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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7日技藝競賽委員會議通過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11 學年度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 

報名須知及競賽規則 

 

壹、報名須知 

一、報名方式 

(一)採兩階段報名 

1.第一階段：採用網路報名，各校須上網填報參賽職種及選手人數，並依系統列印之

報名費、加收材料費統計表及代辦選手便當費繳交費用(含111年11月23日競賽中午

選手便當費用)。費用繳交可以支票附於報名統計表掛號郵寄支付(支票受款人請填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或直接匯款至解款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公

庫處(代號0122102)，帳號：16051051900006，收款人戶名：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特種基金保管款。(各校匯款時，請務必於備註欄填上匯款學校名稱及用途，

並將匯款單影印傳真至本校以利核對。)傳真電話：(02)26534955，報名繳費完成確

認後，即不受理退費及更換競賽職種申請。 

2.第二階段：採用網路報名，各校須上網登錄使用者及密碼進入報名系統，並自行輸

入各選手報名資料，確認上傳後由系統產生並列印各競賽選手報名表和各校選手總

名冊，請加蓋學校印信，掛號郵寄(請使用中華郵政)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11學年度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委員會」收，地址：115306 臺

北市南港區興中路29號。 
(二)第一階段報名若有報名學校發生逾期報名之情事，該校應去函執行學校臺北市立南

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與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並敘明原因，經承辦機關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始得補報名。 

(三)第二階段報名後，如欲更換參賽選手，該名選手(候補選手)需經校內初賽選拔，且應

於作業期限內完成更換；若超過更換期限，須去函執行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及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並敘明原因，經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核准後始得變更。  

(四)選手資料更正或更換時(不受理同一選手更換不同職種)，敬請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再

由各校自行上網處理後，列印報名表，加蓋就讀學校印信後，函送臺北市立南港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11 學年度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委員會」辦理。 

二、報名日期 

(一)第一階段：自111年5月30日(星期一)至111年6月17日(星期五)24時止，各校僅須填報

競賽職種及人數，並完成報名費、代辦選手便當費及加收材料費繳交費用；逾期恕

不補辦，以郵戳為憑。 

(二)第二階段：自111年8月19日(星期五)至111年9月12日(星期一)24時止，自行上網填報

各參賽學生報名資料，並將完成之報名表列印，加蓋印信後，於111年9月19日(星期

一)前寄送執行學校；逾期恕不補辦，以郵戳為憑。 

(三)選手資料更正或更換時，請於111年9月26日(星期一)至10月7日(星期五)上網完成更

換程序，並將完成修改之報名表列印，加蓋印信後，於111年10月14日(星期五)前寄

送執行學校。 

三、報名資格與人數限制 
(一)報名資格：以設有工業類專業群科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日間部(含綜合高中專門

學程及實驗教育學校)、其他學制(含進修部、進修學校、夜間部、實用技能學程、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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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合作班)應屆畢、結業生(不含延修生)為原則，各職種報名參賽之群科對應，請參

考工業類技藝競賽職種與職業學校群科對照表；各校報名前應先辦理校內競賽，獲

獎選手始得報名參加競賽。 

(二)人數限制 

1.原則：每職種日間部(含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及實驗教育學校)派1人、其他學制(含進修

部、進修學校、夜間部、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得併計增派1人參加。 

2.特例：冷凍空調、飛機修護等2職種，每校日間部可各派2人參加；鑄造、汽車噴漆

與家具木工職種，每校合計可派2人參加，若該學年度三年級有兩班則可再增派1人

參加；圖文傳播職種每校日間部可派4人參加，其他學制合併得再派4人參加；板金

職種每校以派3人參加為限(日間部2人、其他學制合併得再派1人)；測量、機電整合

及機器人等職種，每校以派2人一組參加為限；設有模具科之學校，每校得增派1人

參加模具職種，但該員僅限模具科學生；設有染整科、紡織科之學校，每校得各增

派1人參加化驗職種，但該員僅限染整科、紡織科學生。 

(三)各職種報名參賽之群科對應，請參考工業類技藝競賽職種與職業學校群科對照表如

附件二-1。各競賽職種所列之參賽群科歸屬及報名時若有爭議，由命題及評判工作

會總召集人與各職種召集人討論決定之。 

(四)同一位選手不得重複報名同類競賽的 2 個職種，亦不得跨類報名參賽。 

(五)選手資料更正或更換時，請於 111 年9月26日(星期一)至10月7日(星期五)上網完成

更換程序，並將完成修改之報名表列印，加蓋印信後，於111年10月14日(星期五)前

寄送執行學校。如發現冒名頂替者，將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議處。 

(六)每位選手之指導老師限陳報1人；2人一組之職種，指導老師以2人為限。 

(七)技藝競賽指導教師須為在職專任教師(不包括：技士、技佐、退休老師、實習老師、

兼課老師、育嬰假老師、短期代理教師……等)或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規定，並獲主管機關許可教育計畫之列冊教育人員。 

