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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報！南山107學測冠新北，再創佳績！ - 南山中學 
107年學測表現再創高峰！！！ -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賀！本校高三學生大學學測，成績大放異彩！ - 國立彰化高中網站 
賀～107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優異！ | 基督教協同高級中學 
107年學測成績出爐台中一中、明道中學表現皆亮眼- 文教新聞｜國立 ... 
107學測成績本校大放異彩頂尖群70級分以上高達22人 - 宜蘭高中 
【107學測】學測滿級分建中27人各縣市明星學校表現- KStudy :: 觀看新聞 
賀！本校107學測成績耀眼亮麗！ - 嘉義女中 
賀成功高中107 學年度學測成績大躍進|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狂賀】107年大學學測成績大放異彩！21位70級分以上，近九成學生總級 分
成績在全國前50%-正新高中 
鳳山高中107年學測成績依舊亮眼。 
107年學測放榜僑泰高中國立大學保證班學測成績亮眼| 台灣好新聞 ... 
賀!本校107年學測成績優異!（持續更新中）高中升學資訊-上海台商子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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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 

承辦學校：臺東高中 

考詴日期：108年5月18-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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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
量準則第13條規定，由中央與地方共
同辦理國中教育會考，以瞭解及確保
國中畢業生學力品質。 

所以： 

每位國中畢業生都要報名參加 

 

國中教育會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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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考國中教育會考 

學生：了解自己的學力水準，並為下一學習階段
作準備。 

國中：參酌教育會考評量結果，了解學生學力水
準，提供升學選擇之建議，輔導學生適性入學。 

高中、 職及五專：了解學生學力水準，作為新
生學習輔導的參考依據。 

教育主管機關：追蹤及瞭解歷年國中畢業生學力
狀況，進行適當地補強，確保學生學力品質。 



報名方式 

•應屆畢業生，由原國中集體報名 

•報名日期：108年3月14-16日 

•其他考生至台東高中個別報名 

報名

方式 

•應屆畢業生：免收報名費 

•其他考生：500元 
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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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何時考 
108年5月18日（六） 108年5月19日（日） 

08:20- 08:30 考詴說明 08:20- 08:30 考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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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詴說明 10:20- 10:30 考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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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詴說明 12:00- 12:05 考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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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5:40 休息 

15:40- 15:50 考詴說明 

15:50-16:40 寫作測驗 



國中教育會考怎麼考 

考詴科目 題型 題數 考詴時間 

國 文 4選1 45～50題 70分鐘 

英  語 
4選1（閱讀） 40～45題 60分鐘 

3選1（聽力） 20～30題 25分鐘 

數 學 
4選1 25～30題 

80分鐘 
非選擇題 2題 

社 會 4選1 60～70題 70分鐘 

自 然 4選1 50～60題 70分鐘 

寫作測驗 引導寫作 1題 50分鐘 



能力等級與加註標示 

能力等級 加註標示 標示說明 

精熟(A) 
答對題數

80~85%以上 

A++ 精熟等級前25% 

A+ 精熟等級前26%～50% 

A 

基礎(B) 
答對題數 
40%以上 

B ++ 基礎等級前25% 

B+ 基礎等級前26%～50% 

B 

待加強(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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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查詢方式 

1、開放網路成績查詢：108年6月10日8:00以後 

     (1)國中教育會考：http://cap.ntnu.edu.tw 

     (2)108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 

https://108cap.tyai.tyc.edu.tw/zh-TW 

2、寄發成績通知單：10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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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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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個高中高職免詴就學區 

單一
縣市 

臺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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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學區規劃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技優生】甄審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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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技優甄審-重要日程 

16 

•5月22-23日 集體報名 

•6月13日11:00 放    榜 

•6月14日 錄取報到 

•6月17日 聲明放棄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 

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公立學校職業類科每班內含2名 

•私立學校職業類科每班外加2名 

招生 

名額 

•報名費230元 

•報名本區技優甄審入學之學生，參加10８學

年度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得持本報

名繳費證明免繳報名費 

報名 

費用 

17 

招生作業 



• 國際及全國技能競賽(含科展)成績優異或領有技

術士證 
(一) 

