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108學年度第 2學期九年級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招生說明 

壹、招生對象：本校九年級學生 

貳、上課時間：每週二下午 5~7節課 (部分學校部分週次會加課到第 8節) 

參、上課地點：學生選填志願經分發後之高職學校 

肆、合作學校及職群：詳見開班一覽表。 

伍、注意事項 

    一、學生成績處理及出缺勤規範 

  1.技藝班課程成績併入在校成績，按照節數比例計算。 

2.學生於技藝班之請假節數不得超過授課節數之 1/3，若逾 1/3將無法取得技藝課程結業證

書。若學生當天缺席，高職將會通知本校輔導室資料組，再轉達導師。 

3.學生如欲退班，需由家長提出書面申請，退班申請書請向輔導室承辦人塗老師索取，填妥

後交予輔導室塗老師。※為顧及課堂穩定，開課一個月後無法申請退班。 

二、未來出路 

  1.技藝班成績達 PR70 以上，或獲選參加技藝競賽獲獎學生，則有機會以「技優生」身份參

加「技優甄審」升學。申請資格以技藝班參加之「職群」為依據，不限學校。 

2.五專免試入學依學生在技藝班之學期成績加分：90 分以上+3 分，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2

分，60分以上未滿 80分+1分。 

陸、報名方式：填寫本頁下方報名表及背面比序積分表，經家長同意簽名，先予導師、再予輔導教師

簽名後，於 108年 11月 6日(三)16:00 前交予輔導室資料組塗老師。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輔導室塗老師(02)33931799分機 631。謝謝您！ 輔導室資料組 108.11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報名表】 

      九年___班___號 姓名___________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家長聯絡電話及手機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  輔導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 繳交時間___月___日    :     

◎請同學依據個人性向與興趣將志願(完整名稱)填寫於下表，若志願一未錄取將進行改分發作業，未

填志願二、三者，本組不再另外詢問，最後確定之分發結果將另行通知。 

志願一 序號 （請填職群名） （請填學校名） 

志願二 序號 （請填職群名） （請填學校名） 

志願三 序號 （請填職群名） （請填學校名） 

 ※若申請人數超過高職核定之名額時，以 技藝教育課程比序積分表 (見下頁)決定先後順序。 



108-2 技藝教育課程比序積分表          九年 ___ 班 ___ 號 ________________ 

項次 項目名稱 得分標準 得分（請自行填寫）  

1 學校懲戒紀錄 

7上至目前累計（包含已改過銷過之

警告亦須列入） 

 從未被記警告--5分 

 累計警告 1支--4分 

 累計警告 2~3支--3分 

 累計警告 4~5支--2分 

 累計警告 6支--1分 

 累計警告 7支以上--0分 

 

請再次確

認填寫資

料之正確

性，若有不

實填寫，後

果請自行

負責。 

2 

是否曾經參加過

各類高職體驗活

動(包含輔導室

於學期間舉辦之

高職參訪及寒暑

假職輔營…等) 

 未曾參加過--0分 

 曾參加 1場--1分 

 曾參加 2場--2分 

 曾參加 3場以上--3分 

請在以下括弧內曾參加的高職名稱，

以備輔導室核對正確性。 

（                             ） 

 

3 家長推薦 

 未敘明推薦原因--0分 

 有敘明--1分 

請敘明推薦該職群的原因： 

 

 

 

4 學生自述 1 

 未敘明--0分，有敘明--1分 

請說明想參加技藝教育課程的原因： 

 

 

 

 

5 學生自述 2 

 未敘明--0分，有敘明--1分 

你對「你所申請職群」的認識有哪些： 

 

 

 

 

6 報名表繳交順序 
若總積分相同時，則以繳交先後次序

進行排序。 

 

此 3 欄及以

下為輔導室

填寫，學生

請勿自行填

寫。 

7 導師推薦 （0~2分） 
 

8 輔導老師推薦 （0~2分） 
 

資源班學生註記                    總積分                  總排序 

   



