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101年 4月 23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10055517號函發布
101年 8月 29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10132982號函修訂
102年 5月 31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20084886號函修訂
103年 6月 30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30102909號函修訂
103年 10月 2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30157347號函修訂
104年 7月 10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40116092號函修訂
104年 8月 19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40139121號函修訂
105年 2月 26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50031356號函修訂

      105年 11月 14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50185691號函修訂
106年 10月 20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60172411號函修訂
107年 11月 17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60189446號函修訂
108年 10月 21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80175926號函修訂
109年 11月 2日宜蘭縣府教學字第1090180529號函修訂

壹、依據

    一、總統105年 6月 1日華總一義字第10500050791號令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教育部108年 2月 2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10359B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  

     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三、教育部108年 10月 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107933B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

     就學區劃定作業要點」。

 四、教育部105年 8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50091890B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

     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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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

貳、目的

   一、鼓勵學生五育均衡發展，開展學生多元智能。

   二、舒緩學生升學壓力，促使學生發展自我優勢。

   三、發揮教師專業能力，提高教師課程教學品質。

   四、強化學校辦學特色，增進學生適性學習發展。

   五、關懷不同地區學生，縮短城鄉教育資源落差。

參、實施範圍

宜蘭區(以下簡稱本區)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其進修部。

肆、招生對象

  一、本區(含共同就學區)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畢業生或具同等  

      學力者。

  二、非本區國中畢業生，但具以下四種特殊情形且未參加他區免試入學之學生，經本區高級  

      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專案審核通過者得參加本區免試入學：

    (一)學生就讀或畢業國中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之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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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因搬家遷徙至本區居住者（檢附具體證明文件）。

    (三)學生在國中階段跨區就學，擬申請返回本區戶籍所在地就讀高級中等學校者（檢附

        具體證明文件）。

    (四)其他特殊因素。

  三、外國籍及大陸地區學生依相關規定辦理免試入學事宜。

伍、組織與任務

為辦理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應分別組成下列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

  一、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由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籌組，本府教育處

      處長擔任召集人，高級中等學校（含入學委員會主委學校）、國中學校、家長團體、教

      師組織、教育行政人員、學者專家等代表共同組成，研商免試入學、特色招生入學辦理

      之方式、名額及其他入學招生相關事宜。

  二、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由本府教育處處長、本區各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教

      務主任、國中校長、家長團體及教師組織等代表組成，辦理免試入學事宜。

  三、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委員會：由各高級中等學校分別籌組，研議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

      比率及加權計分方式，並將資料送請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彙整，報各校 

      之主管機關核准後，載明於簡章並公告。

  四、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由各國民中學分別籌組，負責推動各校學生適  

      性輔導工作，依學生能力、性向、興趣及各項測驗結果、教師平時之觀察及試探活動  

      紀錄，給予適性輔導。提供學生及 家長升學選擇之規劃建議，以作為其免試入學之選

      校參考。

陸、免試入學比率

  一、本區內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比率須達全區總核定招生名額之90%以上。

  二、本區內之高級中等學校各校，除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外，免試入學比率須達該校核定招

      生名額之90%以上。

  三、為實現就近入學與弱勢照顧之目的，本縣轄區內各高級中等學校（下列說明除外）需提  

      撥 50%優先免試入學名額，依各國中畢業生比率，設定各校分配名額，並保障各校至少  

      1個名額。惟不提供各校分配名額情形說明如下：

   (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單科單班及進修部。

    (二)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之學校科別。

   (三)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柒、辦理方式

  一、免試入學不得訂定入學門檻或條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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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  

      績均不得採計，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每人得自高級中等學校中選填志願。

    (二)當參加免試入學之登記人數，未超過各高級中等學校該群、科核定之招生名額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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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錄取。

    (三)當登記人數超過各高級中等學校該科、群核定之招生名額時，參酌「宜蘭區高級中等

        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以下簡稱積分對照表)」(如附表 1)所列各項

         目及積分，各校按群、科依序錄取。超額時先比較比序項目總積分，同分時再依

         序比較各項目積分：畢業資格均衡學習品德表現服務表現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體適能適性發展競賽表現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寫作級分國文積 

