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I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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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8 (星期四)起 簡章網路下載 
本委員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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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13 (星期一)10：00 起 

1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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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2 月 16 日(星期

四)前以快遞或限時掛號郵寄至本委員

會(郵戳為憑)。 

112.2.22 (星期三)10：00 起 

1.資格審查結果查詢

(含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身分) 

2.成績排名查詢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查詢 

1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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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1 (星期三)10：00 起 

1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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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24:00 止 

112.3.6 (星期一)10：00 起 

112.3.8 (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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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14 (星期二)10：00 起 分發放榜 
本委員會網站公告並提供查詢各校網站

公告分發錄取生報到方式及注意事項 

112.3.15 (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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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22 (星期三)17：00 前 報到或聲明放棄錄取 依各校規定之報到時間辦理 

112.3.23 (星期四)17：00 前 

各校向本委員會函告

錄取生報到及未報到

名單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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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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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變革事項 
配合教育部推動之「資安學研人才培育計畫」，新增「96資安」招生類別辦理

招生。本招生類別所採認之技藝技能競賽優勝職種(類)，請參閱本簡章之「招

生類別代碼及名稱、適合保送之技藝技能競賽優勝職種(類)別對照表」。 

 

重要注意事項 
1. 112學年度(以下簡稱本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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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招生)，由112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

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 

2. 本招生於112年2月辦理；技優甄審入學招生於112年4月起辦理。 

3. 本招生不採計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報名

方式僅限網路個別報名。 

4. 科技大學辦理高職生不分系菁英班併入技優保送入學招生，於「不限類

別」之招生類別辦理招生。本招生先依保送競賽獲獎名次之「十等第」比

序排名後，再依考生志願序分發，不另辦理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 

5. 凡經報名考生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之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者，應於報名時分別繳交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授權之鄉

(鎮、市、區)公所開具於報名截止日前，仍有效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影本。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之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

報名費、中低收入戶考生可減免 60% 報名費。 

6. 符合報名資格者，除可選擇「不限類別」報名外，於其可報名之招生類別

中至多選擇1個招生類別報名。成績符合本招生規定標準者，應至本委員

會網站(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網路登記志願序

系統」登記志願，接受本委員會統一分發，志願最多以 50 個為限(含「不

限類別」之志願)，經統一分發錄取後始可取得入學資格。 

7. 上網登記志願時間：112年3月6日(星期一)10：00起至112年3月8日(星期

三)17：00止。請注意：凡於規定時間內未上網登記志願或雖有上網登記志

願但僅暫存未確定送出者，即喪失登記資格與分發機會。在未確定送出

前，志願皆可修改或暫存。一經確定送出，即不可再修改，請自行列印(或

下載儲存)「登記志願表」留存，以備查驗。 

8. 各特種身分考生均不予加分優待。 

9. 分發錄取生完成報到後未依規定辦理聲明放棄者，不得再申請參加本學年

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聯合招生、四技二專之技優甄審入學、甄選入學、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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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四技二專學校及大學校院之入學招生，違者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 

10.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主辦本招生，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

及利用。本會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

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會，

得將自考生報名參加本招生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招

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1)考生本人、(2)考生原就讀

之高級中等學校、(3)其他科技校院或大學入學招生之主辦單位、(4)辦理新

生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之學校、(5)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6)教育部。 

11.本學年度技優保送入學招生之相關資訊系統，簡章及檔案下載，考生均可至

本委員會網站使用。(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 

12.建議和提醒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

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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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興大學 

校址：4022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電話：04-22873181 

傳真：04-22857329 

網址：https://www.nchu.edu.tw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動物科學系 

獸醫學系 

1.獸醫學系修業年限為5年，其他學系為4年，修
業期滿成績及格授予學士學位。 

2.本校有實驗課程，學生須親自操作大型器具、
飼養動物、辨識色彩判讀結果、野外課程需徒
步進入山林田間等特殊地形並需迅速移動。 

3.本校創校已有百年歷史，是一所具有特色的研
究型綜合大學，設有文學院、管理學院、法政
學院、理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農業
暨自然資源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醫
學院等10個學院，具有一流師資與設備，完善
教學環境。以培育兼具人文與科學素養、溝通
與創新能力、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之菁英人才
為目標。 

4.本校各領域表現皆具國際競爭力，尤其在農業
科技、植物與動物科學、化學、工程、材料科
學、生物與生物化學、臨床醫學、電腦科學、
環境/生態學、藥理與毒理學、一般社會科學等
11大領域表現優異，名列基本科學指標全球前
1%，具世界級頂尖水準。 

5.本校設有完善的急難救助制度及完善的學生工
讀制度，幫助學生完成大學學業。學校設有
200 多 項 獎 助 學 金 ， 查 詢 網 址 ：
http://www.osa.nchu.edu.tw/osa/。 

6.本校實施「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
及「勞作教育實施辦法」，學生須符合規定方
可畢業。 

7.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同學可依規定申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校址：202301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電話：02-24622192#1026 

傳真：02-24620846 

網址：https://www.ntou.edu.tw 

輪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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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輪機系：本系是全國高教體系唯一培育輪機高
階人才系所。學習領域涵蓋船舶機艙、動力機
械、電機電子及能源工程。申請船上實習課程
者，須符合交通部航港局船員體格（健康）檢
查證明書之「輪機員」規定。詳參交通部航港
局網站查詢。 

2.商船系：本系是全國高教體系唯一培育商船與航
海高階人才系所，亦是培育船務與港務專業經理
人的搖籃。欲從事海勤工作者，須符合交通部航
港局船員體格（健康）檢查證明書之「航行員」
規定，詳參交通部航港局網站查詢。 

