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提供：陆生联招会 1 主办学校：南台科技大学 

2012 年大学校院学士班招收大陆地区学生 
招生学校及招生系组、学位学程名称 

所在县市 学校名称  招生系组、学位学程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儿童与家庭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新闻传播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心理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广告传播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英国语文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会计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应用美术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历史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法国语文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食品科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影像传播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德语语文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社会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数学系纯数学组 

新北市 辅仁大学 营养科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生命科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哲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临床心理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社会工作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音乐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化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图书资讯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物理学系物理组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公共卫生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宗教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体育学系运动健康管理组 

新北市 辅仁大学 护理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餐旅管理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系统与芯片设计组 

新北市 辅仁大学 日本语文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中国文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意大利语文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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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县市 学校名称  招生系组、学位学程 

新北市 辅仁大学 西班牙语文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统计资讯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织品服装学系织品服饰营销组 

新北市 辅仁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新北市 辅仁大学 景观设计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英文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日本语文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资讯创新与科技学系软件工程组 

新北市 淡江大学 资讯创新与科技学系通讯科技组 

新北市 淡江大学 国际观光管理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英美语言文化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经济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化学学系化学与生物化学组 

新北市 淡江大学 化学学系材料化学组 

新北市 淡江大学 资讯与图书馆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建筑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国际企业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产业经济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法国语文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教育科技学系 

新北市 淡江大学 土木工程学系工程设施组 

新北市 淡江大学 土木工程学系营建企业组 

新北市 淡江大学 机械与机电工程学系光机电整合组 

新北市 淡江大学 机械与机电工程学系精密机械组 

新北市 华梵大学 工业设计学系交通工具设计组 

新北市 华梵大学 工业设计学系产品设计组 

新北市 华梵大学 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 

新北市 华梵大学 佛教学系 

新北市 华梵大学 中国文学系 

新北市 华梵大学 哲学系 

新北市 真理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新北市 真理大学 国际贸易学系 

新北市 法鼓佛教学院 佛教学系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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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县市 学校名称  招生系组、学位学程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国际商务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应用英语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机械与计算机辅助工程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工程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休闲运动与健康管理系 

新北市 圣约翰科技大学 数位文艺系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学 餐饮管理系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学 旅游管理系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学 旅馆管理系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学 国际贸易系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数字多媒体组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学 理财与税务规划系 

新北市 东南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 

新北市 东南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新北市 东南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新北市 东南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新北市 东南科技大学 营建科技系 

新北市 东南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财务金融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企业管理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应用英语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应用日语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休闲游憩管理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会计资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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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县市 学校名称  招生系组、学位学程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保险金融管理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多媒体设计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商务科技管理系 

新北市 致理技术学院 资讯管理系 

新北市 醒吾技术学院 企业管理系 

新北市 醒吾技术学院 国际商务系 

新北市 醒吾技术学院 财务金融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医务管理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资讯管理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工业管理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电机工程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电子工程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通讯工程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工商业设计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系 

新北市 亚东技术学院 材料与纤维系材料应用科技组 

新北市 黎明技术学院 电机工程系 

新北市 黎明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系 

新北市 华夏技术学院 建筑系 

新北市 华夏技术学院 室内设计系 

新北市 华夏技术学院 化妆品应用系 

新北市 华夏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设计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组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建筑及都市设计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新闻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法律学系法学组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法律学系财经法律组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大众传播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化学工程与材料工程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音乐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心理辅导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国际贸易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日本语文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物理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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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县市 学校名称  招生系组、学位学程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动物科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广告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景观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体育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韩国语文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地理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劳工关系学系人力资源组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土地资源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观光事业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美术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音乐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文学系文艺创作组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劳工关系学系劳资关系组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戏剧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戏剧学系 

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 舞蹈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新闻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电视组 

台北市 世新大学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电影组 

台北市 世新大学 口语传播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传播管理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资讯传播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数字多媒体设计学系动画设计组 

台北市 世新大学 法律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广播组 

台北市 世新大学 数字多媒体设计学系游戏设计组 

台北市 世新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资讯管理组 

台北市 世新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资讯科技组 

台北市 世新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网路科技组 

台北市 世新大学 经济学系 

台北市 世新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北市 铭传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台北市 铭传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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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县市 学校名称  招生系组、学位学程 

