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招生管道簡介 107.12.18 修正
【以下資料僅供參考，招生方式如有異動，實際以簡章及各招生委員會公告為準】
一、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升學管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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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招生管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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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說明

★技術型高中應屆及非應屆
畢業生
★綜合高中學校應屆畢業生
且截至高三上學期修畢
25 學分以上專門學程
★非應屆畢業生及同等學力
考生

★採計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108 學年度起新增「青年儲蓄帳戶組」，辦理 106 學年度參與「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就學配套措施。報名資格由教育部青年教育與
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辦理認定，採計 106 學年度統測國文、英文、數
學等科目原始級分，考生選擇報名「一般組」者須參加 108 學年度統一入
學測驗考試，考生僅得擇 1 組報名。
★報名「一般組」之統一入學測驗原始級分有 2 科目(含)以上得 0 級分之考
生(缺考成績亦 0 級分計)，不得參加篩選【如校系科(組)、學程特別規定
不得有任 1 科目原始級分為 0 級分以者，從其規定】；惟離島考生使用離
島生名額或原住民考生使用原住民考生名額時，不受此限。
★為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升學，108 學年度於國立技專校院各科系學程新增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名額。
經審查通過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之考生，即具「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
生」報考身分，網路報名身分即預設為「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如不同意使用該身分報考者，須於網路報名時聲明放棄。
未聲明放棄者，概以「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身分報名，考生不得異
議；請注意：經聲明放棄「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身分者，即不得參加
各校系科(組)、學程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招生名額招生，但不影
響參加本招生之報名費優待資格。
★依考生之統一入學測驗科目原始級分及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所訂
要求標準，進行各組第一階段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倍率篩選，通過篩選者，
即可取得各組第二階段報名資格。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統一入學測驗各科目原始級分，先與一般考生進行
一般篩選，通過一般篩選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可參加「一般考生招
生名額」及「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招生名額」之錄取及分發。若未能通
過一般篩選者，再依總級分高低比序，擇優選出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招
生名額 3 倍之考生，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惟僅能參加該校系科
(組)、學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招生名額」之錄取分發。
★原住民考生統一入學測驗各科目原始級分，先與一般考生進行一般篩選，
通過一般篩選之原住民考生，可參加「一般考生招生名額」及「原住民考
生招生名額」之錄取與分發；如另具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身分者，亦可
參加「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招生名額」之錄取分發。
同時具有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考生身分者，若未能通過一般篩選，
先進行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篩選，若通過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篩選，即可參加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及參加該校系科(組)、學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考生招生名額」及「原住民考生招生名額」之錄取分發。
若未能通過一般篩選及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篩選之原住民考生，再依總級分
高低比序，擇優選出原住民考生招生名額 3 倍之考生(以下簡稱原住民篩
選)，可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惟僅能參加該校系科(組)、學程
「原住民考生招生名額」之錄取與分發。
★第二階段招生指定項目甄試中之「備審資料審查」項目，必採「專題實作
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學習報告(成果)」，亦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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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應屆及非應屆
畢業生
★綜合高中、普通高中應屆
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
★其他符合報考同等學力資
格之考生

科技校院
繁星計畫聯
合推薦甄選

★全程就讀同一學校之技術
型高中或綜合高中應屆畢
業生，其中綜合高中學生截
至畢業前一學期需修畢專
門學程科目 25 學分以上
者。
★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排名在科(組)或學程前
30%以內。

