO  

個人型 第一名 加二仁 余 OO  

第三量級 第二名 加二仁 余 OO  

第二量級 第三名 加二智 郭 OO  

第四量級 第一名 汽二仁 吳 OO  

第二量級 第二名 園一仁 余 OO  

110學年度中等學校排球聯賽 乙級 第五名 機一智 張 OO  



 

楊 OO 

子二智 王 OO 

陳 OO 

廖 OO 

陳 OO 

 

資二勇 麥 OO  

園二智 李 OO  

子二仁 曾 OO  

機二仁 吳 OO  

電二智 游 OO 

許 OO 

 

子一智 陳 OO  

資三仁 吳 OO  

機一智 王 OO  

化一智 王 OO  

汽一智 羅 OO  

臺北市 110年度本土語文競賽 學生組閩南語朗讀

類 

第五名 園三仁 曾 OO 盧 O吟師 

臺北市教育盃羽球錦標賽 高中職教職員工男

子組 

第 1名  黃 OO 

謝 OO 

何 OO 

邱 OO 

尤 OO 

陳 OO 

莊 OO 

曾 OO 

施 OO 

 

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 高中男子 總錦標 第三名 加三智  杜 OO  

個人型 第一名 電三仁 楊 OO  

第四量級 第一名 加三智 杜 OO  

第三量級 第三名 園二智 李 OO  

個人型 第五名 加二仁 余 OO  

個人型 第五名 子一智 王 OO  

臺北市教育盃羽球賽 高中乙組團體 第三名 汽三智 李 OO  

加三智 黃 OO  

汽二仁 邱 OO  

化一仁 林 OO  

機一仁 李 OO  

加一仁 吳 OO  



 

加一智 許 OO  

電一仁 陳 OO  

子一仁 毛 OO  

中等學校排球聯賽 乙級 第 5名 機一智 張 OO楊

OO 

 

子二智 王 OO陳

OO廖 OO

陳 OO 

 

資二勇 麥 OO  

園二智 李 OO  

子二仁 曾 OO  

機二仁 吳 OO  

電二智 游 OO許

OO 

 

子一智 陳 OO  

資三仁 吳 OO  

機一智 王 OO  

化一智 王 OO  

汽一智 羅 OO  

第 18屆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

化學科能力競賽 

個人成績優良  化三智 賴 OO  

2020全國電商之星競賽 優等  資二智 洪 OO  

資三仁 黃 OO  

臺北市中等學校教育服務獎   總務處 黃主任  

臺師大英語學系辦理「Cool 

English 字彙王比賽」 

  汽一智 楊 OO  

110年度臺北市百大績優工程

採購及財管教育行政人員評選 

金質獎  總務處 總務處相

關同仁 

 

三、第 51屆全國技能競賽獲獎名單 

項次 組別 職類名稱 科別 班級 參賽選手 名次 指導老師 

1 青年組 造園景觀 園藝科 
畢業校友 李○凱 1 

張○汝、張○悌 
畢業校友 黃○仁 1 

2 青年組 花藝 園藝科 園三智 江○葳 1 張○菱、余○峯 

3 青少年組 工業控制 電機科 電一智 張○皓 2 張○楨、王○葦 

4 青年組 資訊與網路技術 資訊科 畢業校友 李○隆 3 林○堯 

5 青年組 造園景觀 園藝科 園三智 葉○ 3 張○汝、張○悌 



 

項次 組別 職類名稱 科別 班級 參賽選手 名次 指導老師 

園三智 鄭○婕 3 

6 青少年組 花藝 園藝科 園一仁 陳○ 3 張○菱、余○峯 

7 青年組 工業控制 電機科 電三智 林○洋 4 
張○楨、王○葦 
劉○忠、鄭○新 

8 青年組 應用電子 電子科 子三智 江○凡 4 林○雲 

9 青年組 雲端運算 資訊科 資二仁 許○宏 5 林○堯 

10 青年組 工業控制 電機科 電三仁 林○宇 5 
張○楨、王○葦 
劉○忠、鄭○新 

11 青年組 資訊網路布建 電機科 電三仁 傅○ 5 
林○堯、張○楨 
王○葦、劉○忠 

12 青年組 應用電子 電子科 子三智 俞○良 5 林○雲 

13 青年組 CNC車床 機械科 機三智 敖○硯 佳作 林○呈、胡○軒 

四、110學年度工科賽獲獎名單 

序號 職種名稱 獎別 名次 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1 電腦修護 金手獎 第三名 資三勇 卓○倫 林○堯 

2 化驗 金手獎 第四名 化三智 賴○伸 陳○良 

3 鉗工 金手獎 第六名 機三智 賴○沁 江○哲 

4 數位電子 優勝 第 14名 子三智 俞○良 林○雲 

5 機器人 優勝 第 18名 資三智 楊○理、陳○辰 林○堯、胡○軒 

6 室內配線 優勝 第 24名 電三智 林○善 劉○忠 

五、110學年度農科賽獲獎名單 

序號 職種名稱 獎別 名次 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1 食品檢驗分析 金手獎 第 2名 加三仁 王○涵 廖○伃、黃○芸 

