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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簡章制定要點及系統操作說明 

前言、說明事項 

一、 「105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各校系科（組）、學程招生

名額內容編輯，採網頁建檔方式填報，系統網址為https://apg4.jctv.ntut.edu.tw/fturule/。 

二、 本系統為參加「105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委員學校，編寫

與制定簡章內容之招生系科(組)、學程、招生名額及招生相關資訊。 

三、 系統開放期間：104年10月19日（星期一）10：00至104年11月2日（星期一）17：00止。 

請各委員學校承辦同仁，於上述期間內完成簡章相關內容輸入與制定，並於規定時間內

確定送出，逾時系統將關閉。 

四、 系統預設載入104學年度各委員學校招生簡章之相關內容（不含招生名額），請更新修

正編寫105學年度各校簡章內容。 

五、 簡章分則內容制定完成後無需寄繳紙本，於104年11月10日（星期二）召開本委員會第

二次委員會議時，本會將彙整後之各校簡章內容資料交付各委員學校帶回核對確認。 

六、 如有簡章制定、系統操作問題，請逕電洽本會試務處 江偉豪 先生。 

 電話：(02)2772-5333分機 215；或 e-mail告知（電子信箱：markrick88@ntut.edu.tw） 

壹、簡章制定要點 

 一、 招生群（類）別： 

  (一)招生系科（組）、學程名稱以教育部核定名稱為準。 

  (二)105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單群(類)別、跨群(類)別之科目彙整表， 

(如附件)供參。 

  (三)各委員學校之系科（組）、學程若跨群（類）招生時，最多以3個群（類）為上限。 

 二、 預計招生名額： 

  (一)一般生：依貴校105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四技及二專日間部招生名額（報總量高職

生之名額）扣除甄選入學、技職繁星計畫、運動績優、特殊類科（占核定名額

部分)及其他（含自辦及單招)等核定名額後，為預定在本委員會招生之名額(本

系統填報之名額須與在招生名額分配系統所填之名額一致)；如教育部尚未核准

自辦及單招名額，請預先扣除之。 

  註：「四技申請入學」該校系(組)、學程為經教育部核定之相關類科者，招生後

所產生之缺額，得流用至本招生。 

  (二)特種生：  

  1.包含原住民生、退伍軍人、僑生、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蒙藏生及政府派

外工作人員子女。 

  2.依教育部核定各校105學年度四技及二專日間部各系科（組)、學程招生名額(不

含四技申請入學外加招生名額)之2%計算，小數皆採無條件進位取至整數位。 

     3.分配原則： 

       (1)外加名額若超過招生系科（組）、學程數：有招生之系科（組）、學程至少

招生1名，多餘的名額再自行分配（原住民生可優先分配商業與管理群、

餐旅群、設計群及家政群幼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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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加名額若少於招生系（組)、學程數：請自行分配到各系科（組)、學程，

但以1名為原則（原住民生可優先分配商業與管理群、餐旅群、設計群及

家政群幼保類）。 

 三、 本會在辦理聯合登記分發作業前，將函請各委員學校填報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報到缺

額及經教育部核定之其他入學招生管道可流用缺額，併入本招生總招生名額，作為

實際分發之名額。 

 四、 備註欄： 

(一)系統內容預設為104學年度之資料，請自行修改，不得超過400個字。 

 
 (二)數字（含學年度）請用阿拉伯數字表示。 

(三)項目層次編號方式請依下列規定辦理，以求統一： 

  
1. 

  (1) 

  (四)請填寫與招生相關事項。 

 
  

貳、系統操作說明 

一、 帳號：預設為貴校校名之英文縮寫，例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為ntut(小寫)。 

密碼：為承辦人員先前登錄參加意願調查時所輸入的密碼；如忘記承辦人員密碼，可

點選【忘記密碼】，系統會將密碼寄送至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 

二、 輸入帳號、密碼仍無法登入系統，原因為您的IP尚未允許存取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

記分發入學招生管道系統，請至委員學校基本資料維護系統填寫IP管制資料，完成填

寫約5分鐘後即可連線。 

三、 基於系統自動保護功能：若逾時20分鐘未動作，系統將自動關閉，請記得隨時存檔。 

四、 如欲變更系統密碼，可於【首頁】→【設定承辦人資料】中變更密碼。 

五、 進入系統後，請於【設定承辦人資料】確認承辦人資訊是否有誤，若須修改學校資訊，

請至【委員學校基本資料維護系統】內修改。 

六、 

七、 

 

