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案目標
　　（一）引導學生多元發展，鼓勵學生適性入學。
　　（二）開展學生多元智能，舒緩過度升學壓力。
　　（三）強化學校辦學特色，持續推動創新教育。
　　（四）提供多元入學管道，培育國家優秀人才。

二、具體措施
　　（一）推動「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
　　　　　98年發布「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自99學年度推動擴大免試入學，逐步
　　　　　擴大免試入學名額比率，關鍵指標詳如表1。

　　（二）中央訂定入學方式之全國一致性原則
　　　　　訂定「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
　　　　　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及入學管道辦理流程圖，作為各直轄市、縣（市）訂定「高中高職
　　　　　免試入學作業要點」及「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之重要依據。
　　（三）輔導會商先行，中央地方共同努力
　　　　　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輔導小組」，協助各直轄市、縣市規劃免試入學及特
　　　　　色招生之操作程序及辦理細節，並已至各區進行輔導諮詢，就可能產生之困難及潛在的問
　　　　　題，提供建議及策略。並邀請宜蘭縣及彰化縣進行試模擬，訂定作業要點草案供各區參酌
　　　　　。
　　（四）在全國一致性原則下，入學方式作業要點授權各區因地制宜
　　　　　各直轄市、縣（市）依15個免試就學區範圍，組成「高中高職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研擬
　　　　　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作業要點草案，經區內之各直轄市、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通過後
　　　　　，再報教育部備查。
　　（五）成立高中高職入學審議小組審查各區作業要點
　　　　　依「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及「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
　　　　　訂定及報備查原則」，審查各區之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作業要點，俾使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項目符合公平性、教育性及可操作性原則，特色招生的辦理務求兼顧學生選校及學校選才
　　　　　的需求，以達成適性揚才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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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學生多元智能

提供多元入學管道

發展學校辦學特色

特色招生

0%~25%

人才培育

創新教育

免試入學

75% 以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

人才培育

舒緩升學壓力

引導教學正常化

免試入學率\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關鍵指標 40% 55% 65% 75%

表１：逐年擴大免試入學名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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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現況
　　（一）逐年提高免試入學名額比率，已達目標值
　　　　　99學年度起擴大辦理免試入學，逐年提高免試入學名額比率，101學年度，全國高中高職及 
   五專，提供擴大免試入學名額計176,765名，達核定招生名額之57％（各年度目標值及歷年辦 
    理情況詳表2）。

　　（二）101年3月14日發布「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
　　　　　提供各區據以訂定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該項原則並訂有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參考項目（詳表3
　　　　　），提供各區據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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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率\學年度 99 100 101

關鍵指標 － 40% 55%

執行情形 21% 44% 57%

表２：免試入學各年度目標值及歷年辦理情況

備註：99學年度執行情形僅包含擴大免試入學；100學年度執行情形包含實用技能學程、進修學校及擴大免試入學等免入學測
　　　驗管道；101學年度截至目前為止，僅有擴大免試入學，另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學校招生名額，尚在統計中。

表３：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參考項目一覽表

項目 內涵概述 理念

學生志願序 學生選填志願之序位 尊重學生意願，並配合國中階段適性輔導，以落實適性選擇精神。

就近入學 高中高職提供一定比率給社區內國中學生，其餘名額提供給全區國中學生。 鼓勵學生在免試就學區內在地就學，以避免舟車勞頓跨區走讀。

扶助弱勢 協助各免試就學區內之偏遠鄉鎮國中學生、經濟弱勢(中低收入戶)學生或特

殊境遇學生之升學機會。

照顧就學區內區域或經濟弱勢家庭子弟就學，以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兼顧社會正

義。

學生畢（結）業資格 指學生報名免試入學時，符合國中畢業或結業資格。 為貫徹國民教育法第 13 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

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僅要求畢業生畢業時能達到應有標準，以維持義務教育階

段應有品質，避免學生因免試入學而放棄正常學習。本項採門檻制，而非比較學

生在校學習成績高低。

均衡學習 國中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領域成績及格。 為貫徹國民教育法第 1條規定，鼓勵學生五育均衡發展，除得以國中學生在校健

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領域之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及格與否作為比序項

