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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7 學年度二技多元入學招生說明 

一、二技招生管道簡介 

科技校院二年制簡稱二技，可供專科畢業生繼續升學進修，取得學士學位。現行二技日間學制及

進修學制主要入學管道為各校之「申請入學」招生，皆由各二技招生學校自行辦理招生作業，各

校系組除可依其屬性辦理筆試、面試、術科測驗或書面資料審查之外，亦可將二技統一入學測驗

成績列為成績採計項目或訂為報名門檻條件；此外，為鼓勵具備技能專長、實作能力的優秀學生，

曾參加技藝技能競賽獲獎，或是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的同學，亦可報名二技技優入學聯合招生

管道。 

各校辦理二技申請入學招生時，可將二技統測成績列為報名時必繳項目或訂為報名門檻條件；或

將二技統測成績列為該校系申請入學成績參酌採計項目之一，持有統測成績在成績計分上較具優

勢，但未參加統測之考生仍可報名申請；或者可不採計二技統測成績，考生報名申請時不需繳交

統測成績單。因此欲報名各校二技申請入學的考生請務必先行查詢各校系申請入學成績採計方

式，再行決定是否報考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及各項升學準備。 

二技主要升學管道流程圖 

 

 

 

 

 

 

 

 

 

 

 

 

 

五專畢業生/二專畢業生/符合同等學力資格之考生 

參加二技統一入學測驗 技藝技能競賽得

獎或取得乙級以

上技術士證 

報名二技申請

入學(單獨招生) 

甲類型(※註 1) 
報名二技技優保

送及甄審入學 

報名二技申請

入學(單獨招生) 

乙類型(※註 2) 

報名二技申請

入學(單獨招生) 

丙類型(※註 3) 

招生學校辦理考試、資料審查、面試或其他甄試項目 

錄取 

※註： 

1.甲類型：統測成績列為該校系申請入學必繳項目或訂為報名門檻條件。 

2.乙類型：統測成績列為該校系申請入學參酌採計項目之一，未參加統測之考生亦可報名申請。 

3.丙類型：該校系申請入學不採計統測成績，考生報名時不需繳交統測成績。 

快樂的二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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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資訊 

(一)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重要日程 

項目 辦理日期 

簡章開放下載 

10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起 

一律於《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免費下載簡章電子檔， 

不販售紙本簡章 

報名日期 
106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至 106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 

一律採個別網路報名 

寄發准考證日期 10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 

考試日期 107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 

成績單寄發日期 107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 

(二)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考試類別及考試科目 

代碼 類別 共同科目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01 護理類 國文 英文 解剖生理學 基本護理學 

02 共同類 國文 英文 -- -- 

(三) 選擇考試類別注意事項 

1. 考生若報考「02 共同類」，僅須考國文、英文 2 科，即可憑此成績報名採計統一入

學測驗國文或英文成績，或將國文或英文成績訂為報名門檻條件之各校二技日間

部、進修部或進修學院申請入學招生。 

2. 考生若報考「01 護理類」，則須考國文、英文、專業科目(一)、專業科目(二)4 科，除

可報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護理類」成績之二技護理系申請入學招生，亦可憑共同

科目國文、英文 2 科成績，報名採計國文或英文成績，或將國文或英文成績訂為報

名門檻條件之各校二技申請入學招生。 

3. 建議考生於統測報名前，先行查詢所欲報名之二技目標校系其招生管道、招生方式、

報考限制、成績計算方式、是否採計統測成績等資訊，再行決定是否報考統測，相

關資訊可至《技訊網 2018》查詢。網址：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 

(四) 考試範圍及題型 

1.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各類別考試科目及考試範圍均比照 106 學年度未有變

動，詳細各科考試範圍均可至《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下載。網址： 

http://www.tc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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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各類別各科目均為單一選擇題型，採電腦讀卡判讀系統閱卷。 

(五) 其他考生應注意事項 

1.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不發售紙本簡章，一律於《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網站免費下載（網址：http://www.tcte.edu.tw/），自 106 年 11 月 1 日起開放下載。

下載路徑：首頁 → 測驗業務 → 二技統一入學測驗，點選「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

入學測驗簡章電子檔 (PDF)」下載。 

2.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不辦理學校集體報名，所有考生一律採個別網路報名。

報名日期為 106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至 106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請於報名期間上

網登錄報名資料並完成繳費。 

3. 考生於報名期限截止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考試類別及考區，請考生報名時

務必謹慎選擇。 

4. 考生如欲申請低收入戶免繳報名費或中低收入戶減免報名費，請於報名時繳交各縣

市政府審核通過由各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

本，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全免，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 60%，詳細規定請參閱

統一入學測驗簡章說明。 

5. 考生一律安排在冷氣試場應試（冷氣溫度以設定於攝氏 26~28 度為原則），有個別需

求之考生可於報名時另行填寫「非冷氣試場申請表」向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申請

在非冷氣試場應試，詳細規定請參閱統一入學測驗簡章說明。 

6. 身心障礙考生如需特殊應考服務，需於報名時另行填寫「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

請表」向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提出申請，詳細規定請參閱統一入學測驗簡章說明。 

7. 考生若於考試前有突發傷病的狀況需申請應考服務時，可填寫「突發傷病考生應考

服務申請表」及檢附相關醫療證明，於規定期限內向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提出申

請，詳細規定請參閱統一入學測驗簡章說明。 

8. 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各考試科目，於測驗全部結束後將於 107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在《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http://www.tcte.edu.tw/）公布參考答案。

對試題範圍或參考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7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至該中心

網站填寫疑義試題申覆表，並請填寫具體理由、身分及聯絡方式，逾期未上網填寫

或應填寫資料內容不完整者，將不予處理。 

9. 統測各科原始成績訂於 107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於《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

