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科技大學 104學年度二技進修部暨二專在職專班 

招生作業日程表 

 

※本表如有變動，以相關通知為準

項目 時間 地點 備註 

通訊 

報名 

5月 25日(星期一) 

至 8月 10日(星期一) 

截止 

進修學院辦公室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           

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 

電話：（06）5979566轉 

           7105~7112 

         或 7147~7148 

現場 

報名 

5月 25日(星期一) 

至 8月 14日(星期五) 

截止 

進修學院辦公室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 

電話：（06）5979566轉  

           7105~7112 

         或 7147~7148 

考試日期 
8月 16日（星期六） 

上午 09：20～11：00 

遠東科技大學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 

座位配置表，於考試前一

天在遠東科技大學校門

口公告。 

成 績 

公 告 
8月 18日（星期一） 

遠東科技大學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 
 

放  榜 8月 20日（星期三） 
遠東科技大學網頁 

http://104.feu.edu.tw/ 

本會根據考生之成績總

分為序，錄取至招生名額

滿額為止，取為正取生。

另列備取生若干名。 

錄取 

報到 

8月 21日（星期五） 

下午13:00起 

遠東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辦公室 

正取生辦理報到註冊後，

尚有缺額之各系組，分別

依照各該系組備取生之名

次，通知其到校辦理遞補

報到註冊。遞補到該系組

之招生名額滿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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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技大學 104學年度二技進修部暨二專在職專班 

招生簡章 

壹、招生系別及特色 

招生特色： 

1. 性別不拘，修業年限以不少於二年為原則，二技學制修滿 72 學分以上且成績

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二專在職專班修滿 80 學分以上且成績及格者，授予

副學士學位。 

2. 本系上課時間在星期六夜間及星期日為主。 

 

貳、報考資格 

   一、凡取得下列學歷（力）資格之一者，得報考本校二技進修部： 

       (一)、一般學歷： 
          1、國內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畢業，持有畢業證書者。 

          2、公私立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畢（結）業，並取得畢業證書或 

         結業證明文件者。 

   (二)、具下列資格之ㄧ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1、二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年以上，持 

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

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八十學分以上，因故未能

畢業，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三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或退學三年以上，持有附

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 

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類   別 招  生  系  別 招生組別 班 數 招 生 名 額 

機 械 類 

機 械 工 程 系 車輛組 １ 50 

機  械  工  程  科 車輛組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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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 

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 

書或休學證明書。              

         3、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或退學三年以 

  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 

證明書。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 

  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3)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 

  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 

  書或休學證明書。 

  (4)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二百二十學分 

  以上，因故未能畢業，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

或休學證明書。 

         4、大學學士班（不含空中大學）肄業，修滿二年級下學期，因故 

          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 

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5、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持有專科畢業程度及格證明書。 

         6、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 

             格。 

         7、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1)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

經 驗四年以上。 

            (2)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

經驗二年以上。 

           註：A：本項所稱技術士證係指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所發之技術士證；所稱

相當於甲級、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其技能檢定及格之程度，

依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之規定相當於甲級、乙級技術士證。 

               B：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所核發的技術士證，不得作為同等學力資格 

認定之用。 

               C：考試院專技人員普考及格滿4年，不得比照取得乙級技術士證工作

經驗4年，以同等學力報考二技。 

         8、年滿二十二歲、持有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證書或已修業期滿者， 

          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2)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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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 100 年 7月 13日修正施行

