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立福科國中
升學管道、模擬選填

宣導

時間：110年12月30日

地點：力行館

主講：註冊組長賴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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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項目

•升學管道

•高中免試入學

•五專全國優先免試入學

•五專分區聯合免試入學

•模擬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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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

免
試
入
學

校內直升入學

免試入學-高中、五專

技優甄審

單獨招生(含園區生)

特
色
招
生

甄
選
入
學

科學班

藝才班

體育班

高職專業群科

考試分發入學

111學年度中投區高中適性入學管道

其
他

實用技能學程
建教合作班
體育績優
軍校

中投區沒有，
但其他區有。

+試辦完全免試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44

科學班

藝
才
班

音樂班
得
辦
理
續
招

美術班

舞蹈班

戲劇班

體育班

高職專業群科
去年14校23科
1187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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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重要日程

科學班
報名 111/02/21 ~ 03/04
能力檢定 111/03/12
錄取報到 111/04/08

特色招生專業
群科甄選入學

報名 111/03/14 ~ 03/18
術科測驗 111/04/23 ~ 04/24
放榜 111/06/15
報到 111/06/16
放棄、遞補截止 111/06/17

藝才班

術科測驗報名 111/02/21 ~03/04

術科測驗
戲劇、美術班 111/04/09~04/10
舞蹈、音樂班 111/04/16~04/18

分發報名 111/06/10 ~06/16
分發報到 111/07/12、13

體育班

術科測驗報名 111/05/02 ~ 05/04
術科測驗 111/05/07
放榜 111/05/09
報到 11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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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專業群科甄選

•科學班、藝才班、體育班

⊙科學班：教務處註冊組
⊙藝才班：輔導室特教組
⊙體育班：學務處體育組

⊙可詢問輔導室資料組
⊙由學生個別前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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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的資料 高職專業群科甄選學校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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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的資料 高職專業群科甄選學校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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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的資料 高職專業群科甄選學校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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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餐飲科110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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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校會辦理先修班或說明會。例如：明道。



本校可選填之就學區

• 高中免試入學：只能選填中投區(臺中、南投)的
高中職，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宜蘭縣學校
均不得選填，選填系統亦看不到其他縣市之志願
學校。欲選填其他區高中職需申請變更就學區。

• 五專全國優先免試入學：能選填全國五專44校。

• 五專分區聯合免試入學：北區、中區、南區三區
可同時報名，各區僅可報名一校。若報名二區以
上，最後只能擇一區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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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

• 搬家遷徙(需附戶口名簿影本)

• 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

• 就讀區內未設置之課程群別
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 特殊理由。

條 件

• 請於3月底前將遷出後之戶口名簿影本
交至註冊組，以利協助發文申請。

13



高中免試入學
111年承辦學校：沙鹿高工

https://slvs.tc.edu.tw/p/403-1082-312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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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優生甄審比
免試入學早進行!

報名技優生甄審後
再報名免試入學不用繳費

110年的資料

⊙由輔導室
資料組負責



高中免試入學招生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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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1.變更就學區 111.5.2發文(三月底前交戶口名簿)

2.超額比序積分
採計截止日

111.4.29

3.個人序位查詢 111.6.23中午12:00～111.6.28中午12:00

4.網路志願選填 111.6.23中午12:00～111.6.28中午12:00

5.集體報名 111.6.30(校內報名預定111.6.27)

6.分發結果公告 111.7.12上午11:00

7.報到 111.7.14

8.放棄錄取 111.7.18下午2:00前



未超額則全額錄取，超額則比序錄取

•當登記人數未超過招生學校之名額時，全額錄取。

•當登記人數超過主管機關核定學校之招生名額，

依本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進行比序。

免試入學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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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

志願序 上限30分
第1-10志願序

30分
第11-20志願序

29分
第21-50志願序

28分

就近入學 上限10分
符合中投區免試就學區者10分

符合中投區共同就學區者10分

扶助弱勢 上限3分
符合偏遠地區者1分（國中三年就讀偏遠地區學校）
符合中低收入戶者1分
符合低收入戶者2分

該志願序校科同分。（連續選填同一學校不同科者皆為同一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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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
習表現

均衡

學習
上限12分

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達60分……..