• 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技能競賽、科學展覽(不包

括成果展)、自然與生活科技及創造力競賽，獲優勝名次 
(二) 

•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者，其技藝教育

課程職群成績達該班PR值七十以上者 
(三) 

18 

凡本區內國民中學學生，符合下列三種情形之一者 

報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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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公東高工】 

實用技能學程 



實用技能學程-重要日程 

20 

•5月22日 集體報名 

•6月10日 放    榜 

•6月17日 聲明放棄 

•6月14日 錄取報到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 

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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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實用技能學程 

實用技能班：公東高工(獨招) 

美髮技術科(招生44人) 

餐飲技術科(招生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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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免詴入學－ 
直升入學 



直升入學-重要日程 

23 

•6月3-10日 集體報名 

•6月13日 11:00 放    榜 

•6月14日 13-16點 錄取報到 

•6月14日 16點前 聲明放棄 



直升入學招生名額 

學校名稱 科別 招生名額 
備取 
名額 

私立育仁中學 普通科 13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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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藝才班甄選入學 
藝才班競賽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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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女中—美術班 
項      目 日      期 

術科測驗報名 3月4-8日 

競賽表現入學報名 3月20-25日 

競賽表現入學放榜 4月02日 

競賽表現入學報到 4月8日 9-16點 

術科測驗 
(如未參加術科測驗, 

不得參加甄選入學分發) 

4月13日 

甄選入學報名 6月10-14日 

甄選入學放榜 7月9日 17點 

甄選入學報到 7月12日 9-15點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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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體育班甄選入學 

【台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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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體育班)--臺東高中 

 項      目 日      期 

甄選入學報名 4月29-5月1日 

術科測驗 5月4日9點 

甄選入學放榜 5月6日 

甄選入學報到 7月12日9:00-12:00 

聲明放棄 7月15日 

報名費$700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甄選入學(體育班)--臺東高中 

招生種類 

籃球(男10) 

田徑(男女10) 

舉重(男女10) 

游泳(男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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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體中】 

運動績優生入學 

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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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入學—臺東體中 

項      目 日      期 

甄選入學報名 4月29日-5月1日 

術科測驗 5月04日9點 

甄選入學放榜 5月06日 

甄選入學報到 7月12日9:00-12:00 

聲明放棄 7月15日 

報名費$0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運動績優生入學—臺東體中 

招生種類(10類) 

田徑(13)、柔道(10)、射箭(5)、 

射擊(12)、網球(7)、跆拳道(8)、 

擊劍(3)、舉重(4)、足球(10)、 

 棒球(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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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詴辦學習區 
完全免詴入學 



詴辦學習區完全免詴入學重要日程 

•5月7-8日 集體報名 

•5月15日 11點 放    榜 

•6月14日 9-11點 錄取報到 

•6月17日 15點前 聲明放棄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 

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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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鄉、鎮、區學習區 

以學校為核心，以鄰近之鄉、鎮、區為
基礎，參考學校近三年國中學生來源人
數多寡，規劃適當之地理範圍，該地理
範圍內之國中畢業生為此學校之主要學
生來源，以形成學校之完全免詴入學學
習區。 

位於學校學習區內對應國中的畢業生，
具有參加學校完全免詴入學的資格。 



比序方式 
1.參照(含減項)各就學區免詴入學作
業要點超額比序項目，惟不得採計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及志願序轉換分
數。 

2.比序項目之順序，原則參照各就學
區免詴入學(大免)簡章規定之順序
邏輯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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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適性入學管道 
 

臺東區免詴入學 



臺東區免詴入學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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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25日 網路選填志願 

•6月27-28日 集體報名 

•7月9日11:00 放    榜 

•7月12日 錄取報到 

•7月15日 聲明放棄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 

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特殊情形變更學區申請 

原就讀學區未設置適性群別或產業特殊類科 

因搬家遷徙至本區居住者 

跨區學生申請返回本區戶籍所在地就讀 

海外返國就讀 

其他特殊原因 

39 
申請日期：4月29日～5月3日 

1 

2 

3 

4 

5 



協助孩子適性入學 
 

臺東區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 

超額比序與輔導紀錄手冊對應 

101國中生涯輔導記錄手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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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積分計算方式 