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102 年 1 月 24日修正施行前，已修習

前項第八款所定課程學分者，不受二十二歲年齡限制。 

         9、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 

           教師，或於職業學校擔任技術及專業教師，經本招生委員會 

           審議通過，得以同等學力報考本入學考試。 

         10、學生就其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本招生委員會審議通 

            過，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 

          11、大陸地區學歷： 

  (1)臺灣地區人民或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留、長期居 

  留或定居之大陸地區人民，在99年9月3日後於當學期或之後學期 

  入學，且在教育部所公告「大陸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專科學 

  校部分」或「大陸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大學部分」之附設專 

科學制就讀者。 

  (2)符合前款大陸地區學歷之肄業證（明）書、歷年成績證明及公 

  證書影本，須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屬實之，且公證書須經行政院設 

  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陸地區公證處原發 

  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符合前款大陸地區畢業證（明）書、學位 

  證（明）書及歷年成績須經大陸地區指定之認證中心證明屬實。 

  (3)臺灣地區人民或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留、長期居留 

  或定居之大陸地區人民，凡在81年9月18日起至99年9月2日前已 

  於大陸地區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專科學制就讀者，其所取得之學 

  歷符合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7條及第8條規定，參加教育部自 

              行或委託辦理之學歷甄試，通過後取得教育部核發之相當學歷證 

明者。 

注意事項： 

          已參加104學年度技術校院二技技優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入學及大學、技術

校院轉學考並獲錄取者，若經本招生錄取，於入學前須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

錄取資格聲明書，並填妥切結書，違者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並不得要求退

還報名費，報名學生不得異議。惟甄選錄取之學生，因特殊事由欲放棄錄取資

格，需繳交經所錄取之學校同意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始得報考本次招生

入學。 

   

  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後滿一年以上者，得報考二專在職專班。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職業類科畢業或五年一貫制職業學校畢

業者。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畢業者。 
  (三)、教育部核定綜合高中辦理學校接受綜合高中課程畢業，於畢業證書上註明

有「綜合高中(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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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具同等學力：（摘錄自103年1月13日臺教技(二)字第 

1020196530B號令修正「入學專科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  

  1、具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資格之一。  

  (1)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A：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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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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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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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A：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

之修業、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B：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

未能畢業，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 

    屬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點規定。  

  (4)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 年級（延教班） 

    結業，持有修（結）業證明書。  

  (5)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持有高級中學、職業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 

    度及格證明書。  

  (6)知識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7)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8)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9)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A：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 

     格。  

  B：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10)持大陸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

第一點所列情形之一。  

  (11)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A：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

經驗五年以上。  

  B：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

經驗二年以上。  

  C：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12)年滿二十二歲，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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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B：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C：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含推廣教育課程）。 

           (13)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含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

持有學分證明書。 

        (14)符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者。 
      2、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所設普通科及單科型高級中等

學校畢業，並符合各校依實際需要規定應具之離校或工作年資、修習專業課

程時數或專業訓練期限規定。但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所設專業群、科、綜合

高中專門學程畢業者，不包括在內。    

注意事項： 
（一）學生自畢業或取得有關報考學歷（力）資格之年資採計，可計算至 104 年 9

月 30 日止。 
（二）學生錄取後，經發現與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錄取資格，學生不得異

議。 
（三）非屬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頒發之技術士職業證照，不得作為同等學力資格認

定之用。 
   （四）參加 104 學年度技專校院及一般大學各入學管道已獲錄取者， 

         需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始得報考本次招生入學，違 

         者取消錄取資格。 

參、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現場報名： 

報名時間：104年 5月 25日至 104年 8月 14日截止， 

週一～週五上午 08：30～11：30；下午 2：00～7：30； 

         週六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2：00～4：30。 

報名地點：遠東科技大學（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４９號）進修學院辦公室（守

衛室旁三德樓一樓）。 

 

二、通訊報名： 

1. 報名時間:104 年 5 月 25日至 104 年 8 月 10日截止，以郵戳為憑，並採用

掛號郵寄方式辦理。 

2. 報名方式:各項報名資料連同有關證件(畢業證書影印本並加蓋原畢業學校

印信)、相片三張(一張貼於報名表，兩張貼於准考證)、報名費(限用小額

郵政匯票)、寄回准考證及相關證件之專用信封(信封請寫明收件人姓名、

地址，並貼足回郵郵資)，於 8 月 10 日前(以郵戳為憑)一併以掛號寄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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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遠東科技大學進修部收」。考生應自行檢查前述

各項報考證件資料是否齊全，如有不全，本會概不受理。(報名資料請詳閱

第肆條報名手續各項規定) 

