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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11 日臺中(一)字第 1010064221C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1 年 4 月 17 日府教學字第 1010105003 號函發布 

教育部 102 年 7 月 23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20070540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2 年 7 月 25 日府教學字第 1020228501 號函修正發布 

教育部 104 年 4 月 9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023181C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4 年 4 月 24 日府教學字第 1040122192 號函修正發布 

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120068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4 年 10 月 29 日府教學字第 1040366529 號函修正發布 

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2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112140C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5 年 10 月 27 日府教學字第 1050369188 號函修正發布 

教育部 106 年 10 月 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08137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6 年 10 月 6 日府教學字第 1060348109 號函修正 

教育部 107 年 9 月 1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105639C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7 年 9 月 21 日府教學字第 1070333405 號函修正 

教育部 108 年 9 月 1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98265F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8 年 9 月 26 日府教學字第 1080341709 號函修正 

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26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131795A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09 年 11 月 2 日府教學字第 1090395226 號函修正 

教育部 110 年 9 月 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114391B 號函備查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9 月 13 日府教學字第 1100323844 號函修正 

 

一、 依據 

(一）總統 110 年 5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49231 號令修正發布「高級中等教育

法」。 

(二）行政院 106 年 10 月 12 日院臺教字第 1060191247 號函核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實施計畫-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案」。 

(三）教育部 110 年 6 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 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

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四）教育部 109 年 2 月 2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13221Ｂ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

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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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供具備學術、職業或藝能性向專長之學生適性學習之環境。 

(四）發展學校辦學特色，提升教學品質。 

三、申請資格 

彰化區(以下簡稱本區) 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班(群、科、組)為規劃單位，申請辦

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及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四、招生對象及資格 

凡取得國民中學畢業資格或具同等學力者皆能報考。 

五、 招生名額比率 

(一） 111 學年度本區特色招生總名額所占比率不超過全區總核定招生名額之百分之十

五；各校特色招生所占比率，以不超過該校總核定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二）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未招滿之名額，不得續招，亦不得移列調整至其他入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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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用，甄試入學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得辦理續招。 

六、 組織與任務 

(一） 「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 

1. 組織成員 

由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籌組，縣長擔任召集人，本府教育處處長擔任副

召集人，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科長擔任執行秘書，其他成員包含教育處代

表、中央宣導團彰化縣（以下簡稱本區）代表團員及指定參與成員、本縣公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行政代表（含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及各入學委員會主委學校）、國民

中學行政代表、家長團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及學者專家代表等共同組成，其中

國民中學代表人數，不得低於高級中等學校代表人數。 

2. 組織任務 

(1)擬定本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經本縣教育審議委員會通

過，報教育部備查後下達。 

(2)依據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就學資源、國中畢業生統計數據及升學需求之相關分析

資料，規劃本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入學之分年度目標值、特色招生名額分

配及作業流程等事宜。 

(3)研議其他有關特色招生入學推動之事項。 

(二） 「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 

1. 組織成員 

由本府籌組，縣長擔任召集人，教育處處長擔任副召集人，包含教育部代表、教

育處代表、教育學者專家（含課程專家、測驗專家）、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家長團

體代表及教師組織代表，其成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2. 組織任務 

受理並審查本區申辦特色招生學校之申辦計畫書，審查結果提報教育部備查並公

告核准之學校及名額。 

(三） 「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入學委員會」 

1. 組織成員 

由本區辦理特色招生之高級中等學校聯合籌組，成員包含辦理特色招生之各高級中

等學校校長、教務主任、國民中學校長、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代表組成 

2. 組織任務 

辦理本區特色招生入學相關事宜，載明於簡章並公告。 

(四） 「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委員會」 

1. 組織成員 

由本區辦理特色招生之各高級中等學校分別籌組。 

2. 組織任務 

研議各校提供特色招生名額比率，將資料送請本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入學委員

會彙整，報各校之主管機關核准後，載明於簡章並公告。 

七、申辦及審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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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辦規範 

1. 申辦特色課程方向： 

(1)本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根據學校歷史、條件、願景及社會需求等因素，發展

符合獨特性、優異性、創新性、整體性與延續性等五項規準之學科或群科特色

課程。 

(2)針對特定一種或多種課程領域，如語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

學、新興產業、重點產業、音樂、美術、舞蹈、戲劇及體育等加強發展。 

2. 申辦特色招生學校於辦理特色招生之前一年度五月底前提出申請。 

3. 申辦計畫書內容包含下列事項： 

(1)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之目標及理由（需含對國中教學之影響評估、與

招生區內國中之合作方案，以增進招生區內國中學生及家長適性選擇，彰顯學

校發展之特色等內容）。 

(2)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之內外部優、劣勢自我評估(如:學生來源)。 

(3)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之三年課程規劃草案及相關師資條件。 

(4)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之教學資源（含內部、外部資源）。 

(5)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之辦理方式(含單獨或聯合數校招生、招生區範圍、

招生名額、測驗科目、內容及計分、決定錄取等實施方式)。 

(6)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之學生學習、輔導方式(含生活、心理輔導、轉銜

與未來進路等生涯輔導之規劃)。 

(7)學生入學後之編班方式(含招生未額滿之編班方式)：學校以各該主管機關核定

之招收新生班級人數申請辦理特色招生入學者，以班為規劃單位，得呈現班別

名稱；非以班為規劃單位，應僅呈現科別名稱。 

(8)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學生表現成果之評量(含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 

