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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壹、關於畢業 
貳、孩子的未來 
叁、升學事宜 
        一、日間部高三1~2次模擬考成績 
        二、109學年技專校院多元入學管道 
        三、109學年大學多元入學管道 
        四、學校配套措施 
 



畢業- 依據高職課程綱要 

 
 



壹、畢業五大條件 

一、畢業學分：160學分以上。 
二、部訂科目及格率：85%(約98學分*85%=84學分) 
三、專業及實習科目及格學分數：須修習80學分以

上，至少60學分以上及格。 
四、實習(實務)科目及格學分數：至少30學分。 
五、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 

        未滿三大過。 

 



畢業--注意事項1 
某1科目缺課之時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時數1/3時，該科目成
績以零分計算。 (因公、因病或因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者除
外) 

重修及補救教學—實習及必修課 

    上學期不及格—下學期重修 

    下學期不及格—暑期重修 

     專班(15人以上含)與自學班 

重修班開課：畢業考之後： 6月(3下) ； 

                            7月(3上、1上、2上)； 

                            8月(1下、2下) 。 



畢業--注意事項2 

三年已修得160個學分，但操行成績不及格者，只能取得修業證

明書。 

三年只修得120個學分，未達160個學分者，無論操行成績如何，

只能取得修業證明書。 

三年修得120個學分以下者，只能取得成績證明單。 

 



2020年企業最愛大學整體排行 
排名 公立一般大學 私立一般大學 公立科技校院 私立科技校院 

1 國立臺灣大學 輔仁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2 國立成功大學 中原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3 國立政治大學 東吳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4 國立清華大學 逢甲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5 國立交通大學 淡江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海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7 國立臺北大學 銘傳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8 國立中央大學 世新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9 國立中興大學 元智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醒吾科技大學 

10 國立中山大學 中華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資料來源：1111大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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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info.aspx?sno=1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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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需具備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 

 



107學年度畢業生就讀國立大學分析表(日間部) 

錄取學校 總計 錄取學校 總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9 國立金門大學 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3 國立屏東大學 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32 國立中央大學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6 國立嘉義大學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0 國立臺東大學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高海科)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高第一) 4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高應大) 15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4 國立聯合大學 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6 國立體育大學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 臺北市立大學 1 
國立宜蘭大學 5 
錄取國立人數 323 

有報考統測，達國立學校錄取標準約88.75% 錄取私立人數 310 
國立學校比例 51.03% 



107學年度畢業生主要錄取學校統計表(進修部) 

錄取學校 總計 錄取學校 總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含夜間部) 2 輔仁大學(含夜間部) 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 逢甲大學 1 

國立屏東大學 2 文藻外語大學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銘傳大學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5 實踐大學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 僑光科技大學 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 亞東技術學院 1 

國立台北大學(進) 17 明志科技大學 1 

致理科技大學 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24 

朝陽科技大學 1 龍華科技大學 2 

東吳大學(含夜間部) 2 嶺東科技大學 1 

淡江大學 4 中國科技大學 3 

錄取國立人數 33 

錄取私立人數 70 

國立學校比例 32% 

總錄取人數 103 

應屆畢業人數 125 



108學年度模擬考全國排名分析 

     項次 
類科 

第1次 第2次 

校數 排名 校數 排名 

商管群 190 8 213 6 

外語群 
(英語類) 

134 7 141 6 

設計群 156 7 172 9 



日期 考試項目 備註 

2月17-18日 高三第3次模擬考 

3月17-18日 高三第4次模擬考 公告成績排名 

3月23-25日 第一次期中考試  

4月9-10日 高三第5次模擬考 公告成績排名 

5月2-3日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各考場 

5月6-8日 高三畢業考 

5月20日 高三補考 

108學年第2學期高三重要考試日期 



多元入學方案 





四技二專入學管道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 

技優保送入學 

技優甄審入學 

甄選入學 

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單獨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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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 
 各高級職業學校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應屆畢業生。 