3. 通訊報名之報名費，採用郵政匯票，受款人請寫「遠東科技大學」。 

三、考生若於考試前未收到准考證或遺失准考證，請於考試前至試務辦公室申請

補發。 

肆、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准考證 

考生應親自填寫報名表等，並以正楷詳實書寫，字跡不得潦草，若報名內容

與所繳驗證件不符，不予受理報名。 

二、繳驗國民身分證正、影本： 

請將身分證正、反兩面影印本黏貼在報名表背面上，影本不予發還。未黏貼

者或學經歷證件上所載姓名、年齡與國民身分證不符者，均不得報考，正本

驗訖發還。 

三、繳驗學歷（力）證件正、影本： 

1. 同時具備本簡章之「貳、報考資格」規定二種以上資格者，限擇一資格報

考，所繳驗證件需與選用資格相符。 

2. 報考資格證明文件（如：畢業證書、畢業證明書或其他符合報考資格之同

等學力證件）請以 A4 紙張縮印，裝訂於報名表後面，影本不予發還。 

四、繳交相片： 

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正面相片三張（彩色或黑白均可），平貼在報

名表及准考證之相片欄內，三張須同一式。 

五、繳交書面資料： 

1. 工作資歷、擔任主管資歷證明（正、影本）。 

2. 各種技術證照正、影本。 

3. 社團參與、競賽表現、專業能力、研究發明、論文著作、實務成果等相關

資料請儘量提供。 

七、繳交報名費： 

1. 報名費新台幣壹仟貳佰元。 

2. 繳費方式。 

(1) 現場報名：於報名現場繳交現金。 

(2) 通訊報名：一律購買郵政匯票 1200 元，受款人請填「遠東科技大學」，

隨信封內報名表一併郵寄繳交。 

   ※注意事項※ 

1. 各項應繳證件，必須於報名時備齊繳驗，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繳或

追認。 

2. 考生如獲錄取，所繳證件或所填各項資料與事實不符，均取消錄取資格，

不得註冊入學；入學後始被發覺者，得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開除學籍。

考生註冊報到時，本校得要求再繳驗各種證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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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生應仔細檢查報名證件，若在報名資格審查時，因證件不齊全或其他原

因而遭退件無法報名時，酌收報名手續費三佰元整。 

4. 通訊報名者請將報名費郵政匯票、報名表及繳交資料放入報名信封袋內，

以掛號郵件『遠東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收。 

5. 考生應自行檢查各項資料是否齊全，如有不全本會概不受理，造成考生權

利受損，考生應自行負責。 

伍、考試日期及地點 

一、日  期：104年 8月 16日（星期六）上午 09：20～11：00。 

二、考試地點：遠東科技大學（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４９號） 

陸、入學考試與計分標準 

一、書面資料審查：70%（含工作資歷、主管資歷、技術證照、參與社團活動、競

賽表現、專業能力、校外研習、研究發明、論文著作、實務成果等）。 

二、筆試：30%，筆試成績零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 

註：考生成績總分須達本會所訂最低登記總分標準，考生總分相同時，以筆試成績較

高者優先錄取；若仍相同時，通知面試，以決定錄取。 

柒、甄試時程 

  筆試日期：104年 8月 16日（星期六）；上午 09：20～11：00。 

捌、成績公告 

 考試成績預訂於 104年 8月 18日（星期二）公告。( http://104.feu.edu.tw/) 

玖、遞補報到 

一、名額：於註冊後如有缺額時會以電話通知。 

二、資格：備取者，且尚未錄取任何學校者。 

三、補報到與註冊地點：遠東科技大學（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 

四、攜帶證件：請考生攜帶准考證、成績單及畢業證書〔或學歷（力）證件〕，以

上證件均為正本（影本恕不接受）缺一不可，若以上證件正本未攜帶完全，

視同資格不符，不得參加補報到與註冊。補報到時繳交畢業證書或學歷（力）

證件、成績單、准考證。 

拾、糾紛申訴處理辦法 

一、為公平公正處理考生參與本會所發生之糾紛，並確保考生之合法權益，特訂

定本辦法。 

二、本會為處理相關申訴，成立「招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訴會)，申訴

會由主任委員、委員學校校長代表二人、總幹事、緊急事件處理小組三人及

本會以外公正人士二人，其中一人由主任委員遴聘，一人由申訴當事人推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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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為申訴當事人之本人與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其任期至各該申訴案結束日