(含)以上者。每一領域可得4分。

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

德行

表現
上限5分

社團(2分)、服務學習(3分) (採計到111年4月29日止)
1.由國中認證。
2.任一學期參加一項校內社團者給1分。
3.任一學期累積校內服務學習滿6小時者給1分。

無記過
紀錄 上限6分

無處分紀錄及銷過後無懲處紀錄者6分；

銷過後無小過(含)以上紀錄者3分。依銷過後計算。
(無功過相抵，3支警告＝1支小過)

(採計到111年4月29日止)

獎勵
紀錄

上限4分
大功每支3分；小功每支1分；嘉獎每支0.5分。……….
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採計到111年4月29日止)

教育會考表現 上限30分
「精熟」者每科得6分；「基礎」者每科得4分；………..
「待加強」者每科得2分。

總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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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免試入學
• 超額比序及分發作業範例

免試入學總積分

志願序積分

就近入學積分

扶助弱勢積分

比
序
開
始

志願序積分+就近入學積分+扶助弱勢積分
+多元學習表現績分+教育會考表現積分

每10個志願序為同一群組，皆為同一積分
連續選填同校不同科者皆為同一志願序積分
第1~10志願序30分
第11~20志願序29分
第21~50志願序28分

1.國中三年皆就讀偏遠地區學校者1 分，偏
遠地區學校係報准主管機關核備有案者。

2.低收入戶(2 分)，中低收入戶(1 分)係領
有鄉、鎮、市、區公所證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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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免試入學
• 超額比序及分發作業範例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

多元學習表現

均衡學習 德行表現 無記過紀錄 獎勵紀錄

教育會考表現總積分

均衡學習、獎勵記錄採計到國三上學期
德行表現、無記過紀錄採計到111.04.30前

國文科積分+數學科積分+英語科積分+社會科積分+自然科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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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免試入學
• 超額比序及分發作業範例

會考成績總點數
(最高111點)

會考成績等級標示加總

總點數=教育會考各科點數與作文點數總和

會考等級標示 Ａ++ Ａ+ Ａ Ｂ++ Ｂ+ Ｂ Ｃ

點數 21 18 15 12 9 6 3

寫作測驗級分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點數 6 5 4 3 2 1

22

教育會考各科成績等級標示+號的加總
先比A的＋號總和
再比B的＋號總和



高中職免試入學
• 超額比序及分發作業範例

國文科 數學科 英語科 社會科 自然科

國文科
成績標示

數學科
成績標示

英語科
成績標示

社會科
成績標示

自然科
成績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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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之校序順次

志願序之順次



志願數 志願序 志願 群科 志願積分

1 1 國立OO高中 學術群 30

2 2 國立XX高中 學術群 30

3 3 國立OO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30

4 3 國立OO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30

5 4 市立△△ 學術群 30

6 5 國立XX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7 6 國立OO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8 6 國立OO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30

9 7 國立△△高工,電機科 電機電子群 30

10 8 國立OO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志願選填範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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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數 志願序 志願 群科 志願積分

11 9 國立OO高中 學術群 30

12 10 國立XX高中 學術群 30

13 11 國立**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29

14 11 國立**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29

15 11 國立**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29

16 11 國立**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29

17 11 國立**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29

18 12 市立△△高中 學術群 29

19 13 國立△△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29

20 14 國立XX高工,電機科 電機電子群 29

❖志願選填範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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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數 志願序 志願 群科 志願積分

1 1 國立OO高中 學術群 30

2 2 國立XX高中 學術群 30

3 3 國立**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30

4 3 國立**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30

5 3 國立**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6 3 國立**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30

7 3 國立**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8 4 國立oo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30

9 4 國立oo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10 4 國立oo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30

❖志願選填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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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數 志願序 志願 群科 志願積分

11 4 國立oo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30

12 4 國立oo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13 5 私立xx高中,普通科 學術群 30

14 5 私立xx高中,板金科 機械群 30

15 5 私立xx高中,機械科 機械群 30

16 5 私立xx高中,化工科 化工群 30

17 5 私立xx高中,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18 6 私立xx高中進修學校,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19 7 國立##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20 7 國立##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30

