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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事項

(一)技優保送及技優甄審入學招生（以下簡稱技優入學招生）

皆不採計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二)符合技優保送資格者，可同時參加技優保送及技優甄審入

學招生。

(三)本學年度技優入學招生一律採用網路個別報名，但仍須繳

交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四)同時符合多項職類技優保送資格者，限選擇1項職類參加

技優保送。

(五)曾參加本學年度以前之各學年度二技技優入學招生並獲分

發之錄取生，無論是否已註冊入學，均不得以同一證件、

競賽或展覽獎項參加本學年度之二技技優入學招生，違

者取消其報名及錄取入學資格。



105學年度科技校院二年制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招生簡章 修訂表

4

一.中低收入考生報名費減免修正
依據教育部105年2月26日臺教技（一）字第1050026234號函規定，低收入戶

考生報名費全額減免、中低收入考生報名費減免60%。

1. 技優保送報名費為新臺幣700元，低收入戶考生全免、中低收入戶考生

新臺幣280元。

2. 技優甄審報名費為每校系（組）、學程為新臺幣100元，每增加1個校

系（組）、學程，加收新臺幣100元。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交報名費，

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為每校系（組）、學程新臺幣40元，

每增加1個校系（組）、學程，加收新臺幣40元。

3. 指定項目甄審費用依各校於附錄十二「技優甄審招生學校各系（組）

、學程指定項目甄審方式及說明」，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低收入戶

考生得免繳報名費，中低收入戶考生得減免60%報名費



105學年度科技校院二年制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招生簡章 修訂表（1/2）

5

頁碼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III 六 …，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報名費或中低
收入戶考生減免60%報名費。

六 …，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低收入戶考生可免
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30%報名費。

3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低收入戶考生欲
申請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欲申請報名費減
免60％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未繳交者概
不予受理。….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低收入戶考生欲
申請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欲申請報名費減
免30％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未繳交者概
不予受理。….

4

1. 報名費為新臺幣700元整。凡通過本委員會資格審
查之低收入戶考生即予報名費全免優待，通過本委
員會資格審查之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
為新臺幣280元。

1. 報名費為新臺幣700元整。凡通過本委員會資格審
查之低收入戶考生即予報名費全免優待，通過本委
員會資格審查之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30％

為新臺幣490元。

12

4.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低收入戶考生
欲申請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欲申請報名費
減免60％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未繳交者
概不予受理。

4.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低收入戶考生
欲申請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欲申請報名費
減免30％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未繳交者
概不予受理。

16

（二）…，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交報名費，中低收入
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為每校系（組）、學程新臺
幣40元，每增加1個校系（組）、學程，加收新臺
幣40元。

（二）…，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交報名費，中低收入
戶考生報名費減免30％為每校系（組）、學程新
臺幣70元，每增加1個校系（組）、學程，加收新
臺幣70元。

17

1. 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繳交給報名之各甄審校

院）

指定項目甄審費用請依各校於附錄十二「技優甄審
招生學校各系（組）、學程指定項目甄審方式及說
明」，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
報名費，中低戶收入戶考生得減免60%報名費；…。

1. 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繳交給報名之各甄審校

院）

指定項目甄審費用請依各校於附錄十二「技優甄
審招生學校各系（組）、學程指定項目甄審方式及
說明」，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低收入戶考生得免
繳報名費，中低戶收入戶考生得減免30%報名費；
…。



105學年度科技校院二年制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招生簡章 修訂表（2/2）

二.附錄五修正

6

頁碼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47

附錄五 技優入學招生網路報名暨繳費作業
流程

3.參加甄審之考生指定項目甄審費用請
依各校於附錄十二「技優甄審招生學校
各系（組）、學程指定項目甄審方式及
說明」，於105年5月6日（星期五）前
以購買中華郵政匯票方式繳付，受款人
填寫報名甄審校院全名，連同書面審查
資料繳寄各所報名之甄審校院。

附錄五 技優入學招生網路報名暨繳費作業
流程

3.參加甄審之考生指定項目甄審費用請
依各校於附錄一「技優甄審招生學校系
（組）、學程一覽表」之說明」，於
105年5月6日（星期五）前以購買中華
郵政匯票方式繳付，受款人填寫報名甄
審校院全名，連同書面審查資料繳寄各
所報名之甄審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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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優保送報名資格

凡公私立專科學校含科技大學、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及附
設專科進修學校畢（結）業生或具有同等學力之考生：

1.參加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獲各職類優勝名次或國際

科技展覽成績優異，分別獲勞動部（原行政院勞工委員會）或國立臺灣科學教

育館推薦並持有證明。

2.獲選為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正（備）取國手，並持

有證明。

3.參加全國技能競賽（含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各職類前三名名次。

註：自103學年度起科技校院二年制技藝技能優良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招生，
報名資格取消在學學業成績及格規定。



