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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試辦科技校院二年制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陸生作業流程 

 
 

志願申請 註冊及報名 
 至本委員會網站點選「上網報名」

http://rusen.stust.edu.tw 或

http://www.rusen.org.tw 
 依個人專業及意願順序，可報名多

校多志願，但合計至多報名 10 個校

系志願，所選志願應與申請人所學

專業相同或相近 
 繳費說明：免收報名費 

 2013 年 05 月 08 日上午 9 時 
至 

2013 年 05 月 10 日下午 5 時 

   

 上傳繳交資料 
2013 年 05 月 08 日至 05 月 13 日

 將須繳交資料(照片、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

正反面、在校歷年成績單、財力證明)轉成

pdf 或 jpg 格式後，上傳至報名系統

   

 網路查詢正式分發結果 
2013 年 06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 

   

 取得就學資格後應辦理事項 請參考次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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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試辦科技校院二年制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陸生取得就學資格後應辦理事項流程 

 
 

等待錄取學校郵寄之錄取通知 
(6 月 30 日左右尚未收到，請跟學校聯絡)

錄取學校最晚於 2013 年 06 月 21 日前

寄出錄取通知單及錄取陸生應辦事項 

   
 

向大陸地區 

「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 

申請代辦認證 

 錄取生經許可來臺者，應於來臺前

完成：畢業證（明）書及在校修業

期間完整之成績單認證， 
 申請網址為

http://hxla.gatzs.com.cn 
   

 
郵寄辦理入臺許可所需文件 

(2013 年 07 月 15 日前寄出) 

請將招生簡章及錄取通知單內所要求的

文件儘早郵寄錄取學校(最好於 7 月 15
日前寄出: EMS、DHL、順豐、航空掛

號等都可以) 
   

 等待錄取學校郵寄之 

單次入臺許可證 
收到單次入臺許可證後即可辦理審批作

業 

   

 
入境來臺 

依照錄取通知書內所定期間，攜帶學校

規定應繳證件原始正本及公證書來臺報

到並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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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試辦科技校院二年制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簡章 
 

本簡章係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六條訂定之。 
壹、報名 

一、報名資格 
現在戶籍地為大陸地區福建及廣東 2 省居民，就讀以下所列 18 所學校專科應屆畢業，

且參加 2013 年該 2 省專升本考試取得成績，始具報考二年制學士班資格。 
18 所學校為：福州大學、福建船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漳州

職業技術學院、福建林業職業技術學院、閩西職業技術學院、華南師範大學、廣州番

禺職業技術學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

院、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廣州

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及中山火炬職業

技術學院。 
二、報名時間 

2013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時起至 5 月 10 日下午 5 時截止。 
三、報名費 

今年為試辦性質，免收報名費。 
四、報名手續 

（一）一律至本會網站「線上報名」區進行網路報名，報名後須保留密碼，以利日後

登錄本會報名系統。 
（二）申請人於網上報名後，將須繳交資料轉為 pdf 或 jpg 格式後，再上傳至報名系統，

上傳成功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三）2013 年 5 月 13 日 24 時前，本會未收到須繳交資料，或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視

為未完成報名： 
1.未上網報名或報名不完全者。 
2.未上傳須繳交資料或繳交資料證件不齊全者。 

五、須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 
（一）須繳交資料：以下資料各準備 1 份。 

1.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正反面：格式為 jpg，檔案大小不超過 5Mb。 
2.在校歷年成績單：可不包含最後一學期，格式為 pdf 或 jpg，單一檔案大小不

超過 5Mb。 
3.財力證明：指由銀行於 2013 年 2 月 8 日至 5 月 13 日間所開立申請人本人、

申請人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人民幣 10 萬元（約等值新臺幣 45 萬元）以上之

存款證明，格式為 pdf 或 jpg，單一檔案大小不超過 5Mb，至多 5 個檔案。 
（二）注意事項： 

1.各招生學校系組等資料請至本會網站「招生學校招生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2.須繳交資料請檢查無誤後轉成 pdf 或 jpg 格式，凡證件不齊全、填寫不詳盡、

轉換後之 pdf 或 jpg 格式不清晰或有違反本簡章規定者，視為資格不符，不再

通知補正，事後申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繳或追認。 
3.所繳各項證件，如發現有與報考資格不符，或有偽造、變造或冒用等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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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

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學歷證件。 
六、填報志願 

申請人應依個人專業及意願順序，可報名多校多志願，但合計至多報名 10 個校系志

願，所選志願應與申請人所學專業相同或相近。 
貳、審查 

各招生學校系組根據申請人之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大陸地區專升本考試成績（由本會向「海

