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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招生年級、系別、名額、審查項目 
一、 招考四技二年級上學期招生系別、名額及審查項目一覽表： 

科系
代碼 

學制年級 系別
註 1
 

轉學 

名額
註 2
 

審查項目 

A101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生物科技系 

若 

干 

名 

書面審查： 

1.歷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配分：100 分） 

2.歷年學業成績班級排名

百分比（配分：100 分） 

A102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醫藥化學系 

A103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食品科技系 

A203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食品科技系 

A104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保健營養系 

A204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保健營養系 

A105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A205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A106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嬰幼兒保育系 

A107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A207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A108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餐旅管理系 

A208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餐旅管理系 

A109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醫務管理系 

A209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醫務管理系 

A110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資訊管理系 

A210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資訊管理系 

A111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應用外語系 

A211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應用外語系 

A112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社會工作系 

A212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社會工作系 

A113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A213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A114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環境資源管理系 

A115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休閒保健管理系 

A215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休閒保健管理系 

A116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職業安全衛生系 

A216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職業安全衛生系 

A117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觀光事業管理系 

A217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觀光事業管理系 

A118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運動管理系 

A218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 運動管理系 

A119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A120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應用空間資訊系 

A121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A122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A123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藥用植物與保健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A124 日間部四技二年級 公共安全及消防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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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考四技三年級上學期招生系別、名額及審查項目一覽表： 

註 1：本校各系男女兼收，考生可填選志願，本會將依據填寫志願予以錄取分發。（選填志願表請上報名網頁填寫） 
註 2：◎進修部上課時間除四技二年級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乙班(週四 8:20-21:35)、資訊管理系乙班(週六 8:20-21:35)、餐旅管理系甲班(週三 8:20-21:35)

及乙班(週一至週五 13:20-17:10)、觀光事業管理系乙班(週一至週五 13:20-17:10)、四技三年級觀光事業管理系乙班(週一至週五 13:20-17:10)
外，二年級皆為週一至週五 19：10-21：35；三年級皆為週一至週五 18：20-21：35；各系實際上課時間依課表排定時間為準，有部分課程除上述時
間外，另日以網路教學進行。 

◎進修部四技二年級(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觀光事業管理系有甲、乙班、餐旅管理系有甲、乙、丙班)及三年級(觀光事業管理系有甲、
乙班)，同系有不同班別上課時間者，錄取生之班級將由相關各系調查後重新編班。 

註 3：本次轉學考招生有缺額之系（組）、學程各年級皆外加 1 名退伍軍人生招生名額。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2 月 22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82160B 號函
規定，退伍軍人轉學生招生名額以當年度各系級轉學生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並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2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30182533 號函說明，本次轉學名額為各系轉學招生名額之預估值，依報名實際情況，得相互流
用，但須遵守以下原則： 

（1）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定之新生總數。 
（2）餐旅類科（本校為餐旅、休閒、觀光、運管）等四系轉學生名額不得高於該學年度之招生缺額;工業類科（本校為生科、環工、環管、藥粧學程、公安

學程）等五系轉學生名額不得低於該學年度之招生缺額。 
（3）進修學制轉學生名額不得流用至日間學制。 

 

科系
代碼 

學制年級 系別
註 1
 

轉學 

名額
註 2
 

審查項目 

B101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醫藥化學系 

若 

干 

名 

書面審查： 

1.歷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配分：100 分） 

2.歷年學業成績班級排名

百分比（配分：100 分） 

B102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生物科技系 

B103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職業安全衛生系 

B203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職業安全衛生系 

B104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食品科技系 

B204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食品科技系 

B105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B205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B106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保健營養系 

B206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保健營養系 

B107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B207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B108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嬰幼兒保育系 

B109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B209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B110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環境資源管理系 

B111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資訊管理系 

B211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資訊管理系 

B112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社會工作系 

B212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社會工作系 

B113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應用外語系 

B213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應用外語系 

B114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醫務管理系 

B214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醫務管理系 

B115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休閒保健管理系 

B215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休閒保健管理系 

B116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觀光事業管理系 

B216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觀光事業管理系 

B117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餐旅管理系 

B217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餐旅管理系 

B118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B119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運動管理系 

B219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運動管理系 

B120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應用空間資訊系 

B121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B221 進修部四技三年級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B122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B123 日間部四技三年級 藥用植物與保健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