目外，且採門檻制，不比成績高低。其他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均不得採計。

適性輔導 學生報名科、群與「國中學生生涯輔導記錄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書」之

相關性。

落實學校適性輔導工作並協助學生依其性向、興趣及能力選擇適性學校就讀。

多元學習表現 1. 日常生活行為表現評量：學生出缺席情形、已銷過後之獎懲紀錄等。

2. 體適能：檢測項目有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柔軟度（坐姿體

前彎）、瞬發力（立定跳遠）、心肺耐力（800/1600 公尺跑走）等 4 項。

各項體適能成績分別或均達常模百分等級 85、75、50 以上者，依其檢

測結果核發給金質、銀質、銅質獎章。

3. 服務學習：國中期間參加志工服務、社區服務或表演等。

4. 幹部：國中期間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等。

5. 競賽：國中期間參與競賽，依競賽之層級給與不同的加分(國家代表隊、

全國性、縣市)。

6. 社團：國中期間參與樂隊、體育性校隊、各類技藝班隊等。

7. 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技術士證照等。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品德教育，以利五育均衡發展。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身體健康的培養，提升學生體能，以利五育均衡發展。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品德教育，以利五育均衡發展，從小推動服務學習。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服務與領導能力的培養。

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個學生發展自我優勢能力。

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個學生發展自我優勢能力。

鼓勵有志技職傾向的學生發展相關智能，選擇合適技職教育進路。

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1. 國中教育會考評量科目為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

2.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及自然各科評量結果分為精熟、基礎及待加強

3等級。

3. 積分相同時，得參採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的表現

分別進行比序。

1. 兼顧維持國中畢業生的學習品質及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

2. 若採計國中教育會考(國文、數學、英語、社會及自然)所占比重不得超過三

分之一；若採加權計分，亦不得超過總積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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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1年3月14日發布「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
　　　　　提供各區據以訂定特色招生辦理方式（如表4）及主管機關審核學校提報特色招生申請計畫
　　　　　檢核表之參考格式。

　　（四）訂定入學管道辦理流程圖
　　　　　１、同時辦理免試入學及藝術才能班、體
　　　　　　　育班及職業類科等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２、每位學生都可以報名參加免試入學和
　　　　　　　特色招生，經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甄
　　　　　　　選入學錄取報到學生，未依時間規定
　　　　　　　放棄報到資格，不得報名特色招生考
　　　　　　　試分發入學。
　　　　　３、免試入學如有餘額可辦理第二次免試
　　　　　　　入學，並得與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同時辦理，在同一分發平台進行分發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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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入學管道辦理流程圖

1

高中高職五專學生 

接受適性教育 

學生畢業，參加下一階段考試或就業 

 

參加高中高職五
專轉銜機制, 進入
適性學校( 班級)  

各校皆辦理特
色課程，可於
學生入學後進
行分班事宜

高中高職

五專在學

階段 

 

七

月 

國中適性輔導 
國中在

學階段 

 
高中、高職免試入學 

國中學生 

國中提供學生升學輔導建議 

 五專 
免試入學 

錄取 錄取 

N 

報到入學 

( 可 同 時 報 名 ， 但 錄 取 後 擇 一 校 報 到 )  

Y 

N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六

月 

報到入學 

報到入學 

填寫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 

志願卡 

( 可 同 時 報 名 ， 但 錄 取 後 擇 一 校 報 到 )  

高中高職 
免試入學 

（第二次） 

特色招生 
學科測驗

 

( 得同時辦理)  

錄取 

特色招生 
術科測驗 

五專 
免試入學 

（第二次） 

特色招生 
學科測驗

 

( 得同時辦理)  

錄取 

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 

報到入學 
Y 

國中教學正常化 

及學力品質確保 

國中教育會考 

（5月辦理） 
身心障礙學
生就學輔導 

表４：特色招生辦理方式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報考資格限制 參加藝術才能班者，須符合特殊教育法或藝術教育法等相關資格。 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已錄取者，須於規定期間內放棄資格方得

