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簡章 

重 要 日 程 表

日     期 項     目 備    註 

簡章發售 

1.本委員會網站訂購 https://www.jctv.ntut.edu.tw/union42/ 

2.現場購買 19個代售服務學校 聯絡電話如下： 

臺北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02) 27712171 轉 1123 

新北市：致理科技大學 (02) 22576167 轉 1279 

基隆市：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02) 24372093 轉 218 

宜蘭縣：國立宜蘭大學 (03) 9357400 轉 7097 

桃園市：萬能科技大學 (03) 4628654 

新竹市：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03) 6102220 

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 (037) 651188 轉 1103 

110.12.9(星期四)起 
臺中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三民校區) 

(04) 22195114 

彰化縣：建國科技大學 (04) 7111111 轉 1305 

南投縣：南開科技大學 (049) 2563489 轉 1309 

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05) 5372637 

嘉義市：大同技術學院 (05) 2223124 轉 204 

臺南市：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06) 2210523 

高雄市：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建工校區) 

(07) 6011000 轉 31136 

屏東縣：大仁科技大學  (08) 7624002 轉 1532 

花蓮縣：大漢技術學院 (03) 8210888 轉 1820 

臺東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089) 226389 轉 2000 

澎湖縣：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06) 9264115 轉 1123、1153 

金門縣：國立金門大學 (082) 312346 

110.12.10(星期五) 9：00 起 

110.12.22(星期三)17：00 止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報名 

辦理單位：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地址：640303 雲林縣斗六市

大學路三段 123之 5號 

電話：(05) 5379-000 

轉 300、600 

網址：https://www.tcte.edu.tw 

本招生採計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

測驗原始分數(請參閱本簡章相關規定)，

考生應向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報名並參

加考試，於取得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

績後，方得參加本招生。 

111.4.30(星期六) 

111.5.1(星期日)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111.5.9(星期一) 10：00起 

111.5.13(星期五) 17：00止 

集體資格審查登錄 

(由各高級中等學校辦理) 

各高級中等學校辦理集體報名111學年度四

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應屆畢業生免登記

資格審查勾記作業。 

111.5.19(星期四) 10：00起 

111.6.8(星期三) 17：00止 

(資料以寄件郵戳為憑) 

個別登記資格及特種生、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
分審查登錄及繳件 

考生須先至本委員會網站系

統，登錄相關資料後，再將相關

證明文件寄送本委員會審查。 

1.登記資格及特種生、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身分審查：登記資格審查條件及繳

驗證件請參閱本簡章第 2~9 頁。

2.電話：(02) 2772-5333分機211、215。 

3.傳真：(02) 2773-888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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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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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備    註 

111.6.28(星期二) 10：00 起 

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含登記資格及特種生、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身分) 

1.凡登記資格審查未通過者，不得繳費及
參加網路選填登記志願。

2.特種生身分審查未通過者，概以一般生
身分參加本招生。

3.具有多重特種身分考生，須於 111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17：00前，傳真特種身分確
認單(請至本委員會網站「下載專區」下
載)至本委員會確定特種身分。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審查未通過者，
僅不得享有登記費減免，與登記資格無關。 

111.6.28(星期二) 10：00 起 
111.6.30(星期四) 17：00 止 

資格審查結果複查 
考生對資格審查結果如有疑義，得填寫「資
格審查結果複查申請表」(如附表一)，傳真
至本委員會並以電話確認辦理複查。 

111.7.14(星期四) 10：00 起 
111.7.25(星期一) 17：00 止 

網路選填登記志願練習
版系統開放 

考生可先行上網練習或試填。 

111.7.14(星期四) 10：00 起 
111.7.18(星期一) 17：00 止 

集體繳費及繳費狀態查詢 
1.集體繳費限由原報名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
統一入學測驗之集體報名單位辦理。 

111.7.19(星期二) 10：00 起 
111.7.25(星期一) 24：00 止 

(便利商店繳費僅至111.7.20止) 
個別繳費及繳費狀態查詢 

2.繳費管道有各金融機構臨櫃、ATM、便利
商店等，逾期無法繳費，便利商店繳款單
須至本委員會網站下載。

3.參加集體或個別繳費考生(包含免繳費
之低收入戶考生)，均務必於繳費規定期
限內上網查詢繳費狀態。如獲系統回應
「繳費成功」者，即表示已完成繳費，
及參加本招生之登記分發；如達最低登記
標準者，即具有上網選填登記志願資格。 

4.繳費收據或證明請務必留存，以備查驗。 

5.相關詳細規定請參閱本簡章第 11~12 頁。 

111.7.28(星期四) 10：00 起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及 
各招生群(類)別之校系科
(組)、學程考科成績權重
組合人數累計表 

考生可上網查詢，作為選填志願參考。 

111.7.28(星期四) 10：00 起 個人總成績查詢 
查詢考生個人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總分
數及特種生優待加分後之總成績。 

111.7.28(星期四) 10：00 起 
111.7.29(星期五) 12：00 止 

個人總成績複查 
考生對個人總成績如有疑義，得填寫「個
人總成績複查申請表」(如附表二)，傳真
至本委員會並以電話確認辦理複查。 

111.7.28(星期四) 10：00 起 
111.8.2(星期二) 17：00 止 

網路選填登記志願 

考生須至本委員會網站網路選填登記志願
系統，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准考證號碼及自設
之通行碼登入後，選填登記志願。選填登
記志願資料確定並送出後，即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修改。 

111.8.9(星期二) 10：00 起 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查詢 考生請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 

111.8.9(星期二) 10：00 起 
111.8.10(星期三) 12：00 止 

分發結果複查 
考生對分發結果如有疑義，得填寫「分發
結果複查申請表」(如附表三)，傳真至本
委員會並以電話確認辦理複查。 

備註：本表日程如有變動，以本委員會網站公布與相關公告為準，本委員會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union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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