3.環漁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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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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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管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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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科系：本系致力於培育具有食品化學、食品生
技、食品安全、營養知識與加工製造能力的專業
技術與產業領導人才。本系實驗課程極為重要，
學生需具辨色能力，以正確判定實驗結果。 

7.本校訂有「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學生可報
考碩士班，最快於五年內取得學碩士學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 

校址：802561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電話：07-7172930 

傳真：07-7262447 

網址：https://w3.nknu.edu.tw/ 

燕巢校區： 

校址：824004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 

電話：07-7172930 

傳真：07-7262447 

網址：https://w3.n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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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n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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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願 

代碼 

招生 

名額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004 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005 1 

30 化工  合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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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002 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003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004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005 3 

40 土木  合計 12 

類別代碼名稱：44 輪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001 2 

智慧海事技優專班 002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 003 6 

44 輪機  合計 9 

類別代碼名稱：45 航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001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002 3 

45 航運  合計 5 

類別代碼名稱：46 漁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漁業科技與管理系 001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水產養殖

類專班) 
002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

系 
003 3 

46 漁業  合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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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002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水產養殖

類專班) 
003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004 3 

47 水產養殖  合計 7 

類別代碼名稱：55 工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001 2 

55 工程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56 管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001 2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

學程 
002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臺北校區) 003 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004 1 

56 管理  合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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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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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系 003 3 

應用外語系 004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

學程 
005 1 

企業管理系 006 2 

社會工作系 007 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大數據智

慧應用專班) 
008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產業

技優專班) 
009 4 

航運管理系(商務與外

語應用類專班) 
010 6 

資訊管理系(商務與外

語應用類專班) 
011 3 

應用外語系(商務與外

語應用類專班) 
012 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013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系(臺北校區) 014 4 

財務金融系(臺北校區) 015 4 

財政稅務系(臺北校區) 016 2 

國際商務系(臺北校區) 017 2 

企業管理系(臺北校區) 018 2 

應用外語系(臺北校區) 019 2 

60 商業  合計 51 

類別代碼名稱：62 航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001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002 1 

62 航管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65 資管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人工智慧

技優專班) 
001 1 

資訊管理系 002 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大數據智

慧應用專班) 
003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004 5 

65 資管  合計 11 

類別代碼名稱：70 園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001 2 

農園生產系 002 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農業科技系 003 5 

70 園藝  合計 10 

類別代碼名稱：71 畜牧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001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水產養殖

類專班) 
002 1 

lien
螢光標示

lien
螢光標示

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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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
螢光標示

lien
螢光標示

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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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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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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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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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願 

代碼 

招生 

名額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003 1 

獸醫學系 004 1 

71 畜牧  合計 4 

類別代碼名稱：72 農場經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001 2 

農企業管理系 002 2 

農園生產系 003 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農業科技系 004 5 

72 農場經營  合計 13 

類別代碼名稱：73 林產(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林系 001 2 

植物醫學系 002 2 

73 林產(甲)  合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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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4 林產(乙)  合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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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002 2 

76 家政 合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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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

校區) 
002 1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

計組 
003 4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

區) 
004 2 

77 服裝 合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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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002 8 

78 美容 合計 12 

類別代碼名稱：79 餐旅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001 2 

79 餐旅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80 工設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跨域整合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設計技優專班) 
001 13 

工業設計系 002 1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

內組 
003 1 

創意生活設計系 004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005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

內設計組 
006 1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

組 
007 1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願 

代碼 

招生 

名額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

系(桃園校區) 
008 4 

80 工設  合計 24 

類別代碼名稱：85 商設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跨域整合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設計技優專班) 
001 12 

創意生活設計系 002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應用外語系(臺北校區) 003 1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

校區) 
004 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桃

園校區) 
005 5 

85 商設  合計 24 

類別代碼名稱：90 食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001 6 

農企業管理系 002 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003 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004 4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產業

技優專班) 
005 10 

90 食品  合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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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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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系 001 2 

幼兒保育系 002 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003 2 

95 幼保  合計 6 

備註：本學年度「96 資安、99 不限類別」無招生名額。 

lien
螢光標示

lien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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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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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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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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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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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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005)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 號 

建工校區：(807618)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楠梓校區：(811213)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 

燕巢校區：(824004)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 號 

旗津校區：(805301)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 

07-6011000 

07-3814526 

07-3617141 

07-3814526 

07-3617141 

07-6011045 

107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632301)雲林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05-6315108 05-6310857 

1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880011)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06-9264115 06-9264265 

110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411030)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57 號 04-23924505 04-23922926 

111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校本部：(112303)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城區部：(108306)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89 號 
02-28227101#2321~2326 02-28229389 

112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812301)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1 號 07-8060505#12203 07-8060980 

1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三民校區：(404336)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民生校區：(403027)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3 號 
04-22195114 

(日間部招生專線) 
04-22195111 

114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臺北校區：(100025)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 號 

桃園校區：(324022)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 100 號 
02-23226048~6050、6053 

03-4506333 

02-23226054 

03-4506371 

236  修平科技大學 (412406)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 11 號 04-24961100 04-24961174 

706 ＊ 國立中興大學 (4022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04-22873181 04-22857329 

710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2301)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02-24622192#1026 02-24620846 

712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802561)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燕巢校區：(824004)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62 號 
07-7172930 07-7262447 

71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45301)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 049-2918305 049-2913784 

802 ＊ 輔仁大學 (24206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02-29053014 02-29049088 

804 ＊ 中原大學 (320314)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03-2652011 03-2652019 

817  實踐大學 
臺北校區:(104336)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 

高雄校區:(845050)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 200 號 
02-25381111 

07-6678888 

02-25339416 

07-6679551 

lien
螢光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