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
⽬錄
柒、個⼈申請制之學校及系組招⽣規定（需書⾯審查、加考術科或來臺⾯試）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國⽴暨南國際⼤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國⽴臺北⼤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國⽴陽明⼤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國⽴聯合⼤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國⽴⾼雄⼤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國⽴宜蘭⼤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國⽴⾦⾨⼤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國防醫學院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臺灣藝術⼤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國⽴臺北藝術⼤學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國⽴臺南藝術⼤學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國⽴體育⼤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逢甲⼤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淡江⼤學 Tamkang University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銘傳⼤學(臺北) Ming Chuan University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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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10
12
17
23
32
36
43
46
51
53
61
63
65
71
74
79
80
84
87
93
94
98
101
104
106
110
112
116
119
121
126
128
129
130
139
147
158
166
175
184
190
195
201
204
208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實踐⼤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實踐⼤學(⾼雄) Shih Chien University
元智⼤學 Yuan Ze University
真理⼤學 Aletheia University
⻑榮⼤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世新⼤學 Shih Hsin University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中華⼤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南華⼤學 Nanhua University
開南⼤學 Kainan University
⽞奘⼤學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佛光⼤學 Fo Guang University
台灣⾸府⼤學 Taiwan Shoufu University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華梵⼤學 Huafan University
中信⾦融管理學院 CTBC Business School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雄醫學⼤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中國醫藥⼤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臺北醫學⼤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偕醫學院 Mackay Medical College
⼀貫道天皇學院 I-Kuan Tao College
臺北基督學院 Christ's College Taipei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國⽴臺灣科技⼤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澎湖科技⼤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中科技⼤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國⽴⾼雄餐旅⼤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國⽴勤益科技⼤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國⽴臺北商業⼤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國⽴臺灣戲曲學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景⽂科技⼤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華夏學校財團法⼈華夏科技⼤學 Hwa Hs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嶺東科技⼤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國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崑⼭科技⼤學 Kun S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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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17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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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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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263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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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正修科技⼤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樹德科技⼤學 Shu-Te University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Vanung University
南開科技⼤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仁科技⼤學 Tajen University
健⾏科技⼤學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華科技⼤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環球學校財團法⼈環球科技⼤學 TransWorld University
吳鳳科技⼤學 WuFeng University
德明財經科技⼤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致理科技⼤學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明新科技⼤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僑光科技⼤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東南科技⼤學 Tungnan University
⽂藻外語⼤學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遠東科技⼤學 Far East University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Meiho University
崇右影藝科技⼤學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明志科技⼤學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醒吾科技⼤學 Hsing W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東⽅學校財團法⼈東⽅設計⼤學 TUNGFANG DESIGN UNIVERSITY
黎明技術學院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苑科技⼤學 KAO YUAN UNIVERSITY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Min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捌、聯合分發之學校及系組招⽣規定－－－第⼀類組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國⽴暨南國際⼤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政治⼤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國⽴臺北⼤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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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400
407
420
423
424
432
433
438
441
446
448
451
452
454
457
460
464
467
468
471
473
475
478
479
480
482
484
486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7
497
500
501
502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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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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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國⽴聯合⼤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國⽴⾼雄⼤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國⽴宜蘭⼤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國⽴⾦⾨⼤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臺灣藝術⼤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國⽴臺南藝術⼤學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國⽴體育⼤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逢甲⼤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淡江⼤學 Tamkang University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銘傳⼤學(臺北) Ming Chuan University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實踐⼤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實踐⼤學(⾼雄) Shih Chien University
元智⼤學 Yuan Ze University
真理⼤學 Aletheia University
⻑榮⼤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世新⼤學 Shih Hsin University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中華⼤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南華⼤學 Nanhua University
開南⼤學 Kainan University
⽞奘⼤學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佛光⼤學 Fo Guang University
台灣⾸府⼤學 Taiwan Shoufu University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中信⾦融管理學院 CTBC Business School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法⿎學校財團法⼈法⿎⽂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貫道天皇學院 I-Kuan Tao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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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519
520
522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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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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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基督學院 Christ's College Taipei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國⽴臺灣科技⼤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澎湖科技⼤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中科技⼤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國⽴⾼雄餐旅⼤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國⽴勤益科技⼤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國⽴臺北商業⼤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國⽴臺灣戲曲學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景⽂科技⼤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嶺東科技⼤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國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崑⼭科技⼤學 Kun Shan University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正修科技⼤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樹德科技⼤學 Shu-Te University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Vanung University
南開科技⼤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仁科技⼤學 Tajen University
健⾏科技⼤學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華科技⼤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環球學校財團法⼈環球科技⼤學 TransWorld University
吳鳳科技⼤學 WuFeng University
德明財經科技⼤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致理科技⼤學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明新科技⼤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僑光科技⼤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東南科技⼤學 Tungnan University
⽂藻外語⼤學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遠東科技⼤學 Far East University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Meih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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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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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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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崇右影藝科技⼤學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657
明志科技⼤學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658
醒吾科技⼤學 Hsing W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59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0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660
宏國德霖科技⼤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661
東⽅學校財團法⼈東⽅設計⼤學 TUNGFANG DESIGN UNIVERSITY
661
黎明技術學院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662
⾼苑科技⼤學 KAO YUAN UNIVERSITY
663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3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664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Min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5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665
蘭陽技術學院 LAN 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666

捌、聯合分發之學校及系組招⽣規定－－－第⼆類組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國⽴暨南國際⼤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政治⼤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國⽴臺北⼤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國⽴陽明⼤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國⽴聯合⼤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國⽴⾼雄⼤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國⽴宜蘭⼤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國⽴⾦⾨⼤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逢甲⼤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淡江⼤學 Tamkang University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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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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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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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實踐⼤學(⾼雄) Shih Chien University
元智⼤學 Yuan Ze University
真理⼤學 Aletheia University
⻑榮⼤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中華⼤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南華⼤學 Nanhua University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國⽴臺灣科技⼤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澎湖科技⼤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中科技⼤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國⽴勤益科技⼤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景⽂科技⼤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華夏學校財團法⼈華夏科技⼤學 Hwa Hs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嶺東科技⼤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國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崑⼭科技⼤學 Kun Shan University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正修科技⼤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樹德科技⼤學 Shu-Te University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Vanung University
南開科技⼤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健⾏科技⼤學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華科技⼤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吳鳳科技⼤學 WuFeng University
明新科技⼤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僑光科技⼤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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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
708
708
709
709
710
711
712
712
714
714
715
716
717
718
718
718
721
722
725
726
727
727
728
729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6
736
737
737
739
740
740
741
742
743
743
744
745
746
747
747
748
749
750

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751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51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52
東南科技⼤學 Tungnan University
753
明志科技⼤學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753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5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754
宏國德霖科技⼤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755
黎明技術學院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55
⾼苑科技⼤學 KAO YUAN UNIVERSITY
756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56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757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Min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57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58

捌、聯合分發之學校及系組招⽣規定－－－第三類組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政治⼤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國⽴陽明⼤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國⽴⾼雄⼤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國⽴宜蘭⼤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國⽴⾦⾨⼤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國防醫學院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國⽴體育⼤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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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
759
761
762
763
763
765
765
766
767
767
768
769
769
770
770
771
772
772
773
773
773
774
775
776
776
776
777
777
779
780
780
781
782
783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783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784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785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787
實踐⼤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788
⻑榮⼤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788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789
開南⼤學 Kainan University
790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790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791
⾼雄醫學⼤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793
中國醫藥⼤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794
臺北醫學⼤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796
⾺偕醫學院 Mackay Medical College
797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97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98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801
國⽴澎湖科技⼤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01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802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803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04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805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806
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06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07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808
⼤仁科技⼤學 Tajen University
809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810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811
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811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812
遠東科技⼤學 Far East University
812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Meiho University
813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1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814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14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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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個⼈申請制之學校及系組招⽣規定（需書⾯審查、加考術科或來臺⾯試）
※申請就讀表列之個⼈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多4 個），須依簡章貳、申請⽅式之繳交表件，以及表列志願校系之系所分
則及「個⼈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志願校系審查資料。前開審查資料除志願校系另有規定外，⼀律以網路上傳⽅式繳交。如志
願校系另⾏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試，申請⼈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術科考試或來臺⾯試。
⼀、 欲查詢表列 110 學年度公私⽴⼤學個⼈申請制名額（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西元 2021 年 8 ⽉），請⾄海外
聯招會網⾴（https://student.overseas.ncnu.edu.tw/quota）查詢。⾄公私⽴⼤學各學系招⽣系組如有異動,
本會另將公告於海外聯招會網⾴（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 修業年限除各校有特別規定外,皆為四年。
三、 所謂「依⼀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四、 身⼼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應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
及⽣活照輔措施，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1
聯絡電話 886-2-33662007#356
傳真 886-2-23620096
地址 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網址 https://www.n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僑⽣及陸⽣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ocfs.osa.ntu.edu.tw/service/page3
保障僑⽣⼊學第⼀學期可優先住宿，請逕洽本校學⽣住宿服務組，網址：https://osa_dorm.ntu.edu.tw/
臺⼤⽬前已有11個學院及3個專業學院，共約55學系、134研究所，另設有50餘個各學術領域之國家級或校級研究中⼼，
是臺灣規模最⼤的綜合性⼤學。學⽣總⼈數現今已達32,000多⼈，其中⼤學部近17,000⼈，研究⽣15,000餘⼈，⽐例接
近⼀⽐⼀，已經成功轉型為研究型⼤學。臺⼤培養出眾多學術界頂尖學者，包含臺灣第⼀位諾⾙爾獎得主李遠哲博⼠，以
及多位的正副元⾸、企業領導⼈，是臺灣最具影響⼒的學校。

1007 國⽴臺灣⼤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為培養學⽣學習及研究⽇本語⽂能⼒，進而造就專業⼈才，於⺠國83年奉准成⽴，為國⽴⼤學中⾸設之⽇⽂系。並為延續且
落實學⼠班教育⽬標，培養具專業⽇⽂素養及國際觀之多元⼈才，於⺠國92年成⽴碩⼠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 (包含分數等級說明) 3. 師⻑推
薦函(必)：推薦函。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單⼀學系審查費為新臺幣1500元。
1. 請⾄本校國際事務處網⾴：http://oia.ntu.edu.tw/ch/apply-at-ntu/degreestudent/2021_sep_admission/2021_sep_admission_UECOCS_ch。
2. 登⼊「僑⽣個⼈申請審查費繳費系統」，並以信⽤卡於線上完成繳費。
3. 繳費完成後，請列印繳費證明或收據，並上傳⾄海聯報名系統。
4. 未完成繳費、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英⽇語等相關語⾔檢定證明、競賽獲獎、優良表現、學⽣幹部、社團
參與等，範圍限⾼中。 9. ⾃傳(必)：⾃傳。 10.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03 國⽴臺灣⼤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國⽴臺灣⼤學前身是臺北帝國⼤學，成⽴於⺠國⼗七年三⽉，是臺灣最具歷史性的⼤學。初創時期，理農學部的⼗個講座中，理
論及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物理學三個講座屬化學科。師資⽅⾯，本系⽬前有專任教師33位，與中央研究院及本校合聘之教授6
位，特聘研究講座5位、特聘講座教授3位；並時常聘請國際知名學者為客座講習。在分析、有機、無機、物理化學、化學⽣物學
五個學⾨的基礎上發展跨領域之教學研究合作計畫。另有助教及教學約⽤幹事15位，職技員⼯23位，協助處理⼀般學⽣實驗及⾏
政事務。⽬前研究⽣博⼠班約120名，碩⼠班約200名，⼤學部學⽣約280名。
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實驗結果判定，選填化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在學證明書或⾼中學位證明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
函2封。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單⼀學系審查費為新臺幣1500元。
1. 請⾄本校國際事務處網⾴：http://oia.ntu.edu.tw/ch/apply-at-ntu/degreestudent/2021_sep_admission/2021_sep_admission_UECOCS_ch。
2. 登⼊「僑⽣個⼈申請審查費繳費系統」，並以信⽤卡於線上完成繳費。
3. 繳費完成後，請列印繳費證明或收據，並上傳⾄海聯報名系統。
4. 未完成繳費、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特殊榮譽證明或獎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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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04 國⽴臺灣⼤學 地質科學系 Dept. of Geosciences

系所分則
地質科學系為臺灣⼤學創校理學部四科系之⼀，其傳統特⾊即是為國家社會培育礦產資源探勘，以及探究各種地質現象奧秘的⼈
才。之所以歸屬理學院，主要因為地質資源的探勘及地質現象的分析，需要利⽤各種科學與技術，故而與理學院中其他各系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彼此間互動頻繁。由於此項傳統，地質系多年來對於院 內與校內各種事務熱⼼參與，本系故中央研究院院⼠阮
維周教授、陳正宏教授及羅清華教授，曾任理學院院⻑，陳正宏教授曾榮任臺⼤副校⻑，而羅清華教授現榮任臺⼤副校⻑是本系
開放且樂於服務系⾵的最好說明。
本系早已體認進⼊⼆⼗⼀世紀後，⼈類對於環境的保護及關⼼，與對地球資源的渴求同等重要，甚⾄更為重視，因此數年前即積
極轉型，不但延聘了多位環境科學的專家來系任教，並在研究所成⽴應⽤地質組，希望能配合「全球變遷」，及「環境保育」等
世界性的研究課題，使本系的學術研究與全世界契合， 亦使未來學⽣的⼯作能與所學相結合。然而對於傳統地質學如岩⽯成因、
地體構造，或是資源探勘的研究也未曾放鬆。與國外著名⼤學或研究機構，亦有密切交流與⻑期合作，經常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
刊發表論⽂，⾜⾒本系在地質科學研究領域承襲傳統與開創新局皆有⻑⾜進展。
辨⾊⼒異常無法辨別礦物之顯微⼲涉⾊者及四肢有嚴重障礙而無法從事⼭地野外實習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在學證明書或⾼中學位證明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
函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Rm. 201, Department of Geosciences, No.1, Sec. 4, Roosevelt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收件⼈：Tzuwen Liao、聯絡電話：(02)33669475、E-mail：
tzuwenliao@ntu.edu.tw、收件截⽌⽇：2019-12-31）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單⼀學系審查費為新臺幣1500
元。
1. 請⾄本校國際事務處網⾴：http://oia.ntu.edu.tw/ch/apply-at-ntu/degreestudent/2021_sep_admission/2021_sep_admission_UECOCS_ch。
2. 登⼊「僑⽣個⼈申請審查費繳費系統」，並以信⽤卡於線上完成繳費。
3. 繳費完成後，請列印繳費證明或收據，並上傳⾄海聯報名系統。
4. 未完成繳費、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競賽成績證明及英語能⼒證明等。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相當於 CEFR ⾼
階級 B2 以上之中⽂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06 國⽴臺灣⼤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物理治療屬健康照護的專業，領域包括⾻科（含體育競技傷害）、神經（含⽼年醫學）、呼吸循環及小兒物理治療等。服務對象
包含新⽣到⽼年各年齡層，當其運動和功能受到損傷、⽼化、疾病或環境因素的威脅時，以實證執業的精神與科學⽅法評估、分
析，制定治療計劃，利⽤運動、儀器、操作、輔具、教育諮詢的⽅法，以鑑別診斷、預防促進及治療，來改善健康狀況，以增進
社會參與。
本系提供六年制⼤學部養成教育及碩博⼠的專業後教育課程，以培育本國物理治療師⼈才，及培育優秀物理治療相關專業⼈才及
師資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
本校單⼀學系審查費為新臺幣1500元。
1. 請⾄本校國際事務處網⾴：http://oia.ntu.edu.tw/ch/apply-at-ntu/degreestudent/2021_sep_admission/2021_sep_admission_UECOCS_ch。
2. 登⼊「僑⽣個⼈申請審查費繳費系統」，並以信⽤卡於線上完成繳費。
3. 繳費完成後，請列印繳費證明或收據，並上傳⾄海聯報名系統。
4. 未完成繳費、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 7. ⾃傳(必)：⾃傳1000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2000字以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能⼒證明須符合 CEFR基礎級A2 (含)以上
TOCFL：基礎 Level 2 (含)以上
HSK：Level 4 (含)以上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14 國⽴臺灣⼤學 獸醫學系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系所分則
修業年限五年。動物診療實習課程需有良好的辨⾊能⼒以及四肢靈活度和體能，選填本系時宜考量⾃身狀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包含全校成績排名前10%資料，未檢附全校成績排名資料者，視同資格
不符。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單⼀學系審查費為新臺幣1500元。
1. 請⾄本校國際事務處網⾴：http://oia.ntu.edu.tw/ch/apply-at-ntu/degreestudent/2021_sep_admission/2021_sep_admission_UECOCS_ch。
2. 登⼊「僑⽣個⼈申請審查費繳費系統」，並以信⽤卡於線上完成繳費。
3. 繳費完成後，請列印繳費證明或收據，並上傳⾄海聯報名系統。
4. 未完成繳費、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中英語⽂能⼒證明或測驗成績、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及獸醫相關領域場所⾒習證明
等。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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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國⽴臺灣⼤學 植物病理與微⽣物學系 Dept. of Plant Pathology and Microbi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系所分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位證書證明或學⽣證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書。 3. 師⻑推
薦函(必)：推薦函2份，其中1份為⾼中導師。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單⼀學系審查費為新臺幣1500元。
1. 請⾄本校國際事務處網⾴：http://oia.ntu.edu.tw/ch/apply-at-ntu/degreestudent/2021_sep_admission/2021_sep_admission_UECOCS_ch。
2. 登⼊「僑⽣個⼈申請審查費繳費系統」，並以信⽤卡於線上完成繳費。
3. 繳費完成後，請列印繳費證明或收據，並上傳⾄海聯報名系統。
4. 未完成繳費、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必要時將辦理⾯試或視訊⾯試。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24 國⽴臺灣⼤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資訊管理包含了應⽤資訊系統協助管理，以及對於資訊系統本身的管理兩個主要的層⾯，在現今這個⾼度仰賴資訊系統實⾏企業
管理的時代，愈加顯得這個學⾨的重要性。因為，從資訊的⾓度與從管理的⾓度所看出來的，往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如何
使這兩⾨學問相互助益，從中迸發出更為燦爛的⽕花，是我們⼀直所要探討的課題。
本系教育⽬標依⼤學部、碩⼠班及博⼠班不同階段而有所不同，⼤學部教育⽬標為使學⽣具備：1.紮實的資訊科技基礎 2.熟練的
專業管理素養 3.寬廣的綜覽全局視野 4.關懷社會的全⼈品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單⼀學系審查費
繳費證明(必)：本校單⼀學系審查費為新臺幣1500元。
1. 請⾄本校國際事務處網⾴：http://oia.ntu.edu.tw/ch/apply-at-ntu/degreestudent/2021_sep_admission/2021_sep_admission_UECOCS_ch。
2. 登⼊「僑⽣個⼈申請審查費繳費系統」，並以信⽤卡於線上完成繳費。
3. 繳費完成後，請列印繳費證明或收據，並上傳⾄海聯報名系統。
4. 未完成繳費、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中英語⽂能⼒證明或測驗成績、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等。 6. ⾃傳(必)：⾃傳（請以
中⽂撰寫，述明家庭背景、興趣專⻑、個性、求學經過，1000~2000字）。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讀書或學習
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2
聯絡電話 886-6-2757575
傳真 886-6-2766430
地址 70101臺南市⼤學路1號
網址 https://web.nck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僑⽣與陸⽣事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活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12-1069-19840.php?Lang=zh-tw
宿舍 ⼤學四年保證住宿(須每年提出申請)
⼀、為培養本校學⽣勤勞服務的⼈⽣觀，並培育成⼤⼈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關懷之校園環境，本校招
收的新⽣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三)。 ⼆、本校⼊學新⽣應於修業期間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檢定測驗⾨檻。檢定未
備註
通過者，應修習「線上補強英⽂」課程，否則不得畢業。詳細規定請⾄本校註冊組網⾴/相關法規第15項查詢。 三、有關
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cku.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1023 國⽴成功⼤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具有批判思維、優秀外語能⼒、跨國⼈⽂素養及在地關懷之專業⼈才。
⼤學部學⽣核⼼能⼒
*紮實的英語聽、說、讀、寫能⼒。
*具備第⼆外語之基礎聽、說、讀、寫能⼒
*透過專業課程及跨領域課程的修習，培養具全球視野的胸襟，以及批判思維
*透過志⼯服務、競賽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的能⼒，並且掌握時代、社會的脈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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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英⽂⾃傳
7.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 ibt、IELTS、TOEIC、GEPT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24 國⽴成功⼤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1. 本系地處臺南府城，座落於國定古蹟內，擁有獨⽴的系館。
2. 因地緣之便，與在地的地⽅政府相關機構、國⽴臺灣⽂學館、國⽴臺灣歷史博物館和⽂史宗教機構均有緊密合作，經常執⾏編
寫地⽅誌或進⾏各種⽥野調查、口述歷史計畫等等，是南臺灣歷史研究的主要基地。
3. 本系師資之研究與教學領域多元，涵蓋範圍廣泛；除史學知識的傳遞外，並著重理論與實作的結合，培養學⽣回應多元⽂化時
代需求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限1,000字內，親筆中⽂書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
如：TOEFLibt、IELTS、TOEIC、GEPT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17 國⽴成功⼤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數學作為⼀切⾃然科學、⼯程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的基礎，也擁有⼀套⾃有完整的理論體系。成⼤數學系除了提供必修課
程的基礎訓練，也讓學⽣有相當⼤的選課⾃由來探索⾃⼰的興趣。學⽣可以接續本系的選修課程來深⼊探討數學理論，也可以接
觸其他科系並認識數學的廣泛應⽤。未來除了成為數學研究者或是教師，也可以將數學結合其他領域如資訊或⾦融，繼續深造或
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限1000字內，親筆中⽂書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
如：TOEFLibt、IELTS、TOEIC、GEPT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019 國⽴成功⼤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學部的重點是傳授物理學的基本知識，教導物理學的實驗，讓學⽣能清楚了解基本物理學的精髓，奠定往後繼續深造或到社會
上⼯作所需的物理學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限1000字內，親筆中⽂書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
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21 國⽴成功⼤學 地球科學系 Dept. of Ear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臺灣位處歐亞⼤陸之前緣，屬年代較新的地塊，⼜因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接處，板塊運動等新期地質活動頻繁，具有
獨特且有別於中國古陸塊之地質環境，如：沈積環境、地層、地史、古⽣物化⽯、礦物岩⽯及地質構造。教學研究分三⼤領域：
岩礦地化、地球物理、應⽤地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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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不限格式。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
⼈⾄本校網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資格審查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讀書計畫書須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如：T0EFL iBT、IELTS、
TOEIC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8 國⽴成功⼤學 機械⼯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urdue MS-NCKU BS DualDegree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計劃是⼀個3+1+1學⼠和碩⼠學位課程，學⽣可以通過在成功⼤學完成三年的課程學習和在普渡⼤學完成兩年的課程，即可獲
得成功⼤學機械系學⼠學位和普渡⼤學航太所或普渡⼤學機械所的碩⼠學位。
每個學年參與此計畫之成功⼤學學⽣最多25名(含普渡航太系10名和普渡機械系15名)，並於⼤學第三年開始接受普渡⼤學線上課
程。
普渡⼤學教師將定期訪問並且在成⼤開密集的課程，以豐富教師的教學經驗和學⽣學習經驗。
學⽣在⼤三時申請第四年進⼊普渡⼤學⼊學時，前五學期須符合GPA 達到3.25/4.0的要求。
此外，學⽣應該在⼤四滿⾜普渡⼤學的⼊學要求（包括GRE和GPA等），始得在第五年進⼊普渡⼤學碩⼠學程。 GPA的最低總
要求是3.25 / 4.0。最低的GRE標準要Verbal：156，Quantitative:：159，Aanlytical：4.0。
前三年，學⽣需要⽀付每年約新台幣三⼗萬元（約美⾦⼀萬元）的學費和美⾦約五仟元（約新台幣⼗五萬元）的⽣活費。在第四
年，學⽣需要在普渡⼤學⽀付約美⾦三萬⼀仟元的學費和約美⾦⼀萬五仟元的⽣活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中學畢業總平均(GPA)證明(必繳)
(2)中學年學期總排名證明(必繳)
(3)請考⽣務必附上前三年的總平均（GPA）及總排名證明，如未附上視為資格不符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
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
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財⼒證明(必繳)
(2)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繳)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須達TOEFL 總
分80,其中writing須達18，Speaking須達18分，Listening須達14分，Reading須達19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027 國⽴成功⼤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化⼯系歷史悠久，學⼠、碩⼠、博⼠班皆為台灣⾸創，系友廣佈，⼀直都是企業界的最愛。專任教師共36位，陣容龐⼤，研究
領域多元化，包括⽣物科技與⼯程、光電材料與奈⽶⼯程、⾼分⼦材料、能源技術與程序系統⼯程等，且量能與⽔準皆可與世界
⼀流化⼯系並駕⿑驅，對於培養各種專業素養及未來繼續深造或就業提供相當良好的條件。
2. 本系除⼀般化⼯課程外，另設有⽣物科技與⼯程、光電材料與奈⽶⼯程、⾼分⼦材料、能源科技與程序系統⼯程四個學程供學
⽣⾃由選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限1000字內，親筆中⽂書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英⽂檢定能⼒或英⽂
課程修業成績證明
(2)兩年內英⽂能⼒檢定証明(如：托福、雅思、多益等)，或英⽂課程修業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28 國⽴成功⼤學 資源⼯程學系 Dept. of Resource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宗旨定位在資源的開發、利⽤、管理、保育、及再⽣回收的教育及研究機構，著重於礦物資源、⽯油資源等，將教學、研
究及服務社會融為⼀體。本系的特⾊在於兼具專業及多元化，包含資源開發與地質⼯程、礦物材料科學⼯程、資源再⽣⼯程以及
資源經濟及管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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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30 國⽴成功⼤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學部以培養優秀⼟木⼯程師為⽬標，藉四年教育，奠定確實之⼯程科學基礎，良好的⼟木規劃分析、設計與試驗能⼒，並傳授
適當的實務知識。碩⼠班著重學⽣對結構⼯程、⼯程⼒學、⼤地⼯程、交通⼯程、⼯程材料及⼯程管理各領域專業能⼒。博⼠班
強調深⼊之獨⽴研究發展，旨在培育學術創新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32 國⽴成功⼤學 ⽔利及海洋⼯程學系 Dept. of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為臺灣唯⼀的⽔利及海洋⼯程學系，以培育全⽅位的⽔利及海洋⼯程專業⼈才為⽬標，使其具有創新能⼒、⼈⽂素養、領
導能⼒及國際觀。
2.研究及教學⽅向包含⽔資源開發利⽤、防洪及排⽔⼯程、⽔⼟保持、⽣態⼯程、海岸（洋、港）⼯程及⽔海相關災害防治等。
3.本系具有師資完整、研究設備優良、研究成果豐碩、產學合作傑出、國際交流頻繁等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競賽成果及榮譽事蹟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限1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33 國⽴成功⼤學 ⼯程科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系所分則
與電機、機械、資訊等之⽐較，電機、機械、資訊等分別在其各⾃之領域中作專精之研究，但本系卻是學習集合這三⽅⾯研究之
基礎知識，再依所需專精或走向系統整合。本系學⽣必需具備資訊⼯程、控制與通訊⼯程及應⽤⼒學三⽅⾯的基礎知識，進而選
擇其中領域為其專⻑或兼備上述三領域的科技整合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0 國⽴成功⼤學 能源⼯程國際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ar Degree Program on Energy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學程為全英語授課之學位學程，針對學⽣在能源領域的未來發展，規劃完整的基礎課程及專業課程，內容涵蓋傳統能源、再⽣
能源、節能科技、環境科技、能源新利⽤、電能管理、以及能源經濟與策略，結合本校傑出的能源領域研究能量與國際化的教學
環境，協助學⽣建⽴能源科技的完整知識，了解能源技術前瞻發展，具備參與未來全球能源運動的國際觀，從而建構紮實的綠⾊
能源技術專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34 國⽴成功⼤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程學系 Dept. of Systems and Naval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 第 15 ⾴ -

系統及船舶機電⼯程學系依發展⽅向分為機電系統組與船舶設計組：其中，機電系統組，強調電控系統與機電系統設計雙專業，
涵蓋電機、機械、控制、通訊之整合訓練；船舶設計組，強調智慧船舶與⽔下載具設計之雙專業，包括流⼒分析、穩定結構設
計、熱流技術與⽔下載具技術。兩組學⽣均能符合業界實際需求，達成培育系統科技與跨領域⼈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26 國⽴成功⼤學 航空太空⼯程學系 Dep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與研究概分為以下領域：流體⼒學與空氣動⼒學、燃燒 / 熱傳與噴射推進、結構與材料、導航與控制、⺠航技術、太空
科技、微奈⽶機電等；未來並加強跨領域之合作發展，使學⽣具備深⼊之科技專業與廣闊之尖端知識，除傳統之⾶機及衛星科技
外，亦朝微⾶機及微衛星的系統發展，引領我國航太科技橫跨巨觀及微觀雙世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35 國⽴成功⼤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Dept. of Geo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之研究教學專業領域包含了地球空間資訊的收集、分析、解讀、管理及應⽤科技。從專業領域的相關性來分類，本系可分為
三個代表性專業領域:全球定位系統、衛星遙測以及地理資訊系統，通稱為3S (GPS, RS and GIS) 科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件」可包
含成果作品、社團參與、社會服務等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証
明，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47 國⽴成功⼤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學後，依興趣來選課，共分「⽣物⼒學」與「醫學電⼦資訊」等19個實驗室。以培育醫⼯專業⼈才，建⽴南台灣的醫療器
材產業。強化並擴⼤現有國際合作的規模及對象，深化合作團隊的交流與發展，期望將成⼤醫⼯系發展成國際⼀流教學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9 國⽴成功⼤學 電機⼯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urdue MS- NCKU BS Dual-Degree
Program)
系所分則
為培育學⽣國際化素養、增進國際學術交流機會，本系與美國普渡⼤學共同開設雙聯學位學程。
申請就讀本組之學⽣，前3年應於本系修讀學⼠班課程(學雜費為每學期新臺幣13萬4千元，依各⼊學年度教務處公告為準)；⼤三
時須在普渡⼤學數位學習平台線上選讀⾄少1⾨選修課程。第4年本系將安排學⽣⾄普渡⼤學電機⼯程學系修讀1年專業課程(學雜
費請參考普渡⼤學國際學⽣繳費標準)。本組學⽣依本系學⼠班修業規定修滿畢業學分後，符合普渡⼤學電機與電腦⼯程系碩⼠班
申請資格並獲錄取者，第5年將銜接攻讀碩⼠學位。學⽣最快可在5年內取得成功⼤學電機⼯程學⼠及普渡⼤學電腦⼯程碩⼠雙學
位，相較於⼀般學⽣能提早1年畢業，並可選擇繼續向上攻讀博⼠學位或進⼊業界累積⼯作資歷。
本系涵蓋完整⼤電機領域，利於因應未來產業技術潮流之變動，包括⼈⼯智慧(AI)、⼤數據(Big Data)、半導體、光電、IC設計
及製程、醫學電⼦、控制、電⼒電⼦、綠能發電、電⼒系統、電⼦材料、通訊、資訊及電腦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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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
機，限1000字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如TOEFL ibt或IELTS、TOEIC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025 國⽴成功⼤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不僅囊括⾻科、神經、⼼肺、小兒物理治療等四⼤專業，系上師資專⻑還包括⽼⼈物理治療、運動醫學、以
及⼈體動作科學等。
本系注重物理治療臨床專業之發展，並與研究理論結合。2016年更在成⼤醫院成⽴物理治療中⼼，使系所與臨床實務更加緊密結
合。同時與成⼤臨床學科、基礎醫學、以及醫學⼯程等系所均有良好的合作關係，旨在培養全⽅位之物理治療專業⼈才，可進⼊
不同職業場域提供專業服務。因此，凡對物理治療、⼈體動作科學、運動醫學、⾏為醫學在醫療或保健上有興趣之學⽣，均歡迎
加⼊本系團隊，體驗跨領域學習樂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限1000字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英⽂檢定成績証明，
如：TOEFLibt、IELTS、TOEIC等。
(2)中⽂能⼒測驗證明需TOCFL Level III以上。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21 國⽴成功⼤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具備整體⽣命科學知能及⽣活基本知識涵養的現代公⺠。
1.教學上重視理論與實作課程配合，並積極推動與產業界相互之連結。
2.研究上主要分為⽣物醫學、新農業科技、⽣態學等三⼤領域。
歡迎對探討⽣命科學有興趣之青年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讀書計畫須含申請動機，限1000字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証明，如：TOEFLibt、
IELTS、TOEIC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77 國⽴成功⼤學 ⽣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and Bioindustry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配合校內外學術及產業資源，培育學⽣具備深厚學理基礎、倫理素質、領導⼒、產業前瞻視野、團隊合作⼒、勇於挑戰、創
新⼒與突破⼒等⽣技產業實務能⼒之⽣物科技菁英領導⼈才，在「需求趨動科技創新、加速產業升級」的新思維，具體貢獻於世
界⽣技研發及產業發展。因課程學習所需，學⽣於就學期間須學習樣本採集、⾊彩判定、結果分辨與檢測判讀等，因此需具有相
當之視覺及辨⾊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1. 本校「學⼠班個⼈申請」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150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s://ocsadm.oia.ncku.edu.tw）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資格審查不
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2. 請截圖本校個⼈申請繳費系統交易成功畫⾯上傳⾄海聯會報名系統。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
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暨南國際⼤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04
聯絡電話 886-49-2918305
地址 54561南投縣埔⾥鎮⼤學路1號
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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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9-2913784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ia.ncnu.edu.tw/
宿舍 學⼠班保障4年住宿；碩⼠班保障2年住宿；博⼠班保障4年住宿。
⼀、本校為臺灣各⼤學海外聯合招⽣事務主辦學校，培養僑界菁英⼈才為本校設校宗旨之⼀。根據天下雜誌報導，本校外
籍學⽣⽐例在國⽴⼤學中最⾼。⼆、本校學雜費收費全國最低，學⽣負擔輕，同時校內⼯讀機會多。 三、本校提供「優
秀僑⽣獎學⾦」，符合資格者將核發新台幣5萬元。以「師資培育專案」錄取者，免收4年學雜費及師培課程學分費。除
成績優秀獎學⾦外，另提供多項僑⽣獎助學⾦。 四、本校備有學⽣宿舍，保障新⽣優先住宿，並成⽴各國僑⽣社團，定
備註 期舉辦⽂化交流活動。 五、本校注重學⽣職涯規劃與學⽤合⼀能⼒，根據商業週刊報導，本校畢業⽣就業率達71.33%，
排名⾼居公⽴綜合⼤學第2名。 六、本校校務評鑑全數通過，科技學院並獲IEET認證通過，學術專業與國際接軌。 七、
本校榮獲「世界綠⾊⼤學」評⽐全台綜合⼤學第⼀名，表現優異。⼋、本校校園廣闊宜⼈，學⽣擁有平均最⼤校地，並有
最新穎體育健身設施及豐富圖書資源。 九、本校結合地⽅環境資源，推動划船(⽇⽉潭輕艇)、射箭、⾼爾夫、國標舞等特
⾊運動。
1045 國⽴暨南國際⼤學 中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以新觀點與新⽅法解讀中國⽂化，使傳統與現代、理論與實務、研究與創作均衡發展。規劃三⽅⾯學習發展導向：理
論、創作、實務，學⽣可配合本身志趣、專⻑，⾃由選擇學習重點。「⽂」無處不在，期望培養有⽔準、富創意的優秀⼈⽂⼯作
者，共同賦予「⽂」的新意及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社會服務證明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成果作品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
談。
聯絡電話：886-49-2910960分機2601。 6. ⾃傳(必)：中⽂⾃傳1800⾄2000字。 7. 讀書計畫書(必)：1200-1500字。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6 國⽴暨南國際⼤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歡迎具語⾔、⽂學天份及興趣的學⽣。聽、說、讀、寫、譯五能並重，多樣第⼆外語（⽇、法、西、德、韓語及東南亞語類），
小班教學。具三⼤領域：⽂學、語⾔學及應⽤英語，並各有學程，修畢學分可獲學程證書。本系訂有成績優異學⽣續修碩⼠學位
辦法，且有活躍之戲劇、團隊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如成果作品。
聯絡電話：886-49-2910960分機2541黃小姐。 5. ⾃傳(必)：英⽂⾃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含
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7 國⽴暨南國際⼤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旨在統合社會⼯作與社會政策領域相關實務知能與理論分析之教育培訓，以培育社會福利與社會⼯作⼈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會服務
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有利審查之證明。
聯絡電話：886-49-2910960分機2623。 6. ⾃傳(必)：中⽂⾃傳（含學⽣⾃述）。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
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8 國⽴暨南國際⼤學 公共⾏政與政策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公共事務管理與政治經濟分析能⼒，並在結合理論、實務與問題前題下，培育參與公部⾨各類社會活動⼈材所應具
備的基礎應對能⼒與就職⼒，奠定⾏政專才基本認知與⽇後實踐發展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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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聯絡電話：886-49-2915247。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5. ⾃傳(必)：中⽂⾃傳（請附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9 國⽴暨南國際⼤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著重東西⽂明互動下，社會、經濟與⽂化的變遷。據此規劃出中國經濟史、社會⽂化史、海洋發展史、海外華⼈史、台灣社會⽂
化史及世界⽂明史六⼤領域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聯絡電話：886-49-2910960 #2673 廖小姐。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44 國⽴暨南國際⼤學 東南亞學系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系所分則
全國唯⼀以社會科學跨領域學術訓練理念為核⼼，強化質化訓練，探索東南亞區域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化；輔以東南亞
語⾔訓練，培育學⽣在變遷劇烈的全球化時代，具備多元⽂化視野、跨⽂化溝通能⼒、新興領域就業競爭⼒，培育國際商業投資
⼈⼒管理⼈才、東南亞企業的⽂化⼈才、⽂化資產管理⼈、政府⾏政⼈員。學術⽣涯發展，本學系擁有學⼠、碩⼠、博⼠完整學
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選)：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53 國⽴暨南國際⼤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系為創校即成⽴之系所之⼀，課程分為國際企業經營與策略、國際⾏銷與創新、國際⾦融與財務三⼤次領域專業課程。並重視
企業實習、海外交流，與第⼆外語訓練，部分課程採全英語授課。以培養具有獨⽴思考與國際移動⼒之國際企業⼈才為⽬標。 本
系網址：http://www.ibs.nc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聯絡電話：886-49-2910960 #4523 林小姐。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本校之原因及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無華語⽂證明者，請具體說明個⼈之華語⽂聽說讀寫
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52 國⽴暨南國際⼤學 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涵蓋理論研究、產業實務及政策導向三個次領域。其中，理論研究強化繼續升學的基礎；產業實務透過就業實習，
培養就業競爭⼒；政策導向深化公職與企業所需之經濟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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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證明歡迎繳交。
聯絡電話：886-49-2911247。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54 國⽴暨南國際⼤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教學研究以資訊技術為核⼼，並強調運⽤相關理論與模式，以輔助組織之運作與管理決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證明。聯絡電話：886-49-2910960分機4541-4543；Email:tchuang@ncnu.edu.tw 5. ⾃傳(必)：中⽂⾃傳（含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等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55 國⽴暨南國際⼤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以研究企業財務管理、⾦融市場與⾦融機構的管理問題及證券投資與財務⼯程⽅⾯的理論與管理策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師⻑推薦函、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能⼒說明或華語⽂能⼒
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4. ⾃傳(必)：中⽂⾃傳（含學⽣⾃述）。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56 國⽴暨南國際⼤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Department of Tourism,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組以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為核⼼主軸，教學課程規劃包含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專業課程融⼊旅⾏業、會展、活動產業等專業之
養成，以及觀光休閒之專業選修課程，預期培養兼具觀光休閒與餐旅專業與管理知能、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國際視野與產業關
懷之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證明。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
(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57 國⽴暨南國際⼤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餐旅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ourism,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組以餐旅管理為核⼼主軸，教學課程規劃包含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專業課程融⼊餐旅資訊、餐飲管理等專業之養成，以及餐
旅管理之專業選修課程，預期培養兼具觀光休閒與餐旅專業管理知能、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國際視野與產業關懷之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證明。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
(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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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 國⽴暨南國際⼤學 管理學院學⼠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班強調新興產業環境下跨領域多元學習趨勢，打破傳統的知識領域框架，強調多元對話，重視跨域知識的連結與統合。在
知識的傳授之外，本學⼠班特別重視學⽣實作與國際連結，包括各類型的課外教學、國內外實習與⽥野調查。藉由「專業主修與
跨域副修」相互搭配，本學⼠班⿎勵學⽣接觸各學科領域的基礎課程，厚植寬廣的學識基礎，同時以更多元、具特⾊的跨領域學
習，協助學⽣探索⾃我、適性發展，培育具社會關懷及實踐能⼒的未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證明。聯絡電話：886-49-2910960 #4503 賴
小姐。 5. ⾃傳(必)：中⽂⾃傳（含學⽣⾃述、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本校之原因及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等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50 國⽴暨南國際⼤學 國際⽂教與⽐較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國際⽂教⼈才，課程著重外語學習(英、法、德、西、⽇)，外國⽂化與教育政策的瞭解，跨⽂化數位媒體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語⾔檢定證明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51 國⽴暨南國際⼤學 教育政策與⾏政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旨在結合教育政策與⾏政領域專業理論與實務⽅⾯之系統化培育課程，培養具有⾏政專業素養、創新能⼒和卓越⾏政能⼒之教育
管理及領導⼈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證明。 5. ⾃傳(必)：中⽂⾃傳
（含學⽣⾃述）。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華語⽂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88 國⽴暨南國際⼤學 諮商⼼理與⼈⼒資源發展學系諮商⼼理組 Counseling Psychology Program,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組主要以培育諮商⼼理之專業⼈才為主，課程設計包含理論、實務與操作，期能提升本組學⽣諮商⼼理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會服務證明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89 國⽴暨南國際⼤學 諮商⼼理與⼈⼒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資源發展組 Lifelong Learning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組之課程規劃，強調推展終身學習與⼈⼒資源發展之學術素養，同時亦加強與各類機構之合作，累積學⽣實務⼯作經驗，強化
學術與實務⽅⾯之結合，以培養終身學習與⼈⼒資源發展的企劃推廣、⾏政管理、研究發展等各類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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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條件之證明資料。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80 國⽴暨南國際⼤學 教育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請輸⼊系所中本院學⼠班以培育跨領域社會實踐式的教育研究⼈才。為實現此⽬標，課程將以學⽣為核⼼、地⽅為本，並依探索
校準、知識應⽤與創新實作課程三階段⽅式規劃課程，期能達成青年社會實踐創新能⼒之培養。⽂描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社團參與證明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華語⽂能⼒TOCFL 成績等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2 國⽴暨南國際⼤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對資訊科技之理論及應⽤均相當重視，歡迎有志成為未來科技尖兵，培養資訊、通訊及⾳樂科技專⻑者，加⼊我們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證明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3 國⽴暨南國際⼤學 ⼟木⼯程學系 Dept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木⼯程及環境規劃管理為教學研究重點，同時致⼒於培養具理論及實務之⼟木⼯程、規劃與管理之⼈才。歡迎對⼟木⼯程、
規劃與管理有興趣的同學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科學作品等有利審查之證明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
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4 國⽴暨南國際⼤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電⼦、系統、通訊三⼤領域為教學研究⽅向，同時致⼒於培養積體電路製造、IC設計、IC測試、通訊、控制、資訊、光
電、微機電、⽣物晶⽚等電⼦科技研發⼈⼒，進而提升本產業之研發能量。 ⼆、本系成績優異學⽣可修讀五年⼀貫碩⼠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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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5 國⽴暨南國際⼤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系的設⽴以培育應⽤化學⼈才為⽬標外，並計畫整合台灣中部地區⽣醫科技及材料分析之教育與研究資源，發展具創造性的前
瞻研究，突破傳統教學下理論與實務的藩籬。藉由培育各地學⼦使其成為優良的專業⼈才，繼而帶動台灣學術研究的國際化。 因
基於實驗安全顧慮，需具有良好移動能⼒ ，並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
⼒、能控管⾃身情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6 國⽴暨南國際⼤學 應⽤材料及光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erials and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具材料背景之光電科技⼈才，以有機/⾼分⼦光電材料與元件、奈⽶光電材料與元件、半導體材料與元件為發展的主軸。
未來發展為半導體、光電、材料及電⼦產業等研發或⼯程⼈員，或繼續進修，或⾄教育及研究機構⼯作。本系適合對於數理化有
興趣的同學就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包含社團參與、獲獎紀錄、成果作品、語⽂能⼒檢定等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傳（含學⽣⾃述）。

5. ⾃傳(必)：中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1 國⽴暨南國際⼤學 科技學院學⼠班 Bachelor Program of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校科技學院學⼠班整合院內五科系的教學資源，由五系整合「AI⼈⼯智慧」與「永續環境與能源」兩⼤跨領域學程，同時，本
學院積極發展跨領域特⾊研究，包括「農業永續⽣產」、「⼤學社會責任實踐」及「⼈⼯智慧與機器⼈」，也搭配開設相關實作
專業課程與實地⾒習場域，學⽣在不同科系的⽼師共同指導下參與學習及探索⾃我，而能有適性揚才的發展，使學⽣不再侷限於
專⼀領域，而有機會跨兩個領域或多個領域的學習，以能培育出跨領域溝通與創新的π型⼈才，進而提升學⽣的就業競爭⼒與國
際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其他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
5. ⾃傳(必)：中⽂⾃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07
聯絡電話 886-2-7749-1283
地址 10610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網址 http://www.nt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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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362-5621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goo.gl/kAvwWH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國⽴臺灣師範⼤學以「跨域整合、為師為範」為願景，培養涵蓋教育、語⽂、資訊、藝術、⼈⽂、理⼯科技及運動休
閒等各領域⼈才為宗旨。⼆、積極拓展國際⾼等教育交流，與全球各國知名⼤學締結姊妹校逾374所，使臺師⼤躋身國際
知名⼤學之列。三、本校於2016年起與國⽴臺灣⼤學、國⽴臺灣科技⼤學成⽴「臺⼤系統」，分享課程資源，跨校選
課、輔系、分享圖書、電腦軟硬體及系統等資源。四、本校位於臺北市交通樞紐中⼼，便捷的⼤眾運輸縮短了追求知識、
備註
體驗⽂化的距離。 五、若有意成為師資⽣之僑⽣、港澳⽣，於⼊學後可洽各系所辦公室。六、校址：教育學院、⽂學
院、藝術學院、科技與⼯程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樂學院、管理學院，位於臺北市⼤安區和平
東路1段162號。理學院、運動競技學系，位於臺北市⽂⼭區汀州路4段88號。 聯 絡電話：886-2-7749-1111。僑⽣先修部
位於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段2號。聯絡電話：886-2-7749-8888。

獎學⾦

1087 國⽴臺灣師範⼤學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活教育組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Program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是國內唯⼀設有家庭相關專業博、碩、學⼠班之學系。本組之教育⽬標為培養學⽣推展家庭⽣活教育知能、尊重及關懷多
元家庭素養。畢業後依相關規定可擔任國中、⾼中、⾼職教師，家庭⽣活教育專業⼈員，家庭相關產業之企畫執⾏專業⼈員。如
有意擔任中學教師者得依規定加修相關課程。經⼈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活教育組錄取之「中五學制學⽣」，需於本校通識課
程及本組學⼠班選修課程中，各多選6學分做為補修學分，補修學分應於「中五學制學⽣」註冊⼊學後辦理。
2.修讀本系以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6. ⾃傳(必)：⾃傳與就讀本系計畫書，敘明在本
系就讀期間短、中、⻑期⽬標。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及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88 國⽴臺灣師範⼤學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Program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是國內唯⼀設有幼兒發展與教育博、碩、學⼠班之學系。本組教育⽬標為培養學⽣具幼兒發展與教育之專業知能，尊重及
關懷多元家庭幼兒之素養及研究創新之能⼒。畢業後依相關規定可擔任⾼職教師、教保員、研究⼈員及教保相關產業專業⼈員。
如有意擔任中學教師者得依規定加修相關課程。經⼈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錄取之「中五學制學⽣」，需於本組學
⼠班選修課程中，另外多選12學分做為補修學分，補修學分應於「中五學制學⽣」註冊⼊學後辦理。
2.修讀本系以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6. ⾃傳(必)：⾃傳與就讀本系計畫書，敘明在本
系就讀期間短、中、⻑期⽬標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及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0 國⽴臺灣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才為主，學⽣可由身⼼障礙組、身⼼障礙暨資賦優異綜合組、資賦優異組三組中⾄少選⼀組為
必修組別，另有聽⼒與語⾔需求、情緒與⾏為需求、重度與多重⽀持需求、視覺障礙等課程設計，學⽣可依個⼈興趣選修。
＊考⽣所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1封(無固定型
式)。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
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
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申
請之資料(個⼈專⻑、興趣、社團經驗、擔任幹部、國際交流經驗等相關證明)。 7. ⾃傳(必)：⾃傳1份：1,000字以內(包含⾃述
與特殊教育之相關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僑⽣升讀本系計畫書1份：1,000字以內(以電腦打字或中⽂正體字書寫)，敘明在
本系就學期間短、中、⻑期⽬標。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或其他外語能⼒證明⽂件：例如修習外語課程證明，或任何中英⽂能⼒檢定成績
單1 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1 國⽴臺灣師範⼤學 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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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本系以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錄取之新⽣，⼊學後須通過本系規定之外語能⼒檢定標準，始符合畢業
資格。
本系招收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學學校2年級以上學⽣（中五學制學⽣）另應補修本系選修科⽬12學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
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其
他已發表之作品或論著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件(個⼈專⻑、興趣、社團經驗、擔任幹部、國際交流經驗等證
明)。 7. ⾃傳(必)：⾃傳1份：1,000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僑⽣就讀本系計畫書1份：1,000字以內(以中⽂正體字書
寫)，敘明在本系就讀期間短、中、⻑期⽬標。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2 國⽴臺灣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多以英⽂授課，且畢業⾨檻須通過全⺠英檢中⾼級複試檢定或等同之國際標準化測驗，故修習本學系以具備優良之英
⽂聽、說、讀、寫、譯能⼒者為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英⽂⾃傳 7.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3 國⽴臺灣師範⼤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學⽣分為歷史教學組與⼀般史學組，均需⾃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及應⽤史學四⼤學群中修習⼀定學
分，期使對中外歷史能有通博的涵養，俾便強化專業訓練。 ※相關規定： 1. 錄取之新⽣，⼊學後須通過本系規定之外語能⼒標
準，始符合畢業資格。 2. 本系中五學制學⽣⼊學後，應從本系選修課程中，⾄少補修臺灣史學群2學分，西洋史學群4學分，中
國史學群4學分，應⽤史學群類課程2學分，共計補修12學分。補修之科⽬學分不列計本系最低畢業學分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駐外單位驗證蓋章之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駐外單位驗證蓋章之⾼中歷年成
績（含班級成績排序或T分數)。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
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
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傳(必)： 1000字以內（以中⽂書寫）之⾃傳。 6. 讀書計畫書(必)：3000字以內（以中⽂書寫）之讀書計畫（含
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通過華測會華語⽂能⼒測驗進階級檢定成績單通知單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4 國⽴臺灣師範⼤學 地理學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系所分則
本系學習重點包括⾊彩辨認，須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圖像或⾊彩。
課程內容除地理系核⼼領域課程外，還重點發展地理教育、環境規劃與防災、區域與觀光規劃、空間資訊等專業學程或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在學成績(含班級成績排序或T分數)。 3. 師⻑
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
⽅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
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5 國⽴臺灣師範⼤學 東亞學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研究聚焦於東亞區域主題，具跨學科、跨語⾔、跨⽂化的特⾊，提供學⽣⼈⽂社會科學基礎訓練，並具備全球視野與在
地實踐之能⼒。對東亞區域研究有興趣者包括東亞⽂化與思想、⽂化創意與應⽤、東亞政經與兩岸關係、全球化與治理等領域，
皆可申請本系學⼠班。
※本系部分課程採英語授課，上課地點位於校本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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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件（就讀中學期間的個⼈專
⻑、興趣、社團經驗、擔任幹部、國際交流經驗等相關證明，無則免附)。 6. ⾃傳(必)：⾃傳1份：原則上1,000字之內(以繁體
中⽂書寫)包括⾃我介紹與申請本系動機。 7.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1份：原則上不少於1,500字之內（以繁體中⽂書
寫），敘明在本系就學期間短、中、⻑期⽬標。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或其他外⽂能⼒證明⽂件：
例如修習外語課程證明，或任何中、英⽂能⼒檢定成績單或證明1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7 國⽴臺灣師範⼤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全球視野的⾼階管理與領導⼈才為宗旨。教育⽬標栽培學⽣具跨領域和跨國際管理專業知識，亦兼顧藝術⼈⽂素養
及健全⼈格養成。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並藉由與國內外知名企業產學合作來培育學⽣實務經驗強化就業優勢。本系為
⾮師資培育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件（個⼈專⻑、興趣、社團經驗、擔任幹
部、國際交流經驗等相關證明） 6. ⾃傳(必)：⾃傳1份：原則上1,000字以內。 7. 讀書計畫書(必)：原則上1,000字以內(以繁
體中⽂書寫)。敘明在本系就學期間短、中、⻑期⽬標。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件：例如
修系外語課程證明，或任何中、英⽂能⼒檢定成績單或證明1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8 國⽴臺灣師範⼤學 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設計專業⼈才為招⽣⽬標，主要分為視覺設計領域、產品設計領域。另開設室內設計學分學程、⽣態藝術與科普傳播
學分學程，提供有興趣的學⽣選讀。本系學習重點包括⾊彩辨認，須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圖像或⾊彩。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作品集(必)：個⼈作品集：⾄少需備⿑10件以上藝術或設計作品，填寫作品說
明後上傳。 6. ⾃傳(必)：中⽂⾃傳：請詳述個⼈學習設計相關經歷及未來學習⽬標，字數約15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101 國⽴臺灣師範⼤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於演奏、演唱、教學皆經驗豐富且表現優異，學⽣亦為全台各地最富潛⼒的年輕⾳樂家，是學習⾳樂的最佳
選擇。本系具有全台唯⼀的⾳樂圖書館，書籍、樂譜、影⾳資料典藏豐富，可開拓學⽣視野及培養⾳樂專業。
※考⽣所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通過術科審查，
始有機會錄取分發。聯絡資訊：許育禎小姐/886-2-77493013/
musicedu@deps.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作品集(必)：個⼈演奏影⾳資料⻑度15⾄20分鐘，限西洋古典作品曲⽬，請上
傳⾄YouTube或其它網路空間(如：Dropbox)並提供網址連結；欲主修作曲者，需繳交作曲作品⾄少⼀件以上，如有影⾳資料
尤佳。 6. ⾃傳(必)：請詳述個⼈學習⾳樂經歷及未來學習⽬標，原則上1,000字以內。 7. 讀書計畫書(必)：需於開頭註明欲報
考之主修項⽬(限定⼀項)，並於1,000字以內敘明在本系就學期間短、中、⻑期⽬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103 國⽴臺灣師範⼤學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學校輔導教師、諮商輔導⼈員、⽂教專業⼈員為主。課程內容包括教育⼼理、輔導與諮商、測驗與評量、實習等。畢
業後除可擔任教師外，亦可⾄輔導相關機構任職，或從事⼈⼒資源規劃、或繼續進修成為⼼理師，或從事學術研究。詳⾒本系網
站：www.epc.ntnu.edu.tw。
聯絡資訊 涂⽟珊小姐/886-2-7749-3758/claretu@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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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經駐外單位驗證或經僑委會保薦單位核驗蓋章之⾼中（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
本(必)：經駐外單位驗證或經僑委會保薦單位核驗蓋章之成績證明中⽂或英⽂翻譯。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
「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必)： ①英⽂能⼒證明(必)：⾮英語系國籍者須已通過英語能⼒測驗對照CEFR-B2⾼階級(例如 TOEFL iBT71)以上成
績單影本。
②華⽂能⼒證明(必)：已通過TOCFL-B2⾼階級61分以上(或HSK同等級)成績單影本。(海外臺灣學校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
與地區申請者得以中⽂修課成績單為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04 國⽴臺灣師範⼤學 臺灣語⽂學系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教師背景多元，有助學⽣接收國內外最新研究資訊；課程涵蓋⽂學、語⾔學、社會學、歷史學、⼈類學、傳播學等，以跨領
域的課程設計，培養多元⽂化⼈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
(必)：- 5.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
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
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傳
1份：1500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92 國⽴臺灣師範⼤學 表演藝術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課程特⾊》
本學位學程之課程，⽴基於理論與實務並重及產學合作之教學理念，以作品及專案計畫為導向之規劃，讓學⽣得以從實作中強化
學習成效，在創意激盪的過程中，體驗美感、創意、創作、⾏銷等專業領域在理論與實務上的結合。
《未來展望》
（⼀）著⼒發展⾳樂劇場、表演藝術⾏銷及演出合作等表演藝術專業領域，培育全⽅位學術兼備⼈才。
（⼆）配合國家發展政策，發展本校重點特⾊，使之邁向兼具「古典⾵華」與「現代視野」國際知名⼤學發展之理想。
（三）畢業後升學發展包含國內外研究所研讀進修；就業發展則包含表演藝術界之專業表演者、劇場導演、劇場技術⼈員，藝術
⾏政領域則包含藝術企劃、製作⼈員，教師界領域則包含國內中、⾼等學校教師、表演藝術教師、⾳樂演奏與演唱教師等職涯發
展。
《聯絡資訊》
10644 台北市⼤安區和平東路⼀段162號表演藝術學⼠學位學程
電話：(02)7749-5485或5487
電⼦信箱：gipa@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
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需繳交3段5分鐘內與表演相關(如:歌唱、戲劇、舞蹈)之
影⾳檔，影⾳檔請上傳⾄YouTube、百度或其他網絡空間(如Dropbox)並提供網址連結。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078 國⽴臺灣師範⼤學 數學系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招收對數學有能⼒、有興趣，並有志於從事數學教學或數學研究⼯作的學⽣。
※聯絡資訊：沈希諴小姐, Tel:886-2-7749-6601, email: shen .hh@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封 4. 單⼀學系
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
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
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傳(必)：⾃傳及學習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45 國⽴臺灣師範⼤學 華語⽂教學系應⽤華語⽂學組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rack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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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為全臺培育華語⽂作為第⼆語⾔或外語教學師資之重鎮，應⽤華語⽂學組提供語⾔、⽂化、教學領域等課程，學⽣於就學期
間可申請修讀本校教育學程、赴外交換修課及教學實習等機會。透過理論學習與實務操作，學⽣可培養多語⾔能⼒、華語知能、
跨⽂化素養、華⼈⽂化知能、教育知能、華語教學知能等六⼤能⼒。
學⽣畢業後可投⼊僑居地華語⽂教學、教材編輯、翻譯及其他語⾔應⽤等相關就業市場，亦可升讀本系研究所或海外華語師資數
位碩⼠在職專班，成為國際華語⽂教育、跨⽂化語⾔教學與應⽤等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1封(無固定型
式)。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
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
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例如：海外⽂憑成
績、⾼中競賽表現、社團經驗、擔任幹部經驗、國際交流經驗等 6. ⾃傳(必)：⾃傳1份，中⽂字數1,000字以內。 7. 讀書計畫
書(必)：僑⽣升讀本系計畫書1份，中⽂字數1,000字以內。敘明在本系就學期間短、中、⻑期⽬標。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必)：中英⽂或其他外語能⼒證明⽂件：例如修習外語課程證明，或任何中英能⼒檢定成績單1 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79 國⽴臺灣師範⼤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學習重點包括⾊彩辨認，須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圖像或⾊彩。
本系的重點研究領域包括：凝態物理、光電與奈⽶科學、⾼能與粒⼦物理、⽣物物理及物理科學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或已修畢課程之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必)：推薦信⼆封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
⽅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
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讀書計畫書(必)：學經歷和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80 國⽴臺灣師範⼤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1. 招收對化學有能⼒、有興趣，並有志於從事化學教學或化學研究的學⽣。
2. 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識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
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離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
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競賽成果或中(英)⽂能⼒證
明)。 5. ⾃傳(必)：⾃傳或個⼈履歷。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81 國⽴臺灣師範⼤學 地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經常有野外考察實習，如：步⼊⼭溝、溪⾕、礫⽯灘、珊瑚礁、攀爬⾼⼭等地形障礙，需具有良好體能、移動能⼒。
※聯絡資訊：林純綿小姐/886-2-7749-6375/esadmin@deps.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2封。 4. 單⼀學
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
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
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例如競賽成績證
明、中⽂能⼒證明或英語能⼒證明等。 6. ⾃傳(必)：⾃傳或個⼈履歷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82 國⽴臺灣師範⼤學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的任務之⼀在培育中學⽣活科技教師以及企業界電腦應⽤或⼈⼒資源專業⼈才。本系部分課程強調⼯場實作且須親⾃操作,故
必須具備動⼿實作與⾃我保護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駐外單位驗證蓋章之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駐外單位驗證蓋章之⾼中歷年成
績(含班級成績排序或T分數）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
元，繳交⽅式為信⽤卡繳費。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
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傳(必)：1000字以內（以中⽂書寫）之⾃傳。 6. 讀書計畫書(必)：3000字以內（以中⽂書寫）之讀書計畫（含申
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或其他外語能⼒證明⽂件：例如修習外語課程證明，或任何中英⽂能
⼒檢定成績單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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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83 國⽴臺灣師範⼤學 圖⽂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Graphic Arts and Communication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內容包括影像傳播科技與印刷出版科技⼆領域，以培育多媒體影像與印刷出版科技⼈才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
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競賽或特殊表現成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必)：-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字數約15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84 國⽴臺灣師範⼤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旨在整合電⼦、電機、資訊、控制等多學⾨之⼯程技術，以『系統晶⽚』、『多媒體與通訊』、與『智慧型控制與機器
⼈』等三⼤領域為核⼼發展⽅向，培育具備跨領域系統整合能⼒之電機電⼦科技⼈才為⽬標。
2.本系實驗需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相關⾊彩。
3.因本系實驗場地之限制，須具備良好體能及移動能⼒。
※所繳交之資料⼀律不退件。
聯絡資訊：鄭小姐/886-2-7749-3531/u6550907@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所繳交之資料⼀律不退件。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傳
及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85 國⽴臺灣師範⼤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規畫完整的資訊⼯程與科學之學習課程，並配合優秀的師資及實驗研究設備，以培育能獨⽴思考、積極負責、樂觀進取的資
訊⼯程及科學專業⼈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
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或英⽂⾃傳 6. 讀書計畫書(必)：
中⽂或英⽂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00 國⽴臺灣師範⼤學 ⼯業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學⼠班主要培育能源應⽤及⾞輛技術領域專業⼈才，培養學⽣具專業領域理解分析與問題解決能⼒，以及奠定繼續進修研究
之能⼒。本系課程需操作儀器設備，需具備⾊彩辨識、獨⼒操作與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6. 讀書計畫書(必)：僑⽣就讀本系計畫書1份：
1,000字以內(以中⽂正體字書寫)，敘明在本系就讀期間短、中、⻑期⽬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57 國⽴臺灣師範⼤學 運動競技學系 Department of Athletic Performance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在於從事培育優秀選⼿及專業競技運動教練，整合運動競技與科學研究，⽤以強化我國運動競技實⼒，提昇國家國際形
象。
聯絡資訊：林先⽣/886-2-77496824/rex1074@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
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必)：術科成就證明(限壘球、⼥
⼦⾜球、籃球、排球、網球、體操、⽥徑、舉重、跆拳道、射箭)，請選擇其中表現最傑出的⼆種項⽬上傳相關證明。 5. ⾃傳
(必)："「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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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9 國⽴臺灣師範⼤學 健康促進與衛⽣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是國內唯⼀培養衛⽣教育專業⼈才的場所。我們注重對⼈的關懷、對⽣命的尊重，強調
提⾼健康品質與預防疾病，讓教育、輔導能優於治療及復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62 國⽴臺灣師範⼤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系，並培育教練及相關指導⼯作者，有各項運動技能訓練課程，及⼤量劇烈體能活動。
※第⼀階段─書⾯資料審查
※第⼆階段─以視訊⽅式進⾏口試：採錄取名額總數之三倍率進⼊第⼆階段口試；口試名單、時程及相關注意事項將另於本校
「體育學系網⾴/招⽣資訊區」公告，請同學隨時注意本系公告之招⽣資訊。※提供資料內容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
學資格。※聯絡資訊：886-2-77493192/ntnupe3192@gmail.com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6. ⾃傳(必)："「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096 國⽴臺灣師範⼤學 學習科學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Learning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學程以培育學習科學專業⼈才為⽬標，整合圖書資訊、教育⼼理等專業領域師資與資源，著重學習創新軟體技術之跨領域分析
與應⽤。畢業後可從事資訊科學、數位學習、及圖書資訊服務相關⼯作，不論升學或就業都具備深厚紮實的知識、技術和競爭優
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
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6 國⽴臺灣師範⼤學 光電⼯程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2017年7⽉教育部核准通過本學⼠學位學程成⽴， 並於2018年開始招⽣。
本學程結合專業學習資源，包含電機⼯程學系、光電⼯程研究所的師資與設備等等。學⽣在學四年，可學習數、 理、化及英⽂之
基礎能⼒，以及半導體、光電、⽣技，及綠能領域之專⾨知識。最終可獲得學⼠學位，成為社會所需之光電科技⼯程專業⼈才。
2. 操作實驗為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知識與實驗技能。
聯絡資訊: 陳小姐
+886 2 7749 6730
upeoe@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
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
(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海外臺灣學校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與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4 國⽴臺灣師範⼤學 ⾞輛與能源⼯程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Vehicle and Energy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學程旨在培育⾞輛與能源應⽤專業領域⼈才，核⼼課程涵蓋⾞輛、能源、機電整合等領域。透過學術與技術導向專業課程，培
養具備⾞輛與能源相關理論分析與實作能⼒之⼈才。以期學⽣畢業後能投⼊⾞輛⼯程與技術及能源⼯程與技術等相關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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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
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
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
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81 國⽴臺灣師範⼤學 營養科學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nutrition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乃以因應國⺠營養⼯作之需求、落實教育部師範校院轉型政策、符合未來社會保健⽣技相關服務產業之⼈
才需求，並拓展學⽣⽣涯發展範圍及就業機會為宗旨。
聯絡電話：886-2-7749-627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
(選)：推薦函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11677臺北市汀州路四段88號 No. 88, Sec. 4, Tingzhou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77, Taiwan (R.O.C.).、收件⼈：國⽴臺灣師範⼤學營養科學學⼠學位學程 張書穎小姐 Shu-Ying
Chang、聯絡電話：886-2-7749-6275、E-mail：changsy0702@ntnu.edu.tw、收件截⽌⽇：2021-01-10） 5. 單⼀學系審查
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
(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
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中⽂⾃傳 8.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91 國⽴臺灣師範⼤學 教育學院學⼠班 Transdisciplinary Program in College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本班旨在提供學⽣更多元與具特⾊之課程以及探索輔導，學⽣在本班修讀三學期或四學期的各項基礎課程後，可申請分流⾄教
育學院6學系與1學位學程：教育學系、教育⼼理與輔導學系、社會教育學系、健康促進與衛⽣教育學系、⼈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學習科學學⼠學位學程等主修領域。
2.本班學⽣於修畢必修課程以及跨3學系（學位學程）各⼀⾨⼊⾨課程後，⽅可於⼤⼆上學期或下學期申請分流，惟本班學⽣不得
以轉系途徑進⼊分流學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1封 4. 單⼀學系審查
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 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
站(網址：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 完備前述程序者，
視同審查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服務證明、社團經驗、擔任幹部、活動參與等相關證明。 6. ⾃傳(必)：1份，1,000字內。 7.
讀書計畫書(必)：1,000字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95 國⽴臺灣師範⼤學 美術學系繪畫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Program of Painting
系所分則
本系創於1947年，多位⼤師任教於此：廖繼春、陳慧坤、溥⼼畬、黃君璧、張義雄、朱德群、李⽯樵、⾦勤伯、孫家勤、林⽟
⼭、孫多慈等，為臺灣美術發祥地與養成精英的搖籃。致⼒培育藝術⼈才、提升藝術教育⾵氣及臺灣藝術的國際能⾒度與地位，
使學⽣瞭解臺灣和國際間的藝術⽂化發展，兼容並蓄的吸收藝術品味與知識，養成恢弘的創造性抱負。課程有：理論、藝術教育
及藝術⾏政；創作:書畫⽔墨、平⾯繪畫與複合媒材、⽴體造型、影像藝術。
※考⽣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
⼊學資格。通過術科書⾯審查，始有機會錄取分發。本系學習重點包括⾊彩辨認，須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圖像或⾊
彩。
※聯絡資訊：曾小姐/886-2-7749-3021/ artcountant@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
明(必)：本校「個⼈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 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5. 作品集(必)：個⼈作品集:作品集內容⾄少需備⿑20件作品(作品須標⽰作品名稱、
創作年代、媒材、尺⼨)。所繳交之作品集需由指導(主修)⽼師出⽰學⽣本⼈創作之證明。 6. ⾃傳(必)：中⽂⾃傳:1500字，請
詳述個⼈學習美術經歷及未來學習⽬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696 國⽴臺灣師範⼤學 美術學系⽔墨畫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Program of Ink Paint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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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創於1947年，多位⼤師任教於此：廖繼春、陳慧坤、溥⼼畬、黃君璧、張義雄、朱德群、李⽯樵、⾦勤伯、孫家勤、林⽟
⼭、孫多慈等，為臺灣美術發祥地與養成精英的搖籃。致⼒培育藝術⼈才、提升藝術教育⾵氣及臺灣藝術的國際能⾒度與地位，
使學⽣瞭解臺灣和國際間的藝術⽂化發展，兼容並蓄的吸收藝術品味與知識，養成恢弘的創造性抱負。課程有：理論、藝術教育
及藝術⾏政；創作:書畫⽔墨、平⾯繪畫與複合媒材、⽴體造型、影像藝術。
※考⽣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
⼊學資格。通過術科書⾯審查，始有機會錄取分發。本系學習重點包括⾊彩辨認，須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圖像或⾊
彩。
※聯絡資訊：曾小姐/886-2-7749-3021/ artcountant@ntn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本校「個⼈
申請」單⼀系所審查費之收費標準為新台幣750元，繳交⽅式為信⽤卡繳款。惠請申請⼈⾄本校網站(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OC/register.jsp)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未完備前述程序者，視同審查
資格不符；審查費⼀經繳交，概不退還。 4. 作品集(必)：個⼈作品集:作品集內容⾄少需備⿑20件作品(作品須標⽰作品名稱、
創作年代、媒材、尺⼨)。所繳交之作品集需由指導(主修)⽼師出⽰學⽣本⼈創作之證明。 5. ⾃傳(必)：中⽂⾃傳:1500字，請
詳述個⼈學習美術經歷及未來學習⽬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7
聯絡電話 886-3-5715131
傳真 886-3-5721602
地址 300044新⽵市光復路2段101號
網址 http://www.n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宿，其他請詳洽本校學⽣住宿組網站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
⼀、本校設有各類獎學⾦，特⾊獎學⾦如：還願獎學⾦、逐夢獎學⾦，申請⾦額不限，可以個⼈狀況及計畫實質內容核定
⾦額；另針對僑⽣身份⼊學者，除可申請教育部相關僑⽣獎學⾦外，本校還提供申請新僑⽣獎學⾦、兼任⾏政助理⼯讀獎
學⾦，以及減免學雜費類獎學⾦等各項僑⽣獎學⾦陸續增加中，詳情請⾒http://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校致⼒開發多種跨領域學習課程，除教育學程外，另設有45個跨院系的學分學程，提供
更為多元化及客制化的學習機會。在課業之餘，校園內尚有⽂藝、⾳樂、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不同性質的社團，學⽣
可培養多元興趣(請⾒本校課外活動組網⾴http://dsa.site.nthu.edu.tw/)。三、本校在多項學術指標如：國內⼤學學術
聲譽排名、理⼯學院聲譽排名、最佳研究所排名、國內企業最愛的⼤學⽣等評⽐上均名列前茅，為國內頂尖學府。2021
年英國QS世界⼤學排名，本校為168名，其排名各項指標表現為全國數⼀數⼆之成績。 四、⾮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
宿，校園景觀優美，⼈稱⽔木清華，全國第⼀。

