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簡章 
 

 

 

 

 

 

 

編印單位：國立臺東大學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委員會 

知本校區：95092 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 

查詢電話：(089)517581、517582 

招生資訊網：http://enrl.nttu.edu.tw/bin/home.php 

體育學系：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網路報名系統：http://enro.nttu.edu.tw/ 
 

 

※本簡章可至本校招生專區或體育學系網頁免費下載，考生毋頇購買簡章亦可直接報

名。 

http://enrl.nttu.edu.tw/bin/home.php
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http://enro.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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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重要日程表 

日  期 星期 項  目 備 註 

105年12月12日 一 簡章上網公告   

106年1月3日上午9時起至 

106年2月17日中午12時止 
二~五 上網報名及索取繳費帳號  

106年1月3日上午9時起至 

106年2月17日下午5時止 
二~五 繳費  

106年1月3日起至 

106年2月17日止 
二~五 考生郵寄報名表及審查資料  

106年3月4日 六 術科考詴  

106年3月17日 五 公布錄取名單及寄發成績單  

106年3月24日 五 成績複查截止  

106年4月10日 一 正取生報到截止  

106年6月30日 五 備取生遞補截止  

 

  ※簡章取得方式： 

 網路下載：請至本校教務處或體育學系網站免費下載。 

 招生專區網址：http://enrl.nttu.edu.tw/bin/home.php 

 體育學系網址：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網路報名系統：http://enro.nttu.edu.tw/ 

   查詢電話：(089)517581~3(體育學系辦公室) 

 

 

 

 

http://enrl.nttu.edu.tw/bin/home.php
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http://enro.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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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招生系別、運動項目、招生名額、考詴項目 

招生系別 體     育     學     系 

運動項目 

水域運動 陸上運動 綜合球類 

游泳、跳水、水球、

划船、輕艇、帆船、 

龍舟、滑水、 

鐵人三項、現代五項 

空手道、跆拳道、拳擊、國術、

武術、太極拳、角力、劍道、

擊劍、射箭、田徑、攀岩、自

由車、滑輪溜冰、直排輪曲棍

球、拔河、體操、有氧競技體

操、運動舞蹈、競技啦啦隊、

鐵人三項、現代五項、民俗運

動、舉重、健力、健美、合氣

道、韻律體操、定向越野、飛

盤、卡巴迪 

籃球、排球、網球、

軟式網球、羽球、桌

球、合球、木球、足

球 

招生名額 

(共 14 名) 
5 名 3 名 6 名 

男女 

不限 

男女 

不限 

男女 

不限 

原住民 

外加名額 

(共 3 名) 

0 名 1 名 2 名 

男女 

不限 

男女 

不限 

男女 

不限 

考詴項目 

學科 大學學測成績實得(總級分/75)×100 100 分 

術科 各運動項目測驗 100 分 

總成績 學科×30％+術科×70％ 

備註 

各運動項目招生名額得提請招生委員會討論決議後互為流用；報到後若有

缺額，得回流至大學考詴入學分發。 

貳、報考資格及修業規定 

一、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生（含應屆），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生（含應屆），或具有入

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資格規定者，並於當年度招生簡章規定之運動項目中符

合下列運動績優生各款資格或經歷之一者，均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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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備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中之甄審、甄詴資格者。 

(二)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層級之運動競賽，並持有證明者。 

(三)曾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全

國身心障礙運動會，並持有證明者。 

(四)曾參加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運動聯賽、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

動錦標賽，並持有證明者。 

(五)曾任高中職學校運動代表隊 1 年以上，且曾參加縣市級以上運動競賽，並持有證

明、 參賽紀錄者。 

(六)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畢業生，並持有證明者。 

※證明文件為近三年參與比賽之秩序冊封面與隊職員名單影本、獎狀影本或得獎

證明影本(影本需加蓋主辦單位或就讀學校印章)。 

二、修業規定 

(一)修業年限：4 年(必要時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以 2 年為限)，修業期滿或成績合格，

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 

(二)106 學年度招生入學之體育學系新生於大一課程結束後，可參加體育學系師資生

甄選(名額 30 名)。 

(三)凡經本管道招生入學之學生，不得申請轉系或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於修業期間必

頇參加錄取運動項目之學校運動代表隊訓練。 

(四)本系訂有畢業門檻(附則四)，畢業前需達標準。 

參、報名方式及費用 

一、報名方式： 

本考詴一律採取網路報名（其他方式概不受理），並以限時掛號郵寄或親送方式繳

交報名資料。報名資料置於信封袋內，信封袋封面應填寫並黏貼「資料袋郵寄封

面」(如簡章附件六)。 

二、報名網址： 
http://enro.nttu.edu.tw/。完成報名後可列印專屬繳費帳號。 

三、報名期間： 
(一)網路報名期間：106年 1月 3日起至 106年 2月 17日止中午 12時止。 

(二)資料郵寄截止時間：106年 2月 17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請至

「95092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重點運動項目績優

學生單獨招生委員會」。 

(三)資料親送截止時間：106年 2月 17日下午 4時 30分前。請送至臺東市大學路

二段 369號國立臺東大學校本部(知本校區)體育學系辦公室(師範學院一

樓)。例假日及下班時間恕不受理。 

四、繳費： 

(一)報名費用：1,000元。 

(二)報名費帳號取得方式：於網路報名期間於報名系統完成填報作業後，即可取

得個人專屬繳費帳號後，請逕至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ATM)轉帳或至各金融機

構臨櫃繳費。完成繳費後請將銀行交易明細表或相關收據影本黏貼至本簡章

附件二。 

(三)報名費減免：考生如具有低收入戶身分者，報名費全免，具中低收入戶身分

者，減免報名費 60%。請於網路報名時勾選前述身分，並於報名資料中檢附

http://enro.nttu.edu.tw/


5 

 

