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2學年度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職 

實用技能學程說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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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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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適性揚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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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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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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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5 月 3日（星期五）13：30～17：00。 

二、地點：臺北巿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大同樓 3樓電腦教室）。 

         【臺北巿信義區忠孝東路 5段 236 巷 15 號】 

陸、研討內容 

一、臺北巿 102學年度輔導分發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活動實施之研討。 

二、研討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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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巿 102學年度輔導分發選習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實施研討會時間表 

時  間 102年 5 月 3日（星期五） 主 持 人 備 註 

13:30～14:00 報 到 施主任政文  

14:00～14:10 開 幕 式 
譚科長以敬 

陳校長貴生 
 

14:10～15:00 
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職實用

技能學程活動實施計畫內涵、方式 
施主任政文  

15: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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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7:00 
報名表填寫及線上報名作業說明 

(松盟科技) 
吳政哲經理  

17:00～17:10 綜合座談及閉幕 
譚科長以敬 

陳校長貴生 
 

柒、注意事項 

一、參加研討人員請向所屬學校辦理公假課務排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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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交通工具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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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施政文主任 電話：2722-6616 分機 401 

王淳葦組長 電話：2722-6616 分機 403 

            傅芳馨組長 電話：2722-6616 分機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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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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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火車：松山火車站至本校（步行約 20分鐘） 

2. 公車： 32、51、212（直行）、232（副）、261、263、270、281、284、611、

651在「市立工農」站下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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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學年度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職 

實用技能學程招生簡章 

壹、依據 

        99年 5月 7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90505663B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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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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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展其才能，

學習一技之長。 

叁、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肆、開班辦理模式 

一、 日間上課：學生三年修足一五０學分，核發畢業證書。 

二、 夜間上課：提供學生三年修得一五０學分，核發畢業證書(另採計職場經驗、技能檢定証照

採計學分或搭配建教合作教育採認學分)。 

伍、輔導分發 

一、 輔導分發作業時程自 102年 3月 22日至 8月 29日，分 2階段辦理。 

二、 第 1階段於 6月 25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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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星期三)前完成分發及報到作業。 

陸、開班原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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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分發作業招收學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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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輔導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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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依教育部「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用技能學程三年免學費經費補助注意事項」，就讀實

用技能學程學生三年免繳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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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臺北市 102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核定開班一覽表 

102學年度臺北區實用技能學程招生科班一覽表如下表(依核定招生名額，每班應預留一個

名額供身心障礙十二年就學安置學生入學)。 

學 校 名 稱 

代碼 

(聯絡電話) 

職群與科別 
志願

代碼 

年

段 
班數 

上課方式 
招生 

人數 
備註 上課

時段 

每週

節數 

市立南港高工 

393401 

(02-2782543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 
A1 3 1 日間 35 40 男女兼收 

市立松山家商 

323401 

(02-2726-1118) 

商業與管理群 

銷售事務科 
B1 3 1 夜間 25 40 男女兼收 

私立稻江護家 

341402 

(02-25955161) 

美容造型群 

美髮造型科 
C1 3 1 夜間 25 50 僅收女生 

美容造型群 

美容造型科 
C2 3 1 夜間 25 50 僅收女生 

私立稻江商職 

361401 

(02-25912001)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D1 3 2 夜間 25 100 男女兼收 

私立開平餐飲 

331404 

(02-27556939)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E1 3 1 夜間 25 50 男女兼收 

私立滬江高中 

381302 

(02-8663112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F1 3 1 夜間 25 50 男女兼收 

合  計 6 校 4群 5科  8   380  

    註：本表若有異動，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之核定開班公文為依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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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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職群成績之國中畢（結）業生。 

申請

文件 

一、 升讀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如附件一）。 

二、 輔導分發選習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A表（如附件二）。 

三、 選修職群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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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六、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七、 簡章及各項表件由臺北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下載： 

http://cweb.saihs.edu.tw/web/skillcenter/。 

申請 

日期 

一、 102.05.29(星期三)至 102.06.03(星期一)，各國中受理第一階段報名及線上填報，並列印

報名相關文件(A 表及報名總表)。 

二、 102.06.04(星期二)至 102.06.05(星期三)中午 12:00前，本校受理國中集體報名及個別報

名。 

三、 通訊報名者於 102.06.05(星期三)前掛號寄至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收（報名