台北市 铭传大学 国际企业学系 

台北市 铭传大学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 

台北市 铭传大学 会计学系 

台北市 铭传大学 传播学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台北市 实践大学 服装设计学系 

台北市 实践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台北市 实践大学 餐饮管理学系 

台北市 实践大学 媒体传达设计学系创新媒体设计组 

台北市 实践大学 媒体传达设计学系数字 3D 动画设计组 

台北市 实践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国际企业管理组 

台北市 实践大学 家庭研究与儿童发展学系 

台北市 实践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企业管理组 

台北市 大同大学 事业经营学系 

台北市 大同大学 工业设计学系 

台北市 大同大学 应用外语学系 

台北市 大同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台北市 大同大学 媒体设计学系互动媒体设计组 

台北市 大同大学 媒体设计学系数字游戏设计组 

台北市 大同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 

台北市 台北医学大学 医学检验暨生物技术学系 

台北市 台北医学大学 护理学系 

台北市 台北医学大学 公共卫生学系 

台北市 台北医学大学 医务管理学系 

台北市 台北医学大学 牙体技术学系 

台北市 台北医学大学 老人护理暨管理学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观光与休闲事业管理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服务业管理组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创业管理组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网站设计组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网路营销组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应用英语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数字多媒体设计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室内设计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数据提供：陆生联招会 7 主办学校：南台科技大学 

所在县市 学校名称  招生系组、学位学程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土木与防灾设计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建筑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会计系 

台北市 中国科技大学 国际商务系 

台北市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不动产投资与经营学位学程 

台北市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国际贸易系 

台北市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保险金融管理系 

台北市 中华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 

台北市 中华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台北市 中华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台北市 中华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系 

台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台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台北市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餐饮管理系 

台北市 台北海洋技术学院 海空物流与营销系 

台北市 台北海洋技术学院 食品科技与营销系 

台北市 台北海洋技术学院 餐饮管理系 

台北市 台北海洋技术学院 资讯科技与行动通讯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财经法律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室内设计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会计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建筑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土木工程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心理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电子工程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机械工程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生物科技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商业设计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生物环境工程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特殊教育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应用外国语文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工业与系统工程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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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县 中原大学 应用数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物理学系光电与材料科学组 

桃园县 中原大学 物理学系物理组 

桃园县 中原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应用华语文学系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化学系化学组 

桃园县 中原大学 化学系材料化学组 

桃园县 元智大学 管理学院 

桃园县 元智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通讯工程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机械工程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资讯传播学系设计组 

桃园县 元智大学 资讯传播学系科技组 

桃园县 元智大学 社会暨政策科学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中国语文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系 

桃园县 元智大学 应用外语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经济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应用统计资讯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商业设计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商品设计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建筑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数字媒体设计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观光学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应用英语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应用中国文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应用日语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华语文教学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谘商与工商心理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公共事务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社会与安全管理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工程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电子工程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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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县 铭传大学 资讯传播工程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生物科技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医疗资讯与管理学系 

桃园县 铭传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多媒体与游戏发展科学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资讯网路工程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文化创意与数字媒体设计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观光休闲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工业管理系 

桃园县 龙华科技大学 化工与材料工程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物业经营与管理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网路技术组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工业管理系资讯应用组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经营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绿色能源组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工业管理系服务管理组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桃园县 清云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营建科技系营建管理组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营建科技系不动产经营管理组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观光与休闲事业管理系观光管理组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观光与休闲事业管理系休闲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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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商业设计系数字媒体设计组 

桃园县 万能科技大学 商业设计系商业设计组 

桃园县 桃园创新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系车辆工程组 

桃园县 桃园创新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 

新竹县 明新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新竹县 明新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材料科技系 

