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大學 108 學年度高雄校區各項招生考試預定時間表
國內目前高三生、同等學力同學，聯招&單獨招生部分
編號

項目

報名日期

考試日期

學科能力測驗

107/10/26~11/8(五~四)

108/1/25~26 (五~六)

繁星推薦

108/3/11~3/12

放榜會議日期

放榜日期

108/2/25(一)

108/3/18(一)

第一階段報名日期

第一階段放榜

108/3/20~3/21

108/3/27 (三)

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逕予錄取書審
108/4/4~4/6(四-六)
個人申請

學
士
班
（
聯
招
）

第二階段報名日期

無逕予錄取書審

108/3/27~4/2(三~二)

108/4/8~4/12(一~五)

逕予錄取 108/4/10(三)

逕予錄取 108/4/11(四)

向本校報名

面試

無逕予 108/4/19(五)

無逕予 108/4/20(六)

上傳資料 108/3/29~4/2(五~二)

108/4/13(六)除金融系外

金融系 108/5/1(三)

金融系 108/5/2(四)

說明會 108/3/31、4/1(六、日)

108/4/14(日)時尚、服經、資
設、動畫、應日
108/4/27(六)金融(城區)

統一入學測驗

108/5/4~5/5(六~日)
第一階段報名

四技甄選

集體 108/5/24~5/30 向原高中報名

成績查詢

個別 108/5/24~5/31 向委員會報名

108/6/4(二)上午 10 時

第二階段報名
集體 108/6/5~6/12 向原學校報名
個別 108/6/5~6/12 向委員會報名
本校公告甄審通知 108/6/18 (二)前

技優甄審
107/12/12(三)
簡章開始發售

學
士
班
（
單
獨
招
生
）

面試

本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108/7/2 (二)下午 2 時

108/6/22(六) 高雄校區

108/7/3 (三)上午 10 時
總會統一分發放榜
108/7/10 (三) 上午 10 時

108/6/23(日) 台北校區

考生至總會網站個別報名

108/6/20 (四)

108/5/23~5/28 下午五時(四~二)

108/6/24 (一) 上午 10 時
總會統一分發放榜
108/7/3 (三) 上午 10 時

107/11/19~12/7(一~五)

簡章網路公告
運動績優考試

書審
108/6/14~17 (五~一)

本校網站公告

特殊選才
107/10/19 (五)

總會網站提供第一階段

面試
107/12/15(六)

107/12/21 (五)

107/12/27 (四)

108/1/2~3/15 (二~五)

108/3/23(六)

108/3/26 (二)

108/3/27(五)

108/1/2~8/9 (二~五)

108/8/17(六)

108/8/21(三)

108/8/22(四)

雙軌旗艦計畫

第一階段報名 108/4/1~7/29

第一階段面試 108/8/6

第一階段面試 108/8/9

107/12/1(六)

實習預備 108/8/19~108/8/30

第二階段筆試 108/9/1

第二階段筆試 108/9/5

107/12/1 (六)
原住民專班考試
107/12/1(.六)

實踐大學 108 學年度高雄校區各項招生考試預定時間表
國內目前大學在校生、欲再進修之單獨招生部分
編號

項目
轉學生考試(寒轉)
107/11/13(二)
簡章網路公告

學
士
班
（
單
獨
招
生
）

轉學生考試(暑轉)
108/5/13(一)
簡章網路公告
進修學士班招生
107/12/1(六)
簡章網路公告



報名日期

考試日期

107/12/4~107/1/11(二~五)

書審

二年級、進修部、陸生

108/1/14~1/15(一~二)

放榜會議日期

放榜日期
公告選系最低標準

108/1/16(三)

108/1/18(五)
放榜
108/1/21(一)
公告選系最低標準

108/6/3(一)-108/7/17(三)

書審

二年級、三年級、進修部、陸生

108/7/18~7/23(四~二)

108/7/24(三)

108/7/26(五)
放榜
108/7/29(一)

甄審 108/1/2-108/5/31
申請 108/6/20-108/8/1

面試(須協助產學媒合者)

放榜會議

甄審 108/6/15

甄審 108/6/20

申請 108/8/4

申請 108/8/28

甄審 108/6/22
申請 108/8/31

雙軌旗艦計畫

第一階段報名 108/4/1~7/29

第一階段面試 108/8/6

第一階段面試 108/8/9

107/12/1(六)

實習預備 108/8/19~108/8/30

第二階段筆試 108/9/1

第二階段筆試 108/9/5

雙軌旗艦計畫：2 天上課，4 天上班，有完整生活、課業輔導，有退場轉型機制，詳閱該案招生
簡章



上述各類招生管道，歡迎目前大學在校生、退伍軍人、想要再進修並轉換工作跑道之在職人士報
名

實踐大學 108 學年度高雄校區各項招生考試預定時間表
外國學生、港澳同學、僑生
編號
外國
學生
單招

項目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108/1/22 (二)

僑生 僑生單獨招生暫定)
單招

107/11/1(四))

轉學生考試(寒轉)
目前

107/11/13(二)

就讀

簡章網路公告

報名日期

108/2/18~6/5(一~三)

第一梯 107/11/2~12/31(四~一)
第二梯 108/6/1~7/12(六~五)

考試日期
書審
108/6/10~6/14(一~五)
書審
第一梯 108/1/1~1/11
第二梯 108/7/13~7/26

放榜會議日期

放榜日期

108/6/20 (四)

108/6/25 (二)

第一梯 108/1/16(三)

第一梯 108/1/18(五)

第二梯 108/7/27(三)

第二梯 108/7/29(五)
公告選系最低標準

107/12/4~107/1/11(二~五)

書審

二年級、進修部、陸生

108/1/14~1/15(一~二)

108/1/16(三)

轉學生考試(暑轉)

同學

108/5/13(一)
簡章網路公告

放榜
108/1/21(一)

國外
大學

108/1/18(五)

公告選系最低標準
108/6/3(一)-108/7/17(三)

書審

二年級、三年級、進修部、陸生

108/7/18~7/23(四~二)

108/7/24(三)

108/7/26(五)
放榜
108/7/29(一)



僑生可報名外國學生、僑生單招；外籍生



目前就讀國外大學同學，可申請外國學生單招、僑生單招（有僑生身分）、轉學生考試，若正在
就讀國外大學同學，經由外國學生單招或僑生單招者，可於入學後申請提高編制至大學二年級或
三年級



港澳學生，若已修讀 IVE、副學士等學院、學制，可經由僑生單招入學，入學後可於入學後申請
提高編制至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