報考。

考試內容 依學校所申辦之特色課程內容如美術、舞蹈、音樂、戲劇、體育及

職業類科等，規劃術科測驗。

依學校所申辦之特色課程內容規劃學科測驗，由國文、數學、英語、社

會、自然五科中擇科測驗並得加權計分。

考試日期 同一類型同日辦理。

招生方式 聯合辦理為原則，除考科較特殊，無法採聯合招生，方得辦理單獨招生。

命題單位 本公平、公正與專業性，並符合程序與實質正義之原則，由各區或學校特色招生委員會自行命題或委託測驗專責機構協助命題。

跨區招生 學生得跨區考試，惟僅能在該區分發入學。

分發方式 依據學生測驗成績及志願序分發入學，與現行甄選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方式相似。

未招滿名額

處理方式

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經主管機關同意得辦理續招，惟須於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前辦理完畢。

不得續招且不得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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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已成立輔導小組，協助各區規劃入學方式
　　　　　100年11月教育部成立輔導小組，輔導各直轄市、（縣）市規劃作業要點，迄今輔導場次
　　　　　共計31場。並自100年12月至101年3月間邀請宜蘭縣、彰化縣及高雄市政府進行專案簡報
　　　　　及經驗分享，協助各直轄市、縣（市）彼此間進行意見交流。
　　（六）各區之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作業要點，已完成審議程序
　　　　　各免試就學區之「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及「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皆
　　　　　已完成送各直轄市、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及送教育部審查之程序，於101年4月發布
　　　　　。
　　（七）就特定班別之招生，教育部於101年4月發布作業原則
　　　　　現行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建教合作班、實用技能學程、技優甄審入學、藝術才能班、科學
　　　　　班及體育班皆持續辦理，教育部於101年4月發布前開各班別之作業原則。

四、達標作為
　　（一）101年5月起，每一免試就學區應落實模擬作業，透過相關數據之實際演練，檢視免試入學
　　　　　超額處理方式及特色招生辦理流程之合宜性。
　　（二）教育部將邀集各直轄市、縣（市）會商訂定「體適能」、「幹部任期」及「服務學習」之
　　　　　學生多元學習表現示例，並於101年7月底以前完成，以供各區參酌，自101學年度適用。
　　（三）各區應提供充分免試入學機會率，讓每位學生皆可選擇免試入學
　　　　　１、102學年度各區提供65％以上免試入學名額，至103學年度，各區提供75％以上免試入
　　　　　　　學名額（103學年度各區免試入學機會率詳表5）。
　　　　　２、國中畢業生同時也可選擇五專就讀，五專免試就學區為全國一區，北區學校提供之免
　　　　　　　試入學名額為6,879名，中區學校可提供1,721名，南區學校可提供6,349名，總計
　　　　　　　14,949名。
　　　　　３、各區審查學校申辦特色招生比率時，需考量提供充分免試入學機會率，讓國中畢業生
　　　　　　　選擇。
　　　　　４、位處免試就學區交界之學校，得規劃共同就學區，提供鄰近跨區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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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103學年度各區免試入學機會率