１ 
志願群 

（18分） 

第一志願群18分、第二志願群15分、第三志願群12分、第
四志願群9分、第五志願群6分、 
第六～三十志願 0分 

２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服務表現 

（12分） 

1.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任滿1學期，經考核表現優良
者得3分。 

2.課餘時間參加校內外服務學習，服務滿8小時得1分。 
獎勵記錄 

(15分) 
大功每次4.5分、小功每次1.5分、嘉獎每次0.5分 

無記過紀
錄(10分) 

無記過紀錄 

均衡學習 

（15分）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領域，每個領域達
及格者得5分 

３ 國中教育會考
（30分） 

精熟每科6分、基礎每科3分、待加強每科1分 

臺東區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表 



 

第一志願群 18 分 
第二志願群 15 分 
第三志願群 12 分 
第四志願群  9 分 
第五志願群  6 分 

志願群（18分） 

※職業學校以群為志願 



 

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任滿 
1學期，經考核表現優良者得３
分。 

 多元學習(12分)-班級幹部  

※班級幹部（九類）： 
1、班長     2、副班長   3、康樂股長 
4、學藝股長 5、事務股長 6、服務股長 
7、風紀股長 8、輔導股長 9、衛生股長 



 

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任滿 
1學期，經考核表現優良者得３
分。 

 多元學習(12分)-社團幹部  

※社團幹部為學校內社團之社長,若
社團人數11人(含)以上得增設副社長。
每社團至多2名社團幹部。  



 

課餘時間參加校內外服務學習，
服務時數滿8小時得1分。 

 多元學習(12分)-服務學習  

※採計期間自105年8月1日至  
  108年4月20日止。 
※每次服務應滿30分鐘。 
 



多元學習(12分)-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單位： 
1、公部門：指鄉、鎮、市、區公所以上之各級

政府機關。 
2、學校單位：指公私立各級學校（不含幼兒園、

托兒所）。 
3、社（財）團法人：指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並

向法院完成法人登記，領有社（財）團法人
證書者。 

4、經立案之非營利組織:指登錄於內政部公益
平台且核准立案之非營利組織。 

   https://npo.moi.gov.tw/npom/ 



大功每次4.5分 
小功每次1.5分 
嘉獎每次0.5分 

獎勵紀錄（15分） 

 

銷過後無任何記過紀錄 

無記過紀錄（10分） 

※採計至108年4月20日 

※功過相抵後之獎勵紀錄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
活動三領域，符合一個領域達及
格者得5分，未達及格者0分。 

均衡學習（15分） 

※五學期平均 



 
 

精熟每科6分 
基礎每科3分 
待加強每科1分 

教育會考表現（30分）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五科 



50 

台東女中數理班 

國中會考自然、數學任何ㄧ
科要A，才有資格參加數理
班的甄選。 
 
經由免詴入學管道進入學校後，
再辦理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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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全國) 

五專入學 



108學年度招生學校一覽表 

北部 中部 南部 

北科大 北商大 臺中科大 高科大 臺南護專 

大華科大 慈濟科大 虎尾科大 大同技術學院 美和科大 

致理科大 醒吾科大 弘光科大 東方設計大學 輔英科大 

臺北城市科大 蘭陽技術學院 南開科大 文藻外語大學 慈惠護專 

德霖科大 經國管理學院 仁德護專 中華醫事科大 樹人護專 

黎明技術學院 華夏科大 敏惠護專 育英護專 

台北海洋科大 馬偕專校 崇仁護專 正修科大 

耕莘專校 聖母專校 南臺科大 澎湖科大 

新生專校 聖約翰科大 高餐大 臺東專科學校 

南亞技術學院 龍華科大 和春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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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升學管道辦理期程 

獨立招生
入學 

優先免詴
入學 

聯合免詴
入學 

免詴續招 

報名:5/20-24 
放榜:6/14 

報名:6/20-28 
放榜:7/10 

報名:3/4-18 
放榜: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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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單獨招生 