費請以郵政匯票寄送）。 

申請 

方式 

一、 由各國中收齊申請之表件審查並核章後，於申請日期限內親自送達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大同樓 4樓實習處。 

（承辦人員：實習處建教合作組王淳葦組長、傅芳馨老師；聯絡電話：27226616轉

401~408） 

二、 個別報名及非應屆畢業生應親自報名申請。 

三、 報名費每人 150元，低收入戶檢具證明文件者免收報名費。 

四、 每位學生報名以一區為限，如有跨區重覆之情形，家長應回至第 1次報名區取消報名

後，方可至第 2區報名。 

分發

作業 

一、分發優先順序：依其志願序並按下列規定順序分發 

順序(一)：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分發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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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者。 

4.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 

順序(二)：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分發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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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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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第 2階段分發作業要點 

4.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 

二、前各項申請人數超過核定招生名額時，以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進行分發作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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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榜

日期 

102.06.13(星期四)上午 10 點，公告於教育局網站及臺北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cweb.saihs.edu.tw/web/skillcenter/ 

報到 

日期 

一、 時間：102.06.18 (星期二)18：00~20：00。 

二、 錄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學歷證明及錄取通知單前往錄取學校報到。 

備註 
一、 102.06.25(星期二)公告缺額。 

二、 當年度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不得申請改分發。 

名稱 要項內容 

分發 

對象 

一、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畢（結）業生於第一階段未提出申請或未獲錄取者。 

二、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 

申請

文件 

一、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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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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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表(如附件三）。 

(三)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四) 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 

(五) 學校出具技藝學習傾向證明文件（生涯檔案輔導參考）。 

(六) 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 

(七)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三、 簡章及各項表件臺北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下載：  

http://cweb.saihs.edu.tw/web/skillcenter/。 

申請 

日期 

一、 102.07.17(星期三)至 102.07.22(星期一)，各國中受理第二階段報名及線上填報，並列

印報名相關文件(A 表、B表及報名總表)。 

二、 102.07.22(星期一)至 102.07.23(星期二)中午 12:00前，本校受理國中集體報名及個別報

名。 

三、 通訊報名者於 102.07.21(星期日)前掛號寄至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收（報名

費請以郵政匯票寄送）。 

申請 

方式 

一、 由各國中收齊申請之表件審查並核章後，於申請日期限內親自送達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大同樓 4樓實習處。 

二、 由學生（學生家長）檢具相關文件逕向松山工農申請報名。（承辦人員：實習處建教合

作組王淳葦組長、傅芳馨老師；聯絡電話：27226616轉 4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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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費每人 150元，低收入戶檢具證明文件者免收報名費。 

四、 每位學生報名以一區為限，如有跨區重覆之情形，家長應回至第 1 次報名區取消報名

後，方可至第 2區報名。 

 

 

分發

作業 

一、 曾選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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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前述各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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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低收入戶。 

(二)中低收入戶。 

(三)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以下同）三十萬元以下。 

(四)家戶年所得六十萬元以下。 

(五)符合教育部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一百十四萬元以下。 

(六)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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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殊表現及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

平均成績加總後依分數高低為進行分發。 

放榜

日期 

102.07.26(星期五)上午 10點，公告於教育局網站及臺北市技藝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cweb.saihs.edu.tw/web/skillcenter/。 

報到 

日期 

一、 時間：102.08.02(星期五)18：00~20：00。 

二、 錄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學歷證明及錄取通知單前往錄取學校報到。 

備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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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報到後已達 20 人者，其缺額部分，由各校自行辦理招生。 

三、 當年度輔導分發以一次為限，並不得申請改分發。 

四、 各校科班於第二階段報到後未達 20 人者得不予開班，原已分發報到學生由各高中職自

行輔導學生改分發至同校其他科班或鄰近學校就讀，不願接受改分發者呈報本會協調

改分發作業；如仍不願接受改分發者視同放棄分發錄取資格，且不得要求退還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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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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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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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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於各階段完成輔導分發作業後，由本分發作業小組召開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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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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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完申請書後，請相關人員(承辦人、主任)依序簽章。 