備註：以上僅為保守估計，如加上五專及鄰近共同就學區之入學機會，實際免試入學機會率會更高。

編號 免試就學區 總核定招生名額 免試入學招生名額(75％以上) 國中畢業生推估數 免試入學機會率

總計 357,648 268,236 269,151 100%

1 基北區 99,544 74,658 74,112 100%

2 桃園區 33,478 27,097 27,097 100%

3 竹苗區 25,736 19,302 18,131 100%

4 中投區 50,111 41,603 41,603 100%

5 彰化區 18,836 15,200 15,200 100%

6 雲林區 10,056 8,619 8,619 100%

7 嘉義區 15,161 11,371 9,056 100%

8 臺南區 31,551 23,663 21,312 100%

9 高雄區 45,271 33,953 30,484 100%

10 屏東區 10,886 9,551 9,551 100%

11 宜蘭區 5,823 5,673 5,667 100%

12 花蓮區 5,843 4,382 4,154 100%

13 臺東區 3,406 2,555 2,567 100%

14 金門區 819 819 681 100%

15 澎湖區 1,127 1,037 9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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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入學方式將逐年進行專業評估，每3年進行總檢討
　　　　　１、教育部會秉持穩健推動原則，逐年就入學方式進行專業評估，且每3年進行總檢討，將
　　　　　　　妥適調整及規劃相關配套措施，規劃達成108學年度各免試就學區之免試入學比率達到
　　　　　　　85％。
　　　　　２、兼顧普及、菁英教育妥善開展之標的，推動108學年度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其免試入
　　　　　　　學率達50％以上。
　　（五）後續重要工作項目及時程
　　　　　１、101年5月起進行模擬作業，透過相關數據之實際演練，檢視免試入學超額處理方式及
　　　　　　　特色招生辦理流程之合宜性。
　　　　　２、102年3月教育部公告認證為優質之學校名單。
　　　　　３、102年4月至7月各區召開特色招生審查會，審核學校申辦特色招生計畫書。
　　　　　４、102年8月各區公告各校免試入學名額、比序項目及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名單、名額。
　　　　　５、103年1月各區公告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之招生簡章。
　　　　　６、103年6月各區辦理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７、103年7月各區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及第二階段免試入學。
　　　　　８、103年8月教育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檢討103學年度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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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目標
　　（一）提供學生多元入學管道，重視學生學習權及家長選擇權。
　　（二）引導學生多元智能發展，追求適性學習及卓越發展。

二、具體措施
　　（一）五專招生學校均應提供免試入學招生名額：目前五專招生學校共有42校，總招生名額約2萬
　　　　　名，均提供免試入學招生名額，101學年度共計提供1萬0,963名。五專招生學校分布情形如
　　　　　下圖。

　　（二）五專招生學校校校有特色：
　　　　　１、類科多元：具有多元的選擇與適性發展
　　　　　　　的類科，包含護理、餐旅、商管、外
　　　　　　　語、美容、幼保、工程科技、資訊、
　　　　　　　設計、醫事技術等類，提供學生學習
　　　　　　　專業技能。
　　　　　２、強調「務實致用」：五專主要教授
　　　　　　　應用科學與技術，五年一貫的課程
　　　　　　　設計，理論與實務並重；除一般
　　　　　　　理論課程之外，著重實習、實驗
　　　　　　　及實作演練，並重視考取專業證
　　　　　　　照，培養一技之長，部分科（組
　　　　　　　）更安排職場實習，以利就業接
　　　　　　　軌。
　　　　　３、兼顧升學與就業：五專修業時間
　　　　　　　為五年，修滿學分即授予「副學
　　　　　　　士」學位，畢業後因已習得一技
　　　　　　　之長，可直接就業，亦可選擇二
　　　　　　　技或插大（含四技）繼續升學。
　　　　　４、定期評鑑，確保品質：五專係屬高
　　　　　　　等教育之一環，爰其授課師資及設
　　　　　　　備係比照大學標準。為確保各校之
　　　　　　　教學品質，教育部定期辦理評鑑，評鑑結果並公告於教育部技職司相關網站，以供
　　　　　　　各界查詢。查目前各五專招生學校最近一年評鑑結果，各校所設專業科組評鑑通過
　　　　　　　比率達80%以上者占五專招生學校總數之92.86%，教育部並將持續輔導各五專招生
　　　　　　　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三）五專免試入學：
　　　　　１、五專免試就學區為全國一區：考量五專招生學校分散性及類科特殊等因素，免試就
　　　　　　　學區為全國一區。
　　　　　２、逐年提高免試入學招生名額：103學年度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之最低比率且佔總核
　　　　　　　定招生名額之比率至少達75％以上。100-103學年度五專招生學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
　　　　　　　比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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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招生學校分布圖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馬偕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大華技術學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崇右技術學院

德霖技術學院
黎明技術學院
致理技術學院
醒吾技術學院
華夏技術學院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慈濟技術學院

蘭陽技術學院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長庚科技大學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開科技大學

大同技術學院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南榮技術學院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美和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學院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東方設計學院
文藻外語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3學年度 100 101 102

免試入學比率 35% 55% 6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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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國中教育會考採計規範：若採計國中教育會考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不宜列為唯
　　　　　　　一條件且應將其列為最後不得不然之採用項目，且其比重(含加權)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４、已發布「五專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並訂有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參考
　　　　　　　項目如下表：