2172 國⽴清華⼤學 數學系甲組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Division A (Mathematics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對基礎數學訓練和其科學應⽤並重，數學組強調數學的核⼼領域如分析、幾何與拓樸、代數與數論等；應⽤數學組提供⽅
程、動態系統、科學計算、機率等跨領域的訓練，培養數理能⼒，以造就數學研究和教育的學術⼈才，及跨⾜資訊、⾦融、保險
等⾼科技產業的專業⼈⼠。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math.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必)：⼆封，請於指定⽇期前寄⾄
本系（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THU MATH, No.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收件⼈：Hui-Wen Huang、聯絡電話：886-3-5715131#33020、E-mail：math@math.nthu.edu.tw、收件截⽌
⽇：2021-01-04）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加附其他既有之成績考試證明 5. ⾃傳(必)：中⽂⾃傳(必繳)或英⽂⾃傳(選
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必繳)或英⽂讀書計畫書(選繳)，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796 國⽴清華⼤學 數學系⼄組應⽤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Division B (Applied Mathematics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對基礎數學訓練和其科學應⽤並重，應⽤數學組提供⽅程、動態系統、科學計算、機率等跨領域的訓練，培養數學科學的應
⽤能⼒，以造就數學研究和教育的學術⼈才，及跨⾜資訊、⾦融、保險等⾼科技產業的專業⼈⼠。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
http://www.math.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必)：⼆封，請於指定⽇期前寄⾄
本系（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THU MATH,No.101,Section 2,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R.O.C.、收件⼈：Hui-Wen Huang、聯絡電話：886-3-5715131#33020、E-mail：math@math.nthu.edu.tw、收件
截⽌⽇：2021-01-04）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加附其他既有之成績考試證明 5. ⾃傳(必)：中⽂⾃傳(必繳)或英⽂⾃
傳(選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必繳)或英⽂讀書計畫書(選繳)，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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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174 國⽴清華⼤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rogram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除了延攬國際傑出知名教授，從事各項尖端研究之外，在教學⽅⾯以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領導⼈才與研發⼈⼒為⽬標，特別
著重師⽣互動、基礎課程、以及研究能⼒的培養。歡迎所有對探索宇宙萬物規律、對創新⼈類科學技術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就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兩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國⽴清華⼤學⾺來西亞清
華盃物理競賽獎狀等。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75 國⽴清華⼤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rogram of Optics and Photonics)
系所分則
本系除了延攬國際傑出知名教授，從事各項尖端研究之外，在教學⽅⾯以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領導⼈才與研發⼈⼒為⽬標，特別
著重師⽣互動、基礎課程、以及研究能⼒的培養。歡迎所有對探索宇宙萬物規律、對創新⼈類科學技術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就讀。
本組另特別加強光學、電⼦學及相關實驗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兩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國⽴清華⼤學⾺來西亞清
華盃物理競賽獎狀等。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77 國⽴清華⼤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引領科技產業發展⼈才為使命，將必修的學分減⾄最低程度，並提供各類專修學程，充分尊重每位學⽣的興趣及個
性，使其畢業後能成為各尖端科技領域的菁英。本系研究領域廣泛，涵蓋精密製程技術、尖端材料、⾼分⼦科學與⼯程、⽣物技
術、奈⽶科技、光電科技、與能源環境科技等前瞻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函」填寫後，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
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
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178 國⽴清華⼤學 動⼒機械⼯程學系 Dept. of Powe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動⼒機械⼯程學系旨在培育機械與電機⼯程整合應⽤之科技⼈才。歡迎具優異數理基礎且有興趣於機電整合、光機電系統、微奈
⽶機電系統、電機控制、動⼒系統、精密機械、智慧機械與製造、及⽣醫⼯程等⼯程應⽤領域的學⽣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函」填寫，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
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或
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81 國⽴清華⼤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培養前瞻資訊⼯程與應⽤之⼈才。師資及課程規劃強調領域整合、理論與實務兼備，並能與國際接軌。配合資訊、電⼦
產業需求，規劃各種專業領域課程，包含雲端計算、多媒體系統、網路、IC設計、嵌⼊式系統等領域課程。提供成績優秀學⽣獎
學⾦赴國外⼤學交換學習、規劃學⽣逾五年完成學⼠及碩⼠雙學位。經本招⽣管道⼊學後為本系⼄組（資訊⼯程組）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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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
修部須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函」填寫後，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
告)。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SPM、STPM，香港HKDSE、DSE，
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傳或英⽂⾃傳 9.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
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
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72 國⽴清華⼤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在培養具⼈⽂素養與科學精神，且能夠⾃我學習、獨⽴思考、創造知識、具國際觀的電機科技菁英。在專業知識⽅
⾯，注重紮實基本訓練、兼顧理論與實務並培養學⽣跨領域合作能⼒；必修實作專題，著重研究⽅法的訓練與⼯程直覺的啟發；
課程提供英語教學環境，培養全⽅位外語能⼒和國際社群互動能⼒。本系亦提供五年取得學、碩⼠學位管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函」填寫後，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
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
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792 國⽴清華⼤學 清華學院國際學⼠班甲組(華語與專業學科) Tsing Hua College International Bachelor Degree
Program(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with Multi-disciplines)
系所分則
本班招收⺟語⾮華語之外國學⽣及僑⽣。本班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路徑，培養具有華語能⼒及具國際競爭⼒的理⼯科技、華語及⼈
⽂社會領域專業⼈才。
⼀、⼆年級課程為華語課程，以強化國際學⽣華語聽、說、讀、寫的能⼒。學⽣在⼀、⼆年級培養華語能⼒並充分⾃我探索，確
定個⼈興趣後，三、四年級則可有三種學習途徑。
1. ⾃由選修校內任何科系第⼆專⻑的課程。
2. 選修專為國際⽣設計的進階應⽤華語課程。
本班華語課程、校內任⼀院系專⻑課程及「職場應⽤類」課程，請參⾒本學⼠班甲組網站。https://ibp.nthu.edu.tw/
*必要時得安排視訊⾯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
照，僑⽣先修部須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兩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或英⽂⾃
傳，含申請動機。 6.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各類華語測驗成績或曾
修習華語課之證明，無則請說明學習中⽂之經歷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795 國⽴清華⼤學 清華學院國際學⼠班⼄組(全英⽂授課-電機資訊科技、商業管理或⼯程技術) Tsing Hua College
International Bachelor Degree Program(Courses all in English with emphas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or Business Management o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組為全英語授課,招收外國學⽣及僑⽣。學⽣可選擇「電機資訊」、「商業管理」或「⼯程技術」類專業課程,學⽣在⼤⼀起開
始修習英語通識課程及基礎課程，⼤⼆以上修習各領域之專業課程。此外,學校也提供基礎華語及⽂化課程,以強化學⽣跨⽂化能
⼒並提升未來在華語地區就業的機會。
關於本組之全英語課程,請參⾒本學⼠班⼄組網站。https://ibp.nthu.edu.tw/
*必要時得安排視訊⾯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
照，僑⽣先修部須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1~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英⽂⾃傳,請說
明申請之專⻑領域為電機資訊科技、商業管理或⼯程技術(擇⼀)。 6.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必)：各類英⽂測驗成績或曾修習英語課之證明，無則請說明學習英⽂之經歷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16 國⽴清華⼤學 英語教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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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宗旨：本系配合政府推⾏國小英語教學政策，回應社會培育國小優良英語教師之需求，於96學年度成⽴「英語教學
系」，並於104學年度招收研究部「英語教學系碩⼠班」，⾃此成為國內培育英語⽂教育事業相關⼈才之專職系所。本系師⽣致
⼒於英語教學與研究，並持續提供專業諮詢與服務。
⼆、教學⽬標：優質職前師資培育—1.培育優秀之英語⽂專業⼈才。2.統合國小教育與英語教學專業訓練。3.提升學⽣在英語事
業市場之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SPM、
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及「學校
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各項招⽣訊息→最新消息)。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
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
英⽂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12 國⽴清華⼤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基於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以(1)培育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幼教相關產業⼈才及(2)奠定幼兒教育研究能⼒為⽬標。師資專⻑
多元，提供豐富之課程與實習經驗，以建⽴學⽣專業知能。為統整幼教各領域之學習，本系安排幼兒劇專題製作課程，每年定期
舉⾏幼兒劇公演。此外，本系亦⿎勵學⽣參加國外短期進修的學習活動，增進學⽣學習視野及跨⽂化的⽣活體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函」填寫後，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
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
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07 國⽴清華⼤學 運動科學系 Dept. of Kinesi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培養前瞻運動科學、體育與休閒之專業⼈才，歡迎獨⽴⾃主，對運動及體育有熱情的同學。
⼆、本系課程學科與術科、理論與實務兼備，以運動科學為核⼼，應⽤於提升健康與運動表現。
三、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肢體、精神等障礙、⼼臟病等⼈⼠，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函」填寫後，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
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
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8 國⽴清華⼤學 ⽵師教育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班於2017年獲教育部核准設⽴，並於2018年起分「甲組」(雙專⻑組)與「⼄組」(永續發展教育組)正式招⽣。甲組⽬標在培養
跨領域學習科學與科技之研究⼈才，課程重視培養學⽣學習科學研究能⼒、數位科技、運算思維及整合學習之能⼒。⼄組以培育
永續發展教育之跨界整合⼈才為教育⽬標，透過跨學⾨的教學合作，打開學⽣⾯對未來永續環境下的多元教學能⼒，培育解決⼈
類與環境永續問題之實務⼯作者及教育⼯作者。甲組專⻑課程為「學習科學」，⼤多數課程與本院之「教育與⼼智科學研究中
⼼」之相關軟硬體設備⾼度連結，希冀培養學⽣成為未來從事教育與⼼智科學研究之卓越⼈才。⼄組專⻑課程內含永續發展素
養、⾏動學習與永續發展知識等理念。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修部須
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函」填寫後，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
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
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4718 國⽴清華⼤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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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藝術領域求專業卓越、課程設計紮實多元，開放創新跨領域研究，積極開拓國際學術交流，持續造就未來領導社會的⾳樂藝術
表演⼈才與教育學者。2.依主修樂器規劃完善課程，並⿎勵學⽣參與各類型重奏與樂團的培訓，成為具聆聽與溝通能⼒的⾳樂
⼈。重點階梯課程除⾳樂知識養成，在教學及表演實務訓練、現代⾳樂⼯業及產學合作等相關課程亦逐步豐富化，提昇學⽣更寬
域之性向發展與社會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應包含班級或類組排名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僑⽣先
修部須附⾼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封，請⾄網址下載「推薦函」填寫後，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僑居地當地學科能⼒測驗成績，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網址下載「個⼈資料表」
及「學校數據檔案」填寫。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僑⽣公告)。 8. ⾃傳(必)：中⽂或英⽂⾃傳 9. 讀書計畫
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或中⽂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請提供英⽂或
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4715 國⽴清華⼤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Division of Studio Art,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1.「創作組」並重藝術理論、⼈⽂素養及創作實務，除培養專業的視覺藝術⼯作者外，亦期養成藝術教育、藝術⾏政及藝術研究
⼈才。 2.本系所畢業⽣除從事專業創作或專案設計外，亦可任職於教育、⾏政、學術機構、⽂化⼯作室等與藝術、⽂化、⼯藝、
時尚、設計相關之專業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證照或獲獎證明 4. 作
品集(必)：藝術創作紙本作品集(包含創作理念及8件近三年之個⼈作品影像資料) 5. ⾃傳(必)：中⽂⾃傳：學⽣⾃述 6.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具有中⽂聽說讀寫能⼒之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4714 國⽴清華⼤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Division of Design,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1.「設計組」並重材質應⽤、數位輔助、造形設計之理論與實務，引領前衛之應⽤藝術實驗與⽂化創新發展，以培育相關精緻產
業之創意與設計⼈才。 2.本系所畢業⽣除從事專業創作或專案設計外，亦可任職於教育、⾏政、學術機構、⽂化⼯作室等與藝
術、⽂化、⼯藝、時尚、設計相關之專業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證照或獲獎證明 4. 作
品集(必)：藝術創作紙本作品集(包含創作理念及8件近三年之個⼈作品影像資料) 5. ⾃傳(必)：中⽂⾃傳：學⽣⾃述 6.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具有中⽂聽說讀寫能⼒之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100 國⽴清華⼤學 藝術學院學⼠班 College of Arts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Technology and Art
系所分則
本班為「科技藝術」跨領域的院學⼠班，聚集國內外科技藝術領域頂尖教師，招收具藝術與設計創意思維，且熱愛科技媒介創作
的學⽣，或具有數理創意思維且熱愛新媒體創作或創新科技的學⽣，兩種專⻑互相激撞學習。課程設計兼顧跨領域與多專才，故
不做分流。
本班授課內容強調「當代藝術的新形式創作」與「國際藝術發展的重要趨勢」，開設科技藝術（TechArt）跨域專⻑課程，包含
互動藝術、電腦動畫、電腦⾳樂、聲⾳藝術、數位表演、混合藝術、數位社群、創客藝術、⽣物藝術、創新科技、互動感測技
術、虛擬/擴增/混合實境、物聯網、⼈⼯智慧、⼈⼯⽣命藝術、基因⼯程等，旨在培育未來科技藝術跨域之專業創作與研究⼈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5.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6. 作品集(必)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05
聯絡電話 886-4-22840216
地址 40227臺中市南區興⼤路145號
網址 https://www.n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資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學⽣安全輔導室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arm/
學⼠班⼀年級保證住宿，相關規定請與本校學⽣安全輔導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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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2857329

⼀、中興⼤學創⽴於1919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綜合型⼤學，校友遍及⼠農⼯商各領域，擔任職場要職，表現優異。
中興校友，秉持優良傳統，照顧學弟妹、發揮⼤⼿牽小⼿、傳承誠樸精勤優良校⾵，貢獻所學。 ⼆、設有⽂、管理、法
政、理、⼯、電機資訊、農資、⽣命科學、獸醫等9個學院，系所完備，校務均衡發展。全校專任及兼任教師超過1,000
⼈、學⽣⼈數超過15,000⼈。 三、在農業科技、植物與動物科學、化學、⼯程、材料科學、⽣物與⽣物化學、臨床醫
備註
學、藥理與毒理學、環境與⽣態學等9⼤領域表現優異，名列基本科學指標全球前1%。 四、學⼠班學⽣須通過本校英⽂
能⼒畢業標準檢定始得畢業。 五、本校各項獎助學⾦(如中低收⼊⼾學⽣助學⾦、清寒勤學獎勵⾦、績優學⽣獎學⾦、各
學系所獎學⾦、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般性獎學⾦、產學合作獎學⾦等獎項共⼆百多項)及學⽣住宿資訊，查詢
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
1059 國⽴中興⼤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系所分則
有嚴格的篩選制度及畢業⾨檻，歡迎對⽂學及語⾔有興趣者申請。英⽂程度不佳者，請勿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
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
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
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及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學習計畫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60 國⽴中興⼤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選填本系者應具備⼀定⽔平的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
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
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
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及英⽂，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學習計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scores）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85 國⽴中興⼤學 台灣⼈⽂創新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Taiwan Humanities and Creativity
系所分則
選填本系者，應具備⼀定⽔平的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
劃書(必)：中⽂ 4.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5.
⾃傳(必)：中⽂1000字以內，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62 國⽴中興⼤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較⾼級之中⽂聽、說、讀、寫能⼒。
學系特⾊： 本系期盼能夠培養學⽣成為具全⽅位管理知識、國際觀、企業倫理以及團隊合作的專業精英。舉辦管理國際研討會，
積極爭取國外學者⾄本校訪問、教學，寒暑假⾄歐美與⼤陸進⾏學術及企業參訪。透過公司個案研討、企業實習與參、建教合作
及產官學界合辦研討會等活動，積極與企業界互動交流，期能活⽤各種管理理論與知識於實際的經營管理當中，進而培養才德兼
備和睿智的領導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
⾏：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
不予退還。 5. ⾃傳(必)：中⽂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個⼈求學志趣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 / 英⽂檢定
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64 國⽴中興⼤學 ⾏銷學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依⼀般限制。

系所分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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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必)：⾄少1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
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
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或英⽂簡要⾃傳1⾴ 7. 讀書計畫書(必)：中⽂
學習計畫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66 國⽴中興⼤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查
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
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
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 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67 國⽴中興⼤學 應⽤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系所分則
本系⼤學部課程除校訂必修、系訂必修外，另分農業經濟領域、產業經濟領域及資源與環境領域及共同必選修課程。
學系特⾊：主要訓練學⽣兼具經濟分析與資源管理能⼒的特質，畢業時授予「管理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單⼀學系審
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
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
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4.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63 國⽴中興⼤學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系所分則
（⼀）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
（⼆）本系重視本國語⽂能⼒，若語⽂能⼒不佳者，建議勿申請。
學系特⾊：
基礎的法學教育：提供取得國家法律證照、政府公職或企業內法務⼯作所需之法律基礎課程。
財經與科技的專業法律研究：在既有基礎法學上，進⾏財經法律與科技法律之跨領域⾼階⼈才的培養。
本⼟與世界接軌之法律視野：著重⽴基臺灣、放眼世界的法律⼈才培養，提供完整的國內法課程，也提供國際法、外國法及⽐較
法學的相關課程，增廣學識與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
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
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
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54 國⽴中興⼤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系所分則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良好中⽂聽、說、讀、寫能⼒。
學系特⾊：為了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學⽣，課程安排是以⼈⼯智慧(AI)與資料科學、資訊管理與資訊安全等⼆⼤學群為主要⽬
標。
學⽣畢業後可選擇擔任系統分析師、軟體⼯程師、資料分析師、管理規劃顧問⼈員、以及不同領域（資訊科技、資訊安全與管
理、服務科技與管理）的程式開發⼈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
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
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
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7 國⽴中興⼤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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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實驗課程極為重要，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彩）判定之需要，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學系特⾊：
教學及研究並重之單位，為科技部中部貴重儀器中⼼、中部化學圖書服務中⼼。
本系研究領域涵蓋廣泛，包括藥物合成、材料、分析及催化研究，學⽣必修科⽬包含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無機化
學、⽣物化學、化學數學及物理化學等科⽬。
未來就業選擇性廣：化學技師、品管⼯程師、環保與⼯安技師、特⽤化學品研發技師、半導體產業製程⼯程師、教職（⼤學、⾼
中、國中）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1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
⾏：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
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8 國⽴中興⼤學 應⽤數學系應⽤數學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含學⽣⾃
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32 國⽴中興⼤學 應⽤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含學⽣⾃
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9 國⽴中興⼤學 物理學系⼀般物理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
學系特⾊：
於1987年成⽴，除⼀般物理、光電物理外，奈⽶科技及⽣物物理列為研究發展重點。本系培養學⽣除了具備基礎物理知識，更加
強培養動⼿作實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並具問題分所及邏輯推理、溝通、⾃我充實的技巧。畢業⽣除繼續升學外，主
要就業狀況有半導體製造與研發、積體電路設計、光電材料與⼯程技術、電腦程式設計、中學與⼤學教師、基礎科學與技術研究
開發⼈員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40227, Taiwan, R.O.C.、收件
⼈：Department of Physics 陳弘毅 Chen Hong Yi、聯絡電話：886-4-22840427、E-mail：
chy0516@dragon.nchu.edu.tw、收件截⽌⽇：2020-12-31）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
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5. ⾃傳(必)：中⽂，
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61 國⽴中興⼤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主要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優之⼯程⼈才為⽬標，並和我國重要產業與未來科技如精密機械、光機電整合⼯程、⽣醫⼯程、奈⽶及
微機電⼯程、熱流與能源科技、精密製程技術與先進製造科技等數個領域結合。使學⽣畢業後兼具學理探討與實作之能⼒，投身
於機械⼯程相關領域之研究與開發。詳細特⾊請參考http://www.me.nc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含學⽣⾃
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60 國⽴中興⼤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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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本系著重基礎學科（如微積分、⼒學等）的培育及⼯程應⽤學科（結構⼯程、⽔利⼯程、⼤地⼯程、測量資訊、營建管理等）的
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需具備⼀定之中⽂閱讀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
⾏：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
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65 國⽴中興⼤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
學系特⾊：
發展重點：
1. 材料製程：以各種製程及加⼯技術在材料科技之應⽤為教學與研究之重點，包含奈⽶技術、微機電、電漿製程、厚膜、薄膜、
⾦屬加⼯、表⾯⼯程技術和材料接合技術。
2. 功能材料：針對具有特殊物理與化學特性之材料為教育與研究之重點，包含奈⽶材料、光電材料、感測材料、⽣醫材料、資訊
材料、能源材料和⾼溫材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含學⽣⾃
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25 國⽴中興⼤學 資訊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有三⼤教育⽬標（1）培養具備資訊理論、硬體、軟體、網路多媒體與資訊應⽤專⻑之資訊⼈才，（2）培養具備理論基礎與
實作能⼒的資訊⼈才，（3）培養具備⾃我挑戰與終身學習能⼒之⼈才。在專業知識⽅⾯，注重紮實基本訓練、兼顧理論與實
務，並培養學⽣跨領域合作能⼒；必修資訊專題，著重研究⽅法與實作能⼒的訓練，培養學⽣具備⾃我學習、溝通協調與團隊合
作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份。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
⾏：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
不予退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優良事跡、社團參與、競賽成果、實作作品等。 6.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063 國⽴中興⼤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需修習實際操作儀器設備之實驗課程。
學系特⾊：設有五個專業學程(通訊學程、資訊學程、控制與電⼒學程、固態光電學程、電⼦電路學程)，提供學⽣紮實的理論基
礎與實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
⾏：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
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66 國⽴中興⼤學 ⽣物產業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是將機械、電機、資訊、機電整合、電⼦化及各種⼯程技術應⽤於⽣物及農業產業上。本系之教學⽬標及任務為培養⽣物產
業及農業發展所需之各類⼯程⼈才，以促進產業之發展。
本系課程包含製圖、機電相關實習及機械操作，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涯規劃
1000字以內 4. 師⻑推薦函(必)：⼆封，並提供推薦⼈電⼦信箱（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40227, 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hing-Yi Chen、聯絡電話：886-4-22840377#304、E-mail：
cychen209@dragon.nchu.edu.tw、收件截⽌⽇：2020-12-31） 5. ⾃傳(必)：10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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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7 國⽴中興⼤學 ⽔⼟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學系特⾊：
以「⾃然災害防治與⽔⼟資源保育」為重點，並搭配現今資訊化的科技發展與管理趨勢，規劃全⽅位的⽔⼟保持基礎教育、專業
研究及實務操作等課程，以培育獨當⼀⾯的⽔⼟保持專業⼈才為宗旨。就業⽅向多在政府機構，如農委會、環保署、⽔保局、林
務局、⽔利署等，亦可加⼊⼤型顧問公司及⾃⾏開設技師事務所，從事⽔⼟保持相關⼯作⽐例⾼達95%以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中⽂或英⽂。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或
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45 國⽴中興⼤學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Department of Forestry, Division of W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及⼯廠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
護能⼒。
學系特⾊：
設⽴宗旨在培育國家森林經營管理、森林⽣物與保育、林產物與⽣物材料永續利⽤研發所需⾼級⼈才。
木材科學組：除林產物⽣產加⼯實務為主要教學⽬標外，因應趨勢擴張研究教學主題⾄所有可再⽣之⽣物材料與⽣質能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
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含學⽣⾃述、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46 國⽴中興⼤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Department of Forestry, Division of Forest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及⼯廠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
護能⼒。
學系特⾊：
設⽴宗旨在培育國家森林經營管理、森林⽣物與保育、林產物與⽣物材料永續利⽤研發所需⾼級⼈才。
林學組：以森林⽣態系為教學、研究對象，主要探討森林⽣物學及森林經營學兩⼤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
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含學⽣⾃述、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47 國⽴中興⼤學 植物病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及實驗室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
學系特⾊：
教育⽬標為培育具微⽣物專業特⻑之植物醫學⼈才。課程重點強調：植物病原微⽣物（含真菌、細菌、病毒、線蟲）之⽣態、⽣
理、⽣化特性及其與植物之交互作⽤、植物病害之防治、⽣物技術在微⽣物操作上之應⽤、有益微⽣物在農業與環境保育之應
⽤。
畢業⽣可從事植物檢疫、防疫、⽣物技術或其他微⽣物產業相關之公務或個⼈事業，亦可從事植物醫學及更⾼深之植物病理學、
微⽣物學、植物與微⽣物交互作⽤及基因⼯程學等相關科學之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或英⽂，含
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學習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48 國⽴中興⼤學 昆蟲學系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及實驗室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必)：中⽂，含學⽣⾃
述、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50 國⽴中興⼤學 ⼟壤環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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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向多元，包括環境資源與資訊、環境化學與污染防治、環境微⽣物與⽣態、⼟壤肥⼒與植物營養四⼤領域，除基礎專業科
⽬外，亦重視實作技術之訓練，學⽣⼤三暑假須⾄農業相關公私⽴機構接受⼀個⽉的實習訓練，以增進實務經驗及競爭⼒。
畢業⽣進⼊職場除在⼤專校院任教及農業相關機構服務，亦有跨⾜環保、環檢、醫藥、⽣物科技及材料化⼯等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傳
(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42 國⽴中興⼤學 ⾷品暨應⽤⽣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需進⾏許多化學實習課程，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含⾊彩判定）、聽覺、口語表達及溝通能⼒，或需久站及運⽤肢體操作儀器
以奠定專業實驗技能，如無法負荷需審慎考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
⼾，帳號：40150932008，銀⾏：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
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不予退還。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傳(必)：中⽂或英⽂，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7. 讀書計畫書
(必)：中⽂或英⽂，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54 國⽴中興⼤學 景觀與遊憩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Landscape and Recreation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
本學程因應社會對景觀規劃、設計、⽣態保育、環境經營管理等相關專業⼈才之⾼度需求，在環境景觀規劃設計與遊憩規劃管理
的⼯作範疇中，訓練學⽣實質空間的規劃及設計專業能⼒，及對遊憩需求之永續發展規劃專業能⼒。因此，不論景觀設計領域或
是遊憩規劃管理等相關技能等，皆為本學程訓練學⽣成為專業規劃設計者所應具備之條件，以因應社會景觀遊憩產業發展之專業
⼈才市場需求。
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具有跨院整合之選修課程系統，核⼼課程在於訓練學⽣跨領域整合能⼒，不侷限於單⼀領域之發展，採小班
教學，媒合不同領域之議題進⾏研討及操作，畢業後具宏觀之跨領域視野，此為頂尖⼤學中最具特⾊之學位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 / 修業證明 / 離校證明 / 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在農業、社會科學或藝術設計之成果作品 5. ⾃傳(必)：英⽂或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申請動機 / 未來期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英⽂或中⽂，含個⼈求學志趣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
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52 國⽴中興⼤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學系特⾊：
為將植物學系與動物學系合併而成，整合各領域師資、相關智庫與技術⽀援，打造出優質學習與研究環境。
課程及研究⽅向：
(1)⽣物多樣性學群：研究海洋⽣態、溼地⽣態、陸域⽣態、野⽣動物保育、系統演化分類、⽣態環境復育與⽣態模式等。
(2)⽣命機能學群：以分⼦⽣物學、⽣物化學、細胞⽣物學、分析化學、電⼦顯微鏡及組織學等⽅法，探討⼈類與其他動植物的⽣
理功能與機制。
(3)⽣物科技學群：推動⽣物醫藥、蛋⽩⽣化科技、幹細胞、發育⽣物學及環境微⽣物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
⾏：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
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7.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 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53 國⽴中興⼤學 獸醫學系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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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專業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際互動溝通協
調能⼒，且能控管⾃身情緒及相當之抗壓能⼒。
（⼆）修業年限五年。
學系特⾊：
⽬標在培養學⽣具「誠樸精勤」、「關懷⽣命」特質，強化「醫療技術」經驗之專⾨職業獸醫師及動物醫學專業⾼級⼈才。
特⾊課程：(1)校外實習及參訪(2)定期推薦⼤四及研究⽣⾄國外姊妹校交流(3)依不同產業就業需求，邀請產、官、學專家蒞臨演
講授課。
畢業⽣考取獸醫師後可⾃⾏開業、執業或應聘駐牧場獸醫師，醫學、藥學、動物醫學、公共衛⽣等科系研究⼯作，學術、實驗動
物單位病理獸醫師，獸醫師⾼普考試，藥廠、飼料廠、農會獸醫專業⼈員或海外服務。
根據香港獸醫管理局Veterinary Surgeons Board of Hong Kong(VSB)獸醫註冊規則，臺灣獸醫畢業⽣⾃2023年12⽉31⽇之後
頒授的獸醫學⼠學位學歷及考照，將不會直接獲得「認可註冊為香港獸醫的資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必)：2封。建議於報名系統中填寫師⻑的電郵地址，由系統發信邀請師⻑將推薦函上傳⾄系統。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
(必)：單⼀學系審查費新臺幣1,500元(或美⾦50元)。匯款資訊，⼾名：國⽴中興⼤學境外招⽣專⼾，帳號：40150932008，銀
⾏：第⼀銀⾏臺中分⾏，SWIFT Code: FCBKTWTP401。繳費截⽌時間依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時間為限，審查費繳交後⼀律
不予退還。 5. ⾃傳(必)：中⽂，含學⽣⾃述 / 個⼈學經歷 / 未來期望 /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1
聯絡電話 886-3-5131390
傳真 886-3-5131598
地址 30010新⽵市⼤學路1001號
網址 http://www.nc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與國⽴陽明⼤學正進⾏合校程序，預定110年2⽉合校，合校後校名預定為「國⽴陽明交通⼤學」。 ⼈⽂社會學系及
傳播與科技學系在本校六家校區上課(校區間有交通⾞)，地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其餘學系皆在新⽵光
復校區上課，地址：300新⽵市⼤學路1001號。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1146 國⽴交通⼤學 管理科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Science
系所分則
管理科學系以培養未來企業專業經理⼈及領袖⼈才為⽬標，提供⼀般管理包含⾏銷學、財務管理、管理資訊系統、⽣產與作業管
理及⼈⼒資源管理等課程訓練，並可透過選修，選讀專⾨管理科⽬，發展專業管理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
級排名及班級排名百分⽐) 3. 師⻑推薦函(必)：指導⽼師推薦信(以中⽂或英⽂書明學校特⾊、學⽣學業、才藝表現、適合就讀
本系特質）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 5. ⾃傳(必)：⾃傳(中⽂撰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英語
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托福英語能⼒IBT 79分(CBT213/IELTS 6.0)以上或同等英語能⼒證明。
⼆、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TOCFLLevel 3或同等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14 國⽴交通⼤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融學系財務⾦融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inance (Program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充分利⽤交⼤在資訊⽅⾯的優勢，結合資訊管理與財務⾦融的學習環境，透過跨領域的課程規劃，強化學⽣知識學習的廣度
與深度，讓學⽣在未來不論升學或就業，都更具彈性與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
級排名及班級排名百分⽐) 3. 師⻑推薦函(必)：指導⽼師推薦信(以中⽂或英⽂書明學校特⾊、學⽣學業、才藝表現、適合就讀
本系特質）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 5. ⾃傳(必)：⾃傳(中⽂撰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英語
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托福英語能⼒IBT 79分(CBT213/IELTS 6.0)以上或同等英語能⼒證明。⼆、華⽂證明HSK3或
TOCFL Level2：⾮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TOCFLLevel 3或同等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147 國⽴交通⼤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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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除訓練外語詮釋與溝通能⼒外，另側重⽂化、⽂學及語⾔分析，課程⼒求多元。基礎訓練之外並以輔修學程機制，⿎勵學⽣
培養其他領域之專業能⼒。畢業後無論就業與升學皆有相當之彈性。本系師資陣容堅強，研究重點以新興⽂學、電影研究、語法
語意與語⾳分析為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3. ⾃傳(必)：中⽂
或英⽂⾃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英語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148 國⽴交通⼤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社會學系重視學⽣的⼈⽂(humanities)與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的基礎知識與專業涵養，學⽣將在跨學科的基礎訓練中
培養獨⽴思考，以實踐參與的⽅式來發現問題，進而以⽂化創意來思考未來。期待學⽣結合所學，了解在地⽂化，建⽴國際觀
點：透過多元⽂化的理念，啟發對他者的理解與尊重，以期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同時保留在地⽂化的獨特性與價值。
上課地點：六家校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
級排名及班級排名百分⽐) 3. 師⻑推薦函(必)：指導⽼師推薦信(以中⽂或英⽂書明學校特⾊、學⽣學業、才藝表現、適合就讀
本系特質）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 5. ⾃傳(必)：⾃傳(中⽂撰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英語
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托福英語能⼒IBT 79分(CBT 213/IELTS 6.0)以上或同等英語能⼒證明。
⼆、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選)：⾮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TOCFL Level 3或同等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149 國⽴交通⼤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學部放眼於媒體匯流的新興世代，以結合⽂字、聲⾳、影像紀錄、數位內容等「跨媒體」為教學與研究平台，進⾏新世代
的傳播科技訓練。在理論素養與實務技能並重的教學體系中，訓練學⽣掌握學術基礎概念與研究能⼒，並深化社會⽂化關懷、反
思傳播媒體現象、發展整合數位媒體創意。
上課地點：六家校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
級排名及班級排名百分⽐) 3. 師⻑推薦函(必)：指導⽼師推薦信(以中⽂或英⽂書明學校特⾊、學⽣學業、才藝表現、適合就讀
本系特質）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 5. ⾃傳(必)：⾃傳(中⽂撰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中⽂撰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
英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托福英語能⼒IBT 79分(CBT 213/IELTS 6.0)以上或同等英語能⼒證明。
⼆、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TOCFL Level 3或同等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108 國⽴交通⼤學 電機⼯程學系⼄組 Dep.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交⼤電機系是ECE(兼顧電機與資訊雙專業)，⼗五⼤領域課程(含實驗)包含：導體元件及⼯程、固態與量⼦物理、電⼦設計⾃動
化、智慧與感測元件、系統晶⽚設計、多媒體訊號處理、⼈⼯智慧與計算機⼯程、通訊科學、資訊通訊、無線科技、電⼒電⼦、
AI機器⼈、系統控制、⽣醫⼯程、類⽐電路與系統，培養學⽣實作的能⼒與未來創業的潛⼒，讓學⽣未來就業之路更寬廣與紮
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3. 師⻑推薦函
(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另可繳交有利審查資料：係指特殊成績表現、僑居地會考成績證明(例如SAT等)、優
良事蹟或競賽成果(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等(請選擇五項並附證明影本)。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
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英語或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
提供等同托福英語能⼒IBT80分(CBT213分)以上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114 國⽴交通⼤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特⾊為所有必修課程均為全英語授課，以建⽴學⽣國際觀與和國際接軌的能⼒，並⿎勵本組學⽣⾄國外⼀流⼤學深造攻讀雙
聯學位或爭取國外⼟木相關⼯作機會。本系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之國際⼯程教育認證，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
除⼒學基礎課程、實驗及設計應⽤等課程，亦含括⼟木、⽔利與建築⼯程技術、資通訊及管理技術之結合，並提供專題研究與跨
領域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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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
級排名及班級排名百分⽐) 3. 師⻑推薦函(選)：指導⽼師推薦信(以中⽂或英⽂書明學校特⾊、學⽣學業、才藝表現、適合就讀
本系特質）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 5. ⾃傳(必)：⾃傳 6. 讀書
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之
申請者，須提供托福英語能⼒IBT 79分(CBT 213/IELTS 6.0)以上或同等英語能⼒證明。
⼆、華語⽂能⼒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TOCFL Level 3或同等華語能⼒證
明。（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
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116 國⽴交通⼤學 電⼦物理學系電⼦物理組 Dept. of Electrophysics (Program of Electro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在教學及研究兼具理論物理、凝態、半導體電⼦、光電、及奈⽶科學，培養具紮實學理基礎之跨領域⾼科技⼈才。在多元化
的專業課程安排下，讓學⽣能廣泛接觸各領域，藉以開拓視野，增廣⾒聞。其中電⼦物理組強調理論物理、材料、凝態與電⼦相
關物理基礎學理與科技發展。光電與奈⽶科學組著重於光電、奈⽶、以及半導體相關物理基礎學理與科技發展。歡迎對物理及應
⽤物理有興趣的學⽣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3. 師⻑推薦函
(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另可繳交有利審查資料:係指特殊成績表現、僑居地會考成績證明(例如SAT等) 、優
良事蹟或競賽成果(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等(請選擇五項並附證明影本)。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
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英語或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
提供等同托福英語能⼒IBT80分(CBT213分)以上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117 國⽴交通⼤學 電⼦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科學組 Dept. of Electrophysics (Program of Photonics and Nano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在教學及研究兼具理論物理、凝態、半導體電⼦、光電、及奈⽶科學，培養具紮實學理基礎之跨領域⾼科技⼈才。在多元化
的專業課程安排下，讓學⽣能廣泛接觸各領域，藉以開拓視野，增廣⾒聞。其中電⼦物理組強調理論物理、材料、凝態與電⼦相
關物理基礎學理與科技發展。光電與奈⽶科學組著重於光電、奈⽶、以及半導體相關物理基礎學理與科技發展。歡迎對物理及應
⽤物理有興趣的學⽣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3. 師⻑推薦函
(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另可繳交有利審查資料:係指特殊成績表現、僑居地會考成績證明(例如SAT等) 、優
良事蹟或競賽成果(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等(請選擇五項並附證明影本)。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
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以英語或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等同托福英語能⼒IBT80
分(CBT213分)以上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122 國⽴交通⼤學 ⼯業⼯程與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及研究均具前瞻性，除⼯業⼯程之基礎課程外，尚有管理、統計、電腦與⾃動化、作業研究、⼈因⼯程、及其他資訊相
關課程。本系亦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畫，以加強學⽣就業之競爭⼒。本系研究發展重點分為：⽣產系統管理、製造⼯程、系統決
策及⼈因⼯程四⼤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
級排名及班級排名百分⽐) 3. 師⻑推薦函(必)：指導⽼師推薦信(以中⽂或英⽂書明學校特⾊、學⽣學業、才藝表現、適合就讀
本系特質）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 5. ⾃傳(必)：⾃傳(中⽂撰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中⽂撰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
英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托福英語能⼒IBT 79分(CBT 213/IELTS 6.0)以上或同等英語能⼒證明。
⼆、華語⽂能⼒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TOCFL Level 3或同等華語能⼒證
明。（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
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095 國⽴交通⼤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融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inanc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充分利⽤交⼤在資訊⽅⾯的優勢，結合資訊管理與財務⾦融的學習環境，透過跨領域的課程規劃，強化學⽣知識學習的廣度
與深度，讓學⽣在未來不論升學或就業，都更具彈性與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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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
級排名及班級排名百分⽐) 3. 師⻑推薦函(必)：指導⽼師推薦信(以中⽂或英⽂書明學校特⾊、學⽣學業、才藝表現、適合就讀
本系特質）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競賽獲獎、榮譽事蹟、優良表現) 5. ⾃傳(必)：⾃傳(中⽂撰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英語
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托福英語能⼒IBT 79分(CBT213/IELTS 6.0)以上或同等英語能⼒證明。⼆、華⽂證明HSK3或
TOCFL Level2：⾮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提供TOCFLLevel 3或同等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071 國⽴交通⼤學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物科技是⼀極具發展潛⼒之新興跨領域學⾨，本系除致⼒於⽣物醫學及製藥、蛋⽩質⼯程、分⼦及細胞⽣物等領域之發展外，
並積極投⼊⽣物電⼦及⽣物資訊跨領域之教學與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3. 師⻑推薦函
(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另可繳交有利審查資料:係指特殊成績表現、僑居地會考成績證明(例如SAT等) 、優
良事蹟或競賽成果(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等(請選擇五項並附證明影本)。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
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以英語或華語為主要教學語⾔之申請者，須
提供等同托福英語能⼒IBT80分(CBT213分)以上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9
聯絡電話 886-2-24622192 分機 1068
傳真 886-2-24634786
地址 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網址 https://www.nto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事務組、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stu.ntou.edu.tw/SCROOT/Page_Show.asp?Page_ID=21539
在學期間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台海⼤為全球最具完整海洋特⾊且⼤學排名最前⾯之「國際化的頂尖海洋⾼等學府」。位於⼤台北地區之基隆市，濱臨海
洋，⼭海校園，獨特的⿓崗⽣態園區與⾬⽔公園，交通便捷、學術氛圍、⽣活機能與學習環境極優。 ⼀、 海⼤共有7個學
院，設有22個學系， 27個碩⼠班，19個博⼠班，在商船、輪機、航管、運輸、河⼯、造船、海洋、⾷品與⾷品安全、養
殖、漁業、海洋⽣物與⽣態、海洋事務等領域尤其著名。 ⼆、 海⼤各系皆有特定的產業⽀持，尤其海洋相關產業，學⽣
有特定的就業職場與管道，學⽣競爭⼒與就業⼒⾼。 三、 海⼤備有男⼥宿舍，僑⽣及港澳⽣享有免抽籤住宿的權利及優
先住校之福利並提供各項清寒獎勵、各項獎助學⾦、服務學習機會，讓每⼀位同學都有機會勇敢逐夢。 四、 海⼤重視學
⽣實作與校外實習、培養創新創業與就業能⼒，並推動跨領域次專⻑制度及微學分，俾適應未來複雜就業職場需要。
五、 海⼤加強學⽣英⽂與中⽂能⼒，設有英⽂畢業⾨檻。學⽣修習中⽂課程時，每年必須選讀24篇課外⽂章並撰寫4篇作
⽂。 六、 海⼤重視學⽣適性發展，特別實施轉系以「興趣」為主的政策；並取消1/2不及格退學措施，改採取以修⾜必要
學分畢業之措施，實施⾃我調整進度的教育節奏。 七、 海⼤具有設施最完善之室內外運動設施，包括最新完成之⼈⼯草
⽪運動場、壘球場、沙灘排球場及2座體育館等，另有完善之⽔上運動設施及帆船與獨木⾈等。 ⼋、 海⼤校園最具國際
化，有許多外籍⽣、僑⽣(獨招、個⼈申請、聯合分發、外籍⽣)、陸⽣(學位⽣與交換⽣)，已發展成為⼀所以專業及海洋
為最⼤特⾊的「社會上不可或缺的學校」及以學⽣為主體⼈⽂關懷的「令⼈感動的學校」，繼續秉持「活⼒創新、海⼤躍
進」之理念，朝「國際級的海洋頂尖⼤學」邁進。

1129 國⽴臺灣海洋⼤學 航運管理學系 Dep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在培育航運業、物流業之經營管理專業⼈才。（⼆）中⽂能⼒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三）本系所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dstm.ntou.edu.tw。（四）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英⽂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具有中⽂聽，說，讀，寫，表達能⼒的申請⼈優先考慮。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97 國⽴臺灣海洋⼤學 商船學系 Dept. of Merchant Marine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旨在培育船副、船⻑、引⽔⼈等⾼階航海專業或港務相關⼈才。（⼆）中⽂能⼒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
難者不宜選填。（三）申請船上實習者，體格需符合交通部航港局船員體格(健康)檢查證明書之「航⾏員」規定。詳細規定請⾄
航港局網站查詢。（四）本系所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mmd.nto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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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選) 5. 讀書計畫書(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96 國⽴臺灣海洋⼤學 輪機⼯程學系能源應⽤組 Dept. of Marine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Applied Energy)
系所分則
（⼀）本系以⾃動化理念，培養能源與動⼒系統研究、開發與應⽤實作⼈才，歡迎對能源應⽤或動⼒系統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
考。（⼆）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及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及辨⾊⼒異常者，請審慎
選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97 國⽴臺灣海洋⼤學 輪機⼯程學系動⼒⼯程組 Dept. of Marine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動化理念，培養能源與動⼒系統研究、開發與應⽤實作⼈才，歡迎對能源應⽤或動⼒系統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
考。（⼆）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及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及辨⾊⼒異常者，請審慎
選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69 國⽴臺灣海洋⼤學 運輸科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系所分則
（⼀）培養國際運輸與物流經營規劃之⼈才。（⼆）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99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Dep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歡迎對海洋科學、環境監測及資訊處理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考。（⼆）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辨⾊⼒異常者、重度肢體
障礙或精神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00 國⽴臺灣海洋⼤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分為固⼒材料、熱流、機電控制、設計製造、微系統、實務、及船舶與海洋⼯程等七個教學領域來修習課
程，另外學⽣亦可選修跨領域學程，如：「海洋能源科技」及「海洋⼯程建造科技」等學程。（⼆）中⽂能⼒未具聽、說、讀、
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01 國⽴臺灣海洋⼤學 系統⼯程暨造船學系 Dep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Naval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在培育整合⼯程系統觀念之專業⼯程師，學習領域涵蓋機電與⾃動控制系統、結構與振動噪⾳系統、熱流系
統及船舶⼯程與管理系統。（⼆）中⽂能⼒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
選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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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02 國⽴臺灣海洋⼤學 河海⼯程學系 Dept. of Harbor and Riv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教學⽬標：培育發展海港、海岸、海洋⼯程、⽔資源、河川、⼤地、結構運輸之專⾨⼈才，並從事相關學理技術之研究與
發展。（⼆）特⾊：本系除⼟木⼯程專業課程外，並針對本學系的教育⽬標開授河川及海洋⼯程⽅⾯的⼀系列課程，並加強⼯程
實務與⼯程管理，為全國唯⼀具河海⼯程特⾊之系所，創系五⼗餘年來培育許多⼯程實務與學術研究之⼈才。（三）中⽂能⼒未
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宜慎重考慮。（四）本系所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hre.nto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03 國⽴臺灣海洋⼤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有視覺障礙或辨⾊能⼒異常、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本校電機系係培育電機⼯程專業⼈才，課程設計與其他⼤學電機系⼀致，並設有完整碩、博⼠班。系友分佈於各⼤⺠營公
司，從事半導體、通訊、電腦網路及週邊等科技產業，電⼒、電信等公營事業，教育、學術研究單位及政府機構等研究發展。相
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ee.nto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04 國⽴臺灣海洋⼤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在專業資訊⼈才培育，為了讓學⽣適性發展，本系設有四⼤領域，學⽣可依興趣增加廣度及深度，課程領域如下：
1. 計算機系統領域：Verilog硬體描述語⾔、計算機系統設計、計算機結構、組合語⾔等。
2. 軟體領域：Python程式語⾔、程式競賽技巧導論、網⾴程式設計、ASP.NET程式設計、JAVA程式設計、⼈⼯智慧、網際服
務軟體⼯程、軟體⼯程實務、物件導向軟體⼯程等。
3. 智慧科技(AI)與資訊安全領域：電腦圖學、影像處理、物聯網導論、資訊安全實務與管理、3D遊戲程式設計、進階資料庫等。
4. 計算科學領域：數值分析、圖論演算法、組合論等。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http://www.cse.nto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05 國⽴臺灣海洋⼤學 通訊與導航⼯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兼具通訊、導航及控制領域之專業⼈才。
研究領域涵蓋：導航與資訊科技、控制及通訊與訊號處理。系友分佈於各⼤公司，從事航電、電⼦、資訊及通訊產業之製造及研
發⼯作，或進⼊教育、學術單位及政府機構從事教學與研究。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s://cnce.nto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58 國⽴臺灣海洋⼤學 ⽣命科學暨⽣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特⾊為「海洋⽣物+⽣物科技+應⽤化學」尤其重視學⽣跨領域應⽤能⼒。並與中研院訂有「分⼦整合⽣物」教學合作計
畫，引進中研院師資與設備，給予學⽣最實⽤與廣泛的訓練。 本系訂有「學碩⼠五年⼀貫學程」，學⽣可直接申請報考本校研究
所碩⼠班，可於五年內獲得碩⼠學位。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dbb.ntou.edu.tw/bin/home.php (⼆)中⽂能
⼒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或有重度肢體障礙或有視覺障礙或辨⾊⼒異常，不宜化學相關實驗課程，宜慎重考
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 讀書
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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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5 國⽴臺灣海洋⼤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Optoelectronics and Materials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有視覺障礙或辨⾊能⼒異常、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本校為培育優秀光電與材料專業⼈才，經報教育部核准，於2018年8⽉整併本校光電所與材料並新成⽴「光電與材料科技
學系」。光電所與材料所分別成⽴於1997與1993年，畢業學⻑姊或分佈於各⼤⾼科技公司，從事光電、半導體、材料、電⼦等
技術研發，或進⼊教育、學術單位及政府機構從事教學與研究。相關資訊請參考本學程網站http://www.omt.nto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90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法政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Ocean Law and Policy
系所分則
1. 除傳統法學外，海洋法律與政策是本系的重點領域，與⼀般法學院不同，本系是全國唯⼀以海洋法政為發展⽅向的專業法律學
系，培養對海洋事務具國際觀而跨領域的海洋法政⼈。
2. 對海洋法律及政策具⾼度興趣與熱情者，例如曾參與或領導海域權利、海洋產業、海上事故、海洋防汙、海洋⽣態復育、漁⺠
權 益保障等活動。
3. 曾獲「演辯」、「活動規劃」、「作⽂」等相關競賽獎項者。
4. 曾參加國內外相關海洋法律與政策學術活動或營隊訓練。
5. 具海洋法律與政策領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並可提供相關佐證 資料者，例如：研究論⽂或課堂報告。
6. 對外語具⾼度能⼒，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料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67 國⽴臺灣海洋⼤學 ⽔產養殖學系 Dept. of Aquacul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培育學⽣成為⽔產養殖與⽣物科技之專⾨技術與研發⼈才；歡迎對⽔⽣⽣物及養殖或⽣物科技相關領域有
興趣者或家中從事或本身曾參與⽔產養殖⼯作者參加申請。（⼆） 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或有重度
肢體障礙或視覺障礙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68 國⽴臺灣海洋⼤學 ⾷品科學系⾷品科學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Food Science Division)
系所分則
⼤學部之教學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培育⾷品科學和⾷品⽣物科技的專業⼈才，課程以配合本校「具有海洋特⾊綜合
型⼤學」之定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69 國⽴臺灣海洋⼤學 ⾷品科學系⽣物科技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Biotechnology Division)
系所分則
⼤學部之教學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培育⾷品科學和⾷品⽣物科技的專業⼈才，課程以配合本校「具有海洋特⾊綜合
型⼤學」之定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70 國⽴臺灣海洋⼤學 環境⽣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Biology and Fisheries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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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國 42 年創辦迄今，培育海洋漁業⾏政、經營⼈才已逾 2 千⼈。初名為臺灣省⽴海事專科學校三年制漁撈科，⺠國 53 年
改制為臺灣省⽴海洋學院漁業學系，⺠國62 年增設漁業研究所碩⼠班，⺠國 68 年升格為國⽴臺灣海洋學院漁業學系暨研究所，
⺠國76 年設⽴漁業研究所博⼠班，⺠國 78 年改制為國⽴臺灣海洋⼤學漁業學系暨研究所，⺠國82 年更名為漁業科學學系暨研究
所。⺠國 89 年增設碩⼠在職專班海洋環境與⽣物資源組，⺠國 91 年本系奉准更名為環境⽣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暨研究所，發展⽅
向以漁業科學為主體，並著重海洋環境⽣物與⽣態之系所。希望藉由⼆⼤領域之均衡發展，開創出保育與開發兼顧的海洋科技，
使海洋資源能在合理管理制度下永續利⽤。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選) 5. 讀書計畫書(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9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在培育海岸觀光、近海觀光、⽔上休憩與活動及郵輪旅遊之專業⼈才。（⼆）中⽂能⼒未具聽、說、讀、寫、
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本系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dotm.ntou.edu.tw。（四）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傳(1000字) 5.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02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創設計產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ic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Industries
系所分則
"（⼀）中⽂能⼒需具備聽、說、讀、寫等能⼒並可以流利表達，學⽣均需學習⾊彩差異的辨識、點線⾯的辨識等能⼒、機器操作
的能⼒。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精神障礙，不宜設計課程，宜慎重考慮。
（⼆）本校⽂創設計系係培育富於海洋素養、外語和數位知能，並兼具海洋⽂創資源運⽤、⽂創產品設計與⽂創產業經營之複合
性⽂創產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96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經營管理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創系宗旨在於培養兼具⼈⽂及海洋關懷素養、兩岸及國際視野的海洋產業經營與實作⼈才。（⼆）中⽂能⼒未具聽、說、
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 5.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18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程科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教學⽬標致⼒於培養海洋能源、海事⼯程、海洋機電、海事施⼯船舶裝備等跨領域之⼯程科技⼈才，以因應海洋能源開發建
設與產業需求。（⼆）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讀書計畫/未來
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60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物科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Marine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有實驗課程，須具備辨別顏⾊能⼒以正確判定實驗結果。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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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6
聯絡電話 886-5-2720411
傳真 886-5-2721481
地址 621301嘉義縣⺠雄鄉⼤學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學⼠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碩⼠班於修業三年期間、博⼠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
⼀、本校學⼠班學⽣須於畢業前(建議在⼤三結束前)修完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請依各系規定修習。⼆、
備註
本校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應修滿學系應修畢業學分並符合學校規定之畢業條件，⽅得畢業。三、依⼀般限制。
學校基
本資料

1068 國⽴中正⼤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安排古典與現代⽂學相關課程，希望學⽣在紮實的學術訓練下，從中國傳統汲取養料，並靈活地運⽤於現實⽣活，未來能夠成為
藝⽂界、教育界、新聞界傑出的專業⼈才。
本校設有「國⽴中正⼤學惠燊紀念獎學⾦」，歡迎到本校就讀中國⽂學系、歷史學系或哲學系學⼠、碩⼠或博⼠學位的香港籍學
⽣提出申請！詳情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ciacoop@ccu.edu.tw、TEL：+886-5-2720411#17606、網址：
https://oia.ccu.edu.tw/cn/show_news.php?nID=2&getId=159。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含全校名次
及百分⽐對照表。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成果作品(限3篇，含已發表之著作或已完成之稿件，限語⽂類)。
說明：限⾼中時期之資料。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競賽成果(含語⽂類受獎紀錄、社團參與)。
說明：限⾼中時期之資料。 5. ⾃傳(必)：中⽂⾃傳，1,500字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1,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69 國⽴中正⼤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下列知能的外語專業⼈才：⼀、外國語⾔與⽂學。⼆、⼈⽂素養與創新。三、社會關懷與服務。四、終身學習與實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成果作品（限3篇，含已發表之著作或已完成之稿件，限語⽂類）。
說明：限⾼中時期之資料。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競賽成果（含語⽂類受獎紀錄、社團參與）。
說明：限⾼中時期之資料。 5. ⾃傳(必)：英⽂⾃傳，1,500字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檢定證明
（國際認可的檢定考試）。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71 國⽴中正⼤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系所分則
1. 本系具有⼀流師資，完備之學習與研究資源，並致⼒於國際合作與交流。
2. 著重培養學⽣邏輯推理、概念分析、反思分析、另類思維與閱讀哲學經典之基本能⼒，提升學⽣⽂化素養與關懷。
3. 畢業出路包括繼續深造或從事教職、⽂書編輯、出版⽂化業、學術機構之研究⼯作。
本校設有「國⽴中正⼤學惠燊紀念獎學⾦」，歡迎到本校就讀中國⽂學系、歷史學系或哲學系學⼠、碩⼠或博⼠學位的香港籍學
⽣提出申請！詳情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ciacoop@ccu.edu.tw、TEL：+886-5-2720411#17606、網址：
https://oia.ccu.edu.tw/cn/show_news.php?nID=2&getId=159。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 3. ⾃傳(必)：中⽂⾃傳，⾄少1,000字。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少1,0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72 國⽴中正⼤學 社會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之社會福利政策⼈才為主，課程強調整合應⽤社會科學知識及多元思考，探討社會福利議題，藉以培養學
⽣制度分析、政策規劃、⾏政管理、福利服務之知識與社會⼯作專業能⼒，歡迎關⼼社會問題、⼈群福祉的熱忱學⽣加⼊我們的
⾏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任何有利審查之表現成果資料。 5. ⾃傳(必)：中⽂⾃傳
（1,000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1,0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76 國⽴中正⼤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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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教師畢業於全球知名⼤學，全數具有博⼠學位。教師研究與教學並重，研究表現在國內經濟學⾨名列前茅，教學優異屢獲獎
項。本系注重學⽣國際視野的養成，國際經濟領域課程豐富，培育學⽣職場競爭⼒或繼續深造的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競賽成果及其他有利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申請動機/未來期
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77 國⽴中正⼤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所⽬前有19位優秀的專任教師，提供多元的財務課程。除了基礎課程外，也提供超過10項的財⾦跨領域學程。包含提升學⽣競
爭⼒之財⾦英語學程以及⾦融科技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附有排名。 3.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得獎證明或其他有利⽂件。 4. ⾃傳(必)：中⽂⾃傳，1份。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1
份。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及英⽂語⽂能⼒證明，各1份。
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
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70 國⽴中正⼤學 化學暨⽣物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學與研究⽅向除涵蓋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等四項基礎的研究領域外，同時亦包含了材料化學及⽣
物化學兩項重點研究領域。本系現有專任教師17位，皆具博⼠學位，富教學熱忱，師⽣互動頻繁。⽬前每位⽼師⾄少都有⼀個研
究計畫在執⾏，帶領著碩、博⼠班研究⽣及學⼠班專題⽣從事科研⼯作。同時本系亦⿎勵藉著團隊合作⽅式，開創新的跨領域研
究。本系著重基本科學知識訓練，並規劃⽣物化學及材料化學等學程，操作實驗為學習重點，學⽣透過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
業知識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化學實驗、藥品皆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離危險現
場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的成績 。 3.
師⻑推薦函(必)：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中期間與⾃然科學相關獲獎紀錄影本(無則免繳)。 5. ⾃傳(必)：中⽂
⾃傳，含申請動機，800⾄1,5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74 國⽴中正⼤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機械⼯程學⾨包含各種⼒學、熱⼒學、設計與製造、控制⼯程、結構分析、光機電整合、⼯程材料、新興科技等基礎理論與實務
內容。是⼀切精密機械、機器⼈、⾞輛船舶以及航太⼯業的重要基礎。機械⼯程師在新興⼯程如⽣醫⼯程、奈⽶及微機電⼯程、
半導體製程、顯⽰器與3C產業、能源⼯程亦皆是炙⼿可熱的⼈才。本系以先進的設備、⼀流的師資以及與產業密切結合研究之充
裕資源，可培養出兼具理論實務之⼀流機械⼯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 3.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75 國⽴中正⼤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化⼯基礎教育及專業科⽬為本，另外特別加強材料、奈⽶及⽣物技術之課程，期使學⽣成為優秀的科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含全校名次
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選)：中⽂或英⽂⾃傳。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及英⽂檢定成績證明。
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
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77 國⽴中正⼤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之⽬標在培養學⽣獨⽴思考能⼒，強調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和系統整合之專業能⼒，並因應全球資訊產業發展，培育具有資訊
科技應⽤與管理能⼒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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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的成績。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或公共服務紀錄。
※繳交之各項資料，限⾼中時期。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成果作品含已發表之著作或已完成之稿件。
※繳交之各項資料，限⾼中時期。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個⼈簡歷、競賽成果含各類受獎紀錄。
※繳交之各項資料，限⾼中時期。 6. ⾃傳(必)：中⽂⾃傳，1,500字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1,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58 國⽴中正⼤學 運動競技學系 Dept. of Athletic Sports
系所分則
本系是全國綜合⼤學中⾸創的運動競技學系，有別於國內其他體育專業學校，能提供⼀個更全⾯、更多元的教育環境。特⾊包
括：1.專業堅強的師資陣容、2.全國頂尖的學習環境、3.實務與理論並重的學術培養、4.多元及跨領域的修課選擇、5.保證申請修
讀教育學程的資格、6.創造與產業接軌的實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必)：如：最佳運動成績表現之證明、論⽂或會議論⽂。
註：最佳運動成績表現以本系主要發展運動項⽬(排球、⽻球、網球、射箭、游泳、跆拳道及定向越野等七項)任⼀專⻑為宜。
4. ⾃傳(必)：中⽂⾃傳，1,500字內。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
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56 國⽴中正⼤學 ⽣物醫學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與研究特⾊是以⽣物醫學(Biomedical Sciences)為發展⽅向。教學上著重⽣物化學、分⼦⽣物學、與細胞⽣物學等
基礎領域之紮實訓練。配合後基因體時代之重要發展⽅向，開設有基因體學(genomics)、蛋⽩質體學(proteomics)、幹細胞學
(stem cell biology)等課程。研究上包含癌症⽣物學、基因治療、蛋⽩質結構和功能、發育⽣物學、病毒學、表基因體學、奈⽶
醫學、系統⽣物學等重點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化學及⽣物⼆科
成績。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中期間與⾃然科學相關獲獎紀錄。 4. ⾃傳(必)：中⽂⾃傳，含讀書計畫及申請動
機，800⾄1,5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3
聯絡電話 886-5-2717296
傳真 886-5-2717297
地址 60004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cyu.edu.tw/oia
僑⽣新⽣保障住宿
⼀、本校實施服務學習制度，新⽣必須參加服務學習。 ⼆、本校有開設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及國⺠小學教育學程。 三、本
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住校。 四、政府單位,⺠間團體或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之同學，提供急難救助⾦、各類獎
助學⾦、⼯讀申請等協助措施。

4789 國⽴嘉義⼤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特⾊:本學系歷史悠久，學⾵優良，是培養教育理論、課程教學，以及教育⾏政與⽂化事業專業優秀⼈才的搖籃，課程強調理
論與實務並重、本⼟化與國際化兼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為主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參加⽐賽得獎證書或各種能⼒檢定證明等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
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華語⽂或英⽂能⼒證明
(2)「華語⽂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
⽂⾃傳或中⽂選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32 國⽴嘉義⼤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系所分則

- 第 53 ⾴ -

1.具有中⽂聽說讀寫能⼒，歡迎有志從事助⼈專業輔導⼯作之有為青年加⼊ 。
2.本系強化家庭教育及輔導與諮商⼆領域之特⾊，並試圖從⼈群服務之整體觀點出發，規劃家庭教育、家庭與社區諮商、學校諮
商，到企業諮商之相關專業，希冀提供學⽣更完整之⼈群服務學習管道，並滿⾜⼀般⺠眾及家庭之協助需求，進而成為國內第⼀
個同時聚焦於家庭、社區、學校三⼤助⼈專業領域之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或英⽂能⼒證明⽂件
2.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11 國⽴嘉義⼤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特⾊:
1.課程結合理論實務，強化學⽣競爭⼒
2.研究⽀援教學，提昇教學品質
3.重視服務學習，培養⼈⽂精神
4.深化學⽣輔導，促進學習成效
5.⿎勵參與研究，培養研究能⼒
6.參與推廣服務，深耕地⽅資源 。
⼆、就業與發展：本系⼤學部以培養國⺠小學特殊教育教師以及特殊教育相關⼯作⼈員為⽬標。在專業就業⽅⾯，畢業⽣可以擔
任身⼼障礙教育教師、資賦優異教育教師、教養機構教師、教師助理員；或擔任⼤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員。在專業發展上，除修
讀特殊教育碩⼠與博⼠外，學⽣亦可依其興趣進修教育、復健諮商、語⾔治療等相關研究所，發展獨特之專精領域，為特殊教育
領域貢獻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相關語⾔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31 國⽴嘉義⼤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歡迎有志從事幼兒園教師,保⺟及相關⽂教事業青年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參展證
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
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教育服務經驗或證明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33 國⽴嘉義⼤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Dept. of E-lear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本系培育數位學習的⼈才，未來可就業於數位科技產業，需具有中⽂聽說讀寫能⼒。
2.以積極培育具有設計、發展、運⽤、管理和評鑑各類教育資源能⼒之專業⼈才為主要⽬標，使教育科技能真正融⼊於教育和訓
練之環境中，期能培育出具備數位學習內容設計及數位學習管理兩⼤領域專⻑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或
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37 國⽴嘉義⼤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本系特⾊：本系志在研討中國⽂學，兼容古今⽂獻，匯通新舊學術，傳承⽂化薪⽕，並開創⽂學新⽣命。以培育學⽣具備中國
⽂學之專業能⼒，道德⼈⽂之深厚素養，秉持真誠、務實、樂觀、進取之學習精神，造就新時代中⽂⼈才為⽬標。
2.須具有良好的中⽂聽說讀寫能⼒以及基本的漢學常識與古⽂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傳
(必)：500字以上中⽂正體字之⾃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35 國⽴嘉義⼤學 外國語⾔學系英語教學組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Teaching Track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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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成⽴於⺠國⼋⼗九年⼋⽉，校區位於台灣嘉義縣⺠雄鄉。系上有專任教師共有15位，專⻑領域包括英語教學、語⾔學、翻譯
和⽂學。教育⽬標在於培養學⽣⼈⽂素養與國際視野、優秀英(外)語溝通能⼒以及英語教學或語⾔⽂教發展等專業知能，並兼顧
應⽤外語相關素養。系所優勢為提供多元英語教學實務課程，並開設語⾔學和⽂學等語⾔理論課程，培育同學具備理論和實務英
語教學知能。畢業⽣可以繼續就讀語⾔相關研究所 (例如；英語教育、語⾔學、⽂學)、擔任國中小英語教師或在國內外產業界從
事語⾔⽂教⼯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1)推薦信2封
(2)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系統上傳」 4. ⾃傳(必)：中⽂或英⽂⾃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
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和英⽂語⾔能⼒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36 國⽴嘉義⼤學 外國語⾔學系應⽤外語組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Track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國⼋⼗九年⼋⽉，校區位於台灣嘉義縣⺠雄鄉。系上有專任教師共有15位，專⻑領域包括⽂學、翻譯、語⾔學和英
語教學。教育⽬標在於培養學⽣⼈⽂素養與國際視野、優秀英(外)語溝通能⼒以及應⽤語⾔學、⽂學及翻譯等專業知能，並兼顧
語⾔⽂教相關素養。系所優勢為提供多元⽂學和語⾔學理論課程，培育學⽣畢業後繼續就讀研究所。同時，本系也提供實務商務
英語課程例如職場英語、英⽂商⽤書信，培育學⽣畢業後從事商業⼯作 (例如：秘書、⼈資)、⽂創產業⼯作 (例如：秘書、翻譯
員、版權代理、故事創作者)，或在科技產業界從事語⾔分析⼯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1)推薦信2封
(2)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系統上傳」 4. ⾃傳(必)：中⽂或英⽂⾃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
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和英⽂語⾔能⼒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34 國⽴嘉義⼤學 應⽤歷史學系 Dept. of Applied History
系所分則
本系為全國第⼀所應⽤歷史學系所，以歷史為專業基礎，輔以環境與區域課程，並能積極往實⽤層⾯拓展，以達到學⽤合⼀，培
養歷史應⽤專業⼈才之⽬的，達到「⽴⾜歷史專業，邁向史學應⽤，培養學⽣具備⼈⽂與區域研究相互均衡的知識，以結合⽂化
產業發展」的教育⽬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正體中⽂ 6. 讀書計畫書(必)：正體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3 國⽴嘉義⼤學 視覺藝術學系 Dept. of Visual Arts

系所分則
1.本學系涵蓋藝術創作、藝術理論、藝術教育、藝術⾏政、數位藝術與設計等領域⼈才之培育。課程區分為兩⼤類： (1)創作⽅
⾯：中西繪畫、⽴體與版畫、電腦藝術與設計等。 (2)理論⽅⾯：基礎理論與藝術史領域、藝術教育與藝術⾏政領域。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1) 應先具備藝術創作媒材之基本能⼒（如素描、彩繪技法、⽔墨書畫…等）。
(2) 書⾯審查資料：作品集（最少10件，以A4⼤小呈現，每件作品必須附上作品名稱、媒材、尺⼨及年代，並加封⾯，封⾯上請
註明姓名）。
(3) 所繳資料⼀律不退件，所提供之資料及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038 國⽴嘉義⼤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培育學⽣運⽤分析⼯具以及解決問題之能⼒，並使其具備語⽂、國際觀與管理之專業素養。教授管理專業知識外，對學⽣的
表達、語⽂、分析技巧等⼯具性能⼒亦將以系列性課程培育之；在課程規劃的部份，強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
⽂及英⽂能⼒證明
(2)「華語⽂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
⽂選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0 國⽴嘉義⼤學 應⽤經濟學系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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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中⽂聽說讀寫能⼒。
2.本系戮⼒於提昇教學、研究及學⽣學習成果，並設置「應⽤計量經濟實驗室」致⼒於經濟計量教學與相關應⽤研發，另「應⽤
經濟診所」加強學⼠班課後學習與輔導。除紮實的核⼼理論課程訓練外，並將選修課程分為三⼤學習領域，以培育未來台灣經濟
發展過程中所需之⼯商、服務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39 國⽴嘉義⼤學 ⽣物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io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具有中⽂聽說讀寫能⼒。
2.⽣物事業管理學系旨在培育學⽣擁有⽣物事業和⽣物科技管理技能，並兼具國際觀。本系不僅提供傳統管理課程亦提供⽣物科
技管理課程，引導學⽣具備創意、創新與創業之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必)：華語⽂或英⽂能⼒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1 國⽴嘉義⼤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1. 具有良好中⽂聽說讀寫能⼒。
2. 本系以培養⾦融產業專業經理⼈與⼀般企業財務經理⼈為⽬標，並以「證券投資」、「公司理財」與「⾦融市場與機構」為三
⼤課程主軸。因應當前「⾦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趨勢，本系擁有設備完善的財⾦實驗室，將三⼤課程主軸連結到⾦融資訊的
專業訓練。其次，本系現有專任師資皆擁有國內外知名⼤學的財務⾦融相關領域博⼠學位，師資團隊中擁有會計師、精算師、⾦
融證照、⾼階英⽂檢定證書與國外教學資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
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4 國⽴嘉義⼤學 ⾏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是⽬前國內唯⼀培育具備「⾏銷與觀光」聯集專⻑之國⽴⼤學。本系特⾊以培育同學具備⾏銷與觀光專⻑，以擴展就業競爭
⼒。本系重視培養學⽣國際觀與實務經驗，以利培養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之優秀⼈才。因此，提供海外交換⽣、企業界實習等機
會。
⾏銷由產品、通路、定價與推廣等相關學科所組成，應⽤於廣告⾏銷、⾏銷企劃、⾏銷傳播等領域中。觀光產業範疇廣，舉凡：
旅遊業、旅館業、航空、遊樂業與餐飲業等，基本上以服務管理為基礎，融合⾏銷管理，形成具備觀光服務⾏銷管理的專業。
核⼼能⼒：
1. 必須具有中⽂聽說讀寫能⼒。
2.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潮流，⼤學對於⼈才培育及課程規劃，必須掌握較⼤的彈性，才能適應產業變遷的需求，滿⾜產業發展所需
的⼈⼒資源，進而掌握發展先機，提升國家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42 國⽴嘉義⼤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跨界 翻轉 迎向全⼈"
本系所課程呼應全校性課程分流的教學理念，將整體課程以模組化的概念重新設計，區分為「⾳樂演奏學程」、「⾳樂教學學
程」以及「⾳樂劇製作學程」等三⼤學程。之所以進⾏課程的模組化，是為了⿎勵全校學⽣能夠善⽤本校綜合學習資源，跨院系
修讀「第⼆專⻑學程」，以達⾄學⽤連接、多元學習的⽬標。在本系所三⼤學程中，「⾳樂演奏學程」與「⾳樂教學學程」，是
所有專業訓練的基⽯，而「⾳樂劇製作學程」則是將學⽣⻑期練就的⼀身技術，學以致⽤地，帶向應⽤與市場⾯向的重要橋樑。
在實施策略上，本系將透過各式創新教學⼿法以及多元招⽣管道來強化、擴散此學程的教學效益，最終⽬的，是要培養具有綜合
統整能⼒的全⽅位藝術⼈才，期望能提升學⽣畢業後的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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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1) 近期演奏DVD，學習過的曲⽬⼀覽表。
(2) 10-15分鐘之個⼈演奏影⾳資料⼀份(⾄少1件以上)且須由指導（主修）⽼師出⽰學⽣本⼈演出之證明。
3.所繳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影⾳資料及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 6. ⾃傳(必)：中
⽂⾃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042 國⽴嘉義⼤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系所分則
本系追求「資訊管理涵養」、「專業科技知識」及「電⼦化企業」的教學與研究發展，同時結合電⼦商務、⼤數據、雲端運算及
物聯網等科技趨勢，本系設⽴9個專業實驗室以提供師⽣優質的實作環境，落實培育管理專業知識與系統應⽤實務能⼒兼具之全
⽅位訊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44 國⽴嘉義⼤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數學理論與應⽤之研發為主軸，分別建⽴和計算科學、資訊科學、機率統計等相關的研究團隊，應⽤研究涵蓋微奈⽶計算
模擬、雲端計算、動態系統模擬、科學計算與建模、資訊數位內容、⼈⼯智慧及應⽤資訊軟體元件、⽣物統計、⼯業統計、品質
控制、數學科普等重點⽅向。並配合⾼科技趨勢及多元化發展，開設相關的專題製作及專業課程，並提供⼀個跨領域學習的「⽣
物統計資訊分析學程」。本系學⽣畢業後可從事數學或資訊軟體(教具)設計研發、⽣物科技、⼯業設計、臨床試驗、財務分析、
品質控制、保險精算及數學教育等⼯作。若選擇繼續深造，則可投考應⽤數學、資訊⼯程、統計學、財務⾦融、⼯業⼯程與管理
及數學教育研究所等。熱情歡迎您的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 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43 國⽴嘉義⼤學 電⼦物理學系 Dept. of Electro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育⽅向與⽬標是以建⽴學⽣深厚的物理基礎，並加強電⼦相關的訓練，配合光電及半導體相關的課程，使學⽣在四年的
學習過程中有很好的物理理論背景，且在光電及半導體領域有很好的認知，並培養他們動⼿的技術與分析問題的能⼒。本系學⽣
畢業後，可以報考物理、光電、電⼦、電機、材料等研究所，在就業⽅⾯也是在光電、半導體等相關⾼科技產業服務。本系所並
已與半導體及光電⼤廠在教學及研究上進⾏合作，學⽣未來的就業與深造管道相當暢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45 國⽴嘉義⼤學 應⽤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1.有視覺障礙、辨⾊⼒異常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系發展重點為：化學知識應⽤於⽣物科技相關之發展。本系以研發⽣物與能源應⽤科技為導向，著重於⽣化及材料相關物質
之合成、分析、感測及特性研究，期能展現創新活潑多元之化學新⾵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傳（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46 國⽴嘉義⼤學 ⼟木與⽔資源⼯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以符合國際觀兼具本⼟環境需求教學理念、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傳授，以培育⼟木與⽔資源⼯程領域之專業⼈才，以因應國家公
共⼯程建設及社會發展需求，提升⽔⼟資源永續利⽤、國家經濟發展及全⺠福祉。
2.本系著重基礎學科(如微積分、⼯程數學、⼒學等)的培育及⼯程應⽤學科(結構⼯程、⽔利⼯程、⼤地⼯程、⽔⼟保持，測量與
營建管理)等的訓練 ，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並需具備⼀定之中⽂閱讀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49 國⽴嘉義⼤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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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重點是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且有⼈⽂素養及社區關懷情操，並具創新進取精神與整合應⽤能⼒的資訊科技⼈才。⽬前
已建⽴軟體⼯程及知識⼯程、互動多媒體和網路及資訊安全等三個領域研究團隊，配合產業界⾼科技發展趨勢，開發電腦系統、
影⾳數位內容、電腦遊戲動畫、資訊安全、電腦網路、⼈⼯智慧與機器學習、軟體⼯程等相關課程，學⽣除了可在專業科技上學
習外，還可從事軟體開發、系統設計及資訊教育等相關⼯作。誠摯歡迎您的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
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0 國⽴嘉義⼤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中⾼級電機科技⼈才為⽬的。在教學理念除了注重理論的探討之外並強調實際動⼿的能⼒，以期待培育出具有深厚電
機基礎與專業並能實際應⽤的電機⾼科技⼈才。在專業必修中涵蓋所有電機系所需之基礎理論，並分電⼦與系統設計學程、通訊
與訊號處理學程與計算機與控制系統學程三專業模組課程來發展。本系學⽣畢業後，升學⽅⾯可以報考本國電機、電⼦、通訊或
計算機等相關研究所，或申請國外電機相關研究所，在就業⽅⾯也可往電機、電⼦、半導體、資訊、通訊、科技專利等相關⾼科
技產業服務或報考電機相關公職，學⽣未來的升學、就業管道相當寬廣，本系誠摯歡迎您的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傳
(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51 國⽴嘉義⼤學 機械與能源⼯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能源與機械主宰⼈類⽂明發展，兩者結合直接或間接提供每⽇的⽣活所需；機械的運轉需要能源，而能源的產製需要機械。本
系之設⽴基於配合國家的綠⾊能源政策與地⽅產官學整合發展，以培育產業未來所需的專業⼈才為⽬標，以機械⼯程為主體架
構，發展精密機械、能源機械系統、⼯業節能技術、與綠⾊能源開發。
2.無特殊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49 國⽴嘉義⼤學 植物醫學系 Dept. of Plant Medicin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優秀植物病蟲害診斷及植物醫學科技⼈才為⽬標，除研究基礎植物醫學課程外，以結合雲嘉南區各項作物、蔬菜花
卉、果樹及森林經濟產業特點，致⼒於培養學⽣⽥間植物疫病蟲害與營養診治的實務經驗、植物檢疫與疫情監控之研究，以及強
化安全使⽤農藥及⾮農藥資材防治疫病蟲草害之能⼒，達到植物健康管理與增進國⺠健康為⽬標。
就業⽅⾯可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及各項農業有關機構之特考。亦可進⼊⺠間農園藝、農業化學、⽣物技術等相關企業，亦可⾃
⾏創業經營農園藝作物病蟲害診斷、環境有害⽣物防治等相關產業或加⼊國外農企業經營或海外農技團任農業顧問。此外可進⼊
國內外植物醫學、昆蟲學、植物病理學研究所或農業化學相關研究所就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28 國⽴嘉義⼤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alth & Recre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為因應國內體育學術及運動產業之發展，也培養具備體育運動學術基礎⼈才、運動管理能⼒⼈才等⽅⾯，以促進就業市場
之多元化，作為培養體育運動學術研究的先備⼈才之機構。
2.本學系具備術科課程，故不招收身⼼障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1 國⽴嘉義⼤學 森林暨⾃然資源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系所分則
本系竭誠歡迎對森林內的動植物充滿興趣，且同時想更進⼀步瞭解如何從事森林資源經營管理及未來有志投⼊林業建設及資源保
育的同學們，加⼊我們森林暨⾃然資源學系的⾏列。本系以森林經營、森林⽣物、植物分類與⽣態三個⽅向為研究發展重點，其
⽬標在培養森林經營與⾃然資源保育及管理之⾼等技術⼈才。強調以森林⽣態系經營為指導原則之永續法則，期使學⽣對森林資
源保育、⽣物多樣性、空間資訊科技與⽣物技術等原理與實務，均能融會貫通，發揮所學於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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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29 國⽴嘉義⼤學 農藝學系 Dept. of Agronomy