止)擔任。 

三、考生對於本會處理之過程認為有不當並損及考生個人之權益者，雖當場循正

常行政程序要求處理仍無法獲得補救，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四、申訴處理程序： 
   1.報名考生參加本會招生發生本辦法第三條申訴事項時，應於 3 日內以書面掛   

號郵寄向申訴會提出書面申訴，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申訴表請見第

13 頁附錄四「糾紛申訴申請表」) 
   2.申訴未循申訴辦法之程序請求補救者，申訴會得以書面駁回。 

3.申訴人於申訴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 
4.申訴之調查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5.申訴提起後，申訴報名考生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向申訴會以外之機 
關提出申訴，應即於一週內以書面通知申訴會。 

6.評議決定書應依循本會組織系統，經主任委員核定後，送達申訴報名考生。 
7.評議效力： 
  評議決定書經完成行政程序後，申訴會應即要求本會採行，本會如認為與法

規牴觸或事實上有窒礙難行者，應即列舉具體事實與理由陳報主任委員，並

副知申訴會，主任委員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訴會再議，但以一次為限。 
五、申訴會如有建議補救措施者，應提出具體建議，提請本會委員會議追認及補

救。 
六、申訴人及證人如有虛構事實或偽造證據情事，一經查明，申訴會即停止評議，

並以書面駁回申訴，必要時並送請司法機關偵辦。 

       七、本辦法經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壹、其它規定 

一、本簡章暨報名資料（內含簡章、報名表、准考證、報名信封一個）。 

二、所有繳交資料本委員會不予退還。 

三、考時遇到緊急狀況之處理方式，如附錄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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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類職業證照相當等級對照表 

一、考試院核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 

 

證照種類編號 發照單位 證照名稱 適用等級 

１ 考試院 律師 甲級 

２ 考試院 會計師 甲級 

３ 考試院 建築師 甲級 

４ 考試院 土木工程技師 甲級 

５ 考試院 水利工程技師 甲級 

６ 考試院 結構工程技師 甲級 

７ 考試院 大地工程技師 甲級 

８ 考試院 水土保持技師 甲級 

９ 考試院 測量技師 甲級 

１０ 考試院 環境工程技師 甲級 

１１ 考試院 都市計劃技師 甲級 

１２ 考試院 交通工程技師 甲級 

１３ 考試院 機械工程技師 甲級 

１４ 考試院 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甲級 

１５ 考試院 造船工程技師 甲級 

１６ 考試院 電機工程技師 甲級 

１７ 考試院 電子工程技師 甲級 

１８ 考試院 資訊技師 甲級 

１９ 考試院 航空工程技師 甲級 

２０ 考試院 化學工程技師 甲級 

２１ 考試院 工業工程技師 甲級 

２２ 考試院 紡織工程技師 甲級 

２３ 考試院 工業安全技師 甲級 

２４ 考試院 工礦衛生技師 甲級 

２５ 考試院 礦業安全技師 甲級 

２６ 考試院 食品技師 甲級 

２７ 考試院 營養師 甲級 

２８ 考試院 農藝技師 甲級 

２９ 考試院 園藝技師 甲級 

３０ 考試院 林業技師 甲級 

３１ 考試院 畜牧技師 甲級 

３２ 考試院 漁撈技師 甲級 

３３ 考試院 水產養殖技師 甲級 

３４ 考試院 採礦工程技師 甲級 

３５ 考試院 冶金工程技師 甲級 

３６ 考試院 應用地質技師 甲級 

３７ 考試院 社會工作師 甲級 

３８ 考試院 獸醫師 甲級 

３９ 考試院 醫師 甲級 

４０ 考試院 牙醫師 甲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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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種類編號 發照單位 證照名稱 適用等級 