         分英語積分數學積分社會積分自然積分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標示(就國中

         教育會考之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各單科依序按成績標示 (A++>A+>A>B+

          +>B+>B>C)為順序)

    二、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分發流程如附表 2。

    三、前項積分對照表未列項目不得定為超額比序項目。

    四、分發流程步驟一及步驟二採計加權積分，步驟三不採計加權積分。

    五、私立中學附設國中部未設籍本縣之學生，不得參加步驟一高級中等學校分發。

    六、步驟一比序相同時，自步驟二遞補名額；步驟二比序相同時，自步驟三遞補名額；步

        驟三比序相同時，則增額錄取。

    七、本府應建置資料管理系統，供各國中登錄學生各項相關資料，競賽表現積分委由本區

        免試入學委員會組成審查小組審查。

    八、高級中等學校各校得提供體育、藝術才能優良學生(專長生)免試入學名額，其辦法由各

        校依各相關法規訂定，並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後招生。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國

        中技藝教育學程畢業生分發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及身心障礙學生特定招生對象之

        班別，其招生名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九、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辦理應屆畢業生直升入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超額比序項目及模式，依本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但學校依據「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實驗教育辦法」規定，於衡酌辦學特性及入學項目實驗之必要性，經實驗教育

          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直升入學未招滿之名額(包括特殊身分學生外加名額)，移列至本區免試入學辦理；

          其辦理方式，依本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

      (三)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應會同本府教育處於放榜前擇採集中分發、集中審查或重點審 

          查方式辦理查核。

    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提列附設國民中學部直升入學名額，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

        學生人數之35％；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提列附設國民中學部直升入學名額，不得高於   

        國民中學應屆畢業學生人數之75%；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提列附設國民中學部直升入學

        名額，不得高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60%。但其附設國民中學部學生人數小於學校

        招生人數者，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人數 50%，學校有前三年招生皆未額

        滿或其他特殊情形，提經學校所在地之免試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討

        論通過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區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實驗教育之高級中等學校，其部分核定招生名額得參

      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6條第2項優先免試入學精神，自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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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計畫辦理招生。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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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優秀學技術人才子女、僑生及退伍

      軍人等，其免試入學優待依相關特殊身分學生升學優待辦法處理。

十三、非應屆國中畢業生及變更就學區之學生得向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提出申請參加免  

      試入學，參加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並採計其國中就學期間之成績或紀錄，採計  

      分數由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小組審查定之。惟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步驟一乃縣

      內各高級中等學校提撥 50%免試入學名額，依各國中畢業生比率設定各校分配名   

      額進行分發。非應屆國中畢業學生及變更就學區之學生不得參加步驟一高級中等

      學校(含如下說明情形)所提撥 50%免試入學名額之分發。

             (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單科單班及進修部。
             (二)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之學校科別。

        (三)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十四、轉學生參加本區免試入學時，其比序項目，由新轉入學校就其轉出國中原有之學  

      習表現或紀錄，本從優從寬原則加以認定。不具有本縣九年級上學期之期末總成績

      及不具有該校九年級上學期之期末總成績者，不得參加步驟一高級中等學校(含如

      下說明情形)所提撥 50%免試入學名額之分發，惟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轉銜或安置

      之個案不在此限。

             (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單科單班及進修部。
             (二)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之學校科別。

        (三)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十五、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職)進修部招收非應屆畢業生，得視歷年招生情況，自訂 

           招生名額，並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單獨辦理免試招生。

     十六、免試入學之辦理順序應先於特色招生，於特色招生辦理完成後，未獲錄取之學生

           得參加各校之續招。

     十七、為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鼓勵就近入學，或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就學權益，由各

           招生學校主管機關衡酌國民中學校數、畢業班數或人數等因素，辦理優先免試入   

           學，其招生名額比率及實施辦法由各招生學校主管機關另訂之，如教育部另有規 

           定者，依其規定實施。

捌、本要點由本府訂定後，提請本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教育部備查，為110學年度入

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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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10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項目
積分計算方式

備註
計算標準 上限

1.畢業資格 符合「畢業」資格加3分；
不符合者不加分。

3分

2.均衡學習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
三領域，達及格者各加2分；未達標
準者不加分。