❖志願選填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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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兩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總積分相同，

甲：志願序30分、就近入學10分、扶助弱勢2分、

均衡學習12分、德行表現5分、無記過紀錄6分、

獎勵紀錄4分、會考表現(2A3B)24分，

總積分94分。

乙：志願序30分、就近入學10分、扶助弱勢0分、

均衡學習12分、德行表現5分、無記過紀錄6分、

獎勵紀錄4分、會考表現(3A2B)26分，

總積分94分。

甲先錄取！因為甲扶助弱勢2分
乙扶助弱勢0分

比序順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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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兩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總積分相同，

甲：志願序30分、就近入學10分、扶助弱勢0分、

均衡學習12分、德行表現5分、無記過紀錄6分、

獎勵紀錄4分、會考表現(1A4B)22分，

總積分89分。

乙：志願序30分、就近入學10分、扶助弱勢0分、

均衡學習12分、德行表現5分、無記過紀錄0分、

獎勵紀錄4分、會考表現(4A1B)28分，

總積分89分。

甲先錄取！因為甲無記過紀錄6分
乙無記過紀錄0分

比序順序1



銷過很重要



會考總積分先比序：

1.甲：國數英社自為

A、A、A、A、A     作文0級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
A++、A ++ 、A ++ 、A ++ 、B ++

作文6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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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分30分

乙會考總積分28分

總積點75點

總積點96點

比序順序2



會考總積分先比序：

2.甲：國數英社自為

A、A、A、A、B     作文0級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
A++、A ++ 、A ++ 、 B ++ 、B ++

作文6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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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分28分

乙會考總積分26分

比序順序2



會考總積分先比序：

3.甲：國數英社自為

B、B、B、B、B     作文0級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
B++、B ++ 、B ++ 、 B ++ 、C
作文6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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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分20分

乙會考總積分18分

比序順序2



A>B>C
五科都要好

除了保持優勢科目
更要先救弱科



總積分相同時，比總積點：

1.甲：國數英社自為

A++、A ++ 、A ++ 、A ++ 、A ++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

A ++ 、A ++ 、A ++ 、A ++ 、A ++

作文5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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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點=21x5+6=111點

乙會考總積點=21x5+5=111點

比序順序3



總積分相同時，比總積點：

2.甲：國數英社自為

A++、A ++ 、A ++ 、A ++ 、A ++

作文4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

A、A、A、A、A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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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點=21x5+4=111點

乙會考總積點=15x5+6=81點

比序順序3



總積分相同時，比總積點：

3.甲：國數英社自為

A++、A ++ 、A ++ 、A ++ 、B ++

作文4級分（會考總積分28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

A +、A + 、A + 、A + 、B + +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2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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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點=21x4+12+4=100點

乙會考總積點=18x4+12+6=90點

比序順序3



總積分相同時，比總積點：

4.甲：國數英社自為

A+、A + 、A + 、B + + 、B + +

作文4級分（會考總積分26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

A + 、A + 、A + 、B + + 、B +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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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點=18x3+12x2+4=82點
乙會考總積點=18x3+12+9+6=81點

比序順序3



結論：
錯越少越好



總積分、總積點相同時，比會考成績等級標示加總：

1.甲：國數英社自為

A + + 、A + + 、A、A、A

作文3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總積點90點）

乙：國數英社自為

A + + 、A + 、A、A、A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總積點9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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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等級標示加總=4個A的+號

乙會考等級標示加總=3個A的+號

比序順序4



總積分、總積點相同時，比會考成績等級標示加總：

2.甲：國數英社自為

A + 、A + 、A + 、B + 、B +

作文5級分（會考總積分26分、總積點77點）

乙：國數英社自為

A + 、A + 、A、B + + 、B +

作文5級分（會考總積分26分、總積點7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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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等級標示加總=3個A的+號
乙會考等級標示加總=2個A的+號

比序順序4



總積分、總積點相同時，比會考成績等級標示加總：

3.甲：國數英社自為

A++、A、B++、B+、B

作文3級分（會考總積分24分、總積點66點）

乙：國數英社自為

A+、A+、B+、B+、B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24分、總積點6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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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先錄取！因為先比A的+號，再比Ｂ的+號

