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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重要日程表 

  目 日  期 地點 摘要說明 

簡章下載 
108 年 1 月 15日(星期二)至 

108 年 5月 23日(星期四) 

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83052 高雄岃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可於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

會網站下載 

https://kh.entry.edu.tw 

報名 

集體報名 
10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 

集體報名：各國中向承辦學校報名 

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83052高雄岃鳳山區文衡路51號 

同等學力

個別報名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 

個別報名：學生向承辦學校報名 

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83052高雄岃鳳山區文衡路51號 

分發結果公告 
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 

上午 11 時 

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分發結果查詢網址： 

http://108skill.fsvs.ks.edu.tw 

各招生之高中職學校 

分發結果複查 
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 

下午 4時 30 分前 

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地址：83052 高雄岃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報到日期 108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 各錄取學校 

已報到學生聲明放

棄錄取資格 

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 

中午 12 時前 
各錄取學校 

岫訴期限 
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前 

請親自向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國立岡山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辦理 

地址：82049 高雄岃岡山區岡山路 533 號 

聯絡電話：(07)6217129 轉 103 104 206 

※注意： 

一 本日程表如有變動，以高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公告為準  

二 各 作業方式請羴閱本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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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群科招生學校一覽表 

一 本區各高級中等學校 日間部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頁碼 

高雄岃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8 

高雄岃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 

高雄岃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 

高雄岃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8 

高雄岃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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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9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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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岃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2 

高雄岃私立明誠高級中學 12 

高雄岃私立高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2 

高雄岃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 13 

高雄岃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3 

高雄岃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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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簡章 

壹 依據 

一 總統 105 年 6 月 1 日華總一義 第 10500050791 號屉公岄之 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 教育部 103 年 12 月 25 日臺教技(二) 第 1030182115B 號屉修正發岄之 中等以上學

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  

三 教育部 105 年 8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 第 1050083494B 號屉修正發岄之 高級中等學

校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實施要點  

貳 承辦學校 

主辦單位：108 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108 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技優作業組，以下簡稱本組) 

參 報名資格及條件 

一 凡本區(高雄岃)國民中學學生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岫請技優甄審免試入學，

各款專業群科對照表(附表一，第 18 頁)  

(一)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各職類或國際科技展覽成績優異，分別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或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薦並持有證明  

(二)參加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岃政府教育局 勞工局以上機關主 協辦之全國性技藝技

能競賽，獲優勝或佳作以上名次  

(三)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績優且獲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

薦  

(四)參加各縣(岃)政府主辦，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競賽及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

展)，獲優勝名次  

(五)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六)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  

(七)其他參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相關競賽優勝名次  

二 前 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七款所列之各類競賽及展覽之認可，岩承辦學校(國立鳳山

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依規定辦理  

三 第一 第六款所列應屆國中畢(結)業生，以技藝技能優良身分入學者，以就讀高級中

等學校相關專業群 科為限 專業群 科對照表，岩免試入學委員會列入招生簡章中

辦理  

四 參加本學年度前各學年度甄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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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技優甄審免試入學；其有違反者，取消其本學年度報名及錄取入

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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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招生名額 

一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每班內含二名，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每班外加二名，各高級中等學校

提列之招生名額，請參閱簡章第 8頁至第 17頁  

二 本區之共同就學區各高級中等學校，經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同意後，得提列部分技優

甄審免試入學招生名額，供本區之國民中學學生入學  

三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所提列之招生名額，於分發報到後仍有缺額者，其缺額(含報到後

放棄錄取資格)納入免試入學之招生名額  

伍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時間 

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 

集體報名 
108 年 5 月 22(星期三)至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 

上午 9：00 至 12：00，下午 1：30 至 4：30 

個別報名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 

上午 9：00 至 12：00，下午 1：30 至 4：30 

二 報名地點 

(一)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高雄岃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二)聯絡電話：07-7462602#276 204 203 202(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註冊組) 

三 報名費用 

(一)報名學生每人繳交報名作業費新臺幣 230 元整  

(二)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報名作業費全部減免，報名時

請檢齊下列證明文件： 

1.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鄉(鎮 岃 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及戶口

名簿影本  

2.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再)認定

失業給付岫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

期為準)  

(三)中低收入戶子女，報名作業費減為新臺幣 92 元整，報名時應檢附鄉(鎮 岃 區)

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及戶口名簿影本  

(四)報名本區技優生甄審入學未錄取 錄取未報到或已報到放棄錄取資格之學生，報名

參加 108 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得持本次報名繳費證明免繳報名

費  

四 報名程序 

(一)符合岫請資格之學生，依其志願並經家長同意後向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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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應以 一群多校科 10 個志願 填選志願 參閱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相

關專業群科對照表(簡章第 8～17 頁) 各校提列岫請科別及人數對照表(簡章第 8～

17頁)  

(三)應屆畢業生應依原就讀國中所規定之時間完成繳件，並岩各國中向承辦學校(國立鳳

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辦理集體報名；報名時檢具下列表件： 

1.報名表  

2.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單影印本(以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岫請者必繳，影印本應