四、各校競賽匯款繳交費用 

(一)報名費：每一職種每人新臺幣3,000元。 

(二)加收材料費：各職種材料費加收金額請參考下表。 

(三)代辦選手便當費：每份便當代辦費新臺幣100元，競賽期間中午不開放選手外食，每

一職種選手每人均需繳交競賽第二天(11月23日中午)便當代辦費，若因個別職種競

項次 職種 
加收材料費 

（元/人） 
項次 職種 

加收材料費 

（元/人） 

01 應用設計 1,000 15 建築製圖 0 

02 冷凍空調 1,500 16 板金 1,000 

03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3,500 17 建築 1,800 

04 機械製圖 1,000 18 室內空間設計 3,000 

05 電腦軟體設計 0 19 鑄造 5,500 

06 電腦修護 0 20 模具 1,500 

07 化驗 1,000 21 圖文傳播 4,000 

08 工業電子 1,500 22 測量 0 

09 數位電子 0 23 機電整合 0 

10 工業配線 5,500 24 飛機修護 1,000 

11 室內配線 6,000 25 家具木工 1,000 

12 汽車修護 2,500 26 汽車噴漆 5,000 

13 鉗工 1,000 27 機器人 0 

14 車床 1,250 28 配管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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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需求，須加訂競賽第三天(11月24日中午)便當，將於報名系統直接設定，請依設定

數量與金額繳交。 

(四)經第一階段報名完成確認後不退費，如有變動，競賽前另行通知繳交。 

五、住宿及車輛 

(一)另函檢附執行學校附近可供住宿旅館交通等資料，供各校預訂參考用。 

(二)相關競賽場地辦理接駁服務。 

(三)競賽期間膳食請自理，各競賽場地另有提供午餐代訂服務，並請於報到時完成登記

及繳費。 

貳、選手須知 

一、請詳閱競賽規則及其他有關文件。 

二、應絕對服從評判委員及監試委員之規定與指導。 

三、競賽時上衣應穿著大會提供之工作服或各職種規定之服裝，並將號碼布配戴於工作服

之背後。 

四、競賽時選手應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 

五、選手休息處設置於本會各職種指定場所。 

六、111年11月25日(星期五)上午9時假臺北南港展覽館2館舉行頒獎典禮，各校參賽選手一

律穿著校服參加，並請於當日上午8時30分在臺北南港展覽館2館集合，舉行預演。 

七、本會競賽聯絡處設在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如有緊急事件請即前往

接洽或電話聯絡(02)27825432 #1401、1402，傳真(02)26534955。 

八、大會醫護站設在競賽場所健康中心。 

九、請共同協助維護校區整潔及交通秩序，並愛護花草樹木。 

十、競賽時選手必須保持職業道德及工業安全衛生習慣。 

參、報到及各領隊會議 

一、報到時間：111年11月22日(星期二)13時至14時30分。 

二、報到地點 

(一)各校總領隊一人：於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行政大樓一樓川堂報到。 

(二)各校選手及指導教師(各職種領隊)：於各職種競賽場報到，報到地點如下。 

1.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5306 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29號)：應用設計、冷

凍空調、電腦輔助機械製圖、機械製圖、電腦軟體設計、電腦修護、工業電子、數

位電子、工業配線、室內配線、汽車修護、鉗工、車床、建築製圖、建築、室內空

間設計、鑄造、模具、測量、機電整合、家具木工、機器人等22職種。 

2.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6027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四段77號)：板金、配

管等2職種。 

3.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110070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36巷15號)：化

驗職種。 

4.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06317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圖文傳

播職種。 

5.臺北城市科技大學(112302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飛機修護職種。 

6.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111035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301號)：汽車噴漆職種。 
三、報到手續 

(一)總領隊：辦理報到並領取大會資料袋(大會手冊、識別證等)。 

(二)選手及指導教師(各職種領隊)  

1.校對名冊及繳驗學生證或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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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領取資料袋(大會手冊、工作服、選手證、號碼布等)。 

