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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五專招生重要日程表 壹、104學年度五專入學管道簡介

配合103年8月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04學年度五專各校科

將以「免試入學」為主要招生管道，另七年一貫制系組則採「特色招生甄選

入學」辦理招生，其設計之目的希望引導國中畢業生依其性向、興趣與能力

發展，輔導學生適性發展。

104學年度五專主要入學管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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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專免試入學

103學年度起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畢業生升學以免試入學為主要入

學管道，若報名人數少於招生名額則全額錄取，若報名人數多於招生名額，則依據免試

入學超額比序項目，採積分方式進行比序分發。

適合對象：公私立國民中學應屆、非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

招生名額：104學年度招生名額為20,016名。

招生校數：1. 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共24所（學校所在縣市包含：臺北

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及花蓮縣）。

2. 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共4所（學校所在縣市包含：苗栗縣、臺

中市及南投縣）。

3.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共18所（學校所在縣市包含：嘉義市、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及臺東縣）。

五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一覽表

分區 招生學校

北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長庚科技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

學、醒吾科技大學、大華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聖

約翰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健行科技大學、經國管

理暨健康學院、蘭陽技術學院、致理技術學院、桃園創

新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崇右技術學院、黎明技術

學院、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慈濟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

院、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中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學、仁

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區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文藻外語

大學、輔英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

學、南榮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東方設計學院、大

同技術學院、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

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報名方式： 五專免試入學分北、中、南3區辦理招生作業，考生於擇定一所欲就讀

之五專招生學校後，向該校所屬招生委員會辦理報名，考生僅得由各區

招生學校擇一校報名，惟若有升學需求可同時向北、中、南3區招生委

員會報名，但僅能擇一招生學校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招生委員會承辦學校：

 ˙ 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學校：蘭陽技術學院。

 ˙ 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分發原則： 五專免試入學採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辦理，考生應依報名學校規定參

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若報名人數少於學校科組招生名額則全額錄取，

報名人數多於學校科組招生名額則依據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進行比

序，以積分高低作為分發依據。

超額比序分發方式： 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為「多元學習表現」、「技藝優

良」、「弱勢身分」、「均衡學習」、「適性輔導」、「國中

教育會考」、「其他」等7大主項目，「多元學習表現」內包

含4項分項，分別為「競賽」、「服務學習」、「日常生活表

現評量」及「體適能」，現場登記分發排定報名學生分發順位

時，先以超額比序總積分作為第一比序項目，總積分高者列為

優先之分發順位；若總積分相同時，則依所報名之招生學校所

訂定之同分比序項目順序，先進行主項目加權積分之比序，若

各主項目加權積分仍相同，再進行分項目積分之比序，若主項

目及分項目積分之比序仍然相同者，則依招生學校訂定之國中

教育會考各科目之3等級4標示結果進行比序，若比序再相同

時，則以其國中教育會考之「寫作測驗」級分作為超額比序之

最後比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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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比序項目

層級與積分
積分
上限

層級 單項 
積分1 2 3 4

1.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

全國第一名得 6

分、第二名得 5

分、第三名得4分

全國四至六名與區

域及縣（市）第一

名得3分、區域及

縣（市）第二名得

2分

區域及縣（市）第

三名得1分

7

16

國際科技展覽、國

際運動會、學科國

際奧林匹亞競賽、

國際國中科學奧林

匹亞競賽、國際技

能競賽、國際展能

節職業技能競賽

等獲得第一名得7

分、獲得第二名得

6分、獲得第三名

得5分

國際發明展及臺北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獲得第一名得

4分

國際發明展及臺北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獲得第二名得

3分

國際發明展及臺北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獲得第三名得

2分

服務 

學習

學校服務表現及校

外服務學習
7

日常生

活表現

評量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

紀錄，並經獎懲

相抵後得1次大功

（含以上）者得4

分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

紀錄，並經獎懲

相抵後得1次小功

（含以上）者得3

分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

紀錄，並經獎懲

相抵後得1次嘉獎

（含以上）者得2

分

獎懲相抵後無任何

懲處紀錄者得1分

4

體適能

體適能檢測成績3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6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2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4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1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2分

6

2.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

總成績達90分以

上者得3分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

總成績達80分以

上，未滿90分者

得2分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

總成績達60分以

上，未滿80分者

得1分

3 3

3.弱勢身分 2 2

4.均衡學習

3項領域「5學期

平均成績」皆達

60分以上得6分

2項領域「5學期

平均成績」皆達

60分以上得4分

僅1項領域「5學

期平均成績」達

60分以上得2分
6 6

5.適性輔導

「生涯發展規劃

書」中「家長意

見」、「導師意

見」、「輔導教師

意見」3者皆勾選

五專者得3分

「生涯發展規劃

書」中「家長意

見」、「導師意

見」、「輔導教師

意見」任2者勾選

五專者得2分

「生涯發展規劃

書」中「家長意

見」、「導師意

見」、「輔導教師

意見」任1者勾選

五專者得1分

3 3

6.國中教育 
會考

「精熟」科目每科

得3分

「基礎」科目每科

得2分

「待加強」科目每

科得1分 15 15

7.其他 5 5

合計 50

五專超額比序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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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說明：

 ˙ 多元學習表現—競賽

1. 國內競賽：全國競賽第一名得 6 分、第二名得 5 分、第三名得 4 分、第四至

六名得 3 分；區域及縣（市）競賽第一名得 3 分、第二名得 2 分、第三名得

1 分。其中全國性競賽項目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之競賽（請參考本

手冊第84頁附錄二）為依據，區域及縣（市）競賽以地方政府機關主辦者為限。

2. 國際競賽：國際科技展覽、國際運動會、學科國際奧林匹亞競賽、國際國中科

學奧林匹亞競賽、國際技能競賽、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等獲得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國際發明展及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獲得第一名得 4 分、第二名得 3 分、第三名得 2 分。其中國際科技展覽、國

際發明展、國際運動會、學科國際奧林匹亞競賽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

告之競賽（請參考本手冊第 83 頁附錄一）為依據。

3. 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 1 次採計。

4. 參賽者 4 人以上視為團體，團體參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5. 相關競賽得獎應於在學期間至 104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0 時 0 分前取得。

6. 本項目累計積分上限為 7 分。

 ˙ 多元學習表現—服務學習

1.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 1 分，同一學期同時擔任班級

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 1 分採計。

2. 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滿 8 小時得

1 分。

3. 班級幹部除副班長、副社長，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

4. 本項目累計積分上限為 7 分。

 ˙ 多元學習表現—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1.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係指學生在校之獎懲紀錄情形，採計獎懲相抵後之表現：

（1）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並經獎懲相抵後得1次大功（含以上）者得4分。

（2）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並經獎懲相抵後得1次小功（含以上）者得3分。

（3）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並經獎懲相抵後得1次嘉獎（含以上）者得2分。

（4）獎懲相抵後無任何懲處紀錄者得 1 分。

2. 記功嘉獎累進原則：3 嘉獎折算為 1 小功，3 小功折算為 1 大功。

3. 獎懲相抵原則：嘉獎（警告）累計 3 次，以 1 次小功（過）計；小功（過）

累計 3 次，以 1 次大功（過）計。

 ˙ 多元學習表現—體適能

1.體適能檢測項目係指：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瞬發力（立定跳遠）、心肺耐力（800/1600 公尺跑走）等 4 項。

2. 體適能檢測成績其中 3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6 分、2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4 分、

1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2 分。

3. 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之證

明，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或持有公立醫院證明為重大傷病、體弱

學生，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差異及就學權益，將比照 3 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6 分。

4. 體適能檢測成績採計體適能檢測護照或體適能檢測站成績，惟應擇一次檢測成

績完整使用。

5. 體適能各檢測項目門檻之標準，請參考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說明。網址：

http://www.fitness.org.tw/

 ˙ 技藝優良

1. 技藝優良項目係採計學生在校之技藝教育課程學習成績表現，鼓勵技藝表現優

異或對技藝實習有興趣之學生。

2. 採計方式為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達 90 分以上者得 3 分、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者得 2 分、6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得 1 分。

 ˙ 弱勢身分

1. 弱勢身分係指報名時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

之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身分者，給予 2 分。

2. 若學生同時具備 2 種以上資格者僅得擇一計分。

 ˙ 均衡學習

1.均衡學習係採計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大學習領域之七年級上、

下學期、八年級上、下學期及九年級上學期等 5 學期成績，若 3 項領域 5 學

期平均成績皆達 60 分以上得 6 分、2 項領域 5 學期平均成績皆達 60 分以

上得 4 分、僅 1 項領域 5 學期平均成績皆達 60 分以上得 2 分。

2. 資賦優異縮短修業年限學生以其實際就讀學期數進行平均成績計算。

3. 積分證明文件中，科目名稱與採計學習領域名稱不同者，不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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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適性輔導

1. 為落實國民中學學校適性輔導工作並協助學生適性升學，適性輔導項目針對國

中「生涯發展規劃書」中之學生升學選項與「家長意見」、「導師意見」、「輔

導教師意見」綜合意見之輔導結果作為採計項目。

2. 若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家長意見」、「導師意見」、「輔導教師意見」3 者皆

勾選五專者得 3 分、生涯發展規劃書「家長意見」、「導師意見」、「輔導教

師意見」任 2 者勾選五專者得 2 分、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家長意見」、「導師

意見」、「輔導教師意見」任 1 者勾選五專者得 1 分。

3. 若報名學生為非應屆畢業生，則本項積分以 3 分計。

4. 以同等學力資格報名者，其採計方式請參閱 104 學年度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

學招生簡章說明。

 ˙ 國中教育會考

1. 國中教育會考項目積分係採計 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英語、數學、自然、

社會等 5 科所得之積分總和，採計方式為「精熟」科目每科得 3 分、「基礎」

科目每科得 2 分、「待加強」科目每科得 1 分，亦即若每科皆為「精熟」，即

可得最高 15 分。

2. 若違反國中教育會考試場規則，則該科依違規情節不予列計等級或扣點，而該

科積分則不予計分或每扣 1 點扣該科目積分 0.15 分，扣至該科 0 分為止。

3.「寫作測驗」所得級分數僅作為分項目比序項目，不列入積分採計項目，且將

作為超額比序時之最後比序項目。

4.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採計以 104 年取得之成績為準。

 ˙ 其他

1. 超額比序「其他」項目係由各五專招生學校依學校特色發展需求自行訂定，如

技術士證、英語檢定等，各五專招生學校亦可不訂定本項目。

2. 各招生學校訂定本項目應至少分為 3 個層級，積分上限為 5 分。各校採計之

檢定項目、等級以及積分採計方式，請參閱 104 學年度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

學招生簡章。 

五專免試入學招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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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一貫制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七年一貫制為特殊的藝術類科教育學制，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及東方設計學院皆辦理

七年一貫制招生，招收對藝術領域有專長或興趣的國中畢業生。學生修業期間前五年視

同五專生，五年級在校生成績及格者，應參加公開升級甄試，通過甄試者得直升並繼續

後二年大學部學業；未參加或未通過升級甄試者，由學校視其修業情形，發給修業證明

或五專副學士學位證書；學生完成七年一貫制學業，成績及格者，授予藝術學士學位。

適合對象：公私立國民中學應屆、非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

招生名額：104學年度招生名額為297名。

招生校數： 五專甄選入學招生學校為依藝術教育法辦理之音樂、美術、舞蹈等七年

一貫制相關校系，招生校系計有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音樂系、舞蹈

系及東方設計學院美術工藝系美術專長等2校4系。

報名方式： 甄選入學由招生學校自行辦理招生作業，考生可以依其性向分別向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或東方設計學院報名。

分發原則： 辦理甄選入學招生之各系組應依學校自行訂定之考試科目及加權計分作

為入學依據，並採正、備取遞補報到方式作業。

考試科目、計分方式及招生名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招生系別 招生名額 考試科目 計分方式

美術系 110 素描 滿分100分

音樂系 90

1.樂理 100分 1.滿分600分
2 . 音 樂 系 組
別有作曲組、
鍵盤組、聲樂
組、管弦樂組
及傳統音樂組

2.聽寫 50分

3.視唱 50分

4.主修科目 400分

舞蹈系 50 舞蹈基本動作
含協調性、節奏感、彈性及柔
軟度，滿分400分。

 ˙東方設計學院

招生系別 招生名額 甄試項目 計分方式

美術工藝系美術專長 47

1. 靜物素描 300分

2. 書面審查 100分

三、五專免試續招

「五專免試續招」係指經免試入學招生後，仍有待招生名額之五專招生學校得報經

教育部核准辦理免試續招，分發作業依五專續招學校自行訂定之招生規定辦理。

四、其他升學規定

（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參加免試入學管道升學與一般學生之升學規定相同。

（二） 非應屆國中畢業生參加免試入學管道升學與一般生之升學規定相同，而國中

教育會考成績之取得，則於國中教育會考個別報名時間內至各「國中教育會

考地區試務委員會」辦理報名以參加考試取得成績。

（三） 資賦優異縮短修業年限學生參加免試入學招生管道，其超額比序「均衡學

習」項目之採計方式依實際就讀學期數平均計算，其餘與一般學生之升學規

定相同。

（四） 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蒙藏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

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僑生及退伍軍人優待方式，依相關特種生升學優待

辦法辦理。

（五） 身心障礙學生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安置持續辦理，並於免試入學辦理前完成安

置，身心障礙學生得保留其適性輔導安置的名額，依其性向及志願參加免試

入學或特色招生，如未能錄取，則可回歸原先安置結果，但若經由其他管道

錄取，僅能擇其一錄取管道或安置結果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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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年國中教育會考簡介

一、104年國中教育會考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104年3月12日（星期四）至3月14日（星期六）。

（二）報考資格：

1. 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或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畢業

或修畢國民中學3年課程者。

2. 依「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經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其畢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

3.具國民中學畢業同等學力資格者。

（三）報名方式：

1.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由所就讀學校代為辦理集體報名。 

2. 非應屆國民中學畢業生，於個別報名時間內至各「國中教育會考地區試務

委員會」辦理報名。

二、104年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時間、科目及題型：
（一）測驗日期：104年5月16日（星期六）及5月17日（星期日）。

（二）考試科目及題型：

考試科目 時間 題數及題型 命題依據 結果呈現

國文 70分鐘 45至50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
（國語文）/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分為「精

熟 」 、

「基礎」

和「待加

強 」 3 等

級

英語 

閱讀 60分鐘 40至45題
1.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分
段能力指標

2.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之1,200
字詞 

聽力 25分鐘 20至30題

數學 80分鐘 
2 7 至 3 3 題 ( 選擇題
25至30題；非選擇
題2至3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數學學習領域/國中階段
能力指標

社會 70分鐘 60至70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社會學習領域/國中階段
能力指標

自然 70分鐘 50至60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自然學科/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寫作測驗 50分鐘 1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
（國語文）/國中階段寫作能力
指標，�參酌部分國小階段寫作
能力指標

分為一至

六級分

12

叄、其他五專招生管道介紹

一、慈濟技術學院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專班招生

為提升原住民人力素質，強化原住民就業競爭力，慈濟技術學院每學年度皆開辦五專

護理科原住民專班，限年齡 25 歲以下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國中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報考。

經招生錄取並註冊入學之學生，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公費就學獎助，畢業後薦派至

慈濟各醫療志業體服務。

招生方式由慈濟技術學院辦理單獨招生，並且辦理入學學科考試，預定招收 100 名

原住民學生，104 學年度招生方式仍採該校自行辦理學科考試入學，考試科目為國文、英

語、數學共 3 科，報名日期訂於 104 年 3 月，詳細報名日程、報名方式、考試科目、計

分標準、錄取規定等資訊，均於該校 104 學年度「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專班招生簡章」中

詳細說明，招生簡章請至慈濟技術學院網站下載，網址：http://www.tccn.edu.tw/。

二、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東部地區五年制護理科獎助生
甄選入學招生

為提供東部地區醫療機構護理人員人力需求，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近年來均開辦「東

部地區五年制護理科獎助生甄選入學招生」管道，限設籍在臺東或花蓮地區之當地國中應屆

畢業學生報考。經本項甄選入學學生，在校期間由馬偕紀念醫院臺東分院以及臺東基督教

醫院提供學費、雜費、定額生活費獎助金（不含制服費、住宿費、書籍費、生活費等，且

為鼓勵學生努力向學，自第二學年起學業成績未達 70 分者將不予補助獎學金），學生畢

業後在馬偕紀念醫院臺東分院或臺東基督教醫院服務，其服務年限依獎助金支領年限而定。

招生方式由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單獨招生，甄選方式預計將比照 104 學年度

五專免試入學之超額比序項目及分發方式辦理，詳細招生名額、甄選方式及流程、錄取生

之權利義務等規定，請詳閱該校 104 學年度東部地區五年制護理科獎助生甄選入學招生

簡章，招生簡章公告訊息請注意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網站公告，網址：http://www.mkc.

edu.tw/。

三、國民中學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

國民中學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分發管道係依據「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訂定，並由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委員會

主辦，104 學年度仍由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承辦，學生入學後將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

接受校隊訓練，並代表學校參加運動賽事，爭取榮耀成績。

入學分發管道分為甄審、甄試兩種，其資格如下：

●甄審資格：凡國民中學畢業生（包括應屆畢業生），其在學期間或畢業後獲得運

動成績之證明起三年內有效，合於「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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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3、5、6、8 條規定者（依法定程序選拔或徵召代表國家參與國際運

動競賽，其運動成績符合該辦法所規定者），得申請甄審升學。

●甄試資格：凡國民中學畢業生（包括應屆畢業生），其在學期間獲得運動成績之

證明起二年內有效，合於「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 4、

7 條規定者（依法定程序選拔或徵召代表國家參與國際性運動競賽，或者參與全

國性運動競賽，其運動成績符合該辦法所規定者），得申請甄試升學。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甄試依運動種類共有100種左右之招生類別，

