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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習輔導處組織與成員 

一、組織 

 

 

 

 

 

 

 

 

 

 

 

 

 

 

 

 

二、成員 

學校總機：(04)7252541 

職稱 
姓  名 

分機（總機轉

接） 

管理員(技士佐) 

實習輔導主任 龍智毫 227 或 269 

 
實習組長 王弘明 227 或 269 

就業輔導組長 曹昌偉 227 或 269 

技能檢定組長 吳忠信 227 或 269 

機械科主任 温晉源 238 或 268 紀春榮技佐 

汽車科主任 李汯緯 239 林金生技士 

鑄造科主任 陳祈宏 240 林浚彬技士 

機模科主任 施硯元 241 盧英傑技士 

製圖科主任 劉家明 244 謝秀珍技士 

機電科主任 曹昌偉 203 許銘峰技佐 

電機科主任 魏宏銘 242 凃進三技佐 

控制科主任 林允正 251 劉文雄技士 

電子科主任 蔡文欽 243 蔡良通技士 

建築科主任 張盛進 245 陳凱勛技士 

資訊科主任 吳志文 278 林浩明技士 

校務會議 

實習輔導會議 

實習輔導主任 

實習組長 就業輔導組長 各科科主任 

各科技士、

佐

實習處管理員 



貳、實習輔導處工作內涵 

ㄧ、主要工作內涵 

(一)實習教學 

(二)技藝競賽 

(三)技能檢定 

(四)工安衛生 

(五)國中技藝教育 

(六)就業輔導 

(七)職涯探索 

(八)校友聯繫 

(九)專案計畫 

 
 
 

 

 

 
 

 

 

技能檢定 

技藝競賽 

實習教學 

1.校內技能競賽 

2.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 

3.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4.工業類科技能競賽(工科賽) 

5.國際技能競賽(每2年辦理) 

6.其他技藝競賽(團隊創作力、專題製作、等) 

1.在校生丙級專案檢定(每年1梯次) 

2.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不同職類分3梯次) 

1.專業工場實習(分組教學) /工場實習日誌 

2.實習報告 /職場體驗參訪 

3.暑期技能訓練營 



 

 

 

 

 

國中技藝教育 

職涯探索

工安衛生

1.110學年度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班，共計：4職
群、19班 
2.合作國中有：和美高中、鹿港國中、彰德國
中、和群國中、陽明國中、彰安國中、彰興國
中、彰泰國中、線西國中及蘆壇國中(計10校)。 
3.每年參加國中技藝班技能競賽，成績優異。 

1.國中學生職涯探索及蒞校參訪 

2.配合專案計畫辦理「國中學生職涯探索學習

營」 

3.配合專案計畫辦理「國中老師職涯探索研習」 

1.工場佈置與整潔檢查。 

2.實習場所(實驗室) / 實習日誌。 

3.工業安全系統填報。 

 

校友聯繫 

1.彰化縣彰工校友會 

  (台北市彰工校友會、高雄市彰工校友會) 

2.彰工獅子會 

3.校友返校服務 

就業輔導 

專案計畫 

1.就業輔導資訊(學校網站) 

2.每年統計畢業生升學及就業資訊 

1.申辦教育部「優質化」計畫 

2.申辦教育部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計畫 

   彰化縣北區學校(9校) 、總召學校：彰藝高中 

3.教育部委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理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專案計畫推動工作 