　　（四）五專特色招生
　　　　　１、招生類別：
　　　　　　　（１）考試分發入學：五專為全國一區，於免試入學後辦理。
　　　　　　　（２）甄選入學：與免試入學同時辦理。
　　　　　２、名額比率：
　　　　　　　（１）招生名額比率以五專當學年度總核定招生名額25％為上限。
　　　　　　　（２）經核定採特色招生之學校，其招生缺額不得辦理續招，亦不得流用其他招生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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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涵概述 理念

扶助弱勢 協助經濟弱勢(中低收入戶)學生或特殊境遇學生之升學機會。 照顧經濟弱勢家庭子弟就學，以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兼顧社會正義。

均衡學習 國中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領域成績及格。 為貫徹國民教育法第 1條規定，鼓勵學生五育均衡發展，除得以國中學生在校健

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領域之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及格與否作為比序項

目外，且採門檻制，不比成績高低。其他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均不得採計。

多元學習表現 1.日常生活行為表現評量：學生出缺席情形、已銷過後之獎懲紀錄等。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品德教育，以利五育均衡發展。

2.體適能：檢測項目有柔軟度（坐姿體前彎）、肌耐力（一分鐘屈膝

仰臥起坐）、瞬發力（立定跳遠）、心肺耐力（800/1600 公尺跑走）

等 4項。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身體健康的培養，提升學生體能，以利五育均衡發展。

3.服務學習：國中期間參加志工服務、社區服務或表演等。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品德教育，以利五育均衡發展，從小推動服務學習。

4.幹部：國中期間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等。 促使學校及學生重視服務與領導能力的培養。

5.競賽：國中期間參與競賽，依競賽之層級給與不同的加分(國家代

表隊、全國性、縣市)。

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個學生發展自我優勢能力。

6.社團(校隊)：國中期間參與樂隊、體育性校隊、各類技藝班隊等。 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個學生發展自我優勢能力。

7.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技術士證照等。 鼓勵有志技職傾向的學生發展相關智能，選擇合適技職教育進路。

適性輔導 報名學校、科（組、班）與生涯規劃建議之相關性。 落實學校適性輔導工作並協助學生依其性向、興趣及能力選擇適性學校就讀。

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1.國中教育會考評量科目為國文(含寫作測驗)、數學、英語、自然及

社會 5科，各科分為精熟、基礎及待加強 3等級；寫作測驗分為 1至

6級分。

2.若採計國中教育會考(國文、數學、英語、自然及社會)所占比重不

得超過三分之一；若採加權計分，亦不得超過總積分三分之一。

兼顧維持國中畢業生的學習品質及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

其他 授權各五專學校依學校特色發展及課程需求訂定之，並確實評估其比

序條件操作之可能性，且其性質不能與前開各項比序項目相同。另計

分比重不得超過 1/10，若有加權計分時亦同。

引導各五專招生學校依學校特色招收適合之國中畢業生就讀，俾利學校特色發

展。

備註：有關「體適能」、「幹部任期」及「服務學習」之學生多元學習表現示例，將參酌教育部中教司研訂結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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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辦理方式：
　　　　　　　（１）招生學校科組經教育部審核具有其特色及辦學優質（該專業科組評鑑成績達一
　　　　　　　　　　等）之五專學校，始得提出申辦。
　　　　　　　（２）五專招生學校欲辦理特色招生者，應依據教育部所訂「五專特色招生核定作業
　　　　　　　　　　要點」申辦，經教育部審查核定後始得辦理。
　　　　　　　（３）特色招生以聯合辦理為原則，並以指定之學科測驗成績及學生志願作為入學依
　　　　　　　　　　據。
　　　　　　　（４）測驗內容應依學校所申辦之特色課程內容規劃。學科測驗得就國文、英語、數
　　　　　　　　　　學、社會、自然等五科擇科測驗或加權計分；術科則依特色課程內容，設計考
　　　　　　　　　　科數目及計分方式。
　　　　　　　（５）除學校申請之特色招生科（班、組）較特殊，無法採聯招方式辦理或經教育部
　　　　　　　　　　同意者，否則不得辦理單獨招生。