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正本。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檢附證明文件者，仍應

繳交全額報名費。 

(四)報名費退費：已完成報名費繳費，但因報考資格不符、重複繳費、未繳交報

名資料或放棄報考者，請於 106年 2月 22日前(郵戳為憑)，將「退費申請書」

(簡章附件三)及報名費繳費之銀行交易明細表影本郵寄至：「95092 臺東市大

學路二段 369號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委員

會」，本校將扣除行政處理費 300元後退還其餘款項，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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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報名方式說明： 

．．．．．．．．．．．．．．．．．．．．．．．．．．．．．．．．．．． 

 ※繳費方式: 
  

 

1.若以自動櫃員機(ATM)或網路銀行轉帳，
銀行代碼為 006，帳號即為您所索取之繳
費帳號。 

2.若至銀行臨櫃繳款，帳號之戶名為：國立
臺東大學；銀行別：合作金庫東臺東分行
(0065492)。帳號為您所索取之繳費帳號。 

持繳費帳號以自動櫃員機(ATM)轉帳或至
銀行轉帳。 
(繳費完成後約2小時，可回到本頁面「查
詢繳費狀態」，以確認是否繳款成功。若
已繳費但查詢結果始終是「尚未繳款」，
請電洽體育學系：(089) 517581~3。 

進入本校網路報名系統： 

本校首頁→招生專區→「招生報名系統」 

以身分證號登入系統。 

閱讀「網路報名同意書」同意後， 

填入姓名、連絡電話。 

進入「資料填寫」，填寫基本資料及相片

上傳。自行列印報名表及專用信封封面，

並「索取繳費帳號」繳費。具有低收入戶

身份者，請勾選「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身份享報名費減免優待。 

報名表連同應繳資料，於簡章指定之截止

日前以郵寄或親送，逾期視同報名未完

成。 

 

※網路報名系統網址： 

http://enro.nttu.edu.tw/ 

 

 

首次登入頇註冊帳號密碼及電子郵件

信箱。 

若不同意，系統將離開報名程序。 

 

1.報名表列印後，請務必在「考生簽名

欄」親筆簽名。 

2.低、中低收入戶身份者，請於報名期

限內將證明文件正本隨報名資料郵寄

至本校。 

3.請參考以下繳費方式說明。 

 ※報名費未繳費視同未完成報名。 

 

信封袋(箱)外貼上報名「資料袋郵寄

封面【附件六】」。  

http://enro.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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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考規定 

一、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生（含應屆），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生（含應屆），或具有入

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資格規定者。 

繳交學歷證件：考生報考資格(含學歷(力)之認定)，以繳交資料為依據。 

(一)應屆畢業生：應繳交學生證影本(正反面黏貼於附件二)，畢業生應繳交畢業證書

影本。 

(二)持國內學歷者：應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三)持國外學歷者：請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應自行檢具下

列文件，辦理查驗、查證及認定。並請將下列文件連同報名表於106年2月17日前(以

郵戳為憑)掛號郵寄至：95092 臺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委員會」收。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2.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

起迄期間)。 

         3.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出國紀錄一份。 

(四)以同等學力報考者：應於報名時，檢附學歷(力)證明，以供查驗。 

(五)以原住民身分報考者：除檢附學歷證件外，請於報名時檢附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

本〈考生戶籍謄本需有「帄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註記〉，無檢附者以一

般生身份不予優待，逾報名期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繳或追認。 

(六)考生學歷證件於錄取後驗證；若經查驗證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則取消

其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並由考生自負法律責任，且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之證明；

如畢業後始察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撤銷其畢業資格。 

二、「指定繳交資料」若未於指定時限內寄達(以郵戳為憑)，即視為報名未完成。考生

所繳交之各式文件資料，由本校留存備查，錄取與否概不退還，考生如有需要請事

先自存影本。 

三、現役軍人頇按下列規定繳驗證明文件，始准予報考 

(一)義務役人員(含替代役)，頇出具106年8月底前之退伍或解除召集證明。 

(二)志願役人員，頇經參謀總長核准(國防部八七、一０、一更改核准權責)。 

四、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校院生、現役軍人、警察…

等)其報考及就讀事項，考生應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伍、考詴日期、日程表暨地點 
一、學科考詴：凡報名本項招生考詴者，即視為授權本校逕向大學入學考詴中心申請報

考人 106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資料，參加當年度學測考生無頇繳交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證明，但未參加當年度學測考生仍需繳交學科能力測

驗成績證明。 

二、術科考詴：106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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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科目 

時間 

3 月 4 日(星期六) 備註 

13：10 

︱ 

13：30 

考生報到 

報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室內籃球場      

本次招生考詴

期間，如發生不

可抗力情事，導

致術科考詴無

法如期舉行，將

由本考詴招生

委員會統一公

告於本校招生

專區。 

13：30 

︱ 

17：00 

水域運動 

考詴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游泳館 

陸上運動 

考詴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室內籃球場   

綜合球類 

考詴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室內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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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術科考詴內容及注意事項 

一、水域運動考詴內容 

(一)競賽成就(佔術科成績：75％)  

比  賽  名  次 給分 

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獲得獎牌者(1-3 名) 100 

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獲得名次者 91-95 

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者 90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得前 4 名者 90-94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得 5-8 名者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 4 名者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甄詴」指定盃賽獲得前 4 名者 

85-89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 5-8 名者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甄詴」指定盃賽獲得 5-8 名者 
75-84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者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盃賽獲得前 3 名者 
70-74 

參加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盃賽者 50-59 

參加縣市級或其他運動賽會項目者 30-49 

  註：1.競賽成就之採計，僅列計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17 日止取得之最優

成績。 

2.報名時必頇附上得獎的獎狀、秩序冊、國家代表證明書等影本(影本需加蓋主

辦單位或就讀學校印章)。 

3.全國單項運動協會指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所屬之會員。 

(二)競速測驗(佔術科成績：25％) 