新竹县 明新科技大学 休闲事业管理系 

新竹县 大华技术学院 观光管理系 

新竹县 大华技术学院 电视与网路营销管理系 

新竹县 大华技术学院 电机与电子工程系电子组 

新竹市 中华大学 财务管理学系 

新竹市 中华大学 建筑与都市计划学系建筑设计组 

新竹市 中华大学 土木工程学系 

新竹市 中华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资讯工程组 

新竹市 中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系 

新竹市 玄奘大学 财富管理学系 

新竹市 玄奘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经营管理组 

新竹市 玄奘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观光营销组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应用财务管理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卫生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医学影像暨放射技术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医务管理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护理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餐饮管理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应用英语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健康休闲管理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新竹市 元培科技大学 视光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财务资讯与金融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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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国际商务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多媒体与游戏发展科学系视觉创意组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应用英语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休闲运动管理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餐旅经营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时尚造型设计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休闲事业管理系 

苗栗县 育达商业科技大学 华文传播与创意系 

苗栗县 亚太创意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系 

苗栗县 亚太创意技术学院 餐旅营销管理系 

苗栗县 亚太创意技术学院 化妆品应用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建筑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景观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外国语文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美术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法律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社会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软件工程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行政管理暨政策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生命科学系生态暨生物多样性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生命科学系生物医学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畜产与生物科技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应用数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会计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物理学系应用物理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物理学系物理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化学系化学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化学系化学生物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统计学系(社会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统计学系(自然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音乐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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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东海大学 政治学系政治理论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经济学系一般经济组 

台中市 东海大学 经济学系产业经济组 

台中市 逢甲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资讯电机学院不分系荣誉班 

台中市 逢甲大学 会计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国际贸易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经济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建筑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土木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机械与计算机辅助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应用数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营销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化学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工业工程与系统管理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财税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外国语文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国际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学程(英语专班)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光电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纤维与复合材料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水利工程与资源保育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环境工程与科学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电子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通讯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运输科技与管理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自动控制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土地管理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统计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航天与系统工程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合作经济学系 

台中市 逢甲大学 都市计划与空间资讯学系都市计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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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逢甲大学 都市计划与空间资讯学系空间资讯组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国际企业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大众传播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会计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英国语文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法律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食品营养学系营养与保健组 

台中市 静宜大学 化妆品科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观光事业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社会工作与儿童少年福利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资讯传播工程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应用化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统计资讯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西班牙语文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日本语文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台湾文学系 

台中市 静宜大学 食品营养学系食品与生物技术组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财务与计算数学系财务工程组 

台中市 静宜大学 财务与计算数学系计算数学组 

台中市 中山医学大学 物理治疗学系 

台中市 中山医学大学 职能治疗学系 

台中市 中山医学大学 心理学系 

台中市 中山医学大学 医疗产业科技管理学系 

台中市 中山医学大学 公共卫生学系健康管理组 

台中市 中国医药大学 药用化妆品学系 

台中市 中国医药大学 生物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学系 

台中市 中国医药大学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学系 

台中市 中国医药大学 物理治疗学系 

台中市 中国医药大学 营养学系 

台中市 中国医药大学 医务管理学系 

台中市 亚洲大学 数字媒体设计学系数字动画设计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数字媒体设计学系数字游戏设计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学系企业形象设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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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亚洲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学系产业视觉设计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创意商品设计学系流行精品设计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创意商品设计学系创意商品设计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时尚设计学系 

台中市 亚洲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投资管理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金融机构管理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资讯传播学系 

台中市 亚洲大学 休闲与游憩管理学系 

台中市 亚洲大学 国际企业学系国际企业经营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国际企业学系国际营销组 

台中市 亚洲大学 幼儿教育学系 

台中市 亚洲大学 心理学系 

台中市 亚洲大学 社会工作学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建筑系建筑组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景观及都市设计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幼儿保育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休闲事业管理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营建工程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传播艺术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系化学技术组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建筑系室内设计组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会计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系生化科技组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保险金融管理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资讯与通讯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系 

台中市 朝阳科技大学 银发产业管理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护理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文化事业发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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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应用英语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绿色科技组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老人福利与事业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幼儿保育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食品科技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营养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物理治疗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系 

台中市 弘光科技大学 健康事业管理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流行设计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观光与休闲管理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数字媒体设计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资讯科技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金融与风险管理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资讯网路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科技商品设计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财政系 

台中市 岭东科技大学 会计资讯系 

台中市 中台科技大学 老人照顾系 

台中市 中台科技大学 营销管理系 

台中市 中台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系 

台中市 侨光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台中市 侨光科技大学 资讯科技系 

台中市 侨光科技大学 应用英语系 

台中市 修平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台中市 修平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经营系 

