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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座談會時程表 

座談會日期：110 年 11月 20日 

活動項目 時    間 主持人 

家長線上報到 08：40～09：00 導師 

校長致詞 09：00～09：10 校長致詞(影片)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說明 
09：10～09：15 訓育組長說明(影片) 

升學方案說明 09：15～09：40 科主任說明(影片) 

親師座談 09：40～11：00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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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導師聯絡分機 

 

桃園育達高中總機：（03）4934101 

教務處 110、111 學務處 120、121 

總務處 102 輔導室 126 

教官值日室 161 警衛室 119 

 

班級 導師 分機 班級 導師 分機 

三(01) 梅國華 261 三(56) 莊雅婷 261 

三(02) 徐  葳 123 三(71) 范綺葳 123 

三(11) 王凱慧 261 三(72) 徐千惠 123 

三(12) 許展瑋 123 三(81) 張博超 261 

三(13) 紀瑞仁 123 三(82) 紀美順 123 

三(21) 江婉貞 261 三(83) 盧乃歆 123 

三(22) 張有盛 123 三(84) 彭千芝 123 

三(31) 蔡孟芬 261 三(85) 王宥妮 123 

三(32) 吳美雪 123 三(86) 陳介盈 123 

三(51) 何靜怡 261 三(91) 洪淑娟 261 

三(52) 楊若婕 261 三(92) 賴冠彰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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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0 年畢業生錄取大專院校榜單(部分節錄) 
群科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科組 入學國中 會考成績 

商科 許〇明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科學組 大園國中 24 

商科 許〇明 國立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大園國中 24 

商科 張〇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中興國中 18 

商科 張〇銘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瑞坪國中 18 

商科 徐〇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平興國中 26 

商科 鄭〇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大成國中 20 

商科 李〇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觀音高中 20 

商科 劉〇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平鎮國中 20 

商科 李〇慧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大崙國中 20 

商科 林〇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大園國中 18 

商科 謝〇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東安國中 20 

商科 鄧〇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 大園國中 18 

商科 張〇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瑞坪國中 18 

商科 張〇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八德國中 18 

商科 李〇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平南國中 20 

商科 廖〇昕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過嶺國中 20 

商科 趙〇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大崙國中 20 

商科 吳〇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大園國中 18 

商科 黃〇婷 國立屏東大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觀音高中 18 

商科 陳〇誌 國立屏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東興國中 20 

商科 陳〇妤 國立屏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平鎮國中 20 

商科 葉〇洲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平鎮國中 20 

商科 趙〇芸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大崙國中 20 

商科 袁〇亭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青埔國中 20 

商科 莊〇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鎮國中 20 

商科 孫〇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興國中 20 

商科 吳〇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大成國中 20 

商科 陳〇茵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平興國中 20 

商科 簡〇伊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行銷與流通管理科 文昌國中 18 

商科 許〇明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大園國中 24 

商科 許〇明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大園國中 24 

商科 彭〇寧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中壢國中 20 

商科 李〇慧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大崙國中 20 

商科 許〇明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大園國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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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科組 入學國中 會考成績 

商科 高〇妤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觀音高中 20 

商科 王〇璿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私立六和高中 20 

商科 廖〇榆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平鎮國中 20 

商科 古〇妤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平鎮國中 18 

商科 古〇姍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平興國中 20 

商科 徐〇蔆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平南國中 20 

商科 楊〇瑄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龍岡國中 20 

商科 宋〇宇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東興國中 20 

商科 唐〇旻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武漢國中 20 

商科 吳〇霆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武漢國中 20 

商科 黃〇祥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平興國中 20 

商科 黃〇薰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楊梅國中 18 

商科 黃〇涵 致理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山腳國中 14 

商科 梁〇芸 致理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大崙國中 18 

商科 黃〇珊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中壢國中 18 

商科 余〇霖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新明國中 20 

商科 陳〇軒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內壢國中 18 

商科 李〇葳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平南國中 20 

商科 吳〇諼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大園國中 16 

商科 林〇慶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過嶺國中 18 

商科 鍾〇修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大竹國中 18 

商科 廖〇聖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東興國中 18 

商科 張〇閔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平鎮國中 18 

商科 邱〇晨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大崙國中 20 

商科 黃〇珍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仁和國中 16 

商科 江〇芹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大崙國中 20 

商科 李〇怡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私立大華高中 16 

商科 簡〇伊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文昌國中 18 

商科 廖〇翰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大崙國中 16 

商科 梁〇芸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大崙國中 18 

商科 林〇涵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過嶺國中 20 

商科 沈〇妤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楊梅國中 20 

商科 湯〇翔 南臺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立鶯歌國中 18 

商科 張〇喻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龍岡國中 20 

商科 廖〇慈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 慈文國中 18 

商科 翁〇基 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龍興國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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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科組 入學國中 會考成績 

商科 王〇維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東興國中 18 

商科 徐〇容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東安國中 14 

商科 林〇羚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武漢國中 20 

商科 賴〇蓉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竹圍國中 14 

商科 林〇慶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過嶺國中 18 

商科 游〇婷 嶺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會計資訊組 桃園國中 16 

商科 邱〇毅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仁和國中 12 

商科 徐〇翔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平興國中 18 

商科 葉〇雯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東興國中 20 

商科 廖〇菲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大成國中 16 

商科 翁〇茵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大竹國中 16 

商科 高〇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文昌國中 16 

商科 黃〇妤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瑞坪國中 20 

商科 邱〇穎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仁和國中 16 

商科 鍾〇正 龍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龍興國中  

商科 范〇平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仁和國中  

商科 陳〇妤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平鎮國中 20 

商科 林〇蓉 亞東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平興國中  

商科 彭〇玲 中臺科技大學 視光系 光明國中 18 

商科 張〇茵 嘉南藥理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平鎮國中 16 

商科 游〇焱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大坡國中 14 

商科 徐〇軒 大葉大學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平鎮國中 18 

商科 王〇榕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平興國中 18 

商科 張〇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平鎮國中 20 

商科 巫〇蕎 明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智慧理財組 楊梅國中 18 

商科 李〇緯 明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永安國中 18 

商科 廖〇聖 明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東興國中 18 

商科 鍾〇真 明新科技大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楊明國中  

商科 陳〇旻 明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平興國中 18 

商科 劉〇莙 明新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 龍興國中 16 

商科 劉〇綺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平興國中 16 

商科 劉〇綺 明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平興國中 16 

商科 劉〇綺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平興國中 16 

商科 呂〇蕎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內壢國中 20 

商科 劉〇莉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凌雲國中  

商科 黃〇珍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管理組 仁和國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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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科組 入學國中 會考成績 

商科 劉〇莙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龍興國中 16 

商科 黃〇涵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山腳國中 14 

商科 鍾〇真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醫療產業管理組 楊明國中  

商科 羅〇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平南國中 16 

設計群 

設計群 王〇侖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大崙國中 20 

設計群 徐〇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同德國中 20 

設計群 陳〇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平南國中 18 

設計群 楊〇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仁和國中 22 

設計群 徐〇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同德國中 20 

設計群 謝〇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觀音高中 24 

設計群 陳〇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南國中 18 

設計群 林〇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青埔國中 20 

設計群 葉〇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大崙國中 20 

設計群 衛〇寧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平鎮國中  

設計群 高〇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大溪國中 16 

設計群 王〇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龍興國中 24 

設計群 王〇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平南國中 18 

設計群 陳〇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楊梅國中 20 

設計群 彭〇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仁和國中 20 

設計群 徐〇榆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平興國中  

設計群 張〇豪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仁和國中 20 

設計群 王〇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龍興國中 24 

設計群 王〇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龍潭國中 22 

設計群 范〇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陳〇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新明國中 20 

設計群 張〇翰 國立金門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桃園國中  

設計群 龔〇蓁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建築科 平南國中 18 

設計群 李〇潔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建築科 福豐國中 14 

設計群 黃〇瑋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創意商品設計科 南崁國中 12 

設計群 陳〇淵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平南國中 18 

設計群 黃〇庭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平興國中  

設計群 王〇英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平南國中 16 

設計群 龔〇加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楊明國中 16 

設計群 賴〇樺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八德國中 12 

設計群 曾〇芸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富岡國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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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群 賴〇宜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南崁國中 16 

