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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 

簡章制定要點及系統操作說明 

前言、說明事項 

一、 108 學年度重大變革事項如下： 

(一) 自 108學年度起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錄取生無論放

棄與否一概不得參加當學年度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二) 各高級職業學校可推薦人數由 12 人增加至 15 人。 

二、 108 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編寫採網路方

式建檔，網址為 https://www.jctv.ntut.edu.tw/star/。 

三、 系統開放期間：107 年 10 月 18 日 10：00 起至 107 年 10 月 31 日 17：00

止。請各委員學校承辦人員，於上述時間內完成簡章制定相關資料輸入

並確定送出，逾時系統將關閉。 

四、 系統預設載入 107 學年度各委員學校招生簡章之相關資料（不含招生名

額），請更新修正編寫 108 學年度招生簡章資料；108 學年度新增之委員

學校，系統預設空白，請逕自編寫招生簡章資料。 

五、 108 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群別，計有 15 群別

及不分群。 

六、 招生系（組）、學程之招生名額，請依填報本會建置之招生名額填報系統

之 108 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招生名額填報，且任一系（組）、學程須

於 16 群別之相關群別中，限擇一群別招生（系組學程歸屬群別建議請參

考附件），惟於設計群招生之系（組）、學程，可調配部分名額至藝術群

招生。 

七、 請於 107 年 10 月 31 日 17：00 前上網建檔完成簡章修訂，各委員學校相

關資料登錄完畢後，請自行預覽檢查（不需寄回）。本委員會彙整後，紙

本資料將於第一次委員會議時，送交各委員學校核對確認。 

八、 如有系統操作或簡章制定問題，請聯絡本會試務處張嘉珮小姐，電話：

(02)27725333#226；或 e-mail：star@ntut.edu.tw。 

 

壹、 簡章填表說明 

一、 108 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表格，原則上仍

沿用 107 學年度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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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生系（組）、學程名稱以教育部核定名稱為準。 

三、 簡章修訂請務必於 107 年 10 月 31 日 17：00 前上網建檔完成。 

四、 為統一簡章編排，如需使用項目符號，請依 1. 2. 3. 進行編排。 

五、 各校核配名額填報原則如下： 

(一) 為提供多元且優質招生系（組）、學程以照顧高職各群類優秀具潛

力之學生升學，建議各校提供之招生系（組）、學程除應包含多元

群別外，且依教育部規定，招生系（組）、學程之評鑑成績至少 2

等以上，始可參加本計畫招生。 

(二) 共同原則：若各校招生名額達 30 人以上，可成立專班授課，惟該專

班需為學校原有之系（組）、學程或學院，不可自創系（組）、學

程成立專班。 

(三) 招生系（組）、學程之招生名額，請依填報本會建置之招生名額填報

系統之 108 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招生名額填報。 

貳、 系統操作說明 

一、 系統登入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star/。 

二、 帳號：預設之帳號為 貴校校名之英文縮寫，（以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為例，

網址為 www.ntut.edu.tw，則帳號為 ntut）。 

三、 密碼：為承辦人員登錄參加意願調查時所輸入的密碼。 

四、 若輸入帳號、密碼仍無法登入系統，可能原因為您的 IP 尚未允許存取繁

星計畫招生管道系統，請至委員學校基本資料維護系統填寫 IP 管制資

料，完成填寫約 5 分鐘後即可連線。 

五、 系統閒置超過 20 分鐘會自動登出，請記得隨時儲存。 

六、 進入系統： 

（一） 請先閱讀簡章制定說明。 

（二） 點選上方選單【2.編輯承辦人基本資訊】進行編輯，若承辦人有異

動，請務必修正更新，以利重要訊息通知。 

點選上方選單【3.編輯校區資訊】，招生系（組）、學程若位於不同

校區，請先確認帶入之貴校 107 學年度各校區資料是否正確，若

需修改請點選「編輯」，並於修正完成後點選「儲存」；若已帶入

之學校校區無招生系（組）、學程校區資料，請點選「新增校區」

填寫相關資訊，完成後點選「儲存」。若為 108 學年度新增之學校，

請逕自進行編修。108 學年度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之「各招生學校報考規定及介紹」，學校基本資料至多帶入 2 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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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資訊，請點選已編輯之校區是否顯示於簡章中。 