二、工作職掌 

（一）實習輔導主任： 

 1.秉承校長之指示，處理有關實習輔導業務。 

  2.擬定全校實習業務之長程，短程發展計劃。 

  3.協調公民營機構辦理建教合作或委託代辦之各項業務。 

  4.協調各科相互支援製作或修繕全校各項有關教學設備。 

  5.會同教務處擬定專業教師之進修計劃與實施。 

  6.審核各科實習教學設備及實習材料之申購。 

  7.執行實習處各項業務經費之支配與使用。 

  8.協同教務處督導各科主任推動各科實習教學事宜。 

  9.主持實習輔導會議。 

 10.督導考核實習處有關工作人員服務狀況。 

 11.處理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二）實習組長： 

 1.秉承實習輔導主任之指示，辦理有關實習業務。 

  2.擬定實習處行事曆及業務工作計劃。 

  3.協助各科擬定校內外實習教學計劃並輔導實施。 

  4.各科實習教學設備之保養維護及工業安全衛生教育之督導。 

  5.各科實習報告及工場實習日誌之查閱。 

  6.會同有關單位編列實習預算及經費安排運用。 

  7.督導評鑑準備工作及有關職業教育資料之蒐集整理。 

  8.實習組有關業務之研究改進及發展事項。 

  9.處理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三）就業輔導組長： 

  1.秉承實習輔導主任之指示，辦理有關就業輔導業務。 

  2.開拓就業機會輔導本校畢業生，技術結業生就業。 

  3.學生校外實習場所之提供與安排。 

  4.配合各單位執行本校有關職業輔導之決議事項。 

  5.學生參觀校外工廠、展覽之安排連絡事項。 

  6.建立畢業生就業，升學之追蹤輔導及校友動態資料。 

  7.建立與相關廠商、職訓機構及友校之聯繫資料。 

  8.就業輔導組業務之研究發展事項。 

  9.處理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四）技能檢定組長： 

  1.秉承實習輔導主任之指示，辦理有關技能檢定業務。 

  2.辦理工業類科技藝競賽業務。 

  3.辦理全國技能競賽業務。 

  4.辦理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業務。 

  5.辦理優質化業務。 

  6.處理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五）科主任： 

 1.秉承教務主任、實習輔導主任之指示，綜理科務。 

  2.負責本科教學正常指導事項，並擬定各項科務發展計劃及執行事項。 

  3.與教務處協調安排本科教師任課事宜。 

  4.協同本處實習組、就業輔導組共同推動各組與本科有關之業務。 

  5.與總務處協調定期清點本科財產。 

  6.本科實習教學設備及實習材料之申購事項。 

  7.本科實習場房佈置規劃、安全維護措施及設備器材維護保管之督導。 

  8.分配本科教職員工作及考核服務績效。 

  9.主持科務會議。 

 10.處理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六）各科技士(佐)： 

 1.秉承科主任之指導，協助辦理科務、管理實習廠房。 

 2.本科各項機具設備、材料之請購，會驗等事項。 

 3.本科財產之保管及各項安全措施之維護及檢查事項。 

 4.本科實習設備器材之定期保養修復，借用收回事項。 

 5.本科工具室、材料室、科辦公室等處物品之存放管理及環境整潔。 

 6.本科財產之定期盤點，送修及報廢事項。 

 7.本科一般行政業務之處理及各項教學資料之整理保管事項。 

 8.實習場房大門、進出口之關閉及鑰匙保管事項。 

 9.工廠日誌之填寫呈閱指導。 

 10.其他實習教學之協助事項。 

 11.處理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實習輔導處 各群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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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技藝(能)競賽成果(近期) 

(一)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因疫情之關係，各職種採分時分地方式辦理，本校參賽職種

之期程 110 年 9 月 29 日～11 月 13 日分在國立臺南高工、萬能科技大學、勞動署

雲嘉南分署、南港高工、勞動署桃竹苗分署幼獅職業訓練場、勞動署中彰投分署

及勞動署北基宜花金馬分署泰山職業訓練場舉行；本校今年計有 37 位選手將代表

參賽。 
序
號 職類 職類

代號 班級 選手 
姓名 

指導 
老師 競賽日期 競賽地點 

1 

鑄造 74 

鑄造三忠畢 黃亭銨 

陳祈宏 
周清峰 

110/09/29～
110/10/02 

國立臺南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 

2 鑄造三忠 張坤瓏 

3 鑄造/109 陳奕賢 

4 
商務軟體設計 9 

資訊三忠 張詠翔 
劉冠辰 

110/10/05～
110/10/08 

萬能學校財團法
人萬能科技大學5 資訊三忠 陳偉瑜 

6 

電氣裝配 

J18 電機一忠 李宇翔 

王弘明 
王俞婷 

110/10/18～
110/10/19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雲嘉南分署

7 

18 

電機三忠 謝維哲 

110/10/20～
110/10/23 

8 電機三忠畢 林家駿 

9 電機二忠 趙晟勛 

10 
集體創作 3 

機電三孝 黃政隆 曹昌偉 
吳志文 

110/10/28～
110/10/31 

臺北市立南港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11 電機三忠 周家禾 

12 
CAD 機械設
計製圖 

J05 製圖一忠 李侑諶 李建億 
110/11/08～
110/11/09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桃竹苗分署
幼獅職業訓練場