設計群 徐〇欣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東安國中 18 

設計群 周〇芳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仁和國中 16 

設計群 陳〇臻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平興國中 16 

設計群 陳〇妤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大園國中 18 

設計群 賴〇宜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南崁國中 16 

設計群 張〇語 弘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 平興國中 20 

設計群 鍾〇庭 弘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用系 龍岡國中 20 

設計群 陳〇弦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 平鎮國中 16 

設計群 劉〇凱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東興國中 22 

設計群 陳〇恩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瑞原國中 20 

設計群 吳〇蓁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龍興國中 20 

設計群 張〇茹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龍岡國中 18 

設計群 李〇潼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平鎮國中 18 

設計群 虞〇晴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瑞坪國中 20 

設計群 邱〇慧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自強國中 18 

設計群 林〇卉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楊梅國中 20 

設計群 彭〇瑜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仁和國中 20 

設計群 陳〇妘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仁和國中 18 

設計群 林〇臻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東興國中 18 

設計群 黃〇祐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龍岡國中  

設計群 姜〇鳳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興國中 16 

設計群 吳〇貞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內壢國中 18 

設計群 羅〇豪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介壽國中 16 

設計群 蔡〇鈞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南崁國中 20 

設計群 呂〇萱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東興國中 16 

設計群 陳〇薇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南國中 18 

設計群 高〇齊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觀音高中 20 

設計群 吳〇璇 文藻外語大學 傳播藝術系 過嶺國中 16 

設計群 李〇晨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青埔國中 20 

設計群 張〇茹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龍岡國中 18 

設計群 賴〇琪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大竹國中 20 

設計群 彭〇瑜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仁和國中 20 

設計群 蘇〇蓁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大竹國中 16 

設計群 黃〇絢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平鎮國中 18 

設計群 陳〇妘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仁和國中 18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高三升學輔導暨親師座談會 

第 8 頁 

群科 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科組 入學國中 會考成績 

設計群 周〇芳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仁和國中 16 

設計群 黃〇芯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八德國中 14 

設計群 陳〇涵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東興國中 20 

設計群 姜〇鳳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平興國中 16 

設計群 尤〇鈞 南臺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石門國中 18 

設計群 沈〇妍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劇本創作組 虎林國中 20 

設計群 鄧〇辰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藝術創作組 石門國中 16 

設計群 余〇平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藝術創作組 自強國中 20 

設計群 楊〇瑩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東興國中 20 

設計群 李〇勛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平鎮國中 12 

設計群 陳〇軒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平南國中 20 

設計群 簡〇軒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內壢國中 18 

設計群 姜〇鳳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興國中 16 

設計群 陳〇妘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仁和國中 18 

設計群 林〇妗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龍興國中 20 

設計群 胡〇豐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仁和國中 14 

設計群 陳〇蕙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興國中 14 

設計群 陳〇粲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平興國中 16 

設計群 沈〇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青溪國中 10 

設計群 王〇瀞�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桃園國中 18 

設計群 劉〇婷 嶺東科技大學 時尚經營系 凌雲國中 18 

設計群 陳〇文 嶺東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楊梅國中 18 

設計群 羅〇豪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介壽國中 16 

設計群 陳〇傑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龍岡國中 16 

設計群 呂〇萱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東興國中 16 

設計群 林〇芊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南國中 16 

設計群 沈〇瑄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福豐國中 18 

設計群 陳〇安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智慧聯網互動科技應用組 過嶺國中 18 

設計群 李〇如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南國中 12 

設計群 謝〇庭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興國中 20 

設計群 簡〇竣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桃園國中 22 

設計群 黃〇盈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楊梅國中 20 

設計群 黃〇哲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內壢國中 18 

設計群 戴〇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漫畫系 仁和國中 20 

設計群 陳〇粲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平興國中 16 

設計群 沈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青溪國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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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群 龔〇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青溪國中 14 

設計群 陳〇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平興國中 18 

設計群 周〇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建國國中 18 

設計群 呂〇儒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龍岡國中 18 

設計群 鄭〇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廣告與數位行銷組 興南國中 16 

設計群 鍾〇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忠孝國中 18 

設計群 陳〇妤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大園國中 18 

設計群 吳〇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福豐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資料處理科 羅〇彥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南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謝〇諭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學士班 自強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王〇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東興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徐〇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平興國中 22 

資料處理科 楊〇霓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新明國中 28 

資料處理科 張〇妍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新明國中  

資料處理科 邱〇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資訊系 楊光國中(小) 20 

資料處理科 張〇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興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林〇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鎮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歐〇成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光明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曾〇樺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東安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劉〇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平興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王〇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慈文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陳〇靜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同德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羅〇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龍興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黃〇翔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新明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彭〇倫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行銷與流通管理科 平鎮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劉〇嘉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行銷與流通管理科 大有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陳〇云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平興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吳〇琪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東安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廖〇  文藻外語大學 法國語文系 平興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莊〇寧 文藻外語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內壢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閔〇翰 文藻外語大學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平南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徐〇廷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平興國中 22 

資料處理科 王〇彬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永豐高中  

資料處理科 陳〇柔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中壢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蘇〇喬 真理大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 平南國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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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科 劉〇誌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過嶺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吳〇智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興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蔡〇伊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東興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吳〇琪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東安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莊〇寧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內壢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洪〇成 致理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重慶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劉〇豪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興南國中  

資料處理科 曾〇辰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私立大華國中  

資料處理科 許〇伶 明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楊明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周〇瑄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八德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廖〇煊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平興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鄭〇臻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仁和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黃〇陞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新明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洪〇成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重慶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廖〇昇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仁和國中 10 

資料處理科 林〇謙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大竹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郭〇瑋 南臺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大竹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汪〇証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大成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陳〇豪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仁和國中 10 

資料處理科 劉〇旻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武漢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徐〇宗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楊明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張〇萱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平興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謝〇婕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草漯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宋〇芸 育達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中壢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彭〇珊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觀音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呂〇碩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草漯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謝〇安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過嶺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張〇翔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過嶺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周〇瑄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八德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劉〇廷 嘉南藥理大學 醫務管理系 平鎮國中 10 

資料處理科 高〇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南崁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陳〇豪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龍潭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鄒〇辰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龍潭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鄒〇辰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龍潭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鍾〇翔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風險管理與財富規劃系 石門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劉〇豪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興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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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科 劉〇豪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數位金融組 興南國中  

資料處理科 邱〇杰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凌雲國中  

資料處理科 邱〇杰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凌雲國中  

資料處理科 簡〇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建國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簡〇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組 建國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尤〇晴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鶯歌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尤〇晴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組 鶯歌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羅〇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龍岡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麥〇朧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過嶺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歐〇樺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龍岡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唐〇翔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平南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唐〇翔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南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彭〇庭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內壢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呂〇碩 明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草漯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徐〇宗 明新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楊明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林〇翔 明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智慧理財組 大溪國中  

資料處理科 吳〇霖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大崙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羅〇樺 明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龍岡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謝〇鈺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新明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許〇庭 明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過嶺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羅〇芹 中國科技大學 影視設計系 平鎮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羅〇芹 中國科技大學 影視設計系 平鎮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許〇瑞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建國國中 10 

資料處理科 鄒〇辰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龍潭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吳〇妤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大崙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林〇蓁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內壢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謝〇婕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草漯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簡〇慈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建國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劉〇嘉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大有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邱〇婷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八德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邱〇婷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八德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彭〇珊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觀音國中 14 

資料處理科 尤〇晴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鶯歌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謝〇瑄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大竹國中  

資料處理科 邱〇妤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仁和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林〇晴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南崁國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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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科 閔〇翰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南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汪〇証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大成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江〇俊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新明國中 20 

資料處理科 謝〇鈺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運動休閒組 新明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郭〇瑋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大竹國中 16 

資料處理科 黃〇如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內壢國中 18 

資料處理科 楊〇蓉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東安國中 12 

資料處理科 鄭〇姍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文昌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幼兒保育科 高〇潔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龍岡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陳〇薰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私立六和高中 16 

幼兒保育科 林〇穎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龍興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王〇誼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仁美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許〇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高齡健康照護系 大園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蕭〇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護理系 八德國中 22 

幼兒保育科 葉〇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原住民專班 高泰國中 10 

幼兒保育科 宋〇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平興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李〇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龍岡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鍾〇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大竹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高〇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龍岡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李〇庭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系原住民專班 龜山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林〇亭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系原住民專班 臺東縣私立均一國中 12 

