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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工適性入學Q&A

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

註冊組電話：03-8226108 # 205



2 本校特色

本校特色：本校特色：

一.	校史(八大省工)、校地(歷史悠久)、校
園、學校地理位置(花蓮縣行政中心)文教
區、美崙山、太平洋、機關學校、文化
中心…… 

二.	績優學校：
    1.優質化續辦學校
				2.國科會高瞻計畫合作學校
				3.工科技藝競賽花蓮第一
  		4.全國技能競賽成績東部第一 

 ◆	本校每年四技二專升學成績優異，台科大與北科
大超過10人錄取，四技二專與經由技優甄選、
保送、繁星、甄選入學等多元入學管道多數學生
可錄取各大專院校，近年約8成5升學率，國立
大學約占畢業生20%。
 ◆	升學就業率合計高達99%	(人數非人次)，真正達
到高職培養學生升學與就業兼顧之目標。
 ◆	每年近20人錄取軍校二專班及軍事相關校院。

 ◆	與機械公會簽訂30名公費生，即今年(2022)國
三進花工之畢業生，3年免學雜費每月生活津貼
$3000（寒暑假均有）畢業後到工會所屬公司為
正式員工上班，並至國立虎尾科大等進修，培
養為機電產業工程師。
 ◆免試就讀國立科大：花工產學專班，配合「智
慧機械產業」，高三先與產業媒合，畢業即就
業，同時進入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每年至少三名同學獲得台電技術類獎學金，畢
業即成為台電正式員工。
 ◆ 重視職業證照輔導，畢業時平均擁有兩張證
照，並積極輔導學生考取乙級證照，畢業生乙
級證照率超過40%。
 ◆	本校是全國工科技藝競賽宜、花、東三縣成績
最優的學校，高超的工業技術教學水準搭配先
進的實習設備，歷年來榮獲許多金手獎及優勝
獎牌。全國技能競賽穩居東部三縣工科技術龍
頭寶座，八年來拿到的獎牌數已超過50面，締
造傲人成績，也培育出多位國際賽國手為國爭
光。
 ◆	本校連續7年獲得台電技術類獎學金，畢業即成
為台電正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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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元選擇：(學有所用)
機械、製圖、汽車、資訊、電子、電機、建築、
化工、機電，九大科任您挑選為自己升學、技
能、就業加值。

四.	教學設施
電子白板、教室(冷氣、液晶電視)、各科大樓、
教學用電腦(每人一台)、語言教室、學生活動中
心、游泳池、網球場(紅土)、籃球場、排球場、
操場(400公尺)	---	提供學生儘量使用。

五.	獎助學金
1.	高職免學費補助(高中沒有):每位高一新生教

育部補助學費6240元。
2.	教育部：第一志願錄取本校(每學期1萬元，

擇優提供42名，優質化高一共提供14個名額)
每學期每班前三名	(免學雜費，約七千元)；
原住民助學金及住宿伙食費補助(21,500元/
學期)、低收入免學雜等還有助學金(每學期
3,000元)。

3.	校		友：久源獎助學金、老丙獎學金、廖得三
先生助學金…

4.	社團或個人：慶寶、行天宮、高山青原住民
生等其他獎助學金(數千元～數萬元)

5.	愛心便當。
6.	共計獎助學金超過370萬以上(不含教育部相

關助學金)，只要你努力讓你學無所憂。

六.	生活便利
1.學生宿舍：男生宿舍(122人)；女生宿
舍：(25人)。
2.員生合作社：午餐(便當、快餐)、冷熱飲。

七.	社團與活動
本校社團約50個，包含體育性、學術性、創意
性、文學性、才藝性、	服務性等類型等。
本校活動(要活就要動):
1.	高一露營、高二校外教學參觀、高三公訓活

動暨成年禮活動。
2.	例行性之社團及演講活動等。
3.	校慶運動會。
4.	交通安全活動。
5.	花蓮縣赴韓國國際教育旅行活動。
6.	班際籃球、排球及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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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團才藝發表會。
8.	水上運動會
9.	全校健行活動及越野競賽。