6分

3.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3-1品德表現

就學期間完全無警告(含)以上紀錄者
及符合銷過後無警告(含)以上紀錄者
加 5分；無小過(含)以上紀錄者加 3
分；不符合者不加分。

5分

3-2服務表現 擔任班級、社團幹部或志工任滿 1學
期，經考核表現優良者加1分。

5分

1.幹部與志工得重複採計積分。
2.班級幹部以3分為上限。
3.社團幹部以2分為上限。
4.志工服務以3分為上限。

3-3競賽表現

1.個人賽：
(1)縣市級（含區域）：
第1名 0.5分/第2名 0.3分/第3名 0.2分

(2)全國級(含國際)：
第 1名 1分/第 2名 0.8分/第 3名 0.6分/第

4名 0.4 分/第 5名至入選(含甲等、優勝、

優選及佳作)0.2分

2.團體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附註：依宜蘭縣政府105年10月26日府教
學字第1050174947號函，107學年度以後，
本(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
序總積分上限調整為46分，競賽表現上
限3分，語文社會、科學數理及藝術技能
等3大類，各類採計以2分為上限，縣級
與全國名次積分同步調整，同年度、同
賽次(含縣賽及全國賽)擇優1次採計；文
到前各類競賽分數從優採計。

3分

1.分語文社會、科學數理及藝術
技能等3大類採計，各類採計
以2分為上限。

2.縣市級：宜蘭縣政府教育處主
辦或認可經正向表列之競賽。
區域性：由教育部主辦之分區
賽。

3.全國級：指教育部主辦採正向
表列及全國亞奧運單項協會
主辦之全國性競賽。國際性:
指經教育部認可採正向表列
之國際性競賽。

4.特優比照第1名;優等比照第2
名。

5.同年度、同賽次(含縣賽及全
國賽)擇優1次採計。

3-4體適能表
現

1.各單項任一學期達教育部門檻標準
者各加0.6分

2.單次總成績達金質者另加 0.6分；
銀質者另加0.3分

3分

單項係指：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肌肉適能(1分鐘屈膝仰臥起
坐)、瞬發力(立定跳遠)、心肺
適能(800/1600m跑走等)。

4.適性發展

報名科、群與生涯規劃建議：與「我
的志願」相符者加2分；與「家長建
議」相符者加2分；與「輔導小組建
議」相符者加2分。

6分

5.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精熟」者每科得3分

「基礎」者得分如下:

      B++ 為每科得2.6分

      B+  為每科得2.3分

      B   為每科得2 分

15分 教育會考積分不得超過總積分
1/3，加權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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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強」者每科得1分

說明：一、申請超額時上列項目應全數採計，並得依學校發展特色及科、群特性，加權採計部分項目。

          第 1至 4項(含子項共7項)至多擇2項加權計分，另「教育會考表現」至多擇2科加權；加

          權值分別以50%為上限。

      二、競賽表現積分由110學年度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統一審核。       

     三、本對照表各項目積分結算基準日如下表：

  項           目            積  分  結  算  基  準  日

1.畢業資格 採計至110年 5月 31日(星期一) 24時截止

2.均衡學習 採計至110年 5月 31日(星期一) 24時截止

3.多元學習表現

3-1品德表現 採計至110年 5月 31日(星期一) 24時截止

3-2服務表現 採計至110年 4月 30日(星期五) 24時截止

3-3競賽表現 採計至110年 4月 30日(星期五) 24時截止

3-4體適能表現 採計至110年 4月 30日(星期五) 24時截止

4.適性發展 依實際積分採計

5.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依實際積分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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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作業開始

錄取

<步驟二 >

各高級中等學校 (含進修部 )所提撥 25 

%及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優先免試、

直升入學、專長生入學、技優生甄審入

學、步驟 1回流名額， 按第一志願及比

序總積分高低分發。

<步驟三 >

各高級中等學校 (含進修部 )所提

撥 25 %名額及步驟 2回流名額，依

比序項目積分 (不含加權 ) 高低，

按學生選填志願逐一檢視分發。

錄取

報到入學

 額 滿

下一個志願

錄 取

錄 取 

< 步驟一 >
各國中就縣內各高級中等學校所提撥 50%
免試入學名額，依各國中畢業生比率設定
各校分配名額，惟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 高
職 ) 之單科單班及進修部、辦理學習區完全
免試學校科別、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
高級中等學校所提供 50%名額係供全區各
國中按第一志願及比序積分高低分發。

