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理大學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公告 

一、面試日期：109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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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網路面試公告之報到時間、地點參加面試。 

2.面試報到時請務必攜帶有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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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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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保健營養系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休閒保健管理系 

◎醫務管理系 



嘉南藥理大學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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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州億 01001 

藥學系 陳冠佑 01002 

藥學系 黃湘喻 01003 

藥學系 范雅婷 01004 

藥學系 陳羽軒 01005 

藥學系 王毓緯 01006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蔡佩瑜  0200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徐紀葳  02002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鄭羽倢 02003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謝瑋庭 02004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許喻雯 02005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蘇庭妤  02006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侯文婷 02007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翁藝瑄 02008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張庭瑋 02009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陳柔聿 02010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洪筱倩  0201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簡湘慈  02012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林雨瑩 02013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士班 陳姿伶 02014 

保健營養系 連立人 03001 

保健營養系 曾志堅 03002 

保健營養系 陳伊嘩 03003 

保健營養系 黃紹程 03004 

保健營養系 吳柏賢 03005 

保健營養系 林采葳 03006 

保健營養系 陳佳暄 03007 



嘉南藥理大學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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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毛柏鑫  04001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翁偉誠  04002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何秉嘉 04003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林軒毅 0400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謝嘉旂 04005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雅妏 04006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徐曼庭 04007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詹適宏 04008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賴炘煜 04009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鄭新仁 04010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朱奕璇 04011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毓霖 04012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路竣棋 04013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詹益松 0401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詠文 04015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葉達誠 04016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揚昊 04017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黃婷娟 04018 

休閒保健管理系 楊欣芸 05001 

休閒保健管理系 黃士瑋 05002 

休閒保健管理系 李燕惠  05003 

休閒保健管理系 黃菀瑜 05004 

休閒保健管理系 徐小媄  05005 

休閒保健管理系 林敬容 05006 

休閒保健管理系 楊淳涵 05007 

休閒保健管理系 蘇婉茹 05008 

休閒保健管理系 彭芯妍 05009 



嘉南藥理大學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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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絮茗 06001 

醫務管理系 許伊函 06002 

醫務管理系 楊于霆 06003 

醫務管理系 劉芷瑀 06004 

醫務管理系 黃彥榕  06005 

醫務管理系 曾佳欣 06006 

醫務管理系 李順傑 06007 

醫務管理系 薛宇哲 06008 

醫務管理系 辜宣淇 06009 

醫務管理系 許晏滋 06010 

醫務管理系 陳憶玟 06011 

醫務管理系 周俐瑩 06012 



嘉南藥理大學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藥學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9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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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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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 N205 教室（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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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片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正本）。 

 

六、本系考生諮詢專線：06-2664911 轉 2200 或 2201。 



藥學系面試報到地點：

 

李金星實驗大樓（N棟） 

二樓 N205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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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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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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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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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正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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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保健營養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9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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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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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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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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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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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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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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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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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分證或駕照正本）。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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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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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中庭 



嘉南藥理大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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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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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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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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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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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21 教室 



嘉南藥理大學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醫務管理系面試通知 
 
 
 
一、面試日期： 

109 年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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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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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校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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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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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