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遠東科技大學四技日間部單獨招生公告 

壹、報考資格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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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畢業者。 

三、教育部核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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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實用技能班(學

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

業)進修學校職業類科畢業者。 

五、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實

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進修學校畢業者。 

六、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七、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持有大陸地區高級職業學校學歷(力)證件，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屬

實，並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者。 

八、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普通

科畢業，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資賦優異考生，持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提早升

學報考證明書者。 

九、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結業，取得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進修學校普通科畢業者。 

十、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結業，取得結業

證明書者。 

十一、 持有國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十二、 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持有大陸高級中學學校學歷證件，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屬實，

並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者。 

十三、 陸、海、空軍士官學校常備士官班畢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可比敘高職學歷資格者。如

仍在營者，並須經權責單位核准報考。 

十四、 持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證明書者。 

十五、 凡具有下列各項資格之一，且取得學歷(力)證件之年數符合規定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參加

本招生。 

1. 凡高級職業學校肄業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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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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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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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肄業考生符合前項1、2款規定者或符合第3

款規定滿1年者。 



 

註：高級中學應屆畢業生不得報名四技單獨招生入學。 

2. 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 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

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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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修

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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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規定。 

4. 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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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

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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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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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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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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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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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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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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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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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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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4) 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5) 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13. 年滿十八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累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 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2)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14. 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分證明書。 

15. 具有下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格之一: 

(1)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2)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年六個月以上，且與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  

   合計三年以上。 

16.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經大學

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17. 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 

欲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考本校學士班，須符合教育部訂頒之同等學力標準，填寫



 

「遠東科技大學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於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同等學力資格

認定申請書」及「遠東科技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

生切結書」，並符合本校學士班報名條件者。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一入學大學同等

學力認定標準第十一條辦理。 

(1)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如本簡章附錄一。 

(2) 遠東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實施要點，如本簡章附錄二。 

(3) 遠東科技大學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於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同等學力資

格認定申請書，如本簡章附表三。 

(4) 遠東科技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招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如

本簡章附表四。 



 

貳、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考試重要日程 
 

項  目 重要日期 備註 

網路簡章公告 即日起 
本校網站免費下載 

https://reurl.cc/6Dq5q6 

報 

名 

方 

式 

通訊報名 111 年 8 月 9 日(二)至 111 年 8 月 10 日(三) 

1. 請檢齊報名表及備審資料。 

2. 請期限內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

不受理。 

現場報名 

111 年 8 月 9 日(二)至 111 年 8 月 11 日(四) 

請於報名期間內備妥資料，親至本校

教務處現場報名。 

網路報名 

上傳資料： 

1.學歷(力)證件(必繳) 

2.學業成績單(必繳) 

3.備審資料(選繳) 

成績網路查詢日期 111 年 8 月 12 日(五)中午 12:00 前 
請至 https://goo.gl/6Z9Vp6 查詢或列

印個人成績 

成績複查日期 111 年 8 月 12 日(五)下午 15:00 止 

請以傳真方式(06-5977010)向本校申

請複查，並來電(06-5979566#7006)

確認 

放榜公告日期 111 年 8 月 12 日(五)下午 17:00 前 請至本校招生訊息網頁查詢 

(https://reurl.cc/6Dq5q6) 

正取生報到日期 111 年 8 月 15 日(一)起至 111 年 8 月 31 日(三)止 

1. 報到方式: 

(一)現場報到(二)郵寄報到(三)傳

真報到(四)系上代繳。 

2. 報到繳交資料: 

(一) 報到同意書(二)畢業證書。 

如未能繳驗畢業證書，請填寫切結

書，並於 111/9/12 開學前補繳畢業

證書影本即可。 

備取生須知 備取生另行依序通知  

https://reurl.cc/6Dq5q6
https://goo.gl/6Z9Vp6
https://reurl.cc/6Dq5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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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招生系別及名額 

學院 系別 招生名額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 11 

資訊工程系 15 

電機工程系 11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3 

飛機修護系 20 

管理暨設計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9 

創新商品設計與創業管理系 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系 30 

流行音樂產業管理系 14 

流行音樂產業管理系流行音樂組 10 

餐旅休閒學院 

餐飲管理系 28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3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12 

休閒運動管理系 10 

備註 

一、 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採專業領域具卓越

成就表現之資格報考者，錄取名額為當年度核定招生名額 20%為

限，同一學制內各系名額得互相流用。 

二、 總成績滿分為 100 分，由下列兩項成績按比例加總計算: 

1. 學業成績佔 40%計算，備審資料成績佔 60%計算。 

2. 各項成績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三、 修業年限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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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簡章下載 

本簡章可由本校網站免費下載。網址：https://reurl.cc/6Dq5q6  

 

伍、考試科目、成績計算方式及公告 

★ 採書面資料審查，不另舉行考試。 

★ 總成績滿分為 100 分，由下列兩項成績按比例加總計算： 

一、 學業成績佔 40%計算，書面資料審查成績佔 60%計算。 

二、 各項成績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三、 若總成績同分則以書面審查科目較高者優先錄取；若再同分，則以學業成績 

      較高者。 

四、 考生於 111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起至本校網頁查詢成績。 

~歡迎您加入遠東大家庭~ 

 

 
※遠東科技大學※ 

校址：744-48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  

電話：(06)5979566 轉 7000、7002、7006 

傳真：(06)5977010 

https://reurl.cc/6Dq5q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