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理大學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面試公告 

 

一、面試日期：民國 105 年 4 月 30 日(週六)。 

二、面試地點：嘉南藥理大學(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三、面試注意事項： 

1.碩士在職專班在職生請依面試通知上規定之報到時間、地點參加面試。 

2.面試報到時請攜帶面試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3.未收到面試通知者，請來電查詢(電話：06-2664911 轉分機 1602~1604)確認個人之報

名編號，依本網站公告之報到時間、地點參加面試，面試當日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核驗即可，本校不再另行補發。 

四、各系所面試公告： 

藥學系 

生物科技系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保健營養系 

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醫務管理系 



嘉南藥理大學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藥學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報到及面試時間：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09：30～09：50 09：50～10：00 10：00 起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面試資格。未完成面試，不得中途離開。 

 

二、報到地點：  

    本校李金星實驗大樓(N 棟)一樓 N104 教室（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三、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四、面試報到時請攜帶本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大門 

汽車停車場 

藥學系面試報到地點： 
李金星實驗大樓(N棟) 

一樓 N104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生物科技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報到及面試時間：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09：30～09：50 09：50～10：00 10：00 起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面試資格。未完成面試，不得中途離開。 

 

二、報到地點：  

    本校資訊暨教學大樓(QS 棟)五樓 QS501 教室（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三、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四、面試報到時請攜帶本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大門 

汽車停車場 

生物科技系面試報到地點： 
資訊暨教學大樓(QS棟) 

五樓 QS501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報到及面試時間：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09：30～09：50 09：50～10：00 10：00 起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面試資格。未完成面試，不得中途離開。 

 

二、報到地點：  

    本校松田大樓(B 棟)四樓 B403 教室（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三、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四、面試報到時請攜帶本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大門 

汽車停車場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面試報到地點： 
本校松田大樓(B棟)四樓 B403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保健營養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報到及面試時間：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09：30～09：50 09：50～10：00 10：00 起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面試資格。未完成面試，不得中途離開。 

 

二、報到地點：  

    本校資訊暨教學大樓(QS 棟)五樓 QS507 教室（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三、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四、面試報到時請攜帶本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大門 

汽車停車場 

保健營養系面試報到地點： 
本校資訊暨教學大樓(QS棟) 

五樓 QS507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報到及面試時間：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09：30～09：50 09：50～10：00 10：00 起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面試資格。未完成面試，不得中途離開。 

 

二、報到地點：  

    本校綜合教學大樓(C 棟)三樓 C308 教室（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三、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四、面試報到時請攜帶本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大門 

汽車停車場 

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面試報到地點： 
本校綜合教學大樓(C棟)三樓 C308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報到及面試時間：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09：30～09：50 09：50～10：00 10：00 起 

 

二、報到地點：  

    本校 環境永續大樓 (E 棟) 地下室中庭（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三、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四、面試報到時請攜帶本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大門 

汽車停車場 

環境工程科學系面試報到地點： 
環境永續大樓(E棟) 

地下室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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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報到及面試時間：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09：30～09：50 09：50～10：00 10：00 起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面試資格。未完成面試，不得中途離開。 

 

二、報到地點：  

    本校水療館大樓(M 棟)四樓教室（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三、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四、面試報到時請攜帶本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大門 

汽車停車場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面試報到地點： 
水療館大樓(M棟)四樓 M4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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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理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報到及面試時間：  

面試日期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09：30～09：50 09：50～10：00 10：00 起 

13：00～13：20 13：20～13：30 13：30 起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面試資格。未完成面試，不得中途離開。 

 

二、報到地點：  

    本校資訊暨教學大樓(QS 棟)四樓 QS404 教室（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三、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四、面試報到時請攜帶本通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生證、身份證或駕照)。



 

大門 

醫務管理系面試報到地點： 
本校資訊暨教學大樓(QS棟) 

四樓 QS404教室 

汽車停車場 汽車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