幼兒保育科 陳〇齊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客家戲學系 平興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陳〇穎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建國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陳〇莼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內壢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葉〇禎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平興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楊〇欣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慈文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蘇〇筠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系 平興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吳〇萱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自強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陳〇薰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私立六和高中 16 

幼兒保育科 劉〇璇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東興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劉〇玟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楊明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陳〇倫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會稽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朱〇萱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中興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胡〇弦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大有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謝〇妤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青埔國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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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 張〇涵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新明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林〇瑀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青埔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徐〇苓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光明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李〇臻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南崁國中 10 

幼兒保育科 黃〇涵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東興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仵〇欣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福豐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羅〇安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大崙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王〇庭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仁和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游〇崎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內壢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沈〇涵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南崁國中 12 

幼兒保育科 楊〇如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文昌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張〇晨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東興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楊〇蓁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福豐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張〇文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內壢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游〇臻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平鎮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洪〇榛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龍潭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黃〇妍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同德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劉〇葶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平興國中 24 

幼兒保育科 呂〇昕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光明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江〇翎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大竹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楊〇晴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內壢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陳〇蓁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草漯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石〇珊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新明國中  

幼兒保育科 楊〇倫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大園國中  

幼兒保育科 吳〇萱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自強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林〇欣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建國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洪〇庭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自強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邱〇苓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內壢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呂〇樺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慈文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張〇榕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會稽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陳〇蓁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草漯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李〇萱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平南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邱〇平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東興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黃〇嘉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平鎮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吳〇育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建國國中  

幼兒保育科 沈〇涵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南崁國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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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 邱〇瑄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楊梅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謝〇倫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東興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黃〇凌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文昌國中 10 

幼兒保育科 黃〇儀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平鎮國中 12 

幼兒保育科 徐〇謙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桃園國中 12 

幼兒保育科 彭〇雅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平興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林〇伃 育達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光明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邱〇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光明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江〇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經國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黃〇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平鎮國中 10 

幼兒保育科 蕭〇鎂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八德國中 22 

幼兒保育科 張〇亭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新明國中 12 

幼兒保育科 林〇如 嘉南藥理大學 社會工作系 楊梅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許〇穎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大園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黃〇涵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東興國中 16 

幼兒保育科 李〇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東興國中 10 

幼兒保育科 黃〇恩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光明國中 10 

幼兒保育科 黃〇萱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平鎮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宋〇晏 醒吾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大崙國中 10 

幼兒保育科 薛〇歆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東興國中 18 

幼兒保育科 盧〇旋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健康管理組 龍岡國中 20 

幼兒保育科 邱〇平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東興國中 14 

幼兒保育科 陳〇萱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運動休閒組 東興國中 12 

外語群 

外語群(英文組) 沈〇裴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大溪國中 22 

外語群(英文組) 葉〇寬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平興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沈〇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中壢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林〇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東興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邱〇潔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瑞原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張〇宏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平南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潘〇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平興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陳〇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新明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李〇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德語系 南崁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郭〇榕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供應鏈管理系 明德外語實驗學校 20 

外語群(日文組) 黃〇婕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新明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鄭〇庭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私立六和高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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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群(英文組) 詹〇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自強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徐〇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青埔國中 22 

外語群(日文組) 傅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過嶺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劉〇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平南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楊〇燁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園藝暨景觀科 平鎮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吳〇丞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平鎮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陳〇豪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運動學系 私立治平高中  

外語群(日文組) 黎〇鴻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龍興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許〇蕙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青埔國中 14 

外語群(日文組) 黃〇耕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南崁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劉〇蓁 文藻外語大學 日本語文系 平鎮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徐〇㚬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 平興國中 14 

外語群(英文組) 鞠〇 文藻外語大學 德國語文系 凌雲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葉〇威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 大坡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李〇翔 文藻外語大學 外語教學系 觀音高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莊〇瑜 文藻外語大學 翻譯系 平興國中 16 

外語群(日文組) 李〇弘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平鎮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戴〇榛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新明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曾〇暄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新明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張〇婷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平興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黃〇瑜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大竹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蕭〇文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大溪國中 18 

外語群(英文組) 黃〇姮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大園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黃〇翎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青埔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池〇庭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龍岡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陳〇安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中壢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陳〇吏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湖口高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吳〇錡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平南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林〇蓁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觀音高中 18 

外語群(英文組) 徐〇庭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平南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呂〇全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自強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鍾〇庭 育達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平興國中 10 

外語群(日文組) 鍾〇潔 育達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東興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吳〇縈 育達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東興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鍾〇潔 育達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東興國中 18 

外語群(英文組) 徐〇棟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中壢國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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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群(英文組) 方〇瑜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福豐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羅〇丞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南崁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吳〇寧 南臺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平鎮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鍾〇萱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楊梅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周〇芸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石門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王〇云 南臺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仁和國中 18 

外語群(英文組) 曾〇妮 南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龍岡國中 16 

外語群(日文組) 張〇宏 南臺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平南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林〇庭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永豐高中 16 

外語群(日文組) 劉〇盛 南臺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南崁國中 12 

外語群(日文組) 范〇昕 南臺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新屋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張〇婷 南臺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平興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李〇美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平鎮國中 16 

外語群(日文組) 周〇甯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新屋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鍾〇 南臺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仁和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譚〇芬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新屋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江〇彤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東興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梁〇暄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龍潭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張〇慈 中原大學 應用外語系 大有國中 18 

外語群(英文組) 徐〇琳 中原大學 應用外語系 龍岡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葉〇勻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龍岡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蔡〇彥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平鎮國中 22 

外語群(英文組) 蘇〇明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新明國中 22 

外語群(英文組) 袁〇阡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新明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邱〇婷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仁和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張〇甄 元智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 楊光國中(小) 20 

外語群(英文組) 潘〇姿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光明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徐〇辰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平南國中 22 

外語群(英文組) 邱〇庭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南崁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林〇君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青埔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黃〇姮 靜宜大學 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大園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孫〇貞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平南國中 22 

外語群(英文組) 李〇錞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大溪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范姜〇語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新屋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林〇瑄 靜宜大學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大園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許〇菁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平鎮國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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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群(英文組) 吳〇婕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龍岡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沈〇君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觀音國中 18 

外語群(英文組) 納〇翠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平南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鍾〇澄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瑞坪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盧〇萱 銘傳大學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東興國中 18 

外語群(英文組) 吳〇萱 銘傳大學 資訊科技應用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楊梅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陳〇昀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新明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梁〇甯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商務與觀光組 平鎮國中 18 

外語群(英文組) 林〇翔 銘傳大學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同德國中 18 

外語群(日文組) 林〇傑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龍潭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張〇菱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平鎮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劉〇玗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平興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李〇美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平鎮國中 16 

外語群(日文組) 毛〇怡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東興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張〇芳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平南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莊〇偉 銘傳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草漯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陳〇安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國際飯店暨會展管理組 中壢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黎〇柔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東南亞商務組 中壢國中 20 

外語群(英文組) 曾〇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東南亞商務組 石門國中 16 

外語群(日文組) 鄭〇媗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境外日本實務組 平鎮國中 20 

外語群(日文組) 王〇晴 實踐大學 應用日文學系 竹圍國中  

外語群(英文組) 朱〇菱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青埔國中 16 

外語群(英文組) 羅〇慈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大崙國中  

時尚群 

時尚群 嚴〇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菁英技優領航

專班 
中興國中 20 

時尚群 楊〇馨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仁和國中 20 

時尚群 林〇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平鎮國中 20 

時尚群 楊〇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仁和國中 20 

時尚群 林〇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平鎮國中 20 

時尚群 許〇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東興國中 18 

時尚群 古〇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武漢國中 20 

時尚群 李〇琪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科 內壢國中 18 

時尚群 魏〇彤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科 中壢國中 18 

時尚群 邱〇翔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楊梅國中 10 

時尚群 王〇岑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同德國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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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群 吳〇樺 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八德國中 18 

