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
科技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
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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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海洋工程科技學
士學位學程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
業學士學位學程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學
士學位學程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
位學程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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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海洋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
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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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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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
科學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9/29  ★
【報名日期】2021/10/19 ~
2021/11/05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
【放榜日期】2021/12/17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婷小姐 02-24622192分機
1028

https://admission.nt
ou.edu.tw/

1.本校正在尋找海洋傳奇人才，歡迎優秀且「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考生報名。
2.報名費部分，低收入戶免費、中低收入戶減免十分之六，歡迎報名。
3.每系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優先錄取至多1名，歡迎「符合學系相關特殊才能」且具「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報名。(優先錄取規定，請參閱簡章)。
4.面試補助：提供初試通過至本校面試，且符合離島、弱勢、境外臺生、或原住民生者，得
申請面試交通費及住宿費補助。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東華
大學

縱谷跨域書院學
士學位學程

10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10/6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0 ★
【考試日期】2021/12/18 ~
2021/12/19 ★
【放榜日期】2021/12/24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陳先生 03-8906142 https://exam.ndhu.e
du.tw/p/404-1104-
186292.php

詳細日程請依招生簡章公告日期為準。
『本校特殊選才招生管道之願景計畫名額僅招收經濟弱勢學生，限具備110年度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等資格者報考。』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0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東南亞學系 8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21 ★
【報名日期】2021/11/12 ~
2021/11/26 ★
【考試日期】2021/12/17 ~
2021/12/19 ★
【放榜日期】2021/12/31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鄭心怡 049-2910960轉
2565

https://exam.ncnu.e
du.tw/

本校111學年度特殊選才單獨招生日程，請以教務處招生組公告之簡章為主。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8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3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21 ★
【報名日期】2021/11/12 ~
2021/11/26 ★
【考試日期】2021/12/17 ~
2021/12/19 ★
【放榜日期】2021/12/31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吳文菁 049-2910960轉
4521

https://exam.ncnu.e
du.tw/

本校111學年度特殊選才單獨招生日程，請以教務處招生組公告之簡章為主。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3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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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學士班 5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21 ★
【報名日期】2021/11/12 ~
2021/11/26 ★
【考試日期】2021/12/17 ~
2021/12/19 ★
【放榜日期】2021/12/31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張慧君 049-2910960轉
3602

https://exam.ncnu.e
du.tw/

本校111學年度特殊選才單獨招生日程，請以教務處招生組公告之簡章為主。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5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3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21 ★
【報名日期】2021/11/12 ~
2021/11/26 ★
【考試日期】2021/12/17 ~
2021/12/19 ★
【放榜日期】2021/12/31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蕭暐城 049-2910960轉
4512

https://exam.ncnu.e
du.tw/

本校111學年度特殊選才單獨招生日程，請以教務處招生組公告之簡章為主。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3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21 ★
【報名日期】2021/11/12 ~
2021/11/26 ★
【考試日期】2021/12/17 ~
2021/12/19 ★
【放榜日期】2021/12/31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王慈君 049-2910960轉
4541

https://exam.ncnu.e
du.tw/

本校111學年度特殊選才單獨招生日程，請以教務處招生組公告之簡章為主。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3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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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16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21 ★
【報名日期】2021/11/12 ~
2021/11/26 ★
【考試日期】2021/12/17 ~
2021/12/19 ★
【放榜日期】2021/12/31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陳宜 049-2910960轉
4597

https://exam.ncnu.e
du.tw/

本校111學年度特殊選才單獨招生日程，請以教務處招生組公告之簡章為主。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6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東
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4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10/18 ★
【報名日期】2021/11/08 ~
2021/12/08 ★
【考試日期】2021/12/18 ~
2021/12/18 ★
【放榜日期】2021/12/24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洪秀偵 089-517334 https://enrl.nttu.edu.
tw/p/412-1040-
7072.php?Lang=zh
-tw

報名日期和考試日期為暫定，依招生簡章公告日期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4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東
大學