附表 2           110學年度宜蘭區免試入學分發作業流程圖

7

超額時依比序項目進行比序，其順次如下：
總積分畢業資格均衡學習品德表現服務表現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體適能適性發展競
賽表現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寫作級分國文積分英語積分數學積分社會積分自然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標示(就國中教育會考之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各單科依序按成績標示)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優先免試、直升入
學、專長生入學、技優生甄審入學，仍有
餘額，則平均回流於步驟二及步驟三。

否

否

是

是

至最後一個選填志願仍未錄取者，得參加高中或高職)
辦理之續招，續招之辦理方式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是

是

否

是    否



110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多元學習表現─服務表現、體適能表現、競賽表現」採計相關說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5年 8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91890B號函「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   

       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二、教育部 108年 2月 2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10359B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    

       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貳、目的：建立公平計分機制，維護學生入學權益，特訂定本說明。

參、服務表現採計原則(本項積分採計上限 5分)：
  一、班級幹部：

    (一)幹部應符合教育性及民主程序產生。

    (二)班級幹部每班至多十名，職稱各校得自定，惟應全校統一。(班級幹部明細參考如下 表)

職    稱 工        作        職        責

班    長 代表班上執行各處室及導師交辦事項、領導班上推動班級事務、拿班會記錄簿…等。

副 班 長 填寫教室日誌、各次段考獎項調查、協助班長推動班上事務…等。

康樂股長 體育課器材借用、體育競賽、策劃班上康樂活動…等。

學藝股長 藝文競賽、作業抽查、教室佈置、壁報製作…等。

事務股長 代收及保管班費、保管班上財物、門窗電燈風扇之關鎖、教室設備之維護請修…等。

服務股長
編排個人打掃責任區、督導公共區域打掃、編排值日生、教室整潔管理、清潔用具保管

…等

風紀股長 維持班上秩序、勸導班上同學違規行為、上課點名掌握班上同學行蹤…等

輔導股長 協助輔導活動課教師、協助輔導室業務推動…等

環保股長 宣導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班上資源垃圾回收、廚餘回收、回收櫃清潔…等

資訊股長 資訊股長之職責包含設備之借用、操作、維護、故障回報等。

    (三)班級幹部任滿一學期且表現優異，經導師提交名單由學校認證，並於校務行政系統登           

        錄方能列入積分採計。

    (四)擔任班級幹部，每學期可採計 1分，六學期（惟第六學期依當年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

        定採計截止日採計）至多採計 3分。

二、社團幹部

   (一)定義：指國中期間參與由學校於課程內或課後（含假日及寒暑假）實施團體性、系統    

       性之活動課程或各類校隊，由合格教師或具備專長者擔任指導，且需定期訓練或研習

       之學習團體。

   (二)擔任社團幹部滿 1學期，經考核表現優異，由指導老師提交名單經學校認證，並於校

       務行政系統登錄，可採計 1分，六學期（惟第六學期依當年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採

       計截止日採計）至多採計 2分。

   (三)各社團每學期可推派幹部人數以不超過該社團學生數 7%為原則（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三、志工服務認證

   (一)校內志工每滿 1學期可採計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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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校性志工類別：

 自治類：學生自治會會長、班聯會會長、自治鄉鎮市長等相關類型。

 交通類：交通服務、糾察等相關類型。

 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垃圾分類、環保尖兵等相關類型。

 學術類：與教學相關服務，如圖書、實驗室、體育器材管理志工等相關類型。

 典儀類：司儀、值星、旗手等相關類型。

 其他類：經學校核可之全校性志工。

 2.班級學科小老師：依據實際開授課科目採計，上限 16名。

 3.支領酬勞者不採計。

 4.全校性志工每學期擔任一種以上得重覆採計，班級小老師則不重覆採計。

  (二)校外志工：

      持有內政部統一製發之志工服務紀錄冊，並依「志工服務法」規定，完成相關服務訓練後所從事之志工

      服務，始得採計。校外志工每滿 20小時可採計 1分，六學期（惟第六學期依當年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

