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 I   

109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招收技藝技能優良學生保送入學招生 

重  要  日  程  表 

日期 項目 備註 

108.12.10（星期二）起 簡章網路下載 
本委員會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 

108.12.30（星期一）10：00 起 

109.1.2（星期四）17：00 止 

網路報名及繳寄報名資

格審查資料 

1.至本委員會網站登錄報名資料。 

2.報名資料須於 109 年 1 月 2 日

（星期四）前以快遞或限時掛號

郵寄至本委員會（郵戳為憑）。 

109.1.8（星期三）10：00 起 

資格審查結果查詢（含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身分） 

成績排名查詢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查詢 

109.1.9（星期四）12：00 前 
資格審查結果複查 

成績排名複查 

一律向本委員會傳真複查 

（須以電話確認已收到傳真） 

109.1.9（星期四）10：00 起 

109.1.10（星期五）24：00 止 
繳交報名費 

符合資格考生繳交報名費，繳費

期限至 109 年 1 月 10 日（星期

五）24:00 止 

109.1.9（星期四）10：00 起 

109.1.13（星期一）17：00 止 
網路登記志願 

通過資格審查並完成繳費之考

生，始具網路登記志願資格，皆

須至本委員會網站登記志願。 

109.1.15（星期三）10：00 起 分發放榜 

本委員會網站公告並提供查詢 

各四技二專學校寄發錄取報到通

知單 

109.1.16（星期四）12：00 前 分發結果複查 
一律向本委員會傳真複查 

（須以電話確認已收到傳真） 

109.1.22（星期三）12：00 前 報到或聲明放棄錄取 
依各四技二專學校規定之報到時

間辦理 

109.1.22（星期三）17：00 前 

各四技二專學校向本委員會

函告錄取生報到及未報到名

單 

 

＊ 本表日期如有變動，以本委員會網站公布及相關公告為準。 

本委員會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 



招生學校 接受保送之系科（組）、學程 校系科（組）學程資訊與報名建議說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224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校址：

02-24622192#1027電話：

02-24620846傳真：
http://www.ntou.edu.tw網址：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商船學系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航運管理學系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1.輪機工程學系：課程包括輪機動力系統、動
力系統能源改善、綠色能源管理。為全國唯
一海陸空動力系統兼重之科系。考生入學後
欲申請海上實習課程者，須符合交通部航港
局船員體檢證明書之「輪機員」規定。

2.商船學系：培育具人文與科技素養之航海、
船務與港務等海運專業人才。申請船上實習
課程者，需四肢及視聽力等符合交通部航港
局船員體格（健康）檢查證明書之「航行員
」規定。詳細規定，請以關鍵字「船員體
格 」於航港局網站查詢。

3.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本系系友服務於
水產業界、政府機關、教育學術界及環保相
關業界。本系課程含海上觀測及海上實習，
需移動迅速，且於噪音環境中立即反應。另
船艙為封閉空間，應具控管情緒之能力。

4.水產養殖學系：以培育學生成為水產養殖與
生物科技之專門技術與研發人才為教育目標
，大學部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
軸。本系實驗課程極為重要，基於考量實驗
操作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生需具備獨立操
作能力。

5.航運管理學系：航運為永續發展之國際性產
業，本系為國內航運管理領域歷史最悠久之
系所，畢業系友在航運、港埠、物流及學術
界等領域表現傑出。

6.食品科學系：本系致力於培育兼具食品學理
技術與企業經營的領導人才，培養頂尖食品
化學、營養知識與加工製造能力。有開設化
學實驗課程，學生需具備辨色能力，以正確
判定實驗結果。

7.訂有「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生報考本校碩
士班，最快五年取得學碩士學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

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校址：

07-7172930電話：

07-7262447傳真：
http://w3.nknu.edu.tw/網址：

燕巢校區：

82444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校址：

07-7172930電話：

07-7262447傳真：
http://w3.nknu.edu.tw/網址：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1.本系修業年限4年，為非師資培育學系組，
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2.本學系課程需操作機器，應具適當之體能、
移動能力，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
語表達、辨別顏色能力，具人際互動溝通協
調能力、能控管自身情緒。