可選填之志願包含高中、高職及五專等學制，合於各類甄審、甄試資格者，

以自選一種與獎狀或參賽證明相同之運動種類，報名參加甄審或甄試分發。

符合甄審資格的考生，甄審分發方式以各校所提之運動種類與各科（班）

名額、條件為限，並依資格審查合格考生之志願序及運動成績、學業成績予

以分發。如遇運動成績同項目同樣取得甄審升學資格者，其分發錄取順序則

依其志願及最近3年內之運動成就（須合於甄審、甄試資格之成績），由升

學輔導委員會會議訂定之。

符合甄試資格的考生，應參加學科考試（考試科目：國文、數學、英語、

自然及社會5科），此外若以團體競賽運動種類獎狀或運動成績證明申請參

加甄試者，另需參加術科檢定（術科檢定未通過者，不予分發學校；但具有

相同運動種類國手當選證明或其個人賽具有甄試資格者，得不參加術科檢

定）。甄試分發方式依據考生學科成績（各科成績滿分均為100分，總分為

500分），另依考生於申請參加甄試時所提之運動成績分成6等級予以優待

加分。本招生管道報名方式採學校集體報名，詳細申請資格、符合甄審甄試

資格之競賽項目、錄取辦法、放榜事宜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招生簡章。

有關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分發相關資訊，可上「運動成

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網站」查詢，網址：http://issport.camel.ntupes.edu.

tw/。

肆、五專部分名額併入高中職免試入學說明

一、基本說明

104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部分學校之招生名額併入高中職免試入學部分

就學區辦理招生，五專招生名額併入辦理之高中職就學區分別為宜蘭區、桃

連區、竹苗區、高雄區、屏東區、花蓮區、臺東區、澎湖區及金門區等9個

就學區，因此報名前揭任一就學區之考生，若對於五專招生科組有就讀意願

者，可於志願選填時同時選填五專之招生科組志願。

二、成績採計

五專部分名額併入部分高中職就學區招生，其免試入學積分、超額比

序採計項目及成績採計加權計分部分，依據各該就學區所訂定之採計方式辦

理，因此若考生報名高中職之宜蘭區免試入學招生，於選填志願時可一併選

填五專招生學校部分名額併入宜蘭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招生之科組志願，惟其

成績採計項目、分發作業辦理階段、可選填志願數及志願計分方式等，皆須

依據宜蘭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所訂定之規定辦理。

三、注意事項
1.有關五專招生學校併入高中職部分就學區之招生名額請詳閱宜蘭區、桃連

區、竹苗區、高雄區、屏東區、花蓮區、臺東區、澎湖區及金門區等9個

就學區之免試入學招生簡章。

2.報名高中職宜蘭區、桃連區、竹苗區、高雄區、屏東區、花蓮區、臺東

區、澎湖區及金門區等9個就學區免試入學招生之考生，仍可同時報名

北、中、南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管道入學，若考生同時於高中職免

試入學及五專免試入學錄取時，則僅能擇一錄取結果報到。

3.五專招生學校並非所有招生學校皆提撥名額併入高中職就學區招生，但各

五專招生學校科組均於五專免試入學提供招生名額，因此若想升學五專之

考生，仍應報名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管道。

4.請欲選擇五專各招生學校科組就讀之考生，務必詳細查詢各校科組招生資

訊，選擇合適的招生管道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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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04學年度五專入學常見問題解答

一、五專入學制度及相關資訊常見問題

Q1：104學年度五專的入學方式有什麼不同？

A1：104學年度五專各校科仍將以「免試入學」為主要招生管道，特色招生考試

分發入學管道停止辦理，另七年一貫制招生系組則採「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辦理招生。

五專免試入學為全國一區，與各區高中高職免試入學分開辦理，並且分為

北、中、南3個招生委員會辦理招生，總計共有46所招生學校。此外，

104學年五專免試入學將僅辦理1次，若未能於免試入學錄取五專之考生，

可再行透過免試續招進入五專就讀。

特色招生入學之「甄選入學」管道為依藝術教育法辦理之音樂、美術、舞蹈

等七年一貫制之相關校系，招生校系計有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音樂

系、舞蹈系及東方設計學院美術工藝系美術專長等2校4系，並由招生學校

分別辦理術科測驗作為入學依據。

Q2：104學年度五專之入學管道分為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其辦理程序為

何？

A2：免試入學之辦理順序於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之後辦理，並於104年6月9日至

23日進行報名作業，7月4日辦理現場登記分發報到，因此未能於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錄取之考生，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招生。若仍未能於免試入學錄取

之考生可再行報名免試續招。

Q3：有關104學年度五專升學相關資訊，可以在哪裡取得？

A3： 有關五專升學相關資訊可至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網站：http://www.techadmi.

edu.tw 及十二年國教五專招生資訊網 http://me.moe.edu.tw/junior 查詢。

二、五專免試入學常見問題

Q1：五專免試入學的報名資格為何？

A1： 五專免試入學為全國一區，並分為北、中、南3個招生委員會辦理招生，無

論國中應屆畢業生、非應屆畢業生或符合同等學力資格的考生，不管原就讀

國中地點為何，皆可報名參加五專免試入學，歡迎有意願就讀五專的考生踴

躍報名。

Q2：五專免試入學分3個區招生，若欲報名五專免試入學應向誰報名？

A2：五專免試入學分北、中、南3區辦理招生作業，其報名可向北、中、南3區

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報名，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學校為蘭

陽技術學院、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學校為仁德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學校為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Q3：可以同時報名北、中、南3區五專免試入學招生嗎？

A3： 北、中、南3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並未限制考生不得跨區報名，

故考生可依就學需要向非就讀國中所屬地區之招生委員會報名免試入學招

生，並可同時報名北、中、南3區免試入學招生作業，惟各五專招生學校免

試入學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日期皆統一訂於104年7月4日，因此同時報名多

個招生區的考生，仍應擇一招生區所報名之招生學校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手續。

Q4：五專免試入學報名時也需要選填志願嗎？

Q4： 考生報名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時，需填寫所欲報名申請之五專招生學校，各區

皆限擇一所五專招生學校提出申請，報名時不需選擇科組，考生將於參與現場登

記分發作業時選擇欲就讀之科組。

Q5：104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成績採計項目為何？

A5： 104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分別為：「多元學習表現」、「技

藝優良」、「弱勢身分」、「均衡學習」、「適性輔導」、「國中教育會

考」、「其他」等7大項，另「多元學習表現」內包含「競賽」、「服務學

習」、「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及「體適能」等分項，至於「其他」項目部分

則授權各五專學校依學校發展需求訂定，因此並非所有五專招生學校皆有訂

定「其他」項目。

Q6：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呈現及採用方式為何？

A6：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將採「3等級4標示」，所有考生會考成績將分成精熟

（A）、基礎（B）、待加強（C）3級，其中精熟另標示A++、A+，基礎級

另標示B++、B+，而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亦將列為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

目中最後採用之超額比序條件，若各科之3等級4標示比序結果再相同時，

「寫作測驗」級分將作為最後之比序項目。

Q7：沒有參加國中教育會考還可以報名五專免試入學嗎？

A7： 未參加國中教育會考者並不影響報名五專免試入學之資格，但未參加者將無

法獲得超額比序項目「國中教育會考」之積分。

Q8：五專免試入學之分發方式為何？

A8： 五專免試入學分發方式採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辦理，考生應擇一招生學

校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若報名人數少於學校科組招生名額則全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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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多於學校科組招生名額則依據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進行比序，以

積分高低作為分發依據。五專招生學校將依據超額比序項目自行訂定超額

比序順序，其比序方式將先就「多元學習表現」、「技藝優良」、「弱勢身

分」、「均衡學習」、「適性輔導」、「國中教育會考」、「其他」等項目

先行比序，再依其項下之分項進行比序，「多元學習表現」內包含之分項為

「競賽」、「服務學習」、「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及「體適能」等，而國中

教育會考「3等級4標示」則於前面各比序項目均無法區分分發順序時作為

最後比序依據，若各科之3等級4標示比序結果再相同時，「寫作測驗」級

分將作為最後之比序項目。

Q9： 可以同時報名高中高職免試入學和五專免試入學嗎？

A9：可以。考生可同時報名高中高職免試入學及五專免試入學，惟二者皆錄取

時，仍僅能擇一辦理報到。此外，五專免試入學之辦理方式、超額比序項目

以及積分計算方式都和高中高職免試入學有所不同，因此應注意各免試入學

招生簡章規定。

由於高中高職免試入學放榜結果公告時間早於五專免試入學各校現場登記分

發時間，因此同時報名二者的考生，可先等待高中高職的放榜結果，評估就

讀的意願，再決定要向高中或高職錄取學校報到，或是前往參加五專招生學

校之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Q10：五專免試入學各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方式跟高中高職免試入學相同嗎？ 

A10： 五專免試入學為全國一區，並非歸屬於任何一就學區之高中高職免試入

學，其超額比序項目以及各項目之積分採計原則皆不同於各就學區高中高

職免試入學之規定，因此報名五專免試入學的考生請務必注意各區五專聯

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之說明。

Q11：在高中職的就學區中能同時選填到五專的志願嗎？

A11： 104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另有部分學校之招生名額併入部分高中職免試就

學區辦理招生，辦理之就學區分別為宜蘭區、桃連區、竹苗區、高雄區、

屏東區、花蓮區、臺東區、澎湖區及金門區等9個就學區，因此若報名前

揭任一個招生區之考生，若對於五專招生科組有就讀意願者，可於志願選

填時同時選填五專之招生科組志願，且其超額比序項目及積分計分方式，

依該就學區之採計方式辦理。

Q12：五專免試入學錄取生之後還可以報名免試續招嗎？ 

A12： 五專免試入學已完成報到手續之錄取生即不得再行參加其後辦理之入學管

道，因此五專免試入學錄取生若想要參加其後招生管道，應依招生簡章規

定期限內向所錄取之五專招生學校辦理放棄錄取資格手續，才能再報名參

加其後之各招生管道。

Q13：所有學校都會辦理五專免試續招嗎？

A13： 五專免試續招係為免試入學辦理完畢後仍有待招生名額之五專招生學校，

得報經教育部核准辦理免試續招，其分發作業依五專續招學校自行訂定之

招生規定辦理，但並不是所有於免試入學辦理完後仍有待招生名額之五專

招生學校皆會提出申請辦理續招。

Q14：非應屆國民中學畢業生若要參加免試入學管道升學，若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要

如何處理？

A14： 非應屆國民中學畢業生若要取得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需於國中教育會考個

別報名時間內至各「國中教育會考地區試務委員會」辦理報名，則得以參

加考試取得成績。

三、五專特色招生入學常見問題

Q1：想就讀七年一貫制或五專菁英班，該參加那些升學管道？

A1：七年一貫制及五專菁英班原分別規劃於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

發入學管道招生，104學年度升學七年一貫制之考生，仍應報名參加五專特

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管道，但104學年度五專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招生管

道停止辦理，因此欲升學五專菁英班之考生，需透過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招生管道入學。

Q2：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方式及招生學校為何？

A2：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學校為依藝術教育法辦理之音樂、美術、舞蹈等

七年一貫制相關校系，招生校系計有東方設計學院美術工藝系美術專長、台

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美術系及舞蹈系等2校4系，並由招生學校自行辦

理招生作業，考生可依性向分別向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或東方設計學院報名。

Q3：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作業辦理時間？

A3：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作業將於國中教育會考前辦理，因由招生學校自

行辦理招生作業，故請有興趣之考生特別留意各校招生簡章公告時間，以免

錯失報名機會。

Q4：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成績採計及分發方式為何？

A4：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成績採計及分發方式與免試入學不同，辦理甄選入學

招生之招生學校可自訂各系組考試科目及加權計分方式，並採正、備取遞補

報到方式辦理。

Q5：參加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若未錄取，還有機會參加免試入學嗎？

A5： 還有機會。因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作業於免試入學前辦理，若考生未能於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錄取，仍可報名參加免試入學或免試續招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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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04學年度五專招生學校介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地址：�【校本部】4040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民生校區】40343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3 號

電話：(04)2219-5678

網址：http://www.nutc.edu.tw/

本校位於台中市，校本部緊臨一中商圈，交通便

利。於民國8年創校迄今九十餘年，學生人數近二萬

人。本校秉持「創新服務」來培育人才，重視學生專

業能力之養成。對內落實技職教育的精神、鼓勵師生

參加競賽及展覽；對外與公民營機構建立夥伴關係。

另積極推動國際交流，與美加等地學校簽署學術交

流。本校目前五專學制設有國際貿易、企業管理、資

訊管理、會計資訊、應用英文、保險金融、應用日語

與護理等八科。

資訊應用菁英班

本班之課程規劃以「軟體設計」技術為基礎，發展「行動應用」、「多媒

體」、「資訊網路」三大主軸之實務應用，分三個不同階段的實力養成，並以「資

訊實務專題」課程整合；力行『一學期，一證照』的考照策略，由專業老師輔導校

外實習，縮短產學落差，達到『畢業即就業』目標。

創意商品設計菁英班

本班以工藝美學與技術為基礎，研發設計創意流行生活商品，以「七年一貫」

學制，配合實習與產學合作深化專業知識技能。強調實作與溝通，使學生具備原

創力、實作力與溝通力，必參與國內、外實習、專業證照輔導與設計競賽，培養

具競爭力的設計人才

國際貿易與經營科

培育兼具思考分析與實務操作的貿易專業人才，訓練同學具勤奮實務之工作態

度與合宜良好之溝通能力。

會計資訊科

以會計專業為主軸，整合財務、稅法及資訊之專業技能，強化學生專業素質及

外語能力，培養具國際觀及會計倫理道德觀念的會計專業人才。

保險金融管理科

本科因應金融保險市場專業人才需求，課程規

劃內容涵蓋一般金融領域、銀行專業領域、保險專

業領域、資訊應用領域與管理等課程，並於五年級

鼓勵同學至業界實習。

企業管理科

課程規劃包含行銷管理、財務管理、生產管理，致力於培育優良企管專業人

才，使學生具備經營全方位及國際觀的特色。

應用英語科

培育具有國際觀的外語商務人才，訓練學生具備流暢之英語聽、說、讀、寫能

力，之外，輔以第二外語及強化商業專業知識及電腦資訊應用等技能，使學生在

全球化英語的時代中，掌握競爭的優勢。

應用日語科

本科之特色為：1.日英雙語兼備／語文商學並重。2.產學建教合作/企業參訪

實習。3.海外研習留學/海外實習體驗。4.相關證照取得/學生潛能激發。以培養

優秀且多元之對日商務人才為職志。

資訊管理科

本科發展方向以「軟體設計」技術為基礎，「商管應用」為物件目標，發展

「資訊系統」、「資訊網路」、「多媒體系統」三大主軸之規劃、設計、應用與

管理，培育「企業電子化」與「數位內容應用」之優秀資訊管理專業人才。

護理科

培育具備3S（健康科學Health Science、安全技能Safety Ski l l、品質服務

Quality Service）能力之基礎護理專業人才，以培養具備專業核心能力及職場能

力的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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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地址：81271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1號

電話：(07)806-0505

網址：http://www.nkuht.edu.tw/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為培育餐旅精英的搖籃。擁有全國最優餐旅師資，落實產學共

構課程。2011年《Cheers》雜誌畢業生1000大企業最愛排名中，本校在「產業最

愛」排名第三；2012年《遠見》雜誌評選本校為全國大學觀光/休閒/運動領域第一

名，締造同學最佳就業保證。

本校教學研究設備先進齊全，包含中餐、西餐、烘焙、餐服及調酒等專業教室，且

設有實習餐廳及旅館供學生實作訓練。並且將產學合作結合課程教學，包括校外業界實

習、業界名廚來校示範教學、校內餐宴實習等，除增加實務經驗，畢業生就業機會熱烈

搶手；同時更推動海外實習，學生可赴海外知名飯店學習，以拓展國際視野。

為養成餐旅人員專業的氣質，五專新生全部住校三年以上，且需依本校服儀規定穿

著制服，禁止染髮，校內全面禁煙。

餐飲廚藝菁英班

本校五專部開設「餐飲廚藝菁英班」，課程設計融入人文美學及科學教材，重視中

餐、西餐、烘焙、餐飲服務、調酒等廚藝技能及美食品味能力，加強內場生產管理、成

本控制、財務管理、規劃設計及創新能力，更著重職場道德、人際溝通、服務品質、外

語能力及資訊E化能力的養成，以強化將來就業或深造的本職學能需求。學生需至業界

實習一年，實習期間由業界提供津貼，並且於畢業前實施海外參訪。

除重視技藝養成外，也注重於外語（英文、日文、法文）能力的加強，部分課程採

全英語授課，以推動本校餐旅教育國際化目標。此外，本科也積極輔導考生考取專業證

照，設有證照畢業門檻，畢業前須通過廚藝相關丙級證照2張或乙級1張以上，以全民

英檢（或同等級檢定考試）中級(含)以

上。學生畢業後將可擇優錄取進入本校

二技部就讀。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地址：80543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旗津校區）

電話：(07)361-7141

網址：http://www.nkmu.edu.tw/

本校係以海洋特色為教學主軸、培育海洋專業人才的學府。五專部設有航海及輪機

工程科，每年各招收1班，於旗津校區上課。旗津校區為本校之發源地，依傍於高雄

港，校區面對景觀優美之第一港口，環境怡然，為陶冶海事人才的搖籃，且旗津校區為

國內所有海事院校唯一有自有碼頭及水域資源的學校，亦獲交通部及教育部補助更新航

輪設備，擁有全東南亞數一數二之高科技模擬機設備供教學實習使用。

航海科

航海科教學以培養現代商船一等船副及航運高級人才之專業技術，以從事有關船舶

操縱、航行安全、貨物裝卸、船舶維修及船員管理等工作。主要課程分為航海實務、船

舶貨載運輸、自動化操船、航運管理等，並著重資訊與電腦科技在航運技術上之應用，

以適應時代潮流及符合各項國際海事公約之規定，俾利提升同學就業能力，成為高級海

事技術人才。

輪機工程科

輪機工程科為發展及提升海事輪機專業技術，以促進我國整體海運及經濟成長，本

科針對海事業界需求，培養船舶輪機部門有關機電控制及動力系統專業人才，以擔負商

船管理或工程師之任務。本科課程符合國際海事公約規定，俾使畢業學生能從事國際性

海勤工作，並以實務應用為主，升學管道暢通，為高所得、高就業率之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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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地址：10051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 號