     

拾叁、其他 

一、本簡章經本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二、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規辦理，若有相關法令規章未能明定，而造成疑義者，由本會

召開會議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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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學生姓名： 
□應屆畢業：____年____班 

□非應屆畢業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術性向 
（所有國中 
生均適用） 

職業性向（以高職職群分類名稱填寫） 師長綜合意見 

（    ）職群 （    ）職群 （    ）職群 導師意見： 

 

 

 

 

 

 

 

 

 

 

 

 

 

簽章： 

輔導老師請依學生

上述自評及在校表

現勾選下列選項： 

 

□ 具技藝學習傾

向。 

 

□ 不具技藝學習

傾向。 

 

     

 

 

 

 

 

簽章： 

家長意見： 

 

 

 

 

 

 

 

 

 

 

 

 

 

簽章： 

個
人
因
素 

學業表現     

適合我的能力     

適合我的性向     

適合我的興趣     

適合我的價值觀     

適合我的人格特質     

適合我的健康狀況     

環
境
因
素 

適合目前家庭經濟狀況     

符合家人期望     

符合社會潮流     

朋友建議     

資
訊
因

素 透過「生涯教育」蒐集各項

資料，符合自己的選擇 
    

總          計     

注 

意 

事 

項 

1.本表由輔導老師輔導學生依據生涯檔案內容自填後，再請輔導老師召集導師或相關授課教師檢核修正，分別填寫「師長綜合意見」欄，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 
2.「學術性向」欄位請依據個人在校學術課程表現做自我評核。 
3.「職業性向」欄位可依高職職群分類方式，評核個人對該職群的性向程度。 
4.請依據自己符合程度，填入「0～5」的分數，5分表非常符合，0 分表非常不符合。 

5.欲升讀國中技藝教育之國二學生及欲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之國三學生，需詳加填寫本表（尤其「職業性向」欄請務必填寫）並經處室主任蓋章，方可做為申請升讀之參考資
料。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性 
向 

別 
程 

度 
分 

數 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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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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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 

□應屆畢業       □非應屆畢業      （選習技藝教育學生適用） 就讀國中：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申請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男 

□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通訊地址：□□□ 

請勾選下列身份(無者免) 技藝教育修習點數(a) 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資料 

□曾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技
藝競賽或成果展且獲獎並為
低收入戶者。 

 
 
□曾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技
藝競賽或成果展且獲獎者。 

 
 
□低收入戶。 

修習節數：每週上課 1 節，每學期為
1點 
上學期每週修習      節 
下學期每週修習      節 
全年共修習      節     

 
開班學校名稱 職群名稱 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 

所有職群 
平均分數(b2) 

  
  

  
 

修習職群數：每一職群為 2點 
全年共修習        職群 

 

  
 

合計點數（a）     

申
請
分
發
志
願
學
校
職
群
科
別 

志願 
順序 

校   名 
學校及
科代碼 

職  群 科  別 
技藝教
育修習
點數(a) 

(b) (b) 

【b1、b2 

依備註 1 

說明擇一採計】 

特殊表現簡述(c) 

(檢附證明文件， 

共         件) 

職群綜合

表現積分 

（a+b+c） 

分發錄取 

（由輔導分發作業

小組填寫） 

相關職群成
績轉化分數

(b1) 

所有職群平 

均分數(b2) 

1     

 

 

 

    

2          

3          

4          

5          

6          

7          

備 
註 

1. 選填之志願與修習職群相關者，就相關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及所有職群平均
分數(b2)擇優採計；非相關者，採計所有職群平均分數(b2)。 

2. 粗線欄免填（由輔導分發作業小組填寫）。 

3. 請檢附技藝教育選習職群轉化分數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下二位數，四捨五入）
之修習證明書影本（加蓋職章），及正本（檢核後退還）。 

4. 「特殊表現」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5. 「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者」請檢附相關獎狀或證明文件。 

6. 「低收入戶」請檢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7. 本表背面須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A 

考慮因素 

 

程度分數 

 

性向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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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市 102學年度輔導分發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應屆畢業（未選習技藝教育學生適用） 就讀國中：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申請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男 