時尚群 劉〇伶 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慈文國中 18 

時尚群 郭〇儀 育達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文昌國中 16 

時尚群 顧〇慈 育達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東安國中 18 

時尚群 楊〇鑫 育達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八德國中 16 

時尚群 王〇妏 育達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觀音高中 18 

時尚群 陳〇瑜 育達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慈文國中 18 

時尚群 吳〇慈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大溪國中 18 

時尚群 顧〇慈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東安國中 18 

時尚群 楊〇鑫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八德國中 16 

時尚群 吳〇樺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八德國中 18 

時尚群 邱〇妤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過嶺國中 18 

時尚群 麥〇蓁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過嶺國中 20 

時尚群 邱〇羚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中壢國中 20 

時尚群 劉〇伶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慈文國中 18 

時尚群 苑〇淇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東興國中 18 

時尚群 莊〇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南崁國中 20 

時尚群 許〇榕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大園國中 20 

時尚群 楊〇馨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仁和國中 20 

時尚群 黃〇揚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東興國中 14 

時尚群 黃〇茗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永豐高中 12 

時尚群 林〇婷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南崁國中 16 

時尚群 江〇軒 嶺東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系 平南國中 18 

時尚群 李〇琪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內壢國中 18 

時尚群 陳〇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楊光國中(小) 18 

時尚群 楊〇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八德國中 16 

時尚群 姜〇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過嶺國中 14 

時尚群 麥〇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過嶺國中 20 

時尚群 邱〇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中壢國中 20 

時尚群 林〇軒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平鎮國中 20 

時尚群 許〇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東興國中 18 

時尚群 古〇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武漢國中 20 

時尚群 黃〇茗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永豐高中 12 

時尚群 林〇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南崁國中 16 

時尚群 詹〇婷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同德國中 16 

時尚群 劉〇萍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八德國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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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群 陳〇妘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文昌國中 16 

時尚群 陳〇蓁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楊光國中(小) 18 

時尚群 王〇妏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觀音高中 18 

時尚群 鄭〇琪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平鎮國中 18 

時尚群 呂〇芬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大竹國中 14 

時尚群 陳〇蓁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楊光國中(小) 18 

時尚群 張〇元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平鎮國中 18 

時尚群 詹〇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時尚經營管理組 同德國中 16 

時尚群 潘〇蓁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 平鎮國中 16 

時尚群 許〇婕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 平興國中 14 

時尚群 詹〇婷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同德國中 16 

時尚群 鄭〇文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仁和國中 18 

時尚群 溫〇岑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永豐高中 12 

時尚群 顧〇慈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東安國中 18 

時尚群 魏〇琳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造形設計系 經國國中 16 

時尚群 潘〇蓁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造形設計系 平鎮國中 16 

時尚群 呂〇心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平興國中 10 

時尚群 張〇元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平鎮國中 18 

時尚群 呂〇芬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大竹國中 14 

時尚群 魏〇彤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寵物保健系 中壢國中 18 

餐旅群 

餐旅群 謝〇禹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八德國中 20 

餐旅群 周〇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過嶺國中 18 

餐旅群 徐〇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青溪國中 20 

餐旅群 謝〇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八德國中 20 

餐旅群 周〇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過嶺國中 18 

餐旅群 徐〇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青溪國中 20 

餐旅群 鄧〇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新明國中 20 

餐旅群 蕭〇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自強國中 22 

餐旅群 蔡〇柔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瑞坪國中 20 

餐旅群 許〇梓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慈文國中 20 

餐旅群 董〇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大竹國中 18 

餐旅群 呂〇語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辭修高中 20 

餐旅群 陳〇如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餐旅管理科 自強國中 16 

餐旅群 王〇平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餐旅管理科 龍岡國中 12 

餐旅群 鍾〇成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大竹國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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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群 劉〇美 文藻外語大學 東南亞學系 平興國中 12 

餐旅群 劉〇琳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過嶺國中 18 

餐旅群 鄭〇鎧 真理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私立大華高中 16 

餐旅群 徐〇文 真理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內壢國中 12 

餐旅群 王〇寧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大溪國中 20 

餐旅群 俞〇俐 致理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觀音國中 20 

餐旅群 張〇彤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大竹國中 18 

餐旅群 朱〇妮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青埔國中 18 

餐旅群 徐〇柔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平興國中 18 

餐旅群 許〇倩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觀音高中 14 

餐旅群 王〇媛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平興國中 18 

餐旅群 杜〇婷 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過嶺國中 20 

餐旅群 顏〇澄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光明國中 20 

餐旅群 謝〇傑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平興國中 30 

餐旅群 蕭〇安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自強國中 22 

餐旅群 寸〇恩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內壢國中 20 

餐旅群 徐〇洋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仁和國中 20 

餐旅群 王〇茹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私立六和高中 18 

餐旅群 蔡〇柔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瑞坪國中 20 

餐旅群 彭〇瑜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大坡國中 20 

餐旅群 溫〇嫻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東興國中 20 

餐旅群 黃〇萱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龍興國中 18 

餐旅群 林〇安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過嶺國中 22 

餐旅群 林〇安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過嶺國中 22 

餐旅群 張〇寧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青溪國中 22 

餐旅群 杜〇婷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過嶺國中 20 

餐旅群 莊〇蓉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凌雲國中 16 

餐旅群 范〇莨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觀音國中 16 

餐旅群 陳〇蓁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南崁國中 20 

餐旅群 楊〇喆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平鎮國中 10 

餐旅群 李〇辰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青埔國中 16 

餐旅群 鍾〇芳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平南國中 16 

餐旅群 鍾〇宏 育達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 自強國中 18 

餐旅群 鍾〇宏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自強國中 18 

餐旅群 黃〇邦 育達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青溪國中 18 

餐旅群 李〇庭 育達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 平興國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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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群 陳〇軒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湖口高中 12 

餐旅群 劉〇泓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新明國中 10 

餐旅群 黃〇瑀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東興國中 16 

餐旅群 李〇穎 育達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 光明國中 12 

餐旅群 徐〇紘 育達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 內壢國中 18 

餐旅群 王〇辰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新明國中 18 

餐旅群 王〇葳 育達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南崁國中 14 

餐旅群 張〇棕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同德國中 16 

餐旅群 郭〇柔 育達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 大崙國中 14 

餐旅群 陳〇柔 育達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平興國中 18 

餐旅群 邱〇和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青埔國中 18 

餐旅群 劉〇安 育達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內壢國中 16 

餐旅群 江〇蒝 南臺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東興國中 20 

餐旅群 溫〇嫻 南臺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東興國中 20 

餐旅群 楊〇帆 南臺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東興國中 20 

餐旅群 劉〇森 龍華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建國國中 14 

餐旅群 賴〇慈 龍華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福豐國中 14 

餐旅群 李〇娟 嘉南藥理大學 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平興國中 12 

餐旅群 黃〇淇 嘉南藥理大學 餐旅管理系 中壢國中  

餐旅群 楊〇勛 嘉南藥理大學 食品科技系 觀音高中 18 

餐旅群 高〇豪 嘉南藥理大學 社會工作系 大溪國中 14 

餐旅群 鍾〇 嘉南藥理大學 餐旅管理系 楊明國中 12 

餐旅群 謝〇葳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大崙國中 18 

餐旅群 王〇筑 明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自強國中 18 

餐旅群 鍾〇軒 樹德科技大學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自強國中 20 

資訊科 

資訊科 莊〇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平鎮國中 26 

資訊科 湯〇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平鎮國中 20 

資訊科 李〇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平興國中 18 

資訊科 湯〇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平鎮國中 20 

資訊科 楊〇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平興國中 20 

資訊科 盧〇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科 六和高中 20 

資訊科 李〇翰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三芝國中 20 

資訊科 余〇桀 國立屏東大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富岡國中 18 

資訊科 李〇家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平興國中 18 

資訊科 李〇家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組 平興國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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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 湯〇軒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平鎮國中 20 

資訊科 邱〇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中興國中 16 

資訊科 黃〇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仁和國中 20 

資訊科 巫〇玹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龍潭國中 20 

資訊科 羅〇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平鎮國中 20 

資訊科 詹〇毅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內壢國中 18 

資訊科 王〇祖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龍岡國中 20 

資訊科 賴〇臣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資訊管理科 平興國中 18 

資訊科 翁〇凱 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興國中 18 

資訊科 廖〇斌 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幸福國中 16 

資訊科 鄧〇玄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東興國中 20 

資訊科 范姜〇辰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東興國中 18 

資訊科 鄒〇豪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崙國中 16 

資訊科 范姜〇辰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東興國中 18 

資訊科 宋〇葳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龍潭國中 18 

資訊科 陳〇晏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鎮國中 18 

資訊科 彭〇程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中壢國中 20 

資訊科 周〇谹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南崁國中 18 

資訊科 姜〇榮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永安國中 18 

資訊科 徐〇暐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桃園國中 18 

資訊科 葉〇豪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楊明國中 16 

資訊科 林〇慶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有國中 16 

資訊科 蔣〇辰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平興國中 18 

資訊科 鄭〇鴻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過嶺國中 18 

資訊科 李〇恩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東興國中 16 

資訊科 葉〇翔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平興國中 16 

資訊科 詹〇穎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建國國中 16 

資訊科 鄭〇 育達科技大學 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楊明國中 16 

資訊科 林〇辰 育達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仁和國中 16 

資訊科 傅〇浩 育達科技大學 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過嶺國中 16 

資訊科 洪〇藤 育達科技大學 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南崁國中 16 

資訊科 陳〇凱 南臺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龍興國中 18 

資訊科 余〇翰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平鎮國中 18 

資訊科 省〇佑 南臺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東興國中 18 

資訊科 鍾〇昇 明新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東興國中 18 

資訊科 吳〇陞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大崙國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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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 徐〇駿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永安國中 16 