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索取）進行綜合審查。未參加福建及廣東 2 省 2013 年專升本考試

者，不予審查。 
叁、分發錄取 

一、本會依據各招生學校系組審查結果及申請人於網路報名時所選填之志願順序進行統一

分發。各招生學校系組可不足額錄取。 
二、申請人已選擇在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就讀者，本會不予分發。 
三、申請人可於 2013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分發結果，獲得錄取者，

取得來臺就讀資格。 
肆、申請來臺入境準備事項 

一、錄取生應郵寄下列證件至錄取學校，由錄取學校代辦申請入境： 
（一）就學申請書（格式由本會網站下載）。 
（二）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 
（三）委託學校代為辦理進入臺灣申請手續之委託書影本（格式由本會網站下載）。 

二、錄取生經許可來臺者，應於來臺前完成學歷（力）證件驗（認）證： 
畢業證（明）書及在校修業期間完整之成績單，須向「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申請

代辦認證。 
伍、抵臺入學註冊 

一、錄取生須依各校規定入學時間抵臺，開學具體時間及相關注意事項，依錄取學校寄

發之錄取通知書為準。 
二、錄取生入學註冊時，應繳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學歷（力）證件（含原始正本、畢

業證（明）書及修業期間完整成績單的認證報告）、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等文件交

學校審查，並應依各校規定繳交學雜費及有關費用。 
陸、學習年限 

二年制學士學位之修業年限以 2 年為原則。 
柒、學位 

錄取生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者，由就讀學校授予學士學位，發給證書。 
捌、其他 

一、 錄取生來臺就學期間應遵守臺灣有關法規。 
二、 在臺就學期間，改以就學許可目的以外之身分在臺停留或居留者，學校應予退學。 
三、 在臺就學期間，有休學、退學或變更或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應於生效之翌日起十日

內離境，屆期未離境者，視為逾期停留，列入未來入境申請資格之考量。但應屆畢業

學生應於畢業後 1 個月內離境。 
四、 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違反規定者，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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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規定強制其出境。 
五、 1992 年 9 月 18 日至 2010 年 9 月 3 日期間取得臺灣認可名冊所列大陸地區高職院校或

機構專科畢業證書之申請人，如通過報考學校所設招生條件及歷年成績審查，可依大

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獲發相當學歷證明。 
六、 申請人對招生事宜或成績有疑義，最遲應於錄取結果公告後 1 週內向本會提出申訴或

成績複查，本會應於 1 個月內正式答覆。 
七、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及臺灣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申請人於報名系統所填錄之資料，僅作為本會招生及相關研究使用，且除提供申請人

個人、受理申請學校、入出國及移民署、教育部及其委託之學歷查證單位、報考測驗

或檢定之單位使用外，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九、 本簡章若有所修訂時，概以本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2013 年試辦科技校院二年制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招生學校及名額 
201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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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71005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 

E-mail：rusen@mail.stust.edu.tw  WEB：http://rusen.stust.edu.tw 
TEL：+886 6 2435 163 FAX：+886 6 2435 165 

 

序號 區域 縣市 校名 招生名額 招生系組數

1 北區 宜蘭縣 蘭陽技術學院 2 2 
2 北區 基隆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2 2 
3 北區 基隆市 崇右技術學院 2 2 
4 北區 新北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25 5 
5 北區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12 5 
6 北區 新北市 醒吾科技大學 5 5 
7 北區 新北市 亞東技術學院 12 3 
8 北區 新北市 華夏技術學院 12 5 
9 北區 新北市 東南科技大學 12 5 
10 北區 新北市 致理技術學院 12 5 
11 北區 新北市 德霖技術學院 12 5 
12 北區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2 1 
13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30 3 
14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0 4 
15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2 3 
16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12 3 

17 
北區 

臺北市

新竹縣
中國科技大學 25 

2 
3 

18 北區 臺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5 5 
19 北區 臺北市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2 2 
20 北區 桃園縣 龍華科技大學 25 5 
21 北區 桃園縣 健行科技大學 12 5 
22 北區 桃園縣 萬能科技大學 12 5 
23 北區 桃園縣 長庚科技大學 12 2 
24 北區 桃園縣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2 2 
25 北區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學 12 5 
26 北區 新竹縣 明新科技大學 5 5 
27 北區 新竹縣 大華科技大學 5 5 
28 中區 南投縣 南開科技大學 25 3 
29 中區 苗栗縣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12 5 



2013 年試辦科技校院二年制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招生學校及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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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71005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 