甲會考等級標示加總=2個A的+號、3個B的+號

乙會考等級標示加總=2個A的+號、2個B的+號

比序順序4



「+號」
越多越好



44

比到單科成績標示均相同時，比志願序之校序順次

甲、乙兩人會考所有分數均相同，

甲：將○○高職資訊科填在

第 2 個志願序群組的第 3 個志願(2,3)

乙：將○○高職資訊科填在

第 4 個志願序群組的第 1 個志願(4,1)，

甲先錄取！因為甲在第2個志願序
乙在第4個志願序

比序順序倒數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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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到志願序之校序順次均相同時，比志願序順次

甲、乙兩人會考所有分數均相同，

甲：將○○高職機械科填在

第 3 個志願序群組的第 2 個志願(3,2)

乙：將○○高職機械科填在

第 3 個志願序群組的第 4 個志願(3,4)，

甲先錄取！因為甲在第3志願序的第2志願
乙在第3志願序的第4志願

比序順序最後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術系、音樂系、舞蹈系

•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美術專長

•兩校獨立招生，考生個別報名

•辦理時間較五專免試早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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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免試入學

第1階段：全國優先免試(名額占60~100%)

111年承辦學校：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第2階段：分區聯合免試(名額占0~40%)

北區→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中區→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五專全國優先免試入學
111年承辦學校：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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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報名方式：由國中學校「集體報名」

• 免試生報名時可選填至多 30個科(組)志願

• 採用全國一區依免試生分發順位與志願序由

電腦統一分發

• 共計44所學校參與招生，提供國中應屆畢業生

16,356個招生名額，選擇入學五專機會

49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方式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

50

代
碼

學校
代
碼

學校
代
碼

學校
代
碼

學校

10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09 弘光科技大學 244 慈濟科技大學 60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11 正修科技大學 245 致理科技大學 60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15 美和科技大學 246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60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2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47 東方設計大學 60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28 南開科技大學 249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60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32 美和科技大學 411 南亞技術學院 60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38 大華科技大學 415 黎明技術學院 60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 南臺科技大學 239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41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61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4 嘉南藥理大學 240 醒吾科技大學 419 大同技術學院 61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6 龍華科技大學 241 文藻外語大學 50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61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7 輔英科技大學 243 華夏科技大學 50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832 康寧大學

111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各招生學校（計44校，其中9校為國立校院，35校為私立校院）

(依簡章公告為準)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期程

51

項目 時間

1.簡章公告 ⚫ 111.1.15

2.集體報名 ⚫ 111.5.17am10:00～5.21 pm12:00

3.志願選填

⚫ 模擬上網選填5.24~6.1

⚫ 正式上網選填6.3~6.8 pm17:00止

(選填完，按送出後，不得再更改)

4.錄取公告 ⚫ 111.6.10 am9：00起

5.錄取報到 ⚫ 111.6.15 pm15：00止

6.放棄錄取 ⚫ 111.6.15 pm15：00止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積分採計

52

積分採計
項目

積分
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說明

志願序
(1~30)

26
每五志願為一群：第1-第5志願:26分、第6-第10志願:25分、第11-第15志願:24分、

第16-第20志願:23分、第21-第25志願:22分、第26-第30志願:21分

多元
學習
表現

競賽 7

15

簡章“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7-1分

採計日期：國中就學期間至111.5.14(含)前為限

服務
學習

15

1.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2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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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滿1小時0.5分。

3.班級幹部除副班(社)長，其餘副級幹部不計

4.採計日期：國中就學期間至111.5.14(含)前為限

技藝優良 3
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90分以上：3分、80分以上未滿90分：2.5分、

70分以上未滿80分：1.5分、60分以上未滿70分：1分

弱勢身分 3 低收入戶：3分；中低收入戶、支領失業給付、特殊境遇家庭：1.5分(符合一項即可)

均衡學習 21 健康與體育、藝術(或藝術與人文)、綜合、科技：7分/領域 (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

國中教育
會考

32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 A++、 A+、 A 、 B++、 B+ 、 B 、 C