心》網站「網路查分系統」開放查詢，並於同日寄發成績單至考生報名時所填寫之

通訊地址，為確保統測成績單順利寄達，若考生之通訊地址有所異動，應於簡章規

定期限內至《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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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僅辦理統一入學測驗，並不辦理招生及分發作業，因此考生

參加統一入學測驗並取得測驗成績後，務必另行持測驗成績報名參加採計統測成績

之各招生入學管道，才可取得錄取機會。各招生入學管道資訊皆可至《技專校院招

生策略委員會》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techadmi.edu.tw/ 

 

三、二技各招生管道提醒事項 

1. 請考生務必先行查詢各科技校院 107 學年度二技招生學校、系組、名額、招生管道、上課

時間、報名資格限制及成績採計方式等資訊，確認好目標校系後，再行規劃是否報考二技

統一入學測驗，並請注意招生簡章之重要日程、報名應繳交資料、錄取規定等事項。 

2. 除了醫事及護理類相關系組外，大多數二技招生校系並未限制考生須為專科相關科系畢

業，因此考生可依個人興趣及生涯規劃，選擇報考不同領域之二技系組，惟考生須注意課

程之銜接及入學後是否須補修專業學分等規定，再決定目標校系。 

3. 考生可同時報名多個招生管道，亦可同時向多所學校報名二技申請入學，但是請錄取考生

務必確認所欲就讀之學校系組並僅得依簡章規定擇一辦理報到。經錄取報到之考生，一律

不得再參加其後當年度各招生入學管道招生；若同時錄取多所學校但已於其中一所完成報

到手續者，必須申請放棄錄取資格，才可向其他錄取學校辦理報到。 

4. 二技除日間部外，尚有進修部及附設進修學院等進修學制，進修部及進修學院排課時間包

括週一至週五晚上上課之夜間班，亦有許多安排於週末假日、或配合在職人員排班時間安

排每週 1 至 2 天上課之班別，請考生報名時注意所報名系組之排課時間。進修學校其入學

資格與日間部、進修部等一般學制相同（應屆畢業生亦可報考），修業期滿修畢規定學科

學分者授予學士學位證書，惟畢業證書全銜為「○○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字樣。 

5. 想瞭解二技各入學管道有哪些招生學校系組、簡章下載、報名日程、成績計算方式、錄取

方式及各項資訊，歡迎至《技訊網 2018》查詢。網址：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

點選「升二技」後即可查詢 107 學年度二技各入學管道招生資訊，歡迎考生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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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7 學年度二技申請入學招生簡介 

適合對象： 符合報名資格、有意願就讀二技日間學制或進修學制之各類科招生校系的考生

皆可參加，報名申請校數無限制。 

招生校數： 107 學年度科技校院共計有 34 所二技日間部招生學校、45 所二技進修部招生學

校以及 25 所附設進修學院招生學校，考生可參考本手冊附錄一《107 學年度二

技招生系組一覽表》。 

報名資格： 1. 五專或二專應屆畢業生 

2. 五專或二專非應屆畢業生 

3. 符合報考二技同等學力資格之考生 

成績採計： 1. 由各二技招生校系自訂入學條件、成績採計項目、總成績計分方式、錄取

方式等，並明訂於各校二技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中。 

2. 各校系可視其屬性，辦理筆試、書面資料審查、面試、術科測驗等，並可

將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列為計分項目之一，或將二技統測成績訂為報名

門檻條件，亦可完全僅採計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3. 未參加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的考生可選擇報名不採計二技統測成績或二技

統測成績未列為報名必繳項目之招生校系。 

錄取方式： 由各校依簡章訂定之成績採計方式核算總成績後，公告正、備取生名單或辦理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錄取，考生須留意各校之放榜或分發日程。 

辦理日程： 二技日間學制及進修學制各校申請入學招生多於 5 月至 9 月開學前辦理招生作

業，實際招生日程於各校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訂定。 

注意事項： 1. 若招生校系將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列為報名必繳項目、訂為報名門檻條

件或僅將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作為唯一採計項目時，則考生必須先報考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取得測驗成績並符合報名門檻後，才可報名該

校系之申請入學招生。 

2. 考生申請多所招生校系若皆須繳交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正本時，可至《技

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之成績證明申請系統登錄申請補發，惟須考量

補發作業時間因素，請考生務必儘早申請，若時程較緊迫時，亦可至該中

心現場申請補發。 

3. 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護理類」之考生，亦可憑統測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2

科成績，報名參加採計國文、英文成績之二技申請入學招生校系。 

4. 多所二技日間部及部分二技進修部招生學校皆可於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所建置之《107 學年度科技校院二年制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平台》進

行報名，該系統僅需進行一次基本資料登錄，即可於各校報名期限內於該

系統進行選填報名校系、產生繳費帳號及繳款單、列印報名表件等手續，

方便考生進行多所學校之報名申請，可多加利用；惟並非所有招生學校皆

於該平台受理報名，各校除招生網路平台之外亦可能有通訊報名、現場報

名或於招生學校本身自行建置之報名系統進行報名等多種報名方式，請考

生詳閱各校招生簡章規定，選擇合適之管道進行報名，並請務必注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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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之受理報名日期，切勿錯過。 

