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學年度臺北市98學年度
輔導分發選習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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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說明會

報告人 江文章
年年 月月 日星期四日星期四年年 月月 日星期四日星期四

報告人：江文章
9898年年66月月44日星期四日星期四9898年年66月月44日星期四日星期四



宣導說明會報告主題

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簡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簡介

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開班學校簡介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開班學校簡介

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線上申請操作示範臺北市 學年度實用技能線上申請操作示範

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分發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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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簡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簡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簡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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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能學程的內涵

實用技能學程是以學生為中心、學校為本位的教育。實用技能學程是以學生為中心、學校為本位的教育。

注重學生多元性向與適性發展。

配合學生特質、結合學校師資、設備與社區資源，建
置實務技能學習核心，發展學校特色的教育環境。

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及後期中等教育新課程實施，延續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為具技藝傾向、就業意願強烈、國中技藝教育學程 為具技藝傾向 就業意願強烈
想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所設計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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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能學程的內涵

三年免學費三年免學費

強調技能學習

年段式課程設計 實用技能學程 就業

取得技術士證照

就業導向課程設計就業導向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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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特色

實用技能學程採年段式課程設計，以就業導向為實用技能學程採年段式課程設計，以就業導向為
目標，可學得一技之長。

實用技能學程可享有三年免學費優待實用技能學程可享有三年免學費優待。
輔導同學參加技能檢定，取得「技術士證照」。
學生修得一年段課程的學分數可獲頒「年段修業
證書」，修滿150學分者可獲頒畢業證書」。

實用技能學程畢(結)業後可就業、自行創業或升
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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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特色(1/2)( )

年段式課程意涵年段式課程意涵

11單 年段強調專精技能的習得單 年段強調專精技能的習得1.1.單一年段強調專精技能的習得。單一年段強調專精技能的習得。
2.2.各年段逐級加深加廣各年段逐級加深加廣((先專後廣先專後廣))。。
33 學生可分段升讀學生可分段升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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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學生可分段升讀。學生可分段升讀。



辦理特色(2/2)( )

技能水準符
就業導向課程意涵就業導向課程意涵

技能水準符
合職場需求

技能項目配
合社區產業

訓練重點融
入技能檢定

實用技能實用技能
學程課程學程課程

技能內容符
合職校課程

學習內涵強
調實務操作 合職校課程

技能目標對
應開設科目

調實務操作

應開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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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

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每週授課節數每週授課節數3535節節。。
••課程包括部定課程包括部定ㄧㄧ般科目般科目、、
部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定專業及實習科目 校校

••每週授課節數每週授課節數2525節節。。
••課程課程包括部定包括部定ㄧㄧ般科目般科目、、
部定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專業及實習科目 校校部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定專業及實習科目、、校校

訂訂科目科目。。
••三年三年段可修習總學分數段可修習總學分數為為

部定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專業及實習科目、、校校
訂訂科目科目。。
••三年三年段可修習總學分數段可修習總學分數為為••三年三年段可修習總學分數段可修習總學分數為為

180180～～192192學分學分。。
••三年三年段可修習總學分數段可修習總學分數為為
144144學分學分。。
••職場經驗及技能證照得職場經驗及技能證照得採採
計計66～～1818學分學分，，用以用以補足應補足應
修修畢業畢業學分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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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9898學年度學年度臺北市臺北市9898學年度學年度
實用技能學程開班學校簡介實用技能學程開班學校簡介實用技能學程開班學校簡介實用技能學程開班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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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
核定開班一覽表(1/6)核定開班 覽表(1/6)

校名
(學校代碼) 職群別 科別 辦理模式 核定班數 核定人數

(含身心障礙)(學校代碼) (含身心障礙)

南港高工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 夜間 1 40(1)
南港高工
(393401)

電機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 夜間 1 40(1)電機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 夜間 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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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
核定開班一覽表(2/6)核定開班 覽表(2/6)

校名
(學校代碼) 職群別 科別 辦理模式 核定班數 核定人數

(含身心障礙)(學校代碼) (含身心障礙)

松山家商松山家商
(393401)

商業與
管理群 銷售事務科 夜間 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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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
核定開班一覽表(3/6)核定開班 覽表(3/6)

校名
(學校代碼) 職群別 科別 辦理模式 核定班數 核定人數

(含身心障礙)(學校代碼) (含身心障礙)