音樂學系 6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10/18 ★
【報名日期】2021/11/08 ~
2021/12/08 ★
【考試日期】2021/12/18 ~
2021/12/18 ★
【放榜日期】2021/12/24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洪秀偵 089-517334 https://enrl.nttu.edu.
tw/p/412-1040-
7072.php?Lang=zh
-tw

報名日期和考試日期為暫定，依招生簡章公告日期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6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臺東
大學

應用數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10/18 ★
【報名日期】2021/11/08 ~
2021/12/08 ★
【考試日期】2021/12/18 ~
2021/12/18 ★
【放榜日期】2021/12/24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洪秀偵 089-517334 https://enrl.nttu.edu.
tw/p/412-1040-
7072.php?Lang=zh
-tw

報名日期和考試日期為暫定，依招生簡章公告日期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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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臺東
大學

體育學系 5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10/18 ★
【報名日期】2021/11/08 ~
2021/12/08 ★
【考試日期】2021/12/18 ~
2021/12/18 ★
【放榜日期】2021/12/24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洪秀偵 089-517334 https://enrl.nttu.edu.
tw/p/412-1040-
7072.php?Lang=zh
-tw

報名日期和考試日期為暫定，依招生簡章公告日期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5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宜蘭
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至多1名。
二、希望招收具備人文關懷與國際視野、對外語感興趣之學生。
三、本系課程中需閱讀大量書面資料，並以口語進行表達及演練，課程大多著重分組討論及
報告。
四、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同等之國際標準化測驗）。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宜蘭
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
科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至多1名。
二、本系大學部規劃生物技術、動物科技與保健產品等三項專業學程，學生可依個人興趣選
擇主修學程。
三、本系特別重視實驗室訓練，三年級開始均必須進入各教授研究室接受專業實務訓練。
四、大二升大三暑假提供校外實習機會（台、中、泰、菲、馬、紐西蘭等），拓展學生學習
視野。
五、本系有許多需動手操作之實驗課程或實習機會，需運用視覺、辨色力、行動能力及溝通
能力。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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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宜蘭
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
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至多1名。
二、本系希望招收對工程與生物科技有興趣的學生，培育成能整合機電工程科技應用於工業
及生物產業的工程人才。
三、操作實習為本系重點課程，學生均需透過親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習技能，
部分儀器需透過色彩判定操作。而操作實習具有一定危險性，需有能力即時移動身軀避開危
險。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宜蘭
大學

食品科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農家子弟）至多
1名。
二、本系招生目標為對食品科學、生物資源利用及保健    食品開發有興趣之人才。
三、本系有許多動手操作之實驗課程及實習機會，需運用視覺、辨色力、行動能力及溝通能
力。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宜蘭
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
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至多1名。
二、本系以森林環境有關動植物與水土資源為基礎，探索生物與環境所組成之多樣性森林生
態系，教導學生調查、分析、保育、經營管理與永續利用這些資源。在生態系與人類生活息
息相關且不可分割的理念下，給予學生完整之森林生態及自然資源經營與利用的充實學養，
以達到生態系及人類共存共榮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三、本系有必修之野外實習課程，如：步入野地、山谷、斷崖、碎石坡等障礙地形，並極可
能接觸毒蛇、毒蜂或其他各種有安全風險的野生動物，需具備良好體能、移動能力及緊急應
變能力；另本系常需操作具有高度危險之各類木工機器，需有穩定的情緒及專注力。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宜蘭
大學

