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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電機類 1070101 20100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備取1

【01】電機類 2070101 201002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

【01】電機類 2280101 201003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正取

【01】電機類 4130101 201004 南榮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

【01】電機類 4210101 201005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遊戲創作系 --

【01】電機類 4220101 201006 華夏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備取1

【02】電子類 1070201 20200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備取2

【02】電子類 1080201 202002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備取2

【02】電子類 1080202 202003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微電子工程系 備取4

【02】電子類 2070201 202004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

【02】電子類 4210201 202005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遊戲創作系 --

【02】電子類 4220201 202006 華夏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

【03】機械類 1060301 20300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正取

【03】機械類 2070301 203002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

【03】機械類 2280301 203003 南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正取

【03】機械類 4140301 203004 蘭陽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科技應用系 --

【04】化工類 1060401 20400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正取

【04】化工類 2250401 20400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

【04】化工類 2250402 20400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

【05】食品技術類 2040501 205001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

【05】食品技術類 2070501 205002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

【05】食品技術類 2250501 20500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

【05】食品技術類 2250502 20500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

【05】食品技術類 2320501 205005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

【05】食品技術類 4210501 205006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餐旅事業管理系 --

【06】管理類（一） 1060601 20600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備取1

【06】管理類（一） 2250601 20600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

【07】管理類（二） 1130701 20700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正取

【07】管理類（二） 1130702 20700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備取3

【07】管理類（二） 1130703 20700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備取7

【07】管理類（二） 1130704 20700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正取

【07】管理類（二） 1130705 20700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

【07】管理類（二） 1130706 20700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正取

【07】管理類（二） 2040701 207007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

【07】管理類（二） 2070701 207008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正取

【07】管理類（二） 2100701 207009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

【07】管理類（二） 3030701 207010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備取1

【07】管理類（二） 3030702 207011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財政稅務系 備取1

【07】管理類（二） 3030703 207012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商務系 正取

【07】管理類（二） 3030704 207013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正取

【07】管理類（二） 3030705 207014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資訊系 正取

【07】管理類（二） 4080701 207015 致理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正取

【07】管理類（二） 4080702 207016 致理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備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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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管理類（四） 1130801 20800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備取2

【08】管理類（四） 2020801 208002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備取2

【08】管理類（四） 2100801 208003 健行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正取

【08】管理類（四） 2160801 208004 大仁科技大學 資訊應用與管理系 --

【08】管理類（四） 2380801 208005 大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

【08】管理類（四） 2380802 208006 大華科技大學 商務與觀光企劃系 正取

【08】管理類（四） 3030801 208007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備取1

【08】管理類（四） 4060801 208008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

【08】管理類（四） 4140801 208009 蘭陽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

【08】管理類（四） 4210801 208010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餐旅事業管理系 --

【08】管理類（四） 4210802 208011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多媒體暨影音設計系 --

【08】管理類（四） 4220801 208012 華夏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正取

【09】設計類（二） 1070901 20900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備取7

【09】設計類（二） 1130901 20900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正取

【09】設計類（二） 2160901 209003 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

【09】設計類（二） 2210901 20900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

【09】設計類（二） 2210902 20900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

【09】設計類（二） 2250901 209007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

【09】設計類（二） 2250902 20900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系 --

【09】設計類（二） 4060901 209008 和春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

【09】設計類（二） 4160901 209009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

【09】設計類（二） 4210901 209010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遊戲創作系 --

【09】設計類（二） 4210902 209011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多媒體暨影音設計系 --

【10】護理類（一） 2071001 210001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

【10】護理類（一） 2071002 210003 輔英科技大學 助產系 --

【10】護理類（一） 2071003 210002 輔英科技大學 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

【10】護理類（一） 2161001 210004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

【10】護理類（一） 2201001 210005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

【10】護理類（一） 2231001 210006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

【10】護理類（一） 2251001 210007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

【10】護理類（一） 2321001 210008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

【10】護理類（一） 2371001 210009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管理系（林口本部） --

【10】護理類（一） 2371002 210010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本部） --

【10】護理類（一） 2371003 210011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

【10】護理類（一） 2371004 210012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呼吸照護系（嘉義分部） --

【10】護理類（一） 4041001 21001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系 --