2 食品檢驗分析 金手獎 第 3名 加三仁 林○倫 田○嵐、王○君 

3 園藝 金手獎 第 7名 園三智 黃○豪 鍾○君、蔣○元 

4 園藝 優勝 第 8名 園三智 連○妤 鍾○君、林○琪 

5 造園景觀 優勝 第 9名 園三仁 黃○潔 張○悌、張○汝 

6 食品加工 優勝 第 15名 加三仁 朱○璐 李○雯、曾○豪 

團體獎 

序號 職種名稱 團體排名 



 

1 食品檢驗分析 第 1名 

2 園藝 第 3名 

六、第 1101015梯次得獎作品 

項次 類別 班級 作者 指導老師 作品標題 名次 

1 農業 加三仁 
賴 O芸 

王 O君 
「籽」「味」無窮-創新木瓜籽味

噌開發之研究 

特優 
鄭 O瑗 

2 工程技術類 資三仁 

呂 O勳 

林 O堯 精準辨識之智慧門禁監控 System  甲等 詹 O霖 

熊 O安 

3 工程技術類 資三勇 

周 O諭 

林 O堯 
防疫鷹眼 體溫偵測結合 AI臉部

偵測 

甲等 卓 O倫 

顏 O德 

4 工程技術類 資三勇 
林 O翰 

林 O堯 鐵馬錦衣衛 甲等 
吳 O翰 

5 資訊 資三智 
謝 O宏 

林 O堯 智慧居家衣櫃 甲等 
賴 O泉 

6 工程技術類 資三勇 

李 O彰 

林 O堯 「枕」治賴床 甲等 祝 O澄 

劉 O熙 

7 資訊 資三智 
沈 O安 

林 O堯 比特幣的發想與改良 甲等 
施 O安 

8 農業 加三智 

陳 O廷 
廖 O伃 

郭 O良 

防疫新生活：親子居家之學習活動

開發—玉米梗造紙 

甲等 林 O亦 

楊 O臻 

9 農業 加三智 

鄭 O寧 
廖 O伃 

郭 O良 

「鷹」人制宜-無蛋鷹嘴豆蛋糕探

討 

甲等 施 O伶 

高 O恩 

10 工程技術類 電三仁 楊 O澍 張 O淼 
鐵路沿線智慧安全系統與偵測器

研究 

甲等 

七、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第 1101010梯次得獎作品 

項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標題 閱讀書名 名次 

1 機一仁 許 O嘉 倪 O好 刺客教條:文藝復興 刺客教條:文藝復興 特優 

2 綜高 203 王 O茜 黃 O群 
與幸福有約：美滿家庭七

習慣 

與幸福有約：美滿家庭七

習慣 
特優 

https://www.shs.edu.tw/index.php?p=search&act=do_search&s_contest_number=1101015&s_area=10&s_city=323402&orderby=cat_name&order=
https://www.shs.edu.tw/index.php?p=search&act=do_search&s_contest_number=1101015&s_area=10&s_city=323402&orderby=writer_classname&order=
https://www.shs.edu.tw/index.php?p=search&act=do_search&s_contest_number=1101015&s_area=10&s_city=323402&orderby=writer_name&order=
https://www.shs.edu.tw/index.php?p=search&act=do_search&s_contest_number=1101015&s_area=10&s_city=323402&orderby=essay_name&order=
https://www.shs.edu.tw/index.php?p=search&act=do_search&s_contest_number=1101015&s_area=10&s_city=323402&orderby=score_ranking&order=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09/2021092614520835.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09/2021092614520835.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1419220229.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1422234302.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1422234302.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1422235668.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1508380848.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1211320433.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1400592603.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0108164176.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0108164176.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0117524811.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0117524811.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0608302587.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21/10/2021100608302587.pdf


 

項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標題 閱讀書名 名次 

3 加一智 沈 O宇 倪 O好 沒定性 是種優勢 沒定性 是種優勢 特優 

4 綜高 203 鄭 O辰 黃 O群 
你，很好：接受過去的你，

喜歡現在的自己 

你，很好：接受過去的你，

喜歡現在的自己 
特優 

5 子一智 劉 O立 倪 O好 手斧男孩 手斧男孩 特優 

6 加一智 戴 O亘 倪 O好 
在治癒傷痕中學習，成為

一個更好的自己 

堅持下去，傷痕也可以變

美麗 
特優 

7 綜高 203 朱 O中 黃 O群 斜陽下的陰影 人間失格 特優 

8 綜高 203 劉 O綺 黃 O群 大謊言時代 大謊言時代 特優 

9 園二仁 陳 O嵐 林 O惠 此時眾生 觀後心得 此時眾生 優等 

10 機一仁 閔 O翰 倪 O好 人心 學會放下就是快樂 優等 

11 汽一仁 吳 O瑋 倪 O好 外科醫生閱讀心得 外科醫生 優等 

12 汽一仁 王 O紘 倪 O好 法醫給年輕人的忠告 法醫高大成科學探案 優等 

13 綜高 203 杜 O嫻 黃 O群 簡單，給我們的禮物 簡單，給我們的禮物 優等 

14 機一仁 李 O翰 倪 O好 圖解近身武器 圖解近身武器 優等 

15 資一仁 莊 O甫 洪 O茹 青春總是短暫卻刻骨銘心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 優等 

