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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作報告 

依據103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規定第九條：
『「繁星推薦」錄取生不得報名當年度「個人申請」
及參加「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
篩選』及「103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
學聯合招生簡章」規定，本委員會將於本招生第一階
段報名結束後，辦理第一階段成績篩選前，依規定將
103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
報名科技校院四年制申請入學者剔除。 

 



貳、第二階段複試及報到重要日程 

4 



参、申請資格審查（1/2） 

申請生資格審查將於第二階段由各校辦理，請各校確實審查，若經審查
資格不符者，取消其申請資格，且不退還複試費。 
一、103學年度申請資格相關審查注意事項，請參考會議資料附件一。 
二、持有大陸學歷者，請參考會議資料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附件

五。 
三、持有外國高級中學學歷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請參考

會議資料附件六。 
四、申請生為臺灣地區人民或取得在臺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報名103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複試，因係為大陸地區高級中
學之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學歷證件，可檢附「在學證明」及大
陸地區高級中學學歷證件延期繳交切結書（請參考會議資料附件
七）各一份，准予先行參加第二階段複試；若獲錄取後，須於註
冊時補繳經大陸公證處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會驗證，及直
轄市、線（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採認之學歷證明文件，未
繳交或經查證不符者，依簡章規定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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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申請資格審查（2/2） 

一、若申請生於第二階段報名所繳附之學歷證件不足，而致
無法審查判斷時，請通知申請生於審查限期內辦理補繳
，勿逕以表件不全退回。 

    應屆畢業生繳交就讀學校之學生證影本（須蓋有最後
一學年第二學期註冊章）；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肄業生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者繳交歷年成績單
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 

二、部分學校要求申請生檢附5學期成績，但有些高中學校
因系統無法列印5學期成績，故提供學生4學期成績另單
獨出具第5學期成績，請學校在審查時能注意計分之公
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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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複試通知 
一、建議各校於寄發或網站公告申請生複試通知時，請

依簡章分則各校系（組）、學程所規定，提醒申請
生第二階段複試注意事項、郵寄資格審查資料以及
網路上傳書面審查資料等相關規定（上傳系統開放
每日8：00起至22：00止）。 

二、103年3月26日10：00起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敬
請各校能儘早寄送複試通知，並於網頁公告複試通
知相關訊息。 

三、本委員會網頁將公告各校第二階段複試項目「郵寄
資格審查資料」暨「網路上傳書面審查資料」截止
日一覽表，於該表中提供網頁連結各校第二階段複
試報名公告，提供申請生查閱，請務必在「複試及
報到登錄系統」中提供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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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第二階段甄試總成績處理及複查 

第二階段複試成績由各校處理，請各校務必依招
生簡章「貳、分則」規定謹慎核計成績，以維招
生的正確性與公平性；另請各校依招生簡章第8
頁規定，辦理第二階段甄試總成績複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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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公告錄取名單  

一、請各校務必於103年5月8日前，依各校所訂定日期
公告錄取名單。 

二、錄取名單請確實核對後，於本委員會「複試及報到
登錄系統」，將錄取名單確定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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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到、遞補作業-重要事項提醒（1/6） 

一、103年5月12日103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公告
錄取名單，錄取生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截止日期為103
年5月14日（郵戳為憑）。 

二、103年5月12日103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將提供
103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公告錄取名單（檔
案）至本委員會，同日本委員會將依各校錄取生名
單，提供各校下載所屬錄取生在103學年度大學個人
申請入學招生分發錄取結果。（複試及報到登錄系
統http://caac.jctv.ntut.edu.tw） 

三、請依招生簡章報到、遞補規定及教育部102年12月9
日臺教技（二）字第1020181186號函規定辦理報到
及遞補作業。 

 
 

10 



柒、報到、遞補作業-正取生報到規定（2/6） 

一、正取生須於103年5月13日 12：00前，依各所錄取學校規定
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逾期或未依規定方式完成報到
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且不得異議，其缺額即由備取生依
序遞補。 

二、若獲多所校系（組）、學程正取資格時，最多限擇1校系
（組）、學程報到。 

三、已完成某校系（組）、學程報到後，欲至另1校系（組）
、學程辦理正取生報到者，應先辦理聲明放棄原先報到校
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後，方可至另1校系（組）、
學程辦理報到。 

