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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 98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說明會實施計畫             98年 06月 03日 

壹、依據 

ㄧ、教育部技藝教育改革方案。 

二、職業學校法第四條。 

貳、目的 

一、提供國中選讀技藝教育學程同學得以銜接興趣，繼續就讀相關科別之實用技

能學程，專精一技之長，落實國民教育因材施教與人盡其才之理念。  

二、對於實用技能學程學生，提供適合其能力、性向及興趣之技藝課程，重拾其

學習樂趣及自信，使學生適才適所，以及降低中輟學生比率，減少社會問題。  

叁、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肆、參與對象 

一、臺北市公私立高中、職學校辦理實用技能學程學校：業務承辦主任或組長參

加。 

二、臺北市公立國民中學辦理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校：輔導主任或業務承辦組長

參加。 

伍、活動實施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98 年 6月 3日（星期三）下午 1：30～5：00。 

二、地點：臺北巿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成功樓 B1 演講廳）。 

        【臺北巿信義區忠孝東路 5段 236 巷 15 號，詳如本校位置圖】。 

陸、研討內容 

一、 臺北巿 98 學年度輔導分發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活動實施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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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課程安排： 

臺北巿 98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實施研討會時間表                     98.5.25 製          

時  間 98 年 6 月 3日（星期三） 主 持 人 備 註

13:30～14:00 報 到 
傅老師芳馨

陳老師建豪 
 

14:00～14:10 開 幕 式 
何科長雅娟 

陳校長貴生 
 

14:10～15:20 
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就讀高中職實

用技能學程活動實施計畫內涵、方式

江主任文章  

15:20～15:30 休 息   

15:30～16:00 辦理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各校特色介紹
高中職校 

(承辦組長) 
 

16:00～17:00 綜合座談及閉幕 
何科長雅娟 

陳校長貴生 
 

柒、注意事項 

一、參加研討人員請向所屬學校申辦公假事宜。 

二、各校參加研討人員請準時出席。 

三、因承辦單位校園空間有限，已無停車空位，請各校參加研討人員搭乘大眾運

輸交通工具（開車者可停車於本校前方松高路北側之公有收費停車場，如松

山工農交通位置圖）。 

四、若有任何疑問，請洽詢臺北巿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實習處實習建教合作

組。 

    聯絡人：江文章主任 電話：2722-6616 分機 501。 

            尤陽明組長 電話：2722-6616 分機 503。 

            傅芳馨老師 電話：2722-6616 分機 574。 

            陳建豪老師 電話：2722-6616 分機 515。 

    e-mail：fangshin@saihs.edu.tw 、tery0606@saihs.edu.tw。 

 

捌、本實施計畫陳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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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 98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

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說明會報名表 

 

校      名 職    稱 姓     名 聯絡電話 e-mail 

     

     

 

承辦人員：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請各校參加人員，將報名表填寫完畢後，於 6月 2日（星期二）前傳真或聯絡箱至

臺北巿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實習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聯絡人：傅芳馨老師 。 

e-mail：fangshin@saihs.edu.tw。 

 受理報名：傅芳馨組長電話：2722-6616 分機 574    傳真：27237995 

 

 

 

  

 

 

 

 

 

中  華  民  國  98  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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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位於信義計畫區緊鄰臺北市政府，交通方便 

（一）、自臺北市政府、國父紀念館、聯合報距本校約一公里，步行約 15 分鐘。 

（二）、交通 

 火車：松山火車站至本校（步行約二十分鐘）   

公車： ３２、５１、２１２（直行）、２３２（副）、２６１、２６３ 

２７０、２８１、２８４、６１１、６５１在「市立工農」站下車。      

 捷運 : 板南線「市政府站」或「永春站」下車，轉乘公車或步行十分鐘即可到

達。 

 

 

本校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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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 98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讀高中職 

                    實用技能學程簡章      98.05.25 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壹、依據教育部 980424 部授教中(三)字第 0980503729C 號令修正「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

教育學程學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訂定之。 

     

貳、辦理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主辦單位：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參、輔導分發準則：   

    一、依據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修習之職群成績分發。 

    二、第 1、2階段輔導分發以十八歲以下之國民中學畢（結）業學生為對象。   

肆、輔導分發作業： 

一、輔導分發作業時程自 98 年 5 月 31 日起至 8月 29 日止，分 2階段辦理。 

二、第 1階段於 6月 25 日(星期四)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完成後公告缺額。 