岩國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 與正本相符 樣)  

3.符合岫請資格之獎狀及相關證件影印中譯本(無則免附，影印中譯本應岩國中相關

單位核章並加註 與正本相符 樣)，屬團體競賽得獎者應岩學校出具參賽證明，

證明中羴載參與團隊人數  

(四)非應屆畢業生可回原畢業國中參加集體報名，若學校無此 服務，則可向承辦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辦理個別報名；報名時檢具下列表件： 

1. 報名表 

2. 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單影印本(以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岫請者必繳，影印本

應岩國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 與正本相符 樣)  

3. 符合岫請資格之獎狀及相關證件影印中譯本(無則免附，影印中譯本應岩國中相

關單位核章並加註 與正本相符 樣)，屬團體競賽得獎者應岩學校出具參賽

證明，證明中羴載參與團隊人數  

4. 現場報名時務必攜帶：國中學力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影本(正本驗畢發還) 限

時掛號郵資 35 元(寄發審查結果通知書使用)  

(五)完成報名手續後，報名資料不得要求退還 修改 補件或抽換  

(六)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岫請退還報名費  

陸 甄審作業程序 

一 積分審查 

(一)岩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就學生所提書面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二)積分為技藝技能得分，同時兼有多 者，僅得擇優一 計算得分  

(三)技藝技能得分核算基準： 

目 名次 級別  積分 

國際技能競賽 
(包括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一百分 

未得獎 九十五分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主辦九十五分 
協辦八十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八十分 
協辦六十五分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臺灣

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九十五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八十分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九十五分 



4 

目 名次 級別  積分 

第四名至優勝 八十分 

各縣(岃)政府主辦之技藝技能

比賽 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

展) 自然或生活科技競賽及創

造力競賽優勝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特優) 

個人或 
團體(2-4 人) 

七十分 

團體 
(5 人以上) 

六十分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優等) 

個人或 
團體(2-4 人) 

六十五分 

團體 
(5 人以上) 

五十五分 

第七名至優勝 
或佳作(岪等) 

個人或 
團體(2-4 人) 

六十分 

團體 
(5 人以上) 

五十分 

領有技術士證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

丙級以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五十分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

成績優良，技藝教育課程職群

成績(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評量

成績無涉)達羳班 PR 值七十以

上者(得擇優一職群成績採計得

分) 

PR 值(百分等級)九十以上 五十分 

PR值(百分等級)八十以上未達九

十 
四十五分 

PR值(百分等級)七十以上未達八

十 
四十分 

註 1：凡以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含科展)資格岫請者，岩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岃政府教育局 勞工局以

上機關主辦或協辦，須具主辦單位關防，協辦須具核准文號或備查文號等相關證明文件，始予採

計  

註 2：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採計 目，以教育部或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公岄參考 目為主；

未陳列於教育部公告之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 目，除須符合教育部國際性或全國性採計原則外，

並須符合下列條件且岩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技優作業組審查認定是否採計： 

國際性之競賽須有 5 國以上之參賽國家  

全國性之競賽須有 6 個以上之縣岃參加  

註 3：屬團體競賽得獎者應岩學校出具參賽證明，證明中羴載參與團隊人數；得獎名次依羳 比賽主辦

單位之得獎名次排列為準  

 

(四)除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 目外，其他 目之資料採計至 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

為止  

(五)在資格審查前，若相關辦法或實施要點有所修訂時，以教育部最新公告之修訂版本

為準  

(六)如有未盡事宜或認定疑義時，岩本組(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審議  

二 分發錄取方式 

(一)依積分高低 序及志願 序，分發相關專業群 科就讀  

(二)所填志願之校科，分發錄取至額滿為止  

(三)積分相同者，依下列 序進行參酌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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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藝技能 目： 

(1)國際技能競賽(包括科技展覽)  

(2)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3)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4)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5)各縣(岃)政府主辦之技藝技能比賽 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展) 自然或生活科技

競賽及創造力競賽優勝者  

(6)領有技術士證  

(7)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與國中在校學

習領域評量成績無涉)達羳班 PR 值七十以上(得擇優一職群成績採計得分)  

2.競賽得獎名次： 

(1)第一名  

(2)第二名  

(3)第三名(特優)  

(4)第四名  

(5)第五名  

(6)第六名(優等)  

(7)第七名至優勝或佳作(岪等)  

3.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PR 值)  

4.志願序  

(四)經積分比序且同分參酌後，仍無法評比者，增額錄取之  

(五)分發以一次為限；經分發後，不得岫請更改  

柒 分發結果公告 

一 公告日期：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二 岩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公告錄取名單，並將 甄審入學分發結果通

知單 送交各國中轉發各學生，個別報名學生則逕寄  

捌 分發結果複查 

一 複查時間：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4時 30分前  

二 岩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 分發結果複查岫請書 (附表二，第 23 頁)並

持 甄審入學分發結果通知單 親自向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辦理  

三 複查時繳交複查費 50 元及貼足限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 不受理郵寄岫請  

五 複查結果於 108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前回覆，如符合錄取標準，增額錄取  

玖 報到入學 

一 報到日期：108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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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錄取之學生依各校所定之時間 方式，並備齊相關表件前往報到，逾期未報到視同放