者皆為備審資料之採計項目。
★第二階段備審資料一概以網路上傳方式繳交，考生須將報名之每一校系科
(組)、學程之備審資料，於各校系科(組)、學程規定期限及作業方式完成
網路上傳；惟部分校系科(組)、學程針對備審資料項目，如有另訂以郵寄
方式或其他方式繳交者，考生除以網路上傳繳交外，應依其規定方式另行
繳交。
★考生如未備齊必繳資料及選繳資料時，仍可參加指定項目甄試，惟其甄選
成績將可能受到影響，概由考生自行負責。
★甄選原始總分為(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二)「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及(三)「在校學業成績」乘以個人加權值後的成績，依校系科(組)、學程
規定之占分比例合計計算。
各「指定項目甄試成績」及「在校學業成績」取至小數第 2 位(第 3 位以
下四捨五入，但甄選原始總分合計計算過程小數部分不予去除)。
甄選總成績為甄選原始總分再乘以(1+「證照或得獎優待加分百分比」)，
取至小數第 2 位(第 3 位以下四捨五入)。
★可報名 3 個校系科組或學程。
★招生流程：報名→統測成績篩選→指定項目甄試→公告甄審結果→填寫就
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
★完全採計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測驗總分數為 0 分(含因違反統一入學
測驗試場規則應扣減分數後合計為 0 分)者，不得參加本招生。
★各校系科(組)、學程自行訂定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各科目成績採計權
重，共同科目(國文、英文、數學)權重為 1 至 2 倍之間(權重級距 0.25)，
專業科目(一)、專業科目(二)權重為 2 至 3 倍之間(權重級距 0.25）。
★採先審查登記資格後網路選填登記志願制，即須先經登記資格審查通過，
始取得參加本招生資格，且於完成繳費後，才可參加網路選填登記志願。
★108 學年度應屆畢(結)業之一般生，若已由原就讀學校辦理免登記資格審
查者，考生得免繳驗學歷(力)證件，即無須辦理登記資格審查；但若未經
由就讀學校辦理免登記資格審查者，則考生須自行辦理登記資格審查。惟
特種生無論是否為應屆畢業生，皆須由考生自行辦理特種生身分審查。
★參加本招生之聯合登記分發群(類)別，應與其報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舉辦之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考試科目群(類)別相同；群
(類)別不相同者，其統一入學測驗之各考試科目原始分數不予採計。
★無畢業年資及證照加分優待。
★成績核計：
係以「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各考試科目原始分數(因違反
統一入學測驗試場規則而扣分者，其原始分數為已扣減應扣分數後之得
分)，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按共同科目(國文、英文及數學)之原始分數
各加權 1 至 2 倍、專業科目(一)及專業科目(二)之原始分數各加權 2 至 3
倍所訂之權重，加權後核計為各該科目之實得分數。
各科目實得分數合計為「總分數」，再依特種身分考生優待標準加分核計
為其「總成績」；不具特種身分之考生，以「總分數」為其「總成績」。
「總成績」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第 2 位。以跨群(類)參加本招生之
考生，以相同方式分別核計所跨群(類)別之總分數及總成績。
★考生可選填登記志願總數，最多以 199 個為限。
★招生流程：資格審查(應屆畢業生由高職學校集體登錄上傳)→報名繳費→
網路選填志願→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查詢。
★自 108 學年度起，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錄取生，無論放棄
與否，一概不得參加當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甄選方式依下列七項比序項目排序後，依考生選填之志願進行分發作業。
第 1 比序：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2 比序：在校前五學期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3 比序：在校前五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4 比序：在校前五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5 比序：在校前五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6 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和成績
第 7 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和成績
★每所高職學校至多可推薦 15 名學生。
★採四輪分發考生：全部報名考生進行比序排名(含同名次參酌比序)後，取
各單一高職學校之考生比序排名(單一高職學校內比序排名仍相同時，再
依高職學校推薦順序)，第 1 位者為第一輪分發考生、第 2 位者為第二輪
分發考生、第 3 位者為第三輪分發考生，其餘生均考為第四輪分發考生。
★分發規定：
第一輪：取第一輪分發考生，並依其比序排名及所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
進行各校系(組)、學程招生名額分發。若遇不同高職學校考生比
序排名（含同名次參酌比序）之名次皆相同者，致使校系(組)、
學程之錄取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則超額同名次者一併錄取於該
校系(組)、學程。若於首輪分發，倘有考生未獲分發錄取之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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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技職特才及實驗教
育組」
、
「青年帳戶儲蓄組」
。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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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加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
學資格所列之競賽、獲得各
職類全國 3 名或者經選拔入
選國手資格之優秀選手們。

四技二專
技優甄審
入學

曾參加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
學簡章所列之競賽獲獎，或
已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
考生