16 汽一仁 莊 O葭 倪 O好 愛・愛內含光 黑暗中我們有幸與光同行 優等 

17 子一智 奚 O聰 倪 O好 在困境中前進 哈利波特:火盃的考驗 優等 

18 加一智 賴 O倪 倪 O好 香味,鄉味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優等 

19 子一仁 杜 O蓁 陳 O弘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熊本

少年一個人的東京修業旅

行 閱讀心得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熊本少

男一個人的東京修業旅行 
優等 

20 機一仁 魏 O修 倪 O好 
罵人不必帶髒字 為人處

事篇 

罵人不必帶髒字：為人處

事篇 
優等 

21 綜高 203 李 O薇 黃 O群 
旅行和生活，都是人生的

進行式 

給回來的旅行者，人生，

才是你的正職 
優等 

22 機一仁 林 O羽 倪 O好 人間失格 人間失格 優等 

23 汽二智 林 O丞 洪 O茹 
愛要及時，別讓生命抱著

遺憾前行 
你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優等 

24 綜高 202 楊 O羿 黃 O群 致無法拒絕長大的我們 致無法拒絕長大的我們 優等 

25 子一智 林 O驊 倪 O好 
故事學:學校沒教，你也要

會的表達力 

故事學:學校沒教，你也要

會的表達力 
甲等 

26 加一智 林 O安 倪 O好 西方宗教觀點革命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甲等 



 

項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標題 閱讀書名 名次 

27 加一智 游 O得 倪 O好 青春第二課 青春第二課 甲等 

28 綜高 203 李 O勳 黃 O群 好品德的影響力 會走路的人 甲等 

29 機一仁 蔡 O誠 倪 O好 小小的假設，大大的可能 如果這樣，會怎樣 甲等 

30 子一智 潘 O衡 倪 O好 小眼睛 小眼睛 甲等 

31 機一仁 麥 O豐 倪 O好 解憂咖啡館 解憂咖啡館 甲等 

32 子一智 高 O寬 倪 O好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貝納德的墮落 甲等 

33 子一智 邱 O翰 倪 O好 我是傳奇 我是傳奇 甲等 

34 機一仁 林 O安 倪 O好 解憂雜貨店 解憂雜貨店 甲等 

35 子一智 羅 O齊 倪 O好 漂移的起跑線 漂移的起跑線 甲等 

36 機一仁 周 O霖 倪 O好 人的心理防衛機制 為什麼我們總是在逃避? 甲等 

37 綜高 203 許 O騰 黃 O群 四月是你的謊言 四月是你的謊言 甲等 

38 加一智 林 O丞 倪 O好 閱讀心得 佐賀的超級阿媽 甲等 

39 機一仁 林 O妤 倪 O好 犬列島 犬列島 甲等 

40 子一智 黃 O翰 倪 O好 射鵰英雄傳 射鵰英雄傳 甲等 

41 汽一仁 吳 O慶 倪 O好 偉人傳記 
史蒂芬．柯瑞 （無所不能

的 NBA神射手） 
甲等 

42 機二仁 張 O恩 林 O惠 一級玩家讀後心得 一級玩家 甲等 

43 子一智 江 O越 倪 O好 
敲開人心的社交心理學的

觀後感 

敲開人心的社交心理學:看

懂臉色說對話 
甲等 

44 機一仁 江 O儒 倪 O好 永遠的黑曼巴 唯我獨尊—科比˙布萊恩 甲等 

45 汽一仁 謝 O曄 倪 O好 夜市長大的女孩 夜市長大的女孩 甲等 

46 綜高 203 黃 O鵬 黃 O群 珍惜擁有，活出自我 
一公升的眼淚：亞也的日

記 
甲等 

47 機一仁 古 O杰 倪 O好 
29張當票當鋪裡特有的

人生風景 

29張當票當鋪裡特有的人

生風景 
甲等 

48 子一智 宋 O勳 倪 O好 
畫筆帶著媽媽旅行 讓小

站不再是遠方 
小站也有遠方 甲等 

49 加一智 林 O萱 倪 O好 我的書籍 天氣之子 甲等 

50 子一智 劉 O謙 倪 O好 送往待宰樂園的赦罪券 送往待宰樂園的赦罪券 甲等 

51 子一智 連 O佑 倪 O好 
倖存的女孩 我被俘虜、以

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倖存的女孩 我被俘虜、以

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甲等 



 

項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標題 閱讀書名 名次 

閱讀心得 

52 汽一仁 張 O禎 倪 O好 管他的，走你自己的路！ 管他的，走你自己的路！ 甲等 

53 汽一仁 陳 O誌 倪 O好 實習醫生手記 實習醫生手記 甲等 

 

 



斬斷網癮糾纏！有品質的陪伴，終究是最佳解方 

作者：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我到底還能怎麼做？」三年來，雪怡每天在睡前，都這麼問自己。 

