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科技校院各入學管道重要日程彙整表-聯招
特殊選才(青儲)
簡章下載：108.11.28起

繁星計畫
簡章公告：108.11.28 起

申請入學
學科能力測驗
報名：108.10.25~108.11.07

考生上網登錄基本資料-- 推薦學校上網登錄被推薦 考試：109.01.17~109.01.18
成績：109.02.24
上傳資格審資料至委員 考生之基本資料
申請入學
會—繳報名費 200元(5校 109.02.20(四)-03.10(二)
簡章發售：108.12.10
起
系)
17：00
108.12.23(一)-12.27(五)
17：00
公告資格審查結果：
109.01.09(四) 10:00

網路報名：
集報：
109.03.11(三)-03.18(三)

技優甄審
簡章下載：108.12.10 起
報名費：200 元(5 校系)
證照資格審查及報名：
109.05.07(四)-05.13(三)17:00
繳費止：109.05.12(二)24:00 止

網路報名：
109.05.21(四)-05.27(三)17:00
第一階段報名：集報：
繳費及資料寄送：500 元
109.03.23(一)-03.26(四)
個報：109.03.27(五)17:00 止 109.05.28(四)前

繳費止：109.03.26(四)15:30 成績查詢：109.06.16(二)10:00
公告報名資格及比序成績 ※1 系 100 元,最多 5 系 公告正、備取生：
109.06.18(四)10:00
審查結果
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09.04.14(二)10:00 起
登記就讀志願序：
109.04.01(三) 10:00
109.06.22(一)-06.24(三)17:00
考生排名網路查詢：
第二階段複試：(本校自訂) 可報到名單放榜：
109.04.21(二)10:00 起
寄發第二階段報名通知： 109.07.01(三)

第二階段：
繳費並上傳備審資料：
109.01.10(四)-01.16(四)止
成績查詢：
109.02.11(二)10:00
登記就讀志願序：
公告正、備取生：
109.04.30(五) 10：00 起109.02.13(四)10:00
05.06(三)17:00 止
登記就讀志願序：
錄取公告：
109.02.13(四)10:00109.05.12(二)10:00 起
109.02.15(六)17:00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可報到名單放榜：
109.05.18(一)12:00
109.02.19(三)10:00
聯招會報到截止時間：
109.02.27(四)12:00 前

※本表僅供參考，重要日程以正式簡章為準。

統測報名：108.12.12-12.24,考試：109.05.02-05.03(六、日),成績：109.05.21
甄選入學
登記分發
簡章發售：108.12.10 起
資格審查：
109.4.22(三)-.5.6(星期三) 17:00 止
第一階段報名：500 元(3 校系)
集報：109.05.22(五)-05.28(四)
個報繳費止：109.05.28(四)止
個報：109.05.29(五)17:00
一階篩選結果：
109.06.03(三)10:00
第二階段報名：報名費 500 元
報名繳費上傳(寄送)資料袋：
109.06.03(三)-06.11(四)17:00
成績單寄發：109.06.22(一)
(109.06.29(一)前)
公告正、備取生：109.06.24(三)

簡章發售：108.12.10 起
資格審查登錄：
集報：109.05.11(一)-05.15(五)
個報：109.05.21(四)-06.10(三)
公告審查結果：109.06.29(一)
集體繳費及繳費狀態查詢：
109.07.09(四)-07.13(一)17:00
個別繳費及繳費狀態查詢：
109.07.14(二)-07.20(一)
費用：220 元
成績查詢：
109.07.23(四)10:00

登記就讀志願序：
網路選填志願：
109.04.01(三)
聯招會報到截止時間：
109.07.01(三)-07.04(六)17:00
109.07.23(四)-07.28(二)17:00
郵寄資格審資料及費用(備 109.07.09(四)12:00 前
可報到名單放榜：
審資料上傳)：
109.07.08(三)
錄取公告：109.08.04(二)
109.04.13(一) (1 系/800 元) 報到方式：擇一辦理即可
聯招會報到截止時間：
1.以通訊方式辦理：
109.07.15(三)12:00 前
成績單寄發：109.04.27 (一)
錄取生 於本校規定時間
報到方式：擇一辦理即可
成績複查止：109.04.29(三)
前將畢(肄)業證書正本及
1.以通訊方式辦理：
公告正、備取生：
報到通知單以限時掛號
錄取生於本校規定時間前將畢
109.04.30(四)
方式郵寄至本校註冊組
(肄)業證書正本及報到通知單
收。
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校註
第一階段備取生遞補作業止：
2.至現場辦理報到：
冊組收。
109.05.22(五)17:00
錄取生 於本校規定時間
第二階段備取生遞補：
2.至現場辦理報到：
攜帶畢(肄)業證書正本及
109.05.22(五)13：00~
錄取生於本校規定時間攜帶畢
報到通
知單至本校中山
109.05.25(一)17：00 止，
(肄)業證書正本及報到通知單
樓一樓夢初體育館報到。
共 7 梯次統一時段辦理
至本校中山樓一樓夢初體育館
報到。

製表日期：108.11.01

東南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科技校院各入學管道重要日程彙整表-獨招
碩士班甄試
簡章公告：108.10.25

碩士在職專班
簡章公告：108.12.23

表演藝術系獨招
簡章公告：108.12.09

運動績優獨招

身心障礙獨招

日四技獨招

簡章公告：109 年 1 月 13 日 簡章公告：109 年 3 月 16 日 簡章公告：109 年 3 月 2 日

網路報名及寄送報名資料： 網路報名及寄送報名資料： 網路報名及寄送報名資料： 網路報名及寄送報名資料： 網路報名及寄送報名資料： 現場報名及收件：
108.10.28(一)-108.11.27(三) 109.03.02(一)-109.05.04(一) 109.02.05(三)-109.07.14(二) 109.02.17(一)-109.04.24(五) 109.04.13(一)-109.04.27(一) 109.08.04(二)-109.08.06(四)
成績查詢
108.12.05(四) 15:00

成績查詢
109.05.14(四) 15:00

寄發考試通知單
109.07.21(二) 12:00

列印考試通知單
109.05.08(五) 12:00

口試
109.06.06(六)

放榜及成績查詢
109.08.11(二) 15:00

放榜
108.12.12(四)

放榜
109.05.21(四)

考試
109.07.30-31(四、五)

考試
109.05.16(六)

成績查詢
109.06.11(四) 10:00

報到註冊
109.08.18(二)

正取生報到截止：
108.12.23(一)

正取生報到截止：
108.06.01(一)

成績查詢
109.08.04(二) 10:00

成績查詢
109.05.20(三) 10:00

放榜
109.06.22(一) 12:00

報名費：200 元

報名費：600 元

報名費：600 元

放榜
109.08.06(四) 12:00

公告合於分發名單
109.05.21(四) 15:00

報名費：200 元

正取生報到(註冊)：
109.08.18(二)

報到分發
109.05.30(六)

報名費：200 元

報名費：200 元

碩士班一般生
簡章公告：108.12.08
網路報名及寄送報名資料：
109.01.06(一)-109.03.27(五)

夜四技(含培力課程)獨招
簡章公告：109 年 3 月 2 日

成績查詢
109.04.16(四) 15:00

網路報名及寄送報名資料：
109.04.13(一)-109.08.03(一)
現場報名及收件：
109.08.04(二)-109.08.06(四)

放榜
109.04.22(三)

放榜及成績查詢
109.08.11(二) 18:00

正取生報到截止：
108.05.04(一)

報到註冊
109.08.18(二)

報名費：600 元

免繳報名費

※本表僅供參考，重要日程以正式簡章為準。

製表日期：109.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