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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身分資料登錄 

登入系統 

1. 請輸入「國中學校代碼」、「密碼」及「驗證碼」後點選「登入」按鈕。 

登入帳號、密碼為「與會議報名系統、簡章集體購買系統」相同。 

＊若需異動單位人員資料，請先至「報名試務單位基本資料維護系統」更新(網址：

https://sch.jctv.ntut.edu.tw/schoolinfo/login.zul)，再進入本報名系統作業。 

2. 若輸入正確資料後，仍無法登入系統，請聯絡本委員會服務人員。 

 

3. 報名時間：111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10:00 起至 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

五)12:00 止，完成網路資料輸入。集體報名批次匯入或單筆新增免試生資料，

請務必於 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12:00 前完成。請依簡章叄、報名辦法

辦理。 

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12:00 起至 15:00 止僅開放國中學校編修免試生

資料、相關表件列印及繳費。 

4. 繳費方式：由本委員會集體報名系統所產生之臺灣銀行臨櫃繳費單(三聯式)

辦理繳費手續，請列印繳費單至全國臺灣銀行各地分行繳費；如至其他金融

機構繳費辦理跨行匯款、使用自動櫃員機(ATM)或網路 ATM 轉帳繳費者(手

續費自付)。 

國中學校代碼(6 位數) 

貴校自行設定之

密碼，同會議報
名、簡章購買系統 

https://sch.jctv.ntut.edu.tw/schoolinfo/login.z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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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將繳費證明文件影印本黏貼至由系統產出之列印繳交資料「表一 111 學年

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名人數統計表」下方「繳費證明文件浮貼處」，請學

校自行留存繳費收據正本備查。 

6. 備齊集體報名所需各項報名資料(含報名學生填寫及學生與家長簽名之報名

表，並已黏貼超額比序積分證明單及各項證明文件)與繳費證明文件，於本委

員會受理報名時間內(郵戳為憑)，以國內快捷郵件或限時掛號方式寄送本委

員會，可使用國中集體報名系統列印之信封封面。 

7. 郵寄地址：106344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億光

大樓 5 樓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11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

員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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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資料載入 

一、學生報名資料載入 

 

1. 報名資料載入操作說明 

匯入學生資料檔案規格：報名資料匯入各欄位說明 

 

※提供國中校務系統轉出學生資料檔用 

※提醒：免試生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入出境證)、出生年月日，請填寫報考國

中教育會考時所填寫之證號與資料，以利向心測中心索取國中教育會考

成績時，個人資料核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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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檔案：若國中端校務系統無法產出報名所需資料欄位，或承辦教師欲使用

Excel 建立報名資料時，可下載「範例檔案」後，依照範例資料格式逐欄輸入，

再以此檔案匯入報名系統。 

 

※提醒：非優先免試採計之項目，請務必輸入「０」值，勿空白。  

選擇檔案：承範例檔案，將編輯完成後之 Excel 檔案，存檔類型請儲存「Excel 

97-2003」版本，再以匯入的方式新增報名資料。 

 

選取要上傳的Excel 檔案，以本例為選取「U5Example0508.xls 檔」 

※提醒：上傳檔案名稱請以「英文、數字」命名，避免中文檔名會造成

上傳失敗。  

單筆新增：單筆新增學生資料，適用於少量學生報名情況，輸入學生身分證統

一編號(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姓名後，點取「新增」。 

 

https://junior.nutc.edu.tw/TestRegis/Notes/Example.xls
https://junior.nutc.edu.tw/TestRegis/Notes/Exampl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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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逐欄輸入學生基本資料及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建立資料，並儲存。 

學生基本資料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 

 

※提醒 

(1)「學生基本資料」-減免資格與「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弱勢身分，系統為連動。 

若學生檢附「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文件，減免資料選擇「無」、「超額比

序項目積分」-弱勢身分選擇具「特殊境遇家庭」身分。 

(2)請輸入競賽完整資料：競賽年度、名稱、名次、全國性、國際性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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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國際性競賽，須與簡章表列競賽項目相同。 

(3)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 

本委員會向心測中心索取報名學生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報名須點選「是否報

考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並詳細填寫「准考證號碼」等資料。 

(4)以上「姓名」或「地址」欄中資料輸入，若有中文異體字或罕見字(需造字的

情況)，可使用心測中心造字系統之字碼，若無亦可以 █ 複製取代。 

 

二、檔案上傳後網頁訊息 

1.上傳成功。 

 

※提醒： 

(1)系統接受分批多次分批匯入與多次單筆新增，如有需要可多次執行匯入作業。 

(2)上傳成功，系統會告知幾筆上傳成功，仍請至「報名資料編修單筆編修」

再次查看是否有「錯誤訊息」說明。 

(3)已上傳成功的報名資料，請不要再重覆上傳。 

2.上傳失敗。 

 

請依「錯誤訊息」瞭解上傳資料錯誤原因，再次修正 Excel 檔案內容後，至

「報名資料載入批次匯入」，以匯入的方式新增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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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1)系統檢測資料有錯誤，不接受批次匯入的所有資料，請將 Excel 檔案中之內

容修正後，重新匯入資料。 

(2)如操作系統時，有異常或錯誤訊息，修正報名資料檔案後仍無法上

傳 成 功 ， 請 截 取 螢 幕 畫 面 、 報 名 資 料 檔 案 e-mail 至

u_5@ntut.edu.tw，俾利瞭解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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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名資料編修 

 

 

 

 

 

 