繳寄登錄:
105.4.21(星期四)10:00起至105.4.25(星期一)17:00止

至本委員會網站「考生作業系統」之「資格審查、網路報名暨
繳費作業系統」設定通行碼並登錄相關資料。

※報名、查詢或選填志願時均須輸入通行碼，請考生務必妥善保存，切勿公
開或交付他人使用，若因此造成個人資料外洩或權益受損，概由考生自行
負責。

※二技技優入學系統登入通行碼遺失者，請至委員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
「系統登入通行碼申請切結書」，補發申請以1次為限。

88

三、技優保送資格審查資料登錄與繳寄(1/3)



繳寄資料:

於105.4.25(星期一)前，將申請表正本、學歷（力）證明文件
、獲獎證明影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證明文件未

含考生姓名及身分證字號者，須另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資料證明)、同等學力證明
文件影本(以同等學力資格報名考生應繳文件請參考簡章附錄三)、現役軍人報
名證明文件正本，依序裝入信封內，信封正面貼上由本委員
會「資格審查、網路報名暨繳費作業系統」所列印之「資格
審查專用信封封面」，以限時掛號郵寄「科技校院二年制技
優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學校可集體幫考生郵寄資料到
本委員會，信封上請註明共幾件)

9

三、技優保送資格審查資料登錄與繳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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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優保送資格審查資料登錄與繳寄(3/3)

報名資格審查結果：105.5.2(星期一)10:00
在本委員會網站提供查詢。

※考生對於審查結果（含報名資格、優待加分比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身分）若有疑義，得填妥簡章附錄四「報名資格及甄審優待加分

比例複查申請表」於105.5.3(星期二)12:00前傳真至本委員會，並以電

話確認本委員會已收到傳真，複查以1次為限。

※申請複查時，不得要求補繳資料予以重新審查；逾期或未依以上規定

之複查手續辦理者概不受理。

網路報名暨繳費作業系統練習版：
開放時間：105.4.11(星期一)10:00起 ~ 105.4.18(星期一)17:00止



日期 保送 備註

105.4.21（星期四）10：00起
105.4.25（星期一）17：00止

報名資格（含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
審查資料上網登錄及繳寄本委員會

考生須先通過報名資格審查後才能進行網
路報名及繳費

105.5.2（星期一）10：00 報名資格審查結果查詢（報名資格審查結果、
優待加分比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

105.5.2（星期一）10：00起
105.5.4（星期三）17：00止 網路報名

請考生特別注意：105.5.4（星期三）
當日網路報名僅至17：00止；跨行匯
繳費至15：30止，ATM（含網路
ATM）繳費可至24：00105.5.2（星期一）10：00起

105.5.4（星期三）24：00止
向本委員會繳費

105.5.3（星期二）12：00前 報名資格審查結果複查（報名資格審查結果、
優待加分比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

一律向本委員會傳真申請複查並電話確認
電話：02-27725333
分機212、210
傳真：02-27731655

105.5.16（星期一）10：00 網路查詢成績排名
105.5.18（星期三）10：00起
105.5.19（星期四）17：00止 網路選填志願

105.5.25（星期三）10：00 保送分發結果公告
（本委員會網站）

105.5.27（星期五）10：00起
105.5.31（星期二）17：00止 錄取生至本委員會網站登記就讀志願序

105.6.7（星期二）10：00 就讀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放榜 本委員會網站公告並提供查詢

105.6.14（星期二）17：00前 報到截止 依各科技校院規定之報到時間辦理 1111

四、技優保送作業流程(1/5)

重要日程表

註：本表摘錄自簡章重要日程，詳細日程請參閱簡章。



報名手續：選擇報名招生類別、報名費繳交

（一）選擇報名招生類別：105.5.2(星期一)10:00起至105.5.4(星期三)17:00止
1.網路報名系統僅允許上網報名1次，凡於規定時間內未上
網報名或雖有上網報名但未確定送出者，視同放棄報名，
考生不得異議。

2.考生僅能就符合資格之報名類別擇一類別報名。

（二）報名費繳交：105.5.2(星期一)10:00起至105.5.4(星期三)24:00止
1.報名費為新臺幣700元。
2.報名費繳款帳號於考生完成資料登錄並確定送出後，由系
統自動產生；此繳款帳號每人皆不同，限報名考生本人使

用，考生切勿以他人之繳款帳號繳費或與他人合併繳費。

3.通過資格審查之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免費；通過資格審查

之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為新臺幣280元。 1212

四、技優保送作業流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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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優保送作業流程(3/5)