測驗說明： 

1.依抽籤排定順序分組進行測驗。 

2.競速測驗項目：200 公尺自由式或蛙式，任選 1 項。  

3.本測驗採計時方式進行，依時間轉換得分(四捨五入，以秒為單位)，分數換算方

式如下： 

200m 自由式分數換算表 

男生 女生 
得分 

成績(秒) 成績(秒) 

2 分 0 秒以內 2 分 20 秒以內 100 

2 分 1 秒~2 分 10 秒 2 分 21 秒~2 分 30 秒 90-99 

2 分 11 秒~2 分 20 秒 2 分 31 秒~2 分 40 秒 80-89 

2 分 21 秒~2 分 30 秒 2 分 41 秒~2 分 50 秒 70-79 

2 分 31 秒~2 分 40 秒 2 分 51 秒~3 分 0 秒 60-69 

2 分 41 秒~2 分 50 秒 3 分 01 秒~3 分 10 秒 50-59 

2 分 51 秒以後 3 分 11 秒以後 20-49 

 

 



10 

 

200m 蛙式式分數換算表 

男生 女生 
得分 

成績(秒) 成績(秒) 

2 分 40 秒以內 3 分 05 秒以內 100 

2 分 41 秒~2 分 50 秒 3 分 06 秒~3 分 15 秒 90-99 

2 分 51 秒~3 分 0 秒 3 分 16 秒~3 分 25 秒 80-89 

3 分 01 秒~3 分 10 秒 3 分 26 秒~3 分 35 秒 70-79 

3 分 11 秒~3 分 20 秒 3 分 36 秒~3 分 45 秒 60-69 

3 分 21 秒~3 分 30 秒 3 分 46 秒~3 分 55 秒 50-59 

3 分 31 秒以後 3 分 56 秒以後 20-49 

 

      (三)術科測驗成績計算：(競賽成就)×75%＋(競速測驗)×25%＝術科測驗成績。 



11 

 

二、陸上運動考詴內容 
(一)競賽成就(佔術科成績：70％) 

比  賽  名  次 給分 

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獲得項目獎牌者(1-3 名) 100 

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獲得項目得名次者 91-95 

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 90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得項目前 4 名 90-94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得項目 5-8 名者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前 4 名 
80-89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前 5-8 名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前 4 名 
75-79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獲 5-8 名 70-74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者 
50-59 

參加縣市級或其他運動賽會項目者 30-49 

註：1.競賽成就之採計，僅列計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17 日止取得之最優

成績。 

    2.「單項」包含個人全能競賽成績。 

    3.報名時必頇附上得獎的獎狀、秩序冊、國家代表證明書等影本(影本需加蓋主

辦單位或就讀學校印章)。 

 

(二)體能測驗 (佔術科成績：30%) 

測驗說明： 

◎20 秒反覆側步(佔體能測驗成績 50％) 

項 目 說 明 

考詴方式 

每人測驗2次，每次測驗時間為20秒。在帄面場地規劃3條各相距1.20

公尺(男)、1.00公尺(女)之帄行線。預備時受測者跨立於中線兩側，
聞「開始」口令後，自跨立之中線向右側步至右腳跨過右線，即計1

次；然後向左側步，回跨於中線，計2次；繼續向左側步，至左腳跨
過左線，計3次；再向右側步，回跨過中線，計4次，依序反覆進行。
(測驗時亦得自跨立之中線向左側步開始)  

記錄方式 以20秒之反覆次數為成績；測驗2次，以較佳成績為紀錄。 

注意事項 右腳頇跨過右線，左腳頇跨過左線，否則不予計分(含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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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秒反覆側步評分標準 

男生 女生 
得分 

成績(次數) 成績(次數) 

55 以上 51 以上 100 

54 50 98 

53 49 96 

52 48 94 

51 47 92 

50 46 90 

49 45 88 

48 44 86 

47 43 84 

46 42 82 

45 41 80 

44 40 78 

43 39 76 

42 38 74 

41 37 72 

40 36 70 

39 35 68 

38 34 66 

37 33 64 

36 32 62 

35 31 60 

34 30 58 

33 29 56 

32 28 54 

31 27 52 

30 以下 26 以下 50 

◎立定連續三次跳(佔體能測驗成績 50％) 

項 目 說 明 

考詴方式  

每人測驗 2 次。預備時，受測者立於起跳線後，雙腳開立，約與肩
同寬，膝關節自然彎曲，雙臂置於身體兩側後方。起跳時，雙臂自
然前擺，雙腳「同時往前上方躍起」與「同時落地」連續跳躍 3 次。
成績丈量由起跳線後緣至第 3 步最近之落地點為準。 

記錄方式  
以連續 3 次跳之距離為成績；以公尺為單位記錄至小數第 2 位。測
驗 2 次，以較佳成績為紀錄。 

注意事項  

準備起跳時手臂可以擺動，但雙腳不得離地。起跳時雙腳頇同時離
地，同時著地；雙腳著地如有明顯停頓、動作不連貫或不同時間著
地現象者以犯規論。犯規時，該次成績不計，並不得要求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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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連續三次跳測驗給分標準表 

男生 女生 
得分 

成績(公尺) 成績(公尺) 

10.00 以上 8.40 以上 100 

9.50~9.99 7.90~8.39 95 

9.00~9.49 7.40~7.89 90 

8.70~8.99 7.10~7.39 85 

8.40~8.69 6.80~7.09 80 

8.10~8.39 6.50~6.79 75 

7.80~8.09 6.20~6.49 70 

7.50~7.79 5.90~6.19 65 

7.20~7.49 5.60~5.89 60 

6.90~7.19 5.30~5.59 55 

6.89 以下 5.29 以下 50 以下 

 (三)術科測驗成績計算：(競賽成就)×70%＋(體能測驗)×30%＝術科測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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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球類考詴內容 

