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109學年度
招生入學資訊



日間部入學資訊

 日間部四技運動績優單獨招生

 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招生

 日間部四技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
試招生

 日間部四技特色單獨招生

 日間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招生

進修部入學資訊

 進修部四技單獨招生

 進修部二技單獨招生



招生系(組)

招生名額

運動
績優

甄選
入學

身心
障礙

特色
單獨

登記
分發

名額
合計

日四技-運動休閒組 18 16 3 8 8 53

日四技-健康保健組 8 10 3 8 4 33

日四技招生名額總計 86

進四技 42 42

進四技招生名額總計 42

進二技-運動休閒組 22 22

進二技-健康保健組 22 22

進二技招生名額總計 44

109學年度入學招生名額



109學年度入學報名時程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運動績優2/10-4/10

甄選入學~6/9

聯登繳費及狀態查詢
7/9-7/13 集體
7/14-7/20 個別

獨招
8/5-8/11

2/10~7/16 進修部獨招

日四技

進四技

聯登 7/23-7/28
網路登記志願

6/17~7/13 進修部獨招進二技



日間部入學資訊

 日間部四技運動績優單獨招生

 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招生

 日間部四技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
試招生

 日間部四技特色單獨招生

 日間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招生



日間部四技運動績優單獨招生(1/3)

招生系(組) 招生名額/報考資格

健康休閒管理系-運動休閒組 18

健康休閒管理系-健康保健組 8

招生名額合計 26

報考資格(符合以下之一者)：
(一)曾參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住

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並持有證明者。
(二)曾任高中職學校運動代表隊一年以上，且曾參加縣市級以上運動競

賽，並持有證明、參賽紀錄者。
(三)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畢業生，並持有證明者。



重要時程 時程安排

簡章公告
109年1月6日(星期一)～
109年4月10日(星期五)

網路報名
109年2月10日(星期一)～
109年4月10日(星期五)

查詢(列印)准考證、面試梯次
109年4月21日(星期二)
10：00後

面試(口試)日期 109年4月25日(星期六)

網路查詢成績 109年4月30日(星期四)

成績複查截止
109年5月5日(星期二)
12：00止

榜單公告
109年5月13日(星期三)
16：00

正取生報到
109年5月19日(星期二)～
109年5月20日(星期三)

※本日程如有變動，以相關通知為準

日間部四技運動績優單獨招生(2/3)



日間部四技運動績優單獨招生(3/3)

附件下載

簡章下載

招生頁面



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招生(1/2)

招生系(組) 招生類別 招生名額 面試日期

健康休閒管理系
運動休閒組

09 商業與管理群 8

109.6.12(五)12 家政群幼保類 2

17 餐旅群 6

健康休閒管理系
健康保健組

10 衛生與護理類 2 109.6.13(六)

12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3
109.6.12(五)

17 餐旅群 5

招生名額合計 26



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招生(2/2)

重要時程 時程安排

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截止日期 109年6月9日(星期二)22:00止

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並寄發
複試通知日期

109年6月11日(星期四)10:00起

公告甄選總成績日期 109年6月25日(星期四)10:00前

公告正備取名單日期 109年6月30日(星期二)10:00起

正(備)取生聯招會網站登記就讀
志願序

109年7月1日 (星期三)10:00起～
109年7月4日 (星期六)17:00止

統一分發放榜 109年7月8日(星期三)10:00起

分發錄取生報到 109年7月14日(星期二)12:00止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1/2)

招生系(組) 招生類別 招生名額

健康休閒管理系
運動休閒組

商業與管理群 1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1

家政群幼保類 1

健康休閒管理系
健康保健組

家政群幼保類 1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1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1

招生名額合計 6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2/2)

重要時程 時程安排

簡章發售 108年11月18日(星期一)起

網路報名
108年12月3日(星期二)上午9:00起～
108年12月16日(星期一)晚間11:59分

學科考試
109年3月20日(星期五)～
109年3月22日(星期日)

術科考試 109年3月23日(星期一)

寄發成績單 109年4月20日(星期一)

考生網路選填志願
109年4月30日(星期四)9:00～
109年5月6日(星期三)17:00

錄取公告及分發查詢 109年5月14日(星期四)10:00起



日間部四技特色單獨招生(1/1)

