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請點選下列表格中的「招生群類別」，將連結至該系組公告內容。 

 如有問題請洽各系辦公室或招生組。電話：07-7358800 轉系辦分機 

 

【工學院】 考試日期-104.06.16 (二) 
系 系辦分機 組別 招生群類別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3102 
工程技術組 06 土建群  

  
空間資訊組 06 土建群  

 
  

電子工程系 3202 

微電子組 04 資電類  

 
  

綠能科技應用組 04 資電類  

 
  

光電組 04 資電類  

 
  

機械工程系 3302 

設計製造組 01 機械群  

 
  

機電組 01 機械群  02 動機群    

精密製造技術組 01 機械群  

 
  

電機工程系 3402 

電機與控制組 03 電機類  

 
  

光電組 03 電機類  04 資電類    

產業技術組 03 電機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502 工業工程組 01 機械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3602 
建築設計組 06 土建群  07 設計群    

室內設計組 06 土建群  07 設計群    

資訊工程系 3702 不分組 03 電機類  04 資電類    

 

【生活創意學院】 考試日期-104.06.17(三) 
系 系辦分機 組 招生群類別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3012 
化妝品科技組 13 生應類  17 餐旅群  

 
時尚彩妝組 13 生應類  17 餐旅群  

 

幼兒保育系 6012 
托育教學組 12 幼保類  13 生應類  

 
家庭社工組 12 幼保類  13 生應類  

 

應用外語系 6202 
觀光英語組 09 商管群  15 英語類  17 餐旅群  

商務英語組 09 商管群  15 英語類  17 餐旅群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6102 不分組 09 商管群  17 餐旅群  

 

觀光遊憩系 2465 
旅館管理組 17 餐旅群  09 商管群  

 
觀光管理組 17 餐旅群  09 商管群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5502 不分組 07 設計群  09 商管群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6510 
設計行銷組 07 設計群  09 商管群  

 
應用設計組 07 設計群  13 生應類  

 
餐飲管理系 6162 不分組 17 餐旅群  

  

 

【管理學院】 考試日期-104.06.18(四) 
系 系辦分機 組 招生群類別 

國際企業系 5012 

國際貿易組 09 商管群  

  
國際行銷組 09 商管群  

  
國際經營組 09 商管群  17 餐旅群  

 

企業管理系 5103 

行銷管理組 09 商管群  

  
經營管理組 09 商管群  

  
流通管理組 09 商管群  17 餐旅群  

 

資訊管理系 5302 
資訊應用組 02 動機群  04 資電類  09 商管群  

管理應用組 04 資電類  09 商管群  21 資管類  

金融管理系 5202 
金融行銷組 09 商管群  

  
財富管理組 09 商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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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工程技術組 

 招生類群：06 土木與建築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水準測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業總

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 

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現。

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報告等。

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 

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社團參

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機關以

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可供證明之

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握等 

組織能力與 

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是

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能檢

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態度

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水準測量 
整置自動水準儀、量測上、中、下絲讀數，並

計算高程差等範圍。 

自備應試用品 無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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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空間資訊組 

 招生類群：06 土木與建築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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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組 

 招生類群：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電子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數位電路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數位電路 
考試成績以電路功能展示（含接線佈局外

觀）為主。 

自備應試用品 

（1）萬用電路板（麵包板）（2）三用電

錶 （3）實作相關工具（尖嘴鉗與斜口鉗...

等）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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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104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電子工程系 綠能科技應用組  

 招生類群：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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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電子工程系 光電組  

 招生類群：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vvvv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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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機械工程系 設計製造組  

 招生類群：01 機械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 術科實作-識圖與製圖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識圖與製圖 
將零件立體圖以徒手繪製成正投影

視圖 

自備應試用品 鉛筆、橡皮擦、直尺、圓規，三角板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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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招生類群：01 機械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回首頁 



8/6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機械工程系 機電組  

 招生類群：02 動力機械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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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機械工程系 精密製造技術組  

 招生類群：01 機械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 術科實作-實物測繪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實物測繪 
將零件以游標卡尺量測各部尺寸，並

徒手繪製成正投影視圖。 

自備應試用品 鉛筆、橡皮擦、直尺、圓規，三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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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電機工程系 電機與控制組  

 招生類群：0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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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電機工程系 光電組  

 招生類群：0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專題作品書面資料、得獎證明或證

照,...等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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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電機工程系 光電組  

 招生類群：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土木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專題作品書面資料、得獎證明或證

照,...等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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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電機工程系 產業技術組  

 招生類群：0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電路實作與測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電路實作與測試 

萬用電路板（麵包版），三用電錶，實作

相關手工具（如尖嘴鉗、剝線鉗,...等），

各色單芯線若干。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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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招生類群：01 機械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實體測繪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專題作品書面資料、獲得相關證照或

其他競賽得獎表現資料!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

學習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實體測繪 
整置自動水準儀、量測上、中、下絲

讀數，並計算高程差等範圍。 

自備應試用品 
15cm 小鋼尺、三角板、圓規、鉛筆及

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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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招生類群：06 土木與建築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素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素描 素描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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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設計組 

 招生類群：07 設計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素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素描 素描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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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招生類群：06 土木與建築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素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素描 素描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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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組 

 招生類群：07 設計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素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素描 素描 

自備應試用品 無 

 