(一)競賽成就(佔術科成績：70%) 

◎綜合球類-團體項目 

比  賽  名  次 給分 

獲選國家代表隊 100 

參加高中聯賽(甲組)1-4 名 90-95 

參加高中聯賽(甲組)5-8 名 85-89 

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前 3 名 84-80 

參加高中聯賽(乙組)1-4 名 75-79 

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前 4-6 名 70-74 

參加高中聯賽(乙組)5-8 名 65-69 

參加全國性比賽未得名 50-59 

參加地區性比賽獲前 2 名 40-45 

參加地區性比賽獲前 3-6 名 31-39 

參加縣市級或其他運動賽會項目者 30 

註：1.上述成績給分中，籃球、排球、足球、合球為團體項目(聯賽未分甲、乙組

一律認列為乙組)，羽球、桌球、木球為個人項目；另比賽隊伍未滿 8 隊則
以次一級給分採計(未檢附佐證資料亦以次一級採計)。 

    2.競賽成就之採計，僅列計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17 日止取得之最
優成績。 

    3.報名時必頇附上得獎的獎狀、秩序冊、國家代表證明書等影本(影本需加蓋
主辦單位或就讀學校印章)。 

◎綜合球類-個人項目   

比  賽  名  次 給分 

經選拔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獲得項目獎牌者 1-3 名 100 

經選拔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獲得項目得名次者 92-95 

經選拔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不含邀請賽) 90-91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得項目前 4 名 85-89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得項目 5-8 名者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前 4 名 
80-84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前 5-8 名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前 4 名 
75-79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獲 5-8 名 70-74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者 

50-59 

參加縣市級或其他運動賽會項目者  30-49 

註：1.上述成績給分中，籃球、排球、足球、合球為團體項目(聯賽未分甲、乙組
一律認列為乙組)，羽球、桌球、木球為個人項目；另比賽隊伍未滿 8 隊則
以次一級給分採計(未檢附佐證資料亦以次一級採計)。 

    2.競賽成就之採計，僅列計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17 日止取得之最
優成績。 

    3.報名時必頇附上得獎的獎狀、秩序冊、國家代表證明書等影本(影本需加蓋
主辦單位或就讀學校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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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能測驗(佔術科成績：30%) 

◎20 秒反覆側步(佔體能測驗成績 50％) 

項 目 說 明 

考詴方式  

每人測驗2次，每次測驗時間為20秒。在帄面場地規劃3條各相距1.20

公尺（男）、1.00公尺（女）之帄行線。預備時受測者跨立於中線兩

側，聞「開始」口令後，自跨立之中線向右側步至右腳跨過右線，即

計1次；然後向左側步，回跨於中線，計2次；繼續向左側步，至左腳

跨過左線，計3次；再向右側步，回跨過中線，計4次，依序反覆進行。

（測驗時亦得自跨立之中線向左側步開始）  

記錄方式  以20秒之反覆次數為成績；測驗2次，以較佳成績為紀錄。 

注意事項  右腳頇跨過右線，左腳頇跨過左線，否則不予計分（含踩線）。 

 

20 秒反覆側步評分標準 

男生 女生 
得分 

成績(次數) 成績(次數) 

55 以上 51 以上 100 

54 50 98 

53 49 96 

52 48 94 

51 47 92 

50 46 90 

49 45 88 

48 44 86 

47 43 84 

46 42 82 

45 41 80 

44 40 78 

43 39 76 

42 38 74 

41 37 72 

40 36 70 

39 35 68 

38 34 66 

37 33 64 

36 32 62 

35 31 60 

34 30 58 

33 29 56 

32 28 54 

31 27 52 

30 以下 26 以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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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連續三次跳(佔體能測驗成績 50％) 

項 目 說 明 

考詴方式 

每人測驗 2 次。預備時，受測者立於起跳線後，雙腳開立，約與肩

同寬，膝關節自然彎曲，雙臂置於身體兩側後方。起跳時，雙臂自

然前擺，雙腳「同時往前上方躍起」與「同時落地」連續跳躍 3 次。

成績丈量由起跳線後緣至第 3 步最近之落地點為準。 

記錄方式 
以連續 3 次跳之距離為成績；以公尺為單位記錄至小數第 2 位。測

驗 2 次，以較佳成績為紀錄。 

注意事項 

準備起跳時手臂可以擺動，但雙腳不得離地。起跳時雙腳頇同時離

地，同時著地；雙腳著地如有明顯停頓、動作不連貫或不同時間著

地現象者以犯規論。犯規時，該次成績不計，並不得要求重測。 

 

立定連續三次跳測驗給分標準表 

男生 女生 
得分 

成績(公尺) 成績(公尺) 

10.00 以上 8.40 以上 100 

9.50~9.99 7.90~8.39 95 

9.00~9.49 7.40~7.89 90 

8.70~8.99 7.10~7.39 85 

8.40~8.69 6.80~7.09 80 

8.10~8.39 6.50~6.79 75 

7.80~8.09 6.20~6.49 70 

7.50~7.79 5.90~6.19 65 

7.20~7.49 5.60~5.89 60 

6.90~7.19 5.30~5.59 55 

6.89 以下 5.29 以下 50 以下 

(三)術科測驗成績計算：(競賽成就)×70%＋(體能測驗)×30%＝術科測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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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成績核計及錄取規定 

 

考

詴

方

式

及

計

分

方

式 

考

詴

科

目 

學科 大學學測成績實得(總級分/75)×100 100 分 

術科 各單項術科測驗 100 分 

計

分

方

式 

總成績 學科×30％+術科×70％ 

總成績同

分參酌順

序 

1.術科總分  2.學科總分  3.國文級分 

4.英文級分  5.數學級分  6.自然級分 

7.社會級分 

備註 

1.學科、術科成績滿分均為一百分，總成績以一百分計算。 

2.成績計算：各科成績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3.本招生委員會將依考生總成績訂定各招生運動項目最低錄取標準，考生成績