雪怡的兒子小可上國一後，在幾位同學的邀請下，進入網路遊戲的世界。每天放學回

家，第一件事便是衝進房裡，打開電腦，在網路遊戲中啟動對戰模式。一開始，每晚大概玩

個一個鐘頭，就會下線吃飯、洗澡，接著唸書寫作業。後來，流連在網路上的時間越來越

長，有時候，飯也不吃，澡也不洗，作業更是草率應付，學業成績當然一路下滑，深不見

底。 

雪怡很疑惑，要離開網路，真有這麼難？ 

小可升上國二，雪怡曾經很嚴肅地說：「再這樣下去，你國中會考怎麼辦？你的前途怎

麼辦？」小可聽了，似乎領悟到問題的嚴重性，下定決心戒絕網路，也真的有好幾月，非必

要，不再碰網路。 

好景不常，半年不到，孩子又陷入網路世界中。這一次，沈迷得更嚴重，除此之外，小

可的脾氣也變得更加暴躁易怒、反覆無常。雪怡認真地問小可，到底怎麼回事？小可說：

「學校的課業一落千丈，我根本學不會，我不要唸書了！」 

「你就是之前整天打網路遊戲才會這樣，再不急起直追，真的就沒救了！」 

「哼！沒救就沒救！反正我有網路就好了！」 

雪怡好說歹說都沒辦法把孩子勸離網路世界，焦急萬分。 

有人告訴她，多帶孩子出外走走，培養其他嗜好或興趣；雪怡試著照做，但小可連離開

房間都不願意。有人告訴她，絕不能放縱孩子，要限制孩子使用網路的時間；雪怡也照做

了，換來的是，小可的大聲咆哮： 

「妳敢斷我網路，我就死給妳看！」 

見孩子情緒失控、面目猙獰，雪怡也不敢輕舉妄動。眼看孩子就要放棄自己的人生，每

天一副人不像人、鬼不想鬼的模樣，雪怡即使心急如焚、怒火中燒，卻也無能為力，什麼都

做不了。 

雪怡與先生都是大學教授，正因為這樣的身份，雪怡更感自責，自己是個高知識份子，

怎麼卻教出這樣的孩子？雪怡回想當初，即使工作再忙，該給孩子的資源與成長條件，從來

沒有少過，不論是學習或生活常規，都嚴格要求。不料，上了國中後，孩子卻全「走鐘」

了！ 

「我如此用心，這孩子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夜深人靜時，雪怡常這

樣仰天自問，但從來找不到答案。 



有次，學校老師建議雪怡帶孩子去醫院身心科門診就醫，但小可卻拒絕一同前往，任憑

母親怎麼哀求，就是無動於衷。無計可施之下，雪怡乾脆自己上醫院去掛號。然而，醫師卻

告訴雪怡，孩子沒有前來，他難以做任何評估或診斷。 

雪怡不放棄，在打聽之下，嘗試去尋求心理諮商協助。諮商心理師與醫師一樣，告訴

她，沒見到孩子，無法深入評估孩子的問題。倒是，諮商心理師也與雪怡討論了一些生活概

況。 

回程的路上，雪怡再度感到心灰意冷，都已經求助專家了，對方卻總說愛莫能助。但腦

中卻浮現會談結束前，諮商心理師的一番話： 

「孩子的問題，通常不是一時半刻可以解決，妳得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而我知道，妳

已經盡力了！所以，請妳照顧好自己，仍然要把自己的生活過好，因為妳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那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雪怡的內心有些翻攪，這番話好像講中了她長期以來的心情。不久，雪

怡又再回去找諮商心理師會談，就這樣，開啟了一週一次的心理諮商，長達一年多。 

那天，雪怡到我演講的會場找我，抓著我向我分享這一路走來的故事。 

「陳老師，謝謝你！我的孩子成功戰勝網路遊戲的誘惑了！」 

她劈頭這麼說著，我卻一頭霧水。原來，兩年前，她曾透過臉書與我聯繫，詢問我關於

孩子沈迷網路的事情，我說我愛莫能助，建議她帶孩子去尋求心理諮商協助，我幫他介紹了

一些諮商資源。 

「因為你，我接觸到心理諮商，然後，我發現事情開始有了轉變。」 

現在，她的孩子升上高一，漸漸不再玩網路遊戲，她彷彿找回過去那個開朗積極的孩

子。聽雪怡興奮地說，我仍然不解，到底是什麼讓孩子改變了呢？ 

「也許，是我開始改變了吧！」 

原以為，求助心理諮商，是要幫助孩子，結果，這一路走來，卻成了自己能穩定下來的

支持力量。雪怡說： 

「我開始將生活重心放回我自己身上，時時關照與覺察自己的身心，讓自己保持在穩定

與和諧的情緒狀態中，即使見到孩子墮落的模樣令我抓狂，但我也不斷提醒自己保持平

靜。」 

這真的很難呀！我問她，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我告訴自己，既然無法掌控孩子的網路使用狀況，不如，就把握每一分每一秒與孩子

互動的時刻，好好與孩子對話。我不再勸說孩子關於網路或課業的事情，收起嘮叨與指責，

只問候孩子的生活點滴，傾聽孩子說話，尊重孩子是否要繼續談話的意願。即使只有三、五

分鐘，都努力這麼做——就是你常說的『有品質的陪伴』。」 



「一開始，我只是不想看到孩子臭臉迎人，不想讓家裡總上演火爆衝突的場面；久而久

之，孩子開始對我有了更多的笑容，更願意分享生活中的事情，更願意參與家庭活動。」 

「上了高一後，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他找到人生方向了，他要為自己的夢想努力，

他不要再被網路遊戲給拖累了。」 

這根本是連續劇才會有的情節！現在，這孩子已經遠離網路遊戲整整半年，課業也逐漸

起色，而這母親說到這裡，淚流滿面，那是感動的淚水。 

這奇蹟般的轉變，一切都難以解釋，但就是發生了。我可以肯定的是，這位母親真的很

努力，努力地自我成長與從自身改變起，而不再只是一味要求孩子改變。於是更能夠穩定下

來，給孩子有品質的陪伴。 

當大人改變時，孩子就會開始改變了！ 

 