成績排名查詢
105.5.16(星期一)10:00起
(1)不採計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而依獲獎等第排名，如獲獎等第相

同時，則以該職種(類)競賽參加人數為參酌順序，競賽參加人數較
多者，排名在前，競賽參加人數較少者，則排名在後。若競賽參加
人數也相同時，則排名一樣。

(2)本委員會網站「考生作業系統」提供成績排名查詢，本委員會不另
寄發成績排名通知，考生請逕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成績。

成績排名複查
105.5.17(星期二)12:00前
(1)考生如對成績排名有疑義，得填妥簡章附錄六「保送成績排名複查

申請表」，於105.5.17(星期二)12:00前傳真本委員會，並以電話確
認本委員會已收到傳真，逾期概不受理。

(2)複查以1次為限，申請複查時，不得要求補繳資料予以重新評定等
第及名次；逾期或未依以上規定之複查手續辦理者，概不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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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優保送競賽獲獎名次與等第對照表

四、技優保送作業流程(4/5)

※獲獎等第相同時，則以該職種(類)競賽參加人數為參酌順序，競
賽參加人數較多者，排名在前，競賽參加人數較少者，則排名在
後。若競賽參加人數也相同時，則排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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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優保送作業流程(5/5)

網路選填志願
105.5.18(星期三)10:00起至105.5.19(星期四)17:00止
1.考生可選填簡章附錄七中所報名類別之志願，志願數不限。選填志

願若有附錄十所列個別學校特殊資格限制時，應符合其資格。

2.凡於規定時間內未上網選填志願或雖有上網選填志願但僅暫存未確

定送出者，以未選填論，並即喪失登記資格與分發機會。

3.完成志願登記「確定送出」後，列印或存檔「分發志願表」。

分發結果公告
105.5.25(星期三)10:00起
分發結果不另寄書面通知，考生須自行至本委員會網站「考生作業系
統」查詢。考生如未上網查詢以致影響就讀志願序統一分發作業，其
結果由考生自行負責。



1.參加國際技能競賽各職類（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優勝名次或國際科技展覽
成績優異，分別獲勞動部（原行政院勞工委員會）或國立臺灣科學教育館推薦並
持有證明。

2.獲選為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正（備）取國手，並持有證明。

3.參加全國技能競賽（含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各職類優勝名次。

4.參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績優且獲國立臺灣科學教育館推薦。

5.參加其他由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主辦之全國性各項技藝技能競賽，且經科技
校院二年制技優入學委員會認可之各項技藝技能競賽（青年組）參見本簡章第14及
15頁本委員會認可之各項競賽、證照及加分優待標準，獲各職種（類）優勝名次。

6.取得勞動部（原行政院勞工委員會）頒發之「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非技術士證
不得報名）。

7.其他參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相關競賽優勝名次（由本委員會依相關資料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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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優甄審報名資格

凡公私立專科學校含科技大學、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及附設專科進修學校畢（結）
業生或具有同等學力之考生：



日期 甄審 備註

105.4.21（星期四）10：00起
105.4.25（星期一）17：00止

報名資格（含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
審查資料上網登錄及繳寄本委員會

考生須先通過報名資格審查
後才能進行網路報名及繳費

105.5.2（星期一）10：00
報名資格審查結果查詢（報名資格審查結
果、優待加分比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身分）

105.5.2（星期一）10：00起
105.5.4（星期三）17：00止

網路報名【最多選擇5個校系（組）、學
程】

請考生特別注意：105.5.4（星
期三）當日網路報名僅至17：
00止；跨行匯繳費至15：30止
ATM（含網路ATM）繳費可
至24：00105.5.2（星期一）10：00起

105.5.4（星期三）24：00止
向本委員會繳費

105.5.6（星期五）前 向甄審校院繳費及寄送報名資料 郵戳為憑

105.5.12（星期四）起
105.5.18（星期三）止

各甄審校院進行指定項目甄審
依各校系（組）、學程規定
時間進行

105.5.20（星期五）10：00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考生查詢甄審總成績

105.5.25（星期三）10：00 各甄審校院網站公告甄審正、備取生名單

105.5.27（星期五）10：00起
105.5.31（星期二）17：00止

正取生、備取生至本委員會網站登記就讀
志願序

保送錄取生及甄審正、備取
生均須至本委員會網站登記
就讀志願序

105.6.7（星期二）10：00 就讀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放榜 本委員會網站公告並提供查詢

105.6.14（星期二）17：00前 報到截止
依各科技校院規定之報到時
間辦理 1717

六、技優甄審作業流程(1/8)
重要日程表

註：本表摘錄自簡章重要日程，詳細日程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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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採計之競賽類別優勝名次及證照等級優待加分標準表