稻江護家

家政群 美髮技術科 夜間 1 50(1)
稻江護家
(393401)

家政群 美顏技術科 夜間 1 50(1)家政群 美顏技術科 夜間 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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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
核定開班一覽表(4/6)核定開班 覽表(4/6)

校名
(學校代碼) 職群別 科別 辦理模式 核定班數 核定人數

(含身心障礙)(學校代碼) (含身心障礙)

稻江商職稻江商職
(36140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夜間 2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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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
核定開班一覽表(5/6)核定開班 覽表(5/6)

校名
(學校代碼) 職群別 科別 辦理模式 核定班數 核定人數

(含身心障礙)(學校代碼) (含身心障礙)

開平餐飲開平餐飲
(331303)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夜間 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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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98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
核定開班一覽表(6/6)核定開班 覽表(6/6)

校名
(學校代碼) 職群別 科別 辦理模式 核定班數 核定人數

(含身心障礙)(學校代碼) (含身心障礙)

滬江高中滬江高中
(381305)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夜間 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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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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分發對象：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並取得職群成績分發對象：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並取得職群成績
之國中畢(結)業生

輔導分發期程：98年5月31日至98年8月29日輔導分發期程：98年5月31日至98年8月29日
第一階段：6月25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
第二階段：8月25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第二階段：8月25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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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填寫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程序

1.1.各國中應輔導學生依生涯檔案填寫「各國中應輔導學生依生涯檔案填寫「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附件一附件一))」。」。
22 填寫填寫「「申請書申請書AA((附件二附件二))22..填寫填寫「「申請書申請書AA((附件二附件二))」」。。

向作業小組向作業小組申請申請。。

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150150元元//人人

向作業小組向作業小組申請申請。。填寫申請書填寫申請書AA之應屆或非應屆之應屆或非應屆。。

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150150元元//人人。。
((低低收入戶免收入戶免繳繳))

勾選身分別勾選身分別。。

填寫技藝教育修習點數填寫技藝教育修習點數。。
填寫完申請書後填寫完申請書後，，列印表件請列印表件請
相關承辦人員依序相關承辦人員依序簽章簽章。。

填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資料填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資料。。

參閱備註參閱備註11，，勾選勾選bb11或或bb22擇一擇一

1818

填選分發志願學校職群科別填選分發志願學校職群科別。。
參閱備註參閱備註11 勾選勾選bb11或或bb22擇擇
採計採計。。



第一階段分發作業申請文件

申請文件：申請文件：
升讀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如附件一)。
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A表(如附件二)。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A表(如附件二)
選修職群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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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技藝教育學程相關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簡章及各項表件由臺北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下載 :
h //192 192 135 23/ k/ kill /i d hhttp://192.192.135.23/work/skillcenter/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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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申請日期、申請方式

申請日期 時段(1) 時段(2)

98年6月11日98年6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9點~12點 下午1點~4點

98年6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9點~12點 ------------

申請文件採線上作業，申請表件列印核章後於指定時間內
親自送達臺北市立松山工農大同樓會議室。

非應屆生要親自報名。
報名費每人150元(低收入戶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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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分發作業(優先順序)( )

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畢((結結))業生為業生為
第一優先分發對象第一優先分發對象第 優先分發對象第 優先分發對象

非應屆畢非應屆畢((結結))業生為業生為
第二優先第二優先分發對象分發對象第二優先第二優先分發對象分發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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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分發作業(優先順序)( )
(1)(1)臺北市臺北市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
A.A.參加各直轄市、參加各直轄市、縣縣((市市))政府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
B.B.曾參加各直轄市、曾參加各直轄市、縣縣((市市))政府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C.C.低收入戶。低收入戶。
DD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D.D.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2)(2)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2)(2)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
A.A.參加各直轄市、參加各直轄市、縣縣((市市))政府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
B.B.曾參加各直轄市、曾參加各直轄市、縣縣((市市))政府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CC低收入戶低收入戶C.C.低收入戶。低收入戶。
D.D.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3)(3)非應屆畢非應屆畢((結結))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
A.A.參加各直轄市、參加各直轄市、縣縣((市市))政府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
曾參加各直轄市曾參加各直轄市 縣縣 市市 政府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 獲獎者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 獲獎者

2222

B.B.曾參加各直轄市、曾參加各直轄市、縣縣((市市))政府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C.C.低收入戶。低收入戶。
D.D.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第一階段錄取、報到、缺額公告作業