10.	週五第八節全校團體體育活動

八.	多元學習績優：
1.	全國科展獲得高職機械組第一名，學校團體

獎第三名。
2.	原住民舞蹈隊參加花蓮縣高中乙組民俗舞特

優第一名，並取得花蓮縣參加全國賽資格。
3.	105年花蓮縣全縣運動會6金3銀3銅牌。
4.	本校跆拳隊林立凱及徐語澤榮獲2016世界跆

拳道品勢錦標賽	15-17歲男子團體組金牌。
5.	105年更生盃數學大賽本校共得3金4銀5銅

牌。
6.	102-104籃球隊參加全國高中學籃球賽三連

霸。
7.	拔河隊參加103花蓮縣縣長盃八人制拔河賽

高中男子組冠軍	。
8.	參加全縣音樂比賽的合唱項目，榮獲甲等佳

績，取得鄉土歌曲全國決賽權。
9.	電三甲范盛竹榮獲105年花蓮縣國語文競賽高

中組客語朗讀第一名取得全國參賽權。
10.	化工科學生參加教育部主辦綠色化學專題製

作比賽，獲一金牌、一銅牌及一佳作，再創
綠色佳績！！

11.	教育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榮獲推動優等
獎。

12.	2020東華之音歌唱比賽高中職組第一名。
13.	2020太平洋盃科技教育競賽，本校囊括二銀

牌、三銅牌、一佳作。
14.	2020花蓮太平洋全國無人機運算思維賽榮獲

第二名、第四名、第五名。
15.	化工科學生參加第十九屆旺宏科學獎榮獲化

學組佳作。
16.	舞感社參加高校FUN青春花蓮市長盃高校街

舞大賽榮獲最佳精神獎。
17.	本校汽車科同學榮登2020全國高爾夫小明星

公益邀請賽男女AB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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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答客問

如何進入花蓮高工？

1.	參加完全免試入學可進入機械科、製
圖科、機電科、資訊科、電子科、化
工科及建築科，成績較佳者還有機會
獲得獎、助學金，最高10000元。

2.	參加特色招生，有機會就讀機械科、
製圖科、機電科、資訊科、電子科、
化工科、建築科、電機科、汽車科，
包含具專業特色的多元課程，包君滿
意。(豪華專屬套餐)

3.	參加花蓮區免試入學，進入本校最後
一個管道，錯過就沒有機會了。

Ａ

Ｑ Ｑ

Ａ Ａ

會考要考幾分才能進花工？

免試入學會考成績占30%，比重
不高，選填人數如超過錄取人
數，以超額比序積分高低錄取
額滿為止。

免試入學志願要如何填才必較容
易進花工？

依據超額比序適性輔導積分，每一志願
序每三個志願積分相同，所以想讀花工
又怕進不了，請將前三個志願一定要填
花工。【選第一志願，機會upupup..】

※	注意：坊間有些傳聞：「花工的○○科不適
合女生唸」…等等，導致部分考生未在志願序
上未選填「花工」，等到放榜後才發現成績足
夠進入花工，後悔莫及。
※	建議：在免試入學選填志願時，請依照你的
想法，依序填寫志願，真的想讀的且評估有可
能會上的將志願放置前三志願，這樣超額比序
適性輔導才有較高分數，你才不會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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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答客問

花工的學費要多少錢？

高職全面免學費(補助6240元)，高中則
有家戶所得限制。前三名學雜費全免(補
助7735元)，低收入、身心障礙(子女)及
原住民另有優厚的補助，另外還有一大
堆獎學金可以申請。新生一般生僅約8千
元左右，第二學期後約7000元以下。

Ａ

Ｑ Ｑ

Ａ Ａ

聽說教育部補助學生讀私立學校
後的學費與花工學費一樣嗎？

1.	政府補助私校學費，但雜費、代收代辦費則
不在補助的範圍，私立學校收費昂貴往往是
因為雜費及代收代辦費金額較高的緣故。

2.	高職103學年度後入學新生，無論家戶年所
得，一律全部免學費。

3.	低收入戶就讀花工，學雜費全免；此外，如
果成績不錯，更有豐厚的獎學金。

4.	花蓮高工國立收費，但儀器、設備、師資絕
對是一流水準(教師70%以上研究所畢業且全
為具有教師證合格教師)。

5.	花工是國立的，國家本來就有補助，學費只
要幾千元。每學期各班前三名，學雜費全
免；另外，原住民每一學期還有21500元可
以領。

為什麼要選擇花工？

1.	選擇花蓮高工「進可攻，退可守」，因為	…
• 升學容易	---	每年約8成的畢業生考取四

年制的「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
且繁星計畫、技優保送、技優甄審、甄
選入學、聯合分發等5種管道升學四技
二專。另外可考大學學測經由大學甄選
入學進入一般大學。還有軍校、警校等
可報考。近年更有產學攜手、產學訓專
班，既有國立科大學歷，又可進入上市
櫃公司服務，一舉兩得。