3.報到手續完成後抽籤。(工作崗位的抽籤:報到現場抽籤或領隊會議時抽籤，由各職

種召集人決定。) 

4.依各職種安排存放大會規定之自備器具及材料。 

5.參觀競賽場地。 
四、總領隊會議：報到當天 15 時至 15 時 30分，在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際會

議廳舉行。 

五、領隊會議：各職種領隊會議在報到當天15時30分至17時，分別舉行(詳細地點公布於各

職種報到處入口及大會手冊中)。 

肆、頒獎典禮 

一、時間：111年11月25日(星期五)上午8時30分報到預演，9時正式舉行。 

二、地點：臺北南港展覽館2館(115018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2號)。 

三、參賽選手、總領隊與指導教師一律參加頒獎典禮，參賽選手應穿著校服並注意儀容之

整潔，不得中途離席。 

伍、成品展覽 

評審後除電腦軟體設計、化驗、汽車修護、測量、飛機修護、機器人等職種無成品展示，其他職種獲優勝

以上之作品，將標明成績及名次，並於 111 年 12 月9日(星期五)前公告於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資

訊平臺網站。(http://sci.me.ntnu.edu.tw)  

陸、其他應配合事項 

一、請準時報到，報到當日11月22日16時後恕不補辦，以棄權論。若遇有突發狀況，以致

無法依時間報到，請以電話向競賽規劃組報備【(02)27825432 #1402】。無故棄權選手

名單，將陳報各教育主管機關。 

二、應用設計、冷凍空調、電腦輔助機械製圖、機械製圖、化驗、工業電子、工業配線、

室內配線、汽車修護、鉗工、車床、板金、建築、室內空間設計、鑄造、模具、圖文

傳播、飛機修護、家具木工、汽車噴漆、配管等21職種加收之材料費，如報名後放棄

將不得退費。 

三、化驗職種選手須自備實驗衣。 

四、大會提供設備，如因操作不當而損壞，須負責賠償。 

五、執行學校可提供指導老師代訂午餐服務。 

六、競賽期間大型遊覽車請依現場服務人員指示，敬請暫時停放於指定地點上下乘客，隨

後即迅速駛離；貨車及小客車憑證進出競賽場，請按照大會工作人員指揮行進，以維

持秩序及安全。 

七、競賽期間進入競賽場選手上衣應穿著大會提供之工作服或各職種規定之服裝及配掛選

手證及號碼布，以利識別。 

八、111年11月24日(星期四)競賽結束，請各校選手於17時前領回存放工具，逾時大會恕不

負保管責任。 

九、各校校旗已請上學年度執行學校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寄送本學年度執行學校臺

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俟 111 學年度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辦理完畢後，再統

一交付下學年度執行學校保管。若有未寄送或汙損者另行通知繳交，請以印有「各校

校名」之大型公文袋包裝，於 1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前寄送執行學校臺北市立南港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5306 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 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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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競賽規則 

一、依據國際技能競賽中華民國委員會有關競賽規定訂定。 

二、參加競賽選手，上衣應穿著大會提供之工作服或各職種規定之服裝，將選手號碼布配

戴於工作服之背後，並配掛選手證始得進出競賽場所。 

三、選手應準時進入競賽場，如於競賽開始後，遲到十分鐘以上者，作棄權論處。 

四、選手自進入待命等候區起至競賽結束前，均不得使用電子通信器材對外聯繫，違者視

情節酌予扣分，或取消競賽資格。 

五、選手進入競賽場，不得攜帶各職種規定以外之工具，如經發現酌予議處，如有攜帶預

先製妥之零件及材料，一經查出，其術科成績概以零分計算。 

六、選手入場後，按已抽得之工作位置對號就位，經評判委員將設備材料之封條啟封後，

始得做各項檢查。 

七、選手對競賽場地設備，必須妥善使用，如有故意損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八、選手如對試題及說明有疑問時，得於原位置舉手，請評判委員解釋。 