第一階段錄取公告第 階段錄取公告
98年6月18日(星期四)上午12時，公告於松山工農及
教育局網站。教育局網站

第一階段報到作業
時間：98年6月22日(星期一)下午6時至8時。時間：98年6月22日(星期 )下午6時至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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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下載)前往錄取學校報到

第一階段缺額公告
缺額公告時間98年6月29日(星期一)。缺額公告時間98年6月29日(星期一)。
當年度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不得申請改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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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填寫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程序
1.1.各國中應輔導學生依生涯檔案填寫「各國中應輔導學生依生涯檔案填寫「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附件一附件一))」。」。
22..曾選習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結))業生填寫業生填寫「「申請書申請書AA((附件二附件二))」」。。22..曾選習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結))業生填寫業生填寫 申請書申請書AA((附件二附件二))」」
33..未曾選習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結))業生填寫業生填寫「「申請書申請書BB((附件三附件三))」」。。
【【曾選習者填寫申請書曾選習者填寫申請書AA同第一階段申請填寫程序同第一階段申請填寫程序】】

向作業小組向作業小組申請申請。。
填寫申請書填寫申請書BB之個人基本資料之個人基本資料。。

向作業小組向作業小組申請申請

勾選勾選身分別身分別。。

繳交報名費繳交報名費150150元元//人人。。
((低低收入戶免收入戶免繳繳))

填寫填寫特殊表現簡述特殊表現簡述、、填寫填寫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填寫完申請填寫完申請書後書後，，列印表件請列印表件請

平均成績平均成績((前五學期前五學期))。。

2424

填寫完申請填寫完申請書後書後 列印表件請列印表件請
相關承辦人員依序相關承辦人員依序簽章簽章。。填選分發志願學校職群科別填選分發志願學校職群科別。。



第二階段錄分發作業(分發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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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非應屆畢(結)業生(申請書A)。二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非應屆畢(結)業生(申請書A)
三、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申請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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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分發作業申請文件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業生：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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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請或未錄取者，應送表件同第一階段申請表件。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應送表件同
第 階段申請表件第一階段申請表件。

2626



第二階段分發作業申請文件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業生：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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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B(如附件三)。

鄉(鎮 市 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

學校出具技藝學習傾向證明文件(生涯檔案輔導參考)。

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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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申請日期、申請方式

申請日期 時段(1) 時段(2)

98年7月30日98年7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9點~12點 下午1點~4點

98年7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9點~12點 ------------

申請文件採線上作業，申請表件列印核章後於指定時間內
親自送達臺北市立松山工農大同樓會議室。

非應屆生要親自報名。
報名費每人150元(低收入戶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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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分發作業(分發作業1)( )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業生：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業生：

應屆畢(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其分發作業依第1階
段作業辦理段作業辦理。

非應屆畢(結)業生為第二優先分發對象，其分發作業
以低收 戶優先 依第 階段作 辦以低收入戶優先並依第1階段作業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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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分發作業(分發作業2)( )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結))業生完成分發後，如有賸餘名額業生完成分發後，如有賸餘名額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畢((結結))業生分發業生分發

依序依序

((11))低收入戶低收入戶。。((22))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33))家戶年所得新臺幣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以下以下
同同））三十萬元以下三十萬元以下。。((44))家戶年所得六十萬元以下家戶年所得六十萬元以下。。((55))符合教符合教）） (( )) (( ))
育部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一百十四萬元以下育部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一百十四萬元以下。。((66))具技藝學習具技藝學習
傾向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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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分發作業(分發作業3)( )

分發作業以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B分發作業以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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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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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錄取公告、報到作業

第二階段錄取公告第二階段錄取公告
98年8月7日(星期五) 上午12時，公告於松山工農及
教育局網站。教育局網站。

第二階段報到作業
時間 98年8月14日(星期五)下午6時至8時時間：98年8月14日(星期五)下午6時至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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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下載)前往錄取學校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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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填寫方式

傅芳馨老師解說示範(請參閱手冊說明)傅芳馨老師解說示範(請參閱手冊說明)
 http://192.192.135.23/work/skillcenter/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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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8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9898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
學程線上申請操作手冊學程線上申請操作手冊學程線上申請操作手冊學程線上申請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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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