※本文轉載自老師，可以和你聊一下嗎？2020.01.10 

http://blog.udn.com/heng711/131520901 



親愛的家長，您好: 

    臺北市致力推動智慧校園，鼓勵家長申請親子帳號，以享受教育局提供各項校園

雲服務，親子帳號只要一次綁定，孩子就讀北市高中職以下學校期間都無需再更換帳

號，亦可同時一組帳號綁定多位不同年級子女，也可進入臺北市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了解子女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上傳情形。 

    有關親子帳號綁定之操作流程可掃描以下的 QR code，內有詳細的操作流程，歡

迎家長多加利用。 

 

 

 

  

新版親子帳號綁定操作指引 

（家長端） 

親子帳號綁定常見問題 

     

    另外，家長也可以透過「酷課」APP 掌握老師公布的各項功課、應攜帶學用品等

訊息，家長也可以透過手機即時掌握孩子作業繳交情形，還可隨時查詢子女在校成

績、出缺席、獎懲紀錄及到離校資訊等資料，甚至學生到校使用學生證刷卡簽到，家

長還能立刻收到推播通知。詳情可上「台北酷課雲」查詢(https://cooc.tp.edu.tw/)。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 

經 106年 5月 2 日教育儲蓄戶工作會議討論通過 

經 106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壹、依據 

一、 102年 12月 25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32691號「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 

二、 103年 4月 2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21867B 號「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

募許可申請辦法」。 

三、 103年 7月 25日北市教國字第 10338419100號函「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

成及運作辦法」。 

貳、勸募目的： 

一、 為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指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突遭變故、

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生），本校特

設置教育儲蓄戶（以下簡稱本專戶)，專款補助，使學生順利就學。 

二、 在嚴謹透明的動支程序下，善用社會各界捐款，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參、勸募方式： 

一、 公告於教育部學校教育儲蓄戶網站辦理公開勸募。 

二、 捐款流程： 

（一） 捐款人填寫捐款意願書。 

（二） 匯款至本校教育儲蓄戶。 

（三） 3-5個工作天後於教育儲蓄戶網站查詢捐款是否成功。 

（四） 學校開立收據寄發捐款人。 

肆、經費存管： 

一、 依規定於代理公庫開立專戶儲存，其經費收支採代辦方式，專帳管理，專款專用。 

二、 專戶名稱：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教育儲蓄專戶。 

三、 專戶設立金融機構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松南分行(銀行代碼 012)。帳號：

620131093975。 

伍、組織與職掌： 

本校設置「臺北市立松山工農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以下簡稱管理小組，詳見表一）



及工作小組(詳見表二)，負責辦理本校教育儲蓄戶相關業務。其任務如下： 

一、 經濟弱勢學生之認定。 

二、 公開勸募個案及需求金額之審查。 

三、 勸募所得支用於補助案件之審查。 

四、 勸募所得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查。 

五、 教育儲蓄戶結束後清算之審查。 

六、 辦理公開徵信事項之審查 

七、 通過「勸募許可申請」、「收支報告」、「核結報告」等相關行政事項。 

八、 其他有關勸募及管理事項。 

表一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織與職掌表 

職  稱 人  員 職     掌 

主任委員 校長 統籌教育儲蓄戶運作與核定管理小組各項決策事宜 

副主任委員 家長會代表 協助推廣教育儲蓄戶及募款事宜 

委員兼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協助主任委員辦理各項事務 

委員 社區公正人士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委員 專家學者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經費籌措、募款及相關業務推動 

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經費籌措、募款及相關業務推動 

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申請學生輔導、家訪及相關業務推動 

委員 主任教官 協助申請學生輔導、家訪及相關業務推動 

表二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教育儲蓄戶工作小組組織與職掌表 

人  員 職     掌 

學生活動組長 綜合辦理小組各項事務、公告相關訊息 

出納組長 辦理開立收據、經費收支與帳目管理 

會計主任 辦理經費收支與帳目管理 

陸、補助對象： 

本專戶限補助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的本校在學學生（以下

簡稱個案學生）： 

一、 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就學陷於困境之學生。 

二、 家庭突遭變故導致全家生計困難，生活、就學陷於困境之學生。 



三、 其他非屬上述家庭之學生因特殊情況致使家庭經濟困難、就學陷於困境，需要協助

方能使其順利就學之特殊個案學生，經導師或本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派員證實者。 

四、 提出申請之學生需要檢視出缺勤及無懲處紀錄者。 

五、 若已申請本校午餐補助項目，將不列入補助對象。 

柒、補助經費用途： 

一、 本專戶補助經費用途限於本校在學個案學生之下列項目之一： 

（一） 代收代辦費。 

（二） 餐費（含早餐、午餐、晚餐)。 

（三） 與學校教育相關之生活費用。 

二、 捐款人有指定對象或用途者，需依其指定對象或用途之需求項目支用。 

三、 前項指定對象於本校畢業後，原捐款仍有賸餘者，需報臺北市政府核准後，依本條

例所定扶助經濟弱勢學生之目的，補助其他學生。但捐款人指定由原指定對象繼續

支用者，得將勸募所得移轉其他學校教育儲蓄戶繼續執行。 

四、 補助金額得由管理小組經會議討論審核。 

捌、補助基準：  

每一個案學生每學期申請補助金額由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討論審核，以能解決或減

輕個案學生困難，使其順利就學為原則。補助標準如下： 

（一） 學費、雜費及代收代辦費需依實際註冊金額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 餐費每學期依實際使用金額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 學校教育生活費得依個案學生實際需要提供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管理

