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嘉南南藥藥理理大大學學 110077 學學年年度度碩碩士士班班甄甄試試入入學學面面試試公公告告  

一、面試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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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視考生人數多寡排定梯次，請依網路公告之報到時間、地點參加面試。 

2. 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3. 考生如對面試時間安排有異議，請於 106 年 11 月 17 日（週五）中午 12：00 前與

報考系所聯繫。經排定面試時間但遲到者，面試順序則順延至該梯次之最後順位，

考生不得提出異議，另各系可視考生遲到之情事，酌予扣減面試分數。如面試結束

但尚未到場者，不得要求另外補行面試，其面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四、考生報名編號查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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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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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資源管理系 

◎應用空間資訊系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休閒保健管理系 

◎醫務管理系 

 



嘉南藥理大學 107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報名編號 

報考系所 考生姓名 報名編號 

藥學系 洪偉傑 01001 

生物科技系 廖苡晴 0200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陳庭葳 0300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蔡庭弘 03002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馬佳琳 03003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吳文慈  03004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陳菀婷 03005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陳韋廷 03006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洪秝湘 03007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戴彗真 03008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花翊恩 03009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李易修 03010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陳憶玲 0301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呂思旻 03012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高志安 03013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王延銘 03014 

保健營養系 黃莉喻 04001 

保健營養系 王筱萱 04002 

保健營養系 蔡東穎 04003 

保健營養系 吳宥家 04004 

保健營養系 呂曉佩 04005 

儒學研究所 王獻基 05001 

儒學研究所 洪肇良 05002 

儒學研究所 張吳金靜  05003 

 



嘉南藥理大學 107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報名編號 

報考系所 考生姓名 報名編號 

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 陳尚毅 06001 

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 謝承儫 06002 

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 林辰蔚 06003 

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 王昇文 0600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李竑逸 07001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俊煒 07002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曾國陞 07003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廖語妡 0700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凃宜婷 07005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顏妤珊 07006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許珮琪 07007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周旻萱 07008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震翰 07009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羿如 07010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黃宇嘉 07011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林宗興 07012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黃振原 07013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衍傑 0701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許宸運 07015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潘柏均 07016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賴宥丞 07017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王道涵 07018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戴忠霖 07019 

環境資源管理系 黃雍翔  08001 

環境資源管理系 陳禾庭 08002 

環境資源管理系 蔡哲宇 08003 

環境資源管理系 李苡聖 08004 



嘉南藥理大學 107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報名編號 

報考系所 考生姓名 報名編號 

環境資源管理系 許文翰 08005 

環境資源管理系 郭孟昕 08006 

環境資源管理系 林郁婷 08007 

環境資源管理系 劉芷芸 08008 

環境資源管理系 邱莞娟 08009 

環境資源管理系 張雅婷 08010 

環境資源管理系 黃至瑄 08011 

環境資源管理系 賴靜萱 08012 

環境資源管理系 朱冠樺 08013 

環境資源管理系 游珮璇 08014 

環境資源管理系 吳祐姍 08015 

應用空間資訊系 蔡仁豪 09001 

應用空間資訊系 謝志祥 09002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葉秀琴 10001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游繡全 10002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潘信穎 10003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林家祺 10004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廖梓伃 10005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 林秉義 10006 

休閒保健管理系 張英 11001 

休閒保健管理系 林蘭文 11002 

休閒保健管理系 黃巧玫 11003 

休閒保健管理系 林晏茹 11004 

休閒保健管理系 階淳縈 11005 

休閒保健管理系 林棋田 11006 

休閒保健管理系 羅國銓 11007 

休閒保健管理系 劉忠翰 11008 



嘉南藥理大學 107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報名編號 

報考系所 考生姓名 報名編號 

醫務管理系 林勤曄 12001 

醫務管理系 陳承賢 12002 

醫務管理系 楊字原 12003 

醫務管理系 歐純瑄 12004 

醫務管理系 陳畹祺 12005 

醫務管理系 許貽雯 12006 

醫務管理系 黄子芸 12007 

醫務管理系 沈冠妘 12008 

醫務管理系 曾莨茵 12009 

醫務管理系 陳思伶 12010 

醫務管理系 詹雅庭 12011 

醫務管理系 賴怡君 12012 

醫務管理系 胡良宇 12013 

醫務管理系 周邑軒 12014 

醫務管理系 何宣穎 12015 

醫務管理系 陳珮妏  12016 

醫務管理系 洪畹璇 12017 

醫務管理系 林琬婷 12018 

醫務管理系 周裔安 12019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藥學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1001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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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李金星實驗大樓（N 棟）一樓 N104 教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2200 或 2201。 