※慈濟科技大學五年制護理科 
 原住民(100)、新住民(30) 
※馬偕招生簡章未公告 

適性入學管道(全國) 



慈濟科技大學五年制護理科 
原住民、新住民學生單獨招生 

•3月4-18日 集體報名 

•4月13日 考詴日期 

•4月23日前 
寄發成績

單 

•5月11日 
現場登記
分發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 

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慈濟科技大學五年制護理科 
原住民、學生單獨招生 

考詴科目： 
    英語100分 
    國文100分 
    數學100分 

同時符合原住民與新住民子女身份者
，可同時報名二個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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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全國) 

五專優先免詴入學 



五專優先免詴入學（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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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月20-5月24日 集體報名 

•6月06-6月12日 
網路選填
志願 

•6月14日 10:00 放  榜 

•6月18日 17:00前 報  到 

•6月18日 17:00前 聲明放棄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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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優先免詴入學招生基本規範 
 

 

1.國中應屆畢業生始具有報名資格 

2.報名方式僅限國中學校「集體報名」 

3.免詴生報名時可選填至多30個科(組)
志願 

4.採用全國一區依免詴生分發順位與志
願序由電腦統一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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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計國中教育會考 

護理科及國立招生學校之各科組，
總積分計算項目頇採計國中教育會考
成績。 

非護理科之私立招生學校各科組，
總積分計算項目由各校自行決定是否
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採計與否，請詳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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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免詴入學分發順位比序原則 

分發順位為先依超額比序總積分高低排定，如遇總積分相

同時，再依免詴生之  

1.均衡學習、2.技藝優良、3.志願序、
4.弱勢身分、5.多元學習表現、6.會
考加寫作測驗、7.服務學習、8.競賽、
9.國文、10.數學、11.英語、12.自然、
13.社 會、14.寫作測驗 



五專優免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主項
目 

分項目 

單項
積分
上限 

積分
上限 

主項目 
積分
上限 

多元
學習
表現 

競賽 7分 

15分 

技藝優良 3分 

弱勢身分 3分 
服務學習 15分 均衡學習 21分 

國中
教育
會考 

國文、數學、
英語、自然、
社會 

各科
6.4

分 

32分 志願序(1~30) 26分 

寫作測驗 1分 1分 總積分【上限】 101分 



[優免]多元學習表現–競賽 

競賽類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
六名 

國際性競賽 7分 6分 5分 -- 

全國性競賽 6分 5分 4分 3分 

區域及縣市
競賽 

3分 2分 1分 -- 

註： 

1. 本項目積分上限為7分。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1次採計。 

2. 國際性競賽（國際科技展覽、國際運動會）、全國性競賽以簡章所列競賽為限。 

3. 區域及縣市競賽以縣市政府主辦者為限，獲獎證明落款人：縣市為縣長，直轄
市為市長或其所屬之一級機關首長。 

4. 參賽者4人以上視為團體，團體參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5. 競賽得獎應於國中就學期間且至108年5月14日 (含)前取得為限。 



[優免]多元學習表現–服務學習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班級幹部 

滿一學期得2分 小老師 

社團幹部 

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 

每1小時得0.25分 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
服務 
註： 

1. 本項目積分上限為15分。 

2. 同一學期同時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2分採計。 

3. 除副班長、副社長以外之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 

4. 服務時數應於國中就學期間且至108年5月14日 (含)前取得為限。 



[優免] 技藝優良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技藝教育課程
平均總成績 

90分以上者 3分 

80分以上 

未滿90分者 
2.5分 

70分以上 

未滿80分者 
1.5分 

60分以上 

未滿70分者 
1分 



[優免]弱勢身分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低收入戶 3分 

中低收入戶 1.5分 

直系血親尊親屬 

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 
1.5分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1.5分 

註：同時具備2種以上資格者僅得擇一計分。 



[優免]均衡學習 

學習領域 
七上、七下、八上、八下及九上 

共計5學期平均成績 

健康與體育 達60分以上 7分 

藝術與人文 達60分以上 7分 

綜合活動 達60分以上 7分 

積分上限 21分 



[優免]國中教育會考 

採計科目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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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 6.4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數學 6.4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英語 6.4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自然 6.4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社會 6.4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採計科目 6級分 5級分 4級分 3級分 2級分 1級分 