三、第 2階段於 8月 18 日(星期二)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 

伍、開班原則： 

ㄧ、辦理實用技能學程學校應依教育部「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讀高中職

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第七點所定輔導分發作業招收學生。 

二、於第 2 階段分發報到後，已達 20 人者，其缺額部分，由各校自行辦理招生，並應

依輔導分發之優先順序辦理；各班達 25 人，始得開班。但因情形特殊者，得報請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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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臺北市 98 學年度實用技能學程核定開班一覽表 

校  名  (學校代號) 申請職群別 申請科別 
辦理 
模式 

核定
班數 

核定人數 
(含身心障礙)

南港高工  (393401)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興中路 29 號 
電話：(02)2782-5432 

動力機械群 汽車修護科 

夜間 

1 40(1) 

電機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 1 40(1) 

松山家商  (32340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山路 655 號

電話：(02)27261118 

商業與管理

群 
銷售事務科 夜間 1 40(1) 

稻江護家  (34140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新生北路三段

55 號  

電話：(02)2595-5161  

 

家政群 

美髮技術科 

(限女生) 
夜間 

1 50(1) 

美顏技術科 

(限女生) 
1 50(1) 

稻江商職  (361402)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民權西路 225

巷 24 號 

電話：(02)25912002 

餐旅群 餐飲技術科 夜間 2 100(2) 

開平餐飲  (33140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南路二段

148 巷 24 號 

電話：(02)27082665 

餐旅群 餐飲技術科 夜間 1 50(1) 

滬江高中  (381302)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羅斯福路六段

336 號 

電話：(02)86631122 

餐旅群 餐飲技術科 夜間 1 50(1) 

合計：6校 5 群 6 科  9 班 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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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填寫程序 

一、各國中應輔導學生依生涯檔案填寫「生涯檔案輔導參考表」。 

二、將每週修習節數與修習職群數之總和點數所得之分數填寫於「技藝教育修習點數

欄」。 

三、將選習之各職群轉化成績分數及所有職群平均分數填寫「職群成績欄」。 

四、依實際表現填寫「特殊表現簡述」。 

五、填寫完申請書後，請相關人員依序核章。 

捌、第 1階段分發作業要點 

名稱 要項內容 

分發 

對象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且有獲得職群成績之國中畢（結）業生。 

申請

文件 

1.升學就讀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參考表（如附件一）。 

2.輔導分發選習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A表（如附件二）。 

3.選修職群轉化分數之修習證明書。 

4.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5.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6.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7.簡章及各項表件由臺北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行下載： 

http://192.192.135.23/work/skillcenter/index1.htm。 

申請 

日期 

98.06.11(星期四)上午 9時至 12 時，下午 1時至 4時。 

98.06.12(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 時。 

申請 

方式 

1.採線上填寫報名(http://192.192.135.23/work/skillcenter/index1.htm)，各申請表件由

國中審查核章後，於申請日時間內親自送達臺北市立松山工農大同樓會議室。始

完成申請手續。（承辦人員：實習處建教合作組傅芳馨老師；聯絡電話：27226616

轉 574） 

2.報名費每人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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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

作業 

1.分發優先順序：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非應屆畢

（結）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各該對象，依下列規定順序分發： 

(1)臺北市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 

A.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

B.曾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C.低收入戶。 

D.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2)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 

A.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

B.曾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C.低收入戶。 

D.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3)非應屆畢（結）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 

A.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

B.曾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C.低收入戶。 

D.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2.前項申請人數超過核定招生名額時，以選習技藝教育修習點數、相關職群成績轉

化分數或選習之所有職群平均分數及特殊表現得分三項計算總積分，依總積分高低

進行分發作業。 

3.第一階段分發報到後，缺額應公告，並辦理第二階段之分發作業。 

錄取

公告 
98.06.18.(星期四)上午 12 時，公告於松山工農及教育局網站。 

報到 

作業 

1、時間：98.06.22 (星期一)下午 6時至 8時。 

2、錄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學歷證明及錄取通知書（上網下載）前往錄取學校報

到。 

備註 
1.98.06.29(星期一)公告缺額。 

2.當年度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不得申請改分發。 



- 9 - 
 

玖、第 2階段分發作業要點  

名稱 要項內容 

分發 

對象 

1.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提出申請或未獲錄取者。 

2.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非應屆畢（結）業生。 

3.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 

申請

文件 

1.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提出申請或未錄取者，應送

表件同第一階段申請表件。 

2.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應送表件同第一階段申請表件。 

3.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業生： 

(1)升學就讀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參考表（如附件一）。 

(2)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表(如附件三）。 

(3)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4)稅捐機關家戶年所得證明文件。 

(5)學校出具技藝學習傾向證明文件（生涯檔案輔導參考）。 

(6)國中綜合活動領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 

(7)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4.簡章及各項表件由臺北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下載： 

