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生注意事項 

    108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即將在 108年 5月 4日和 5月 5日舉行，試場

全面開放使用冷氣，因身心因素需在非冷氣試場應試的考生，依簡章規定須於報名時

提出申請，本中心已依考生個別需求排定試場，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變更試場。 

    為了讓大家了解考試相關事項，並提醒考生避免發生疏失或違規，「108學年度 

統一入學測驗考生應考注意事項」宣導簡報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以下幾點也請各位

考生留意並配合： 

壹、 考試前 

一、 請詳閱「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避免違規。 

二、 108年 5月 4日(星期六)上午 8時起，於各考(分)區入口處公布「試場平面

圖」、「試場分配表」，考生可於當日上午 8時起前往考(分)區入口處查看試

場位置，再到試場外依「試場座位表」查看方位，但不開放進入試場。 

三、 准考證為考生每節應試必要文件，考生應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考試當天

務必備妥准考證和應試文具，從寬評估路程所需時間，儘早出門。 

四、 答案卡(卷)作答規定請詳閱簡章之附錄八～附錄十二。 

貳、 考試中 

一、 請勿將手機及智慧型手環(如：小米手環等)、智慧型手錶(如：Apple Watch

等)…等穿戴式裝置帶入試場；如不慎攜帶入場，請先關閉鬧鈴功能，並關

機或將電池取出，再放置於「臨時置物區」，以確保不會發出聲響；考生攜

帶入場(含臨時置物區)之手機、手錶等物品，如於考試中發出聲響或影響試

場秩序者，仍視同違規處理！ 

二、 預備鈴(鐘)響起，考生即可進入試場，請迅速對號入座；在考試開始鈴(鐘)

響前，切記不可以翻閱試題本、書籍或紙張，也不可以書寫、劃記、作答

或未經監試人員許可逕行離座。 

三、 考試開始鈴(鐘)響起，考生即可開始作答。考生應掌握作答時間於答案卡(卷)

作答，考試結束鈴(鐘)響畢時，應即停止作答且雙手離開桌面；歷年仍有考

生將答案寫在試題本，待聽到考試結束鈴(鐘)響時，才發現來不及在答案卡

(卷)作答。 

四、 除試題本及答案卡(卷)外，請考生不要在准考證或文具等處標示、抄錄題

目或答案。 

五、 試題本及答案卡(卷)不可攜出試場外，考生離場時應全部繳回。 

六、 設計群專業科目(二)「基本設計、繪畫基礎、基礎圖學」考試，考生不可

以攜帶色票(卡)或含有與考試內容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 

參、 考試後 

    對於違規之行為有疑慮需進一步說明，考生本人應於當日應考最後一節結束後

30分鐘內逕至試務辦公室向考(分)區主任提出書面申復，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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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應考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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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 

更多考試相關資訊 
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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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考試日期 
 

四技二專：108年5月4日(星期六)~ 
  108年5月5日(星期日) 

 
二       技：108年5月5日(星期日) 



簡報內容 

一. 考試前考生注意事項提醒 

二. 考試期間考生注意事項提醒 

三. 考生常見違規 

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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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試前 

考生注意事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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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試重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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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備妥准考證 

108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會寄發准考證嗎？ 

(1)會寄准考證！准考證寄發時間：108年3月27日(星期三) 

(2)准考證寄發方式： 

個   別   報   名：依報名時所填通訊地址寄送 
                                  (如於108年4月2日仍未收到，請電洽：05-537-9000轉300、600)  

學校集體報名：郵寄至集體報名學校轉發考生 
                            (如於108年4月2日仍未收到，請洽代辦報名學校)  

准考證毀損或遺失如何申請補發？ 

(1)108年4月24日前毀損或遺失者：請至本中心網站申請補發 

(2)108年4月25日後毀損或遺失者：考生親自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及與報名時繳交相同樣式之2吋照片1張向考(分)區試務辦