電話：(02)2393-5263

網址：http://www.ntcb.edu.tw/

本校身為全臺第一所商業學校，歷史悠久，傳

統學風優良，為國內技職教育體系中，特具豐富

辦學經驗之學校。本校五專部以培養商管專業基

礎人才為主旨，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課程設計

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除一般理論課程之外，著

重實務實習與重視專題製作，並鼓勵考取證照，

培養一技之長，增加未來就業競爭能力。

本校辦學注重專業課程與商業實務相配合，

並提升師資；同時，積極拓展國際學術交流，締

結姊妹校，各項軟硬體設施兼備，教學環境優

良，科班成長及組織完備，辦學成效卓著。配合

教育部技職再造政策，加強證照及實務技能養成，提供國中畢業生升學多元選擇，本

校五專各科保留單班，以銜接二技學制，鼓勵五專畢業生繼續升讀下一學程。

企業管理菁英班

本班以「行銷管理」、「資訊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及「生產

與作業管理」五管為基礎。必修課程「企業實務專題」，培養研究能力並發展溝通技巧

與團隊合作精神；二技階段將以「行銷與流通管理」領域為長期培育發展的目標，並著

重於行銷管理、品牌管理、物流管理、通路管理、行銷企劃實作、門市營運管理、連鎖

加盟管理實務等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

會計資訊科

順應資訊科技快速變動與新經濟時代環境，本科以會計與資訊科技之整合學習為

經，以企業經營管理、國際化二項之學習為緯，作為發展重點，並積極輔導學生取得專

業證照與英文檢定資格，以培育擁有國際觀、資訊科技與專業知識能力，及具備倫理道

德與敬業服務精神之會計人才。

財務金融科

配合金融國際化與自由化的發展趨勢，本科結合資訊科技於財務應用，使學生同時

具備財務金融專業知識及實際操作能力，以培育財務金融專業人才。

財政稅務科

本科以培育學生通過公職考試成為稅務人員及取得

各種相關證照為發展重點；並於課程上加強學生準備插

大及二技之能力，進而使本科同學可順利進階更高學

程。

國際貿易科

因應外在經貿環境的變遷與企業型態國際化的趨勢，本科規劃完整專業課程，藉由

實務專題講座、國際貿易資訊系統與專題等課程，整合學生國際貿易實作能力，確實強

化英文、商用外語與第二外語之能力，並鼓勵、輔導學生參與全國或國際性競賽，以培

育符合國內企業實際需求之專業人才。

企業管理科

針對多元化職場需求，本科著重規劃行銷與流通領域相關課程，輔導學生參加國內

外各項證照考試、安排企業實務專題講座課程及企業參訪等活動。

資訊管理科

本科以企業e化、數位內容及行動應用三大特色為發展導向。配合商業技術應用，

培育基礎、中階、中高階資訊管理專業人才，且加強專題製作及技能檢定等多方面養成

教育。

應用外語科

厚植基礎英語能力及培養外語應用專業知識，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推動小班教

學，強化第二外語能力，提供學生多元外語學習機會。增進人文素養及溝通整合能力，

強化國際視野，拓展生涯機會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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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地址：11202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2號

電話：(02)2892-7154

網址：http://www.tpcu.edu.tw

本校透過產學合作與業界緊密結合，讓學生有

明確的奮鬥目標。此外本校積極推動創新領域之

研發，其中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總獎牌數連續4

年蟬聯全國第一。101及102年「英國國際發明

展」、「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美國匹茲

堡國際發明展」與「臺北國際發明展」勇奪1雙金

獎1鑽石獎27金28銀13銅5項特別獎，更將臺

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耀傳至全世界。

機械工程科

以電腦技術輔助機械工程及汽車相關技能教

學，包含相關機車修護、汽車修護、飛機修護、

2D電腦輔助繪圖、3D電腦輔助設計及電腦輔助

製造，並考取「機車修護證照」、「汽車修護證

照」、「飛機修護證照」、「電腦軟體應用」、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及「電腦輔助立體製

圖」等相關國家技能檢定證照。

電機工程科

以機電光整合之自動化工程為核心，分為電機電力、控制應用、光電應用三組，結

合全國唯一機器人博物館之推廣，同學具有多元的學習選擇，並輔導學生參加校外實

習、國際發明展、各項技藝技能競賽、申請專利及考取證照。

資訊工程科

課程以「多媒體與網際網路應用」與「嵌入式與單晶片系統應用」二大領域為課程

規劃發展方向，輔導取得相關專業及國際證照，並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產學合作、校外實

習、專題製作競賽、國際發明展與申請國家發明專利，使學生具備企業所需之技術能力

與職場競爭力。

行銷與流通管理科

本科教學內容包含「行銷與活動企劃」以及「流通與物流運輸」領域兩大教學主

軸，有效將證照制度融入課程中，亦積極輔導學生校外實習，畢業前並推薦學生立即

就業。

應用外語科

本科培育誠信、創新、務實、致用之商務外語人才，教學特色為：

1.舉辦全國英、日語配音比賽：展現並激發學生創意學習外語的成果。

2.舉辦英語戲劇畢業展演：融匯跨領域學習及培養團隊默契的潛力。

3. 結合專業實習與就業接軌：涵養學生融合各項綜合能力，協助學生在職場能學以

致用；實習單位有：中華航空、長榮航空、復興航空、雄獅旅遊、臺北遠東國際

大飯店、大倉久和飯店、晶華國際酒店、臺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臺北市旅遊服

務中心、財團法人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等。

餐飲管理科

本科配合社會發展與產業需要，教授餐飲服務及烹飪之基本知識和技能，並以培養

經營餐飲事業之專業管理人才為目標。本科師資與教學相關設施逐年提升，以提供學生

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並藉由產學合作及國際交流，提供更寬廣的學習園地，並充分發

揮本土特色及中華美食精華，不僅能突顯特性，更能享譽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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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地址：24452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 101 號

電話：(02)2601-5310

網址：http://www.hwu.edu.tw/

本校五專部設有理財經營管理科、企業管理科、國

際商務科、財務金融科、觀光休閒科及應用英語科，為

一所精緻型技職教育科技大學。課程規劃以就業為導向

並落實證照取得，培養學生專業實務能力為目標。

理財經營管理科

本科重點目標在培育連鎖化經營服務業所需的財富管理的專業人才，以增加學生就

業時之競爭力。同時鼓勵學生積極修習第二外國語，加強外語能力訓練，並輔導學生考

取理財規劃與稅務管理相關證照。

企業管理科

培育具備多元管理智慧與創意創新能力之基層企業人才為目標，透過分組與實作課

程的訓練，培養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分析規劃能力以及創新創意能力。

國際商務科

培養兼具貿易經營、會展行銷和貿易資訊專業等實務技能和全球視野的全方位商務

人才為目標。

財務金融科

強調金融專業知識、技能及電腦實作的完整訓練，培育學生成為金融服務業(銀行、

證券、保險)所需之中階從業人員，或插班大學延伸與加深專業知能，朝養成中高階金

融專才發展，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教育目標。

觀光休閒科

以管理課程為基礎，並規劃「觀光休閒事業經營管理」與「觀光休閒活動規劃設

計」二大課程模組，此外加強資訊應用外語能力、產業整合的觀念及強調生態人文思

想，期許學生成為21世紀觀光產業所需之專業人才。

應用英語科

因應社會發展需要，培養聽、說、讀、寫、譯能力俱佳之工商界應用英語專業人

才，使英語配合各項專業領域，以利學生就業及生涯規劃。

數位設計科

本科以追求卓越設計為宗旨，兼顧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強調數位科技、人文藝術

與設計美學之結合。積極塑造設計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科技」之特色目標，配合

國家文化創意政策與新北林口影視城區域發展，聚焦於培育「數位影視」與「動畫設

計」之內容設計創作人才，並規劃以實務導向連結產業需求為目標，整合校內外資源發

展特色『內容設計』之策略，培養故事撰寫力、實務執行力與職場適應力，形塑影視與

動畫製作專業能力。

長庚科技大學

地址：33303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61 號

電話：(03)211-8999

網址：http://www.cgust.edu.tw/

本校結合台塑體系、長庚醫療體系及各地區健康照護機構約200個產學合作單

位，落實100%產業實習課程，培育「醫療照護」、「養生保健」、「長期照護」、

「托育服務」產業首選的專業人才。本校畢業生就業率高達90%、起薪平均約38K以

上，雇主滿意度高達90%，多年來培育超過3萬名健康照護產業優質人才，深獲業界

贊許。

護理科

教學特色上強調護理專業八大核心素養融入課程、強化課室與臨床零距離教學、持

續建構臨床情境模擬之教學策略，以增進學生最大之學習效能。並購置先進精良之儀器

設備，以實物教學提供學生實際演練之機會。此外配合課程進行臨床實習，並於最後一

學年，開設「臨床選習」課程，增加學生臨床實務經驗，並於畢業時考取護理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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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科技大學

地址：30743 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 1號

電話：(03)592-7700

網址：http://www.tust.edu.tw/

本校以科技立校，訓練學生紮實的求職能力，創

立至今近50年，校友分佈兩岸產業界事業有成。五

專強調科技與管理專業素養，英、日外語訓練與資訊

能力，畢業時每人皆有一證照、一學位與一專業的

「三合一」優質就業與發展條件，在國內名列最受歡

迎的技職院校之一。五專學制多元，教師皆具有博士

學位與實務專業素養，每年參與國內外發明展皆名列

前茅（如TTEX、東京發明展），歡迎有志國中畢業

生共同加入大華優質的生活學習與人際成長環境，開

創青年的遠大理想。

電機與電子工程科

本科發展特色著重於綠能科技之相關技術與運

具、以電能監控感測與量測技術為核心的節能應用、

數位控制與單晶片技術為核心的智慧型裝置、無線通

訊科技之相關技術。

機電工程科

本科配合國內機械產業與自動化產業之發展趨勢，課程規劃以機電整合與自動化為

主軸，結合證照輔導，以實務專題訓練學生創意開發與實作能力。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本科培養工業工程與管理的基礎職能與中階專業經理人為目標，並強調課程證照

化，輔導學生取得生產管理技術師、工業工程師、電腦軟體應用、行銷企劃、ERP、工

業安全衛生、品質管制等專業證照，畢業生軟硬體技能兼備。

資訊管理科

本科系統性培育同學電腦軟硬體應用、財會、市場與行銷以達成商業自動化、管理

資訊之要求。並培養學生創新管理理念，強化其管理技巧、策略整合，以增進競爭力。

商務與觀光企劃科

本科培養「生活產業」相關的「活動行銷企劃人才」，透過多元的教學活動日語研

習社、校外競賽、校外參訪、專題製作、就業實習，以及「軟實力工作坊」（襪子娃娃

實作、商品企劃、網頁設計、故事分享、創意思考、企業家潛能開發、廣告文案、劇本

寫作、微電影），配合文創與設計產業造就商務與觀光企劃人才。

觀光管理科

本科結合休閒、旅運、餐飲、旅館等專業領域課程，積極協助考取證照。為深化實

務課程教學，另聘請政府及業界專門師資，來協助教導最新產業資訊與技能，並於寒暑

假期間舉辦海外參訪活動，加強外語能力與培育世界觀，培育學生成為具備優秀之觀光

產業經營管理專業人才。

餐飲管理科

本科訓練學生具備專業廚藝技術、餐飲機構經營管理與服務、以及健康餐飲等專業

技能，課程設計包括「專業餐飲廚藝技術」、「餐飲經營管理與服務」為兩大主軸，培

育具備創新思維、世界競爭力及敏銳流行觀之餐飲產業專業人才，在校學生參加國內外

大賽，屢次獲得績優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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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地址：43302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電話：(04)2631-8652

網址：http://www.hk.edu.tw/

本校以「成為亞太地區培育具關懷生命特質專業人才之卓越科技大學」為願景，積

極型塑各學術領域特色，打造健康及民生領域的典範科技大學，使學生全方面習得一技

之長，順利與業界接軌。

護理科

本科課程規劃專業奠基於基礎醫學學科（例如：解剖學、心理學、生理學、病理

學、藥理學、微生物學等）及護理專業學科（例如：基本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婦產

科護理學、兒科護理學、公共衛生護理學及精神科護理學等），臨床實務聯結中部各大

醫療機構建教合作，提供學生各科護理學實習場域。並參照學生學習興趣及社會發展需

求，開設必修課程（例如：老人護理學概論、長期照護概論、急症護理學、慢性病護理

學等）及特色選修課程，以提升學生職場就業能力。

本校100年度五專護理師執照通過率為80.39%，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41.48%

甚多。本校五專護理科100學年度之升學率為77.11%，就業率也高達70.21%，護

理科畢業生的升學及就業狀況都十分良好。

南開科技大學

地址：5424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電話：(049)256-3489

網址：http://www.nkut.edu.tw/

本校培養學生實務技術與應用智慧，使其成為具備高

度就業競爭力之優秀南開青年。本校已連續九年獲教育

部教學卓越大學獎勵，中部私立科大排名第二，學生參

加國內外競賽更是獲獎無數，創校至今已為臺灣中部地

區造就不少優秀的科技人才，深受業界肯定，具備一流

學府之水準。

電機與資訊技術科

本科分成綠色能源技術、控制技術與微電腦應用三大

核心課程，著重於實務應用與專業證照訓練，以培養學

生具備就業與升學能力。畢業生陳俊銘榮獲教育部頒發

2012第8屆技職之光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的榮耀。

電子工程科

培養學生具備網路技術、嵌入式系統、汽車電子、遠距醫療照護等整合應用能力，

培育具有良好專業素養及優良工作倫理之專業人才，使學生具有繼續研究與投入資訊電

子相關產業之能力。

自動化工程科

使學生具備氣壓控制、工業自動化控制、機構設計等機電整合專業能力，並注重電

腦輔助工程技術，培養產業升級所需之機電整合專業人才。

工業管理科

培養學生具有規劃、改善、協調、整合與管理的實務技能，同時配合產業之發展脈

動，培育學生具備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電子化的專業能力。

應用外語科

使學生具備以英文為主、日文為輔之專業能力，積極輔導學生考取外語證照和國際

專業證照。並以「導遊領隊」及「兒童美語教學」等二個本位課程模組做為專業選修重

點，以拓展學生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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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地址：71703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電話：(06)267-4567

網址：http://www.hwai.edu.tw/

本校專科部設有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科、食品

營養科、護理科、幼兒保育科及職業安全衛生

科，歷年來本校學生在醫檢師、護理師、營養

師、食品技師等專技考試中，及格率皆屢創新

高；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中餐烹飪、西點烘焙、

食品檢驗分析、保母人員、美容師等技能檢定證

照皆捷報頻傳。本校亦積極投入生物科技產業的

研發並與產業界務實結合，以積極培育高級醫療

健康休閒服務等事業之人才。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科

本科培育技術專精的醫學檢驗人才，以符合國內各醫療院所的需求，學生畢業後可

擔任醫事檢驗師、病理檢驗師、品管醫檢師、生物技術專員等工作，開設有超音波診斷

技術、超音波實習、人工生殖技術、血液透析技術、院內感染管制、全面品質保證技

術、分子診斷與生殖技術學、分子免疫學、細胞培養技術、腫瘤生物學、細胞遺傳學、

毒物檢驗學、基因轉殖與基因表現概論與生物資訊應用學等課程，並加強與醫院合作，

輔導學生利用寒暑假至居住處鄰近的醫檢單位見習。

食品營養科

本科以培育營養及食品之科技專業人才，專任教師皆在專業上有實務工作經驗，並

且擁有國家相關技術士考場設施、新穎的儀器設備及寬敞的專業實習場所。在課程上，

著重營養評估與諮詢及膳食衛生教育等課程，使學生擁有專業操作技術為目的，積極鼓

勵學生取得各項專業技能證照，協助學生畢業後迅速融入就業市場。

護理科

本科設有各科護理實驗室，如基本護理實驗室、母育護理實驗室、內外科護理實驗

室、身體評估實驗室、長期照護實驗室、中醫護理實驗室。各實驗室除有臨床情境所

需儀器設備與護理技術用品外，藉此培育全方位的健康照護人才。目前已與20幾所教

學型醫院、機構進行建教合作，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實習場所，以增強學生的臨床實務

能力。

幼兒保育科

本科提供學生專業化教學設備與科技化學習環境，設有保育教室、活動設計教室、

律動教室、蒙特梭利教室、小劇場等，並設有經勞委會認證之保母證照術科考場4間，

在學期間輔導學生取得保母人員與照顧服務員證照，提升就業力，每年畢業生第一年就

業率均在八成以上。

職業安全衛生科

本科專業課程包含職業衛生、職業安全、

安全衛生管理、消防、室內空氣品質五大領域

及實務的實習課程，實習單位包含傳統產業、

醫療機構、高科技產業、生技產業及公務機關

等。本科學生可參加考試院舉辦之工業安全及

工礦衛生專技高等考試，通過後可至各地勞動

檢查機構工作，成為十五大行業之勞工安全管

理師、工安技師、工礦衛生技師、勞工衛生管

理師；亦可參加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勞工安全

管理、勞工衛生管理、物理性因數作業環境測

定、化學性因數作業環境測定等乙級或甲級技

術士證考試，考取後可至各事業單位或作業環

境測定機構擔任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作業

環境測定機構之作業環境測定人員。

視光科

本科畢業後可從事視光工作可選擇於視光中心、眼鏡公司從事視力屈光檢查及配鏡

工作、眼科醫院診所擔任驗光技術人員與諮詢人員、眼鏡框與眼鏡片公司從事技術訓練

人員、設計人員或進行創業等。亦可繼續攻讀相關系所深造。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科

本科畢業後可於醫院、健康事業、衛生行政、長期照護、社會福利等機構上班，擔

任醫務行政、病歷管理、保險申報、醫療資訊、醫療服務行銷、社區健康營照、診所助

理及一般企業行政管理人員。專業輔導取得醫務管理師、健康管理師、健康產業管理

師、醫療資訊管理師、醫學資訊分析師、疾病分類技術員等證照。

生物醫學保健科

本科是全國第一也是唯一的整合性醫學保健美容照護專門人才培育科系。輔導學生

取得保健食品工程師、醫學美容師、諮詢師、芳療師等專業證照。可到生物科技公司、

化妝品公司、食品廠擔任研發工程師，或至美容醫學、健康醫學中心擔任諮詢師、美容

師與芳療師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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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榮科技大學