小組依個案情況核定補助金額） 

玖、經費動支程序及方式： 

一、 申請方式：校長及教職員工自行或依家長反映發現需要協助之個案學生，得向學務

處提出補助之書面提案(申請表如附件一)，經管理小組審核通過後撥款補助。審核

前得依需要進行家庭訪問並填寫訪視記錄表（附件二）。 

二、 審核方式： 

（一） 管理小組審核前，得請導師協同相關人員進行家庭訪問並填寫訪視紀錄表。 

（二） 管理小組召開會議審核。（個案學生之導師得列席說明） 

       1.由主任委員召集管理小組，達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並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後，始得審核通過。 

        2.管理小組需依補助標準核定補助金額。 

        3.申請人導師得列席此會議進行說明。 

（三） 審核通過後，由總務處出納組將款項撥交補助學生、學生家長或學生法定監護

人簽收，憑證資料留存備查。 

三、 撥款方式： 

（一） 管理小組審核通過後，如帳戶款項足額，則進行撥款補助；如帳戶款項不足，

則需上網進行公開勸募，待款項足夠方進行撥款補助。 

（二） 撥款程序依學校會計程序辦理。 

四、 其他： 

（一） 相關審議紀錄暨憑證資料需專案存檔備查。 

拾、捐款人之褒獎依市規定，函報臺北市政府表揚或由本校開立感謝狀。 

拾壹、公開徵信： 

一、 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公告下列資料，以為公開徵信： 

（一） 定期將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金額、捐贈年月及捐贈用

途、收據編號)及辦理情形公開徵信。 

（二） 學校每月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公告教育儲蓄戶之經費收支明細，以公開徵信。 

（三） 學校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度教育儲蓄戶收支報告及結餘留用情

形，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以公開徵信。 

二、 公告之內容依資訊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拾貳、預期效益： 

提供因經濟弱勢或家庭突遭變故而無法繳交學校教育生活相關費用之學生，得到適

時的協助，以達成教育機會均等之目標。 

拾參、其他相關事項： 

一、 個案學生已接受其他經費補助者，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但其他補助仍無法解決其

困難時，得依需要再予補助。 

二、 本規定所稱學生家長，係指直接提供經濟來源教養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隔代教養

之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親屬。 

三、 本專戶補助款來自社會大眾之愛心，各款項核發需明確審核，救急優先，避免浮濫，



並適時教育受助學生及家長，常懷感恩，有能力時更當盡力回饋社會，讓愛延續。 

四、 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教育儲蓄戶相關法令辦理。 

拾肆、急難救助實施方式及申請條件及補助額度： 

一. 實施方式 

(一)凡符合請領條件之學生，由學生本人或其認同的代理人填具申請表(附件三)及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交由學務處，經由審查討論決議後，簽陳校長核定後核發。 

(二)每位學生每學期以申請一次為原則，如特殊需求特殊時，視情況另案簽核。 

二. 申請條件及補助額度 

(一)學生發生下列事故時，參酌其家庭經濟狀況，依情節予以補助，額度新臺幣30,000

元（含以下）： 

1.學生遭受意外或其家庭遭遇特殊災情者。 

2.父母雙亡且符政府機關列冊低收入戶（須檢附鄉鎮巿區公所開立之證明）者。 

3.學生本人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須檢附重大傷病卡或診斷證明符合重大傷

病項目）且符合政府機關列冊低收入戶（須檢附鄉鎮巿區公所開立之證明）者。 

(二)學生發生下列事故時，參酌其家庭經濟狀況，依情節予以補助，額度新臺幣20,000

元（含以下）： 

1.父母雙亡者。 

2.父母離異，監護人死亡或失蹤達六個月以上（須檢附死亡或失蹤證明），且一方

無意或無力撫養者。 

3.遭受父母虐待、遺棄、強迫從事不正當職業行為，致無法生活於家庭或經政府核

准有案之社會福利機構暨委託親屬收容者。 

(三)學生之法定監護人非自願性離職（需檢附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就業服務 

站開立之「失業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或「失業認定聯」）且年收

入低於新臺幣114萬元以下（需檢附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清單），無法繳交學雜費

用且無法申請助學貸款者，申請後經個案審查委員會議審查通過，支付申請金額

以不逾所需繳交額度為限。 

(四)其他特殊情況，得經專案簽核後補助。 

(五)上述補助費用，如因經費不足，得酌情減少補助額度。 

拾伍、本執行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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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成績查詢 