資訊科 翁〇崴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南崁國中 16 

資訊科 姜〇宏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新屋國中 20 

資訊科 張〇瑋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新屋國中 18 

資訊科 鄭〇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楊明國中 16 

資訊科 鄒〇彥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富岡國中 14 

資訊科 呂〇廷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富岡國中 20 

資訊科 鄧〇文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平南國中 12 

資訊科 葉〇翔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平興國中 16 

資訊科 宋〇恩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中壢國中 16 

資訊科 黃〇瑜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永安國中 12 

資訊科 黃〇掄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龍興國中 14 

資訊科 徐〇豐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南崁國中 12 

資訊科 黃〇茗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光明國中 16 

錄取人數眾多，不勝列舉，僅部分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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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審
查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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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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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序(

正
備
取) 

特
殊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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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升學管道簡介 

高職生的升學管道多元，本次家長座談會以高職主要升學管道介紹，一、科技院校繁星

計畫；二、技優入學(含技優保送、技優甄審)；三、甄選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四、四技

二專聯合登記分發；五、大學相關升學之五大升學管道。由於 111 學年度的繁星、技優、四

技甄選及登記分發升學管道相關簡章、文宣資料尚未出版，部分資料仍為延用 110 學年度的

內容，正確日期及詳細資訊仍以 111 學年度簡章為準。 

一、繁星計畫 

為縮減城鄉差距，落實高職社區化並引導高職教學正常化，期使每一所高級職業學校具

有潛力之優秀學生，皆有就讀優質科技校院之機會，進而培育未來之社會中堅。繁星計畫重

點如下表： 

111 學年度繁星計畫摘要表 

主辦單位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報名資格 
在校學業成績（採計至畢業前一學期之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在

各科（組）、學程前 30%以內。 

總招生名額 依教育部核定計 51所科技校院和 1所大學，共提供 2,721個招生名額。 

各校推薦人數 可推薦 15名參加。 

辦理時程 3月至 5月 

選填志願數 依其就讀科(組)學群至多 25個志願。 

甄選方式 

委員會依規定比序項目之比序排名、各校系（組）、學程招生名額、考

生所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及各高職學校推薦順序，進行四輪分發錄取

作業，各輪分發悉依本簡章之規定辦理。 

比序項目 

第 1 比序：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2 比序：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3 比序：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111 年新增) 

第 4 比序：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5 比序：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6 比序：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 7 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第 8 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 

分發分式 

1.本委員會依考生比序排名、所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各校系（組）、

學程招生名額及各高職學校推薦順序，進行四輪分發錄取作業。 

2.四輪分發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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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考生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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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輪分發考生。 

分發規定 

（一）第一輪分發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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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輪分發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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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輪分發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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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輪分發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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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規定 

經本委員會分發錄取之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概不得參加 111 學

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未依規定期限及方式，以書面向錄取學校辦

理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參加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招生、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各校單獨招生及大學各招生管

道之招生，違者取消本招生錄取資格。 

 

二、技優入學(提供 110學年度技優入學簡章之參考) 

技優入學分為「技優保送」、「技優甄審」，無論是「技優保送」或是「技優甄審」一律不

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分別以下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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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優保送 

為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推展，導引職業學校教學正常化，鼓勵青年報考職業

學校，獎勵並輔導技藝技能成績優良學生適性發展，以培養優質專業技術人才，此

入學管道，僅採一階段。若考生符合多項技藝優良保送資格者，以選擇 1 項參加保

送入學為限。 

110學年度技優保送摘要表 

資格 

1、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獲各職類優勝或參加

國際科技展覽成績優異，獲推薦並持有證明。 

2、獲選為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正（備）取國手，

並持有證明。 

3、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含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各職類前 3名名

次。 

4、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個人競賽前 3名名次。 

志願數 至多可選填 50個志願 

評比 

成績採計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依各類別及「技優保送競賽獲獎名次

與等第對照表」之獲獎等第排名，如獲獎等第相同時，則以該職種（類）

競賽參加人數為參酌順序。競賽人數較多者，排名在前；競賽人數較少者，

則排名在後；競賽人數相同者，則排名相同。 

 技優保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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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名 第一等 

第 2名 第二等 

第 3名 第三等 

優勝 第四等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正(備)取國手 第五等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第 1名(金牌) 第六等 

第 2名(銀牌) 第七等 

第 3名(銅牌) 第八等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第 1名 第八等 

第 2名 第九等 

第 3名 第十等 

 (二)技優甄審 

為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推展，導引職業學校教學正常化，鼓勵青年報考職業

學校，獎勵並輔導技藝技能成績優良學生適性發展，以培養優質專業技術人才，技

優甄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資格審查」，第二階段則以各大學指定項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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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書面審查、面試、實作等，其中持不同的證照或是獎項，則有不同的加分比例。

同時符合多項技藝技能優良甄審資格者，限選擇 1 項參加甄審入學。 

資格 

1、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獲各職類優勝

名次或參加國際科技展覽成績優異，獲推薦並持有證明。 

2、獲選為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正（備）取

國手，並持有證明。 

3、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含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各職類優勝

名次。 

4、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個人競賽優勝名次，且

在分配參加甄審名額以內名次。 

5、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成績優異，且

獲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薦。 

6、參加其他由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主辦之全國性各項技藝技

能競賽獲各職種（類）優勝名次。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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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勞動部核發之技術士證不得報名）。 

8、其他參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相關競賽優勝名次。 

*第 6及 8款之競賽必須為本委員會認可之競賽才符合報名資格。 

校系 
1.可選填 5個志願，並參加各校之指定項目甄審。 

2.該校得限制僅能選填 1個系科(組) 

限制 
1.符合上述資格者可以同時報名，若均獲錄取，放榜後僅能擇一報

到。 

收費方式 

第一階段：聯合甄選委員會報名費 200元 

第二階段：各大學校系只採計一項目，每一志願 500 元；採計兩項

目以上，每一志願 750元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認可之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主管行政機關

主辦之技（藝）能競賽 

競賽或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加分比例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勞動部 

第 1名(金牌)40%  

第 2名(銀牌)35%  

第 3名(銅牌)30% 

第 4、5名 25%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第 1名 25% 

第 2、3名 20%  

佳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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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教育部 

第 1至 3名 30% 

第 4至 15名 25% 

第 16 至 30名 20% 

第 31 至 50名 15% 

第 51 至 76名 10% 

中央各級機關及直轄市政府主辦

之全國性各項技藝技能競賽 
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 

第 1至 3名 20% 

其餘 15% 

領有技術士證者 勞動部 
甲級 25%  

乙級 15%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認可之中央各級機關或直轄市主管行政機關

主辦之技（藝）能競賽 

競賽或證照名稱 競賽優勝名次及證照等級 加分比例 

全國高職學生團隊技術創造力培

訓與競賽活動 

第 1~3名 20％ 

其餘得獎者 15％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特優、優等、甲等 20％ 

入選（佳作） 15％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 

（北、中、南）技能競賽 

第 1~3名 20％ 

第 4、5名 1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題

及創意製作競賽決賽 

第 1~3名 20％ 

佳作 15％ 

    技優甄審入學流程如下： 

 

 

 

 

 

 

 

 

 

 

 

技優甄審資格審查 

網路報名及繳費；並向各報名學校繳交報名資料 

（最多可報 5個志願） 

各四技二專學校進行指定項目甄審 

各四技二專學校公告正備取名單 

正備取生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 

未通過審查 

未錄取 

未錄取 

下一升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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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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提供 110學年度甄選入學簡章之參考) 