【10】護理類（一） 4101001 210014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系 --

【10】護理類（一） 4171001 210015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 --

【11】幼保類 1111101 21100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

【11】幼保類 2251101 21100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

【12】語文類（一） 1051201 21200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

【12】語文類（一） 1131201 21200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

【12】語文類（一） 2381201 212003 大華科技大學 商務暨觀光英語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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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語文類（一） 3031201 212004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

【12】語文類（一） 4121201 212005 德霖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

【12】語文類（一） 4141201 212006 蘭陽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

【13】語文類（二） 1051301 21300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

【13】語文類（二） 1131301 21300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

【13】語文類（二） 2161301 213003 大仁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

【13】語文類（二） 4141301 213004 蘭陽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

【14】餐旅類 1121401 21400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正取

【14】餐旅類 2041401 214002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

【14】餐旅類 2041402 214003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

【14】餐旅類 2071401 214004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

【14】餐旅類 2101401 214005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

【14】餐旅類 2211401 214006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

【14】餐旅類 2221401 214007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

【14】餐旅類 2251401 214008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

【14】餐旅類 2251402 21400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系 --

【14】餐旅類 2321401 214010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

【14】餐旅類 2341401 214011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

【14】餐旅類 2381401 214012 大華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

【14】餐旅類 4141401 214013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

【14】餐旅類 4161401 214014 東方設計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

【14】餐旅類 4191401 214015 大同技術學院 日式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

【14】餐旅類 4211401 214017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餐旅事業管理系 --

【14】餐旅類 4211402 214016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多媒體暨影音設計系 --

【14】餐旅類 4231401 214018 臺灣觀光學院 觀光旅遊系 --

【14】餐旅類 4231402 214019 臺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

【15】化妝品類 1131501 21500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正取

【15】化妝品類 2041501 215002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備取7

【15】化妝品類 2211501 21500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備取1

【15】化妝品類 2251501 21500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

【15】化妝品類 2311501 215005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整體造型組 備取2

【15】化妝品類 2371501 215007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林口本部） 備取1

【15】化妝品類 2371502 215006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林口本部） --

【15】化妝品類 4141501 215008 蘭陽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

【15】化妝品類 4171501 215009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美容流行設計系 備取2

【16】醫事類（一） 2071601 216003 輔英科技大學 老人長期照顧學位學程 --

【16】醫事類（一） 2071602 216001 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

【16】醫事類（一） 2071603 216002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

【16】醫事類（一） 2201601 216004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

【16】醫事類（一） 2201602 216005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

【16】醫事類（一） 2251601 21600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

【99】不限類別 1089901 299001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

【99】不限類別 1089902 299002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備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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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不限類別 2079901 299003 輔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

【99】不限類別 2129901 299004 萬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正取

【99】不限類別 2129902 299005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正取

【99】不限類別 2129903 299006 萬能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2159901 299007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正取

【99】不限類別 2159902 299008 高苑科技大學 銀髮族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

【99】不限類別 2289901 299009 南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

【99】不限類別 2299901 299010 中華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化妝品生技組 正取

【99】不限類別 2319901 299011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整體造型組 正取

【99】不限類別 2319902 299012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 --

【99】不限類別 2389901 299013 大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2389902 299014 大華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 --

【99】不限類別 2389903 299015 大華科技大學 商務與觀光企劃系 --

【99】不限類別 2389904 299016 大華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039901 299017 大漢技術學院 珠寶技術系 --

【99】不限類別 4039902 299018 大漢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 --

【99】不限類別 4039903 299019 大漢技術學院 觀光事業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039904 299020 大漢技術學院 流通與行銷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039905 299021 大漢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

【99】不限類別 4039906 299022 大漢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039907 299023 大漢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039908 299024 大漢技術學院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129901 299025 德霖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

【99】不限類別 4149901 299028 蘭陽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

【99】不限類別 4149902 299029 蘭陽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科技應用系 --

【99】不限類別 4149903 299026 蘭陽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149904 299027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199901 299030 大同技術學院 社會工作與服務管理系 --

【99】不限類別 4249901 299032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休閒觀光系（士林校區） --

【99】不限類別 4249902 299033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輪機工程系（士林校區） --

【99】不限類別 4249903 299031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淡水校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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