藥學系面試報到地點： 

李金星大樓（N 棟） 

一樓 N104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生物科技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2001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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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資訊暨教學大樓（Q 棟）六樓 Q613 教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2500 或 2501。



生物科技系面試報到地點： 

資訊暨教學大樓（Q 棟） 
六樓 Q613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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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3001 ~ 03014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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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松田大樓（B 棟）四樓 B403 教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 可攜帶英文字典或是電子字典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2400 或 240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面試報到地點： 

 

松田大樓（B 棟） 

四樓 B403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保健營養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4001 ~ 04005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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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資訊暨教學大樓（Qs 棟）五樓 Qs507 教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面試順序於報到時抽籤決定。 

 

七、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3400 或 3401。



保健營養系面試報到地點： 

資訊暨教學大樓（Qs 棟） 
五樓 Qs507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儒學研究所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5001 ~ 05003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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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輝振大樓（K 棟）九樓 K902 教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5660 或 5661。



儒學研究所面試報到地點： 

    輝振大樓（K 棟） 

   九樓 K902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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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6001 ~ 06004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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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綜合教學大樓（C 棟）三樓 C308 教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6200 或 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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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教學大樓（C 棟） 

三樓 C308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7001 ~ 07019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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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環境永續大樓（E 棟）地下室中庭（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面試流程： 

面試作業分為二站，第一站面試專業知識、興趣、自我認知陳述及表達能力，

第二站面試研究理念、構想、發展潛力與其他特殊能力。考生依現場抽籤序號

（非報名編號）進入各站進行面試，每站面試時間約 6 分鐘。 

 

七、本系不提供單槍投影機或其他視聽設備，請考生斟酌準備資料。 

 

八、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6300 或 6301。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面試報到地點： 

   環境永續大樓（E 棟） 
  地下室中庭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8001 ~ 08015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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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環境永續大樓（E 棟）一樓中庭（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面試流程： 

面試作業分為兩站： 

第一站：面試專業知識、興趣、自我認知陳述及表達能力。 

第二站：面試研究理念、構想、發展潛力與其他特殊能力。 

註：考生依現場公告序號（非報名編號）進入各站面試，每站面試時間約 6 分

鐘，如有特殊需求，請洽系辦公室。 

 

七、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6400 或 6401。



環境資源管理系面試報到地點： 

   環境永續大樓（E 棟） 

一樓中庭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09001 ~ 09002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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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環境永續大樓（E 棟）八樓 E805 會議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6800 或 6801。



應用空間資訊系面試報到地點： 

   環境永續大樓（E 棟） 

八樓 805 會議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0001 ~ 10006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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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休閒理療暨研究大樓（M 棟）四樓電梯口（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6600 或 6601。



觀光事業管理系溫泉產業碩士班面試報到地點： 

 

  休閒理療暨研究大樓（M 棟） 
四樓電梯口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1001 ~ 11008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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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輝振大樓（K 棟）七樓 K721 教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面試流程： 

面試作業分為二站，請考生依（報名編號）進入各站進行面試，第一站面試時

間約 10 分鐘；第二站面試時間約 10 分鐘。 

 

七、本系準備單槍投影機及筆記型電腦，不提供其他視聽設備。 

 

八、請自備資料：面試用電子檔案（一個為研究計劃；另一個為學經歷、報考動機

等）、書面資料（自由提供）。 

 

九、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6500 或 6501。



休閒保健管理系面試報到地點： 

   輝振大樓（K 棟） 

  七樓 721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醫務管理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二、報到及面試時間： 

報名編號 身份別 梯次 報到時間 面試說明時間 開始面試時間 

12001 ~ 12019 一般生 上午 
 09：00 至 

  09：20 
09：20 至 09：30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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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到地點： 

    本校資訊暨教學大樓（Qs 棟）二樓 Qs206 教室（附本校校區配置圖） 

 

四、面試評分項目及配分請參閱招生簡章。 

 

五、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5200 或 5201。 



醫務管理系面試報到地點： 

 

資訊暨教學大樓（Qs 棟） 

二樓 Qs206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