系所分則
1.培育優質作物栽培管理和具專業素養之育種改良中堅⼈才，著重學理基礎與實務操作經驗，學⽣學成後能直接投⼊農業服務⼯
作，推廣新技術及參與試驗研究和作物改良。
2.無特殊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華語
⽂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0 國⽴嘉義⼤學 園藝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系所分則
發展領域:園藝學系領域包含果樹學、蔬菜學、花卉學、造園景觀、園產品處理和加⼯等為專業核⼼。基礎科學包括植物學、遺傳
學、園藝作物育種學、統計學、⽣物化學等相關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傳
(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2 國⽴嘉義⼤學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Dept. of Wood Based Materials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1.善⽤天然木材資源，在兼顧科技與環保的理念下，應⽤於家具設計與製造、造紙、養⽣保健、⽣活⽤品、室內裝修、景觀與園
藝及建築等室內外環境，著重木質材料的科學研究與產品設計製造，成為綠⾊科技⼈才。
2.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請詳述個⼈背景、家庭狀況、學習經歷、得獎紀錄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3 國⽴嘉義⼤學 動物科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系所分則
動科系歷時悠久，對本校發展具有巨⼤貢獻， 是嘉義⼤學農學院最出⾊的系所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4 國⽴嘉義⼤學 獸醫學系 Dep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系所分則
1.本系之理念為培育優秀的臨床獸醫師與獸醫科技⼈才，致⼒於獸醫基礎醫學、動物疫病之診治、疫情監控之研究，強化動物疫
病之防治能⼒，以增進動物及⼈類之福祉。研究重點以經濟動物及伴侶動物並重，並加強培育各動物類別之臨床獸醫師。
2.本系修業五年，⼤五時參與診療實習，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應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華語⽂或英⽂能⼒證明。
2.「華語⽂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
⾃傳或中⽂選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5 國⽴嘉義⼤學 ⽣物農業科技學系 Dept. of Bioagricultural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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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教學研究著重於整合分⼦⽣物、⽣物技術和農業科技等知識，發展農業⽣物科技。培養學⽣具⽣命和農業科學素養，深⼊
的分⼦⽣物學和⽣物技術知識，具有整合⽣物科技、作物科學、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和微⽣物等跨領域能⼒，應⽤⽣物技術於農
業之創意研究。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歷年成績
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6 國⽴嘉義⼤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1.本系是⽬前國內國⽴⼤學校院中最先設有景觀專業之⼤學，配合本校原有的「農學⾃然資源經營」之背景，結合藝術、休閒、
⼟木與⽔資源、森林、園藝、農學及經營等系所，當可有效整合發揮資源與專業之功效，未來將朝向國內中南部地區景觀相關領
域之教學與研究中⼼發展。
2.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能
⼒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9 國⽴嘉義⼤學 ⾷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養兼具⾷品科學理論專業知識與實⽤技能之⼈才，以期為⾷品⼯業界提供專才。教學上設計了基礎學科（有機化學、
分析化學、⽣物化學、微⽣物學）、專業基礎課程（⾷品化學、⾷品微⽣物、營養學、⾷品⼯程、⾷品單元操作）、實⽤課程
（罐頭製造學、⾷品原料學、⾷品添加物、發酵學等均配合實驗或實習）。
2.本系並備有⾷品加⼯實習⼯廠及各型⾷品教學與研究之現代化儀器。
3.本系教學除傳統的⾷品加⼯與研究外，也強化在⾷品⽣技、健康⾷品、慢性病預防⾷品等新興項⽬之研究與開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8 國⽴嘉義⼤學 ⽣化科技學系 Dept. of Bio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化科技學系的研究與課程領域涵蓋⽣物技術、⽣物化學、分⼦⽣物學、微⽣物學、神經科學、腫瘤⽣物學、蛋⽩質⼯程、藥
理學、組織⼯程、與藥物傳遞。積極爭取政府研究計畫，並與產業合作。
2.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華語⽂
或英⽂能⼒證明
2.「華語⽂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
⾃傳或中⽂選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37 國⽴嘉義⼤學 ⽔⽣⽣物科學系 Dept. of Aquatic Biosciences
系所分則
⽔⽣⽣物科學系在兼顧⽔族⽣態環境與保育之原則下，進⾏教學、研究與實務技能之培育，期望學⽣成為⽔域⽣命科學及其相關
產業之全⽅位⼈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劃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41 國⽴嘉義⼤學 ⽣物資源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引導學⽣明瞭地球上物種的多樣性及⽣態系統功能為始，進而探討⽣物資源的永續利⽤，且對已遭到威脅之物種研究其
保育及管理之⽅法。本系設有環境教育學程，培育環境教育⼈才。
2.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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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40 國⽴嘉義⼤學 微⽣物免疫與⽣物藥學系 Dept.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Biopharmaceuticals
系所分則
1.本系的教學⽬標在培育微⽣物、免疫、⽣物醫學及⽣物藥學⽅⾯研究及產業發展所需之⼈才，故課程規劃以使學⽣具有堅實的
⽣物與化學基礎知識、微⽣物、免疫與細胞⽣物基礎研究及醫藥⽣技產品開發及⽣產之應⽤技術為主要⽬的。
2.所繳資料⼀律不退件，所提供之資料及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為避免寄送過程遺失或延誤審查，請以「系統上傳」 4. ⾃傳
(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5
聯絡電話 886-3-4227151轉57141
傳真 886-3-4223474
地址 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cu.edu.tw/index.php/tw/2013-03-21-10-17-02/2013-03-21-10-19-58.html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年級僑⽣均可保障全額住校。三、⼤⼀新⽣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2154 國⽴中央⼤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中⽂閱讀撰寫能⼒不⾜者，不宜選讀。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
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2封 4. ⾃傳(必)：中⽂⾃傳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測驗-以下⼆擇
⼀：(1) 取得中學(含)以上學校或教育相關機構之華語修課成績單或修課證明書; (2) 通過國家華語測驗推動⼯作委員會(SC-TOP)
的基礎級測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95 國⽴中央⼤學 客家語⽂暨社會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2013年8⽉本院設⽴「客家語⽂及社會科學學系」，從⼤學部、碩⼠班到博⼠班，從基礎的客家語⾔⽂化和社會科學能⼒的訓
練，到培養具備客家研究的專業能⼒，完整建⽴⾼等教育機構客家⼈才培育的⼀貫體系。報考限制：中⽂聽說讀寫能⼒不⾜者，
不宜報考。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選)：個⼈學經歷含⾃傳(中⽂)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或英⽂能⼒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45 國⽴中央⼤學 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Division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2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必)：個⼈履歷含⾃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9 國⽴中央⼤學 數學系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Division of Computational and Data Sciences,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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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2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個⼈履歷含⾃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46 國⽴中央⼤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請參考本系網⾴。

系所分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選)：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2150 國⽴中央⼤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必)：中⽂⾃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
⼒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52 國⽴中央⼤學 機械⼯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Advanced Materials and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必)：個⼈學經歷含⾃傳（英⽂）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及英⽂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51 國⽴中央⼤學 機械⼯程學系光機電⼯程組 Opt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必)：個⼈學經歷含⾃傳（英⽂）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及英⽂語⽂能⼒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53 國⽴中央⼤學 機械⼯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Design and Analysis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必)：個⼈學經歷含⾃傳（英⽂）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及英⽂語⽂能⼒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05 國⽴中央⼤學 ⼯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College of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班以培育「智慧機械」、「能源材料」、「永續防災」、「綠⾊科技」等跨域、創新⼈才，及挹注國家推動產業升級之⼈才需
求為⽬標。相關資訊請參網站http://ipe.ec.ncu.edu.tw。
備註：如辨⾊⼒異常，會影響實驗觀察或肢體機能嚴重障礙會影響實驗操作者，不宜選填本班之「綠⾊科技」與「能源材料」領
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必)：個⼈學經歷(含⾃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中⽂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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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79 國⽴中央⼤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後基因體時代的⽣物科技為主，發展環境⽣物及⽣醫科技等領域，在國際知名期刊上發表了優秀的研究論⽂。 我們的使
命是教育學⽣和年輕科學家獨⽴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 除了必修課程，如通⽤⽣物學，⽣物化學，微⽣物學，細胞⽣物學，⽣理
學，遺傳學，分⼦⽣物學，⽣態學和有機化學，還有許多選修課和實驗課，涵蓋⽣命科學和⽣物技術⽅⾯的課程。
2.詳細之師資與課程資料，請上網查詢。本系網址：http://www.ncu.edu.tw/~ls。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個⼈學經歷含⾃傳(中⽂)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中⽂和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7 國⽴中央⼤學 ⽣醫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請參考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必)：個⼈學經歷含⾃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中⽂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北⼤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0
聯絡電話 886-2-86741111#66122
傳真 886-2-86718006
地址 23741新北市三峽區⼤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nt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僑⽣及陸⽣組(當學年度以僑⽣及陸⽣組公告為準)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ntpu.edu.tw/chinese/laws/law.php?dep=97&class_id=3
新⽣優先分配住宿,請逕向國際事務處先⾏提出申請。
國⽴臺北⼤學前身為國內極富盛名之「中興法商學院」，在2000年改制後，承繼優良學⾵傳統，並開創嶄新局⾯，成為
⼀所擁有6學院18學系之綜合型⼤學。校本部座落於新北市三峽區鳶⼭際，⾵景清新優美，校舍建築新穎，並經網路票選
為「⼗⼤最美⼤學校園」之⼀；校圖書館因外側呈現波浪型，極具設計感，其「空中廊道」之建築設計可看到⼭湖交織的
美麗景⾊。2009年起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2015-2016年獲1億2,000萬元補助，為國⽴⼤學中最⾼，2018
年~2020更獲得教育部⾼教深耕計畫將近2億435萬元補助；與國⽴臺北科技⼤學、臺北醫學⼤學、國⽴臺灣海洋⼤學組成
「臺北聯合⼤學系統」；亦另與國⽴臺灣藝術⼤學辦理策略聯盟，提供師⽣跨界跨領域學習研究之寬廣機會。 ★宿舍、
獎學⾦等⼊學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ntpu.edu.tw/exam/admission.php ★為提升競爭⼒，本校學⼠班學
⽣尚須依規定修畢程式設計課程與取得跨領域學習證書（微學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項），⽅可畢業，詳情請
查閱本校⾸⾴/⾏政單位/教務處/教務規章/學則。

1133 國⽴臺北⼤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務，包括五個⼤領域課程(1)財務⾦融；(2)⾏銷與國企；(3)資訊管理；(4)作業管理；(5)策略、組織
與⼈資管理組。招收具備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需含排名百分⽐或GPA成績) 3.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語⾔能⼒檢定。 4. ⾃傳(選)： 中⽂⾃傳，需⾃我介紹、學經歷背景、申請動機、未來⽣涯
規劃期望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36 國⽴臺北⼤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Spor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國91年，主要致⼒於培養休閒運動相關產業之經營與管理⼈才，為完備同學相關領域之就業能⼒，除本系固有之專
⾨課程外，另提供商管基礎課程，及其他雙主修、輔系與各種學程的學習機會，學⽣皆能依個⼈興趣與需求，得到充分的學習資
源；同時，職場的實際體驗有助於同學提早瞭解實務現場，發掘職涯發展⽅向，有助於就業的銜接，並減少待業與職涯試探的時
間成本。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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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必) 4. 參展
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語⽂能⼒、資訊能⼒等)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37 國⽴臺北⼤學 公共⾏政暨政策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系所分則
本系學制完整，在學學⽣總數近1200⼈，為台灣歷史最悠久與規模最⼤的公共⾏政與政策相關學系。本系以跨領域、多元專業之
師資陣容⾒⻑，⽬前共有專任教師24位，課程規劃理念係以培養公部⾨與公⺠社會科際整合專業⼈才為宗旨，學⼠班研習專業領
域區分為四⼤學群：（⼀）⾏政管理；（⼆）公共政策；（三）政治經濟與政府；（四）公⺠社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141 國⽴臺北⼤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系所分則
1.本系有⼗四名專任⽼師，⼀位合聘⽼師(與中研院合聘)，五位兼任⽼師。教師都有社會學博⼠學位。師資陣容堅強，組成多
元，涵蓋社會學各領域。
2.本系教學研究兼顧跨國視野與臺灣本⼟研究，有利僑⽣瞭解 臺灣社會。
3.本系有各項獎學⾦與⼯讀機會，可供學⽣申請。
4.本系的教學⽬標為：
•a奠定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與跨領域的視野
•b強化研究⽅法技術與社會科學寫作論述能⼒
•c培養跨國視野與厚植外語能⼒
d培養獨⽴思考與批判精神的現代公⺠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相關著作或研究。
4. ⾃傳(必)：中⽂⾃傳，包括家庭背景、求學歷程、⾼中以來知識成⻑過程、申請動機及⾃我期望，並⾃述英⽂學術閱讀速
度。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42 國⽴臺北⼤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學⼠班教育⽬標為「培養綜融的專業社會⼯作者」，專業科⽬必修共60學分，提供學⼠班學⽣紮實的基礎社會⼯作專業知識與實
習訓練，讓學⽣嫻熟基本專業社會⼯作⽅法，包括專業關係的建⽴，以及個案⼯作、團體⼯作、社區⼯作、倡導等的操作知能。
透過課堂講解以及實習，俾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習得專業知識、專業技巧與經驗。
※提醒事項
1.所有學⽣都在三峽校區上課。
2.於三年級第⼆學期及三年級升四年級暑假，需修習「社會⼯作實習」課程，⾄公私⽴社會福利機構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或校內外服務證明等 4.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語⽂能⼒、資訊能⼒、得獎證明等 5. ⾃傳(必)：中⽂⾃傳並在2,000字以內（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
來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43 國⽴臺北⼤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 本系發展重點：「經典詮釋」、「⽂學寫作」和「數位⼈⽂」。
⼆、 本系之課程規劃：「⽂學學群」、「思想學群」、「致⽤學群」等三⼤軸⼼。
三、 本系之教育⽬標：培養學⽣⼈⽂精神、落實全⼈教育、培育中國語⽂研究暨應⽤、語⽂教學及創作、⽂化與傳播等⼈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競賽成果、社團參與、語⽂能⼒、資訊能⼒、讀書計畫等)。 4. ⾃傳(必)：中⽂⾃傳(包括家庭背
景、求學歷程、申請動機、⾃我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44 國⽴臺北⼤學 應⽤外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系所分則
1. 本系教育⽬標為：培養外語應⽤、口筆譯及英語教學⼈才，養成學⽣外語實際運⽤溝通、口譯、筆譯及各級英語教學之全⽅位
能⼒，培育具有批判性思考及邏輯能⼒之⼈才及培育具國際觀之⾼階應⽤外語研究專業⼈才。
2. 本系雙核⼼主軸課程為「語⾔學習與教學」及「口、筆譯」兩領域的課程。
3. 本系同時注重中⽂及英⽂能⼒，並要求⼤量閱讀、思考及實務演練，⿎勵對語⾔應⽤及翻譯有興趣者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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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1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
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5. ⾃傳(必)：英語⾃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
HSK5或TOCFL Level 5。
(2)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語系國家學⽣英⽂能⼒須達托福TOEFL紙筆測驗550(含)、電腦化測驗CBT213(含)或網
路化測驗iBT80分(含)以上。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45 國⽴臺北⼤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具博⼠學位者13名，具10年以上教學經驗者9名，加上合聘中央研究院學者，師資優良。每年均有近
半數教師執⾏研究計畫，研究表現突出。
（⼆）課程完備。課程中外領域兼備，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各時代，亦涵蓋美洲、英國、德國、⽇本、東南亞等地區。
（三）強調實⽤性。除了開設古蹟考察與導覽等課程外，亦安排學⽣⾄博物館、畫廊等地實習，加強歷史知識的應⽤性與實⽤
性。
（四）重視國際化。⽬前與港澳等海外知名學府簽有合作協定，學⽣每年都有⾄國外參訪或進修之機會。
（五）班級規模不⼤，在課業與⽣活上都能給予學⽣良好的關懷與輔導，師⽣感情融洽。
（六）⿎勵學⽣發展第⼆專⻑，本校法商科系完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71 國⽴臺北⼤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特⾊：外籍教師英語教學，招收對電機、電⼦相關領域有興趣且有志從事產品研發與設計⼯作之學⽣，發展重點以晶⽚
設計、電腦⼯程、系統⼯程為主。
⼆、本系電話：886-2-86741111#6888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另可繳交有利審查資料：如特殊成績表現、僑居地會考成績證明(例如：⾺來西亞UEC、
SPM、STPM，香港HKDSE、DSE，美國SAT等其他能⼒測驗)、優良事蹟或競賽成果(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等 4. 讀書計
畫書(必)：含申請動機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或中⽂語⾔檢定證明(英語檢定證明如：TOEFL, IELTS,
CBT, TOEIC等；中⽂語⾔檢定證明如：TOCFL、HSK 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1 國⽴臺北⼤學 ⾦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Dept. of Finance and Cooperativ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是本校近五年來，所有學系中志願竄升最快，畢業後就業待遇最好的熱⾨學系之⼀。本系優秀的教授師群掌
握財務⾦融最新脈動，轉換為課堂教材傳授學⽣；本系也⾮常重視學⽤合⼀，縮小學⽤落差。邀請國內外產業與學界專家和先進
及加強與本國及跨國優質的⾦融機構合作(累積已超過⼗家)，進⾏⾦融業師演講授課與實習等產學合作，幫助學⽣將理論與實務
結合，創造同學專業上的優勢，使本系同學都能成為新世紀的⾦融專業⼈才，領導新⼀世代⾦融專業團隊。本系培養學⽣具備財
務⾦融專業能⼒，兼顧本系合作⾦融與關懷社會的固有本質，是我們的主要⽬標，期望能培養同學成為具有⾼度倫理觀念的管理
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2000字以內）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8
聯絡電話 886-3-8905114
傳真 886-3-8900170
地址
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學路⼆段⼀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ndh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dhu.edu.tw/oversea-chinese-student/o-chinese-scholarship
宿舍 保障境外⽣⽣在學期間住宿。
備註 有關教學資源概況、課程、獎助學⾦及住宿等資訊，請參閱各系所、教務處、國際事務處及學⽣事務處網⾴。
1105 國⽴東華⼤學 華⽂⽂學系 D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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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能⼒。
2.本系是華語世界第⼀個以現當代華⽂⽂學研究與創作教學為主的科系，旨在開拓學⽣的⽂學視野，重視⽂學批評與⽂化研究的
理論與⽅法，結合當代⽂化議題，強調⽂學與⽂化的多元跨界整合。開設有⽂學創作與⽂化創意產業課程，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
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例如：得獎資料。 5. ⾃傳(選)：中⽂⾃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06 國⽴東華⼤學 英美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從英美⽂學研究出發，提供深厚的⼈⽂批判思維以及中⾼階的英語聽說讀寫語⾔訓練；此外，多元⽂化、媒體⾳像、應
⽤英語或英語教學等跨⾜其他⼈⽂社會學科的課程也讓學⽣具備跨領域的視野和能⼒，同時深化對⽂學、語⾔與⽂化的理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職)在校歷年成績證明（含全校名次或百分⽐）正本1份。 3.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具國際認證的英⽂檢定證照、作品成果、活動參與、榮譽事蹟、推薦函等，須檢附證明⽂件。 4. ⾃傳
(必)：(1) 英⽂⾃傳(必繳)：含個⼈背景及特質、學習經驗、報考動機、未來⽬標與期許，全⽂不超過1000字為原則。
(2) 中⽂⾃傳(選繳)：含個⼈背景及特質、學習經驗、報考動機、未來⽬標與期許，全⽂不超過2000字為原則。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07 國⽴東華⼤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1.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本系發展⽅向和重點為：東台灣發展史、環太平洋區域史、及社會⽂化史。課程安排除傳統史學的基礎訓練外，亦重視與實務
的結合，如檔案管理、口述訪談、史蹟導覽、紀錄⽚、歷史小說與數位化歷史學等，落實對學⽣的實務訓練。同時，也發展「⽂
化創意產業」學程等跨領域課程的合作，⿎勵學⽣在歷史的基礎下，有更廣寬的學習空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表(含名次或百分⽐)正本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22 國⽴東華⼤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系所分則
申請⼈需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本系旨在培養社會學之優秀⼈才，課程以學程架構進⾏設計，兼具理論、實務與專業能⼒
之培養。歡迎有志於從事社會參與和社會服務的學⽣加⼊本系⾏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28 國⽴東華⼤學 諮商與臨床⼼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具⼈⽂關懷及社會實踐能⼒之諮商與臨床⼼理專業⼈才為⽬標。發展⽅向為：以基礎⼼理學為核⼼，重視諮商與臨床⼼
理應⽤領域及相關⼼理學新知開發；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落實⼈⽂與科學並重及兼具多元⽂化的教學研究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1) 小論⽂：如何運⽤⿎勵技術提升⾃⼰的⽣活適應⼒。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學⽣⾃述)。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能⼒證明HSK 3或
TOCFL Level 2，或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75 國⽴東華⼤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系所分則
本法律學系乃在培育兼具法律素養與法學知識之優秀⼈才，課程設計導⼊國家考試法律課程學程化，並開設相關跨領域學程的多
元教學選擇，更結合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既有資源，提供在地司法單位及法律⺠間機構實務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總表（含名次or GPA）正本1份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1
⾄3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1份 5. ⾃傳(必)：(1) 中⽂⾃傳1份(附照⽚)(必)
(2) 英⽂⾃傳1份(附照⽚)(選) 6. 讀書計畫書(必)：(1) 中⽂讀書計畫書1份(必)
(2) 英⽂讀書計畫書1份(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63 國⽴東華⼤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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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成⽴於1997年，並於2012年遷⼊全新系館，擁有現代化的細胞⽣技研究設施，⼤學部課程提供細胞⽣技學程及⽣物產業學
程，以細胞⽣物學、分⼦⽣物學及⽣物化學為核⼼基礎，利⽤學程化群組相關課程，提供學⽣有系統地了解⽣命現象及現代⽣物
科技。⾼年級同學需修習專題研究，擇⼀學習本系教師研究領域，包含：幹細胞、癌症⽣物學、真菌學、病毒學、奈⽶醫學、分
⼦⽣理學、轉殖植物、藥學、⽣物資訊學等相關研究。歡迎對⽣命科學有興趣者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名次及百分⽐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優良事蹟或得獎紀錄 4. ⾃傳(必)：中⽂簡要⾃傳(學⽣⾃述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
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89 國⽴東華⼤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ivision of Physics, Dept. of Physics (Bachelor)
系所分則
以專業視野與競爭⼒為教育核⼼⽬標，強調學⽣本位與職涯規劃。特別擬定跨領域之奈⽶與光電物理學程、理論與計算物理學程
及⽣物與材料物理學程。旨在提供學⽣發掘⾃我興趣，培養專業素養與能⼒，未來可投⼊半導體、光電、材料研發等相關產業或
繼續從事學術深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在學證明書或⾼中學位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1份 3. 師
⻑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93 國⽴東華⼤學 物理學系奈⽶與光電科學組 Division of Nano and Photoelectric Science, Dept. of Physics
(Bachelor)
系所分則
以專業視野與競爭⼒為教育核⼼⽬標，強調學⽣本位與職涯規劃。特別擬定跨領域之奈⽶與光電物理學程、理論與計算物理學程
及⽣物與材料物理學程。旨在提供學⽣發掘⾃我興趣，培養專業素養與能⼒，未來可投⼊半導體、光電、材料研發等相關產業或
繼續從事學術深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在學證明書或⾼中學位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1份 3. 師
⻑推薦函(選) 4. ⾃傳(選)：中⽂⾃傳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85 國⽴東華⼤學 資訊⼯程學系資⼯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訊⼯程學系(包含學⼠班資⼯組(中⽂授課)、學⼠班國際組(中英⽂雙語授課)、碩⼠班資⼯組、碩⼠班國際組、碩⼠在職專班、
博⼠班等學制):主要研究重點為⼈⼯智慧與機器學習、雲端運算與⼤數據分析、多媒體、電腦網路與分散式系統、資料庫與知識
庫系統、VLSI與嵌⼊式系統設計、平⾏與分散算式計算、⾏動與普及計算、軟體⼯程、密碼學與資訊安全、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機互動系統、程式語⾔與編譯系統、⽣物資訊、最佳化與決策⽀援、學習科技等多元範疇。同時結合本校⾃然資源、環境以及
⽣物科技等領域，從事整合性研究。教學上強調學術與應⽤並重、⿎勵學⽣參與產學計畫，注重獨⽴思考與創新能⼒，以培育基
礎與尖端資訊⼈才。本系課程採模組化學程制，設有多媒體與智慧計算學程、網路與系統學程、與智慧科技跨領域應⽤與實作學
程，讓同學⾃由選讀。在輔導同學修課及參與各類證照考試之外，並設有縮短修業年限之「學、碩⼠五年⼀貫學程」，可在5年
內
同時取得學⼠與碩⼠雙學位。本系經營國際化頗有成效，⽬前共有近百位來⾃世界各地的國際⽣就讀學⼠、碩⼠及博⼠班國際
組。國際組之必修課程皆為英語授課。全體教授皆積極參與國際論⽂發表及研究計畫。系址位於理⼯⼆館，使⽤空間廣達3,000
平⽅公尺。除了四間具備多媒體互動教學功能之電腦教室外，另有雲端與⼤數據伺服器教室、⾏動運算電腦教室、影像與視訊處
理實驗室、網路創新技術實驗室等⼆⼗⼆間實驗室，均具備充實完善之軟
硬體設備。本系畢業後就業選擇廣，薪資⾼，如軟體開發、 雲端服務、⾏動應⽤、IC與硬韌體設計、系統分析、遊戲企劃製作
等，範圍廣及各⾏業資訊部⾨。系友分佈於⼯研院、資策會、台積電、宏達電、華碩、⽟⼭銀⾏、中鋼等公私⽴機構。更多詳
情，請參閱學系網址：http://www.csie.nd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在學證明/修業證明/離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1
份(含班級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排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優良事蹟、社團參與、
競賽成果、英語能⼒檢定…等 5. ⾃傳(必)：中⽂或英⽂⾃傳，500字以內，含學⽣⾃述、個⼈經歷、照⽚、求學經過與得失、
申請動機 6.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學⽣涯規劃及對未來的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07 國⽴東華⼤學 資訊⼯程學系國際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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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程學系（包含學⼠班資⼯組(中⽂授課)、學⼠班國際組(中英⽂雙語授課)、碩⼠班資⼯組、碩⼠班國際組、博⼠班、碩⼠
在職專班等學制）：
主要研究為多媒體、⼈⼯智慧與機器學習、數位棋藝與遊戲、網路與嵌⼊式系統、⾏動與雲端運算、⼤數據資料處理、軟體系統
與應⽤等多元領域。同時結合本校⾃然資源、環境以及⽣物科技等領域，從事整合性研究。教學上強調學術與應⽤並重、⿎勵學
⽣參與產學計畫，注重獨⽴思考與創新能⼒，以培育基礎與尖端資訊⼈才。
本系已設有多媒體與智慧計算學程、網路與系統學程、與智慧科技跨領域應⽤與實作學程，讓同學⾃由選讀。除輔導同學參與各
類證照考試之外，並設有縮短修業年限之「學、碩⼠五年⼀貫學程」，可在5年內同時取得學⼠與碩⼠雙學位。
本系經營國際化頗有成效。⽬前共有60多位來⾃世界各地的國際⽣就讀學⼠及碩⼠班國際組。國際組之必修課程皆為英語授課。
全體教授皆積極參與國際論⽂發表及研究計畫。
系址位於理⼯⼆館，使⽤空間廣達3,000平⽅公尺。除了四間具備多媒體互動教學功能之電腦教室外，另有雲端與⼤數據伺服器
教室、⾏動運算電腦教室、影像與視訊處理實驗室、網路創新技術實驗室等⼆⼗⼆間實驗室，均具備充實完善之軟硬體設備。
系友分佈於公私營公司，從事通訊、網路、軟體設計、多媒體等科技產業，及各類學術研究單位及政府機構等。更多詳情，請參
閱學系網址：http://www.csie.nd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在學證明/修業證明/離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1
份 (含班級或年級排名及百分⽐對照排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優良事蹟、社團參與、
競賽成果、英語能⼒檢定…等。 5. ⾃傳(必)：500字以內，含學⽣⾃述、個⼈經歷、照⽚、求學經過與得失、申請動機。中英
⽂皆可 6. 讀書計畫書(必)：⼤學⽣涯規劃及對未來的期望。中英⽂皆可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90 國⽴東華⼤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專業⼈才培育、多元教育規劃、創新思維啟發、國際視野養成」之教育⽬標，積極規劃未來之教育與研究特⾊。研究領
規劃為「系統⼯程」及「微電⼦」等兩個組別，在此組別架構下，每組各有多名專任教師，能凝聚各領域的研究能量、以及充實
各領域研究特⾊的⼈⼒，朝向精緻研究的發展特⾊。申請本系者，須具備中⽂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1) 中⽂
⾃傳(選)：簡要⾃傳(1000字以內)。
(2) 英⽂⾃傳(選)：簡要⾃傳(1000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選)：(1) 中⽂讀書計畫書(選)
(2) 英⽂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11 國⽴東華⼤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在新⼀代的資訊社會中，具備資訊技術與商業智慧管理的⼈才扮演了很重要的價值創新⾓⾊。資訊管理學系擁有多位在實務與理
論專精的教授群，積極推動學術與產業之交流，落實資訊管理之核⼼價值，培育⾼階資訊管理⼈才。本系致⼒於以數位內容、知
識管理與電⼦商務等領域之研究⽅向，規劃資訊技術與管理相關課程，包括資料挖掘與機械學習、⼤數據分析(Big Data)、商業
智慧(BI)、企業資源規劃(ERP)、⼈⼯智慧(AI)、物聯網(IoT)與資訊安全等。近年來，本系設⽴了「東部巨量資料管理中⼼」、
「企業資源規劃與商業智慧研究中⼼」與「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數位內容、知識管理、電⼦商務三⼤領域實驗室」與
「資訊科技畢業專題實驗室」，落實⾼級資訊管理⼈才之培育，建⽴其整合資訊技術與商業智慧管理的能⼒，以完成學術理論與
實務應⽤相互印證之教學⽬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
明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12 國⽴東華⼤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1. 本系將分別針對「財務」、「數位⾦融」及「⾦融⼤數據」三⼤領域進⾏發展，並致⼒於培養具國際視野的優秀財⾦管理⼈才
為⽬標。所提供的課程囊括公司理財、投資、衍⽣性⾦融商品、信⽤⾵險、國際⾦融、⾦融⼤數據及數位⾦融等專業科⽬。學⽣
可依⾃身規劃和發展加以選擇；課程的安排亦著重⾦融實務訓練，透過「⾦融實務講座」、「企業參訪」及「企業實習」等活動
讓學⽣在理論與實務皆能並重成⻑。
2. 審查⽅式以書⾯審查為主，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歷年成績單並加註排名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例如：社團參與、學⽣
幹部、競賽成果等) 5. ⾃傳(必)：中⽂或英⽂⾃傳擇其⼀(⾄少500字)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擇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25 國⽴東華⼤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Dept. of Tourism, Recreation and Leisure Studies
系所分則
在「觀光、休閒、遊憩」的專業領域上，本系規劃之發展⽅向，以深度體驗的觀光發展與反應健康的休憩活動為基礎，核⼼在於
培養「深度遊憩體驗」、「關懷社群健康」以及「強調資源永續」之經營與規劃的觀光休憩專才。依據本學系規劃之發展⽅向，
學⼠班精⼼設計兩⼤領域學程：（1）觀光產業與發展學程：包括『觀光產業的經營』以及『觀光區域的發展』；（2）休閒遊憩
管理學程：包括『休閒遊憩與⾏為』以及『體驗與遊憩資源管理』。本校每年提供校內外優秀獎學⾦以及校內外⼯讀機會。具中
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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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選) 5. ⾃傳(選)：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146 國⽴東華⼤學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國際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學程提供管理科學及財⾦領域之專業課程，供學⽣修習，學⽣可依其未來發展⽅向及興趣加以選擇，使課程更具彈性，學⽣可
偏重管理領域或是財⾦領域，達到專業與彈性並重的課程學習⽬標。希冀未來本學院學⽣都能成為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業界優良企
管及財⾦學養⼈才。期盼世界各地學⽣加⼊我們，我們提供學⽣⼀個優質的學習環境，並享受世界⼀流的國際學習機會。
發展重點：
1. 促進本國與友邦的學術交流及相互了解，培育國際學⽣。
2. 培育具備優異英⽂能⼒的中⾼級管理與財⾦⼈才。
3. 培育管理與財⾦雙領域的⼀流專業⼈才。
系所特⾊：
1. 專業學科以全英語授課。
2. 外籍⽣與本地⽣共同學習。
3. 專業師資優良，課程多元與專業並俱。
進修與就業：
1. ⾄國際⼀流學府深造。
2. ⾄跨國企業及⾦融機構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表正本⼄份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3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
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個⼈特殊事蹟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學⽣⾃述，內容含家庭背景、
成⻑過程、申請本系動機、未來志趣等)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18 國⽴東華⼤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and Human Potentials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1. 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系新⽣皆為「⾮師資培育⽣」（意指畢業後無法取得中華⺠國教師證書，⾄於是否可在原僑居地任教小
學，則依該國法律規定）。
3. 本系的⽬標是培養優秀之國小教師、潛能開發師或⽂化科學傳播⼯作者。本系畢業⽣除了從事小學教育⼯作，亦可到企業界從
事教育訓練⼯作，或⾃⾏創業開設有特⾊的教育事業或潛能開發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學⽣⾃述)800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請簡單描述對教育之認知與⼊學之讀書計畫，字數限制
在10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20 國⽴東華⼤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 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能⼒。
2.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系新⽣皆為⾮師資培育⽣。
3. 本系旨在培育優良的特教師資及身⼼障礙輔助科技研究⼈才。
4. 本系各項教學設施優良、學習活動多元，並結合理論與實務，擴展⽣涯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傳(選)：中⽂⾃傳

1176 國⽴東華⼤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Kinesi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重點為培養國中小體育教師、運動科學與運動教練研究⼈才以及運動健身產業與健康促進⼈才，⽬標使學⽣兼具學、術科之
專業能⼒，歡迎對運動有興趣的同學加⼊本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畢業前三年) 3. 師⻑推薦函(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社會服務證明
(2) 技(藝)能競賽成績證明(或特殊表現)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傳：包含個⼈成⻑背景、運動經歷及
最佳成就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19 國⽴東華⼤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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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課程有幼兒師資培育學程及幼兒教保基礎學程等⼆學程。
3.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皆不具師資培育⽣資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
(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證明或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
料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23 國⽴東華⼤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本系前身為國⽴花蓮教育⼤學⾳樂教育學系，設⽴於⺠國81年，以培養優秀之國小⾳樂教師為宗旨。⺠國95年因應社會結構變
遷，師資需求縮減，積極轉型為⾳樂學系。⺠國96年成⽴碩⼠班，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表演、教育、研究之⾳樂專才；培
養具⼈⽂藝術涵養與跨領域整合能⼒之全⽅位⾳樂專才；培養社會關懷與國際視野並重之⾳樂專才。翌年與東華⼤學合併，更名
為「國⽴東華⼤學⾳樂學系」。 課程架構依據學程化理念制定，幫助學⽣釐清學習⽬標與⽅向，並與未來就業需求互相銜接。
發展特⾊：
1. 理論實務兼備、職涯實務推動
2. 通識博雅培育、多元跨域整合
3. 深化在地聯結、重視國際交流
未來展望：
1. 期望本系能成為東台灣⾳樂表演、教學之學術研究中⼼
2. 繼續推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全⾯提升學⽣學習之新視野
備註：
1. 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部機能適宜者
2. 申請本系者，須具備中⽂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1) 需
要作品集審查，⾄少2件以上。作品集項⽬：10~15分鐘之個⼈演奏錄影，上傳⾄YouTube並提供網址
(2) 影⾳檔須附指導⽼師出⽰之學⽣本⼈演出證明
(3) 所提供之影⾳錄製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6. ⾃傳(必)：中⽂⾃
傳(佔30%)：詳述個⼈⾳樂學習之經歷(須包括主修項⽬及修習時間)及未來學習⽬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24 國⽴東華⼤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t. of Arts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藝術與設計學系是系所合⼀的學術單位，⼤學部以「藝術創作學程」、「創意設計學程」等⼆⼤學程為課程與教學的指標。「藝
術創作學程」以花東地區的特殊⾵景⾊彩、⽂化養分與⽣活素材，創作與都會地區完全不同的藝術⾵格與藝術寫作能⼒。「創意
設計學程」主要培養學⽣在數位化時代，能運⽤各種媒體創作作品，增進新的視覺經驗，並與在地產學合作，累積設計實務經
驗。碩⼠班則以培養學⽣應⽤現代藝術與媒材表現情感思想，以及產品設計與新視覺傳達之研究為主要⽬標。 本系各項專業教學
設施皆能滿⾜教學之需求，充分提供學⽣創作研究場域與休閒之空間環境，進而提升研究與創作產能。本系平時除⿎勵同學們⾃
由創作、個展、聯展，並與國際藝術家及設計師交流外，更積極參與國際藝術活動與創作，進而提升藝術跨領域與創意設計的質
量。
申請本系者，須具中⽂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展覽證明或曾經得獎事蹟證明⽂件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1) 作品⾄少6件以上(須簽署作品著
作權切結書)
(2)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下載連結：
https://artech.ndhu.edu.tw/var/file/73/1073/img/2492/124639932.doc
https://artech.ndhu.edu.tw/var/file/73/1073/img/2492/182200591.pdf
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資料審查通過者，
始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6. ⾃傳(必)：⾃傳，詳述個⼈學習經歷及未來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27 國⽴東華⼤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Dep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achelor)
系所分則
本系是臺灣的綜合型⼤學中，第⼀個結合藝術創作、藝術教育和創意產業經營與管理的整合型系所，課程規劃有兩⼤學程：⺠族
藝術創意學程與藝⽂產業經營學程。並設有⾦⼯、陶藝、平⾯彩繪、繪本、琉璃、編織和草木染等專業的創作⼯坊提供師⽣教學
與創作的場域。碩⼠班部分設有視覺藝術教育和⺠族藝術兩組，針對藝術教育、族群藝術、產業經營提供進階研究課程，同時規
劃有「五年修讀學、碩⼠學位」辦法，⿎勵優秀學⼠班畢業⽣直升本系碩⼠班。
本系是臺灣東部創意⼈才孵育與群聚的中⼼，歡迎有創意的你，加⼊東華藝創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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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加註註冊組或同等單位驗證章戳) 3.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例如：獲獎紀錄、作品或展演紀實及其他特殊表現） 4. ⾃傳(必)：⾃傳(中⽂撰
寫，請述明家庭背景、興趣專⻑、個性、求學經過，1000-2000字)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或學習計畫(中⽂撰寫，含申請動
機，未來規劃10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65 國⽴東華⼤學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D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系所分則
1. 全中⽂授課，需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歡迎喜愛⾃然、關懷環境的同學加⼊。以培養兼具科學與⼈⽂素養之⾃然資源暨環境研究與管理⼈才為⽬標。課程設計採模組
式的學程制，由基礎學程為學⽣奠⽴基礎的⽣態學與環境科學知識，由核⼼學程建⽴⾃然資源與環境研究上必要的⾃然與社會科
學概念，及統計與地理資訊的技術，由專業選修學程進⼀步為學⽣提供就業或深造進修的準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個⼈資料表(格式不
拘)(必繳)
(2) 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繳) 5. ⾃傳(必)：中⽂⾃傳：學⽣⾃述，600字以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
機，15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9
聯絡電話 886-7-5252000
傳真 886-7-5252920
地址 80424⾼雄市⿎⼭區蓮海路70號
網址 http://www.nsy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sysu.edu.tw/index.php
本校備有校內宿舍，學⽣提出申請，優先安排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西⼦灣畔，倚坐壽⼭，前瞻⾼雄港，以「海洋」教育與研究為發展特⾊，建校三⼗餘年來，已成為⼀所⼈
⽂與科技並重的精緻研究型⼤學，同時躋身全國重點研究型⼤學⾏列。近年來，本校成⻑茁壯，國際學術成果表現亮麗，
充分具備⼈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能量與競爭優勢，已成為國際知名⼀流⼤學。 國⽴中⼭⼤學以「讓⽣命在中⼭轉彎」為
宗旨，堅守⼈本關懷的教育價值，以追求學術卓越、促進社會流動為發展⽅向，訂定「培育具前瞻思維領導菁英，促進社
會流動」、「創造卓越學術價值，提升國際學術競合⼒」及「引領區域升級發展動能，創建社會與經濟福祉」三⼤⽬標。
未來，我們將秉持著這份信念與對社會的責任，使中⼭⼤學成為莘莘學⼦嚮往，優秀⼈才聚集，校友引以為傲的⼀流學
府，繼續在台灣締造更多輝煌成就，在不斷挑戰、蛻變、躍升之際，擔當起南台灣學術、⽂化、⼈才培育及產業發展的發
動機。

1225 國⽴中⼭⼤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1、 請填寫系所簡介、課程領域、未來發展或招⽣特殊限制（如辨⾊異常、身⼼障礙及是否提供身⼼障礙學⽣學習輔具資源及⽣
活照輔措施資源）等說明，以利學⽣先⾏了解並⾃⾏評估。
2、 請勿在此填寫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3、 字數⾄多100字。 系所簡介（中⽂）：
中國⽂學系研究學習包含了：
（⼀） 認識我國語⾔⽂字學及運⽤本國語⾔的能⼒
（⼆） 以經、史、⼦、集四⼤類的課程奠定國學研究的基礎
（三） 充份規劃具有⼈⽂素養的全⽅位課程。
學⼠班須修畢⼀百⼆⼗⼋學分，以中⽂授課為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中⽂成果作品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4. ⾃傳(必)：中
⽂⾃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能⼒測驗(TOCFL)⾼階級
（B2）或新漢語⽔平考試（New HSK）4 級以上；或在臺灣學習480 小時以上（海外學習960 小時以上）之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26 國⽴中⼭⼤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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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資以英美⽂學及語⾔學為主，分有：1800以前英國⽂學領域、1800以後英國⽂學領域、美國⽂學領域、應⽤語⾔學領
域，同時發展離散/現代性、⼗九世紀英國⽂學、失能、⽣態論述及⽂藝復興等相關領域，各領域教師之研究成果豐碩且具深度。
本系學⼠班課程結合語⾔（外語聽說讀寫，以英語為主）、⽂學、⽂化、語⾔學和翻譯訓練，培養外國⽂學、語⾔學基本學識，
⼈⽂美學涵養和優質語⾔技巧。結合本系所學，畢業後可出國留學或報考國內研究所；亦可在教育經貿界、⼯商界、學術界、傳
播界，乃⾄外貿、外交領域等服務，以國際交流為職志。
有嚴格的篩選制度，⿎勵對⽂學及語⾔有興趣者申請，申請者應具⾼標準的英⽂程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之參考資料(如：推薦信、統⼀考試成績證
明、校內外活動⽐賽獲獎證明等…) 4. ⾃傳(必)：英⽂⾃傳 5.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英語系統國家學⽣：托福成績須達網路化測驗iBT-TOEFL 79分-80分/托福紙筆測驗550分/雅思測驗6.0分以上。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2 國⽴中⼭⼤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樂學系主修別：１、鋼琴 。２、絃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３、聲樂。
４、管樂：⻑笛、雙簧管、單簧管、低⾳管、法國號、小號、⻑號、薩克斯⾵。
５、擊樂。６、創作與應⽤。
重度視⼒、聽⼒及⼿部機能障礙將嚴重影響演奏之學習，選填⾳樂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5. 專題成
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作品集(必)：主修鋼琴、絃樂、聲樂、管樂、擊樂者，須上傳
10-15分鐘之個⼈演奏影⾳，該影⾳須由主修指導⽼師出具「演出證明書」(請⾄⾳樂學系網站下載)。主修創作與應⽤者，須繳交
創作作品樂譜⼀份並上傳該作品之演奏影⾳。影⾳檔案如逾系統上傳容量限制，可上傳⾄YouTube，或其他網路空間（例：
Dropbox），並請於填報系統內填寫影⾳連結網址。 7.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227 國⽴中⼭⼤學 劇場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劇場研究與演出、創作專業⼈才，除了理論課程之外，仍有劇場實務⼯作參與，無論幕前、幕後，均有實務性的課
程設計與實習，因參與演出及製作之專業性訓練，需具備正常之視覺、聽、說、口語表達能⼒及肢體運動能⼒，以及基礎的中、
英⽂程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如DVD、CD、
圖⽚、照⽚、劇本等皆可，同時請註明個⼈參與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委員瞭解考⽣能⼒之佐證
資料。 6. ⾃傳(必)：中⽂⾃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能⼒測驗
（TOCFL）應達進階級（B1）以上；或在臺灣學習360小時以上（海外學習720小時以上）之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85 國⽴中⼭⼤學 ⽣物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研究領域主要涵蓋：⽣態多樣性與系統分類學、分⼦與細胞⽣物學。⽬標為兼顧基礎及應⽤⽣命科學的教學和研究⼯作，以
培養⽣物科學的研究及教學⼈才。
1. ⾼中宜修過⽣物及化學等⼆科基礎課程。
2. 部分必修實驗課程，需要正常辨⾊能⼒，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證明
請附⾼中歷年成績單(持證照資格者免附)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得獎證明等(選)：特殊表現(如英語能⼒檢定、師⻑推薦信、社團表現、競賽成果、⼯作經歷、...等擇優五項)，並檢附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特殊表現(如英語能⼒檢定、師⻑推薦信、社團表現、競賽成果、⼯作經歷、...等擇優五
項)，並檢附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特殊表現(如英語能⼒檢定、師⻑推薦信、社團表現、競賽成果、⼯作經歷、
...等擇優五項)，並檢附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如英語能⼒檢定、師⻑推薦信、社團表現、競賽成果、
⼯作經歷、...等擇優五項)，並檢附證明。 8. ⾃傳(必)：⾃傳以A4紙張親⾃書寫或電腦打字，限5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92 國⽴中⼭⼤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學部提供充實的數學、機率統計及科學計算課程，奠定學⽣紮實的學科基礎。本系設有⾦融⼯程、軟體⼯程、⼈⼯智慧與
數學及巨量資料分析學程，提供學⽣跨領域學習及能⼒培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第 72 ⾴ -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教授推薦信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學術著作、得
獎紀錄、⼯作經驗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93 國⽴中⼭⼤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為求落實完整之電機教育，平衡發展電機⼯程之各類技術，本系教學研究概括七⼤領域：電⼦、控制、網路多媒體、電⼒、電
波、訊號應⽤及系統晶⽚，使學⽣能廣泛的涉獵電機相關課程，除⼀般課程講授外亦配合舉辦⼯廠參觀，強調動⼿實驗製作能
⼒，使學習能與務實配合，爾後不論是就業或深造皆有紮實的基礎。實驗課程需實際操作，安全考量頗為重要，故身體嚴重障礙
或⾊盲、重聽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傳(選)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95 國⽴中⼭⼤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專業課程設計強調理論、應⽤、實務三者並重。⼤學部的課程，除了基礎數學、程式設計等課程之外，還包含電腦軟體、
硬體的理論和應⽤。使學⽣畢業之後，不但有充分的能⼒進⼊就業市場，也可以進⼊研究所繼續深造。
碩⼠班的教學⽬標是配合本系教師的專⻑和學⽣的興趣，選擇⼀個合適的研究領域從事深⼊的研究，使學⽣在理論和應⽤上均可
獲得更進⼀步的訓練。畢業之後，可更容易進⼊就業市場擔任較重要的⼯作，或有能⼒進⼊博⼠班繼續追求更⾼深的學識。
博⼠班的教學以培養具有獨⽴研究能⼒的⼈才為⽬標，使畢業⽣均能在他的研究領域中繼續發展，成為國家學術研究的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優
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附註：審查⽅式以書⾯審查資料為主(如成績單、師⻑推薦函、作品集等)，必要時得以電話或
視訊⽅式⾯談。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28 國⽴中⼭⼤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提供全國最多的國際交換計畫，致⼒於培養具備創新、執⾏⼒和國際競爭⼒的商管⼈才。
2、課程理論與實務兼備，擁有眾多優良師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信兩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29 國⽴中⼭⼤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中⼭資管是國內最早成⽴的國⽴⼤學資管系，無論學術成就或⼈才培育上在國內資管學界都是⾸屈⼀指，⼤學部著重培養學⽣電
腦應⽤系統的開發能⼒，以及基本管理知識和技能。
⼤學部課程有許多程式設計與技術⽅⾯的課程，申請者宜具較佳之數理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0 國⽴中⼭⼤學 財務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為台灣⾸創之財務管理學系。學、碩(專)、博⼠班外，並與百⼤企業合作產碩專班學制完整。2013年始與CFA協會成為⼤學
合作夥伴，課程皆通過該單位認證並提供學⽣報考證照獎學⾦。2015年本校管理學院為全台第⼀連續三次通過AACSB認證之國
⽴⼤學。2018榮獲Eduniversal最佳商學系排名台灣第3、東亞區第23。而連續27屆由本系主辦的SFM國際研討會亦是全球財⾦
學界發表論⽂之重要平台，這些殊榮顯⽰本系課程規劃之專業及完整性深受國際肯定。詳請上本系網站查詢:
http://www.finance.nsys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傳(必)：中⽂及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及英⽂讀書計
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99 國⽴中⼭⼤學 海洋科學系 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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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研究領域：海洋⽣物、海洋化學、海洋地質、海洋物理。
◎學⼠班以中⽂授課為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4. ⾃傳(必)：中⽂簡要⾃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
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1 國⽴中⼭⼤學 政治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系所分則
本系特⾊為重視跨域學習與整合性視野，重視培養學⽣紮實的理論分析與實證能⼒，並結合政治與經濟領域之專⻑，以培養公私
部⾨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TOCFL)⾼階級（B2）或新漢語⽔平考試（New HSK）4 級以上；或在臺灣學習480小時以上
（海外學習960 小時以上）之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3 國⽴中⼭⼤學 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特⾊有三：區域研究與社會創新；性別、⽂化與理論；政治經濟。希望培養出兼具專業能⼒與
⼈⽂關懷的⼈才，促進學⽣⾃我實現與公⺠社會的建⽴。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0
聯絡電話 886-8-766-3800
傳真 886-8-721-6520
地址 90003 屏東市⺠⽣路4-18號
網址 http://www.np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無僑⽣專屬獎學⾦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修業年限四年。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申請住校。 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
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nptu.edu.tw)。 四、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資源：特殊教育中
⼼、完善圖書設備、多媒體教室及各系專業教室等。 五、學校對於經濟困難學⽣，提供減免學雜費、獎學⾦等多項協助
措施。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263 國⽴屏東⼤學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系所分則
本系⽬標在培育具備⼈⽂關懷、⾃我覺察的教育及輔導⼈才；能將⼼理學基礎知識及理論應⽤⾄助⼈相關實務領域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其他成果作品(成果作品及其他相關能⼒證明
限3-5件)。 4. ⾃傳(必)：⾃傳(中⽂或英⽂)，10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61 國⽴屏東⼤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本學系是⼀個提供優質的小學教師教育的部⾨，畢業⽣以從事⽂化和社會服務為主的相關⼯作。
2.本學系學⼠班招收之海外僑⽣不具師資⽣身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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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
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它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如專題作品、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語⾔
能⼒等)。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僑居官⽅語⾔⾮中⽂或
⾮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選）
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62 國⽴屏東⼤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負保護及照顧學齡前幼兒之責，有各項教學及⼤量體能活動，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具相當
之視覺、辨⾊、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能⼒。並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為佳。
⼆、具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佳。
三、學⽣未來發展⽅向：
1.升學：可申請或參加碩、博⼠班考試，取得更⾼學位。
2.就業：本系學⽣畢業後可以在幼兒園或托育中⼼擔任幼教師、教保員和保育⼈員；⾼職、⼤專幼保或幼教科系師資，幼兒相關
⽂化事業或故事屋講師、企劃，⽂教研發⼈員。
3.證照：輔導學⽣參加「褓⺟技術⼠」證照考試。
四、備註事項：本學系學⼠班招收之海外僑⽣不具師資⽣身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職）在
校成績證明（請註明班排名及中學最後三年平均GPA值。中、英語⾔以外請翻譯）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任何可證明申
請者卓越優秀之證明，如⾼中社團表現、語⽂能⼒證明、相關競賽、作品出版等，均可踴躍提出。 4.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64 國⽴屏東⼤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培養國⺠小學及幼兒園特殊教育教師為主，特教相關之社福及⽂教事業⼈才為輔。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
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
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9 國⽴屏東⼤學 商業⾃動化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utomation &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商業⾃動化與管理系是橫跨多學術領域的科系，因此將朝⽔平與垂直的整合精神來規劃課程，希望透過學程的⽅式，讓學⽣得以
具備專業的廣度與深度，最終能同時擁有商業⾃動化之經營管理以及商業⾃動化之資訊科技的專業能⼒。為達此教育⽬標，除了
強化⼀般管理能⼒與科技專業能⼒的訓練外，另外特別加強學⽣以下的訓練：
(1)創新管理的專業知識。
(2)跨組織的流程分析與合理化。
(3)掌握與研發電⼦化與資訊化的企業營運模式。
(4)⼤量⾼速流通資訊之分析研判能⼒與管理決策技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它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如專題作品、社團參與、競
賽成果、證照、語⾔能⼒等)。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
(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40 國⽴屏東⼤學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學系為國家新興產業之學系，旨在培養休閒觀光產業之經營管理與服務⼈才，專業領域涵蓋觀光、餐旅與新興休閒事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讀書計畫、師⻑推薦函、社團參
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45 國⽴屏東⼤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師資結構、背景與專⻑均與授課課程契合，提供學⽣不動產知識培育。
⼆、與⾼屏地區業界、政府機關產學合作，並有完整不動產推廣教育。
三、積極輔導學⽣取得不動產估價師、地政⼠、不動產經紀⼈國家證照。
四、本學系學⽣需達到學校要求之⾨檻，始得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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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1943 國⽴屏東⼤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注重實務教學，培養具商務企劃與管理控制技能之經營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學⽣幹部證明、榮
譽事項、專題作品等)。 4. ⾃傳(選)：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7 國⽴屏東⼤學 國際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系所分則
本學系⼤學部課程旨在培育國際貿易與⾏銷之專業⼈才，使學⽣需具備全球化視野、企業倫理之素養、溝通以及運⽤資訊科技的
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它有利於審查之相
關資料 (如學⽣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語⾔能⼒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8 國⽴屏東⼤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為因應⾦融市場⾃由化與國際化之發展趨勢，本系以公司財務、投資管理、國際財務管理及衍⽣性⾦融商品為主要教學與研究之
領域，並強調分析經濟環境、了解財經現況之基本能⼒訓練。本系訂有專業證照畢業⾨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件(如證照、專題作品與能⼒證
明⽂件) 4. ⾃傳(選)：中⽂或英⽂（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47 國⽴屏東⼤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培育具備「會計專業」、「會計及資訊科技」及「商管學群核⼼」能⼒之會計專業⼈才，以符合企業市場及政府機構所需。
註：
⼀、本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具備基礎會計概念和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資料\如作品、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
照等，中英⽂語⾔以外請翻譯）。
*審查資料若⾮以紙本電⼦⽂件上傳，請將作品拍照為圖⽚上傳。 4.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
期望/照⽚）
*中英⽂語⾔以外請翻譯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中英⽂語⾔以外請翻譯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78 國⽴屏東⼤學 視覺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注重在造形藝術及數位媒體設計兩⼤領域之創作與研究。
1.視覺藝術系數位媒體設計組學⼠班聚焦動畫與遊戲領域之設計。
2. 視覺藝術系美術組學⼠班聚焦平⾯繪畫與⽴體造形領域之創作。
備註：
1.建議具備繪圖及辨別顔⾊能⼒。
2.本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3.具較佳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得獎證明、社團產於證明、學⽣幹部
證明、校内外服務證明等 4. 作品集(必)：個⼈視覺藝術作品集(均須簽署作品著作權切結書)，並將上述作品集及作品著作權切
結書掃瞄上傳。切結書請⾄下列網址下載 http://www.oiais.nptu.edu.tw/files/11-1155-624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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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70 國⽴屏東⼤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有聽覺障礙宜慎重考慮，須具備⾳樂基礎相關能⼒。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三、本系成⽴於⺠國82年。本系⽬前共有12位專任⽼師，九成以上為博⼠學歷，實施精緻教學，展演訓練與理論課程並重。除了
⾃我定位為屏東縣社區⾳樂學習中⼼，本系並以提升⾼屏地區⾳樂及藝⽂相關領域素質為使命，更藉頻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師班講座及⾳樂展演，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之⾳樂專業⼈才，落實「在地國際化、國際在地化」之發展⽬標。本系畢業⽣無論從事
公私⽴⾳樂相關教職，或⾳樂⾏政與流⾏⾳樂⼯作，均有傑出表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作品集(必)：(1)影⾳作品請⾃⾏上傳⾄YouTube，於報名系統上填寫影⾳作品連結
網址：⾄少15分鐘以上之個⼈演奏影⾳作品，需含不同樂派之⾃選曲2⾸。
(2)所上傳之影⾳作品須由指導(主修)⽼師出⽰學⽣本⼈演出證明，影⾳作品如為代作或抄襲，取消資格。得不⾜額錄取。
切結書請⾄下列網址下載 http://www.oiais.nptu.edu.tw/files/11-1155-6249.php?Lang=zh-tw 4. ⾃傳(必)：⾃傳(請詳述
個⼈學習⾳樂經歷及未來學習⽬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266 國⽴屏東⼤學 社會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針對社會發展及其產⽣的現象，藉由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法，進⾏綜合的研究、規劃和教學，以期培育理論與⾏動兼備
的社會發展經營⼈才，並貢獻於社會。其內涵有四項：
（⼀）社會發展理論的探討，以掌握趨勢。
（⼆）關懷社會，強化社會議題的剖析與⾏動。
（三）社會發展的經營與實踐。
（四）以區域為基礎，進⾏研究、教學和服務。
附註：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具備中⽂聴、說、讀、寫基本能⼒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65 國⽴屏東⼤學 中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標為體識中國⼈⽂特質及思想精髓，授以經學、史學、思想、小學、古典⽂學、現代⽂學等專⾨知識，藉由完
整的語⽂培育、堅實的學術訓練與深⼊的⽂化薰陶，造就學⽣多元發展條件，能以所學作為⽇後從事學術研究、語⽂教育、藝⽂
創作及各項⽂化事業之基礎。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強者為宜。
三、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備註：⾼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若以中、英⽂以外之⽂字撰寫，請翻譯為中⽂。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
資料(如修習中⽂課程之相關證明⽂件)。 4. ⾃傳(必)：⾃傳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漢語⽔平考試」(HSK)成
績或其他中⽂能⼒測驗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44 國⽴屏東⼤學 應⽤⽇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系所分則
培育企業所需之⽇語經貿⼈才及觀光服務業所需之⽇語⼈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師⻑推
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學習成果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46 國⽴屏東⼤學 應⽤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以培育具國際觀及合宜⼯作倫理價值觀之商業、語⾔及英語教學之專業⼈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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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它有利審查資料(如
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等)。 5. 作品集(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6. ⾃傳(必)：⾃傳（英
⽂）。 7.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中⽂或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44 國⽴屏東⼤學 科學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結合過去在數理教育所累積的豐碩成果與資源，整合⼤學內相關的系所⼈⼒與設備的資源，設⽴全國第⼀個培育科普傳播專業⼈
才的學系，以培育未來科普研究⼈才、作家、媒體⼯作者、⽂教推廣⼈才而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職)歷年成
績單，中英⽂語⾔以外請翻譯 3. ⾃傳(必)：中⽂⾃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12 國⽴屏東⼤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系研究專業領域包含奈⽶化學、結構化學、材料化學、⽣物科技、⽣物化學、環境科學、天然物化學、科學教育等。
⼆、實驗課程為本系學習之重點之⼀，學⽣均須透過親⾃進⾏實驗以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
讀分析實驗數據。
三、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4. 讀書
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30 國⽴屏東⼤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優秀的應⽤數學、計算數學、統計與精算⼈才為主。
⼆、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22 國⽴屏東⼤學 應⽤物理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光電、奈⽶科技、材料、⼈⼯晶體⽣⻑技術研發及計算物理，設有各種現代實驗室，供學⽣學習⾼科技產業技術，
本系雖⾮為師資培育學系，但仍可提出申請，參加遴選，修習各類教育學程。
⼆、 實驗課程為本系學習之重點之⼀，學⽣均須透過親⾃進⾏實驗以奠定物理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
讀分析實驗數據。
三、 為⾮師資培育學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2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含
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03 國⽴屏東⼤學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運動保健科學⼈才，休閒遊憩管理⼈才和運動教育⼈才
備註：
本系課程除了⼀般靜態之學科外，亦包含動態之課程(本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體育運動或其他優秀表現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4 國⽴屏東⼤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電腦與通訊學系以培養專業之電腦與通訊⼈才為⽬標，並致⼒於相關領域應⽤之研究與發展，因應資通訊產業的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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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申請前⼀階段學業成績證明，成績平均需達Ｂ以上。 3. 師⻑推薦函(必)：推薦信函(中⽂或英⽂)兩封 4. ⾃傳(選)：中⽂及英
⽂⾃傳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1)漢語⽔平考試成績，中等語⽂測驗Ｃ級及格，或其他中⽂能⼒測驗證明
(2)修習中⽂課程之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3 國⽴屏東⼤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前在資訊的領域之中有影像處理、資料庫系統、嵌⼊式系統、無線網路、積體電路等都有所屬專⻑的⽼師們提供課業上⾯
的教授以及研究上⾯的指導，對於未來資訊產業以及軟體⼯業還有雲端科技的應⽤發展都有很好的⽀援教學。 備註：
⼀、本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具較佳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等)。
*審查資料若⾮以電⼦檔上傳，請將作品拍照為圖⽚上傳。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
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214 國⽴屏東⼤學 資訊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以「智慧雲端應⽤系統開發」為研發重點，整合系上教師在各個領域的專⻑，包括多媒體應⽤、網路應⽤、數位學習、智慧
型運算、資訊安全、教育科技等，共同發展系上特⾊。此外，藉由培訓學⽣⾏動應⽤程式的開發能⼒和數位遊戲程式的開發能
⼒，使學⽣具備雲端應⽤開發的實作技能，藉由教學相⻑，共同激盪與創新。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網址：http://www.cs.npt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獎勵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4. 讀書計畫書(必)：
中⽂讀書計劃（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7 國⽴屏東⼤學 智慧機器⼈學系 Computer and Intelligent Robot Program for Bachelor Degree
系所分則
本學系培養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之⼈才為⽬標，教學重於理論實務結合應⽤，使學⽣具備有控制、智慧型機器⼈設計與資訊能
⼒。畢業⽣就業市場可從事機器⼈領域、資訊與控制等相關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1)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
服務證明。(2)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4. ⾃傳(選)：中⽂⾃傳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陽明⼤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886-2-28267000 #2299(學⼠班),
2268(研究所)
地址 11221臺北市北投區⽴農街2段155號
網址 https://web.ym.edu.tw/bin/home.php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活事務暨僑⽣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ss.ym.edu.tw/files/11-1207-2243-1.php
新⽣保障住宿
各系均男⼥兼收。
學校代碼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21

聯絡電話

2203 國⽴陽明⼤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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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8250472

⽣物醫學⼯程系為新興⼯程科系，本系主要之教育⽬的為培養優秀醫學⼯程⼈才。⽣物醫學⼯程係利⽤科學及⼯程專業知識，針
對⽣物及醫學領域的問題來進⾏系統性的分析、設計、製造及解決，以達到對臨床診斷、治療、照護及⽇常健康管理提供全⾯性
的⾰新與改良。
選擇進⼊⽣物醫學⼯程領域的學⽣需具備完善的基礎科學與⼯程知識，擁有服務⼈群的熱忱，以增進⼈類福祉為⽬標。⼀位專業
的⽣物醫學⼯程師在⽇常⼯作中，會與其他醫療專業及醫療器材研發⼈員密切合作，並以團隊的⽅式針對社會⼤眾提供完善的健
康照護及醫療服務。我們期望本系的畢業⽣均具備完整的知識與專業技術，並能靈活應⽤於解決⽣物醫學及醫療照護的問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
函2封 4. ⾃傳(必)：含求學動機與⽬標600字內。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托福成績或英⽂能⼒相關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聯合⼤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6
聯絡電話 886-37-381134
傳真 886-37-381139
地址 36063苗栗市南勢⾥聯⼤⼆號(⼋甲校區)36003苗栗市恭敬⾥聯⼤⼀號(⼆坪⼭校區)
網址 http://www.nuu.edu.tw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a04.nuu.edu.tw/p/405-1036-16905,c1716.php
宿舍 ⼀年級保障住宿，⼆年級以上經申請，可優先住宿（⾄少4年）。
1.助學⾦：僑務委員會清寒僑⽣學習扶助⾦、教育部清寒僑⽣助學⾦。 2.獎學⾦：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獎學⾦、僑務
委員會學⾏優良僑⽣獎學⾦、華僑救國總會僑⽣獎學⾦、國⽴聯合⼤學僑⽣獎學⾦。 3.住宿服務：⼀年級保障住宿，⼆
年級以上經申請，可優先住宿（⾄少4年）。 4.急難救助：本校學⽣急難救助⾦與僑務委員會僑⽣醫療急難及喪葬慰問
備註 ⾦。 5.TUTOR教學：⼀對⼀或多對⼀幫助僑⽣適應⽣活環境，專業學科課後輔導，加強中⽂溝通能⼒。 6.校外參訪：每
學年⾄少⼀次校外教學參訪，參觀企業、公私⽴博物館，體驗在地⺠情⾵俗。 7.⽂康活動：每學期⾄少⼀次⽂康活動，
體驗傳統中華⽂化。 8.校際聯誼：每學年⾄少⼀次中區⼤學校院之僑⽣聯誼活動，與他校交流。 9.家⻑聯繫：如有任何
疑問，歡迎來電洽詢或E-MAIL聯絡。 10.竭誠歡迎您申請就讀本校
學校基
本資料