招生系(組) 招生名額

健康休閒管理系-運動休閒組 8

健康休閒管理系-健康保健組 8

招生名額合計 16

重要時程 時程安排

簡章公告 109年7月9日

報名 109年8月5日～11日

網路查詢成績 109年8月17日

成績複查截止 109年8月18日 12:00時

公告錄取名單/放榜 109年8月19日 16:00時

錄取註冊
正取生：109年8月20日
備取生：109年8月24日起至8月28日



日間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招生(1/2)

招生系(組) 招生類別 招生名額

健康休閒管理系
運動休閒組

09 商業與管理群 3

12 家政群幼保類 2

17 餐旅群 3

健康休閒管理系
健康保健組

10 衛生與護理類 1

12 家政群幼保類 1

17 餐旅群 2

招生名額合計 12



日間部四技聯合登記分發招生(2/2)

重要時程 時程安排

簡章發售 108年12月10日(星期二)起

集體資格審查登錄
(高中職學校辦理)

109 年 5 月 11 日 ( 星 期 一 )10 ： 00 ～
109年5月15日(星期五)17：00

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109年6月29日(星期一)10：00起

集體繳費及狀態查詢
109 年 7 月 9 日 ( 星 期 四 )10 ： 00 ～
109年7月13日(星期一)17：00

個別繳費及狀態查詢
109 年 7 月 14 日 ( 星 期 二 )10 ： 00 ～
109年7月20日(星期一)24：00

網路登記志願
109 年 7 月 23 日 ( 星 期 四 )10 ： 00 ～
109年7月28日(星期二)17：00

錄取公告
本校寄發註冊通知

109年8月4日(星期二)10：00



進修部入學資訊

 進修部四技單獨招生

 進修部二技單獨招生



進修部四技單獨招生(1/2)

招生系(組)
招生名額 上課時間

108學年度
應屆高中生

高職生
每週三、週四，8：10~18：40

健康休閒管理系 20 22

招生名額合計 42

招收應屆高中生之錄取名額如未額滿，其招生缺額得流用至高職生名額。

本班與連鎖美容機構-窈窕佳人美容美體(倪釆有限公司)、
泰晶殿皇家養身連鎖集團合作辦理，，輔導有意願同學進入
該企業就職，相關說明如下：
1.第一個月，職前訓練津貼6,000元/月。
2.第二個月開始，薪資依照勞基法23,800元/月起薪。
3.六個月後可依店家及個人意願轉為正職。
4.正職人員可享完善之員工福利。



重要時程 時程安排

簡章公告
109年1月6日(星期一)～109年7月16日(星
期四)

網路報名
109年2月10日 (星期一)～109年7月16日
(星期四)

成績查詢 109年7月28日(星期二) 16:00以後

成績複查 109年7月30日(星期四)

榜單查詢 109年8月4日(星期二) 16:00以後

正取生報到 109年8月13日(星期四)

備取生報到 109年8月20日(星期四)

簡章下載

進修部四技單獨招生(2/2)



科大店
2013年12月
第六家直營店

2016年4月遷移

窈窕佳人企業簡介(1/8)



員工核心能力培養

美容

美體塑身

窈窕佳人企業簡介(2/8)



20150908第一版 21

窈窕佳人企業簡介(3/8)



窈窕佳人企業簡介(4/8)



窈窕佳人企業簡介(5/8)



窈窕佳人企業簡介(6/8)



窈窕佳人企業簡介(7/8)



★國內外旅遊每年1次
★每月教育訓練
★每月勞健保補助
★個人團保200萬
★員工宿舍
★每年制服補助
★三節禮品+生日禮品
★服務滿一年即有7天特休假期、三年享有10天特休
★分店不定時聚餐、春酒、尾牙

員工福利

窈窕佳人企業簡介(8/8)



進修部二技單獨招生(1/2)

招生系(組) 招生名額 上課時間

健康休閒管理系
運動休閒組

22

每星期六及星期日 8:30~18:30健康休閒管理系
健康保健組

22

招生名額合計 44



重要時程 時程安排

網路報名及繳交報名費 109年6月17日至109年7月13日止

寄繳報名資料 109年7月14日前(郵戳為憑)

本會網站查詢成績 109年7月29日

申請成績複查 109年8月3日

榜單公告 109年8月6日本會網站公告

正取生錄取報到 109年8月18日本會網站公告

本會網站公告候補名單 108年8月21日、26日、31日餘類推，額滿為止

進修部二技單獨招生(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