13 
機電整合 4 

機電三忠 葉家銨 
曹昌偉 

110/11/10～
110/11/13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14 機電三孝 陳鵬允 

15 

電子 16 

電子三孝 陳弘學 

王玉燕 
110/11/10～
110/11/13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

16 電子三忠 黃佑翔 

17 電子三孝 王哲誠 

18 

粉刷技術與乾
牆系統 

21 

建築三忠 戴家畯 

翁麗敏 
110/11/10～
110/11/13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

19 建築二忠 洪佳胤 

20 建築二忠 丁群耀 

21 

汽車技術 33 

汽車三孝畢 呂典璋 

柯東佑 
邱春根 

110/11/10～
110/11/13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

22 汽車三孝 郭柏陞 

23 汽車三孝 劉茂生 

24 汽車三忠 游騰暄 

 



25 
工業機械修護 48 

機械三忠畢 徐瑋呈 
侯明賢 
張晉瑀 

110/11/10～
110/11/13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北基宜花金
馬分署泰山職業
訓練場 

26 進-機械三畢 葉寓楷 

27 
應用電子 75 

電子三忠 謝承諺 賴威東 
林全財 

110/11/10～
110/11/13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28 電子三孝畢 何承軒 

29 

行動應用開發 08 

資訊二忠 周宇彥 

劉冠辰 
110/11/10～
110/11/13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

30 資訊二忠 林天友 

31 資訊二忠 陳竑羿 

32 進資訊二 洪宗遠 

33 資訊二忠 陳威志 

34 
建築資訊模型 58 

建築三忠 王佳惠 翁麗敏 
蔡佳勳 

110/11/10～
110/11/13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35 建築二孝 林威宇 

36 
展示設計 44 

建築二忠 李岳霖 
翁麗敏 
張盛進 

110/11/17～
110/11/20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
37 建築科肄 邱麒融 

110/11/17～
110/11/20 

(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年度工業類科學生技藝競賽，因疫情影響報名時程延後

自 9月 30 日截止，競賽日期自 11 月 23 日(星期二)至 11 月 26 日(星期五)在台南

高工舉行。 

(三)本校參加 109 學年度(110 年度)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決賽)，榮獲 2組第 1名，3