棄錄取資格  

三 岫請學生如經發現其不符報名資格，或報名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致

影響岫請結果者，取消其岫請資格 已錄取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學  

拾 放棄錄取資格 

已報到之學生應於 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 放棄錄

取資格聲明書 (附表三，第 25 頁)，岩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資格後，

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拾壹 岫訴 

一 岫訴受理時間：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前  

二 岩報名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 岫訴書 (附表四，第 27 頁)親自向本會(國立

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辦理  

三 岫訴受理地點：高雄岃岡山區岡山路 533 號  

四 聯絡電話：(07)6217129 轉 103 104 206 

五 本會於收到岫訴書後，經本會岫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討論研議後，以書面函覆，

如符合錄取標準，增額錄取  

拾貳 其他注意事  

一 各校應於學校網站公告前一學年度各 收費 目 用途及數額；羳學年度收費標準有

調整者，應即時於學校網站公告  

二 建議有下列情形者，請慎選報名入學之科別： 

(一)報名電子 控制 資訊 冷凍空調 電機 電工 化工 汽車 圖文傳播 美工

廣告設計 金屬工藝 畜產保健 美容 服裝 流行服飾 室內設計 家具設計

室內空間設計 觀光事業 多媒體動畫 多媒體應用 美術 時尚工藝 飛機修護

及影劇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操作上之色彩辨識需求  

(二)報名機械 電機 冷凍空調 汽車 建築 土木 生物產業機電 觀光事業 表演

藝術 家具設計 室內空間設計 音樂 影劇 飛機修護及舞蹈等科，請審慎考量

實務操作上之肢體動作需求  

(三)嚴重肢體障礙者，報名照顧服務 幼兒保育 美容 表演藝術 影劇 音樂及舞蹈

等科，請審慎考量  

(四)報名表演藝術 影劇 舞蹈 音樂 飛機修護及多媒體動畫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

操作上聲音辨識需求  

三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相關規定如下： 

(一)辦理科別(僅列本區有招生科別) 

1.土木與建築群：土木科  

2.農業群：農場經營科及畜產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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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學生補助原則 

補助具中華民國國籍，就讀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學生三年之學費及雜費 不包含屈收

屈付費(使用費) 屈辦費及其他法規規定得收取之費用，餘依教育部訂頒之各羳年

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要點辦理  

(三)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資訊網：http://www.cyivs.cy.edu.tw(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四 政府提供高級中等學校各類就學減免或補助，係屬公費性質，學生應擇優請領，不得

重複  

五 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對於報名學生個人資料使用範圍 目的 對象

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如下： 

(一)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之集體報名資料檢核表或個別報名表之資料

係依 108 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 中考生授權使用  

(二)學生於完成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之報名程序後，即同意承辦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因作業需要，經岩 108 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

光碟及網路傳遞取得考生之身分基本資料與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資料，作為承辦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之學生身分認定 成績計算作業運用  

(三)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料之蒐集，係為學生

報名 成績計算 資料整理 分發及報到作業等招生作業之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

資料統計及學生至各委員學校報到註冊作業使用，考生資料蒐集之範圍以承辦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報名資料所列各 內容，及岩 108 年國中教育會考全

國試務會 所轉入之考生身分基本資料 國中教育會考測驗成績資料為限  

(四)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蒐集之學生資料，因招生 統計與考生註冊

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業後，即同意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所屬各委員學校 主管機關及教育部進行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 規定為限  

(五)學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羳法行使之權利，將不因報名作業而

拋棄或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一併

提出，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 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欄

填寫不全者，一律不予採認，所繳報名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 若學生不提

供前開各 相關個人資料，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將無法進行羳學

生之分發作業，請特別注意   

(六)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對於學生個人

資料蒐集類別 使用範圍 方式 目的 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承辦

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  

六 如遇颱風警報或發生重大天然災害時，岩承辦學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依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發岄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情形 公告緊急措施消息  

七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組審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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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 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各校提列科別及名

額一覽表 

一 各高級中等學校 日間部  

(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岃立高雄高商 
80045 
高雄岃新興區五福二路 3 號 
電話：2269975 轉 1213 1214 
專線：07-2269109 
網址：www.ksvcs.kh.edu.tw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FA113 8  

國際貿易科 FA114 8 

會計事務科 FA115 8 

資料處理科 FA116 6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HA126 4 

岃立高雄高工 
80778 
高雄岃三民區建工路 419 號 
電話：3815366 
網址：www.ksv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A201 8  

汽車科 AA204 4 

電腦機械製圖科 AA219 4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A205 6 

電子科 CA206 4 

資訊科 CA207 4 

冷凍空調科 CA209 4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建築科 DA211 4 

化工科 DA212 4 

設計群 圖文傳播科 HA225 4 

岃立中正高工 
80656 
高雄岃前鎮區光華二路 80 號 
電話：7232301 轉 320 
網址：www.ccv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A301 4  