2163 國⽴聯合⼤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並具備良好專業倫理與持續學習能⼒之機械⼯程⼈才為⽬標，發展重點在精密機械設計與製造、
微/奈⽶技術、機電整合及能源⼯程等。
2.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61 國⽴聯合⼤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
當之抗壓能⼒。
2.本系發展特⾊涵蓋⽣化⼯程、⾼分⼦與奈⽶及材料⼯程與精緻化⼯。課程設計以培養
學⽣成為⾼科技產業⼯程和研究之⼈才與學術領域上的新秀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1)中⽂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2)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 讀書計畫書(選)：(1)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2)英⽂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64 國⽴聯合⼤學 ⼟木與防災⼯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培養⼟木與防災專業⼈才，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備的教學訓練課程與設備，涵蓋結構、⼤地、營建管理、材料、環境⽔⼒與⽔資
源、地震⼯程、⼟木防災等專業課程。
2.設有碩⼠班，以培養更⾼深的⼟木及防災科技專業⼈才。
3.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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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必繳】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
⽂檢定成績証明）、(2)【選繳】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65 國⽴聯合⼤學 材料科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以發展材料科學與⼯程之專業⼈才為主，提供紮實的理論基礎與實作訓練，並有完善的教學與研究設備。主要發展⽅向包
括：半導體材料、奈⽶材料、⾦屬材料、玻璃材料、陶瓷材料、光電材料、⽣醫材料及⾼分⼦材料等領域。
2.本系有數⾨必修實驗課程，學⽣經常須使⽤精密顯微鏡觀察細微結構，因此須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分析圖像或影像
結果。實驗課程繁瑣且具有⼀定危險性，須具相當之抗壓能⼒且能於遭遇危險時⾃⾏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 6. 讀書計
畫書(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62 國⽴聯合⼤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學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2.本系為全國現有公私⽴綜合⼤學體系中，唯⼀具有培育環境⼯程與⼯業安全衛⽣兩種專業領域⼈才之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1)中⽂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2)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英⽂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71 國⽴聯合⼤學 能源⼯程學系 Dept. of Energy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因應全球化⽯能源逐漸耗盡以及對環境和⽣態所造成的衝擊，以及永續發展需求，台灣亟需培養能源科技⼈才。
2.本系課程設計旨在培養具有永續、潔淨能源相關科技知識的⼈才。學⽣可以就⾃⼰興趣選取能源材料製作或是系統整合應⽤的
學程。內容包括︰太陽光電、⾵⼒發電、燃料電池、儲能技術、節能技術、電動⾞等等專業課程以及能源基礎課程。這些課程均
輔以相關實驗與專題製作，讓學⽣能由實作過程中對所學能有更深的體驗。
3.本系學⽣亦舉辦能源相關營隊，參加各項科展與能源創意競賽，能將所學發揮應⽤，渡過充實⼜多元化的⼤學⽣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選)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70 國⽴聯合⼤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電機⼯程學系於⺠國92年本校改名國⽴聯合⼤學時設⽴，前身為61年創⽴之私⽴聯合⼯商專科學校電機⼯程科。
2.本系每年招收⼤學部、四技部各兩班與碩⼠班(93年設⽴)1班，其中⼤學部屬⾼教體系，四技部則屬技職體系。課程⽅⾯，除參
酌⼀般⼤學體系之課程外，同時開設有技職體系之專業實務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其規劃涵蓋機電控制、電能及3C 整合等領
域。
3.本系特別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提供紮實的理論基礎、豐富的實驗課程與多元的通識課程，並以實務專題引導學⽣融合理論與
實務，成為具實務訓練之電機⼯程技術⼈才，以培育國家未來經建及社會發展所需。
4.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67 國⽴聯合⼤學 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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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半導體、RF量測、信號處理、資訊⼯程等。
2.教學：在專業課程上，規劃微電⼦、通訊與資訊三個專業領域及豐富的理論及實務課程，提供全⽅位學習，同學可依⾃⼰的性
向與興趣，打造⼀份屬於⾃⼰的學習計畫。
3.師資：本系聘有教授9⼈、副教授14⼈及助理教授2⼈及講師1⼈，共26位專任師資。
4.設備：本系擁有完善之教學研究設備。除特⾊與教學實驗室 (積體電路設計實驗室、⾼頻量測實驗室、通訊實驗室、計算機硬
體發展實驗室、計算機軟體發展實驗室、物聯網整合應⽤實驗室、網路系統發展實驗室等) 外，每位教師配有專屬之研究型實驗
室及設備，供師⽣專題研究使⽤。
5.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
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相關課程成績單或證明
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68 國⽴聯合⼤學 光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光電是⼀⾨新興的產業，是國家重點發展科技之⼀，光電業產值逐年成⻑，其產
業⼈才需求殷切。
2.本系致⼒於研究光電半導體材料及元件之開發及應⽤，發展薄膜光學及顯⽰器等
⼯程技術。
3.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7. 讀書計畫書(選)：(1)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
動機）、(2)英⽂讀書計畫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2)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04 國⽴聯合⼤學 經營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本系依產業價值鏈發展創新、營運、⾏銷等三個特⾊學群，培育學⽣具組織經營與整合能⼒。
2.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96 國⽴聯合⼤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1.教育⽬標：本系的教育⽬標為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財務⾦融專業⼈才。
2.特⾊：(1)會計、銀⾏、證券、保險⾏業的校外實習。(2) 歐、美、⽇等國的海外交流機會。(3)資訊財⾦學程、創新與創業學程
財⾦相關跨領域課程。
3.課程規劃：本系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課程規劃三⼤課程領域，分別為財務決策領域、投資策略管理領域、⾦融機構
與市場領域，以培養學⽣財務⾦融實務就業能⼒。
4.就業與⽣涯發展：財務會計部⾨、銀⾏業、證券業、保險業、政府機關、繼續深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
請動機）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及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及英⽂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05 國⽴聯合⼤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本系學⼠班以培養具多元發展與創新能⼒的資訊管理⼈才為⽬標，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課程內容，並設計三個特⾊學群做為
學⽣的修課指引，包括⾏銷與服務創新、數位內容與創意、商業決策與應⽤。
2.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3.本系主要以中⽂授課，建議檢附華語⽂能⼒測驗或英⽂能⼒檢定測驗成績以供評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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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1)中⽂
⾃傳、(2)英⽂⾃傳 6. 讀書計畫書(選)：(1)中⽂讀書計畫、(2)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
⼒測驗證明(中⽂相關課程成績單或證明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07 國⽴聯合⼤學 臺灣語⽂與傳播學系 Dep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1.宗旨：培育嫻熟臺灣本⼟語⾔⽂學的⽂化傳播者。
2.師資：專任師資均具備博⼠學位。
3.課程：臺灣本⼟語⾔（⼤⼀、⼆客語；⼤三後⾃由選修）與⽂學、新聞編採與影⾳製作、數位與⽂化創意、新聞英語等。
4.設備：攝影棚、錄⾳間、剪輯製作室、影⾳⼯作室等；並設有平⾯媒體與廣電新聞等校園實習媒體。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傳(選)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08 國⽴聯合⼤學 華語⽂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學費、⽣活費便宜，負擔較輕。
2.有眾多海內外實習機會。
3.交通便利。
4.師⽣關係融洽。
5.課程內容兼具「語⽂、教學、數位」等三個區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或英⽂⾃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或英⽂能⼒說明及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5. ⾃傳(必)：中⽂⾃傳

2166 國⽴聯合⼤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1.修業五年。
2.本系致⼒於培養建築專業領域的通才，從基礎的美學到建築物的構造，甚⾄都市的環境設計相關知識都為學習範圍，歡迎對建
築設計與理論、永續建築與環境、建築⽣產與安全有興趣或潛⼒學⽣。
3.專業課程範疇寬廣，提供學⽣⾃由學習、多元選擇的機會。此外，⼤⼀建築表現法、建築圖學與各學期建築設計課同採小班制
分組教學。
4.畢業前學⽣須⾄優良的建築師事務所進⾏建築設計實務實習，吸收最新實務新知。更積極⿎勵與輔導學⽣參加建築師證照與研
究所考試，每年指導學⽣參加國際學⽣設計⼯作坊，推動國際化教學等活動。
5.本系因課程需求，學⽣須具備繪圖設計、製作模型、辦別顏⾊、協調溝通等能⼒，實習課程均須親⾃操作，選填時請慎重考
慮。
6.系教育⽬標與學⽣核⼼能⼒請參酌系網(http://www.arch.nuu.edu.tw)。
7.設有碩⼠班培養建築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選)：(1)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2)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
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06 國⽴聯合⼤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理論與實作(理論:⾊彩學、體驗設計、基礎設計等，實作:產品開發設計、產品設計、⼯廠實習等)需具備相當之
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與辨⾊能⼒及⼈際互動溝通協調能⼒。
⼆、本系發展⽅向為三⼤⽅向，分別為⽣活產品設計、⽂化商品設計以及創新與創業，因此歡迎對於創新科技、美學、商學跨領
域學習有興趣的年輕⼈加⼊我們⾏列。
三、詳細資訊瞭解http://id.nu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1)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2)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
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88 國⽴聯合⼤學 ⽂化觀光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系所分則
本系以透過⽂化紮根—觀光體驗—產業經營的跨領域學習，結合資訊、通訊與傳播科技跨領域知識，培養融通⽂化產業與觀光休
閒⾏銷的⼈才。透過⽂化紮根—觀光體驗—產業經營的跨領域學習，結合資訊、通訊與傳播科技跨領域知識，培養融通⽂化產業
與觀光休閒⾏銷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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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中⽂或英⽂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傳(選)：中⽂或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
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僑居官⽅
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99 國⽴聯合⼤學 ⽂化創意與數位⾏銷學系 Dept. of Culture Creativity and Digital Marketing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化創意與數位⾏銷為核⼼，發展⽅向主要有三：「數位設計」、「⾏銷企劃」以及「⽂化創意」，培育⽂創商品設計
與數位⾏銷能⼒⼈才，課程規劃為跨學⾨與多領域之創新整合，以落實創意設計與產業營運之串聯。藉由課程的配置，學⽣階段
性的學習⽂化創意產品、活動設計與規劃及產品⾏銷與產業營運等知識。
2.數位⾏銷、傳統⼯藝振興與發展、產學合作等，搭配不同產業領域的實務業師，培養⽂化鑑賞、⽂創產品設計開發、⽂創產業
經營規劃、⽂創產業數位⾏銷以及數位策展等能⼒。採⾏分流教育，提供專業證照及能⼒養成，發掘個別性向與潛能，同時提供
專業課程進修訓練，俾使學⽣能在四年內真正學有所⻑，以⾯對未來職場⽣涯的挑戰。
3.國⽴聯合⼤學⽂化創意與數位⾏銷學系:本系數位⾏銷與⽂化創意為核⼼，課程包含商品攝影、會展設計、專案管理、3D設計
列印、APP設計、數位⾏銷、雲端服務等，搭配不同產業領域的實務業師，培養⽂化鑑賞、⽂創產品設計開發、產業經營規劃、
數位⾏銷以及數位策展等能⼒。理論與實務並重，⼤⼀，基礎理論教學；⼤⼆與⼤三，理論、實務課程與證照輔導；⼤四，研究
專題/校外實習(國內與海外實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得獎證明等(必)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
(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0
聯絡電話 02-2871-8288 EXT 7505
傳真 02-28752726
地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博愛校區）11153臺北市⼠林區忠誠路2段101號（天⺟校區）
網址 http://www.utaipei.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保障僑⽣住宿 博愛校區：每學期5,500元（含住宿費4,500元、網路費1,000元）。 天⺟校區：4⼈房每⼈每學期10,000元
（含住宿費9,000元、網路費1,000元）、6⼈房每⼈每學期8,500元（含住宿費7,500元、網路費1,000元）。
臺北市⽴⼤學在臺北市政府的政策指導下於2013年正式進⾏整併，⽬標朝國際⼀流城市⼤學邁進。臺北市⽴⼤學⽬前的
學系、研究所與學院包含了⼈⽂藝術、教育、科學、公共⾏政、體育等領域。在我們過去的培養下，已有許多校友在所屬
的領域成為專業領袖，在社會貢獻所⻑。最近五年內全校教授的學術研究快速發展，著作廣泛受到其他國際學者引⽤已達
數千次，對拓展⼈類的尖端知識範疇展現實質貢獻，逐漸奠定我們邁向國際⼀流⼤學的基礎。臺北市⽴⼤學位於極具活⼒
的國際城市臺北，⽬前校園包括位於市中⼼的博愛校區與天⺟校區。誠摯邀請您參觀我們的校園與設施，參與我們的學術
活動並加⼊成為我們的⼀份⼦。

4873 臺北市⽴⼤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Dept. of Learning and Materials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 培養教育領域的⽂創⼈才為宗旨，。課程包括三核⼼：「教育」、「資訊」、「設計」；期盼培養學⽣具有「課程與教
學」的理念，了解「社會趨勢與學習設計」，進而能夠進⾏「平⾯媒材設計」、「數位媒材設計」的實作。畢業後可進⼊⽂教出
版業、數位設計產業、以及⽂創產業，擔任編輯、設計、管理、與研發等職務；亦可報考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或⾼中在職證明書之中⽂版或英⽂版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英
⽂版或中⽂版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x2 (中⽂或英⽂)（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 1, Ai-Guo West
Road,Taipei, Taiwan、收件⼈：Fan, chin-wen、聯絡電話：886-2-23113040*8422、E-mail：lmd@utaipei.edu.tw、收件
截⽌⽇：2021-01-10）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暨英⽂⾃傳 6. 讀書計畫書
(選)：中⽂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或其他外⽂能⼒之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275 臺北市⽴⼤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Dep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系所分則
本系在專業領域⽅⾯以培養國⺠小學社會科教師為主，課程規劃著重於歷史、地理兩個領域發展。畢業後除可成為國⺠小學教師
外，另可從事⽂史⼯作者、觀光導遊解說與任職政府相關⾏政部⾨或出國進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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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系統上傳）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278 臺北市⽴⼤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本校於⺠國五⼗⼋年成⽴⾳樂科，⺠國七⼗六年改制為⾳樂教育學系，⺠國九⼗六更名為⾳樂學系。本系秉持著教育理念及積極
的態度，為培育優質表演⼈才與優秀師資而努⼒，近年來積極拓展國際⾳樂交流及培養學⽣的藝術整合能⼒。並以四項⽬標作為
推動⾳樂教育之宗旨：
（⼀）培養國⺠教育階段優良⾳樂師資及優秀的藝術表演⼈才。
（⼆）發展多元化⾳樂課程、編纂中小學⾳樂教材以提升⾳樂教育品質。
（三）推廣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培養師⽣更闊達的⾳樂藝術視野。
（四）結合科技與媒體，建構終身學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 1, Ai-Guo
W. Rd., Taipei 10048, 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Music、聯絡電話：886-2-23113040 ext.6135、E-mail：
cyshen@utaipei.edu.tw、收件截⽌⽇：2021-01-10）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
證明等(必)：★★所繳之影⾳資料須由指導（主修）⽼師出⽰學⽣本⼈演出之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6. 作品集(必)：⼀、申請⾳樂學系者須繳交以下資料進⾏審查：
（⼀）樂譜或影⾳資料⼄份：
1.主修「理論作曲」者，請繳交⾳樂創作之樂譜（若有創作之影⾳資料，請隨件附上）；創作若為電⼦∕多媒體作品，請繳交影
⾳資料（須為MP3、MP4或WMV 格式）。
2.其餘各組主修，請繳交個⼈演奏(唱)之影⾳資料（須為MP4或WMV 之影⽚檔格式），其演奏(唱)內容規定如下：
（1）鋼琴組Piano：
A.任選⼀組⼤、小調【和聲小⾳階】⾳階、琶⾳、終⽌式（四個⼋度上下⾏⼀次，不反覆）。
B.巴赫原創鍵盤作品⼀⾸。
C.從海頓、 莫札特、⾙多芬鋼琴奏鳴曲作品中任選快板樂章⼀⾸。
D.浪漫時期作品⼀⾸或現代時期作品⼀⾸。
（2）聲樂組Vocal：⾃選曲 ⼆⾸。
（3）弦樂組Strings：
A.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任選⼀⾸巴赫無伴奏奏鳴曲或組曲之任⼀個樂章及浪漫時期協奏曲⼀⾸之第⼀樂章。
B.低⾳提琴：⾃選曲⼀⾸。
（4）管樂組Winds：⼆⾸不同曲⾵之樂曲，總⻑不得少於 15 分鐘。
（5）擊樂組Percussion：小⿎、定⾳⿎與木琴各任選⼀⾸演奏曲或練習曲
（鍵盤樂器須背譜，⿎類樂器可看譜）。
（⼆）所繳之影⾳資料須由（主修）⽼師出⽰學⽣本⼈演出之證明。
（三）考⽣所上傳之影⾳資料如有瑕疵無法讀取，請⾃⾏負責，本系不接受補件。
⼆、所提供之影⾳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三、資料審查通過者，即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7. ⾃傳(必)：⾃傳（請詳述個⼈學習⾳樂經歷及未來學習⽬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4418 臺北市⽴⼤學 視覺藝術學系 Dept. of Visual Arts

系所分則
（⼀）本校於78學年度成⽴「美勞教育學系」，86學年度成⽴「視覺藝術研究所」，88學年度成⽴「視覺藝術教學碩⼠學位
班」，94學年度「美勞教育學系」和「視覺藝術研究所」合併成「美勞教育學系(含碩⼠班)」，95學年度碩⼠班分成「創作組」
和「理論組」，96學年度更名為「視覺藝術學系(含碩⼠班)」，100學年度「視覺藝術教學碩⼠學位班」轉型為「視覺藝術學系
碩⼠在職專班」，102學年度起碩⼠班不分組，學⽣選擇理論類或創作類畢業。103學年度起，原「藝術治療碩⼠學位學程」併⼊
「視覺藝術學系碩⼠班(藝術治療組)」。 （⼆）本系教育⽬標 1.分階段養成學⽣之創作能⼒與視覺思維能⼒，輔以藝術史與藝術
理論課程，以期增進學⽣之視覺思考與美感能⼒之養成以及創意之啟發。 2.依照學⽣興趣與⽣涯規畫，個⼈隨年級而漸次集中在
創作與理論之專攻領域，以兼顧廣博與專精。 3.提供藝術創意設計課程並加強產學合作聯繫，以培養學⽣之專業實務與應⽤能
⼒。 4.激發學⽣⽂化創意之潛能，協助學⽣畢業後就業之準備。 5.本系所提供的課程，理論與實務兼備，能協助學⽣規劃⽣涯，
繼續深造或增進畢業後的職場競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須檢具相關特殊優秀表現之相關證明⽂件影本。 2.讀書計 畫。 3.考⽣所繳交藝術創作⽂案
影⾳資料(須為 MP3、 MP4、WMP、JPG 或 PDF 格式)如有瑕疵，無法讀取者，請 ⾃⾏負責，本系不接受補件。 4.所繳資料⼀
律不退件，請⾃ 留原件。所提供之藝術創作⽂案影⾳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 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
並註銷學 籍。 5.資料審查通過者，即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註：以 上檢附資料⾄多 15 ⾴。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 9. 作品集(必)：視覺藝術領域 10.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1.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04 臺北市⽴⼤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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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國九⼗⼆年成⽴體育研究所碩⼠班，於⺠國九⼗四年設⽴體育學系，⺠國九⼗五年系所合⼀，規劃運動管理與休閒、運
動教練與指導、體育教學、體育⾏政等專⻑領域。主要為培育學⽣對運動教育與體育教學之研究能⼒，及培養從事體育研究的專
業⼈才為⽬標。課程設計則以學群為單位，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注重學術整合，以期培育學⽣具有現代化的體育研究理念。
本系師資陣容相當卓越，⽬前有11位專任教師，各有所⻑且與學⽣相處融洽；以職級而分，其中包括4位教授、3位副教授、2位
助理教授、2位講師。教師皆學有專精、具教學熱誠，且專注於學術研究，今後將朝向博⼠班的⽅向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畫書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13 臺北市⽴⼤學 陸上運動學系 Department of Athletics
系所分則
設⽴於1998年，主要專⻑項⽬為⽥徑、體操、舉重、射擊、射箭、拔河等專業競技性運動。發展⽬標 以培養優秀運動員、教
練、教師、競技體育運動指導⼈員等從業 ⼈才為重點。課程設計除加強運動技術訓練以提升競技⽔準 外，另規劃通識課程，基
礎運動科學、訓練理論與實務等， 相關課程及其他運動技能課程，使學⽣得以學術科兼備，在 校能有傑出運動成績表現，為
校、為國爭光，畢業後能學以 效⽤，成為優秀體育運動相關從業⼈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網路上傳）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必)：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
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
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073 臺北市⽴⼤學 技擊運動學系 Dept. of Martial Arts

系所分則
學校教育⽬標為國家培育專項運動⼈才與休閒運動產業推展，爰前述背景，技擊運動學系係依據學校總體⽬標而設⽴，本系教育
⽬標為：培育技擊運動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網路上傳）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
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
殊表現)證明(必)：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
讀書計畫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20 臺北市⽴⼤學 運動藝術學系 Dept. of Sports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報考本系需敘明專⻑項⽬。（⿓獅運動、特技舞蹈兩項⽬擇⼀）
★★備註：資料審查通過者，始得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運動藝術學系（原名動態藝術學系）於2007年成⽴，為全國第⼀所培育運動藝術領域為主要發展⽬標之學系，⾸要培育運動競技
與運動表演藝術⼈才為主。⽬前設置⿓獅運動、特技舞蹈、街舞及模特兒等專⻑，以院系核⼼能⼒開設課程，符合體育⽂化與社
會藝⽂需求，並提供學⽣多元學習機會，增加就業發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
單正本（僅提供資料審查時參考，不列⼊計分）。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須上傳
近三年相關特殊優秀表現之證明⽂件影本及個⼈作品2-3分鐘影⽚（所附資料須符合報考之專⻑項⽬）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17 臺北市⽴⼤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Spor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國87年整併運動管理學系與休閒運動學系為⽬前的休閒運動管理學系，⺠國93年增設休閒運動管理學系碩⼠班，⺠國96年復增
設碩⼠在職專班。本系成⽴之宗旨，除了培養學校、社會體育及學術⽅⾯的專業⼈才外，積極負培育國家運動績優⼈才。⽬前本
系培養的運動專⻑項⽬，包括撞球、溜冰(競速溜冰、花式溜冰)、法式滾球、運動舞蹈（國標舞）、⾃由⾞等五⼤類6種運動項
⽬。未來朝向加強產官學合作及國際交流，定期舉辦活動研習坊、學術研討會以及專業講座暨論壇等，充分整合校內外與校友資
源，俾培育更具多元專業⼒與競爭⼒的⼈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網路上傳）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
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曾擔任社團幹部或運動⽐賽成績優異者〈需附證明〉。 5.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
⽂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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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臺北市⽴⼤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國92年，⼈才培育三⼤⽬標為培養運動健身指導⼈才、運動傷害防護專業⼈才及運動健康科學研發⼈才，⽬的在培
育優秀健身指導教練與運動傷害防護專才，提升運動員及各族群身體健康與⽣活品質，維護國家級選⼿與熱愛運動⼈口之運動安
全。因應⾼齡化社會之來臨，對年⻑者健康維護與加強其獨⽴⾃主⽣活能⼒，培育推廣⾼齡者適當運動健康⾼階⼈才，藉著運動
模式協助年⻑者增進健康與維護⽣活品質則為運動健康科學系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系統上傳）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540 臺北市⽴⼤學 城市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城市規劃及都會治理所需之專業⼈才，透過專業課程使學⽣具備城市規劃、都市設計及計畫、都會治理及 城市競爭
⼒評估之專業知能。課程規劃強調城市發展與及都會治理之相關專業跨域整合、促進區域或地⽅的合作與整合、解決跨域公共議
題等。理論與實務整合，並配合市政發展脈絡。建⽴學⽣外語⾨檻條件，與國際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
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畫書：說明學習動機、⽅向及未來展望 4. 師⻑推薦函(選)：師⻑推
薦函1份。（網路上傳）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作品集(選)：作品集（如素描、攝影、⽔
彩……等任何與設計相關之作品）。 7.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及其他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960 臺北市⽴⼤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銷學系 Depart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系所分則
本系於⺠國104年成⽴，⽬的在配合市政規劃需求，結合新興六⼤產業和經營管理學⾨，培育城市發展所需之產業經營與市場⾏
銷⼈才，以提升城市競爭⼒與⺠眾⽣活品質。為培育全⽅位產業創新經營與⾏銷專業⼈才，在課程規劃上，除配合市政管理學院
之整合與共同發展之院共同必修課程外，本系學⽣須修讀系共同必修課程，並在規劃的兩⼤學群課程：創新經營學群與都會⾏銷
學群，擇⼀精修。學⽣畢業後，在規劃未來職涯發展時，除了選擇在相關領域繼續升學進修，也可以參與國家公務⼈員考試，成
為政府運籌帷幄的成員之⼀。此外，取得⾦融相關專業證照，配合本系特⾊學群進⼊⼀般就業市場或是⾃⾏創業，亦是本系培育
⼈才的主要⽬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師⻑
推薦函 (中英皆可)（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 101, Section 2, Zhongcheng Rd, Taipei 11153, Taiwan, R.O.C.、
收件⼈：Depart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聯絡電話：886-2-2871-8288 ext.3107、Email：http://duimm.utaipei.edu.tw/、收件截⽌⽇：2021-01-10）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雄⼤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2
聯絡電話 886-7-5919000#8240~8243
傳真 886-7-5919111
地址 81148⾼雄市楠梓區⾼雄⼤學路700號
網址 https://www.nuk.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楠梓區，提供多項新穎教學設施，除各類運動場地與設施外，尚有親⽔⽣態公園、棒壘球場、游泳
池、SPA及健身房、健步及⾃⾏⾞專⽤⾞道等休閒設施，並設置國際會議廳與⼤型演講廳。⼆、⾼雄國際機場每週均有固
定⾶機航班往返港、澳及東南亞各⼤都市，⽅便同學返家。三、安排「導師時間」固定指導學⽣。海外學⽣若有任何疑
問，歡迎與本校僑⽣與外籍⽣輔導組聯繫，TEL：886-7-5919065。四、備有男⼥學⽣宿舍，獎學⾦、⼯讀機會多、社團
活動活潑化。五、開設院際、系際學程，建⽴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多元之通識課程，以提供學⽣學習之需求。
六、本校學⽣，於畢業前應通過本校所訂或各學系⾃訂之英⽂能⼒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標準及應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
⼒資格檢定，成績須達60分(含以上)。七、學⽣每學期所繳學雜費與其他各項費⽤、學⽣因學業成績因素退學規定及其它
未盡事宜，詳⾒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

1150 國⽴⾼雄⼤學 西洋語⽂學系 Dept.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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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
(1) 藉由語⾔課程訓練學⽣聽說讀寫譯之語⾔溝通及表達技巧。
(2) 藉由⽂學、⽂化及語⾔學課程，加強學⽣對西洋⽂化及語⾔學
等專業領域之認識，強化學⽣升學的競爭⼒。
(3) 藉由與語⽂相結合之實⽤選修課程，培養學⽣就業之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5. 讀書
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90 國⽴⾼雄⼤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Dept. of Kinesiology, Health, and Leisure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學系以融合運動、健康與休閒之專業，進而提升健康的運動、休閒知能與發展，共創全⼈之健康。培養具有健康知能之
運動指導與規劃專才及具有健康知能之休閒規劃與管理專才。歡迎有志學⼦加⼊。電話：07-5919267。
（⼆）本系⼤學部設有實習制度，提供產業界(如:墾丁凱撒⼤飯店、墾丁福華渡假飯店、⽇暉國際渡假村等健康休閒中⼼)、公部
⾨(衛⽣署、衛⽣局、觀光局等)及學界(學術研究)多元之實習單位，以滿⾜學⽣在各領域不同之需求，職場實習與學校學理結
合，朝向產官學合作模式，以培養產官學界新⼀代菁英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正本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7 國⽴⾼雄⼤學 東亞語⽂學系⽇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Japanese Group)
系所分則
(⼀)申請本系之僑⽣，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須有⼀學期以上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
習200小時以上。(⼆)於畢業前須取得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畢業⾨檻(參閱教務處規定)及⽇語能⼒檢定(JLPT)⼆級或韓語能⼒
檢定(TOPIK)四級或越語能⼒檢定(VLT)C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規定)。(三)重度視⼒、聽⼒及語⾔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
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四)聯絡單位：東亞語⽂學系林純雅，電話：07-5919761，E-mail：
ya2014@nuk.edu.tw(五)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中⽂⾃傳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8 國⽴⾼雄⼤學 東亞語⽂學系韓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Korean Group)
系所分則
(⼀)申請本系之僑⽣，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須有⼀學期以上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
習200小時以上。(⼆)於畢業前須取得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畢業⾨檻(參閱教務處規定)及⽇語能⼒檢定(JLPT)⼆級或韓語能⼒
檢定(TOPIK)四級或越語能⼒檢定(VLT)C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規定)。(三)重度視⼒、聽⼒及語⾔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
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四)聯絡單位：東亞語⽂學系林純雅，電話：07-5919761，E-mail：
ya2014@nuk.edu.tw(五)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9 國⽴⾼雄⼤學 東亞語⽂學系越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Vietnamese Group)
系所分則
(⼀)申請本系之僑⽣，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須有⼀學期以上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
習200小時以上。(⼆)於畢業前須取得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畢業⾨檻(參閱教務處規定)及⽇語能⼒檢定(JLPT)⼆級或韓語能⼒
檢定(TOPIK)四級或越語能⼒檢定(VLT)C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規定)。(三)重度視⼒、聽⼒及語⾔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
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四)聯絡單位：東亞語⽂學系林純雅，電話：07-5919761，E-mail：
ya2014@nuk.edu.tw(五)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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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中⽂⾃傳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1 國⽴⾼雄⼤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66 國⽴⾼雄⼤學 政治法律學系 Dept. of Government and Law
系所分則
本(政治法律學)系於2000年8⽉時成⽴，為國內第⼀個結合「政治」與「法律」教學與研究之系所，強調跨越政治與法律兩⼤傳
統學⾨之知識體系，以「國家」（state）概念作為政治學與法學之共同核⼼內涵（參⾒下圖），發展研究與教學。政治學領域之
研究與教學，著重國家之組織運作及政策；法學領域則著重於公法學(憲法及⾏政法)，但亦維持傳統⺠商法及刑法領域核⼼課程
之教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傳(必)：
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2 國⽴⾼雄⼤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Law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3 國⽴⾼雄⼤學 應⽤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系所分則
國⽴⾼雄⼤學應⽤經濟學系(所)成⽴於2000年（⺠國89年），為本校創校之初的六個主要學系之⼀。我們深刻體會到⼤學⽣活是
學習⽣涯中最重要的階段，是同學培養⾃我發展能⼒與未來就業專業能⼒最佳的時刻。因此，本系在教學上特別強調經濟學理論
與⽣活實務的結合，透過培養學⽣對經濟⽣活的敏銳觀察⼒與分析⽅法，進而涵養學⽣對社會、經濟、政治等公共議題與經營實
務管理問題的關懷。全系教師均畢業於國外知名學府，富專業學養並具⾼度教學熱忱，⽬前在教學研究成效堪稱卓著，為國內經
濟學系中⾸先接受⾼等教育評鑑中⼼的評鑑並獲得認可的學系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d., Nanzih District, Kaohsiung 811, Taiwan, R.O.C.、收件⼈：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聯絡電話：886-7-5919318、E-mail：econ@nuk.edu.tw、收件截⽌⽇：2020-0118）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
望） 6.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4 國⽴⾼雄⼤學 亞太⼯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Asia-Pacific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Program)
系所分則
(⼀)政府為促使台灣南北⾼等教育均衡發展，配合經貿國際化與⾃由化發展之趨勢、因應中國⼤陸及東南亞地區市場的崛起、加
強台商的核⼼能⼒並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協助⾼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與⽀援我國傳統產業外移所需技術與管理⼈才，於2001年
8⽉設⽴本系。
(⼆) 本系⼯管組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具有紀律、創新及前瞻性的亞太區域商業領導⼈。本系教育策略除了傳授領導與管理觀念之
外，更注重全才領導⼈技能組合的養成。
(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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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相關
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24 國⽴⾼雄⼤學 亞太⼯商管理學系⼯業管理組 Dept. of Asia-Pacific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Industrial Management Program)
系所分則
(⼀)政府為促使台灣南北⾼等教育均衡發展，配合經貿國際化與⾃由化發展之趨勢、因應中國⼤陸及東南亞地區市場的崛起、加
強台商的核⼼能⼒並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協助⾼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與⽀援我國傳統產業外移所需技術與管理⼈才，於2001年
8⽉設⽴本系。
(⼆) 本系⼯管組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具有紀律、創新及前瞻性的亞太區域商業領導⼈。本系教育策略除了傳授領導與管理觀念之
外，更注重全才領導⼈技能組合的養成。
(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相關
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6 國⽴⾼雄⼤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審查項⽬：
1.學歷證件(必)
2.⼤學歷年成績單(必)
3.2封推薦函(必)
4.⾃傳(必)
5.研究計畫(必)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選) ,
本系成⽴於2002年，⽬前招收⼤學部及碩⼠班，本系擁有5間特⾊實驗室及2間會議室。
本系共有11位教師，每位教師都擁有博⼠學位，且在教學及研究上皆有卓越的表現。本系教師們與政府及企業都有良好的合作計
畫，也曾在5年內發表超過400篇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畫 4. 師⻑推薦函(必)：2封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6. ⾃傳(必)：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55 國⽴⾼雄⼤學 ⾦融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繳交資料:
1.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中⽂或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4.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5.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26 國⽴⾼雄⼤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著重於應⽤層⾯極廣與未來發展性極⾼的機率統計、組合數學、科學計算及數據科學。
(⼆)本系擁有專⽤之電腦教室及3D列印數位教室與多媒體數位教室。教師研究成果優良，均執⾏科技部計畫，且教學認真與學⽣
互動良好。畢業⽣多數進⼊國內應數、統計、資訊、通訊、電機、⼯⼯、流⾏病學等領域的國⽴⼤學研究所深造。歡迎具備數學
基礎能⼒及對數學有強烈興趣之同學加⼊本學系。
(三)詳細內容請參閱本系網址：https://math.nuk.edu.tw/。
(四)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英⽂讀書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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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25 國⽴⾼雄⼤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應⽤化學系的訓練範圍涵蓋實⽤與理論，除化學系核⼼課程的基礎訓練為必修之外，著重於合成化學、材料化學、奈⽶材料
檢測及藥物分析化學。
(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審查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27 國⽴⾼雄⼤學 應⽤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系所分則
本系因應⽬前科技發展之趨勢，在教學上著重實驗與理論並重的教育⽅式，在研究特⾊及依教師專⻑，⽬前主要有兩個重點發展
⽅向: 即為「奈⽶光電」、「固態材料」此⼆⽅⾯的專業應⽤領域發展與研究，並積極加強與「產業界的合作與交流」，以開放
及專業的校園學術氣息與週邊的產業環境資源融為⼀體，使學⽣有更多的機會實際地參與產業的發展。本系教師研究成果豐碩，
均執⾏科技部或教育部等專題研究計劃。本系另有課程地圖及業界實習專區，詳細內容請參⾒本系網址:
http://ap.nuk.edu.tw。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並檢附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59 國⽴⾼雄⼤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學及研究領域包括：(1)動物科技：⽔產養殖、⿂類學、⽣殖⽣理學、動物疫苗、電腦模擬及藥物設計、⽣態學、⽣
物多樣性。(2)植物暨微⽣物科技：蘭花及藥⽤植物⽣物科技、植物逆境⽣理、植物病理學、天然物研究、酵素學及抗菌活性物質
開發。(3)跨領域⽣物科技學程。（⼆）辨⾊⼒異常影響實驗觀察者，或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慎選本系。(三)其他未
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
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
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 ⾃傳(必)：英⽂⾃傳 9.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與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28 國⽴⾼雄⼤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審查資料：
1.中、英⽂⾃傳。
2.中、英⽂讀書計畫
3.師⻑推薦函2份。
4.中、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5.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2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與英⽂⾃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含申請動機)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語英⽂能⼒說明與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明與英
⽂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29 國⽴⾼雄⼤學 ⼟木與環境⼯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將朝向⼟木及環境⼯程領域並重發展，培養具有環境永續經營發展之⼯程師，內容涵括⾼科技防災、⾮破壞檢測與監測、地
震⼯程、⽣態⼯程、環境系統分析、污染防治及復育、環境決策⽀援、電腦輔助⼯程等課題，除加強基礎理論，亦安排各項⼯程
實務及設計課程。本學系強調⼟木與環境⼯程領域之整合發展，培養具有環境永續經營發展之⼯程師，以建造符合現代需求之⾼
品質社會，凡具基本理⼯基礎且充滿對環境⼈⽂關懷之學⼦，均歡迎加⼊本學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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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參展
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
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作品集(選)：無 10.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
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1.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30 國⽴⾼雄⼤學 化學⼯程及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化⼯與材料系之整合或跨領域學系。許多⾼科技產業諸如：半導體、電⼦、光電、奈⽶、複合材料、⽣醫、能源等，極需
同時具備化⼯與材料專⻑的⼈才，本系乃應⾼科技⼈才的需求，將傳統化⼯與材料系結合，成⽴化學⼯程及材料⼯程學系。本系
旨在培育學⽣同時具備化學⼯程與材料⼯程之學識與專⻑，並具備研究創新的能⼒。本系之發展重點為：（⼀）奈⽶與分⼦⼯
程，（⼆）尖端功能性材料，（三）⽣醫⼯程及材料。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審查資料: 1.⼤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推薦函⼆封。3.⾃傳與研究計畫書。4.中⽂或英⽂能⼒證明。5.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美國研究
⽣⼊學考試∕資格考試(GRE)、托福(TOEFL iBT)、雅思(IELTS) 6.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
7.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劃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31 國⽴⾼雄⼤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素質之資訊科技⼈才。教育重點為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訓練，引導學⽣獨⽴思考分析能⼒，兼具有⼈⽂素養
及團隊合作之精神，本系之發展重點以智慧型計算與系統為主軸，輔以網路多媒體與資訊服務，以及嵌⼊式系統，期能建⽴培育
專業⼈才之智慧型計算中⼼。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專業證照、語⽂能⼒證明等。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學業成績總名次證明正本。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
証明）
7.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中⽂檢定成績証明,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86 國⽴⾼雄⼤學 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建築學系包含有⼤學部、碩⼠班與碩⼠在職專班等三個學制。為因應城市和建築社會的世界潮流和任務變化，本系特⾊為：1.國
際化和多樣化的師資陣容
2.建築與都市永續的研究特⾊
3.空間數位化設計的培養環境
4.⼯程科技與專案管理的整合
5.社會與⼈⽂內涵的專業養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9 國⽴⾼雄⼤學 ⼯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Crafts and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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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原名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創意設計組。⾃2000年設⽴以來，以南臺灣傳統⼯藝為底蘊，培養創新設計應⽤⼈才為辦學⽬
標。獲教育部肯定辦學績效，⾃2018年起同意獨⽴，成為⼯藝與創意設計學系。秉持以⼯藝技術為基礎應⽤，現代設計思考為核
⼼知識，結合數位媒材表現法，以及最新的CAD/CAM、3D成型等現代⼯藝輔助技術，培養兼具實務技術，以及整合設計創新應
⽤的跨域T型⼈才。為實踐以上教學⽬標，本系設有木質，⾦屬，塑造，影像，數位媒體等..多樣的設計實作⼯作室，以及專屬繪
圖教室，雷射與3D教室，電腦教室。本系電腦教室通過認證，是TQC，ACA等專業證照考場。我們提供多樣的適性發展可能，
歡迎加⼊我們，發掘並培養⾃⼰的未來潛⼒。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品集(必)：作品集 9.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學校代碼
18
聯絡電話 886-6-2133111
傳真 886-6-2149605
地址 70005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網址 http://www.nutn.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企劃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本校備有男⼥⽣宿舍，相關規定請參閱http://www2.nutn.edu.tw/gac320/2016site/dorms.html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約5000~7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
備註 交誼廳、⾃修室、⾃助餐廳、書局、⽇常⽣活供應俱全，近⽕⾞站⽣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均可依規定參加教
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
學校基
本資料

1215 國⽴臺南⼤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系於⺠國76年(1987年)正式成⽴，為國內最早的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單位。本學系成⽴⼗多年後並陸續開設「特殊教育碩⼠
班」、「輔助科技研究所」與「重度障礙研究所」，培養⾼階專精教育與研究⼈才；更於⺠國97年(2008年)開設博⼠班，成為國
內第四所提供博⼠課程之特殊教育學系。本學系除了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育與學術研究，歷年來也持續與校內另⼆個相關單位--特
殊教育中⼼、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合作無間，共同致⼒於特殊教育的精進與推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4. ⾃傳(必)：中⽂
⾃傳(含學習經歷)⼀份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
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2)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22 國⽴臺南⼤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本校於⺠國81年成⽴⾳樂學系，旨在培養演奏與⾳樂教育⼈才。⽬前設有⽇間學⼠班、進修學⼠班、⽇碩班及夜間在職專班。本
系現有專兼任共70位教師，均畢業於國內外知名⾳樂系所，各有學術專精與豐富表演經歷，本系課程規劃兼顧樂器演奏和⾳樂教
學能⼒，並增設跨領域課程，如爵⼠⾳樂理論實作、流⾏⾳樂、電腦⾳樂等，使學⽣能有更多修課選擇，不只學習專業技能；亦
培養多⾯向知識與學養。除了多元的課程，本系於每學期安排多場⼤師班、專業講座、⾳樂會等活動，邀請國內外知名⾳樂家、
演奏家蒞校交流指導，給予學⽣更多歷練機會與累積舞台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樂能⼒相關資料。
2、8-10分鐘之個⼈展演有聲影⾳(建議上傳YouTube，並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中呈現網址。） 4. ⾃傳(必)：⾃傳（含申請動機
及學習經歷，字數為五百字⾄⼀千字。）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中⽂或英⽂三千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223 國⽴臺南⼤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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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美術創作、視覺設計、美術理論、藝術⾏政以及因應資訊媒體時代需求和國際競爭趨勢，培養⽂化創意產業、藝術媒體
與數位表現之藝術設計⼈才。本系開設相關課程培育藝術與⼈⽂領域視覺藝術類科中等與國小師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提供中⽂⾃我介紹影⽚(影⽚1分30秒) 5. 作品集(必)：1、作品項⽬說明：含代表作品最多5件及其
它參考作品，如作品為影像或動畫，請另上傳作品。
2、上傳單⼀檔案上限為4MB、總容量上限為25MB，影⾳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逾系統上傳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
(如：Dropbox)。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
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224 國⽴臺南⼤學 戲劇創作與應⽤學系 Dept. of Drama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具備五⼤特⾊：⼀、提供特有的戲劇教育課程，包括將戲劇運⽤於各種教育場域，以及表演藝術課程設計。⼆、透過以
議題導向的互動式戲劇與⽅案設計，強調應⽤戲劇於不同的社群團體。三、提供豐富的劇場創作、製作與理論課程。四、提供獨
特的兒童與青少年劇場相關課程。五、提供就業為基礎的學習機會，本系與各類公私⽴教育機構、社區、⽂化場館、藝術團體進
⾏合作，包括共同製作演出、舉辦⼯作坊或簽訂實習合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總平均及相關主要學科成績均在C或70分以上。 3.
師⻑推薦函(必)：推薦書⼆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5. ⾃傳(必)：⾃傳(含學習經歷)：字數為五
百字⾄⼀千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20
聯絡電話 886-89-517873
傳真 886-89-517529
地址 95092臺東縣臺東市⼤學路⼆段369號
網址 http://www.nttu.edu.tw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d.nttu.edu.tw/p/404-1007-84179.php?Lang=zh-tw
宿舍 僑⽣及港澳⽣保證住宿
修業期限：4⾄6年，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備註
(https://www.nttu.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1242 國⽴臺東⼤學 美術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Art Industry,Bachelor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專業美術基礎的養成訓練為⽬標，積極培育美術產業創意所需之⼈才。
⼀、本系教育⽬標：1.培育多元的美術創作能⼒；2.整合資訊科技與藝術的專業能⼒；3.結合及發展藝術創作與設計產業；4.融合
東臺灣原住⺠圖像藝術產業。
⼆、系所特⾊：1.務實開放的學群制度；2.多元與深度均衡發展；3.深耕臺東地區⽂化發展；4.結合兒童⽂學研究所，開拓新的兒
童圖像語⾔；5.善⽤數位媒體，開拓美術產業市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必)：(1)以A4版⾯呈現，限20⾴。(佔70%)
(2)所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
銷學籍。 10. ⾃傳(必)：請詳述個⼈美術學習歷程及未來學習計畫。(30%)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45 國⽴臺東⼤學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體育學系以培育國小師資為主，每學年度招收新⽣中有28名核定得修習國小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另
結合臺東⼭林及海洋的特⾊，規劃52學分培養⼾外體驗教育之領導⼈才。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
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餘皆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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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國⽴臺東⼤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Systems,Bachelor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資訊系統科技結合管理科學為核⼼，培育管理決策、商務管理、及資訊系統規劃之開發與應⽤整合專⻑的資訊管理⼈才；
基於東部具備永續發展與優質⽣活之條件，結合地⽅樂活及環境經濟產業，執⾏整合應⽤研究及產學合作，創造數位機會之服務
內容與成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
⽂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6 國⽴臺東⼤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學部的宗旨在於培養學⽣具備多元⽂化素養、社會關懷與幼兒教育專業知能，以此為基礎⿎勵學⽣依興趣與性向成為幼兒
園教師、教保員、幼兒教育研究⼈員、幼兒與家庭教育相關專業⼯作者、兒童產業⼯作者(教材教具設計者、兒童活動企劃及執⾏
者、家庭及親職教育推廣⼯作者)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
⽂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87 國⽴臺東⼤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Bachelor of Science
系所分則
⽣命科學系分為⽣態資源領域、有機農業⽣物技術領域、中草藥功能性研究領域。⽣態資源產業領域的內容包含⽣態資源的調查
研究、⽣態復育及永續利⽤、原住⺠採集狩獵與粗耕⽂化產業、⽣態社區營造、環境教育與⽣態旅遊等。有機農物⽣物技術領域
中將賦予學⽣具有植物基因轉殖技術、⾷品⽣物技術、有機農業開發技術、保健⾷品應⽤與微⽣物發酵技術等能⼒。中草藥功能
性研究領域以開發傳統及藥⽤植物做為保健產品，該領域將讓同學們充分學習藥⽤植物功能性成分之分離純化技術、細胞⽣物
學、蛋⽩質體學與實驗動物操作技術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
⽂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4 國⽴臺東⼤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教育學系為培育國小教育師資，培養具有教育專業素養、熱忱及研究、創新能⼒之國⺠小學教師或教育與學校⾏政⼈員，同時並
養成具有課程與教材研發、系統化教學設計及教學科技專⻑的教育專業⼈員。本校凡師資培育學系畢業⽣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
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辦理，餘皆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8 國⽴臺東⼤學 英美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Bachelor of Arts
系所分則
⼀、奠定學⽣英語⽂能⼒之基礎，培養優秀之語⾔、⽂學研究⼈才
⼆、培養多元化社會需要之專精英語⼈才
三、落實英語推廣教育，配合政府雙語環境政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英⽂個⼈⾃傳(1000字)。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5 國⽴臺東⼤學 ⽂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eisure Industries,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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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化資源探索與休閒產業經營為教學核⼼，透過⽂化築底繼而發展休閒產業。在地全球化為本系教學的主體價值，意即
「在地關懷」與「全球思維」正是本系課程的設計理念，為培養學⽣具備獨⽴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多層次課程因而有系統地
讓學⽣沉浸其中，最終再以統整性課程－畢業專題，檢視學⽣學習綜效。
未來就業路徑：
（⼀）觀光旅⾏業－旅⾏社經理⼈、專業領隊、專業導遊等。
（⼆）樂活產業－休閒旅館經理⼈、主題樂園經理⼈、休閒農場經理⼈、觀光⼯廠活動企畫管理、⺠宿管家、休閒專業顧問、休
閒創業家等。
（三）⽂化服務⼯作－⽂化資產解說員、社區規劃師、⽂化活動規劃師、博物館經理⼈、⽂化⾏政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
⽂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9 國⽴臺東⼤學 華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achelor of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古典及現代的⽂學、⽂化、華語教學為內涵，以核⼼課程奠基，關懷在地、⾯向國際，培育現代化、國際化之應⽤⼈才。
以「華語⽂教學」、「語⾔⽂學」兩⼤學習領域為主軸，發展特⾊如下：
1.培養對外華語⼈才，配合政府對外華語政策
2.落實語⽂教育及應⽤，培養學⽣語⽂應⽤之多元能⼒
3.結合地⽅⽂史，培養區域⽂學書寫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46 國⽴臺東⼤學 身⼼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Deptment of Somatics and Sport Leisure Industry,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世紀全球產業瘋什麼呢?答案就是「運動產業」。舉凡世界各國包含美國、歐洲、中國、⽇本、韓國、紐澳乃⾄於臺灣，
皆透過【運動】和【健康】雙主軸因素驅動之下，⼀⽅⾯建構優質運動休閒環境，⼆⽅⾯提⾼全⺠健康意識，不但能追求優良⽣
活品質，並且提升國家競爭⼒，最終達成「幸福經濟」之⽬標。再者，運動產業⽬前占世界各國GDP(國內⽣產總值)⽐例在
2%~9%之間，而全世界運動產業的年產值已超過6仟億美元；由此可⾒運動產業的發展，是影響國家經濟及社會⽣活的重要基
⽯。
本系在順應全球運動健康產業趨勢下，以及⾯對⾼科技、⾼齡化、⾼壓⼒⽣活型態的問題下，是全國唯⼀整合擁有身⼼學和運動
休閒管理學專業師資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選)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41 國⽴臺東⼤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Bachelor of Arts
系所分則
1.原住⺠⾳樂及應⽤⾳樂：臺東是臺灣原住⺠族⾳樂的主要根據地，學術研究及傳統歌謠的寶庫。本系結合在地資源開設相關課
程，於校內設有原住⺠⾳樂及流⾏⾳樂講座及⼯作坊，並到部落實地⽥野調查。
2.⼈⽂藝術跨領域多元學習：結合⽂學、視覺藝術、數位媒體及⽂化休閒等資源，提供古典與流⾏⾳樂的整合平台，並透過校內
外科系交流合作，開拓學⽣更廣⼤的專業視野與學習旨趣。
3.唱奏創作：栽培優秀的演唱奏及創作⼈才，培養紮實的基礎知識，奠定演唱演奏技術及作曲能⼒，提供樂理、⾳感訓練、⾳樂
欣賞及合奏合唱訓練。
4.培育⾳樂師資：結合本校師範學院的師資與經驗，兼顧⼈⽂、理⼯學院的教學技術與新科技資源，提供⾳樂教育學程的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個⼈專⻑演唱、奏之錄⾳或錄影(佔70%)：10-15分鐘之錄⾳(影)光碟⼀份。
(2)所繳之錄⾳(影)光碟須由指導⽼師出⽰學⽣本⼈演出之證明。
(3)所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
銷學籍。
(4)餘皆依⼀般限制。如有疑問，請聯繫系上辦公室。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請詳述個⼈學習⾳樂經歷及未來學習⽬
標。(30%)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43 國⽴臺東⼤學 數位媒體與⽂教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lndustry and Digital Media,Bachelor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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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旨在培養數位媒體設計及⽂教產品開發之專業⼈才。為達成本系的發展⽬標，辦學任務著重優質的師⽣互動與教學，及提供
優良學習環境為基礎；以講述、觀摩、實作、產學合作等⽅式，培養學⽣兼具理論與實務的專業能⼒，輔助學⽣累積學習成果，
建構縱向的學習經驗。
為增強教師的教學成效及學⽣的學習成果，課程實施⽅式採取課程統整合作教學模式，每學期均與⽂教產業或相關企業合作，建
立專題製作的主題，各科教學內容與主題連繫，學⽣以小組⽅式合作學習，期末的成果發表會帶動學⽣具體應⽤學科領域專業知
識，使學⽤合⼀並符合產業需求。這些實施成果讓學⽣能夠在學期結束後，有機會在校內外的相關活動中，應⽤專題成果，延伸
學習效益，學⽣未來可從事數位媒體設計、⾏銷設計、⽂教產品開發，⽂教產業經營，教育訓練等⼯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作品集(必)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51 國⽴臺東⼤學 運動競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Athletic Performance,Bachelor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程設⽴以培育在地特⾊運動競技選⼿為主，以專任運動教練、⼾外運動⼈才的培育為輔，結合科學化訓練，邁向國際舞台；
藉由產學合作模式，建⽴競技選⼿完善就業管道，以培養具專業知能、敬業精神及社會服務熱忱之運動⼈才。【具備運動專⻑(棒
球、柔道、射擊、輕艇、桌球、舉重)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專項運動競賽成績(請檢附3年內
之競賽成績證明或獎狀影本)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必)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37 國⽴臺東⼤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標為培育小學階段特殊教育師資(身⼼障礙組)，藉由理論及實務課程，充實學⽣專業能⼒，以因應未來教學⽣涯的需
求。
本系特⾊包括：
1.培育優秀國小師資：為學⽣整合校內學術資源，使本系學⽣除了能勝任教學⼯作外，並且擁有獨⽴思考、解決問題及終⽣學習
之能⼒。
2.教學設備充實：⽬前有系圖書室、各式測驗⼯具、輔助科技器材、專科教室、電腦教室及碩⼠班研究室等設備，供課程教學、
研究及實作使⽤。
3.與國內醫療、教育、身障機構密切聯繫合作：增加學⽣臨床經驗，並培養與其他專業領域合作的能⼒。
本系學⽣畢業後除可繼續赴國內外學術單位深造外，亦可擔任國小特教教師、國內外教育或身障機構專業⼈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087 國⽴臺東⼤學 綠⾊與資訊科技學⼠學位學程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Gree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國⽴臺東⼤學「綠⾊與資訊科技學⼠學位學程」因應新興產業所需技術，跨領域整合資訊與綠⾊科技，透過教學、產學合作與研
發積極推動相關知識的推廣與應⽤，以迎向科技產業全球化與現代化的世界潮流。本學位學程在研究與教學上聚焦於「巨量資料
技術應⽤」與「綠⾊產業技術應⽤」兩⼤專業領域發展巨量資料技術應⽤：主要發展⽅向包括「巨量資料與雲端服務」、「商業
智慧系統」、以及「物聯網技術應⽤」等次領域。
綠⾊產業技術應⽤：主要發展⽅向包括「光電與數位系統」、「綠⾊產品技術」、以及「綠⾊材料與能源技術」等次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 6. 讀
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02 國⽴臺東⼤學 應⽤科學系化學及奈⽶科學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Science(Division of Chemistry and
Nanoscience),Bachelor of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有應⽤物理組與化學及奈⽶科學組2個班別，每年共招收90名學⽣，並有14位專任⽼師，平時⽤⼼教學外，亦帶領學⽣進⾏
科技部、教育部、農委會、核能研究所與縣政府等單位的委託計劃，透過參與計劃強化學⽣的理論基礎與實作能⼒。本系課程強
調理論與實務應⽤並重，除基礎課程外，還有奈⽶科技、光電材料、新興能源、農產品檢驗等課程。本系亦於103年度起招收碩
⼠班學⽣，讓對學術有興趣的學⽣可以繼續深造。本系學⽣的課外活動，如寒假的「冬令兒童科學營」已舉辦⼆⼗多年，五⽉有
科學週與專題研究論⽂展，另有球類與聯誼活動，培養學⽣多元的⼈格特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
⽂語⾔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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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01 國⽴臺東⼤學 應⽤科學系應⽤物理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Science(Division of Applied Physics),Bachelor of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有應⽤物理組與化學及奈⽶科學組2個班別，每年共招收90名學⽣，並有14位專任⽼師，平時⽤⼼教學外，亦帶領學⽣進⾏
科技部、教育部、農委會、核能研究所與縣政府等單位的委託計劃，透過參與計劃強化學⽣的理論基礎與實作能⼒。本系課程強
調理論與實務應⽤並重，除基礎課程外，還有奈⽶科技、光電材料、新興能源、農產品檢驗等課程。本系亦於103年度起招收碩
⼠班學⽣，讓對學術有興趣的學⽣可以繼續深造。本系學⽣的課外活動，如寒假的「冬令兒童科學營」已舉辦⼆⼗多年，五⽉有
科學週與專題研究論⽂展，另有球類與聯誼活動，培養學⽣多元的⼈格特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
⽂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44 國⽴臺東⼤學 公共與⽂化事務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Bachelor of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於100學年度成⽴，本系位處台東，為台灣最為邊陲、卻是族群⽂化最為豐富之地區，不但可提供最⽴體的教學現場，亦有
助於研究公共與⽂化事務相關議題，在教學上，重視在地議題與社會變遷的關連，訓練學⽣具有科際整合與獨⽴思考之能⼒，期
望透過課程規劃，結合地⽅資源，訓練學⽣關⼼環境與社會議題，成為具備⽂化素養、在地關懷與⽐較視野的公共事務⼈才；在
研究上，銜接學術思潮與社會脈動，培養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並致⼒於南島⺠族社會⽂化研究與⼈才之培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作品集(必)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11 國⽴臺東⼤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Bachelor of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標為培育具完整資訊專業訓練且能獨⽴思考分析之優秀⼈才，課程設計兼顧軟體應⽤與網路通訊及硬體結構，理論與實務
並重。教學與研究聚焦於「軟體設計與應⽤」、「網路通訊與應⽤」和「嵌⼊式系統與應⽤」等領域，提供滿⾜學⽣就業或升學
需求之良好的學習環境，培養專業的資訊軟硬體⼈才。此外，本系以培育⾼級資訊科技⼈才，引進相關國際證照輔導與考證制
度，讓學⽣得以掌握業界最新脈動，為踏⼊資訊⼯作職場做最好的準備；重視地⽅產業發展，強調資訊科技應⽤與地⽅產業結
合，⿎勵師⽣參加程式能⼒檢定(CPE)、程式設計競賽(NCPC、ICPC)、資訊科技應⽤相關競賽以培養師⽣團隊研究精神，增進
師⽣的凝聚⼒和向⼼⼒，提升教學和學習的成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
⽂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宜蘭⼤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4
聯絡電話 886-3-9317073
傳真 886-3-9320992
地址 26047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ni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2.niu.edu.tw/files/13-1014-9573.php
新⽣能保證⼊住(須提出申請) 請參閱 http://niuosa.niu.edu.tw/ezfiles/4/1004/img/103/156893477.pdf 或
宿舍
http://isa.niu.edu.tw/article/detail/sn/17/webSN/21（點選中⽂版⾴⾯）
⼀、本校是⼀所綜合型⼤學，設有⽣物資源學院、⼯學院、⼈⽂及管理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所有系所全數通過評鑑，⼯
學院、電機資訊學院各系所均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國際認證(EAC)，畢業⽣可持本校學歷於華盛頓協定
(Washington Accord, WA)會員國(如美、加、英、澳、紐、⽇、韓、香港、新加坡、⾺來西亞等)參加亞太⼯程技師考
試，具有國際競爭⼒。 ⼆、四個學院除開設⽣物技術與保健、綠⾊科技及休閒產業等跨領域特⾊學程外，另搭配研發技
備註 術垂直整合計畫培育跨領域⼈才，同時輔以紮實的語⾔教學及豐富的專題實作訓練，在宜蘭⼤學您可透過理論與實務並重
的課程，學習到豐富的知識與技能。 三、學⽣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學分外，尚需通過英⽂、體適能及多元學習
能⼒基本要求，⽅得畢業，詳情請⾒http://www.niu.edu.tw/acade/register/freshmen/index.html。 四、本校教學
特⾊、教學資源概況、收費標準等其他資訊，歡迎⾄本校網⾴http://www.niu.edu.tw查詢。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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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國⽴宜蘭⼤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 本系教育⽬標以培養英語為主、第⼆外語為輔，兼具⼈⽂素養與國際視野之⼈才。
2. 本系課程中需閱讀⼤量書⾯資料，並以口語進⾏表達及演練，課程⼤多著重分組討論及報告。
3. ⾃九⼗⼋學年度起⼊學⽣設有畢業⾨檻，須於畢業前通過全⺠英檢中⾼級初試為最低標準（或其他同級具公信⼒之英⽂能⼒檢
定考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85 國⽴宜蘭⼤學 應⽤經濟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本系以培養具廣泛應⽤經濟與管理基礎之規劃、評估及分析能⼒為⽬標，暨培育能善⽤現代科學⼯具之專業⼈才，以因應當前
產業經濟與企業經營等問題。
2. 本系課程重視口頭表達、團隊合作、互動溝通、情緒管理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簡要⾃傳含申請動機(1000字以內) 4.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中⽂/英⽂能⼒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67 國⽴宜蘭⼤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Dept. of Leisure Industry and Health Promotion
系所分則
1. 休健系課程內容可分為經營管理、觀光休閒及運動健康三⼤領域，課程多樣化，順應產業需求規劃新興課程，⽬的為培育更加
多元化的休閒產業管理⼈才，靈活調整轉變，以維持未來競爭⼒。本系安排暑假320小時校外實習課程，幫助學⽣提前進⼊就業
情境。
2. 本系有必修之實務與實習課程，須具備有良好體能、移動能⼒。
3.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畫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37 國⽴宜蘭⼤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木專業⼈才為⽬標，課程以結構⼯程、⼤地⼯程、材料⼯程、⽔資源⼯程、測量及空間資訊、營建管理等領域，著
重公共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及建築設計施⼯(Building Design and Engineering)。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38 國⽴宜蘭⼤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為配合國家⼯業發展之需求，本系除教授學⽣⼀般機械與機電設計、製造、控制、機電整合及電腦輔助系統等專業的理論與應⽤
課程外，並開設智慧機械設計與製造學分學程、熱流與能源⼯程學分學程、機電整合學分學程之相關課程。學⼠班畢業學⽣應修
滿最低畢業總學分共 128 學分包含通識必修30 學分，專業必修69及專業、⼀般選修等;其中學⽣依據興趣選向亦需於上述三個學
分學程中選讀⼆個學程，並於每個學程中⾄少獲得21學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39 國⽴宜蘭⼤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專業知能與實務應⽤並重，並推展於⾼分⼦、⾦屬及奈⽶材料之開發與應⽤、⽣化與化學⼯程、綠⾊科技與能源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
⾃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40 國⽴宜蘭⼤學 環境⼯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
環境⼯程學系研究特⾊主要分為三個領域:污染防治技術研發與應⽤、環境品質監測及管理技術應⽤提昇與能源及資源再⽣研究與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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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41 國⽴宜蘭⼤學 ⽣物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操作實習為本系重點課程，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習技能，部分儀器需透過⾊彩判定操作。而操作
實習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避開危險。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42 國⽴宜蘭⼤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養學有專精、理論與實務並重之電機⼯程⾼級⼈才，由三電(電⼦學、電路學、電磁學)的主架構課程延伸發展⾄涵蓋控制、通
訊、光電、電⼒、網路、⼈⼯智慧、機電控制以及物聯網等領域，期望達成向下紮根、層級發展的⽬標，以因應電機領域產業之
需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43 國⽴宜蘭⼤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電資學院全院課程學程化，提供學⽣全⽅位修課選擇。
2.電⼦系招收對電⼦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強調軟硬體之整合，培養產業所需⼈才。
3.發展重點：積體電路設計、半導體模型與製程、⼈⼯智慧、⾏動與無線網路通訊、5G射頻積體電路與天線設計、智慧物聯網、
雲端計算、嵌⼊式系統、APP設計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44 國⽴宜蘭⼤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資學院全院課程已學程化，提供學⽣全⽅位選課。資⼯系的教育⽬標在培育具備專業知識與終身學習能⼒之⼈才，課程設計兼
顧理論與實務，注重跨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更期許能培育學⽣具備國際觀與社會關懷之素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75 國⽴宜蘭⼤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76 國⽴宜蘭⼤學 ⽣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Animal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有許多操作與實習課程，需具有良好的視覺、聽覺及活動能⼒。
⼆、本系規劃三⼤領域：
1. ⽣物技術學程。
2. 動物科技學程。
3. 保健產品學程。
三、本系重視實驗室訓練，三年級開始必須進⼊教授研究室接受專業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4. ⾃傳(必)：⾃
傳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
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77 國⽴宜蘭⼤學 森林暨⾃然資源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系所分則
本系注重森林與⾃然資源保育、⽣態系經營及資源在⽣活上的應⽤，給予學⽣完整之⾃然資源經營與⽣活環境⽣態化的充實學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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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_ 5. ⾃傳(必)：⾃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78 國⽴宜蘭⼤學 園藝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系所分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
(必)：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
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0
聯絡電話 886-82-313734
傳真 886-82-313733
地址 89250⾦⾨縣⾦寧鄉⼤學路1號
網址 http://www.nq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qu.edu.tw/orgstudent/index.php?
code=list&flag=detail&ids=2647&article_id=34259
住宿空間男、⼥均為四⼈房。僑⽣在學期間全期保障住宿，亦有費⽤減免優惠可供申請。
⾦⾨位處台灣與中國⼤陸中介，向為兩岸交流往來的重要橋樑，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僑鄉，閩南⽂化的基因庫，也是申請
世界⽂化遺產的重要節點。本校定位為小而精、小而優、小而美之精緻型⼤學，同時結合地⽅產業發展特⾊，善盡⽂化遺
產保存與發揚的責任。⾯對新世紀的兩岸競合與全球化的衝擊挑戰，⾦⾨⼤學將是學術、⽂化與教育交流的關鍵與核⼼。
本校優先對僑⽣分配住宿，並提供住宿費減免、僑⽣獎學⾦等獎助措施，另外，⾦⾨縣政府每年提供「就學津貼」、「交
通圖書券」等補助，並對祖籍⾦⾨之僑⽣，提供學雜費補助等優惠。歡迎僑⽣與來⾃港澳地區的學⽣投⼊⾦⾨⼤學這個⼤
家庭。

1948 國⽴⾦⾨⼤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Sport and Leisure

系所分則
1. 運動與休閒產業之企劃、經營與推廣領域：課程包括產業經營管理、活動企劃執⾏、公共關係、廣告⾏銷，以及培養產業創新
與開發之能⼒。2. 休閒與健康促進之專業領域：強化整合式休閒與健康之專業知能，以及培養休閒與健康事業創新管理的能⼒。
3. 運動與休閒資訊應⽤暨跨領域專業整合領域：課程包括資訊應⽤、傳播媒體、資訊管理，以及培養創新與專業整合的能⼒。4.
成⽴全國體育運動與休閒相關系所交換學⽣平台(⽬前有台師⼤、體⼤、屏科⼤、澎科⼤、北京體⼤等)，⾸創(⾦⾨)僑鄉志⼯服
務團(東南亞國家)，擴增學⽣學習視野；擁有近4公頃的運動休閒產業創業實習營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49 國⽴⾦⾨⼤學 企業管理學系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注重外語能⼒(如英⽂、⽇⽂、德⽂等)、實施⼤四⽣赴企業實習、訓練專題寫作能⼒、重視創新能⼒培養，每年舉⾏台灣、
⼤陸及海外之企業參訪，進⾏相關貿易、管理與⼤型企業組織之參觀與訪問，讓學⽣提早接觸就業環境。學⽣應當兼具中⽂與英
⽂之基礎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
明(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50 國⽴⾦⾨⼤學 觀光管理學系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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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學⽣英、⽇語能⼒，積極參與檢定；輔導學⽣參加國家專技普考-領隊⼈員與導遊⼈員考試。2. 培養學⽣具備相關資訊系
統及科技應⽤的能⼒。3. 積極爭取公、⺠營機關委託觀光學術專案研究，提供業界發展觀光策略。4. 加強兩岸三地(臺灣、⾦
⾨、⼤陸)觀光之產、官、學界交流與合作。5. 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講，擴展專業知識領域。6. 與台灣、⾦⾨、⼤陸等地區觀光
相關產業實習機構合作，培養職場實習實務技能。7. 擴充電腦、書籍、數位設備等教學器材，充實實習旅館及餐飲教室的設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計畫書(選)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傳(選)

4. 讀書

1951 國⽴⾦⾨⼤學 國際暨⼤陸事務學系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China Affairs
系所分則
1. 本系為全國國⽴⼤學中唯⼀同時設有國際與⼤陸事務課程之學系，旨在培育具備國際視野、熟悉⼤陸事務之政經⼈才。2. 在全
球化潮流下，各國之間政治、經貿關係更趨熱絡緊密；諸如氣候變遷、環境保護、醫療衛⽣、⼈道援助、經貿合作等也已成為重
要議題，具國際視野⼈才為市場所亟需。3. 中國⼤陸為我國最⼤出口市場、貿易夥伴、順差來源國，亦是我國對外投資最⼤地
區，台灣的經濟成⻑發展與其密切相關，故本系致⼒培養嫻熟⼤陸事務之專業⼈才。4.本系善⽤⾦⾨為重要的東南亞僑鄉，以及
位處海峽兩岸中樞位置地理優勢，強化與⼤陸、東南亞各知名⼤學之交流合作，且常舉辦學術參訪活動，帶領同學實際了解⼤陸
發展現況以及掌握國際發展趨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52 國⽴⾦⾨⼤學 應⽤英語學系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學系擁有優秀的博⼠師資教授專業課程，提供國內外⼤學姊妹校交換計畫，備有實習課程培養學⽣未來就業⼒，此外，校內有
英檢有英檢考場，⽅便學⽣就近取得英語證照。
1、優秀的博⼠師資教授專業課程。
2、優質的英語課程培養學⽣的聽、說、讀、寫、譯等語⾔能⼒，使其具備未來的就業能⼒。
3、國內外姊妹學校交換計畫提供學⽣國外留學和國際交流及學習機會，體驗不同的姊妹校園⽂化，增進國際視野。
4、專業實習課程強化學⽣未來的就業職能。
5、校內設有英語能⼒檢定考場，⽅便學⽣在熟悉環境下考取英語證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如⾼中畢業證書或等同⾼中學歷的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競賽成果、特殊榮耀等證明 4. ⾃傳(必)：中英⽂⾃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證明或相關英⽂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42 國⽴⾦⾨⼤學 華語⽂學系 Chinese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全球在地化的視⾓，培養學⽣專業素養與獨⽴思辨的能⼒。我們以中國⽂學哲思為基礎，引導學⽣探索傳世經典的價值，
兼顧華⼈社會與⽂化以及語⾔⽂化間之互動知識，藉以提升學⽣之語⽂創作能⼒。我們強調漢語基礎語⾔知識，也因應世界潮流
設有華語⽂教學課程。我們同時擁有多媒體及數位教學課程、⽂字編輯等應⽤型課程，並提供專業實習機會，以提升學⽣未來就
業競爭⼒。因應全球化，開設東南亞社會與⽂化、海外華⼈⽂學、海外中⽂教育等課程；在外語⽅⾯，除了專業英語、東亞語和
常⾒語種選修課程之外，亦開設東南亞語種，以加強學⽣外語及⽂化交流能⼒，為學⽣成為未來世界公⺠預做準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4. ⾃傳(必)：中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26 國⽴⾦⾨⼤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Ocean and Border Gover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國101年8⽉(2012年8⽉)，為國內唯⼀海洋與邊境管理之學術單位。專⾨從事海洋與邊境事務、海洋巡護與執法、
航運與港埠管理等領域之教學與學術研究。教學⽬標在於海洋與邊境事務管理之提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傳(選) 9. 讀書計畫書(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39 國⽴⾦⾨⼤學 ⻑期照護學系 Long Term Care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2013年，旨在培育具有⻑期照護專業知能、機構管理、政策規劃與產業發展之⻑期照護⾏政及管理專業⼈才，以因應
國家之⻑期照護政策的整體發展，並因應國內外社會因壽命延⻑、⼈口⽼化之各項需求，滿⾜國⼈新世紀健康照護之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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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等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選)

4.

