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招生問與答 Q&A
招生問題請先參閱 Q&A，如有不足歡迎詢問各專線
護理科 06-2112751、化妝品應用科 06-2112335、老人照顧科 06-2110263、註冊組 06-2110648

五專-護理科、化妝品應用科
◎國中基測

測驗日期：101.6.9 ~10

1. 問：臺南護專有幾科?
答：日間部五專-護理科、化妝品應用科
日間部二專-化妝品應用科
夜間部二專-化妝品應用科、老人照顧科
2.問：如何入學五專?
答：本校五專部採免試入學(55%)、申請抽籤(15%)及聯合登記分發(30%)
(1)免試入學(55%)192 名(護 165、妝 27)
以國中在校三學期(8 上、8 下、9 上)全校排名百分比成績報名南區五專聯
合免試入學，簡章請向國中購買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簡章（簡章可於本
校警衛室購買）
，應屆畢業生由國中集體報名。符合資格者，本校依成績排
序、通知登記梯次順序，於 101/4/18 到本校現場登記科別，額滿為止，無
備取名額，未達通知梯次標準或未錄取者可再報名南區五專申請抽籤。
(2) 申請抽籤(15%)53 名(護 45、妝 8)
符合本校報名門檻條件者，先向國中購買南區五專申請抽籤簡章及報名（簡
章可於該國中或本校警衛室購買）
，應屆畢業生由國中集體報名，於 101/7/7
到本校現場依梯次抽籤科別，額滿為止，無備取名額，未錄取者可再報名
五專聯合登記分發。
(3)聯合登記分發 (30%)105 名(護 90、妝 15)
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參加分發。應屆畢業生由國中集體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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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五專招收學生人數? 答：350 名(護 300、妝 50)

學 制
管道
名 額

五專部(日)合計 350 名
護理科 300 名
化妝品應用科 50 名
免試入學 申請抽籤 聯合分發 免試入學 申請抽籤 聯合分發
55%
15%
30%
55%
15%
30%
165 名
45 名
90 名
27 名
8名
15 名

何時知 101.4.18 101.7.7
101.8.8 101.4.18 101.7.7
101.8.8
道分數 現場登記 現場抽籤
放榜
現場登記 現場抽籤
放榜
請向五專各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除轉學考試之外，本校五專未辦理單獨招生。
報名
4. 問：幾分才考得上?
答：每年基本學力測驗的難易度，以及學生的意願、人數等因素都會影響最低
錄取分數，本年於 8 月 8 日聯合分發放榜後才會知道真正的最低錄取分數。
5. 問：PR 值多少才考得上?
答：基本上依據各管道報名學生人數、分數與方式而定，請詳閱簡章內容，過
去聯合分發 PR 值須約 70 以上較有機會。
◎PR 值（又稱為百分等級）
，是先將該次測驗所有考生的量尺總分排序後，依照
人數均分成一百等分，該生大約會落在第幾個等分中。簡單來說，若某位考生
的 PR 值為 70，即表示該生的分數高於該次測驗全國約 70%考生。但是因為每
次測驗的總人數不相同，所以不同次測驗中每個百分等級所包含的人數並不相
同。
6. 問：101 學年度英檢、幹部有加分嗎?
答：今年依教育部規定五專各入學管道(免試、申請抽籤、聯合分發)都沒有特
別加分，因此幹部、英檢一律都不加分。
7.問：有收男生嗎?有男生宿舍嗎?
答：男女兼收，本校鄰近臺南火車站，由火車站步行至本校 10 分鐘內可達(距
離約 700 公尺)，各類交通工具相當便利，為提供學生更好的住宿環境，及
規劃男學生宿舍，本校自 100 年起學生宿舍進行改建，目前無法提供住宿，
如有租屋需求者請參考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http://www.ntin.edu.tw/HouseRent/Query.htm）。
8.問：學費多少?
答：學雜費─100 學年度五專前三年每學期 14,163 元；五專後二年 18,524 元
（101 學年度視教育部情況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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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問：宿舍費用多少?
答：本校鄰近臺南火車站，為提供學生更好的住宿環境，及規劃男學生宿舍，
本校自 100 年起學生宿舍進行改建，目前無法提供住宿，如有租屋需求者請
參考學務處生輔組網頁（http://www.ntin.edu.tw/HouseRent/Query.htm）
。
10.問：有無交通車?
答：本校沒有交通車。本校距離臺南市火車站約 700 公尺，由火車站前站下地
下道，左轉中山路(經過署立臺南醫院)，再右轉民族路，步行 10 分鐘內可
達。
11.問：護理科在哪裡實習?
答：在臺南市之醫院(如成大醫院、奇美醫院、臺南醫院、郭綜合醫院、臺南市
立醫院、胸腔病院、新樓醫院、嘉南療養院等)、衛生所或學校參加實習。
12.問：畢業後可以升學嗎?
答：護理科畢業後可報考國內外護理、助產、保健營養、幼兒保育、醫務管理、
呼吸治療、化妝品應用及生物科技等相關科系之二技和大學。
化妝品應用科可報考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整體造型設計系、生活應用科
學系、化學、醫學及生物技術等相關學系。
13.問：五專畢業後可以考護理師執照嗎?
答：目前可以，本校輔導學生考取護士及護理師執照、公職人員高普考以利在
國內外醫療院所擔任護士、護理師、醫療保健相關行業等。
14.問：沒有考過英檢初級，可以報名五專?
答：可以。入學後所有五專學生必須於畢業前取得全民英檢初級以上資格，才能
順利取得副學士學位證書。
15.問：我可以直接去學校報名五專嗎?
答：不可以，本校五專部沒有單獨招生，必須由就讀國中向聯合免試入學、申
請抽籤或聯合登記分發委員會集體報名，本校不能接受單獨報名。
16.問：如果考不上，還有其他管道進入五專嗎?
答：原則上，本校於每年八月五專聯合登記分發放榜後都是額滿，除非學期中
有同學退學，才會有名額出缺，本校會依缺額，決定是否招收轉學生。本校
缺額，請參考教務處註冊組網頁中之各式統計表。轉學生招考資訊分別於每
年寒假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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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日間部--化妝品應用科
◎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測驗：101.5.6