六、技優甄審作業流程(2/8)

編

號
競賽或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競賽優勝名次

及證照等級

優待加分標準

（百分比）

1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技能競賽組織

第1~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55%
優勝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50%

入選國手正、備取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45%

2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奧林匹克殘障聯合會

第1~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55%
優勝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50%

入選國手正、備取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45%

3 國際科技展覽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薦
第1~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55%
優勝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50%

4 全國技能競賽 勞動部（國際技能競賽中華民
國委員會）

第1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40%
第2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35%
第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30%

第4、5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25%

5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勞動部（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第1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40%
第2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35%
第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30%

第4、5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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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優甄審作業流程(3/8)
編
號

競賽或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競賽優勝名次
及證照等級

優待加分標準
（百分比）

16

智慧機器人創意競賽（國產工業機器人組）/
智慧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產業應用組）/
智慧居家服務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夢想
實現組）

經濟部

第1~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20%

其餘得獎者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15%

17

智慧機器人創意競賽（工業機器人智慧應用
創意組）/智慧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外觀
設計組）/智慧居家服務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
賽（外觀設計組）

經濟部

第1~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20%

其餘得獎者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15%

18 RFID趨勢應用盃競賽
經濟部

教育部

第1~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20%

其餘得獎者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15%

19 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國際邀請賽
決賽

教育部
第1~3名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20%

其餘得獎者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15%

20 甲級/乙級技術士證
勞動部（原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

甲級技術士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25%

乙級技術士 增加甄審實得總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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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手續： 選擇報名校系(組)、學程、本委員會報名費繳交、
繳交各甄選校院指定項目甄審費用及繳寄資料。

（一）選擇報名校系(組)、學程： 105.5.2(星期一)10:00起至105.5.4(星期三)17:00止

1.可就採計獲獎之技藝技能競賽或技術士職種(類)之各招生類

別校系(組)、學程中，至多選擇5個校系(組)、學程報名，並

確定送出。

2.部分學校得限制考生僅能報名該校1個系(組)、學程(請參閱

簡章附錄十一)。
3.網路報名系統僅允許上網報名1次，凡於規定時間內未上網

報名或雖有上網報名但未確定送出者，視同放棄報名，考生

不得異議。

六、技優甄審作業流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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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事類（一）
及護理類
（一）之部
分個別學校
有特殊資格
限制，本委
員會網路報
名暨繳費系
統，於考生
報名登入時
即會提醒考
生注意，亦
請輔導並轉
知考生特別
注意。

六、技優甄審作業流程(5/8)
學校名稱 招生類別 招生系組學程 報考限制

輔英科技大學

管理類（一）
護理類（一）
不限類別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學校護理科畢業
生報考管理類（二）

護理類（一）
不限類別

助產系

職業安全衛生系勞工健康照顧組

護理類（一）
醫事類（一）
不限類別

物理治療系
限專科以上學校物理治療科
或復健科物理治療組畢業生
報考

食品技術類
管理類（四）
不限類別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限專科學校醫事技術科
（組）、醫事檢驗科（組）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科（組）
畢（肄）業生報考。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類（一）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護理科畢業生報
考。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類（一）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學校護理科畢業
生報考。

醫事類（一）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限專科學校醫事技術科（組）
醫事檢驗科（組）、醫學檢
驗生物技術科（組）畢（肄）
業者報考。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類（一）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護理科畢業生報
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類（一）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學校護理科畢業
生報考。

醫事類（一）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限專科以上學校醫事檢驗科
醫事技術科、醫學檢驗生物
技術科畢業生報考。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類（一）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護理科畢業生或
修滿220學分（含）以上之
五專護理科學生報考。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類（一）

老人照顧管理系（林口校區）
限專科以上護理科畢業生報
考。

護理系（林口校區）
護理系（嘉義校區）
呼吸照護系（嘉義校區）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類（一）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護理科畢業生報
考。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類（一）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護理科畢（肄）
業者。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類（一） 護理系
限專科以上護理科畢（肆）
業者始得報考



（二）報名費繳交：105.5.2(星期一)10:00起至105.5.4(星期三)24:00止

1.本委員會之技優甄審報名費為每校系(組)、學程新臺幣100元，每增加1個校

系(組)、學程，加收新臺幣100元。報名技優甄審入學招生除技優甄審報名

費外，另須繳交報名之各校系（組）、學程指定項目甄審費用。

2.報名費繳款帳號於考生完成資料登錄並確定送出後，由系統自動產生；此

繳款帳號每人皆不同，限報名考生本人使用，考生切勿以他人之繳款帳號

繳費或與他人合併繳費。

3.通過資格審查之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免費；通過資格審查之中低收入戶考

生報名費為每校系（組）、學程新臺幣40元，每增加1個校系（組）、學程，

加收新臺幣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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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優甄審作業流程(6/8)



