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提供】 

  

 104 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計有 74 所公、私立科技校院參

加聯合招生，招生重要日程如表一所示；招生學校如表二所示。 

報名資格（請詳見簡章規定） 

★欲參加四技申請入學者，須先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辦之「104 學年度學科

能力測驗」。  申請入學報名者，以下列學校之應屆畢業生、畢業生或於下列學

校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

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之同等學力學生為限。如有修正

時，將於本會網站公告。  

1.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普通類學生。 

2. 教育部核定辦理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修習綜合高中學程學

生。 

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職業學校）附設普通類學生。 

4. 本項前三款所列學校附設進修學校普通類學生。 

5. 上述所列學校附設藝術類學生。 

6. 本國籍學生持有外國高級中學學歷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7. 符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 23 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者。 

8. 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列規定辦理： 

申請生應檢具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戶籍所

在地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之學歷證明文件，請參考「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辦理。 

  

附件一   招生重要日程 

項目  日期 

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簡章發售  10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起 

第  

一  

階  

段 

集體報名學校「集體報名」 
104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10：00 起至  

10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17：00 止 

1.集體報名學校「集體繳費」  

2.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繳費」

104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10：00 起至  

10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24：00 止  

（跨行匯款限 104 年 3 月 17 日 15：30

前） 

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報名」  

（一律網路報名） 

104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10：00 起至  

104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17：00 止 



預約查詢篩選結果 

104 年 3 月 22 日（星期日）起至  

104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止  

語音專線：0203‐03536、0911‐536536 

篩選結果公告  104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10：00 起 

即時查詢篩選結果 

104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10：00 起至  

104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17：00 止  

查詢網址 http://caac.jctv.ntut.edu.tw 

申請生複查篩選成績（向本委員

會申請） 

104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前（郵戳為

憑） 

第  

二  

階  

段 

科技校院寄發或在其網站公告複

試通知及相關資料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

覽表】 

繳交科技校院複試費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

覽表】 

繳交資格審查及上傳科技校院規

定書審資料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

覽表】 

科技校院複試 

各校自訂。104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起

至  

104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止 

科技校院寄發成績單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

覽表】 

成績複查截止（郵戳為憑）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

覽表】 

科技校院網站公告正、備取生錄

取名單 
104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 

  

附件二 74 所科技校院參加聯合招生 

學校代碼  學校  網址 

10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http://www.ntust.edu.tw 

10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http://www.yuntech.edu.tw 

10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http://www.npust.edu.tw 

10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http://www.ntut.edu.tw 

10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http://www.nkfust.edu.tw 

10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http://www.kuas.edu.tw 

10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http://www.nfu.edu.tw 

10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http://www.nkmu.edu.tw 

1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http://www.npu.edu.tw 



110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http://www.ncut.edu.tw 

11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http://www.ntunhs.edu.tw 

1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http://www.nkuht.edu.tw 

1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http://www.nutc.edu.tw 

1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原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http://www.ntcb.edu.tw 

201  朝陽科技大學  http://www.cyut.edu.tw 

202  南臺科技大學  http://www.stust.edu.tw 

203  崑山科技大學  http://www.ksu.edu.tw 

204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http://www.chna.edu.tw 

205  樹德科技大學  http://www.stu.edu.tw 

206  龍華科技大學  http://www.lhu.edu.tw 

207  輔英科技大學  http://www.fy.edu.tw 

208  明新科技大學  http://www.must.edu.tw 

209  弘光科技大學  http://www.hk.edu.tw 

210  健行科技大學  http://www.uch.edu.tw 

211  正修科技大學  http://www.csu.edu.tw 

212  萬能科技大學  http://www.vnu.edu.tw 

213  建國科技大學  http://www.ctu.edu.tw 

214  明志科技大學  http://www.mcut.edu.tw 

215  高苑科技大學  http://www.kyu.edu.tw 

216  大仁科技大學  http://www.tajen.edu.tw 

217  聖約翰科技大學  http://www.sju.edu.tw 

218  嶺東科技大學  http://www.ltu.edu.tw 

219  中國科技大學  http://www.cute.edu.tw 

220  中臺科技大學  http://www.ctust.edu.tw 

22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http://www.tut.edu.tw 

222  遠東科技大學  http://www.feu.edu.tw 

22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原元培科技大學） 
http://www.ypu.edu.tw 

224  景文科技大學  http://www.just.edu.tw 

22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http://www.hwai.edu.tw 

226  東南科技大學  http://www.tnu.edu.tw 

22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http://www.takming.edu.tw 

228  南開科技大學  http://www.nkut.edu.tw 



229  中華科技大學  http://www.cust.edu.tw 

230  僑光科技大學  http://www.ocu.edu.tw 

231  育達科技大學  http://www.ydu.edu.tw 

232  美和科技大學  http://www.meiho.edu.tw 

233  吳鳳科技大學  http://www.wfu.edu.tw 

234  環球科技大學  http://www.twu.edu.tw 

235  中州科技大學  http://www.ccut.edu.tw 

236  修平科技大學  http://www.hust.edu.tw/ 

237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http://www.cgust.edu.tw 

238  大華科技大學  http://www.tust.edu.tw 

239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http://www.tpcu.edu.tw 

240  醒吾科技大學  http://www.hwu.edu.tw 

241  文藻外語大學  http://www.wtuc.edu.tw 

242  南榮科技大學  http://www.nju.edu.tw 

243  華夏科技大學（原華夏技術學院） http://www.hwh.edu.tw 

30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新增）  http://www.tcpa.edu.tw 

403  大漢技術學院  http://www.dahan.edu.tw 

404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http://www.tccn.edu.tw 

406  和春技術學院  http://www.fotech.edu.tw 

408  致理技術學院  http://www.chihlee.edu.tw 

410  亞東技術學院  http://www.oit.edu.tw 

411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http://www.tiit.edu.tw 

412  德霖技術學院  http://www.dlit.edu.tw 

414  蘭陽技術學院  http://www.fit.edu.tw 

415  黎明技術學院  http://www.lit.edu.tw 

416  東方設計學院  http://www.tf.edu.tw 

41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http://www.cku.edu.tw 

418  崇右技術學院  http://www.cit.edu.tw 

419  大同技術學院  http://www.ttc.edu.tw 

420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http://www.apic.edu.tw 

423  臺灣觀光學院  http://www.tht.edu.tw 

424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http://www.tcm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