三、執行現況
　　（一）101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名額已達五專招生學校總招生人數55％。
　　（二）教育部定期辦理技專校院評鑑，各校評鑑結果均公告於教育部技職司網站，以供各界查詢
　　　　　。
　　（三）已於101年3月完成發布「五專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以作為國中辦理學
　　　　　生升學進路適性輔導工作、五專聯合招生委員會訂定「五專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以及五
　　　　　專招生學校規劃免試入學作業及學校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訂定比序條件等之依據。
　　（四）已於101年4月發布「五專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作為各五專招生學校規劃與申辦特色
　　　　　招生，以及教育部審查之依據。
　　（五）五專聯合招生委員會業擬定「五專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並於101年4月完成報教育部備查
　　　　　。

四、達標作為
　　（一）五專免試入學：
　　　　　１、102學年度免試入學比率達五專招生學校總招生人數65%。
　　　　　２、103學年度免試入學比率達五專招生學校總招生人數75%。
　　　　　３、102年8月公告103學年度各校免試入學名額比率及比序條件。
　　　　　４、102年10月公告103學年度各校免試入學名額。
　　　　　５、103年1月五專聯合招生委員會公布103學年度各校免試入學招生簡章。
　　　　　６、103年5、6月五專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103學年度免試入學招生作業。
　　（二）五專特色招生：
　　　　　１、102年6月各五專學校提出103學年度特色招生申辦計畫書。
　　　　　２、102年8月教育部召開特色招生審查會，審查申辦計畫書。
　　　　　３、102年10月教育部公告辦理103學年度特色招生之學校名單及名額（不超過五專招生學
　　　　　　　校總招生人數25%）。
　　　　　４、103年3月五專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公布103學年度辦理特色招生學校之招生簡章。
　　　　　５、103年6、7月五專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103學年度五專特色招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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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目標
　　（一）多方協調開缺，滿足升學需求。
　　（二）適性輔導安置，保障受教權益。
　　（三）保留安置名額，尊重多元選擇。
　　（四）個別教育輔導，充分適性揚才。

二、具體措施
　　（一）專業綜合評估，適性輔導安置，保留安置名額，保障學習權益
　　　　　本方案為現行身心障礙學生12年就學安置之延伸計畫，以利配合12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
　　　　　推動。期望透過各級政府鑑輔會之專業綜合評估與適性安置，以滿足學生升學需求；同時
　　　　　尊重學生志願參加其他多元入學管道之權益，規劃於103學年度開始可保留原先適性安置之
　　　　　學校名額，讓志願參加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之落榜生，能安心回歸原先安置之學校就讀，
　　　　　以充分保障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權益。
　　（二）103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安置率達8成以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提供學生足夠的安置名額
　　　　　（如下表）。

三、執行現況
　　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發展方案—提供適性化輔導安置
　　（一）「身心障礙學生12年就學安置實施計畫」自90學年度實施以來，身心障礙學生就讀高中職
　　　　　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班級數與人數已有明顯增加之趨勢。如以100學年度為例，集中式
　　　　　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共計894班，就讀一般高中職校人數16,790人，就讀特
　　　　　殊教育學校人數4,568人，共計21,358人已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二）以統計分析98-100學年度特殊教育學校之開缺及安置數為例(如表1)；一般高中職之特教班(
　　　　　綜合職能科)、資源班及普通班統計表(如表2)；各招生區安置達成率(如圖1)。

專業適性安置 尊重多元選擇 保障升學權益

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發展方案

表：全國高中職安置率達成目標值(安置率：獲得安置學生數/申請安置學生數)

表１：特殊學校安置數據統計表

人人充分
適性揚才

尊重多元
入學選擇

保留適性
安置名額

專業輔導
適性安置

滿足多元
升學需求

目標值學年度

101 70%

102 75%

103 80%

項目/縣市/學年度
特殊教育學校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報名人數 各縣市 944 924 929