學校，僅由該校原訂於第二輪分發之考生優先參與第一輪遞補分
發，但此項遞補不改變原先已獲分發考生之錄取結果。
第二輪：第一輪分發後若有缺額之校系(組)、學程再進行第二輪分發。取
各校分發。取第二輪分發考生（不含已參與第一輪遞補分發者）
參加分發，並依其比序排名及所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進行各校
系(組)、學程招生名額分發。若遇不同高職學校考生比序排名
（含同名次參酌比序）之名次皆相同者，致使校系(組)、學程之
錄取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則超額同名次者一併錄取於該校系
(組)、學程。
第三輪：第二輪分發後若有缺額之校系(組)、學程再進行第三輪分發。取
第三輪分發考生參加分發，並依其比序排名及所選填登記就讀志
願序，進行各校系(組)、學程招生名額分發。若遇不同高職學校
考生比序排名(含同名次參酌比序)之名次皆相同者，致使校系
(組)、學程之錄取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則超額同名次者一併錄
取於該校系(組)、學程。
第四輪：第三輪分發後若有缺額之校系(組)、學程再進行第四輪分發，並
且各科技校院對單一高職學校考生至多再錄取 2 名。取第四輪分
發考生，並依其比序排名及所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進行各校系
(組)、學程招生名額分發。若遇考生比序排名(含同名次參酌比
序)之名次皆相同者，致使校系(組)、學程之錄取人數超過招生
名額時，則超額同名次者一併錄取於該校系(組)、學程，惟各科
技校院對單一高職學校考生至多再錄取 2 名，以各高職學校推薦
順序較前者優先錄取。
★依就讀科組學程歸屬之群別及不分群之志願，至多可選填 25 個志願。
★招生流程：各高職進行校內遴選→登錄考生基本資料→報名及郵寄表件→
網路選填志願→錄取公告。
★不採計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及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採個別網路報名方式。
★「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報名資格：凡具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
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含應屆)生，且符合招生校系科
(組)、學程所訂定之專業領域、特殊技能、經歷、專長或成就之報名資格
條件者。
★「青年儲蓄帳戶組」報名資格：凡具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
學校以上畢(結)業生，且於 106 學年度起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之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或青年體驗學習計畫完成 2 年或 3 年期之學生。
★僅能擇 1 組報名，至多可選擇 5 個校系科(組)、學程報名。
★考生須上委員會網站報名系統，列印考生基本資料表、學歷(力)資格證明
及申請報名費優待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等「證明黏貼單」，由考生黏
貼各項證明文件後，掃描製成影像 PDF 檔。
★各甄審學校所要求之備審資料一概以網路上傳方式繳交，檔案大小以 10
MB 為限。
★報名多個校系科(組)、學程者，須上傳每 1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指定項
目甄審辦法「資格條件」及「資格審查繳驗資料注意事項」所要求之「特
殊經歷」或「專業領域成就」證明文件正本製成 PDF 檔案。
報名「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之特殊經歷或專業領域成就之報名資格文
件，由考生自行將須繳驗的證明文件正本掃描並製成一個影像 PDF 檔，無
須列印「證明黏貼單」。
★招生流程：報名(含登錄及繳交資格審查資料、選擇報名志願、繳交報名
費)→資格審查結果查詢→各校進行指定項目甄審→公告正備取名單→正
備取生登記就讀志願序→放榜。
★不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報名方式僅限網路個別報名。
★科技大學辦理高職生不分系菁英班併入技優保送入學招生，於「不限類
別」之招生類別辦理招生。本招生先依保送競賽獲獎名次之「十等第」比
序排名後，再依考生志願序分發，不另辦理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
★符合報名資格者，除可選擇「不限類別」報名外，其他可報名之招生類別
中至多選擇 1 個招生類別報名。成績符合本招生規定標準者，應至委員會
網站網路登記志願系統」登記志願，接受統一分發，志願最多以 50 個為
限(含「不限類別」之志願)，經統一分發錄取後始可取得入學資格。
★各種特殊身分考生之加分優待規定，不適用本招生。
★招生流程：報名及繳交得獎證明影本資料→資格審查→公告資格審查結果
及個人排名→網路選填志願→放榜→報到。
★不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乙級技術士證職種「11800 電腦軟體應用」於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
審入學招生採計招生類別修訂為：25 電子、56 管理、60 商業、62 航管、
65 資管、85 商設等六項。
★應於資格審查階段提出技優甄審入學資格之技術士證或競賽得獎證 明，