1.問：日二專有幾科?
答：目前僅有化妝品應用科，就讀 2 年，取得副學士學位。
2.問：如何申請入學?
答：本校二專日間部採推薦甄選及聯合登記分發
(1)推薦甄選-招生名額 20 名(限應屆畢業生)
以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參加推甄，並先購買四技二專推薦甄選招
生簡章及報名（簡章可於本校門口購買）。
(2)聯合登記分發-招生名額 30 名
以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參加分發。
二專部 (日)

學 制

化妝品應用科

招生管道

甄選入學

登記分發

招生(群)類別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化工群

設計群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名額(人)

20

2

3

25

計分方式

統測 40%
面試 60%

報名方式

請向二專各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統測分數

3.問：二專日間部合計招收學生人數?
答：50 名
4.問：有收男生嗎?有男生宿舍嗎?
答：男女兼收，為提供學生更好的住宿環境，及規劃男學生宿舍，本校自 100
年起學生宿舍進行改建，目前無法提供住宿，如有租屋需求者請參考學務處
生輔組網頁（http://www.ntin.edu.tw/HouseRent/Query.htm）。
5.問：學費多少?
答：學雜費─100 學年度每學期 18,524 元（101 學年度視教育部情況調整）。
6.問：宿舍費用多少?
答：本校鄰近臺南火車站，為提供學生更好的住宿環境，本校自 100 年起學生
宿舍進行改建，目前無法提供住宿，如有租屋需求者請參考學務處生輔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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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http://www.ntin.edu.tw/HouseRent/Query.htm），或請多利用大眾運
輸交通工具。
7.問：有無交通車?
答：本校沒有交通車，距離臺南市火車站約 700 公尺，由火車站前站下地下道，
左轉中山路(經過署立臺南醫院)，再右轉民族路，步行約 10 分鐘可達。
8.問：化妝品科畢業後可以升學嗎?
答：可以的!可以報考美容相關類科二技，或插班大學。
9.問：化妝品科畢業後可以考什麼證照嗎?
答：學校會輔導學生參加美容相關類科乙級和丙級證照。化妝品應用科 99 年統
計在校生報考美容丙級考照者之及格率為 100%，美容乙級考照及格率為
54%。
10.問：化妝品科畢業後學校會輔導就業嗎?
答：學校可依據廠商提供之徵才需求，輔導學生畢業後擔任專業美容機構如醫
學美容中心、護膚 SPA 中心及藥妝之美容講師；整體造型設計師；新娘秘書；
化妝品行銷與管理人員；化妝品研發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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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夜間部－化妝品應用科、老人照顧科
◎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測驗：101.5.6