4840 國⽴⾦⾨⼤學 社會⼯作學系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本系重視社會⼯作教育，以多元的教學與評量⽅式，確保學⽣學習成效。社會⼯作是⼀⾨學術性的學科與實務導向的專業，它所
關注的焦點是擺在個⼈、家庭、團體與社區上，並致⼒於提升其社會機能與整體福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5 國⽴⾦⾨⼤學 ⾷品科學系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培養⾷品⼯業技術⼈才，期能擔負⾷品之加⼯、製造、分析、檢驗、⽣產和管理等任務，同時輔導學⽣參加⾷品技師、
技術⼠證照考試，並培育學⽣具備繼續進⼊國內外⾷品、化⼯、營養、⽣物技術等有關研究所深造的能⼒。因授課內容涉及多項
實驗實習課程，需要動⼿操作儀器和實驗設備，肢體殘障及視覺辨⾊能⼒嚴重障礙學⽣，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6 國⽴⾦⾨⼤學 ⼟木與⼯程管理學系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過去20年來本系已發展成小而精緻且活⼒旺盛之系所，教學專業領域分為(⼀)⼒學與結構，(⼆)⼟壤與基礎⼯程，(三)材料與施
⼯，(四)營建管理，(五)流⼒與⽔利，(六)空間資訊，然而本系亦強調先端之⼟木⼯程科技，如建築資訊模型(BIM)，虛擬實境
(VR)與⼈⼯智慧(AI)等，我們相信努⼒與思考，本系歡迎願與我們共同發掘⼟木⼯程終極科技的同學加⼊。本系實驗課程必須進
⾏儀器設備之操作，肢體殘障及視覺嚴重障礙學⽣，儀器操作不易，且易⽣危險，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
明(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得獎事蹟證明等 5. ⾃傳(選)：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7 國⽴⾦⾨⼤學 建築學系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豐富的傳統聚落、軍事遺址、⺠居建築以及多樣化的⼈⽂與⾃然⽣態是建築學習的豐富養分。本系以此為涵養，培育空間設
計、構築技術、⽂化遺產保護及社會關懷之理論與實踐並重、公私部⾨協調合作的⼈才。並透過設計課程、研究議題及⼯作坊的
⽅式，常態性地與廈⾨、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建築相關學系與機構進⾏交流。本系⼤學部是以建築設計為核⼼課程的五年制建築學
⼠學位，碩⼠班則著重在歷史保存、永續發展及規劃設計等研究⾯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4. 作品集(必)：A4版⾯ 5.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8 國⽴⾦⾨⼤學 資訊⼯程學系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發展資訊創新技術與提升科技應⽤為⽬標，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本⼟區域與兩岸發展的國際化趨勢，落實資訊科技
技術之研究，強調數位學習理念及提昇⾃主學習能⼒，教育⽬標重點是培養學⽣成為具備軟體設計與應⽤素養之資訊專業⼈才或
具備資訊與⾏動式系統整合能⼒之⾼級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9 國⽴⾦⾨⼤學 電⼦⼯程學系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2003年，電⼦⼯程研究所成⽴於2007年。在本系之研究包含三個領域：(1) 通訊與系統應⽤領域、(2) 固態與積體電
路領域。
1. 通訊與系統應⽤領域：研究和教學重點在數位訊號處理、數位影像處理、通信系統⼯程、數位通信系統、應⽤程式設計。
2. 固態與積體電路領域：研究和教學重點在FPGA 系統設計、類⽐積體電路設計與模擬、 前瞻性類⽐積體電路佈局設計、射頻積
體電路與模擬、固態分析技術、新能源技術、半導體元件與物理、再⽣能源薄膜⼯程、太陽能發電⼯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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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2363 國⽴⾦⾨⼤學 ⼯業⼯程與管理學系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著重智慧製造趨勢下的⼯程技術與管理科學，以培養具國際觀、創新思維及問題解決能⼒之⼈才為⽬標，積極推動企業
參訪及實習，就業巿場廣泛。歡迎加⼊我們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
明(選)：與⼯業⼯程與管理領域相關證照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競賽成績證明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
(選)：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9 國⽴⾦⾨⼤學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Urban Planning and Landscape
系所分則
本系為因應海峽兩岸龐⼤的城鄉規劃與景觀專業⼈才之需求，以及⾦⾨豐富的傳統建築、⽂化景觀、島嶼⽣態、⽂創產業等特性
而設⽴，本系以培養具紮實規劃設計知識與專業技能及全球視野的⼈才為⽬的。本系教學⽬標旨在培育兼具空間規劃設計、景觀
規劃設計及環境管理能⼒之專業⼈才，並重視獨⽴思考能⼒及都市與景觀⽅⾯研究能⼒的提升，以滿⾜同學就業及繼續深造的多
元需求。本系因⾦⾨特殊的地理位置，為銜接海兩岸城鄉規劃及景觀專業發展的重要橋梁，也提供同學多元的就業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4. 作品集(必)：A4或A3尺⼨之平⾯作品集（彩印），附封⾯。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
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64 國⽴⾦⾨⼤學 護理學系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因應全世界護理⼈⼒需求，及回應⾦⾨地區⺠眾的醫療需求，教育理念為「專業、關懷、同理、樂群、堅忍」，除堅實的
課室學習與臨床實習外，並藉由與在地、⼤陸及美國醫院與健康照護機構的合作與學術交流，以培育具備護理照護技能、基礎⽣
物醫學科學、關愛、溝通與合作、批判性與創造性思考能⼒、倫理素養、堅忍與克盡職責及終身學習等專業核⼼素養的專業護理
⼈才，進而提升服務對象的健康。
本學系招收關懷⼈群健康，對服務⼈群健康有興趣者，課程包含教室教學、實驗、醫院/社區實習，畢業後擔任護理專業⼯作，故
有視覺（辨⾊⼒異常）、語⾔、聽覺、⾏動、精神障礙者，對執⾏⼯作業務會有困難，不宜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
明(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防醫學院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2
聯絡電話 886-2-87926692
傳真 886-2-87924811
地址 114臺北市內湖區⺠權東路六段161號
網址 https://www.ndmctsgh.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員⽣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ndmc.ndmctsgh.edu.tw/unit/100025/32
⼤學部全體學⽣均須住校。
⼀、僑⽣暨港澳⽣就讀本學院之⼊學資格、報考⽅式，依國防部核定之「國防醫學院⼤學部僑⽣暨港澳⽣⼊學規定」辦
理。 ⼆、僑⽣係指經僑務委員會依「僑⽣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審查核定為僑⽣身份者，港澳⽣係依據「香港澳⾨居⺠
來臺就學辦法」之定義，不得有⼤陸地區學⽣⼊學就讀。 三、報考本學院之僑⽣暨港澳⽣要求思想純正、品德良好，且
體格檢查須符合海外聯合招⽣委員會招⽣簡章所定標準。 四、經合格錄取之僑⽣暨港澳⽣，應依本學院公告或通知期限
內報到⼊學，逾期取消⼊學資格。 五、配合教育需要，僑⽣暨港澳⽣應⾃⾏具備基礎中⽂溝通能⼒。 六、本學院醫學
系、⽛醫學系及藥學系修業6年，護理學系及公共衛⽣學系修業4年。 七、僑⽣就讀本學院，須按軍事學校教育需要接受
管理，其教育訓練及新⽣⼊伍訓練均與本學院其他學⽣相同，未完成新⽣⼊伍訓練者，將取消⼊學資格。 ⼋、⼊學新⽣
於報到後，應併同本地⽣在校接受新⽣調適教育，並赴陸軍官校參加聯合⼊伍訓練。 九、如有視⼒、語⾔、聽⼒、⾏
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異常等，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操作或臨床實習時有困難，或無法參與醫療⼯作者，可能
影響修習學分、臨床實習資格或證照考試資格之取得，選填本學院科系時宜慎重考慮。 ⼗、錄取新⽣於來校報到前，應
於僑居地完成健康檢查（效期須為3個⽉內），並攜帶經我國外交部駐外館處證明之「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表」，無
法提供者將於來校報到之後，由本學院統⼀辦理體檢事宜。 ⼗⼀、請錄取新⽣提早來臺辦理體檢及居留證，以利新⽣報
到時繳交相關資料；如提早來臺有住宿⽅⾯需求，請逕向本學院聯繫。 ⼗⼆、有關新⽣報到之確切時間，依本學院「招
⽣專區」網⾴公告為準(https://wwwndmc.ndmctsgh.edu.tw/unit/100143/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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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5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系所分則
⼀、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6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可為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全校名次
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必)：⾄少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可為最近⼀次英⽂能⼒檢定證明、學⽣幹部、
社團參與、社會服務及競賽成果等相關證明，且須繳交⾼中（職）在學期間獎懲明細紀錄表。
審查資料內容須以中⽂或英⽂為主，如為其他語⾔，須檢附經我國外交部駐外館處證明之繁體中⽂翻譯說明。 5. ⾃傳(必)：中
⽂⾃傳，內容應包含報考動機、⽣涯規劃或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96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系所分則
⼀、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6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可為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全校名次
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必)：⾄少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可為最近⼀次英⽂能⼒檢定證明、學⽣幹部、
社團參與、社會服務及競賽成果等相關證明，且須繳交⾼中（職）在學期間獎懲明細紀錄表。
審查資料內容須以中⽂或英⽂為主，如為其他語⾔，須檢附經我國外交部駐外館處證明之繁體中⽂翻譯說明。 5. ⾃傳(必)：中
⽂⾃傳，內容應包含報考動機、⽣涯規劃或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97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系所分則
⼀、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6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可為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全校名次
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必)：⾄少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可為最近⼀次英⽂能⼒檢定證明、學⽣幹部、
社團參與、社會服務及競賽成果等相關證明，且須繳交⾼中（職）在學期間獎懲明細紀錄表。
審查資料內容須以中⽂或英⽂為主，如為其他語⾔，須檢附經我國外交部駐外館處證明之繁體中⽂翻譯說明。 5. ⾃傳(必)：中
⽂⾃傳，內容應包含報考動機、⽣涯規劃或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99 國防醫學院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4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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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可為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包含全校名次
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必)：⾄少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可為最近⼀次英⽂能⼒檢定證明、學⽣幹部、
社團參與、社會服務及競賽成果等相關證明，且須繳交⾼中（職）在學期間獎懲明細紀錄表。
審查資料內容須以中⽂或英⽂為主，如為其他語⾔，須檢附經我國外交部駐外館處證明之繁體中⽂翻譯說明。 5. ⾃傳(必)：中
⽂⾃傳，內容應包含報考動機、⽣涯規劃或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3
聯絡電話 886-4-7232105
傳真 886-4-7211154
地址 50007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網址 http://www.nc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及教學資源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ca.ncue.edu.tw/?locale=zh
新⽣保障住宿，舊⽣在學期間優先登記分配住宿，詳情逕洽本校。
⼀、 本校設有中等教育及特殊教育學程，學⼠班僑⽣及港澳⽣可透過以下⽅案修習相關課程： (⼀) ⽅案⼀：於每學期開
學前依本校公告期間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完成登記申請並修畢相關學分之學⽣，本校將開⽴修課學分證明書以供返回
僑居地或原籍地使⽤。 (⼆) ⽅案⼆：本校14個師資培育學系僑⽣及港澳⽣，得於⼤⼀下學期提出外加師資⽣資格申請，
經師資培育中⼼專案報請教育部核定通過，並修畢所有應修學分者，本校將開⽴修畢證明書；後續有關本國教師資格取得
之程序及權利與義務，則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加⼊海聯會辦理之『緬甸華校⾼中畢業⽣來臺就
讀⼤學校院學⼠師資培育專案』，積極參與培育海外師資⼈才，並提供緬甸學⼦第⼀年免學雜費及住宿費之優惠。有關教
師資格之取得及權利與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三、本校戮⼒推動國際化，姊妹校涵蓋世界各地，
與世界名校簽屬雙聯學制，提供更多出國交換、實⾒習與獲取國外學位的機會，培養學⽣國際視野，詳洽國際處，網址：
http://oica.ncue.edu.tw/。 四、本校分進德、寶⼭⼆校區，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學院、管理學院學⽣以在寶⼭校
區上課為原則。

1247 國⽴彰化師範⼤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學校輔導與諮商組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系所分則
1.本系在教學與訓練上特別重視學⽣個別差異及需求，務求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兼顧社會發展趨勢。
2.本組課程主修學校輔導與諮商相關課程。
3.歡迎對⼈際溝通、⼼理諮詢與學校事務有興趣者申請。
4.適合細⼼、具⼈際溝通協調能⼒、能管控⾃身情緒者就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建議另附中英⽂履歷 5. ⾃傳(選)：中⽂或英⽂或中英⽂皆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
或英⽂或中英⽂皆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48 國⽴彰化師範⼤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輔導與諮商組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Community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系所分則
1.本系在教學與訓練上特別重視學⽣個別差異及需求，務求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兼顧社會發展趨勢。
2.本組課程主修社區輔導與諮商相關課程。
3.歡迎對⼈際溝通、⼼理諮詢與社區服務有興趣者申請。
4.適合細⼼、具⼈際溝通協調能⼒、能管控⾃身情緒者就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建議另附中英⽂履歷 5. ⾃傳(選)：中⽂或英⽂或中英⽂皆繳 6. 讀書計畫書(選)：中⽂
或英⽂或中英⽂皆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49 國⽴彰化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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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內⾸創從事特殊教育師資培育之全師培學系，含蓋所有障礙類別並透過跨專業整合，邀請醫院及社會福利機構之專家學者，
與本系教授協同教學。
2.為強化學⽣具備特教⽼師之專業知能，於⼤學部畢業前實施「基本知能考查」。
3.本系培育優秀之特殊教育教師及⾏政⼈員並提供在職進修及推廣服務與為提升特殊教育學⽣鑑定與教學並致⼒特殊教育學術研
究。
4.本系課程須⾄實務現場教學實習，適合細⼼沉穩、個性活潑、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及與學⽣良好互動移
動能⼒者。
5.本系就業狀況優異，應屆畢業⽣除繼續升學外均百分百就業，就業出路以國、⾼中職特教教師及特殊學校教師為主，少數轉為
公務⼈員或⾄私⽴學校或機構擔任特教教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檢附成績等級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傳(必)：以中⽂撰寫

4. 讀書計畫書(必)：以

1258 國⽴彰化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教育⽬標：
1. 培養各級學校英語⽂師資。
2. 培養符合時代需求之英外語⽂專業⼈才。
⼆、課程修課分為師培⽣及⾮師培⽣；聽、說、讀、寫、譯等五項技能為學習英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中⽂、英⽂皆須繳交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皆須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50 國⽴彰化師範⼤學 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系所分則
設系宗旨在培養優秀之中等學校國⽂科教師、國語⽂學術研究以及⽂藝創作⼈才；並兼負中學國⽂教學輔導之任務。本系教學⽬
標：
1. 培養中等學校國⽂科師資。
2. 培養中⽂學⾨學術研究⼈才。
3. 培養⽂藝創作⼈才。
4. 培養⽂化傳播⼯作⼈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傳(必)：以中⽂撰寫 9.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撰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2 國⽴彰化師範⼤學 地理學系 Dept. of Geography

系所分則
1.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課程之學習須具備⾊彩辨識⼒及野外考察⾏動能⼒之要求。
3.本系畢業⽣以培育中學教師為主，近年因應社會變遷，教學著重在空間資訊與社會防災，環境與社區觀光規劃領域的產學接
軌， 在相關公司機構任職者增多，成為師培之外重要的發展⽅向，同時亦為繼續就讀相關領域研究所提供先備知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選)：以中⽂撰寫 5. 讀書計畫書
(選)：以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57 國⽴彰化師範⼤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1.本系現設有藝術教育、藝術創作、藝術學三組，主要培育藝術教育、藝術學專業、藝術創作、⽂化創意等專業⼈才，歡迎有興
趣者申請。
2.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需⾼度之抽象思維及創作執⾏能⼒。基於教學條件考量，申請者若有身⼼特殊問題，請於申請
⽂件中告知，以利教學環境準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作品集(必)：個⼈創作作品，其中含三件素描作品【以幻燈⽚或電⼦
檔彙整（電⼦檔案規格：pdf、ppt、jpg、doc），檔案不超過200MB（如檔案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建議另傳⾄網路空間，於
填報系統填寫作品連結網址），並附作品清單，註明姓名、命題、年代、媒材、尺⼨】 4. ⾃傳(必)：以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52 國⽴彰化師範⼤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養具多元專業知能、宏觀國際視野與企業倫理之卓越管理⼈才，多數課程具有討論、互動及參訪，選填本系應
具備⼈際互動溝通能⼒及較佳之中⽂聽、說、讀、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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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1. 最⾼學歷證明(必)
(必)：以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傳(必)：以中⽂撰寫

5. 讀書計畫書

1259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系所分則
資訊管理組的特⾊是以資通訊與網路科技的發展與管理為主，並強調改善與整合前述科技在商業的應⽤，重點教研領域包括雲端
運算、電⼦商務、網路⾏銷、企業電⼦化、資料探勘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傳(必)：以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60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Management Program)
系所分則
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的特⾊是以發展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數位學習、數位影⾳、⾏動商務及網路服務為核⼼，並注重專案企
劃、產品設計與製作、⽣產管理與⾏銷策略之實務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傳(必)：以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55 國⽴彰化師範⼤學 公共事務與公⺠教育學系公共事務組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Program)
系所分則
公共事務組特⾊：培育公共事務專業⼈才，滿⾜公共事務發展之需求，並培育優秀公務⼈才，強化地⽅治理與地⽅政府之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作品集(選) 8.
⾃傳(必)：以中⽂及英⽂撰寫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56 國⽴彰化師範⼤學 公共事務與公⺠教育學系公⺠教育組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Program)
系所分則
公⺠教育組特⾊：培育公⺠教育專業師資，強化⾼級中學公⺠與社會科與國⺠中學相關學科之教學品質，以奠定建⽴公⺠社會之
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作品集(選) 8.
⾃傳(必)：以中⽂及英⽂撰寫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04 國⽴彰化師範⼤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以「培育具數學、統計及資訊專業知識，獨⽴思考與數理邏輯推理能⼒之⼈才，並培育中等學校師資以及相關學術研究⼈才」為
教育⽬標。
1.對師培學⽣：培育優秀之數學科師資，並融⼊各科教學之中，以提升整體之教學效率與效益。
2.對⾮師培學⽣：加強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相關領域之專題研究，以期培養多⽅向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傳(必)：以中⽂撰寫 5.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
⽂撰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06 國⽴彰化師範⼤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ure Physics Program)
系所分則
【系所分則】課程兼顧理論與應⽤，可精實學⽣物理知能與研究能⼒，使其成為學術、科技或教育界的傑出⼯作者。
【課程領域】提供兼顧理論與應⽤的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提供學⽣多元化及全⽅位選課。
【⽣涯規劃】利⽤「學理基礎」配合「實驗訓練」使學⽣在物理專業技能上能學理與實驗並重。培養學⽣具有專業倫理與團隊精
神，可凝聚群體⼒量解決問題。學⽣未來可從事科技、教育、研究或其他須具備科學素養的領域的⼯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以中⽂撰寫
7.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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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有利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07 國⽴彰化師範⼤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Dept. of Physics (Photonics Program)
系所分則
【系所分則】課程兼顧理論與應⽤，可精實學⽣物理知能與研究能⼒，使其成為學術、科技或教育界的傑出⼯作者。
【課程領域】提供兼顧理論與應⽤的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提供學⽣多元化及全⽅位選課。
【⽣涯規劃】利⽤「學理基礎」配合「實驗訓練」使學⽣在物理專業技能上能學理與實驗並重。培養學⽣具有專業倫理與團隊精
神，可凝聚群體⼒量解決問題。學⽣未來可從事科技、教育、研究或其他須具備科學素養的領域的⼯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以中⽂撰寫 7.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05 國⽴彰化師範⼤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素質⾼，除研究論⽂質量優秀外，於執⾏教育部及科技部計畫之成果也相當豐碩。並⿎勵學⽣參與專題研究，拓展學⽣
畢業後出路。
本系教育⽬標為：
1.培育化學專業學術研究⼈才。
2.培育優質的各級學校師資。
3.培養企業專業研發⼈才。
註：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
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以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08 國⽴彰化師範⼤學 機電⼯程學系 Dept.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提供『機電控制』與『光電應⽤』⼆⼤領域優質課程，教育學⽣具備機械、控制、電⼦、光電、奈⽶與機器⼈、⼈⼯智慧系
統整合科技產業之知識，以培育學⽣成為相關產業之優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以中⽂或英⽂撰寫 7. 讀書計畫書
(選)：以中⽂或英⽂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10 國⽴彰化師範⼤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主為培育綠⾊能源科技、光電通訊領域之電機專業知能及系統整合設計⼈才，並成⽴綠⾊能源科技中⼼及協助中華⺠國綠⾊
能源科技協會，促進產官學研合作機制。學⼠班課程以培育學⽣具有基礎電機專業知能、基礎電機實作能⼒、團隊合作與溝通能
⼒及專業倫理與國際視野為特⾊。另外，本系⿎勵學⽣逕修讀碩⼠及博⼠學位，除提供獎助學⾦外，更積極協助就業。註：考⽣
宜考慮本系操作性課程對於身⼼健康狀況之基本要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2, Shi-Da
Road, Changhua City 50074, Taiwan, R.O.C.、收件⼈：Jeen-Sheen Row、聯絡電話：886-4-7232105#8201、E-mail：
jsrow@cc.ncue.edu.tw、收件截⽌⽇：2021-01-10）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傳(必)：以中⽂撰寫
7.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09 國⽴彰化師範⼤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系統晶⽚設計、固態電⼦及微波與通訊等三個領域為發展重點。系統晶⽚設計涵蓋計算機系統架構、可重組計算機系統、
編譯技術、作業系統、平⾏處理以及VLSI等。固態電⼦領域涵蓋半導體元件、半導體材料、光通訊元件、微電⼦與光電特性分
析、半導體雷射、分⼦束磊晶成⻑等。微波與通訊領域涵蓋微波與通訊相關技術，包括通訊編碼技術、通訊安全、關鍵性射頻前
端模組之開發、無線網路、天線設計、波導元件、微波主動與被動電路設計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選)：以中⽂撰寫
7.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11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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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之主要⽬標為培育國家未來之資訊⼈才，訓練其兼具深厚之理論基礎與扎實之基本能⼒；其次，再依其興趣，選擇網路通
訊、軟體開發或系統整合領域為主要修習領域。本系設有專題製作課程，為理論為實務兼具之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需附全校及全班排名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作品與競賽成果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作品與競賽成果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資訊能⼒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選)：以中⽂撰寫，含學⽣⾃述/個⼈學經歷/
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撰寫，含申請動機及其他競賽成果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提供各種英⽂能⼒檢定之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00 國⽴彰化師範⼤學 ⽣物學系 Dept. of Biology

系所分則
⽣物學系以培育⽣物科學專業⼈才、中學⽣物類科之優秀師資及⽣物教育及其研究⼈才為教育⽬標。學⽣畢業後擔任國中或⾼中
⽣物教師、⽣物產業研發、⽣物技術研發等相關⼯作，系所有16位教師，學習環境佳。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
⼒異常者，本系實驗課程學習需要具備辨⾊和獨⽴完成實驗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傳(必)：以中⽂撰寫 6.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01 國⽴彰化師範⼤學 運動學系 Dept. of Sports

系所分則

⼀、培養兼具學科與術科能⼒之體育師資。
⼆、培育具外語與多元專業能⼒之運動產業與研究⼈才。
三、提供適性學習發展機會，養成具職場熱忱之專業⼈才。
四、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近三年運動參賽成績及證明影本
(必)：以中⽂及英⽂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傳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7
聯絡電話 886-7-7172930
傳真 886-7-7263332
地址 和平校區：80201⾼雄市苓雅區和平⼀路116號 燕巢校區：82444⾼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
網址 http://www.nk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學⽣事務暨國際開發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國⽂、英語、地理、教育、特教、美術、⾳樂、數學（數學組）、化學、物理、⽣物、⼯教(科技教
育與訓練組)及體育等13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數學（應數組）、事經、視設、⼯教（能源與冷凍空調組）、電機⼯程、
⼯設、軟⼯、電⼦等8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所;僑⽣⼊學後可依本校師資培育⽣甄選及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辦法及各學系所
訂相關辦法，或經由師資培育中⼼考試修讀教育學程。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僑⽣未取得本國國⺠身分證，不得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四、住宿申請請依本校學⽣宿舍核配作業規定
辦理。五、本校實施「英語能⼒檢定」之畢業⾨檻，學⼠班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語能⼒檢定」能⼒檢定
必須達到學校規定，⽅得畢業。六、本學年度錄取⽂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錄取
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燕巢校區。七、本說明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1209 國⽴⾼雄師範⼤學 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系所分則
1.本系之課程特⾊為理論與實⽤並重，古典與現代兼顧。有義理思想、語⾔⽂字、古典⽂學、現代⽂學等，學⽣可依興趣與研究
⽅向多元發展。
2.具有中⽂聽、說、讀、寫能⼒之學⽣較為適合就讀本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中成績單(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各項競賽得獎事蹟證明(選) 4. ⾃傳(必)：⾃傳（中⽂） 5. 讀書計畫書(必)：讀
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中⽂)(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92 國⽴⾼雄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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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致⼒國際化學習環境，歡迎多元背景學⽣申請。將依申請者各項資料，包括學科成績、學習及活動歷程檔案、讀書計
畫、測驗成績等評估，評估標準包含英語⽂聽說讀寫能⼒、個⼈準備度，個⼈志向特質及潛⼒等。
⼆、 本系學⽣畢業前須通過全⺠英檢中⾼級(或等同之國際標準化語⾔)檢定。
三、 身⼼障礙者，若於適宜輔具輔助下可完成英語⽂聽說讀寫能⼒訓練時適宜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
審查資料(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95 國⽴⾼雄師範⼤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著重在視覺認知培養與訓練，包含⾊彩、繪畫等等，需具備辨⾊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必)
(必)：⾃傳⼀份(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 作品集(必)：作品集(必)

1296 國⽴⾼雄師範⼤學 視覺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Design
系所分則
（⼀）⾮師資培育學系。
（⼆）本系課程著重在視覺認知培養與訓練，包含⾊彩、繪圖軟體應⽤等等， 需具備辨⾊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必) 3. 作品集(必)：作品集(必)
(必)：⾃傳⼀份(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4. ⾃傳

4. ⾃傳

4891 國⽴⾼雄師範⼤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1.如有視覺、聽覺障礙及重⼤肢體殘缺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2.本系學⽣畢業前須通過全⺠英檢或本校英語能⼒檢測中級或相當之測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必)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2封
(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選)：⽐賽獲獎情
形(選) 5. 作品集(必)：演唱/奏影⽚或作品集(含影⾳檔)(必)
報名時須繳交：
a.演奏/唱主修：10分鐘以上現場背譜演奏/唱影⽚⼄份（範圍如下）
b.理論作曲主修：作品集⼄份（範圍如下）。
演奏/唱主修：
◎鋼琴：1.巴赫（J. S. Bach）原創鍵盤作品⼀⾸。2.從海頓（J. Haydn）、莫札特（W. A.Mozart）、⾙多芬（L. v.
Beethoven）奏鳴曲作品中任選快板樂章⼀⾸。3.⾃選曲⼀⾸"（不得選巴赫、海頓、莫札特及⾙多芬之作品）。
◎聲樂：⾃選曲⾄少三⾸（限中外藝術歌曲及"⺠謠、歌劇選曲、宗教歌曲之中任選），歌"劇及神劇選曲不得移調。
◎絃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1.練習曲⼆⾸，⼀快⼀慢，可包括巴赫" （J. S. Bach）無伴奏奏鳴曲或無伴奏
組曲中之樂章。2.⾃選曲⼀⾸或奏鳴曲/協奏曲之⼀個完整樂章。
◎管樂（⻑笛、雙簧管、單簧管、低⾳管、薩克斯管、法國號、小號、⻑號、低⾳號、上低⾳號）：1.練習曲⼆⾸，⼀快⼀慢2.
⾃選曲⼀⾸或奏鳴曲/協奏曲之⼀個完整樂章
◎敲擊樂：小⿎、定⾳⿎與木琴⾄少各⼀⾸演奏曲或練習曲（鍵盤樂器須背譜，⿎類樂器可看譜）。
◎理論作曲主修：作品集須包含三⾸不同編制原創作品之總譜（請勿附電⼦合成⾳檔，但可附上現場演奏之影⽚），作品⾵格不
拘、⻑度不限。
6. ⾃傳(必)：個⼈簡介(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759 國⽴⾼雄師範⼤學 數學系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Pure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1.數學組為師資培育學系組，教育課程列為必備課程。
2.若有嚴重身⼼障礙，可能影響教學⼯作者，請慎重考慮。
3.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在校歷年成績單(必)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
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傳⼀份(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托福或多益(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60 國⽴⾼雄師範⼤學 數學系應⽤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1.應⽤數學組為⾮師資培育學系組。
2.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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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必) 3. 師⻑推薦函(必)：師
⻑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傳⼀份(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托福或多益(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23 國⽴⾼雄師範⼤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信(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26 國⽴⾼雄師範⼤學 軟體⼯程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軟體⼯程與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或軟體系)於2007年8⽉成⽴，並以培養資訊軟體⼈才為⽬的。除了以⼀般資訊科系之計算機
科學暨資訊⼯程技術為發展⽅向之外，同時訓練學⽣具有紮實的軟體⼯程理論及團隊溝通與合作的能⼒，將軟體⼯程技術投⼊於
特定應⽤領域，如⼈⼯智慧、物聯網、醫療資訊等，或是結合本校師資培育課程成為資訊科技⽼師。
本系於2015年8⽉與本校教育學院之資訊教育研究所合併，改名為軟體⼯程與管理學系。軟體系的核⼼⽬標，在於培養具有
管理及開發軟體系統能⼒的軟體⼯程師。本系與⼀般的資訊⼯程系的不同之處，除了專注於軟體相關技術之研究創新之外，還強
調以合作學習養成學⽣溝通與分享的觀念，以及運算技術之外的主題如專案管理、品質保證等。隨著軟體開發觀念與平台之演
進，未來我們會加強以敏捷式軟體⼯程⽅法應⽤在雲端軟體之開發與維運上，也就是DevOps概念之實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必) 3. ⾃傳(必)：⾃傳⼀份(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28 國⽴⾼雄師範⼤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標在：
1.培養專精的⽣活產品設計師。
2.培養具產品開發企劃能⼒的設計師。
除培養學⽣產品設計的能⼒外，並加強學⽣產品製造及⾏銷⽅⾯的能⼒，建構設計製造與⾏銷⼀貫。產品設計與開發整合，理論
與實務並重的科系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件(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中⽂⾃傳(含申
請動機、志趣、⽣涯規劃)⼀份(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05 國⽴⾼雄師範⼤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須修習運動術科，有肢體障礙、聽覺障礙、視覺障礙或變⾊異常者、精神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
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體育成績(必)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體育相關資料(必) 5.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近三年體育運動學術科成就表現(必)。 6. ⾃傳(必)：中⽂⾃傳⼀份(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代碼
26
聯絡電話 886-4-22183456
地址 40306臺中市西區⺠⽣路140號
網址 http://www.ntcu.edu.tw/newweb/index.htm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rd.ntcu.edu.tw/OCstudents/file.php
學校基
本資料

宿舍 新⽣優先安排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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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2181023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申請住校。三、本校僑⽣係屬⼤學部⾃費⽣。四、本校學⽣須通
過各學系規定之外語能⼒畢業標準⽅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升其能⼒，以符標準。五、清寒僑⽣就讀本
校符合學業成績及格、操⾏成績80分以上，並檢具清寒證明，資格經審核通過者，得以申請免費住宿或獎助學⾦(名額以
備註 全校僑⽣總數百分之三⼗原則)。六、幼教系、特教系及教育系僑⽣若欲修習教育學程，需以外加名額⽅式報部核准後，
才得以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七、語教、區社、數教、科教、美術、⾳樂、體育、臺語、英語及諮⼼系10個系僑⽣可
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僑⽣修畢教程並參加半年全時實習後，如未具中華⺠國身分證，仍不得
參加中華⺠國教師證考試。
1284 國⽴臺中教育⼤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NTCU)
系所分則
本系有⼤學部⼀個班次，碩⼠班四個班次，博⼠班⼀個班次，是設有學⼠、碩⼠、博⼠三種班別的完整學系。
本系主要在培養具有專業熱忱與正確信念、專業知識、教育實踐⾏動能⼒、反思與創新能⼒之教育專業⼈員。
本系畢業⽣的主要發展包括：
1.從事學校教育⼯作。
2.從事⽂教⾏政⼯作。
3.繼續進修深造。
4.擔任課後補教業及安親班或相關⽂教事業師資。
5.擔任各公、⺠營機構⼈⼒資源部⾨職前訓練課程規劃與執⾏之職務。
聽、說、讀、寫，作等技能為學習之基本技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聽覺障礙者，如於配戴調頻助聽系統（上課時，⽼師
需配合配戴）後就可以聽到，即適宜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學歷影本1份 (需加蓋學校註冊單位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須有在校每學期課程
所修讀之成績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含讀書計畫書 4. 師⻑推薦函(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須參加「華語能⼒測
驗」達B1級以上者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讀書計畫
書(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須參加「華語能⼒測驗」達B1級以上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79 國⽴臺中教育⼤學 語⽂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學部∕研究所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學部的課程，如：少兒⽂學原理與創作，聽、說、讀、寫、作教學理論與實務、語⽂測
驗與多元評量、語⽂課程設計與教學、讀經教育原理與實務，均特⾊獨具，其中讀經教育原理與實務這⾨課，更是獨步全球。研
究所課程，則進⼀步強化語⽂理論與教學實務的結合，旨在培育學⽣兼具研究與教學的能⼒。
聽、說、讀、寫，作等技能為學習語⽂之基本技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聽覺障礙者，如配戴調頻助聽系統（上課時，⽼
師需配合配戴）後就可以聽到，即適宜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中⽂或英⽂成績單正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中⽂或英⽂成績單正本
⼀份 (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語⽂證明⽂件 5. ⾃傳(必)：中⽂書寫⾃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2吋⼤頭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書寫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必)：通過華語能⼒測驗 (TOCFL) C1 級以上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0 國⽴臺中教育⼤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Dept. of Reg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未來出路與發展
1、區域規劃：從事有關城鄉區域與社區發展規劃⼯作。
2、教學⼯作：選修教育學分，擔任小學教師。
3、研究撰述：從事區域發展研究、社區營造解說或⽂史編撰⼯作。
4、政府公職：通過⾼普特考，從事公職，如⼀般⾏政、社會⾏政等。
5、觀光休閒：從事導遊領隊等休閒觀光⾏業。
6、⽂教補教：從事⽂教、⽂化出版事業、補教等⼯作。
7、社會服務：從事⾮營利組織、社會福利機構等⼯作。
課程可能有接觸⼈群的機會，需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語⽂證明⽂件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
中⽂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6 國⽴臺中教育⼤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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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特⾊
本校幼兒教育學系主要⽬標在於培育幼教專業⼈員，提供幼教現場教師在職進修之機會，增進幼教專業知能。本系於100學年度
與早期療育研究所、早期療育實驗中⼼完成整併，成為臺灣唯⼀兼具早療與幼教專業的學術單位。
⼆、課程規劃
本系⼤學部課程採⽤多元化的教學與評量⽅式，規劃教保專業課程與幼教師資職前課程，另規劃培育幼教研究及管理⼈才課程，
以及課程與教學、早期療育、藝術、語⽂、教育基本理論與保育專業課程之專⾨選修科⽬，供學⽣選讀，以增加個⼈專⻑。
三、未來出路與發展
本系修業年限為四年，有志從事教育⼯作之畢業⽣，須先通過教師檢定後，再完成為期半年的教育實習，⽅可取得合格幼兒教師
證。本系畢業⽣亦可從事幼教相關⼯作，如幼兒⽂學創作出版、幼兒⾳樂教學、幼兒美術教學、幼兒體能教學，或從事與幼教相
關事業之經營，有志從事幼教研究及師資培育⼯作者，可選擇報考幼教相關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本系以培養具有幼兒教育專業之優秀幼教⼈才為⽬標，希望招收有志從事幼兒教育之⼯作者。
（⼆）幼兒園教師負教學輔導之責，聽、說、讀、寫，作等技能為學習之基本技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如：語⽂證明⽂件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
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90 國⽴臺中教育⼤學 美術學系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本學系校內空間包括美術樓之數位藝術⼯作室、壹零參藝術空間、求真樓之藝術中⼼，並臨近國⽴臺灣美術館、勤美術館、臺中
⽂化創意園區、⼀中商圈，提供了學⽣創作、發表與實習的空間。本學系專任師資含教授8位、副教授2位，專⻑涵蓋西畫創作、
⽔墨畫創作、陶藝創作、平⾯設計、數位藝術、藝術教育、東西藝術史、藝術理論等領域，教學與專業團隊堅強，堪居國內同性
質校院系所之冠，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中⽂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
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個展、聯展、得獎相關資料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個展、聯展、得獎相關作品 6. 作品集(必)：包含3種不同媒材15張以上的作品集 7. ⾃傳(必)：A4格式撰寫⾃傳或創作理
念8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9 國⽴臺中教育⼤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本系屬⼈⽂學院，以「為國家社會培育專業⾳樂教學與演奏⼈才」為宗旨，教育⽬標如下：
⼀、培養學⽣專業⾳樂素養。
⼆、培養學⽣⾳樂表現能⼒。
三、培養學⽣⾳樂教學能⼒。
四、培養學⽣多元專⻑發展。
五、培養學⽣⾳樂創造⼒。
◎所繳交之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CD或VCD及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
◎資料審查未達通過者，將不予分發。
◎本系須⾃身演奏及實作。
◎附註：⾳樂學系主修限選：1.鋼琴。2.絃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3.聲樂。4.管樂：雙簧管、單簧管、低⾳
管、法國號、小號、⻑號。5.理論作曲。6. 撃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中最後三年)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
⻑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必)：1.主修樂器演奏30分鐘錄影⾳檔（或提供相
關連結）；主修理論作曲者請繳交作品（⾄少三⾸）演奏錄⾳檔（或相關連結）及該作品之樂譜。以上繳交之錄影⾳檔須由指導
⽼師出⽰學⽣本⼈演出之證明。
2.副修樂器演奏10分鐘錄影⾳檔（或提供相關連結）；副修理論作曲者請繳交作品（⾄少⼀⾸）演奏錄⾳檔（或相關連結）及該
作品之樂譜。以上繳交之錄影⾳檔須由指導⽼師出⽰學⽣本⼈演出之證明。 10.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
未來期望/照⽚(⾄少1000字以上) 11. 讀書計畫書(選)：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5 國⽴臺中教育⼤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旨在培育特殊教育及輔助科技之專業⼈才。
2.本系有獨⽴的系館，不論是教學資源、空間、軟硬體設備均
相當豐富，可滿⾜學⽣課業學習之需求。
3.本系專任教師皆獲得國內外知名⼤學博⼠學位，現有教授4⼈、副教授5⼈，助理教授1⼈，研究與專業表現相當優異，獲得許
多科技部與教育部專案、中央地⽅政府專案研究等，且擔任各級政府、學術機構、⺠間團體等專業委員，績效優異。
課程內容包含實作（觸摸地圖等）須具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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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
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傳(必)：含求學⼯作或研究資歷1000字以內 7. 讀書
計畫書(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1 國⽴臺中教育⼤學 臺灣語⽂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聽、說、讀、寫等技能為學習臺灣語⽂之基本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中⽂或英⽂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語⽂證明⽂件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
(必)：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2 國⽴臺中教育⼤學 諮商與應⽤⼼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Applied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前身為諮商與教育⼼理研究所，於2000年奉教育部（89）師⼆字第9002155號函核准成⽴。而後於95年8⽉1⽇奉准成⽴諮商
與應⽤⼼理學系，原諮商與教育⼼理研究所併⼊諮商與應⽤⼼理學系，並於102學年度增設夜間碩⼠在職專班。
本系⼤學部課程分雙軌（師培與⾮師培）進⾏，⾮師培⽣畢業學分為128學分。師培⽣畢業學分為138學分。
本系現有教師10⼈，其中教授3⼈、副教授3⼈、助理教授4⼈，均具國內、外博⼠學位，教師研究⽅向為諮商輔導與應⽤⼼理相
關領域，學術專業各有擅⻑，並擁有豐富教學與實務經驗。曾有⼆位⽼師榮獲科技部特殊優秀⼈才獎勵，多位⽼師均擔任學術團
體之理、監事等職務，並有多位⽼師連續幾年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
本系有各式教學資源與活動空間，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兼具，配合幫助學⽣提前體驗職場。歷年碩⼠班畢業⽣已有100多位考上
⾼等⼼理師證照，多位就讀諮商或教育相關博⼠班，2位擔任⼤學助理教授；⼤學部畢業⽣並已有14位取得就業服務⼄級技術⼠
證照 。
學習課程具有與⼈互動、觀察的特性；因此，必須具有相當的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
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或英⽂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中⽂或英⽂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
(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華語能⼒測驗證明B2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語⽂證明⽂件 6. ⾃傳(必)：含
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
⼒測驗證明B2級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3 國⽴臺中教育⼤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英語學系成⽴於2005年。課程主要分三類：共通課程、師資培育課程、英語專⾨課程(含普通課程28學分，專⾨課程100學分)。
專⾨課程再分為三類：(1)核⼼課程包括基本能⼒訓練與語⾔訓練；(2)選修課程包括第⼆外語類、專業英⽂類(翻譯、商務、英語
教學及⽂學類)；(3)院共同必修。
英語學系碩⼠班成⽴於2016年。學⽣在學期間最低需修滿32學分(含必修11學分及選修⾄少21學分)，並須完成學位論⽂。碩⼠課
程主要培養具有專業知能及教育熱忱之英語教學⼈才。
聽、說、讀、寫、譯等技能為學習英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歷證件影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如，競賽成果、得獎紀錄、英語能⼒等 5. ⾃傳(必)：個⼈履歷表：含個⼈資料、⾃傳、讀書計劃、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
競賽成果、得獎記錄等) 6. 讀書計畫書(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等同於CEFR B1（含）以上英語能⼒成績證
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7 國⽴臺中教育⼤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 本系主要在培養具有國際觀、能運⽤管理專業知識和技能解決企業問題的中⾼階國際企業經營管理⼈才為主要⽬標。課程規
劃包括「國際企業與⾏銷」、「國際財務⾦融」、「創新與電⼦商務模組課程」三⼤模組，可兼顧學⽣學習興趣與未來發展。本
系實施思辨式個案教學，以培養學⽣主動思考、溝通表達能⼒，增加學習效果；輔導學⽣報考國際專業證照及外語能⼒鑑定，以
增加就業競爭⼒。
(三) 本系歡迎英⽂程度佳者加⼊。
(四) 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外企業實習，故外語的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本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中⽂或英⽂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華語能⼒測驗證明A2級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
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88 國⽴臺中教育⼤學 ⽂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Desig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須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本系以培養⽂化創意產業之創意產品設計、管理經營、⾏政⼈才為⽬標。課程內容跨⽂化
創意產品設計與⽂化創意營運雙領域，與就業緊密結合，是多重專⻑⼈才培育新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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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含個⼈簡介、競賽成果或作品彙整成冊 6. 讀書計畫書(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須參加教育部「華語能⼒測驗」達中級以上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22 國⽴臺中教育⼤學 數學教育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專業學習重點包含：理論推導、計算、解決問題的推理與邏輯思考，適合細⼼穩重、能控管⾃身情緒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成績單正本⼀份，並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年限。(報
名時以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如應屆當學期成績尚未取得，免附該學期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書⼆份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必)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留學計畫書⼀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20 國⽴臺中教育⼤學 科學教育與應⽤學系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的設⽴宗旨如下:
⼀、整合科學、科學教育、環境教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建構優質的教學與學術環境，培育跨領域的科學及教育⼈才。
⼆、致⼒於研究創造新知、推廣科學與環境教育，並善盡社會引導及服務責任。
本系在操作實驗時，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實驗具
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成績單⼀份 3. 師⻑推薦函(選) 4. 作品集(選)：需
要作品集審查⾄少3件以上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19 國⽴臺中教育⼤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培養資訊⼯程專業⼈才為宗旨，專注於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重點為：網際網路、雲端運
算、智慧型軟體系統、嵌⼊式系統、無線網路、軟體⼯程等，適合細⼼沉穩、能控管⾃身情緒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推薦書2
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含個⼈學經歷1份 6.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1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21 國⽴臺中教育⼤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Dept. of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數位內容之設計與研發⼈才為主要⽬標，課程規劃整合科技、設計與數位學習，課程內容以培養學⽣分析、設計、發
展、整合、評鑑與⾏銷之能⼒為主軸，適合細⼼穩重、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證明(含名次)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
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作品集(選)：個⼈競賽成果證
明(成果作品)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55 國⽴臺中教育⼤學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學部每年級招收⼀班，學⽣專⻑特⾊多元，有擅⻑各式各樣運動專⻑的學⽣（如激流、網球、巧固球、籃球、排球、⽻球、桌
球、⼿球、游泳、⽥徑、⽔上芭蕾、扯鈴、舞⿓舞獅、⾃由⾞……等 ），亦有以⾮運動專⻑個⼈申請⼊學而學科特優質的學⽣。
本系這些招⽣措施⽬的在營造相互學習、彼此帶動的教育環境。碩⼠班課程分「運動科學」及「運動⼈⽂社會」⼆組，教育⽬標
在培育運動科學及運動⼈⽂社會學術研究⼈才。在職進修專班的設⽴⽬的在提供業餘更多進修的機會，充實其體育專業學術。除
此，本系亦訂有「⼀貫修讀學、碩⼠學位」辦法，提供⼤學部優質學⽣直攻碩⼠學位。
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成績單正本1份 3. 師⻑推薦函(必)：推薦書1封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 5. ⾃傳(選)：含個⼈學經歷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書1
份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學校代碼
28
聯絡電話 886-2-66396688轉82015
地址 10671臺北市⼤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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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3777008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nt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視床位狀況優先提供住宿申請。
⼀、本校學⽣在校期間，欲修習教育學程者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及參加甄選，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費⽤。⼆、有關教
備註 師資格之取得，悉依「師資培育法」、「⾼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之。另依前
揭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報考者須為中華⺠國國⺠。
1309 國⽴臺北教育⼤學 ⽂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開發都市⽂化創意體驗空間⼈才為主，學⽣能依據環境區域條件，組合⼈⽂資源、多元⼈⼒資源、跨領域藝術⽂化資
源及創意經營⾏銷等，以提⾼⽣活品質並促進區域價值及產值。 本系學⽣須對變動社會與時尚⾵格具⾼度興趣，且要有⼀定的品
味鑑賞、創意思考、⼈際溝通、外語溝通與領導整合資源等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請以中⽂撰寫。
*資料要求豐富、創意、調理、精簡，以作品集呈現。 7. 讀書計畫書(必)：請以中⽂撰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請包含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05 國⽴臺北教育⼤學 語⽂與創作學系語⽂師資組 Dep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Language Education ）
系所分則
本組為師資培育組，以培育國小師資為主要⽬標，另經由系列課程之設計與規劃，著重其他相關能⼒之培養，冀能增強學⽣未來
發展與就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1.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交等同於TOCFL level 4的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06 國⽴臺北教育⼤學 語⽂與創作學系⽂學創作組 Dep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 ）
系所分則
本組為⾮師資培育組，課程以⽂學創作為基底，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廣納編輯與採訪、華語⽂教學、寫作實務等學程，以培養具
有實務能⼒的語⽂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1.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交等同於TOCFL level 4的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07 國⽴臺北教育⼤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Dept. of Arts and Design（Arts Program）
系所分則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於2008年由藝術學系與造形設計學系合併而成。本系為國內少數同時在藝術與設計專業上並進發展的學系。
⾯對與⽇俱增的就業競爭性，本系課程採學程制，縮減必修課數，讓選課更有彈性，學⽣能依學習與專業發展之需要規畫⾃⼰的
學習路徑。
本系包含有木⼯⼯坊、陶藝⼯坊、⾦⼯⼯坊、攝影棚、暗房、繪畫⼯作室、模型⼯作室、3D列印室、CNC與雷切室、繪畫教
室、數位設計教師等專業空間。
未來本系努⼒的⽅向包括精進學⽣的藝術養成、協助系內多元領域及適性個別的發展、提升學⽣的創作與實踐⼒、提供豐富及具
活⼒的學習環境，並以此願景回應⽇益全球化的當代世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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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繳交視覺藝術領域相關論述⼀篇。（請⽤電腦打字輸出）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
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作品集(必)：作品集，繳交
作品照⽚10件，並說明照⽚內作品名稱、材質、尺⼨及年代。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申請資格。 8. ⾃
傳(必)：中⽂⾃傳:請詳述個⼈學習經歷及未來學習⽬標(請⽤電腦打字輸出，字數請在A4紙張⼆張以內，並親筆簽名)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4668 國⽴臺北教育⼤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計組 Dept. of Arts and Design(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於2008年由藝術學系與造形設計學系合併而成。本系為國內少數同時在藝術與設計專業上並進發展的學系。
⾯對與⽇俱增的就業競爭性，本系課程採學程制，縮減必修課數，讓選課更有彈性，學⽣能依學習與專業發展之需要規畫⾃⼰的
學習路徑。
本系包含有木⼯⼯坊、陶藝⼯坊、⾦⼯⼯坊、攝影棚、暗房、繪畫⼯作室、模型⼯作室、3D列印室、CNC與雷切室、繪畫教
室、數位設計教師等專業空間。
未來本系努⼒的⽅向包括精進學⽣的藝術養成、協助系內多元領域及適性個別的發展、提升學⽣的創作與實踐⼒、提供豐富及具
活⼒的學習環境，並以此願景回應⽇益全球化的當代世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 6. 作品集(必)：作品集，繳交作品照⽚10件，並說明照⽚內作品名稱、材質、尺⼨及年代。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
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申請資格。 7. ⾃傳(必)：中⽂⾃傳:請詳述個⼈學習或創作經歷及未來學習⽬標(請⽤電腦打字輸
出，字數請在A4紙張⼆張以內，並親筆簽名)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
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08 國⽴臺北教育⼤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本系為培育國⺠小學⾳樂師資，⾃⺠國37學年度起即成⽴「⾳樂師範科」招收初中畢業⽣，修業3年，⺠國50學年度改制為「師
範專科學校」，⾳樂師範科則停⽌招⽣。⾃⺠國57學年度起設⽴5年制「國校⾳樂師資科」，⺠國67學年度起改名為「⾳樂
科」。⺠國76學年度起為提升師資改制為4年制「⾳樂教育學系」，依新訂課程標準實施教學。本系⾃95學年度更名「⾳樂學
系」，以培育⾳樂專業表演、創作、⺠族⾳樂及⾳樂教育研究與實験⼈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作品集(必)：(1)鋼琴、聲樂、弦樂、管樂、敲擊樂器：約10分鐘⾃選曲，
錄⾳錄影有聲資料（皆需背
譜演奏（唱））。
(2)理論作曲：繳交3⾸不拘形式的⾳樂作品有聲影⾳資料。
※請先⾏⾄本系網⾴（https://music.ntue.edu.tw/?p=1552）下載考試曲⽬表，填妥後⼀併上傳。
※請將以上作品上傳⾄ youtube或影⾳平台，並提供連結網址。或以郵寄⽅式寄送⾄10671台北市⼤安區和平東路⼆段134號 ⾳
樂學系 楊助教收。所寄送之影⾳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6. ⾃傳(必)：(1)請註明主修別及欲報考的組別。
(2)5-10分鐘中⽂⾃我介紹有聲影⾳資料。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230 國⽴臺北教育⼤學 ⾃然科學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系所分則
⾃然科學教育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課程具創意而多元發展，具備⽣物、化學、物理、地球科學課程的內涵，培養學⽣畢業後，
能有多⾯向的職場就業，學⽣可以申請修習教育學程，擔任課程開發、研發教材或報考相關科系研究所擔任科技研發⼈員。本系
以培養優質之⾃然科學領域專業⼈才及⾃然與⽣活科技領域之師資為⽬標。凡選讀本系，華語之聽說讀寫應具⼀定程度，⾃然科
學之成績必須優良，否則不宜選讀，以免半途而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
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
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1)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2)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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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藝術⼤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4
聯絡電話 886-2-22722181 #1151
傳真 886-2-89659515
地址 22058新北市板橋區⼤觀路1段59號
網址 http://www.ntu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nternational.ntua.edu.tw/news/list/type/14
僑⽣優先分配住宿(延修⽣除外)
國⽴臺灣藝術⼤學創校已⼀甲⼦，是臺灣歷史最悠久、學⾨及課程架構與教學師資最完備的藝術⾼等教育學府。六⼗年來
的美的歷程，累積⼀甲⼦的辦學能量，迄今已鑄就無數頭⾓崢嶸的藝術家及精銳⼈才。⽬前本校共有美術、設計、傳播、
表演藝術、⼈⽂五⼤學院，共設14系、5個獨⽴研究所，2個教學中⼼等單位，架構出14系、20碩⼠班、6博⼠班的教學系
統。本校不收取審查費，如誤繳，概不退還。

1333 國⽴臺灣藝術⼤學 美術學系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創⽴⾄今已50餘年，⽬前教學⽅向以西⽅繪畫及創作媒材為主，兼習藝術理論啟發思維，引進新思潮與科技藝術，積極朝向
國際化邁進。本系除學⼠班學制以外，另有碩⼠班和版畫藝術碩⼠班、當代視覺⽂化博⼠班，提供學⼦深造進修的機會。本系師
資陣容堅強，學有專精並活躍於藝術教育與⽂化活動，培養無數優秀藝術創作與理論專業⼈才，校友分佈國內外，創作之形式與
內容兼具傳統與創新。本校藝術系所結構完整，學⽣透過系際選修課程與多元集萃之環境的陶冶，養成具開創性且兼容並蓄的宏
觀視野。
系所指定繳交資料，不論錄取與否,皆不退件,請⾃⾏備份存檔。請務必留下正確之聯絡⽅式，以利必要時以電話或視訊⽅式訪
談。課程包含理論與實務操作，須具備視覺設計、⾊彩判定能⼒、良好體能及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須經駐外單位認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作品集(必)：近三年之素描、
⽔彩、繪畫或其他媒材之創作皆可。繳交之作品數量10件，請註明作品名稱、年代、媒材及尺⼨。作品集審查原始成績未達70分
者，不予錄取。作品集需附上著作權切結書http://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26&id=156 5. ⾃傳(必)：中⽂⾃傳，
⼆千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34 國⽴臺灣藝術⼤學 書畫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招⽣以⽔墨及書法篆刻專⻑為優先考量，透過專業的⽔墨、書篆教學，培育優秀創作與理論兼修⼈才，精研中、西繪畫理論
與技巧，充實學⽣學理與創作內涵為教學⽬標。課程內容包含理論與實作，須具備基礎繪畫與辨⾊能⼒。系所指定繳交資料，不
論錄取與否，皆不退件，請⾃⾏備份存檔。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有相關的創作、研究
成果亦可附加 5. 作品集(必)：近三年內之⽔墨、書法與篆刻相關作品照⽚每⼈10件。（繳交之作品照⽚應予註明編號、姓名、
題⽬及創作年代。）作品集需附上著作權切結書http://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26&id=156 6. ⾃傳(必)：中⽂⾃
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35 國⽴臺灣藝術⼤學 雕塑學系 Department of Sculptur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雕塑家為⽬標，招收對雕塑及造形藝術有興趣的學⽣。⼀、⼆年級是雕塑基礎能⼒及材質體驗課程，三年級後可選擇
進⼊⾦屬造形、塑造、複合媒材、⽯雕、木雕中的⼀個⼯坊直到畢業，⼯坊制教學讓同學有固定創作空間，進⾏材質創作的深⼊
研究及個⼈創作⽅向的探索。教學過程必須使⽤各種⾦屬焊接鍛打機具、木雕機具、⽯雕機具等危險設備。因雕塑創作需操作機
械⼯具及⻑時間⼯作，適合有辨⾊能⼒及聽覺的學⽣、及具⼈際互動溝通能⼒、能管控⾃身情緒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須經駐外單位認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作品集(必)：1.⽴體作品照⽚
2件，並註明尺⼨、名稱、材質及創作年代，2. 素描作品4張，題材內容不拘。作品集需附上著作權切結書
http://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26&id=156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730 國⽴臺灣藝術⼤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rt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設⽴宗旨，主為臺灣區域古建⽂化特質之「研究」與「保存」，尤以傳統建築裝飾藝術「技藝承傳」、「⽂化
資料保存」，及古建專業「學術研究」等項⽬為主軸，已期達成南系⺠間⼯藝資料紀錄與研究。技藝承傳專業部份，故所有教學
與實務執⾏間的落實，均藉由專業技術教師⽰範教學之引導，建⽴以實作能⼒學習，為本系專業認定之特⾊。教育⽬標計有「古
建築專學認知」、「基礎理念概念」、「古建體系資料的建⽴」、「傳統技藝訓練與養成」、「古建藝術裝飾圖稿製作」等。書
⾯資料審查成績未達標準或資料不⿑者，不予錄取。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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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作品集(必)：作品資料為花⿃、蟲⿂、蔬果，需⼯
筆上彩，各類3張共9件，彩⾊圖⽚並填寫編號、名稱、尺⼨。 5.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36 國⽴臺灣藝術⼤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注重專業設計、⼈⽂藝術與科技資訊⽅⾯的整合，以培育出真正兼具⼈⽂藝術修養與宏觀視野之視覺傳達設計專業
⼈才。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理論、藝術教育及藝術⾏政;創作:平⾯繪畫與複合媒材、⽴體造型、影像藝術等)，須具備繪圖設
計及辨別顏⾊能⼒。必要時採電話視訊⽅式訪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封 4. 作品集(必)：專業表現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
資料，限定２０⾴以內。作品集需附上著作權切結書http://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26&id=156 5. ⾃傳(必)：中
⽂⾃傳及⾃我介紹影⽚(約5分鐘須以中⽂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37 國⽴臺灣藝術⼤學 ⼯藝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Crafts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重點及特⾊如下：(1) 課程架構強調「⼯藝創作」與「產品設計」兩⼤主軸，更重視兩者之間的整合。(2) 培育在「⼯藝
創作」與「產品設計」皆能獨⽴操作的專業⼈才，發展未來職場之多元適應能⼒。(3) 「⼯藝」強調回歸材質本位，「創作」則
結合當代藝術潮流及固有⽂化思維，以最前瞻之視野展望未來。(4) 「產品設計」配合國家⽂化創意產業政策，以創意商品為主
軸。並強調結合當代科學技術及⼯藝精神，回歸⽂化、本⼟與藝術感性之內涵，讓「⼯藝」與「設計」⽔乳交融、共存共榮。因
教室設備機器危險性⾼，需具相當之視覺與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必要時採電話視訊⽅式訪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須經駐外單位認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作品集(必) 5. ⾃傳(必)：中
⽂⾃傳，A4規格直式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42 國⽴臺灣藝術⼤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Animation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向與重點：
（⼀）培育兼具美感與符合市場需求的多媒體動畫藝術⼈才。
（⼆）定期舉辦研討會與講座，積極推廣數位科技藝術教育。
（三）響應國家重點發展計劃，提昇國內⽂化創意内容產業。
（四）發展數位時代的創作，開創多媒體動畫藝術的新美學。
（五）加強國際交流與⾏銷，建構多媒體動畫藝術的新舞臺。
本系在課程⽅⾯，整合了多媒體動畫藝術相關課程，包括電腦動畫（2D及3D）、多媒體設計、新媒體創作、數位藝術、遊戲製
作實務、數位⾳樂與⾳效創作等專業課程。
本系課程包含視覺設計與電腦實務操作，須具備有良好⾊彩的辨識及表現能⼒，與肢體協調能⼒。所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
留原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作品集(必)：素描、繪畫等平⾯作品或動畫作品，
⾄少⼀件以上，請上傳或提供網址。欲報考本系之學⽣，需經過資料審查後，⽅可申請就讀。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
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作品集需附上著作權切結書http://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26&id=156 5. ⾃傳
(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43 國⽴臺灣藝術⼤學 電影學系 Department of Motion Pic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是國內最具電影⼈⽂與歷史傳承、孕育台灣當代電影⼤師的學術機構。⾃成⽴以來，秉持⼈⽂教育與電影職能訓練並重的理
念，提供嚴謹的電影創作實務學習課程，協助學⽣透視電影語⾔，促進藝術表達能⼒與團隊合作精神，強調電影製作技術與電影
學術研究的全⽅位提昇。 電影學系課程兼顧理論領域與創作領域，⼀⽅⾯著重本系學⽣影像⽂化思辨能⼒的養成，另⼀⽅⾯的教
學⽬標更著⼒於電影創作、⾳像技術、導演實務、影視媒體新科技之引介，以符合影視產業就業之所需。所繳交資料⼀律不退
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錄⾳(影)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應具備
⾼中程度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作品集(必)：影⽚作品。平⾯或影像請考⽣⾃⾏剪
接30分鐘內之精華呈現【須以影⽚⽅式呈現】，並附作品清單，註明姓名、年代及作品中擔任之職務，請上傳或提供網址。 5.
⾃傳(必)：中⽂⾃傳及⾃我介紹短⽚(約3-5分鐘需以中⽂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38 國⽴臺灣藝術⼤學 戲劇學系 Department of Drama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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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秉持著「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基本精神來教學，並啟發學⽣的創造⼒，團隊⼼和⾃發性。主要課程含括理論、導與演、劇場
應⽤、劇場技術四⼤學程，如戲劇導論、中西戲劇與劇場史、戲劇原理、現代戲劇、編導⽅法、劇場表演、導演、排演、劇場技
術基礎、舞台及燈光設計、⾳效、化妝、服裝設計與製作、劇場藝術電腦輔助設計、劇場⾏政管理、創作性戲劇、教育劇場、戲
劇治療、兒童劇場、畢業公演製作等課程。課程學習著重於肢體表演、口條訓練及藝術創作等能⼒，可能有⼤量劇烈體能活動，
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作品集(必)：戲劇或劇場演出相關證明及影⽚或書
⾯資料。 5. ⾃傳(必)：中⽂⾃傳，個⼈介紹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39 國⽴臺灣藝術⼤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本系創⽴宗旨為造就⾳樂專業⼈才， 主修教學分為鋼琴、聲樂、弦樂、管樂、擊樂、理論作曲及撥弦等七組，歷屆畢業⽣不論在
國內外從事⾳樂藝術⼯作者均有極優異之表現，本系畢業⽣常是各交響樂團所爭取吸收的對象，如⽬前國⽴臺灣交響樂團、臺北
市⽴交響樂團，及國家交響樂團團員中，本校校友均佔極⾼之⽐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須經駐外單位認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2份 4. 作品集(必)：影⾳內容
詳本系系網下載專區>僑外港澳學⽣專區>僑⽣⼤學影⾳資料內容(⼤學部) 5.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40 國⽴臺灣藝術⼤學 中國⾳樂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music
系所分則
國⽴臺灣藝術⼤學表演藝術學院中國⾳樂學系秉持「嚴謹的教學落實中國⾳樂之經典傳承及積極的表演增進傳統⾳樂之現代發
展」為辦學宗旨，以達成「發揚中國⾳樂、復興⺠族⽂化」的教育使命。透過中西並重、古今兼備之專業課程學習，培育中國⾳
樂表演、創作、學術理論及多元運⽤四項⼈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班組排名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節⽬單、獲獎紀錄等 5. 作品集(必)：個⼈近三年獨奏演出DVD五分鐘(可含伴奏但不含重奏之作品)，影⽚須能辨識為本
⼈演奏。 6.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41 國⽴臺灣藝術⼤學 舞蹈學系 Department of Dance

系所分則
本系學⼠班 ‒ 培育舞蹈專業多元的表演與教學⼈才。碩⼠班 ‒ 教學⽬標以培養舞蹈編創、表演為主的舞蹈專業⼈才。本系課程分
有系列性的技術課程以外，亦著重舞蹈創意的啟發，並開設有理論課程，可帶給學⽣更多元化的專業知識與精湛之技能。本系秉
持學⽤合⼀理念，深化舞蹈藝術的內涵與實踐的研究。本系為培育舞蹈之專業表演者、創作者之搖籃，課程學習著重於肢體表演
及藝術創作等能⼒，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因此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具⼈際互動溝通協
調能⼒、能控管⾃身情緒。書⾯審查後如需視訊或電話訪談，另⾏通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班組排名 3. 師⻑推薦函(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
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如展演活動、社團等證明⽂件 5. 作品集(必)：1.中國舞基本動作(10分鐘內)、芭蕾
基本動作(10分鐘內)、現代舞基本動作(10分鐘內)影⽚、2.⾃選舞(3-5分鐘)影⽚ 6.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臺北藝術⼤學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3
聯絡電話 +886-2-2896-1000
傳真 +886-2-7750-7206
地址 11201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網址 https://w3.tnu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僑外⽣在學期間優先分配住宿
⼀、各學系男⼥兼收。 ⼆、凡報考本校需加考術科之學系，本校於書⾯審查通過後，將視各學系需求以視訊、電話等⽅
式進⾏考試，考⽣必須參加並通過此項考試，否則不予錄取進⼊本校就讀。 三、有關學校提供之各項獎助學⾦、及學⽣
住宿等事宜， 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http://student.tnua.edu.tw/ 。 四、有關本校學雜費之繳納標準，請參考本校學
雜費專區網站：http://exam.tnua.edu.tw/tuition/tuition.htm。 五、若⽂件有更改姓名，請檢附相關證明⽂件。 六、
單⼀學系審查費為新台幣 1,000 元（不同學系請分開繳費），繳交⽅式為信⽤卡線上刷卡付款。惠請考⽣⾄本校網站：
http://exam.tnua.edu.tw/overseas.html 登錄個⼈基本資料，並於線上完成繳費，繳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
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七、考試諮詢：886-2-2896-1000 轉 1255。 ⼋、其他相關資訊：
http://exam.tnua.edu.tw/tnua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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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國⽴臺北藝術⼤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系所分則
⼀、以培養專業演奏及創作⼈才為教學⽬標。共設有理論與作曲、鍵盤、聲樂、絃樂、管樂、擊樂等主修別。在系務的運作、師
資的延聘或課程的設計上，著重在「⾳樂專業」與「⼈⽂科學」的聯結及「本⼟藝術」和「現代創作」的整合與平衡，故在培養
⼈才與傳授智識、技能上具有國際⽔準與規模，並開創了北藝⼤⾳樂系的獨特⾵格。
⼆、⾳樂學系主修項⽬為：（⼀）理論與作曲、（⼆）鍵盤（鋼琴）、（三）聲樂、（四）絃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
⾳提琴（五）管樂：⻑笛、雙簧管、單簧管、低⾳管、薩克斯⾵、法國號、小號、⻑號、上低⾳號、低⾳號、（六）擊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線上填寫資料，網址：http://exam.tnua.edu.tw/overseas/data.html，請點選⾳樂學系僑⽣及港澳⽣線上資料填寫系
統。內容包含⾃傳（詳述個⼈學習⾳樂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及主修應試曲⽬表，並請依本系各主修考試曲⽬要求準備
（各主修演奏內容請於前述網址下載）。
（⼆）主修「理論與作曲」者，請繳交作品樂譜與影⾳資料，樂譜資料請以PDF檔案上傳，影⾳作品須上傳YouTube，並於作
品集中提供連結網址。
（三）其餘⾮「理論與作曲」主修者，⼀律背譜演奏，其演奏內容請依本系各主修考試曲⽬要求準備，並將演奏之影⾳資料上傳
YouTube，並於作品集及前述線上填寫資料時提供連結網址。
⼆、注意事項：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影⾳作品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
補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27 國⽴臺北藝術⼤學 傳統⾳樂學系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Music
系所分則
⼀、成⽴宗旨為保存、傳承、研究並發展傳統⾳樂；融合傳統藝術的傳承理念與經驗，結合傳統與現代，發展精緻傳統⾳樂；聯
結現代⾼等教育，培育傳統⾳樂專業⼈才；加強學術研究，達到演奏與學術融合的境界。
⼆、傳統⾳樂學系主修項⽬為：（⼀）古琴、（⼆）琵琶、（三）南管樂、（四）北管樂、（五）⾳樂理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傳：請詳述個⼈學習⾳樂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錄影資料：請繳交個⼈演奏（唱）錄影資料，曲⽬任選，影⾳作品請另於作品集處提供檔案連結網址。各主修演奏（唱）
錄影資料內容如下：1.古琴：以古琴演奏，任選古琴曲⽬1⾸。2.琵琶：以琵琶演奏，任選琵琶曲⽬1⾸。3.南管樂：藝術⾳樂之
演奏（唱）。4.北管樂：藝術⾳樂之演奏（唱）。5.⾳樂理論：藝術⾳樂之演奏（唱）。
⼆、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書⾯審查資料請依次以A4規格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必繳交
資料，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三）影⾳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例：Dropbox），由考⽣於填報系統「作
品集」中填寫作品連結網址，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26 國⽴臺北藝術⼤學 美術學系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主要發展規劃分為兩組，「創作組」以創作思維技術能⼒為主要訴求；「藝術研究組」則發展視覺藝術相關理論。教學課程涵蓋
多元專業領域，透過課程的規劃，進階出⽔墨、繪畫、複合媒體、雕塑、版印媒體、藝術研究等專業。強化學⽣藝術創作實作及
創作媒材的掌握能⼒，依個⼈學習需求規劃兼習藝術史學、理論與評論，孕育⼈⽂藝術思維，藝術展演能⼒的藝術創作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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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學習及創作經歷。
（⼆）作品資料：最近3年內作品10件，圖檔以彩⾊呈現並含作品說明，以A4為規格，須繕打並製作成數位檔案，10件作品檔案
請依序標註：編碼、作品名稱、材質、尺⼨、年代。
（三）其他書⾯補充資料。
⼆、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書⾯審查資料請依次以A4規格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必繳交
資料，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三）影⾳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例：Dropbox），由考⽣於填報系統「作
品集」中填寫作品連結網址，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23 國⽴臺北藝術⼤學 戲劇學系 Department of Theatre Arts
系所分則
⼀、戲劇學系基礎課程除理論、創作等學科之外，包括傳統戲劇動作、肢體表演等劇烈活動，專業技術課程則包括劇場各技術部
⾨之實習與操作。多數課程之修習，需具良好體能、移動能⼒，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顏⾊辨別能⼒，以及⼈際溝
通協調能⼒。
⼆、主修領域包含：劇本創作、導演、表演及舞台監督。前⼆年為基礎課程，強調學養與⼈⽂素養，課程兼顧東⽅與西⽅、傳統
與現代劇場的精華，第三年起分主修別，第四年著重畢業製作，主修劇創、導演和表演者，需完成⼀齣約五⼗分鐘的畢業製作及
該演出的創作報告；主修舞台監督的同學，需分別擔任T305及戲劇廳的畢業製作舞監，並撰寫舞監本。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中⽂⾃傳：1000字左右，詳述個⼈求學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等與學習相關之說明。
（⼆）戲劇或相關藝⽂活動之個⼈詳細履歷（含佐證資料如：展演節⽬單、剪報等圖⽂資料之影本）。
（三）戲劇或相關藝⽂創作作品：如演出影像、圖⽚、劇本、論⽂等等均可，並請註明個⼈參與項⽬，影⾳作品請另於作品集處
提供檔案連結網址。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委員瞭解考⽣性向、能⼒之相關資料。
⼆、專業術科考試（採視訊⾯試進⾏）：
考⽣須通過書⾯資格審查⽅得參加第⼆階段之專業術科考試。⾯試科⽬：
（⼀）聲⾳與動作：（1）聲⾳包括⾳量、⾳域、⾳質及口語表達能⼒等測驗。（2）動作包括彈性、柔軟度、韻律感及反應能⼒
等測驗。
（⼆）臨場表現：測驗考⽣臨場反應，可加⼊個⼈專⻑，個⼈專⻑由考⽣⾃定。
三、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書⾯審查資料請依次以A4規格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必繳交
資料，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三）影⾳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例：Dropbox），由考⽣於填報系統「作
品集」中填寫作品連結網址，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
（四）如附件圖檔為合照，請清楚標⽰考⽣個⼈，以利審查委員辨識。
（五）專業術科考試注意事項：（1）術科考試不須來臺應試，須透過視訊⾯試進⾏。（2）視訊⾯試時請著適合運動之服裝，勿
穿著⽜仔褲。（3）專⻑項⽬限單⼈表演，不得帶伴奏⼈員。（4）視訊⾯試場地，請⾃⾏準備深度可使全身⼊鏡，寬度約4⽶寬
之場地，以利進⾏動作肢體測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24 國⽴臺北藝術⼤學 劇場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Theatrical Design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為孕育表演藝術界之專業劇場設計⼈才，課程學習著重於⼤量劇烈體能活動，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
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本系為國內唯⼀專⾨培育劇場視覺藝術與技術設計之學系，以多元⼊學管道，招收對劇場藝術有興趣及潛⼒的同學。本系教
學強調理論與實習並重，培養專業舞台設計、服裝設計、燈光設計與技術設計⼈才，紮實的課程規劃，奠定學⽣未來從事表演藝
術視覺設計，舞台佈景、道具及機關之設計與製作等相關專業知能與技能，使其成為國內劇場藝術創作與設計之⽣⼒軍。
三、本系以審查資料為主，必要時得依實際需要進⾏⾯試，無法來臺⾯試者，得透過視訊⽅式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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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傳：詳述內容應包含⾃我簡介、學習經歷、社團活動經歷、報考本系原因及未來⽬標。
（⼆）藝術創作作品：不限創作類型，須加註⽂字說明（如創作年代和地點）和作品照⽚。
（三）若有動態影像建議於5分鐘內呈現，影像⼒求清晰，解析度應⾄少為640X480像素以上，若無則免上傳。
（四）請填寫作品著作權切結書(資料格式下載網址：http://exam.tnua.edu.tw/overseas/data.html）
⼆、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審查資料請依次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必繳交資料，如有缺
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動態影像」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例：Dropbox），由考⽣於填報
系統「作品集」中填寫「動態影像」作品連結網址，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
（三）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25 國⽴臺北藝術⼤學 舞蹈學系 Department of Dance