http://192.192.135.23/work/skillcenter/index1.htm。 

申請 

日期 

98.07.30(星期四)上午 9至 12 時，下午 1時至 4時。 

98.07.31(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 時。  

申請 

方式 

1.採線上填寫報名(http://192.192.135.23/work/skillcenter/index1.htm)，各申請表件由

國中審查核章後，於上述申請日時間內親自送達臺北市立松山工農大同樓會議

室。始完成申請手續。（承辦人員：實習處建教合作組傅芳馨老師；聯絡電話：

27226616 轉 574） 

2.報名費每人 150 元。 

分發

作業 

１.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畢（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其分發作業依第 1 階段

作業辦理。 

2.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其分發作業以低收

入戶優先並依第 1階段作業辦理。 

3.前項規定完成分發後，如有賸餘名額，再對未選習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進

行分發，其分發優先順序如下：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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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戶年所得新臺幣（以下同）三十萬元以下。 

(4)家戶年所得六十萬元以下。 

(5)符合教育部就學貸款家庭年收入一百十四萬元以下。 

(6)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檔案輔導參考表）。 

4.分發作業以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表之申請校科志願順序進行分

發，而相同志願順序之申請人數超過賸餘名額時，以國中綜合活動領域前五學期

平均成績分數高低為準進行分發。 

錄取

公告 
98.08.07.(星期五) 上午 12 時，公告於松山工農及教育局網站。 

報到 

作業 

1、時間：98.08.14.(星期五)下午 6時至 8時。 

2、錄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學歷證明及錄取通知書（上網下載）前往錄取學校報

到。 

備註 

1.報到後已達 20 人者，其缺額部分，由各校自行辦理招生；當各班達 25 人者，始

得開班。但因情形特殊者，得報請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 

2.當年度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不得申請改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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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表之積分計算基準 

一、技藝教育修習點數：指選習技藝教育每週修習節數與修習職群數兩項之點數總

和，其點數計算標準如表 A。 

二、職群成績轉化分數：指該生所選習技藝教育各職群成績之轉化分數，職群成績轉

化分數應以該班有獲得成績之學生數計算之，轉化分數計算至小數第二位。其計

算公式為：

 )(

1050


 。職群成績轉化分數證明書正面需有學校名稱、學生

姓名及負責業務之承辦人核章。 

三、特殊表現得分：指與申請職群相關之特殊優異表現，包含競賽（不包括原用於分

發優先順序之項目）、科展或觀摩發表等。特殊表現與職群相關性及其得分須由

各區小組審定之。各項得分須依不同之評等，每一項給分基準為：全國級六分至

八分、區域級四分至六分、縣市級二分至四分，如(附件四)。 

拾壹、分發放榜及報到程序作業 

一、於各階段完成輔導分發作業後，由本分發作業小組召開小組會議審核並公告錄取

名單，並發函通知錄取學生辦理報到事宜，錄取名冊函送各辦理實用技能學程學

校及申請國中。 

二、錄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學歷證明及錄取通知書（上網下載）前往錄取學校報

到，並填寫資料與繳交相關證件完成報到手續。在指定期間未完成報到手續者，

取消其分發錄取資格。 

三、當年度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不得申請改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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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立松山工農承辦『台北區 98 學年度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讀 

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工作小組工作日程表 

 

依據：教育部為協助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生涯適性發展，輔導其繼續升讀實用技能學程，特

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要點。(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24 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80503729C 號令)辦理日程： 

階
段 日期 實用技能分發作業 主(承)辦單位 地點 備註 

前 

 

5/20(三) 

 

開班審查會議 教育局 
松山工農

校史室 
 

 

5/25(一) 

 

 

第一次工作委員會議 

 