地址：73746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78 號

電話：(06)652-3111

網址：http://www.nju.edu.tw/

本校專科部設有電機工程科、資訊管理科及觀光科，並以「一手證書，一手證照」

為教育目標，設有專業證照畢業門檻。歷年來畢業校友活躍於國內外工商業及學術研究

機構，深受各界讚揚。本校也與知名廠商簽署合約，實施產學合作，共同培育優秀學

生，為學生規劃生涯地圖，建立學生就業的競爭力。

電機工程科

本科針對各電機職類之技能檢定加強訓練，電機系館擁有工業配線、室內配線、單

晶片能力認證乙丙級等技能檢定場或訓練場，便利學生技檢訓練與考試。課程除了強化

考照輔導外，也特別強調掌握產業界最新的脈絡，落實畢業即能充分就業的教育目標。

資訊管理科

本科發展重點為『多媒體應用』，資管科擁有 IC3、Adobe、TQC等等資訊類專業

證照考場，便利學生技檢訓練及考試。課程上，以動畫、媒體應用等實務類課程為主，

訓練同學們實作及創意為主體，以發展數位科技與在地文創為主。

觀光科

本校觀光科主要以培育專業技能的觀光、旅遊服務業人才為主，同時著重學生專業

素養、外語應用、電腦處理與職業能力的應用，課程著重於觀光、旅遊與從業相關之專

業技能並且培養積極之工作態度，建立職場正確的價值觀與旅遊從業證照考取輔導等，

進而提升職場就業能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地址：71002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電話：(06)253-2106

網址：http://www.tut.edu.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為全國唯一具有音樂、美術、

舞蹈七年一貫制的科技大學，素有「最藝術的科技

大學」與「文化創意學府旗鑑店」之美譽。本校七

年一貫制學系五年級在校生成績及格者，應參加公

開升級甄試；通過甄試者得直升並繼續後二年大學

部學業，學生完成七年一貫制學業，成績及格者，

授予藝術學學士學位。

七年一貫制美術系

美術系培養具完備專業能力及國際藝術視野之美

術相關專業人才，歷屆評鑑均為一等，課程設計以

「美術推廣」、「美術創作」、「美術產業」為三大

模組，包含台灣美術史、公共藝術、雕塑進階、雕塑

創作、油畫進階、油畫創作、水墨進階、水墨創作、

數位藝術創作、攝影創作、陶瓷進階、陶瓷創作、版

畫進階、版畫創作、工藝、插畫、壁飾等。

七年一貫制音樂系

本系依據主修專長，分為作曲組、鍵盤組、聲樂組、管弦樂組、傳統音樂組。課程

包含音樂理論、基礎訓練、演奏演唱、音樂歷史、音樂通識、實用技巧、語韻文法、音

樂教學、專業研究、專題研究等。一至七年級皆有「主修」、「合奏」、「合唱」等課

程，另外一至三年級的「副修」課程與四至七年級的「第二主修」、「演奏與實習」，

也將使學生在多樣的課程中鍛鍊演奏的能力，此外除了學習各地方、各派演奏、演唱的

技巧外，也會學習其他樂器的演奏與不同的音樂風格，以加強學習音樂的能力。

七年一貫制舞蹈系

本校七年一貫制舞蹈系以「兒童舞蹈教育」為發展重點，強調研發舞蹈教學的新教

材與教法、舞蹈科技與應用、創造性舞蹈教學新趨勢為探討，並以成為專業舞蹈教師、

編舞者、舞者為目標。本系每年與縣市文化中心合作及本校演藝廳舉辦舞團公演、畢業

公演及班級實習創作展，提供學生表演與創作的舞台，課程內容包括舞蹈教育、舞蹈技

巧訓練、舞蹈理論與研究、舞蹈創作、舞蹈史、相關肢體訓練、相關藝術、表演實務等

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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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地址：80793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電話：(07)342-6031

網址：http://www.wzu.edu.tw/

本校為全國唯一規劃五專部每科學生雙外語並重的

學校，亦是唯一外語課程均以全外語授課之學校，五專

一至三年級每位學生均須修習兩種外國語文；四、五年

級學生依興趣、未來發展及就業方向提供專業訓練。簡

言之，本校五專的教學及課程特色計有8項：1.高比例

之全外語授課；2.開設多樣化之小語種課程；3.外語分

級上課；4.小班教學；5.補救教學；6.鼓勵學生進行短

期留學或至國外姊妹學校當交換生；7.實施英語檢定及

第二外語（法、德、西或日語）畢業門檻；8.應屆畢業

生皆參與畢業公演。

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菁英班

本班以「五加二」之彈性學制與學習一貫化特色，將依照「雙外語菁英培育階

段」、「專業養成階段」與「專業成長階段」等三階段設計課程。

第一階段雙外語菁英培育階段以本校目前五專前三年雙外語培育經驗為參考，將其

定位為外國語言「從紮根到登上頂峰」的培育過程。第二階段為五專四、五年級，目標

定位為雙外語課程與專業課程的銜接，並開始為專業應用領域奠定基礎。第三階段為二

年期高等教育專業成長階段，致力於結合外語能力的運用，開設不同模組課程供考生修

習，分別為「華語教學科技」、「外語教學科技」、「行銷客服」、「財務管理」、

「創意行銷」、「文化創意」、「旅運管理」及「國際會展實務」等專業模組課程。另

外，在七年級下學期亦安排海內外產業實習。

英國語文科

本科開設之課程完全用英語授課，二、三年級英語聽力與閱讀課程採分級上課。四

年級演說課程及四、五年級寫作課程均採小班教學，多元的教學方式包括對話、遊戲、

討論、戲劇表演、上臺報告、心得分享等。課外活動如英語演講比賽、英文歌曲比賽、

英語研習、英文話劇、英語說故事比賽、畢業公演等。每位學生可選擇副修法文、德

文、西班牙文或日文，學生應通過系訂英語檢定與副修語文檢定才可畢業。

法國語文科

本科課程設計前三年法語及英語課程並重，並輔以法語相關文化、政經、社會等知

識性課程，亦可選修商業、觀光、新聞等語言專業入門課程。課外活動如法語演講比

賽、法文歌曲比賽、法文話劇比賽、畢業公演、暑期法語遊學研習團等。學生應通過校

訂英語檢定及系訂法語檢定才可畢業。

本科每年薦選成績表現優異的高年級同學，利用寒暑假前往公私立機關或機構、法

語系國家駐台各單位及辦事處實習，以及前往位於比利時及法國等8所國際交流之大學

校院擔任交換生。

德國語文科

本科一至三年級課程重點放在外語能力聽說讀寫的基礎訓練。四至五年級課程將翻

譯及寫作列為必修課程之外，並針對德、奧、瑞三國設計了文化與文明及現代德國之必

修課程，另外還規劃了商務經貿課程供學生選修。學生應通過校訂英語檢定及系訂德語

檢定才可畢業。

學生可參與本科舉辦之長、短期國際交流活動，至德國三所高中或二所姐妹校大學

當交換生；此外本科開設暑假專業實習、海外實習、職場體驗實習及學期校外實習，增

加學生生涯規劃及未來就業市場競爭力。

西班牙語文科

本科英文課程全部以英語教學，西文課程則循序漸進，至三年級即全部以西語授

課。一至三年級訓練基礎語言能力為主，開設有西文文法、西文會話、閱讀等課程。

四、五年級將翻譯列為必修外，也加入西班牙及拉丁美洲之文化文明課程。選修科目分

別設有觀光、商務、文化與文明、新聞、傳播等專業課程，培養學生語言外之其他專業

能力。學生畢業前應通過校訂英語檢定及系訂西語檢定。

本科也提供一學期(年)至西班牙及中南美洲姐妹校交換學生之機會，並於暑期舉辦

西班牙海外遊學。另外也舉辦各語文類競賽及戲劇公演等活動，鼓勵學生表達自我及展

現其學習結果。

日本語文科

本科課程設有翻譯及商業實務二大模組。五專一至三年級除了日語能力之基礎訓

練，也同時重視英文課程，培養雙語人才。四、五年級對日本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

作專業探討，並開設翻譯、觀光日語、新聞日語、商業日語等課程。學生畢業前應通過

校訂英語檢定及系訂日語檢定方可畢業。此外本科與日本新潟大學、佐賀大學、高知女

子大學等建立學術交流協議，每年互派交換學生。每年於清泉女子大學及OISCA開發教

育專門學校在寒暑假舉辦日語短期研習課程，所修課程返校後可申請抵免學分。

本科每年在校內舉辦多項與日本文化有關的課外活動，如畢業公演、辯論比賽、話

劇比賽、歌唱比賽、相撲比賽、文物展、美食展、電影欣賞等活動，以及成年禮、迎新

茶會、送舊舞會等，活動內容多採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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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地址：83102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1 號

電話：(07)781-1151

網址：http://www.fy.edu.tw/

本校是一所附設有五專部的科技大學，五專部教學宗旨在培養護理、醫技及語言實

務的專業人員，提供精實的技術教育，營造醫護科技與提升外語能力的優質環境，以成

為全國最有專業特色、最具競爭力的五專學園。

護理科

護理科提供護理養成教育，課程強調基礎醫學知識及護理專業知識、護理專業技術

之操作與應用。本科由具有豐富的教學及臨床經驗護理教師一同參與學生臨床教育，並

與全國30多家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合作臨床教學，提供學生優良的實習環境。本科開

設的就業學程及細心規劃的就業媒合，均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就業率與就業力。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科

本科以考取醫事檢驗師證照為目標，為提升學生技術能力，使用臨床技術檢測，加

上醫院臨床實習與證照加強課程的設置，幫助學生通過證照考試。在課程規劃上學習層

次分明，一、二年級著重基礎學科訓練，三年級開始基礎醫學的培育，四年級進入臨床

醫學檢驗的學習，五年級則至教學醫院實習。

應用外語科

本科除中英翻譯課程外，專業及基礎科目大多採用英語授課，口語訓練與寫作課程

採小班制，另聘有多位外籍專業教師支持授課。此外依學生的興趣，規劃文化文學、英

語教學、商管、翻譯等專業選修課程，輔導學生參加英語文能力檢定考試，於畢業前取

得相當於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B1級以上能力證明。

美和科技大學

地址：91202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 號

電話：(08)779-9821

網址：http://www.meiho.edu.tw/

美和科技大學的前身為『美和護理專科學校』，於民國

55年奉教育部核准設立，是臺灣第一所護理專科學校。民

國79年奉准增設財稅科及夜間部二專護理科，更名為『美

和護理管理專科學校』。民國89年奉准改制升格為『美和

技術學院』。民國99年更名為「美和科技大學」。本校教

育宗旨以培養國家三大重要領域：健康照護、產業經營及社

會服務所需之健康產業科技人才。本校積極建構優質的學習環境，發揚「美而有禮，和

而好學」之精神，強調「證照第一，就業優先」，畢業即能為業界所用，培養具有專業

化、全人化及國際化之技職學生。

護理科

本校以護理教學起家，護理科以培育稱職的基層護理人員為宗旨。長期以來教學品

質與成果，深受各界的肯定與讚賞，歷屆皆獲得教育部評鑑一等佳績。成立「臨床模擬

教學中心」，旨在結合護理資訊網路資源，提供學生高擬真的教學情境，以學習護理技

能。以醫學中心為實習場所，利於學生未來的就業。提供多項獎助學金以協助學生順利

的完成學業並習得一技之長。輔導學生畢業後參加專技高考取得護理師證照。

美容科

美容科採循序漸進之學習方式，培養學生紮實的美容技能。以美容保健、彩妝及造

型設計實務為主軸，並且也配合現代美容發展趨勢，發展美容生技領域課程以及彈性調

整和開闢實務性選修課程，以符合時代潮流。在學期間主動輔導學生取得美容、美髮之

乙、丙級證照，提升畢業後就業能力。歷屆教育部專業評鑒皆獲一等，教學績效深獲學

生及家長之肯定。

餐旅管理科

餐旅管理科之教學具以下獨特定位：1.融入臺灣在地餐飲文化特色並具健康養生概

念的教育主軸;2.專業領航，證照優先的培育方式;3.五星級飯店之專業實務教師群，厚

實學生專業職能;3.現代化之餐旅設施，成為南臺灣餐旅專業人才培育中心;4.立足臺灣

放眼國際的實務教育培訓:本系與新加坡希爾頓連鎖集團之Conrad hotel等多家國際知

名連鎖飯店合作，進行一整年之學生餐旅業海外實習，擴展學識眼界，培養國際視野，

以期建立學生國際接軌能量。

觀光科

本校觀光科以「在地觀光放眼天下」及「課程與證照結合」為理念，運用在地觀光

游憩資源及專業師資，發展「旅遊服務」、「航空服務」、「深度導覽」等專業知能，

並結合海內外實習，以培訓旅遊管理、航空服務、導覽解說、國際會議展覽及旅館業、

遊憩業之觀光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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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科技大學

地址：23568 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 號

電話：(02)8941-5102

網址：http://www.hwh.edu.tw/

本校以「Goal-121」為發展目標，

學生無論在技藝技能競賽或是考取專業

證照，都有超群卓越的表現。在競賽部

份98至101學年間本校共獲得826面

國際及國內技能競賽金、銀、銅牌獎；

在證照方面共獲得12,579張國內或國

際專業證照，國際專業證照取得數量更

是北區所有技專校院之冠。

電機工程科

電機工程科發展目標涵蓋能源工程、控制工程、感測系統、通訊系統及計算機應

用，並著重能源監控技術、機電自動化、感測元件應用、電機控制應用、微處理機介面

應用及通訊電子電路設計等各領域，同時以能源科技與智慧生活科技二領域為重點發展

特色。教學涵蓋電機工程各項領域，以培養具執行電機工程相關之各項研發設計、製

造、應用及管理能力之人才為目標。

資訊管理科

資訊管理科以資訊應用技術為發展特色，並結合學生實務專題製作與產業界的產學

合作關係，培育學生於畢業後成為具有良好的資訊管理實務專業人才。

建築科

本校建築科配合學校培育目標及國家產業中長期發展需要，主要發展重點在「數位

文化創意」及「智慧永續綠建築」二大主軸。整體培育目標為『培養兼具實務與理論，

並具備創新、設計與整合能力的新銳建築人才』。 

聖約翰科技大學

地址：25135�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電話：(02)2801-3131

網址：http://www.sju.edu.tw/

本校承繼上海聖約翰大學光榮傳統與優良

校風，為基督教臺灣聖公會、上海聖約翰大學

與聖瑪利亞女校在台校友會共同籌辦創立，於

1967年奉教育部核准設立「新埔工業專科

學校」並首次招生，歷年來各項表現優異，於

2005年升格並改名為「聖約翰科技大學」。

本校榮獲102-103年度暨連續9年獲得教育部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獎勵補助，各院系所皆

獨具發展特色，且緊扣產業需求與脈動，是所

具人文化、資訊化、國際化的卓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以大學的師資、設備與環境，課程結合技能檢定、專業證照培訓，並於寒暑假協助

安排至合作企業實習，學習職場經驗，讓學生成為工業工程與管理的專業技術人才。畢

業後可擔任品質管理工程師、生產管理工程師、工業工程師、企業資源規劃師、企業資

源軟體應用師、製程設備工程師、採購倉管人員、經營管理專業人員；將來更可擔任管

理階層如製造部經理、產品專案經理、品管部經理、廠長、總經理。

電子資訊科

本科以就業導向為主，讓學生畢業即就業。以職能輔導→客製化人才培育→企業認

養→儲備員工→順利就業之概念，培育成為一位電子、資訊專業技術人才。課程結合證

照考試，幫助學生考取專業證照，提昇職場競爭力。另透過企業認養制及系友會菁英獎

助學金，讓學生在學期間可以得到企業的照顧與專業培訓以及系友的悉心照顧安心學

習。畢業科友創業成功已成立超過五百家公司，且與本科合作之企業超過50家，可提

供本科畢業生未來就業機會。

應用英語科

本科特色為厚植學生第二外語與觀光會展專業能力，安排校(海)外實習培育職場專

業能力，課程結合專業國際證照或檢定考照培訓，提昇就業競爭力。課堂採分組教學，

外籍教師搭配本籍教師擔任新生班導師，讓學生自專一起開始就以英語表達溝通。透過

課程訓練讓學生逐年厚植基礎英語能力並精進第二外語，進而通過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

構B1等級、劍橋英語教師認證及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並透過企業實習，比別

人早一步獲得工作機會，畢業時立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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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

地址：33306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300 號

電話：(02)8209-3211

網址：http://www.lhu.edu.tw/

龍華科技大學創立於民國5 8

年，於民國90年獲准改名為「龍

華科技大學」，是北部地區第一所

私立科技大學。本校是一所精緻而

有特色的高等學府，秉持「技術與

理論並重」的理念，積極扮演我國

技職教育創新精進的推手。本校辦

學績效摘列如下：

1.評鑑績優：99年接受教育部

科技大學評鑑，全校各系皆

為一等，成績優異。

2.教學卓越：連續9年(95～103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累計獎勵金額

達4億9,685萬元，為北區私立科大第一名；

3.典範科大：連續3年獲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成立產學研發中心，為台

中以北唯一獲選之私立科技大學。

本校鄰近輔仁大學，距臺北捷運新莊線迴龍站僅1公里，緊臨省道台一線，交通十

分便捷，週邊有新北、樹林、土城、林口、華亞及龜山等眾多科學工業園區，地緣優勢

提供了龍華學子得天獨厚的產學合作及就業機會。

追求「務實、卓越、創新」，是每個龍華人的共同的目標，竭誠歡迎同學加入我們

的行列！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本系以培育優質實務技術人才為原則，針對五專生，著重於與產業界的結合，以能