組第 2名，2組第三名，2組佳作，共計 9組作品獲獎，恭喜獲獎同學及感謝指導

老師的辛勞。獲獎名單如下： 

競賽分組 群別 決賽 班級 參賽學生 指導老師 

專題組 

動力機

械群 

第一名 汽車三孝
林柏辰、黃麒全、劉家樺

鄭駿凱、黃立霖 
江旺達 李汯緯

佳作 汽車三孝 林威宇、吳俊億、許翔竣 江旺達 李汯緯

機械群 第二名 機電三孝
葉家豪、徐翊睿、董柏毅

張景奇、李柏村 
陳智泓  

土木建

築群 

第一名 建築三忠
李芳倪、陳又新、顏佳弘

沈家畯、吳秉橙 
余敏綉 施勝華

佳作 建築三孝
趙律媞、邱麒融、粘育榕

黃郁茹、蕭世昌 
翁麗敏 蔡佳勳

創意組 

動力機

械群 

第二名 汽車三孝 陳泓成、許榕勝、王翔彬 江旺達 李汯緯

第三名 汽車三忠 許芫萁、曾堡群、蕭宇辰 李汯緯 柯東佑

機械群 第二名 機電三孝 陳宥穎、施皓仁、廖子傑 陳智泓 楊昭德

土木建

築群 第三名 建築三孝 施善譯、吳雅蓁、鄭泓基 翁麗敏 蔡佳勳



肆、技能檢定 

一、本校 107-109 學年度日間部學生取得技能證照一覽表 

國立彰化師大附工 107-109 學年度學生取得技能檢定證照統計表（不含進修學校） 

證照 

種類 
技能檢定職類名稱 

107 學年度 108 學年度 109 學年度 

獲得證照人次 獲得證照人次 獲得證照人次 

乙級 

（工程）測量 16 39 7 
建築製圖應用 0 0 0 
工業配線 12 22 4 
室內配線 0 1 0 
銑床-CNC 銑床 90 104 116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27 32 19 
鑄造 37 35 32 
數位電子 86 67 89 
機電整合 1 1 0 
汽車修護 0 5 12 
電腦軟體應用 0 0 0 
電腦硬體裝修（氣壓） 2 22 24 

合       計 271 328 303 
畢業學生人數 645 658 635 

百分比 42% 49.8% 47.7％ 

丙級 

車床 4 5 0 
鑄造 41 38 35 
汽車修護 77 72 67 
電腦軟體設計 35 40 39 
工業配線 72 77 70 
工業電子 178 185 183 
建築製圖-手繪 75 71 63 
測量 71 72 63 
機電整合 43 48 23 
電腦輔助立體製圖 19 22 22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38 39 35 
電腦軟體應用 58 17 27 
室內配線 29 26 6 
銑床-CNC 銑床 1 22 24 
網頁設計 1 4 0 
氣壓 1 0 25 
機械加工 152 139 144 
建築製圖-電繪 67 70 66 
砌磚 22 0 0 
機器腳踏車修護 39 10 33 

合計 1026 957 925 
畢業學生人數 645 658 635 

百分比 158.6% 145.4% 145.7％ 

 

註：獲得證照人次計算僅計入該屆畢業生中取得該證照項目之人次，非該屆畢業學

生取得證照不列入計算。 



伍、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類科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摘錄） 
 
ㄧ、參加對象： 
（一）設有工業類之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含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或綜合高中

專門學程)應屆畢(結)業學生（包括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取得學籍者），不含延

修生。 
（二）設有工業類之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或附設進修部)應屆畢(結)業學生。 
（三）設有工業類之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夜間部應屆畢(結)業學生。 
（四）實驗教育學校應屆畢(結)業學生。 
（五）相當於前項教育階段，參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

籍，其實驗教育計畫課程所屬類型為技術型之學生（下稱未取得學籍實驗教育

學生）。 
二、競賽職種： 

 

編 號 職  種  名  稱 備 註 編 號 職  種  名  稱 備 註

01 應用設計   15 建築製圖  
02 冷凍空調   16 板金  
03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17 建築  
04 機械製圖   18 室內空間設計  
05 電腦軟體設計   19 鑄造  
06 電腦修護   20 模具  
07 化驗   21 圖文傳播  
08 工業電子   22 測量  
09 數位電子   23 機電整合  
10 工業配線   24 飛機修護  
11 室內配線   25 家具木工  
12 汽車修護   26 汽車噴漆  
13 鉗工   27 機器人  
14 車床   28 配管  

 

三、獎勵： 

（一）優勝學生除由大會頒獎外，並依據「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良學生甄審及保

送入學辦法」及「高級中等學校技(藝)能優良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實施要

點」辦理甄選及保送入學。凡新增之競賽職種，未經教育部核定者，不得列為

保送甄試。各競賽職種名稱與全國技能競賽職種相同者，前三名優勝學生由承

辦學校按名次順序繕造名冊，函報行政院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參辦，且得報名

參加全國技能競賽決賽。 
（二）錄取名額：各職種錄取 5 至 50 名(視參加人數而定)，其標準如下表： 

 