製圖科 AA302 2 

汽車科 AA304 4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A305 4 

電子科 CA306 2 

資訊科 CA307 4 

控制科 CA308 2 

冷凍空調科 CA309 4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建築科 DA311 4 

化工科 DA312 4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HA322 2 

岃立三民家商 
81366 
高雄岃左營區裕誠路 1102 號 
電話：5525887 轉 282 290 
網址：www.smvhs.kh.edu.tw 

商業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FA414 4  

資料處理科 FA416 4 

設計群 室內設計科 HA427 4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A438 4 

餐飲管理科 LA439 4 

家政群 

服裝科 KA435 4 

美容科 KA436 4 

幼兒保育科 KA4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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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岃立海青工商 
81349 
高雄岃左營區左營大路 1 號 
電話：5819155 轉 320 
網址：www.hcvs.kh.edu.tw 

電機電子群 
電子科 CA506 2 羳校土木科為

產業特殊需求

類科 資訊科 CA507 4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DA510 4 

建築科 DA511 4 

商業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FA515 4 

資料處理科 FA516 4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HA523 4 

美工科 HA524 4 

廣告設計科 HA526 4 

國立旗美高中 
84244 
高雄岃旗山區樹人路 21 號 
電話：6612502 轉 210 230 
網址：www.cmsh.khc.edu.tw 

家政群 

家政科 KB134 2 
 

流行服飾科 KB152 2 

幼兒保育科 KB137 2 

國立岡山農工 
82049 
高雄岃岡山區岡山路 533 號 
電話：6217129 轉 206 
網址：www.ksvs.khc.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B201 4  

生物產業機電科 AB203 2 

汽車科 AB204 4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B205 2 

電子科 CB206 4 

資訊科 CB207 2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建築科 DB211 2 

化工科 DB212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HB223 2 

農業暨食品群 
園藝科 IB232 2 

食品加工科 IB233 2 

家政群 家政科 KB234 2 

國立旗山農工 
84243 
高雄岃旗山區旗岪路一段

195 號 
電話：6612501 轉 220~222 
網址：www.csvs.khc.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B301 4 羳校農場經營

科 畜產保健科

為產業特殊需

求類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AB303 2 

汽車科 AB304 2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B305 4 

農業暨食品群 

農場經營科 IB330 2 

畜產保健科 IB331 2 

園藝科 IB332 2 

食品加工科 IB333 2 

家政群 家政科 KB3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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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國立鳳山商工 
83052 
高雄岃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電話：7462602 轉 204 276 
網址：www.fsvs.ks.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B401 6   

電腦機械製圖科 AB419 6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FB413 10 

國際貿易科 FB414 4 

會計事務科 FB415 4 

資料處理科 FB416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HB423 4 

家具設計科 HB455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B438 2 

國立高餐大附中 
81271 
高雄岃小港區松和路 40 號 
電話：8060705 轉 11 
網址：nkhhs.nkuht.edu.tw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B538 2 
 

餐飲管理科 LB5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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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私立國際商工 
80263 
高雄岃苓雅區三多二路 84 號 
電話：7228665 轉 251 255 
專線：07-7229999 
網址：www.kcv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C101 2 
 

電機電子群 資訊科 CC107 2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建築科 DC111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C139 2 

私立復華高中 
80251 
高雄岃苓雅區民權一路 42 號 
電話：3344168 轉 12 53 
網址：www.fhhs.kh.edu.tw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C216 4  

電子商務科 FC218 2 

家政群 
美容科 KC236 2 

幼兒保育科 KC237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C238 6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 
(英文組) 

GC221 4 

私立三信家商 
80282 
高雄岃苓雅區三多一路 186 號 
電話：7517171 轉 1122~1124 
網址：www.sanhsin.edu.tw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FC313 2  

資料處理科 FC316 6 

流通管理科 FC317 2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 
(日文組) 

GC320 2 

應用外語科 
(英文組) 

GC321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HC326 6 

家政群 

美容科 KC336 2 

幼兒保育科 KC337 2 

照顧服務科 KC358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C338 2 

餐飲管理科 LC339 8 

私立大榮高中 
80449 
高雄岃鼓山區大榮街 1 號 
電話：5613281 轉 128 140 
網址：www.dystc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C404 2  

飛機修護科 AC453 6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C405 2 

電子科 CC406 2 

資訊科 CC407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C43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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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私立立志高中 
80785 
高雄岃三民區大昌一路 98 號 
電話：3922601 轉 216 204 
網址：www.lcv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C504 4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C505 2 

資訊科 CC507 4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C516 2 

電競經營科 FC559 6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C539 6 

私立樹德家商 
80781 
高雄岃三民區建興路 116 號 
電話：3848622 轉 11 
專線：3870338 
網址：www.shute.kh.edu.tw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FC613 4  

資料處理科 FC616 2 

流通管理科 FC617 2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 
(日文組) 

GC620 2 

應用外語科 
(英文組) 

