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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國立白河商工「甄選入學○甄 -看統測成績」重要入學管道日程表 

日期 項       目 負責單位 

108.04.24(三) 

   -05.08(三) 

考生報名資格，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身分審查資料登錄及

繳件(符合資格學生請至註冊組登記) 
「學生」 

108.05.09-05.16 應屆甄選入學考生報名資格審查(集報團體-學校統一線上作業) 教務處 

108.05.23(四) 公告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並發放甄選入學調查表 測驗中心 

○甄 108.05.24(五) 

   108.05.30(四) 

各班交「校內甄選入學調查表(最多申請 3 志願)」及「第一階段報
名費：一般生 500 元、中低學生 200 元、低收學生全免」。 

學生及註冊

組 

○甄 108.06.05(三) 

   108.06.13(四) 

(1)上午 10:00 起公告「甄選入學」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聯合委員
會+教務

處 

(2) 參加「甄選入學」第二階段考生，自行上傳繳交「書面審查資

料(含自傳、讀書計畫等)及甄選報名表件(含考生身分資料

表、競賽/證照影本及在校成績證明等)」。 

(3) 繳第二階段報名費(書審 1 項$500 元、書審+面試 2 項$750 元 

(4) 提供由報名系統產生「通行碼」(後續成績查詢及登記就讀志願序使

用，切勿公開或交付他人使用，請自行妥善保管！) 

「學生」 

○甄 108.06.14(五)      

   108.06.30(四) 
各甄選學校進行第二階指定項目甄試 

各技專校
院 

○甄 108.07.03(三)  各甄選學校網站公告錄取正(備)取生名單 
各技專校
院聯合委
員會 

○甄
108.07.03(三)~07.06(六) 

正備取生 7/6 下午 5 點前上網填寫「正、備取就讀志願序(須使用

通行碼)」<甄選 http://enter42.jctv.ntut.edu.tw/apply/>(僅管只有一

個正取或備取身分，仍要上網填寫並按下「確定送出(看見鳳梨才

算完成！)」 

聯合委員
會 

○甄 108.07.10(三) 早上 10:00「甄選入學」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 
聯合委員

會 

○甄 108.07.16(二) 

錄取生依分發錄取學校所定報到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 

※報到錄取生『聲明放棄錄取入學資格』截止時間為 108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12：00 前，未完成放棄者，無法參加其他入學

管道。 

各技專校
院 

 

備註 1：申請技優甄審及甄選入學的同學，參加 2 項指定甄試(書審+面試)者，選填志願前請務

必考慮甄選學校面試時間衝突的問題，否則請自行承擔後果。 

備註 2：建議考生不要使用手機或平版電腦登入招生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

料而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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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國立白河商工「聯登○聯 -看統測成績」重要入學管道日程表 

日期 項       目 負責單位 

○聯108.05.13-05.17 高職免登記資格審查勾選作業(應屆畢業生由學校統一線上作業) 教務處 

○聯108.05.23-06.12 
考生資格審查登錄及繳件(對象為-原住民.退伍軍人.僑生.蒙藏生.

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學生須個人作業) 學生 

○聯108.06.26(三) 
公告資格審查結果(所有參加資格審查考生─含登記資格及特種

生、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 學生 

○聯108.07.16-07.22 
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網路選填登記志願單機測試版(不會儲存資

料)，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union42/  學生 

○聯

108.07.16(二)~07.22(一) 

 

○聯108.07.25(四) 

(成績排名查詢) 

 

108.07.25(四)~07.30(二) 

(網路選填志願) 

(1)考生上網輸入「身份証+出生年月日+統一入學測驗淮考證+[自

設]通行碼」登入，查詢繳費帳號(一般生-220 元.中低-88 元.低收全

免) ，繳費採「個別繳費方式」(轉帳或至便利商店或列印銀行繳

費單繳費)，約繳費 2 小時後即可上網查詢繳費狀態並選填登記志

願，志願數最多以 199 個為限。 

(2)便利商店繳費至 7/17(三)止(請特別注意)。 

(3)本招生一律採繳費後網路選填登記志願，所有考生(含免繳低

收、減免 60%中低及一般生)繳費後系統查詢為「繳費成功」者，

才具有上網選填志願資格。 

學生 

○聯108.08.06(二) 上午 10:00 公告分發結果。 
聯合委員

會 

 

