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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科技校院二年制申請入學招生

考生作業系統操作
暨宣導說明會

10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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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招生試務
一、注意事項

1.109學年度大部份二技日間部及部分二技進修部「申請入學」
招生，透過本會二技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平台進行報名。

2.各招生學校之招生條件請詳見各校招生簡章或至本會二技申
請入學網頁之「各校招生方式檢索系統」進行查詢。網址：
https://ent20.jctv.ntut.edu.tw/tapply/

3.考生應於各校規定報名期限內，至109學年度科技校院二年制
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平台之「考生報名系統」進行網路報名，或
依各校規定報名。

4.報名平台一次可選擇一個或多個校系組學程報名，請考生於
各校所規定之報名期限內，上網報名。

5.考生應先詳閱各校簡章或經由簡章查詢系統查詢各校招生條
件，若因資格不符影響考生權益，考生須自行負責。

https://ent20.jctv.ntut.edu.tw/tapply/


受理考生
報名方式

僅可由技專校院招生委員
會聯合會建置之平台報名

可由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建
置之平台或招生學校自訂方式報名

僅可由招生學校自訂
報名方式報名

招
生
學
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健行科技大學 亞東技術學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華夏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4

二、各校受理考生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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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日程

日 期 項 目

109.4.17（五）10:00起

招生網路平台開放「招生學校
簡介」、「各校招生簡章」及
「各校招生方式檢索」供考生
查詢

109.5.06（三）10:00起至
109.5.15（五）17:00止

考生報名系統練習版開放使用

109.5.21（四）10:00起至
各校報名截止日

考生報名系統開放-依各校報
名起迄時間規定開放使用



四、報名程序(1/7)

要透過本會建置網路報名平台報名之考生，皆須完成「
註冊帳號」、「上網登錄基本資料及報名資料」、「選
報系組學程」、「繳交報名費」及「列印並繳寄報名資
料」等步驟，方完成報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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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網登錄基本資料及報名資料
(1)填寫報考資格、身分別、是否持有相關競賽或證照及是否有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等資料。

(2)請考生依各招生校系訂定之報名費辦理。

依教育部105年2月26日臺教技(一)字第1050026234號函規定，低收入戶
考生報名費全額減免、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

(3)凡於109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報名，通過登錄為低收入戶生或中低收
入戶生身分者，於109學年度二技申請入學各招生學校報名期間，登錄本
會報名系統不須辦理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身分審查。若未報名「109學
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或為「109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報名」後新
增之低收入戶考生或中低收入戶考生，請將證明文件影本傳真至技專校院
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並以電話確認本會已收到傳真，經審查通過後，始可
免繳或減免報名費。

註：繳交之證明文件，須內含考生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所繳證明文件若
未含考生姓名或身分證統一編號不完整者，應加附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
謄本等可資證明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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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程序(2/7)



2.選填報名校系（組）、學程

（1）考生可多次選報在報名期限內之一所或多所招生校系
（組）、學程，該次報名學校最早報名截止日前尚未
繳費者，可至系統取消當次報名紀錄。

（2）當次選報之校系組學程，因逾期繳費致該次報名失效
時，該次選報未逾報名截止日之各校系組學程，皆仍
可再次選報。

（3）已完成報名繳費之校系組學程不得重複報名。報名之
招生學校有限制考生報考該校之系組學程數時，則納
入考生報名該校之系組學程數累計，並受報名該校之
系組學程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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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程序(3/7)



3.繳交報名費

持「考生報名系統」產生之繳款單至臺灣銀行繳款，或至
各金融機構（含郵局及信用合作社）辦理跨行匯款，繳款
手續費用由考生自行負擔。

(1)繳款帳號：報名費繳款帳號依每次選擇報名各校系組學
程，由系統自動產生，並於確定送出報名資料後，即可
列印繳費單。

(2)繳費金額：繳費金額為報名當次所選報各校系組學程應
繳報名費之總額，繳費期限以報名當次所報各校系組學
程報名期限最先截止者為繳費期限；當次選報之校系組
學程，因逾期繳費致該次報名失效時，該次選報未逾報
名截止日之各校系組學程，皆仍可再次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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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程序(4/7)



3.繳交報名費(續)