6.4分、6分、5分、4分、3分、2分、1分

寫作測驗 1
寫作測驗分六級分：6級分、 5級分、 4級分、 3級分、 2級分、 1級分

1分 、 0.8分、 0.6分、 0.4分、 0.2分、 0.1分

總積分
【上限】

101 會考科目違規每扣1點，則扣該科積分0.15分， 至該科積分零分為止。



護理科、護理助產科及國立招生學校之各科組

，總積分計算項目須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非護理科及護理助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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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積分採計-教育會考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同分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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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積分
101～21

1
均衡學習
21、14、7、0

2
技藝優良

3、2.5、1.5、
1、0

3
志願序

26～21

4
弱勢身分

3、1.5、0

6
會考+寫作

33～0

5多元
學習表現

0~15

7
服務學習

15～0
(級距0.25)

9
國文

A++> A+> A> B++> 
B+> B> C>缺考

8
競賽

7、6、5、4、
3、2、1、0

10
數學

A++> A+> A> B++> 
B+> B> C>缺考

11
英語

A++> A+> A> B++> 
B+> B> C>缺考

12
自然

A++> A+> A> B++> 
B+> B> C>缺考

13
社會

A++> A+> A> B++> 
B+> B> C>缺考

14
寫作測驗
6> 5> 4> 3> 2> 1>

缺考

積分採計無論是否採計會考成績，於同分比序項目
皆為一致標準，且均包含會考科目之比序。



五專分區聯合免試入學

111年承辦學校：

北區→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nenter5/

中區→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exam.jente.edu.tw/

南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https://s5.nkuht.edu.tw/

55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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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1.簡章公告 111.1.15

2.集體報名 111.6.23am10:00～7.1 pm15:00

3.寄發聯合免試
入學成績暨現
場登記分發報
到通知單

111.7.8寄發

4.現場登記分發
報到

111.7.13(分梯次分發報到)

5.放棄錄取 111.7.18 pm15：00止



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弘光科技大學

• 南開科技大學

•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分區聯免各區只能選一校報名
57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 多元學習表現(上限16分)

–競賽(上限7分) ：市級以上競賽獲獎可得分

–服務學習(上限7分)：
1.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
期得1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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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
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滿4小時得1分。

3.班級幹部除副班(社)長，其餘副級幹部不計

–日常生活表現(上限4分)：
無小過以上紀錄，功過折算相抵後可得1～4分

–體適能(上限6分) 58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 技藝優良(上限3分)

–依技藝班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得分

• 弱勢身份(上限2分)

• 均衡學習(上限6分)

–健體、藝文、綜合、科技領域，每領域及格得2分

• 適性輔導(上限3分)

–依生涯紀錄手冊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家長意見、
導師意見、輔導教師意見3者勾選五專得分

• 會考成績(上限15分)精熟3、基礎2、待加強1

• 其他(上限5分)：各五專自訂
59



其他項目積分採計

60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採計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多益測驗(TOEIC)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採計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多益測驗(TOEIC)、

托福測驗(TOEFL) 、雅思測驗(IELTS)、劍橋測驗

• 弘光科技大學

採計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多益測驗(TOEIC)

•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醫護職群』技藝教育課程積分、仁德醫專認證之專業課程研

習時數(仁德會不定期辦理體驗活動及說明會，可取得時數)

• 各項證明需於111.5.14前取得才能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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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 北區、南區五專學校較多，

北、中、南三區聯免可同時報名。

2. 各區僅可選一校報名，

科系於現場登記分發時做選擇。

3. 北、中、南三區現場登記分發同天，

故只能選一區報到(交畢業證書正本)

，可依各區寄送之排名序位決定。

五專聯合免試報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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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登記分發注意事項

• 登記有分梯次，務必提早於報

到通知單上所列時間前到達，

超過登記時間就無法進入登記

分發會場。

• 必須攜帶分發通知單、身份證

明文件、畢業證書正本，未攜

帶正本亦無法參加登記分發。



高中、五專免試報到

• 可同時報名高中、五專及其他獨招(

如：園區生)。

• 報到順序：

中科實中園區生(約6月9日)→

五專優先免試(6/21)→

五專聯合免試現場登記分發(7/13)→

高中免試(7/14) 69



高中、五專免試報到規定

• 報到時間有先後，若已於前面管道
報到者，已佔招生名額，就無法於
後面管道報到。
★違者取消所有錄取資格。

• 不前往報到＝放棄錄取資格。

• 若報到後反悔，可於公告期限內放
棄錄取資格，即可參加後續的升學
管道。 70



71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免試入學續招資訊網
https://project.tnvs.tn.edu.tw/continu_stud/