園藝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農家子弟至多1名。
二、本系以園藝作物栽培，造園景觀設計及園藝產品之處理與加工等理論與實務為主體，配
合有機農業、生物技術及生態休閒學理與應用性之課程，培養學生發展園藝事業之能力，同
時針對園藝生產與環境間之互動及影響，培育具有宏觀視野之優秀園藝人才。
三、本系課程需要田間實務辨識與操作能力，並有專題製作。
四、本系需有閱讀、聽講、溝通理解及表達能力，課程會有分組討論及報告。
五、本系課程重視團隊合作、協調溝通，並需參與業界實務實習。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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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宜蘭
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4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至多1名。
二、本系以數位媒體與網路通訊為主軸，提供全方位及學程化選課，學生可任選行動網路與
資安學分學程、多媒體與數位科技學分學程等。
三、研究特色以物聯網、AI人工智慧、大數據、AR/VR/MR等，理論與實務兼備之資訊人
才。
四、本系實驗及實習相關課程，均須動手操作操作儀器設備，重視團隊合作、協調溝通；學
生須具備獨立操作及個人安全維護能力，需運用視覺、辨色、行動能力及溝通能力。
五、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4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宜蘭
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至多1名。
二、本系發展以智慧物聯網、雲端計算、人工智慧、行動通訊、多媒體處理、半導體與IC設
計等領域為主，培育有志於從事電子、資通訊相關高科技產品研發與設計之人才。
三、本系實驗及實習相關課程，均須動手操作操作儀器設備，重視團隊合作、協調溝通；學
生須具備獨立操作及個人安全維護能力，需運用視覺、辨色、行動能力及溝通能力。
四、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宜蘭
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3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至多1名。
二、本系課程之規劃係以理論與實務並重為原則，期使學生皆具備有電力、控制及計算機和
通訊等工程領域的基礎學養外，同時也具有立即投入相關產業就業的實務能力。
三、本系實驗及及實習相關課程，均須動手操儀器設備，重視團隊合作、協調溝通；學生須
具備獨立操作及個人安全維護能力，需運用視覺、辨色、行動能力及溝通能力。
四、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3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宜蘭
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3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至多1名。
二、本系開設智慧機械設計與製造學分學程、熱流與能源學分學程、機電整合學分學程之相
關課程，期使學生具有先進的機、電專業知識與電腦應用能力。
三、本系實驗及工廠實習相關課程，均須具備操作儀器及機具設備之能力；實驗課程極為重
要，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定之需要，學生須具備獨立操作能力及個人安全維護
能力；其他課程包含電腦操作、解說能力，並有實務操作及專題製作課程。
四、本系獲IEET中華工程教育國際認證，辦學績效獲國際肯定。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3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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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宜蘭
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
學系

3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7  ★
【報名日期】2021/10/27 ~
2021/11/17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4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劉儒昇 03-9317913 https://admniu.niu.e
du.tw/bin/home.php

一、本系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新住民及其子女、實驗教育學生、農家子弟）至多
1名。
二、本系結合經濟與企管師資，以「延後分流、適性揚才」之理念，將課程分為經營管理、
國際經營與貿易、財務金融、休閒經濟與管理四大學群，同學可依其職涯發展志趣選擇。
三、本系設有雙碩士班，有志深造之同學五年可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
四、本系設有「企業導師」制度，由企業負責人、高階主管親自帶領學習產業實務。
五、本系課程重視團隊合作、協調溝通，並需參與業界實務實習，學生需具備人際相處及情
緒管理能力。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3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聯合
大學

建築學系 3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10/7
【報名日期】2021/10/29 ~
2021/11/22
【考試日期】2021/12/04 ~
2021/12/04
【放榜日期】2021/12/17

 林小姐 037-381132 https://enroll.nuu.ed
u.tw/p/412-1065-
2562.php

一、111學年度簡章尚未訂定，故簡章網址先提供舊的網址，屆時請依本校招生平台頁面公
告為準。
二、報名日期及考試日期請依招生簡章公告日期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3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聯合
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10/7
【報名日期】2021/10/29 ~
2021/11/22
【考試日期】2021/12/04 ~
2021/12/04
【放榜日期】2021/12/17

 林小姐 037-381132 https://enroll.nuu.ed
u.tw/p/412-1065-
2562.php

一、111學年度簡章尚未訂定，故簡章網址先提供舊的網址，屆時請依本校招生平台頁面公
告為準。
二、報名日期及考試日期請依招生簡章公告日期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聯合
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5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

【簡章公告】2021/10/7
【報名日期】2021/10/29 ~
2021/11/22
【考試日期】2021/12/04 ~
2021/12/04
【放榜日期】2021/12/17