5. 部分校系訂有畢(肄)業科組限制，請考生注意。例如：輔英科技大學物理

治療系限專科就讀物理治療科或復健科物理治療組之畢業生報考。此外，

二技各校護理系皆訂有須為護理科系相關背景或需持有護理師執照等報

名限制條件，若本身並非專科護理科畢業生，務請於報名前先行洽詢招生

學校。 

6. 部分二技進修部護理系將招生名額分為「採計統測成績」和「不採計統測

成績」2 種招生方式，或者依上課時間等屬性分成不同班別，有意就讀的

考生，可就本身資歷、可提供之成績採計項目、上課時間、入學後之實習

安排等進行考量，選擇適合之管道進修。 

7. 考生可同時報名申請多個學校系組，但若有錄取多所校系時，請務必審慎

考量所欲就讀之學校系組，擇一於簡章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手續。 

招生資訊

查詢： 

107 學年度二技日間部、進修部、附設進修學院等各校申請入學（單獨招生）

資訊將由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彙整後公告於《技訊網 2018》網站，歡迎考

生查詢。網址：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點選「升二技」後，於「招

生管道列表」處即可點選「二技日間部申請入學(單獨招生)」、「二技進修部申請

入學(單獨招生)」及「二技進修學院招生」等入學管道查詢各校招生系組及名額、

簡章下載、重要日程、成績採計方式等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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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7 學年度二技技優保送及甄審入學招生簡介 

適合對象： 曾參加二技技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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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校數： 共 31 所科技校院，其中包含 3 所保送入學招生學校及 30 所甄審入學招生學校。 

報名資格： 專科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或者符合報考二技同等學力資格之考生，於專科入

學後至報名截止日前取得二技技優入學資格者，即可報名。二技技優入學分為

保送入學及甄審入學 2 種管道，其資格分別如下： 

1. 保送入學資格：凡取得國際技能競賽、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際科

技展覽前三名或優勝者；或者經選拔具備國際技能競賽、國際展能節職業

技能競賽國手資格者；或曾在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

各職類前三名者。 

2. 甄審入學資格：凡曾參加招生委員會認可之技藝能競賽獲獎者或持有乙級

以上技術士證者。 

3. 符合保送入學資格者，亦可一併報名技優甄審入學。 

成績採計： 1. 二技技優入學不採計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2. 符合保送入學資格的考生，可就採計所參加之競賽職類之招生類別中，擇

一類別報名，並且上網選填該類別之招生校系志願。分發時由招生委員會

依照技優保送入學競賽獲獎名次與等第對照表，排序每位考生之等第排

名，若等第相同時，則以該競賽職類參加人數較多者排名在前，再依考生

排名順序及其選填志願分發。 

3. 符合甄審入學資格的考生，可就有採計考生獲獎之競賽或證照職類之所有

招生類別中，跨類別選擇至多 5 個校系志願報名參加指定項目甄審。甄審

方式由各校訂定，但不辦理筆試亦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各校皆採書面資

料審查或面試。甄審總成績計算方式為依照各指定項目甄審成績之比例計

算總分，再依各競賽名次及證照等級優待加分標準之加分百分比計算後得

到甄審總成績，並公告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 

錄取方式： 無論保送入學錄取生或甄審入學正取生及備取生，均應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

接受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才可獲得錄取機會。招生委員會依考生之志願順序

及正備取情形，由分發程式進行統一分發後公告錄取榜單。 

辦理日程： 資格審查登錄及繳件：107.4.19～107.4.23 

資格審查結果查詢：107.4.30 

報名繳費：107.4.30～107.5.2 

甄審入學繳交甄審資料：107.5.1～107.5.4 

甄審入學各校指定項目甄審：107.5.10～107.5.16 

保送入學查詢個人排名：107.5.14 

保送入學網路選填志願：107.5.16～107.5.17 

保送入學分發結果公告：107.5.23 

甄審入學公告正、備取生名單：10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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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入學錄取生、甄審入學正取生及備取生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107.5.25～

107.5.29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107.6.5 

注意事項： 1. 欲報名技優入學的考生皆須進行資格審查登錄及資料送件，且資格審查及

報名時間皆早於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考試時間，因此請考生注意資格審查及

報名日期，並於資格審查期間繳交學歷(力)證明文件及符合技優資格之獲

獎證明或技術士證影本，於報名期間繳交報名費及甄審資料。 

2. 考生於資格審查期間所繳交之符合技優資格之獲獎證明或乙級以上技術

士證，必須為專科入學後所取得，若為專科入學前所取得者，不符合二技

技優入學資格。 

3. 因二技技優保送入學之招生校系志願較少，因此符合保送入學資格的考生

建議一併報名甄審入學，以增加就讀校系志願的選擇以及錄取機會。 

4. 甄審入學考生可從符合招收職類之類別中，跨類別選擇至多 5 個志願報

考。例如持有「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證的考生，即可報考「電子類」、

「管理類(一)」、「管理類(二)」、「管理類(四)」、「設計類(二)」及「不限類

別」等招收電腦軟體應用職類之招生類別中至多選填 5 個志願參加甄審。 

5. 全國技能競賽北、中、南分區初賽、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決賽、人工智慧單晶片電

腦鼠暨機器人國內暨國際邀請賽、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創作競賽、數

位訊號處理創思設計競賽、全國大學校院學生創意實作競賽、智慧機器人

創意競賽（原智慧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RFID 趨勢應用盃競賽等均為

經二技技優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認可，符合報名技優甄審入學資格之競

賽，因此以上競賽得獎者亦可報名參加二技技優甄審入學；惟以上所列各

項競賽之得獎證明發證時之主辦單位和落款單位仍須為中央各級機關，且

落款人須為機關首長，若發證時之主辦單位並非中央各級機關，或者得獎

證明之落款單位非屬中央各級機關首長，亦不在技優甄審採計範圍內。 

6. 無論保送入學錄取生，或是甄審入學正取生及備取生，皆須上網登記就讀

志願序，才可獲得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資格，因此即使保送入學已獲得錄

取，或只有獲得甄審入學一個正取或一個備取志願的考生，都仍然必須登

記就讀志願序，否則將視同放棄分發資格。 

7. 二技技優入學各招生校系皆為日間學制，欲報考二技進修學制的考生，請

報名二技進修部各校申請入學招生。 

官方網站： 107 學年度二技技優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 

http://www.jctv.ntut.edu.tw/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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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技優甄審入學競賽獲獎名次及證照等級優待加分標準表 

