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名稱 系組學程代碼 志願代碼 學校名稱 系組學程名稱 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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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類】 2070101 201002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安全衛生消防組 --

【電子類】 1070201 20200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備取8

【電子類】 1100201 20200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備取4

【電子類】 2070201 202003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安全衛生消防組 --

【電子類】 2200201 202004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

【機械類】 1050301 20300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

【化工類】 2250401 20400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製藥工程系 --

【食品技術類】 2070501 205001 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

【食品技術類】 2250501 20500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

【管理類（一）】 1050601 20600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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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類（一）】 2250602 20600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調理保健技術系 --

【管理類（一）】 2250603 20600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系 --

【管理類（二）】 1050701 20700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

【管理類（二）】 1110701 20700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備取8

【管理類（二）】 1130701 20700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備取3

【管理類（二）】 1130702 20700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備取4

【管理類（二）】 1130703 20700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備取7

【管理類（二）】 1130704 20700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

【管理類（二）】 1130705 207007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備取2

【管理類（二）】 1130706 20700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備取3

【管理類（二）】 1130707 20700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

【管理類（二）】 1130708 20701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

【管理類（二）】 1130709 20701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經營系 正取

【管理類（二）】 1140701 20701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務金融系(臺北校區) 正取

【管理類（二）】 1140702 20701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財政稅務系(臺北校區) 備取1

【管理類（二）】 1140703 2070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臺北校區) 備取1

【管理類（二）】 1140704 20701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臺北校區) 備取8

【管理類（二）】 1140705 207016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系(臺北校區) 正取

【管理類（二）】 1140706 20701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校區) 備取3

【管理類（二）】 1140707 20701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應用外語系(臺北校區) --

【管理類（二）】 2020701 207019 南臺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

【管理類（二）】 2070701 207020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

【管理類（二）】 2070702 207021 輔英科技大學 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 --

【管理類（二）】 2070703 207022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勞工健康照護組 --

【管理類（二）】 2210701 20702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

【管理類（二）】 2270701 20702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正取

【管理類（二）】 2270702 20702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正取

【管理類（二）】 2450701 207026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備取8

【管理類（二）】 2450702 207027 致理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備取1

【管理類（四）】 1130801 20800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備取4

【管理類（四）】 1140801 20800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臺北校區) 備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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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類（四）】 2070801 208003 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

【管理類（四）】 2430801 208004 華夏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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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類（二）】 1110901 20900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正取

【設計類（二）】 1130901 20900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正取

【設計類（二）】 1140901 20900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校區) 正取

【設計類（二）】 2150901 209005 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

【護理類（一）】 1111001 21000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

【護理類（一）】 2071001 210002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

【護理類（一）】 2071002 210003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勞工健康照護組 --

【護理類（一）】 2071003 210004 輔英科技大學 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 --

【護理類（一）】 2071004 210005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

【護理類（一）】 2091001 210006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

【護理類（一）】 2201001 210007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

【護理類（一）】 2231001 210008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

【護理類（一）】 2251001 21000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

【護理類（一）】 2251002 210010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

【護理類（一）】 2321001 210011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

【護理類（一）】 2371001 210012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

【護理類（一）】 2371002 210013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呼吸照護系（嘉義校區） --

【護理類（一）】 2371003 210014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校區） 正取

【護理類（一）】 2441001 210015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護理系 --

【護理類（一）】 4101001 210016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系 --

【護理類（一）】 4171001 21001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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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保類】 2371101 211002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林口校區） --

【語文類（一）】 2461201 212001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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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類】 2071401 214002 輔英科技大學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

【餐旅類】 2071402 214003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

【餐旅類】 2211401 21400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

【餐旅類】 2251401 21400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

【餐旅類】 2251402 21400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調理保健技術系 --

【餐旅類】 2321401 214007 美和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

【化妝品類】 1131501 21500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美容系 備取3

【化妝品類】 2041501 215002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備取2

【化妝品類】 2071501 215003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正取

【化妝品類】 2071502 215004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

【化妝品類】 2071503 215005 輔英科技大學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

【化妝品類】 2251501 21500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調理保健技術系 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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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校區） 備取5

【醫事類（一）】 2071601 216001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

【醫事類（一）】 2071602 216002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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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類（一）】 2201601 216003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

【醫事類（一）】 2251601 21600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

【不限類別】 1059901 29900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正取

【不限類別】 1059902 29900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

【不限類別】 1059903 29900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

【不限類別】 2079901 299004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

【不限類別】 2079902 299005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

【不限類別】 2079903 299006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

【不限類別】 2079904 299007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安全衛生消防組 --

【不限類別】 2079905 299008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勞工健康照護組 --

【不限類別】 2079906 299009 輔英科技大學 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 --

【不限類別】 2079907 299010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

【不限類別】 2079908 299011 輔英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

【不限類別】 2079909 299012 輔英科技大學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

【不限類別】 2209901 299013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

【不限類別】 2299901 299014 中華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化妝品生技組 正取

【不限類別】 2379901 299015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 --

【不限類別】 2439901 299016 華夏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

【不限類別】 2439902 299017 華夏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

【不限類別】 2469901 299018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

【不限類別】 2499901 299019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觀光管理系(士林校區) --

【不限類別】 2499902 299020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士林校區) --

【不限類別】 2499903 299021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電競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淡水校區) --

【不限類別】 2499904 299022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空物流與行銷管理系(淡水校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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