源資源產業應用技術與綠色材料應用技術為特色發展方向，課程融入完整的理論與實務

基礎，使畢業生能兼顧理論與實務，進路寬廣。為使學生於求學期間深化應用技術，規

劃遴聘業界專家共同指導高年級生研習產業應用知識，以利畢業後直接進入產業界服

務。另計畫繼續升學者，亦可就讀二技或插班四技，以獲得學士學位。

本系發展特色分為下列兩個領域：

1.材料科技：包含奈米科技及電漿應用技術

2.綠色環境科技：包含能源與環保技術

本系專任教師全為博士，且皆擁有專業證照，教學及實務能力強，並有高度的服務

熱誠，足以培育化工與材料優質實務人才，因此本系五專組是志願成為產業界基礎技術

精兵的最佳選擇。

健行科技大學

地址：32097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 229 號

電話：(03)458-1196

網址：http://www.uch.edu.tw/

本校創立於民國54年，創校之初設有

土木工程、電訊工程、建築工程及工業管

理等四科六班。自創校以來，在董事會及

歷任校長領導擘劃下，不斷增建校舍，充

實設備，延攬學有專精之國內外學人來校

執教，且配合國家整體的產業環境及技職

教育的目標，不斷地創新發展，現階段除

工程類科外，商管、電資及餐旅觀光的教

學品質亦是有目共睹。

本校優勢：

1.交通便捷：本校位處桃園縣中壢市中心，距中壢車站約10分鐘步程。

2.師資優良：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達87.71%，領先全國各私立技專校院。

3.教學品質卓越：連續多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大學肯定，並獲選品德教育績優學

校。

4.獎助學金豐厚：提供充裕之獎助學金，包括：成績優異、經濟弱勢扶助、證照檢

定等，每年超過6千萬元。

5.就業容易：與知名企業密切合作，培訓企業所需人才，理論實務並重，讓學生畢

業即就業。

就讀健行科技大學，除了可受到良好的教育資源外，無論在食、衣、住、行均非常

方便，歡迎各地學子選擇本校就讀。

土木工程科

本系自民國53年成立迄今已具50歷史，培育

眾多土木建築人才，遍佈台灣各地區工程營造及建

設公司。現有五專部、大學部及碩士班。教育目標

為激發學生3D空間規劃設計潛能，培養工程施工管

理能力，造就綠建築與非破壞檢測防災人才。專兼

任教師含3位教授8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具技師

證者7位。本系以實務課程結合儀器設備實作、暑

期實習、證照考試及倫理教育，培訓技術證照達到

學用合一保障就業目標，並繼續輔導取得大學及研

究所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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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技術學院

地址：26141 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 79 號

電話：(03)977-1997

網址：http://www.fit.edu.tw/

本校聚焦於北部地方最有發展潛力休閒產業，

藉產學合作為「蘭陽休閒」奠定良好基礎。本校

教學目標為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藉由區域內產學

合作、校外實習、增聘專業實務業界師資等務實作

法，以提升學生的實務經驗，並與業界無縫接軌。

期望成為區域技優教學中心及職業訓練所為目標。

讓每一位學生畢業前累積豐富專業技能及培養良好

職場倫理和態度，順利銜接職場生涯。

室內設計科

為培育室內設計專業人才，授課方向以「室內設計」為主軸，並輔以「製圖表現及

數位應用」、「空間美學與環境關懷」、「裝修工程專業實務」等內容。培養學生設計

創造力與實務操作力，訓練能從事建築及室內空間之調查、規劃、設計、繪圖、施工、

維護等專業人才。 

時尚美容設計科

時尚美容設計科係以培育全方位之時尚造型與美容設計領域之專業技術人力，使學

生成為符合時代潮流與時尚美容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時尚美容事業是一個可以永續發

展的自由、專業、有遠景的職業生涯。美容就業相關領域非常廣泛，從醫學與沙龍美容

師、化妝品產品講師、芳療美體師、彩妝美甲師、新娘秘書與造型設計師等。  

機電工程科

機電相關產業，在產業朝向科技化、資訊化與自動化發展的結構轉型後，其所需的

技術人力均大增，就業市場龐大；而宜蘭縣因技術人才缺乏，造成部分廠商經常性缺

工，技術人力嚴重短缺。本校向以培育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術人才為職志，更是宜蘭縣唯

一培養中階製造業技術人才的技專院校，考量地區機電相關製造業求才迫切，成立「機

電工程科」，並獲得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再造技優計畫，補助更

新設備所需之經費及經常門業務經費，以培育「畢業即就業，就業即上手」之機電技術

人才。 

餐旅管理科

本科教學目的在於培育餐廳與旅館事業中有關

「飯店、旅館、餐飲」之樹德兼備高級餐旅專業人

才，落實餐旅管理理論與實務之結合，並加強外國語

文、人文素養與餐旅管理之能力，配合業界提升餐旅

服務品質等計畫，訓練具備現代專業與國際觀之餐旅

專業服務人才。 

觀光旅遊科

觀光旅遊科以培育學生成為觀光旅遊管理、活動規劃及英日語外語導覽解說人才為

目標，學生除了應具有觀光旅遊專業知識及實務訓練外，也應養成健全人格及國際視野 

。本系與蘭陽地區觀光產業結合，與旅行社業者、觀光飯店業、民宿業者、觀光工廠、

文化創意產業等簽定產學及建教合作意向書，提供學生實務實習機會及觀光旅遊人才之

養成與進修，並依蘭陽地區地理及人文特色，推廣深度文化旅遊及無碳旅遊活動，能將

產官學界結合發展，共同將宜蘭縣觀光旅遊特色推展至全台灣，以至於全世界。

健康休閒管理科

以「餐旅服務」、「健康養生」、「飲食文化」等相關技能培訓與證照輔導為目

標，進而配合導遊領隊與電子商務等實習訓練，以期培育餐旅業基層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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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地址：97005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電話：(03)857-2158

網址：http://www.tccn.edu.tw/

本校在教學上兼顧專業技能及慈濟特有之人文教

育，強調臨床實務職能為目標。本校曾獲教育部頒

發辦學績優、行政考核績優、師資考核績優及承辦

教育部技職教育專案績效卓著貢獻獎暨督學視導優

等榮譽事蹟。99年度技術學院評鑒，榮獲行政類及

全校各系全為一等之佳績，其中護理系(科)更獲得

一等優先通過最高殊榮。101年度本校榮獲品德教

育特色學校，並榮獲教育部102至103年度教學卓

越計畫補助。

護理科

本校護理科著重在培育學生具備尊重生命的內涵及照護健康所需的知識與技術，內

容讓學生成為自信、獨立的護理專業人才，學生參加100年護理師考照率高達88%。

整體課程設計讓學生具備提供安全舒適的照護、從事護理工作的基礎能力，並考取

護理師執照。一年級促進學生對護理專業的認識，二年級協助學生實習前能力的準備，

三年級建立學生臨床實習的基礎能力，四年級強化臨床實習的能力。

此外，本校為照顧原住民學生就學就

業，特別開設五專原住民專班，招收原住

民學生，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公費

就學獎助，畢業後薦派慈濟各醫療志業體

服務。

臺灣觀光學院

地址：97448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268 號

電話：(03)865-3906

網址：http://www.tht.edu.tw/

本校位處觀光大縣花蓮，美麗的花東縱谷，擁有

豐富的觀光資源。學校定位為務實卓越、小而美的國

際「觀光餐旅」專業學校，培育具備彎腰、微笑、眼

明、手快的服務精神，及「專業」、「服務」、「創

新」、「國際」特質之觀光餐旅達人。

觀光餐旅科

本科旨在培育觀光產業基層服務人員為發展目

標，前三年著重培育觀光餐旅專業技能，後二年依學

生生涯與發展規劃開設休閒游憩學程與餐旅學程，重

視創業與實務技能。並以三明治教學與海外參訪，充

實學生的觀光專業經驗與能力。

此外本科擁有完善新穎的專業軟硬體教學設備。

如：實習咖啡廳、解說導覽專業教室、ABACUS航空

訂票系統、實習旅行社、導覽解說培訓教室、飲料調

製教室、烘焙教室、中餐教室、西餐教室、實習旅館、體適能休閒健康中心等，此外還

擁有各項餐旅技術證照檢定場所，讓學生成為最優質的觀光餐旅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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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地址：20301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336 號

電話：(02)2437-2093

網址：http://www.cku.edu.tw/

本校成立多年來，已為國家培育出許多的護理人

才，服務於國內外各大健康醫療機構。五專招生以培

養具實務技能與智識內涵並重之人才為目標。設立之

科系分別有護理科、幼兒保育科、美容流行設計科、

餐飲管理科及餐飲廚藝科，以健康、關懷、美善建立

科風，積極培育產業界所需要的人才。

護理科

本科培育具專業素養且稱職的護理人員，專任師

資皆具備豐富的教學及實務經驗，課程設計多元且注

重市場趨勢，並且與北部各大醫學中心及醫院建教合

作，學生畢業後具有考護理師執照能力與就業能力。

幼兒保育科

本科以培育專業教保人才為目標，在教學上課程

與產業需求緊密結合。師資陣容堅強，專長領域涵括

嬰幼兒發展、嬰幼兒教保、福利服務、嬰幼兒照護及

兒童產業等，增進學生升學及就業機會。

美容流行設計科

本科培育健康美容及造型設計之流行產業專業技術人員及全方位「美容達人」。藉

由校內外具教學特色及實務經驗的專業教師，提升學生實務能力，並且積極輔導學生考

取美容美髮專業證照，使學生能順利就業。

餐飲管理科

培育餐飲職場基礎技術人才為目標，使學生能應用食品安全、營養知識與經營管理

之理論，發展高品質之餐飲文化。

餐飲廚藝科

本科指導學生經由中餐、西餐、烘焙、餐飲服務及飲料調酒等各項專業技藝訓練，

再至業界「體驗實習教學」方式，培養出具有創業開發與創意廚藝的優秀廚藝人才。學

生畢業前需參與國外實地參訪課程，以增加國際觀。

崇右技術學院

地址：20103 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 40 號

電話：(02)2423-7785

網址：http://www.cit.edu.tw/

本校於基隆市中心，依傍在中正公園，風景優美享

譽全國，是一所「公園裡的學校」，以「創意」、「創

新」、「創業」三大核心為定位，達成畢業即就業的終

極目標。配合就業市場及時代潮流，目前五專部設有數

位媒體設計科、商品設計科、觀光旅遊管理科、演藝事

業科，培育設計、時尚、休閒、觀光、影視、明星等人

才，讓學生能學以致用，與社會世界接軌。

數位媒體設計科

強調設計實作能力的訓練，融合創意思考、設計方

法、互動科技、電腦動畫等當前產業趨勢，培育同學

設計創造力、執行力及數位創作能力。

創意商品設計科

強調商品設計之實務演練，培養學生具專業創意、創新、創業的設計思維及教導結

合科技、多元媒體之設計應用能力，培育商品設計之專業人才。

觀光旅遊管理科

培育學生對於觀光旅遊管理工作應有的態度、技能與知識，包含觀光行政、海洋

觀光、會展實務、餐旅業、觀光產業營運管理等，成為具備國際競爭力的觀光旅遊管

理幹部。

經營管理科

本科成立宗旨乃為培育管理人才，教導學生商業管理方法和技能，著重門市服務、

商事法規、電腦文書處理、商業相關知識，並強化電子商務、企業電子化、物流管理、

企業經營基本知識、電腦應用以及資料庫運用，以培養現代化的商業人才。

本科著重提升學生競爭力，透過核心課程，積極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並透過校

外企業實習，讓學生體驗職場環境，進而使理論結合實務，達到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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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地址：【士林校區】11174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 212 號

【淡水校區】25145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三段 150 號

電話：【士林校區】(02)2810-2292、0800-661288

【淡水校區】(02)2805-2088

網址：http://www.tcmt.edu.tw/

本校培養學生一證多照，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手

之就業能力。《Cheers》雜誌「2013年企業最愛大學

生」最新調查，本校榮登企業最愛私立技術學院之第三

名佳績。未來將持續在既有優勢基礎上，發揮特色，繼

續發展成為一所具有實務性、應用性及特色發展潛力的

優質海事商業專業領域知名學府。

海空物流與行銷科

專業課程涵蓋海空運輸、物流運籌、行銷管理、通關

貿易、商務法律等五大課程大綱，培養具海運、空運、

物流、行銷管理等四項職能核心能力專業人才，課程與

業界需求深度聯結桃園航空城與臺北港，使得就業發展

與國際物流完全接軌，課程豐富多元實用有趣。

海洋運動休閒科

以發展海洋運動特色為主，教育目標以就業為導向的職前訓練教學為主，輔導學生

在學期間即能取得就職所需的專業證照，例如各級游泳教練、水上安全救生員、救生教

練、急救員、浮潛指導員、潛水夫、潛水教練、獨木舟輔導員、動力小艇等證照，在校

強化就業競爭力，達成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科

針對遊戲與動畫產業的人才需求，培育多媒體與遊戲企劃、美術、程式設計之專業

技術人才，除了提供基本的遊戲、動畫設計課程外，也因應就業市場提供相關的輔導課

程與證照課程，另外還特別聘請資深業界教師進行教學，提供學生修習職場所需之專業

技能。

餐飲管理科

將以生活化、趣味化的教學方法，達成樂活學習之教育目標，培育「樂活概念之餐

飲專業人才」及「餐飲專業知識之經營管理人才」。本科開設中餐、烘焙、調酒、葡萄

酒及餐旅服務等專業教室，並設有餐旅服務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考場，不但可增進

學生專業技能，還能順利考取證照。

旅遊管理科

課程分為「休閒遊憩產業經營管理發展模組」及「旅遊

經營管理模組」，使學生具備六大核心能力：休閒遊憩及旅

遊事業管理基礎知識、休閒遊憩及旅遊管理實務能力、休閒

遊憩及旅遊服務管理能力、休閒遊憩及旅遊活動規劃能力、

口語表達與溝通協調能力、獨立自主學習能力。

視覺傳達設計科

提供有志於創意設計工作之優秀青年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培育平面設計、編輯設

計、包裝設計、展示設計、視覺展示設計、藝術創意指導、藝術創意總監、多媒體動漫

設計、電影電視製作等高級設計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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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技術學院

地址：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

電話：(02)2258-9016

網址：http://www.chihlee.edu.tw/

本 校 定 位 為 「 卓 越 商 務 之 教 學 型 大

學」，落實「誠信精勤」、「務實致用」的

辦學理念，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更符合企

業與社會各界所需。因辦學績效與學生學習

成效優良，除已連續7年榮獲教育部「教學

卓越計畫」獎助外，並在100年教育部技術

學院評鑒中，本校行政與專業類各系所全數

榮獲一等佳績。

本校學生證照總張數、專業證照數及多益證照數連續多年均為技專校院全國第一，

為《遠見》、《Cheers》雜誌報導畢業生整體表現最受雇主肯定的學校之一。

國際貿易科

本科培育國際經貿所需之專業人才，課程內容分為「貿易市場開發」、「貿易經營

實務」、「貿易金融操作」等三大領域，更以豐富資源來協助同學發展外語溝通之能

力，強調資訊運用、網路行銷能力的培養，期望能為臺灣培養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貿

專業人才。

企業管理科

本科培育學生成為企業組織之中階以上經營管理人才，使其具有行銷、財務、生

產、人力資源等管理活動之規劃、執行、控制的能力，具有工作之倫理道德與服務精

神；加強學生對多媒體資訊應用的能力；推動證照觀念，配合辦理技能檢定，輔導協

助取得證照，提高技能水準，以提升就業競爭力，培育學生成為知識與技能兼備的管

理人才。

財務金融科

本科發展的願景是「培育出最受業界歡迎之財務金融人才」，課程設計以就業為導

向、專業證照充分與課程結合，業界師資實務教學、建立產學夥伴關係提供就業實習機

會，完成就業的無縫接軌，並實施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來強化品德教育。

配合國家經濟暨產業發展所需，培養金融機構及企業財務部門所需之投資及財務

人才，特別著重與金融業界之實務交流，協助培育學生成為最受企業歡迎的優質財金

人才。

會計資訊科

本科為結合會計與資訊課程之綜合科系，規劃之課程內容除加強原有商學科系之會

計、管理課程外，並配合資訊系統及商業電腦應用課程，培育具備會計專業知識、會計

資訊處理能力之中高階會計專業人才。

應用英語科

本科秉承學校一貫的「三高」優良傳統-證照數高、就業率高、雇主滿意度高，著重

學生品德及專業知能之涵養，融合業界與社會需求，強化學生英語文、商業及資訊之實

際應用能力。本科特色如下：

一、強調多元創意與實作教學。英文寫作及英語會話課程小班及外師教學。

二、證照輔導融入課程及國際證照培訓。

三、配合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選送學生出國短期留學或海外實習。

四、結合系學會活動，提升學生「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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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霖技術學院