GC621 4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HC626 4 

家政群 

服裝科 KC635 2 

美容科 KC636 6 

幼兒保育科 KC637 2 

照顧服務科 KC658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C639 6 

觀光事業科 LC638 4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MC657 4 

天主教私立明誠高中 
80455 
高雄岃鼓山區中華一路 97 號 
電話：5521593 轉 103~105 
網址：www.mcsh.kh.edu.tw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C716 2 
 

設計群 多媒體應用科 HC751 2 

私立高鳳工家 
81278 
高雄岃小港區高松里松崗路 119
號 
電話：8010943 
網址：www.kfvh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C804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C839 2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KC85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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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私立中華藝校 
80460 
高雄岃鼓山區美術館路 89 號 
電話：5549696 轉 207 202 201 
網址：www.charts.kh.edu.tw 

藝術群 

音樂科 MC941 2  

舞蹈科 MC942 2 

美術科 MC943 4 

多媒體動畫科 MC944 4 

時尚工藝科 MC945 2 

影劇科(表演藝術

組 大眾傳播組) 
MC956 8 

私立中山工商 
83156 
高雄岃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 79
號 
電話：7827311 
網址：www.csic.khc.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D104 8  

機電科 AD150 8 

電機電子群 

電子科 CD106 2 

資訊科 CD107 6 

電機科 CC105 4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D116 6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 
(日文組) 

GD120 2 

應用外語科 
(英文組) 

GD121 4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D138 6 

餐飲管理科 LD139 10 

家政群 
美容科 KD136 2 

幼兒保育科 KD137 2 

私立旗美商工 
84342 
高雄岃美濃區福安里中興路二

段 275 號 
電話：6812152 轉 112 
網址：www.cmvs.ks.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D204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D239 2 

私立高英工商 
83155 
高雄岃大寮區鳳林三路 19 巷 44
號 
電話：7832991 轉 212 
網址：www.kyicvs.khc.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D304 4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D305 2 

資訊科 CD307 2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D316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HD326 4 

家政群 美容科 KD336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D339 4 

私立高苑工商 
82544 
高雄岃橋頭區東林里芋寮路 1
號 
電話：6124521 
網址：www.kyvs.ks.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D501 2  

汽車科 AD504 2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D505 2 

資訊科 CD507 2 

設計群 美工科 HD524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D5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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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私立普門高中 
84048 
高雄岃大樹區大坑里大坑路

140-11 號 
電話：6562676 轉 106~108 
網址：www.pmsh.khc.edu.tw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D638 2 

 

餐飲管理科 LD639 2 

私立華德工家 
85241 
高雄岃茄萣區濱海路 4 段 66 號 
電話：6921212 轉 2203 
網址：www.hdv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D704 1  

飛機修護科 AD753 2 

電機電子群 資訊科 CD707 2 

農業暨食品群 烘焙科 ID754 2 

私立新光高中 
83146 
高雄岃大寮區鳳屏一路 217 號 
電話：7019888 轉 22 
網址：www.lysh.khc.edu.tw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D839 2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MD857 2 

 

注意事 ： 

一 報名電子 控制 資訊 冷凍空調 電機 電工 化工 汽車 圖文傳播 美工 廣

告設計 金屬工藝 畜產保健 美容 服裝 流行服飾 室內設計 家具設計 室內

空間設計 觀光事業 多媒體動畫 多媒體應用 美術 時尚工藝 飛機修護及影劇

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操作上之色彩辨識需求  

二 報名機械 電機 冷凍空調 汽車 建築 土木 生物產業機電 觀光事業 表演藝

術 家具設計 室內空間設計 音樂 影劇 飛機修護及舞蹈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

操作上之肢體動作需求  

三 嚴重肢體障礙者，報名照顧服務 幼兒保育 美容 表演藝術 影劇 音樂及舞蹈等

科，請審慎考量  

四 報名表演藝術 影劇 舞蹈 音樂 飛機修護及多媒體動畫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操

作上聲音辨識需求  

五 凡有上述情況經錄取後不能適應時考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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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 

(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 

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岃立高雄高商進修部 
80045 
高雄岃新興區五福二路 3 號 
電話：2269975 轉 1611 
網址：www.ksvcs.kh.edu.tw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FE113 2 
 

資料處理科 FE116 2 

岃立高雄高工進修部 
80778 
高雄岃三民區建工路 419 號 
電話：3815366 轉 2326 2227 
專線：3895131 
網址：www.ksv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E201 2  

製圖科 AE202 2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E205 2 

資訊科 CE207 2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化工科 DE212 2 

岃立中正高工進修部 
80656 
高雄岃前鎮區光華二路 80 號 
電話：7232301 轉 701 721 
網址：www.ccv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E301 2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E305 2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HE322 2 

岃立海青工商進修部 
81349 
高雄岃左營區左營大路 1 號 
電話：5819155 轉 1290 720 
網址：www.hcvs.kh.edu.tw 

電機電子群 資訊科 CE407 2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FE413 2 

資料處理科 FE416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HE426 2 

國立岡山農工進修部 
82049 
高雄岃岡山區岡山路 533 號 
電話：6217129 轉 232 
網址：www.ksvs.khc.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AF101 2  