八、 

進入系統後，請點選【簡章制定】進行簡章資料編輯。 

選擇【簡章制定】中【簡章備註資料維護】可修改備註部分，完成後於下方按【儲存

簡章備註】。 

若貴校欲新增另一校區，請至【委員學校基本資料維護系統】填寫。 

九、 選擇【簡章制定】中【系科組學程資料維護】，可修改目前所選擇的系科（組）、學程

資料，選擇【刪除】，可刪除單一列資料，修訂完成請按【儲存】。 

十、 若貴校欲新增一系科（組）、學程，請於【系科組學程資料維護】點選【新增系科組學

程】，新增完成請按【儲存】。 

十一、 選擇【簡章制定】中【系科組學程排序】可調整簡章內顯示之各群(類)別系科（組）、

學程順序，修訂完成請按【儲存】。 

十二、 貴校可於【簡章制定】中【簡章預覽】欄預覽資料，點選列印可將資料列印成紙本核對。 

十三、 完成簡章資料填報確認無誤後，請於【簡章制定】中點選【簡章制定確定送出】完成

資料確認。 

https://apg20.jctv.ntut.edu.tw/college/login.z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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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5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單群(類)別及科目彙整表 

代 
考試群類 

考  試  科  目 

碼 共同科目  專  業  科  目 

01 機械群 國文、英文、數學(C) 
(一) 機件原理、機械力學 

(二) 機械製造、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 

02 動力機械群 國文、英文、數學(C) 
(一) 應用力學、引擎原理及實習 

(二) 電工概論與實習、電子概論與實習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類 
國文、英文、數學(C) 

(一) 電子學、基本電學 

(二) 電工機械、電子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 

04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國文、英文、數學(C) 

(一) 電子學、基本電學 

(二) 數位邏輯、數位邏輯實習、電子學實習、計算機概論 

05 化工群 國文、英文、數學(C) 
(一) 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實驗 

(二) 化工原理(基礎化工、化工裝置) 

06 土木與建築群 國文、英文、數學(C) 
(一) 工程力學、工程材料 

(二) 測量實習、製圖實習 

07 設計群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色彩原理、造形原理、設計概論 

(二) 基本設計、繪圖基礎、基礎圖學 

08 工程與管理類 國文、英文、數學(C) 
(一) 基礎物理、基礎化學 

(二) 計算機概論 

09 商業與管理群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二) 會計學、經濟學 

10 衛生與護理類 國文、英文、數學(A) 
(一) 基礎生物 

(二) 健康與護理 

11 食品群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食品加工、食品加工實習 

(二) 食品化學與分析、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12 家政群幼保類 國文、英文、數學(A) 
(一) 家政概論、家庭教育 

(二) 幼兒教保概論與實務 

13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國文、英文、數學(A) 
(一) 家政概論、家庭教育 

(二) 色彩概論、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 

14 農業群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農業概論 

(二) 基礎生物 

15 外語群英語類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二) 英文閱讀與寫作 

16 外語群日語類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二) 日文閱讀與翻譯 

17 餐旅群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餐旅概論 

(二) 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 

18 海事群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輪機 

(二) 船藝 

19 水產群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水產生物概要 

(二) 水產概要 

20 藝術群影視類 國文、英文、數學(S) 
(一) 專業藝術概論(影視) 

(二) 展演實務(影視製作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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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跨群(類)別及科目彙整表 

代 
考試群類 

考  試  科  目 

碼 共同科目  專  業  科  目 

51  電機與電子群 國文、英文、數學(C)  

（一）  電子學、基本電學  

（二）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工機械、電子學實習、
基本電學實習  

（二）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數位邏輯、數位邏輯實
習、電子學實習、計算機概論  

52  家政群  國文、英文、數學(A)  

（一）  家政概論、家庭教育  

（二）  家政群幼保類-幼兒教保概論與實務  

（二）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色彩概論、家政行職業衛生
與安全  

53  商管外語群(一)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二）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經濟學  

（二）  外語群英語類-英文閱讀與寫作  

54  商管外語群(二)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二）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經濟學  

（二）  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  

55  商管外語群(三)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二）  外語群英語類-英文閱讀與寫作  

（二）  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  

56  商管外語群(四)  國文、英文、數學(B)  

（一）  商業概論、計算機概論  

（二）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經濟學  

（二）  外語群英語類-英文閱讀與寫作  

（二）  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  

註：105學年度可以同時報考兩種以上群(類)別的組合包括： 

(1) 可同時考 51【03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04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 可同時考 52【12家政群生活應用類+13家政群幼保類】 

(3) 可同時考 53【09商業與管理群+15外語群英語類】 

(4) 可同時考 54【09商業與管理群+16外語群日語類】 

(5) 可同時考 55【15外語群英語類+16外語群日語類】 

(6) 可同時考 56【09商業與管理群+15外語群英語類+16外語群日語類】 

其餘的群類別每位考生僅能於單群類別中擇一報考（例如：無法同時報考設計群及藝術群影

視類）亦不可同時報考其他的組合（例如：無法同時報考商業與管理群及餐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