□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通訊地址：□□□ 

請勾選下列身分(須檢附證明文件) 特殊表現簡述 A 

（無者免填） 

（檢附證明文件，共  件） 

綜合活動平均成績 B 

（前五學期）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戶年所得三十萬元以下。 
□家戶年所得六十萬元以下。 
□符合教育部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一百十四萬元（含）以下。 
□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   

申
請
分
發
志
願
學
校
職
群
科
別 

志願 
順序 

校   名 學校及科代碼 職  群 科  別 
總積分 

（A+B） 

分發錄取 

（由輔導分發作業小組填寫） 

1       

2       

3       

4       

5       

6       

7       

備 
註 

1.粗線欄免填（由輔導分發委員會填寫）。 
2.請檢附國中學校開立含有學生綜合活動領域之班級百分制分數之 
前五學期學期成績單影印本(加蓋職章)。 

3.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請檢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證明文件。 
4. 「家戶年所得、家庭年收入」請檢附稅捐機關證明文件。 

5. 具技藝學習傾向學校證明文件為「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6.「特殊表現」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7. 本表背面須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B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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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北巿 102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分發  

特殊表現學生加分標準一覽表  
 

特殊表現級別 加分標準 

全國級 

(競賽、科展) 

第 1、2名(特優)：8分 

第 3、4名(優等)：7分 

第 5、6名：6分 

佳作、優勝：6分 

區域級 

(競賽) 

第 1、2名(特優)：6分 

第 3、4名(優等)：5分 

第 5、6名：4分 

佳作、優勝：4分 

縣市級 

(競賽、科展) 

第 1、2、3名(特優)：4分 

第 4、5、6名(優等)：3分 

佳作、優勝：2分 

國中技藝表揚 
特優：3分 

技藝優異：2分 

說明： 

1. 與申請職群相關之特殊優異表現，包含競賽、科展等，以上表之特殊表現加分標準加分

(以國中階段為限)。 

2. 提出申請特殊表現加分項目以一項次為限，報名學生應自行選擇最有利之特殊表現級別

用以提出輔導分發申請。 

3. 如為團體成績，以上表之競賽加分標準除以 2為加分採計分數。 

4. 報名時，需繳交經由就讀學校驗證之獎狀影本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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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2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分發作業日程表 
 

階段 

實用技能學程分
發日期 

實用技能學程分發作業 

工作項目 
備註 

第
一
階
段
分
發 

3/22(五) 完成核班資料及相關職群設定   

4/1(一) 召開第一次分發工作小組會議  

4/10(三) 公告簡章  

4/16(二)前 
完成線上填報實用技能學程開班資料及相關職
群設定 

線上填報 

5/3(五) 辦理國中端暨高中職輔導分發說明會  

5/29(三)~6/3(一) 
第一階段分發作業線上報名及列印報名相關文
件(個別報名表及報名總表) 

國中端線上填報 

6/4(二) 至 

6/5(三) 12:00 止 

至分發區報名及繳交相關證件(驗正本，繳影印
本) 審核報名文件及特殊表現給分 

國中端 

線上審核及填報 

6/11(二) 召開第二次分發工作小組會議  

6/13(四) 第一階段分發結果放榜  

6/18(二) 第一階段錄取學生報到  

6/21(五)前 各高中職線上填報第一階段分發作業報到結果 
各高中職線上填
報 

6/25(二) 上網公告第二階段缺額。  

第
二
階
段
分
發 

7/15(一)中午 

12:00 前 

各高中職校回報各分發區分發工作小組第一階
段報到後放棄學生資料(科別、人數、姓名) 

各高中職線上填
報 

7/16(二) 上網公告更新第二階段缺額。  

7/17(三)~7/22(一) 
第二階段分發作業線上報名及列印報名相關文
件(個別報名表及報名總表) 

國中端線上填報 

7/22(一) 至 

7/23(二) 12:00 止 

至分發區報名及繳交相關證件(驗正本，繳影印
本)，審核報名文件及特殊表現給分 

國中端 

線上審核及填報 

7/24(三) 召開第三次分發工作小組會議  

7/26(五) 第二階段分發結果放榜  

8/2(五) 第二階段錄取學生報到  

8/7(三)前 各高中職線上填報第二階段分發作業報到結果 
各高中職線上填
報 

8/12(一) 召開第四次分發工作小組檢討會  

9 月份 主管機關召開分發工作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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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能學程全國聯合報名暨分發作業 