４１ 考試院 藥師 甲級 

４２ 考試院 醫事檢驗師 甲級 

４３ 考試院 護理師 甲級 

４４ 考試院 醫用放射線技術師 甲級 

４５ 考試院 物理治療師 甲級 

４６ 考試院 職能治療師 甲級 

４７ 考試院 護士 乙級 

４８ 考試院 藥劑生 乙級 

４９ 考試院 助產士 乙級 

５０ 考試院 醫事檢驗生 乙級 

５１ 考試院 物理治療生 乙級 

５２ 考試院 職能治療生 乙級 

５３ 考試院 醫用放射線技術士 乙級 

５４ 考試院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 乙級 

５５ 考試院 驗船師 甲級 

５６ 考試院 甲種引水人 甲級 

５７ 考試院 漁船船員（一級漁航員、二級漁航員、一級輪機員、二級輪機員） 甲級 

５８ 考試院 漁船船員（三級漁航員、三級輪機員、技術員） 乙級 

５９ 考試院 漁船船員（四級漁航員、四級輪機員、電信員） 丙級 

６０ 考試院 船舶電信人員（通用級報務員、一等報務員） 甲級 

６１ 考試院 船舶電信人員（二等報務員） 乙級 

６２ 考試院 船舶電信人員（特別級報務員、通用級話務員、限用級話務員） 丙級 

６３ 考試院 航海人員（一等航行員、二等航行員、一等輪機員、二等輪機員） 甲級 

６４ 考試院 航海人員（三等航行員、三等輪機員） 乙級 

６５ 考試院 航海人員（駕駛、司機） 丙級 

６６ 考試院 港勤公營動力船舶現職副駕駛司機 丙級 

６７ 考試院 中醫師 甲級 

６８ 考試院 有線電話作業員（一級線路作業員） 甲級 

６９ 考試院 有線電話作業員（二級線路作業員、交換機作業員） 乙級 

７０ 考試院 有線電話作業員（三級線路作業員） 丙級 

７１ 考試院 消防設備師 甲級 

７２ 考試院 消防設備士 乙級 

７３ 考試院 專責報關人員 乙級 

７４ 考試院 
保險從業人員（ 身保險代理人、財產保險代理人、人身保險經紀

人、財產保險經紀人、一般保險公證人、海事保險公證人） 
乙級 

７５ 考試院 獸醫佐 乙級 

附錄一 各類職業證照相當等級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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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類職業證照相當等級對照表（續） 

二、中央、省（市）政府及其他機關核發證書 

 

證照種類編號 發照單位 證照名稱 適用等級 

７６ 行政院環保署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甲級→甲級 

乙級→乙級 

７７ 行政院環保署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甲級→甲級 

乙級→乙級 

７８ 行政院環保署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合格證書 
甲級→甲級 

乙級→乙級 
７９ 交通部 汽車檢驗員 乙級 

８０ 交通部 航海人員一等管輪 甲級 
８１ 交通部 航海人員二等管輪 乙級 

８２ 交通部民航局 地面機械員檢定證 乙級 

８３ 交通部民航局 民用航空簽派員報業證書 丙級 

８４ 交通部民航局 民用航空飛航管制員證書 乙級 

８５ 
省（市）政府 

建設廳（局） 
甲種電匠 乙級 

８６ 
省（市）政府 

建設廳（局） 
乙種電匠 丙級 

８７ 
省（市）政府 

建設廳（局） 
氣體燃料導管裝管技工考驗合格證書 丙級 

８８ 省（市）政府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 丙級 

８９ 
行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 
密封（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幅射設備操作執照 