3.本校實施「英語能力檢定」之畢業門檻，學
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
應修學分外，「英語能力檢定」必須達到學
校規定，方得畢業。

4.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
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校址：

049-2918305電話：

049-2913784傳真：
http://www.ncnu.edu.tw網址：

國際企業學系
1.《商業周刊》與 104人力銀行合作，公布全
台147所大學的畢業生就業率排名。本校高
居公立綜合大學的第2名、全國大專院校第7
名，就業率達71.33%。

2.本校為拓展學生國際視野，與美、日、英、
澳、泰、馬、越等國優秀大學簽署學術交流
計畫，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項研討會，同時
每年選送數十位學生赴東南亞各國進行學術
交流。

3.本校大學部新生，全部保障住宿床位，大二
學生得優先抽籤分配床位。

4.交通便利，台中到暨大僅40分鐘、台北到暨
大僅3小時。

5.有關本校各學系特色、教學資源、獎助學金
、社團活動、住宿資訊及交通位置等資訊，
歡迎至https://www.ncnu.edu.tw/ncnuweb/
查詢。

輔仁大學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校址：

02-29053014電話：

02-29049088傳真：
http://www.fju.edu.tw網址：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1.修業年限4年，各學系入學生修課及畢業等
相關規定，請詳閱各招生學系公告之「修業
規則」。

2.課程包含理論與實作（操作縫紉機、金工設
備及實驗課程等），須具辨別顏色能力與相
當之抗壓能力。本系課程規劃、發展方向與
畢業英檢規定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
.tc.fju.edu.tw/。

中原大學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校址：

03-2652014電話：

03-2652019傳真：
http://www.cycu.edu.tw網址：

電機工程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1.修業年限4年。
2.學士班入學必須通過本校認定之英文能力鑑
定考試，始准予畢業，詳見本校英文畢業門
檻通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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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 13 

三、招生類別代碼及名稱暨接受保送之校系科（組）、學程志願代碼及招生名額 

說明：接受保送系科（組）、學程招生名額，依類別分別核算招生名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願 

代碼 

招生 

名額 

類別代碼名稱:10 機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專班 001 22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002 2 

設計技優專班 003 8 

機器人技優專班 004 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 005 18 

10 機械 合計 56 

類別代碼名稱:12 農機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001 2 

12 農機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15 汽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 001 6 

15 汽車 合計 6 

類別代碼名稱:20 電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專班 001 10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002 7 

機器人技優專班 003 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004 1 

和春技術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005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能源

與冷凍空調組 
006 1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7 1 

20 電機 合計 29 

類別代碼名稱:21 冷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 001 6 

21 冷凍 合計 6 

類別代碼名稱:25 電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專班 001 5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002 3 

機器人技優專班 003 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004 1 

電子工程系 005 2 

資訊工程系 006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007 1 

25 電子 合計 21 

類別代碼名稱:30 化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001 1 

30 化工 合計 1 

類別代碼名稱:40 土木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001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002 2 

建築系 003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建工校區） 004 3 

40 土木 合計 7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願 

代碼 

招生 

名額 

類別代碼名稱:44 輪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旗津校區） 001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002 6 

44 輪機 合計 8 

類別代碼名稱:45 航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旗津校區） 001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002 3 

45 航運 合計 4 

類別代碼名稱:46 漁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001 3 

46 漁業 合計 3 

類別代碼名稱:47 水產養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001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楠梓校區） 002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003 3 

47 水產養殖 合計 6 

類別代碼名稱:55 工程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001 1 

55 工程 合計 1 

類別代碼名稱:56 管理 

大同技術學院 
旅遊與休閒娛樂管理系 001 1 

社會工作與服務管理系 002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003 1 

56 管理 合計 3 

類別代碼名稱:60 商業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001 3 

財務金融系 002 3 

應用外語系 003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004 1 

大同技術學院 茶文化事業經營管理系 005 1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06 1 

60 商業 合計 10 

類別代碼名稱:62 航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001 3 

62 航管 合計 3 

類別代碼名稱:65 資管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001 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002 1 

