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科技大學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招生規定
98 年 3 月 31 日招生委員會訂定
106 年 03 月 10 日招生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5 日
臺教技(一)字第 1060044768 號核定

第一條

本規定依據大學法第 24 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及參照「技專校
院及大學附設二技學校單獨招生處理原則」等訂定。

第二條

為辦理本校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招生，依規定組成「慈濟科技大學進
修部二年制護理系申請入學單獨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秉
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招生試務。本會為辦理本校進修部二
年制護理系新生申請入學事宜並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特訂定本
規定。

第三條

本校採單獨招生，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並明載於招生簡章中，若
報名人數不足 30 人得辦理停招，報名費無息退還。

第四條
ㄧ、本會為申請入學方式招生，評分項目及各項評分方式經本會決議
後明載於招生簡章中。
二、申請方式為書面資料審查，成績處理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佔 100%)：
1、學業成績。
2、護理相關工作經歷。
3、醫護專業能力。
4、自傳。
第五條

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修業年限至少 2 年為原則，修業年限明載於招生
簡章與學則中，得利用日間、夜間上課，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

第六條

報名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始可報考：
一、國內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護理科系畢業。
二、具有護理師證書。

第七條

本會為審查考生申請入學之相關資料，應成立審查小組。審查小組以

護理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審查小組成員不得少於 5 名。審查委員之選
定應恪守三親等利益迴避原則。審查小組應明訂審查項目、審查標準
及評分方式，送請本會審議後，明載於招生簡章中。
第八條

考生因招生相關規定致使其權益受損時，本會得在委員會下成立招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即時受理考生申訴事件；發生糾紛事件時，考生
必須提出具體糾紛事由，以利招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秉持公平、公正、
公開原則處理，以維護考生權益。

第九條

錄取原則：
一、本會應訂定最低登記總分標準，考生成績達到最低登記總分標準
者，始准予參加報到登記、分發；若未達者，雖有名額不予錄取。
二、考生總分相同時，應訂定評分項目同分參酌順序，明載於招生簡章
中。
三、分發方式均以現場分發方式辦理，錄取報到後仍有缺額，將以備取
生總成績高低依序遞補至額滿為止，錄取名單經本會確認後公告。
四、已參加當學年度技術校院技優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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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本會報名日期、報名地點、報名資格、報名手續、畢業年資、職業證
照及特種考生身份優待標準、成績通知、成績複查及申訴辦法、報
到登記、分發、錄取公告、報到註冊等，均由本會依據相關規定訂
定，並明載於招生簡章中，經費收支應依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考生所繳在職身份、經歷及年資證明，經查如有偽造、變造、假借、
冒用、不實者，未入學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者開除學籍，並應
負法律責任，考生報考相關資料應至少保留一年。但依規定提請申
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 考生錄取後，經發現與報考資格不符者，未入學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已入學者開除學籍，考生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 考生若對招生過程有所質疑，得備妥相關資料逕向本會招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申訴。

第十四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招生簡章及相關法令處理。
第十五條 本規定經本會討論通過呈校長核准，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慈濟科技大學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招生規定

修正對照表
序號

修正後

修正前

慈濟科技大學進修部二年制護 慈濟科技大學進修部二年制護
理系招生規定
理系招生規定
本規定依據大學法第 24 條、大學法施 本規定依據大學法第 24 條、大學法施
第一 行細則第 19 條及參照「技專校院及大 行細則第 19 條及參照「技專校院及大
條
學附設二技學校單獨招生處理原則」等 學附設二技學校單獨招生處理原則」等
訂定。
訂定。
為辦理本校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招 為辦理本校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招
生，依規定組成「慈濟科技大學進修部 生，依規定組成「慈濟科技大學進修部
二年制護理系申請入學單獨招生委員 二年制護理系申請入學單獨招生委員
第二 會」
（以下簡稱本會）
，秉公平、公正、會」
（以下簡稱本會）
，秉公平、公正、
條
公開之原則辦理招生試務。本會為辦理 公開之原則辦理招生試務。本會為辦理
本校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新生申請入 本校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新生申請入
學事宜並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特訂 學事宜並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特訂
定本規定。
定本規定。
本校採單獨招生，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 本校採單獨招生，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
第三 定，並明載於招生簡章中，若報名人數 定，並明載於招生簡章中，若報名人數
條
不足 30 人得辦理停招，報名費無息退 不足 30 人得辦理停招，報名費無息退
還。
還。
ㄧ、本會為申請入學方式招生， ㄧ、本會為申請入學方式招生，
標題

評分項目及各項評分方式經本

評分項目及各項評分方式經本

會決議後明載於招生簡章中。

會決議後明載於招生簡章中。

修正說明
無修訂
無修訂

無修訂

無修訂

無修訂

二、申請方式為書面資料審查， 二、申請方式為書面資料審查，
第四 成績處理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佔 100%)：
條
1、學業成績。