（三） 點選上方選單【4.制定招生資訊】進行編輯。 

（四） 選擇招生系別（2 擇 1）：點選「不分系」者，請修改或輸入分流

方式（以 250 字為限）；點選「分系」者，請輸入系（組）、學程

名稱、群別及招生名額，輸入完後，請按「新增」。點選已填寫完

成之系（組）、學程名稱可修改或刪除，完成後按「儲存」。 

（五） 輔導措施（以 500 字為限）：系統預設為貴校 107 學年度之資料，

請修改成為新的輔導措施內容（以 500 字為限），完成後按「儲存」。

若為 108 學年度新增之學校，請逕自進行編修。 

（六） 備註（以 500 字為限）：系統預設為貴校 107 學年度之資料，請修

改成為新的備註內容（以 500 字為限），完成後按「儲存」。若私

立學校於備註中提及學雜費比照公立學校收費標準，請註明收費

金額並於金額前加上「新臺幣」，且於金額後加上「元整」。例如：

本校比照公立學校標準收費，工業類學雜費新臺幣 27,845 元整。

若為 108 學年度新增之學校，請逕自進行編修。 

（七） 點選【5.招生系(組)、學程排序】進行各群別之招生系（組）、學

程排序。 

（八） 可於【6.簡章總預覽】處預覽資料，請自行預覽檢查（不需寄回）。 

（九） 簡章資料確認無誤請點選上方選單【7.完成簡章制定】進行確定送

出後，系統即關閉編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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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系組學程歸屬群別建議表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生物機電工程系 01 機械群 

模具工程系 01 機械群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01 機械群 

模具工程系精微模具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先進車輛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汽車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車輛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智慧車輛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微奈米技術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精密製造技術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精密機械組 01 機械群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01 機械群 

機械設計工程系 01 機械群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01 機械群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先進車輛組 01 機械群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組 01 機械群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精密機械組 01 機械群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01 機械群 

機電學士班 01 機械群 

車輛工程系 02 動力機械群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02 動力機械群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02 動力機械群 

動力機械工程系 02 動力機械群 

工程與電資學院專班 03 電機與電子群 

光電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自動化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自動化控制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行動科技應用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冷凍空調與能源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冷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冷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材料與能源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車用電子學士學位學程 03 電機與電子群 

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航空光機電系航空電子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航空光機電系航空機械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通訊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子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工程系物聯網應用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工程系網路技術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工程與娛樂科技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技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技系行動與系統應用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技系智慧聯網互動科技應用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技與管理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技應用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網路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網路技術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網路系電子商務行銷與設計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網路系網路管理與雲端應用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與通訊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與網路通訊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手持裝置 APP 設計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晶片設計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電腦遊戲設計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綠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網路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工程系網路與通訊工程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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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電子工程系應用電子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信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訊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腦與通訊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資學士班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工程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工程系綠色能源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水電工程技術組 03 電機與電子群 

綠色能源應用系 03 電機與電子群 

醫護資訊學士學位學程 03 電機與電子群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04 化工群 

化工與材料工程系 04 化工群 

化學工程系 04 化工群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04 化工群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 04 化工群 

生物科技系 04 化工群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04 化工群 

生物醫學工程系 04 化工群 

先進材料學士學位學程 04 化工群 

材料工程系 04 化工群 

材料及資源工程系材料組 04 化工群 

材料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04 化工群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04 化工群 

材料與纖維系材料應用科技組 04 化工群 

材料與纖維系織品服裝設計組 04 化工群 

材料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04 化工群 

海洋環境工程系 04 化工群 

製劑製造工程系 04 化工群 

應用化學系 04 化工群 

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04 化工群 

土木工程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土木工程系工程技術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土木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土木與防災設計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公共安全及消防學士學位學程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文化資產維護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水土保持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建築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建築系建築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建築系建築設計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景觀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綠環境設計學位學程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營建工程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營建科技系室內設計與管理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營建科技系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營建與空間設計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環境工程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環境工程系生態與環境資源管理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環境工程系環保產業技術組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環境資源管理系 05 土木與建築群群 