臺北市 125 130 114

高雄市 144 92 121

安置人數 各縣市 1,443 1,102 1,248

臺北市 123 130 114

高雄市 126 124 155

安置率 各縣市 152.86% 119.26% 134.34%

臺北市 98.40% 100.00% 100.00%

高雄市 87.50% 134.78% 128.10%

註：因特教生(中重度障礙)可能
志願報名參加一般高中職學校適
性安置程序，卻因「選填志願序
或基測成績之比序因素而無法順
利安置入學」，故轉而回歸參加
特殊教育學校之入學安置，造成
特殊學校安置率可能超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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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達標作為 
　　達成「滿足升學需求、適性輔導安置」、「保留安置名額、保障受教權益」之目標
　　（一）落實國中端之適性輔導及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各公私立國民中學應依特殊教育法提供身
　　　　　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以提供適性之學習規劃，並針對學生優弱勢能力，提供
　　　　　生涯轉銜輔導服務，以達適性揚才之目標。
　　（二）開放足額性的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名額－教育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每年均
　　　　　會審慎考量各縣市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類別、程度及學生分布等實際情況後，積極與所屬
　　　　　學校協調開放外加2％名額，以滿足學生適性安置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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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一般高中職特教班(綜合職能科)、資源班及普通班安置統計表

圖１：各免試就學區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達成率

項目/縣市別/學年度
綜合職能科 資源班及普通班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申請人數 各縣市 1,857 1,883 2,003 2,000 2,324 2,521

臺北市 182 180 151 259 275 133(鑑定安置) 665(免試入學)

高雄市 75 136 131 169 259 189

安置人數 各縣市 1,799 1,729 1,681 1,625 1,716 1,624

臺北市 167 173 144 207 255 95(鑑定安置) 453(免試入學)

高雄市 75 75 75 155 234 164

安置率 各縣市 96.88% 91.82% 83.92% 81.25% 73.84% 64.42%

臺北市 91.76% 96.11% 95.36% 79.92% 92.73% 71.43%(鑑定安置) 68.12%(免試入學)

高雄市 100.00% 55.15% 57.25% 91.72% 90.35% 86.77%

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落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多元發展」之特殊教育理念，於100學年度除辦理鑑定安置外，另依據「完成國
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試辦身心障礙學生免試入學安置高中高職。

98學年度 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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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留適性安置名額－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亦能志願參加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等入學管道，安
　　　　　置作業將提前（每年3-4月）辦理，並實施「安置名額保留措施」，讓學生嘗試多元升學管
　　　　　道時無後顧之憂。
　　（四）提供多元入學管道之加分加額優待－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於各入學管道中能獲得較平等之
　　　　　競爭力，現行依「完成國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提供外加2%名額及成
　　　　　績總分加25%計算等優待措施，均予維持保留。
　　（五）視實際需要辦理餘額安置－對於未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特教生，依其志願參加免試入
　　　　　學或特色招生管道，均未獲錄取者，得以個案申請方式，由本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鑑輔
　　　　　會辦理「餘額安置」。
　　（六）103學年度12年國教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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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12年國教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流程圖

專業審查
綜合評估

調整志願序及適合學校

第一階段免試入學

第二階段免試入學

完成轉銜通報

接受建議

未通過
錄取

接受安置

通過
錄取

通過
錄取

是

通過

本部／直轄市／縣市鑑輔會審查報名資料

不通過 全力與家長
及學生晤談

不接受建議
本部／直轄市／縣市鑑輔會進行專業

審查及綜合評估；確實審視學生個別化
(IEP) 計畫、輔導紀錄及生涯轉銜輔導等
資料

適性輔導安置

通過
錄取

4 月

退件不予安置

否 ( 修正報名資料 )

未通過
錄取

特色招生

2 月

未通過
錄取

回歸原先
適性輔導
安置結果

公告適性
輔導安置

結果

新生入學

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學校開缺事宜

公告十二年就學安置各障礙類別簡章

102
9 月底前

102 年
12月底前

103 年
1 月底前

辦理安置檢討會

學生向原就讀國民中學報名

是否參加第
二階段免試

是

否

志願參加免試或特色招生者，
可保留本安置名額

是否通過

成立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發展推動小組
委員會及十二年就學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

志願參加免試或特色招生

公布最終結果

未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特教
生，依志願參加免試入學或特色招
生均未獲錄取者，得個案申請，由
本部／直轄市／縣市政府鑑輔會辦
理「餘額安置」。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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