(3)繳費狀態查詢：至金融機構繳費完成約2小時後，考生
可至考生報名系統查詢是否已繳費成功。

(4)繳款後交易明細表或收據請自行留存備查，不須寄回本
會或申請學校。

(5)每次報名之當次繳費截止日當天，跨行匯款至15：30止
，ATM或網路ATM至24：00止。

(6)每次報名繳費截止日前一日，本會系統會主動發email
提醒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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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程序(5/7)



4.列印並繳寄報名資料

完成繳費考生始得至「考生報名系統」列印報名相關表
件，並依下列步驟完成繳寄。

(1)報名資料袋製作：列印當次所報名校系組學程之報名
專用信封封面，黏貼於 B4 尺寸信封正面，每 1 報名
之校系組學程須有 1 份報名資料袋。

(2)考生報名表：此表由二技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平台之「
考生報名系統」產生，請於表上黏貼最近 3 個月內 2 
吋脫帽半身正面相片及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親自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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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程序(6/7)



四、報名程序(7/7)

4.列印並繳寄報名資料(續)

(3)各項證明文件及其他表件：依所報名之各校系組學程之
招生簡章規定，由考生自行備妥。

(4)繳寄報名資料：於各校系組學程規定期限內，以限時掛
號郵寄出至報名之各科技校院。未在寄件截止期限前將
資料寄出者，雖已完成繳費，亦不算完成報名手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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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路作業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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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系統進入途徑(1/2)

1.由聯合會首頁點選
【二技申請入學】
https://www.jctv
.ntut.edu.tw/

2.109學年度二技申
請入學招生網路平
台
https://ent20.jctv.nt

ut.edu.tw/tapply/

https://www.jctv.ntut.edu.tw/
https://ent20.jctv.ntut.edu.tw/t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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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系統進入途徑(2/2)

進入招生網路平台
後，點選【考生報
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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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註冊帳號及設定通行碼(1/5)

第一次登入，
請先註冊帳號。

本委員會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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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二、註冊帳號及設定通行碼(2/5)

1. 請閱讀「隱私權保護政策聲明」內容。
2. 勾選「同意提供本人之個人資料予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與所報名

之科技校院，作為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核取方塊。
3. 點選「進行設定通行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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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二、註冊帳號及設定通行碼(3/5)

1. 電子郵件為登入
考生報名系統之
帳號，每位考生
之身分字號證及
電子郵件只限註
冊一次。登錄資
料請務必填寫正
確。

2. 填寫完成後請點
選「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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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認帳號資料正確無誤後，點選「資料確認無誤，確定送出」。
2.確定資料不再修正後請點選「確認」。

二、註冊帳號及設定通行碼(4/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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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註冊帳號及設定通行碼(5/5)

2.請點選「回到登入頁
面」進行系統登入

12

1.請點選「列印通行
碼」後儲存檔案或列
印，並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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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登入

1

2

1. 請輸入已設定之
EMAIL帳號、通
行碼及驗證碼。

2. 點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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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登錄基本資料(1/2)

1. 請先閱讀二
技申請入學
招生報名流
程後。

2. 點選「登錄
基本資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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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登錄基本資料(2/2)

1

2

3

4

1.請填寫聯絡電話、行動
電話、聯絡地址、緊急
聯絡人資訊，務必如實
填寫以利本會緊急聯絡
或寄送資料之用。

2.請點選「選擇數位照片」
選擇要上傳的大頭照檔
案後，點選「上傳照片」

3.完成後點選「儲存」，
儲存成功後再點選「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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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參加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系統
將會提示訊息文字，請仔細參閱。

五、登錄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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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錄報名資料-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生

1

2

1. 繳費註記選擇低收入戶生或中
低收入戶生，須將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於上
班日17：00前傳真至本會審查，
通過審查者始可免繳或減免報
名費。

2. 未依規定方式及期限辦理者皆
以一般生身份繳交報名費。

3. 若於109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
測驗報名，通過登錄為低收入
戶生或中低收入戶生身分者，
不須辦理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
戶身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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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錄報名資料 - 一般生

1

1.請輸入考生報名資
料，確認無誤後。
2.點選「確定送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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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錄報名資料

1. 資料僅可填寫一次，確
認送出後不可修改，請
再度確認報名資料是否
正確。

2. 若正確無誤請點選「報
名資料確認無誤，確定
送出」。

3. 再次點選「確認」，始
完成報名資料。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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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收入戶生或中低收入戶生經
本會審查通過者，顯示審查結
果：通過