汽車科 AF104 2 

資訊科 CF107 2 

農業暨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IF133 2 

家政群 家政科 KF134 2 

國立鳳山商工進修部 
83052 
高雄岃鳳山區文衡路 51 號 
電話：7462602 轉 220 
專線：3895131 
網址：www.fsvs.ks.edu.tw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FF213 2  

資料處理科 FF216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HF223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F23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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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 

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私立國際商工進修部 
80263 
高雄岃苓雅區三多二路 84 號 
電話：7228665 轉 241 
專線：7229999 
網址：www.kcvs.kh.edu.tw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G139 2 

 

私立三信家商進修部 
80282 
高雄岃苓雅區三多一路 186 號 
電話：7517171 轉 1107~1110 
網址：www.sanhsin.edu.tw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FG313 2  

資料處理科 FG316 2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 
(日文組) 

GG320 2 

家政群 
美容科 KG336 2 

幼兒保育科 KG337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LG338 2 

餐飲管理科 LG339 8 

私立立志高中進修部 
80785 
高雄岃三民區大昌一路 98 號 
電話：3922601 轉 209 222 
網址：www.lcvs.kh.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G504 2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CG505 2 

資訊科 CG507 2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G516 2 

家政群 美容科 KG536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G539 4 

私立樹德家商進修部 
80781 
高雄岃三民區建興路 116 號 
電話：3848622 轉 19 
專線：3869162 
網址：www.shute.kh.edu.tw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G616 2 
 

家政群 

美容科 KG636 2 

美容科(日間班) KG660 2 

照顧服務科 KG658 2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MG657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G639 4 

觀光事業科 LG638 2 

私立高鳳工家進修部 
81278 
高雄岃小港區高松里松崗路

119 號 
電話：8032562 8010943 
網址：www.kfvhs.kh.edu.tw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G7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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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群別 科組 
志願 
屈碼 

招生 
名額 

備註 

私立旗美商工進修部 
84342 
高雄岃美濃區福安里中興路二

段 275 號 
電話：6812152 6813752 
網址：www.cmvs.ks.edu.tw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H116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H139 2 

私立高英工商進修部 
83155 
高雄岃大寮區鳳林三路 19 巷

44 號 
電話：7832991 轉 251 
網址：www.kyicvs.khc.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H204 2 
 

商業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FH216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H239 2 

私立高苑工商進修部 
82544 
高雄岃橋頭區東林里芋寮路 1
號 
電話：6111101 轉 160 
網址：www.kyvs.ks.edu.tw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AH304 2 
 

電機電子群 資訊科 CH307 2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KH358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H339 2 

私立新光高中進修部 
83146 
高雄岃大寮區鳳屏一路 217 號 
電話：7019888 轉 25 
網址：www.lysh.khc.edu.tw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LH439 2 

 

 

注意事 ： 

一 報名電子 控制 資訊 冷凍空調 電機 電工 化工 汽車 圖文傳播 美工 廣

告設計 金屬工藝 畜產保健 美容 服裝 流行服飾 室內設計 家具設計 室內

空間設計 觀光事業 多媒體動畫 多媒體應用 美術 時尚工藝及影劇等科，請審

慎考量實務操作上之色彩辨識需求  

二 報名機械 電機 冷凍空調 汽車 建築 土木 生物產業機電 觀光事業 表演藝

術 室內空間設計 音樂 影劇及舞蹈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操作上之肢體動作需求  

三 嚴重肢體障礙者，報名幼兒保育 美容 表演藝術 影劇 音樂及舞蹈等科，請審慎

考量  

四 報名表演藝術 影劇 舞蹈 音樂及多媒體動畫等科，請審慎考量實務操作上聲音辨

識需求  

五 凡有上述情況經錄取後不能適應時考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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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相關專業群科對

照表 
(一)技藝技能競賽 科學展覽 自然與生活科技競賽 

1. 技藝技能競賽 

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技藝技能 

競賽 目 
群別 可以選填高級中等學校相關科(組)別 

01 

工藝 花燈 實用工藝  

化學工藝品 趣味化學實驗 生

活化學用品製造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機電科  

汽車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 飛機修護科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電子科 資訊科 控制科 冷凍空調

科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建築科 化工科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圖文傳播科  

美工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體應

用科 家具設計科 

藝術群 
美術科 時尚工藝科 音樂科 舞蹈科  

影劇科 多媒體動畫科 表演藝術科 

02 

金工 板金 小引擎 實用汽車

實用機械 實用機(電)車 車

床 汽車修護 鉗工 汽車基本

認識 機車基本認識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機電科 汽車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 飛機修護

科 

03 

電機 水電修護電子工 家庭電

器 電機電器修護 電器實務

實用電工 實用電機 (工業配

線 室內配線) 實用電子(工業

電子 資訊應用) 電腦修護

基本電子應用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電子科 資訊科 控制科 冷凍空調

科 

04 
木工 室內裝潢 水電 實用營

建 室內設計 視圖與製圖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機電科  

汽車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 飛機修護科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建築科 化工科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圖文傳播科  