寫作 

測驗 
1分 0.8分 0.6分 0.4分 0.2分 0.1分 



[優免]志願序 

志願順序 積分採計方式 

第1志願到第5志願 26分 

第6志願到第10志願 25分 

第11志願到第15志願 24分 

第16志願到第20志願 23分 

第21志願到第25志願 22分 

第26志願到第30志願 21分 

註：依所選填科組志願，每個志願依據所填寫之志願順位給予志願序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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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管道(全國) 

五專聯合免詴入學 



五專入學（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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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6月20-6月28日 集體報名 

•7月5日前 
收到分發
通知單 

•7月10日 
現場分發
報到 

•7月15日 聲明放棄 

以上各項招生日程、招生方式如有異動， 

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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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免詴入學超額比序採計說明 

比序項目 比序內容 積分上限 

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7)、服務學習(7)、體適能(6) 、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4) 
16 

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 3 

 弱勢身分 
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
支領失業給付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身分者 

2 

均衡學習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大學
習領域成績 

6 

適性輔導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中「生涯發展規
劃書」之師長綜合意見 

3 

國中教育會考 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5科成績等級 15 

其他 由各五專學校依學校發展需求訂定之 5 



[聯免]多元學習表現-競賽 

競賽類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
六名 

國際性競賽 7分 6分 5分 -- 

全國性競賽 6分 5分 4分 3分 

區域及縣市
競賽 

3分 2分 1分 -- 

註： 

1. 本項目積分上限為7分。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1次採計。 

2. 國際性競賽（國際科技展覽、國際運動會）、全國性競賽以簡章所列競賽為限。 

3. 區域及縣市競賽以地方政府機關主辦者為限，獲獎證明落款人：縣市為縣長，
直轄市為市長或其所屬之一級機關首長。 

4. 參賽者4人以上視為團體，團體參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5. 競賽得獎應於國中就學期間且至108年5月14日 (含)前取得為限。 



[聯免]多元學習表現--服務學習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班級幹部 

滿一學期得1分 小老師 

社團幹部 

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 

滿8小時得1分 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
服務 
註： 

1. 本項目積分上限為7分。 

2. 同一學期同時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1分採計。 

3. 除副班長、副社長以外之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 

4. 服務時數應於國中就學期間且至108年5月14日 (含)前取得為限。 



[聯免]多元學習表現--日常生活表現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無小過以上處分，獎懲相抵
後得1次大功(含以上) 

4分 

無小過以上處分，獎懲相抵
後得1次小功(含以上) 

3分 

無小過以上處分，獎懲相抵
後得1次嘉獎(含以上) 

2分 

獎懲相抵後無任何懲處紀錄 1分 



[聯免]多元學習表現--體適能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肌耐力 

柔軟度 

瞬發力 

心肺耐力 

其中3項達標準 6分 

其中2項達標準 4分 

其中1項達標準 2分 

註： 

1. 檢測門檻之標準，依教育部體育署之規定為中等（即PR值25%）以上（含金
牌、銀牌、銅牌） 

2. 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之證
明，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或持有公立醫院證明為重大傷病、體弱
之學生，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差異及就學權益，將比照3項達門檻標準者得6分。 



[聯免]技藝優良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技藝教育課程
平均總成績 

90分以上者 3分 

80分以上未滿90

分者 
2分 

60分以上未滿80

分者 
1分 



[聯免]弱勢身分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低收入戶 

2分 

中低收入戶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
付之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註：同時具備2種以上資格者僅得擇一計分。 



