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技技優甄審入學
乙級技術士證對應各招生類別及加分比率一覽表
電機類 (39)
加分比率 15% (21 張次)
00100 冷凍空調裝修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
01300 工業配線
01600 自來水管配管
02800 工業電子
02900 視聽電子
03200 變壓器裝修
03600 工業儀器
04000 配電線路裝修
07400 配電電纜裝修
11500 儀表電子
11600 電力電子
11700 數位電子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16600 用電設備檢驗
16700 變電設備裝修
16800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
16900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
17000 機電整合
17200 網路架設
21000 太陽光電設置

加分比率 8% (16 張次)
01000 電器修護
03300 旋轉電機裝修(97 停)
03400 旋轉電機繞線(97 停)
03500 靜止電機繞線(97 停)
04200 測量
06400 升降機裝修
07500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100 停)
07900 油壓
08000 氣壓
10900 電腦數值控制銑床工(100 停)
11200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103 停)
12000 電腦硬體裝修
16500 工程泵(幫浦)類檢修
18201 銑床-CNC 銑床
18301 車床-CNC 車床
20800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加分比率 4% (2 張次)
02000 汽車修護
14500 機器腳踏車修護

電子類 (29)
加分比率 15% (9 張次)
02900 視聽電子
03600 工業儀器
11500 儀表電子
11700 數位電子
11800 電腦軟體應用
11900 電腦軟體設計
12000 電腦硬體裝修
15600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17200 網路架設

加分比率 8% (16 張次)
00300 鉗工(100 停)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
02000 汽車修護
04200 測量
07500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100 停)

08300 精密機械工(100 停)
10900 電腦數值控制銑床工(100 停)
11200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103 停)

11600 電力電子
16600 用電設備檢驗
17000 機電整合
17600 飛機修護
18201 銑床-CNC 銑床
18301 車床-CNC 車床
18500 機械加工
20800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加分比率 4% (4 張次)
00100 冷凍空調裝修
03200 變壓器裝修
07800 眼鏡鏡片製作
16800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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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類 (58)
加分比率 15% (26 張次)
00600 機械製圖(103 停)
01100 鑄造
01600 自來水管配管
02000 汽車修護
02300 牛頭鉋床工
02400 沖壓模具工(100 停)
07500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100 停)
07900 油壓
08000 氣壓
08300 精密機械工(100 停)
09100 氬氣鎢極電銲
09700 半自動電銲
10900 電腦數值控制銑床工(100 停)
11200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103 停)
12100 工業用管配管
14500 機器腳踏車修護
16000 機械板金
17000 機電整合
17600 飛機修護
18201 銑床-CNC 銑床
18301 車床-CNC 車床
18401 模具-沖壓模具
18402 模具-塑膠射出模具
18500 機械加工
20800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21400 金屬成形

加分比率 8% (24 張次)
00100 冷凍空調裝修
00200 車床工(100 停)
00300 鉗工(100 停)
00400 一般手工電銲
00500 氣銲(101 停)
00800 木模(100 停)
01400 板金
01500 冷作
01700 打型板金(100 停)
02100 熱處理
02200 平面磨床工(100 停)
02500 銑床工(100 停)
02700 重機械修護
03100 鍋爐操作
03700 金屬塗裝(101 停)
03800 電鍍
05200 農業機械修護
05800 染整機械修護
06400 升降機裝修
12700 機械停車設備裝修
15300 汽車車體板金
16500 工程泵(幫浦)類檢修
18600 平面磨床
21000 太陽光電設置

加分比率 4% (8 張次)
05300 艤裝(96 停)
05600 紡紗機械修護(100 停)
05700 織布機械修護(100 停)
05900 針織機械修護(100 停)
08200 圓筒磨床工(94 停)
12200 氣體燃料導管配管
15500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
16400 車輛塗裝

化工類 (17)
加分比率 15% (5 張次)
03000 化學
05000 石油化學

加分比率 8% (4 張次)
01100 鑄造
05800 染整機械修護
11100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104 停) 11000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12300 化工
22300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
22400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