參賽人數 優勝錄取人數 金手獎人數 備      註 

220 人以上 76 人 17 名  

190-219 人 72 人 16 名  



160-189 人 64 人 15 名  

140-159 人 56 人 14 名  

120-139 人 50 人 13 名  

100-119 人 44 人 12 名  

80 至 99 人 38 人 11 名  

70 至 79 人 32 人 10 名  

60 至 69 人 28 人 9 名  

50 至 59 人 24 人 8 名  

40 至 49 人 20 人 7 名  

30 至 39 人 16 人 6 名  

20 至 29 人 12 人 5 名  

10 至 19 人 8 人 4 名  

9 人以下 5 人 3 名  

四、詳細內容請參閱「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類科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陸、全國技能競賽計畫(摘錄) 

一、對象： 
選手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出生日期符合當年度競賽規範者。 

二、競賽職類： 

（一）青年組： 

綜合機械、資訊網路布建、集體創作(3人1組)、機電整合(2人1組)、CAD機械設計製

圖、CNC車床、CNC銑床、商務軟體設計、銲接、建築舖面、汽車板金、飛機修護、

配管與暖氣、電子、網頁技術、電氣裝配、工業控制、砌磚、粉刷技術與乾牆系統、

漆作裝潢、機器人(2人1組)、家具木工、門窗木工、珠寶金銀細工、花藝、美髮、

美容、服裝創作、西點製作、汽車技術、西餐烹飪、餐飲服務、汽車噴漆、造園景

觀(2人1組)、冷凍空調、資訊與網路技術、平面設計技術、健康照顧、冷作、模具、

外 觀模型創作、麵包製作、工業機械修護、3D數位遊戲藝術、雲端運算、網路安全

(2人1組)、旅館接待、中餐烹飪、國服、板金、鑄造及應用電子等52職類。 

（二）青少年組： 

CAD 機械設計製圖、商務軟體設計、電子、網頁技術、電氣裝配、工業控制、漆作

裝潢、機器人(2人1組)、花藝、美髮、餐飲服務、平面設計技術及3D數位遊戲藝術

等13職類。 

三、辦理單位： 

（一）指導單位：勞動部、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二）主辦單位：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四、競賽方式： 

（一）採分區技能競賽及全國技能競賽二階段方式，先行於北、中、南區進行分區

技能競賽，再推薦優勝選手參加全國技能競賽。 

（二）當年度分區技能競賽各區承辦單位推薦每一職類之前 5 名，參賽人數不足 10

人（組）時，推薦人數取參賽人數二分之一比例(無條件進位)。如三區合併

一區辦理之職類，逾 10 人（組）時，則不受名額限制，擇優推薦。但選手

成績不及格者不列入名次，且不予推薦。 

（三）教育部推薦上年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相關職類之前 3 名參加青

年組競賽；推薦當年度直轄市、縣(市)政府國民中學學生技藝競賽相關職類

之前 3 名參加青少年組競賽。但有 2 個以上職類相關於全國技能競賽單 1 職

類時，2 個職類得各推薦前 2 名、3 個職類得各推薦前 1 名。 

五、全國分區技能競賽每ㄧ職類優勝前 5 名選手且競賽成績及格者，獎勵如下：  

（一）第 1 名：獎金新臺幣 1 萬 2 千元、金牌 1 面、獎狀乙幀。 

（二）第 2 名：獎金新臺幣 6 千元、銀牌 1 面、獎狀乙幀。 

（三）第 3 名：獎金新臺幣 4 千元、銅牌 1 面、獎狀乙幀。 

（四）第 4 名：獎狀乙幀。 

（五）第 5 名：獎狀乙幀。 

六、全國技能競賽決賽每ㄧ職類優勝前 5 名選手且成績及格者，獎勵如下：  



（一）第 1 名：獎金新臺幣 12 萬元、金牌 1 面、獎狀乙幀。 

（二）第 2 名：獎金新臺幣 6 萬元、銀牌 1 面、獎狀乙幀。 

（三）第 3 名：獎金新臺幣 4 萬元、銅牌 1 面、獎狀乙幀。 

（四）第 4 名：獎狀乙幀。 

（五）第 5 名：獎狀乙幀。 

七、其他規定依「全國技能競賽計畫」辦理。 



柒、技術士技能檢定(摘錄) 