（三）繳交各甄審校院指定項目甄審費用及繳寄資料：105.5.6(星期五)前

1.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低收入戶免繳)：依各校於「附錄十二」中之規定購

買郵政匯票方式繳付，受款人填寫報名甄選校院全名。

2.指定項目甄審費：1項新臺幣800元，2項新臺幣1,000元。

3.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低收入戶考生免繳指定項目甄審費用，中低收入戶

考生指定項目甄審費用減免60％。

4.繳寄資料給各甄選校院：

（1）考生基本資料表。

（2）郵政匯票。

（3）書面審查資料：各校系(組)、學程所要求繳交的資料請參閱附錄一，繳

寄資料一律不退還。

【每1校系（組）、學程各1個信封袋，封裝好並請勿誤置】

2323

六、技優甄審作業流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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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甄審校院網站公告參加指定項目甄審時間：105.5.10(星期二)10:00前
考生應至報名之甄審校院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並依各校
系（組）、學程所指定之時間前往參加指定項目甄審。

甄審總成績查詢：105.5.20(星期五)10:00

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甄審總成績。

甄審總成績計算：指定項目甄審成績×(1+優待加分百比例)

甄審正、備取生名單公告：105.5.25(星期三)10:00
在各校網站公告甄審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考生亦可於當日10
：00 起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甄審結果。

六、技優甄審作業流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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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優入學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1/2)
登記就讀志願序：105.5.27(星期五)10:00起至105.5.31(星期二)17:00止

對象：

技優保送入學招生錄取生

技優甄審入學招生正取生及備取生

注意事項：

1.凡於規定時間內未上網登記就讀志願序或雖有上網登記

就讀志願序但僅暫存未確定送出者，一律視同放棄接受

分發，本委員會不予分發。

2.僅錄取1個校系（組）、學程者，亦須上網登記就讀志

願序，接受本委員會統一分發，經分發錄取者，始取得

入學資格。

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練習版：
開放時間：105.5.20(星期五)10:00起 ~ 105.5.24(星期二)17:0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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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原則：

依各校系（組）、學程招生名額、技優保送及甄審（含正
取生及備取生）入學招生之錄取生名次及考生網路登記就
讀志願序進行分發作業。將所有錄取生之正取校系(組)、
學程志願序先分發，剔除重複錄取的較不優先之志願序後
(僅保留重複錄取中之最優先的志願序)，各校系(組)、學
程產生的缺額由備取生依序分發遞補。

七、技優入學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2/2)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公告：
105.6.7(星期二)10:00公告於本委員會網站
※就讀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複查：
對於就讀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若有疑義，應於105年6月8日（星期三）12：00
前填妥本簡章附錄十六「就讀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複查申請表」，同時檢附「
就讀志願表」，傳真（02-27731655）至本委員會進行複查，並以電話（02-
27725333分機212、210）確認本委員會已收到傳真，複查以1次為限；複查結
果由本委員會以電話或書面方式回覆，逾期或未依以上規定之複查手續辦理者
，概不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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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技優入學報到

(一)分發錄取生應依照所錄取學校規定之時間及地點報到(不可採電話

方式報到)，逾期完成報到手續之分發錄取生，甄審校院得直接取

消該分發錄取生入學資格，分發錄取生不得異議。

(二)已辦理報到之分發錄取生如因故欲放棄技優入學錄取資格者，應

先填妥簡章附錄十七「已報到分發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於105年6月14日(星期二)17:00前傳真至錄取學校，傳真後並請以

電話確認已收到傳真，再以限時掛號郵寄(郵戳為憑)至所錄取學

校，始得參加105學年度其後辦理之各項入學招生。

(三)分發錄取生完成報到後，即不可再參加其後當學年度各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大學部二年制或大學相關學系相當年級之招生；經發現

重複報到或報到後再參加各校之招生者，取消其分發錄取及入學

格。



招生類別 保送 甄審 招生類別 保送 甄審

01-電機類 0 13 10-護理類(一) 2 194

02-電子類 0 18 11-幼保類 0 13

03-機械類 0 11 12-語文類(一) 0 6

04-化工類 0 2 14-餐旅類 0 21

05-食品技術類 0 9 15-化妝品類 0 70

06-管理類(一) 0 8 16-醫事類(一) 0 22

07-管理類(二) 1 112 99-不限類別 0 70

08-管理類(四) 0 30 合計 3 622
09-設計類(二) 0 23 28

九、技優入學統計資料及相關事項(1/2)
(一)技優入學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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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優入學統計資料及相關事項(2/2)
(二)簡章下載