四、辦理聲明放棄後，不得要求恢復已聲明放棄校系（組）、
學程之錄取報到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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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到、遞補作業-備取生遞補報到規定（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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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遞補時間：至103年5月13日 12：00止 
               （依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 
第二階段遞補時間：自103年5月13日13：00起至 
                                      103年5月16日17：00止 

第1梯次： 103年5月13日（二） 13：00〜17：00 
第2梯次： 103年5月13日（二） 18：00〜21：00 
第3梯次： 103年5月14日（三）   8：00〜12：00 
第4梯次： 103年5月14日（三）  13：00〜17：00 
第5梯次： 103年5月14日（三） 18：00〜21：00 
第6梯次： 103年5月15日（四）   8：00〜12：00 
第7梯次： 103年5月15日（四）  13：00〜17：00 
第8梯次： 103年5月16日（五）   8：00〜12：00 
第9梯次： 103年5月16日（五）  13：00〜17：00 



柒、報到、遞補作業-備取生遞補報到規定（4/6） 

一、獲錄取學校通知備取遞補報到之備取生，應依所錄取學校
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逾期或未依規定方式完成
報到者，視為放棄備取遞補錄取資格且不得異議，其缺額
由其後之備取生依序遞補。 

二、若獲多所校系（組）、學程備取資格時，最多限擇1校系
（組）、學程遞補報到。 

三、已完成某校系（組）、學程報到後，欲至另1校系（組）
、學程辦理報到者，應先辦理聲明放棄原先報到校系（組
）、學程之錄取資格後，方可至另1校系（組）、學程辦
理報到。 

四、辦理聲明放棄後，不得再要求恢復已聲明放棄校系（組）
、學程之錄取報到資格。 

五、備取生應密切注意各錄取學校之遞補報到通知與網站公告
之備取遞補名單及報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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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到、遞補作業-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規定（5/6） 

一、第一階段103年5月13日（二）12：00前，報到截止後
，已完成報到之錄取生，除因須辦理103學年度科技
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招生遞補報到者，得於第
二階段錄取報到截止日期前，向已報到之校系（組）
、學程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否則不得聲明放棄已報到
校系（組）、學程之錄取資格，且不得參加103學年
度其他四技二專入學招生管道之報名。 

二、申請生如獲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分發錄取者，欲辦
理科技校院高中申請入學招生錄取報到，須向原分發
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之入學
資格後，依錄取科技校院規定報到時間及方式辦理報
到。違者，原錄取科技校院得取消申請生之本招生錄
取資格，申請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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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到、遞補作業-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規定（6/6） 

• 避免與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之生源相互拉扯，
衍生報到爭端。請各校辦理報到時，務必查核該
報到申請生在本委員會提供錄取生在103學年度大
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之分發錄取結果。如為符報
到作業時效之實需，已獲該招生分發錄取而欲辦
理報到者，報到時即須要求其切結，應依規定方
式及期限，向原分發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大學個
人申請入學招生」之入學資格，如報到（就讀）
意願切結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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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報到（就讀）意願切結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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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遞補通知單-正取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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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遞補通知單-備取生範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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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遞補通知單-備取生範例（2/2） 

19 



拾、報到、遞補作業完成 

一、請各校在103年5月16日17：00前，完成已報到
錄取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及備取生遞補作業。 

二、請於103年5月17日12：00前，將未報到、已報
到及已報到放棄錄取資格之申請生資料，於「
複試及報到登錄系統」登錄，務請於確認無誤
後確定送出，俾利本委員會進行，103學年度四
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之第一階段篩選，及103學
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重複報到考生名單查核
作業。 

三、請於103年5月17日17：00前，將錄取生報到名
單，以限時掛號郵寄本委員會備查。 

 

20 



複試及報到登錄系統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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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複試及報到登錄系統 

貳、忘記密碼 

参、首頁 

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錄取生名單下載 

伍、一階篩選 

陸、資格審查 

柒、複試作業 

捌、甄試結果作業 

玖、報到作業 

拾、系統使用手冊 
22 



 
壹、複試及報到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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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委員學校基本資料維護系統」
所設定之各招生管道承辦人帳號、
密碼進行登入。 



 
貳、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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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者，可點選此處。 



 
参、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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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錄取生名單下載 

26 



伍、一階篩選：作業選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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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一階篩選：步驟1.1一階段篩選結果（2/5） 

28 

全部系（組）、學程申請生資料 



伍、一階篩選：步驟1.1一階段篩選結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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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系（組）、學程搜尋 