競賽名稱 競賽優勝名次或證照等級 優待加分比例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科技展覽 

金牌、銀牌、銅牌 增加甄審總分 55% 

優勝 增加甄審總分 50%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入選國手(正取) 增加甄審總分 45% 

入選國手(備取) 增加甄審總分 45%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第 1 名 增加甄審總分 40% 

第 2 名 增加甄審總分 35% 

第 3 名 增加甄審總分 30% 

第 4 名 增加甄審總分 25% 

第 5 名 增加甄審總分 25%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 1 名 增加甄審總分 25% 

第 2 名 增加甄審總分 20% 

第 3 名 增加甄審總分 20% 

佳作 增加甄審總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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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名 增加甄審總分 20% 

其餘得獎者 增加甄審總分 15% 

領有技術士證者 
甲級技術士證 增加甄審總分 25% 

乙級技術士證 增加甄審總分 15% 

其他參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獲相關競賽優勝名次 

增加甄審總分 15%～50%(由

二技技優入學聯合招生委員

會依相關資料認定) 

二技技優保送入學競賽獲獎名次與等第對照表 

競賽名稱 競賽優勝名次 等第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科技展覽 

金牌 第一等 

銀牌 第二等 

銅牌 第三等 

優勝 第四等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入選國手(正取) 第五等 

入選國手(備取) 第五等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第 1 名 第六等 

第 2 名 第七等 

第 3 名 第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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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問題解答 

一、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常見問題 

Q1-1. 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有分日、夜間部嗎？ 

答：二技主要招生管道為各校辦理申請入學(單獨招生)，由各二技招生校系自訂入學條件、成績

採計項目、總成績計分方式、錄取方式等。參加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的考生，即可憑測驗成績

報名一個或多個有採計二技統測成績的二技申請入學招生學校，若進修部招生學校其申請入

學總成績也有採計統測成績，有參加統測的考生當然也可以報名申請該校。因此統一入學測

驗本身並沒有分日間或夜間，考生考完統測後，可以一試多用，報名申請多個日間學制或進

修學制採計統測成績的招生學校。 

Q1-2. 要怎麼決定該不該參加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該報考共同類還是護理類呢？ 

答：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已於統測報名前先行將教育部核定各科技校院 107 學年度二技各學

制招生學校、系組、名額，以及各校系預定成績採計方式等參考資訊公告於《技訊網 2018》

網站上，包含是否採計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其採計類別、科目、計算方式為何等，以供

考生決定是否要參加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及選擇報考類別。網址： 

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 

Q1-3. 我讀的不是護理系，我想報考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護理類考試可以嗎？ 

答：二技統一入學測驗並沒有限制考生報考類別必須與原本就讀科系相關，因此無論專科時讀的

科別是什麼，都可以選擇報考共同類或護理類。惟採計護理類成績者多為護理系招生學校，

二技各校護理系皆訂有須為專科以上護理科系背景之條件，因此若非護理科學生欲就讀二技

護理系者，並不建議報考護理類考試，請先確認本身是否符合入學條件後再行斟酌。 

Q1-4. 我如果選擇報考護理類，我還可以參加各校申請入學，報名應用外語系嗎？ 

答：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報考「護理類」的考生，考試科目除了專業科目外，也同樣包含共同科目

國文、英文 2 科，因此各校二技日間部或進修部申請入學招生若有採計國文或英文成績，且

並未限制考生原本就讀科別時，護理類考生當然也能憑國文、英文成績予以採計，因此護理

類考生在招生學校及入學管道的選擇上更為寬廣，並非僅能報名申請護理系。 

Q1-5. 為何沒有看到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在便利商店有在賣呢？ 

答：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簡章一律網路免費下載，所以並沒有在便利商店販售紙本簡

章。想要報名二技統測的考生只需要先下載測驗簡章，詳閱簡章規定後，再上網報名並繳交

報名費，即可快速完成報名手續。 

  下載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簡章，請上《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網址：

http://www.tcte.edu.tw/），進入後點選上方「測驗業務」選單中「二技統一入學測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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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於該頁面下載 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簡章電子檔。 

Q1-6. 我如果錯過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的報名，還可以補報名嗎？ 

答：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報名時間為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7 日止，欲報名

之考生請於報名期限內完成報名程序及繳費手續，逾期將不再受理報名。 

Q1-7. 考試該怎麼準備，有考古題嗎？ 

答：107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考試範圍，以及歷屆二技統測試題，皆可於《技專校院入學測

驗中心》網站下載。 

查詢考試範圍：https://www.tcte.edu.tw/download/107year/107Range_2y/ 

查詢歷屆試題：https://www.tcte.edu.tw/exam2.php 

  其中在歷屆試題方面，共同科目部分考生可參考歷屆二技統測國文、英文試題，護理類專業

科目部分考生可參考 101 至 106 學年度「護理類」之專業科目(一)、專業科目(二)試題以及

100 學年度以前「護理類(一)」之專業科目(一)、專業科目(二)試題。 

Q1-8. 考完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後，該怎麼申請學校呢？ 

答：考生只要參加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就可以用統測成績，報名參加可採計統測成績的二技日間