人力資源發展系 06 商管群 

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系 06 商管群 

工業管理與資訊系工業管理組 06 商管群 

工業管理與資訊系電子商務組 06 商管群 

不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不動產經營系 06 商管群 

企業管理系 06 商管群 

企業管理系行銷管理組 06 商管群 

企業管理系流通管理組 06 商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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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企業管理系時尚產業管理組 06 商管群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06 商管群 

行銷管理系 06 商管群 

行銷管理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06 商管群 

行銷與服務管理系 06 商管群 

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06 商管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06 商管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休閒事業組 06 商管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視覺傳達行銷組 06 商管群 

供應鏈管理系 06 商管群 

房地產開發與管理系 06 商管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 06 商管群 

物業經營與管理系室內設計組 06 商管群 

金融系 06 商管群 

金融管理系 06 商管群 

保險金融管理系 06 商管群 

保險金融管理系金融管理組 06 商管群 

保險金融管理系風險管理與保險組 06 商管群 

流通管理系 06 商管群 

風險管理與保險系 06 商管群 

時尚產業經營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時尚經營系 06 商管群 

時尚經營管理系 06 商管群 

航運管理系 06 商管群 

財政系 06 商管群 

財政稅務系 06 商管群 

財務金融系 06 商管群 

財務金融系投資理財組 06 商管群 

財務金融系金融管理組 06 商管群 

財務金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財務管理系 06 商管群 

財富與稅務管理系財政稅務組 06 商管群 

財富與稅務管理系財富管理組 06 商管群 

財經法律系 06 商管群 

高齡福祉事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健康事業管理系 06 商管群 

商品創意經營系 06 商管群 

商務科技管理系 06 商管群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商業自動化與管理學系 06 商管群 

商業設計管理系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系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行銷企劃組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行銷與休閒管理組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管理系 06 商管群 

國際企業與貿易系 06 商管群 

國際事務系 06 商管群 

國際健康行銷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國際商務系 06 商管群 

國際貿易系 06 商管群 

國際貿易與經營系 06 商管群 

國際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理財經營管理系 06 商管群 

理財與稅務規劃系 06 商管群 

連鎖加盟經營管理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創新設計與創業管理系 06 商管群 

會計系 06 商管群 

會計資訊系 06 商管群 

會展暨文創事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會議展覽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會議展覽與國際行銷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經營管理系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設計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多媒體應用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資訊管理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資訊管理應用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電子商務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管理應用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數位生活設計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數位多媒體組 06 商管群 

資訊管理系數位行銷組 06 商管群 



 4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資訊管理系數位創新應用組 06 商管群 

資訊與財金管理系 06 商管群 

資產與物業管理系 06 商管群 

運籌管理系 06 商管群 

電子商務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06 商管群 

管理學士班 06 商管群 

管理學院專班 06 商管群 

銀髮產業管理系 06 商管群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06 商管群 

數位設計與資訊管理系 06 商管群 

應用空間資訊系 06 商管群 

應用財務金融系 06 商管群 

應用統計系 06 商管群 

環境科技與物業管理系 06 商管群 

日本語文系 07 外語群 

外語教學系 07 外語群 

西班牙語文系 07 外語群 

法國語文系 07 外語群 

英國語文系 07 外語群 

德國語文系 07 外語群 

應用中文系 07 外語群 

應用日語系 07 外語群 

應用外語系 07 外語群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07 外語群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07 外語群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07 外語群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07 外語群 

應用英文系 07 外語群 

應用英語系 07 外語群 

應用華語文系 07 外語群 

應用德語系 07 外語群 

翻譯系 07 外語群 

觀光英語系 07 外語群 

工商業設計系 08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 08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08 設計群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08 設計群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08 設計群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08 設計群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08 設計群 