地址：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號

電話：(02)2273-3567

網址：http：//www.dlit.edu.tw

本校發展術德兼修的實用人才，培育具備國際視

野、科技專才與人文素養的職場達人，目前五專設

有營建科技科、電子工程科、機械工程科、應用外

語科、餐旅管理科。

營建科技科

本科以發展營建技術能力為核心，推動科技整合

服務為導向，培養營建產業開發行銷、規劃設計、

施工、管理等中基層專業技術人才。

電子工程科

本科以傳授手機、電腦等電子行業相關之設計、

製造、管制、測試、應用等實用專業知能及適應職

場環境的能力，培育方向均符合目前高科技產業之

需求，提供學生未來就業優勢的跳板。

機械工程科

本科以機電整合與自動化和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為發展特色，培育兼具理論基礎和

實務經驗的機械工程技術人才為目標，加強學生創新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開設產

業實務課程，引進業界師資，並安排學生赴業界實習以增進學生就業力。

應用外語科

本科設觀光商務與英語教學二大模組，實務課程安排職場實習至臺北101與新加

坡，或國小英語教學實習；海外交換學生至美國蒙大拿大學與日本別府大學。

中外師資經驗豐富，日、法、德、西語言多元，升學就業所向披靡。

餐旅管理科

本科以餐飲管理、旅館管理、餐旅外語、資訊管理、校外實習為主軸。學生除了一

至二年級安排校內實習課程外，三年級更安排整學年之校外實習課程，實習地點不限於

國內，還包括日本等海外實習機會。更與凱撤大飯店系統及國內餐旅業界翹楚建立夥伴

關係，提供多元實習就業機會，畢業學生如表現良好，獲得實習單位的肯定及留用，還

可晉升為中高級幹部。

黎明技術學院

地址：24305 新北市泰山區黎專路 2之 2號

電話：(02)2909-7811

網址：http://www.lit.edu.tw/

本校是一所具有優良傳統與特色的高等技專校院，五專部目前設有數位多媒體科、

電機工程科、機械工程科，各科積極培養學生實務技能，並鼓勵師生參加校外競賽，近

二年來獲獎超過220項以上，成果相當豐碩。

數位多媒體科

教育目標為多媒體技術、資訊科技及互動技術，培育動畫與互動遊戲技術人才。教

學上先讓學生學習電子與資訊之基礎技術，與數位多媒體設計軟體的操作及應用，以創

造立即就業機會；並以活潑實作取代枯燥理論，激發學生創意及增加實務經驗，同時導

入專案計畫管理，建立符合企業精神之合作態度。

電機工程科

以電資領域就業需求為目標，培養整合與實作能力；並於暑期及高年級全學年實施

校外實習，為進入職場前預作準備。

機械工程科

以「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與「機電整合與自動化」為教學特色，並輔以「能源應

用」基礎知識，結合傳統與先進機械加工之技術，以實務實習訓練、輔導取得專業證照

為重點，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產學合作與專題製作競賽，使學生具備產業所需技術能力

與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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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技術學院

地址：60005 嘉義市彌陀路 253 號

電話：(05)222-3124

網址：http://www.ttc.edu.tw/

本校至今已培育無數人才，口碑極為良好，現五

專部設有餐飲管理科及烘焙管理科，為雲嘉南區國中

畢業業生嚮往的目標，學生經5年的專業訓練，不論

升學或就業，都能展現豐碩的實力。

烘焙管理科

本科前三年以技術證照訓練產品為基礎，包括麵

包、餅乾、蛋糕、中式米食等基礎技術，並落實專業

證照為目標。後二年著重生涯發展，開設廚藝進階相關課程；重視創業與經營管理技能

課程，著重就業導向；並加強餐廳經營管理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創業的能力，同時也讓

學生參與建教合作，讓學生熟悉職場，以及具備熟練的人際關係與領導特質。

餐飲管理科

本科以「證照第一、就業優先」為教學目標，規劃有現代化中西餐、日式、調酒、

烘焙、餐服等實習教室，以及技術士檢定考場、情境教室及符合HACCP實習廚房與餐

廳供學生實習。且延聘產業中、高階主管擔任專任老師，指導同學考取中、西餐、日

式烹調、烘焙、餐旅服務、調酒等相關證照，以提升畢業後就業能力。此外在課業規劃

上，本科融入具有管理特色的餐飲實習，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機會。

東方設計學院

地址：82941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110 號

電話：(07)693-9512

網址：http://www.tf.edu.tw/

本校長久以來在「設計」教育上所展現的辦學績效深受社會各界肯定，五專部強調

「建立品牌、創新品味、保證品質」之三品理念，並以「創藝、創異、創益、創憶、創

意」為五創發展目標，學生參加國際、全國及區域性競賽成績優異，近三年共獲獎超過

385人次以上。

美術工藝科 / 七年一貫制美術工藝系美術專長

本科的教學特色是以視覺傳達設計為主軸，藝術創作為輔。視覺傳達設計因應時代

需求在電腦設計藝術、視聽、攝影、包裝實務、廣告等學程進行課程規劃；藝術創作

著重於繪畫創作、綜合媒材應用、視覺媒體設計、立體造型、景觀與空間藝術等之實

務創作。

餐飲管理科

本科招收喜好廚藝、烘焙製作與餐飲相關技

藝與管理的未來專業人才，結合食品加工與衛生

保健概念，強調餐飲創意製作，並且專業證照考

場，提供餐飲相關技術士證照輔導。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科

本科培育旅館、餐飲、旅遊休憩業等之專業管理人才，並藉由實習餐廳、實習咖啡

廳與實習旅館之操作，加強學生在校內實務技能之訓練；此外藉由與業界建教工作，提

升專業實務經驗，五專部訂有學生最低校外實習時數門檻。

室內設計科

培養敏銳觀察、創新思維、美學表現、實務技能與敬業樂群兼具的設計專才。強化

學生美學、造型、色彩、繪畫、數位編輯與設計、裝修實作等技能。四大特色：(1)做

中學習(2)證照輔導(3)升學輔導(4)就業輔導，以「工坊式」教學養成實務技能，並連

結產業實習及產學合作。

時尚美妝設計科

本科著重化妝品、生物科技、美容技藝及美容保健之專業培育，設有美容護膚塑身

專業實習沙龍、美髮造型設計專業實習沙龍及與各大美容、美髮專業公司建教合作，提

供實習機會，培養提早適應就業職場能力，以培養學生具備更深更廣的化妝品科技與應

用之專業知識及美容、美髮實務技術之高階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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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多媒體設計科

本科結合資訊、美工、傳播與行銷等跨科系教學資源，培育動畫製作、專業腳本規

劃設計、遊戲設計、多媒體及網路技術人才。

流行商品設計科

本科著重於學生設計基礎能力、流行趨勢的掌握、實作能力的養成，導入本校商品設

計中心的資源，將玻璃、金工、銀工、陶藝、染織及精品等設計工群的概念整合，培養

專業獨立之流行商品設計專業人才。

遊戲與玩具設計科

本科培養智慧型手機遊戲與玩具產品應用

及設計人才，可滿足相關遊戲與玩具企業的要

求，進行專業的遊戲與玩具產品設計和開發工

作，同時在專業設計公司從事以產品創新或改

良為重點的設計工作。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地址：32091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三段 414 號

電話：(03)436-1070

網址：http://www.tiit.edu.tw/

本校位處於桃園市境，人文薈萃，創校四十多年來培育無數社會菁英，今年榮獲教

育部決議改名科技大學，准予籌備。嶄新桃創科大即將與您攜手共進。本校特色之一：

企業評價最高專業型科技學院:在99年5月天下Cheers雜誌38期評比「台灣1000大

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學生調查」本校榮獲企業最愛用之技職校院全國11名。其次在深

化產學合作、建立無縫就業上：本校設有創新育成中心，開創新創業課程，孵化創業工

作坊，輔導創業。也設有產學運籌中心，建立校內實習企業，建立特色衍生企業，強化

產學合作關係。

車輛工程科

設有「機器腳踏車修護乙級證照考場」，學生可原地考照。教師具多年業界實務經

驗，提升教學品質以符合企業的人才需求。與TOYOTA、NISSAN、信昌機械廠等多家

企業聯盟，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表現優者畢業後直接錄用。

化妝品應用科

開設婚禮設計、美姿美儀、人體彩繪、噴槍藝術、化妝品製造、芳香療法等多樣課

程。設有「美容乙級技術檢定考場」與「化學技能檢定考場」。輔導學生考取美容、美

髮、化學等相關證照，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與競賽。

觀光英語科

增加聽、說、讀、寫、譯等五類專業能力，專二將有全英語授課。提供校內外實習

輔導，以減少進入職場後的摩擦不適應之情形。多元證照輔導:觀光餐旅服務證照、語

言證照、電腦證照，以達畢業門檻。

室內設計科

設計課程採「師徒制」分組授課，提昇學習效果。實務課程將加強繪圖、細部設計

及數位化應用之專業技能。建構「永續生態」、「高齡健康環境」、「文化創意美學」

以及「智慧生活應用」學習環境。

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科

每年舉辦「創設時尚獎」、「學期成果發表

會」、「畢業展演」等活動。舉辦活動企劃、

展場設計、模特兒訓練、秀場導演等校內外實

習。培育具有未來性、美感性與時尚敏感度之

流行設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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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技術學院

地址：83160 高雄市大寮區至學路 288 號

電話：(07)788-9888

網址：http://www.fotech.edu.tw/

本校以就業導向設計課程，全面推動校外實習。歷年來

本校學生參與國內外各項競賽均捷報頻傳，近年來更積極網

羅各領域全國名師，以提升實務教學品質，發展特色教學，

協助學生於專長領域取得職場經驗，提早瞭解未來職場上所

面臨的問題與問題解決能力。

電機工程科

本科五專部以訓練水電專技人才為主，教學重點為「電力工程」與「機電自動化」

二大領域，結合業界師資進行產學合作教學，並規劃專業證照輔導課程，畢業前要求完

成專題實務製作並鼓勵參加校外競賽。

多媒體設計科

本科激發創意潛能，施以動漫技巧、漫畫技法及文創應用相關專精課程，培育具動漫

核心能力之文化創意人才，並且聘任金馬獎動畫導演康進和、漫畫大師蕭言中為本科實務

專技教師。學生畢業後可從事動漫畫創作，以及角色造型、公仔、繪本、遊戲等工作。

資訊管理科

本科著重強化學生行動商務創意與個案分析能力，加強學生套裝軟體應用（Microsoft 

Office、Adobe Web）、程式設計（.NET）、資料庫設計與應用等三大技術核心能力，

培養具職場競爭力之資訊管理專才。

應用外語科 ( 英文組、日文組 )

本科課程規劃共分為語言能力、管理能力、執行能力、溝通能力等。課程安排由淺

入深循序漸進，語言專業課程採小班教學，搭配外籍教師，並且培訓結合表演藝術、外

語教學、商務行政應用人才，以提供表演藝術團體、連鎖英語補教業、服務業等職場人

才所需。

資訊工程科資訊與多媒體應用組

本科教學重點在充分瞭解多媒體之本質，包括文字、聲音、影像及網路傳輸等多媒

體，透過資訊科技將各種不同多媒體媒介做整合與呈現。並且教導APP應用軟體設計

與製作，包含APP手機遊戲，且著重電腦2D、3D繪圖並延攬業界有經驗的教師，採雙

師雙軌制教學。

商品設計科

本科培養企劃、設計、生產、行銷之全方位專業商品設計人才，強化電腦輔助設計

能力，並以消費性日常商活商品開發為主，配合產學合作、校外實習等，培育學生實際

開發產品的能力。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地址：70043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78 號

電話：(06)211-0900

網址：http://www.ntin.edu.tw/

「南護」位處臺南市中心鑽石地段，臨近臺南市火車

站，是南部地區唯一的一所國立護專，多年來培育許多優秀

護理人才，深受國、內外好評，擁有優良的師資，新穎齊全

的設備，資源相當豐富，具有極高的知名度與評價。

「選擇南護，就有出路；升學就業，南護就Yes！」本

校歷年來畢業生無論升學、考照率皆屢創佳績，101年護

理科學生參加專技高考護理師及格率高達96.52%（遠高

於全國及格率41.48%），96、97、99、100、101

年本校學生皆榮獲全國專技高考護理師榜首；101年五專

應屆畢業生升學二技錄取率90.55%，其中錄取國立二技

比率達53.41%，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二技新生

中就有45.6%為本校應屆畢業生。99、100、101學年

度連續三年本校學生獲得二技統測護理類榜首。化妝品應用科學生參加美容丙級考照及

格率100%、美容乙級證照及格率67%。

護理科

本科設有基礎醫學實驗室、護理示範教室、婦幼照護技能專業培訓教室、內外科護

理暨急重症護理多媒體視聽教學中心、精神暨心理衛生中心等專業教室，並推動校外臨

床實習，循序漸進培養優質實用護理專業人才。本校護理科學生歷年來參加護理師專技

高考成績皆十分亮眼，99~101年更連續三年在護理師專技高考以及二技統測護理類

考試都獲得全國榜首，創下考照及升學「三連霸」佳績。

化妝品應用科

本科發展以漢方美容為特色，專業課程設計兼具化妝品基礎應用與彩妝整體造型雙

主軸。設有彩妝專業教室、美膚美體教室、整體造型教室、化妝品調劑實驗室及化妝品

檢驗實驗室等教學相關設備設施，以加強學生專業學習。

老人服務事業科

本科培育學生具備有關老人樂生、善生、厚生、往生等生命歷程服務相關事業之專

業技能，設有高齡者全人照顧教學中心、日間照護實務教學中心、健康促進教育中心等

單位，學生有實際機會規劃及實際執行老人照顧活動，並積極輔導學生考取照顧服務員

丙級技術士及居家服務督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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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地址：95045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北路 889 號

電話：(089)226-389

網址：http://www.ntc.edu.tw/

本校五專部目前設有餐旅管理科、園藝科、食

品科技科、電機工程科及文化創意設計五科，各科

皆以培育基礎技術人才的實務課程為主，注重學生

的專業技能。並以產、銷、人、發、財等經營管理

之五管為課程核心，培養學生管理能力，本校更積

極研發具在地文化特色之課程並與產業結合，加強

產學合作以擴增學習資源。另為擴大學生國際文化

視野，亦推動海外遊學以期培養具國際觀及未來競

爭力之人才。

餐旅管理科

目前校內課程主要朝向三個方向發展：餐飲類、旅館類及語文類，為能順利與業界

接軌，學生於四年級下學期至五年級上學期（每年2月至來年1月），由學校安排與知

名飯店合作，於校外展開為期一年的實習服務。另外，也與美國傑克遜州立大學餐旅系

及美國迪士尼合作。本科要求學生於畢業前須取得三張證照，其中包含飲料調製、咖啡

調製、中餐、西餐、餐旅服務、烘焙及英、日語證照等。

園藝暨景觀科

園藝科培育景觀設計與作物栽培管理人才，著重於園藝新興作物栽種與生產，提高

品質與經濟產能，咖啡是近期積極輔導發展之作物，具有設備完善之咖啡生豆處理場、

咖啡烘培室、咖啡杯測教室，培育專業烘培技術及品評能力之人員。景觀造園部分，設

有國際標準實習場地，進行景觀工程之施工教學實習，並加強輔導景觀設計或園藝相關

專業證照之取得，以培訓專業及熱忱之園藝人才。

食品科技科

本科設備一流，擁有烘培食品乙丙級合格檢定場、食品加工廠、微生物實驗室及化

學分析實驗室，課程規劃以加強訓練地方特色食品的加工實作能力，培養完備食品加工

技術人才為宗旨。每年舉辦多次研習及校外實習參觀，並且規劃輔導考取食品相關證

照，學生畢業前可取得5張以上食品及烘焙相關證照。

電機工程科

本科培育學生具備機電工程施工監造、儀電設備維修測試及電子電路應用之能力，

設備包含合格技能檢定場2間、實習工廠及實驗室13間、選手訓練室等。課程規劃完

全與產業職能之需求相配合，並以技能競賽、專題製作、證照檢定及職場實習等教學活

動培養學生專業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使學生具備執業能力，並且積極推動全體學生取

得2項乙級技術士證。

文化創意設計科

文化創意設計是全球先進國家產業發展主流，前景深受看好，本科之教學特色包含

四項主軸，分別為「數位設計應用」、「文化創意產品設計」、「創意商品化」及「創

意價值化」，以達成培養產業所需求之文創設計與產業經營優質人才為目標。



五專升學進路及招生學校簡介

66 67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26644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 265 巷 100 號

電話：(03)989-7396

網址：http://www.smc.edu.tw/

本校創立於民國53年，為一所具備悠久校史的學

校，與宜蘭地區文化早已融為一體，是地方人士與教育當

局多所肯定的護理學校。94年本校獲教育部核定升格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承繼以往的優良傳統。本校共設有護理

科、資訊管理科、餐旅管理科、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健

康與休閒管理科、幼兒保育科等6科，校務發展以五專實

務教學，培養專業實作的中堅人才為主軸，並進行科際整

合以突顯本校致力於「醫護健康」的特色發展目標。

護理科

本科經由課室教學及臨床實習，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結合專業理論與實務能力，陶冶

學生人文素養並結合社區資源。以培養兼具基礎照護知能、人文素養及健全人格，能體認

護理本質在於以「為人服務」為出發點之專業實用人才為目標。

資訊管理科

以「醫學應用」、「基礎管理」、「應用資訊」及「數位內容」為課程發展主軸，課

程規劃分「數位資訊管理」與「醫學資訊應用」兩大模組，使學生具備開發創新、分析問

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落實證照融入課程政策，以培養更強大的競爭優勢。

餐旅管理科

本科旨在培育學生成為餐旅管理與廚藝技能之中階經營管理人才，並與餐旅業者合作安

排飯店參訪、實地教學及校外實習課程。同時輔導學生專業餐旅證照之取得，落實技職教

育精神。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本科除培養學生具備專業彩妝造型及美膚美顏之專業技能，同時訓練學生具備化妝品應

用管理及化妝品成份檢驗的專業知識。

健康與休閒管理科

本科以培養學生具備「運動保健」、「觀光休閒」及「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並輔導學生「專業證照」的取得，如考選部之領隊人員、導遊人員、自行車領隊證、運動

傷害急救證、體適能指導員證等。此外為強化學生就業職能的訓練，安排全學期「專業職

場實習」課程，與業界結合進行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優質實習場所。

幼兒保育科

培養學生具有專業證照，可成為公私立幼稚園教保員、行政人員，或擔任托嬰中心保母

人員及從事幼兒相關產業。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11486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電話：(02)2632-1181

網址：http://www.knjc.edu.tw/

本校於1968年設立，2003年奉教育部核定更名

為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102學年度五專部設有護

理、幼兒保育、資訊管理、企業管理、應用外語科、數

位影視動畫、視光等7科；二專日間部設有幼兒保育及

高齡社會健康管理2科系，主要在培養健康照護、商管

服務及人文藝術等國家重點產業人才。本校規劃於104

學年度與康寧大學合併，預計未來發展成為一所能展現

創新服務管理、健康照護暨具人文與資訊創意特色之嶄

新大學。

護理科

培育優秀護理師及相關專業護理人才。具完善的護理

專業教室設備，全人化課程設計以強化學生護理專業能

力，且與各醫療院所建立良好的產學夥伴關係。

嬰幼兒保育科

培育嬰兒托育、幼兒教保人員及兒童相關產業專才。教學目標致力於使學生具備多

元專長、證照實力、技藝能競爭力及服務品德，培養具備0～12歲嬰幼兒保育及兒童

產業專業知能之優質實務工作能力。

資訊管理科

培育運用資訊科技於商業經營管理之資訊軟體應用及資訊軟體發展人才。透過實務

導向課程設計，培養學生具備熟練技術與實作能力；落實實習制度，與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經緯科技、聯寶科技等公司簽約合作；積極推行證照輔導，學生畢業至少取得三張