考生須具下列所述報名資格之一，並已報名參加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舉辦之「111 學

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且取得成績；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有 2

科目(含)以上得 0 分之考生(缺考成績亦以 0 分計)，不得參加本招生。惟符合原住民考生或離

島考生身分，報名有提供所具身分招生名額之校系(組)學程者，不受此限。 

項目 說明 

報名資格 

高職應屆及非應屆畢業生、綜合高中應屆(截至高三上學期須修畢

專門學程 25學分以上)及非應屆畢業生，及同等學力考生(含一般

高中非應屆畢業生)。 

志願數 至多申請 6個志願(111年改為 6志願) 

報名方式 將採學校集體報名及學生個人報名雙軌進行。 

第 1階段成績採計 當年度統測成績 

篩選倍率 各校系自訂 

第 2階段 

1.成績採計統測、指定項目甄試、在校成績、證照加分。 

2.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參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3.學習歷程檔案將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列為必採項目 。 

 (一)第一階段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1.一般考生 

將全體考生統一入學測驗各科目原始級分，先以一般考生進行倍率篩選(以下簡

稱一般篩選)。通過一般篩選考生，可參加「一般考生招生名額」之錄取分發。 

2.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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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住民考生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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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中低收將全體考生統一入學測驗各科目原始級分，先以一般考生進行倍率篩

選(簡稱一般篩選)。通過一般篩選考生，可參加「一般考生招生名額」之錄取

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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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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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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離島考生 

將離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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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篩選之離島考生，可參加「一般考生招生名額」及「所屬離島縣之招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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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及離島考生身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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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招生

名額」及「離島考生招生名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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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該報名系科(組)、學程有

提供該離島考生所屬離島縣之招生名額，則該離島考生可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

目甄試，惟僅能參加「該離島縣招生名額」之錄取分發。 

 (二)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由各甄選學校辦理) 

  甄試名單公告 

各甄選學校依據各組「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規定，於各甄選學校網

站公告各組指定項目甄試名單、甄試時間、地點等相關資訊，提供考生及高中職學

校查詢，各甄選學校並以限時郵件將甄試通知單郵寄考生，考生仍須自行上網查詢

所報甄選。 

  指定項目甄試 

1.各甄選學校依據各組「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規定，辦理指定項目甄

試。考生本人須親自到場應試之甄試日期詳列在各組「各校系科(組)、學程甄

選辦法」之「甄試日期」欄內。考生應依甄試通知單要求攜帶之各項證件及資

料【如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備審資料正本等】，參加指定項目甄試。考生不

得以參加其他學校指定項目甄試日期相互衝突而要求更改甄試日期。 

2.考生若未參加報名之校系科(組)、學程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其中一項者，

均不予錄取。 

3.考生以網路上傳所繳交之備審資料【包含在校學業成績、證照及技藝技能競

賽獎狀證明文件影像檔等】，由各甄選學校依「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

及「三、甄選總成績之處理及計算方式範例說明」在校學業成績、證照或得獎

加分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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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符合辦理視訊面試之考生，將依考生參加當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區域，

由該所屬離島視訊區域服務中心另行寄發視訊面試通知單，未依前揭各項規定

參加甄試之考生，其面試成績以缺考論處(缺考即不予錄取)。 

四、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 

對象：經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持當年度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考生，錄取方式則採用統一

入學測驗成績辦理分發。 

分發方式：先依照各招生群(類)別之校系科(組)、學程所選填登記考生之總分數高低順序，

再按考生選填登記之志願序統一分發，每位考生至多錄取一個志願，總分數相同

時，則依照同分參酌科目順序之分數高低作比較，較高者優先錄取，同分參酌科

目順序統一規定及範例如下： 

(ㄧ)先依據各科目成績採計之權重，由大至小為順序。 

(二)若遇採計科目成績之權重相同時，則依序以專業科目(一)、專業科目(二)、英

文、國文、數學之科目為參酌順序。 

志願數：各群(類)【含單群(類)及跨群(類)】登記志願總數，最多以 199 個為限。 

注意事項：參考生若已參加 111 學年度下列各管道入學招生，經錄取(報到)後，不得再

行參加本招生，違者一律取消網路選填登記志願資格，若已繳登記費者，不予退

費，考生不得異議。（必須完成繳費動作） 

      (一)一般生： 

          在有提供一般生名額之校系科(組)、學程，依總分數高低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二)特種生： 

          就所登記的校系科(組)、學程之志願順序，先以一般生身分與其他一般生一 起，

依一般生最低登記標準及總分數高低順序，分發於該校系科(組)、學程 之一般生

名額，至額滿為止； 未以一般生身分獲分發錄取者，但若該校系科(組)、學程有

該類特種生外加 名額，且考生之該類特種生優待加分後之總成績達一般生最低錄

取標準(含同 分參酌標準)時，再以特種生身分及依總成績高低順序，分發於該類

特種生之 外加名額，至額滿為止。 

五、四技二專特殊選才 

對象:在專業領域具備特殊技能或專長，或者具有特別之經歷、學習背景、成就，或是

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完成2~3年期的青年，符合招生學校所訂定之申

請條件，並可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者，歡迎報名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招生，每位

考生可就符合申請資格條件之校系至多選擇5個志願報名。 

報名資格： 

  1.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高級中等學校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且符合招生校系

所訂定之專業領域、特殊技能、經歷、專長或成就等報名資格條件，並可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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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年儲蓄帳戶組：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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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採計： 

由各招生學校辦理指定項目甄審，可採書面資料審查、經歷審查、面試、筆試、

術科實作考試等，不採計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及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各校

系科組學程志願得訂定「優待加分條件」，可針對不同的教育體系、成長環境、特

殊經歷、經濟弱勢以及特定身分、地區之學生給予特別加分。各校系組學程依考

生參加指定項目甄審各項目之成績再加上優待加分條件之加分優待後核算甄審總

成績，並公告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 

錄取方式： 

無論正取生及備取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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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學科能力測驗(大學相關升學) 

（1）學測考試科目，共有六項考科：國文、英文、數學 A、數學 B、社會、自然，考

生可依校系規定自由選考，成績均採級分制。國文（含國語文寫作，惟國語文寫作分

節施測）。 

（2）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可提供「個人申請入學」及「考試入學」等各項招生管道採用。 

（3）學測的考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數學 A、數學 B、社會、自然共六考科，考

生可自由選考。其中國文科分為兩節施測，分別為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國

綜）及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國寫）。學測各科測驗成績均採等級制。 

七、分科測驗科目(大學相關升學) 

111 學年度起之分科測驗將辦理七考科的考試，包括：數學甲、物理、化學、生

物、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分科測驗成績採級分制，用於分發入學招生。就

分發入學招生，各校系可依其特色及需求，就學測六個考科、分科測驗七個考科

當中，採計某些考科，以考試成績選才；而考生可依個人興趣及能力，就其志願

校系所採用的考試科目，自由選考。 

八、個人申請入學(大學相關升學) 

由考生自行向符合志趣之大學校系提出申請，每人以申請6校系（含）為限。採用

兩階段考試，第一階段依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進行檢定及篩選，第二階段考試的方

式則較為多元，含口試、筆試、資料審查及實作等。 

1、篩選：由甄選入學委員會進行第一階段篩選，並公告通過篩選之級分資料。 

2、大學校系於5月份至6月份擇期自辦指定項目甄試。 

3、分發錄取：各校系之正備取錄取生於規定時間內至甄選入學委員會網站登記就

讀志願序，每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1校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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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棄：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大學考試入學招生及四技二

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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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11學年度四技二專升學變革及注意事項統整 

一、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乙級技術士證優待加分比率調整 

    自 111學年度起，乙證加分比率調整為依技專科系專業相關程度分為 4%、8% 、15%

三級。讓技高學生所具備的專業能力順利銜接至校院進階課程。 

 

二、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1、111 學年度起甄選入學可填 6 個志願。(現行之 3志願調高為 6志願) 。 

2、學習歷程檔案為學生在學期間完整的學習記錄可落實新課綱重視實作能力、多元學習

之精神故將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列為必採指定項目。 

3、111 學年度甄選入學成績採計方式：備審資料參採學生學習歷程占總成績比率不低於   

40統測成績加權占總成績比率至多 40%且不得為 0以兼顧實務選才與各校招生彈性。 

 4、在準備備審資料時學生除可從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勾選檔案上傳外也可透過聯合會的