[聯免]均衡學習 

學習領域 
七上、七下、八上、八下及九上 

共計五學期平均成績 

「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 

三大學習領域 

3項領域平均成績
皆達60分以上 

6分 

2項領域平均成績
皆達60分以上 4分 

1項領域平均成績
達60分以上 

2分 



[聯免]適性輔導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生涯發展規劃書》 

「家長意見」
「導師意見」

「輔導教師意見」 

勾選結果 

3者皆勾選五專 3分 

任2者勾選五專 2分 

任1者勾選五專 1分 

註：若報名學生為非應屆畢業生，則本項積分以3分計。 



[聯免]國中教育會考 

會考成績 
採計科目 

國文 數學 英語 自然 社會 

精熟 3分 3分 3分 3分 3分 

基礎 2分 2分 2分 2分 2分 

待加強 1分 1分 1分 1分 1分 



協助適性入學的作為 

國中九年級學生志願選填試探 

輔導作為─熟稔、內化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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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教育 



協助學生記錄生涯規劃所需資料
以利在九年級做升學進路選擇時
有較完整、資訊可供參考。 

協助學校規劃辦理生涯發展
教育工作，做為學生適性輔
導的基礎。 

國中學生生涯發展教育指引與紀錄 

十二年國民教育 



參考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資料，親師生
一起討論，依據學
生學習表現、專長、
興趣等，並且考量
想升讀學校的入學
條件，初步完成個
人升學規劃。 

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生涯發展規劃書(105年5月底) 

十二年國民教育 



最想當 

          YouTuber 

網紅小玉 

年薪號稱400萬 



學霸YouTuber誰能不愛！ 

NO.1 蔡阿嘎 
文化社福研究所碩士畢業 

NO.2 HowHow 
政大經濟系高材生，更跑到國外攻讀動畫和視覺特效碩士 

NO.3 阿滴 
輔大多媒體英語教學碩士 

NO.4 Joeman 
交大電子工程系 

NO.5 呱吉 
建中畢業、自學考上輔大，再轉學念台大 



學霸YouTuber誰能不愛！ 

NO.6 啾啾鞋 
中央大學化學系 

NO.7 Charlie 
中央大學法文系畢業，畢業後又到法國攻讀文學碩士 

NO.8 超粒方 
交大外文系 

NO.9 The Kelly Yang 
清大研究所畢業，畢業後又到國外繼續攻讀碩士 

NO.10 冏星人 
上海東華大學畢業後，又到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理工學院攻讀學位 



1. 谷阿莫（約1413萬元） 
2. TGOP 這群人（約1139萬元） 
3. 舞秋風（約1141萬元） 
4. 老皮（約1117萬元） 
5. 蔡阿嘎（約1064萬元） 
6. 阿神（約1023萬元） 
7. 菜喳（約823萬元） 
8. counter656（約792萬元） 
9. INFINI HD 4K（約759萬元） 
10. 聖結石Saint（約712萬元) 

台灣網紅 

年薪排行 



正向給予鼓勵 

充實自我內涵 

學識+口條 



志願選填輔導策略 

http://12basic.nacpe.org.tw/ 



教育部或各縣市 
志願選填詴探系統介紹 

協助孩子適性入學 
 

「志願選填輔導平台」，由教育部委
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製作，
於102年7月完成，輔導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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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次選填 

(1)時間：1/7-1/11 

(2)輔導：2/18-3/15 

2.第2次選填 

(1)時間：4/8-4/12 

(2)輔導：5/6-6/6 

 

志願選填期程 



諮詢專線、網路 

• 各國中教務處教務處、輔導室 

• 臺東縣政府教育處089-322002#2237 

• 教育部諮詢專線  0800-012-580 

•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主題網站  
http://12basic.edu.tw/ 

• 臺東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站  
http://dyna.boe.ttct.edu.tw/webs/index.php?
account=5097298fceec6&mod_area=9 

http://12basic.edu.tw/
http://12basic.edu.tw/
http://12basic.edu.tw/
http://dyna.boe.ttct.edu.tw/webs/index.php?account=5097298fceec6&mod_area=9
http://dyna.boe.ttct.edu.tw/webs/index.php?account=5097298fceec6&mod_area=9






108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 

http://adapt.k12ea.gov.tw 



高中高職五專資訊網 

可由適性入學宣導網連結進入 

 



高中職及五專查詢定位網 

可由適性入學宣導網連結進入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2basic.edu.tw 



學校故事講呼你知 

http://k12easchool.chsh.ntct.ed
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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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主流價值正確？？ 
 

父母？？老師？？自己？？ 

 

到底是誰要的？？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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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 

                往事不堪回首 

花太多時間和心力 

只為取得分數、排名及學歷 

應多花時間在 

了解自己、世界及科系 



拿到美國哈佛碩士、柏克萊
博士學歷後，人生的下一步
是什麼？? 