若同時符合多項資格者，可依競賽優勝名次或證照等及優待加分標準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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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加分比率，擇ㄧ最有利之資格報名。
★依據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07 年 12 月 6 日第 2 次技術會議審議通
過，有關「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決賽」專題組
獲獎學生，參加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可就「獲獎群
別」或「考生畢(肄)業科(組、學程)歸屬群別」，擇一資格報名。
★符合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報名資格者，至多可報名 5 個校系科
(組)、學程，但各校得限制考生僅能報名該校 1 個系科(組)、學程。
★甄審總成績：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各指定項目之甄審成績比例計算
甄審成績(滿分為 100 分)，再依優待加分標準規定給予加分優待後得到甄
審總成績(取至小數第 2 位，第 3 位以下四捨五入，但成績計算過程，小
數不予去除)。
★本項甄審除技藝技能競賽優勝者及獲得技術士甲、乙級證照者依規定予以
加分優待外，對各特種身分之甄審生均不予優待。
★考生若有 1 項指定項目甄審成績為 0 分或缺考者，則不予錄取。
★錄取生無論正取或備取 1 個或 1 個以上校系科(組)、學程，均須於規定
時間內完成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經分發錄取後始可取得入學
資格。
★招生流程：資格審查送件→報名→各校指定項目甄審→公告正備取名單→
正備取生登記就讀志願序→放榜→報到。
★採計 108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108 學年度起採計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之「權重採計科目、同分參酌比序科
目」兩者合計科目至多為 4 科。各系(組)、學程參採之科目，除設定權重
作為申請生之「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計算外，並得作為甄試總成
績評分項目及同分參酌順序。
★第一階段以 108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依所申請校系(組)、學程規定
之成績採計方式進行篩選。
★第二階段為各校系(組)、學程之複試，所稱「複試」係指各校系(組)、學
程進行資格審查，並依其自訂之項目及評分標準進行擇優錄取作業。
第二階段複試項目，僅書面審查資料辦理「書面審查電子化作業」，惟有
★普通高中學生
部分校系(組)、學程之審查資料除以網路方式上傳外，其餘之審查資料則
★綜合高中學生
須另以郵寄或其他方式繳交至該校。未依規定期限及方式寄送資格審查應
★技術型高中附設普通科學
繳資料或繳交複試費，視同放棄參加複試資格，不得參加複試；未依規定
生或藝術群科別學生
期限及方式完成網路上傳書面審查資料或未參加複試，而致第二階段複試
項目中任何一項成績為零分者，不予錄取。
★甄試總成績：甄試總成績之計算方式由各校系（組）、學程自訂，至多可
採計 4 科。各校依其所訂各甄試項目成績占總成績之比例計算甄試總成
績，甄試總成績取至小數第 2 位，第 3 位四捨五入。未達參加複試資格或
未參加複試者，不列其甄試總成績且不予錄取。
★申請校系(組)、學程最多以 5 個校系(組)、學程為限，但各校得限制申請
生僅能申請該校 1 個系(組)、學程。
★招生流程：報名→大學學測成績篩選→第二階段科技校院複試→各校公告
正備取名單→錄取生報到。

三、其他招生管道：
除此之外，入學方式尚有四技二專日間部單獨招生、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單獨招生、四技進修部招生應屆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畢業生單獨招生、藝術與表演類系科單獨招生、身心障礙學生招生、運動績優學生招生、四技二專在職專班招生、
技專校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招生、軍事校院士官二專班招生、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招生、產學訓
合作訓練四技專班招生，以及其他聯合或單獨招生管道，招收特殊專長學生、在職人士、產學合作班等不同對象，讓有意願
升學和進修的考生皆有適性發展的機會。

四、其他提醒事項：
(一)統一入學測驗報考群(類)別與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等招生管道可選填登記之校系志願息息
相關，因此務必於報考統一入學測驗前查詢目標校系之招生群(類)別為何，再決定統一入學測驗之報考群(類)別，以避
免因報考群(類)別與目標校系之招收群(類)別不同而失去選填該校系的機會。
(二)考生若已參加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科
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以及其他大學校院招生管道已錄取報到或未辦理錄取生放棄資格者，將失去四技二專日
間部聯合登記分發網路選填登記志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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