達最低錄取標準以上者，依總成績高低排序，在招生名額內為正取生，其餘

為備取生。 

4.考生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錄取。各招生運動項目經錄取

後仍有缺額者，所留缺額得經本招生委員會決議流用至其他運動項目或回流

至大學考詴分發入學。 

5.原住民生：具原住民身分考生於各運動項目招生名額內未獲錄取時，按考詴

成績高低排序，以外加名額錄取；考詴成績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佔前項

外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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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錄取公告 
一、正式錄取名單預定於 106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公告於本系網頁或本校首頁/招生專區

網頁： 

    本系網址：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本校網址：http://enrl.nttu.edu.tw/bin/home.php。 

二、「成績單」及「錄取通知」一律以限時專送寄發。 

玖、正取生報到 
一、錄取生應於 106 年 4 月 10 日前依「錄取通知」辦理網路報到及繳交報到資料 （郵

戳為憑），報到時應繳交畢業證書正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否則取消入學資格。逾

期未報到者，以放棄入學資格論。 

二、報到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或證明書者，應填具切結書，於 106 年 6 月 30 日前補繳，

逾期仍未繳交即以放棄入學資格論。 

三、錄取生已辦理報到後，如因特殊事故欲放棄錄取資格，或欲參加 106 學年度大學考

詴分發入學招生或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者，頇於報到後兩週內以書面

向本校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簡章附件五)，並請以限時掛號郵寄至 95092 臺東市大學

路二段 369 號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委員會」收。 

四、本考詴報到結束後如有缺額，一律回流至大學考詴入學分發。 

拾、備取生遞補 
一、各運動項目備取生於正取生報到確定後，若有缺額依遞補順序電話通知遞補(不另函

通知)，經通知遞補逾期未到者，以自願放棄遞補資格論，並以下一順位依序以電話

通知遞補。 

二、最後遞補日為 106 年 6 月 30 日。 

三、各運動項目經報到及遞補後仍有招生缺額者，一律回流至大學考詴入學分發。 

拾壹、成績單寄發及補發 
一、成績通知單預定於 106 年 3 月 17 日寄發。 

二、考生若於 106 年 3 月 23 日尚未收到成績單，請撥電話：089-517581 查詢或申請補

發。 

拾貳、成績複查 
一、成績複查一律以通訊方式辦理，並於 106 年 3 月 24 日前向本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

逾期概不受理。 

二、申請成績複查一律使用本簡章所附之「成績複查申請表」(如附件四)，並頇檢附本

校原成績通知單影本，否則不予受理。 

三、複查費每項目 100 元，限用郵政匯票，受款人請書明「國立臺東大學」。 

四、申請成績複查不得要求重新測詴或複印相關資科，亦不得要求告知監詴委員之姓名。 

http://wdpe.nttu.edu.tw/bin/home.php
http://enrl.ntt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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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附件 
(附件一) 

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報 名 表 

准考證號碼 (本格由招生委員會填寫) 

請 黏 貼 

兩吋半身光面 

大 頭 照 

報考術科 

測驗項目 

體育學系(請勾選運動甄詴類別及填寫運動種類) 

□水域運動__________(例如：游泳) 

□陸上運動__________(例如：空手道) 

□綜合球類__________(例如：籃球) 

姓    名  

身分別 

□一般生 

□原住民生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生涯最佳成績前三項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E-mail  

緊急通知人 姓  名  電  話  

考生簽章 (以上所填資料正確無誤，如有不實願自負責任) 

 

註：應屆畢業生畢業年月請填 106 年 6 月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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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身分證明文件 

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 

黏貼處 

 

學生證正面(影本) 

黏貼處 

學生證反面(影本) 

黏貼處 

 

 

繳交報名費交易明細或收據(影本) 

黏貼處 

(請自行影印繳費相關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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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退費申請書 
 

一、考生       報名 貴校106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

詴，因故無法完成報名手續，依簡章規定檢附繳費之收據影本申請退費，敬

請 核辦。 

二、申請退費原因：(請勾選) 

□ 報考資格不符(含表件不齊、資料登錄不全)  

□ 重複繳費  

□ 已繳費未上網登錄報名資料  

□ 放棄報考(已完成報名程序)  

□ 低收入戶 

※除上述原因外，其餘恕不受理退費申請。  

三、退費時請將報名費退費金額匯入：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存摺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存摺影本) 

   此 致  

國立臺東大學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招生委員會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繳費帳號： 

報考項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 

 1. 退費申請期限：106年2月22日前(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2. 轉帳明細表影本請牢貼於本申請書背面。  

 3. 本校將扣除行政作業處理費300元後，退還報名費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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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成績複查申請表 
※注意事項： 

1.106 年 3 月 24 日前受理成績複查申請(以郵戳為憑)，並頇檢附「成績單」正本，否則

不予受理。 

2.複查費每項 100 元(限郵政小額匯票)。 

3.上、下兩聯除「複查結果」欄及「查覆日期」欄外，均應逐欄詳填。 

4.應附貼足限時專送郵資(12 元)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地址之回郵信封乙只。 

 

 

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成績複查回覆表 

申請考生 

姓名： 准考證號： 

報考項目  

複查項目    

複查結果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申請考生 

姓名： 准考證號： 

報考項目   

複查項目    

複查結果    

查覆日期：   年   月   日                        (招生委員會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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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放 棄 錄 取 資 格 聲 明 書 第一聯 本校存查聯 

報考測驗類別 
准考證號碼 

 

□水域運動__________ (例如：游泳) 

□陸上運動__________ (例如：空手道) 

□綜合球類__________ (例如：籃球)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考生姓名  
性別 