E-mail：rusen@mail.stust.edu.tw  WEB：http://rusen.stust.edu.tw 
TEL：+886 6 2435 163 FAX：+886 6 2435 165 

 

序號 區域 縣市 校名 招生名額 招生系組數

30 中區 苗栗縣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2 2 
31 中區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30 4 
32 中區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5 5 
33 中區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12 5 
34 中區 彰化縣 中州科技大學 12 5 
35 中區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25 4 
36 中區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25 5 
37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5 2 
38 中區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25 5 
39 中區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25 5 
40 中區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12 5 
41 中區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12 1 
42 中區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 5 5 
43 中區 臺中市 修平科技大學 5 5 
44 南區 嘉義市 大同技術學院 2 2 
45 南區 嘉義縣 吳鳳科技大學 5 5 
46 南區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 25 3 
47 南區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30 3 
48 南區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25 5 
49 南區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2 3 
50 南區 臺南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2 3 
51 南區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5 5 
52 南區 臺南市 南榮技術學院 2 2 
53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25 5 
54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0 2 
55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2 4 
56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5 4 
57 南區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25 5 
58 南區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12 3 
59 南區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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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71005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 

E-mail：rusen@mail.stust.edu.tw  WEB：http://rusen.stust.edu.tw 
TEL：+886 6 2435 163 FAX：+886 6 2435 165 

 

序號 區域 縣市 校名 招生名額 招生系組數

60 南區 高雄市 文藻外語學院 25 5 
61 南區 高雄市 東方設計學院 2 2 
62 南區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學 12 5 
63 南區 高雄市 和春技術學院 2 2 
64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30 4 
65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2 2 
66 南區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 12 5 
67 南區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 5 5 
68 南區 屏東縣 永達技術學院 2 2 
69 南區 屏東縣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2 2 
70 東區 花蓮縣 大漢技術學院 2 2 
71 東區 花蓮縣 慈濟技術學院 12 4 
72 東區 花蓮縣 臺灣觀光學院 2 2 
73 離島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5 5 

小計 955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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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71005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 號 

E-mail：rusen@mail.stust.edu.tw  WEB：http://rusen.stust.edu.tw 
TEL：+886 6 2435 163 FAX：+886 6 2435 165 

 