報名系統上傳自行準備的 PDF 檔案(上傳自行準備的 PDF由各校自訂)。 

 
 

以上訊息最終仍以 111學年度招生簡章內容為主。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高三升學輔導暨親師座談會 

第 36 頁 

柒、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類群及科目 

 

類別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國文、英文 

數學(C) 

（一） 電子學、基本電學、電子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 

（二） 數位邏輯設計、微處理機、程式設計實習 

設計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 色彩原理、造形原理、設計概論 

（二） 基本設計實習、繪畫基礎實習、基礎圖學實習 

商管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 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論、數位科技應用 

（二） 會計學、經濟學 

家政群 

幼保類 

國文、英文 

數學(A) 

（一） 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二）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家政群 

生活應用類 

國文、英文 

數學(A) 

（一） 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二） 多媒材創作實務 

外語群英語類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 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論、數位科技應用 

（二） 英文閱讀與寫作(初、中、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外語群日語類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 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論、數位科技應用 

（二） 
日文閱讀與翻譯(日語文型練習、日語翻譯練習、日

語讀解初階練習) 

餐旅群 
國文、英文 

數學(B) 

（一） 光觀餐旅業導論 

（二） 餐旅服務技術、飲料服務 

111學年度可以同時報考兩種以上群類別的組合包括： 

(1)電機與電子群：可同時考【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家政群：可同時考【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家政群幼保類】 

(3)商管外語群(一)：可同時考【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英語類】 

(4)商管外語群(二)：可同時考【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日語類】 

(5)商管外語群(三)：可同時考【外語群英語類+外語群日語類】 

(6)商管外語群(四)：可同時考【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英語類+外語群日語類】 

其餘的群類每位考生僅能選擇其中單一群類別報考（例如：無法同時報考設計群及藝術

群影視類）亦不可同時報考其他的組合（例如：無法同時報考商業與管理群及餐旅群）。

以上跨群類別為 111學年度考試暫定公告。如有異動以 111學年度簡章公告為主。 

參考網址 https://www.tcte.edu.tw/download/110year/110Reg_4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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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110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模擬考日程及範圍 

 

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日期 

110年 10 月

20~21日  

(星期三、四) 

110年 12月

14~15日  

(星期二、三) 

111年 02月

17~18日 

(星期四、五) 

111年 04月

12~13 日  

(星期二、三) 

國文 第 1~2冊 第 1~3冊 第 1~4冊 全部 

英文 第 1~2冊 第 1~3冊 第 1~4冊 全部 

數學 

第 1、2、4冊 

(部份範圍) 

詳見範圍表 

第 1~4冊 

(部份範圍) 

詳見範圍表 

第 1~4冊 

(部份範圍) 

詳見範圍表 

全部 

專業一 
詳見範圍表 

(此處略) 

詳見範圍表 

(此處略) 

詳見範圍表 

(此處略) 
全部 

專業二 
詳見範圍表 

(此處略) 

詳見範圍表 

(此處略) 

詳見範圍表 

(此處略)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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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四技二專入學 Q & A 

Q1 甄選入學的報名資格為何？非應屆畢業生也可以報名嗎？ 

Answer：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是所有大專校院聯合招生管道招生校數最多、規模最大的入學管

道，凡已參加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不可有2科以上0分），並且符合入學四技二

專學歷(力)資格的考生，皆可報名參加一般組招生。 

如果你是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包含各高級中等學校之日間部專業群科、進修部

專業群科、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等），無論在校成績為何、就讀期間表現為何，是否

就讀相關科系等，皆不影響報名甄選入學的資格；但如果你是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亦即普

通科）應屆畢業生則須符合以下規定： 

高中(普通科)應屆畢業生截至高三上學期，須修畢跨選專業群科或專門學程時數達450小時以

上或25學分以上者，才可報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 

如果你是非應屆畢業生，則無論是以上何種學制畢業、所修習學分數為何，只要有參加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不可有2科以上0分），皆可報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 

Q2 我是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也是原住民，必須放棄其中一種身分嗎？ 

Answer：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可同時具備原住民考生或離島考生身分，同時具備者，若未

能通過第一階段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或未能錄取一般生或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招生名額

正取者，則仍可比照原住民考生及離島考生之成績處理方式進行篩選或分發，亦即除一般生

名額、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名額外，仍有錄取原住民或離島生外加名額的機會，因此考生

不需要擇一種身分參加甄選。。 

Q3 統一入學測驗有分日、夜間部嗎？ 

Answer：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是四技二專入學的門票，考完統測之後，統測成績可以用來

報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可採計統測成績之四技進修部二專

夜間部各校單獨招生等入學管道，也就是只要考一次試，採計統測成績之日間部和進修部的

所有入學管道都可以報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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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日間或夜間的招生管道全部都可以報名。。 

Q4 我甄選入學已經有錄取了，還可以報名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嗎？ 

Answer：甄選入學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結果獲得錄取之考生，須依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

方式辦理報到手續，若考生已完成報到手續者，如欲參加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或所

有大學校院入學招生，必須依甄選入學簡章規定填寫「已報到分發錄取生放棄分發錄取資格

聲明書」，於錄取學校所訂報到截止日前，向所報到之錄取學校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否則逾

報到及放棄截止日，已完成報到之考生將被取消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報名及網路選

填志願資格，因此請甄選入學錄取考生報到前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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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甄選入學錄取生未辦理報到手續、或完成報到手續但已於期限內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則

仍可報名參加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Q5 退伍軍人或原住民參加統一入學測驗可以加分嗎？ 

Answer：統一入學測驗僅提供原始成績，所有成績採計皆於各招生管道階段才會進行，由各 

招生委員會核算考生總成績，各招生管道總成績計算方式（包含加分辦法），皆詳述於招生簡 

章中。 

  考生考完統測後，欲報名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時，若符合特種身分考生優待資

格（例如：退伍軍人、原住民等），可於日間部分發資格審查階段繳交特種身分證明文件（例

如退伍令等），即可於分發總成績優待加分；惟特種身分考生加分優待後之成績達到一般生錄

取標準者，限錄取各校系科提供之特種身分考生外加名額。 

Q6 我本來高職是念機械科，可以報考設計群嗎？ 

Answer：四技二專各招生群(類)別皆未限制需本科或相關科別畢業才可報考，因此考生可選

擇報考與目前所學不同之招生群(類)別，惟須注意各招生簡章上所述招生校系科(組)是否另

訂招生對象之限制，如辨色力異常者不宜報考等。因此請考生慎重抉擇將來發展方向，確定

好目標校系後，再報考目標校系之招生群(類)別。 

Q7 我對商管群及餐旅群都很有興趣，我可以同時報考嗎？ 

Answer：除單群跨類之群別測驗中心已作特別節次安排外，因測驗時間一致，故無法同時報

考商管群及餐旅群。考生限於單群(類)別或單群跨類中擇一報考，不得重複報名，否則由技

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逕予擇一限考且不另退費，考生不得異議。 

Q8 甄選入學報名費是多少？  

Answer：從111學年度起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一階段改為最多可填寫6個志願，因此報名費計

算方式也有改變，第一階段報名費含基本審查費200元，志願申請費每1志願100元，依照考生

的志願收取，填滿6志願的考生，收費就是基本費200元加上志願申請費600元，一共是800元。

考生通過第一階段後，於第二階段報名時仍要依據志願校系規定的金額，再繳一次第二階段

報名費。 

Q9 我統測是考機械群，甄選入學可以報名設計群招生志願嗎？ 

Answer：考生報名甄選入學之群(類)別應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所報考之群(類)別相同（商

業與管理群考生另可報名「21資管類」志願），跨群(類)別考生可就所跨考之多個群(類)別中

選填志願，每位考生至多選填3個志願，除此之外考生不可報名與統測考試群(類)別不同之甄

選入學招生志願。因此機械群考生僅能就「01機械群」之招生名額中，選填與設計相關或有

興趣的校系科組，無法選填「07設計群」之招生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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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如何取得統一入學測驗歷屆試題？ 

Answer：測驗中心負責承辦統一入學測驗，因此考生可在測驗中心網站

(https://www.tcte.edu.tw/down_exam.php)下載歷屆統一入學測驗試題及答案。 

Q11 未參加統一入學測驗，是否也可以報名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Answer：因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僅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未參加統一入學測驗者，即無法

報名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參加統一入學測驗卻未報名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者，亦無法取得