學制或進修學制各校申請入學（單獨招生），各校辦理時間為 5 月至 9 月開學前，報名方式、

成績採計方式、錄取方式等規定，皆於各校 107 學年度二技日間部或進修部申請入學招生簡

章中詳述，考完統一入學測驗，取得測驗成績的考生，即可下載各校招生簡章，再依簡章規

定說明辦理報名手續，各校申請入學招生資訊皆可上《技訊網 2018》網站查詢。網址：

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 

Q1-9. 考完統一入學測驗後，我想申請多間學校，但是成績單不夠用怎麼辦？ 

答：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寄發為一式 1 份，欲報名多所科技校院二技申請入學的考生，若各校皆

採計統測成績時，請先詳閱各校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規定，如果僅須繳交成績證明影本，則只

要將成績單影印後繳交即可；但若有多所學校皆要求繳交統測成績單正本而不受理影本，或

統測成績單不慎遺失，或已繳交給某所招生學校時，皆可上《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

（http://www.tcte.edu.tw），連結成績證明申請系統登錄申請補發，惟須考量補發作業時間

因素，請考生務必儘早申請，若時程較緊迫時，亦可至該中心現場申請補發。 

Q1-10. 我可以同時報考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及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嗎？ 

答：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和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係同時舉行，因此二者將有考試科目和節次

撞期、衝堂的狀況，所以不建議兩邊同時報考。若二技和四技皆有意願就讀的專科畢業學生，

仍建議二者擇一報名；或者報考二技之外，另行報名各科技校院四技轉學生招生等其他入學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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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技申請入學常見問題 

Q2-1. 為什麼要以申請入學（單獨招生）作為二技的主要入學方式？ 

答：二技學制發展迄今，已成為相對成熟的技專校院招生學制，而專科畢業生經過教育分流，對

於所欲就讀的系科領域均有清楚的認識，為使科技校院能有更多元的選才方式，並使專科學

校畢業生能多元展現自身長才或選擇更符合將來發展目標的升學校系，故自 101 學年度起，

二技的主要入學方式調整為申請入學，亦即由二技日間學制及進修學制各校自行辦理單獨招

生，以達到科技校院適性選才，專科畢業生適性選擇升學系組的目標。 

Q2-2. 我申請入學可以報名跟我原本讀的不同科系嗎？ 

答：除了部分學校醫事及護理相關系組會針對考生申請條件須為相關科系畢業或肄業（例如：醫

學檢驗生物技術系限醫事技術科、醫事檢驗科、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科之專科畢業或肄業學生

報考）之外，絕大多數二技招生校系並未限制考生須為專科相關科系畢業，因此考生可依個

人興趣及生涯規劃，選擇報名申請與專科所學不同領域之二技系組；惟考生仍須自行注意課

程之銜接，以及入學後是否須補修專業學分等規定，再決定目標校系。 

Q2-3. 我可以同時報名很多所學校的二技申請入學嗎？ 

答：二技申請入學即為各校自行辦理之單獨招生，考生只要符合各校系之招生限制條件、繳交各

項必繳資料，即可就目前正在受理報名階段，尚未報名截止之招生校系，同時報名申請多所

招生學校。惟各校可限制考生在該校招生系組中僅可申請 1 個或多個系組，請詳閱各校招生

簡章規定。 

Q2-4. 申請入學的成績是如何計算？ 

答：二技申請入學係由各招生校系依其屬性，自訂成績採計項目、總成績計分方式、錄取方式，

並辦理筆試、書面資料審查、面試、術科測驗等，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亦可列為計分項目

之一、訂為報名門檻條件、訂為唯一採計項目、或者完全不採計統測成績，各校皆會將申請

入學總成績計分方式明訂於招生簡章中，且各校系亦可訂定專業技能證照加分、外語能力檢

定加分、畢業年資加分等優待加分辦法。各校依據簡章規定核算考生總成績後，公告正、備

取名單或辦理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錄取，考生請留意所欲報名之招生學校二技申請入學簡

章說明。 

Q2-5. 沒有參加統一入學測驗，可以報名各校二技申請入學招生嗎？ 

答：除非所欲報名之二技申請入學招生校系將統測成績列為報名時必繳資料、訂為報名門檻條

件、規定總分不得為 0 分或統測成績為總成績唯一採計項目，否則無論是否有報考 107 學年

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皆仍可報名各校二技申請入學招生。目前二技申請入學有多數招生校

系皆僅將統測成績採計為一小部分比例之成績，未參加統測之考生則該部分成績以基本分或

零分計算，但並不影響報名申請資格；而對於統測成績並未列為申請入學成績採計項目之招

生校系，當然就更不受影響。因此未參加統測之考生仍請把握機會，報名申請不採計二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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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成績或二技統測成績未列為報名必繳項目之招生校系。 

Q2-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規定考生統一入學測驗國文、英文成績須達全國考

生「均標」，該如何得知自己成績是否已達標準？ 

答：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於開放成績查詢系統外，將同時於該中心網站本次測驗總到考人數之

國文、英文兩科原始成績之「組距」、「標準差」、「平均成績」、「頂標」、「前標」、「均標」、「後

標」及「底標」，各項標準之計算均不含缺考生之兩科成績，其計算方式如下： 

頂標：位於第 88 百分位數之考生成績。 

前標：位於第 75 百分位數之考生成績。 

均標：位於第 50 百分位數之考生成績。 

後標：位於第 25 百分位數之考生成績。 

底標：位於第 12 百分位數之考生成績。 

  因此屆時考生可一併於各科成績組距之公告資料中查詢均標之成績標準來判斷自己的分數

是否符合報名門檻條件。 

Q2-7. 從哪裡可以得知所有二技日間部、進修部申請入學招生校系各項資訊？ 

答：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將於二技各校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公告後，陸續將各校二技日間部、

