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金門大學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各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一覽表 

 

校系代碼 學系 審查資料 
面試 

者表「免面試」 

153012 應用英語學系 

  

153022 應用英語學系(願景組) 

153032 運動與休閒學系 

153042 企業管理學系 

153052 企業管理學系(青儲組) 

153062 電子工程學系 

153072 電子工程學系(願景組) 

153082 食品科學系 

153092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153102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願景組) 

153112 觀光管理學系 

153122 資訊工程學系 

153132 資訊工程學系(APCS組) 

153142 資訊工程學系(願景組) 

153152 建築學系 

153162 建築學系(願景組) 

153172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153182 華語文學系 

153192 華語文學系(願景組) 

153202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153212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 

153222 工業工程管理學系(願景組) 

153232 護理學系 

153242 護理學系(願景組) 

153252 長期照護學系 

153262 長期照護學系(願景組) 

153272 社會工作學系 

153282 社會工作學系(願景組) 

153292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153302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願景組) 



國立金門大學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知-報名流程圖 

 110 年 4 月 2 日（五）9 時至 110 年 4 月 12 日（一）17 時止。 

 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系統報名列印考生專屬繳費單並上傳繳款證明照片

( http://admission.nqu.edu.tw/index.ASP )，詳細系統操作流程請

參閱附件一，繳費方式請參閱附件二。 

 以 ATM 轉帳或台銀櫃檯繳費者，請繳費後須上傳繳款證明照片。繳費

情況，可於完成繳費 2 日後（不含假日）至系統進行查詢，若於仍未顯

示已繳費，請勿重新繳費，可於上班日（週一至週五 08:00-17:30）洽詢

082-312346。 

 報考單一學系以原價計，同時報考二個學系可享 9 折優待。繳費單產出

後無法修改繳費金額，亦不受理退費，請於產出繳費單前確認報考學

系。中低收入戶報名費減免 60%；低收入戶報名費全免優待。 

 考生可至本校招生資訊系統點選「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 →「查詢

作業」→「第二階段繳費狀況」查詢繳費狀態 

 符合優先錄取資格之弱勢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須於 110 年 4 月 12 日（一）17 時前傳真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開立之當年度有效證明文件，至 (082)313313，逾期不予受

理並視同放棄優先錄取資格。 

 符合報考願景組資格之考生(請參閱附件三)，請於 110 年 4 月 12 日（一）

17 時前將推薦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傳真至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

(082)-313313，逾期不予受理。 

110 年 4 月 2 日（五）至 110 年 4 月 12 日（一）每日 9 時~17 時。 

 請至大學甄選委員會網站「審查資料上傳系統」上傳審查資料

(https://www.cac.edu.tw/apply110/dataupload.php )。 

110年4月12日（一）前 (郵戳為憑) 

 以境外學歷（含國外、香港澳門、大陸地區學歷）報考者，須繳交「學

歷證件（應屆畢業生免附)、歷年成績證明、入出國紀錄證明及境外學歷

切結書」(附件四)」於 110 年 4 月 12 日 17 時前傳真至本校教務處綜合

教務組（傳真電話：082-313313），逾期恕不予受理。 

 如有問題，請洽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 082-312346。 

網路報名並取得 

第二階段繳費帳號 

繳費並上傳 

繳款證明照片 

查詢繳費狀態 

(系統顯示未繳費者視同

未完成網路報名) 

符合優先錄取及願景組

資格傳真證明文件 

境外學歷考生 

傳真資格審驗資料 

(非境外學歷考生免傳真) 

完成第二階段 

指定項目報名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上傳

審查資料 

http://admission.nqu.edu.tw/index.AS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0/dataup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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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報名繳費流程操作範例 

 

※本資料僅供報名繳費流程參考，相關報名規

定及費用等一律以簡章及本校最新公告為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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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入本校招生資訊系統( http://admission.nqu.edu.tw/index.ASP )，點選「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 

http://admission.nqu.edu.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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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報名作業」→「取得第 2 階段繳費帳號」→ 選擇報名學系 → 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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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報名」



 

4.輸入身分證字號(僑生請輸入居留證號) → 點選「送出」 



 

5.送出後無法修改，請確認是否報名該學系，確定報名者請點選「確定」，不報名請點選「取消」。 

 

 



 

6-1.報考單一學系者請點選「不再報名其他學系並產生繳費單」，繳費單產出後無法再修改，欲再報考第二個學系者以原價計。
(請接續第 12 點) 
6-2.同時報考兩個學系者，請點選「繼續報名其他學系」。 



 

7.選擇第二個欲報考學系→點選「查詢」 



 

8. 點選「報名」

 



 

9.輸入身分證字號 (僑生請輸入居留證號) → 點選「送出」

 



 

10.送出後無法修改，請確認是否報名該學系，確定報名者請點選「確定」，不報名請點選「取消」。 

 



 

11.點選「不再報名其他學系並產生繳費單」，繳費單產出後無法再修改。 



 

12.點選「列印」，於繳費期限內持繳費單至 ATM 轉帳繳費或台灣銀行櫃檯繳費。 



 

13.點選「報名作業」→「上傳繳款單證明照片」→輸入身分證字號(僑生請輸入居留證號) → 點選「送出」 

 



 

14.點選「第 2 階段繳費證明」→「選擇檔案」(限 JPG 檔)→「上傳檔案」  



 