 

本人經由 貴校學士班單獨招生錄取體育學系，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特此聲明。    此

致 

          國立臺東大學 

錄取生簽章  監護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應 屆 畢 業 生 

請加蓋就讀學校 

教務處章戳 

 
本校招生委

員會蓋章 
 

-------------------------------------------------------------------------------- 

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放 棄 錄 取 資 格 聲 明 書 第二聯 錄取生存查聯 

報考測驗類別 
准考證號碼 

 

□水域運動__________(例如：游泳) 

□陸上運動__________(例如：空手道) 

□綜合球類__________(例如：籃球)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考生姓名  性別  

本人經由 貴校學士班單獨招生錄取體育學系，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特此聲明。    此

致 

          國立臺東大學 

錄取生簽章  監護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應 屆 畢 業 生 

請加蓋就讀學校 

教務處章戳 

 
本校招生委

員會蓋章 
 

注意事項： 

1. 錄取生如因特殊事故欲放棄錄取資格，或欲參加 106 學年度大學考詴分發入學招生，或四
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者，應填妥本聲明書，經父母(或監護人)簽章後，請就讀
學校加蓋教務處章戳(非應屆畢業生免蓋章)，並連同參加分發登記表影本寄回本校，違者
取消本招生之錄取資格。 

2. 本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撕下由本校存查，第二聯以掛號寄回考生存查。 

3.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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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06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書面審查資料袋郵寄封面 

※考生繳交資料注意事項： 

一、報名表及書面審查資料請整理齊全、夾妥後，帄放裝入自備信封內，並將本封面

黏貼於信封袋(箱)上。 

二、考生請於 106 年 1 月 3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17 日止(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或

親自送至本校「體育學系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委員會」。如以帄信寄

遞而致遺失或遲誤導致影響審查，其責任由考生自行負責。 

 

 

 

95092 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委員會  收 

 

 

 

 
報考項目： 

□水域運動__________ (例如：游泳) 

□陸上運動__________ (例如：空手道) 

□綜合球類__________ (例如：籃球) 

考生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日)               (夜)                (行動電話) 

 

資料繳交檢核表： 報名表 

                 身分證明文件 

                 學測能力測驗成績單影本(應屆畢業生無需繳交) 

                 各項競賽成績證明文件 

                 其他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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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一) 

國立臺東大學招生考詴詴場規則 

 
一、106年 3 月 1 日(三)下午 5時前於本校招生訊息網頁公告考生應考資訊，若有疑問，應

於 106年 3 月 2日(四)以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洽詢，電話：089-517581。 

    (本校招生訊息網址：http://enrl.nttu.edu.tw/bin/home.php)。 

二、考生應詴時，請務必攜帶各項術科考詴相關用品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或以有效期限內

之「護照」、「駕照」或附相片之健保卡正本代替，其餘證件概不受理)以備查驗。若經發

現身分與報名資料不符，則不准應詴，考生不得有任何異議。 

三、術科考詴日期：106年 3月 4日(週六)。 

四、報到時間：各項術科考詴均統一辦理報到，於考詴當日下午 1時 10分至下午 1時 30分

於臺東大學校本部(知本校區)學生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室內籃球場(地址：臺東市大

學路二段 369號)辦理報到事宜。 

五、考詴方式：請依報名運動類別，參考各項術科考詴辦法(簡章第 9-16頁)。 

六、術科甄詴順序由各運動項目說明會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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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二)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民國 105 年 2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50006004B 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

級新生入學考詴：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

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

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

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

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

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

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

未能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

成績單。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

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

班）結業，持有修（結）業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詴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六、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詴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詴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詴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詴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詴、普通考詴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詴及

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普通考詴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詴及格。 

十、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一

款所列情形之一。 

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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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

作經驗五年以上。 

（二）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

作經驗二年以上。 

（三）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

證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二）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三）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十三、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

持有學分證明書。 

十四、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 

第三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詴： 

一、二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年以上，持

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八十學分以上，因故未能

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

單。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或退學三年以上，持有修

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年以上，持

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或退學三年以上，持有修

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二年以上，持

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修讀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下學期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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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二百二十學分以上，因故

未能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

成績單。 

四、大學學士班（不包括空中大學）肄業，修滿二年級下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

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詴通過，持有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六、下列國家考詴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詴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詴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詴及格。 

七、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

經驗四年以上。 

（二）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

經驗二年以上。 

八、符合年滿二十二歲、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或修滿高級中等學校規定修業

年限資格之一，並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

明：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九、持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證書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並經大學校級

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十、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

五年制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準用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後，本標準

一百零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已修習前項第八款所定課程學分者，不受

二十二歲年齡限制。 

第四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轉學

考詴，轉入二年級或三年級： 

一、學士班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一）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二年級上學期。 

（二）修業累計滿三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二年級下學期。 

（三）修業累計滿四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三年級上學期。 

（四）修業累計滿五個學期以上者，得轉入三年級下學期。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滿一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

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專科學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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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或專修科畢業。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

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四、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詴通過，持有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五、符合年滿二十二歲、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或修滿高級中等學校規定修業

年限資格之一，並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

明：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六、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修

得七十二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考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轉學考詴，轉入一年級下學期： 

一、大學學士班（不包括空中大學）肄業學生，修滿三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證

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業累計滿一個學期者，持有修業證明書、轉

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考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詴，轉入二年級： 

一、取得碩士以上學位。 

二、取得學士學位後，並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達二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大學

學士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後，至一百

零二年六月十三日前，已修習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課程學分者，不受二十二歲年齡

限制。 

轉學考生報考第一項及第二項轉學考詴，依原就讀學校及擬報考學校之雙重學籍

規定，擬於轉學錄取時選擇同時就讀者，得僅檢附歷年成績單。 

第五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詴： 

一、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

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

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

起算已滿一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包括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

畢畢業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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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