 

 

國中集體報名系統 

操作說明書 

 

 

 

 

 

 

 

 

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2年 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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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一、登入國中集體報名系統   

1. 進入 102 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網站 http://163.22.166.1  

點選上方【線上填報】，接著點選右下方【國中集體報名系統】，選擇分發區及輸入使

用者帳號、密碼，點擊 登入 按鈕，進入國中集體報名系統。(如圖 1-1、圖 1-2) 

註：如欲報名多區，請分別登入各區填入報名資料。 

 

【圖 1-1 線上填報 網站畫面】 

 

 

【圖 1-2 國中集體報名系統網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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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藝教育開班表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管理該校的技藝教育開班表。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技藝教育開班表】。 

 右邊區塊會出現技藝教育開班表的編輯畫面。(如圖 2-1) 

(1).新增： 

 將畫面下移至列表最後一列資料，會有可供填空的空格及下拉選單。 

 輸入正確資料，點擊 新增 按鈕，完成新增動作。 

(2).修改/刪除： 

 點選欲編輯資料的【修改/刪除】連結字樣，該列資料會變成可供填寫的文字欄位

及下拉選單， 

 輸入正確資料，點擊 確定 按鈕，完成修改動作。 

 如欲刪除該筆資料，請勾選 刪除 選項，再按 確定 按鈕，完成刪除動作。 

 

【圖 2-1 技藝教育開班表 編輯畫面】 

三、報名資料處理  

(一)、設定新增序號範圍[001~999]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設定學生報名序號起始值與終止值範圍。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報名資料處理】-【設定新增序號範圍】。 

 右邊區塊出現設定序號範圍的畫面。(如圖 3-1) 

 輸入起始值、終止值數值資料，點擊 確定 按鈕，完成修改動作。 

 

【圖 3-1 設定新增序號範圍修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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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報名資料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新增學生報名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報名資料處理】-【新增報名資料】。 

 右邊區塊出現新增報名資料的畫面。(如圖 3-2) 

 依序輸入正確資訊(身分證字號、報名表類別、畢業別)，點擊 確定 按鈕。 

 進入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Ａ) 填寫畫面。  

 填寫正確資訊，點擊畫面最下方的 確定 按鈕，完成新增動作。  

 

【圖 3-2 新增報名資料】 

(三)、特殊表現資料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管理學生特殊表現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報名資料處理】-【特殊表現資料】。 

 右邊區塊出現 特殊表現列表 的畫面。(如圖 3-3) 

(1).新增： 

 點擊畫面上方 新增特殊表現資料，進入新增特殊表現資料畫面。 

 輸入正確資料，點擊畫面下方 新增 按鈕，完成新增動作。 

(2).修改： 

 點選欲編輯資料的【修改】連結字樣，進入修改特殊表現資料畫面。 

 輸入正確資料，點擊 確定 按鈕，完成修改動作。 

 

【圖 3-3 特殊表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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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瀏覽修改資料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查詢及修改報名學生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選左邊區塊【報名資料處理】-【瀏覽修改資料】。 

 右邊區塊出現該國中的申請學生列表資料畫面。 

(1).修改／刪除： 

 第一種修改方式：點擊該學生的 報名序號 連結，進入實用技能學程申請

書 (Ａ)修改畫面 。(如圖 3-4) 

 第二種修改方式：點擊該學生的最右欄 >> 連結字樣，進入實用技能學程

申請書 (Ａ)畫面，點擊資料畫面左上角 修改 連結，進入修改畫面。 

 在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Ａ)修改畫面上輸入正確資訊，點擊 確定 按鈕，

完成修改動作。 

 如欲刪除該筆資料，請於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Ａ)畫面最下方勾選 刪除 

選項，再按 確定 按鈕，完成刪除動作。 

 

【圖 3-4】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Ａ) 修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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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表列印 

(一)、申請書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列印相關報表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報表列印】-【申請書】。 