伍、一階篩選：步驟1.1一階段篩選結果（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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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請生搜尋 



伍、一階篩選：步驟1.2設定複試資訊網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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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格審查：作業選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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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階段篩選結果下載完成後，即可進行申請生資格審查。 
2.可依申請生或系（組）、學程搜尋。 
3.可檢視申請生是否已確認上傳書面審查資料， 
4.系統預設為「資格符合」，若資格不符合者，將資格符合勾選去掉，再輸入
不符合報名資格原因， 

5.資格不符原因可自行輸入，系統會自動儲存，並列為資格不符合原因下拉式
選單項目， 

6.畫面右上方會顯示，已收件、資格符合及資格不符之申請生人數。 



陸、資格審查：步驟2.1申請生郵寄資料收件及申請資格審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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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系（組）、學程搜尋 



陸、資格審查：步驟2.1申請生郵寄資料收件及申請資格審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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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格審查：步驟2.1申請生郵寄資料收件及申請資格審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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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請生搜尋 



陸、資格審查：步驟2.1申請生郵寄資料收件及申請資格審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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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格審查：步驟2.2書面審查資料下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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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格審查：步驟2.2書面審查資料下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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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複試作業：注意事項（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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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複試作業：作業選項（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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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複試作業：步驟3.1第二階段複試成績輸入（匯入）及查詢（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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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系（組）、學程 



柒、複試作業：步驟3.1第二階段複試成績輸入（匯入）及查詢（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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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複試項目 



柒、複試作業：步驟3.1第二階段複試成績輸入（匯入）及查詢（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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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成績 



柒、複試作業：步驟3.1第二階段複試成績輸入（匯入）及查詢（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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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 



柒、複試作業：步驟3.1第二階段複試成績輸入（匯入）及查詢（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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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 



柒、複試作業：步驟3.2分發作業（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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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複試作業：報表列印（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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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複試作業：報表列印（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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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甄試結果作業：作業選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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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甄試結果作業：步驟4.1甄試結果匯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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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甄試結果作業：步驟4.2甄試結果查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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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甄試結果作業：步驟4.3甄試結果確定送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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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所有招生系（組）、學程都已經完成分發後，即可點選甄試結
果確定送出；請注意：確定完成甄試結果後，即不得修改複試成績，
請務必確定資料無誤後，再進行確定送出。若有未完成分發之系
（組）、學程，系統將會提示尚有未分發之系（組）、學程。 



捌、甄試結果作業：步驟4.4設定查榜網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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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將於 貴校公告錄取名單日期提供查榜服務，開放申請生上網
查詢，請先完成步驟4.3甄試結果確定送出，再設定查榜網址，將IP位置
輸入後，點選儲存。 



捌、甄試結果作業：報表列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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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請先選擇系（組）、學程，再選擇錄取方式。 



玖、報到作業：作業選項（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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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作業：步驟5.1報到（已報到）後放棄登錄（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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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系（組）、學程 



玖、報到作業：步驟5.1報到（已報到）後放棄登錄（3/14） 

57 
完成複試作業並確定送出後，即可於各校自訂之報到時間開始進行報到作業。 



玖、報到作業：步驟5.1報到（已報到）後放棄登錄（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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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作業：步驟5.2報到結果查詢（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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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報到結果登錄後，可至報到結果查詢各系（組）、學程之報到
情況，並依錄取方式、報到情形查詢結果。 



玖、報到作業：步驟5.2報到結果查詢（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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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作業：步驟5.3備取生遞補名單公告（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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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梯次 



玖、報到作業：梯次畫面預覽（8/14） 

62 



玖、報到作業：步驟5.3備取生遞補名單公告（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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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系（組）、學程 



玖、報到作業：步驟5.3備取生遞補名單公告（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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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作業：步驟5.3備取生遞補名單公告（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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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作業：步驟5.3備取生遞補名單公告（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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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作業：步驟5.3報到結果確定送出（13/14） 



玖、報到作業：報表列印（14/14） 

68 

所有錄取生報到完成後，請列印出錄取生報到名單，核對無
誤後由承辦人、組長及教務長核章；連同錄取生報到人數一
覽表於103年5月19日17：00前以限時掛號郵寄本委員會。
（請郵寄已確定送出資料） 



拾、系統使用手冊 

請至本委員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 
網址：http://caac.jctv.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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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與參與 
 

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複試及報到登錄系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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