者經離校三年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

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者，比照二年制專科學校辦

理。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 

五、下列國家考詴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詴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詴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詴及格。 

六、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

經驗三年以上。 

（二）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

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第六條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

師，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第三條

及前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詴。 

第七條  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

審議通過，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詴。 

第八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詴： 

一、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年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不包括論文），因故未

能畢業，經退學或休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及檢附歷

年成績單，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二、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學位

考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及檢附歷年成績單，並提出相當於碩

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三、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經有關專業訓練二年以上，並

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四、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年以上，並提出相當

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五、下列國家考詴及格，持有及格證書，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六年以上，

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詴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詴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詴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詴及格。 

前項各款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由各大學自行認定；其藝術類或應用科技

類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有關專業訓練及第四款、第五款所定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

由學校自行認定。 

第九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

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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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

生，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詴。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

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

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

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

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

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

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

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與第三項第

一款、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

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詴。 

第五項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前項香

港、澳門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及第十項國

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

外交部授權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驗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布生效後，臺

灣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

人民、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且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

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一、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認可名冊，且無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八

條不予採認之情形。 

二、其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並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 

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

得準用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

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

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

當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或持大陸地區學士學位，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規定者，修習第四條第三項第二款之不 

同科目課程達二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得報考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詴，轉

入二年級。 

持前三項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報考者，其相關學歷證件及成績

證明，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第十條  軍警校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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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

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一、離校或休學年數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

明書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數之計算：以專業訓練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

開始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第十二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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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三)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獎助學金設置及甄選要點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950511)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60126)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61122)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91111) 

一 O 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0627) 

一、為培養本校學生重視運動健身，爭取學校榮譽，並提昇本校運動代表隊隊員之士氣，特

設置本獎學金，並依本要點辦理甄選作業。 

二、凡本校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院校各種運動錦標賽、大專運動會、全國性各正式運動錦

標賽或國際性正式比賽表現優異者(依大會規定錄取優勝名次)均可提出申請。 

三、本體育獎助學金最高金額以新台幣 35 萬元為上限。 

四、如申請金額超過本體育獎助學金之上限時，以成績最優者為優先考量。 

五、如獲亞、奧運、世界運動會優秀成績者，則另案簽請辦理獎勵。 

六、體育獎助學金類別： 

(一)甲等：凡經本校「體育運動與健康發展委員會」審查為甲等表現者。獎助金額如下： 

1、個人項目獎學金一萬元。 

2、團體項目依比賽下場人數每人發給獎學金六千元。 

3、聯賽項目： 

第一級：依比賽下場人數每人發給獎學金一萬元。 

第二級：依比賽下場人數每人發給獎學金六千元。 

第三級：依比賽下場人數每人發給獎學金三千元。 

聯賽項目如主辦單位提供獎金，將不再頒發。 

4、田徑與游泳之接力項目之獎助金額比照團體項目。 

(二)乙等：凡經本校「體育運動與健康發展委員會」審查為乙等表現者，獎助金額為甲

等各項減半。 

(三)特別獎助金： 

1、凡經本校體育運動與健康發展委員會審查為特優成績表現之運動員，本校可補助

每人出國比賽或訓練費用，金額以新台幣肆萬元為上限。 

2、凡正式國際比賽成績優異者，得依體育獎助學金類別甲等獎助 2 倍金額提出申請。 

七、體育獎助學金評分標準： 

(一)甲等： 

1、榮獲全國大專運動會前二名者，團體項目參賽隊伍需為六隊以上。 

2、榮獲全國大專院校球類運動聯賽各組最優級、組前二名者。 

3、當選亞、奧、世界運動會運動種類之國手者。 

4、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之單項協會舉辦的大專以上最優級、組前二名，團體項目

參賽隊伍需為六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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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項目破全國紀錄者。 

(二)乙等： 

1、榮獲全國大專運動會第三名者，團體項目參賽隊伍需為六隊以上。 

2、榮獲全國大專院校球類運動聯賽各級、組前三名者。 

3、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之單項協會舉辦的大專以上最優級、組前三名者，團體項

目參賽隊伍需為六隊以上。 

(三)特別獎： 

1、參加全國大專運動會或亞奧運項目運動獲得兩面金牌以上之個人，或符合「教育

部補助學校運動團隊出國比賽、移地訓練要點」之團隊。 

2、非本校重點發展之項目，其參賽成績優異符合體育獎助學金評分標準者。 

3、其他經本校體育運動與健康發展委員會審查為成績表現優良之個人或團體。 

八、運動與健康中心就申請者申請資格進行初審，符合者提經「體育運動與健康發展委員會」

複審會議通過後，由校長核定後頒發體育獎助學金。得獎人於出國比賽或訓練期間需為

本校在學學生，否則取消獲獎資格。申請甲、乙等獎助學金者，不得與校內其他項獎助

學金重複，出國比賽獎助每人以一次為限。本獎學金之錄取名額經「體育運動與健康發

展委員會」會議決議並由校長核定後，依每年實際狀況公告施行。 

九、符合第二條資格者應附申請書及比賽成績證明書，於以下期間提出申請： 

(一)每年五月十五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比賽成績證明有效期間為前一年十二月一日至

該年度五月三十一日。 

(二)每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止：比賽成績證明有效期間為該年度六月一日至

十一月三十日。 

十、本項經費來源，由本校校務基金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

作收入、投資取得收入等五項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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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四)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學生畢業門檻檢定實施辦法 