以上證照。

企業管理科

培育服務業產業所需之行政服務與行銷流通職類之專業人才。引進個案教學及管理

顧問公司訓練方式與實務接軌，強調職場體驗及證照考試，同時提升職場之資訊與外語

能力，以培養學生具備「上班即上手」的競爭力。

數位影視動畫科

培育具備影視製作實務及動畫設計創作人才。為全國五專學制首創影視及動畫製作

人才養成科系，以「影像傳播設計」及「動畫設計」為課程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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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科

培育兒童英語教學及國際商務人才。課程規劃結合實務、業界與區域產業，提供學

生實習機會，同時輔導英語檢定、商務、電腦軟體應用等專業證照，強化未來競爭力。

視光科

培育具備完整視光職業證照及專業水準的配鏡驗光技職人才。重視學生視光專業能

力之職涯規劃、多元化產品行銷及整體美學素養。在產學合作方面，本科與業界互動良

好，具備多元優秀業界師資及提供學生完備的實習場域。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關渡校區】11260 臺北市北投區聖景路 92 號

【三芝校區】25245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 42 號

電話：(02)2858-4180

網址：http://www.mkc.edu.tw/

本校秉承「寧願燒盡，不願鏽壞」的馬偕精神，以養成人

文素養與實用專業兼備、關懷社區的馬偕人為目標。自創校

以來，培育畢業生逾13000名，遍佈國內外各地，表現優

異，廣獲各界好評。

護理科

本科強調護理臨床實作經驗與學理之結合，有系統的指

導學生對不同發展階段群體之護理照護等專業知能之學習，

期使每位畢業生能具備一般臨床護理技能、基礎生物醫學科

學、溝通合作、克盡職責的核心素養，以勝任成為稱職與能

為病人及家屬信任之護理人員。

幼兒保育科

培養0-12歲兒童托育服務及兒童相關產業專業人才，以成為稱職教保人員及兒童相關

產業服務人員為目標。並結合績優幼托園所、兒童相關產業機構及馬偕紀念醫院，提供學

生進行教保專業實習與產業進階實習的良好環境，使學生兼具產業實務與專業知能。

餐飲管理科

本科以培養專業餐飲市場所需之人才為目標，因此在課程設計方面除技術導向外，亦強

化餐飲產業服務及管理理念，並配合業界專家技術示範教學，以期達成技職教育培育業界

優秀人才之目標。

應用外語科

協助學生具紮實之英語聽、說、讀、寫、譯各項能力；課程規劃結合學生所學的英語能

力及專業知識到各領域，以落實語言人才培養。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重視學生在化妝品科技基本原理與技術的養成，培育健康美容、美髮技術及化妝品管理

與科技領域之專業人才；結合馬偕紀念醫院皮膚科醫學美容中心與國內外知名美容、美髮

相關企業資源，提供學生實習機會，以培育符合業界需求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

視光學科

本科課程規劃包含「校內學習」與「校外實習」兩大部份。「校內學習」之課程安排

完全配合視光產業脈動進行規劃，並且進行各種實際操作；「校外實習」則協助學生提前

進入職場，瞭解未來就業環境並開始接觸商業流程實務，以求畢業學生能真正符合業界所

需，大幅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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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新店校區】23143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 112 號

【宜蘭校區】26646 宜蘭縣三星鄉尚武村健富路二段 407 號

電話：【新店校區】(02)221-91131

【宜蘭校區】(03)989-1178

網址：http://www.ctcn.edu.tw

本校新店校區設有護理、化妝品應用與管理、嬰幼兒

保育三科；宜蘭校區設有護理、健康餐旅、數位媒體設計

三科。各科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培養健康管理實務能

力之人才為教育目標，落實全人教育，為社會培育真正有

用之人才。

護理科 ( 新店校區、宜蘭校區 )

培育具有護理能力的優質專業人才，重視臨床實習，

並與耕莘醫院及天主教教會相關事業資源聯盟，未來學生畢業將優先錄用。在五專最後一

年開設「臨床護理就業學程」，協助學生及早適應職場及保障就業；並且開設免費輔導課

程，提高護理師證照通過率，本校護理師證照近三年的考照率皆遠高於全國通過率。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 新店校區 )

培育具備美妝實務知能、創意應用與服務管理之專業人才。培養學生在化妝品技術應

用、時尚美容美髮創意、服務與管理、溝通協調、敬業樂群與自我學習能力。本科學生近

三年化學丙級、美容與美髮丙級證照通過率皆遠高於全國通過率。

嬰幼兒保育科 ( 新店校區 )

培育具備嬰幼稚教育保育理論與實務知能並樂於終身學習之教保專業人才，注重嬰幼兒

教育與保育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養，現場實習為課程重點，校內設有專業教室及附設幼稚

園，並安排前往新北市新店區托育中心(含托嬰中心)提供學生實際操作與演練的機會。

健康餐旅科 ( 宜蘭校區 )

本科以全人健康作為課程規畫的主軸。「餐飲製備」的課程：協助學生參加烘焙、中

餐及餐旅服務的證照考試；「旅館服務」的課程：分為「旅館旅遊」是幫助學生進入旅

遊、觀光、休閒農場、飯店服務等行業的基礎，讓學生能參與領隊或導遊證照之取得；

「旅館休閒」則培養學生結合休憩與健康的概念，擁有活動設計及健康管理設計的能力，

能規劃適合不同年齡層族群的休憩活動，運用不同的休憩方法、空間，讓大家能夠「玩出

健康」。

數位媒體設計科 ( 宜蘭校區 )

文創產業風起雲湧之際，本科趁勢規劃完整的數位設計課程、聘任具有業界實務經驗的

師資群、建置專業新穎電腦教室，擘劃完善的課業輔導機制與就業藍圖，透過實務操演的

訓練厚植專業技能，讓學生具備進入職場或繼續求學的能力。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32544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 號

電話：(03)411-7578

網址：http://www.hsc.edu.tw/

本校以「健康、照護、管理」為辦學核心，致力培養

務實致用的專業服務人才。所設科系皆與政府積極推動之

新興產業有關，與鄰近大型醫院、幼稚園所、美髮美容業

界、物流公司、大型賣場等機構都建有良好的教學合作關

係，畢業生不僅實務實習經驗豐富，基礎學理也實在，歷

年來證照考試、升學、就業，表現都相當亮眼。是一所樂

活樂學、和諧友善的優質學府。

護理科

本科以「博雅涵養、關懷感恩、知能專精」為辦學理

念，課程規劃包含各科護理專業、基礎醫學、實驗課程及

臨床實習，以培育護理專業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護理人才。

幼兒保育科

本科課程設計以「兒童健康照護」、「兒童發展輔導」、「兒童教學實踐」、「兒

童福利行政」及「兒童產業」為主軸；並輔導學生考取保母人員及其他相關證照，以培

養專業的兒童教保服務人才。

美容造型科

本科培育時尚造型設計、美容保健兩大領域產業人才，課程包含美容保健護理、美

髮、整體造型、化妝品之專業知識與技能，並安排至產業實習。畢業生吳榮騰同學參加

國際大賽，優異表現獲教育部頒發2011第七屆「技職之光」大獎。

行銷與流通科

培養具備行銷與流通管理之學識、技術和實務兼備之專業人才，讓學生具備行銷、

通路及門市的專才。邀請業界專家授課，進行學生企業實習及輔導考照，不但增加學生

未來就業機會，並可協助升學。目前本科有多位畢業生考取雲林科技大學、臺北商業技

術學院等多所國立大學。

國際商務科

以「商業經營」為核心培養基礎，另輔以「國際貿易」、「會議展覽」實務課程，

輔導學生考取「電腦」、「語文」及「專業」證照，培養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管理專

業、實務技能、敬業精神」之國際商務實用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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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休閒管理科

本科以培養從事健康休閒產業基層管理與優質服務人才為目標。在課程規劃上，涵

蓋範圍有健康促進、觀光旅遊、休閒遊憩等實務課程。透過課程輔導學生考取相關證

照，以增進學生未來升學及就業之發展潛能。

應用英語科

本科採小班教學，以雙領域「商業觀光服務」「兒童英語教學」，加強訓練學生英

語聽、說能力為主，從基礎教起並循序漸進，結合電腦資訊、商業、幼保、醫療美容等

課程，使學生具備產業界需求之工作能力。並且鼓勵學生將所習得之英文知識運用在觀

光及健康休閒方面，以利將來就業或升學。

應用日語科

本科課程規劃除聽說讀寫譯等日語核心能力的培育，開設「商貿實務領域」、「觀

光日語領域」二大專業領域，並辦理赴日本名古屋愛知工科大學姐妹校日語短期研修、

交換留學之雙聯學制。

視光學科

本科重點在培育實務之視光專業能力，並配合視光操作技術課程，使學生畢業前具備

驗光眼鏡、屈光矯正、以及視光學的專業能力，以培育出擁有視光專業之基層從業人員。

口腔衛生學科

本科是全臺灣醫專唯一設立的專業學科，主要在培養口腔衛生專業人才，包含協助牙

醫師診療牙齒、牙科器材管理、口腔衛生教育的推廣，以維護民眾口腔衛生與口腔保健。

課程內容，包含預防牙醫學、口腔衛生學、感染控制、牙科器械學、社區牙醫學等內容，

以培養學生具備指導民眾口腔保健知識與技能的專業人才。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35664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鄰砂崙湖 79-9 號

電話：(037)730-775

網址：http://www.jente.edu.tw/

本校成立以來，已為國內藥劑及醫護教育培育人才

數萬人，且本校護理科護理師執照考試通過率皆遠高

於全國平均值，其他專業類科取得專業證照比例亦甚

高，足見辦學成效優良。本校也積極與各大醫療院所

產學合作，透過校外實習及證照考試輔導，讓學生畢

業時擁有實務證照立即與職場接軌。五專部學生除學

習本科課程外，還可跨領域選修其他科系的課程，以

培養更具競爭力的優秀學生。 

五專部預計招生科系計有：護理科、復復健科、視

光學科、醫事檢驗科、幼兒保育科、餐旅管理科、健

康美容觀光科、數位媒體應用科、生命關懷事業科等

9科，為全國設有完整醫護類及管理領域科系具規模

之專科學校，歡迎您加入仁德醫專。

護理科

護理科除了校內的課室教學及技術課程外，亦安排具有臨床實務經驗的教師指導學

生至衛生署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進行為期一年的臨床實習。近年，更積極規劃建置護理

臨床技能教室，以達學生最佳學習品質。應屆畢業生的護理師國家考試通過率歷年來皆

遠高於全國平均值。

復健科

復健科目標為培育術德兼備的專業物理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本科注重學生品德與

專業能力養成，就業學程規劃、強調專業理論與臨床操作的融合學習、多元化實務選修

課程設計。並與臨床實習單位密切合作，維持學習與實習品質。輔導畢業後順利考取國

家專技人員高考(治療師執照考)順利進入職場就業。

醫事檢驗科

醫事檢驗科之教學目標在培育臨床醫學檢驗、鑑識科學及生物技術人才，教學方針

著重於奠定紮實的專業知識、高尚的醫檢職業道德及熟練的檢驗技術，在學期間安排至

教學醫院見習與實習，落實學以致用之精神，並輔導學生於就學期間取得醫療急救相關

證照，亦與生技業界合作協同教學，讓學生能學習最先進之生物檢驗技術。本科學生畢

業考取醫檢師執照通過率皆到達全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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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學科

視光學科訓練兼具醫護背景知識及驗光配鏡技能的人才，為視光相關行業培養專業

菁英，學生未畢業前即已為各大眼鏡連鎖體系競相聘請，並輔導學生於校內就學期間即

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能檢定「眼鏡鏡片製作」丙級技術士專業證照。

餐旅管理科

餐旅管理科課程專注於廚藝技術技能訓練、餐廳服務營運管理以及觀光旅遊事業發

展等實務課程教學，期望能培育出具有「實用廚藝技術」及「專業餐旅管理」的基層餐

旅服務人才。同時除校內課程外並與產業界需求密切配合、導入餐旅產業界之經驗以提

升學生的專業技能，為國內餐飲管理教育的發展紮下根基。

幼兒保育科

幼兒保育科培育具幼兒保育理念、倫理與實用技能的教保人員為首要目標，並結合

醫護課程，以增進學生對嬰幼兒之照護能力。在學期中將安排學生到幼兒園實習，協助

學生瞭解職場、適應職場並順利進入職場就業。

健康美容觀光科

健康美容觀光科為全國唯一以培育醫療觀光人才為主之科系。以英日語文能力為基

礎，美容與觀光為實用，培養國際醫療觀光與醫學美容諮詢服務能力。學生在畢業前

須前往與本科產學合作的各大醫院健診中心、醫美中心、美容機構以及旅行社等單位

實習。

數位媒體應用科

本科以「數位應用」和「資訊應用」為發展主軸，規劃完善的課程和實作訓練，佐

以考取資訊專業證照輔導課程，培養資訊科技、創意設計與網路管理能力兼具為目標。

學生畢業後將具備動畫製作專業能力與網路多媒體專業能力。

生命關懷事業科

本科為全國第一所設立「生命禮儀」專業人才養成之技專院校，致力於培養生命禮

儀相關服務專業從業人員及管理人才，協助學生投入廣大且亟待專業認可及水準提升之

生命禮儀相關產業，並且輔導學生考取乙、丙級喪禮服務員技術士證，進而取得「國家

禮儀師」證照，成為全方位生命禮儀師。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大林校區】嘉義縣大林鎮湖北里大湖 1-10 號

【嘉義校區】嘉義市盧厝裡紅毛埤 217 號

電話：(05)265-8880

網址：http://www.cjc.edu.tw/

本校校區橫跨嘉義縣市，共有五個科系：護理科、美容保健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語科與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等科別，辦

學體系完整，提供雲嘉地區學生就學機會。本校護理科係雲嘉地

區唯一護理學校，從高職時代以來，便在雲嘉地區長期耕耘，作

育莘莘學子。自改專以來，本校以更完整的五年制規劃，在許多

科別都有獨到之處。例護理科積極鼓勵學生考照，護理師執照的

考照率高達七成以上。餐管科除了國內各大飯店或度假村以外，

更規劃海外實習，鼓勵學生前往外國實習。美保科除整體造型設計外，也強調手足部理

療，進一步開拓學生未來就業機會。應外科則以小班制教學，以及碩博士以上優勢師資及

師生比，紮實培養外語人才。老服科為102學年度新設科系，有鑒於臺灣邁向高齡化社

會，以及雲嘉偏鄉地區老人化情況，旨為培育相關人才，未來可投身相關產業。

護理科

本科旨在培育能做、肯做、有人緣的基層護理專業人才，課程設計以課室教學與臨床實

務結合為主，本科具備完善護理專業教室及多元實習單位協助學生學習，另安排各項證照

考試輔導，提升學生就業力。

餐飲管理科

本科將營養保健概念融入餐飲技術中，以「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貫穿整體

教學課程。課程分為實務技能（廚藝、餐飲服務）、餐飲管理及營養保健三個模組，延聘

飯店及產業界主管擔任師資，並與國內飯店及國外機構合作，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美容保健科

本科具備完善之彩妝造型、美膚美體、美容保健諮詢中心、手足理療中心及多功能專業

教室（衛生技能操作、攝影棚及美姿美儀等功能），課程分為彩妝整體造型及美膚美體保

健類，並加入美容事業服務管理之相關課程。另不定期提供縣市政府、醫院及校外藝術表

演活動等服務，落實所學技能。培育學生具人文素養之美容保健專業人才。

應用外語科

培育擁有紮實、流利、專業外語能力及具備國際觀之外語人才，中、外籍專業師資，

提供情境式外語教學，課程規劃觀光服務與英語教學等模組課程，因應學生未來就業市

場需求。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

培育具備老人服務、健康促進以及服務事業管理能力之專業實用人才，並與雲嘉地區老

人高齡服務產業合作，實習資源多元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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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73658 臺南市柳營區中山東路二段 1116 號

電話：(06)622-6111

網址：http://www.mhchcm.edu.tw/

本校於民國五十四年由創辦人楊鳳和、趙新財（敏惠）夫婦捐資創校。本校於民國

九十二年八月改制為『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本校自創校以來始終秉持『勤、儉、

誠、樸』認真、穩健、踏實的辦學精神，無論校務運作及教學均有卓越績效，廣受各界

好評。本校重視全人教育，培育學生具備『人文關懷的素養、專業前瞻的規劃、國際合

作的視野』。並落實學生人文藝術陶冶、發展優質校園文化；提升專業宏觀、拓展國際

交流；結合社會資源，推動終身教育學習為目標。

護理科

本科在課程設計上以照護技能、基礎醫學、問題發現與改善、尊重生命與關懷、敬業

樂群與自我成長能力為核心學養，並使學生考取護理師執照。

幼兒保育科

本科除幼兒教保實務，亦加強幼保專業人員之幼兒英文教學及資訊能力，以及培養企

劃與管理能力，以涵育專業人員所需之完整教保能力。

美容保健科

本科著重美容兼具保健，保健衍生美容的專業知識課程，兼顧美容技藝及化妝品科技

專業知識的傳授。並與業界（含醫院美容中心）建立建教合作夥伴關係，提供臨床實務

實習。

牙體技術科

本科課程規劃以培育精密牙科矯正裝置物之設計與製作及材料研發之科技人才為目

標，並培訓牙科助理、牙科醫療經營管理人力，特在牙科助理課程中，開設牙科儀器、

急救、營養、口腔、護理、病理、藥理等課程。學生需考取牙體技術師執照。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82144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 452 號