      定採計截止日採計）至多採計 3分。惟需檢附服務證明文件，經校方簽認後，方能列入積分採計。

  (三)學生進行團體服務學習時，學校應有專人指導，以就近照顧；若學生進行個人性之服務學習活動，學 

      校應評估其安全性。

 四、外縣市學生校內志工積分採計：

  (一)外縣市學校所開立之校內志工服務證明，若為學期制則依學期採計。

  (二)外縣市轉學生及變更就學區學生，校內志工滿 12小時採計 1分，餘數不予採計。

  (三)社福系統個案安置的學生，以轉進來的週數換算比例折算。

肆、競賽表現採計原則(本項積分採計上限 3分)：
 一、競賽分類：語文社會類、科學數理類及藝術技能類三大類(附件一)，各競賽分類方式經本區「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規劃推動小組」暨「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訂定之，若有新增項目時亦同。

 二、各競賽項目應繳交成績證明文件，始予採計。

 三、競賽表現積分採計：各項競賽同一分類至多採計 2分，競賽表現至多採計 3分，最終積 分由宜蘭區高級

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小組審核，採計說明如下表。

競賽表現採計說明：

序號 項目 審查標準 備註

1
競賽獎狀主辦單位

認定
以「落款」、「關防」認定。

2 團體賽認定 參賽者 2人以上視為團體。

3 同年度、同賽次

(含縣賽及全國

賽)擇優 1次採計

定義

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之競賽表現，「同年度、

同賽次擇優 1 次」係指學生參加同年度、同賽次比賽(含縣市級比賽

及全國性競賽)僅擇優 1次採計積分，舉例說明如下：

(1)若學生在同一賽次之不同比賽項目獲獎，擇優 1次採計，如：

①學生獲得宜蘭縣 106學年度語文競賽「字音字形」項目第一名

(0.5分)及「閩南語朗讀」項目第二名(0.3分)，則擇優 1次採計

0.5分。

②學生獲得宜蘭縣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項目第一名(0.25分)

及「古箏獨奏」項目第三名(0.2分)，則擇優 1次採計 0.25分。

(2)若學生參加縣(市)賽後取得全國賽資格並獲獎，擇優 1次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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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①學生獲得宜蘭縣創意戲劇比賽「布袋戲組」特優(0.25分)並代表宜

蘭縣參加全國創意戲劇比賽「布袋戲組」獲得優等(0.4分)，則擇優

1次採計 0.4分。

②學生獲得宜蘭縣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第一名(0.5分)，並代表

宜蘭縣參加全國美術比賽「版畫類」獲得甲等(0.2分)，則擇優 1次

採計 0.5分。

4
縣(市)級(含區

域)競賽

縣(市)級：宜蘭縣政府教育處主辦或認可經正向表列之競

賽，區域：由教育部主辦之分區賽。

縣(市)級(含區域)競賽獲獎由學校登錄系統。

5 全國級競賽
全國級：指教育部主辦採正向表列及全國亞奧運單項協會主辦之全國

性競賽。全國級競賽獲獎由學校登錄系統。

6 國際性競賽
國際性:指經教育部認可採正向表列之國際性競賽。國際性競

賽獲獎由學校登錄系統。

7 成績證明文件

(1)學生參加競賽之獲獎證明若屬獎盃、獎牌等無法以影印本證明者，

應檢附獎項照片影本證明，需由學生檢附證明予學校認定並於照

片影本上核章。

(2)倘學生遺失獎狀或獎牌等獲獎證明，請學校協助函報縣府申請補

發。

8

110學年度高級中

等學校免試入學競

賽表現採計時間

獎狀(盃)上日期 107年 8月 1日至 110年 4月 30日。

9
名次認定及計算標

準

(1)獎狀上有名次依照名次認定。

(2)計算標準

個人賽：

縣市級（含區域）：

     第 1名 0.5分/第2名 0.3分/第3名 0.2分

全國級(含國際)：

     第 1名 1分/第2名 0.8分/第3名 0.6分/第4名 0.4分/

第5名至入選(含甲等、優勝、優選及佳作)0.2分

團體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3)特優比照第 1名;優等比照第 2名。

10 獎狀認定 國中生參加高中職組(倘主辦單位同意越級報名)獎狀可採計。

伍、體適能表現採計原則(本項積分採計上限 3分)：
   一、體適能檢測項目：

 (一)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二)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三)瞬發力：立定跳遠。

