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 9 

招生學校 接受保送之系科（組）、學程 校系科（組）學程資訊與報名建議說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第一校區： 
校址：824005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號 
電話：07-6011000 

傳真：07-6011045 
網址：https://www.nkust.edu.tw/ 
建工校區： 
校址：807618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號 
電話：07-3814526 
傳真：07-6011045 

網址：https://www.nkust.edu.tw/ 
楠梓校區： 
校址：811213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號 

電話：07-3617141 
傳真：07-6011045 
網址：https://www.nkust.edu.tw/ 
燕巢校區： 
校址：824303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 58號 
電話：07-3814526 

傳真：07-6011045 
網址：https://www.nkust.edu.tw/ 
旗津校區： 
校址：805301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號 
電話：07-3617141 
傳真：07-6011045 

網址：https://www.nkust.edu.tw/
  

智慧系統技優專班 
智慧海事技優專班 
 

 

 

 

 

 

 

 

 

 

 

 

 

1.修業年限 4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
士學位。 

2.本校實施英語畢業門檻、外語學分數及專班相關
畢業門檻規定。 

3.本校規定大學部學生修習服務教育課程，為必修
零學分，成績及格方准畢業。 

4.本校提供助學貸款、減免學雜費及多項獎助學金
申請，以鼓勵同學完成學業。 

5.本校備有男、女宿舍，價格便宜，於註冊前接受
申請。未住宿舍同學，本校可提供校外租屋資訊
服務。 

6.「智慧系統技優專班」由電機與資訊學院主導，
培育具智慧系統專長的實作技術人才，藉由彈性
的課程規劃，培訓學生:（1）成為國手參與國際
技能競賽。（2）強化學生的實作能力參與國際性
的專題競賽。（3）取得高階的技能檢定證照。本
班於＜楠梓＞校區上課。 

7.「智慧海事技優專班」由海事學院主導，建立學
生具備航運、造船、船舶通訊、人工智慧及資訊
等共同基礎專業能力，由於專業基礎課程（必
修）及專業進階課程（選修）之規畫完整，透過
加修一些選修課程即可取得航運技術系或輪機工
程系之雙主修學位，並 於＜楠梓＞校區上課。 

8.畢業後如欲從事海勤工作，須符合航海人員體檢
標準，建議航海人員視力經矯正後須達 0.5，輪
機人員視力經矯正後須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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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類別代碼及名稱暨接受保送之校系科（組）、學程志願代碼及招生名額 

說明：接受保送系科（組）、學程招生名額，依類別分別核算招生名額。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

願 

代

碼 

招

生 

名

額 

類別代碼名稱：10 機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專班 001 22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設計技優專班 002 6 

機器人技優專班 003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 004 2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系統技優專班 005 2 

智慧海事技優專班 006 5 

10 機械  合計 58 

類別代碼名稱：12 農機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001 2 

12 農機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15 汽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 001 6 

15 汽車  合計 6 

類別代碼名稱：20 電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專班 001 10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機器人技優專班 002 3 

人工智慧技優專班 003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系統技優專班 004 2 

智慧海事技優專班 005 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能源與
冷凍空調組 

006 1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007 1 

20 電機  合計 22 

類別代碼名稱：21 冷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 001 6 

21 冷凍  合計 6 

類別代碼名稱：25 電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電技優專班 001 5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機器人技優專班 002 3 

人工智慧技優專班 003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系統技優專班 004 1 

25 電子  合計 10 

類別代碼名稱：44 輪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智慧海事技優專班 001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002 6 

44 輪機  合計 9 

類別代碼名稱：45 航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001 3 

45 航運  合計 3 

類別代碼名稱：46 漁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001 3 

46 漁業  合計 3 

學校名稱 系科（組）學程名稱 

志

願 

代

碼 

招

生 

名

額 

類別代碼名稱：47 水產養殖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001 3 

47 水產養殖  合計 3 

類別代碼名稱：55 工程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001 1 

55 工程  合計 1 

類別代碼名稱：56 管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001 1 

56 管理  合計 1 

類別代碼名稱：62 航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001 1 

62 航管  合計 1 

類別代碼名稱：65 資管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人工智慧技優專班 001 1 

65 資管  合計 1 

類別代碼名稱：71 畜牧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001 1 

獸醫學系 002 1 

71 畜牧  合計 2 

類別代碼名稱：77 服裝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001 4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校區）  002 2 

77 服裝  合計 6 

類別代碼名稱：78 美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菁英技優領航專班 001 4 

78 美容  合計 4 

類別代碼名稱：80 工設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設計技優專班 001 1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002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003 1 

80 工設  合計 12 

類別代碼名稱：85 商設 

國立雲林科技大學 設計技優專班 001 10 

85 商設  合計 10 

類別代碼名稱：91 水產製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001 3 

91 水產製造  合計 3 

備註：本學年度「99不限類別」無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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