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看懂

學 習 區 完 全 免 試 入 學
試辦

你知道嗎？全臺已有90所高中職提供鄰近國中畢業生完全免試的入學機會，
不須採計會考成績，就能入學喔！

讓我們來了解完全免試入學吧！



什麼是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國中畢業生可選擇所就讀國中對應的

一所高中職報名，不須採計國中教育

會考成績，而且在會考前就會放榜。



為什麼要推動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建立國中與高中職六
年一貫完整學習。

合作學習

                       銜接國中與高中職

優質教育六年一貫

加強國中與高中職師
資、課程及教學的合
作夥伴關係。

整合國中與高中職各
項專案計畫，以達資
源利用效益最大化。



為什麼要推動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減輕國中畢業生升學壓
力，豐富學習內容。

                        適合每個孩子的學習

尊重每位學生不同的發
展需求，因應學生的個
別差異，引導學生多元
適性發展。

穩固國中學力品質，導
引學生適性就近入學。

適性發展 就近入學減輕壓力



六年一貫、合作學習的執行策略有哪些？

教師人力支援

區域內資源共享，協助國

中實作及彈性學習課程。

生涯適性探索

辦理適性試探體驗活動，

深化適性就近入學宣導。

教師課程共備

發展六年一貫銜接課程，

研發多元學習活動。

精進教師有效教學，

強化跨校及跨階段合作。

共組培力團隊



共20校

北部學校 ‧ 各校對應國中詳細名單可上「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網」(https://cefp.edu.te/)查詢。

‧ 各校實際招生科別及名額，以各校（區域）簡章為準。

110學年度的試辦學校有哪些？

市立金山高中  私立能仁家商

新北市 (2所)

國立蘇澳海事  國立頭城家商
縣立南澳高中

宜蘭縣 (3所)

私立世界高中

新竹市 (1所)

私立仰德高中

新竹縣 (1所)

國立基隆女中  國立基隆高中
國立海大附中  國立基隆商工
市立中山高中  市立暖暖高中
市立八斗高中  市立雙溪高中
私立二信高中  私立光隆家商
私立培德工家  私立中華商海
私立輔大聖心高中

基隆區 (13所)



共15校

中部學校 ‧ 各校對應國中詳細名單可上「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網」(https://cefp.edu.te/)查詢。

‧ 各校實際招生科別及名額，以各校（區域）簡章為準。

110學年度的試辦學校有哪些？

國立仁愛高農  國立埔里高工
私立三育高中

南投一區 (3所)

國立水里商工  國立竹山高中
國立南投高商  私立同德高中

南投二區 (4所)

國立大湖農工  國立卓蘭高中
私立君毅高中  私立中興商工

苗栗縣 (4所)

私立致用高中  私立明台高中

臺中市 (2所)

私立達德商工  私立文興高中

彰化縣 (2所)



共37校

南部學校 ‧ 各校對應國中詳細名單可上「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網」(https://cefp.edu.te/)查詢。

‧ 各校實際招生科別及名額，以各校（區域）簡章為準。

110學年度的試辦學校有哪些？

私立興華高中  私立東吳工家

嘉義市 (2所)

國立新港藝高  縣立竹崎高中

嘉義縣 (2所)

國立北門農工  國立曾文農工
國立玉井工商  國立善化高中
私立慈幼工商  私立陽明工商

臺南市 (6所) 私立三信家商  私立高英工商

高雄市 (2所)

私立義峰高中  私立大德工商

雲林縣 (2所)

國立新營高工  國立後壁高中
國立白河商工  私立興國高中
私立育德工家  私立新榮高中
私立明達高中

臺南四區 (7所)

國立旗美高中  國立旗山農工
市立六龜高中  私立旗美商工

高市六區 (4所)

國立屏北高中  國立內埔農工
國立東港海事  國立佳冬高農
國立恆春工商  縣立來義高中
縣立枋寮高中  私立屏榮高中
私立陸興高中  私立民生家商
私立和美高中  私立日新工商

屏東區 (12所)



共18校

東部、離島學校 ‧ 各校對應國中詳細名單可上「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網」(https://cefp.edu.te/)查詢。

‧ 各校實際招生科別及名額，以各校（區域）簡章為準。

110學年度的試辦學校有哪些？

國立玉里高中  國立花蓮高農
國立花蓮高工  國立光復商工
國立海星高中  私立四維高中
私立上騰工商

花蓮區 (7所)

國立臺東高中  國立關山工商
國立臺東高商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國立成功商水  縣立蘭嶼高中
私立育仁高中  私立公東高中

臺東區 (8所)

國立馬公高中  國立澎湖海事

澎湖區 (2所)

國立馬祖高中

連江縣 (1所)



110學年度試辦的招生期程是什麼？

110年1月15日起公布於
各校網頁及「學習區完全
免試入學網」

簡章公告

https://cefp.edu.tw/

110年5月6~7日報名

放榜或現場撕榜 110年5月13日

報到 110年6月１０日

放棄資格 110年6月11日

報到後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



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如何報名呢？

試探及擇選學習區內

的高中職

學生可以先跟家長及學校師長討論，

就學術及職涯試探的結果，選擇符合

自己性向與能力的高中職。

單一學校辦理的高中職

直接向該校登記一科報名。

            公告報名期間之報名方式

報名適合的高中職

區域辦理的高中職

向該區域召集學校登記一校

一科報名。

* 現場撕榜學校：海大附中、基隆商工、仁愛高農、埔里高工、水里商工、竹山高中、
   新營高工、後壁高中、佳冬高農、恆春工商，僅需報名該校即可。



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如何錄取呢？

* 各校未招足之缺額及未報到或報到後放棄之餘額（一般生及特殊生），

 會納入各就學區後續辦理的分區免試入學中招生。

各校登記報名人數未達招生人

數時，全部錄取。

報名人數未達招生人數

依就學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比序，但不採計會考成績及志

願序轉換分數，依序錄取至足

額，不另列備取。

報名人數超過招生人數

報名 招生

報名 招生



Q&A



已經錄取的學生還需要考會考嗎？

已讀
13:12

13:17

還是要去考試喔！學習
是為自己負責，考完試
後你可以知道你國中三
年的學習成果。

老師，我已經錄取XX高中
了，那就不用考會考了吧！

老師

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的辦理，除能緩解

國中學生分分計較的壓力，教師也能透

過多元課程的銜接，採用創新教法，提

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以穩固學習品質。

而且高中職的老師也會
參考你的會考成績判斷
你的學習狀況，做為輔
導你高中職學習的重要
參考，盡力準備，對自
己的學習是件好事，加

！ 13:24油



錄取後，還能參加其他入學管道嗎？

110學年度的報到日為6月10日，最終

聲明放棄截止時間為6月11日下午三點。

喬喬爸爸

我兒子錄取了XX高中，但他
今天報到後又覺得自己不太
適合，不知道要怎麼辦？

已讀
13:12

我研究過這個制度了，
其實報到後還是可以放
棄喔！

6月11日下午三點前，
填好簡章裡面的「放棄
錄取資格聲明書」，再
親自送到錄取學校辦理
放棄，就可以再重新報
名其他的入學管道了。

13:17

13:32



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110年國中畢業生

http://adapt.k12ea.gov.tw/

完全免試入學網
學習區

https://cefp.edu.tw/

請查詢：

   更多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