一、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一) 目的：推動職業證照制度、提昇技能水準。 

(二) 對象：學生及社會人士符合簡章訂定之資格者。 

(三) 每年分三梯次舉行，第一梯次報名日期每年元月中旬，第二梯次報名日期每

年四月底，第三梯次報名日期每年九月中旬，詳細日期依勞動部勞動力發展

署技能檢定中心每年公告之簡章而定；彰化地區報名地點－國立彰化高商及

本校。 

(四) 學科測驗時間、地點，准考證上皆有詳載；術科測驗地點統一由勞動部勞動

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安排，測驗時間由各承辦單位另行書信通知。 

(五) 每年分三梯次排定檢定職類、級別，簡章內皆會詳載，一、二年級學生僅能

報檢丙級，三年級學生取得丙級證照後，得報名相同職類乙級檢定。 

(六) 第一次報名者，學科、術科均須報名，學、術科均及格時，由勞動部勞動力

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製發證照；只有術科及格時，得於隔年以「免術」身分

再報檢。 

(七) 術科成績及格者，得保留三年。 

二、技職學校學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 

(一) 目的：為使技職體系學生，於畢業時能兼領畢業證書及丙級證照，特成立本

案。 

(二) 對象：技職院校學生均可報檢。 

(三) 全國分成若干區域舉辦，本校屬於「彰投」分區，主辦學校為「國立秀水高

工」；每年元月份報名，四月份學科測驗，五月至七月底術科測驗，各項時程

由國立秀水高工統一訂定。 

(四) 本校學生學科測驗，固定於校內舉行；術科測驗於本校設有合格術科測驗場

地之科別舉行。本校未設有合格術科測驗場地者，由秀水高工安排至他校參

檢。 

(五) 第一次報名者，學科、術科均須報名，學、術科均及格時，由國立秀水高工

製發證照；只有術科及格時，得於隔年以「免術」身分再報檢。 

(六) 術科成績及格者，得保留三年。 

(七) 丙級學、術科題目與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題目相同。 

三、即測即評即發證： 

行政院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為使應檢人快速取得丙級證照，擬訂

『即測即評即發證』業務委託全國若干單位辦理，請上 http://www.cvtc.gov.tw 查

閱相關資訊。 

 



捌、國立彰化師大附工學生在校三年期間參加技能檢定資訊一覽表   

科  別 
參 檢 職 類 備 註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機械科 機械加工(丙) 
電腦輔助立體製圖(丙)、車

床(丙)、銑床(丙) 
電腦數值控制銑床(乙) 

汽車科 汽車修護(丙)  機車修護(丙) 

鑄造科 鑄造(丙)  鑄造(乙) 

機模科    

製圖科 機械製圖(丙)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丙) 

電腦輔助立體製圖(丙)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乙) 

機電科 機械加工(丙) 機電整合(丙)  

電機科 
工業配線(丙) 

室內配線(丙) 

電腦軟體應用(丙) 
網頁設計(丙) 
工業電子(丙) 
硬體裝修(丙) 

工業配線(乙) 
電腦軟體應用(乙) 
數位電子(乙) 

電子科 工業電子(丙)   

資訊科 工業電子(丙)   

控制科 視聽電子(丙) 電腦相關職類(丙) 電腦相關職類(乙) 

建築科 
測量(丙) 

建築製圖(丙) 

砌磚(丙)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丙) 

建築製圖(乙)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乙) 
砌磚(乙) 
工程測量(乙) 

附註： 

一、在校生專案丙級技能檢定： 

1.本校屬彰投區，主辦學校為國立秀水高工。 

2.每年十二月底至隔年元月初，以團體報名，不得個別報名。 

3.學測時間為每年四月中旬，測驗地點在本校。 

4.術測時間為每年四月中旬至七月底，由本校各科自行排定時間並公告。 

二、全國技能檢定：每年底由行政院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召開會議，排

定各職類檢定梯次，並於該單位網站公告。 

三、全國技能檢定各梯次報名日期： 

第一梯次：每年一月中旬至一月下旬。 

第二梯次：每年四月中旬至四月下旬。 

第三梯次：每年九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正確日期須俟每年底行政院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召開會議定案後公