加分比率 4% (8 張次)
03700 金屬塗裝(101 停)
05400 陶瓷-石膏模
05600 紡紗機械修護(100 停)
05700 織布機械修護(100 停)
05900 針織機械修護(100 停)
14600 金銀珠寶飾品加工
14800 建築塗裝
16400 車輛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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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類(一) (42)
加分比率 15% (8 張次)
01600 自來水管配管
06900 建築工程管理
11800 電腦軟體應用
12500 建築物室內設計
12600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
17200 網路架設
18000 營造工程管理
2220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加分比率 8% (15 張次)
00900 泥水
01800 鋼筋(106 停)
01900 模板
08100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10300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104 停)
11200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103 停)
12000 電腦硬體裝修
13600 造園景觀
17000 機電整合
17300 網頁設計
18201 銑床-CNC 銑床
18301 車床-CNC 車床
18500 機械加工
19000 地錨
20800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加分比率 4% (19 張次)
00200 車床工(100 停)
00300 鉗工(100 停)
00600 機械製圖(103 停)
01200 家具木工
02400 沖壓模具工(100 停)
02500 銑床工(100 停)
03900 門窗木工
07500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100 停)

08000 氣壓
08300 精密機械工(100 停)
10900 電腦數值控制銑床工(100 停)

11900 電腦軟體設計
12100 工業用管配管
12200 氣體燃料導管配管
16600 用電設備檢驗
17100 裝潢木工
18401 模具-沖壓模具
18402 模具-塑膠射出模具
20300 喪禮服務

管理類(二) (13)
加分比率 15% (5 張次)
11800 電腦軟體應用
11900 電腦軟體設計
14900 會計事務
17200 網路架設
19500 就業服務

加分比率 8% (5 張次)
10300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104 停)

11400 商業計算
18100 門市服務
20000 國貿業務
2220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加分比率 4% (3 張次)
09000 圖文組版(103 停)
19100 印前製程
20300 喪禮服務

管理類(四) (8)
加分比率 15% (4 張次)
11800 電腦軟體應用
11900 電腦軟體設計
17200 網路架設
17300 網頁設計

加分比率 8% (2 張次)
09000 圖文組版(103 停)
12000 電腦硬體裝修

加分比率 4% (2 張次)
19100 印前製程
20300 喪禮服務

加分比率 8% (3 張次)
03000 化學
07200 按摩
18100 門市服務

加分比率 4% (1 張次)
20300 喪禮服務

加分比率 8% (0 張次)

加分比率 4% (1 張次)
20300 喪禮服務

化妝品類 (7)
加分比率 15% (3 張次)
06000 男子理髮
06700 女子美髮
10000 美容

醫事類(一) (1)
加分比率 15% (0 張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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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類(二) (37)
加分比率 15% (4 張次)
11300 廣告設計(104 停)
12500 建築物室內設計
19100 印前製程
20100 視覺傳達設計

加分比率 8% (14 張次)
04500 凸版印刷
04600 裝訂及加工
08400 平版製版(101 停)
08500 凹版製版
08600 網版製版(103 停)
08700 平版印刷
08800 凹版印刷
08900 網版印刷(101 停)
09000 圖文組版(103 停)
11200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103 停)
11800 電腦軟體應用
17300 網頁設計
19200 網版製版印刷
20800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加分比率 4% (19 張次)
00600 機械製圖(103 停)
01200 家具木工
02400 沖壓模具工(100 停)
03700 金屬塗裝(101 停)
03900 門窗木工
04700 男裝(100 停)
04800 女裝
04900 國服
06600 製版照相
07500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100 停)
10900 電腦數值控制銑床工(100 停)

14600 金銀珠寶飾品加工
14800 建築塗裝
16400 車輛塗裝
17100 裝潢木工
18201 銑床-CNC 銑床
18301 車床-CNC 車床
18401 模具-沖壓模具
18402 模具-塑膠射出模具

食品技術類 (6)
加分比率 15% (4 張次)
07600 中餐烹調
07700 烘焙食品
09200 食品檢驗分析
09600 中式麵食加工

加分比率 8% (2 張次)
03000 化學
14000 西餐烹調

加分比率 4% (0 張次)
-

護理類(一) (1)
加分比率 15% (0 張次)
-

加分比率 8% (0 張次)

加分比率 4% (1 張次)
20300 喪禮服務

加分比率 8% (0 張次)

加分比率 4% (1 張次)
20300 喪禮服務

加分比率 8% (1 張次)
09600 中式麵食加工

加分比率 4% (0 張次)

-

幼保類 (1)
加分比率 15% (0 張次)
-

-

餐旅類 (4)
加分比率 15% (3 張次)
07600 中餐烹調
07700 烘焙食品
14000 西餐烹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