1. 請至本校首頁右上角點選「校務行政系統」，或於網頁瀏覽器輸入

網址：https://vschool.tp.edu.tw/B2K2017/login.aspx，即可進入臺北

市高職校務行政系統。 

 

2. 請輸入學生之「帳號」、「密碼」。(帳號為學生之學號) 

 

  

https://vschool.tp.edu.tw/B2K2017/login.aspx


2 

3. 點選左上角「個人紀錄」。 

 

4. 點選「成績查詢」。 

 
  



3 

5. 可查詢各「學年度」、「學期」成績。 

 



校長 何杉友 101 主任 鄭才新 201 主任 湯于毅 301 主任 王麗華 731 主任 詹偉新 511 主任 葉力齊 532 主任 李漢泰 541 主任 張靖郁 551 電一智 陳 樂 386 電二智 邱佳椿 372 電三智 王淳葦 361

秘書 王順賢 102 教學 吳瓊雯 211 衛生 康繼文 311 學習指導 李明哲 734 劉建忠 514 郭兆育 531 龔萬懋 544 陳文榮 553 電一仁 黃世亨 384 電二仁 張深淼 371 電三仁 何宜玲  362

陳麗香 103 王怡人 212 護理師 莊惠琴 312 技士 陳淑娟 732 鄭才新 515 吳煌壬 531 廖振昇 544 黃銘銓 556 子一智 洪茂松 376 子二智 詹耀仁 371 子三智 林麗雲 364

陳佳吟 213 護理師 陳曉雯 313 張鈺楨 517 劉進德 535 黃建瑋 544 江元壽 557 子一仁 范姜秀鶴 382 子二仁 吳曉佩 376 子三仁 黃淑婷 362

主任 林淑惠 701 協行 莊麗君 214 協行 張佑宇 314 組長 黃建瑋 791 何宜玲 517 林麗雲 534 蔡祈安 545 陳添財 558 資一智 陳文元 374 資二智 陳忠裕 372 資三智 龔萬懋 363

林心嵐 702 註冊 林明翰 221 社團 湯琦均 321 系管師 張敬婕 793 邱佳椿 519 洪茂松 535 林世偉 545 胡銘軒 560 資一仁 洪薇茹 385 資二仁 劉紋惠 372 資三仁 陳泠錡 365

洪佩伶 703 丁正梅 222 訓育 蔣廣元 331 系管師 丘國宣 794 陳  樂 519 詹耀仁 534 鍾國全 545 林俊呈 554 資ㄧ勇 黃鴻鈞 384 資二勇 吳仕傑 374 資三勇 鍾國全 366

林裕為 704 盧昀芝 223 協行 林安琪 332 796 王淳葦 516 徐玟瑜 532 陳衍霖 521 蔡宏谷 554 機一智 蔡宏谷 385 機二智 陳添財 373 機三智 胡銘軒 361

協行 蕭惠君 224 生輔 李芳瑋 341 張深淼 517 胡家群 533 陳忠裕 522 蔡諭頴 555 機一仁 林俊呈 386 機二仁 林淑惠 373 機三仁 黃銘銓 361

主任 尤筱潔 711 課務 余家仁 232 體育 何浚豪 351 蕭惠君 595 代理 536 林敬堯 523 代理 江宗哲 553 汽一智 李智文 381 汽二智 莊棓仰 376 汽三智 鄭如均 362

組員 蔡孟潔 712 綜高 朱尹安 233 王睿甄 342 代理 吳思瑋 522 汽一仁 謝文益 382 汽二仁 白正揚 383 汽三仁 吳采蓓 365

713 實研 胡家群 241 闕秀真 343 地理 林怡君 284 技士 陳國正 512 技士 江玉珍 537 代理  凃孝樸 521 技士 潘文雷 552 化一智 白善尹 383 化二智 李玉婷 381 化三智 陳祈良 363

佐理員 莊昀鑫 714 設備 郭兆育 261 吳慧怡 344 生物 呂宜倩 284 技佐 李政斌 513 代理 嵇郁琪 523 技佐 林奎偉 552 化一仁 陳一弘 385 化二仁 吳雯雯 374 化三仁 魏碧芳 365

張家賢 黃振旭 263 協行 邱肇嘉 345 歷史 劉彥駒 284 技佐 游弘川 546 製圖教室 559 園一智 張詩悌 382 園二智 張瑞汝 371 園三智 鍾敏君 362

824 邱懷德 346 物代 283 園一仁 李欣怡 386 園二仁 張斯貞 372 園三仁 林宜玲 361

主任 蔡諭頴 401 謝昀哲 397 傳真 專線 傳真 加一智 黃子芸 384 加二智 郭芷良 373 加三智 廖靜伃 585

實習 陳衍霖 402 組長 洪瑋鍾 251 陳柏言 347 加一仁 郭玲伶 384 加二仁 邱靜欣 374 加三仁 彭鈺君 364

建教 陳文儀 403 劉姿絹 250 數學 謝鎧羽 274 主任 傅俊隆 561 主任 湯惠光 571 主任 陳冠名 主任 曾玉豪 581 綜高101 曾家盈 382 綜201 蔡佳樺 376 綜301 李璟琳 365