台中市 修平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经营系国际会展与观光休闲组 

彰化县 大叶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彰化县 大叶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彰化县 大叶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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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县 大叶大学 多媒体数字内容学位学程 

彰化县 大叶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 

彰化县 大叶大学 环境工程学系 

彰化县 大叶大学 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 

彰化县 大叶大学 生物产业科技学系 

彰化县 大叶大学 资讯管理学系 

彰化县 大叶大学 会计资讯学系 

彰化县 大叶大学 造形艺术学系 

彰化县 明道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彰化县 明道大学 景观设计学系 

彰化县 明道大学 资讯传播学系 

彰化县 明道大学 产业创新与经营学系 

彰化县 明道大学 应用英语学系 

彰化县 明道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数字媒体设计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空间设计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商业设计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管理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工程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自动化工程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彰化县 建国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 

彰化县 中州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彰化县 中州科技大学 餐饮厨艺系 

彰化县 中州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彰化县 中州科技大学 观光与休闲管理系 

彰化县 中州科技大学 时尚创意设计与管理系 

彰化县 中州科技大学 幼儿保育系 

彰化县 中州科技大学 保健食品系 

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系 

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文化创意与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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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数位生活创意系 

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福祉科技与服务管理系 

南投县 南开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车辆组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营销管理系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幼儿保育系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商品设计系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多媒体动画设计系 

云林县 环球科技大学 观光与餐饮旅馆系 

嘉义县 南华大学 幼儿教育学系 

嘉义县 南华大学 生死学系社会工作组 

嘉义县 南华大学 休闲产业经济学系 

嘉义县 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 休闲游憩与旅运管理学系 

嘉义县 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 财经法律学系 

嘉义县 吴凤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嘉义县 吴凤科技大学 应用数字媒体系 

台南市 长荣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台南市 长荣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台南市 康宁大学 资讯传播学系 

台南市 康宁大学 餐饮管理学系 

台南市 台湾首府大学 幼儿教育学系 

台南市 台湾首府大学 休闲管理学系 

台南市 台湾首府大学 资讯与多媒体设计学系 

台南市 台湾首府大学 数字娱乐与游戏设计学系 

台南市 台湾首府大学 休闲资讯管理学系 

台南市 台湾首府大学 应用外语学系日语组 

台南市 台湾首府大学 应用外语学系英语组 

台南市 兴国管理学院 网路多媒体设计学系 

台南市 兴国管理学院 管理资讯学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资讯传播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动画设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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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多媒体与计算机娱乐科学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会计资讯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管理与资讯系工业管理组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创新产品设计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企业电子化学位学程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控制与芯片组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休闲事业管理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系统应用组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材料工程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餐旅管理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自动化控制组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光电工程系 

台南市 南台科技大学 生物科技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国际贸易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会计资讯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不动产经营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应用英语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空间设计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公共关系暨广告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视讯传播设计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资讯传播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幼儿保育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运动健康与休闲学位学程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餐饮管理学位学程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系 

台南市 昆山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文化事业发展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与科学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生活应用与保健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食品科技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化妆品应用与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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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婴幼儿保育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医药化学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观光事业管理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医务管理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运动管理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资讯科技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职业安全卫生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环境资源管理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餐旅管理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休闲保健管理系 

台南市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儿童产业服务学位学程 

台南市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旅馆管理学位学程 

台南市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自动化控制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计算机应用工程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餐饮管理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化妆品应用与管理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休闲运动管理系休闲产业组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旅游事业管理系旅游经营组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创意商品设计与管理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创新设计与创业管理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管理应用组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数字生活组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数字媒体设计与管理系 

台南市 远东科技大学 旅游事业管理系领队导游组 

台南市 中华医事科技大学 护理系 

台南市 中华医事科技大学 视光系 

台南市 中华医事科技大学 生物科技系 

台南市 南荣技术学院 观光系 

台南市 南荣技术学院 资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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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南荣技术学院 餐旅管理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土木与生态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餐旅管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应用日语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观光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应用英语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大众传播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电影与电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休闲事业管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数字多媒体设计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创意商品设计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国际商务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会计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国际企业经营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国际观光餐旅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娱乐事业管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医务管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健康管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护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物理治疗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职能治疗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营养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通讯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电子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工业管理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生物科技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化学工程学系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应用数学系资讯科学组 