文化事業發展系 08 設計群 

文化創意系 08 設計群 

文化創意事業系 08 設計群 

文化創意產業系 08 設計群 

文化創意設計與數位整合學位學程 08 設計群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08 設計群 

文化創意與數位媒體設計系 08 設計群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08 設計群 

生活產品設計系 08 設計群 

生活創意設計系 08 設計群 

多媒體動畫系 08 設計群 

多媒體動畫遊戲學位學程 08 設計群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08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系 08 設計群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08 設計群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08 設計群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理系 08 設計群 

多媒體與電腦娛樂科學系 08 設計群 

行動裝置與傳播媒體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08 設計群 

服飾設計系 08 設計群 

空間設計系 08 設計群 

室內設計系 08 設計群 

流行設計系 08 設計群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08 設計群 

商品設計系 08 設計群 

商業設計系 08 設計群 

設計系工業設計組 08 設計群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08 設計群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理系 08 設計群 

創意產品設計系 08 設計群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08 設計群 

創意設計系 08 設計群 

創意設計學士班 08 設計群 

創新產品設計系 08 設計群 

創新設計工程系 08 設計群 

創新設計學院專班 08 設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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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視訊傳播設計系 08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 08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08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08 設計群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生活設計組 08 設計群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08 設計群 

資訊傳播系 08 設計群 

資訊傳播系影視傳播設計組 08 設計群 

資訊傳播系數位媒體設計組 08 設計群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08 設計群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機械設計組 08 設計群 

網路與數位媒體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08 設計群 

數位生活創意系物聯網應用組 08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系 08 設計群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08 設計群 

數位設計系 08 設計群 

數位媒體設計系 08 設計群 

數位遊戲設計系 08 設計群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09 農業群 

森林系 09 農業群 

植物醫學系 09 農業群 

農企業管理系 09 農業群 

農園生產系 09 農業群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09 農業群 

獸醫學系 09 農業群 

水產食品科學系 10 食品群 

保健營養系 10 食品群 

食品科技系 10 食品群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10 食品群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10 食品群 

食品科技系食品科技組 10 食品群 

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10 食品群 

食品科學系 10 食品群 

食品營養系 10 食品群 

食品營養系食品科技組 10 食品群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10 食品群 

營養系 10 食品群 

藥用植物與保健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10 食品群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11 家政群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11 家政群 

化妝品應用系 11 家政群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11 家政群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11 家政群 

幼兒保育系 11 家政群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11 家政群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11 家政群 

生活服務產業系 11 家政群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11 家政群 

老人服務事業系 11 家政群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11 家政群 

老人照顧系 11 家政群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11 家政群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11 家政群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11 家政群 

服飾設計管理系 11 家政群 

長期照顧系 11 家政群 

美容系 11 家政群 

美容系保健造型設計組 11 家政群 

美容系寵物美容設計組 11 家政群 

美容造型設計系 11 家政群 

美髮造型設計系 11 家政群 

香妝與養生保健學位學程 11 家政群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行銷組 11 家政群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11 家政群 

時尚美容應用系 11 家政群 

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11 家政群 

時尚設計系 11 家政群 

時尚設計與管理系 11 家政群 

時尚造形設計系 11 家政群 

時尚造型設計系 11 家政群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11 家政群 

高齡健康照護系 11 家政群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11 家政群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11 家政群 

創意生活設計系 11 家政群 

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系 11 家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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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嬰幼兒保育系 11 家政群 

寵物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11 家政群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11 家政群 

中餐廚藝系 12 餐旅群 

休閒事業經營系 12 餐旅群 

休閒事業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保健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產業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12 餐旅群 

休閒遊憩系 12 餐旅群 

休閒遊憩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運動健康系 12 餐旅群 

休閒運動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運動管理系休閒產業組 12 餐旅群 

休閒運動管理系健康促進組 12 餐旅群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暨遊憩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12 餐旅群 