 在校學業成績（採計至高三上學期之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排名在所就讀科 ( 組 ) 或學程前 30% 以 內。 

 全程均就讀同一學校。 

 各高級職業學校至多可推薦15名學生。 

 錄取後不論放棄與否，均不得參加甄選入學。 



技優保送入學 
國際技能競賽獲得前三名或優勝之選手 

入選國際技能競賽國手資格 

全國技能競賽、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前三名等以上
獎項者 

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均可報名 

不採計統測成績  

技優保送入學競賽獲獎名次與等第對照表，請參看簡章或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 



技優甄審入學 
曾在招生委員會認可之競賽獲獎者或持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者 
就有採計獲獎之競賽或證照職類之類別中，跨類別選擇至多5
個校系科組志願參加指定項目甄審 
指定項目甄審：包含面試、實作、作品集、書面資料審查等，
由各校訂定 
不採計統測成績  
技優甄審入學採計之競賽與證照及其優待加分比例，請參看
簡章或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重要時程表 

項目 辦理日期 

簡章公告發售 
108年11月15日(星期五)至108年12月24日(星期日) 
可於全國全家、OK、萊爾富便利商店販售或可直接至「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網址https://www.tcte.edu.tw/)下載「正式簡章」 

報名 108年12月12日(星期四)9:00起 108年12月24日(星期二)17:00止 

寄發准考證 109年3月25日(星期三) 

測驗考試 109年5月2日(星期六)起至109年5月3日(星期日)止 

成績單寄發 109年5月21日(星期四) 10:00 起 

https://www.tcte.edu.tw/exam4.php
https://www.tcte.edu.tw/download/downfile.php?obj=MTA5UmVnXzR5LnBkZg==&obj2=ZG93bmxvYWQlMkYxMDl5ZWFy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共135所大專校院參加招生。(含普通大學) 

 適用對象：高職、綜高(職業學程)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參加109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者，

皆可報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每位考生至多選擇3個志願參加甄選。 

 甄選方式分二階段： 

第一階段：依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考生，參加各甄選學校辦理之指定項目甄試。 

     【第二階段甄選入學招生，備審資料必採「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實  

        習報告(成果)」，亦可兩者皆為備審資料之採計項目。就讀進修（夜間）部學生，亦可以「校外實 

        習課程」或「職場工作體驗報告(含證明)」作為此備審資料項目之取代】。 

 各校依考生甄選總成績公告正備取結果，最後由聯合甄選委員會依考生登記之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重要日程 
項目 辦理日程 

資格審查登錄及繳件 109年4月22日至109年5月6日 

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109年5月20日 

第一階段學校集體報名 109年5月22日至109年5月28日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109年6月3日  
第二階段報名 109年6月3日至109年6月11日 

第二階段各校指定項目甄試 109年6月12日至109年6月28日 

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年7月1日 

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 109年7月1日至109年7月4日 

分發放榜 109年7月8日 

詳見：109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共有75所大專校院參加招生。 

  適用對象：高職及綜合高中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高中普通
科非應屆畢業學生及同等學力考生，且已先報考「四技二專統一
入學測驗」考試者皆可參加。 