九、競賽開始鈴響始可開始工作，停止之鈴聲響後應即應停止。 

十、競賽時選手如有交頭接耳討論者，均分別扣術科成績總分，如有違規情事，經監試及

評判委員共同認定後，提交各職種評判委員按情節輕重處分。 

十一、競賽中途選手如工作方法不正確或有危險動作時，經評判委員糾正制止，不聽從者

評判委員可按情節輕重酌予扣分。 

十二、選手於競賽工作中修理自帶儀器，不予扣分，惟所耗費之時間，亦不予扣除，但有

特殊狀況，由各職種評判委員自行決定。 

十三、選手於競賽期間，因急事須離開工作場所，經評判委員准許並派員陪同始可離場，

但所耗費時間不予扣除。 

十四、如遇意外情況(如空襲、停電、設備故障及選手發生意外事故)應等候評判委員處理，

如為選手操作不當發生意外，其所耗時間不予扣除。 

十五、競賽如需翌日繼續進行，在前一日離場時，須將其作品(或包括自備工具)置於大會所

指定之場所，經評判委員加封後離場。 

十六、選手於工作完成時，將作品交給評判委員當場加封後送交評分場所，並將大會提供

之工具材料設備向競賽組在場人員繳清後，始可攜帶自備工具離場。 

十七、選手應依各職種特性，攜帶相關安全裝備，並於競賽中確實穿著，如有違反規定而

發生意外者應自行負責。 

十八、選手於等待競賽及競賽完成後，不得高聲喧嘩妨礙鄰近人員之工作。 

十九、競賽學生身分，由監試委員核驗(學生應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 

二十、選手於競賽過程中，作品應自行妥為保管，如有遺失或毀損自行負責，如發現惡意

破壞他人作品者，取消其競賽資格，並函報其就讀學校予以嚴厲處分。 

二十一、各校領隊、指導教師及學生(未參加競賽者)，可在大會指定參觀地區參觀競賽進行。 

二十二、本規則經技藝競賽委員會通過後實施；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授權命題及評判工

作會修正補充，並通知各校。 

捌、評判、監試須知 

一、各職種評判委員及監試委員，應於該職種競賽前一日之15時30分前，會同大會有關工

作人員，前往競賽場查看環境，並檢查競賽器材設備工具。 

二、各評判委員、監試委員，請於各職種競賽開始前半小時到達競賽場所。 

三、選手到達競賽場時，請監試委員核對有關證件、競賽場次、編號無誤之後，選手始得

各就競賽崗位。 

四、競賽時，評判委員及監試委員請參照「競賽規則」，監督競賽之進行。 

五、監試委員負責維持場內外秩序，評判委員協助之。 

六、評判委員及監試委員不得對選手作任何暗示，亦不得事前發表競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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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判委員於執行競賽規則，如有意見不同時，由各該職種召集人及命題及評判工作會

總召集人會同解決。 

八、請各職種紀錄競賽過程之各項優點及應改進事項，於講評會上提出綜合報告，並由執

行學校列入競賽研究報告，分送各參加學校參考。 

九、按照「競賽工作預定進度表」之排定，請準時出席各項會議。 

十、競賽期間，必須隨時評分之項目，請隨時評定，並於評分表上簽名(如有更改請簽章)，

俟競賽完畢，請即將此項評分表送交命題及評判工作會總召集人。 

十一、選手之作品(現場評分者除外)繳交後，由監試委員統一收集後送達評分場所集中評

分，由該職種評判召集人主持。 

十二、各該職種評分完畢後，請速將評定結果列表簽章後，交命題及評判工作會總召集人

轉執行學校登記造冊。 

十三、如有其他偶發事件，請斟酌情形依規定處理，並請與命題及評判工作會總召集人聯

繫。 

十四、如有異議事項，須由各校總領隊以書面向大會總幹事提出，由總幹事請命題及評判

工作會研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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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11 學年度工業類技藝競賽職種

與職業學校群科對照表 
競賽職種 職業學校群科可參加競賽之科別 

項次 競賽職種 群別 (科別代號)科別名稱【學制】 

1 應用設計 

土木與建築群 

設計群 

藝術群 

(311)建築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16)美工科【專業群科】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73)圖文傳播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94)金屬工藝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512)室內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V03)美工【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V12)多媒體設計【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05)裝潢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M03)廣告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820)多媒體動畫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99)家具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12)家具木工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430)多媒體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18)美術工藝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V02)室內設計【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V18)室內空間設計【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其他 

2 冷凍空調 電機與電子群 

(309)冷凍空調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321)電機空調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50)冷凍空調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L03)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3 
電腦輔助 

機械製圖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3)製圖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74)電腦機械製圖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A01)機械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A05)電腦製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A09)機械【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55)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332)機械木模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3)汽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59)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360)機電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其他】 

其他 

附件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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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職種 職業學校群科可參加競賽之科別 

項次 競賽職種 群別 (科別代號)科別名稱【學制】 

4 機械製圖 機械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3)製圖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74)電腦機械製圖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A05)電腦製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A09)機械【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55)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332)機械木模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59)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5 電腦軟體設計 
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5)資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6)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2)資訊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C12)資訊科技【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37)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31)家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6 電腦修護 電機與電子群 