教育局 
松山工農

校史室 
審定簡章 

 

6/3(三) 

 

 

實用技能學程宣導說明

會 

 

松山工農 
成功樓演

講廳 

 

 

第
一
階
段
分
發 

6/11(四)~ 

6/12(五) 

 

第一次分發作業報名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

大同樓會

議室 

 

報名組 

 

 

6/17(三) 

 

 

第二次工作委員會議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

校史室 
 

 

6/18(四) 

 

第一次分發結果放榜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

大同樓會

議室 

分發組 

 

6/22(一) 

 

 

第一次分發結果報到 

 

開辦各校 各校  

 

6/24(三) 

 

 

第三次工作委員會議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

校史室 
 

 

6/25(四) 

 

第一次分發報到結果回

報分發工作小組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

大同樓會

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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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階
段
分
發 

 

7/30(四)~ 

7/31(五) 

 

第二次分發作業報名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大

同樓會議室 
報名組 

 

8/5(三) 

 

第四次工作委員會議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 

校史室 
 

 

8/7(五) 

 

第二次分發結果放榜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大

同樓會議室 
分發組 

 

8/14(五) 

 

 

第二次分發作業報到 

 

 

開辦各校 

 

各校  

 

8/18(二) 

 

 

第二次分發作業報到結果回報

分發工作小組 

 

松山工農   

 

8/19(三) 

 

 

第五次工作委員會議 

 

 

松山工農 

 

松山工農 

校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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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讀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5 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40506821C 號  

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4 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50505722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28 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60508947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4 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70507733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24 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80503729C 號令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生涯適性發展，輔導其繼續升讀實

用技能學程，特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中技藝教育：指提供具有技藝發展興趣、性向及能力之國民中學三年級學生所選習

之課程。 

(二)實用技能學程：指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定招生，並依本部所定實用技能學程暫行課

程綱要實施教學之學程。 
(三)身心障礙十二年就學安置學生：指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所核發之鑑定證明之十二年就學安置學生。 

三、各國中應於每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調查就讀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升讀實用技能學程之意

願，並於次年一月三十一日前，將調查結果報該管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作為實施招生

總量管制及核定實用技能學程職群科別之參考依據。 

四、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考量各地區參與技藝教育校數及地域因素，分區成立輔導分發作

業小組（以下簡稱小組），辦理輔導分發工作，並指定學校承辦輔導分發事務。 

前項小組置委員七人至二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遴

聘區域內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技藝教育國中校長代表及辦理實

用技能學程高中職校長組成。主任委員由承辦輔導分發學校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指定代表擔任。 

        區域內僅有一所學校辦理實用技能學程，且地域遼闊，校距太遠，無法合併辦理

分發者，由該校自行依第七點作業原則辦理分發，免組成小組。 

五、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依核班情形，擬定區域輔導分發之招生簡章。 

(二)依招生簡章製作文宣資料分送轄區內國民中學及辦理技藝教育高中職學校宣導。 

(三）依輔導分發作業原則辦理學生分發。 

(四)審訂與職群相關之特殊表現項目及給分基準。 

(五)辦理其他與輔導分發有關事項。 

六、輔導分發作業期程自每年五月三十一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分二階段辦理，第一階

段於六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第二階段於八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分發及

報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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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輔導分發作業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申請日期、分發作業日期及報到日期，

由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七、輔導分發分二階段辦理，以十八歲以下之國民中學畢（結）業學生為對象，其分發作

業原則如下： 

(一)第一階段分發作業： 
1. 輔導分發對象：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並取得職群成績之國中畢（結）業生。其辦

理方式如下： 

(1)第一階段輔導分發時，每班應預留一至二個名額供身心障礙十二年就學安置學生

入學。但各班無就學安置之學生，該預留名額得列入第二階段輔導分發。 

(2)各區分發小組會議得依各校科班別特性，訂定身心障礙安置學生選讀之相關安全

注意事項。 

2.申請文件： 

(1)升學就讀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參考表（如附件一）。 

(2)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A 表（如附件二）。 

(3)選修職群轉化分數之修習證明書。 

(4)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5)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6)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3.申請方式： 

(1)各國中收齊並審核申請輔導表件後，於期限前送達該區小組。 

(2)非應屆畢業生以親自報名或郵寄方式報名。 

    4.分發優先順序：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非應屆畢（結）

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各該對象，依下列規定順序分發： 
(1)曾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 

