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常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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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何時開始販售？
簡
章 簡章到哪裡買？
購 我是學校老師如果我要團體
買 購買（大宗購買）如何處
理？
我是已經畢業的學生還可以
報考嗎？
我已經畢業是要回原高中請
高中幫我報名嗎？
我是應屆畢業生要怎麼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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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二下學期結束時休學，
有符合報考資格嗎？我高三
上學期結束時休學有符合報
考資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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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報考大學組需要符合什
麼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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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報考二技組需要符合什
報 麼資格？
名
資
格
問
題 我要報考四技二專組需要符
合什麼資格？

我可以同時報考大學組與四
技二專組嗎？
我是高職生想報考大學組可
以嗎？
我是高中生想報考四技二專
組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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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綜合高中生可以報考四
技二專組嗎？

13

我沒有身心障礙證明（手
冊）可以報名嗎？

◎預定 103 年 11 月 28 日起。(網站同步公告)
◎現場購買：國立中央大學【前門】警衛室，24 小時販售
（包含六日）。
◎本甄試委員會網站已公告簡章販售方式，請欲通信購買者
（團體購買及個別購買）上網查詢。
◎只要符合報考資格均可報名。
◎在學生請洽詢就讀學校，以「團體報名」方式報名。
◎已畢業的學生請以「個別報名」方式報名，報名時須另外
繳交學歷證件（畢業證書）
。
◎只要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就有符合報考資
格。
◎高二下休學，須休學二年後才可報考（102 年 8 月前之休
學生可報考今年度身心障礙甄試）。
◎高三上休學，須休學一年後才可報考（103 年 8 月前之休
學生可報考今年度身心障礙甄試）。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之任一項證明，
且該證明需於報名截止日前仍為有效期。
◎具國內外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
上之應屆畢業或已畢業學生，或同等學力者。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之任一項證明，
且該證明需於報名截止日前仍為有效期。
◎具專科學校畢業資格或同等學力者。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之任一項證明，
且該證明需於報名截止日前仍為有效期。
◎各高級職業學校（職業類科）應屆畢業或已畢業學生，或
同等學力者，或具五年制專科學校畢業資格者。
◎綜合高中應屆畢業生應另出具就讀學校教務處開立之「綜
合高中生修畢專門學程科目證明」
（需修畢 25 學分以
上）。
◎各高級中學、綜合高中畢業一年以上之學生。
◎考生不得重複報名，報名時需擇一類（群）組別。
◎大學組與四技二專組考試時間有重疊，考生無法同時應
考。
◎高中生、高職生應屆畢業或是已畢業者均可報考。
◎高職生應屆畢業或已畢業可報考、高中生需畢業一年後
(103 年 8 月前已畢業)方可報考。
◎綜合高中應屆畢業生如出具就讀學校教務處開立之「綜合
高中生修畢專門學程科目證明」（需修畢專門學程 25 學
分以上）方可報考。
◎報名需繳交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之任一項
證明，且該證明需於報名截止日前仍為有效期。

身體病弱的學生是否有符合
14 報 報考資格？如果有要報考哪
名 個障礙別？
資
格
我是多重障礙生，身心障礙
問
證明上障礙類別寫「多重障
題
礙」，但有註記「視覺障礙」
15
及「肢體障礙」，這樣我應該
報那個障礙別？
我可以同時報考四技二專組
的家政群幼保類與家政群生
活應用類嗎？
16
我可以同時報考二技組的電
機類與電子類嗎？
我想要考音樂類術科，可以
17
報 同時報考西樂與國樂嗎？
名
問 什麼是大學組「二跨一組」，
18
題 可以選填哪些組的志願？
19

什麼是大學組「三跨一組」，
可以選填哪些組的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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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大學組「四跨一組」，
可以選填哪些組的志願？

