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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機械科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暨產學訓精密機械班聯合招生簡章 
依據中市教高字第 1100003442 號函辦理 

核准文號: 中市教高字第 1100023931 號 

壹、 班級簡介 

班別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產學訓精密機械班 

招生名額 
35名(1班) 

註：各合作事業尚未建置女子宿舍。 
60名(2班) 
註：男女兼收 

 
修 

課 

模 

式 

一年級 星期一到星期五到學校上課(可申請住宿也可通勤) 
 
 
 

二年級 

1.星期一到星期五到學校上課(可申請 
 住宿也可通勤)。 

2.暑假的7月份需參加職前訓練72小時 

 (可申請住宿也可通勤)。  

1.星期一到星期四全天和星期五上午在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原中區 

 職訓中心)接受精密機械專業技能訓練， 

 需住宿中彰投分署。 

2.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全天到學校上課。 

註：學員於訓練期間，若辦理休學或遭 

    退訓處分者，即喪失參訓資格，被退 

    訓者同時喪失學生資格。 

 

三年級 

1.8月份入廠實習。 
2.星期一到星期五到合作機構實施職業 

  技能訓練(依契約提供住宿，依建教專 

  法給予生活津貼、勞保、團保) 

1.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合作機構實施職業技 

 能訓練(依契約提供住宿，依勞基法給予 

 薪資、勞保、團保)。 

2.星期六全天在學校上課。 

證照 輔導乙、丙級檢定 專案乙級檢定 

畢業學分 150 學分 160 學分 

畢業證書 臺中高工機械科畢業證書 

及技能訓練合格證書 

臺中高工機械科畢業證書 

及中彰投分署結訓證書 

 
 

畢業出路 

1.可留廠服務。 
2.可經由甄選方式進入合作之科技大學。 

  (前年度為虎尾科大進修部，星期五、六 

  在校上課)  
3.可依各項升學管道報考科技大學。 

1.可留廠服務。 
2.可經由甄選方式進入合作之科技大學。 

  (前年度為勤益科大進修部，星期五、六 

   在校上課) 
3.可依各項升學管道報考科技大學。 

 
 
 

 

 

 

 

 

 

 

合作事業單位 

 
 
 

1.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神岡)： 
综合加工機-立式、臥式、龍門電腦數值控
制車床、複合式加工機。 

2. 誠岱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甲)： 
電梯、鏈條鋼索電動吊車。 

3.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烏日)：  
精密鑽夾頭、CNC綜合切削中心機刀把、PET
雙軸延伸拉吹機。 

4. 新益機械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清水)：  
自動製罐機械、食品罐頭機械、封罐機生產
製造。 

5. 台灣引興股份有限公司(西屯)： 
工具機零組件:風琴護罩、伸縮護罩、排
屑機、機械外觀鈑金。 

6. 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市)： 
各式工作母機、精密沖床製造。 

7. 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神岡)： 
精密機械設備製造。 

8. 吉輔企業有限公司(潭子)： 
綜合切削中心機刀庫、附件銑削頭。 

9. 優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豐原)： 
各式手工具、扭力扳手設計製造。 

10. 和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神岡)： 
CNC 工具機精密分度盤。 

合作事業單位需於二年級下學期才能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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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資格 

   一、國民中學應、歷屆畢業生。 

   二、持 110年國中會考成績單、國中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報名。   

 

參、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110年 6月 7日(星期一)至 6月 18日(星期五)中午 12時截止。 

   二、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網路報名，可掃描右圖 QR cord 或連結下列網址   
        https://forms.gle/fHw7wcfyFzLn34JF9，或到本校首頁(http://www.tcivs.tc.edu.tw) 

        右方本校招生區連結報名。需準備以下證件拍照或掃描上傳： 
        (1)身分證正面、身分證反面。 
        (2)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偏遠地區國中畢業、原住民、中低收、建教廠商推薦等證明文件， 
           偏遠國中畢業者上傳國中學生證或畢業證書)，無特殊身分者免上傳。 
        (3)中投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確認單(請向原就讀國中申請證明單)，彰化區或中投區遺失 
           者請列印本簡章後面之附件給原就讀國中填寫並核章。 
        (4)會考成績單。 
        (5)所上傳之證明文件若有偽造，將取消錄取資格並追究法律責任。 
   三、備註： 
        (1) 網路報名有困難者可來電 04-22613158分機 2200洽詢，或備妥以上文件到本校註冊 
            組尋求協助。 
        (2) 報名時需填寫志願，惟本校建教合作事業單位推薦加分者，志願限填階梯式建教合作 
            班。 
        (3) 因現場工作安全之顧慮，患有紅綠色盲、癲癇、法定傳染病（開放性肺結核、 
          惡性傳染病、重症慢性疾病…等）、嚴重肢體障礙者請勿報名，若經錄取後 
            發現罹患上述疾病者，取消錄取資格。 