15.點選「查詢作業」→「第二階段繳費狀況」→輸入身分證字號(僑生請輸入居留證號) → 點選「送出」 

 



 

16.確認顯示「已繳費」 

(ATM 轉帳或台銀櫃檯繳費，約於繳費後 1 小時可銷帳) 



 

報名費繳費方式說明 

一、 報名費： 800元整。(中低收入戶報名費減免60%；低收入戶報名費全免優待。) 

二、 報名費繳費帳號：由考生於繳費期間內自行至本校招生資訊系統取得，網址為 

http://admission.nqu.edu.tw/index.ASP ，操作流程請參考附件一。 

三、 繳費期間：110年4月2日（五）09:00至110年4月12日（一）17:00止 

四、 繳費注意事項： 

(一)繳費後請上傳繳款證明照片，操作流程請參考附件一。 

(二)報考單一學系以原價計，同時報考二個學系可享9折優待。繳費單產出後無法修改繳費金額，

亦不受理退費，請於產出繳費單前確認報考學系。 

(三)若因報名費繳交不正確、轉帳未成功…等而延誤報名，概由考生自行負責，並不得要求延長

繳費時間。 

五、 繳費方式：下列兩種方式擇一繳費。 

(一)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約1小時後銷帳 

取得繳費帳號後，請持金融卡利用自動櫃員機（ATM）轉帳。 

ATM操作流程： 

（1）插入金融卡輸入金融卡密碼 → （2）選擇『跨行轉帳』及『非約定帳號』（如發卡

銀行跟ATM屬同一家，選擇『轉帳交易』） → （3）輸入臺灣銀行代碼：004 → （4）輸

入繳費單上之「繳費帳號」，共14碼 → （5）輸入繳費單上之「繳費金額」 → （6）資

料確認無誤，請按「確認」 → （7）交易完成，收取明細表確認轉帳是否成功 

※注意事項： 

（1） 因繳費帳號是唯一且具有檢核機制，所以如果輸入錯誤的繳費帳號、金額或超過繳款期

限，交易將無法成功。 

（2） 請先確認您的金融卡是否具備轉帳功能，若沒有該功能，請向發卡銀行申請金融卡轉帳

功能。若無金融卡，亦可委託他人代為轉帳繳費。 

（3） ATM繳費完成後，請檢查交易明細表，如「交易金額」及「手續費」欄沒有扣款紀錄，

即表示轉帳未成功，請依繳費方式再次完成繳費，並確定交易是否成功。 

（4） 使用自動櫃員機（ATM）繳費轉帳者，請盡早持存摺至原開戶之金融機構進行補摺，

以確定轉帳成功。 

（5） 使用ATM跨行轉帳需由應考人負擔轉帳手續費。 

(二) 至臺灣銀行櫃檯繳費：約1小時後銷帳 

取得繳費帳號並列印具有條碼之繳費單後，持繳費單至臺灣銀行櫃檯繳費，繳費收據請自

行留存備查，應考人需負擔10元手續費。 

附件二 

http://admission.nqu.edu.tw/index.ASP


 

國立金門大學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願景組指定項目甄試須知 

考生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可報考願景組： 

一、 當年度低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符合本項資格之考生，應檢附以下資料送本校審查： 

(一) 當年度低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二、 未符合前述低收/中低收入戶資格，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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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所屬高中審認為具有特殊值得推薦之事蹟者。 

符合本項資格之考生，應檢附以下資料送本校審查： 

(一) 全戶財稅證明(請至國稅局申請)。 

(二) 願景組學生高中推薦表(由就讀高中推薦屬經濟不利之學生)。 

三、 設籍金門縣一年以上(109年9月1日前設籍金門縣)或國立金門高級中學學生或國立

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 

符合本項資格之考生，應檢附以下資料之一送本校審查： 

(一) 全戶3個月內(110年1月1日後申請)戶籍謄本。 

(二) 高中(職)學生證影本(需含本學期註冊章)、在學證明書或高中(職)畢業證書。 

◆注意事項： 

相關資料請於 110 年 4 月 12 日 17 時前將證明文件傳真至本校日間部招生委員會

(082-313313)，逾期不受理且不予採認，並視同資格不符。 

 

附件三 



 

國立金門大學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境外學歷切結書 

本人所持 

(請勾選) 

□國外 
□大陸地區 
□香港或澳門地區 

之學歷證件確為教育部認可，惟因仍在學 

（應屆畢業）或未及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完成相關驗證或採認程序。

茲保證於錄取後註冊時，依前述採認辦法規定，繳驗完成驗證或採認之正式學

歷證件（畢業證書）正本及歷年成績證明正本（外文應附中譯本）及入出國主

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證明（須涵蓋境外學歷修業起訖期間），若未繳交或經

查證不符合貴校報考條件，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金門大學招生委員會 
 

境外校院名稱（如為國外學校，請書寫英文全名）： 

                                                  

學校地址(請書寫詳細地址，包含國名或地區)： 

                                                  

境外學歷修業時間：西元    年    月至    年    月 

合計    個月（須扣除非修業期間） 

立書人簽名（國外學歷請另行簽立英文姓名）： 

  中文：                  英文：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報考學系(組)： 

學測應試號碼： 

考生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以境外學歷報考者，請填妥本切結書後，連同學歷證件(應屆畢業生免附)、

歷年成績證明及入出國紀錄證明於 110年 4月 12日 17時前傳真至本校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傳真電話：082-313313），逾期恕不予受理。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