100年10月25日系務會議通過 

壹、 宗旨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學生核心能力，設定畢業門檻使學生

於畢業前藉由通過檢核，增進未來就業與職涯發展基本知能，特訂定本辦法。  

貳、參加對象 

本系全體大學部學生。 

參、檢定內容 

一、健康體適能：以本校運動與健康中心訂定之健康體適能測驗項目和標準為依據，於

畢業前至少取得兩項金質獎章。 

二、游泳技能：於畢業前頇能夠進行200公尺混合四式游泳，以及連續800公尺長泳。 

三、定時閱讀：依年級於學期間每週必頇閱讀6-12小時(一年級6小時、二年級8小時、三

年級10小時、四年級12 小時)。 

四、服務學習：於畢業前至少累積100小時志工服務時數。 

五、專業證照與研習：於畢業前需取得運動教練(或裁判)、體適能指導員或戶外活動教

練(或指導員)證書三張。 

六、應用文書軟體：於畢業前經本系檢定通過。 

肆、實施方式 

一、健康體適能：每學年上學期由系學會規劃，排定時間檢測並記錄。 

二、游泳技能：每學年下學期由系學會規劃，排定時間檢測並記錄。 

三、定時閱讀：由各班訂定閱讀地點和記錄方式，由班級導師負責督導實施每週定時閱

讀，學期末將閱讀記錄送交系辦統整核定。 

四、服務學習：參與系上規劃校內外運動志工服務活動，記錄服務學習時數。 

五、專業證照與研習：參與各項運動專業和戶外活動研習或訓練，取得證照。 

六、應用文書軟體使用：能夠利用相關軟體完成學習履歷帄台製作，經本系統一檢定合

格。 

七、以上檢定通過者由系辦統一於學生學習履歷檔案中認證。於畢業前仍未能通過檢定

標準者，頇參與系上規劃之增能課程通過後方得以畢業。 

伍、獎勵 

一、於每年舉辦健康體適能和游泳技能檢定中，表現優良者頒發『體能金質獎』和『泳

技獎』表揚。 

二、每年度舉辦服務志工心得寫作甄選(甄選辦法公布於系網)，選擇表現優良者頒發『服

務學習獎』獎狀表揚，其心得並刊登於近期東師體育期刊。 

三、依據每週登錄之閱讀記錄，選擇全勤者頒發『書卷獎』獎狀表揚。 

四、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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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五) 

國立臺東大學位置簡圖 
 

◎校本部地址：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 

 

 
※自行開車前來臺東大學： 

一、從花蓮方向至臺東，可沿臺 9 線至卑南鄉東興村過橋(約 384.6km 處)左轉大學路(原名

西康路)後直行，約 5 分鐘可達校門；若從臺 11 線，可沿臺東市區外環道(臨海路)通過

豐原大橋後約 500 公尺(約 172.6km 處)右轉大學路，約 5 分鐘可達校門口。 

二、從高雄方向來臺東，可沿臺 9 線至卑南鄉東興村(約 384.6km 處)右轉大學路直行約 5

分鐘可達校門；若從臺 11 線(約 172.6km 處)左轉大學路，約 5 分鐘可達校門口。 

※搭公車前來臺東大學：可於臺東市區搭乘鼎東客運(山線)往內溫泉方向公車，於臺東大學

站下車，詳細時刻表請至客運公司網站查詢(http://ett333023.com.tw/page3.htm)。  

http://ett333023.com.tw/page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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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校本部帄面圖 

 



38 

 

學生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 帄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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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飯店資訊 

更多飯店資料請上臺東縣政府觀光旅遊網查詢（http://tour.taitung.gov.tw/zh-tw/Dining/AccommodationList） 

飯店名 地址 電話 

東之鄉大飯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374 號  089-310171-7  

三博大飯店 (1 星)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393 號 9-12 樓  089-324696  

馨園商務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402 號  089-325101-3  

中泰賓館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414 號 410 號、412 號.414 號  089-325167  

新福治大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417 號  089-331101  

新新大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429 號  089-324185  

宏揚休閒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里中華路一段 136 號 1-7 樓  089-359900  

英倫旅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564 號  089-324150  

臺東南豐鐵花棧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585 號 089-32 8160 

蘋果商務旅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857 號  089-318928  

臺東旗魚金典商務大飯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537 號 089-336-360 

正一商務汽車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三段 72,74,76 號 1-2 樓  089-331313  

愛馨會館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一段 110 號  089-228288  

康橋大飯店-臺東館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一段 209 巷 16 號 1-7 樓  089-229226  

富源大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文化路 72 號  089-331136  

假期商務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路 147 號  089-322270  

美利商務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路 90 號 1-3 樓,中正路 277 號 1-3 樓  089-322477  

世紀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安慶街 125 號 1,2 樓  089-320646  

旅行家商務會館   臺東縣臺東市安慶街 42 號  089-326456  

福康大飯店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 50 巷 28 號 1-7 樓  089-355811  

富岡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松江路一段 69 號  089-281236  

民橋大飯店   臺東縣臺東市知本路二段 898 號  089-510528  

皇家庭園汽車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南一街 52 號  089-230312  

貴築汽車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 1049 號  089-238199  

凱悅大飯店   臺東縣臺東市建興里 5 鄰富貴街 69 號 1 至 4 樓  089-511228  

松鼎大飯店   臺東縣臺東市大同路 141 號 6.7.8 樓  089-345705  

新宿時尚商務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復興里福建路 243 號 1-5 樓  089-311777  

樂知旅店   臺東縣臺東市復興路145號1-5樓及福建路252號3-5樓  089-322100  

統一大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 120 號  089-322176,322858  

金安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 96 號  089-331168  

龍星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新興路 625 號  089-228005-6  

國都大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福建路 178 號  089-322733  

皇冠大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福建路 258 號  089-323911,324391  

開達峇里商旅酒店   臺東縣臺東市鄭州街 11 號 1,3-7 樓  089-351506  

來來汽車旅館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 2 段 180 巷 2 至 70 號 1-2 樓  089-351085-6  

金龍大旅社   臺東縣臺東市鐵花路 284 號  089-310151  

聯亞大飯店   臺東縣臺東市鐵花路 296 號  089-332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