進修部、附設進修學院等招生資訊彙整公告於《技訊網 2018》上，包括實際招生方式、簡

章下載連結、報名等重要日程、成績計算方式等資訊，請考生持續注意網站更新。網址：

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點選「升二技」後即可查詢 107 學年度二技各入學管道

招生資訊，為升學二技最方便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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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技技優保送及甄審入學常見問題 

Q3-1. 技優甄審入學有限制只能選填其中一個類別的志願嗎？ 

答：符合技優甄審入學資格的考生，可就有採計考生獲獎之競賽職類或持有之證照職種之所有招

生類別中，跨類別選擇至多 5 個校系志願報考。例如持有「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證的

考生，即可報考「電子類」、「管理類(一)」、「管理類(二)」、「管理類(四)」、「設計類(二)」、「不

限類別」等招收電腦軟體應用職類之招生類別中，至多選填 5 個志願參加甄審。 

Q3-2. 我是全國技能競賽「健康照顧」第 2 名的選手，我具備保送資格，但我可以同時

報名技優保送入學和甄審入學嗎？ 

答：競賽得獎經歷符合技優保送入學資格的選手，也同時具備報名技優甄審入學的資格，因此兩

種管道皆可一併參加。以全國技能競賽「健康照顧」第 2 名的選手為例，除可報名參加保送

入學招生類別「護理類(一)」選填志願及保送分發，也可以另外再至多選 5 個志願報名技優

甄審入學，待保送入學錄取結果和甄審入學各校正、備取結果公告後，再依據錄取狀況上網

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二技技優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 

Q3-3. 我考上「護理師」執照，可以參加技優甄審入學嗎？ 

答：二技技優入學係依據《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辦法》及《專科學校技藝

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實施要點》辦理，依據該辦法中所述甄審入學資格其中一項「領

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以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所稱技術士證皆為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所辦理之「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所核發，因此屬於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之「護理師」考試及格證書及衛生福利部之護理師執照，無法作為技優

甄審入學之報名資格。 

Q3-4. 什麼是登記就讀志願序，我保送已經有錄取了我還要填嗎？我甄審只有 1 個正取

或 1 個備取也要上網填嗎？ 

答：技優甄審入學每位考生皆可至多報名 5 個志願，但最終每位考生仍僅得錄取一個志願，因此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作業流程即是快速確認考生所報名之技優甄審入學志願正備取結

果，節省分散辦理備取生遞補所需的時間，快速公告考生錄取結果。 

  因此只要有獲得正取或備取資格的甄審入學考生，皆須於正備取名單公告後，至二技技優入

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依所正取或備取之校系組，選定有意願就讀之志願以及依就讀意願

排序志願順序。所以即使只有 1 個正取或 1 個備取的考生，也都必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就讀

志願序登記，否則將視同放棄該志願錄取資格。 

  此外，技優保送入學考生經保送分發獲得錄取，即使沒有另外報名技優甄審入學，也同樣必

須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否則若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就讀志願序登記，一樣視同放棄該志願

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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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我有不只 1 個正取和備取，我有的是正取有的是備取，就讀志願序該怎麼排先後順序？ 

答：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作業中，正取的志願即具有優先錄取的機會，備取的志願則會視該校系

其他正取或備取在前之考生放棄或已錄取至其他志願後再進行遞補。因此建議考生應以本身

就讀意願作為主要考量，依序填寫志願順序，第一志願即為第一想讀的志願、第二志願即為

第二想讀的志願、第三志願即為第三想讀的志願。考生可將就讀意願較高之備取志願填寫於

就讀意願較低之正取志願之前，這樣志願序分發結果縱使備取志願未能如願備到，也還是能

保有錄取正取志願的機會。 

Q3-5.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後，我沒有錄取，但我可以等錄取的人沒去報到後再來

去遞補嗎？ 

答：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結果即為技優入學考生最終之錄取結果，若考生分發結果未能順利

錄取，即表示所等待備取之志願已分發額滿，縱使有錄取考生未辦理報到，亦不會再進行任

何遞補程序。因此技優入學考生若未能獲得錄取、或認為錄取結果並非自己真正理想志願之

考生，應立即把握機會，報名各校二技申請入學招生等其他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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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招生管道簡介 

一、身心障礙學生招生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管道包括「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及「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

收身心障礙學生」二大管道。考生除須符合學歷(力)資格認定標準外，且必須符合下列兩

項資格之一規定：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且在報名截止日前仍為有效期。 

 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臨界障礙者不符

報考資格），且相關鑑定證明在報名截止日前仍為有效期，或適用階段須為「高中職

教育階段」或「中等教育階段」或「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至高等教育階段一年級」

或「大專校院(含研究所)」，並鑑定證明上無註記不適於升學大專校院時使用之說明

者，始符合報考本甄試資格。 

(一)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學制包含大學、四技二專、二技等組別，招收視

覺障礙生、聽覺障礙生、腦性麻痺生、自閉症生、學習障礙生、其他障礙生等身心障礙別。

在考試科目方面，二技組設有電機類、電子類、機械類、管理類(一)、管理類(二)、管理類

(四)、設計類(二)、護理類(一)、幼保類、語文類(一)、語文類(二)、餐旅類、化妝品類、醫

事類(一)等共 14 個考試類別，各類別考試科目包含共同科目國文、英文以及專業科目 2 科。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主辦單位為國立中央大學，考生可上 107 學年