65 資管 合計 4 

類別代碼名稱:70 園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001 1 

農園生產系 002 3 

70 園藝 合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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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 14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願 

代碼 

招生 

名額 

類別代碼名稱:71 畜牧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001 1 

獸醫學系 002 1 

71 畜牧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72 農場經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001 1 

農園生產系 002 3 

植物醫學系 003 1 

72 農場經營 合計 5 

類別代碼名稱:73 林產(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林系 001 2 

73 林產(甲)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74 林產(乙)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001 1 

74 林產(乙) 合計 1 

類別代碼名稱:76 家政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001 1 

和春技術學院 流行時尚造型設計系 002 1 

76 家政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77 服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001 1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002 4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 

（臺北校區） 
003 2 

77 服裝 合計 7 

類別代碼名稱:78 美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001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002 5 

78 美容 合計 6 

類別代碼名稱:79 餐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001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002 1 

和春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003 1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004 1 

大同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005 1 

烘焙管理系 006 1 

79 餐旅 合計 6 

類別代碼名稱:80 工設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001 1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002 1 

設計技優專班 003 1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004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005 1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006 1 

80 工設 合計 17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願 

代碼 

招生 

名額 

類別代碼名稱:85 商設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設計技優專班 001 1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002 1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003 1 

85 商設 合計 12 

類別代碼名稱:90 食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001 6 

生物科技系 002 1 

90 食品 合計 7 

類別代碼名稱:91 水產製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楠梓校區） 
001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002 3 

91 水產製造 合計 4 

類別代碼名稱:95 幼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001 2 

95 幼保 合計 2 

註:本學年度「99 不限類別」無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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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 31 

附錄八 各招生學校代碼暨地址電話傳真一覽表 

本表中校名前有註記「＊」者，為符合教育部規定，得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之學校。 

代碼  學校名稱 校址 電話 傳真 

101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607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43 號 02-27333141 02-27376661 

102 ＊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64002 )雲林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123 號 05-5372637 05-5372638 

103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08-7703202 08-7740457 

104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60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3 段 1 號 02-27712171 02-27513892 

105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第一校區：(82445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 號 

建工校區：(80778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楠梓校區：(81157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 

燕巢校區：(82444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 

旗津校區：(80543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 

07-6011000 

07-3814526  

07-3617141 

07-3814526 

07-3617141 

07-6011045 

07-6011045 

07-6011045 

07-6011045 

07-6011045 

110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41170 )臺中市太平區坪林里中山路二段 57 號 04-23924505#2651~2656 04-23922926 

1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三民校區：(4040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民生校區：(40343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3 號 

04-22195114（日間部招生專線） 

04-22195114（日間部招生專線） 

04-22195111 

04-22195111 

406  和春技術學院 
大發校區：(83158)高雄市大寮區至學路 288 號 

大寮校區：(83160)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信義路 40號 

07-2621941 

07-7014242 

07-7884341 

07-7018810 

419  大同技術學院 

嘉義校區：(60005)嘉義市東區彌陀路 253 號 05-2223124 轉 219 05-2225175 

太保校區：(61249)嘉義縣太保市學府路一段 30 號 05-3621100 05-3622992 

706 ＊ 國立中興大學 (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04-22873181 04-22857329 

710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224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02-24622192#1027 02-24620846 

712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燕巢校區：(82444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62 號 

07-7172930 

07-7172930 

07-7262447 

07-7262447 

71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 049-2918305 049-2913784 

802 ＊ 輔仁大學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02-29053014 02-29049088 

804 ＊ 中原大學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03-2652014 03-2652019 

817  實踐大學 
臺北校區：(10462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 

高雄校區：(84550)高雄市內門區內南里大學路200號 

02-25381111 

07-6678888 

02-25339416 

07-667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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