自103學年度起本入學招生不印售紙本簡章，於本委員
會網站「簡章查詢與下載」專區提供簡章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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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路作業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作業系統操作說明

31

一、資格審查、網路報名暨繳費作業系統

二、技優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

三、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



3232

一、資格審查、網路報名暨

繳費作業系統



考生作業系統開放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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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審查、網路報名暨繳費作業系統】入口

34



隱私權保護政策聲明

35

考生須勾選同意提供本人之個人資料予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作為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才可進入「設定通行碼」。



1.每位考生通行碼僅限設定1次。

2.輸入完畢後，點選「確定送出通行碼」。

3.通行碼遺失補發：請至本委員會「下載專區」下載「系統登入通行碼

申請切結書」。

36

系統登入（2/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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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3/4）

37

通行碼送出後請下載並列印通行碼留存。



通行碼完成設定確認單畫面

38



請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行碼、出生年月日及驗證碼，點選「通行碼

已設定，我要報名」 。

39

系統登入（4/4）

39



105學年度科技校院二年制技藝技能優良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招生特殊資格限制
一覽表及簡章修訂表（1/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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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年度科技校院二年制技藝技能優良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招生特殊資格限制
一覽表及簡章修訂表（2/3）

•中低收入考生報名費減免修正
依據教育部105年2月26日臺教技（一）字第1050026234號函規定，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
全額減免、中低收入考生報名費減免60%。

1. 技優保送報名費為新臺幣700元，低收入戶考生全免、中低收入戶考生新臺幣
280元。

2. 技優甄審報名費為每校系（組）、學程為新臺幣100元，每增加1個校系（組）
、學程，加收新臺幣100元。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交報名費，中低收入戶考生報
名費減免60％為每校系（組）、學程新臺幣40元，每增加1個校系（組）、學程
，加收新臺幣40元。

3. 指定項目甄審費用依各校於附錄十二「技優甄審招生學校各系（組）、學程指
定項目甄審方式及說明」，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報名費
，中低收入戶考生得減免60%報名費。



42

頁碼 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III
六 …，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低收入戶考生可

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60%報名費。

六 …，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低收入戶考
生可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30%
報名費。

3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低收入戶考生
欲申請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欲申請報名
費減免60％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未繳
交者概不予受理。….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低收入戶
考生欲申請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欲
申請報名費減免30％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
出申請，未繳交者概不予受理。….

4

1. 報名費為新臺幣700元整。凡通過本委員會資格
審查之低收入戶考生即予報名費全免優待，通過
本委員會資格審查之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
免60％為新臺幣280元。

1. 報名費為新臺幣700元整。凡通過本委員會
資格審查之低收入戶考生即予報名費全免優
待，通過本委員會資格審查之中低收入戶考

生，報名費減免30％為新臺幣490元。

12

4.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低收入戶考
生欲申請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欲申請報
名費減免60％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未
繳交者概不予受理。

4.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低收入戶
考生欲申請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欲
申請報名費減免30％者，須備妥證明文件提
出申請，未繳交者概不予受理。

16

（二）…，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交報名費，中低收
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為每校系（組）、學
程新臺幣40元，每增加1個校系（組）、學程，
加收新臺幣40元。

（二）…，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交報名費，中低
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30％為每校系（組）、
學程新臺幣70元，每增加1個校系（組）、
學程，加收新臺幣70元。

17

1. 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繳交給報名之各甄審

校院）

指定項目甄審費用請依各校於附錄十二「技優
甄審招生學校各系（組）、學程指定項目甄審
方式及說明」，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低收入
戶考生得免繳報名費，中低戶收入戶考生得減
免60%報名費；…。

1. 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繳交給報名之各

甄審校院）

指定項目甄審費用請依各校於附錄十二「技
優甄審招生學校各系（組）、學程指定項目
甄審方式及說明」，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
低收入戶考生得免繳報名費，中低戶收入戶
考生得減免30%報名費；…。

105學年度科技校院二年制技藝技能優良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招生特殊資格限制
一覽表及簡章修訂表（3/3）



首次使用本系統請先閱讀「系統說明」

請考生先閱讀「系統說明」，並依時程完成各項作業，若因考生個人因素
造成無法參加本技優入學招生，其後果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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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資格審查資料登錄（1/3）
請先核對個人帳號資料，再輸入「競賽獲獎或證照 」及「個人學歷資料」。