網址：http://content saihs edu tw/skillsign網址：http://content.saihs.edu.tw/skillsign
帳號：
ㄧ般國中：各校代號，例如011123。般國中：各校代號 例如011123
高中附設國中部：各校代號後加A，例如011123A。
密碼：98年6月3日當日書面通知。密碼：98年6月3日當日書面通知
線上作業時間：98年6月4日至98年6月12日上午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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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畫面

輸入各校帳號與輸入各校帳號與
密碼後按下登入密碼後按下登入密碼後按下登入密碼後按下登入
按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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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畫面

校名校名 新增申請資料新增申請資料校名校名

列出所有列出所有列出所有列出所有
申請資料申請資料變更密碼變更密碼

列印申請資料列印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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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密碼

打好新密碼後記得打好新密碼後記得
要按下修改要按下修改按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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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資料(1/2)( )

此畫面中每個欄位此畫面中每個欄位
都必須填寫都必須填寫資料。資料。都必須填寫都必須填寫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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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資料(2/2)( )
請依序由上往下請依序由上往下
填寫填寫，，中間不可中間不可
有有空行空行。。有有空行空行

請依據說明選擇請依據說明選擇
採計採計bb11或或bb22。。

志願請志願請由上由上往往
下下填寫填寫。。下下填寫填寫

最後請記得按最後請記得按
下儲存下儲存按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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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資料(範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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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刪除申請資料(1/2)( )

按下此按鈕可以修改按下此按鈕可以修改
或刪除該生或刪除該生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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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刪除申請資料(2/2)( )

修改方式同新修改方式同新
增申請增申請資料。資料。

按下刪除按鈕按下刪除按鈕
將刪除該筆申將刪除該筆申
請請資料。資料。

若是修改，最若是修改，最
後請記得按下後請記得按下

請請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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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記得按下後請記得按下
儲存儲存按鈕。按鈕。



列印申請資料

列印貴校所有的列印貴校所有的列印貴校所有的列印貴校所有的
申請學生申請學生資料。資料。 只列印有勾選的只列印有勾選的

申請學生申請學生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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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列印前畫面(1/2)( )

建議先設定列印建議先設定列印
格式，已取得最格式，已取得最
佳列印效果。佳列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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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列印前畫面(2/2)( )

刪除頁首與頁尾刪除頁首與頁尾
資訊。資訊。

邊界設定為邊界設定為5mm5mm。。邊界設定為邊界設定為5mm5mm

按下確定按鈕後按下確定按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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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儲存。



資料列印畫面

按下列印按下列印按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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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注意事項(1/2)( )

進入喜好設定進入喜好設定，，將將進入喜好設定進入喜好設定，，將將
列印方向改為列印方向改為「「橫橫
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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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注意事項(2/2)( )

A4A4尺寸尺寸

橫印橫印

確定按鈕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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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依據中華民國依據中華民國9898年年44月月2424日部授教中日部授教中((三三))字第字第0980503729C0980503729C號令修正文號令修正文

5050

依據中華民國依據中華民國9898年年44月月2424日部授教中日部授教中((三三))字第字第0980503729C0980503729C號令修正文號令修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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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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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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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國中技藝教育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國中技藝教育
學程學生生涯適性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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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學程，特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十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
實用技能學程：實用技能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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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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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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請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三、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請
各國中調查就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升讀實用
技能學程之意願。技能學程之意願。

各國中應於次年1月31日前，將調查結果陳報該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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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成四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考量各地區參與分區成
立輔導分發作業小組(以下簡稱小組)。

前項小組置委員7人至25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前項小組置委員7人至25人，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由承辦輔導分發學校校長擔任。
區域內僅有1所學校，且地域遼闊，校距太遠，無法區域內僅有1所學校 且地域遼闊 校距太遠 無法
合併辦理分發者，免組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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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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組之任務如下：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五、小組之任務如下：
依核班情形，擬定區域輔導分發之招生簡章。
依招生簡章製作文宣資料分送轄區內國民中學及辦理依招生簡章製作文宣資料分送轄區內國民中學及辦理
技藝教育學程高中職學校宣導。
依輔導分發作業原則辦理分發作業。依輔導分發作業原則辦理分發作業。
審訂與職群相關之特殊表現項目及給分基準。
辦理其他與輔導分發有關事項。辦理其他與輔導分發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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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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輔導分發作業期程自每年5月31日起至8月29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六、輔導分發作業期程自每年5月31日起至8月29
日止，分二階段辦理。