2. 須通過審查後，再進行選報系
組學程，繳費金額始可免繳或
減免報名費。

五、登錄報名資料-低收/中低收入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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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報校系組學程 (1/7)

1

3

請務必詳細閱讀選報系組學程注意
事項；若因此選填錯誤，而致權益
受損時，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2

閱讀完畢請勾選核取方塊，並點
選「下一步」進入選報系統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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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報校系組學程 (2/7)

已選報之校系組學程
會顯示於此欄

本次所選報之校系組
學程報名費金額總計

可先設定查詢條件後，
再點選「查詢」。

1

2

符合查詢條件之校系
組學程會顯示於此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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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報系組學程 (3/7)

1. 勾選選報之校系組學程後，會出現該校系組招生條件頁面，請詳細閱讀。
2. 勾選「我已瞭解並願遵守該校系組學程招生方式」核取方塊，並點選「確定」。

1

2

另可將該招生校系
組學程招生方式下
載列印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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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報校系組學程 (4/7)

已選報之校系組學程會出現
在此欄，若要移除則點選該
筆後，點選「移除」即可刪

除該筆選報資料。

將已勾選之校系組學
程點選「加入」

若選報之校系組學程超出該校限
報考數，系統則會出現提示訊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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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報校系組學程 (5/7)

完成本次選報校系組學程，
請點選「確定送出」。

本次選報所有校系組學
程報名費應繳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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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報校系組學程 (6/7)

1.請檢視選報校系組學
程是否是正確

2.請輸入身分證統一編
號、通行碼及驗證碼

3.確認無誤後勾選「以
上校系組學程正確無
誤」後，點選「確定
送出」。

選報校系組學程若有
報考數限制，會有顯
示提醒畫面，並受系
統控管。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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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報校系組學程(7/7)

本次報考校系組學程一經確定送出即不可修改。

報名費之繳費期限以報名當次所報校系組學程報名期限最先截
止者為繳費期限，請考生務必於時間內完成繳費，若逾期未繳，
其報名當次之繳費單及選報校系組學程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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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選報校系組學程-低收/中低收身份報名(1/2)

報名資料繳費註記選擇「低收入戶生」或「中低收入戶生」，通過審核始得
免繳或減免報名費，未依定及期限辦理皆以一般生繳交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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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選報校系組學程-低收/中低收身份報名(2/2)

完成本次選報校系組學程，
請點選「確定送出」。

報名資料繳費註記選擇「低收入戶生」或「中低收入戶生」，
通過審核者得減免或免繳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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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選報校系組學程紀錄/表單列印

若要檢視該次選報校系組學程，請
點選此列，即可顯示該筆紀錄。

列印各相關表單，報名專
用信封封面及考生報名表
須繳費完成始可列印若要取消本次選報

請點選「取消紀錄」



39

八、選報校系組學程紀錄/表單列印-一般生繳費

繳費單列印：
1.繳費帳號於考生完成
選報並確定送出後，
由系統自動產生。

2.每次報名之當次繳費
截止日當天，跨行匯
款至15:30止，ATM或
網路ATM至24:00止。

3.繳費方式可以系統產
出之繳費單至臺灣銀
行繳費、任一銀行(郵
局)跨行匯款、ATM、
網路ATM轉帳。

4.無提供便利商店繳費。

臺灣銀行
臨櫃繳費單

繳費帳號、金額、期限
繳費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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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選報校系組學程紀錄/表單列印-繳費結果

一般生已完成繳交報名費或該校系組學
程不收報名費，會顯示「已繳費」

低收入戶生審核通過會顯示
「低收入戶生，免繳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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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選報校系組學程紀錄/表單列印-列印

系統產生之信封封面黏貼單
(請將此頁黏貼於B4大小信封袋)

系統產生之考生報名表

1. 信封封面黏貼單：依須檢附資料放置入
信封內，並簽名。

2. 考生報名表：檢視報名表資料是否正確，
黏貼二吋照片、身分證影本，並簽名。



4242

參、意見交流

電話：02-2772-5333 

傳真：02-2773-8881

網址：https://ent20.jctv.ntut.edu.tw/tapply/

電子郵件信箱：2apply@ntut.edu.tw

~感謝您的聆聽與參與~

https://ent20.jctv.ntut.edu.tw/tapp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