序號 區域 縣市 校名 系所名稱 
1 北區 宜蘭縣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2 北區 宜蘭縣 蘭陽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3 北區 基隆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美容流行設計系 
4 北區 基隆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旅管理系 
5 北區 基隆市 崇右技術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6 北區 基隆市 崇右技術學院 影視傳播系 
7 北區 新北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系 
8 北區 新北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9 北區 新北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多媒體與網路組 
10 北區 新北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時尚經營管理系時尚事業經營組 
11 北區 新北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 
12 北區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13 北區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14 北區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5 北區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16 北區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7 北區 新北市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18 北區 新北市 東南科技大學 營建與空間設計系綠營建設計組 
19 北區 新北市 東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20 北區 新北市 東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21 北區 新北市 東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22 北區 新北市 醒吾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23 北區 新北市 醒吾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 
24 北區 新北市 醒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25 北區 新北市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26 北區 新北市 醒吾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27 北區 新北市 致理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系 
28 北區 新北市 致理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29 北區 新北市 致理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0 北區 新北市 致理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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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區 新北市 致理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32 北區 新北市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33 北區 新北市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34 北區 新北市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35 北區 新北市 德霖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36 北區 新北市 德霖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系 
37 北區 新北市 德霖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38 北區 新北市 德霖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39 北區 新北市 德霖技術學院 會展與觀光系 
40 北區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41 北區 新北市 華夏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42 北區 新北市 華夏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43 北區 新北市 華夏技術學院 建築系 
44 北區 新北市 華夏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45 北區 新北市 華夏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46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47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48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49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50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51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52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53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護理系 
54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55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56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商務系 
57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58 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資訊系 
59 北區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 會計系 
60 北區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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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北區 臺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62 北區 臺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63 北區 臺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64 北區 臺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5 北區 臺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66 北區 臺北市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空物流與行銷系 
67 北區 臺北市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食品科技與行銷系 
68 北區 桃園縣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69 北區 桃園縣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70 北區 桃園縣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71 北區 桃園縣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72 北區 桃園縣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73 北區 桃園縣 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74 北區 桃園縣 健行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75 北區 桃園縣 健行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76 北區 桃園縣 健行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77 北區 桃園縣 健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78 北區 桃園縣 萬能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營建與物業管理組 
79 北區 桃園縣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80 北區 桃園縣 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81 北區 桃園縣 萬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82 北區 桃園縣 萬能科技大學 理財經營管理系 
83 北區 桃園縣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84 北區 桃園縣 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85 北區 桃園縣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86 北區 桃園縣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87 北區 新竹縣 明新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技系 
88 北區 新竹縣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89 北區 新竹縣 明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0 北區 新竹縣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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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北區 新竹縣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92 北區 新竹縣 大華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93 北區 新竹縣 大華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系 
94 北區 新竹縣 大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95 北區 新竹縣 大華科技大學 商務與觀光企劃系 
96 北區 新竹縣 大華科技大學 商務暨觀光英語系 
97 北區 新竹縣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98 北區 新竹縣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99 北區 新竹縣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00 北區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01 北區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02 北區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03 北區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04 北區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105 中區 南投縣 南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106 中區 南投縣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107 中區 南投縣 南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108 中區 苗栗縣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09 中區 苗栗縣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0 中區 苗栗縣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11 中區 苗栗縣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 
112 中區 苗栗縣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流行設計組 
113 中區 苗栗縣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動漫藝術組 
114 中區 苗栗縣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115 中區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16 中區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17 中區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118 中區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119 中區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120 中區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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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區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122 中區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 
123 中區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24 中區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25 中區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126 中區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127 中區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128 中區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129 中區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130 中區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131 中區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132 中區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133 中區 彰化縣 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機電整合組 
134 中區 彰化縣 中州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135 中區 彰化縣 中州科技大學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136 中區 彰化縣 中州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37 中區 彰化縣 中州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38 中區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139 中區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40 中區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141 中區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142 中區 臺中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43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44 中區 臺中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45 中區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46 中區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147 中區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148 中區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49 中區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150 中區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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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中區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152 中區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153 中區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54 中區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155 中區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56 中區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57 中區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58 中區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159 中區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160 中區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161 中區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62 中區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163 中區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164 中區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65 中區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66 中區 臺中市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67 中區 臺中市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168 中區 臺中市 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69 中區 臺中市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70 中區 臺中市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171 南區 嘉義縣 吳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72 南區 嘉義縣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73 南區 嘉義縣 吳鳳科技大學 觀光英語系 
174 南區 嘉義縣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175 南區 嘉義縣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數位媒體系 
176 南區 嘉義市 大同技術學院 茶文化與事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177 南區 嘉義市 大同技術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178 南區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79 南區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80 南區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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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南區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182 南區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183 南區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184 南區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85 南區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186 南區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187 南區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188 南區 臺南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189 南區 臺南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190 南區 臺南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191 南區 臺南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192 南區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創意行銷組 
193 南區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94 南區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195 南區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196 南區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系 
197 南區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98 南區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199 南區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200 南區 臺南市 南榮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201 南區 臺南市 南榮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202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203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204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205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206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207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會計系 
208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209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210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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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區域 縣市 校名 系所名稱 
211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微電子工程系 
212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213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214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215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216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217 南區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218 南區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219 南區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220 南區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系 
221 南區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222 南區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223 南區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224 南區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225 南區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226 南區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227 南區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228 南區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系 
229 南區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230 南區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231 南區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232 南區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設計組 
233 南區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234 南區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應用系 
235 南區 高雄市 文藻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系 
236 南區 高雄市 文藻外語學院 翻譯系 
237 南區 高雄市 文藻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系 
238 南區 高雄市 文藻外語學院 德國語文系 
239 南區 高雄市 文藻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系 
240 南區 高雄市 和春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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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區域 縣市 校名 系所名稱 
241 南區 高雄市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242 南區 高雄市 東方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系 
243 南區 高雄市 東方設計學院 影視藝術系 
244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245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246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247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248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 
249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250 南區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1 南區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252 南區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253 南區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254 南區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255 南區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 護理系 
256 南區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 美容系 
257 南區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258 南區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259 南區 屏東縣 美和科技大學 珠寶系 
260 南區 屏東縣 永達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261 南區 屏東縣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262 南區 屏東縣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多媒體暨影音設計系 
263 南區 屏東縣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遊戲創作系 
264 東區 花蓮縣 大漢技術學院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265 東區 花蓮縣 大漢技術學院 流通與行銷管理系 
266 東區 花蓮縣 慈濟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267 東區 花蓮縣 慈濟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資訊科技組 
268 東區 花蓮縣 慈濟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69 東區 花蓮縣 慈濟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270 東區 花蓮縣 臺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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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區域 縣市 校名 系所名稱 
271 東區 花蓮縣 臺灣觀光學院 觀光旅遊系 
272 離島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273 離島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274 離島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275 離島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276 離島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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