 林小姐 037-381132 https://enroll.nuu.ed
u.tw/p/412-1065-
2562.php

一、111學年度簡章尚未訂定，故簡章網址先提供舊的網址，屆時請依本校招生平台頁面公
告為準。
二、報名日期及考試日期請依招生簡章公告日期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5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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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臺南
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8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9/27
【報名日期】2021/10/18 ~
2021/11/08
【考試日期】2021/12/04 ~
2021/12/04
【放榜日期】2021/12/13

林貴蘭 06-2606123#7722 https://admissions.
nutn.edu.tw/sRecru
it/

1.面試主要評量學生是否具備生物科技領域相關知能及發展潛力。
2.本系以台南地區生物產業技術發展應用為藍本，採生物科技研究與教學實務並重，加強學
生有關環境、農漁業、微生物及醫藥科技之訓練與學習。為配合在地生物產業技術需求，將
教學及研究分成「水域環境生技」與「保健醫藥生技」兩大領域。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8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請符合願景計畫資格者可優先報考願景計畫組，不得重複
報考一般生組和願景計畫組)

國立臺南
大學

生態暨環境資源
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9/27
【報名日期】2021/10/18 ~
2021/11/08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放榜日期】2021/12/13

劉妍希 06-2606123#7407 https://admissions.
nutn.edu.tw/sRecru
it/

1.本系培養生態保育、生態學、環境科學及環境保護理論及應用之人才，畢業生可以從事自
然保育、生態檢核、環境保護、環境教育、生態旅遊等相關領域之實務及研究工作。
2.請依報考資格備齊各項證明文件，逾期恕不接受補繳。
3.本校學生可參加師資培育中心舉辦之教育學程甄試，合格後可修習教育學程。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請符合願景計畫資格者可優先報考願景計畫組，不得重複
報考一般生組和願景計畫組)

國立臺南
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9/27
【報名日期】2021/10/18 ~
2021/11/08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放榜日期】2021/12/13

方淑音 06-2606123#7702 https://admissions.
nutn.edu.tw/sRecru
it/

1.面試主要評量學生是否具備資訊工程領域相關知能及發展潛力。
2.本系基於跨領域思維，以數位生活科技、智慧型科技與生醫資訊科技為發展願景，並注重
產業需求與時代脈動，規劃發展領域重點有智慧生活、資訊網路、生醫資訊。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3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請符合願景計畫資格者可優先報考願景計畫組，不得重複
報考一般生組和願景計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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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願景計畫特殊選才招生資訊

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臺南
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
系

5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9/27
【報名日期】2021/10/18 ~
2021/11/08
【考試日期】2021/12/04 ~
2021/12/04
【放榜日期】2021/12/13

丁文惠 06-2606123#7762 https://admissions.
nutn.edu.tw/sRecru
it/

.本系是全國第一個以研究「綠色能源」為發展重點的科系，以綠色能源轉換系統、儲能燃料
電池系統以及節約能源光電系統等三個向度為其發展方向。學系課程目前分成兩大領域：能
源材料領域與能源系統領域。學生將來畢業後，可朝各大學校的系統、化工、材料等系所繼
續深造。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5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請符合願景計畫資格者可優先報考願景計畫組，不得重複
報考一般生組和願景計畫組)

國立金門
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系

1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5  ★
【報名日期】2021/10/28 ~
2021/11/18 ★
【考試日期】2021/10/28 ~
2021/11/18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蕭小姐 082-313922 https://admission.n
qu.edu.tw/index.AS
P

本系課程著重智慧製造與創新服務之工程技術與管理科學，以培養具國際觀、創新思維及問
題解決能力之人才為目標。期待新南向國家新住民及其子女或在地學生加入，以成為新南向
智慧製造管理人才。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1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金門
大學

建築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5  ★
【報名日期】2021/10/28 ~
2021/11/18 ★
【考試日期】2021/10/28 ~
2021/11/18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周小姐 082-313451 https://admission.n
qu.edu.tw/index.AS
P