21

我有申請特殊需求，請問要
附什麼證明？

我使用拐杖（輪椅、助聽
器、放大鏡、擴視鏡…等
22
等）為什麼報名時需提出自
檢 備輔具申請？
附
23 資 我想要申請代謄答案卡
料

24

我要報考「腦性麻痺」障礙
別需要附什麼證明？

◎身體病弱生只要具備學歷資格，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手
冊）或鑑輔會證明之任一項證明，且該證明需於報名截
止日前仍為有效期。
◎本甄試分為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腦性麻痺、自閉症、學
習障礙、其他障礙，只要不符合前五個障礙別之考生，
請報考其他障礙。
◎考生請依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上之類別選
擇報考障礙別，惟如證明上之註記同時符合兩個障礙別
之報考資格，請考生擇一報考。

◎考生不得重複報名，報名時需擇一類（群）組別。
◎考試為同一天，考生無法同時應考所有考科。
◎術科分為美術、音樂（分為西樂、國樂），報名時請美
術、西樂、國樂三種擇一報名。
◎考試為同一天，考生無法同時應考所有考科。
◎「二跨一組」（一跨二）考試科目：國文、英文、數學
甲、物理、化學、數學乙、歷史、地理，得選填第一、
二類組學系志願。
◎「三跨一組」（一跨三）考試科目：國文、英文、數學
甲、物理、化學、生物、數學乙、歷史、地理，得選填
第一、二、三、四類組學系志願。
◎「四跨一組」（一跨四）考試科目：國文、英文、數學
甲、化學、生物、數學乙、歷史、地理，得選填第一、
四類組學系志願。
◎只要能證明考生確有其需求之證明即可。
如：考生申請自備放大鏡，身心障礙證明上如有註明視覺
障礙及障礙程度即可。
考生申請電子點字試題(BRL)+點字機答題，請檢附
個別化教育計畫或輔導紀錄等。
◎除應考文具外，其餘自備輔具都需於報名時提出申請，以
利於安排試場位置或座椅規格。
◎身障甄試作答方式採用 A3 答案卷，直接劃記/勾選答案選
項。如無法於 A3 答案卷作答者，請依相關規定申請答案
卷需求。
◎非持有腦性麻痺類之鑑定證明者，應持 104 學年度身心障
礙甄試簡章附錄「腦性麻痺生應考功能鑑定表」經有關
醫療單位（衛生福利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公告之「身心
障礙鑑定醫院名冊」所屬神經內科、小兒神經科、復健
科）辦理檢查後出具；或得持報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4
學年度高中英語聽力測驗或學科能力測驗之「104 學年度
身心障礙考生申請應考服務專用-診斷證明書」正本替
代，惟診斷內容須註明係因腦性麻痺所引起的功能障

礙，如未註明概以資格不符處理。

報
我是低（中低）收入戶考
25 名
生，報名時需要先繳費嗎？
費

◎持有低收入戶證明免繳報名費，報名時需繳交低收入戶證
明。
◎持有中低收入戶證明報名費減免 30%，請先繳交減免後
之報名費並繳交中低收入戶證明。
◎中低收入戶證明非清寒證明、非合於最低生活費用標準
2.5 倍證明。
◎經審驗不符合低(中低)收入戶資格之考生，應於規定期限
內補繳報名費。

准
26 考 准考證遺失怎麼辦？
證

◎請依簡章規定時間向甄試委員會或考區試務辦公室申請補
發。
◎向甄試委員會申請補發請填妥准考證補發申請表，傳真或
郵寄至甄試委員會。
◎向考區試務辦公室申請補發，於考試期間攜帶（提供）附
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並貼有照片可資證明身分之
證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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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考試科目與範圍？

◎分為學科考試與術科考試，各類群（組）別的學科考試科
目請詳閱 104 學年度身心障礙甄試簡章或至本甄試委員
會網站查看，另有關考科範圍亦可至網站查看；術科考
試分為美術類、音樂類（西樂、國樂）。