(2)曾參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 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3)低收入戶。 

(4)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5.前目各小目申請人數超過核定招生名額時，以選習技藝教育修習點數、相關職群成績

轉化分數或選習之所有職群平均分數及特殊表現得分三項計算總積分，依總積分高低

進行分發作業；總積分相同時，由各小組訂定優先分發順序。 

6.第一階段分發報到後，缺額應公告，並辦理第二階段之分發作業。 

(二)第二階段分發作業： 

1.輔導分發對象： 

(1)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提出申請或未獲錄取者。 

(2)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非應屆畢（結）業生。 

(3)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 

2.申請文件： 

(1)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提出申請或未錄取者，應送表

件同第一階段申請表件。 

(2)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應送表件同第一階段申請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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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業生： 

A.升學就讀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參考表（如附件一）。 

B.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 表 

（如附件三）。 

C.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D.稅捐機關家戶年所得證明文件。 

E.學校出具技藝學習傾向證明文件（生涯檔案輔導參考）。 

F.國中綜合活動領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 

G.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3.申請方式：各國中收齊並審核申請輔導表件後，於期限前送達該區小組，或由學生、學

生家長檢具相關文件逕向各區小組申請。 

4.分發順序如下，其分發作業依第一階段作業辦理： 

(1)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  

(2)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其分發作業以低收

入戶優先。 

(3)前二小目規定完成分發後，如有賸餘名額，再對未選習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

生進行分發，其分發優先順序如下： 

A.低收入戶。 

B.中低收入戶。 

C.家戶年所得新臺幣（以下同）三十萬元以下。 

D.家戶年所得六十萬元以下。 

E.符合本部就學貸款家庭年收入一百十四萬元以下。 

F.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檔案輔導參考表）。 

(4)分發作業以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 表之申請校科志願順序進行分

發，而相同志願順序之申請人數超過賸餘名額時，以國中綜合活動領域前五學期平

均成績分數高低為準進行分發。 

(三)年度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不得申請改分發。 

八、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表之積分計算基準如下： 

（一）技藝教育修習點數：指選習技藝教育每週修習節數與修習職群數兩項之點數總和，

其點數計算標準如表 A。 

（二）職群成績轉化分數：指該生所選習技藝教育各職群成績之轉化分數，職群成績轉化

分數應以該班有獲得成績之學生數計算之，轉化分數計算至小數第二位。其計算公

式為：

 )(

1050


 。職群成績轉化分數證明書正面需有學校名稱、學生姓名及負

責業務之承辦人核章。 

（三）特殊表現得分：指與申請職群相關之特殊優異表現，包含競賽（不包括原用於分發

優先順序之項目）、科展或觀摩發表等。特殊表現與職群相關性及其得分須由各區小

組審定之。各項得分須依不同之評等，每一項給分基準為：全國級六分至八分、區

域級四分至六分、縣市級二分至四分。由各區小組自訂給分規則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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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發放榜及報到程序作業如下： 

（一）各區小組於各階段完成輔導分發作業後，應召開小組會議審核錄取名單。 

（二）各區小組應訂定放榜日期，公告錄取名單，發函通知錄取學生辦理報到事宜，錄

取名冊函送各辦理實用技能學程學校及申請國中。 

（三）錄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學歷證明及錄取通知書前往錄取學校報到，並填寫資

料與繳交相關證件完成報到手續。在指定期間未完成報到手續者，取消其分發錄取

資格。 

十、填寫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程序如下： 

（一）各國中應輔導學生依生涯檔案填寫生涯檔案輔導參考表（附件一）」。 

（二）將每週修習節數與修習職群數之總和點數所得之分數填寫於技藝教育修習點數

欄。 

（三）將選習之各職群轉化成績分數及所有職群平均分數填寫職群成績欄。 

（四）依實際表現填寫特殊表現簡述。 

（五）相關人員依序簽章。 

十一、辦理實用技能學程學校應依第七點所定輔導分發作業招收學生，於第二階段分發報

到後，已達二十人者，其缺額部分，由各校自行辦理招生，並應依輔導分發之優先

順序辦理﹔各班達二十五人，始得開班。但因情形特殊者，得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定之。 

十二、各區輔導分發結果應經小組決議，並報該管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備查。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由各區輔導分發作業小組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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