高級→甲級 

中級→甲級 

初級→乙級 

９０ 
內政部（後改隸 

行政院勞委會） 
室內配線工 依證書等級認定 

９１ 
內政部（後改隸 

行政院勞委會） 
工業配線工 依證書等級認定 

９２ 
行政院勞委會 

職業訓練局 
一般手工電銲（單一級）技術士 

依技能檢定規範所

需技能要求表比照

甲、乙或丙級 

９３ 
行政院勞委會 

職業訓練局 
氣銲（單一級）技術士 

９４ 
行政院勞委會 

職業訓練局 
氫氣鎢極電銲（單一級）技術士 

９５ 
行政院勞委會 

職業訓練局 
半自動銲（單一級）技術士 

９６ 
行政院勞委會 

職業訓練局 

除一般手工電銲、氣銲、氫氣鎢極電銲、半自動銲 

四種外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丙級 

９７ 
行政院勞委會 

職業訓練局 
除９１至９６證照種類編號所規範之外的證照 

甲級→甲級 

乙級→乙級 

丙級→丙級 

９８ 
財政部證券暨 

期貨管理委員會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甲級 

９９ 
財政部證券暨 

期貨管理委員會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甲級 

１００ 
財政部證券暨 

期貨管理委員會 
證券商業務員 乙級 

１０１ 
財政部證券暨 

期貨管理委員會 
期貨業務員 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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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考試時遇到緊急狀況處理方式 

考試時遇有空襲及颱風警報考生應注意事項 

 

一、考試時遇有空襲警報，由試場監試負責人宣佈後，考生應即停考，並將試題及答案卡

放置考桌上，迅速退出試場，各自疏散。試題及答案卡不得私自攜出，概由監試人員

收齊送交考區辦事處。 

二、各科考試開始後未滿五十分鐘發生警報者重考，已滿或超過五十分鐘者不再重考，即

憑已考之答案卡評定成績。實際考試時間，由招生委員會通知該科目閱卷委員，以便

閱卷委員給分之參考。 

三、警報解除以後之各節考試，仍照規定時間舉行，惟警報解除距離考試開始時間不足一

小時，則該節考試應延至警報解除一小時後舉行，其時間由委員會統一規定，次一節

考試亦依次順延。 

四、因空襲警報應重考或補考科目，應於全部科目依照日程考畢後舉行，其重考或補考時

間，由招生委員會統一規定，並在考區公告。 

五、因颱風影響不能依照原訂時間或辦法舉行考試時，由招生委員會統一發佈緊急措施消

息，俟颱風過境後再由招生委員會統一規定處理辦法，並在考區公告。 

 

 

附錄三 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一、考生須於規定考試時間攜帶准考證入場，准考證未帶或遺失者，如經監試

人員核對，確係考生本人無誤，則准予應試，至當節考試結束鈴 (鐘)聲開

始響時，准考證仍未送達，或未依規定辦理申請補發者，扣減其總分三分

，一次為限。准考證若不慎遺失，請第一節考試前半小時向考區辦公室申

請補發，其後不再補發。  

二、考試考生因故得於開始考試後二十分鐘內入場。入場鈴 (鐘)聲響後考生應

即入場，不得停留場外；考試開始後，四十分鐘內不得出場。未到考試時

間不得先行入場，強行入場或出場者，該科不予計分。  

三、考生必須按編定座號入座，並應立即檢查答案卡 (答案卷 )、座位及准考證

三者之號碼，均須完全相同，如有不符，應即刻舉手，請監試人員查明處

理，未經查明前，不得作答，如擅自作答，該科不予計分。  

四、考生入座，應將『准考證』放在考桌左上角，以便查驗。  

五、考生在考試進行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

得要求解釋題意。  

六、答案卡限用黑色 2B 軟心鉛筆劃記，違者該科試卷（卡）不予計分。考生劃

記答案卡時，如有劃記不明顯或污損答案卡等情事，致電子計算機無法辨

認者，其責任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七、考生除前條規定必用之文具及橡皮擦、無色透明無文字墊板、尺外，不得

攜簿籍、紙張、呼叫器、行動電話……等電子通訊設備及自備之計算器 (

機 )入場應試，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八、考生應在答案卷 (卡)上規定作答之範圍內書寫或劃記答案，違者該科答案

卷、答案卡，分別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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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考生不得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意圖抄襲他人答案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