協行 江元壽 404 蘇維苓 254 組長 何浚豪 751 數學 吳培安 274 葉元勳 563 陳文儀 574 張淑菱 留停 蘇俊旗 584 綜高102 洪銓娸 383 綜202 歐陽君怡 371 綜302 吳至菘 364

協行 盧恩得 405 曾秋芳 253 陳瑞注 753 數學 黃振家 274 莊棓仰 564 何姍珊 574 李家發 田雅嵐 584 綜高103 陳詩英 383 綜203 黃智群 373 綜303 張懷恩 366

技佐 邱文蕙 407 陳錦慧 257 尤智明 753 數代 鄭凱仁 271 王守成 563 白善尹 572 鍾敏君 李晏雯 584 綜304 曾之青 364

技士 張家仁 408 朱尹安 258 李承晏 752 數學 陳希哲 271 李智文 564 許華麟 575 張詩悌 盧恩得 585 綜一智 江孟儒 260 綜二智 曾秋芳 253 綜三智 陳錦慧 257

約聘 林展弘 406 湯于毅 248 楊靜芳 755 數學 葉芝玲 271 謝文益 565 邱慧珊 575 張瑞汝 廖靜伃 585

陳怡豪 256 黃信學 752 地理 黃君綺 272 卓振至 565 李玉婷 574 黃淑為 王昭君 585

主任 黃裕仁 601 盧旻儀 252 洪嘉穗 755 公民 唐秋霜 272 鄭如均 563 施政文 576 余鼎峯 黃子芸 585 大同樓 校史室 104 2723-5056 2758-2582

事務 張致遠 611 張瑤琨 249 代理 張佑宇 755 物理 郭致輝 273 白正揚 563 陳祈良 576 蔣廣元 郭芷良 583 第一會議 604 2720-0086 2729-2724

黃翠娥 612 江孟儒 260 洪金花 756 歷史 蕭芳玲 273 代理 簡子恒 565 王麗華 576 林安琪 代理 徐珮珊 582 第二會議 605 2722-5348 2729-9655

陳盈如 613 247 音樂 黃玟婷 769 代理 夏鴻韻 576 康繼文 代理 李昀昕 584 展演廳 606 2758-1747 2722-0672

李苓如 614 代理 林慧珊 255 主任 羅正杰 391 美術 王瀚賢 766 技士 吳兆芳 562 代理 柳皓雲 教師會 111 2722-5867 2722-4285

徐俊鴻 615 代理 何靜婷 259 護理 王淑惠 392 歷兼 張麗蘭 273 技士 吳麗喜 575 技士 呂敬豐 技士 楊剛顥 583 家長會 115 2345-2383 2758-4563

林采豫 616 方珮馨 393 技佐 高玉祥 573 技佐 陳雅容 技佐 林逢隆 582 家長會 116 2758-0030 2723-7485

出納 吳佩謹 621 主任 陳姵君 721 王一龍 394 國文 莊麗君 214 英文 薛金源 294 蕭文榮 887 成功樓 演講廳 868 2723-7995 2345-8662

洪秀霜 622 蘇宗莉 724 謝倩瑜 396 國文 洪薇茹 386 英文 謝欣芸 294 專線 吳明儒 自強樓 員生社 316 2723-5213 2758-0398

文書 林雪妮 631 洪嘉欣 725 高詮詠 396 國文 陳麗珠 291 英文 杜紹萍 832 專線 2722-4771 熱食部 2345-4664 2758-0094

廖尉淙 632 羅惠美 723 396 國文 楊麗惠 361 英文 李亞柔 294 795 警衛室 851 2758-9241

檔案室 634 余曉涵 726 謝昀哲 397 國文 施佑佳 291 英文 連振傑 294 國代 袁慧玲 292 501 769

經營 周文姿 641 呂茹茜 727 國文 吳瓊雯 364 英代 李政達 294 502 766 學活 游泳池 757 8789-3352

林怡臻 642 社工 洪藝珊 728 特教 咖啡廳 874 國文 倪連好 376 國代 陳子欽 292 265 學活 活動中心 758 2758-9215

協行 陳瑞注 643 李彥憲 722 特教 餐飲教室 875 國代 簡富玉 362 國文 李珮君 292 266 2345-8668

洪偉斌 留停 謝佳惠 362 國文 盧姿吟 383 595

 

園藝科篤行樓辦公室

軍訓室

學生事務處體育組

實習處

實習處傳真

教官室

加工科1F工場

2345-1569

國英文科辦公室

國英文科辦公室

教務處

教務處傳真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傳真

2722-1354 2345-4199

化工科 園藝科 食品加工科

總務處

圖書館資訊組

電腦機房

計概科辦公室

綜合高中部

人事室

教務處特教組

專任教師

會計室

實習處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電話分機一覽表
二年級導師一年級導師電子科電機科 三年級導師學生事務處校長室 教務處 圖書館 資訊科 機械科

教師會

家長會

消費合作社

111.02.25總務處製

美術教室

視聽教室

物理教室

計概教室

教務處特教組

輔導室傳真

輔導室

專業教室

語言教室

音樂教室

特教組傳真

教官室傳真

學生活動中心

會計室傳真

人事室

人事室傳真

校長室傳真

實習老師辦公室

會計室

事務

出納

總務處傳真

總務處主任

單位及會議場所 各單位專線與傳真

校長室

輔導室

2345-1570

汽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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