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查詢報名及考試日程、考試科目、簡章下載、重

要公告等資訊。網址：http://enable.ncu.edu.tw/ 

(二) 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 

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自 96 學年度起由各大專校院申請開辦，招生學制包

含四技、二技、大學、二專、五專等日間學制。 

各校受理報名時不限制考生之身心障礙類別，考試方式不辦理筆試，而以書面資料審查及

面試為主。惟考生入學後須與一般生上課，學習標準與一般生相同，因此建議考生報名前

可事先詢問各校之無障礙設施、教學輔具、住宿環境、針對身心障礙生所能提供之資源、

輔導措施等資訊，再行決定報考學校。 

詳細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辦理學校以及各校招生資訊可至《技訊網 2018》查詢。網址：

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進入首頁後點選「升二技」後再於招生管道列表中點

選「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二技)」查詢。 

二、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國軍二技軍官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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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為培養國軍所需之技術人才，設有二技班，並提供許多員額招收專科應

屆畢業生以及社會青年。軍事校院學生在校期間學雜費全免，全額公費補助，入伍教育期

間及在學期間每月亦可獲得零用金，畢業後以少尉任官，將依規定分發至各單位報到任

官，就業有所保障。 

在入學管道方面，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二技分為「甄試入學」、「推薦入學」、「申請入學」3

種管道，其中除了甄試入學由該校辦理入學考試外，推薦入學以及申請入學 2 個管道係採

計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提供二技統測考生另一種升學出路選擇。 

欲報名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的考生須先至國軍指定體檢醫院進行體檢，體檢標準皆須符合招

生簡章之規定；此外，各入學管道考生皆須依規定參加「國軍智力測驗線上即測即評檢測」

及「口試」，且成績需符合所規定之及格標準，否則不予錄取。詳細各入學管道之各系組/

各軍種招生員額、成績採計方式、體檢標準、報名流程等說明，以及修業規定、任官及服

役規定、權利及義務等資訊，請詳閱招生簡章說明，相關資訊可查詢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網

站或《國防部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網址：http://www.afats.khc.edu.tw/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址：http://rdrc.mnd.gov.tw/ 

三、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招生 

教育部為解決產業缺工與技職校院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遂結合高職（或五專）與技

專校院（四技、二專或二技）縱向之進修管道並與產業界攜手合作，培育符應產業需求之

技術人才，型塑兼顧學生「就學」與「就業」為基礎之教育模式。「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即為一鼓勵產學攜手打造教學實習合作之平台，結合證照制度，培育技術人才能符應產業

需求之人力的質與量。 

因此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可發展 3+2（高職+二專）、3+2+2（高職+二專＋二技）、3+4（高

職+四技）或 5+2（五專加二技）之縱向銜接學制，各技專校院（四技、二專或二技）所招

收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將以合作高職（或二專、五專）之產學專班學生為主要招生對

象，因此，3+2+2 計畫專班中的二專學生及 5+2 計畫專班中的五專學生，畢業後皆可透過

甄審繼續升學合作技專校院之二技專班；若二技專班尚有缺額時，則可招收非合作專班之

學生。 

除在升學上縱向銜接模式外，錄取學生須依規定上課以及配合產學合作廠商前往工作（實

習），相關權利與義務，請注意各招生簡章規定及各校說明，詳細各校招生資訊可至《技

訊網 2018》查詢。網址：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進入首頁後點選「升二技」

後再於招生管道列表中點選「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招生(二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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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07 學年度二技招生學校、系組及名額一覽表 

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30   

資訊管理系 5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37  

建築系  35  

電機工程系  3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34   

應用日語系 3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

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18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1  48 

土木工程系  35 44 

財富與稅務管理系  20  

金融資訊系  16  

企業管理系   40 

觀光管理系   21 

應用外語系   54 

機械工程系   33 

電機工程系   51 

國際企業系   29 

會計系   4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250 200  

嬰幼兒保育系 50   

健康事業管理系 47 43  

長期照護系 30   

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 32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3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40   

電機工程系 35   

電子工程系 30   

企業管理系  37 32 

財務金融系  35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5 

動力機械工程系   37 

應用外語系   20 

工業管理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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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

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45   

輪機工程系 4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31  15 

機械工程系   35 

電機工程系   27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6 46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36 

流通管理系   34 

資訊管理系   2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43  85 

保險金融管理系 40 39 20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43 41 35 

會計資訊系 43 38 30 

商業設計系 41 41 40 

創意商品設計系 40   

流通管理系 43   

資訊管理系 40  30 

資訊應用菁英班(二技) 40   

應用日語系 43  80 

應用英語系 43  120 

休閒事業經營系  50 160 

財務金融系   35 

室內設計系   45 

護理系 82   

美容系 70  35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39  5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系 31 30  

財務金融系 35 25  

財政稅務系 25 40  

國際商務系 30   

企業管理系 25 90  

資訊管理系 25 46  

應用外語系 29 8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桃園校區) 

商品創意經營系 41   

商業設計管理系 4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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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35 28  

餐飲廚藝菁英班(二技) 15   

旅運管理系  31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48  

旅館管理系  36  

南臺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30 30  

幼兒保育系 21   

企業管理系 30 30  

休閒事業管理系 43   

電機工程系  15  

餐旅管理系  15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21  

電機工程系  25  

環境工程系  20  

光電工程系  15  

金融管理系  10  

企業管理系  30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25  

資訊管理系  17  

嘉南藥理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50 60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57 61  

保健營養系  60  

醫務管理系  60  

公共安全及消防學士學位學

程 
 60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50  

行銷管理系  50  

流通管理系  50  

企業管理系  50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30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30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32  

明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6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80 

資訊管理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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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安全衛生消

防組 
17 15  

職業安全衛生系勞工健康照

護組 
16 5  

物理治療系 50 5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00   

保健營養系 50 35  

健康美容系  29  

護理系 450 150  

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 20   

健康事業管理系 40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50 25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356 290  