 (四)心肺耐力：跑走。(女生：800公尺，男生：1600公尺)。
   二、門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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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適能檢測成績參照教育部公布之體適能常模，依不同性別及年齡，各單項檢測成績門檻標準如下：

項 目
男生 女生

13 歲 14 歲 15 歲 16 歲 13 歲 14 歲 15 歲 16 歲

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次) 29 30 32 33 23 22 22 23
柔軟度：坐姿體前彎(公分) 18 18 18 18 24 23 25 24
瞬發力：立定跳遠(公分) 148 165 175 180 120 122 125 127
心肺耐力：800(女)/1600(男)公尺跑走

(秒)
676 659 619 578 316 323 320 311

  三、計分原則：

    (一)各單項任一學期達教育部門檻標準者各加 0.6分，單次總成績達金質者另加 0.6分；銀質者另加 0.3
分。

   （二)身心障礙學生、病弱學生之計分：

        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之證明，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證明)者，或持有公立、教學醫院證明為重大傷病、體弱學生，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差異及就學權益，

        予以採計 1.2分。學生並得自肌耐力、柔軟度、瞬發力心肺耐力四項中擇項檢測，每一單項任一學 

        期達教育部門檻標準者加 0.6分，至多加 1.2分，單次總成績達金質者另加 0.6分；銀質者另加

        0.3分。

   （三)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身體病弱，指罹患慢性疾病體能虛弱， 致接受教育發

生一定程度之困難者。其特徵為：

   1.長期多病而經常缺課,或長期連續缺席. 

   2.異常肥胖、病弱或發育不良. 

   3.身體異常顯的虛弱無力,容易暈倒. 

   4.輕微運動就心跳加速、呼吸困難，甚至面色發紫. 

    符合上述條件的疾病：心臟病、肺臟病、哮喘、腎臟病、肝病、癲癇、血液病、腦性麻痺、惡性腫

     瘤等並經專業醫師診斷証明。

   四、成績證明：學生在就讀學校就地檢測由教育部統一提供格式，核發單位為各直轄市教育局、縣(市)政
       府或檢測單位。

   五、採計期限：國一上學期至國三下學期（惟第六學期依當年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採計截止日採計）每

       學期至少施測 1次，成績擇優採計。

陸、附則：
一、體適能檢測之年齡計算方式，以 7個月為界，檢測年月與出生年月相減，所得月分達 7個月以上，則進升

一歲。
舉例如下：

1.民國 88 年 3 月出生，於民國 101 年 10 月進行檢測，年齡計算為 101(年)-88(年)=13；
10(月)-3(月)=7，因達 7個月，故進升 1歲，其年齡為 14歲。

2.民國 88 年 5 月出生，於民國 101 年 10 月進行檢測，年齡計算為 101(年)-88(年)=13；
10(月)-5(月)=5，因未達 7個月，故其年齡為 13歲。

 二、受測學生超過16歲者，以16歲之門檻標準計分。

柒、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採計原則：
一、體適能採計，應自行返回設籍學校或選擇體適能檢測站檢測計分。

二、日常生活表現之計分，應由學生設籍之學校就其日常生活表現給予相同之計分機會及標準，

並提供學生及家長充分之資訊。

三、採團體式及機構式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得依「幹部」項目採計原則規定選擇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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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生擔任幹部，其擔任幹部之記錄程序及計分方式，由本委員會訂之。

四、服務學習採計原則：依下列方式擇一採認

    1.於國中期間參加學籍所屬學校或實驗教育機構所辦理之服務學習課程或課後（含假日及

      寒暑假）服務學習活動。

    2.依「○○國民中學（學校全銜）校外服務學習機關（構）、法人、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 