成績處理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佔 100%)：
1、學業成績。

2、護理相關工作經歷。

2、護理相關工作經歷。

3、醫護專業能力。

3、醫護專業能力。

4、自傳。

4、自傳。

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修業年限 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修業年限至少2年 文字修訂
至少 2 年為原則，修業年限明載 為原則，修業年限明載於招生簡章與學
第五 於招生簡章與學則中，得利用日 則中，得利用夜間、週六、週日上課，
條
間、夜間上課，每日不得超過 8 其以週六、週日上課者，每日不得超過
小時。
8 小時。

備註

報名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始可報 報名資格須具有下列護理系科學歷
文字修訂
考：
（力）資格之一者，始可報考：
一、國內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護理科系 一、國內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
畢業。
業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
二、具有護理師證書。
以上學校畢業。
二、公私立專科進修(補習)學校
第六
畢(結)業，並取得畢業證書或結
條
業證明文件。
三、符合教育部「報考技術校院
二年制學歷(力)資格認定基準」
之同等學歷(力)認定標準，詳細
報考資格以簡章所列為準。
本會為審查考生申請入學之相關資 本會為審查考生申請入學之相關資

無修訂

料，應成立審查小組。審查小組以護理 料，應成立審查小組。審查小組以護理
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審查小組成員不得 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審查小組成員不得
第七
少於5 名。審查委員之選定應恪守三親 少於5 名。審查委員之選定應恪守三親
條
等利益迴避原則。審查小組應明訂審查 等利益迴避原則。審查小組應明訂審查
項目、審查標準及評分方式，送請本會 項目、審查標準及評分方式，送請本會
審議後，明載於招生簡章中。

審議後，明載於招生簡章中。

考生因招生相關規定致使其權益受損 考生因招生相關規定致使其權益受損
時，本會得在委員會下成立招生申訴評 時，本會得在委員會下成立招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即時受理考生申訴事件；發 議委員會，即時受理考生申訴事件；發
第八 生糾紛事件時，考生必須提出具體糾紛 生糾紛事件時，考生必須提出具體糾紛
條
事由，以利招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秉持公 事由，以利招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秉持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處理，以維護考生 平、公正、公開原則處理，以維護考生
權益。

權益。

無修訂

錄取原則：

錄取原則：

無修訂

一、本會得訂定最低登記總分標 一、本會得訂定最低登記總分標
準，考生成績達到最低登記

準，考生成績達到最低登記

總分標準者，始准予參加報

總分標準者，始准予參加報

到登記、分發；若未達者，

到登記、分發；若未達者，

雖有名額不予錄取。

雖有名額不予錄取。

二、考生總分相同時，應訂定評 二、考生總分相同時，應訂定評
分項目同分參酌順序，明載

分項目同分參酌順序，明載

於招生簡章中。

於招生簡章中。

三、分發方式均以現場分發方式 三、分發方式均以現場分發方式
第九
條

辦理， 錄取報 到後仍 有缺

辦理， 錄取報 到後仍 有缺

額，將以備取生總成績高低

額，將以備取生總成績高低

依序遞補至額滿為止，錄取

依序遞補至額滿為止，錄取

名單經本會確認後公告。

名單經本會確認後公告。

四、已參加當學年度技術校院技 四、已參加當學年度技術校院技
優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優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及大學、技術校院轉學考並

及大學、技術校院轉學考並

獲錄取者 ，若經 本招 生錄

獲錄取者 ，若經 本招 生錄

取，於入學前須繳交原錄取

取，於入學前須繳交原錄取

學校之放 棄錄取 資格 聲明

學校之放 棄錄取 資格 聲明

書，並填妥切結書，違者取

書，並填妥切結書，違者取

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

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

本會報名日期、報名地點、報名資格、本會報名日期、報名地點、報名資格、
報名手續、畢業年資、職業證照及特種 報名手續、畢業年資、職業證照及特種
考生身份優待標準、成績通知、成績複 考生身份優待標準、成績通知、成績複
第十
查及申訴辦法、報到登記、分發、錄取 查及申訴辦法、報到登記、分發、錄取
條
公告、報到註冊等，均由本會依據相關 公告、報到註冊等，均由本會依據相關
規定訂定，並明載於招生簡章中，經費 規定訂定，並明載於招生簡章中，經費
收支應依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收支應依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無修訂

考生所繳在職身份、經歷及年資證明，考生所繳在職身份、經歷及年資證明，

無修訂

經查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不 經查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不
實者，未入學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 實者，未入學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
第十一 者開除學籍，並應負法律責任，考生報 者開除學籍，並應負法律責任，考生報
條
考相關資料應至少保留一年。但依規定 考相關資料應至少保留一年。但依規定
提請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 提請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
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考生錄取後，經發現與報考資格不符 考生錄取後，經發現與報考資格不符

無修訂

第十二 者，未入學者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 者，未入學者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
條
者開除學籍，考生不得異議。
者開除學籍，考生不得異議。
考生若對招生過程有所質疑，得備妥相 考生若對招生過程有所質疑，得備妥相

無修訂

第十三 關資料逕向本會招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關資料逕向本會招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條
申訴。
申訴。
其他未盡事宜，依招生簡章及相關法令 其他未盡事宜，依招生簡章及相關法令
第十四
處理。
處理。
條

無修訂

本規定經本會討論通過呈校長核准，報 本規定經本會討論通過呈校長核准，報
第十五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

無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