公室申請補發，未帶身分證明文件者不予補發 



第一部分 考試重點提醒 

5 

２ 查詢試場位置 

如何知道考試地點？ 

(1)考試地點於108年4月24日(星期三)起在本中心網站公告 

(2)分區入口處公告「試場平面圖」和「試場分配表」： 

四技二專 - 108年5月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 

二        技 - 108年5月4日(星期六)下午2時起 

(3)開放分區查看試場位置： (※考生不可以進入試場查看座位) 

四技二專 - 108年5月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 

二        技 - 108年5月4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             

             



第一部分 考試重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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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詳閱簡章相關規定 

簡章內有考生作答相關規定及「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        

請務必詳閱簡章，掌握應試規則             

             



第一部分 考試重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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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備妥應試文具 

考生應備妥之應試文具有哪些？ 

(1)作答用文具─黑色 2B 軟心鉛筆、橡皮擦、黑色墨水的筆(建議

使用筆尖粗約0.5mm~0.7mm之原子筆)、修正液或修正帶 

(2)其他應試文具─如：圓規、直尺、三角板、量角器、無文字符

號之文具盒(袋)及透明墊板 

哪些物品考試時不能攜帶或使用？ 

(1)計算機、計算紙、文宣品、多媒體播放器(如：MP3、MP4)…等 

(2)具通訊、拍照、錄影、傳輸資料、GPS、錄音、震動通知、 

語音控制、聲控等功能之裝置例舉如下： 

 

 

 

(3)妨害考試公平之物品：如教科書、參考書、電子辭典…等 



第一部分 考試重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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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前叮嚀 

1. 考生應注意身體健康，維持正常作息和身心狀態，考前盡量避

免出入公共場所，才能保持最佳身心狀況，順利參加考試 

2. 准考證為考生每節應試必要文件，考生應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 

3. 考試當天務必備妥准考證和應試文具，請從寬評估前往考場所

需時間，儘早出門 

4. 如考試前有咳嗽、發燒、流鼻水等感冒症狀，請戴口罩應試 



第二部分 

考試期間 

考生注意事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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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掌握各節考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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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注意事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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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可入場？ 

      預備鈴(鐘)響起，考生即可入場 

隨身物品要放哪裡？ 

(1)除准考證和應試文具以外之其他物品，請放置於試場設
置的「臨時置物區」 

(2)手機及智慧型手環(如：小米手環等)、智慧型手錶(如：

Apple Watch等)…等穿戴式裝置請先關閉鬧鈴功能，並
關機或將電池取出，再放置於「臨時置物區」，如考試中
發出聲響或影響試場秩序仍視同違規 

(3)「臨時置物區」之物品，監試人員不負保管責任 



入場注意事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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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座時要注意哪些事項？ 

(1)攜帶准考證和應試文具          

(2)對號入座：確認座位貼條之准考證號碼及姓名 

(3)入座後至考試開始鈴(鐘)響前，不可以翻閱試題本、書

籍或紙張，也不可以書寫，劃記、作答或未經監試人

員許可逕行離座 

可不可以帶計算紙或空白紙？ 

(1)不可以! 

(2)考生可以利用試題本的空白處計算或擬稿 

 



第一部分 考試重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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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試用品及非應試用品 作答時注意事項 3-1 

何時可以開始作答？ 

(1)考試開始鈴(鐘)響起，考生就可以開始作答 

(2)作答前，請先檢查試題本科目、頁數、題號和答案卡(卷)
上之准考證號碼 

作答時應使用哪些用筆？ 

(1)選擇題請使用黑色2B軟心鉛筆劃記，更正時請使用橡皮擦 

(2)非選擇題請使用黑色墨水的筆 (建議筆尖約0.5mm~0.7mm之原子筆)

書寫，更正時可使用修正液(帶) 

(3)設計群專業科目(二)請攜帶或使用符合規定之繪製媒材與
工具(請參閱四技二專簡章附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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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時注意事項 3-2 

可不可以抄錄題目或答案？ 

除試題本及答案卡(卷)外，請考生不要在准考證或文具等

處標示、抄錄題目及答案 

其他作答注意事項？ 

(1)請保持答案卡(卷)清潔，不要破壞或污損 

(2)請自行掌握作答時間在答案卡(卷)上作答，以免聽到考

試結束鈴響時才發現來不及畫卡 

(3)考試結束鈴(鐘)響畢時，應即停止作答且雙手離開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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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節考試注意事項 4 