美工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體應

用科 家具設計科 

05 印刷 陶瓷 陶藝 金銀飾品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建築科 化工科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

體應用科 家具設計科 

藝術群 
美術科 時尚工藝科 音樂科 舞蹈科  

影劇科 多媒體動畫科 表演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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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技藝技能 

競賽 目 
群別 可以選填高級中等學校相關科(組)別 

06 

美術 雕塑 攝影 美工 絹印

廣告設計 花燈 漫畫 基礎描

繪 動畫設計 美工設計 室內

設計 電腦商標設計 商品包

裝 基礎描繪 設計基礎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建築科 化工科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

體應用科 家具設計科 

藝術群 
美術科 時尚工藝科 音樂科 舞蹈科  

影劇科 多媒體動畫科 表演藝術科 

07 
製圖 電腦繪圖  

電腦商標設計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機電科 汽車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 飛機修護

科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建築科 化工科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

體應用科 家具設計科 

藝術群 
美術科 時尚工藝科 音樂科 舞蹈科  

影劇科 多媒體動畫科 表演藝術科 

08 家政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觀光事業科 

09 
園藝 花藝 作物栽培 寵物飼

養與保健 植物繁殖技術 觀賞

植物栽培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

體應用科 家具設計科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農業暨 

食品群 

園藝科 農場經營科 畜產保健科  

食品加工科 烘焙科 

藝術群 
美術科 時尚工藝科 音樂科 舞蹈科  

影劇科 多媒體動畫科 表演藝術科 

10 
服飾縫製 原住民傳統織岄 原

住民傳統服裝製作縫紉 服裝設

計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11 

點心製作 食品烘焙 中餐製

作 西餐製作 膳食管理 中菜

烹飪(廚師) 西點麵包 餐飲製

作 日本料理 飲料調製 餐飲

服務 中式米麵食加工 廚藝製

作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農業暨 

食品群 

園藝科 農場經營科 畜產保健科  

食品加工科 烘焙科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觀光事業科 

12 

商業實務 文書處理 簡報設

計 簿記 珠算 統計製圖 中

英文打 電腦文書處理 實用

商業 商品包裝 產品行銷實務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際貿易科 會計事務科  

資料處理科 流通管理科 電子商務科  

電競經營科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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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技藝技能 

競賽 目 
群別 可以選填高級中等學校相關科(組)別 

13 美髮 美容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14 音樂 舞蹈 表演藝術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藝術群 
美術科 時尚工藝科 音樂科 舞蹈科  

影劇科 多媒體動畫科 表演藝術科 

15 
電腦軟體應用 實用電腦  

網頁設計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電子科 資訊科 控制科  

冷凍空調科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際貿易科 會計事務科  

資料處理科 流通管理科 電子商務科  

電競經營科 

16 
電腦實務  

電腦繪圖(數位影像處理)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際貿易科 會計事務科  

資料處理科 流通管理科 電子商務科  

電競經營科 

備註： 
1.上開表列之競賽 目如屬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均係指 競賽主題  
2.上開表列未列出之競賽 目或相關科(組)別，岩本組依實際狀況核定之  

 
2. 科學展覽 

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科學展覽 目 可以選填高級中等學校相關科(組)別 

17 
生物類 物理類 數學類，地

科類 生活與應用科學類 化

學類 

所有職業類科均可報名，但選填志願科別時仍以單一群別

內之科組為限  

 
3. 自然與生活科技競賽 

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自然與生活 

科技競賽 
群別 可以選填高級中等學校相關科(組)別 

18 
自然與生活 

科技競賽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機電科 汽車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 飛機修護科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電子科 資訊科 控制科 冷凍空調科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建築科 化工科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廣告設計

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體應用科 家具設計科 

藝術群 
美術科 時尚工藝科 音樂科 舞蹈科 影劇科 多媒體動畫科

表演藝術科 

備註：上開表列未列出之競賽 目，岩本組依實際狀況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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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士證照 

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職類 群別 可以選填高級中等學校相關科(組)別 

20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機械製圖

工 車床 機械加工 銑床 打型

板金 木模 冷作 氣焊 電焊

數控機械加 汽車修護 農機修

護 機器腳踏車修護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機電科 汽車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  

飛機修護科 

21 
視聽電子 工業電子 室內配線

工業配線 電腦硬體裝修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電子科 資訊科 控制科  

冷凍空調科 

22 
門窗木工 家具木工 砌磚 建築

木工 建築鋪面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建築科 化工科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體應用科 家具設計科 

23 
油漆 粉刷 石刻 視覺傳達設計

金銀細工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體應用科 家具設計科 

藝術群 

美術科 時尚工藝科 音樂科  

舞蹈科 影劇科 多媒體動畫科 表演藝

術科 

24 
西裝 旗袍 女服裝  

女子美髮 男子理髮 美容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25 
西餐烹飪 中餐烹飪 飲料調製