告為準) 

＊報名承辦單位：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金會。 

＊報名表購買：開放於各地 7-11 超商及報名地點販售 

＊學測日期：簡章內有公告各梯次測驗日期。 



＊術測日期：學測結束後，由行政院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召開會議，

分配予全國各有關檢定場合格之機關、團體辦理，再由各承辦單位個

別通知考生應檢。 

四、即測即評即發證： 

行政院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為使應檢人快速取得丙級證照，擬訂

『即測即評即發證』業 務委託全國若干單位辦理，請上 http://www.cvtc.gov.tw

查閱相關資訊。 

 



玖、高級中等學校技藝技能優良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實施要點 

民國 95 年 11 月 20 日修正 

民國 97 年 5 月 7 日修正第五點 
民國 98 年 10 月 29 日修正第 4 點、第 5 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及輔導高級中等學校技藝技能優良學生適性發展，落

實技專校院多元入學方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高級中等學校技藝技能優良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由各四技二專及大學校院聯合或

自行組成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良學生甄審及保送

入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及本要點規定訂定招生辦法或簡章，報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定後辦理。 
三、依本要點辦理甄審及保送入學之時間，以每年三月至五月辦理為原則。 
四、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申請甄審或保送入學之畢(結)業生或具有同等學力之學生，其

在學平均成績應及格。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優勝名次學生得參加甄審之名額，分配如

附表。 
五、本要點技藝技能優良學生甄審優待基準如下： 

(一)國際技能競賽或國際科技展覽獲第一名至第三名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

五十五；獲優勝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五十。 
(二)獲選為國際技能競賽國手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四十五。 
(三)全國技能競賽獲第一名，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四十；第二名增加甄審實得

總分百分之三十五；第三名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三十；第四名及第五名增

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四)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各職種個人競賽獲第一名至第三名者，增加甄審實

得總分百分之三十；第四名至第十五名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第十六名至第三十名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第三十一名至第五十

名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十五；第五十一名以上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

百分之十。 
(五)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或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獲第一名，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

之二十五；第二名至第三名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佳作增加甄審

實得總分百分之十五。 
(六)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主辦之全國性各項技藝技能競賽獲第一名至第三名

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其餘得獎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十

五。 
(七)領有甲級技術士證者，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二十五；領有乙級技術士證者，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百分之十五。 
(八)其他參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相關競賽優勝名次者，甄審實得總分加

分比率為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五十，由當學年度入學委員會依其所參與競賽辦

法及表現等相關證明資料認定。 
六、符合甄審及保送入學資格學生，於取得資格證件之日起，由原肄業學校或主辦機關

於競賽完畢後，按名次先後順序繕造申請甄審及保送入學名冊一式二份，並檢具在

學成績單、學生證(或畢業證書)等證明文件及獲獎證件，循行政程序報送委員會，

申請參加甄審及保送入學。 



七、各四技二專及大學校院各系科甄審及保送名額，應列入簡章中辦理之，其名額不占

年度各系科核定招生名額。 
甄審及保送錄取生於報到後，不得再參加其後當年度各四技二專及大學校院之

招生，違反者，廢止其錄取資格。 
八、委員會應於招生簡章明定甄審及保送錄取之學生無論已否註冊入學，均不得再以同

一證件或競賽、展覽獎項參加四技二專及大學校院相關學系甄審及保送入學及有關

違反時之處理原則。 
九、委員會應於招生簡章明定高級中等學校入學前取得之證件或競賽、展覽獎項或各種

特殊身分考生之加分優待，不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附表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各職種技藝競賽優勝學生參加甄審分配一覽表 

 

參賽人數 優勝錄取人數

220人以上 76 

190-219人 72 

160-189人 64 

140-159人 56 

120-139人 50 

100-119人 44 

80-99人 38 

70-79人 32 

60-69人 28 

50-59人 24 

40-49人 20 

30-39人 16 

20-29人 12 

10-19人 8 

9名以下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