金門豐富的傳統聚落、軍事遺址、民居建築以及多樣化的人文與自然生態是建築學習的豐富
養分。本系以此為涵養，培育空間設計、構築技術、文化遺產保護及社會關懷之理論與實踐
並重、公私部門協調合作的人才。
本系教育目標在於培養融合地域文化與當代思潮、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建築專業者。期望學生
具備多元思考與設計創新、人文關懷與歷史探索、永續環境與技術整合等基本素養。在課程
上分為: 建築設計與核心技能、歷史與文化、營建與實務、生態與環境、社區與都市等五大
類，訓練學生之設計創新能力、文資修復能力、實務實踐能力、永續整合能力、環境規劃能
力等。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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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招生學系
願景計畫外
加招生名額

願景招生對象 日程公告 承辦人 諮詢電話 簡章網址 備註

國立金門
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5  ★
【報名日期】2021/10/28 ~
2021/11/18 ★
【考試日期】2021/10/28 ~
2021/11/18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蔡小姐 082-313551 https://admission.n
qu.edu.tw/index.AS
P

本系成立於2003年，電子工程研究所成立於2007年。
在本系之研究包含兩大領域：（1）通訊與系統應用領域、（2）固態與積體電路領域。
1.通訊與系統應用領域：研究和教學重點在數位訊號處理、數位影像處理、通信系統工程、
數位通信系統、應用程式設計。
2.固態與積體電路領域：研究和教學重點在FPGA 系統設計、類比積體電路設計與模擬、前
瞻性類比積體電路佈局設計、射頻積體電路與模擬、固態分析技術、新能源技術、再生能源
薄膜工程。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金門
大學

護理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二)：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
之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所
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
事蹟者,一、(三)：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市
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揭
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優
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學。

【簡章公告】2021/10/5  ★
【報名日期】2021/10/28 ~
2021/11/18 ★
【考試日期】2021/10/28 ~
2021/11/18 ★
【放榜日期】2021/12/10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曾小姐 082-313702 https://admission.n
qu.edu.tw/index.AS
P

金大護理學系是我國第一所為提升離島民眾健康所設之醫事科系，以「專業、關懷、同理、
樂群、堅忍」為教育理念，以培育專業護理臨床實務人才為目標。除小班師生互動密切的課
堂學習，運用情境模擬教學與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兼顧在地扎根與多元情境，臨床實習在
金門醫院與當地衛生所，以及北榮、國泰、中榮、中慈、彰濱秀傳、成大、新樓等。實習包
括就業前最後一哩實習，學生跟隨臨床護理教師，學習照顧一整組病人，及體會夜班護理常
規，以提升就業後的工作表現與職場適應。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屏東
大學

智慧機器人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4  ★
【報名日期】2021/10/28 ~
2021/11/11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放榜日期】2021/12/16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林碧如 08-
7663800#11301

https://admission.n
ptu.edu.tw/app/ho
me.php

一、與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採聯招群招生考生只要一次報名一次考試，可以選多個系
組為就讀志願。
二、聯招群分為一般組及願景組，考生僅能擇一報考。
三、招生資訊以簡章公告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國立屏東
大學

電腦科學與人工
智慧學系

2 一、(一)：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一、(三)：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二：針對大學所在縣
市之高中或設籍於該縣市之符合前
揭資格之一的學生，各大學可設定
優待條件，鼓勵在地學生在地就
學。

【簡章公告】2021/10/4  ★
【報名日期】2021/10/28 ~
2021/11/11 ★
【考試日期】2021/12/03 ~
2021/12/03
【放榜日期】2021/12/16 ★
★ 為暫訂日期 (日程依簡章為準)

林碧如 08-
7663800#11301

https://admission.n
ptu.edu.tw/app/ho
me.php

一、與智慧機器人學系，採聯招群招生考生只要一次報名一次考試，可以選多個系組為就讀
志願。
二、聯招群分為一般組及願景組，考生僅能擇一報考。
三、招生資訊以簡章公告為準。

*111學年度申辦「願景計畫」，願景計畫核定名額為2名，提供經濟弱勢學生額外入學機會
及名額，相關資訊請參閱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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