採計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辦理分發，不再辦理其他考試亦
未採計其他項目成績。  

加權：共同科目 ( 國文、英文、數學 ) 權重為 1 至 2 倍，專業科
目 ( 一 )、專業科目 ( 二 ) 權重為 2 至 3 倍，權重級距為 0.25。 

  招生流程：分發資格審查 → 報名繳費及網路選填志願 → 放榜。 



四技二專日間部登記分發重要日程 
項目 辦理日程 

集體資格審查登錄 109年5月11日至109年5月15日  

個別資格審查登錄及繳件 109年5月21日至109年6月10日    

資格審查結果查詢 109年6月29日  

個別報名繳費 109年7月14日至109年7月20日 

個人總成績及排名查詢 109年7月23日 

網路選填志願 109年7月23日至109年7月28日 

放榜 109年8月4日 

詳見：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網站 



日間部單獨招生(1/2) 
四技二專日間部單獨招生 
各招生學校自行辦理之四技或二專日間部單獨招生（亦包含普通大學附設四技部、

軍警校院二專部等） 

各招生學校之招生方式、招生日程、報名方式、成績採計方式及相關規定皆依各

校所公告之單獨招生簡章辦理。 

未參加統一入學測驗考試之考生可選擇報名未採計或部分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之單獨招生入學管道。 

招生資訊可至「技訊網2020」查詢，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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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單獨招生(2/2) 
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單獨招生 
各招生學校之招生方式、招生日程、報名方式、成績採計方式及

相關規定皆依各校所公告之單獨招生簡章辦理。 

招生資訊可至「技訊網2020」查詢， 

   網址：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招生管道名稱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電話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02)2772-5333 #213、214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 (02)2772-5333 #213、214  

四技二專甄審保送入學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 (02)2772-5333 #213、214  

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union42/ (02)2772-5333 #211、215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star/ 
(02)2772-5333 #208、210、

212  

四技二專日間部單獨招生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02)8200-0770  

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單獨招生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ch/ (03)592-7700 #2206~2209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 
各聯合招生管道網站及聯絡資訊 





108及109學年度大學學測成績統計 

 

  

 

 
 

 

  40級分以上 30-39級分 20-29級分 19級分以下 缺考 總計人數 

108年 23 74 51 11   159 

109年 

選考五科 17 12 16 4 2 51 

選考四科 16 28 17 6 1 68 

選考三科 1 12 11 5 1 30 

選考二科     3 4   7 

選考一科       2   2 

總計 34 52 47 21 4 158 





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重要日程 
項目 辦理日程 

個別申請及繳費 109年3月22日至109年3月24日  

公告第1階段篩選結果 109年3月31日    

指定項目甄試 109年4月15日至109年5月3日(各校自訂) 

大學公告錄取名單及寄發成
績單 

109年5月11日前(各校自訂) 

登記志願序 109年5月14日至109年5月15日 

公告分發結果 109年5月21日 

詳見：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 



109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考試重要日程 

項目 辦理日程 

指定科目考試報名 109年5月19日至109年5月28日 

指定科目考試 109年7月1日至109年7月3日 

寄發成績單 109年7月17日 

繳交登記費 109年7月17日至109年7月28日 

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109年7月24日至109年7月28日 

錄取公告 109年8月7日 

詳見：大學入學分發委員會網站 



升學輔導措施 
升學輔導  



本校升學資訊專區(1/2) 



本校升學資訊專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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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備 
      甄選入學？ 

   



我為什麼要 
     選擇甄選入學呢? 



我適合參加 
        甄選入學嗎？ 

 

面試  資料審查 



如何做好一本備審資料? 
 

～備審資料製作原則 



備審資料製作兩個原則 
• 易讀性（表面效度） 

–有質感、歸類清楚、編排美觀、容易翻閱。 
• 可讀性（內容效度） 

–有內容、凸顯能力。 
–省思(心得及成長) 



面試前的準備事項 
• 了解該校的地理位置/交通狀況 

• 評估到達時間(是否需要住宿) 

• 事先觀察面試地點 

• 個人證件、准考證 

• 備審資料副本 

• 熟悉自己的備審資料 

• 需要用到的道具 

• 了解面試場地可以使用的設備 

 

 

 



選填志願說明會 



選擇適合自己的升學管道 

「甄選入學」選填志願小秘訣 

「登記分發」選填志願小秘訣 

有什麼資源可以幫助我？ 

我現在可以做什麼準備？ 

 



 

 

 

 

 
~~祝福您子弟、金榜題名~~ 

~~感謝您的聆聽~~ 

好影片共享共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aFE26Z6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