備註 1：申請技優甄審及甄選入學的同學，參加 2 項指定甄試(書審+面試)者，選填志願前請務

必考慮甄選學校面試時間衝突的問題，否則請自行承擔後果。 

備註：建議考生不要使用手機或平版電腦登入招生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

而影響權益。 

 

 

 

 

 

 

 

 

 

 

 

 

https://www.jctv.ntut.edu.tw/union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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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國立白河商工「技優甄審○技」重要入學管道日程表 

日期 項       目 負責單位 

○技
108.04.22(一)-04.24(三)  

請準備108低收/中低收入

戶證明影本(當天使用) 

低收、中低收入戶生，上網登錄繳費身分資格。4/24(三)前完成登

錄並由學校統一收齊寄送相關證明文件。 教務處 

○技
108.05.08(三)-05.14(二) 

○重○要  

108.05.08(三) 
(星期三 午休時間) 

※請準備─(1)二吋半身

照片 1張(背面註明姓名

及審查序號)(2)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3)學生證正反

面影本(4)證照/競賽證明

影本(當天使用) 

(1) 5/13(一)前自行繳交報名費(對象為所有參加技優甄審考生-含一

般生 200 元、中低生 80 元、低收全免)，並上網登錄「技優甄

審」資格審查(首次登入身份證+出生年月日+[自設]通行碼) 

(2) 技優->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contents.php?academicYear

=108&subId=161 完成繳費後，5/8(三)中午 12:20(一定要準時)在

多媒體教室進行資格審查登入作業說明；完成報名者請至註冊

組登記，並協助完成系統之資格審查。 

(3) 5/13(一)24:00 (報名費截止日) 

教務處協

助學生完

成網路

「技優甄

審」資格

審查及選

填志願作

業。 

○技 108.05.23(四) 查詢資格審查繳件狀態 

○技
108.05.23(四)~05.28(二) 

另通知線上作業時間，須完成選填校系志願(至多 5 校系)並「確定

送出」(尚未決定志願同學，最晚 5/28 下午 5:00 前須自行完成網路

選填志願) 

★注意： 

選填志願後，仍須準備「2 吋照片、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每志願」 

○技 108.05.29 (三) 

技優甄審學生[最晚務必在 5/29 前]向報考四技二專學校繳交指定

項目甄審費用(1 所學校$500 元)並寄相關資料(含匯款證明影本及

書面資料)給四技二專學校。(請同學自行寄件處理，郵戮為憑)

【請自行留意面試時間】 

○技
108.06.05(三)~06.16(日) 

各甄審學校進行指定項目甄審(應考時須攜帶證件、資料等訊息) 
各技專校

院 

○技 108.06.18(三) 10:00 起公告「技優甄審」總成績。 聯合委員會 

○技 108.06.24(一) 10:00 起各技專校院公告「技優甄審」正、備取名單 
技專校院聯

合委員會 

○技
108.06.26(三)~06.28(五) 

「技優甄審」錄取生(正、備取生)上網登記正、備取就讀志願序

(6/26AM10:00~6/28PM17:00)（僅管只有一個正取或備取身分，仍

要上網填寫並按下「確定送出(看見鳳梨才算完成,否則都沒有學

校！)」） 

學生 

○技 108.07.03(三) 10:00 起「技優甄審」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 聯合委員會 

○技 108.07.12(五)前  

依各校規定之報到時間辦理報到 

※報到錄取生『聲明放棄錄取入學資格』截止時間為 108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12：00 前，未完成放棄者，無法參加其他入學

管道。 

各技專校院 

備註 1：申請技優甄審及甄選入學的同學，參加 2 項指定甄試(書審+面試)者，選填志願前請務必考慮甄
選學校面試時間衝突的問題，否則請自行承擔後果。 

備註 2：建議考生不要使用手機或平版電腦登入招生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而影響
權益。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contents.php?academicYear=108&subId=161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contents.php?academicYear=108&subId=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