第 階段於6月25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 第二階第一階段於6月25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第二階
段於8月25日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
各區輔導分發作業之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申請日期、各區輔導分發作業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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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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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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輔導分發分二階段辦理，以18歲以下之國民中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七、輔導分發分二階段辦理，以18歲以下之國民中
學畢(結)業之學生為對象，其分發作業原則如下：

第一階段分發作業：第一階段分發作業：
(一)輔導分發對象：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並取得
得職群成績之國中畢(結)業生。得職群成績之國中畢(結)業生。
(二)辦理方式：
第一階段輔導分發時，每班應預留一個名額供身心第 階段輔導分發時，每班應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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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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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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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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請文件：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三)申請文件：
升讀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如附件一)。
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A(如附件二)。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A(如附件二)
選修職群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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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技藝教育學程相關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簡章及各項表件由臺北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下載 :
h //192 192 135 23/ k/ kill /i d hhttp://192.192.135.23/work/skillcenter/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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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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請方式：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四)申請方式：
應屆畢業生由各國中收齊審核申請輔導之表件後，
於規定日期前送達該區輔導分發作業小組(以下簡稱於規定日期前送達該區輔導分發作業小組(以下簡稱
小組)。
非應屆畢業生可由國中協助報名或學生親自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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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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發作業：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五)分發作業：
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應屆畢(結)業生(使用申請書A)
優先分發，其次為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非應屆畢
(結)業生(使用申請書A)。依下列順序分發：
–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
果展獲獎者並為低收入戶果展獲獎者並為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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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展獲獎者。

–低收入戶。
–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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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發作業：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五)分發作業：
以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A表之申請校
科志願順序進行分發；當同一校科志願順序之申請人科志願順序進行分發；當同 校科志願順序之申請人
數超過核定招生名額，以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修習
職群擇一成績最高之轉化分數、選讀職群數及特殊表
現得分三項計算積分 依積分高低進行分發作業 積現得分三項計算積分，依積分高低進行分發作業；積
分相同時，由各小組訂定優先分發順序。

(六)第一階段分發報到後，如有缺額應公告，並辦理(六)第一階段分發報到後，如有缺額應公告，並辦理
第二階段之分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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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分發作業：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第二階段分發作業：
(一)輔導分發對象：
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
提出申請或未獲錄取者。
未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應屆畢(結)業生。未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應屆畢(結)業生

(二)申請文件：
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畢(結)業生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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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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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應屆畢(結)業生：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未曾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應屆畢(結)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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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B(如附件三)。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
–學校出具技藝學習傾向證明文件(生涯檔案輔導參考
表)表)。

–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
技藝教育學程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技藝教育學程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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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方式：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三)申請方式：
由各國中收齊申請輔導之表件並審核後，於規定期限
內送達該區小組或由學生或學生家長檢具相關文件逕內送達該 小組或由學 或學 家長檢具相關文件逕
向各區小組申請。

(四)分發作業：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應屆畢(結)業生為優先分
發對象，其分發作業比照第一階段分發作業辦理。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非應屆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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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
第 階段分發作業辦理第一階段分發作業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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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優先順序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進行分發，其優先順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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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低收入戶。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1)低收入戶
– (2)中低收入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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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四萬元以下。
(6)具技藝教育傾向 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檔案輔導參– (6)具技藝教育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檔案輔導參
考表)。

分發作業以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B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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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度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不得申請改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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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表之積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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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群成績轉化分數」，指該生所選讀技藝教育學程職群成績轉化分數」 指該生所選讀技藝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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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 [（x – x”）/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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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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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表現得分」，指與申請職群相關之特殊優異表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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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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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至8分、
區域級4分至6分、縣市級2分至4分(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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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發放榜及報到程序作業如下：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九 分發放榜及報到程序作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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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學歷證明及錄取通知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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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度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不得申請改分發。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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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填寫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程序如下：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十 填寫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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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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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選習之各職群轉化成績分數及所有職群 均分數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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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實際表現填寫特殊表現簡述。依實際表現填寫特殊表現簡述。
相關人員依序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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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辦理實用技能學程學校應依第七點所定輔

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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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者，其缺額部分由各校自行辦理招生，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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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報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定之政機關核定之。

十二、各區輔導分發結果須經小組決議，並函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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