• 一技在身	---	畢業時每人手上2張以上的
「國家級專業證照」。約4成畢業生有勞
委會乙級證照。

2.	國立高工、科別多(9科)選擇多、資源多、
升學就業率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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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答客問

聽說讀花工將來要考大學很難？

其實，花蓮高工每年都有數十
位學生考取一流的國立科技大
學，最高記錄，一年共22人考
取台科大及北科大。108學年
度更是破紀錄的有應屆畢業生
錄取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
系。

Ａ

Ｑ

Ｑ

Ａ

Ａ
花工的女生很多嗎？漂不漂亮？(

提問率很高)

1.	 不算太少(約1/6，約2百多
人)，每科都有。

2.	 來花工的女生會變得有氣
質+智慧=美麗。

3.	 網路上不是常常有人提
到：「美女帥哥，盡在花
工！」如果你有幸進入花
工，你就有機會親眼目睹。

花工各科學什麼？

• 機械	---	精密機械加工、電腦輔助製圖、電腦
輔助製造、機電整合等。

• 製圖	---	以電腦為工具；設計資訊產品（手機
orＰＤＡ外形）及汽車、機械零組件等工程圖
面，是工業設計不可或缺的技術。

• 汽車	---	汽、機車相關技能與知識如：引擎、
底盤、電系冷氣、機車，為增強技能，延伸性
課程如：電工、電子概論與實習、液氣壓原理
與實習、氣焊、電焊、鉗工機械技能及汽車噴
漆等。

• 資訊	---	網頁設計、程式設計、電腦裝修、網
路架設、多媒體製作、微電腦介面控制、FP-
GA-IC	設計、機器人及APP設計。

• 電子	---	類比電路、數位電路、程式設計、單
晶片設計及手機維修。

• 電機	---機電整合、自動控制、機器手臂、智
慧型機器人、程式設計。

• 建築	---	腦輔助建築製圖、3D電腦建築設計、
電子儀器測量實習、光學儀器測量實習、建築
模型設計製作。

• 化工---	化學實驗、商品化驗分析、生活化學
品製作、化工操作控制

• 機電---	機械加工、編程數值控制、
機電整合等，培養學生具備操作、																																																															
使用、維護自動化生產設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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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答客問

聽說讀花工很容易被當，假日常
常要重補修，而且很難畢業？

1.	花工的教學品質備受肯定，是不
爭的事實，偶有重修補考皆屬
正常。但是，以整體來講並非多
數。每年大部分的學生還是順利
從花工取得畢業證書。

2.	我們希望學生畢業後，有能力和
西部、北部的學生競爭，因此有
合理的要求。只有每天打混的才
會被當，假日才要重補修，畢業
才有問題。

Ａ

Ｑ Ｑ

Ａ Ａ

花工畢業後，是不是要當「黑手」

1.	 隨著產業升級，台灣的各
種產業，已經趨向精密化、
電腦化及自動化，工作環境
已非從前。所以「黑手」已
經漸漸變成「專業的手」。

2.	 學得專業技能的手才會發
光發熱，無論黑與白都可讓
變成你炙手可熱！

技術士證照是什麼？有什麼用？

1.	這是你和一般高中生最大的不同。技術
士證照經政府認證，對未來升學、就業
或升遷大有助益，甚至開業也需要有證
照。

2.	是國家給的技術能力證明書，未來開業
與就業都有用。

3.	升學加分、職場加薪、有公信力的專業
能力的認證。

4.	技術士證照要考學術科，全部通過才能
獲得證照。藉此可以證明專業技學科、
實作能力。而且一般單位會以此作為用
人、敘薪、升遷的參考。高職畢業生若
能拿到乙級以上證照，甚至可以免試保
送(技優甄審)升大學的資格，增加另一項
升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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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答客問