電話：(07)697-9333

網址：http://www.szmc.edu.tw/

本校以「仁慈博愛‧樹人樹德」為校訓，配合德、智、體、群、

美、技六育平衡發展的國家教育方針，以及國家發展如醫療、管理、

語文、婦幼政策的需要，以設計本校之科系課程架構，並發展出具特

色的醫護管理科系，目前設有11科，為全國規模最大的五專招生學

校。且辦學績優，多科獲得教學評鑒一等的肯定。

教育英才，是本校教育的最高理念，認真教學、落實產學合作，以

強化學生的專業知識技能；重視品德教育與社區服務，以兼顧科技專

業與人文素養，營造樹人樹德的優雅品德。另外面對國際化趨勢，藉

由許多國際學術交流的機會，以及本校特設立國際化領導學程，來培

養具實用化與國際觀術德兼備之新時代有為青年。

護理科

本科培育「稱職」並能被病人或民眾「信任」之專業護理人員，學會照護病人、自己、

家人與朋友們的健康。在校期間推動學生專業技能自學方案及外語輔導課程，更對應屆畢

業生加強證照考試輔導，考取護理師執照，以提升本科學生之競爭力。

物理治療科

本科培育物理治療專業人員，課程規劃為五大模組：物理治療、長期照顧、運動傷害防

護、醫療器材與輔助科技及體適能指導，設計出以實務為導向的多元化課程。專業教室設

備齊全，重視專業學術陶冶與培養，並提供各級教學醫院見習及實習的機會。

視光學科

本科創設的主要目的在培育國內視光學的專業人才，提升國人視覺照護與驗光配鏡的服

務品質，課程內容包括：驗光、配鏡、隱形眼鏡、鏡片研磨、視力保健、門市服務及視覺

科學等。本科擁有完善的專業師資與新穎的教學設施，並與國內各眼科院所及大型連鎖眼

鏡公司均有產學合作關係，學生畢業後工作起薪高於一般大學生，未來發展潛力無窮。

應用英語科

本科有最優良多元的教學方式以及活潑的課外活動，設有「外語自學中心」，提供多元

的語言學習資源及英語檢定練習軟體，已有同學在四年級就考取多益880分的高分。學生

可依其興趣，選修商業、英語教學、觀光等專業課程，以發展出不同長才。本科多年來與

外國學校結盟合作，雙方相互交換學生遊學開拓學生國際視野，加強外語能力並體驗西方

文化，豐富學生學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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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日語科

本科擁有專業的中日籍教學陣容，重視語言人才的培訓；課程規劃以日文為主、英文為

輔，雙語並重，加強日語能力檢定輔導，提升學生考照率；並輔以觀光、商業行政等二專

長，充實未來就業與職場實戰力；且本科積極與日本姐妹校結盟，加強跨校交流，讓同學

親身體會日本的風土民情，增廣國際視野。

資訊管理科

本科具有最完善、最新穎的各類專業電腦設備，課程設計重視專業證照、產業需求與時

代脈動，並培育「管理知識」、「資訊技術」與「醫護資訊」等三大專業領域之知能，孕

育具電腦專業能力及管理專業人才。

幼兒保育科

本科以培育教保員、保母與課程照顧員為目標，並著重證照之輔導，協助學生取得資

訊、語言、急救、幼兒體能及保母等證照。教學設備完善新穎並設有國家保母人員考照試

場，另開設藝術、音樂及舞蹈等興趣課程，培育全方位教保專業人才。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本科為全國唯一招收五專部的放射科系，課程設計兼顧現有醫學影像放射技術特性及未

來發展，設置各種實習相關之全新數位化影像處理設備，並與各大醫院建教合作，提供學

生畢業前的實務經驗。最大重點在全力輔導學生參加考選部醫事人員專技高考，取得「醫

事放射師」執照，學生畢業後可從事放射師、輻射防護師、核子醫學藥物研發等工作，以

及醫學影像處理技術之專業人員。

牙體技術科

本科以培育優質口腔義齒及矯正裝置之設計與製作人才為目標，著重實作技術，課程設

計以義齒與矯正裝置製造及牙科材料應用為主軸，並加強牙科助理、牙體技術所經營管理

之專長，培養更寬廣的就業能力。畢業生可參加考選部專技高考「牙體技術師」考試，通

過後任聘於各大醫院牙科義齒製作中心、牙體技術所，2年執業經驗後可自行開業。

職能治療科

本科積極發展職能治療師三大專業領域，包含生理疾病、兒童疾病與精神疾病職能治

療，並配合職能治療學會推廣社區復健課程。此外，本科亦重視特色教學，強化學生輔具

副木製作之能力並每年辦理輔具製作競賽，提升本科學生專業與職場的競爭力。本科亦建

構職能治療師國考電腦模擬系統，加強輔導學生順利考取「職能治療師」證照。

美容保健科

本校美容保健科之特色定位於「醫學美容」與「養生保健」，除一般美容護膚、化妝品

專業技能外，搭配本校優質醫護專業教學資源，培養全方位美容保健人才。並規劃前往醫

療美容護膚、化妝品公司、休閒運動、健康管理等相關機構進行參觀、見習、實習，於實

務中累積經驗。另規劃勞委會乙、丙技能檢定考試輔導機制，以利學生於畢業時擁有各項

專業證照。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84341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 309 號

電話：(07)681-2148

網址：http://www.kmvs.khc.edu.tw/

本校位於民風純樸、風景秀麗的高雄市美濃區，也是

旗美地區唯一的大專校院，設有護理科、長青事業服務

科、餐飲管理科，各科均附有專業教室，並提供與產業

界合作的實習機會，充分與在地資源與產業結合，強調

學生實習、考照及就業一貫的訓練，學生考取各項證照

及英語檢定成績斐然。

護理科

培養學生具備臨床照護技能及基礎醫學知識，護理臨床實習採用小組教學，使每位

學生都能獲得適切的指導，並安排實地參觀各醫學中心及大體解剖，以及與南部醫學中

心及各大教學醫院合作（如長庚醫院等），使學生實際體驗醫院護理實務。

長青事業服務科

本科核心課程分為：老人生活規劃、老人機構管理、老人照顧服務與健康管理、老

人社會工作與老人社會福利四大類課程。並積極訓練及輔導學生取得老人服務業證照考

試，包括照顧服務員、健康活動指導士等。

餐飲管理科

本科結合地方特色與企業資源，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與國內各主要餐飲觀光產業結

盟，輔導學生考取餐飲技術類相關證照並以乙級技術士證為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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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80776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420 巷 15 號

電話：(07)381-1765

網址：http://www.yuhing.edu.tw/

本校位於高雄都會區，享大高雄地利之便，具豐富

醫護專業人才培育經驗，孕育優秀白衣天使及醫療界菁

英。自創校以來，全體師生團隊皆秉持創校先賢「博

愛」的精神，推動全人照護、尊重生命之辦學理念，

以培育兼具「關懷、創新、服務、專業」核心能力之人

才，期能落實技職教育之目標，使其成為產業界的最

愛。此外，為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每年皆遴選學生至

海外實習，以瞭解其他國家的醫療體系和照護模式。

護理科

本科邀請產學界專業人員協助規劃課程，以培育符合

職場需求的護理專業人員。建置有護理示範病房，透過情

境模擬及多媒體互動式教學資源，提升課堂教學和學習效

能。臨床實習場所涵蓋各級醫療院所，更與國外醫療院所

簽訂實習合作契約，擴展學生跨文化國際視野。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本科以皮膚生理健康為基礎，結合中西醫學及自然療法、能量醫學、另類療法等知

識，發展全方位美容保健；並以學習基礎美容技藝課程為本，強化造型設計，並輔導學

生通過技能檢定，取得美容與美髮證照；在學習化妝品科技方面，以天然物、生物技術及

奈米科技發展為主軸，使學生能擁有最新的化妝品知識。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

本科培育符合高齡服務產業需求之優質實務人才，兼具照顧服務與活動設計帶領能

力，以老人受到高品質之身、心、靈全人照顧為目標。就業職類如居家服務員、居家服

務督導員、活動設計帶領人員，或投入長期照顧機構工作；高齡化社會之就業市場廣

泛，畢業可選擇就業，亦可考慮二技或四技之升學管道，兼顧就業與升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地址：92641 屏東縣南州鄉三民路 367 號 ( 東港鎮三西和 )

電話：(08)864-7367

網址：http://www.tzuhui.edu.tw/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因應國家醫療保健照護

體系之發展，培育實用專業的慈惠人。本校鄰近東

港鎮（觀光鮪魚季）、南州糖廠、大鵬灣國家公

園、海洋生物博物館及墾丁國家公園，全新教學大

樓、充足的運動場地及休閒綠地、設備完善新穎、

每間教室皆有冷氣空調且寬廠舒適。設有往南州

火車站至本校之接駁專車，以及逾50條路線之校

車，方便高雄縣市及屏東縣市學生上下學搭乘。

護理科

主要課程有基礎醫學、各科護理學及與護理相關的心理學、營養學等課程。為配合

社會需求，更增加老人護理及長期照護等課程。

數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本科培養在文創產業相關之創意、設計、技術及企劃等專業技術，著重具備數位影

音、媒體科技應用、文化創意設計且結合新世代媒體科技之發展，成為跨領域高階數位

媒體人才。

幼兒保育科

培養幼兒保育專業人才及幼保機構管理人才。

物理治療科

本科培養專業的物理治療師，所有專業科目學分設計皆與各大學規劃相同，有利日

後之進修升學與專業證照之考取。課程除協助學生考取物理治療師證照，亦規劃符合考

照規定所需之實習時數，使學生順利取得證照，將來任職於公私立醫院復健科、骨科、

神經科等物理治療部門。

休閒事業管理科

本科透過休閒相關課程之整合與實務課程之安排，並經由電腦多媒體的應用與休

閒觀光等產業結合，提供最新及最快的休閒觀光產業發展資訊，促進南臺灣休閒觀光

產業之行銷，並協助畢業生投入休閒事業（民宿、休閒農業、休閒渡假中心、主題樂

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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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造型設計科

培養學生成為優秀整體造型、美容美體彩妝設計、肢體藝術等專業高階技術與管理

人才。本科具備五星級千萬專業設備：美容健康教學中心、彩妝造型概念館、遠紅外線

能量屋、塑身太空艙、時尚髮型專業教室等，最棒的設備加上一流的師資，等你親自來

體驗。

餐飲管理科

本科專業課程設計協助學生考取中餐、西餐、烘焙、調酒、餐服技術、中式麵食加

工等證照，並運用建教實習機會，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使學生除了擁有餐飲內外場

之服務技能外，更能具備領導、溝通、協調的能力。

觀光事業科

本科培養學生英、日語能力，強化學生有

關觀光游憩活動之行銷、規劃、執行與評量能

力，以及觀光旅遊產品開發與創新，成為具有

觀光休憩專業知識的基層管理人才。

附錄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國際性競賽參考項目

序號

1

國際科技展覽

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

2 加拿大科學展覽會

3 香港聯校科學展覽會

4 新加坡科技展覽會

5 國際科學博覽會

6 荷蘭國際科學展覽會

7 美國國際永續發展科技展覽會

8

國際發明展

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9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10 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

11 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

12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13 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14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15 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

16 克羅埃西亞INOVA國際發明展

17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18

國際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19 亞洲運動會

20 世界運動會

21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22 東亞運動會

23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4年1次）

24 亞洲室內及武藝運動會

25 亞洲青年運動會

26 亞洲帕拉運動會

27 亞洲沙灘運動會

28 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29 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30 亞太聽障運動會

31

學科國際奧林匹亞競賽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32 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33 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34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35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36 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37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

38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39 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40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技能競賽

41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42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備註：本表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之參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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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全國性競賽參考項目

序號 競賽名稱

1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2 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3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4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5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6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7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8 全國語文競賽

9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10 全國運動會（2年1次）

11 全民運動會（2年1次）

12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2年1次）

13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2年1次）

14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15 國中籃球聯賽

16 國中排球聯賽

17 國中足球聯賽

18 國中女子壘球聯賽

19 國中棒球聯賽

20 全國技能競賽

21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22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

23 全國原住民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4 國家發明創作獎

25 全國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

備註：本表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之參考項目。

附錄三：104學年度五專招生學校科組一覽表

招生學校 科組名稱 核定招生名額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海科 50

輪機工程科 5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廚藝菁英班 5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菁英班 45

資訊應用菁英班 50

國際貿易與經營科 50

會計資訊科 100

保險金融管理科 100

企業管理科 100

應用英語科 50

應用日語科 50

資訊管理科 50

護理科 100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菁英班 50

國際貿易科 50

企業管理科 50

應用外語科 50

會計資訊科 50

財務金融科 50

財政稅務科 50

資訊管理科 50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250

化妝品應用科 55

老人服務事業科 50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園藝暨景觀科 40

食品科技科 35

餐旅管理科 47

電機工程科 40

文化創意設計科 40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科 35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科 100

應用外語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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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科組名稱 核定招生名額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科 5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術系（七年一貫制） 110

音樂系（七年一貫制） 90

舞蹈系（七年一貫制） 50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科 105

食品營養科 135

護理科 105

幼兒保育科 40

職業安全衛生科 45

生物醫學保健科 40

視光科 45

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科 40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科 90

電子工程科 47

自動化工程科 45

工業管理科 43

應用外語科 50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科 200

美容科 52

餐旅管理科 53

觀光科 52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科 110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科 50

電機工程科 86

資訊工程科 88

行銷與流通管理科 49

應用外語科 45

餐飲管理科 55

聖約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50

電子資訊科 50

應用英語科 50

招生學校 科組名稱 核定招生名額

大華科技大學

電機與電子工程科 45

機電工程科 45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45

資訊管理科 45

商務與觀光企劃科 45

觀光管理科 45

餐飲管理科 50

文藻外語大學

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菁英班 50

英國語文科 100

法國語文科 50

德國語文科 50

西班牙語文科 50

日本語文科 50

醒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科 55

財務金融科 41

國際商務科 45

理財經營管理科 35

數位設計科 50

應用英語科 55

觀光休閒科 55

華夏科技大學

建築科 44

資訊管理科 45

電機工程科 50

健行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科 30

南榮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科 35

電機工程科 60

觀光科 35

龍華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科 50

慈濟技術學院 護理科 250

大同技術學院
烘焙管理科 30

餐飲管理科 35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科 135

幼兒保育科 52

美容流行設計科 52

餐飲管理科 103

餐飲廚藝科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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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科組名稱 核定招生名額

和春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科 40

資訊管理科 30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30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40

資訊工程科資訊與多媒體應用組 35

商品設計科 40

電機工程科 60

致理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科 55

企業管理科 55

財務金融科 55

會計資訊科 55

應用英語科 105

德霖技術學院

營建科技科 100

電子工程科 100

機械工程科 50

應用外語科 100

餐旅管理科 100

蘭陽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科 50

時尚美容設計科 50

健康休閒管理科 100

餐旅管理科 50

機電工程科 40

觀光旅遊科 40

黎明技術學院

數位多媒體科 110

電機工程科 55

機械工程科 55

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科 90

餐飲管理科 60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科 50

室內設計科 50 

時尚美妝設計科 50

動畫多媒體設計科 42

流行商品設計科 50

遊戲與玩具設計科 45

美術工藝系（七年一貫制） 47

招生學校 科組名稱 核定招生名額

崇右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科 50

創意商品設計科 50

觀光旅遊管理科 53

經營管理科 50

臺灣觀光學院 觀光餐旅科 150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空物流與行銷科 55

海洋運動休閒科 41

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科 60

餐飲管理科 55

旅遊管理科 55

視覺傳達設計科 55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科 45

車輛工程科 45

室內設計科 45

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科 45

觀光英語科 45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200

嬰幼兒保育科 93

資訊管理科 93

企業管理科 55

數位影視動畫科 93

應用外語科 55

視光科 50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340

幼兒保育科 81

餐飲管理科 97

應用外語科 55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97

視光學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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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科組名稱 核定招生名額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490

復健科 300

醫事檢驗科 110

視光學科 100

餐旅管理科 80

幼兒保育科 50

健康美容觀光科 58

數位媒體應用科 30

生命關懷事業科 51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403

物理治療科 183

視光學科 175

應用英語科 62

應用日語科 63

資訊管理科 62

幼兒保育科 63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 120

牙體技術科 95

職能治療科 100

美容保健科 120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395

數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110

幼兒保育科 80

物理治療科 250

休閒事業管理科 105

美容造型設計科 110

餐飲管理科 180

觀光事業科 90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新店校區） 38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新店校區） 160

嬰幼兒保育科（新店校區） 90

護理科（宜蘭校區） 270

健康餐旅科（宜蘭校區） 167

數位媒體設計科（宜蘭校區） 55

招生學校 科組名稱 核定招生名額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25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100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 52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66

長青事業服務科 80

餐飲管理科 80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445

幼兒保育科 100

美容保健科 210

牙體技術科 16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430

餐飲管理科 85

美容保健科 108

應用外語科 53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 50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420

資訊管理科 55

餐旅管理科 110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100

健康與休閒管理科 92

幼兒保育科 50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740

幼兒保育科 110

美容造型科 90

行銷與流通科 35

國際商務科 35

健康休閒管理科 50

應用英語科 40

應用日語科 40

視光學科 100

口腔衛生學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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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04學年度五專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及聯絡資訊

104學年度

招生委員會 主辦學校 網址 聯絡電話

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招生委員會
蘭陽技術學院 http://enter5.fit.edu.tw 03-9771069

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招生委員會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exam.jente.edu.tw 037-720133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招生委員會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s5.szmc.edu.tw 07-6979722

五專招生問題：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

網址：http://www.techadmi.edu.tw

電話：(02)2777-3827

十二年國教五專招生資訊：

十二年國教五專招生資訊網

網址：http://me.moe.edu.tw/junior

電話：(02)2777-3827

十二年國教招生資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網址：http://12basic.edu.tw

電話：0800-012-580

國中教育會考訊息：

國中教育會考資訊網

網址：http://cap.ntnu.edu.tw

電話：(02)3393-1204

相關考試訊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網址：http://www.rcpet.ntnu.edu.tw

電話：(02)2362-7684

(02)2362-1938

技專校院
招生策進總會

附錄五：十二年國教相關資訊查詢網站

12年國教

選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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