擔任糕點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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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 
前國科會主委朱敬一的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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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都是資優生，中山
女高讀美術班，畢業後考上
台大、成大和台科大!! 

最終選擇….答案揭曉 

 

台科大 



106 

前經濟部長施顏祥女兒!! 
 
因對藝術有興趣，加上他曾在 

台科大任教，最終選擇 

        台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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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學音樂」 

拿到博士學歷後，人生的下
一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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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已做完了他交代的事，

「女兒的責
任已盡了」， 

現在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前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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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蒸煮機器人 
煮一碗拉麵只要40秒，加上擺盤，一
分鐘就可上桌！！ 
從未受過專業廚藝訓練
的也能煮出美味拉麵 

一位員工可以同時顧三台煮麵
機器人，二人可以顧六台， 

節省下來的人力非
常可觀！！ 



實測！自動泡麵機器人現身信義區現煮還能加蛋等3分鐘香噴噴開吃 

「台科大研發自動化烹飪設備機器人開麵店煮水餃」 

高雄第一台煮麵機器人，韓國全自動泡麵機x 新光三越左營店 

愛羅吧機器人牛肉麵館- 愛羅吧機器人煮麵 

廚房革命料理機器人煮出一桌好菜 - 東森新聞 

https://fashion.ettoday.net/news/1237063
https://fashion.ettoday.net/news/1237063
https://fashion.ettoday.net/news/1237063
https://fashion.ettoday.net/news/1237063
https://www.ntust.edu.tw/files/14-1000-49054,r167-1.php?Lang=zh-tw
https://www.ntust.edu.tw/files/14-1000-49054,r167-1.php?Lang=zh-tw
https://ihappyday.tw/blog/post/cooking-robot
https://ihappyday.tw/blog/post/cooking-robot
https://ihappyday.tw/blog/post/cooking-robot
https://ihappyday.tw/blog/post/cooking-robot
https://zh-tw.facebook.com/751635061866613/videos/%E6%84%9B%E7%BE%85%E5%90%A7%E6%A9%9F%E5%99%A8%E4%BA%BA%E7%85%AE%E9%BA%B5%E6%B8%AC%E8%A9%A6%E4%B8%AD/2095552643816408/
https://zh-tw.facebook.com/751635061866613/videos/%E6%84%9B%E7%BE%85%E5%90%A7%E6%A9%9F%E5%99%A8%E4%BA%BA%E7%85%AE%E9%BA%B5%E6%B8%AC%E8%A9%A6%E4%B8%AD/2095552643816408/
https://zh-tw.facebook.com/751635061866613/videos/%E6%84%9B%E7%BE%85%E5%90%A7%E6%A9%9F%E5%99%A8%E4%BA%BA%E7%85%AE%E9%BA%B5%E6%B8%AC%E8%A9%A6%E4%B8%AD/2095552643816408/
https://zh-tw.facebook.com/751635061866613/videos/%E6%84%9B%E7%BE%85%E5%90%A7%E6%A9%9F%E5%99%A8%E4%BA%BA%E7%85%AE%E9%BA%B5%E6%B8%AC%E8%A9%A6%E4%B8%AD/2095552643816408/
https://zh-tw.facebook.com/751635061866613/videos/%E6%84%9B%E7%BE%85%E5%90%A7%E6%A9%9F%E5%99%A8%E4%BA%BA%E7%85%AE%E9%BA%B5%E6%B8%AC%E8%A9%A6%E4%B8%AD/2095552643816408/
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38582
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38582
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38582
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38582
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38582
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3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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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時候，學歷就像是衛生紙，而你沒有必要跟

著群眾去搶購。你需要的是品格、學習
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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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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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順心  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