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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縣級競賽採計項目 
108.6.17彙整 

 

壹、依據： 

一、教育部103年9月1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083939E號函。 

二、104年7月15日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會議決議通過

之「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競賽項目認可採計原則」。 

三、彰化縣政府103年8月20日「研商103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

序—縣級競賽項目認可協調會議」決議。 

四、103年09月18日與104年7月15日彰化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

組會議修訂之「彰化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競賽項目認可採計原

則」。 

貳、注意事項： 

一、競賽成績之採計依據「彰化區高中高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

表現積分採計操作方式」辦理。 

二、倘有新辦或未及登錄之競賽項目，本處將定期更新。 

参、彰化縣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縣級競賽採計項目: 

ㄧ、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承辦之 108 學年度縣級競賽採計項目： 

序

號 競賽項目名稱 辦理時間 個人或團體 
給獎(等第) 

方式 

1 
彰化縣慶祝中華民國 108 年國慶大會暨行

進樂隊遊行比賽 
108.10 團體 名次 

二、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承辦之 108 學年度縣級競賽採計項目： 

序

號 競賽項目名稱 辦理時間 個人或團體 
給獎(等第)

方式 

1 108 年彰化縣環境知識競賽 108.09 個人 
特優、優等 

甲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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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彰化縣政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承辦之 108 學年度縣級競賽採計項目： 

序

號 競賽項目名稱 辦理時間 個人或團體 
給獎(等第)

方式 

1 彰化縣第十四屆縣長盃學生書法比賽 109.04 個人 名次 

2 彰化縣 109年度語文競賽決賽 109.05-09 個人 名次 

3 彰化縣 108學年度本土語言口說藝術競賽 
108.10 

109.05 
個人 名次 

4 彰化縣 108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108.10 個人 名次 

5 
彰化縣 108年度研製交通安全輔助教材計

畫-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廣播劇甄選比賽 
108.10 團體 名次 

6 
彰化縣 108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

土歌謠比賽 
108.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7 
彰化縣 108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直笛及合

唱項目)暨師生直笛重奏比賽 
108.11 個人及團體 名次 

8 
彰化縣 108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行進管

樂項目】 
108.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9 彰化縣 108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108.10 團體 名次 

10 彰化縣 108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 108.11 個人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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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彰化縣政府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承辦之108學年度縣級競賽

採計項目： 

序

號 競賽項目名稱 辦理時間 個人或團體 
給獎(等第) 

方式 

1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

徵選 
108.11 個人 

特優、優等 

甲等、佳作 

2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競賽及成果

發展表活動實施計畫 
109.03-05 個人 名次及佳作 

3 
108 學年度不一樣的啦啦隊比賽(身障學

生) 
109.05 團體 

特優、優等 

甲等、佳作 

 

 

 

 

五、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體育設施科承辦之108學年度縣級競賽採計項目： 

序

號 競賽項目名稱 辦理時間 個人或團體 
給獎(等第)

方式 

1 
2020 鹿港慶端陽系列活動-國際龍舟錦

標賽(採計國中組) 
109.06 團體 名次 

2 彰化縣 108 年縣民運動大會 108.08 個人及團體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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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承辦之 108 學年度縣級競賽採計項目： 

序

號 競賽項目名稱 辦理時間 個人或團體 
給獎(等第)

方式 

1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游泳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2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太極拳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3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五人制足球錦

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4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推手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5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羽球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6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柔道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7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手球錦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8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排球錦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9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武術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10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跆拳道錦標賽 
(採計「對練組」與「品勢黑帶組」含個人品勢黑

帶組、雙人品勢黑帶組、團體品勢黑帶組)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11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小鐵人錦標賽 108.09-12 個人 名次 

12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拳擊錦標賽 108.09-12 個人 名次 

13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躲避球錦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14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棒球錦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15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空手道錦標賽 108.09-12 個人 名次 

16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籃球錦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17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巧固球錦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18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桌球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19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民俗體育錦標

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20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拔河錦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21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槌球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22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運動攀登錦標

賽 
108.09-12 個人 名次 

23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舉重錦標賽 
(採計「國中組個人錦標」) 

108.09-12 個人 名次 

24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競速直排輪溜

冰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25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圍棋錦標賽 
(僅採計比賽組別：1.六七段組 2.五段組  3.四段

108.09-12 個人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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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4.三段組  5.二段組  6.初段組  7.甲組(1～

3級)) 

26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網球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27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軟式網球錦標

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28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曲棍球錦標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29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劍道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30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舞龍舞獅錦標

賽 
108.09-12 團體 名次 

31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木球錦標賽 108.09-12 個人及團體 名次 

32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摔角錦標賽 108.09-12 個人 名次 

33 彰化縣 108 學年度縣長盃田徑錦標賽 108.11 個人及團體 名次 

34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桌球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35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羽球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36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巧固球錦標賽 109.03-04 團體 名次 

37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手球錦標賽 109.03-04 團體 名次 

38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網球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39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軟式網球錦標

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40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排球錦標賽 109.03-04 團體 名次 

41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游泳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42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圍棋錦標賽 
(僅採計比賽組別：1.六七段組 2.五段組  3.四段

組  4.三段組  5.二段組  6.初段組  7.甲組(1～

3級)) 

109.03-04 個人 名次 

43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槌球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44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曲棍球錦標賽 109.03-04 團體 名次 

45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躲避球錦標賽 109.03-04 團體 名次 

46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五人制足球錦

標賽 
109.03-04 團體 名次 

47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 
(採計「對練組」與「品勢黑帶組」含個人品勢黑

帶組、雙人品勢黑帶組、團體品勢黑帶組)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48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推手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49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競速直排輪溜

冰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50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拳擊錦標賽 109.03-04 個人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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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木球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52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柔道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53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摔角錦標賽 109.03-04 個人 名次 

54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舉重錦標賽 
(採計「國中組個人錦標」) 

109.03-04 個人 名次 

55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武術錦標賽 109.03-04 個人 名次 

56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太極拳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57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劍道錦標賽 109.03-04 個人及團體 名次 

58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教育盃空手道錦標賽 109.03-04 個人 名次 

59 彰化縣 109 年度適應體育田徑賽 109.03 個人 名次 

60 彰化縣 108 學年度校際游泳錦標賽 109.05 團體 名次 

61 
108 學年度第 11 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

運動-大隊接力彰化縣複賽 
109.03 團體 名次 

62 
2019 年第 11 屆卦山盃全國少棒青少棒

錦標賽 
108.09 團體 名次 

63 108 學年度國中棒球運動硬式組聯賽 109.01-02 團體 名次 

64 108 學年度國中棒球運動軟式組聯賽 109.01-02 團體 名次 

65 
彰化縣 108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拔河錦標

賽 
109.04 團體 名次 

66 109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109.03 個人及團體 名次 

67 109 年體育嘉年華會 109.05 團體 名次 

68 
108 學年度國民中學籃球聯賽乙級（縣

市預賽） 
109.01 團體 名次 

 



 

 
第7頁（共7頁） 

 

七、彰化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科承辦之108學年度縣級競賽

採計項目： 

序

號 競賽項目名稱 辦理時間 個人或團體 
給獎(等第)

方式 

1 
2020 彰化縣學校網界博覽會鄉土專題研究

網站製作比賽 

108.10-
109.05 團體 名次 

2 2020科學 HomeRun創意競賽 109.03 團體 名次 

3 彰化縣 109年第 60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108.04 個人 
特優、優等 

甲等、佳作 

4 
彰化縣 109年度國民中學英語演講暨朗讀

比賽 
109.05 個人 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