肆、成績計算及榜單公告 

   一、成績計算方式：就近入學 6%、扶助弱勢 3%、多元學習表現 58%、教育會考表現 33%， 

        計分方式如附表。成績總分相同時，優先錄取順序為：合作事業單位推薦、低收入戶、 
        原住民。如優先錄取成績均相同時依照中投區免試入學會考超額比序模式順次錄取。 

   二、6月 22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於本校首頁公告成績及榜單，不另寄發通知單。 

伍、成績複查 

    若對成績有疑問者，請家長或考生於 6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4時前，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 

    臺中高工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陸、報到方式 

一、 正取生請於 6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0時 30分攜帶下列文件正本：身分證(或健
保卡)、畢業證書、會考成績單、中投區超額比序確認單(或國中多元學習積分表)，以及
特殊身分證明文件至臺中高工集賢堂報到處報到，逾時未報到視同放棄。 

二、 備取生或欲改分發之正取生(需先報到)請於 6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之前攜帶
下列文件正本：身分證(或健保卡)、畢業證書、會考成績單、中投區超額比序確認單(或
國中多元學習積分表)，以及特殊身分證明文件至臺中高工集賢堂登記處登記候補，逾時
未登記視同放棄候補。 

 
 
 
 
 

https://forms.gle/fHw7wcfyFzLn34JF9
http://www.tcivs.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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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項目 

配分 
項 目 

積 分 計 算 方 式 

備    註 
計算標準 上限 

就近入學積分 

(6分) 

設籍在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

者或在此三區就讀國中者6分，

其餘縣市4分。 
6分  

扶助弱勢積分 

(3分) 

1.符合偏遠地區者2分 

2.符合原住民身分者2分 

3.符合原住民取得文化及語言 

  能力證明者3分 

4.符合中低收入戶者2分 

5.符合低收入戶者3分 

6.建教合作事業單位推薦者3分 

以上身分若有重複，擇優採計 

3分 

1.偏遠地區學校係報主管機關核准有

案之偏遠學校，且國中三年就讀偏

遠學校者。 

2.中低或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鄉（鎮、

市、區）公所核發之本年度中低收

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

簿影本。 

3.凡經本校建教合作事業單位推薦

者，限選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多元學

習表現

積分 

(58分) 

均衡 

學習 

任一領域符合者 9分； 

三領域皆符合者27分。 

27

分 

1.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五學期平均

成績達60分(含)以上者。 

2.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 

德行 

表現 
社團(4分)、服務學習(6分)。 

10

分 

1.社團及服務學習由國中認證。 

2.任一學期參加一項校內社團者給2

分。 

3.任一學期累積服務滿6小時者給2

分，未滿者不予計分。 

無記過 

紀錄 

無處分紀錄者及銷過後無懲處

紀錄者13分；銷過後無小過(含)

以上紀錄者6分。 

13

分 

1.依銷過後計算。 

2.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 

獎勵 

紀錄 

大功每支6分；小功每支2分； 

嘉獎每支1分。 8分 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 

教育會考表現 

積分(33分) 

「精熟」者每科得6.6分； 

「基礎」者每科得3.3分； 

「待加強」者每科得0分。 

33

分 

本積分為「國文」、「數學」、「英

語」、「社會」、「自然」等五科之

教育會考表現加總。 

總積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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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機械科階梯式建教 

合作班暨產學訓精密機械班聯合招生 

 

國中多元學習表現積分表 

(中投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確認單或此表，二擇一拍照或掃描上傳即可) 
 

 

姓名：                    畢業國中：                          

項目 得分 內           容 

 

均衡學習 

 

      分 

(滿分 27分) 

□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 

(該領域前 5 學期平均成績達 60 分者請打勾) 

(任一領域符合者 9分；三領域皆符合者 27分) 

 

德行表現 
      分 

(滿分 10分) 

社團得分：   分(滿分4分，任一學期參加一項校內社團者給2分) 

服務學習得分：   分(滿分 6分，任一學期累積服務滿 6 小時

者給 2 分，未滿者不予計分) 

無記過紀錄 

      分 

(滿分 13分) 

□無處分紀錄及銷過後無懲處紀錄者(符合者得 13分) 

□銷過後無小過（含）以上紀錄者(符合者得 6分) 

獎勵紀錄 
      分 

(滿分 8分) 

大功：    支   小功：    支   嘉獎：    支 

(大功每支6分；小功每支2分；嘉獎每支1分)。 

總分            分(滿分 58分) 

 

 

就讀國中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