系所分則
⼀、教學⽬標以東西⽅身體語彙為鍛鍊基礎，加以⼈⽂素養課程培養學⽣獨⽴思考能⼒，創造出多元豐碩的⾵格和傑出之專業表
演⼈才。學⽣除參與學院年度展演、表演、創作期末呈現外，並與美、澳、⽇、韓等國進⾏交換學習，從演出⼤師經典舞作及國
際交流活動中拓展專業深度。為充實演出經驗，奠定就業基礎，更以準專業舞團型態的「焦點舞團」在校內外演出。畢業⽣在國
際舞台和專業教學⽅⾯⼈才輩出，成績亮麗。
⼆、本學系各類專業課程繁重，肢體活動劇烈，須具備良好之肌⼒、體能及身體執⾏能⼒。
三、通過專業作品及書⾯資料審查者，始可錄取分發進⼊本校就讀。必要時得透過電話、視訊等⽅式進⾏口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專業作品─1.芭蕾技巧呈現10~20分鐘（含把桿、中央、流動）。2.現代舞或當代舞技巧呈現10~20分鐘。3.其他舞蹈技巧
呈現3~10分鐘（各類舞蹈技巧皆可）。※專業作品繳交注意事項：影像內容需清晰可辨，請準備可充份展⽰⾃身舞技能⼒及表演
特⾊之⽚段，若是在群舞中請簡述並清楚指出個⼈位置；每⼀段作品皆需有⾳樂搭配。
（⼆）書⾯審查資料─⾃傳：1.詳述個⼈學習舞蹈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2.請附個⼈簡歷及身⾼體重資料。
⼆、注意事項：
（⼀）書⾯審查資料請以A4規格之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繳交資料內容，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
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所提供之影⾳資料及作品若有他⼈頂替等不實情事，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
試錄取資格；⼊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三）影⾳作品請上傳YouTube，由考⽣於填報系統「作品集」中填寫作品連結網址，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
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28 國⽴臺北藝術⼤學 電影創作學系 Department of Filmmaking
系所分則
⼀、為國內最新成⽴培育劇情電影藝術與技術⼈才之⾼等學府，也是國內專攻電影表演、攝影、錄⾳、剪輯、美術、特效之⼤學
學系。本學系學⼠班教育⽬標為培養有⼈⽂素養、具社會關懷與專業倫理的電影創作與技術⼈才，除在電影歷史與美學上具備紮
實的基礎外，並個別在電影表演、攝影、錄⾳、剪輯、美術、數位特效與動畫等領域內學有專精，使其具備現代電影科技知識與
技能，成為我國電影產業發展⽣⼒軍。
⼆、本學系以電⼦檔之書⾯審查為主，必要時得依實際需要進⾏口試，術科考試不須來臺應試。可透過視訊、電話等⽅式進⾏，
⾯試內容為所交書⾯資料的提問與答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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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述：500字，應含簡單⾃我介紹、⾃認應被錄取之理由、未來⼈⽣規畫。另以可明顯看⾒申請⼈容貌之⾃我介紹影⽚
（⻑度5分鐘以內），限以MP4格式上傳。
（⼆）作品集：錄像、動畫、戲劇、⾳樂或相關藝⽂創作（⾄多限選擇2類），每類限繳1件作品，聲⾳作品限MP3檔，⽂字作品
以A4為規格，須電腦打字並製作成數位檔案，影⾳作品請製作電⼦檔上傳於適當之網路空間並提供檔案連結網址，請以他台電腦
試看過。
（三）每件作品須於相關欄位註明個⼈參與之職位或項⽬，屬共同創作者須繳交作品切結書，虛偽不實者需負切結書所列相關責
任（切結書格式下載網址：http://exam.tnua.edu.tw/foreign/overseas/apply.html）。
（四）報考⼈對過去五年內出品⾄少10部電影的個別觀影⼼得。
⼆、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書⾯審查資料請依次以A4規格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必繳交
資料，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三）影⾳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例：Dropbox），由考⽣於填報系統「作
品集」中填寫作品連結網址，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29 國⽴臺北藝術⼤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New Media Art
系所分則
以新媒體藝術、媒體科技與設計為主要⽅向，發展前瞻性的整合式新媒體藝術與應⽤，培養跨領域相關美學創作與數位科技整合
⼈才。結合數位藝術創作理論與美學表現形式之探索，研究與創作最新之互動科技，以反映科技時代之數位藝術新媒體創作。課
程規劃主要為培養具備⾃然、⼈⽂、藝術、資訊素養之跨領域知識，並能應⽤科技於媒體藝術，或應⽤數位科技於互動藝術、⽂
化創意產業等⼈才。課程專業分成三組：新媒體影像組、新媒體科技組及新媒體跨域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本學系特⾊及發展⽅向介紹：http://nma.tnua.edu.tw/。
⼆、審查資料：
（⼀）⾃傳（300字以上）：內容包含⾃我介紹與專⻑，說明考⽣報考動機及⾃認應被本學系錄取之理由與考⽣未來之⼈⽣規
劃。
（⼆）作品集：如影⾳創作、攝影、錄像、美術、⾳樂、動畫、設計、網⾴、⼯藝等。任選⼀項相關作品資料，格式與媒材不
限。
（三）作品著作權切結書：切結書若有虛偽不實者，考⽣須⾃負刑責（切結書格式下載網址：
http://exam.tnua.edu.tw/foreign/overseas/apply.html）。
三、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書⾯審查資料請依次以A4規格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必繳交
資料，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三）影⾳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例：Dropbox），由考⽣於填報系統「作
品集」中填寫作品連結網址，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30 國⽴臺北藝術⼤學 動畫學系 Department of Animation
系所分則
以培育⽂創產業之動畫藝術與數位製作⼈才。教學規劃以動畫專業課程為核⼼，定期舉辦關渡國際動畫節、國際動畫研討、產學
講座和創作⼯作坊等活動。短期⽬標為培育動畫製作與企劃⼈才、電腦動畫技術⼈才、實驗動畫藝術⼈才；⻑期⽬標則培育劇情
動畫⻑⽚之製作⼈才，進而推動國內動畫電影、電視影集之產業發展，並積極與國際知名動畫學校進⾏建教合作，以期培育具國
際視野之菁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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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
費成功後仍須將報名繳費證明單上傳⾄海外聯招會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程序。 4. 作品集(必)：
⼀、審查資料：
（⼀）⾃傳：詳述相關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平⾯作品：作品以相⽚或圖⽚呈現並加註⽂字說明，以A4為規格編排。
（三）影⾳作品：檔案請⾃⾏剪輯，總⻑度以不超過5分鐘為限。
⼆、注意事項：
（⼀）以上各項書⾯審查資料請依次以A4規格整併成單⼀PDF檔案上傳⾄「作品集」，上傳前請確認是否整併上述規定之必繳交
資料，如有缺件或檔案瑕疵無法讀取者，後果由考⽣⾃⾏負擔，本校不接受補件。
（⼆）平⾯及影⾳作品，可選有關動畫、美術、設計、速寫、攝影、漫畫、⼯藝等相關創作。
（三）審查資料未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四）考⽣繳交之資料及作品請⾃⾏保留原件，若由他⼈代作、抄襲或違反著作權法，將永久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五）影⾳作品建議上傳YouTube，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例：Dropbox），由考⽣於填報系統「作
品集」中填寫作品連結網址，請記得開放權限，以免無法讀取影響評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臺南藝術⼤學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5
聯絡電話 886-6-6930100 #1212
傳真 886-6-6930151
地址 72045臺南市官⽥區⼤崎⾥66號
網址 http://www.tnnu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情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
本校經⾏政院於⺠國78年1⽉核定籌設，⺠國82年籌備處因應而⽣，於85年7⽉正式設校名為國⽴臺南藝術學院，嗣於⺠
國93年8⽉改名為國⽴臺南藝術⼤學（簡稱南藝⼤）是校史盛事。校址位於⾵光明媚的臺南市官⽥區烏⼭頭⽔庫旁。 南藝
⼤以培養⾼等專業藝術⼈才為⽬標，教學領域豐富完整，涵括⾳樂學院、視覺藝術學院、⾳像藝術學院、⽂博學院及共同
教育委員會。成⽴多年以來教學成果不凡，學⽣在專業師資及藝術環境的薰陶下，已在藝術創作及研究的的領域中培養了
許多傑出的藝術專業⼈才，奠定南藝⼤成為臺灣最具特⾊的專業藝術學府之⼀。 近年來南藝⼤更致⼒於推展⼈⽂藝術與
科技整合的可能性，與國內數位科技產業進⾏異業結盟，積極展現本校各藝術專業之創作實⼒。更不斷透過創作與研究之
專業，協助地⽅⽂化進⾏⽂化復建與凝聚在地⼈⽂意識，並透過各種藝術交流活動與國際接軌，將國內藝術專業⼈才推上
國際舞臺，展現臺灣藝術實⼒。

4799 國⽴臺南藝術⼤學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 Arts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設⽴於2006年，是⼀所以材質為主體，⾯對新世紀、新⽣活體系的創作型科系，以培養當代材質創作新
⽣代為使命。本系注重⼿、腦、身、⼼互動的創作⽅式與型態，透過結合藝術、⼯藝與設計領域的課程安排，將傳統的價值融合
當代時空元素，轉化為各類型創作的養分。在具備專業的硬體設備、空間及多元的⼯作室教學資源中，讓學⽣接受廣泛材質體驗
及設計美學之訓練，期能銜接當代創作之國際趨勢，提升社會藝術欣賞與⽣活美學的⽔準。本系定位：1.培養創新思維。2.實踐
美感教育。3.多元藝術融合。4.提升國際視野。教育⽬標：1.以⼯作室教學特⾊，培育新思維之材質創作與設計新⽣代。2.課程規
劃兼具材質創作設計與當代藝術美學理論，實踐美感教育社會責任。3.創造跨域整合與多元學習機會，培養具多元藝術融合的創
作設計能⼒。4.爭取國際藝術合作交流機會，提升學⽣的國際視野。課程定位：為了回應⼆⼗⼀世紀的⽣活熔爐現象，「藝
術」、「⼯藝」與「設計」是本系課程連結三⾯向，其所對應之「⼈」、「物」、「環境」三個領域交叉出動態之跨域學習。並
透過「身體」、「材質」、「⽣活」三個動⼒出發，整合多元的材質體驗、獨特的創意思考、將藝術融⼊於⽣活。
⼆、 本系專業主修採⼯作室形態，分：木質、⾦⼯、陶瓷、纖維、設計。
三、 申請本系者，應具中⽂聽、說、讀、寫能⼒；著重機具操作安全及視覺創作，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能⼒及口語表達、顏⾊
辨識能⼒等。
四、評分⽅式：（⼀）審查資料佔40%。（⼆）作品集佔60%。（三）推薦函（不列計）。如考⽣未達本系最低錄取標準者，得
不⾜額錄取。
五、所繳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勒令退學並註
銷學籍，並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六、本系：E-mail：em2702@tnnua.edu.tw
Tel：886-6-6930100轉2211或2212
Website：http://materialarts.tnnua.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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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計畫書
繳交資料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 4.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2封 （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66, Daci Village,
Guantian District, Tainan City, Taiwan, R.O.C.、收件⼈：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Department of
Material Arts and Design、聯絡電話：886-6-6930100#2211.2212、E-mail：em2702@tnnua.edu.tw、收件截⽌⽇：202101-04）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得獎成果及華語⽂能⼒相關證明等，檢具證明⽂件 6. 作品集(必)：作品集：
(1)10~15件個⼈作品照⽚20張(含平⾯及⽴體)，⽴體作品應呈現2~3張不同⾓度。每張圖⽚為1MB以下的jpg檔，檔名請以作品名
稱命名。
(2)作品說明書：內容須依上傳作品圖⽚順序編制，每張圖⽚須標明作品名稱、材質、尺⼨、完成年代及創作理念，資料請以A4
規格編制成pdf檔上傳。
7. ⾃傳(必)：⾃傳及個⼈簡歷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44 國⽴臺南藝術⼤學 應⽤⾳樂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usic
系所分則
⼀、 國⽴臺南藝術⼤學應⽤⾳樂系成⽴於西元2002年，為臺灣第⼀個以「應⽤」⾳樂科系，運⽤⾳樂藝術結合數位科技的轉
化，帶動學術與市場同步脈動，培養符合世界⽂創產業趨勢之應⽤⾳樂⼈才。提倡以「前瞻、整合、做中學」之學術與實務並進
的教學模式，培養⾳樂⼯程及應⽤⾳樂創作、藝術⾏政之專業⼈才，提升國內應⽤⾳樂之創作與執⾏素質，為應⽤⾳樂產業未來
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秉持「前瞻、整合、做中學」之宗旨，我們推動融合動畫、影像、故事與⾳樂的新應⽤藝術，以及⾳樂⼯
程專業⼈才的正造制度等，結合策展⼈、公共藝術空間與⼤型商業機構，從而開拓應⽤⾳樂的製作發⾏空間與整體產業之產值。
⼆、 本系招⽣分五學程（⼀）影像⾳樂創作（⼆）流⾏⾳樂創作（三）爵⼠⾳樂演奏（四）專業錄⾳（五）藝術管理專業，考⽣
須擇⼀學程報考，並依照規定修習完畢相關課程後⽅可畢業。
三、 申請本系者，須繳交個⼈資料及作品，且具中⽂聽、說、讀、寫能⼒；本系課程學習重點包含：⼤量資訊彙集分析、各項實
際操作軟硬體、樂器彈奏暨聽⼒分析等，適合⼼思細膩、個性活潑、具有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四、評分⽅式：審查資料(含作品集)佔100%。
以上資料成績未達錄取標準，得不⾜額錄取。
五、所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如發現作品為他⼈代做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勒令退學並註銷學
籍，並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六、本系Email：applied@tnnua.edu.tw
Tel：886-6-6930100轉2411、2415。
Website：http://appliedmusic.tnnua.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作品集(必)：作品審查：(以下資料繳交⾄少3件，⾄多5件作品)1.影像⾳樂創作學程－繳交⾃創作品(以⾳樂軟體
輸出之樂譜)及錄⾳(影)檔，並說明創作構想。2.流⾏⾳樂創作學程－繳交⾃創之詞曲創作(樂譜)及錄⾳(影)，並說明創作構想。3.
爵⼠⾳樂演奏學程－繳交爵⼠演奏(可含即興演奏)錄影⾳檔。4.專業錄⾳學程－繳交⾃⾏完成的錄⾳檔，以及錄製與混⾳過程中
相關製作過程書⾯報告說明；若有相關證照及研習證明書等資料，請檢附。5.藝術管理專業學程－針對該年所參與之任⼀個中⼤
型公開藝術活動的觀察、⼼得、檢討，與網路資料搜集整理等所彙整之報告(含⽂字、圖表、照⽚..等)。
繳交資料之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影⾳資料請上傳YouTube，再將作品網址填⼊系統中。
4. ⾃傳(必)：⾃傳：詳述個⼈學習經歷及未來讀書計畫，並附上⼀段3分鐘的影⽚，以國語及英⽂做⾃我介紹
繳交資料之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影⾳資料請上傳YouTube，再將作品網址填⼊系統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45 國⽴臺南藝術⼤學 藝術史學系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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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藝術史學為核⼼，旨在培養兼具藝術史學、考古學基礎知識、⽂物保存維護以及博物館蒐藏管理與展⽰能⼒之基礎⼈
才。⾃92年設系以來，無論師資延聘或課程架構均依此⼀⽅向進⾏規劃。創系進⼊第8年（99年）之際，為進⼀步提升師資質
量、落實教學資源共享原則，與成⽴於85年的「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合併，成為兼有學⼠班（藝術史學系）與碩⼠班（藝
術史與藝術評論碩⼠班）的科系。近年為凸顯本系專業特⾊、配合國家重要⽂化政策與接軌社會需求，⺠國107年將碩⼠班更名
為「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班」，碩⼠班課程是以本系⼤學階段養成為基礎，延伸藝術史與評論領域之專業學習，⺠國109年
成⽴博⼠班，除深化東亞古代⽂物之研究（包括中國及東亞⽂物、書畫與佛教藝術）、重視近現代與當代藝術（包括東亞近現代
藝術、當代藝術與評論）之詮釋能⼒外，並發展西洋藝術史專業。教學⽅式既著重於靜態的理論學習，亦強調實務層⾯的訓練與
實踐，以培養具備多元⽂化理解能⼒之藝術史研究⼈員與具有藝術史觀之藝術評論專業⼈才為⽬標。綜觀全國藝術史相關專業系
所的組織編制與發展⽅向，本系是⽬前國內唯⼀奠基在⼤學部、碩⼠班及博⼠班的⼀貫性整合架構上，以藝術作品分析、品鑑與
詮釋為核⼼，結合藝術史理論學習和應⽤實踐為發展⽅向之專業科系。
⼆、評分⽅式：（⼀）⾃傳佔40%。（⼆）學習計畫書及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佔50%。（三）其他（如得獎成果等，檢具證
明）佔10%。
三、系所說明：（⼀）以藝術史學為專業主體，並兼重⽂物修護與博物館之基礎訓練。（⼆）培養兼具藝術史學、⽂物保存修護
以及博物館蒐藏管理與展⽰能⼒之基礎⼈才為⽬標。
四、如考⽣未達本系最低錄取標準者，得不⾜額錄取。
五、本系學⽣應通過全⺠英檢中⾼級檢定初試，通過者免修課程抵免事宜參照通識教育中⼼之規定。未通過者須修習通識教育中
⼼開設之「進修英語：中⾼級」課程（⼀學年，零學分），獲得通過者，始得畢業。（舊）托福（TOEFL）550分；（新）托福
（TOEFL）213分；多益（TOEIC）650分；全⺠英檢中⾼級初試；雅思（IELTS）英語能⼒檢定測驗5.5以上。
六、本系E-mail：em2632@tnnua.edu.tw
TEL：06-6930100轉2611
Website：http://arthistory.tnnua.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計畫書(A4紙打字，約3000字)
繳交資料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得獎成果等，檢具證明 5. ⾃傳(必)：⾃傳(A4紙打字，約
1000字)
繳交資料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學校代碼
30
聯絡電話 886-4-22213108
傳真 886-4-22250758
地址 40404臺中市北區雙⼗路⼀段16號
網址 http://www.ntupes.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dent.ntupes.edu.tw/index.php?
code=list&flag=detail&ids=1297&article_id=18059
每學期住宿費⽤新台幣：6,000元。宿舍資訊請參閱網址:
宿舍
http://guidance.camel.ntupes.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38
備註 ⼀、本校備有男、⼥⽣宿舍優先提供僑⽣住宿。 ⼆、學系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s://www.ntupes.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1318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舞蹈學系 , Department of Dance
系所分則
本校位於⼤臺中市「雙⼗流域」⽂教體育園區，是中、南部地區唯⼀提供舞蹈⾼等教育之國⽴學府，培育無數優秀的舞蹈專業⼈
才，成為中臺灣培養舞蹈藝術及教育⼈才之領導學校。
招⽣條件：
⼀、凡⽣理機能無法負荷劇烈肢體活動者，報考舞蹈學系時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通過專業作品及書⾯資料審查者，始可錄取分發進⼊本校就讀。必要時得透過電話、視訊等⽅式進⾏口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期間短中⻑程計畫 4. 師⻑推薦函(必)：請
校內師⻑撰寫推薦信（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 16, SECTION 1, SHUANG-SHIH ROAD TAICHUNG,
TAIWAN, 404 R. O. C.、收件⼈：CHAN,CHIA-HUI、聯絡電話：+886 4 22213108、E-mail：chchan@ntupes.edu.tw、
收件截⽌⽇：2021-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對舞蹈有興趣且具有中國舞、芭蕾舞或現代舞等舞蹈基礎者。
⼆、報名時須繳下列審查資料：
（⼀）個⼈舞蹈表演（中國舞、芭蕾舞或現代舞等均可）之光碟，時間⻑度約三分鐘。 （⼆）個⼈公開演出之證明⽂件（含節⽬
冊或得獎紀錄等），⽂件上需名列有考⽣之姓名。 (上傳單⼀檔案上限為4MB，總容量上限為25MB。影⾳作品建議上傳
YouTube，逾系統上傳限制規格檔案建議另傳⾄網路空間，例Dropbox，並於填報系統填寫作品連結網址。) 6. 作品集(必)：
⾄少兩件以上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10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競技運動學系 , Department of Spor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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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對運動(⽥徑，游泳，舉重，⾃由⾞，競技體操項⽬)有濃厚興趣且身體健康者，⼊學後需參與專⻑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技(藝)能競賽得獎證
明：與本系相關運動種類競賽成績證明(請註明⽐賽運動成績，例如：⽥徑100公尺成績11秒32) 5.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12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球類運動學系 , Department of Ball Sport
系所分則
我國球類運動在國際競賽場合之成就，已是國⼈及國家之所重視，諸如棒球、網式軟球、⾼爾夫球等國際成績優異之球類運動，
為促進各項球類運動之整合，以提升教學與訓練品質，本系選定亞、奧運之競賽種類，以其中我國較具優勢及國內運動⼈口較多
者，為重點發展之種類。本系之師資、科學儀器、圖書設備等資源，並結合產業可充分⽀援各項系務之發展，更可因妥善整合，
得以提升教學、訓練以及學術研究等⽅向之品質。對球類運動(籃球、⾜球、排球、棒球、壘球、軟式網球、⼿球、⽻球、桌球、
⾼爾夫)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具有⾼中代表隊的球類⽐賽成績證明尤佳。除配合本校⼀般專⻑課程外，並能接受課餘時間之專項
運動訓練，如晨間訓練、夜間訓練及假⽇訓練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必)：需具備有本系招收之球類運動項⽬(籃球、⾜球、排球、棒球、壘球、軟式網球、⼿球、⽻球、桌球、⾼爾夫、橄欖
球)⾼中代表隊的球類⽐賽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體育⼤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2
聯絡電話 886-3-3283201
傳真 886-3-3971897
地址 33301桃園市⿔⼭區⽂化⼀路250號
網址 http://www.nt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無
本校原名為國⽴體育學院於⺠國七⼗五年九⽉籌備處正式成⽴，並於七⼗六學年度開始招⽣，⼜於九⼗⼋年七⽉三⼗⼀⽇
改名國⽴體育⼤學。⼤學部有運動技術三系：陸上、球類及技擊運動技術學系;⼀般學系：體育推廣學系、運動保健學
備註 系、休閒產業經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4個學系;碩⼠班:體育研究所、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運動科學研究所、國際
體育事務研究所、運動保健學系、體育推廣學系、休閒產業經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8個系所;博⼠班為:體育研究所、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學校基
本資料

1321 國⽴體育⼤學 體育推廣學系 Dept. of Sport Promo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是全臺灣唯⼀以體育推廣為教育與發展⽬標之學系，致⼒於提供學⽣優質的學習環境，確保學⽣的學習成效，並經由群組化
的課程架構、實務取向的運動專項指導課程、⼯作室為核⼼的實作與服務課程，研究室為基礎的群組化研究社群，適應未來挑戰
的畢業能⼒指標檢定機制，有效的激勵「教師教學」和「學⽣學習」，將多元價值、⼈⽂關懷、公⺠態度、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
傳授給學⽣，以培育兼具理念思維與實踐能⼒的優質體育推廣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需檢附中⽂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20 國⽴體育⼤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Dept. of Recreation and Leisure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具備企業管理知能，嫻熟運動與休閒產業經營管理、⾏銷企畫、資訊傳播⼈才及⼾外冒險領導⼈才，兼重理論與實務課
程，在課程規劃設計上朝向全球化(國際化)發展，為國內少數系所中提供⼤量國際交換與交流名額之學系，總共有18個學校，包
括美國舊⾦⼭州⽴⼤學、北京體育⼤學、韓國梨花⼥⼦⼤學、⽇本⿅屋體育⼤學、⾺來亞⼤學、丹⿆Aalborg⼤學、德國慕尼⿊
商學院、匈⽛利Semmelweis⼤學，歡迎喜愛休閒運動，有志於休閒產業經營的同學加⼊本系。授予「管理學學⼠」學位。歡迎
參閱本系網⾴https://dsmnew.nts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需檢附中⽂能⼒
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21 國⽴體育⼤學 運動保健學系 Dept. of Athletic Training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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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結合運動科學與保健醫學理念，培養運動保健專業⼈才。經由⼤學基礎教育與專業實習之後，學⽣具備維護運動員及⼀般⼤
眾之健康與運動安全之相關知識與技能。
本系分為運動防護及運動健康促進兩⼤領域，課程架構為「訓練課程-專業考證-產業結合」，希望對於運動防護、健身運動指
導、肌⼒與體能訓練、⾼齡者運動健康促進指導及傳統整復推拿等有興趣的同學加⼊本系⾏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之電⼦(掃描)檔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電⼦檔)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
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體育運動經歷與表現 7. ⾃傳(必)：內容需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必)：需檢附中⽂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22 國⽴體育⼤學 適應體育學系 Dept. of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之設⽴⽬標，係在培育身⼼障礙者及特殊族群之適應體育專業指導與運動照護⼈才；因此，修讀本系課程之學⽣，除需具備
相當的運動基本能⼒之外，尚需具備上述對象之服務熱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需檢附中⽂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23 國⽴體育⼤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Dept.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Athle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係在培養國家級運動選⼿、運動技術研究⼈才、專業運動教練及運動事業⼈才。 （⼆）本系運動項⽬包
括：⽥徑、舉重、體操、射箭及游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專⻑項⽬之所有競賽成績證明 4.
⾃傳(必)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24 國⽴體育⼤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Dept.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Balls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係在培養國家級運動選⼿、專業運動教練、體育教師及運動事業⼈才。 （⼆）本系運動項⽬僅包括桌球、
⾼爾夫、⽻球、網球、棒球、男⼦籃球。 （三）考⽣須具備該項運動競賽成果之全國性或國際性⽐賽前⼋名成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125 國⽴體育⼤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Dept.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Combats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係在培養國家級運動選⼿、運動技術研究⼈才、專業 運動教練及運動事業⼈才。 （⼆）本系運動項⽬包
括跆拳道,柔道,武術,射擊,擊劍。 （三）考⽣須具備該項運動競賽成果之全國性或國際性⽐賽前⼋名成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5
聯絡電話 +886-2-29053074
傳真 +886-2-29049088
地址 24206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網址 http://www.fj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現有12個學院、51個學系，是⼀所基礎學科與應⽤學科並重的綜合⼤學，提供豐富多元的課程，學⽣可⾃由選
讀輔系與雙主修，重視身⼼靈整合的全⼈教育，且為世界天主教⼤學聯盟之成員，在國際上著有聲譽。 ⼆、本校重視教
學創新與師⽣互動，連續多年獲得教育部獎助教學卓越計畫之肯定。 三、本校僑⽣優先提供四年住宿，寢室除提供應有
設備外，另附設專⽤電話、24小時宿舍網路等。宿舍附近均有餐廳、超商等，⽣活機能⽅便。 四、校內、外獎助學⾦資
訊,請上網（http://life.dsa.fju.edu.tw/scholarship.html）查詢。 五、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歷資格⼊學
⼤學學⼠班者，應增加其應修習之畢業學分數。增加之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各學系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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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 天主教輔仁⼤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2.中⽂⾃傳。
3.中⽂讀書計畫。
4.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傳(必)：中⽂⾃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
畫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
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64 天主教輔仁⼤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申請者須具備良好中⽂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
3.讀書計畫。
4.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傳(必)：個⼈⾃傳 4.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5.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
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89 天主教輔仁⼤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請申請⼈擇⼀主修樂器提出申請，審查資料(請註明主修樂器) 。
申請本系需繳交以下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30％）：請詳述個⼈學習⾳樂經歷及未來學習⽬標。
3.個⼈演奏影⾳資料（錄影帶或VCD或DVD（70％）： 15⾄20分鐘之個⼈演奏影⾳資料，曲⽬不限，建議以上傳YouTube 為
主，由申請學⽣將上傳影⾳資料網址填⼊報名系統。
4.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料 (如:獲獎證明等) 。
※聽⼒障礙可能會嚴重⼲擾學習進度。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或經過專業評估後才提出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料 (如:獲獎證明等) 。 4. 作品集(必)：※請申請⼈擇⼀主修樂器提出申請，審查資料(請註明主修
樂器) 。
個⼈演奏影⾳資料（錄影帶或VCD或DVD（70％）： 15⾄20分鐘之個⼈演奏影⾳資料，曲⽬不限，建議以上傳YouTube 為
主，由申請學⽣將上傳影⾳資料網址填⼊報名系統。 5. ⾃傳(必)：佔30%。請詳述個⼈學習⾳樂經歷，及未來學習⽬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90 天主教輔仁⼤學 應⽤美術學系 Dept. of Applied Arts
系所分則
申請本系需上傳電⼦檔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2.⾃傳(限500字左右)。
3.讀書計畫(限500字左右)。
4.作品集：彙整6件代表作品之圖⽚(美術、⼯藝、設計相關均可)，以A4尺⼨編輯(直式)，作品集內需包含作品之題⽬、尺⼨、年
代、媒材等作品資訊說明。
5.英⽂檢定證明⽂件(無則免繳)。
※上述1~5項請以電⼦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單⼀檔案不超過4M為原則; 各⽣每⼀志願容量上限為25M。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視⼒，顏⾊辨別⼒，上肢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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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作品集(必)：彙整6件代表作品之圖⽚(美術、⼯藝、設計
相關均可)，以A4尺⼨編輯(直式)，作品集內需包含作品之題⽬、尺⼨、年代、媒材等作品資訊說明。 4. ⾃傳(必)：個⼈⾃傳
(限500字左右)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限500字左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70 天主教輔仁⼤學 景觀設計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視⼒，顏⾊辨別⼒，上肢活動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
3.讀書計畫。
4.成果作品集。
5.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作品集(必)：成果作品集 4. ⾃傳(必)：個⼈⾃傳 5. 讀
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68 天主教輔仁⼤學 影像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希望招收對電影、廣播電視與多媒體研究及製作有濃厚興趣的學⽣。
(⼆)有關課程設計、學分規定與英語畢業⾨檻，請⾄本系網⾴查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傳(必)：中⽂⼿寫
1000字。 4.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中⽂600字)。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
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66 天主教輔仁⼤學 新聞傳播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系所分則
課程以中⽂授課，並有⼤量採訪寫作及媒體實務課程，須具備良好中⽂聽、說、讀、寫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中⽂⼿寫1000字)。
3.讀書計畫(中⽂600字，英⽂300字)。
4.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傳(必)：個⼈⾃傳
(中⽂⼿寫1000字) 4.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中⽂600字，英⽂300字)。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
⼒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67 天主教輔仁⼤學 廣告傳播學系 Dept. of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系所分則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希望招收語⽂能⼒佳、有創意、能獨⽴思考與分析能⼒的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傳(必)：個⼈⾃傳
(中⽂⼿寫1000字) 4.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中⽂600字)。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
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8 天主教輔仁⼤學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Sec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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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 中⽂⾃傳(第⼀⾴簡述履歷)。
3. 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
免） 4. ⾃傳(必)： 中⽂⾃傳(第⼀⾴簡述履歷)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1 天主教輔仁⼤學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mpetitive Sports Section)
系所分則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 中⽂⾃傳(第⼀⾴簡述履歷)。
3. 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
免） 4. ⾃傳(必)：中⽂⾃傳(第⼀⾴簡述履歷)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4 天主教輔仁⼤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 and Health Management Section)
系所分則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 中⽂⾃傳(第⼀⾴簡述履歷)。
3. 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
免） 4. ⾃傳(必)：中⽂⾃傳(第⼀⾴簡述履歷)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69 天主教輔仁⼤學 圖書資訊學系 Dep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系所分則
培養圖書資訊服務及資訊組織與管理⼈才。課程涵蓋圖書資訊學與電腦、網路及多媒體等領域，可從事圖書館及資訊領域相關專
業⼯作(知識管理、程式暨多媒體設計、網路管理、圖書資訊服務、⽂教出版及⼯商企業資料管理等職)。⼊學新⽣畢業英檢規定
詳⾒本系網站。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內容應含:
(1)我報考圖資系的動機。
(2)我對圖書館的認識(或程式設計相關學習歷程及經驗) 。
(3)我對⼤學⽣活的期望。
3.成果作品(繳交⾜以展現特殊專⻑或能⼒之作品)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
表現)證明(必)：成果作品(繳交⾜以展現特殊專⻑或能⼒之作品)。 4. ⾃傳(必)：⾃傳內容應含:
(1)我報考圖資系的動機。
(2)我對圖書館的認識(或程式設計相關學習歷程及經驗) 。
(3)我對⼤學⽣活的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55 天主教輔仁⼤學 公共衛⽣學系 Dept. of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英⽂⾃傳。
3.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料(如獲獎紀錄)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料(如獲
獎紀錄) 。 4. ⾃傳(必)：中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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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6 天主教輔仁⼤學 臨床⼼理學系 Dep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中⽂須聽說讀流利。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申請者須具備良好中⽂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英⽂⾃傳。
3.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如、獲獎紀錄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如、獲獎紀錄等）。 4. ⾃傳(必)：中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

3157 天主教輔仁⼤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系所分則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
（⼆）應具備中⽂聽、說、讀、寫之基本能⼒。
（三）本系修業四年（第四年實習）。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英⽂⾃傳。
3.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4.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如獲獎紀錄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如獲獎紀錄等）。 4. ⾃傳(必)：中英⽂⾃傳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
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58 天主教輔仁⼤學 呼吸治療學系 Dept. of Respiratory Therapy
系所分則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
（⼆）本系特⾊：具有充⾜之呼吸治療儀器等設備及實驗室，不僅著重於呼吸治療專業課程之教授，更重視專業臨床實務之實習
課程訓練，使專業知識能與臨床實務整合，以提升學⽣專業與技術之養成。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英⽂⾃傳。
3.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如獲獎紀錄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如
獲獎紀錄等）。 4. ⾃傳(必)：中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24 天主教輔仁⼤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 (實驗操作需具備辨⾊能⼒，實驗意外發⽣時能聽到逃⽣指引廣
播)
資料審查: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
2.⾃傳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傳(必)：個⼈⾃傳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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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326 天主教輔仁⼤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學部⼤部分課程以中⽂授課，申請者須具備良好中⽂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1份。
3.讀書計畫書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傳(必)：個⼈⾃傳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25 天主教輔仁⼤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上肢活動能⼒。
資料審查:
Documents Review：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2.⾃傳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選)：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4. ⾃傳(必)：個⼈⾃傳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3159 天主教輔仁⼤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累積豐富的「教學與研究」及「產學合作」經驗，課程涵蓋基礎及各專業領域，提供⽣命科學全⽅位的課程學習(含⽣
態演化、⽣質能源、基因⼯程技術、細胞及組織⼯程技術、⽣物資訊、神經科學、及免疫中草藥)，並有⽣技產業實習，為你奠定
良好的⽣科專業知識及實驗基礎。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辨別顏⾊的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1份。
3.讀書與研究計畫書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讀書與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5. ⾃傳(必)：個⼈⾃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71 天主教輔仁⼤學 英國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 本系課程全⾯英語授課，課程訓練包含語⾔學及⽂學深⼊討論，並⾮僅教授英⽂能⼒，請慎重考量英語能⼒是否可負擔本系
課業。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口頭表達能⼒。
(⼆)通過等同CEFR B2級(⾼階級)之英語檢定考試及學習成果展現始得畢業。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以英⽂呈現之先前就讀⾼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英⽂申請信：以英⽂正楷書寫或打字，陳述於⼤學求學之⽬標與價值，說明學習英語與英美⽂學之⽬標與價值，解釋選擇申請
本系之特定理由，列出你感興趣之相關科⽬，敘述你的未來計畫；如對本系有任何疑問，歡迎⼀併提出。最重要的是你（申請
⼈）親⾃撰寫。
3.英語語⾔能⼒檢定考試成績單。(⾮必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以英⽂呈現之先前就讀⾼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
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英⽂申請信：以英⽂正楷書寫或打字，陳述於⼤學求學之⽬標與價
值，說明學習英語與英美⽂學之⽬標與價值，解釋選擇申請本系之特定理由，列出你感興趣之相關科⽬，敘述你的未來計畫；如
對本系有任何疑問，歡迎⼀併提出。最重要的是你（申請⼈）親⾃撰寫。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語⾔能⼒
檢定考試成績單。(⾮必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74 天主教輔仁⼤學 法國語⽂學系 Dep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Cul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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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必須通過法語能⼒檢定才能畢業，詳⾒本系網站公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中⽂申請信包含⾃傳、就讀動機、讀書計畫。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檢定考試成績單。(⾮必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73 天主教輔仁⼤學 西班⽛語⽂學系 Dep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系所分則
（⼀）凡選讀西班⽛語⽂學系者，請務必先⾏上網瀏覽本系網站，瞭解本系課程之設計是否合乎興趣及能⼒。
（⼆）學⽣必須通過西語能⼒檢定才能畢業，詳⾒本系網站公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中⽂申請信包含⾃傳、就讀動機、讀書計畫。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
檢定考試成績單。(⾮必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76 天主教輔仁⼤學 義⼤利語⽂學系 Dept. of Ital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系所分則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口語表達能⼒。
（⼆）以培養學⽣學習及研究義語語⾔及⽂化為宗旨。
（三）⼆、三、四年級可依其意願，甄選赴義⼤利姊妹校修習學分。
（四）本校提供多項獎學⾦與清寒助學⾦，可供優秀或清寒學⽣申請。
（五）⼊學新⽣畢業義語檢定能⼒之規定請⾒本系網站公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中⽂申請信包含⾃傳、就讀動機、讀書計畫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檢定考試成績單。(⾮必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12 天主教輔仁⼤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Department of Restaurant, Hotel and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餐旅專業管理⼈才為⽬標，積極促進產業合作與國際交流，並備專業實習場所將所學理論應⽤於餐飲製備與餐旅
管理。
(⼆)畢業英檢規定詳⾒本系網站。
(三)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
(四)本系結合理論與實務，須配合課程內的校內與校外專業實習。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傳。
3.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傳(必)：中⽂⾃傳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1580 天主教輔仁⼤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Dep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系所分則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僑⽣申請專⽤資料表(請⾄本系網⾴下載)。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讀書計畫等（無則免繳）。
※僑⽣申請專⽤資料表須以中⽂繕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讀
書計畫等（無則免繳）。 4. ⾃傳(必)：僑⽣申請專⽤資料表(請⾄本系網⾴下載)。
※僑⽣申請專⽤資料表須以中⽂繕打。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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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7 天主教輔仁⼤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系所分則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傳。
3.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5.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4. ⾃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測驗進階
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85 天主教輔仁⼤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iBT TOEFL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學部學⽣
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傳及讀書計劃(格式不拘,約2000字)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及讀書計畫(格式不拘，約20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傳(必)：中⽂⾃傳

1591 天主教輔仁⼤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TOFEL iBT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
（三）⼤學部學⽣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 ⾃傳(學⽣⾃述)約1200字。
3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以1200字為限。
4.競賽成果 (或特殊表現)證明。
5.英語能⼒檢定證明。
6.數理能⼒檢定證明。
說明：⼀、審查資料第1、2項為必備，第3~6項有則提供，無則免附
⼆、審查資料第5項：英語(或其他外語)能⼒檢定證明皆可。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競賽成果 (或特殊表
現)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數理能⼒檢定證明。 5. ⾃傳(必)：⾃傳(學⽣⾃述)約12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
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以1200字為限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87 天主教輔仁⼤學 ⾦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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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iBT TOEFL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
（三）⼤學部學⽣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以1000字為限。
3.成果作品。
4.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5.英語能⼒檢定證明。
6.數理能⼒檢定證明。
說明：⼀、審查資料第1、2項為必備，第3~6項有則提供，無則免附
⼆、審查資料第5項：英語(或其他外語)能⼒檢定證明皆可。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競賽成果(或特殊表
現)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數理能⼒檢定證明。 5. 作品集(選)：成果作品。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含申
請動機)1000字為限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88 天主教輔仁⼤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iBT TOEFL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
（三）⼤學部學⽣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學⽣⾃述)約1200字。
3.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以1200字為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傳(必)：學⽣⾃述(約1200字)
4.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以1200字為限。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81 天主教輔仁⼤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1、專業科⽬均需使⽤數學分析模型，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本身數學能⼒。
2、⼊學新⽣畢業英語檢定能⼒之規定，請⾒本系網站公佈。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讀書計畫書……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讀書計畫書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85 天主教輔仁⼤學 天主教研修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Catholic Studies
系所分則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基督徒洗禮或堅振證明⽂件。
3.⾃傳約1500字。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錄取後不得申請轉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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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最⾼學歷證明(必)：依簡章規定。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基督徒洗禮或堅振證明⽂件。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
審查之資料。 5. ⾃傳(必)：個⼈⾃傳約15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逢甲⼤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4
聯絡電話 886-4-24517250轉2184
傳真 886-4-24512908
地址 40724台中市西屯區⽂華路100號
網址 http://www.fcu.edu.tw
承辦單位 招⽣⾏政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admission.fcu.edu.tw/wSite/public/Data/f1552117733627.pdf
新⽣優先分配住宿
1. 男⼥兼收。 2. 優先分配新⽣住宿。 3. 設置僑外⽣獎助學⾦，分⼀學年12萬元、6萬元及⽣活津貼等三種，以獎勵優秀
僑⽣及港澳⽣就讀本校。 4. 連續兩年(2020年和2019年)天下雜誌USR⼤學公⺠獎評選結果，本校榮獲私⽴⼤學第⼀。 5.
2020年遠⾒雜誌台灣最佳⼤學排⾏，本校打破醫科霸權，國際化程度僅次台⼤。 6. 2020年Cheers雜誌「最佳⼤學指
南」調查，本校辦學績效獲全國第五。 7. 2019年遠⾒雜誌「台灣最佳⼤學排⾏榜」，本校於綜合類⼤學位居全國⼗⼀，
私校第四，校⻑互評辦學績效部分，本校更獲選為私校第⼀。 8. 2019年教育部公布「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
果，本校核定件數名列私校第⼀、全國第⼆。 9. 2019年Cheers 雜誌「最佳⼤學指南」調查，本校辦學績效獲全國第
⼆。 10. 2018年教育部⾸度提供各⼤專校院「就學穩定率」，全國⾼於95%以上者共有20校，本校以95.44%位居⼀般⼤
學之⾸。 11. 2018年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發布「世界⼤學學科排名」，本校於「⼯程與技術」排名全球601-800、
全國第14、私校綜合⼤學第⼀；「電腦科學」排名全球601+，全國第12、私校綜合⼤學第⼀；「物理科學」排名全球
601-800、全國第9、私⽴綜合⼤學第⼀；「商業與經濟」排名全球401-500、全國第12、私校綜合⼤學第三。 12. 2018年
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本校位居全國第⼋、私校之冠。 13. 2018年教育部公布「⾼教深耕計畫」審查結
果，本校經費補助獲全國綜合私校第⼀。 14. 商學院、⾦融學院皆獲得AACSB國際商管教育認證。 15. 所有⼯程相關系
所皆通過IEET國際⼯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16. 本校⽇間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應修科⽬與學分數(含⾮本系
⾄少9學分)，並通過本校及該系、學位學程規定之各項考核(畢業條件)成績合格者，始得畢業授予學位。 17. 就讀於華語
授課學系之僑外⽣(港澳、⾺來西亞地區學⽣除外)，畢業前華語能⼒須達華語⽂能⼒測驗(TOCFL) Level 4以上程度，以
符合畢業要求。

2306 逢甲⼤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育1.電腦輔助設計分析與製造、2.材料成型加⼯與新製造技術、3.⾃動控制與機電整合、4.動⼒熱能與流體機械、5.機械元件設
計與機構分析、6.智慧製造與系統整合等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07 逢甲⼤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Dept. of Fiber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系所分則
重點研究項⽬、特⾊發展、課程領域與產學合作可分為⾼分⼦、纖維、奈⽶、複合材料、⽣醫綠能、染⾊整理。以纖維與複合材
料為主，⾼分⼦、奈⽶、⽣醫綠能、染⾊整理為輔，整合資源研究群聚之動能與亮點，並協助產業升級發展，系友7000餘⼈分佈
於世界各地，服務於產官學研訓各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10 逢甲⼤學 ⼯業⼯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System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業⼯程與系統管理為⼀⾨關於理解、設計、改善產品⽣產系統或服務系統的專業，⼯業⼯程與系統管理⼯程師必須具備由系統
整體的⾓度去思考並解決問題的能⼒。本系學⽣必須學習在同時考慮品質、安全、及利潤等議題之下，如何有效的設計、改善、
管理具有⼈員、物料、資訊、設備的複雜系統。近年本系主要發展⽅向為精實管理、⼈機介⾯與服務系統之設計，經營策略與⽣
產作業管理、以及供應鏈與運籌管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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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09 逢甲⼤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開設的課程，包括化學反應與化⼯製造程序相關基礎課程，以及⺠⽣化材、綠⾊製程、⽣化⽣醫、能源技術等領域之選修課
程。期望培育學⽣具有可⽤於光電、半導體、電⼦、⾼分⼦、⽯化、材料、⽣化、能源等產業發展所需之化學與⼯程製造相關專
業知識與計畫管理技能。尤其強調實驗課程，加強學⽣之實作與整合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0 逢甲⼤學 航太與系統⼯程學系 Dept. of Aerospa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因應⾼科技⼈才的需求與產業發展的趨勢，本系以培育航太⼯程、⾶⾏控制、流體⼒學與空氣動⼒學、燃燒/熱傳/噴射推進、結
構與材料、奈⽶科技、電腦輔助⼯程、微機電系統、電⼦構裝、⼯業4.0⼤數據分析技術、無⼈機系統整合與動態分析等領域之
專業⼈才，並以訓練學⽣具獨⽴思考及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為⽬標。
實驗操作為本系學習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進⾏測試與量測以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因此須具有相當視覺與
聽覺功能、須運⽤肢體操作儀器以及須具有⼈際互動溝通協調及情緒控管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31 逢甲⼤學 精密系統設計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Precision System Design
系所分則
設計是⼯程科技的發展核⼼，本學程辦學特⾊在於培養學⽣透過核⼼能⼒的建⽴，進而開展不同屬性的⼯程運⽤。學⽣依循定錨
課程的基礎，延伸各類專精課程，不僅透析理論課程的精義要點，並且以組織⼒引導專案設計，串聯理論之事與實務操作，將設
計理念化為⽣產價值。本學程與業界緊密結合，集結全世界消費動態以及技術核⼼訊息，發展前瞻性跨領域教學體制，將成為未
來⾼等教育的先驅主流。我們不但培育設計專業⼈才，更重視⼈才⻑遠發展性，嶄新的精密系統設計學⼠學位學程，是21世紀實
踐學⽤合⼀⼈才培育的最佳典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1 逢甲⼤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學⽣具數學、統計、資訊科學之綜合能⼒為⽬標，訓練學⽣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並透過跨領域學程、專題
實作、專業證照及競賽等，強化職場競爭⼒。歡迎有興趣數學建模、數據科學及⼈⼯智慧領域的同學，加⼊本系⾏列。未來可擔
任數據分析師、機率⼯程師、⼈⼯智慧⼯程師等產業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2 逢甲⼤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系，由學習材料基礎理論、材料製程技術與尖端科技應⽤的歷程，培養學⽣宏觀視野。課程規劃有⾼
性能合⾦與積層製造、奈⽶電⼦元件與智慧感測、再⽣能源材料與永續發展等三⼤領域，亦有多元化之專業課程可供選修。本系
與多家海內外企業聯盟，提供等同修習9學分課程之⼀學期專業實習，縮短學⽤落差。
實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須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材料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
果。材料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須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3 逢甲⼤學 環境⼯程與科學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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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育兼具環境科學基礎與環境⼯程應⽤之專業⼈才為主之學系，課程特⾊兼具⼯程與科學領域，注重實驗操作及實習體驗，歡
迎對環境科學、環境⼯程以及對環境教育有熱忱之學⽣，來參加申請⼊學。
實驗操作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身⼼穩定來動⼿親⾃操作儀器與藥品調配，部分課程需要透過⾊彩、或聽⼒判定實驗結
果。實驗有⼀定危險性，需有靈活的能⼒來應變處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4 逢甲⼤學 光電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產學所需的光電⾼科技⼈才為⽬標，課程設計強調⼯程應⽤，內容涵蓋雷射、綠能、資訊三⼤光電主軸，並百分之百
提供學⽣專題實作或企業實習的機會，提升就業競爭⼒。畢業⽣近半數繼續深造，其餘從事光電與半導體相關產業。
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須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光電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功率雷射及⾊彩
判定實驗結果。且光電相關實驗具有⼀定的危險性，需有能⼒及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7 逢甲⼤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培育⾼級會計及財務管理決策⼈才以服務社會。課程規劃在參酌國內外⼤學內容與企業界需求後，設計六⼤系統：會計及審計專
業課程、財經課程、電腦資訊課程、管理學課程、商法課程、數理計量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8 逢甲⼤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培育具國際觀之貿易與商管⼈才，同時具備國際經營與貿易專業知識、溝通表達能⼒、管理分析能⼒及專業英⽂能⼒。此外，本
系課程⿎勵學⽣修習跨領域學程，強調廣⼤傑出的國貿系友與在校學⼦的連結，藉以增進學⽣有關國貿及國際經營經驗的體會和
進⼊職場前必備技能與知識的瞭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 5. ⾃傳(必)：個⼈簡歷及1000字以內簡要⾃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9 逢甲⼤學 財稅學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系所分則
培育財稅專業⼈才，以因應在財政部⾨及企業稅務之需求。本系課程規劃著重財政、租稅、會計、兩岸租稅、⾦融、投資等領
域，並⿎勵學⽣修習跨領域的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0 逢甲⼤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Department of Cooperative Economic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系所分則
培養事業之「經營管理」⼈才為宗旨。課程規畫除了教導事業內部之管理技能外，更重視事業外部之經營⽣態分析，務使學⽣兼
備「經濟分析」與「經營管理」之雙重能⼒，並融⼊「社會關懷」與「社會企業責任」之相關課程，培育同學成為術德兼備的時
代青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81 逢甲⼤學 統計學系商業⼤數據組 Dept. of Statistics: Business Analytics Divis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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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系結合學系專業特⾊規劃「精算分析與費率評估領域」及「計量財務與⾦融領域」的發展⽅向，透過課程徑路圖引導學⽣
在兩領域中修課。而⼤⼀的新鮮⼈計畫及⼤四的畢業專題，透過「做中學」培育同學在商業⼤數據分析的能⼒，⼤⼆、⼤三提供
基礎數據分析、撰寫程式及解釋分析結果的能⼒。配合學校的CDIO理念，融⼊「深碗專題」及「主題式學習」的⽅式取得所需
技能與知識，並以「創新」及「跨領域」為商業⼤數據的實踐平台，共同培養學⽣設計思考、跨領域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本
系也⿎勵學⽣修習「精算」、「計量財務」⼆學程。我們成⽴全國⾸創的統計精算碩⼠班，畢業的⼈才為業界的最愛。
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外實習，必修課程包含精算分析、退休⾦與費率評估等所需之基礎數理課程，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
能，以收集、分析各類數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1 逢甲⼤學 統計學系⼤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組 Dept. of Statistics: Big Data Analytics and Marketing Decision
Division
系所分則
統計學系結合學系的專業特⾊規劃「市場調查與市場決策領域」的發展⽅向，透過課程徑路圖引導學⽣在此領域修課。而⼤⼀的
新鮮⼈計畫及⼤四的畢業專題，透過「做中學」培育同學在市場調查及⼤數據分析的能⼒。⼤⼆、⼤三提供基礎數據分析、撰寫
程式及解釋分析結果的能⼒外，配合學校推動CDIO的融⼊「深碗專題」及「主題式學習」的⽅式，取得市場調查與市場決策所
需技能與知識，並以「創新」及「跨領域」為⼤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的實踐平台，共同培養學⽣設計思考、跨領域溝通與團隊合
作的能⼒。本系也⿎勵學⽣修習「精算」、「計量財務」⼆學程。我們成⽴全國⾸創的統計精算碩⼠班，畢業的⼈才為業界的最
愛。
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外實習，必修課程包含精算分析與費率評估等所需之基礎數理課程，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收
集、分析各類數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2 逢甲⼤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本系⽬的在於培養兼具經濟分析與商業專業技能的基礎⼈才。本系課程規劃特⾊有三：⼀、嚴謹有序的經濟理論與應⽤實務課
程，培養學⽣在快速變化的經濟社會中掌握經濟脈動與商機；⼆、實⽤的基礎商業技能與分析⼯具之訓練，奠定學⽣從事商業或
經濟分析的能⼒；三、培養就業⼒，透過終端課程，以及與企業聯盟合作的實習機會，讓學⽣畢業後能與就業市場無縫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3 逢甲⼤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企業管理學系提供「⼈⼒資源管理」、「作業管理」、「⾏銷管理」、「資訊管理」、「財務管理」及「策略管理」等專業課程
來培育學⽣成為專業的商業經理⼈。為使理論與實務結合，個案研討法及企業管理專題討論會與專業課程相結合，以期讓學⽣在
理論與實務間得到平衡的發展，使有能⼒⾯對環境變遷並符合全球商業環境發展之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必)：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5 逢甲⼤學 ⾏銷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系所分則
⾏銷⼈是⼀位商業價值創作的藝術家，課程教學注重學⽣的美⼒、創造⼒、組織⼒、溝通⼒。⼤⼀「美學與產品創意」帶領⼤家
體會黃⾦⽐例培養美感，並以美感的⾓度剖析成功品牌。⼤⼆開始專案式產學合作，除廣告設計、零售通路、動態影像美學、⾏
銷企劃、網路⾏銷、視覺傳達、品牌識別設計…等專業課程外，每學期與產業合作，讓學⽣將所學予以應⽤，並藉由⼀次次的專
案練習當中不斷強化對於品牌⾏銷的感知，幫助學⽣抓住品牌成功的「⾏銷密碼」，培養成功的專業⾏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0 逢甲⼤學 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English (B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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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本班旨在培育學⽣具備國際視野及⼤中華經營之商管⼈才。
2.本班專業課程皆採英語授課，提供跨⽂化與⼯作導向的學習環境。外籍⽣與本國⽣⽐例 1 : 1，與來⾃超過 25 個國家的學⽣共
同學習。
3.⼤四可向系上申請實習或出國修習碩⼠； 近四成畢業⽣已取得外國知名⼤學之雙聯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簡要⾃傳(1000字) 5. 讀書
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其他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07 逢甲⼤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包含語⽂、⽂學、思想⽂化等領域，每年邀請⽇、韓、中國⼤陸等地知名學者來系客座，近年更發展多元創新表達群組
課程，提升就業及深造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9 逢甲⼤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我們看重每⼀位學⽣的需求，強調語⾔學習與⽂學⽂化並重，並提供口/筆譯及第⼆外語訓練，使⽤⼼的學⽣在未來的就業與深造
⽅⾯皆順利成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繳交國際認可英⽂能⼒證
明⽂件，將有利於審查。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5 逢甲⼤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1969年創系，根基深厚，設有博碩學⼠班，學制完整；為全國第⼀個榮獲中華⼯程教育學會認證通過之資⼯系，具國際競爭
⼒；培養學⽣多元專⻑，⿎勵學⽣⼊學後⾃選系上專業課程，依照興趣搭 配出專屬學習套餐，注重專題製作，學⽣可獲專精的理
論與實務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6 逢甲⼤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1972年成⽴，為⼀歷史悠久、聲譽卓著與電⼦科技產業相關之系所，系友遍佈國內外科技公司、教育界以及政府部⾨，⻑期
對⾼科技產業貢獻良多。本系師資優良、教育體系完備，持續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為國際認證之優秀⼯程教
育系所。課程設計著重於當前電⼦產業科技基礎與專業課程訓練，以及未來智慧電⼦應⽤與系統整合知識，主要著重於電⼦相關
之半導體/IC設計/智慧電⼦與電路系統等相關專業知識，強化學⽣⾃我發展及主動求知之軟能⼒。畢業專題研究的終端課程激發
學⽣CDIO創新技能與實務能⼒養成。本系著重於「半導體與電⼦元件領域」與「IC設計、電路與智慧電⼦相關領域」，培養學
⽣在半導體、電路系統與智慧電⼦相關產業之專業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不限中英⽂)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7 逢甲⼤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電機⼯程專業⼈才為宗旨，基礎課程以電⼦學、電磁學及電路學課程為重點並搭配相關實驗；專業課程⽅向則分為：
電磁與能源、電波、光電等領域，並配合畢業專題製作及發表，使學⽣獲得專精的學理及實作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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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 逢甲⼤學 ⾃動控制⼯程學系 Dept. of Automatic Contro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動化系統整合專業⼈才為宗旨，⽬前本系專任師資共17位，其專⻑領域涵蓋控制、光電、機電整合、感測系統、影
像處理、⽣醫⼯程、穿戴式裝置、嵌⼊式系統、信號處理等領域學者，其未來可應⽤於智慧物聯網、機器⼈、智慧機械與⾃動
化、⾞⽤電⼦、⽣醫儀器與⼤數據等相關產業。提供同學⾃由多元的專業修習選擇，並藉由畢業專題之要求，訓練學⽣⾼科技專
業實作與系統整合能⼒，以提升學⽣升學與就業之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不限中英⽂)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82 逢甲⼤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系所分則
本資電學⼠班之設計採『延後分流』的機制，學⽣可有⼀年緩衝的時間，在完善的輔導下發掘⾃身興趣與能⼒，⼤⼀結束依本身
意願⾃由選擇資電學院所屬任⼀學系（資訊，電機，電⼦，⾃控，通訊），於⼤⼆時分流進⼊所選學系就讀，畢業取得該學系學
⼠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不限中英⽂)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19 逢甲⼤學 通訊⼯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學以⼤電機領域為基礎、通訊⼯程為特⾊，並結合跨領域學習的⽅針，以培育無線通訊、網路通訊及多媒體信號處理等
通訊核⼼領域之尖端⼈才，俾使學⽣於畢業後可順利⾄通訊、電⼦相關產業就業，或接軌國內外研究所繼續深造。另外為了幫助
各位同學快速了解通訊⼯程到底在學什麼，我們將在⼤⼀上學期進⾏新鮮⼈計畫(freshmen project)，以⽬前最熱⾨的物聯網為
例，利⽤九週上課的時間，帶領⼤家走⼊通訊⼯程的世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20 逢甲⼤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培訓規劃、設計、監造及管理等能⼒之⼟木⼯程專業⼈才。教學研究特⾊在於結合產業及社會需求，並發展⼟木檢測、防災、
隔減震耐震、結構補強及地滑防治等技術。
2.課程含結構、⼤地、測量與資訊及營建與物業管理等四⼤領域。另可修習院第⼆專⻑學程如營建資訊模擬(BIM)等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21 逢甲⼤學 ⽔利⼯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nd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1.培育具備實務性規劃、設計、管理及監造能⼒之⽔利⼯程及⽔⼟保育專業⼈才。
2.課程含⽔利⼯程及⽔⼟保育等⼆項專業領域。另可修習院共同第⼆專⻑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11 逢甲⼤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為跨科際整合學系，培育都市計畫、環境規劃、都市設計與空間資訊專業⼈才。
2.課程包含都市計畫、都市設計、空間資訊、測量製圖、環境規劃與模擬等主要學習領域，並可修習校內其它相關學程進⾏跨領
域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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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61 逢甲⼤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系所分則
1.本系是整合運輸與物流的科系，培育運輸與物流的專業⼈才，未來發展⽅向分為運輸科技與智慧物流⼆⼤領域，另⿎勵學⽣修
習他們有興趣的學程以培養第⼆專⻑。
2.學⽣畢業之後將進⼊交通運輸相關領域就業，此領域的⼯作特性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且具口語表達、溝通能⼒，偶
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之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60 逢甲⼤學 ⼟地管理學系 Dept. of L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地管理法規、政策、經濟等知識傳授為基礎，以不動產管理為特⾊之綜合性⼈才培育學系，並可修習校內其它相關學程
進⾏跨領域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6 逢甲⼤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財務⾦融學系以培育⾦融專業⼈才為⽬的。為因應⾦融市場⾃由化與國際化之發展趨勢，以公司財務、投資管理、⾦融科技、國
際財務管理、衍⽣性⾦融商品及⾦融機構經營與管理為主要教學與研究之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不限中英⽂)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7 逢甲⼤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 Insurance
系所分則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的⽬標在於培養具有⾵險管理和保險專業知識的學⽣。本系提供各種理論與實務性質的⾵險管理、財產保
險、⼈壽保險、及財務管理等的教學課程，本系也在⾵險管理和保險教育上具有⾼知名度。本系也與⾦融保險業合作執⾏產學合
作計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不限中英⽂)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09 逢甲⼤學 財務⼯程與精算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Actuarial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學⼠學位學程成⽴於2013年，包含「財務⼯程」與「精算科學」兩⼤領域。這兩個領域都是應⽤數學、統計、電腦與資料科學
來解決⾦融機構在商品開發、定價以及⾵險管理等經營與管理的問題。本學程的課程設計以北美精算協會的精算基礎教育認證課
程與證照考試內容為架構，並強調⾦融科技與資料科學的應⽤。學⽣在學時可學習公司理財、財務投資、⾵險管理、⾦融商品定
價、產壽險精算與退休⾦管理等專業領域。畢業後，主要在⾦融機構或政府相關的專業部⾨⼯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簡要⾃傳(1000字) 6. 讀書計
畫書(必)：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22 逢甲⼤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班 General Program, School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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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專業學院下分三組(建築學位學程、室內設計學位學程、創新設計學位學程)，學位學程採⼤⼀、⼤⼆課程不分流，讓所有的
學⽣接受基礎建築設計訓練，⼤三以上提供不同的課程模組讓學⽣選擇修讀建築學位學程(五年制)、室內設計學位學程(四年
制)、創新設計學位學程(四年制)，各課程模組之間可互相串連。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簡要⾃傳(不限中英⽂) 6.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不限中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9 逢甲⼤學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學商學與創新雙學⼠學位學程 RMIT-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Business and
Innovation
系所分則
"1.本雙學⼠專班，2年在逢甲2年在國外合作⼤學就讀，滿⾜兩校畢業條件後最快3.5年可獲得2個學位並接軌其他學校之研究所。
若選擇RMIT碩⼠，可選擇修讀5年獲得3學位 (雙學⼠+1碩⼠)。
2.若選擇2+2的4年修業軌跡，有利於畢業後於澳洲當地獲得實習機會。
3.雙學位規劃：逢甲⼤學與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學合作，共同推出雙學⼠學位學程，為最具經濟效益之雙學位專班。
4.世界頂尖學府：RMIT位居墨爾本市區，5度蟬聯世界最宜居城市，獲評全球新興⼤學第21名及商學院排名全球百⼤。
5.國際師資與課程：國內外優秀師資組成之國際團隊，採全英語授課，提供精實完整的商管課程，並與業界緊密連結。
6. 有關學費及課程規劃請⾄本院官網http://www.istm.fc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英⽂⾃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 讀書計
畫書(必)：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繳交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將有利於審查。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15 逢甲⼤學 美國普渡⼤學電機資訊雙學⼠學位學程 Purdue-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本雙學⼠專班，採全英語授課，前⼆年於逢甲⼤學修習電機⼯程與資訊⼯程的共同課程，後⼆年於美國普渡⼤學可選擇電機⼯
程或資訊⼯程各⾃的主、選修及核⼼課程，4年滿⾜兩校畢業條件後可獲得逢甲⼤學與普渡⼤學兩校的學⼠學位。
2. 本專班師資為國內外優秀師資組成之國際團隊。
3. 本專班畢業後可取得在美國1年的實習許可，STEM學位學⽣可再申請24個⽉延⻑許可，⾄多可在美停留3年。
4. 與本專班合作之美國普渡⼤學， 2016年與⿇省理⼯學院、史丹佛⼤學等校名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美前10名⼯學院，
國際聲望極⾼。
5. 有關學費及課程規劃請⾄本院官網http://www.istm.fc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英⽂)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繳交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將有利於審
查。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14 逢甲⼤學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學商學⼤數據分析雙學⼠學位學程 SJSU-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Business
Analytics
系所分則
1.本雙學⼠專班，2年在逢甲2年在國外合作⼤學就讀，4年滿⾜兩校畢業條件後可獲得2個學位。
2.本專班畢業後符合申請在美國從事相關領域⼀年實習⼯作許可的資格，在美從事相關的⼯作。
3.雙學位規劃：逢甲⼤學與美國聖荷西州⽴⼤學合作，共同推出雙學⼠學位學程。
4.世界頂尖學府：聖荷西州⽴⼤學是加利福尼亞州⽴⼤學系統的創始校，其畢業⽣多被⾼科技公司延覽，被譽為矽⾕最愛聘⽤的
學校，及全美讓畢業⽣致富⼤學排名第14名。
5.國際師資：國內外優秀師資組成之國際團隊
6.國際課程：採全英語授課，本學程規劃前⼆年於逢甲⼤學完成商業與資訊核⼼課程，後⼆年於聖荷西州⽴⼤學修讀商學⼤數據
分析的必修及選修科⽬。
7. 有關學費及課程規劃請⾄本院官網http://www.istm.fcu.edu.tw/
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身⼼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 英⽂⾃傳（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英⽂)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繳交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將有利於審
查。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1 逢甲⼤學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學⼯程雙學⼠學位學程 SJSU-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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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學程學⽣順利通過在本校修習的⼤⼀、⼤⼆相關課業要求後，將可赴加州聖荷西州⽴⼤學電機學系繼續就讀⼤三、⼤四。完
成畢業條件的學⽣將可獲得兩校的學⼠學位。
2. 依據美國政府⽬前實⾏政策，學⽣畢業後可申請在美從事相關領域⼀年實習⼯作許可，STEM學位學⽣⾄多可另外申請24個⽉
延⻑許可。
3. 本學程由逢甲⼤學國際學院與全美著名的”加州聖荷西州⽴⼤學⼯程學院”合作，結合兩校優秀師資、教研設施、及矽⾕實務
資源，進⾏電機⼯程相關領域之全英語課程辦學。
4. 相關辦學規劃、課程、學費..等資訊請參考本院官網 http://www.istm.fc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繳交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將有利於審查。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4 逢甲⼤學 美國加州舊⾦⼭州⽴⼤學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SFSU-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美國加州舊⾦⼭州⽴⼤學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1.雙學位規劃：逢甲⼤學與美國加州舊⾦⼭州⽴⼤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合作，共同推出雙學⼠學位學程。
2.世界頂尖學府：美國加州舊⾦⼭州⽴⼤學為全美最佳公⽴⼤學第12名 (2020)
3.國際師資：國內外優秀師資組成之國際團隊
4.國際課程：採全英語授課，學⽣在逢甲⼤學進⾏資訊⼯程的基礎與核⼼課程培育，⼤三赴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後
於資訊⼯程領域繼續修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英⽂⾃傳 (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6.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繳交英⽂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將有利於審查。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6
聯絡電話 886-2-28610511 #11309
傳真 886-2-2861-8701
地址 11114台北市⼠林區華岡路55號
網址 http://www.p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ma.pccu.edu.tw/ezfiles/249/1249/attach/78/pta_51142_3107277_20241.pdf
境外新⽣前兩年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榮獲2020《遠⾒》雜誌⽂法商⼤學全國排名第9名、2020《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學全國排名第9名、
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評⽐觀光休閒類全國排名第2名、雇主最滿意⼤學遊憩與運動學群排⾏榜全國排名4
名。 ⼀、本校獲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與⾼教深耕計畫、教育部補助⼤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教育部頒發服
務學習⽰範計畫優等獎學校。⼆、本校設有獎勵優秀學⽣及清寒學⽣之獎助學⾦相關辦法，請點選本校網站 -> 公告系統
->獎助學⾦查閱。三、本校備有男⼥⽣宿舍 ，供學⽣申請住宿。 四、學⼠班學⽣除修畢應修科⽬及學分數（依必修科⽬
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 本校學⼠班修業期限，除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修業五年外，其他修業年限
均為四年，修業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及各學系組「畢業修業規定」。 (⼆)在學期間須參與服務學習、全⼈學習護照各
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並修習「倫理課程」、「中華⽂化專題」，另需依規定通過全球競爭⼒檢定(英⽂能⼒檢定)標準
(如多益450分以上)。 (三)外國語⽂學院各系除英語能⼒畢業⾨檻外，另訂有相關語⽂能⼒⾨檻，請參閱系組分則說明。
(四)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者，於原學分總數外，應依學則增修12學分。

1346 中國⽂化⼤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系所分則

1.教學與研究團隊年輕有活⼒，且富教學熱忱。
2. 課程多樣化。
3.繼⺠國51年成⽴碩⼠班之後，本系正式成⽴於⺠國52年先設碩⼠班再設系，博⼠班成⽴於⺠國64年，歷史悠久，所培養⼈才輩
出，遍佈在國內各⼤學任教職，表現優良。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傳(必)：⾃傳 4. 讀書
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47 中國⽂化⼤學 中國⽂學系中國⽂學組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Classic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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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中⽂系⽂學組，以培養研究中國⽂學之專業⼈才為宗旨。講授課程，以中國古典⽂學為主，現代⽂學為輔。專業課程包括訓詁學
科、經學、詩、詞曲、小說、散⽂、韻⽂、諸⼦思想等。本系設有碩、博⼠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48 中國⽂化⼤學 中國⽂學系⽂藝創作組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組所開設之課程以現代⽂學為主，古典⽂學為輔;於厚植基礎下，豐富其現代⽂學之審美與創作⼒。專業基礎課程有中國⽂學
史、小學等。進階課程有⺠間⽂學、兩岸當代⽂學、⽂學批評等。應⽤課程有詩、小說、散⽂及寫作實務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49 中國⽂化⼤學 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本系為全國私⽴⼤學歷史學系中唯⼀具備學⼠班、碩⼠班與博⼠班完整學程的系所，能夠提供史學專業⼈才最完整的訓練。
⼆、師資陣容堅強，近年所開課程分為四⼤學群，包括中國史學群、台灣史學群、世界史學群，以及藝術⽂創與應⽤學群。尤
其，中國斷代史⿑全，並⺠族史、宗教史等領域，專業課程質量俱優，應⽤課程著重與實務相結合。 三、歷史悠久，育才無數。
創系57年，畢業⽣已逾三千⼈，系友遍及海內外，都能發揮所⻑，貢獻社會，例如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知名藝術評論家蔣勳、
電視名⼈周健、國史館副館⻑何智霖、致理科技⼤學校⻑尚世昌、松⼭社區⼤學校⻑蔡素貞，以及前鳳凰衛視主播劉海若等，都
是本系系友，辦學成果有⽬共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0 中國⽂化⼤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本系位於台北市，交通便捷，資訊豐富。
2.擁有許多姊妹校以及實質的交換留學⽣制度。學⽣有機會赴⽇交換留學。
3.擁有全國唯⼀交換教授制度，教師有機會赴⽇交換，學⽣亦有更多機會接觸⽇籍教師。
4.傑出校友廣布海內外，對後輩提攜亦不餘遺⼒。
5.提供小導遊等課外實習機會。
6.與⽇本明治⼤學正式簽訂海外指定校協定，畢業⽣可經由系上推薦赴⽇就讀研究所。
7.畢業相關規定
(1)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2)本系學⽣除修⾜畢業學分數外，需通過⽇本交流協會主辦之「⽇本語能⼒試驗」(JLPT)鑑定成績N1級或商務⽇語能⼒考試
(BJT)480分⽅准畢業；如未通過可參加由本系舉辦之⽇⽂檢定畢業⾨檻補救措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1 中國⽂化⼤學 韓國語⽂學系 Dep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校韓⽂系歷史悠久、師資健全，辦學成效卓著，名揚海內外，學⽣成績優秀，畢業後均能快速找到好⼯作。本校與韓國39所⼤
學結為姊妹學校，與韓國姊妹學校間互有交換學⽣、承認學分之協定，本系同學⾃⼤學部⼆年級起可以前往韓國姊妹學校修習⼀
年或⼀學期，本校承認其在韓所修學分，使學⽣迅速提昇其韓國語⽂能⼒，並熟悉韓國⽂化、習俗，以作為未來發展之基礎，對
學⽣助益甚⼤。畢業規定本校韓國語⽂學系學⽣須通過韓國語⽂能⼒檢定考試(TOPIK)5級(含)以上，若未通過「韓國語⽂能⼒測
驗」(TOPIK) 5級者，得於⼤四下學期暑期⾃費修習本系⾃⾏開設之韓語密集課程（0 學分），並經考試通過後⽅可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2 中國⽂化⼤學 俄國語⽂學系 Dept.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本系歷史悠久，以培養具備⽂化素養和嫻熟俄國事務之俄語專業⼈才為系教育⽬標。
2. 本系延聘俄籍師資教學。
3. 本系設有⼤三獎學⾦及⾃費交換⽣赴俄國留學制度。
4. 畢業規定：除校定之英語能⼒畢業⾨檻之外，本系尚需通過俄語能⼒檢定測驗第⼀級(B1)(含)以上；若未通過者，得⾃費修習
「密集俄語」課程，且成績合格者，⽅可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3 中國⽂化⼤學 英國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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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課程多元化，重視基礎語⾔訓練（含聽、說、讀、寫）課程；專業課程分為「語⾔學與教學」、「⽂學與⽂化」、「口筆譯」、
「商務與應⽤」四⼤模組；教學數位化，課程設計⽣動活潑並配合現代科技；課外活動豐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勵學⽣培養
第⼆專⻑，提升職場競爭⼒。畢業規定學⽣畢業前托福成績須達550分（電腦托福考試213分或托福IBT79分）、英國IELTS5.5
級、全⺠英檢中⾼級複試、多益（TOEIC）測驗750分、外國能⼒測驗FLPT總分240分且口試達S-2+或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FCE（正確率需達60%）以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4 中國⽂化⼤學 法國語⽂學系 Dep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 建構學⽣紮實的法⽂聽、說、讀、寫、譯能⼒，及對於法國⽂學、⽂明、⽂化及語⾔學的基礎認識。培養學⽣第⼆專⻑，以提
⾼職場或再進修之競爭⼒。
2. 提供多項獎學⾦，定期舉辦法語知識、⽂化競賽活動，激勵學⽣主動學習、積極參與、獨⽴思考的能⼒。
3. ⼤⼆、⼤三優秀學⽣可參加赴法國、⽐利時姊妹校交換⽣甄選。
4. 學⽣須通過等同「歐洲語⾔共同參考架構」（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B1
級(含)以上之法語檢定考試始得畢業。如「全球法語鑑定⽂憑考試」（DELF）B1 級（含）以上；「法語能⼒測驗」
（TCF）300 分以上；FLPT法語能⼒測驗150 分且口試達S-2（含）以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33 中國⽂化⼤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1.本系分為應⽤數學、統計科學與計算機科學三個學群，滿⾜修課要求則授予學群修業證書。2.本系必修課程只有42學分，儘量
開多元選修課程，讓學⽣可⾃由選讀有興趣的課程。3.本系⿎勵同學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34 中國⽂化⼤學 光電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Optoelectric Physics
系所分則
以光電科學及計算光電物理為重點課程,注重實驗技巧的培養；招收具有物理潛⼒及興趣的學⽣,以培養理論與實驗素養兼具、跨
物理、資訊與⽣醫光電領域之優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35 中國⽂化⼤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化學系於1971年成⽴，教學著重於化學理論基礎和實驗實做的教學。課程結構涵蓋化學的五個專⻑領域，學系⼜依據教師的研究
專⻑，將⼤學部的科⽬規劃成，材料化學及⽣物有機化學兩個學群。學系內除六個⼤學部實驗室外，另建⽴⼗⼆個教師專業研究
實驗室，及四間化學系的貴重儀器實驗室。化學系的教學資源、研究資源、及圖書儀器資源相當完備，尤其是化學儀器的設置與
教學，更提供學⽣就業或攻讀碩⼠班的完整專業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6 中國⽂化⼤學 地理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Geography
系所分則
本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是依教育宗旨與⽬標、社會發展與市場需求，設計學⽣核⼼能⼒之培養課程，再斟酌學⽣個⼈興趣，
輔導其加修專業務實課程，厚植學⽣實⼒，培育地理資訊、地理教育、休閒觀光、環境評估及景觀規劃等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36 中國⽂化⼤學 地理學系第2類組 Dept. of Geography
系所分則
本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是依教育宗旨與⽬標、社會發展與市場需求，設計學⽣核⼼能⼒之培養課程，再斟酌學⽣個⼈興趣，
輔導其加修專業務實課程，厚植學⽣實⼒，培育地理資訊、地理教育、休閒觀光、環境評估及景觀規劃等專業⼈才。