1. 問：夜二專有幾科?
答：化妝品應用科(30 名)、老人照顧科(50 名)
2.問：如何夜間部入學?
答：(1)登記分發-計分方式採取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或持高職成績單。
(2)本校單獨招生-考科及名額如下表，預計 101 年 8 月底舉辦轉學考試。
學 制
招生管道
招生(群)類別
名額(人)

計分方式

報名方式

二專部 (夜)
化妝品應用科
登記分發

老人照顧科

單獨招生

登記分發

單獨招生

家政群生活應

衛生與護理

家政群

用類

類

生活應用類

10

15

12

18

1.統測分數
面試
2. 持 高 職 成 績
單即可(免統
測)

1.統測分數
2.持高職成績單即可(免統測)

25
考科：
健康與護理
(考古題請參
考本校網頁)

夜二專部分名額單獨招生，招生專線 06-2110652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4:30-22:00)

3.問：沒考四技二專統測是否能報名夜間部登記分發?
答：可，持高職成績單報名即可。(亦可鼓勵參加本校獨招)本校 101 學年度夜
間部採部分名額單獨招生。
4.問：就讀夜間部是否有年齡限制?
答：沒有年齡限制。
5.問：退伍軍人是否可就讀?
答：可以。退伍軍人的加分標準有分許多類別及名額，建議你購買乙份 101 嘉
年區二專夜間部聯合分發簡章(每份 100 元)或本校 101 學年度夜二專單獨招
生簡章，詳細核對你的加分類別，本校門口警衛室有代售簡章，如有疑問可
再與本校夜間部聯繫 06-2110652(上班時間 14：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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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問：夜間部要讀幾年? 夜間部上課時間?
答：夜間部各科課程安排靈活，無軍訓、體育課，著重實用就業技術課程。以 2
年為原則，週末及寒暑假不上課，上課時間平日晚上 6:10-10:05。
7.問：夜間部可以轉到日間部就讀嗎?
答：夜間部入學簡便，日夜間部可校內互轉，管道通暢。
8.問：老人照顧科可以報考護士執照嗎?或者去修護理科的課程?
答：不行，老人照顧科實習後可報考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學期中，若接受
喪禮服務員受訓，可從事生命禮儀師工作。畢業後參加居家服務督導受訓，
具有居家督導資格。
9.問：老人照顧科畢業後可以升學嗎?
答：可以的!國內外大學或技術學院進修老人照顧相關科系。
10.問：老人照顧科畢業後有哪些就業選擇?
答：(1) 取得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可選擇護理之家、療養中心、安養中心、
日間照顧中心及居家服務等機構。
(2) 取得內政部居家服務督導資格後，可從事居家督導的工作。
(3) 學生畢業也可從事老人服務或照顧相關工作，如生命禮儀師。
11.問：有無交通車?
答：本校沒有交通車，本校鄰近臺南火車站，由火車站步行至本校 10 分鐘內可
達(距離約 700 公尺)，生活機能佳。
12.問：化妝品科畢業後可以升學嗎?
答：可以的!可報考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整體造型設計系、生活應用科學系、
食品營養系、醫學及生物技術等相關學系二技，或插班大學。
13.問：化妝品科畢業後可以考什麼證照嗎?
答：學校會輔導學生參加美容相關類科乙級和丙級證照。
14. 問：化妝品科畢業後學校會輔導就業嗎?
答：學校可依據廠商提供之徵才需求，輔導學生畢業後擔任專業美容機構如醫
學美容中心、護膚 SPA 中心及藥妝之美容講師；整體造型設計師；新娘秘書；
化妝品行銷與管理人員；化妝品研發人員等。
15. 問：老人照顧科畢業後學校會輔導就業嗎?
答：學校會提供徵才機構單位，在學期間輔導學生參加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
及喪禮服務丙級證照。
New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