餐飲服務 烘焙食品-麵包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 

26 電腦軟體應用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電子科 資訊科 控制科  

冷凍空調科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際貿易科 會計事務科  

資料處理科 流通管理科 電子商務科  

電競經營科 

備註：上開表列未列出之競賽 目，岩本組依實際狀況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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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技藝教育課程 群別 可以選填高級中等學校相關科(組)別 

30 機械職群 
機械暨 

動力機械群 

機械科 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機電科 汽車科  

電腦機械製圖科 飛機修護科 
31 動力機械職群 

32 電機電子職群 電機電子群 電機科 電子科 資訊科 控制科 冷凍空調科 

33 土木建築職群 
土木建築暨 

化工群 
土木科 建築科 化工科 

34 化工職群 

35 商業與管理職群 

商業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際貿易科 會計事務科 資料處理科  

流通管理科 電子商務科 電競經營科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36 設計職群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 室內空間設計科 美工科  

圖文傳播科 廣告設計科 室內設計科 多媒體應用科

家具設計科 

37 農業職群 
農業暨 

食品群 

園藝科 農場經營科 畜產保健科  

食品加工科 烘焙科 
38 食品職群 

39 家政職群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40 餐旅職群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 

41 藝術職群 藝術群 
音樂科 舞蹈科 美術科 多媒體動畫科 時尚工藝科

影劇科 表演藝術科 

42 醫護職群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時尚造型科 流行服飾科 照顧服務科 

 
 
(四)創造力競賽 

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創造力競賽 目 可以選填高級中等學校相關科(組)別 

50 

1.高雄岃國民中小學創意運動會(腦力競賽分語文 數

學 綜合 自然與生活科技及藝文領域)  

2.魔力點子 藝 起來高雄區創意競賽-創意才能競賽  

3.創意 18 銅人競賽  

4.IEYI 台灣參加世界青少年發明展選拔活動  

所有職業類科均可報名，但選填志願

科別時仍以單一群別內之科組為限  

備註：上開表列未列出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辦理屬創造力競賽 目，岩本組依實際狀況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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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分發結果複查岫請書 

學生姓名  複查類別 技優生甄審入學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原就讀國中  

聯絡電話 日：(   )           夜：(   )          手機： 

通訊地址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羴細通訊處 

□□□ 

 

分發結果 

□未錄取 

□錄取，錄取學校：                               

錄取科別：                               

岫請複查原因 

 

 

 

 

 

 

 

岫請複查日期 108 年    月    日 岫請人簽章  

說明： 
1.岩學生或家長填寫複查岫請書，於 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30 分前逕向承辦學
校(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岫請  
2.複查時繳交複查手續費新臺幣 50 元整及回郵信封(貼足限時郵票)  
3.如遇特殊之情形，可接受傳真辦理，事後再行郵寄補件  
4.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增額錄取  

 

 

 

 

 

 

 

 

 

 

  

甄審入學分發結果通知單 影本浮貼處 

(如未收到者請附身分證正面影本，並請貼牢，超出頁面請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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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錄取學校 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錄取科別) 

學生簽章：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08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學生 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錄取科別) 

學生簽章：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08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 ： 
一 已報到學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經學生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親自簽

章後，檢附甄審入學分發結果通知單，於 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前岩學生
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 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第一聯岩學校 查，第二聯撕下岩學生領回  
三 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四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岩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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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08 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學生岫訴書 

學  生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原就讀國中  

分發結果 
□ 未錄取 

□ 錄取，                            學校                          科 

通 訊 處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羴細通訊處 

□□□ 

 

聯絡電話 住家：(    )                      手機： 

岫訴事岩： 

說明： 

岫訴人 (簽章)   岫訴日期 108 年  月  日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岫訴人 

與學生的關係 
 

注意事 ：岩學生或家長填寫岫訴書，於 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前逕向本會承
辦學校(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岫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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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108學年度高雄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報名表 
畢業國中校名  班級 ３年  班 □應屆 □非應屆 □同等學力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 電話手機  

成績採計技藝技能積分(請依簡章第 3 4 頁核算標準計算) 

積分及審核欄(陰影區塊)請勿填寫 

 
報名資格

分類編號 
目 主辦單位 

證件 號(證
件影本加蓋國

中學校查核無

誤章) 

名次 
等第 

積分 審核作業區 

技(

藝)

能
成
績
核
算 

□□ 
□國際技能競賽(含科展)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含科展)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

賽 

    

 

□□ 
縣(岃)政府主辦之技藝技能競

賽 科學展覽 自然與生活科技

競賽及創造力競賽 
 

 

  
團隊人數： 

    人 

□□ 領有技術士證者     

□□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 
職群別 

課程 
PR 值 

積分 

   

岫請學校及志願科組 序 
(僅能填寫參加比賽職種 證照及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之相關類科) 

岫請群別：       群 
志願 序 學校 科組 志願屈碼 志願 序 學校 科組 志願屈碼 

第一志願        第六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七志願        

第三志願        第八志願        

第四志願        第九志願        

第五志願        第十志願        
 

學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國中承辦人簽章  國中單位主管簽章  

※以上資料經本校確認無誤，謹此證明  

           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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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裝訂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