1. 最⾼學歷證明(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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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37 中國⽂化⼤學 ⼤氣科學系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主要有三個學群：1.劇烈天氣；2.氣候變遷；3.氣象應⽤發展。擁有完整師資並設有⾼速計算機實驗室、⾃動天氣觀測
系統以及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所認證之氣象預報許可證，提供本系學⽣進⾏天氣預報實習與氣象節⽬播報實習等活動，亦同時提
供⼤氣科學研究，是兼顧研究與作業實務之優良學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38 中國⽂化⼤學 地質學系 Dept. of Ge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於⺠國五⼗九年四⽉獲准創⽴，歷經49年的規劃付出，圖書、儀器、設備及師資等均逐年擴充與改善。本系辦學⽬標在培養
地質專業⼈才及培植有志研究深造之優秀⼈才，以⽀應國家各項地質⼯作之需求，課程安排除了基礎理論課程之學習外，亦積極
落實學⽣實作能⼒之訓練，特別著重於環境能源等相關議題以培養出具專業化、資訊化、國際化之⼈才，強化在就業上的優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26 中國⽂化⼤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命科學通才教育為主軸，培育具有⽣物學、⽣態與演化、細胞與分⼦⽣物知識及技能的⼈才，具備進修或從事基礎醫
學、⽣物科技、環境⽣態等⼯作所需之專業能⼒。本系專任⽼師之研究包括植物⽣理學、植物⽣態學、⽔域⽣態學、動物學、遺
傳學、細胞⽣物學、蛋⽩質體學以及神經科學等。設有教學實驗室，貴重儀器室以及教師研究室，先進的儀器設備如即時定量聚
合連鎖反應器、流式細胞儀、共軛焦顯微鏡、⼆維電泳、冷光影像分析系統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7 中國⽂化⼤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ept. of Law－Science of Law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校法律學系發展⽅向在全⽅位培養法律專業⼈才，⼤學部分為法學組、財經法律組及企業⾦融法制組。此三組除共同必修科⽬
外，法學組係以基礎法學及⽐較法學為教學重點，以培養傳統法律實務⼈才，⾄於其他兩組則開設有與財經、企業經營及⾦融市
場相關之課程。另本系設有法律系學會及華岡法律服務中⼼，以法律系學⽣為其基本成員，除不定期協助本系舉辦各類學術或⾮
學術講座或活動外，亦不定期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及辦理社區法治教育，以強化學⽣之實務應⽤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8 中國⽂化⼤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Dept. of Law－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校法律學系發展⽅向在全⽅位培養法律專業⼈才，⼤學部分為法學組、財經法律組及企業⾦融法制組。此三組除共同必修科⽬
外，法學組係以基礎法學及⽐較法學為教學重點，以培養傳統法律實務⼈才，⾄於其他兩組則開設有與財經、企業經營及⾦融市
場相關之課程。另本系設有法律系學會及華岡法律服務中⼼，以法律系學⽣為其基本成員，除不定期協助本系舉辦各類學術或⾮
學術講座或活動外，亦不定期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及辦理社區法治教育，以強化學⽣之實務應⽤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98 中國⽂化⼤學 法律學系企業⾦融法制組 Dept. of Law－Enterprise and Financial Law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校法律學系發展⽅向在全⽅位培養法律專業⼈才，⼤學部分為法學組、財經法律組及企業⾦融法制組。此三組除共同必修科⽬
外，法學組係以基礎法學及⽐較法學為教學重點，以培養傳統法律實務⼈才，⾄於其他兩組則開設有與財經、企業經營及⾦融市
場相關之課程。另本系設有法律系學會及華岡法律服務中⼼，以法律系學⽣為其基本成員，除不定期協助本系舉辦各類學術或⾮
學術講座或活動外，亦不定期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及辦理社區法治教育，以強化學⽣之實務應⽤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9 中國⽂化⼤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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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系教育⽬標以介紹各類政治理論與政府機構運作為主，著重知識與實務之結合，為學⽣未來進⼊研究所深造與服務公部⾨之
基礎訓練。
2.師資優良，教學熱忱：本所教師專任⼗餘名、兼任⼗位，接獲國內外博⼠學位，學術有專精，且多為由國⽴學校轉任，屬泰⽃
及教授（如曹俊漢、蔡政⽂），部分有從政經驗，曾任省議員（如楊泰順）、⽴法委員（如陳⼀新）、監察委員（如李炳南、仉
桂美）、國⼤代表（如林忠⼭），理論與實務結合，對同學啓迪甚⼤。
3.圖書館藏書豐富，雜誌期刊極多，ｅ化善良，極便於探索⾼深學識。
4.教育⽬標明顯：訓練同學思考與分析論述能⼒，加深同學對⺠主思想與政治理論之認識深度，及服務社會，蔚為社會中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0 中國⽂化⼤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培養經濟學專業⼈⼒，教學內容結合經濟理論與實務訓練、並探討實際財經問題，為學⽣的就業或深造奠定基礎。本系辦學特⾊
包括：1.紮實的理論與實證訓練2.跨領域學習與應⽤課程3.積極的課業與⽣活輔導4.主動的就業與進修指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3 中國⽂化⼤學 社會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系所分則
本系在系務發展上的規劃分為[⾮營利組織經營與管理]與[兒少婦⼥家庭福利服務]，結合了社會福利與社會⼯作的基本知識學
習。在學期間可以透過課程學習，累積社會福利直接與間接服務的相關知識與技術，亦可透過實務⼯作實習實地應⽤社會⼯作實
務技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1 中國⽂化⼤學 勞動暨⼈⼒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系所分則
本校勞動暨⼈⼒資源學系是台灣第⼀所研究勞⼯問題暨⼈⼒資源的學系，教育⽬標旨在透過⼈⼒資源、勞動關係與職業安全衛⽣
管理等專業職能訓練以培養多元化之⼈⼒資源專業⼈才，期望透過對⼯作者的⼈⽂關懷，促進勞資關係和諧，提升企業經營效
率，有效平衡社會與經濟之發展，進而促進國家進步、增進社會福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4 中國⽂化⼤學 ⾏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設⽴宗旨在培養具創新思維與全球視野之公共服務⼈才，以為奠定公共⾏政學能與⾏政管理基礎學養、開拓知識經濟與全球
化視野、提升領導管理與⾏政溝通能⼒、建⽴社會與⼈⽂關懷認知、強化國際與兩岸交流為教學⽬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27 中國⽂化⼤學 園藝暨⽣物技術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果樹、蔬菜與花卉等園藝作物之研究改良、⽣產利⽤及⽰範推廣之教學研究及創業⼈才。」為設⽴宗旨。經由園藝
作物栽培及觀察能⼒的養成,以及遺傳基因、物種個體及⽣態群落的研究訓練,期使學⽣成為「安全農業」、「精緻農業」與「療
癒農業」的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28 中國⽂化⼤學 動物科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創⽴於1970年，以培育專業之動物科技與動物⽣產管理⼈才為⽬標。教學與研究針對經濟動物(乳⽜、豬、家禽、⽺等)及伴
侶動物完整規劃成動物遺傳育種、⽣理、營養與飼養、產品加⼯及⽣物科技五個領域，同學們可以在本系找到⼈⽣的志趣，並有
相當亮麗的職涯發展。動物科學是21世紀的科學，本系專業課程理論與實際並重，從各專業實習課程、專題研究、產業實習及專
題討論等⼀系列特⾊課程，培養同學成為現代動物科學的專業⼈；同時本系開設「動物產業經營管理」與「伴侶動物保健與照
護」等專業學分學程，培育同學第⼆專⻑的能⼒，並開設移地教學課程汲取國際學習經驗。本系畢業⽣遍佈國內外動物科學相關
領域，在農業⾏政與研究、教育界及實業界與⾃營產業均表現傑出。

1. 最⾼學歷證明(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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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22 中國⽂化⼤學 森林暨⾃然保育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在培育林業及⾃然資源保育專業⼈才，課程分為「⽣態保育經營」與「森林資源應⽤」⼆⼤領域；招收熱愛⼤⾃然
之優秀學⽣，主要之修習⽅向與發展重點為：（⼀）⾃然⽣態保育（⼆）森林培育利⽤（三）⾃然資源經營管理（四）⽣物多樣
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3 中國⽂化⼤學 ⼟地資源學系 D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系所分則
⼟地資源學系創⽴於1969，為全國當時唯⼀之⼤學科系，可謂引領國家教育之⾵潮。其課程內容系依據美國密西根⼤學⾃然資源
學院與威斯康⾟⼤學農業經濟學院，設置課程除不動產、⼟地管理、都市計畫等課程外，並參酌我國社會經濟建設之時代所需，
增加污染防治及環境規劃與管理之相關課程。
迄今已有47屆同學先後畢業，超過2300個學⽣，⽬前在校⽣約為250⼈。傑出校友，如華固建設董事⻑鍾榮昌、戴德梁⾏總經理
顏炳⽴、鄉林建設副總經理鄭浩杰、新⽵縣縣⻑候選⼈楊⽂科(前副縣⻑)、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黃宗煌、役政署署⻑林國演、
國有財產局局⻑郭武博、地政司副司⻑黃亮猛、彰化縣建設處處⻑劉⽟平、雲林縣地政處處⻑蘇瑞元、台南市地政局局⻑蔡奇
昆、花蓮縣地政局局⻑沈經為等等，在建設開發、不動產經營、環境保育、經濟研究與政府部⾨等，都有⾮常傑出的表現，加⼊
⼟地資源學系，將代表您將邁⼊⼀個不凡⼈⽣的開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5 中國⽂化⼤學 ⽣活應⽤科學系 Dept. of Applied Science of Living
系所分則
1.本系培育⽣活經營管理、餐飲（含烹飪、烘焙、飲料）經營管理及整體造型三⼤學群，學⽣可依興趣修習。畢業可從事優質樂
活⽣活、餐飲（含烹飪、烘焙、飲料）、美容、造型等相關產業。另修畢教育學程者可擔任國、⾼中家政；餐飲、美容等科教
師。2.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肢體障礙，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1 中國⽂化⼤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在培育具⾷品背景之營養保健專業⼈才，培養學⽣宏觀視野和微觀體驗⼈⺠健康的重要，持續培植營養師⼈才，
並就相關知識及專業來養成⾷品技師的訓練。課程設計注重⾷品與保健營養基礎科學及實務訓練，利⽤校外參觀和實習，增加學
⽣對職場的瞭解和實務經驗，並提供專題研究課程，培養學⽣主動學習能⼒。本系畢業學⽣得以勝任營養師及從事保健營養相關
產品研發與營養教育⼯作。同時可勝任保健⾷品諮詢師、保健營養科學/⽣物科技研發⼈員、保健⾷品推廣⼈員和⾷品分析⼈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39 中國⽂化⼤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獲中華⼯程教育協會認證,學位受到美英⽇澳等23各國家承認；姊妹校涵蓋美英⽇澳等國,學⽣可選擇雙學位或交換⽣以拓展
國際視野。另有五年⼀貫學制,學⽣得於五年內取得學、碩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2240 中國⽂化⼤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電信、光電、⽣醫電⼦、IC設計、計算機與智慧⽣活科技⽅⾯的⼈才為主，未來將在現有產學合作基礎下，逐步達成
課程分流的⽬標，使同學都能順利完成升學或就業的規劃。本系亦獲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與世界⼀流⼤學及國際⼯
程聯盟相互認可，使學⽣升學及就業可與國際無縫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1 中國⽂化⼤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設⽴宗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機械⼯程⼈才」,學⽣對⼯程問題有興趣、喜歡動⼿設計與實作、空間認知能⼒與數理
基礎好者尤佳。更多本系相關資訊、修課規定及畢業條件等請參閱本系網⾴:http://crenm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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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2 中國⽂化⼤學 紡織⼯程學系 Dep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以培育紡織⼯業所需⼈才，並配合產業從事相關研究，課程內容採多元化教學為原則，期使學⽣對紡織⼯程科技，
並延伸⾄上游紡織材料科學與下游之服裝設計創作之專業能⼒與⾏銷管理有全⾯性了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24 中國⽂化⼤學 資訊⼯程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訊⼯程為當前最⽕紅的專業,海峽兩岸及世界各地對資訊科技專業⼈才需求熱切。台灣資訊與電⼦產業舉世聞名,主要是因為有
各⼤學培育出⽀優秀資訊、電⼦⼈才。本系20幾年來所培養之資訊⼈才對此產業之發展有極⼤的貢獻。 本系之教育⽬標有三：
(1)奠定資訊⼯程基礎專業知識。(2)培養資訊⼯程實務應⽤技能。(3)訓練團隊合作與終身學習能⼒。本系課程規劃包含3⼤專業
課程學群：「⼈⼯智慧與多媒體」、「網路通訊與資訊安全」、「崁⼊式系統與晶⽚設計」,藉以強化同學們在資訊⼯程之基礎教
育,提供札實之軟體與硬體訓練,及建⽴豐厚的理論基礎和實務能⼒。本系所有專任教師均為國內外⼀流⼤學之博⼠學位,,並皆具備
豐富之產業界經驗,且熱⼼教學。本系並引⼊數位業界教師參與實務課程之授課,使同學可以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本校位於陽明
⼭，鄰近陽明⼭國家公園，⼭明⽔秀，空氣清新；而且擁有優良之E化設施與教室，以及館藏⾮常豐富的圖書館，將可提供學⽣
優質的學習與研究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3 中國⽂化⼤學 資訊⼯程學系第2類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訊⼯程為當前最⽕紅的專業,海峽兩岸及世界各地對資訊科技專業⼈才需求熱切。台灣資訊與電⼦產業舉世聞名,主要是因為有
各⼤學培育出⽀優秀資訊、電⼦⼈才。本系20幾年來所培養之資訊⼈才對此產業之發展有極⼤的貢獻。 本系之教育⽬標有三：
(1)奠定資訊⼯程基礎專業知識。(2)培養資訊⼯程實務應⽤技能。(3)訓練團隊合作與終身學習能⼒。本系課程規劃包含3⼤專業
課程學群：「⼈⼯智慧與多媒體」、「網路通訊與資訊安全」、「崁⼊式系統與晶⽚設計」,藉以強化同學們在資訊⼯程之基礎教
育,提供札實之軟體與硬體訓練,及建⽴豐厚的理論基礎和實務能⼒。本系所有專任教師均為國內外⼀流⼤學之博⼠學位,,並皆具備
豐富之產業界經驗,且熱⼼教學。本系並引⼊數位業界教師參與實務課程之授課,使同學可以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本校位於陽明
⼭，鄰近陽明⼭國家公園，⼭明⽔秀，空氣清新；而且擁有優良之E化設施與教室，以及館藏⾮常豐富的圖書館，將可提供學⽣
優質的學習與研究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6 中國⽂化⼤學 國際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系所分則
國際貿易學系學⼠班教育⽬標
1.培育國際貿易與⾦融之專業⼈才
2.培育國際⾏銷與管理之專業⼈才
3.培育國際視野及資訊化智能
4.培育企業倫理之素養及關懷社會之熱忱
5.培育領導、溝通及團隊合作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7 中國⽂化⼤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基於創校質樸堅毅之精神與商學院國際化特⾊，培育具國際視野及經營知能之良善專業經理⼈。以商學基礎共同必修課為基礎，
續分專業領域，培育⼈才。
1.創業與創新管理領域：創新思維與創業管理能⼒。2.⼈⼒資源管理領域：國際⼈⼒資源養成、發展管理能⼒。3.財務管理領
域：國際⾦融實務、投資理財相關能⼒。4.⾏銷管理領域：系統思考能⼒、國際⾏銷企劃執⾏及市場分析能⼒。5. 互聯網商業模
式領域：管理專業領域數據分析與應⽤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8 中國⽂化⼤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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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會計學系成⽴於1994年，為台灣最負盛名的學術單位之⼀。在其悠久的歷史中，已培養出許多傑出學⽣跨⾜於產業
界、學術界與公務部⾨。該系的教育宗旨為培養具有厚實專業基礎與職業倫理的會計與審計⼈才。該系學⼠班的教育⽬標為培養
學⽣具有豐厚的會計知識、成熟的商業知能、正確的倫理思維、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能⼒。課程特⾊強調學⽣參與、以及理論
與實務整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9 中國⽂化⼤學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針對觀光相關證照開設輔導及課程。提供有志進⼊就業⼈才完善的就業輔導平台，將校內課程與就業市場實務需求結合，透過實
作指導與實地實習，達成學以致⽤的務實教育⽬標。設⽴實習旅⾏社及實習咖啡廳提供實務實作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70 中國⽂化⼤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教育學⽣學習應⽤資訊系統加值商業服務為宗旨，並且注重學⽣的敬業精神與團隊合作特質。本系師資優異，具備英語授
課能⼒，教學環境⾼度e化，重視資訊系統專案實作技能，培養學⽣解決「資訊系統開發」、「網路管理」、「電⼦商務」等實
務問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71 中國⽂化⼤學 財務⾦融學系⾦融⾏銷組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Financial Marketing Section）
系所分則
⾦融⾏銷組之教育⽬標：
1. 培育具備國際多元⽂化專業倫理素養與國際視野之⾦融⾏銷⼈才
2. 培養具備⾦融商品整合⾏銷與溝通能⼒之⼈才
3. 培養具備顧客管理與財富管理能⼒之⼈才
⾦融⾏銷組之核⼼能⼒：
1. 財⾦專業基本素養與實務能⼒
2. 具備⾦融倫理道德素養與國際視野
3. ⾦融商品整合⾏銷能⼒
4. ⾦融商品分析與財富管理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32 中國⽂化⼤學 財務⾦融學系財務⾦融組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Banking and Finance Section）
系所分則
財務⾦融組之教育⽬標：
1. 培育具備國際多元⽂化專業倫理素養與國際視野之財務⾦融⼈才
2. 培養具備財⾦資訊蒐集分析整合與應⽤能⼒之⼈才
3. 培養具備⾦融商品設計與操作能⼒之⼈才
財務⾦融組之核⼼能⼒：
1. 財⾦專業基本素養與實務能⼒
2. 具備⾦融倫理道德素養與國際視野
3. 國際財⾦資訊之蒐集分析整合與應⽤能⼒
4. ⾦融投資操作實務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00 中國⽂化⼤學 全球商務學⼠學位學程 English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Glob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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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英⽂授課
在國內輕鬆強化英⽂，無須負擔⾼額出國費⽤。
2. 多元⽂化交流
與外籍⽣⼀起學習，開拓國際視野，體驗多元⽂化。
3. 商管核⼼課程
結合商管核⼼專業科⽬，包含國際貿易、⾏銷、觀光、財⾦等領域，系統性引導教學。
4. 產學合作
與海內外知名企業簽署產學合作，提供獎學⾦、實習與就業機會。
5. 學術交流
提供出國交換、移地學習等交流活動。
6. 策略聯盟
與美國州⽴⼤學簽署學術合作，提供2+2、3+1、2+2+1、3+1+1等雙聯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英語能⼒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1372 中國⽂化⼤學 新聞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系所分則
本系所⼤學部之教學⽅向分為理論充實與實務訓練兩⼤類：前者偏重新聞暨傳播專業意理之系統性介紹與探究，並輔以社會學、
符號學、⼼理學、經濟學、法律、政治學、⽂學、⼤眾⽂化等⼈⽂學科基本素養之培育；後者則側重於新聞採訪、編輯、出版、
製作、播報及媒體企劃與管理等新聞實務之訓練，近年更開設數位化與資訊化新聞課程，並輔以實習媒體之實際操作與營運，以
奠定學⽣紮實專業實務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79 中國⽂化⼤學 廣告學系 Dept. of Advertis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在培育具備有⼈⽂素養的廣告專才，並建構具宏觀實⽤之廣告學術研究能量。為配合考⽣就業及深造，本系共分三
個學群：1.廣告企劃策略學群2.廣告創意表現學群3.創意產業⾏銷學群。需具有良好之視覺、顏⾊辨別能⼒，與具口語表達與互
動溝通協調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11 中國⽂化⼤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系所分則
資傳系運⽤新媒體與資訊科技以建構數位時代之傳播特⾊。本系課程參考產業需求與國際特⾊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以學群模式
協助學⽣進⾏⽣涯發展。本系課程以資訊化、數位化、網路化、雲端化為發展⽅針，依據本系固有之資訊傳播科技之核⼼能⼒，
因應國家產業發展政策與推動數位內產業之趨勢，建構兩⼤學群「數位內容創製」、「跨媒體資訊應⽤」，培養「多媒體產製與
數位資訊處理」的專業核⼼能⼒，並提供多元化與跨領域整合學習的機會，是數位匯流世代傳播產業之領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73 中國⽂化⼤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設⽴宗旨為培育以⼈⽂精神為基礎之具專業技能的傳播⼈才;配合上述宗旨制訂教育⽬標以結合理論基礎及實務訓練為核⼼，
佐以⼈⽂精神的養成與傳播科技運⽤。⽬的在培育具有公共傳播策劃、⾳像傳播專業、傳播理論基礎，學、術兼備的多⽅位傳播
專業⼈才，同時培養其公關管理協調的能⼒、整合網路新科技的能⼒與思辨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80 中國⽂化⼤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於1963年即已成⽴，是國內美術系創辦最早的學校之⼀，系所在教學上採書畫、西畫、設計分科進⾏，近年積極推動學⽣參
加⼤型美術競賽及3D動畫國際認證與微電影製作之教學，有效落實教學與實務合⼀、傳統與現在並重及融合中西學術貫通之教育
⽅向。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作品集(必)：需繳交考⽣個⼈之素描、⽔墨畫及⽔彩作品⾄少⼀件以
上。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81 中國⽂化⼤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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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為臺灣設⽴最早的私⽴⼤學⾳樂系，地處陽明⼭國家公園內，環境幽雅。課程多元、廣泛、師資優異，除了傳統西洋樂器主修
外，105學年度起增加商業⾳樂主修，107學年度起，可以⾃由選修第⼆樣樂器修習，學⽣學習視野寬廣，畢業後可從事更多元之
⾳樂相關⼯作，是學習⾳樂最佳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作品集(必)：需繳交演出電⼦檔，不能剪接。(上傳⾄YouTube或雲端
硬碟，提供網址)，項⽬如下：須繳交個⼈演奏（唱）或作品⼀份做為審查項⽬之⼀，審查作品需繳交考⽣個⼈主修項⽬兩⾸以上
不同時期曲⽬之錄影或錄⾳。
主修項⽬包括鋼琴、聲樂、弦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豎琴）、管樂（薩克斯管、⻑笛、單簧管、雙簧管、低
⾳管、法國號、小號、⻑號、低⾳號）、理論作曲、擊樂、商業⾳樂，任選⼀項。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82 中國⽂化⼤學 中國⾳樂學系 Dept. of Chinese Music
系所分則
中國⾳樂學系創⽴於1969年，歷史悠久、環境優美，軟硬體設備完善、師資結構完整，歷屆畢業校友⼈才輩出。本系以研習具中
華⺠族⽂化特⾊之各類傳統⾳樂，及吸取世界各⺠族⾳樂多重⾵貌之特⾊；同時以研古創新為教學理念，輔以跨界、跨領域、劇
場化等綜合藝術型態，以期能培養具有溝通、協調、國際視野並兼備⼈⽂素養之複合型中國⾳樂⼈才；並機極配合社會發展的脈
動，活化傳統藝術，以⽴⾜台灣、走向世界為標竿！
⽣涯發展規劃本系之設⽴，旨在培養具⼈⽂素養之中國⾳樂專才，畢業後可在⾳樂、中國⾳樂、⾳樂學、⾳樂劇場、各⼤樂團等
領域中⼀展⻑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作品集(必)：需繳交演出電⼦檔，不能剪接。若為作曲類請繳交PDF
檔(上傳⾄YouTube或雲端硬碟，提供網址)，項⽬如下：
（1）主修：彈弦琴箏類（古琴、箏、豎琴），彈弦琵阮類（琵琶、柳琴、三弦、阮咸），擦弦類（⾼胡、南胡、板胡、中胡、
⼤提琴、低⾳提琴），管樂類（笛、笙、管、嗩吶），擊樂類（鑼⿎及木琴：所有調性包括C⼤調的⾳階與琵⾳），擊弦類（揚
琴），聲樂類（中國⺠謠與藝術歌曲各⼀⾸），以上各類⾃選曲兩⾸，作曲類(兩種不同編製之作品)
（2）副修：鋼琴、聲樂或主修樂器外之另⼀種中國樂器。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83 中國⽂化⼤學 中國戲劇學系 Dept. of Chinese Drama
系所分則
聘請中國戲曲專業與西洋戲劇專業之業界名師授課。
辦學特⾊:
1.分表演、導演、編劇三學群授課。
2.結合傳統戲曲與現代劇場之學理技術與實務進⾏教學。
3.利⽤戲曲表演元素進⾏現代劇場作品創新與實驗之探討。
畢業發展:藝⽂傳媒、教職、升學、表演、編劇、藝⽂企劃與⾏政、創意⽂案等。
因課程與教學需求，需具備迅速移動、久站、運⽤肢體之能⼒與相當之視覺與聽覺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作品集(必)：拍攝個⼈影⽚電⼦檔，不能剪接。(上傳⾄YouTube或雲
端硬碟，提供網址)各⼀份。內容如下：
（1）考⽣表現⼀段戲劇表演能⼒紀錄⽚（以表現悲、喜兩種戲劇情節為對象）。
（2）肢體及韻律舞蹈能⼒的展現，共五⾄⼋分鐘表演紀錄⽚（包含快與慢的不同節奏）。
4. ⾃傳(必)：⾃傳須包含求學過程中影響你戲劇表演最深的⼈或事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74 中國⽂化⼤學 戲劇學系 Dept. of Theatre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63年，為臺灣教育史上第⼀個戲劇學系，專兼任教師資群陣容堅強，空間設備完善，豐富多元的獎學⾦。課程含括
理論、表演、導演、編劇、設計、藝術⾏政等;另開設多⾨影視課程，更為全臺灣各戲劇系中獨有。除了重視戲劇、劇場專業⼈才
的培養之外，亦對提升⼈⽂素養、創新思維、團隊整合能⼒、國際戲劇交流等極為重視。本系畢業⽣於影視、戲劇，甚⾄其他領
域均有極其出⾊的表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需繳交專業劇場展演(導演、表
演、劇本、設計等)作品。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84 中國⽂化⼤學 舞蹈學系 Dept. of Dance

系所分則
⽂化⼤學舞蹈學系前身為⽂化學院五年制專修科，設⽴於1964年，是臺灣⼤學院校最先設⽴之舞蹈科系。華岡舞團創⽴於1967
年，成員由⽂化⼤學舞蹈學系校友及在校師⽣組成，成⽴以來每年均定期舉辦公演，推出包括現代舞、芭蕾、⺠間與古典舞等舞
碼，內容融合中西、多元豐富。⾃1968年膺命參加在墨西哥舉辦之奧運會國際⽂化展覽會演出，以及1970年在⽇本⼤阪萬國博
覽會表演後，即經常奉派或受邀參加國際各項舞蹈活動，⾜跡遍及歐洲、美加、紐澳、亞洲、埃及等⼆⼗餘國，所到之處備受友
邦⼈⼠及當地僑胞熱烈歡迎和讚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第 156 ⾴ -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作品集(必)：拍攝個⼈舞蹈影⽚電⼦檔，不能剪接。(上傳⾄YouTube
或雲端硬碟，提供網址)⼀份及600字以上之中⽂⾃傳⼀份。影⽚內容：芭蕾舞、現代舞或中國舞蹈，任選⼆項，時間不得少於5
分鐘。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375 中國⽂化⼤學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理論與實務並重發展，⽅向上可分為「不動產管理」與「都市計畫」兩⼤範疇。
2、本系所為不動產管理與都市計畫兩領域之整合。都市計畫是屬於規劃技術系統，為⼟地使⽤計畫基礎訓練；不動產開發管理
是不動產開發投資為主，屬於市地開發管理部分。
3、地⽅化與全球化並重，未來之發展將結合國際都市規劃不動產開發之發展趨勢及國內現有之社會、經濟與⽂化環境，以全球
思考、草根⾏動為準則，並從相關之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中進⾏分析，使學⽣能具有國際觀之思考能⼒，並兼具地⽅⾏動計畫擬
定之專業才能。
4、促進全球化城市合作交流，本所將積極建⽴與本校姊妹校相關科系研究所師⽣之交換合作計畫，以擴⼤師⽣專業背景之視
野，同時亦將建⽴學⽣⾄國外研究所暑修或參與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6 中國⽂化⼤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為臺灣六個⽼建築系之⼀，學制完整，具有學⼠、碩⼠及博⼠班，教育⽬標主要以可持續發展為核⼼信念，並以建築設計、
建築科技、建築理論三⼤領域為核⼼,藉由建築及都市設計課程整合相關專業，並要求專業實務實習鐘點，達到訓練建築師都市設
計師、建築研究⼈才為⽬的。系上師資完整，採小班教學，多數⽼師皆擁有歐美或建築師執業資格，校友表現傑出，且與系上有
深厚之連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76 中國⽂化⼤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al Planning
系所分則
本系是臺灣第⼀個創設的景觀學系，⾃1981年創設迄今已屆滿37年。本系有國內最完整的師資陣容及前瞻多向度之課程，教學宗
旨為理論與實務並重、本⼟與國際並重、科學與⼈⽂並重；核⼼課程有景觀設計、⽣態學、景觀植物學…等，重視⽥野體驗及跨
領域知識整合，⿎勵學⽣參與國內外競圖、實作及跨國跨校交流。因鄰近陽明⼭國家公園，與國家公園有簽訂合作計畫，並借重
地利之便以陽明⼭國家公園做為⼾外學習場域。兼任教師多為國內外知名設計師與國內知名景觀規劃與設計公司負責⼈，學⽣學
習機會多元，具實務及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77 中國⽂化⼤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系所分則
畢業規定完成「公益服務(或服務學習)」時數⾄少100小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2 中國⽂化⼤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成⽴之初旨在培養體育學術研究⼈才、優良運動教練、各級學校體育師資以及體育⾏政⼈才。近年來隨著時代與社會環境的
改變，則以培養優秀專業教師、運動員、運動指導員及運動企管⼈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體育活動參與之經歷或運動競賽
表現相關之證明⽂件。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3 中國⽂化⼤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Dept. of Martial Arts
系所分則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在臺灣的⼤學眾多學府中⼀枝獨秀，它是全國唯⼀培養技擊運動暨國術專業⼈才的科系。教育⽬標為培育技
擊運動專業⼈才、培育國術專業⼈才培育、培育運動防護暨⺠俗調理⼈才、培養體育⾏政暨維安⼈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78 中國⽂化⼤學 ⼼理輔導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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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諮商⼼理師的預備⼈才。（⼆）培養⼼理輔導相關學術研究的預備⼈才。（三）培養各場域的⼼理輔導基礎⼈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43 中國⽂化⼤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Promo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透過產學合作⽅式，提供學⽣實務實習機會，強化學⽤合⼀之學習成效，以培養學⽣投⼊全球「運動與健康促進產
業」、「跨領域運動創意產業」的能⼒。本系專業師資具有專業教學知能，妥善規畫健康促進議題，創造協同教學機制，並和⼤
型醫院、衛⽣局、健康中⼼、體能俱樂部⻑期進⾏健康促進合作計畫，具有良好社區關係與合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淡江⼤學 Tamk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7
聯絡電話 886-2-26215656
傳真 886-2-26209505
地址 25137新北市淡⽔區英專路151號
網址 http://www.tku.edu.tw
承辦單位 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境外⽣輔導組及學務處⽣活輔導組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獎學⾦ Guidance Section and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Guidance Section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eie.tku.edu.tw/zh_tw/LinkStudent/Scholarships
⼀、學校學⽣宿舍有松濤館(⼥⽣宿舍)及淡江學園(男、⼥宿舍)，相關介紹可進⼊本校住宿輔導組網⾴瀏覽
http://spirit.tku.edu.tw/tku/main.jsp?sectionId=8。 ⼆、僑⽣新⽣上網https://bit.ly/2rvgNii線上繳交新⽣床位定
宿舍
⾦即可確保可⼊住本校學⽣宿舍。 三、若是校外租屋，建議可瀏覽本校住宿輔導組網⾴，點選左下⽅「雲端租屋網」參
考有關校外租賃資訊。
⼀、2020年連續23年獲天下《Cheers》雜誌評選為「企業最愛⼤學⽣」，蟬聯私校第1名。 ⼆、2020年獲《遠⾒》雜誌
評選為「企業最愛⼤學⽣」私校第1名；於「台灣最佳⼤學」之「⽂法商類⼤學」排名全國第3名，私校第1名。 三、
2020年世界⼤學網路排名私校第1；泰晤⼠⾼等教育亞洲⼤學第400+、⾼等教育世界⼤學第1001+。 四、2015年本校獲
教育部「⼤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被評定為國際化典範⼤學。 五、2009年本校榮獲中華⺠國第19屆國家品質
備註 獎。 六、各項僑⽣獎助學⾦、住宿資訊及注意事項，請參閱本校學⽣事務處資訊網(網址：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1)⽣輔組(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
sectionId=2)、住輔組網⾴(網址：http://spirit.tku.edu.tw/Housing_Guidance/)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
(http://www.oieie.tku.edu.tw)。 七、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
規定之外語能⼒畢業⾨檻始得畢業。
學校基
本資料

1385 淡江⼤學 中國⽂學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中國⽂學學系結合傳統中⽂系之學術研究與應⽤中⽂之創作與編採，課程規劃兩⼤領域，必修課程以專業基礎課程為主，選修課
程以進階式閱讀經典為輔，兩者相輔相成，厚植中國⽂學與⽂化涵養。
課程結合古典與現代、理論與實務，培養學⽣經典閱讀與理解、⽂學鑑賞與創作、語⽂表達與運⽤及⽂獻分析的解讀的能⼒，
本學系歡迎有志中國⽂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之⽂藝青年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86 淡江⼤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安排採歷史知識與史學理論並重之原則，以培養史學研究與⽂史應⽤之⼈才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87 淡江⼤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系所分則
(⼀)旨在培養具科技資訊素養的優秀圖書館員及資訊專才。
本系學習內容包含⼤量資訊收集判斷分析、學習程式寫作及網路搜尋技能、圖書館產學實習、推廣及⾏銷等，適合具⼈際互動溝
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者。

- 第 158 ⾴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4. ⾃傳(選)：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
望/照⽚）限10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88 淡江⼤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標在培育跨媒體與⽂化⾏銷之專業⼈才（本系學習內容包含視覺、聽覺相關課程，且須⼤量動⼿實作，學⽣須具備視覺設
計、⾊彩判定、獨⽴操作及個⼈安全維護等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
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特殊表現證明 4. ⾃傳(必)： 中⽂⾃傳1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89 淡江⼤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標為培育新媒體創意⾏銷與創意製作整合⼈才，課程內容著重影⾳圖⽂的綜整訓練，故須具備視覺辨識、聽⼒與⼈際溝通
之協調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作品集(必)：(1)作品集(影⾳圖⽂)
(2)作品集請輸出為紙本（如有光碟另附），於報名時間截⽌前寄送⾄新北市淡⽔區英專路151號淡江⼤學資傳系（郵戳為憑）。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2 淡江⼤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致⼒建構完善之國際化教學環境，培育學⽣具有(⼀)外語運⽤能⼒ ；(⼆)國際經貿、國際企業之專業能⼒及(三)審視國內外經濟
情勢演變之通才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92 淡江⼤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Division of Global Commerce,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Taught Program)
系所分則
致⼒建構完善之國際化教學環境，培育學⽣具有(⼀)外語運⽤能⼒ ；(⼆)國際經貿、國際企業之專業能⼒及(三)審視國內外經濟
情勢演變之通才能⼒及（四）全英語授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0 淡江⼤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標為培育掌握財⾦脈動、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財務⾦融⼈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1 淡江⼤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系所分則
本系⽬標為培育⾦融保險業所需之⾵險管理與保險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中⽂語⽂能⼒：例如中⽂檢定
成績證明、中⽂⾃傳或中⽂修課成績等。
(2)英⽂語⽂能⼒：英⽂檢定成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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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5 淡江⼤學 產業經濟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精通經濟理論、管理實務與財務⾦融的⼈才為宗旨，畢業⽣可於經濟、⾦融與管理等研究所深造，也適合擔任⼀般企
業、⾦融、貿易與政府部⾨之中⾼階幹部。本系是唯⼀系所（含碩、博⼠班）兼備的產業經濟學術單位，同時亦有多位具實務經
驗的業師，師資陣容堅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4 淡江⼤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本系透過平衡而完整、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設計，來培養熟悉財經理論與實務運作的財經⼈才。本系畢業⽣的專業職場，涵蓋
泛商管領域的各⾏各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7 淡江⼤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培養企業與⼀般機構組織所需之專業經理⼈與創業家，學習內容涵蓋產業與企業經營、⾏銷管理、⼈⼒資源管理、財務管理、資
訊管理及作業管理等主要企管專業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5 淡江⼤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會計、審計及財務專業⼈才及研究⼈才為⽬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6 淡江⼤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統計專業知識和相關資訊能⼒之數據分析管理⼈才為⽬的，歡迎對數字有⾼度興趣或數字能⼒優異的同學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傳(必)：⾃傳及研究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8 淡江⼤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因應國際學術潮流及國內實務需求，培育深具敬業態度與團隊精神之優越資訊技術、資訊應⽤、管理與規劃⼈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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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9 淡江⼤學 運輸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為跨學域科系，課程內容涵蓋陸、海、空客貨運輸系統之規劃、設計與營運管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0 淡江⼤學 公共⾏政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招收對公共事務及公共議題有興趣之青年。課程包括政治、⾏政管理、法律三⼤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1554 淡江⼤學 管理科學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具事業經營與⾏銷流通管理決策能⼒之管理⼈才，課程包括企管經營管理、⾏銷流通管理、財務分析及統計與決策分
析，著重學理與實務相結合，使學⽣具有嚴謹完整之專業知識，以符合企業界之就業要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1 淡江⼤學 英⽂學系 Dep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學⽣英美語⾔及⽂學能⼒，為國內、外機構培育專業且具國際觀之全⽅位英美語⽂專才。本系提供學⼠班、碩⼠班
及博⼠班課程，包含英語教學、口筆譯、英美⽂學、醫療⼈⽂研究、⽣態⽂學研究、影像研究等多元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１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2 淡江⼤學 西班⽛語⽂學系 Dept. of Spanish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創新實⽤，規劃翻譯、商務、旅遊、華語教學、⽂化等五⼤修課⽅向。除專業西語課程外，搭配學分學程、接軌企業實
習與未來職場連結，期能培育具實務能⼒的西語專才。國際移動學習：暑期遊學、⼤三出國、異地學習、國內/外企業實習。提供
多項系友捐贈之獎助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3 淡江⼤學 法國語⽂學系 Dept. of French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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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積極透過法國語⾔、⽂化及實⽤課程培育具聽、說、讀、寫、譯能⼒與實務經驗的法語專才，並通過四類必選修課程來深化
學習：⼀、翻譯；⼆、教學；三、⽂化；四、國內外實習。⼤三可經系甄選或參加本校之交換⽣甄選，赴法國修習學分⼀年。學
⽣通過本科外語能⼒畢業檢定考試，始授予學位。
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及研究計畫)。3.中、英⽂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4. ⾃傳(必)：中⽂⾃傳及讀書計畫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英⽂檢定成績証明：除⾼中中⽂科⽬成績外，或附其他中⽂程度證明或檢定成績、英⽂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4 淡江⼤學 德國語⽂學系 Dept. of Germa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可從事⽂化、經貿的德語⼈才。本系實施⼤三出國留學制度。除畢業學分外，學⽣通過本科德語B1檢定，始授予學
⼠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5 淡江⼤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系所分則
以培育⽇語⼈才為宗旨，實施⼤三學⽣赴⽇本姐妹校留學⼀年制度。提供多項系友捐贈之清寒獎助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6 淡江⼤學 俄國語⽂學系 Dept. of Russian

系所分則
旨在培育獨⽴分析、國際觀及跨⽂化溝通之俄語⼈才，實施⼤⼆異地學習、⼤三出國留學、⾼年級校外/海外企業實習。具中⽂或
英⽂聽、說、讀和表達能⼒佳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93 淡江⼤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t.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Taugh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所有課程採全英語授課，其教育⽬標在培養學⽣具備全球視野，掌握國際關係的基本理論與專業知識，強化外語能⼒並能運
⽤於國際事務的研習與運作，嫻熟區域政經發展，且具有獨⽴思考與處理國際資訊能⼒的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7 淡江⼤學 教育科技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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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數位學習及教育訓練之專業⼈才。歡迎在美術、語⽂、資訊以及其他各項才藝⽅⾯有突出表現之同學申請。
（⼆）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0 淡江⼤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English-Taugh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國際競爭⼒之觀光產業管理⼈才。採全英語授課，所有學⽣⼤三須⾃費出國⾄本校指定姐妹校留學⼀年
（境外學⽣可選擇是否⼤三出國），留學期間仍應在本校註冊且繳交1/4學雜費。本系為住宿學院，⼤⼀、⼤⼆學⽣須住校。學
⽣應通過托福iBT61分(或雅思5.5分、或多益700分)、實習400小時及取得指定之證照1張，始得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含⾃傳、讀書計畫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3 淡江⼤學 英⽂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t. of English (English-Taugh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學⽣英美語⾔及⽂學能⼒，為國內、外機構培育專業且具國際觀之全⽅位英美語⽂專才。本系提供學⼠班、碩⼠班
及博⼠班課程，包含英語教學、口筆譯、英美⽂學、醫療⼈⽂研究、⽣態⽂學研究、影像研究等多元課程。
本班採「三全」政策：全住宿書院、全英語授課、全⼤三出國（⾃費⾄本校指定姊妹校留學⼀年，仍需繳交本校1/4學雜費。境
外⽣可選擇是否⼤三出國）。畢業⾨檻為通過全⺠英檢中⾼級（初試）相對等級（含）以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１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9 淡江⼤學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English-Taugh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採全英語授課，所有學⽣⼤三須⾃費出國⾄本校指定姐妹校留學⼀年(境外⽣可選擇是否⼤三出國)，留學期間仍應在本校註
冊且繳交1/4學雜費。本系屬住宿學院，⼤⼀、⼤⼆學⽣星期⼀~四須住校。畢業⽣應通過托福IBT61分、雅思5.5分或TOEIC
700分，始得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10 淡江⼤學 數學學系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Section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數學、統計及相關科學之專業⼈才，經由學習培養學⽣思考、組織、分析與表達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20 淡江⼤學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Dept. of Mathematics-Section of Data Scienc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數學、統計及相關科學之專業⼈才，經由學習培養學⽣思考、組織、分析與表達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4 淡江⼤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Division of Electro-Optical Physic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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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實驗與理論並重，培育具有理論基礎及應⽤技術的科技⼈才。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需具備獨⽴
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8 淡江⼤學 物理學系應⽤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Division of Applied Physics
系所分則
強調實驗與理論並重，培育具有理論基礎及應⽤技術的科技⼈才。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需具備獨⽴
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0 淡江⼤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物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Division
系所分則
化學學系必修課程之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儀器分析等實驗，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
備獨⽴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9 淡江⼤學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Material Chemistry Division
系所分則
化學學系必修課程之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儀器分析等實驗，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
備獨⽴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87 淡江⼤學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Advanced Materi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學位學程培養奈⽶、光電、⽣醫及⾼分⼦材料之專業⼈才。
(⼆)必修課程之普通化學實驗與材料科學實驗，均涉及化學反應，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備獨⽴
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2 淡江⼤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本系⼤學部發展是以教學為主，強調具有整合⼒的設計專業訓練，透過以建築設計為主軸的教學，培養學⽣建築基礎專業知能，
引發學⽣的創造⼒與熱情，發展兼具真實與實驗性的設計主題。落實國際化及拓展學⽣國際視野，推動與國外名校的交換⽣機
制，邀請知名建築師舉辦國際⼯作營與演講；增聘外籍客座教授，並開辦全英⽂授課課程以強化學⽣的外語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3 淡江⼤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學系以培育具備⼟木專業知識和資訊科技應⽤能⼒兼備之現代⼯程技術和營建業相關之企業經理⼈才為⽬的。課程設計除著重
於⼟木⼯程專業，使學⽣具備良好之營建技術能⼒外，亦開設營管、資訊、⼯程法律等課程，使學⽣具跨域知識和宏觀思維。畢
業⽣可成為⼟木⼯程師或相關專業技師，未來亦可成為相關企業之經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1 淡江⼤學 ⽔資源及環境⼯程學系⽔資源⼯程組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Division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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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程組旨在培養具有⽔資源專業實務或學術研究能⼒之⼈才，配合全球與本地環境演變，培養具有跨領域，並具有關懷⽔
資源環境與持續學習能⼒，以適應全球氣候變遷之發展與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8 淡江⼤學 ⽔資源及環境⼯程學系環境⼯程組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環境⼯程組旨在培養具有環⼯專業實務或學術研究能⼒之⼈才，配合環境演變、產業發展全球化，培養具有跨領域，並具有關懷
環境與持續學習能⼒，以適應產業全球化發展與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5 淡江⼤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Division of Opto-Mechatronics,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著重於機械⼯業及尖端科技之⼈才培育。必修課程以基礎專業素養為主，選修課程則兼顧光機電產業脈動和應⽤。課程規劃著重
於光電⼯程與光機電整合，包括光機電基本學理、光機電元件、光機電系統、智慧型機械⼈、光學量測、系統驅動與控制及光⼦
晶體等。光機電整合學程制度完整（含本科、碩博⼠班），為有⼼朝更⾼層次光機電整合學理鑽研的學⽣，提供完善的教育與學
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6 淡江⼤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Division of Precisi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著重於機械⼯業及尖端科技之⼈才培育。必修課程以基礎專業素養為主，選修課程則兼顧精密機械產業脈動和應⽤。課程規劃包
括精密製造、材料科學與⼯程、精密機械設計、微機電系統、微/奈⽶級精密加⼯、精密量測及表⾯⼯程、電腦輔助⼯程、振動學
及熱傳學等。精密機械學程制度完整（含本科、碩博⼠班），為有⼼朝更⾼層次精密機械學理鑽研的學⽣，提供完善的教育與學
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1 淡江⼤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備化⼯製程與材料應⽤等專業知識⼈才為⽬的。課程內容包括化學⼯程與材料科學等理論及實驗，強調專業整合之
訓練。部份實驗課程要求學⽣能夠有顏⾊辨別⼒。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7 淡江⼤學 電機⼯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Division of Electrical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Dep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育電機、電⼦、資訊、通訊以及⼈⼯智慧物聯網領域之⾼科技⼈才為⽬標，教學⽅⾯提供「希望⼯程列⾞」系列措施，在不
同階段予以學⽣協助/補助，並提供多樣的國際交流機會，系上學⽣在國際競賽、科技部⼤專⽣專題以及畢業專題實作⽅⾯皆有極
為傑出的表現；本組課程包含電機基礎課程、⼈⼯智慧物聯網基礎課程、通訊系統、微波天線、信號處理、通訊網路、光纖通訊
及通訊系統晶⽚設計等領域，強調理論與實務並重之訓練，落實軟體與硬體整合，使學⽣具備多元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5 淡江⼤學 電機⼯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Division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ep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育電機、電⼦及資訊、通訊領域之⾼科技⼈才為⽬標，特⾊發展⼈⼯智慧、⼤數據、物聯網與⼈⼯智慧晶⽚設計，教學⽅⾯
提供「希望⼯程列⾞」系列措施，在不同階段予以學⽣協助/補助，並提供多樣的國際交流機會，系上學⽣在國際競賽、科技部⼤
專⽣專題以及畢業專題實作⽅⾯皆有極為傑出的表現；本組課程包含電機基礎課程、超⼤型積體電路、系統晶⽚設計、無線通訊
網路、網路多媒體及嵌⼊式系統等領域，強調理論與實務並重之訓練，落實軟體與硬體整合，使學⽣具備多元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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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2323 淡江⼤學 電機⼯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Division of Electric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Dep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育電機、電⼦、資訊及智慧機器⼈領域之⾼科技⼈才為⽬標，教學⽅⾯提供「希望⼯程列⾞」系列措施，在不同階段予以學
⽣協助/補助，並提供多樣的國際交流機會，系上學⽣在國際競賽、科技部⼤專⽣專題以及畢業專題實作⽅⾯皆有極為傑出的表
現；本組課程包含電機基礎課程、系統晶⽚設計、⼈⼯智慧、嵌⼊式系統、智慧型控制、智慧機器⼈及系統整合等領域，強調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訓練，落實軟體與硬體整合，使學⽣具備多元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
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3 淡江⼤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學系以培育具備電腦、通訊及資訊專業知識及產業應⽤能⼒兼備之IT科技⼈才為⽬的。本系亦開設物聯網/無線網路、⼤數據
分析、⼈⼯智慧、嵌⼊式系統、電腦視覺、資訊安全技術等幾個⾯向相關專業選修，讓學⽣有⼀套完整的訓練體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2 淡江⼤學 航空太空⼯程學系 Dept.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建⽴以「奠定航太⼯程專業，厚實⼯程師素養」為主，並培育航太相關領域科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特殊表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41 淡江⼤學 財務⾦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班 DIVISION OF ENGLISH-TAUGHT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所有課程均以全英語⽅式授課，配合本校國際化之教育理念，本系旨在培養本校本國籍及境外學⽣之國際財務管理視野，藉由提
供學⽣符合產業趨勢的財務管理課程與實務訓練，並搭配多元化的通識核⼼課程，以達成培育具國際觀的財務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2 淡江⼤學 資訊⼯程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nglishTaugh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學系以培育具備電腦、通訊及資訊專業知識及產業應⽤能⼒兼備之IT科技⼈才為⽬的。本系亦開設物聯網/無線網路、⼤數據
分析、⼈⼯智慧、嵌⼊式系統、電腦視覺、資訊安全技術等幾個⾯向相關專業選修，讓學⽣有⼀套完整的訓練體系。全英語學⼠
班畢業需通過托福iBT61、雅思5.5或多益700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61
聯絡電話 886-3-2651712
地址 32023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網址 http://www.cy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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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2651729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touch.cycu.edu.tw/active_system/query_data/student/ssgogo.jsp

全校共五棟宿舍，包含⼒⾏宿舍、信實宿舍、恩慈宿舍、良善宿舍及熱誠宿舍，共提供約5000床位，境外新⽣⼤⼀保證
住宿。
⼀、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榮獲私⽴⼤學第⼀名。 ⼆、2019連續三年榮獲1111⼈⼒銀⾏公布「企業最
愛⼤學」私⽴⼤學第⼀名。 三、2019年連續六年榮獲世界⼤學排名中⼼（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簡
稱CWUR）排名，台灣私⽴綜合⼤學第⼀名。 四、勇奪2019學科正規化引⽂影響⼒指標(CNCI)，全國綜合⼤學薄膜科
學、化學領域全國第⼀！材料科學、⼯程領域私校第⼀！全領域全國第三！ 五、2016年上海交通⼤學兩岸四地⼤學排
名，連續六年榮獲全台私⽴綜合⼤學第⼀名。 六、104⼈⼒銀⾏公布全臺⼤專院校畢業⽣就業率排名，中原⼤學名列私⽴
綜合⼤學之⾸。 七、地理位置最便利，距桃園機場30分鐘、臺北市區50分鐘⾞程。⾷、⾐、住、⾏等⽣活機能俱優。
⼋、具多元國際學習機會，每年有超過1000個赴海外學習機會，可申請⾄美國、韓國、⽇本等多國姊妹校成為交換學⽣
備註
或獲得雙聯學位。 九、2019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商學管理雙學⼠學位學程。 ⼗、2020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
威斯康⾟⼤學密爾⽡基分校電機與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連續六度榮獲中國⼯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
優」獎，今年再榮獲私校⾸獎。 ⼗⼆、相關資訊詳⾒中原⼤學官網http://www.cycu.edu.tw/ 【⼤學部僑外⽣助學⾦】
⼤學部僑外新⽣於個⼈申請階段得檢具申請表及相關⽂件申請助學⾦，經過審查通過者，依⽐序於⼊學後之第⼀學期核發
下列相關助學⾦： ⼀、學雜費全額減免。 ⼆、學雜費減免⼆分之⼀。 三、助學⾦新台幣16,000元。 在校僑外⽣學期學業
成績達該年級系排名前百分之⼆⼗五者，得檢附成績證明⽂件於次⼀學期初申請助學⾦，經過審查通過者，依⽐序核發前
項助學⾦。
宿舍

2370 中原⼤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分數學、統計及資訊科學等三個學程，招收對數學有興趣的學⽣，培養其對數學之基本觀念，然後對⾼深學理作深⼊的探
討、將數學應⽤於各領域，並期能造就優秀的數學⼈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200 Chung Pei Road, Chung 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32023,
R.O.C. 、收件⼈：Shu-Yue Shiao、聯絡電話：+886-3-265-1712、E-mail：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
2021-01-10）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5.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
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1 中原⼤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Physics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為中原⼤學創校學系之⼀，多年來致⼒於培育具物理紮實基礎訓練，並具獨⽴思考及創造⼒之學術與科技專業⼈才。光電與
材料組特重在物理基礎訓練下，提供光電及材料科技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學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不限語⽂別，需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6. 讀書計畫書(必)：不限語⽂別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2 中原⼤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Photon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為中原⼤學創校學系之⼀，多年來致⼒於培育具物理紮實基礎訓練，並具獨⽴思考及創造⼒之學術與科技專業⼈才。光電與
材料組特重在物理基礎訓練下，提供光電及材料科技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學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近三年之在校歷年成績
單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不限語⽂別，需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不限語⽂別，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3 中原⼤學 化學系化學組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具有專業知識和創造⼒的優秀化學和材料化學⼈才，奠⽴學⽣堅實之基礎，提昇其再學習的能⼒，具有均衡的身⼼
素質。學⽣應具備學術研究和技術研發能⼒，以服務⾏業，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4 中原⼤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Materials Chemistry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具有專業知識和創造⼒的優秀化學和材料化學⼈才，奠⽴學⽣堅實之基礎，提昇其再學習的能⼒，具有均衡的身⼼
素質。學⽣應具備學術研究和技術研發能⼒，以服務⾏業，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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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79 中原⼤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特⾊為基礎理論與應⽤實務並重，歡迎有興趣探索⼈類⼼理、思考、性格及⾏為的同學加⼊我們⾏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閱讀⼼得（⼼
理學相關書籍之閱讀⼼得300字以內，清單可參考⼼理系網⾴⾼中⽣專區之推薦） 5. ⾃傳(必)：中⽂⾃傳或英⽂⾃傳均可（含
履歷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80 中原⼤學 ⽣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招收對⽣物學領域有興趣之學⽣。
本系學⼠班規劃有『⽣醫科技』與『保健科技』⼆⼤⽅向
⽣醫科技：培育具備⽣物科技理論與實務操作的科技⼈才，每⼀年級皆規劃⼀⾨和⽣物科技相關的基礎⽣物醫學核⼼課程，包括
普通⽣物學、⽣物化學、⼈體⽣理學，同時開設其他輔助的必修與選修課程，包含分⼦⽣物學、細胞⽣物學、⽣物資訊等，藉此
培育學⽣在⽣物醫學主幹知識有扎實的基礎。
保健科技：除基礎與核⼼課程外，另開設營養學、中醫藥學、⾷品化學、保健⾷品概論、⽣技保健⾷品等選修，提供學⽣保健科
技之相關知識。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或英⽂⾃傳擇⼀（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25 中原⼤學 化學⼯程學系綠能製程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Green-Energy Processing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師之專⻑除傳統化⼯外、亦涵蓋材料、⽣化、能源及污染防治領域，故設⽴三⼤特⾊組別：綠能製程組、⽣化⼯程組與材
料⼯程組。綠⾊科技強調能源的製造來⾃於可再⽣性與環境友善的製程，且於產業設計與改善朝低汙染與節能減碳的⽅向。此組
將以製程最佳化設計與能源系統整合，及⽣質與再⽣能源的開發與應⽤等為課程重點。未來出路除可⾄傳統化⼯製造業及程序⼯
程設計公司外，亦涵蓋⽣質能產業、薄膜系統設計等相關研發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26 中原⼤學 化學⼯程學系⽣化⼯程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師之專⻑除傳統化⼯外、亦涵蓋材料、⽣化、能源及污染防治領域，故設⽴三⼤特⾊組別：綠能製程組、⽣化⼯程組與材
料⼯程組。
⽣化⼯程組之課程規劃以應⽤化⼯知識於⽣物技術產業、⽣醫材料製造業及製藥產業為原則，並將修習⽣化⼯程及蛋⽩質⼯程，
三個特⾊必修科⽬。
未來出路可在⾷品加⼯產業、農產加⼯產業、⽣物技術產業 、⽣醫材料製造業、及製藥產業擔任製造⼯程師、品管⼯程師、產品
研發⼯程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27 中原⼤學 化學⼯程學系材料⼯程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Engineering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師之專⻑除傳統化⼯外、亦涵蓋材料、⽣化、能源及污染防治領域，故設⽴三⼤特⾊組別：綠能製程組、⽣化⼯程組與材
料⼯程組，並設有薄膜中⼼且研發成果享譽國際並與產業無縫接軌。
材料⼯程組課程規劃涵蓋有機材料與無機材料，著重化⼯專業知識於材料製造之應⽤。
材料為各⼯業之基礎，出路很廣，相關產業從半導體、光電、⾯板等電⼦產業，⽣醫產業，薄膜分離技術無不需要材料⼈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5 中原⼤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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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擁有獨棟系館提供舒適的學習及研究環境，研究所旨在培養學⽣更具專精之⼟木⼯程專業知識和紮實的研究基礎。本系師
資陣容堅強，有16位專任⽼師及20餘位具實務經驗的兼任⽼師。研究所的課程規劃區依師資的專⻑分為結構⼯程、⼤地⼯程、⽔
利⼯程與運輸⼯程等四個主要領域。
2. 各領域課程以⼟木⼯程之基本專業知識與資訊技術為基礎，延伸⾄各領域⼯程之專業課程。本系亦擁有完善之實驗設備，諸如
⼯程材料實驗室、⽔利⼯程實驗室、結構實驗室、⼟壤⼒學實驗室及測量儀器室
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中
⽂及英⽂⾃傳，需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9.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6 中原⼤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中原⼤學機械系擁有如下特⾊：
1.學制完整，除⼤學部之外，擁有堅強的碩⼠班及博⼠班。
2.歷史悠久，資源豐富，系館空間上千坪，圖書館專書上百萬冊。
3.德智體群四育發展均衡，具有樸實努⼒、榮譽、⾃⽴⾃強的優良傳統。
4.系友眾多，表現傑出者不勝枚舉，為國家社會盡⼒貢獻所學。
5.課程先進、完整且系統化、⾰新化，包括機電整合類課程，精密機械類課程，先進製造類課程，光機電系統類課程，電腦輔助
設計製造類課程，先進控制類課程。
6.學術研究表現優異，論⽂發表、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均在全國排序中名列前茅，發明、專利、技術轉移成果豐碩。
7.學術⾵氣良好，學⽣畢業後再深造⽐例達七成，92及93年連獲1111⼈⼒銀⾏評⽐為企業界最歡迎之新鮮⼈第⼆、三名，與成⼤
機械及台⼤機械系同列鰲頭。
8.研究⽣可申請獎助學⾦及研究津貼。
9.研究成果豐碩，發表論⽂質量評⽐均達到國際名校以及台清交成機械系之⽔準，遠勝於國內平均值。
10.研究計畫每年超過五⼗件，研究⽣⼈⼈有研究計畫可執⾏，理論與實務同步學習，畢業後謀職為企業界之最愛。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7 中原⼤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醫學⼯程係將⼯程原理與醫學及⽣物學結合，以設計並創造出健康照護所需的儀器設備和軟硬體。有興趣成為醫學⼯程師的學⽣
應修過數學、物理及化學等科⽬。中原⼤學⽣物醫學⼯程學系成⽴於1972年，是台灣第⼀所通過IEET認證之學系。⽬的在培育
兼具⼯程及⽣物醫學跨領域知識與實作經驗之醫學⼯程師。因此，⼤學部課程著重在⼯程設計以及實作訓練。並提供醫院與醫療
器材產業實習機會，讓學⽣提早為就業做準備。本系畢業⽣具有多⾯向的⼯作選擇，除了在醫院擔任臨床⼯程師或醫療設備技
師，也在醫療器材產業擔任儀器設備研發、維修及⾏銷⼯作，或在從事醫療器材法規認證、智慧財產權等相關⼯作。竭誠歡迎您
加⼊中原醫⼯的⼤家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35 中原⼤學 環境⼯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培育兼具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跨領域協作與國際視野之環境⼯程專業⼈才。課程規劃為七⼤學程：1.環境實務⼯程;2.環境
監測智慧化;3.環境安全衛⽣;4.⼟壤與地下⽔污染整治;5.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6.環境教育;7.循環經濟。本系提供多元化⼯程參
訪、暑期實習、企業實習，與專業導師式專題研究，強化學⽣實作經驗與能⼒。系上教師與產業與公部⾨鏈結強，海峽兩岸、東
亞及東南亞國際合作交流熱絡，提供多元國內外進修升學及就業管道。竭誠歡迎您加⼊環境⼯程系⼤家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
(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28 中原⼤學 ⼯業與系統⼯程學系⼯程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Divis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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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創設於1964年，歷史悠久，為全國第⼆個成⽴⼯業⼯程系之學校，現有⼤學部3班、碩⼠班、博⼠班、碩⼠在職專班(碩專
班)及國際碩⼠班。系友資源豐富，⾄今已達萬⼈，傑出系友遍佈國內外⾼科技、製造、服務與教育業。專任教師19位，均畢業
於國內外知名⼤學，產研成果與經驗豐富，授課與研究分管理技術、⽣產系統、品質管理、作業研究、資訊系統、⼈因⼯程領
域。2004年本系為全國第⼀個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程科技教育認證之⼯⼯系，與國際接軌。本系於2005年隸屬電機
資訊學院，並於2008年從「⼯業⼯程學系」更名為「⼯業與系統⼯程學系」。2015年成⽴國際碩⼠班招收外籍⽣並採英語授
課，帶領全系邁向國際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
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中⽂⾃傳為必繳，英⽂⾃傳為選繳（含學⽣⾃述/個⼈學經歷/
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
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94 中原⼤學 ⼯業與系統⼯程學系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系創設於1964年，歷史悠久，為全國第⼆個成⽴⼯業⼯程系之學校，現有⼤學部3班、碩⼠班、博⼠班、碩⼠在職專班(碩專
班)及國際碩⼠班。系友資源豐富，⾄今已達萬⼈，傑出系友遍佈國內外⾼科技、製造、服務與教育業。專任教師19位，均畢業
於國內外知名⼤學，產研成果與經驗豐富，授課與研究分管理技術、⽣產系統、品質管理、作業研究、資訊系統、⼈因⼯程領
域。2004年本系為全國第⼀個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程科技教育認證之⼯⼯系，與國際接軌。本系於2005年隸屬電機
資訊學院，並於2008年從「⼯業⼯程學系」更名為「⼯業與系統⼯程學系」。2015年成⽴國際碩⼠班招收外籍⽣並採英語授
課，帶領全系邁向國際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
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中⽂⾃傳為必繳，英⽂⾃傳為選繳（含學⽣⾃述/個⼈學經歷/
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9 中原⼤學 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66年，旨在培育電⼦⾼科技⼈才，以從事光電元件、半導體、積體電路、⽣醫感測、多媒體、通訊系統等相關主題
之研發與整合應⽤。
本系提供⼀理想學習環境，課程結構涵蓋電⼦電機領域之基礎內容，且特別強調與電⼦產業需求趨勢密切結合。在教學上基礎學
理與實務運⽤並重，培養學⽣獨⽴思考、創新求新、主動解決問題之能⼒，並養成其團隊、敬業之精神，特別強調訓練學⽣動⼿
實作能⼒。同時，課程符合⼯程科技教育認證規範並積極與國際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傳(必)：中⽂⾃傳為必繳
項⽬，英⽂⾃傳為選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80 中原⼤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所設⽴的宗旨是在培育具備誠信、負責與創意特質之優秀資訊專業⼈才，課程著重學理與實作的配合，期能使畢業⽣具備優
秀資訊⼯程師的專業素養。本系所⾃九⼗三學年度起即完成具國際公信⼒的⼯程科技教育認證，為全國最早通過認證的資訊領域
學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
評審之資料(限⾼中時期，如競賽成果、學⽣幹部、成果作品、外語能⼒檢定(如⼤學英聽測驗、全⺠英檢、多益、⽇語等，請附
相關證明⽂件影本)、社團參與等)(無則免交) 5. ⾃傳(必)：中⽂⾃傳與英⽂⾃傳擇⼀繳交(含⾃我介紹、學經歷、申請動機、未
來規劃及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國家，請提供中⽂程度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81 中原⼤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72年，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電機系之⼀，2017年以零缺點通過IEET⼯程教育認證最⾼評價。本系教學重視倫理與
⼯程實務養成，以培養具備電機、資訊、⼈⼯智慧技能的優秀⼈才為職志；畢業校友數千⼈，在各⾏各業中皆有極佳表現，台灣
⼈⼒銀⾏評⽐為企業最愛、薪資最⾼系所之⼀，眾多傑出校友為本系的珍貴資產，為學弟妹的楷模並奠定良好就業基⽯。
本校位處桃園市中⼼，交通⽅便、物價低廉，距離桃園國際機場、台北市區均⼀小時⾞程以內，校區⽐鄰中原夜市，⽣活機能極
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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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證明(⾼中最