→回首頁 



19/6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資訊工程系 

 招生類群：0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計數器】或【計算機與網

路建置】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計數器】或【計

算機與網路建置】 
測試當天之主題依本系現場選擇決定 

自備應試用品 電錶、尖嘴鉗、斜口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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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資訊工程系 

 招生類群：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6 日(二)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計數器或計算機與網路建置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計數器】或 

【計算機與網路建置】 
測試當天之主題依本系現場選擇決定 

自備應試用品 電錶、尖嘴鉗、斜口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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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國際企業系 國際貿易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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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國際企業系 國際行銷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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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國際企業系 國際經營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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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國際企業系 國際經營組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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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企業管理系 行銷管理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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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企業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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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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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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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資訊管理系 資訊應用組 

 招生類群：02 動力機械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5%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5%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20% 

考題-中、英文輸入技

能測驗 
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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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招生類群：04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5%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5%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20% 

考題-中、英文輸入技

能測驗 
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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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5%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5%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20% 

考題-:中、英文輸入技

能測驗 
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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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招生類群：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5%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5%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20% 

考題-中、英文輸入技

能測驗 
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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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5%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5%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20% 

考題-中、英文輸入技

能測驗 
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自備應試用品 無 

 

→回首頁 



34/6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招生類群：21 資管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5%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5%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20% 

考題-中、英文輸入技

能測驗 
中、英文輸入技能測驗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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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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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8 日(四)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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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招生類群：13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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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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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招生類群：13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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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回首頁 



41/6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招生類群：12 家政群幼保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說故事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說故事 
以 3 分鐘說故事呈現方式呈現內

容。 

自備應試用品 繪本、簡易教具（例如偶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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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招生類群：13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說故事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說故事 以 3 分鐘說故事呈現方式呈現內容。 

自備應試用品 繪本、簡易教具（例如偶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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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招生類群：12 家政群幼保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說故事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說故事 
選擇適合 2 至 6 歲幼兒發展與學習

為主題之故事內容 

自備應試用品 繪本、簡易教具（例如偶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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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招生類群：13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說故事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說故事 
選擇適合 2 至 6 歲幼兒發展與學習

為主題之故事內容 

自備應試用品 繪本、簡易教具（例如偶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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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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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招生類群：15 外語群英語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4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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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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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4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3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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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招生類群：15 外語群英語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術科實作-三分鐘英文口試或書寫一百字以內

英文短文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術科 

實作 
4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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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應用外語系 商務英語組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術科實作-三分鐘英文口試或書寫一百字以內

英文短文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3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術科 

實作 
4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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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一分半鐘即席演講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即席演講 
(1)抽籤選題：簡單的休閒業目(2)準備：

三分鐘 (3)即席演講：90 秒 

自備應試用品 無 

→回首頁 



52/63 

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一分半鐘即席演講測驗學

生之溝通與反應能力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即席演講 
(1)抽籤選題：簡單的休閒產業題目(2)準

備：三分鐘(3)即席演講：90 秒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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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 -餐服實作技巧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餐服實作技巧 口布、中西餐擺飾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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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 -餐服實作技巧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餐服實作技巧 餐服實作技巧（口布、房務舖床）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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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餐服實作技巧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餐服實作技巧 口布、中西餐擺飾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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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餐服實作技巧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餐服實作技巧 口布、房務舖床 

自備應試用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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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招生類群：07 設計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設計素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設計素描  

自備應試用品 素描鉛筆與軟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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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設計素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設計素描  

自備應試用品 素描鉛筆與軟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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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招生類群：07 設計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創意思考題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創意思考題  

自備應試用品 原子筆、修正液等一般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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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招生類群：09 商業與管理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創意思考題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創意思考題  

自備應試用品 原子筆、修正液等一般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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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招生類群：07 設計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鉛筆素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鉛筆素描  

自備應試用品 素描鉛筆與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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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招生類群：13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鉛筆素描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鉛筆素描  

自備應試用品 素描鉛筆與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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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公告 

 系組：餐飲管理系 

 招生類群：17 餐旅群 

 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三) 

 地點：本校機械系館(請參閱附件校園配置圖) 

 指定項目：(1)書面審查、(2)面試、(3)術科實作-基礎刀工 

 評分方式說明： 

項目 比重 評分指標 內容 

統測 

成績 
30% 需參與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書面 

審查 
20% 

學習能力 
在校期間各項成績表現情形。如曾獲得學

業總成績優良或分科成績優良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潛能 

除學科外之德育、美育、體育、群育之表

現。或曾獲如學術作品、設計作品及成果

報告等。證照、檢定合格證明、結訓證明

等。 

專題製作成果 高中職專題製作成果作品集之表現。 

整體與其它能力表現 

自傳表達能力、學習規劃、生涯規劃、

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 

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省（市）政府

機關以上所主辦之技（藝）能競賽獲獎、

可供證明之文件。 

及其他有助於書面審查之相關資料。 

面試 20%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流暢、用字、用句、時間之掌

握等 

組織能力與研究能力 
思考之完整、簡潔、邏輯、清楚及條理等，

是否發表研究果（論文、報告、專利、…） 

專業知識 
學習目標清楚、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技

能檢定、專題、專業競賽、…） 

人格特性 
團體合作、尊師重道、助人、服務及學習

態度等 

術科 

實作 
30% 

考題-基礎刀工  

自備應試用品 本校提供刀具應試，亦可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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