44



步驟1.資格審查資料登錄（2/3）

45

1.請輸入「個人基本資料」。

2.重新輸入：清空畫面上已輸入的資料。

3.暫存資料：暫存登錄的資料。

4.資料登錄完畢後，請點選「我要確認送出」。



步驟1.資格審查資料登錄（3/3）

46

5.再次核對考生資料無誤後輸入通行碼，務必點選「確定送出」以完成報名
資格審查資料登錄；若要修改資料，請點選「回上一頁進行修改」繼續登
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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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資格審查表件列印（1/2）



48

步驟2.資格審查表件列印（2/2）
1.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2.請下載列印表格。

3.信封正面貼上「資格審查專用信封封面」。

4.考生請將報名資料依序裝至「資格審查專用信封」，並於封面自行勾選
繳寄資料與考生確認簽名欄親自簽名。

5.報名資料須於105年4月25日(星期一) 前以限時掛號寄至本委員會審查，
逾期不予受理（郵戳為憑）。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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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審查專用信封封面畫面



5050

資格審查申請表畫面

請考生務必簽名確認資料皆已核
對完畢正確無誤，且已確實瞭解
隱私權保護政策聲明，並同意授
權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使
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作為辦理招生
相關工作目的使用;若資料有誤
以致影響個人相關權益，概由考
生本人自行負責



51

步驟3.資格審查收件查詢
1.考生可於資格審核收件查詢本委員會是否已收到報名資料。

2.資格審查結果於105年5月2日（星期一)10:00在本委員會網站提供查詢
，考生應自行上網查詢。



52

步驟4.資格審查結果查詢
對於審查結果若有疑義，得填妥簡章附錄四「報名資格及甄審優待加分比例複
查申請表」於105年5月3日(星期二)12:00前傳真至本委員會，並請以電話確認已
收到傳真【本委員會傳真：(02)2773-1655，電話：(02)2772-5333轉210、212】
，複查以1次為限，申請複查時，不得要求補繳資料予以重新審查；逾期或未依
以上規定之複查手續辦理者概不受理。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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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步驟5.網路報名（1/8）
具有技優保送資格者，得同時參加技優甄審招生，但以報名5個校系（組
）、學程為限，惟甄審校院得限制考生僅能報名該校1個系（組）、學程
，請參閱本簡章附錄十一「技優甄審入學招生限報名1校系（組）、學程
學校一覽表」。

報名技優保送

1.請選擇「保送報名招生類別」。

2.如欲放棄報名技優保送，招生類別請選擇【--放棄技優保送--】。（放
棄技優保送仍可參加技優甄審）

53



報名技優甄審

1.至多報名5個技優甄審校系（組）、學程。

2.點選欲報名的校系(組)、學程後點選 ，才可加入至已選報名甄審
校系（組）、學程。

3.點選欲移除的校系(組)、學程後點選 ，才可移除已選報名甄審校
系（組）、學程。

4.點選「我要確定送出報名資料」送出資料。

如未選擇報名技優甄審校系(組)、學程者，視同放棄報名技優甄審。

54

步驟5.網路報名（2/8）



55

步驟5.網路報名（3/8）
1.技優甄審以報名5個校系（組）、學程為限，選擇超過5個校系（組）
、學程，系統會出現訊息提醒。

2.部分學校得限制考生僅能報名該校1個系（組）、學程，選擇超過1個
校系（組）、學程，系統會出現訊息提醒。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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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技優保送資格考生，若未選擇技優保送招生類別，點選「我要確定
送出報名資料」後，系統會再次提醒考生選擇技優保送招生類別。

步驟5.網路報名（4/8）



57

步驟5.網路報名（5/8）
1. 符合技優保送資格考生，若選擇「放棄技優保送」，點選「我要確定

送出報名資料」後，系統會再次提醒考生具有技優保送資格。
2. 網路報名資料僅允許確定送出1次，一經完成確定送出後，即不得更

改。



請再次確認報名技優保送報名類別及技優甄審校系（組）、學程資料，正
確無誤後，輸入考生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行碼及驗證碼，再點選「確定送
出」。

58

步驟5.網路報名（6/8）

58



1. 技優甄審以報名5個校系（組）、學程為限，若未選滿5個校系（組）、
學程，系統會再次提示，請確認是否確定送出。

2. 資料送出後，系統會出現「送出成功」訊息畫面。

3.網路報名資料僅允許確定送出一次，報名資料一經完成確定送出後，即
不得更改。 59

步驟5.網路報名（7/8）



步驟5.網路報名（8/8）

1.自行列印網路報名相關表件。

2.考生須於105年5月6日（星期五）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郵寄各
所報名之甄審校院。未在寄件截止期限前將資料寄出者，雖已完成資
料登錄及繳費，亦不算完成報名手續，所繳報名費概不退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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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繳費單」畫面