 報名 108-2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班)的升學優勢 

比別人多一種升學管道及五專入學加分機會 

    參加技藝班的學生除了靠會考成績選擇學校，尚多了「技優甄審」(技藝班期末成績達 PR70

以上 or 獲選參加技藝教育競賽獲獎者)此一有利升學管道。另可於五專入學管道中超額比序

項目獲得加分。 

報名技藝班，「職群」選擇優於「學校」 

    參加技藝班獲得比別人多一種升學管道（技優甄審）及五專超額比序的加分機會，報名

時看的是學生參加的「職群」，而非學校！因此，如對「動力機械群」有興趣或專長的學生，

只要技藝班參加的「職群」是「動力機械群」，108 年在技優甄審高職時，只要有開設「動力

機械群」的學校，不分公、私立皆可選擇。例如： 

國中技藝班 高職申請學校及職群 甄審許可Ο 

無法甄審Ⅹ 學  校 職  群 學  校 職  群 

大安高工 機械群 大安高工 動力機械群 Ⅹ 

大安高工 動力機械群 大安高工 動力機械群 Ο 

大安高工 電機與電子群 大安高工 動力機械群 Ⅹ 

協和祐德 動力機械群 大安高工 動力機械群 Ο 

開南商工 動力機械群 大安高工 動力機械群 Ο 

    只是對公立高職學校好奇、有興趣者，可積極參與本校輔導室辦理的其他一次性參訪活

動，不必特別為此報名參加近一學期週二下午的技藝班。 

科技大學學歷 = 一般大學學歷 = 學士學位 

    高中、高職畢業後繼續升學是現代普遍的趨勢。學生讀完高中三年會考大學，讀完高職

三年則會升科大，鮮少直接就業。科技大學(4年)學歷=一般大學(4年)學歷=學士學位。不善

純粹記憶書本知識的孩子找到適合的學習方式，非常有機會考取優異的國立科技大學，這類

孩子進入普通高中讀書反而往往事倍功半，相對難擠進國立一般大學的窄門。 

適性學習方法 vs.正課抽離的兩難 

    有些孩子在國中的學習表現不盡理想，很可能不是他還沒開始用功，而是這孩子的特質、

潛能所在就是比較適合「由做中學」，閱讀、記憶書本知識無法令他專注、投入，理解效果遠

低於結合生活、工作實用的學習方式。這時，我們需要深入思考、衡量一週抽離 3~4節(通常

是週二下午 5~7、8 節)學校正課，讓孩子去高職上技藝班的價值。 



臺北巿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班一覽表 

職群 序號 開班學校 外出上課時段 
化工群 1 D4市立松山工農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農業群 2 D5市立松山工農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食品群 3 D6市立松山工農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家政群 4 K1私立稻江護家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動力機械群 

5 B2私立協和祐德高中(高職部)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6 D3市立松山工農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7 H3市立大安高工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8 M4私立開南商工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商業與管理群 9 C1市立松山家商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設計群 

10 B3私立協和祐德高中(高職部)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11 C2市立松山家商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13 M2私立開南商工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電機與電子群 

15 B1私立協和祐德高中(高職部)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16 D1市立松山工農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17 H1市立大安高工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18 M3私立開南商工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機械群 

19 D2市立松山工農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20 H2市立大安高工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21 M5私立開南商工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餐旅群 

22 B4私立協和祐德高中(高職部)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24 G1私立開平餐飲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25 K2私立稻江護家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26 M1私立開南商工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醫護職群 27 ZB1耕莘護專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藝術群 28 A4私立育達高職 星期二下午 5至 7節 

 

備註： 

1. 商業管理職群包含行銷、貿易、財務管理、會計、資料處理等課程。 

2. 家政職群包含餐旅、美容、美髮、彩妝、服裝等課程。 

3. 設計職群包含基礎描繪、素描、色彩原理、電繪、攝影等課程。 

4. 根據教育局規定，9年級上學期已選讀之職群，下學期不得再重複選讀同職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