(10)申請學校應附學校評鑑之佐證資料。 

(11)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之預期實施成效。 

(12)其他需補充說明部分。 

4. 經主管機關核准採特色招生之學校，其班(群、科、組)特色課程內容應符合現有

課程綱要規範，或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規定辦理為原則，並於

規定之期限將課程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 

5. 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藝術才能班、體育班及科學班，如申請辦理甄選入學

方式者，得免提申辦計畫書，經報各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二） 審查方式 

1.本區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考試分發入學或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應依其課程

特色需求向審查會提出申辦計畫書，經審核通過後，據以辦理特色招生。 

2.依據下列審查重點項目，審核是否通過及核給招生名額(檢核表詳附表一)： 

(1)學校評鑑結果。 

(2)辦理特色招生目標清楚與課程特色相符、理由具信服力。 



4 

 

(3)課程規劃草案具特色，如：發展語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學、

藝術、技能或與社區文化結合等。 

(4)特色課程實施可行性：含師資、設備、教學資源及與校內外與大專校院、學術

機構、國中小、社區及企業等合作成效，如：科技部高瞻計畫、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等。 

(5)學生來源無虞：衡酌應屆國中畢業生數及學校近年無招生不足情形等。 

(6)學生表現優異，如：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全國性科學展覽、技能證照檢

定等各項成果、學科能力測驗、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或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

各科成績分布。 

(7)相關教學設備充足無虞，切合特色招生班級實施各項教學之需求。 

(8)未來學習、升學及就業等生涯輔導之規劃。 

(9)辦理方式規劃：以聯合招生為主，測驗方式採聯合命題或單獨命題，其他辦理

方式包括編班方式、招生名額、測驗科目、內容及計分方式、決定錄取方式等。 

3.審查會審酌應屆畢業生人數及各校前一學年度特色招生辦理情形等，核定特色招

生名額，倘前一年有未招滿之情形者，請審慎提列招生名額。 

4.審查會於辦理前一年九月底前公告核定特色招生之學校及名額。 

5.申復程序及日程 

各校申辦計畫書經審查後，倘未獲核准辦理特色招生，得依審查意見，備齊相關

資料，於審查會公告期限內書面申復。 

(三） 核定結果 

1.經核准得採特色招生之學校，自核定辦理學年度起，三年內（含核定辦理學年度）

免提申辦計畫。 

2.重新申請辦理特色招生或招生班（群、科、組）變更之學校，仍應依本要點規定

辦理；已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惟未變更招生班（群、科、組）之班名、科別、

課程規劃等，僅降低名額或下一學年度停辦者，免提計畫書，經學校招生委員會

通過後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 

3.經核准採特色招生之學校，於採特色招生入學之學生報到後，須將特色招生成果

函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並進行學生後續之追蹤輔導。 

八、入學辦理方式 

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群、科、組）以同日辦理為原則，學校得選擇單獨或聯合數

校招生，辦理方式如下： 

(一)辦理類別 

1.考試分發入學：獲核准辦理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2.甄選入學： 

(1)特殊才能班：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藝術才能班、體育班及科學班。 

(2)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二)招生方式 

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群、科、組），應採聯合辦理招生為原則；單一班(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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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者，經主管機關同意之學校，方可辦理單獨招生。 

(三)命題方式 

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群、科、組），應採聯合命題為原則，各校得聯合籌組命

題委員會，本公平、公正、專業，符合程序與實質正義原則命題，亦可委託測驗專

責機構命題。前項招生方式為單獨招生者，則得單獨籌組命題委員會，本上述原則

命題，亦可委託測驗專責機構命題。 

(四)測驗內容 

1.考試分發入學 

採學科測驗，應依學校所申辦之特色課程內容規劃，就國文、英語文、數學、社

會、自然等五學科，擇科測驗或採加權計分方式辦理。 

2.甄選入學 

採術科測驗，應依學校特色課程內容，設計術科考科數目及計分方式，若採口試

不可超過總成績百分之十，書面審查不可超過總成績百分之三十，且應於簡章載

明計分標準。甄選入學之班別如確有參採學生國文、英語文、數學、自然或社會

成績之必要，得參採國民中學教育會考成績做為門檻。惟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

業群科之術科測驗，應能符應國中課程綱要為原則。 

(五)入學依據 

1.考試分發入學：以學科測驗成績及學生志願作為考試分發入學之依據。 

2.甄選入學：以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志願作為甄選入學之依據。 

(六)特殊身分學生優待方式 

1.法律授權訂定升學優待辦法之特殊身分學生包含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蒙

藏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僑生及退伍

軍人。 

2.特殊身分學生之優待方式，依各該法規規定辦理。 

九、追蹤輔導 

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應接受本府及各主管機關定期或不定期到校輔導方式追

蹤學校辦理特色招生之成效，以達特色招生之預期成果，並供核准續辦之參據。 

十、預期效益 

(ㄧ)建立學校辦學特色，提升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品質。 

(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培育多元優秀人才。 

(三)提供適性教學環境，鼓勵學生追求卓越發展。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彰化縣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通過，送教育部備查，自 111 學年度起入

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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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 

 

序

號 
審查項目 

學校初核 主管機關審查 

有 無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1 
特色招生之目標及理由（包括

對國中教學之影響評估） 
     

2 自我評估      

3 

三年課程規劃草案(提出特色

課程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審核通過) 

     

4 教學資源      

5 辦理方式      

6 學生輔導方式      

7 編班方式      

8 
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

校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 學生表現成果      

10 學校評鑑結果之佐證資料      

11 預期成果      

12 
其他（主管機關另訂定之項

目） 
     

綜合

評述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修正建議： 

 

 

□不通過 

理由： 

 

審核委員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