61

繳款後之交易明細表或收據請留存備查，不須寄回本委員會。



62

「報名繳費注意事項」畫面

62



63

「完成網路報名確認單」畫面

63

無須繳回，請自行列印留存。



64

甄審報名考生基本資料表

64

須貼上相片、身分證影本及右下角考生簽名處簽名(郵寄至所報名之甄審校院)。



甄審報名費

105年5月6日(星期五)前以購買郵政匯票方式繳付，受款人請填寫

報名甄審校院全名。

郵政匯票連同書面資料審查資料一併郵寄報名甄審校院。

65



黏貼於B4大小信封製作「報名專用信封」(報名之各所甄審校院郵寄用 )。

66

甄審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66



67

步驟6.繳費狀態查詢
請於105年5月2日(星期一)10:00起至105年5月4日(星期三)24:00前完成繳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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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優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入口

69



70

考生作業系統開放時間表



71

系統登入
輸入考生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行碼、出生年月日及驗證碼登入系統。

71



72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1/9)
請先閱讀網路選填志願注意事項。



73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2/9)
1.加入志願：點選校系(組)、學程，再點選「加入志願」。（志願數不限）

2.可直接輸入校系志願代碼，輸入完畢後請按鍵盤「enter」鍵，即可

加入志願。

3.移除志願：點選欲移除之校系(組)學程，再點選「移除志願」。

73



1.往上調整志願順序：選擇欲上移之校系(組)學程，再點選「往上調整志
願順序」至理想之順序。

2.往下調整志願順序：選擇欲下移之校系(組)學程，再點選「往下調整志
願順序」至理想之順序。

74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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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4/9)
1.我要確定送出志願：請務必於105.5.18(三)10:00起至105.5.19(四)17:00止
完成選填志願並確定送出。

2.暫存志願：於規定時間內僅暫存未確定送出者，以未選填論，並喪失登

記資格與分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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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5/9)
可「預覽志願」

76

預覽志願畫面



77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6/9)

志願確認無誤後，請點選「我要確定送出志願」。

77



78

1. 勾選「我要確定送出」。
2. 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行碼及驗證碼。
3. 若志願序無誤，請點選「志願無誤，確定送出」；若須修改志願序，請點選

「取消，回上一頁」。志願經確定送出後，即無法再修改。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7/9)



79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8/9)
出現本頁面或「恭喜您已完成二技技優保送選填志願」，即表完成二技技優

保送選填志願。



保送網路選填志願系統(9/9)
報名考生務必自行列印或儲存「分發志願表」，以備申請分發結果複查時

使用。

80



不須寄回本委員會，請考

生自行列印或存檔。嗣後

考生對分發相關事項提出

疑義申請時，應檢附「分

發志願表」，未檢附者，

一律不予受理。

「保送分發志願表」畫面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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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



【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入口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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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作業系統開放時間表



85

系統登入
輸入考生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行碼、出生年月日及驗證碼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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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1/8)
請閱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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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2/8)
1.加入志願：點選學校及系(組)、學程，再點選「加入志願」。

2.移除志願：點選欲移除之學校及系(組)、學程，再點選「移除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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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3/8)
1.往上調整志願順序：選擇欲上移之學校及系(組)學程後，再點選

「往上調整志願順序」至理想之順序。

2.往下調整志願順序：選擇欲下移之學校及系(組)學程後，再點選

「往下調整志願順序」至理想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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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4/8)

89

預覽畫面

可
「
預
覽
」
已
選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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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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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5/8)
1.我要確定送出：請務必於 105.5.27(五)10:00 起 至105.5.31(二)17:00 止完成

就讀志願序登記並確定送出。

2.暫存：於規定時間內僅暫存未確定送出者，以未登記論，即喪失登記

資格與分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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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6/8)
1.志願無誤後，請勾選「我要確定送出就讀志願序」。

2.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行碼及驗證碼。

3.若志願序無誤，請點選「確定送出」；若須修改志願序，請點選「取消，回上一頁」。

就讀志願序登記僅限一次，志願一經確定送出後，即無法再修改就讀志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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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7/8)
1.出現此頁面或「恭喜您，已完成二技技優入學登記就讀志願序」，即表已

完成二技技優入學就讀志願序登記。

2.考生務必自行列印或儲存「就讀志願表」，以備申請分發結果複查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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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8/8)
請考生務必自行列印或儲存「就讀志願表」（不必寄回），以備申請分發結果
複查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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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志願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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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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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聯絡資訊

電話：02-2772-5333 #212、210
傳真：02-2773-1655
網址：http://enter.jctv.ntut.edu.tw
電子郵件信箱：enter@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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