休閒與觀光管理系 12 餐旅群 

西餐廚藝系 12 餐旅群 

旅遊文化發展系 12 餐旅群 

旅遊事業管理系旅遊經營組 12 餐旅群 

旅遊事業管理系旅館管理組 12 餐旅群 

旅遊管理系 12 餐旅群 

旅運管理系 12 餐旅群 

旅館管理系 12 餐旅群 

旅館與會展管理系 12 餐旅群 

海洋休閒管理系 12 餐旅群 

海洋遊憩系 12 餐旅群 

烘焙管理系 12 餐旅群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理系 12 餐旅群 

健康休閒管理系 12 餐旅群 

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12 餐旅群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12 餐旅群 

會展與觀光系 12 餐旅群 

運動休閒系 12 餐旅群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理系 12 餐旅群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運動保健系 12 餐旅群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2 餐旅群 

運動管理系 12 餐旅群 

運動與休閒系 12 餐旅群 

數位旅遊管理系 12 餐旅群 

養生休閒管理學位學程 12 餐旅群 

餐旅經營系 12 餐旅群 

餐旅暨會展行銷管理系 12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 12 餐旅群 

餐旅管理系餐旅規劃與設計組 12 餐旅群 

餐旅與烘焙管理系 12 餐旅群 

餐飲系 12 餐旅群 

餐飲管理及廚藝系 12 餐旅群 

餐飲管理系 12 餐旅群 

餐飲管理系廚藝組 12 餐旅群 

餐飲廚藝系 12 餐旅群 

觀光休閒系 12 餐旅群 

觀光系 12 餐旅群 

觀光事業系 12 餐旅群 

觀光事業管理系 12 餐旅群 

觀光遊憩系旅館管理組 12 餐旅群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理組 12 餐旅群 

觀光管理系 12 餐旅群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系 12 餐旅群 

觀光與休閒管理系 12 餐旅群 

觀光與遊憩管理系 12 餐旅群 

觀餐休閒學院專班 12 餐旅群 

水產養殖系 13 水產群 

海洋生物技術系 13 水產群 

漁業生產與管理系 13 水產群 

海事資訊科技系 14 海事群 

航運技術系 14 海事群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14 海事群 

輪機工程系 14 海事群 

表演藝術系 15 藝術群 

流行音樂產業系 15 藝術群 

流行音樂產業管理系 15 藝術群 

流行音樂學士學位學程 15 藝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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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美術系 15 藝術群 

傳播藝術系 15 藝術群 

漫畫學士學位學程 15 藝術群 

舞蹈系 15 藝術群 

影視設計系 15 藝術群 

數位文藝系 15 藝術群 

藝術管理與藝術經紀系 15 藝術群 

工程科技菁英班 16 不分群 

工程科技學士班 16 不分群 

工程學士班 16 不分群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16 不分群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工業工程組 16 不分群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16 不分群 

工業管理系 16 不分群 

工業管理系服務管理組 16 不分群 

工業管理系航空精密設計製造組 16 不分群 

工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16 不分群 

工業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16 不分群 

工業與服務管理系 16 不分群 

不分系學士班 16 不分群 

牙體技術暨材料系 16 不分群 

生死與健康心理諮商系 16 不分群 

物理治療系 16 不分群 

物聯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16 不分群 

社會工作系 16 不分群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16 不分群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群別 

視光系 16 不分群 

語言治療系 16 不分群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 16 不分群 

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16 不分群 

環境工程衛生系 16 不分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16 不分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工業安全衛生組 16 不分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綠色科技組 16 不分群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組 16 不分群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16 不分群 

職業安全衛生系 16 不分群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理系 16 不分群 

醫務暨健康管理系 16 不分群 

醫務管理系 16 不分群 

醫務管理系健康管理組 16 不分群 

醫務管理系醫療產業管理組 16 不分群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16 不分群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6 不分群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6 不分群 

醫療暨健康產業管理系 16 不分群 

醫藥化學系 16 不分群 

藥學系 16 不分群 

藥學系臨床藥學組 16 不分群 

藥學系藥學組 16 不分群 

護理系 16 不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