(305)資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6)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1)電子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C02)資訊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C12)資訊科技【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37)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31)家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384)航空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7 化驗 化工群 

(315)化工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19)紡織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52)染整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D04)化工【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69)化工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9 
 

競賽職種 職業學校群科可參加競賽之科別 

項次 競賽職種 群別 (科別代號)科別名稱【學制】 

8 工業電子 電機與電子群 

(305)資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6)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1)電子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C02)資訊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C12)資訊科技【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23)視聽電子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37)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384)航空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9 數位電子 電機與電子群 

(305)資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6)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1)電子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C12)資訊科技【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23)視聽電子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37)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C02)資訊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384)航空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10 工業配線 電機與電子群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3)電機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03)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L23)視聽電子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37)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11 室內配線 電機與電子群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1)電子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C03)電機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03)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L23)視聽電子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37)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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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職種 職業學校群科可參加競賽之科別 

項次 競賽職種 群別 (科別代號)科別名稱【學制】 

12 汽車修護 動力機械群 

(303)汽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5)汽車修護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B01)汽車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01)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25)塗裝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L63)機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364)重機科【專業群科】 

(380)軌道車輛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92)動力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13 鉗工 機械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8)模具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0)機電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A01)機械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15)機械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55)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L59)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302)鑄造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74)電腦機械製圖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14 車床 機械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8)模具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0)機電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A01)機械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15)機械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59)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L55)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302)鑄造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15 建築製圖 
土木與建築群 

設計群 

(311)建築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5)土木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35)營造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E01)建築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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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職種 職業學校群科可參加競賽之科別 

項次 競賽職種 群別 (科別代號)科別名稱【學制】 

16 板金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304)板金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7)配管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20)機械板金科【實用技能學程】 

(303)汽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17 建築 土木與建築群 

(311)建築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5)土木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35)營造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L55)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512)室內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98)空間測繪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13)測量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05)裝潢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397)消防工程科【專業群科】 
(E01)建築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其他 

18 室內空間設計 設計群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94)金屬工藝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430)多媒體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05)裝潢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M03)廣告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312)家具木工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99)家具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16)美工科【專業群科】 

(311)建築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5)土木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512)室內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V03)美工【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55)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A05)電腦製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373)圖文傳播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35)營造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U01)原住民藝能【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V02)室內設計【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其他 

19 鑄造 機械群 
(302)鑄造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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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職種 職業學校群科可參加競賽之科別 

項次 競賽職種 群別 (科別代號)科別名稱【學制】 

20 模具 機械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8)模具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15)機械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360)機電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A01)機械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55)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L59)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21 圖文傳播 設計群 

(316)美工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73)圖文傳播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430)多媒體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M03)廣告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22 測量 土木與建築群 

(311)建築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5)土木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97)消防工程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E01)建築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E07)土木建築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398)空間測繪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13)測量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23 機電整合 
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0)機電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72)生物產業機電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7)控制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3)電機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A01)機械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15)機械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702)輪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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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職種 職業學校群科可參加競賽之科別 

項次 競賽職種 群別 (科別代號)科別名稱【學制】 

24 飛機修護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303)汽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81)飛機修護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84)航空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01)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380)軌道車輛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25 家具木工 
設計群 

土木建築群 

(312)家具木工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99)家具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6)室內空間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05)裝潢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311)建築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5)土木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35)營造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512)室內設計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16)美工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V02)室內設計【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其他 

26 汽車噴漆 動力機械群 

(303)汽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5)汽車修護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4)重機科【專業群科】 

(392)動力機械科【專業群科】 

(B01)汽車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01)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25)塗裝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L63)機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380)軌道車輛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27 機器人 
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0)機電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72)生物產業機電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7)控制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3)電機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A01)機械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15)機械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702)輪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5)資訊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6)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63)製圖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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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職種 職業學校群科可參加競賽之科別 

項次 競賽職種 群別 (科別代號)科別名稱【學制】 

(384)航空電子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L37)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59)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302)鑄造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4)板金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2)機械木模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7)配管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8)模具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74)電腦機械製圖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其他 

28 配管 
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301)機械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4)板金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8)電機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09)冷凍空調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21)電機空調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337)配管科【專業群科及進修部】 

(C03)電機技術【綜合高中專門學程】 

(L03)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L20)機械板金科【實用技能學程】 

(L29)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L50)冷凍空調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