化妝品應用系  41  

美髮造型設計系  50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0  

電機工程系  55  

機械工程系  55  

幼兒保育系  86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50  

企業管理系  370  

資訊管理系  4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4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40  

餐飲管理系  73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37 43  

資訊管理系 30 30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35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85 35  

職業安全衛生系 40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系  45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50   

護理系 200 200  

調理保健技術系 80   

視光系  100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49  

寵物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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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萬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80  

資訊管理系  42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50  

工業管理系  80  

資訊工程系  33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40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45  

電子工程系  37  

美容系  35  

空間設計系    

國際企業管理系  51  

工業與服務管理系  25  

土木工程系   32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32 

中國科技大學(台北校區) 

國際商務系   40 

建築系   50 

室內設計系   50 

企業管理系   50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60 

資訊管理系   40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資訊工程系   48 

企業管理系   40 

高苑科技大學 

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

位學程 
  43 

資訊管理系   67 

企業管理系   4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3 

應用外語系   43 

休閒運動管理系   30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66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50 195  

餐飲管理系  60  

健康休閒管理系健康保健組  21  

健康休閒管理系運動休閒組  21  

企業管理系  42  

視光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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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245  

幼兒保育系  100  

社會工作系  120  

餐旅管理系  60  

休閒運動管理系  120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45  

生命關懷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60  

銀髮創意產業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 
 46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45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

程 
 45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50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5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50   

護理系 160 295  

視光系  83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46  

老人照顧系  4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20 30  

幼兒保育系 20 82  

餐飲系 25 28  

旅館管理系 18   

應用英語系 10 25  

資訊管理系  15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55  

餐飲管理系   7 

資訊管理系   20 

企業管理系   65 

旅遊事業管理系   32 

景文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49  

餐飲管理系  50  

旅館管理系  5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48   

流通管理系 42   

企業管理系  31 50 

應用外語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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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18 

企業管理系   22 

休閒事業管理系   24 

中華科技大學(台北校區) 

電子工程系  38  

生物科技系化妝品生技組 30 80  

企業管理系  55  

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55  

資訊管理系  50  

育達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5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0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150  

幼兒保育系  120  

休閒事業管理系  53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42   

護理系 260 300  

社會工作系  90 110 

美容系  75  

食品營養系  30  

文化創意系   56 

觀光系   40 

健康事業管理系   50 

企業管理系   100 

資訊管理系   56 

吳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35 

電機工程系   40 

消防系   3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0 

長期照護系   45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55 

餐旅管理系   23 

幼兒保育系   90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30 

中州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60  

資訊管理系  110  

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  27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0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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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25 50 

幼兒保育系  35  

企業管理系  90  

行銷管理系  100 50 

應用外語系   17 

時尚造型設計系   80 

生物技術系   27 

修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4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0 

電機工程系   42 

國際企業經營系   43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本部) 

化妝品應用系 90   

幼兒保育系 50 43  

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 50 43  

護理系 294 322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呼吸照護系 50   

護理系 196 17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35 

餐飲管理系   90 

觀光事業系   30 

休閒事業系   34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81 

資訊管理系   3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0 

應用外語系   30 

企業管理系   40 

醒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200 

時尚造形設計系   145 

餐旅管理系   80 

觀光休閒系   95 

文藻外語大學 

英國語文系 30 90  

法國語文系 15   

德國語文系 15   

西班牙語文系 15   

日本語文系 30   

翻譯系 15   

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

菁英班(二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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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大華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 11   

資訊管理系 15 72  

商務與觀光企劃系 12 13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60  

電機工程系  286  

南榮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21   

企業管理系  40  

華夏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35   

資訊管理系 30 26  

電子工程系  50  

機械工程系  30  

室內設計系  30  

企業管理系  90  

資產與物業管理系   80 

化妝品應用系  50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3  

資訊工程系  40  

機械工程系  50  

企業管理系  65  

應用英語系 50 40  

餐旅管理系  58  

不動產經營系  65  

東方設計大學 

美術工藝系   25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27 

室內設計系   25 

餐飲管理系   35 

時尚美妝設計系   35 

設計行銷系   93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系   40 

時尚造型設計系   102 

觀光旅遊管理系   80 

經營管理系   307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系 30   

海洋休閒觀光系 30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30   

輪機工程系 60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68  

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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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系(組)、學程名稱 

招收學制 

二技 

日間部 

二技 

進修部 

附設 

進修學院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5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0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145 60 32 

大漢技術學院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90  

企業管理系  94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28  

珠寶技術系  30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系 89 50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55 

幼兒保育系   180 

休閒事業管理系   112 

企業管理系   112 

蘭陽技術學院 

時尚美容設計系   16 

健康休閒管理系   35 

餐旅管理系   31 

機電工程系   60 

數位行銷系   2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5 

黎明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7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 100 100  

美容流行設計系   27 

幼兒保育系   120 

食品保健系   30 

餐旅廚藝管理系   60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50 

高齡照顧福祉系   80 

時尚造型表演系    

大同技術學院 

社會工作與服務管理系  105  

時尚造型設計系  40  

商業經營與設計系  30  

餐飲管理系  25  

後續若有新追加或修正之招生校系及名額，以教育部最新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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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技專校院考試及招生資訊查詢相關網站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http://www.techadmi.edu.tw/ 

提供最新、最完整技專校院招生資訊 

升學資訊一把抓!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http://www.tcte.edu.tw/ 

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報名、考科範圍查詢、歷屆考古題及解答下載 

    

 

【技訊網 2018】 

http://techexpo.moe.edu.tw/search/ 

最完整、最多元、最簡單、人氣第一! 

史上最強入學管道招生資訊查詢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