考試期間可不可以飲食？ 

(1)考試期間不可以喝水(飲料)、嚼食或抽菸…等 

(2)考生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考試中飲水或服用

藥物，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向試務單位報備同意或經

監試人員同意後使用         

考試中身體不舒服或是要上洗手間該怎麼辦？ 

(1)請舉手向監試人員反映，經同意後，在試務或監試人

員陪同下，才可以離開試場 

(2)經治療或處理後，如果考試時間還沒結束，可以返回

試場繼續考試，但不得延長考試時間或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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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節離場注意事項 5 

何時可以離場？ 

(1)每節考試開始50分鐘後，考生才可以繳交題、卡(卷)

出場 

(2)離場時，請務必確實將試題本和答案卡(卷)交付監試

人員 (※試題本和答案卡(卷)不可以攜出試場) 

考試結束時有哪些注意事項？ 

(1)考試結束鈴(鐘)響畢，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且雙手離

開桌面 

(2)等待監試人員收取試題本和答案卡(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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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注意事項 6 

考試中發生違規怎麼辦？ 

(1)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監試或試務人員對於可

能擾亂試場內外秩序、妨害考試公平等情事將進行及

時必要之處置、查驗或移置各種可疑物品，考生應予

充分配合 

(2)考生對於違規行為有疑慮需進一步說明，可於繳卷後

或當日應考最後一節結束後30分鐘內至試務辦公室

說明 



第三部分 

考生常見違規 
(請詳閱「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避免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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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發出聲響或隨身攜帶手機 1 

預防措施： 

(1)每節考試入場前，先檢查衣褲口袋及隨身攜帶物品 

(2)將違禁物品(如：手機、智慧型手錶或智慧型手環…等)

交由陪考親友保管 

(3)無陪考親友者，一定要將違禁物品放在試場設置的「臨

時置物區」，放置前，務必先取消鬧鈴功能並關閉電源

或將電池取出 

(4)就座時，檢查抽屜中、桌椅下和座位旁是否有違禁物品           

(5)考試開始前，如發現座位或身上有違禁物品，要先舉手

取得監試人員同意後，才可離座將物品放於臨時置物區 



預防措施： 

(1)准考證應妥善保管 

(2)每節考試，考生應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 

(3)如准考證遺失，請至分區試務辦公室依規定申請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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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錶發出鬧鈴或整點報時 2 

預防措施： 

手錶如有鬧鈴或整點報時功能，要先取消鬧鈴或報時設定 

3 

                    

未攜帶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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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錯座位或誤入試場 4 

預防措施： 

(1)開放查看分區試場位置時，應前往了解試場位置、熟

悉分區環境 

(2)入場前，查看試場外張貼之「試場座位表」 

(3)就座前，先確認「座位貼條」上的准考證號碼及姓名

是否正確 

(4)如有坐錯座位或誤入試場者，請立即舉手向監試人員

請求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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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入場或提前離場 5 

預防措施： 

(1)掌握時間：請攜帶取消鬧鈴及整點報時功能的手錶 

                 (※智慧型手錶和智慧型手環不可以攜帶) 

(2)注意准考證上各節考試起訖時間  

(3)考試開始20分鐘後不可以入場；考試開始50分鐘內

不可以離場 

(4)考試中身體不舒服或是要上洗手間時，可舉手向監試

人員反映，經同意後，在試務或監試人員陪同下，才

可以離開試場 (詳請參見「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第1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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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結束鈴響畢，繼續作答 6 

預防措施： 

(1)請自行掌握作答時間，在答案卡(卷)上作答 

(2)考試結束鈴(鐘)響畢，應立即停止作答動作(含擦拭答

案卡(卷)或加黑、增補標點文字等)，雙手離開桌面 

(3)靜候監試人員收取試題本和答案卡(卷) 



預祝 

考試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