題型與題數為何？

◎學科考試題型皆為單選題，題數至多 40 題（四技二專組
設計群之專業科目（二），除腦性麻痺障別採筆試外，其
餘障別採實作）。
◎沒有作文，沒有英文聽力測驗。

考試時間多長？

◎學科考試時間各科皆為 90 分鐘，腦性麻痺生學科考試一
律延長考試時間 20 分鐘。術科考試各科考試時間詳閱
104 學年度身心障礙甄試簡章。

學科考試答題方式為何？

◎A3 答案卷，限用黑色鉛筆、黑色或藍色墨水的筆書寫；
其餘特殊答題方式須於報名時提出申請，並經過本甄試
委員會審定後提供。

考試當日應攜帶哪些證件及
文具？

◎考生應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以供身分查驗。應備文具
如：黑色鉛筆、黑色或藍色墨水的筆、橡皮擦或修正
液、修正帶。
◎本甄試不得使用計算器，參加術科考試除鋼琴外，其餘畫
具、樂器均須自備。
◎音樂類術科考試不得帶伴奏。
◎考生入場後，除准考證及考試必用文具外，所有物品均應
立即放置於臨時置物區。建議考生儘量不要把行動電話
帶入試場；如不得已要帶行動電話進入試場時，一定要
先取出電池或關機，並放在「臨時置物區」。

考試當日有接駁車嗎？輪椅
可以上去嗎？

◎僅北一考區、中部考區及南部考區於開放查看試場及考試
日有安排接駁車，詳細時間請於 104 年 3 月 17 日下午
2:00 以後查看身障網站「試場位置」。輪椅可以上接駁
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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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單遺失沒有通行碼，沒
有辦法選填志願怎麼辦？

成
績
單
及
選 我參加身心障礙甄試的成績
34 填 要達到什麼樣的標準才能夠
志 上網選填志願？
願

◎請依簡章規定時間提出補發成績單，原通行碼將會作廢，
並給予一組新的通行碼。
◎最低登記標準由甄試委員會訂定，並於網路選填志願前
(104 年 4 月 21 日)公告於甄試委員會網站，未達最低登記
標準者或不符各校系科組所列入學條件者，不得選填志
願且不予分發。雖有名額，亦不予分發。
術科成績低於 60 分者，其選填之術科招生校系科不予分
發。
◎大學組、四技二專組、二技組各科之成績檢定標準（頂
標、高標、均標、低標及底標）將於 104 年 4 月 21 日公
告於甄試委員會網站。

如果我有缺考或是零分的狀
況，還可以填志願嗎？

◎只要考生總成績達到公告之最低登記標準者，即可選填志
願，不會因為缺考或零分而不得選填志願。

如果我報考身心障礙甄試，
我還可以報名繁星推薦？個
人申請入學？
如果我報考身心障礙甄試，
36 其
我還可以報名統測？四技二
他 專甄選入學？
如果我身心障礙甄試已經錄
取，我還可以報名指考嗎？

◎報考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經通知錄取分發者，
若欲參加 104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或四技二專
或二技各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應填妥放棄錄取聲明
書，於 104 年 5 月 26 日（星期二）前向獲分發學校聲明
放棄錄取資格。
◎考生可報名繁星推薦入學招生、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惟如
與本甄試同時錄取，請擇一放棄。
◎考生可以報名指考，但如欲持指考成績參加大學考試入學
分發招生，須於 104 年 5 月 26 日前放棄本甄試錄取資
格。
◎考生可報名統測，但如統測成績公告後，想持統測成績參
加二專入學管道，須於 104 年 5 月 26 日前放棄本甄試錄
取資格。
◎其他入學管道請依該招生簡章規定辦理。

大專校院有沒有設置特殊資
源班？

◎沒有，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11 條【摘錄】「高級中等以下各
教育階段學校得設特殊教育班…，前項特殊教育班之設
置，應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因此大專校院無設置特
殊教育班，皆與一般生一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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