經警告不聽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考生不得有傳遞、夾帶、交換答案卷 (卡)、自誦或以暗號告人答案或以答

案卷 (卡)、試題紙供他人窺視抄襲等舞弊情事，違者有關考生該科不予計

分。  

十一、考生不得在考桌上、文具上、准考證上、肢體上或其他物品上書寫與考

試有關科目之文字、符號等，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二、考生不得撕去或塗改答案卷上之准考證號碼、拆閱答案卷彌封、將答案

卷 (卡)污損、摺疊、捲角、撕毀、或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

違者該科答案卷 (卡 )分別不予計分。  

十三、考生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鈴 (鐘 )聲開始響時，應即停止作答，靜候監試

人員收取答案卷 (卡 )及試題紙，違者該科扣五分，仍繼續作答，經勸止

不理，除收回答案卷 (卡)外，該科不予計分。  

十四、考生完卷後一經離座，應即將答案卷 (卡)與試題紙併交監試人驗收，不

得再行修改答案，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五、考生已交試卷（卡）及試題紙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留或高聲喧嘩

、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法指示場內人員。  

十六、考生不得在試場內吸煙、擾亂試場秩序及影響他人作答，違者初次警告

，如勸告不理，則勒令出場，該科不予計分，拒不出場者，取消其考試

資格。  

十七、考生不得有傳送、夾帶、交換試題試卷（卡）情事，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  

十八、考生不得威脅其他考生共同作弊，或威脅監試人員之言行，違者取消其

考試及錄取資格。  

十九、考生不得請人頂替或偽造證件進入試場應試，違者除取消其考試及錄取

資格，其有關人員送請有關機關處理。  

二十、應考考生在參加本年度本會及其他入學考試時，若有舞弊情事，經檢舉

並查證屬實者，應由就讀學校作必要之議處。  

二十一、考生如有本辦法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軌意圖之行或發生特殊事故時，

得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登記，提請招生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

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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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104學年度遠東科技大學二技進修部暨二專在職專班單獨招生 

糾紛申訴申請表 
 

收件編號：______________ 
申 訴 學 生

姓 名 
 准考證號碼        

報 名 類 別  申 訴 日 期    年     月     日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申 訴 事 實

(請檢附有

關 之 文 件

及證據) 

 

 

 

 

 

 

 

 

 

希 望 獲 得 

之 補 救 

 

 

 

  

 
 

申訴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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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 議 結 果

(由委員會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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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102年4月30日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20055777C號令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大陸地區學歷證件：指由大陸地區各級各類學校或學位授予機構（以下簡稱

機構）發給之學歷證件，包括學位證（明）書、畢業證（明）書及肄業證（明）

書。 

        二、查驗：指查核驗明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且經行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相關證件，或經大陸地區指定之認證中心證明屬

實之證明文件，及其他依本辦法規定應檢具之相關證件。 

        三、查證：指依大陸地區學歷證件、成績證明、論文等文件、資料，查明證實當

地政府權責機關對學校或機構認可情形與其入學資格、修業期限及修習課程

等事項。 

        四、採認：指就大陸地區學歷完成查驗、查證，認定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相

當之學歷。 

        五、認可名冊：指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就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之研究及

教學品質進行認可後，收錄其名稱、地址所彙集並公告之名冊。 

第 3 條 下列人民持有大陸地區學歷證件者，得依本辦法申請大陸地區學歷採認： 

        一、臺灣地區人民。 

        二、申請來臺灣地區就讀之大陸地區人民。 

        三、申請於臺灣地區大專校院依法於境外開設之專班就讀之大陸地區人民。 

        四、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留或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 

        五、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之大陸地區人民。 

        前項人民，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三日修正生效後，於當學期或以後學

期入學於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就讀者，始得依本辦法申請高等學校或機構學

歷採認。 

第 4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中等以下各級各類學校學歷： 

           （一）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學歷證件【畢業證（明）書或肄業證（明）

書】及公證書影本；必要時，另應檢附歷年成績證明。 

           （二）前目公證書經行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陸地

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二、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 