最後管道：
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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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試續招不受就學區限制。

• 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應依各就學區免試入學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 學生報名資格

– 尚未有學校就讀之學生。

– 參加技藝技能優良甄審入學、免試入學(包括直升入

學)或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甄選入學獲錄取，並

向錄取學校完成報到手續者，因特殊因素必須離開原

錄取報到學校所在之就學區，經提出證明文件並取得

原報到學校書面同意後，始得報名參加。

•學生因父母、其他法定代理人工作地異動，須搬

家遷徙。

•家庭特殊境遇，須進行安置。

※學生需自行留意，自行報名



模擬選填

第1次：01/05～01/14

第2次：03/28～04/1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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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進入系統



步驟2：登入

75

※使用Chrome瀏覽器操作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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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選擇登入身份



步驟4：輸入帳號密碼

77

下拉選單選擇學校或查詢「福科」

帳號：身份證字號

密碼：身分證末4碼+出生
月日4碼，共8碼

驗證碼：依圖示輸入



步驟5：修改密碼重新登入

78

首次登入，務必
完成修改密碼，
才可以執行其它
功能哦！

修改登入密碼，確定儲存後，系統會自動登出，
請以新密碼再次登入系統。並請牢記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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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先瀏覽資訊安全宣告內容
2.勾選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內容。

3.點選「確認送出」按鈕。

步驟6：資訊安全宣告



步驟7：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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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完成適性輔導
問卷調查的填報，
才可以執行選填志
願功能哦！



步驟8：確認基本資料及比序成績

點選基本資料與超額比序成績查詢

81
※此積分為目前積分，非最終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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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8：確認基本資料及比序成績

跳出視窗，點選下載檔案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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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基本資料是否正確



步驟9：進入志願選填

點選志願選填(免試)

84



免試志願選填注意事項

85

集體報名學生

⚫ 模擬選填志願期間，首次登入志願選填頁面，務必先完成適

性輔導問卷填報，才可選填志願。

⚫ 建議選填過程中，每隔一段時間按下「儲存志願」按鈕，以

避免停電等情況導致所選志願遺失。

⚫ 選填完畢，務必按下「儲存志願」按鈕，並至「查詢我的志

願資料」頁面確認您選擇的志願及排序。

⚫ 志願選填開放期間尚未列印報名表前，可無限次修改志願及

變更順序。

⚫ 安全性考量，在選填志願期間若要離開位置，務必先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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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閱讀注意事項。

2. 選擇免試欲加入科組：下拉選單選擇學校、科組、學校序。

3. 點選【加入】按鈕。

4. 調整排序。

5. 點選【儲存志願】按鈕。

【志願選填相關作業】/【志願選填(免試)】

【加入】：只是暫存志願，
並不會儲存到系統哦！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免試志願選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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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0：選擇志願

志願別:已儲存

志願數/可選

志願總數

該項科組招生資訊

可輸入學校名稱查詢或選擇學校
1

2

3

4

刪除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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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積分計算說明

總積分計算說明



步驟11：調整志願序

上
下
移
動

數
入
數
字

8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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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2：查詢我的志願資料

點選查詢我的志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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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志願完成後，
務必到【查詢我的
志願資料】頁面，
確認所選的志願及
順序哦！

步驟13：確認志願順序



諮詢單位

• 免試模擬選填：輔導室資料組、教務處註冊組

• 會考、免試入學報名：教務處註冊組

• 藝才班(音樂、美術、舞蹈、戲劇)：輔導室特教組

• 體育班、體育績優：學務處體育組

• 軍校：學務處訓育組

• 技優生、實用技能班、建教合作班：輔導室資料組

• 科學班：教務處註冊組

• 中科實中園區生獨招：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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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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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國中首頁→學生專區→升學專區



高中免試跨區生
中科園區生

尚未登記者

請來前面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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