一、篩選資料 

若國中報名學生數量較多，可以篩選班級條件，僅呈現欲編修的班級學生資料

或單張列印學生檢核表，以本例說明，僅顯示9年級2班的學生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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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修基本資料 

1.編修學生基本資料 

2.超額比序項目積分 

步驟1：點按編輯 

 

系統跳出點按編輯學生之報名基本資料視窗 

步驟2：更新基本資料、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後，請點按儲存，完成資料編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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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刪除 

 

1.批次刪除 

刪除該筆學生報名資料 

請於「」欄勾選欲刪除的學生資料，再點選「刪除」功能鍵，立即跳出確認視

窗，提醒刪除資料後將無法復原。 



11 

111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集體報名系統操作手冊 

 

2.單筆刪除 

步驟 1：點選單筆編修 

步驟 2：選擇欲刪除的學生資料「刪除」功能鍵，立即跳出確認視窗，提醒刪除

資料後將無法復原。 

 

※提醒：若已完成「報名確認及繳費」的學生，其報名資料則無法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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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檢核表列印 

僅列印點選「列印」功能之該學生檢核表(單張)，提供檢核內容資料用。 

如本例欲列印楊○○學生資料檢核表，點選列印，系統將下載資料檢核表(PDF

檔)，提供學生、家長、國中端承辦人員檢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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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資料檢核 

 

一、報名資料檢核表 

請點按   「產生報名資料檢核表」鈕，檔案內容為(一)報名繳費金額檢核表(含

報名人數資料統計)、(二)各班級學生身分別報名資料檢核表、(三)學生基本資料

與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檢核表，主要提供國中端承辦人員與報名學生檢核用。 

 (一)報名繳費金額檢核表 

 

 

 



 



14 

111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集體報名系統操作手冊 

 (二)各班級學生身分別報名資料檢核表 

 

 (三)學生基本資料與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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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出資料 

請點按   「匯出資料」鈕，Excel檔案僅供套印積分證明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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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名資料確認送出及列印 
 

一、報名資料確認 

1.請確認所有資料皆檢核無誤後，點按「報名資料確認送出，產生繳費帳號」鈕。 

 

2.報名資料確認後，即該批資料不再次進行修改。 

點按「確定」鈕，產生繳費帳號 

 

列印繳費單及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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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名資料確認如出現下列「尚有資料錯誤的學生，請至編修資料編修」訊息，

請依訊息提醒內容，參照操作說明第9頁編修基本資料，再次進行報名資料編

修作業。 

 

※提醒： 

(1)資料編修完成後，於「報名資料確認送出及列印」點按「報名資料確認送出，

產生繳費帳號」鈕，完成報名流程；參照操作說明第16頁，系統將產生繳費

帳號，可列印繳費單及繳交資料。 

(2)若已完成「報名確認」及「產生繳費帳號」，且在報名期間內尚未至臨櫃或

ATM繳費前，發現報名「人數」及「減免資格」仍須修正；請依操作說明第

9頁報名資料編修，編修正確資料後，再至「報名資料確認送出及列印」，再

次點按「報名資料確認送出，產生繳費帳號」。 

報名系統將產生新的繳費帳號，請務必重新列印繳費單，使用新繳

費帳號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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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繳費單 

 

  

※提醒： 

1.以臨櫃或 ATM 轉帳方式完成繳

費。 

2.影印繳費證明單，黏貼於表一「報

名人數統計表」隨報名資料寄送本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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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繳交資料 

表一、報名人數統計表 

報名人數統計、實繳報名費金額及繳費證明單黏貼 

 

註：若實繳報名費為「負值&0元」金額，請國中學校承辦人一樣列印出繳費單，

將繳款人收執聯影印本黏貼於「表一報名人數統計表」繳費證明文件浮貼處，

以利本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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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集體報名繳費清單 

 

※提醒：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300 元整。 

中低收入戶子女報名時，檢附報名期間內之有效證明文件，減免報名費

60%，每人新臺幣 120 元整。 

表三、集體免收報名費名冊(選繳) 

 

※提醒：低收入戶子女及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報名時，檢附報名

期間內之有效證明文件，得免繳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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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報名學生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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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報名學生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列表 

 

表六、報名資料袋封面 

 
  

※提醒： 

1.本表為 111 學年度五

專優先免試入學資料

袋封面。 

2.依報名學生名冊序號

順序分別裝袋或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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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信封封面 

 

※提醒：國中端承辦人勾稽檢核附件，並於規定時間內郵寄至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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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已繳費 

由本會會計金流檢核，在報名費確認收訖無誤後，更新繳費狀態資訊。 

 

 

五、列印積分證明單 

「積分證明單列印」功能提供國中端無法自校務系統產出積分證明單時使用。 

 

 


 

操作方式： 

勾選欲列印積分證明單

學生。 

點選「列印」產出學生超

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25 

111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集體報名系統操作手冊 

六、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提醒：務必加蓋就讀國中學校單位戳章，未加蓋學校戳章之積分證明單視為無

效。 

 

七、列印已繳費證明 

在報名費確認收訖無誤後，集體報名系統會更新繳費狀態資訊，國中承辦教師

可於 

1.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15:00 前於集體報名系統；或 

2.1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12:00 起至 111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17:00 止於 

國中學校查詢系統列印繳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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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報名系統 

 

國中學校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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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集體報名系統網站連結 

一、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二、111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國中集體報名系統網頁 

進入招生委員會網頁https://www.jctv.ntut.edu.tw/u5/ →點選12.國中學校

作業系統→集體報名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