高雄市 义守大学 应用数学系财务分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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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义守大学 厨艺学系 

高雄市 实践大学 时尚设计学系 

高雄市 实践大学 资讯仿真与设计学系 

高雄市 实践大学 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 

高雄市 实践大学 金融管理学系 

高雄市 实践大学 营销管理学系 

高雄市 高雄医学大学 运动医学系 

高雄市 高雄医学大学 口腔卫生学系 

高雄市 高雄医学大学 香妆品学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金融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室内设计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生活产品设计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流行设计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营销管理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与贸易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休闲事业管理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表演艺术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动画与游戏设计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休闲游憩与运动管理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通讯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运筹管理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高雄市 树德科技大学 儿童与家庭服务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护理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与科学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保健营养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物理治疗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职业安全卫生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幼儿保育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及材料科学系 

高雄市 辅英科技大学 休闲与游憩事业管理系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土木与工程资讯系工程技术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系国际贸易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财务金融系公司理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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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经营管理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建筑与室内设计系室内设计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商务英语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化妆品与时尚彩妆系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电机与控制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休闲与运动管理系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建筑与室内设计系建筑设计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流通管理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工业工程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幼儿保育系文教产业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土木与工程资讯系工程资讯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经营管理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资讯科技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设计制造组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系国际营销组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学 文化创意设计与数字整合学位学程 

高雄市 高苑科技大学 香妆与养生保健学位学程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英国语文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法国语文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德国语文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西班牙语文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日本语文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应用华语文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外语教学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翻译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国际事务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国际企业管理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数字内容应用与管理系 

高雄市 文藻外语学院 传播艺术系 

高雄市 和春技术学院 企业管理系 

高雄市 和春技术学院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高雄市 和春技术学院 流行时尚造型设计系 

高雄市 东方设计学院 美术工艺系 

高雄市 东方设计学院 影视艺术系 

高雄市 东方设计学院 室内设计系 

高雄市 东方设计学院 流行商品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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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护理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幼儿保育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药学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环境与职业安全卫生系环境科技组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环境与职业安全卫生系职业安全卫生组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生物科技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数字多媒体设计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观光事业系 

屏东县 大仁科技大学 食品科技系保健营养组 

屏东县 美和科技大学 生物科技系 

屏东县 美和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 

屏东县 美和科技大学 儿童服务系 

屏东县 永达技术学院 车辆工程系 

屏东县 永达技术学院 航空机械系设计制造组 

屏东县 高凤数位内容学院 营销与流通管理系 

屏东县 高凤数位内容学院 餐旅事业管理系餐饮管理组 

屏东县 高凤数位内容学院 餐旅事业管理系观光休闲组 

宜兰县 佛光大学 应用经济学系产业经济组 

宜兰县 佛光大学 应用经济学系经贸组 

宜兰县 佛光大学 资讯应用学系资讯系统与管理组 

花莲县 慈济大学 公共卫生学系 

花莲县 慈济大学 医学资讯学系生物资讯组 

花莲县 慈济大学 医学资讯学系医学资讯技术组 

花莲县 慈济大学 分子生物暨人类遗传学系 

花莲县 慈济大学 生命科学系 

花莲县 大汉技术学院 珠宝技术系 

花莲县 大汉技术学院 流通与营销管理系 

花莲县 大汉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与环境资源管理系 

花莲县 慈济技术学院 医务管理系 

花莲县 慈济技术学院 资讯工程系资讯工程组 

花莲县 慈济技术学院 资讯工程系资讯科技与管理组 

花莲县 台湾观光学院 观光休闲系 

花莲县 台湾观光学院 观光旅游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建筑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应用英语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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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华语文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企业管理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观光管理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运动与休闲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海洋与边境管理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土木与工程管理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食品科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电子工程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金门县 国立金门大学 工业工程与管理学系 

金门县 铭传大学 传播学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金门县 铭传大学 观光学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航运管理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营销与物流管理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资讯管理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应用外语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电信工程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电机工程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餐旅管理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观光休闲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资讯工程系 

澎湖县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海洋运动与游憩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