           （一）肄業： 

                  1.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肄業證（明）書、歷年成績證明及公

證書影本。 

                  2.本目之1公證書經行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與大陸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二）畢業： 

                  1.畢業證（明）書。 

                  2.學位證（明）書及歷年成績。但高等學校或機構專科學歷，得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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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學位證（明）書。 

                  3.本目之1及之2文件經大陸地區指定之認證中心證明屬實之證明文

件。 

                  4.碩士以上學歷者，並應檢具學位論文。 

            前項第二款第二目之1至之3文件，經本部依第六條規定查證認定有疑義時，

並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前項第二款第二目之1及之2文件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公證書影本。 

        二、前款公證書經行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陸地區公 

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除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外，並應檢具居留證。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之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除應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辦理外，並應檢具國民身分證。 

第 5 條 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除準用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規定檢具文件外，

並應檢具國民身分證明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臺灣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大學就讀後，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經由學術合作，同

時在本部認可名冊內所列之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修讀學位者，其申請學歷採

認，得免檢具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1之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畢業證（明）

書。 

第 6 條 大陸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持大陸地區中等以下各級各類學校學歷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陸地區人民，除   

第二款以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理採認。 

二、持大陸地區中等學校學歷、高等學校或機構專科學歷擬就讀學士學位，或持

大陸地區中等學校學歷擬就讀二專副學士學位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陸地區人

民，由就讀學校辦理查驗後，送本部辦理查證及認定。 

        三、申請來臺灣地區就讀碩士、博士學位，或申請於臺灣地區大專校院依法於境

外開設之專班就讀之大陸地區人民，由就讀學校辦理查驗後，送本部辦理查

證及認定。 

        四、持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陸地區人民，除前款以

外，由本部辦理採認。 

        前項第一款所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指申請學歷採認當事人戶

籍所在地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無戶籍者，指申請學歷採認當事人擬就讀學校所

在地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本部辦理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查證、認定及第四款採認，必要時，得委託學校、

機關（構）或團體為之。 

       第 7 條 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之修業期間及修習課程，應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規

定相當。各級學歷或學位之修業期間，規定如下： 

一、持專科學歷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六個月。 

二、持學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三十二個月。 

三、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八個月。 

四、持博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六個月。 

五、碩士、博士學位同時修習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二十四個月。 

 六、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者，累計在當

地學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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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學術合作，同時在臺灣地區大學及本部認可名冊內所列之大陸地區高等學校

或機構修讀學位者，該二校修業期間，得依下列規定予以併計，不適用前項規定。

但在二校當地修習學分數，累計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一、持學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三十二個月。 

二、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十二個月。 

三、博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至少應滿二十四個月。 

        前二項修業期間，應以申請人所持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之行事曆及相關文件

綜合判斷。 

第 8 條 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之採認，應以認可名冊內所列者為限；其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採認： 

一、非經正式入學管道入學。 

二、採函授或遠距方式教學。 

三、經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方式通過後入學。 

四、在分校就讀。 

五、大學下設獨立學院授予之學歷。 

六、非正規學制之高等學校。 

七、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之學歷。 

八、學士以上學位未同時取得畢業證（明）書及學位證（明）書。 

九、其他經本部公告不予採認之情形。 

第 9 條 經本部採認之大陸地區學歷，不得以該學歷辦理臺灣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之審查及教師資格之取得。 

第 10 條 外國人、香港及澳門居民之大陸地區學歷採認，準用本辦法所定大陸地區人民申

請採認之規定。 

第 11 條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自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制定生效後，至

九十九年九月三日修正生效前，已於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就讀者，其所取得

之學歷或學位，符合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得申請參加本部自行或委託學校、機

關（構）或團體辦理之學歷甄試；經甄試通過者，由本部核發相當學歷證明。 

         前項甄試，得以筆試、口試、論文審查或本部公告之方式辦理。 

         申請參加學歷甄試應檢具之文件，準用第四條規定。 

第 12 條 申請人所提供之各項證件，有偽造、變造、冒用情事者，應予撤銷其學歷之採認，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