 右邊區塊進入填寫序號起始值資料畫面。 

 輸入序號起始值及序號結束值，點擊 確定 按鈕，進入實用技能學程申請

書 (Ａ) 列印畫面。 

 序號起始值及序號結束值都空白，則會列印全部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Ａ)。 

 請遵循畫面所示規則設定列印方式。(如圖 4-1) 

 以 IE 瀏覽器為例: 

 點擊 IE 瀏覽器上方工具列 [檔案/設定列印格式]，設定列印格式：

請將紙張格式設為「橫印」，上、下、左、右邊界設定 5mm 以下。 

 點擊 IE 瀏覽器上方工具列 [檔案/列印]。如有不正常跳頁，請再調

小邊界。 

 註: 報表列印 所有功能頁面，操作方式皆跟此功能相同。 

 

【圖 4-1】報表列印-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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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設定 

 (一)、變更登入密碼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變更自己的登入密碼，以免被盜用帳號。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系統設定】-【變更登入密碼】 

 右邊區塊出現變更國中端密碼的畫面。(如圖 5-1) 

 輸入原始密碼、新的密碼、確認密碼(請遵循畫面所示規則設定密碼) 

 點擊 變更密碼 按鈕，完成變更動作。 

 

【圖 5-1】系統設定-變更登入密碼 

(二)、國中聯絡資訊 

 1.功能說明： 提供國中端使用者的聯絡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系統設定】-【國中聯絡資訊】。 

 右邊區塊出現 變更聯絡人資料 的畫面。 

 點選該頁下方的【修改資料】連結字樣，進入修改畫面。(如圖 5-2) 

 輸入正確資訊，點擊 確定修改 按鈕，完成變更動作。 

 

【圖 5-2】系統設定-國中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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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２階段預填報 

(一)、瀏覽修改資料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編修第二階段報名學生的修改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瀏覽修改資料】。 

 右邊區塊進入 申請學生列表  資料畫面。 

(1).修改／刪除： 

 第一種修改方式：點擊該學生的 報名序號 連結，進入實用技能學程申請

書 (B)修改畫面 。(如圖 6-1) 

 第二種修改方式：點擊該學生的最右欄 >> 連結字樣，進入實用技能學程

申請書 (B)畫面，點擊資料畫面左上角 修改 連結，進入修改畫面。 

 在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修改畫面上輸入正確資訊，點擊 確定 按鈕，

完成修改動作。 

 如欲刪除該筆資料，請於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畫面最下方勾選 刪除 

選項，再按 確定 按鈕，完成刪除動作。 

 
【圖 6-1】第 2 階段預填報 -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 

  (二)、新增報名資料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新增第二階段學生報名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新增報名資料】 

 右邊區塊出現新增報名資料的畫面。  

 依序輸入正確資訊(身分證字號、報名表類別、畢業別)，點擊 確定 按鈕 

 進入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 填寫畫面。  

 填寫正確資訊，點擊畫面最下方的 確定 按鈕，完成新增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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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表現資料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管理第二階段學生特殊表現的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特殊表現資料】。 

 右邊區塊出現特殊表現列表的畫面。  

 新增：點擊畫面上方 新增特殊表現資料，進入新增特殊表現資料畫面 

 輸入正確資料，點擊畫面下方 新增 按鈕，完成新增動作。(如圖 6-2) 

 修改：點選欲編輯資料的【修改】連結字樣，進入修改特殊表現資料畫面 

 輸入正確資料，點擊 確定 按鈕，完成修改動作。 

 

【圖 6-2】第 2 階段預填報 -特殊表現資料 

(四)、進入填報畫面 

1.功能說明：供系統使用者於第一階段時，預先填報第二階段 B 表的報名資料。 

2.功能操作介紹： 

 點擊左邊區塊【第２階段預填報】，全畫面會導到 第 2 階段國中端系統 的

畫面(如圖 6-3)。 

 如果要回到原本系統畫面，請點擊 關閉第２階段 字樣，即可導回頁面。 

註：如果不是透過點擊 關閉第２階段 字樣回原本系統畫面，則系統顯示會變成點擊任一連

結，全畫面都會導到第 2 階段國中端系統的畫面。 

 

【圖 6-3】第 2 階段國中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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