其錄取機會。 

Q12 甄選入學招生類別「21資管類」是什麼？招收什麼樣的考生？ 

Answer：統測報考單群(類)別「09商業與管理群」或跨群(類)別「53商管外語群(一)」、「54

商管外語群(二)」、「56商管外語群(四)」之考生，在報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一般組除了可

以選擇「09商業與管理群」（或所跨考之外語群類別志願）之招生校系外，也可以選填「21

資管類」之招生校系。資管類同樣採計統測商業與管理群考生之共同科目及專業科目成績，

因此商業與管理群考生在報名甄選入學時，除了「09商業與管理群」招生校系外，也請一併

留意「21資管類」之招生校系，在可報考志願中至多選擇3個志願參加甄選。 

Q13 甄選入學及技優甄審入學管道在各校系科組公告正備取名單後，是否一定

要參加志願序統一分發？ 
Answer：甄選入學及技優甄審入學錄取生無論正取或備取幾個校系科組，即使僅正取或備取1 

個校系科組，仍須於規定時間內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統一分發，凡未依規定時間及方式登記

就讀志願序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一律不予分發。 

Q14 什麼是登記就讀志願序，我只有1個正取或1個備取也要上網填嗎？ 

Answer：甄選入學每位考生皆可至多報名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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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志願正備取結果，節 

省分散辦理備取生遞補所需的時間，快速公告考生甄選入學錄取結果。 

  因此只要有獲得正取或備取資格的甄選入學考生，皆須於正備取名單公告後，至聯合甄

選委員會網站，依所正取或備取之校系科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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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5 已於甄選入學招生管道錄取之學生，是否可以再報名後續各四技二專招生

管道之新生入學招生？會不會發生被取消資格造成沒有學校可就讀之情形？ 
Answer：已於甄選入學招生管道獲錄取之學生，須依各校規定時間及方式完成報到手續，逾

期未完成者，視為放棄錄取資格；經甄選錄取報到之學生，一律不得再參加其後當年度各技

專校院之新生入學招生，違者將取消考生之甄選錄取資格。未依規定辦理報到或未完成報到

手續，以及申請放棄錄取資格之考生，方可參加其後招生管道之新生入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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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輔導 

1.學校方面的升學輔導： 

110年 12月自傳、讀書計畫撰寫之指導及範例之提供。 

111年 01月備審資料觀摩。 

111年 02月寒假作業製作個人學習檔案(備審資料)。 

111年 03月舉辦各群科學習檔案(備審資料)競賽。 

提供技專校院簡介資料。 

提供面試題庫及輔導。 

安排技專校院到校宣導。 

舉辦＜甄選入學升學說明會＞。 

       辦理校內模擬面試。 

2.學生、家長方面的準備方向： 

選擇校系(家長可提供想法，但尊重孩子的選擇) 。 

了解校系：包括它的歷史、特色、要求、面試的狀況。 

1.上網查詢。 

2.詢問校友。 

3.打電話至該校系詢問。 

4.利用假日參觀學校，實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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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常用升學網站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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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https://www.tcte.edu.tw/page_new.php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https://www.techadmi.edu.tw/ 

 

技訊網-查詢各入學管道招生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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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http://www.ceec.edu.tw/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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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軍事院校招生作業簡介及軍訓教育役期折抵 
一、招生類別 

(一)正期軍官班 

   陸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國防醫學院、國防大 

   學（管理學院、理工學院、政治作戰學院） 

(二)士官二專班 

   陸軍專科學校、海軍官校二專班、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二專班 

(三)志願役士兵 

   陸、海、空軍志願士兵同時招募，符合資格與條件可轉任儲備士官。 

二、正期生入學途徑 

(一)學校推薦：由就讀學校師長推薦，檢附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舉辦之 111學年 

             度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及相關資格條件證明資 

             料，向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委員會報考，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與學科 

             能力測驗成績篩選、並經第二階段考試錄取後入學。 

(二)個人申請：檢附 111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或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向軍事學校正期班 

             招生委員會報考，通過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篩選、並經第二階段 

             共同項目考試錄取後入學。 

(三)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可同時參加「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 

三、士官二專班入學途徑 

(一)申請入學:採計當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申請 

(二)甄選入學:採計當年度統測成績申請 

四、志願役士兵報名途徑 

高中職畢業即可報考，每年報名梯次、測驗請以當年度簡章為準。 

五、體適能成績 

「體適能」檢測成績(除「身體質量指數」)達中等(常模 PR值 25)以上，需申請列印體

適能護照(詳細資訊請逕至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http://www.fitness.org.tw 查詢)。 

六、體檢 

(一)體檢日期：依招生簡章公告。 

(二)體檢方式：採網路預約體檢方式辦理，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rdrc.mnd.gov.tw/)登錄預約後，赴招生委員會指定之醫院實施體檢。 

七、報名程序與簡章 

明年度簡章尚未公布，可自行上網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

rdrc.mnd.gov.tw/)參考去年度簡章。 

八、軍校生福利待遇、修業規定、任官待遇係以當年度國防部公布之規定為準。 

九、有關軍事院校及志願士兵招募，可洽詢本校教官室楊森永校安(分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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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軍訓教育役期折抵︰ 

(一)82年次(含)以前所授課之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依兵役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折算役期，每一學分 18堂課可折抵 2天，以此類推加總，

最多折減 30日(含大學軍訓課程)。 

(二)83年次(含)以後所授課之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依教育部 102年 5月 23 日臺教學(六)字第 1020074995號函「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規定，課程中符合軍事訓練相關課目計

20小時、防衛動員實務 20小時(含災害防救、青年服勤動員、實彈射擊)，共計 40小時；

授課成績合格者，依每 8小時折抵 1日，最多折抵 5日。 

(三)辦理方式: 

攜帶申請人證件、印章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申請個人成績單兩份(若是委託辦理，委託人

請攜帶身分證件、印章及委託書)，再至本校教官室填寫申請人基本資料後實施役期折抵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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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青少年反毒宣導 

近年來新興毒品層出不窮，「毒品」已成為危害青少年身心主要因子，為避免學子遭受毒

品、菸品戕害，請家長們共同關心與叮嚀學生，切勿因好奇而 接觸 毒品，如安非他命、K

他命、大麻、嗎啡、FM2、搖頭丸、神仙水…… 等，以免觸法、傷身，造成不良之後果而影

響未來前程。 

一、一般毒品分類(四級)：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 

    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MDMA（搖頭丸）、大麻、LSD（搖腳丸、一粒沙）、速賜康。 

    第三級毒品：FM2、小白板、丁基原啡因、Ketamine（K他命）。 

    第四級毒品：蝴蝶片、一粒眠。 

    ★現今青少年多濫用毒品為 K他命。 

二、各類毒品吸食後對身心造成主要影響：  

(一)毒品會對腦中樞神經造成影響，吸毒者為達到預期的效果，往往需要反覆增加使用

量，常常會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過量使用．造成中毒現象，依賴毒品，嚴重則休克死亡。 

(二)吸毒成癮者在持續使用毒品的情況下．極難戒絕，終其一生難以擺脫毒品的束縛。

除了會嚴重影響個人健康外．還會面臨失業、求職不易、朋友疏離、婚姻破裂、家庭破

碎、自尊受創，而無法適應社會，甚至不惜以暴力或偷竊等不正當的手段謀財，以設法

取得毒品，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長期吸食 K他命會造成膀胱纖維化，容易頻尿、血尿；若未及時停用 K 他命，最嚴

重可能導致腎水腫，必須洗腎。 

三、青少年常吸食之 K他命毒品易產生的行為現象： 

    (一)對藥物有依賴，記憶力及智力減退。 

    (二)說話迷糊口齒不清、說話遲緩及情緒不穩定。 

    (三)心悸、噁心、嘔吐。 

    (四)產生幻覺、影像扭曲、複視。 

    (五)暫時性失憶、身體失去平衡。 

    (六)出現頻尿、尿痛、血尿等膀胱炎症狀。 

四、青少年吸食三級毒品(k 他命)及其入罪罰責： 

(一)持有 K他命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者，須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 30萬元以下罰金。 

(二)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則是處新台幣 1萬以上 5萬以下罰鍰，並限期

令其接受 4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的毒品危害講習。 

    (三)製造、運輸、販賣 3級毒品，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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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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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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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高三升學輔導暨親師座談會【家長意見回應單】 

將您的寶貴意見填寫於欄內，會後交給各班導師、或服務同學。謝謝！ 

-------


-------

請

沿

虛

線

撕

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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