      體及服務項目、學習內容規範或一覽表」，於國中期間運用社區資源，進行相關服務學 

      習活動。

五、社團採計原則：依下列方式擇一採認

    1.於國中期間參加學籍所屬學校或實驗教育機構所辦理之課程內或課後（含假日及寒暑假）

      社團活動。

    2.於國中期間運用社區資源，進行學藝性、才藝性、體育性等之社團活動。

六、競賽、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之計分，由設籍學校適時提供相關資訊，學生得依競賽主辦

    單位之規定，選擇報名參加。

捌、非應屆畢業學生、轉學生、資賦優異縮短年限者，依照本區超額比序多元學  

    習表現採計規範計分。

玖、若有疑義，由 110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小組統一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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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宜蘭區「縣市級」競賽採計項目

序號 競賽類別 競賽名稱

1 語文社會 宜蘭縣語文競賽

2 語文社會 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

3 語文社會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 English Easy Go系列活動

4 語文社會 本土語言教學成果競賽

5 語文社會 宜蘭縣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初賽

6 語文社會 宜蘭縣推動多元文化及新住民教育生活母語說故事比賽

7 語文社會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宜蘭區初賽

8 語文社會 蘭陽少年文學獎

9 科學數理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10 科學數理 宜蘭縣青少年發明展

11 科學數理 蘭陽盃數學大賽

12 科學數理 宜蘭瘋學習

13 科學數理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資訊科技應用競賽

14 科學數理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生活科技應用競賽

15 科學數理 幸福宜蘭環保智慧王挑戰賽

16 藝術技能 宜蘭縣學生音樂比賽

17 藝術技能 宜蘭縣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18 藝術技能 宜蘭縣學生美術比賽

19 藝術技能 宜蘭縣學生舞蹈比賽

20 藝術技能 宜蘭縣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21 藝術技能 宜蘭縣中小學運動會

22 藝術技能 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

23 藝術技能 國民中學排球聯賽(  縣市預賽  )  

24 藝術技能 國中棒球聯賽(  縣市預賽  )  

25 藝術技能 國民中學籃球聯賽(縣市預賽)

26 藝術技能 宜蘭縣中小學各單項錦標賽

27 藝術技能 宜蘭縣身心障礙國民體能競賽

28 藝術技能 宜蘭縣中小學社區(團)學生三級棒球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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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藝術技能 宜蘭縣運動會

30 藝術技能 宜蘭縣縣長盃籃球錦標賽

31 藝術技能 宜蘭縣龍舟錦標賽

32 藝術技能 蘭陽盃硬式棒球錦標賽

33 藝術技能 宜蘭縣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競賽

34 藝術技能 宜蘭縣特殊需求學生口腔衛生潔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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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宜蘭區「全國級」競賽採計項目

序號 競賽名稱 辦理單位

1 全國語文競賽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2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3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4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5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6 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7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8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9 環境知識挑戰擂臺賽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教育部

10 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 客家委員會

11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12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13 國中籃球聯賽

14 國中足球聯賽

15 國中女子壘球聯賽

16 國中排球聯賽

17 國中棒球聯賽

18 全國運動會

19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20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21 全民運動會

22 原住民雲端科展

原住民族委員會
23 全國原住民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4 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

25 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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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宜蘭區採計中華民國亞奧運單項協會列表

序號 亞奧運單項協會名稱 序號 亞奧運單項協會名稱

1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23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2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24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3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25 中華民國體操協會

4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 26 中華民國手球協會

5 中華民國擊劍協會 27 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

6 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協會 28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7 中華民國划船協會 29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8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 30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9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31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10 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 32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11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 33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12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 34 中華民國角力協會

13 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 35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4 中華民國壁球協會 36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

15 中華民國雪橇協會 37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6 中華民國滑雪協會 38 中華民國冰石壺協會

17 中華民國冰球協會 39 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18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40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19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41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20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42 中華民國藤球協會

21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43 中華民國卡巴迪運動協會

22 中華民國輕艇協會   44 中華民國雪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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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宜蘭區「國際性」競賽採計項目

序號 競賽名稱 辦理單位

1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2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3 亞洲青年運動會

4 奧林匹克運動會

5 亞洲運動會

6 亞洲沙灘運動會

7 亞洲室內及武藝運動會

8 東亞青年運動會

9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10 亞洲帕拉運動會

11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12 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13 亞太聽障運動會

14 世界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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