請問花工有沒有髮禁？染髮會不
會被記過？

1.	 沒有髮禁，一切依教育部
規定；但不建議，因為染髮
會傷害頭皮，	還可能致癌。

2.	 智慧是在頭腦裡，不是在
頭髮上。

Ａ

Ｑ Ｑ

Ａ Ａ

花工有餐旅相關科嗎？

沒有(請看摺頁)。 
花工是完整的工業學校，教導
的是工業類科一技之長並符合
就業市場。其實根據統計讀餐
飲科的學生只有20%畢業後繼續
從事相關行業，且競爭相當激
烈，容易受外界大環境影響。

花工有那些校隊？

籃球、排球、五人制足球、羽
毛球、網球、拔河、田徑、游
泳及龍舟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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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答客問

花工可以住校嗎？住宿費多少錢？
門禁時間？有沒有冷氣？多少人住

本校宿舍可供122位男生及25位女生
住宿。每間2～4人，住宿費1學期
4,200元。 
每週一～四晚上7：30～9：00晚自
習，晚上10：00熄燈。每間房間都
有冷氣。

Ａ

Ｑ Ｑ

Ａ Ａ

讀花工未來的發展如何？可以繼
續升學嗎？

1.	花工畢業後，可以選擇繼續升學(普通大
學、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軍警學校)
；而且，只要有意願通常都有學校可以
念。 
當然，也可以選擇直接到產業界工作。

2.	每年校慶時，回到學校的校友，多的是
博士、碩士。當然，最多的是產業界
的大老闆，看看他們大手筆的捐款給學
校，你就可以輕易地知道，選擇花工，
畢業後的發展無可限量。對了，現任花
蓮市長魏嘉賢，花蓮前縣長謝深山、前
縣長吳水雲以及新城鄉長何禮台都是花
工畢業的。

花工有什麼社團？

你可以想的到的社團通通有，
目前共有50個學生社團，各類
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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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答客問

學校中餐好吃嗎？

我想，全花蓮最好的餐廳（合
作社）就在花工。每星期五天
菜單絕不重複，有快餐、牛肉
麵、水餃、雞腿飯、雞腿麵等
等任君挑選，如果有來花工職
涯體驗的同學就可以證明。

Ａ

Ｑ Ｑ

Ａ Ａ

花工好像很遠，而且美崙山很
陡，交通會不會不方便？

1.	1.	 花工位於縣政府旁是花蓮花工位於縣政府旁是花蓮
最精華且風水最好的地段，最精華且風水最好的地段，
要不然各公家單位為什麼都要不然各公家單位為什麼都
在附近(縣議會、縣警局、地在附近(縣議會、縣警局、地
方法院……等)！地靈人傑！方法院……等)！地靈人傑！

2.	2.	 騎腳踏車是目前最夯的休騎腳踏車是目前最夯的休
閒活動喔，不僅可以鍛鍊身閒活動喔，不僅可以鍛鍊身
體更可享受涼風徐徐吹來的體更可享受涼風徐徐吹來的
舒適感。舒適感。

花工的制服很醜，外套很怪？

審美是一種主觀的感覺，就如
同食物一般，青菜蘿蔔各有所
好。 
前年，有一部電影「盛夏光
年」，就是選擇花工的校園及
學生制服來拍攝，因為導演認
為花工的制服是花東地區最漂
亮的。對了，電影中那位漂亮
的女老師，就是本校的國文老
師，很優吧！



12 問與答

Ｑ

答客問

花工很大嗎？

很大。是花蓮地區所有高中職
佔地面積最大的學校。（花農
加算實驗農場除外）。

Ａ

Ｑ

Ａ

花工與其他普通高中、職有何不
同？

能吊車尾上國立高中的，我們強烈建議你來讀
花工。雖然，普通高中的升學率不錯，但是如
果你在普通高中讀得沒有興趣又沒自信，不易
上國立大學，也沒有一技之長，何不選擇有興
趣的職業學校科別就讀。 
相對地，如果選擇到花工，你很有可能是成績
數一數二的學生，在這裡，你可以建立自信，
並找到人生方向，將來考上第一流科技大學的
機會非常高，(況且台科大畢業生是企業主最肯
定的第5名，北科大畢業生是第6名!	超過絕大多
數的普通國立大學喔!	 
 
PS:工科就業較容易。有沒有聽過新聞上，某國
立歷史系博士生(30歲)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接受
政府擴大就業22K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