2383 中原⼤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為因應科技發展，希冀培養具廣博知識及⾼度整合能⼒之跨領域⼈才，以「學程制」⽅式修習，共有⽣產管理、品質管理、經營
管理、半導體、電路設計、資訊軟體、資訊硬體、資訊應⽤、電⼒、控制、通訊等11個學程，學⽣⼤⼆開始可於11個學程中，選
擇任2個主修學程及任1個副修學程。完成本班修業規定後取得「電機資訊學院學⼠班」之畢業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
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3 中原⼤學 企業管理學系⼯商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組以⾏銷管理、財務管理、⼈⼒資源管理與科技管理等專業為經，服務業管理、創新創業以及產業分析等跨功能領域為緯，致
⼒培養兼具專業知識、技能與品格的管理⼈才。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學⽣在各專業領域能獲得充份的專業訓練，充份滿⾜學習需
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n027 中原⼤學 中原⼤學美國威⼤密爾⽡基分校電機與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Undergraduate Dual Degree Program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2+2專班學⽣於前兩年學習中原⼤學電資學院基礎與進階課程，⼤三起⾄威斯康⾟⼤學密爾⽡基分校學習相關專業課程。兩校均
為華盛頓公約(Washington Accord, WA)會員國：中原⼤學為中華⼯程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IEET)；美國威斯康⾟⼤學密爾⽡基分校為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BET)，此⼯
程認證確保兩學院之教育⽔準能持續改善，並提升學院之國際知名度。兩學院已完成相互課程之鏈結，並同時注重品格、創業與
國際化之教育。
2+2 學程打造具獨⽴性的全球型專業⼈才，讓你接軌國際。四年即可獲得中原⼤學與美國⼤學雙學⼠學位⽂憑，同時僅需兩年赴
美國學習，可節省花費。2+2學程讓你無需參加SAT測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兩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
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6. ⾃傳(必)：英⽂⾃傳 7. 讀書計畫書(必)：英
⽂讀書計畫為必繳，中⽂讀書計畫為選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
証明、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2 中原⼤學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服務業為我國產業發展主⼒，是相當熱⾨的產業。因應國家⼈⼒需求，本組全⼒培育服務業所需之⾏銷管理、財務管理、⼈⼒資
源管理等管理⼈才。本系與知名的全家便利商店以及全聯實業合作就業學程，致⼒縮短學⽣畢業⾄就業的最後⼀哩路。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4 中原⼤學 企業管理學系⾼科技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igh-Tech Management
Division
系所分則
臺灣在⾼科技產業有相當傲⼈的成績，對於管理⼈才的需求殷切，為本組學⽣提供了絕佳的就業機會。秉持中原⼤學全⼈教育的
理念，本組以科技管理為主，搭配⾏銷管理、財務管理與⼈⼒資源管理等專業為輔，培養兼具專業知識、技能與品格的⾼科技業
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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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7 中原⼤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系創⽴於1976年，⽬前已逾5,000位系友遍佈世界各地，商學院於2015年通過AACSB國際商管認證，學⽣有許多機會可出國交
換，且本系僑外⽣約占20%，可認識許多來⾃不同國家的同學。專業課程分流為「國際經營與貿易實務」、「經濟計量與預
測」、「國際⾦融與管理」三個學程，依興趣及未來職涯規畫選修專業課程。本系四年皆有英⽂相關課程，更開設商⽤⽇⽂及西
班⽛⽂課程，培養第⼆外語專⻑。畢業後可從事的⼯作包含報關⼈員、國貿專員、物流運輸、財務⼈員、採購專員、⾦融⼈員、
產業分析、理財專員、⾏銷企劃、經建⾏政⼈員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
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8 中原⼤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與跨領域並⾏；旨在培養具備全球移動能⼒的會計專業⼈才。教學⽅式注重學⽤合⼀，著重啟
發、引導，並訓練學⽣獨⽴思考及分析能⼒；進而增進同學問題解決與團隊合作能⼒。為增強學⽣跨領域整合與職場競爭⼒，本
系與⼤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規劃設⽴「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業學程」，其⽬的為培養學⽣成為能靈活應⽤專業知識與職場實
務之會計⼈才，輔助學⽣提前規劃並熟悉就業管道及各個產業相關會計實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中⽂或英⽂⾃傳 7. 讀書計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
證明⽂件(選)：中⽂及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9 中原⼤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能運⽤資訊科技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的⼈才，歡迎對資訊科技商學應⽤與管理有興趣者，加⼊本系的⾏列。本系在
電⼦商務、⼤數據分析以及資訊系統的理論與實務⽅⾯，不僅頗受產官、學、研各界的肯定，同時也在全國性的競賽中屢獲佳
績。此外，本系的數位服務與數位創業，不僅培養學⽣具備相當紮實的專業能⼒，也在業界打響名號，造就本系成為最具特⾊的
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
(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0 中原⼤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對嶄新⾦融科技(Fintech)的時代，多元⾦融商品的創新和資⾦的籌措等，需精確掌握各項資訊進⾏分析與投資決策。本系將
落實資訊化、國際化與實務性教學，強調財務⾦融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專業⼈才，並重視學⽣宏觀國際視野與競爭⼒的提昇，為學
⽣⽇後就業或升學提供多元的選擇與發展機會。掌握趨勢脈動，引領財⾦潮流，加⼊中原財⾦，是你最佳的選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200 Chung Pei Road, Chung 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32023, R.O.C. 、收件⼈：Shu-Yue Shiao、聯絡電話：+886-3-265-1712、E-mail：
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2021-01-10）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
獎證明等(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97 中原⼤學 國際商學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Business & Management (IUBM)
Program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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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學學⼠學位學程
中原⼤學商學院2015年通過AACSB認證，為全世界前5%通過AACSB認證的商學院。
系統化學習，學習課程區分為企業管理、國際企業與貿易、財務⾦融與會計，及資訊管理等四個領域，學⽣可根據興趣選修課
程。
跨領域學習，學⽣需修習⾄少兩個領域的課程，以培養跨領域專業的專業能⼒。
採⽤問題解決式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讓學⽣從做中學，並理論應⽤到實務。
可透過4+1課程，於⼤四申請本校IMBA國際碩⼠學位學程，五年取得⼤學及碩⼠⽂憑。
透過申請⼊學⽅式招收學⽣。
http://oia.cycu.edu.tw/
Tel:+886-3-2651716
Email:oia@cycu.edu.tw
線上申請系統:http://ias.cyc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兩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必)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6.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7. 讀書
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為必繳，中⽂讀書計畫書為選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英⽂檢定成績証明）為必繳；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證明為選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04 中原⼤學 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商學管理雙學⼠學位學程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Templ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Dual Degree Program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中原⼤學商學院2015年通過AACSB認證，為全世界前5%通過AACSB認證的商學院。
2+2專班學⽣於前兩年學習中原⼤學商學院基礎與進階課程，⼤三起⾄天普⼤學學習商學專業課程。此學程打造具獨⽴性之全球
型專業⼈才，使學⽣接軌國際。四年即可獲得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雙學⼠學位⽂憑，同時僅需兩年赴美國學習，可節省花
費。
此學程讓學⽣免除準備SAT 測驗（學術⽔準測驗考試）。為提升英語能⼒，學⽣在中原⼤學之前兩年須達天普⼤學規定英語成績
⾨檻托福 IBT 85 或雅思 6.5 ⽅可出國繼續⼤三之課程。因此，2+2 學程安排雅思及托福考試輔導機制，並且採⽤全英語授課。
http://oia.cycu.edu.tw/
708Tel:+886-3-2651716/+886-3-2655414
Email:oia@cycu.edu.tw/kuochen@cycu.edu.tw
線上申請系統:http://ias.cyc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傳(必)：英⽂⾃傳 7.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為必繳，中⽂讀書計畫書為選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及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證明(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35 中原⼤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系所分則
中原⼤學財經法律學系為全國最早設⽴的財經法律學系，學⼠班修業期間為五個學年，畢業授予法律學學⼠學位。第⼀⾄第三學
年之教學重點為基礎法律與基礎財經課程，第四與第五學年則著重於專業財經法與基礎法學進階課程，分為經貿法律、科技法律
及司法實務三組學程。
本系服務與實習機會遍及⾏政機關、司法機關、財團法⼈及⺠間企業等，如：桃園市政府法務局、桃園地⽅法院、中壢簡易庭、
法律扶助基⾦會、法律事務所、管理顧問公司等，藉此提供學⽣理論應⽤之學習機會並及早接觸法律實務⼯作。
學⽣畢業後除可參加律師、司法官及國家考試，亦有多元就業管道，包括企業之法務⼯作。並與英、美、⽇及⼤陸多所⼤學簽署
交流，提供學⽣出國進修之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
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82 中原⼤學 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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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創於1960年，為全台灣第1所五年制建築學系。結合專任教師與業界教師，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訓練。每年提供海
外移地教學及赴國外⼤學交換⽣的機會。教學內容包括建築設計、都市環境、科學技術、歷史理論、專業通識等領域。在校⽣與
系友作品得獎無數，連續多年獲得雜誌媒體評選為台灣建築Top 4。畢業後可擔任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結構技師、景觀設計
師、建設公司、營造廠、顧問公司、公務員、學術研究。歡迎具備藝術、設計及創作潛能，並有獨⽴思考能⼒的學⽣選擇本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作品集(必)：成果作品證明(需要作品集審查，⾄少1件以上) 7. ⾃傳(必)：中⽂或英⽂⾃傳（含
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
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1 中原⼤學 室內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 有視覺障礙或辦⾊⼒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 室內設計系重視空間美學與⽂化理論與實務並重；畢業⽣未來就業可以橫跨室內設計、旅館設計、商店設計、家具設計、展
演設計、照明設計、廚具規劃、美術編輯、櫥窗設計、古蹟活化等⽂化創意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200 Chung Pei Road, Chung 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32023, R.O.C. 、收件⼈：Shu-Yue Shiao、聯絡電話：+886-3-2651712、E-mail：
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2021-01-10）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設計作品集及其他創作
(需要作品集審查，⾄少1件以上)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2 中原⼤學 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Commercial Design Sec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創⽴於1984年，為全台灣第⼀所於⼤學成⽴的商業設計系。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培養學⽣創作、⾏銷、設計與企劃
之能⼒。畢業⽣就業包含廣告、插畫、品牌設計、美術編排、展⽰設計、攝影、影⽚製作、包裝設計、數位媒體、⽂創設計、和
專案管理等領域。(⼆)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者、中⽂能⼒聽說讀寫有困難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作品集(必)：作品集 9. ⾃
傳(必)：中⽂⾃傳為必繳，英⽂⾃傳為選繳 10. 讀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x396 中原⼤學 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Product Design Sec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創⽴於1984年，為全台灣第⼀所於⼤學成⽴的商業設計系。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培養學⽣產品設計與開發、⼈因設
計、互動設計、產品⾏銷規劃之能⼒。畢業⽣就業包含⽂創產品設計、使⽤者介⾯設計、產品形象及策略、輔具設計、策略設
計、設計管理、及社會設計等領域。(⼆)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者、中⽂能⼒聽說讀寫有困難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作品集(必) 9. ⾃傳(必)：中⽂⾃傳為必繳，英⽂⾃傳為選繳 10.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 11.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5 中原⼤學 地景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1.關懷⼈⽂及⾃然環境。
2.具備環境規劃設計潛能。
3.具中⽂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社團參與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作品集(必)：成果作品(需要作品集審查，⾄少1件以上)，或者環境體驗視覺筆記(詳
請參閱本系網站： http://cycula2004.wixsite.com/cycula)
上述兩者均須附上學習⼼得：針對成果作品與視覺筆記進⾏書寫。 7. ⾃傳(必)：簡單履歷及⾃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3 中原⼤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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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主要培育學前教育、國⺠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師資、特殊教育⾏政及特殊教育機構⼯作⼈才。課程分為師培與⾮師培之雙
軌規劃。師培課程採合流設計，近年側重於學前及中等階段的特教師資培育。學⽣亦可選修聽覺口語就業學程，提供學⽣多元選
擇，增進就業競爭⼒。歡迎對特殊教育⼯作有興趣的同學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No. 200, Zhongbei Rd.,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320314, Taiwan (R.O.C.)、收件⼈：Shu-Yue Shiao、聯絡電話：886-3-2651712、E-mail：
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2021-01-10）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
獎證明等(必)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傳(必)：
中⽂⾃傳，英⽂⾃傳亦可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英⽂讀書計畫亦可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36 中原⼤學 應⽤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系必修課程設計之四⼤重點：(1) 英⽂聽、說、讀、寫、譯各項語⾔能⼒之訓練，(2) 建⽴語⾔學知識，(3) 培養⽂學欣賞能
⼒，(4) 發展第⼆外語能⼒。本系設置完善之軟硬體訓練設施，如：口譯訓練中⼼、影視翻譯室、多媒體剪輯室及語⾔⾃學中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200 Chung Pei Road,
Chung 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32023, R.O.C. 、收件⼈：Shu-Yue Shiao、聯絡電話：+886-3-2651712、Email：cycuoverseas@gmail.com、收件截⽌⽇：2021-01-10）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英⽂⾃傳 7.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4 中原⼤學 應⽤華語⽂學系 Depart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系所分則
本校應⽤華語⽂學系是全國第⼀個培養華語⽂教師的⼤學專業科系，以全⼈教育理念培育華語⽂教師，僑⽣同學畢業後將成為教
授外籍⼈⼠和海外華⼈華語⽂的專業師資，⼯作場所遍及海內外，兼有中⽂系的學養氣質，與世界性的實⽤專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
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作品集(必)：具語⽂關聯性的課程作品（如：作⽂、小論⽂、專題作品等） 7. ⾃傳(必)：中⽂
⾃傳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9
聯絡電話 886-4-23598900
傳真 886-4-23596334
地址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道四段1727號
網址 http://www.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ep.t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2
新⽣保障住宿
東海⼤學2020年獲泰晤⼠報世界⼤學影響⼒排名，東海全球總排名101-200、全國第三、私校第⼀。東海⼤學2013年獲
｢未來事件交易所｣評鑑為全國私校第⼀，是⼀所結合專業知識與博雅教育的⾼等學府，⾃1955年創校⾄今，為社會培育
了無數的優秀⼈才。課程內容豐富多元、教學與研究設備先進新穎，既可滿⾜您追求專業的知識，更可提供您多元跨領域
的學習機會，並重視學⽣國際視野的拓展，透過與姊妹校的海外交流與實習，可以完成您與全球連結的夢想。 本校擁有9
⼤學院與38個系(所)，校園規劃完善，位於台灣的樞紐位置－台中市，經由⾼速鐵路到台北或⾼雄只需50分鐘，距離清泉
崗機場約30分鐘，南來北往交通⼗分便捷，是台灣佔地⾯積最⼤之私⽴⼤學。沈靜典雅的路思義教堂、綠樹成蔭的⽂理
⼤道、古⾊古香的唐式教室建築，提供您完美的學習與⽣活空間。 本校提供新⽣保障住宿，⼆年級以上男⼥⽣可申請住
校；新⽣必須參加勞作教育，勞作成績及格者⽅能畢業；學⼠班學⽣必須通過本校之英⽂能⼒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國
外或香港澳⾨地區，相當於臺灣⾼級中學⼆年級之應屆中五學制之畢(結)業⽣，以同等學⼒資格⼊學學⼠班後，依本校學
則規定應增加畢業學分數⼗⼆學分。 本校設有僑⽣輔導專責單位，安排僑⽣住宿及⽣活所需，選擇東海是您⼈⽣最重要
的抉擇，本校全體師⽣誠摯地歡迎您加⼊我們學習的⾏列，透過我們的熱情與專業，相信您的⼤學⽣活必定可以繽紛多
彩。

1434 東海⼤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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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成⽴於西元1955年，歷史悠久。以中國⽂學、⽂化命脈之傳承及發揚創新為使命。學⼠班課程主軸分四⼤群組：「古典⽂
學」、「近現代⽂學」、「語⾔⽂字」、「思想」等，強調學術研究與寫作訓練並重，使學⽣能學以致⽤，並奠定繼續深造之基
礎。另為兼顧學⽣未來就業之準備，並輔以「應⽤類課程」，期許學⽣學有所⻑，於社會貢獻所學，課程及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
本系網⾴(http://chinese.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各項檢
定或得獎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必)：500-1000字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5 東海⼤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教導學⼦流暢之英語技能､增強西⽅⽂學及⽂化學養，並培養分析批判及獨⽴思考能⼒，幫助學⽣拓展國際視野，具備
德､法､或西語之第⼆外語基礎能⼒。本系學⽣畢業時須通過等同多益785分之中⾼級英檢測驗，如欲了解本系⼤學部課程以及五
年⼀貫⽅案，請參閱本系網⾴(http://flld.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傳(必)：300-500字英⽂⾃傳 4.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份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語⾔能⼒證明，如IELTS, TOEFL, TOEIC.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6 東海⼤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本系⽬標旨在：1.培育學⽣歷史思考與意識，2.培育優秀歷史教育⼈才，3.培育史學專業研究⼈才。培養學⽣具備六⼤核⼼能
⼒：1.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知識的能⼒，2.發現、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3.認知史料與分析史料的能⼒，4.吸收史學新知與
語⽂、相關知識的能⼒，5.建⽴表達與應⽤史學知識的能⼒，6.理解現代社會形成的能⼒與視野。課程設計可分為四⼤領域：臺
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史學⽅法論及應⽤性課程。如欲瞭解本系課程及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
（http://history.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4. ⾃傳(必)：700-1000字中⽂⾃傳（請說明申請本系之理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8 東海⼤學 ⽇本語⾔⽂化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系所分則
藉由多元化、專業化之課程設計，培養學⽣成為「台⽇多元⽂化之溝通與交流的能⼿」。為養成同學終身學習的習慣，從⼀年級
的基礎⽇語開始即採⽤⾃律學習的觀念與習慣，進⾏嚴格的語⾔訓練，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japan.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1-2封（中⽂或英
⽂）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等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必)：500-1000字中⽂⾃傳 6. 讀
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7 東海⼤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系所分則
本系之辦學理念為「中西哲學並重，理論與實踐兼顧」為宗旨，期能讓學⽣於中西哲學之各家思想能多所涉獵，兼容並蓄，以啟
發學⽣⾃⼰的思考。哲學為實踐的智慧學，不應封限於⼀特殊的理論、學說或學派。本系之辦學特⾊是於⼀寬廣的⼈⽂視域中來
思解⼈底問題，從理論的分析達致實踐的會通，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philo.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必)：說明申請本系之理由（700-1000字）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與哲學學習相關。 5. ⾃傳(必)：700-1000字中⽂⾃
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9 東海⼤學 應⽤物理學系 Dept. of Applied Physics

系所分則
現有專任師資16名（教授6位、副教授9位、助理教授1位）。有8位⽼師從事理論與計算模擬研究，領域涵蓋凝體物理、⽣物物
理、⾼能物理與⼈⼯智慧在物理的應⽤。本系⾼速計算實驗室，提供計算物理領域絕佳之教學與研究平台。另外8位⽼師，分別
從事光電科技、奈⽶科技及材料物理等領域的研究。在⽼師們的努⼒下，逐年購置X-Ray繞射儀、掃描電⼦顯微鏡、穿透式電⼦
顯微鏡等貴重儀器，提供系上⽼師及學⽣進⾏尖端之實驗教學與研究。教學⽅⾯，除了傳統物理學系之基礎與專業課程外，亦開
設論⽂專題選修課程，以培養學⽣進⾏專題研究與發表成果報告的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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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1 東海⼤學 化學系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Division)
系所分則
1.理論與實驗並重，不但加強學⽣的學理基礎，更訓練學⽣親⼿實作，使學⽣具備從事化學研究必須之基本能⼒。 2.本系教師開
授課程要求嚴格，除重視教學品質外，在⽣活輔導及研究上更為重視。 3.學術交流頻繁，每學期均安排多位校外專家學者來系發
表學術演講、產業發展，擴展師⽣化學視野，並吸收最新專業知識。
學⽣均需親⾃操作儀器培養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
危險。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chem.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中⽂
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72 東海⼤學 化學系化學⽣物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cal Biology Division)
系所分則
1.理論與實驗並重，不但加強學⽣的學理基礎，更訓練學⽣親⼿實作，使學⽣具備從事化學研究必須之基本能⼒。 2.本系教師開
授課程要求嚴格，除重視教學品質外，在⽣活輔導及研究上更為重視。 3.學術交流頻繁，每學期均安排多位校外專家學者來系發
表學術演講、產業發展，擴展師⽣化學視野，並吸收最新專業知識。
學⽣均需親⾃操作儀器培養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
危險，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chem.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中⽂
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9 東海⼤學 ⽣命科學系⽣物醫學組 Dept. of Life Science: Biomedical Science Division
系所分則
1.本組成⽴的⽬的在於培養⽣物醫學研究與從業⼈才；建構基礎醫學及⽣物學專業理論與知識，並整合實驗課程。2.研究重點及
特⾊包括：發育⽣物學、癌症⽣物學、病毒學、免疫學、⼼⾎管疾病、神經⽣理學、神經退化性疾病、轉譯醫學等。修習課程及
操作實驗需具視覺、辨⾊能⼒及聽覺功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biology.thu.edu.tw/main.php)。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相關作品發表、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
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0 東海⼤學 ⽣命科學系⽣態暨⽣物多樣性組 Dept. of Life Science: Ecology and Biodiversity Division
系所分則
1. 本組著重台灣本⼟⽣物與⽣態保育之教學與研究；致⼒於基礎⽣物與⽣態環境之資料調查與分析。2.研究重點包括各類群⽣物
之分⼦⽣態、⾏為⽣態、⽣理⽣態、保育⽣態、族群⽣態、⽣態系⽣態、熱帶⽣態及親緣系統、⽣物多樣性等。為國內⽣命科學
領域最完整的學習環境。修習課程及操作實驗需具視覺、辨⾊能⼒及聽覺功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biology.thu.edu.tw/main.php)。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相關作品發表、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
⽂⾃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73 東海⼤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設
備：系圖書室藏書逾七千冊，專屬電腦教室、3D列印實驗室、機械⼿臂控制實驗室、靜謐舒適的閱讀空間。
應⽤⽅向：3D列印、精機控制、數學建模、數據分析。
獎助學⾦：學科成績優異獎學⾦，東海⼤學葉芳栢教授 H-infinity紀念獎學⾦，兼任助教或⼯讀助學⾦。
輔導機制：家族導師綜合輔導、必修數學課助教習題演⽰與輔導。
跨域選擇：系必修學分數低，校內跨領域修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選擇多。
系友資源：傑出校友遍及精算、財⾦、資訊、半導體、⾃動控制等多項領域。
產學合作：鄰近台中精密機械創新園區、中部科學園區、台中榮總醫院等，合作機會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75 東海⼤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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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符合國際IEET認證規範。
2.師資優良，聲譽卓著。
3.重視國際化：與國外著名⼤學簽訂學⽣交換與雙聯學位。
4.教學與研究具特⾊且多元化：注重製程與能源科技、材料科技與⽣化科技等三⼤領域。
5.產學互動密切，提供產業實習機會，學⽣就業順暢。
6.升學就業⽐例約為3：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傳(必)：500-1000字；中、英⽂皆可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必)：1-2

2276 東海⼤學 ⼯業⼯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1.教學領域為智慧設計與⽣產，與智慧經營與管理。
2.橫跨⼯程及管理⼆⼤領域，培養未來產業需要的⼯業⼯程、資訊系統、經營管理跨界⼈才。
3.參與國際IEET⼯程教育認證：以課程搭配實驗室的作法，建⽴完整的學習機制。
4.學術研究：著重理論與實務結合，畢業後將同時具備產業界的經驗及學術理論背景。
5.產學合作：與台灣中部各產業領域均有合作。
6.國際化：積極辦理國際研習計畫，觸⾓已拓展到美、荷、義、⽇本、中國，與東南亞等國⼤學與企業。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www.ie.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80 東海⼤學 環境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特⾊從地球環境⾄個⼈健康，以環境⽣態與⾃然保育、環境污染防治、環境化學及環境規劃與管理為教學⽅向，均衡發展各
領域，培養學⽣專業表達能⼒及提升國際觀。本系優勢1.師資結構優良;2.中部地區唯⼀同時具備環境⼯程、科學與管理專業的系
所;3.創系已逾30年為台灣最早成⽴環⼯系所之⼀且具有傳統形象優勢;4.系所教學設備健全;5.校院級研究多樣且完備有利跨領域
研究與教學;6.理論與實務兼顧;7.環保各專業領域之師資完整;8.教師建教合作績效強;9.教師研究能量佳;10.完備的⾏政組織運作
與⾃我改良機制;11. IEET⼯程認證通過。
本系教學為理論學習及實務操作並重，故含有⽣物、化學及物理實驗操作(空污、⽔污、廢棄物檢測、噪⾳等)、野外採樣及數據
分析等課程。因課程學習需要，學⽣需具備觀測及辨識圖像、⼿動操作儀器設備、耐久站等特質。此外，學⽣需細⼼沉穩、具備
⼈際互動與溝通協調等能⼒，以利觀測研究數值變化，或於實驗發⽣意外時做出適當的緊急應變反應。課程與畢業關規定請參閱
本系網⾴(http://www.envsci.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
成果作品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77 東海⼤學 資訊⼯程學系資電⼯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ivision)
系所分則
培養「資訊⼯程」與「電機⼯程」跨領域專業⼈才，具備軟、硬體系統整合設計能⼒，奠定智慧物聯網(AIoT)、嵌⼊式系統專業
⼈員之基礎，並訓練出具有電腦領域知識與應⽤領域相關知識，為⼈⼯智慧、物聯網與嵌⼊式系統整合應⽤產業培育健全之⼈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0 東海⼤學 資訊⼯程學系⼈⼯智慧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系所分則
培養「智慧應⽤」、「數位創意」與跨領域專業⼈才，結合資訊科技、數位創新、⼈⼯智慧、⼤數據、數位資訊應⽤等領域，培
養具備深厚資訊⼯程能⼒的跨領域⼈才，使之能創造及定義下⼀代智慧⽣活的各項創新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傳(必)：中⽂或英⽂（500-10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78 東海⼤學 資訊⼯程學系軟體⼯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Engineering Division)
系所分則
培養「資訊技術」與「⼯程管理」跨領域專業⼈才，本組有先進的軟體資訊技術課程，並具備與業界接軌的⼯程訓練、全球創新
的實習虛擬公司訓練，⽬標為培養⼤小型軟體開發技術與專案管理能⼒⼈才，將成為專業⼈才培養的搖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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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1-2封（中⽂或英⽂)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必)：

2281 東海⼤學 電機⼯程學系 Tunghai University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領域明確，兼顧未來產業發展動向與本校環境，並訂定「無線通訊技術」、「積體電路設計」、「奈⽶電⼦材料」、
「智慧製造系統」、「⽣醫電⼦資訊」⼈才為主，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之訓練，並培養學⽣分析及解決問題、跨領域溝通協調及
團隊合作等能⼒。 本校鄰近「中科園區」、「台中⼯業區」、「台中航太園區」、「台中軟體⼯業園區」，無論是傳統產業升
級，新興產業發展，均需⼤量電機⼯程領域⼈才。學⽣於本系就學期間可獲得與產業互動及赴產業界⾒習之機會，課程與畢業相
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ee.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1 東海⼤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因應全球經營環境改變，本系課程設計「⾏銷與數位經營」及「服務創新與創業」⼆個跨領域專業分組；⾏銷與數位經營組課程
在培育數位時代的⾏銷專業能⼒，以掌握電⼦商務、網路⾏銷、新商機；服務創新與創業組課程參考國外最新服務創新與創業學
程，整合服務、數位科技、管理與⼈⽂領域課程，培養學⽣具創造新價值的創新與創業⼈才。本系畢業系友網絡綿密，提供國內
外職場實習、境外教學與雙聯學位之機會，並有外籍教師英語授課強化英⽂能⼒，以培養學⽣全球視野與國際移動能⼒。
本系特⾊：1. 畢業系友網路緊密，積極回饋⺟系，有助於未來與職場之銜接。2. 採⽤個案教學、創意動⼒等多元教學⽅式，並強
化企業實習與實作。3. 基礎課程皆安排教學助理協助學習，有助於建⽴基礎能⼒。4. 理論與實務並重，透過企業參訪、實務講
座、專題實作等⽅式連結業界，與中部地區代表性產業互動緊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如有通過各項檢定、競賽獲獎、社團或志⼯參與、師⻑推薦信，亦請⼀併提供審查。 4. ⾃傳(必)：500-1000字；中⽂
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6 東海⼤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1. 以「國際經貿與⾦融」及「國際企業管理」領域作為課程設計主軸。
2. 強調「教育國際化」，聘有3位專任外籍教師。
3. 強化「教育國際化」，⿎勵學⽣參與國際交換⽣計畫，設⽴本系專屬交換⽣獎學⾦。
4. 提升「就業國際化」，提供本系專屬海內外實習機會，並設⽴海外實習獎學⾦。
5. 培訓資訊應⽤能⼒(如：ERP、BI、Boss)，以利職涯發展。
6. 提供本系專屬清寒獎助學⾦及學業優秀獎學⾦，激勵學⽣向上學習。
7. 提供本系專屬證照考試獎學⾦及英檢成績獎勵⾦，提升國際化接軌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等 3. 師⻑推薦函(必)：2份（中⽂或英
⽂）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各項檢定及得獎事蹟 5. ⾃傳(必)：中⽂或英⽂⾃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8 東海⼤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1.國際職場專業實習：⼤四學⽣可到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或國際型企業實習。
2.強化會計專業：推動全校會計學會考制度、建構會計網路教學平台、成⽴會計學習⽀援中⼼、設置「會計輔導員」，培養學⽣
⾃我專業學習的能⼒。
3.義⼯學習制度：學⽣可以額外接受訓練，到社福團體擔任志⼯，培養團隊互助與正確的價值觀。
4.程式設計能⼒：專屬會計程式設計課程，透過Python程式解決會計議題。
5.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acc.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有通過各項檢定、競賽獲獎、社團或志⼯參與、師⻑推薦信亦歡迎⼀併提供審查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
⽂⾃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0 東海⼤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1.研究⾵氣⿍盛，研究成果豐碩。
2.研究設備完善，擁有完備國內外資料庫，並建置e-化教室。
3.著重學⽣財⾦專業養成，⿎勵取得財⾦證照。
4.舉辦財⾦實務講座，提供實習及參訪機會，強化學⽣就業競爭⼒，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fin.th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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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中⽂或英⽂）
(選)：如證照、英⽂能⼒、獲獎紀錄等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2274 東海⼤學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Dept. of Statistics (Division of Big Data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師教學經驗豐富且積極從事研究，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本系未來發展之⽅向⼤致可分為：
1.統計理論：繼續深造、從事研究⼯作為⽬標。
2.管理科學統計：⼯商管理包括精算師、銀⾏資訊⼈員之培育。
3.⼯業統計：培養品管、研發、製程等⼈才。
4.⽣物統計：包括資料採礦、⼈口學、醫藥衛⽣、遺傳學和農學⽅⾯的應⽤。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stat.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9 東海⼤學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Dept. of Statistics (Division of Decis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師教學經驗豐富且積極從事研究，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本系未來發展之⽅向⼤致可分為：
1.統計理論：繼續深造、從事研究⼯作為⽬標。
2.管理科學統計：⼯商管理包括精算師、銀⾏資訊⼈員之培育。
3.⼯業統計：培養品管、研發、製程等⼈才。
4.⽣物統計：包括資料採礦、⼈口學、醫藥衛⽣、遺傳學和農學⽅⾯的應⽤。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stat.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1 東海⼤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數據應⽤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組提供APP、物聯網、雲端計算、資料探勘、⼤數據等最新資訊技術應⽤課程，以⾏動(⼈)、感應(物)裝置為出發點，透過雲
端技術的應⽤進⾏虛擬與實體整合，與⾏動商務組互相呼應，採『做中學』的教學⽅式，培育新世代資訊管理應⽤的⾼階⼈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91 東海⼤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銷與電⼦商務應⽤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arketing and e-Commerce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組提供企業資源規劃(ERP)、企業智慧(BI)、資訊安全管理ISO27001等認證課程，發展企業智慧、社群⾏銷與⾏動商務，與⼤
數據組互相呼應，輔以⼤數據、公開資料等應⽤分析，採『做中學』的教學⽅式，培育了解群體⾏為模式與思維之⼈才，因應時
代之變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2 東海⼤學 經濟學系⼀般經濟組 Dept. of Economics (General Economics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組為理論與實務並重，除基礎必修科⽬外，另規劃經濟⾏為與政策分析學群、國際經濟與發展學群及財務⾦融與管理學群等領
域選修課程，豐富學⽣之經濟、商業與管理知識；藉以達成培養具有經濟專業分析能⼒、就業競爭⼒、社會科學多元視野及國際
觀⼈才的教育⽬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檢定證
照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3 東海⼤學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Dept. of Economics (Industrial Economics Program)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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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特⾊與優勢在課程設計以培養當前產業經濟專業⼈才與深⼊認識台灣產業多元發展為主軸，除個基礎必修科⽬外，另規劃產
業與管理學群及⾦融產業學群等領域選修課程，來豐富學⽣之產業、廠商經營與管理經濟知識，並深化學⽣的邏輯推理及產業分
析能⼒；藉以達成培養具有產業經濟專業分析能⼒、就業競爭⼒及國際觀⼈才的教育⽬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檢定證
照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9 東海⼤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ories Sec.)
系所分則
政治理論組著重政治理論和實務的結合，除了完整的政治理論必修課程，同時規劃多元、跨域的選修課程。課程與畢業規定請參
閱本系網⾴(http://politics.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各項檢
定或得獎事蹟等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0 東海⼤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
系所分則
國際關係組關⼼全球治理與相關議題，除了完整的必修課程，另規劃多元選修課程及數⾨全英⽂課程。課程與畢業規定請參閱本
系網⾴(http://politics.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等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1 東海⼤學 ⾏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Dept.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系所分則
本系以「強化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重視倫理價值」(Integrity)、「追求卓越能⼒」(Excellence)、及培育具有
「公共管理之專業知識」及「跨學科知識」之通才為⽬標。
（⼀）課程特⾊
1、多元化課程設計，以公共管理為導向。
2、連貫性及跨學科課程安排，落實⼤學通才教育之⽬標。
3、理論及實務並重
（⼆）系友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其就業⽅向皆有傑出表現，其就業⽅向，⼤致包含：
1、政府部⾨⼯作；2、教育業；3、⺠營企業⼯作，例如「⼈⼒資源管理」；4、⾮營利組織；5、媒體業。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pmp.thu.edu.tw/main.php）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於審查之資料 4.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4 東海⼤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學⽣們具有觀察社會現象、解析社會議題的優越能⼒。⼤學部⽬前亦有幾個特⾊課群，分別為「社會與團結經濟」、
「⽂學、藝術與社會」、「⾦融、技術與社會」、「空間、農業與正義」等四個特⾊學群的選修課程。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
考本系網⾴（http://soc.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請從以
下選擇三件，不限項⽬，並請附上⽂字說明（① 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②社團參與證明、③學⽣幹部證明、④語⾔檢定證
明、⑤專業證照、⑥研討會參加證明、⑦參與其他活動的證明或⑧讀書⼼得（小論⽂）。 4. ⾃傳(必)：⾃傳內容包含「成⻑歷
程中影響你/ 妳最深的⼀件事情是什麼？」、「你/妳選本系的理由」、「你/妳最想選的⼀⾨課程」、「你/妳有興趣的社會學領
域？」(約3,0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5 東海⼤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育⽬標為培育關懷⼈群、運⽤社會⼯作知識與技巧來實踐社會正義的⼈才，希望學⽣能具備瞭解⼈、社會環境、福利制
度與政策的能⼒，並能夠具有專業精神及⾏動能⼒。 特⾊為強調實務經驗的課程設計、師⽣互動頻繁、研究與教學並重、聯繫密
切的系友關係，同時並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服務，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sociwork.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未來學習計
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各項檢定及得獎事項 5.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6 東海⼤學 畜產與⽣物科技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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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擁有最⼤規模之實習農牧場可供學⽣實習與教師研究，有經濟規模之⽜乳加⼯廠，可供學⽣從收乳、加⼯、品管、⾏銷、研
發、管理等⼀整套之實習，亦可供相關教師之研究與推廣，同時具有⼤規模之乳⽜場，可以供學⽣從事完整實習，教師研究，並
有⿅、雞、豬、駝⿃、其他禽類等養殖場，在各⼤專院校中最為⿑全。本系專業學習重點除課堂教學之外，亦著重實驗室試驗及
實習現場養殖需親⾃操作，適合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及能運⽤肢體操作儀器設備者，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animal.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傳(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7 東海⼤學 ⾷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所注重化學及⽣物科學的基礎學科，針對⾷品產業發展趨勢，以⾷品科技專業課程為核⼼，以⾷品安全及⾷品產業管理課程
為輔，培育⾷品加⼯製造、⾷品檢驗分析、⾷品衛⽣安全、⾷品營養保健、⾷品⽣物技術、及⾷品產業管理等領域之⾷品專業⼈
才。 教師均採口語教學，建議聽⼒須能以助聽器矯正為宜。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foodsci.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4. ⾃傳(必)：500-1000字中⽂⾃傳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或英⽂語⾔檢定或得獎事
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8 東海⼤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餐旅專業營運管理⼈才為⽬標，有理論實務經驗兼具的教學團隊，並備有五間設備完整的教學空間（實習廚房、廚藝
⽰範教室、飲務教室、客房操作教室、語⾔⾃學區），另設有32間客房之校友會館可供學⽣實習。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
系網⾴(http://thotel.thu.edu.tw/tw/index.php)。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必)：
1-2封（中⽂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作品發表、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等 5. ⾃傳(必)：500-1000字；中⽂或
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41 東海⼤學 ⾼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of Science in Senior Wellness and Sports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學程整合學校和各院系以及校外資源，針對學⽣、業界及社區之需求，結合健康科學與資訊與科技為基礎，訂定教學與課程發
展特⾊並確⽴三⼤培育⽅向：（⼀）運動醫學、（⼆）⾼齡 健康管理、（三）創新科技產業。更多課程及畢業相關規定請參考本
系網站(http://swss.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
(必)：500-1000字；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3 東海⼤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強調創作⾃由與思想開放，⿎勵追求個⼈獨特⾵貌與多元化⾵格。除以進階⽅式逐步提升技能的圓熟外，同時加強美術史及
理論的知識與訓練，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fineart.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必)：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4. 作品集(必)：作品集 5. ⾃傳(必)：中⽂⾃傳：請詳述個⼈學習藝術創作經歷及未來學習計
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4 東海⼤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71年，以培育⼈⽂修養之⾳樂⼈才、培育⾳樂展演、創作及教學能⼒、對⾳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的能
⼒、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為教育⽬標。
※招收下列樂器主修：鋼琴、電⼦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笛、雙簧管、單簧管、低⾳管、薩克斯
管、小號、⻑號、法國號、低⾳號、上低⾳號、擊樂、作曲。採不分組招⽣。
(⼀)應具中⽂聽說讀寫的能⼒。
(⼆)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樂理論基礎。
(三)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music.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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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個⼈⼀年內演奏（唱）錄影，時間⻑度達10-15分鐘。錄影內容為三種不同⾵格的古典⾳樂曲⽬，
均須背譜。影⾳資料上傳YouTube並提供網址。錄影時，請簡單說明⾃⼰主修樂器及學習時間。
擬以作曲為主修者，提供三⾸已完成主要作品，其中⾄少包含以下三類作品之⼀: 室內樂、重唱或合唱曲、管絃樂作品。請同時
上傳作品演出的影⾳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82 東海⼤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小而精緻的教學體系：獨棟的系館和開放的⼯作室空間培育出獨⽴思考與創作，專注投⼊的專業教師更是實踐教育理想的推
⼿。
⼆、以⼈⽂創新為教學⽬標：將⼈⽂、藝術、社會和科技的融合視為思考和創新表現的原動⼒。
三、藉環境薰陶啟迪創意：綠意盎然及融合著中西⽂化與現代建築特⾊的校園，是培育建築創意⼈才的最佳搖籃。
四、國際化的視野與前程：與歐美及亞洲多所學校密切的交流活動推動國際化。
五、其他：修業年限五年，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arch.thu.edu.tw)。本系為理論與實務並⾏的科系，但
實作課程占⽐⾼，需要良好體能、肢體及細微動作的操作能⼒、辨識顏⾊與形狀等視覺功能，具溝通協調能⼒與情緒控管之抗壓
能⼒，以對抗學習過程中沉重的作業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中⽂或英⽂）。如有⾼中以上就學經歷，
也請附上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社團參與證明 5. 作品集
(必)：能表現創意、思考、實作的各類創作，類型不拘。作品集中的各項作品請標⽰：名稱、製作時間以及創作理念及媒材等相
關說明。如有作品為合作製作，請註明合作⼈員姓名以及申請者所擔當之⼯作內容。 6. ⾃傳(必)：中⽂ 7.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中⽂程度相關證明⽂件（如修習時數、檢定等）。若為海外臺灣學校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
者，得以中⽂⾃傳、成績單、畢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83 東海⼤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設計課程安排與教學⽅式，經由體驗、設計思考啟發、及親⾃動⼿實作的設計過程，為學⽣兼具專業的訓練及創新的理念。
每年級的設計課程，由三位教授分組同堂指導，學⽣與不同領域教師進⾏討論，以激發其創造思考能⼒，並加強有關藝術造形與
⼯程製造之知識和訓練，使本系學⽣兼具科學、⼯程、市場與藝術之厚實基礎，達成創意⼒、美感⼒、科學⼒、學學⼒、辨證⼒
的培育⽬標。 本系常與廠商及政府單位建教合作，學⽣有參與產界合作、培養實務經驗的機會。與⽇本千葉⼤學締結姊妹校，每
年均有國際交流設計營，並選派交換學⽣。本系因設計實作需求，需具相當之視聽、肢體操作、口語表達、⾊彩辨識能⼒。本系
網⾴：http://id.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中⽂或英⽂） 3. 師⻑推薦函(選)：1-2封
（中⽂或英⽂）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
集(必)：包含作品名稱、作品特⾊說明、使⽤媒材說明、⽴體圖呈現 6. ⾃傳(必)：500-1000字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
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1 東海⼤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景觀學系是⼀⾨⾼度科技整合之專業學科，本系教育⽬標乃植基於⼈與⾃然環境間之永續和諧，進而培育能精通提升⼈類⽣活環
境品質，同時兼顧保育⾃然與⽂化遺產的環境規劃及設計專才。除景觀專業理論知識的傳授外，本系更提供⼀系列Studio導向的
景觀專業課程，從小尺度的景觀設計到⼤尺度的景觀規劃，循序漸進學習。而小班制教學更能兼顧學⽣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創
系⾄今歷40年，畢業系友除在台灣執景觀業界之⽜⽿，更遍及歐、美、亞等地區，為當今華⼈世界景觀專業教育最富盛名的標竿
系所。本系需具有相當之基本能⼒含繪圖設計、構想能⼒、視覺、辨別顏⾊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la.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作品集(必)：包括美術、⼯藝、設
計、攝影...等有關作品 4. ⾃傳(必)：1000字以內（中⽂或英⽂）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或英⽂）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2 東海⼤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法律專業智能、社會關懷、科技整合 能⼒及具奉獻利他精神之法律⼈為宗旨。本系現有 專任教師 18 名，分別留學
於德、⽇、英、美、法 等國或取得本國法學博⼠學位，學有專精，⽤⼼教學，亦師亦友；近年來成⽴「醫事法研究中⼼」、「企
業法制研究中⼼」、「法律服務中⼼」、「國際私法研究中⼼」、「東南亞法制研究中⼼」等研究中⼼，且積極發表研究著作，
並執⾏科技部或其他政府機構團體研究計畫，成果斐然。本系不僅具有⻑久優秀的傳統，且為台灣中部地區唯⼀ 的法律學院，設
有學⼠班、進修學⼠班、碩⼠班、 博⼠班，能提供全⾯而完整的法學教育，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law.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1-2封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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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 東海⼤學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Tungha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IBA)
系所分則
1. 以國際接軌的課程為重點，培養具國際視野之管理⼈才。
2. 著重英⽂商務溝通及表達的技巧。
3. 聘請美籍專任助教，協助必修課程的輔導。
4. 建⽴完整的英⽂學習環境及⽣活輔導機制。
5. 歐美學校合作2+2及 3+2 雙聯制度。
6. 獨⽴⼀套全英語通識教育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2封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其他有利

2213 東海⼤學 永續科學與⼯程學⼠學位學程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gram
系所分則
1. 永續學程課程設計是以全球的觀點，討論我國⾯臨永續發展的瓶頸及解決⽅案。對境外⽣而⾔，則以區域性議題吸引學⽣並引
導其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2. 需修習國際學院既有的Global Leadership Honors Program，培養綠⾊博雅的價值觀。
3. 提供基礎數學及科學、基礎商業知識、管理與⼯程基礎能⼒的訓練。
4. 學程專業課程涵蓋之關鍵永續發展議題包括：氣候變遷與調適、能源與資訊管理、環境污染防治與控制、永續治理與政策、永
續性的經濟與社會體系。
5. ⾼年級課程著重於個案分析、實作實習、針對特定議題提出創新性且符合永續發展的解決⽅案。
6. 培育能與國際接軌之永續⼈才。詳參考網⾴：http://ic.t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必)：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5
聯絡電話 886-2-28819471
傳真 886-2-28838409
地址 111002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
網址 http://www.sc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ae.scu.edu.tw/index.php/zh-hant/ocs-app/scholarship
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情請逕洽本校學⽣住宿中⼼ http://web-ch.scu.edu.tw/housing
●2020《遠⾒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學⽣私⽴⼤學第4名；【社會⼈⽂類】私校第2、全國第5；【法政類】私⽴⼤學第
1、全國第3；【商管類】私⽴⼤學第1、全國第4。 ●2020《Cheers雜誌》調查2000⼤企業最愛⼤學⽣，私⽴綜合⼤學
第6名。 ●2020《1111⼈⼒銀⾏》企業最愛⼤學，私⽴⼤學第三名。 ●2019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全校62位學⽣獲
得補助，通過率⾼於全國平均值。 ●2018-2020連續3年表現卓越，榮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2018-2019補助⾦
額各為8,968萬元，2020更⾼達9,579萬元)。 ●2018教育部評選為北區唯⼀「品德教育特⾊學校」。 ●2018 QS亞洲最
佳⼤學評鑑，臺灣私⽴綜合⼤學前5名。 ●2018 QS亞洲最佳⼤學評鑑，教師研究每篇論⽂被引⽤率排名臺灣第3。
●2005—2017 連續13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額合計⾼達9億元以上。 ●1999—2019 連續舉辦20屆東吳國際超
級⾺拉松 (4度獲IAU⾦牌賽事)。 ● 全國⾸創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碩⼠完整學習體系。巨量資料管理學院學位學程經教
育部核定於110學年度起調整為《資料科學系》。 ● 成⽴東吳富蘭克林⾦融科技開發中⼼，並設⽴「⾦融科技學程」，
掌握最新的⾦融科技 (Fin Tech) 發展實務，培育未來的⾦融專業⼈才。 （⼀）法律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其餘各學系修業
四年，男⼥兼收。（⼆）本校有兩校區：⼈⽂社會學院(中⽂、歷史、哲學、政治、社會、社⼯、⾳樂、⼈權碩⼠學位學
程)，外國語⽂學院(英⽂、⽇⽂、德⽂)，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微⽣物、⼼理)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資料科學系)學
⽣在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學院(法律學系)及商學院(經濟、會計、企管、國貿、財精、資管)學⽣
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三）為使學⽣得以充分運⽤教學與⽣活資源，法、商學院⼀年級新⽣
每週規劃部分課程⾄外雙溪校區上課。 （四）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科⽬與學分外，尚
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資訊能⼒、美育活動畢業標準，⽅可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
其能⼒與素質。（五）本校備有學⽣宿舍，並可租⽤附近⺠房。有關宿舍及學雜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
（http://www.scu.edu.tw）查詢。（六）相關獎助學⾦資訊請⾄本校德育中⼼網⾴（http://www.scu.edu.tw/life）
查詢。

1734 東吳⼤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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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養學⽣創作及研究中國⽂學作品為主，尤著重古典與現代兼顧、閱讀與習作並重、理論與實務同步，更積極發展⽂創課
程，結合媒體和出版等產業，並進⼊職場實習，以培育⽂創⼈才。
1.發展⽅針：⽂學為體，⽂創為⽤。
2.課程內容：傳統國學、現代⽂學、實⽤中⽂。
3.特⾊活動：如平⾯廣告創意⽂案⽐賽、雙溪⾦曲獎等，尤其雙溪現代⽂學獎傳承逾30餘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35 東吳⼤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1.課程架構清楚分明：依「基礎課程」到「進階課程」；從「通論性課程」到「專題性課程」，循序漸進培養歷史思考與能⼒。
2.重視訓練歷史學思維與探究⽅法：許多課程採啟發式教學，並強調實作訓練。
3.臨近故宮博物院，兼顧培養學⽣應⽤歷史的能⼒：開設「公眾歷史」課群，如「博物館管理與實務」、「歷史、新聞與媒體事
業」等，並提供校內⼯讀與校外實習機會。
4.採小班教學：⼈數少，師⽣互動良好，學習效果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36 東吳⼤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系所分則
1.學術活動成果豐碩：連續舉辦多年兩岸蘇州哲學論壇及兩岸哲學學術座談、「知識與⼈⽣⼯作坊」、「⼤師哲學對話」，並舉
⾏⼋屆國際哲學講座：⼤師系列。（詳參網⾴資訊）
2.教師學術研究績效優異：本系101-106學年度獲科技部獎勵提升私校研發能量整合型計畫。本系於所屬學院連續多年研究績效
評⽐列為⼈⽂社會學院第⼀名，亦連續多年教師獲得科技部特殊優秀⼈才之獎勵。
3.哲學系擁有全國唯⼀之「中國哲學外⽂資料中⼼」，網址為：http://www.pc.scu.edu.tw/cpc藉由推廣外⽂中國哲學研究，
輔翼臺灣與華語地區中國哲學之發展，館藏近 5000冊，研究資料豐富；另外當代「知識論」⽅⾯有豐富的圖書資源，藏書已近
4000冊，⾜以和國內最好的研究圖書館媲美，甚⾄逐步到達國際化的⽔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37 東吳⼤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1.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學經歷亮眼且專⻑多元，社會知名度佳，社會網絡良好。
2.課程內容豐富完整，四⼤領域俱全且平均發展，相關政治學系少⾒之規模與特⾊。
3.國際化程度⾼，有英語教學課程，提供優渥獎學⾦給英⽂表現佳者。
4.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實習、多元學習、國際迷你課程、研討會等學習管道。
5.歷史悠久，辦學績效良好，具良好社會名望與優質形象。
6.鄰近政經、⽂化樞紐，地緣環境極佳，為臺灣培養國會助理的搖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38 東吳⼤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系所分則
1.主攻「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及「社會理論與⽂化研究」兩⼤特⾊課群。
2.強調實作訓練，提供學⽣多元學習機會。
3.具有豐富的獎助學⾦，促進學⽣讀書⾵氣與多元能⼒的養成。
4.提供海外研習管道，開設全英語授課科⽬，強化學⽣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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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39 東吳⼤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具有「⾏動」、「合作」、「多元」之特⾊，歡迎具有強烈助⼈志向與服務熱忱者共同參與社會⼯作的⾏列。
1.教師專⻑兼顧臨床實務與社會福利政策發展，且教學⽅式與研究議題重視結合理論與實務，具多元化之特性。
2.開課多元，涵蓋各種社會⼯作服務領域，學⽣可結合個⼈未來發展，選擇興趣領域，修讀相關課程。
3.提供完整的實習訓練以及各種服務⾏動管道，可藉此深⼊實務操作，並培養紮實之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8 東吳⼤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系所分則
1.學⼠班以培養⾳樂演奏/唱⼈才為主，故以其主修類別分鋼琴、聲樂、管樂、弦樂與敲擊樂五組，另為培育創作⼈才亦設有作曲
組。
2.課程規劃與教學⽅針，不但全⾯，更能符合時代潮流之需求。課程設計除注重學術研究⽅法之訓練，亦培養學⽣⽂化美學相關
產業之知識與技能。
3.基於綜合性⼤學之優勢，亦可提供學⽣學習藝術以外領域之學養機會，培養學⽣更完整之⼈⽂藝術視野與市場就業能⼒。
4.本校招收樂器別有：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豎琴、⻑笛、雙簧管、單簧管、低⾳管、薩克斯⾵、
小號、法國號、⻑號、低⾳號、敲擊樂、作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教授推薦函1 份（含）以上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
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5. 作品集(必)：考⽣除規定繳交之書
⾯審查資料外，請於作品著作權切結書
(http://www.scu.edu.tw/entrance/anounce/110/J/overseas-Music.pdf) 註明申請之主修樂器別（限填⼀項；擬雙主修樂器
者，須於⼊學後另參加甄試）。此外，應另繳附⾳樂專業主修之有聲資料。各組應繳附⾳樂專業主修之有聲資料範圍如下：
鋼琴組：* 演奏⼀律背譜。
⼀、巴赫（J. S. Bach）原創鍵盤作品⼀⾸。
⼆、從海頓（J. Haydn）、莫札特（W. A. Mozart）、⾙多芬（L. v. Beethoven）奏鳴曲作品中任選⼀快板樂章。
三、⾃選曲⼀⾸（不得選巴赫、海頓、莫札特及⾙多芬之作品）。
聲樂組：
⾃選曲⼆⾸（限中外藝術歌曲及⺠謠、歌劇選曲、宗教歌曲之中任選），歌劇及神劇選曲不得移調。
管樂組：
⾃選曲⼀⾸或完整⼀個樂章。
弦樂組：
⼀、巴赫（J. S. Bach）無伴奏奏鳴曲或無伴奏組曲中任選⼀個樂章。
⼆、⾃選曲⼀⾸或完整⼀個樂章。
敲擊樂組：
曲⽬⾃選，但須含⾄少⼀⾸綜合敲擊樂曲、木琴協奏曲或獨奏曲之⼀樂章。
作曲組：
個⼈創作作品樂譜，亦可⼀併檢附實際演奏之影⾳資料。 6.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
等。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740 東吳⼤學 英⽂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1.重視培養學⽣英語⽂能⼒，以英美⽂學與基礎語⾔學的知識及多元化的課程，提升學⽣獨⽴思考及研究素養。
2.課程涵蓋基礎英語⽂訓練、英美⽂學、語⾔學、語⾔教學、口筆翻譯與實務等，聽、說、讀、寫、譯，與專業並重，採小班教
學。教師學有專精、外籍教師⽐例⾼。有專業的口譯、劇場教室。3.本系訂定英⽂檢定畢業標準：全⺠英檢-中⾼級複試、雅思
IELTS-6.0級分、多益TOEIC-聽讀800（聽⼒400以上，閱讀385以上）、托福TOEFL iBT-90（聽⼒21以上，閱讀22，口說23以
上，寫作21以上）。
4.學⽣多元跨域學習制度（雙主修、輔系、第⼆外語、第⼆專⻑等）。
5.三、四年級學⽣依照興趣提供實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請檢附多益、托福、雅思等或其他英⽂檢定證明。（擇⼀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成果作品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
間為限。 5. ⾃傳(必)：中⽂及英⽂⾃傳各1，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6. 讀書計畫書(必)：中⽂及英⽂
讀書計畫各1，應含申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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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1 東吳⼤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系所分則
1.紮實的語⾔訓練：⼀、⼆年級培養學⽣的基礎⽇語能⼒；三、四年級除了培養學⽣中、⾼階⽇語能⼒之外，並搭配⽇本語學教
育學、⽇本⽂學、⽇本⽂化、⾼階英⽇語等課群，培育相關⽇語專業能⼒；結合學校教學資源中⼼各項學習輔導計畫、教學卓
越、⾼教深耕等計畫，開設檢定加強班、期中預警等課業輔導制度。
2.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語⽂競賽、各類成果展、⽇本⽂化推廣活動、企業參訪、就業講座及赴⽇研習等課外學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2 東吳⼤學 德國⽂化學系 Dep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系所分則
1.完整的語⾔訓練：⼤⼀、⼤⼆課程著重基礎語⾔教學，培養學⽣德語聽、說、讀、寫、譯能⼒；三、四年級則安排進階德語課
程。學⽣畢業時，須通過德語B1檢定考試。
2.興趣、就業取向的專業學習：⾃第三學年起，可依據個⼈興趣與專⻑選修「⽂學暨語⾔課群」、「⼈⽂社會課群」、「商業德
⽂課群」等課程。
3.每年選送20名學⽣赴德國明斯特⼤學進修⼀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5 東吳⼤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1.著重數學基礎訓練，並兼顧實際應⽤，使學⽣具備研究進修及跨領域的⼯作知能。
2.重點課程採小班精緻教學。輔導機制完善，師⽣關係融洽。
3.優秀系友遍布各⾏業，貢獻社會良多。
4.位於台北市⼠林區，交通便捷，⾃然、⼈⽂景觀豐富。鄰近中影⽂化城、故宮博物院，陽明⼭國家公園，芝⼭岩⽣態保護區、
⼠林官邸、⼠林觀光夜市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6 東吳⼤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系所分則
1.秉崇理務實的精神，著重物理基礎教育，並兼顧實際應⽤，使學⽣具備研究進修及跨領域的⼯作知能。
2.辦學績效良好，具良好之社會名望與優質形象。
3.教師教學嚴謹而懇切，小班精緻教學；輔導機制完善，師⽣互動融洽，學習成效佳。
4.物理演⽰特⾊教學，「物理演⽰教材之設計與創作」，帶領學⽣製作演⽰教材，成績卓然可觀。5.傑出優秀系友遍布學術、教
育、⼯業、商業等各⾏業，尤以在科技產業多有表現，貢獻社會良多。
6.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聲⾳判定實驗結果。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
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7 東吳⼤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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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培養優秀化學⼈才為⽬的，訓練學⽣使其在化學知識領域中，具備紮實的理論與實驗操作基礎，依個⼈性向並配合社會脈
動，學⽣可選擇修習不同課程，以期未來可發揮所⻑，更在發展之進程中⾃然融合成不同之研究群，彼此⽀援，落實學術研究成
果於⼈類。
2.化學為基礎科學，相關從事⾏業⼗分廣泛，如⾷品、醫藥、材料等，畢業⽣除在學術研究單位任職外，在化學相關⼯廠、電⼦
儀器公司、醫院等處⼯作之⼈數眾多，就業前景極佳。
3.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
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75 東吳⼤學 微⽣物學系 Dept. of Microbiology

系所分則
課程以微⽣物學及基礎⽣命科學為主軸，以環境、⾷品、醫藥和⼯業⽅向，提供解決問題、⾃主學習、獨⽴思考和團隊合作實際
經驗，培養拓展學術領域或到企業界發展的⼈才。實驗課施⾏小班教學，學⽣需使⽤顯微鏡、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並藉由雙
⼿操作奠定實驗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76 東吳⼤學 ⼼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1.師資堅強且多元，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學習訓練，培育臨床/諮商⼼理師、公職機構或⼯商企業專才，就業領域寬廣，未來發
展前程似錦。
2.課程完整且實⽤，涵蓋實驗、認知、社⼼、⼈格、計量、發展、臨床、諮商、⼯商等⼼理領域，培育優秀具市場競爭⼒之專
才。
3.設備完善且資源豐沛，擁有全國最多樣之⼼理測驗⼯具，及各種實驗儀器（如：rTMS、腦波儀、⽣理回饋儀、眼動儀等），
提供學⽣紮實的基礎訓練及專業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15 東吳⼤學 資料科學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系所分則
1.學系特⾊：本系採院系合⼀制，而本院為國內「Big Data」設⽴學院之先例，院務發展以「整合」與「創新」為核⼼，以「實
務運⽤」為導向，創設結合校內五院軟硬體資源，並積極引進產官學界最新能量與知識，以先⾏者的姿態，打造掌握未來趨勢之
「資料科學家」孕育平台。
2.課程設計：為符合時代之趨勢，參考國內外知名⼤學作法，研訂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課程內容。重點如下：A.⼤⼀、⼤⼆修讀學
院共通課程，強化基礎實⼒；B.⼤⼆選讀學群選修課程，發展專業⽅向；C.⼤三、⼤四實務應⽤課程，引進企業實務教師; D.⼤
四進⾏整合性專題研究，落實產業實習與實務應⽤。
3.未來發展：本系落實學⽤合⼀的教學理念，透過積極開發的學習資源和相關應⽤，學⽣在學習過程裡，可以有機會幫助企業解
決⽬前所⾯臨⼤數據收集分析的難題，也可從產學合作內，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讓學⽣畢業即具備職場即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61 東吳⼤學 資料科學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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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系特⾊：本系採院系合⼀制，而本院為國內「Big Data」設⽴學院之先例，院務發展以「整合」與「創新」為核⼼，以「實
務運⽤」為導向，創設結合校內五院軟硬體資源，並積極引進產官學界最新能量與知識，以先⾏者的姿態，打造掌握未來趨勢之
「資料科學家」孕育平台。
2.課程設計：為符合時代之趨勢，參考國內外知名⼤學作法，研訂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課程內容。重點如下：A.⼤⼀、⼤⼆修讀學
院共通課程，強化基礎實⼒；B.⼤⼆選讀學群選修課程，發展專業⽅向；C.⼤三、⼤四實務應⽤課程，引進企業實務教師; D.⼤
四進⾏整合性專題研究，落實產業實習與實務應⽤。
3.未來發展：本系落實學⽤合⼀的教學理念，透過積極開發的學習資源和相關應⽤，學⽣在學習過程裡，可以有機會幫助企業解
決⽬前所⾯臨⼤數據收集分析的難題，也可從產學合作內，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讓學⽣畢業即具備職場即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3 東吳⼤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系所分則

1.修業年限五年。
2.課程設計⼤陸法與英美法並重。
3.課程豐富多元，理論與實務並重。
4.專兼任教師陣容堅強且多元，專業領域包含各種法律專業⾯向。
5.開設第⼆外語課程、外語法學名著選讀課程。
6.⾸創兩岸法學學術交流之先鋒，持續推動兩岸法學學術交流已逾廿餘年。
7.每班設有輔導助教、班級導師，輔導⽇常⽣活以及課業之學習，輔導機制健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4 東吳⼤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為了培育具有獨⽴思考與分析能⼒之經濟專業⼈才，本學系課程設計主要以經濟理論與數量⽅法之知識為經，並以應⽤課程與實
務課程為緯。本系⾮常注重學⽣學習，是全臺灣唯⼀聘有全職專任助教的經濟系，輔導學⽣課業與⽣活上問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5 東吳⼤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1.以『培養敬業樂群的會計專業⼈才』為教育宗旨。會計核⼼課程採小班制教學，並強化實習課程，增進教學成效，為全國⾸推
小班教學之會計學系。
2.實施統⼀教材、統⼀進度及統⼀考試之教學制度，以紮實學識基礎。
3.落實導師功能，⿎勵學⽣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俾使學⽣均為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之優秀青年。
4.全國各⼤學會計師證照錄取⼈數評⽐，本校名列前茅。畢業⽣平均皆可獲得四⼤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的就業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6 東吳⼤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以「培養兼具廣度與專業知識的管理⼈才」、「推動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與活動」、「養成正向態度與學習能⼒」、「拓展
國際視野與多元發展」為⽬標，因應產業變化，規劃多元豐富的商管課程，以最強的師資提供最佳的管理菁英教育。
2.學系特⾊：100多位專兼任師資；聘請多位政商領袖擔任講座，包括前⾏政院⻑、海基會副董事⻑、多位⾏政院部會⾸⻑、上
市櫃公司董事⻑、台灣前五百⼤⾼階經理等；多項產學合作課程與論壇；超過11,000位優秀畢業系友；超過87所國外⼤學交換；
豐富國際化學術交流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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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7 東吳⼤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教育⽬標：
1. 提升國際經營與貿易專業能⼒。
2. 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
3. 重視⼈⽂素養與社會服務意識。
4. 培養國際觀與強化職場競爭⼒。
⼆、課程架構：以核⼼課程為主軸，規劃四⼤領域課程—
1. 國際企業經營領域、2. 國際⾏銷領域、3. 國際貿易領域、4. 國際⾦融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18 東吳⼤學 財務⼯程與精算數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Actuarial Mathematics
系所分則
1.本系在保險精算領域已發展數⼗年，在實務界及相關單位均獲⾼度評價，極具競爭⼒。
2.近⼗年來更跨界財務⼯程領域，不僅使學⽣出路更廣，在國內相關系所和領域，亦是唯⼀具有完整師資和課程的保險精算學
系。在⼤學⼊學招⽣與招收國際學⽣⽅⾯，具有相當的吸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16 東吳⼤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發展⽅向結合科技與管理，以達到提升企業競爭⼒及創新所需之決策管理能⼒，發展重點包括企業電⼦化、網路與資料庫應
⽤、多媒體與⾏動應⽤，以及軟體開發與管理等四個學群。
2.課程特⾊除課堂學習外，亦規劃有產業實習（實習時間⼆下暑期2個⽉）、業界實習（實習時間達⼀年）。實習為課堂學習之延
伸，讓學⽣得以結合理論與實務，達到「學以致⽤」的⽬的；進而提升學習效果，培育學⽣成為契合業界需求的菁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或相當學⼒之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中學最後三年)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師⻑推薦函、特殊表現、社團參與、競賽成果、證照資料、能⼒檢定、成果作品
與服務活動等。各審查資料以⾼中職修業期間為限。 4. ⾃傳(必)：中⽂⾃傳，建議包括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等。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應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2
聯絡電話 886-4-26328001
傳真 886-4-26526602
地址 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網址 http://www.p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sa.pu.edu.tw/osa/files/scholarship/S04F1_557.pdf
新⽣保障住宿
⼀、本校正式成⽴於1956年，現有6個學院、24個學系(含學位學程)、23個碩⼠班及3個博⼠班。 ⼆、⼤學部教學以中⽂
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講能⼒。 三、為⿎勵僑⽣就讀本校，僑⽣新⽣(不含境外學分班學⽣)第⼀學年可獲
雜費同額獎學⾦；僑⽣來⾃聯盟學校者可獲學費同額獎學⾦。⾃第⼆學年起，若無懲處紀錄，依前⼀學期班排名成績核發
助學⾦，⾄多三年：(⼀)前1-10名者：獲學、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前11-20名者：獲學
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三)前21-30名者：獲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四、校址：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 五、本校
備有男⼥⽣宿舍，僑⽣第⼀年保障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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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6 靜宜⼤學 寰宇管理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系所分則
寰宇管理學⼠學位學程專業科⽬以全英語授課，並提供跨領域學分學程，致⼒於培養具備國際視野全⽅位管理⼈才。規劃學⽣在
畢業前需出國研修⾄少⼀年。靜宜⼤學為全台⾸位的ISEP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會員學校、並與姐妹學
校建⽴雙聯學制合作，提供給學⽣更多元且經濟的出國研修管道。透過課程安排，學⽣不僅學習商管專業知識，且可提昇外語的
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08 靜宜⼤學 寰宇外語教育學⼠學位學程 Global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系所分則
寰宇外語教育學⼠學位學程招收各地優秀學⽣來校就讀，以培養具備國際視野暨優異外語能⼒之中等或國小外語師資及外語經貿
⼈才。本學程為小班制之菁英專班，特別重視培養學⽣英、西、⽇等專業外語應⽤能⼒。除了外語能⼒的養成、紮根與深化，學
⽣還須完成⾄少⼀種專業學程的訓練：中等或國小教育學程或外語經貿⼈才學程。此外，畢業前必須在國內外相關專業單位研習/
實習⼀學期，或攻讀國際雙學位，實現畢業⽴即就業的⽬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中⽂⾃傳 (詳述個⼈學習經
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9 靜宜⼤學 英國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系所分則
訓練學⽣優良之英⽂聽說讀寫技巧及應⽤能⼒，並提供英美⽂學、語⾔學、英語教學、電影、戲劇等專業課程，培養學術及實務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0 靜宜⼤學 西班⽛語⽂學系 Dep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主要⽬標在於訓練學⽣流暢之西班⽛語聽、說、讀、寫能⼒。培養西⽂專⻑的⼈才。除西語國家⽂學、語⾔學、西語教學、⽂化
等課程外，並設計各種實務如貿易、政治、觀光、新聞、時事、藝術等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1 靜宜⼤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除訓練⽇本語⽂能⼒外，以培養⽇本語⽂教學師資、⽇⽂口譯、筆譯、⽇語觀光導覽及⽇本商務的⼈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2 靜宜⼤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以古典與現代中⽂之訓練為基礎，另強調⽂化創意及⽂學傳播兩特⾊，各開授相關課程，且與各⽂學團體及媒體機構合作，⼒求
以典雅中⽂為本位，而積極與現代就業趨勢相結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3 靜宜⼤學 社會⼯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and Child Welfare
系所分則
依社會⼯作與兒童少年福利之雙主軸課程發展⽅向，規劃與開設能系統性拓展符合學⽣性向之專業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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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4 靜宜⼤學 台灣⽂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招收對台灣⽂學的研究及創作具熱情理想的學⽣。本系學⽣具有「台⽂、⼤傳雙主修」資格，同學⽣可於「四年」內循序修
畢相關課程，並取得「台灣⽂學系」與「⼤眾傳播學系」雙學位，畢業後以深厚的⽂學、⽂化素養跨⾜⼤眾傳播領域，成為⽂化
產業機構及⼤眾傳播領域頂尖的⼈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5 靜宜⼤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系所分則
本系秉持本校利他與關懷弱勢之精神，藉由法律服務學習實習課程，以法律服務為學習宗旨，與法律相關機構合作，透過實地參
與，將所學結合實務⼯作，提升學⽣相關經驗、就業技巧實⼒以及職場倫理，實踐畢業即就業之⽬標，亦積極促成國內外學術交
流與合作，提升學⽣國際觀。另設有實習法庭、法律研討室、研究⽣專業教室及法律服務諮詢與申訴中⼼，配合多媒體教學⽬
標，提供教師教學研究及學術活動使⽤。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中⽂⾃傳 (詳述個⼈學習經
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96 靜宜⼤學 ⽣態⼈⽂學系 Dept. of Ecological Humanities
系所分則
⼀、 本系課程涵蓋⽣態科學、⽣態思想，與⽣態實踐三⼤領域，期望在⽣態科學之知識基礎上，培養有⼈⽂科學訓練及涵養的學
⽣。學⽣不但能具備⽣態科學技術、環境倫理判斷能⼒、社會⽂化分析能⼒、環境教育能⼒，並可從事⽣態社群發展。 ⼆、 畢
業出路: 1. 學術研究 (國內外研究所) 2. ⽣態旅遊 (⽣態農場/⽣態導遊/旅⾏社) 3. 環境教育 (⾃然教育中⼼/⽣態農場/展館/ NGO
團體/個⼈⼯作室) 4. ⽣態⽂創 (⽣態⽂創) 5. ⽣態傳播 (電視台/視聽媒體公司/⽣態記者/寫作) 6. ⽣態顧問/⽣態調查 (⽣態調查公
司/ NGO團體/棲地營造) 7. ⽣態政策 (國會助理NGO團體)。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6 靜宜⼤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為中台灣綜合⼤學唯⼀設⽴之⼤眾傳播專業系所，以培養具宏觀社會⽂化視野之影視內容創製與新聞傳播⼈才為宗旨。課程
以「媒體⽂化」為基礎，延伸出「影像藝術」與「影視傳播」兩⼤主軸，強調透過影視藝術創作與新聞傳播專業關注⼈⽂社會議
題，訓練學⽣創意表達與獨⽴思考能⼒，以育成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眾傳播⼈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7 靜宜⼤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培育管理菁英⼈才，讓學⽣具備獨⽴思考能⼒、良好品格⼒與專業的問題解決能⼒。
結合⾏銷、組織與⼈⼒資源、營運與決策、財務與⾦融等專業領域管理課程，輔以辦理「上市企業董事⻑講座」、
「國際知名學府交換⽣學習」、「管理個案競賽」、「創意競賽」、「海內外企業實習」、「企業參訪」…等活動，
以多元教學⽅式，提升學⽣學習興趣，學⽤並進。多位應屆畢業⽣企業實習後即就業，錄取英、澳全球百⼤、五⼗⼤世界知名學
府碩⼠班，
2016北區⼤專院校個案競賽、2017 & 2018 中區⼤專院校個案競賽，本系打敗多所國⽴⼤學系所，皆榮獲冠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中⽂⾃傳 (詳述個⼈學習經
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8 靜宜⼤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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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教育⽬標以培養「國際商貿」、「國際⾏銷」、「國際財務」及「國際⼈⼒資源發展」等國際企業專業⼈才，課程多樣性使學⽣
置身於更豐富且多元的專業教育。同時在學期間，可申請參加國內外企業實習或交換學⽣⾄國外⼤學研修。注重外語的學習和應
⽤，並輔導考取英⽂能⼒認證;另外「全球商貿運籌培訓中⼼」更輔導學⽣考取專業證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19 靜宜⼤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會計為本」之全⽅位專業⼈才為主要教學⽬標，課程規劃以會計專業為主軸，且注重會計與資訊結合、會計與法律整
合、會計與⾦融配合、會計與管理融合，故為培育現代⾼等會計⼈才，課程設計除系訂必修、必選之會計專業課程外，學⽣可選
擇「稅法」、「會計資訊系統」、「國際會計」、「會計師實務」等之專業就業學程繼續修習。此外，同學亦可參與國內中⼤型
事務所、國稅局或產業界校外實習，亦能依據專業知識及語⾔能⼒，⾄跨國企業海外參訪及職場實習，藉由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訓
練，以提升學⽣之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20 靜宜⼤學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備專業倫理觀光產業管理及服務之專業⼈才為⽬標。課程規劃依發展⽅向分為「餐旅館管理」、「旅遊產業管理」
及「休閒遊憩規劃管理」三⼤領域，理論與實務兼備。並重視外語、資訊與管理能⼒的訓練。 惟辨⾊⼒異常或視聽重度障礙者，
可能造成部份課程之學習困難並有安全之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21 靜宜⼤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課程主要分為「⾦融機構管理學程」、「公司財務決策學程」及「投資理財管理學程」等三⼤學程,另增開「⾦融程式APP應⽤」
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近年來,本系積極與國內⼤型⾦控合作,推動企業⻑實習及證照輔導,提⾼同學就業競爭⼒；另外,對有意要
繼續升學的同學,亦積極輔導利⽤學校學碩⼠⼀貫,5年時間同時獲取學⼠及碩⼠學位。
再者，有意跨國進修的同學,有機會同時取得本系研究所與美國紐約Fordham University雙財⾦碩⼠學位；或可利⽤本校三聯學
制(碩⼠)，採隨班附讀或轉所修習，兩年取得靜宜寰宇管理碩⼠學程、墨西哥CETYS及奧地利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pper Austria 三校MBA碩⼠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中⽂⾃傳 (詳述個⼈學習經
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22 靜宜⼤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具有健全品格、專業學養為⽅向，培育具有研發、管理及整合資訊系統能⼒之專業⼈才 。課程規劃資訊與管理兼備，理論
與實務並重；除了基礎必修課程外，另提供資訊軟體、與企業資源規劃容等⼆⼤專業學程及⼀系列實務課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 離校證明/ 修業證明/ 在學證明 )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OIA Providence Hall Room 613, 200, Sec. 7, Taiwan
Boulevard, Shalu Dist., Taichung City 43301 Taiwan、收件⼈：Ho Yuen Ting (Candy)、聯絡電話：0426328001
(11572)、E-mail：ytho_123@gm.pu.edu.tw、收件截⽌⽇：2020-01-10）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傳(選)：詳述個⼈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23 靜宜⼤學 資訊傳播⼯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重點為遊戲設計，數位內容與創意，資訊與藝術之結合及網路與多媒體技術研究。課程規劃以實務與理論並重，培育具
競爭⼒的遊戲產業⼯程師為主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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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師⻑推薦函(選)：推薦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02 靜宜⼤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發展重點為⽣物資訊科技、影像處理與資訊安全、物聯網與崁⼊式系統設計、⾏動通訊網路、⼤數據分析，以及分散式計算，並
透過務實的專業課程培育頂尖的資訊⼈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98 靜宜⼤學 財務⼯程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課程結合數理基礎、資訊計算、財務⾦融實務應⽤三種⾯向訓練,輔導考取國際專業證照, 培養⾦融科(FinTech)知能. 2. 可申請
企業實習，掌握就業先機 3.可申請⾄國際姐妹校交換，增加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00 靜宜⼤學 應⽤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必修課程中，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等課程均涉及化學反應，如有辨⾊⼒異常者，對於相關實驗將有安全顧
慮及學習困難等缺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01 靜宜⼤學 資料科學暨⼤數據分析與應⽤學系 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Analytics and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資料科學(⼤數據)與⼈⼯智慧⼈才為⽬標。以紮實的數理涵養(統計、數學)為根基，輔以資訊計算技能的訓練(data
mining、AI)，並將其應⽤在各實務領域 (⾦融FinTech、醫療、⼯業製造、物聯網…)，培育理論與實務兼備之⼈才。開設不同
發展⾯向之分流學程群，使學⽣及早確⽴發展⽅向:「資料科學實務學程」、「⼈⼯智慧與深度學習學程」、「⼯業4.0學程」、
「科學計算學程」及「⾦融科技學群」等學程。著重產學與就業的連結，開設各種實務課程，輔導考取(國際)證照，並⿎勵學⽣
跨領域選修輔系，提升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詳述個⼈學習組歷、報考動
機及未來⽬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50 靜宜⼤學 ⾷品營養學系⾷品與⽣物技術組 Dept. of Food and Nutrition Division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品與⽣物技術組以⾷品科學為基礎，應⽤多元化的⽣物資源作為材料，結合⾷品科技與⽣物技術，以培育⾷品產業從業及⾷品
研究⼈才，未來可從事⾷品技師、⾷品⼯廠管理、研發⼈員及⾷安稽查⼯作等。⾷品組同學榮獲由台灣⾷品科學技術學會舉辦之
2014~2017「台灣⾷品產業新⼀代創新產品競賽」全國第⼀名、第三名，中國⾷品科學技術學會所舉辦的2015~2017「杜邦營養
與健康學⽣創新競賽」第⼆名、第三名，也獲頒「優秀組織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中⽂⾃傳 (詳述個⼈學習經
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9 靜宜⼤學 ⾷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Dept. of Food and Nutrition Divis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營養與保健組提供多元之營養科學基礎及營養實習訓練，以營養產業從業及研究⼈才之培育為⽬標，未來可從事營養師、保健營
養諮詢及保健品研發⼯作等。系友表現⾮常優秀，在全國營養相關科系畢業⽣中，系友擔任營養師之⽐例佔全國第⼀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52 靜宜⼤學 化粧品科學系 Dept. of Cosmetic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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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綠⾊化學為理念，材料與藥物之開發、分析與應⽤為主要特⾊，課程與研究加⼊永續概念與技術，培育具「化學專業知
能」及「優質職場倫理」之化學⼈才。必修課程中，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等課程均涉及化學反應，如有辨
⾊⼒異常者，對於相關實驗將有安全顧慮及學習困難等缺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含班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8A
聯絡電話 886-2-28824564#2247
傳真 886-2-28809774
地址 11103台北市⼠林區中⼭北路五段250號
網址 http://web.m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桃園⾏政處學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mcu.edu.tw/zh-hant/content/scholarship#僑⽣清寒獎學⾦
新⽣保障前兩年住宿
1.本校於2010年11⽉18⽇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2016年6⽉24⽇通過MSCHE
再認證審核，取得該認證最⻑的⼗年期認證，再度蟬連全台灣唯⼀擁有美國認證⼤學，同時是亞洲第⼀所美國認證⼤學地
位。 2.設有「僑⽣暨陸⽣輔導組」，作為僑⽣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兼收並備有男、⼥學⽣宿舍，供學⽣申請住
宿。 4.有關獎學⾦之詳細類別，請⾃⾏參考本校網站進⼊學務處網⾴查詢。 5.各招⽣學系課程、教學特⾊、教學資源概
況等，請上各系網⾴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
台北市⼠林區中⼭北路5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9 傳真號碼：(02)28809774 桃園校區：桃園市⿔⼭區⼤同⾥德明
路5號 電話：(03)3507001‒2 傳真號碼：(03)3593852 ⾦⾨校區：⾦⾨縣⾦沙鎮德明路105 號 電話：(082)355233 傳真號
碼：(082)355663 8.網址：http://web.mcu.edu.tw

1410 銘傳⼤學(桃園) 應⽤中國⽂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系所分則
⼀、在桃園校區上課。⼆、教育⽬標：1.培養中國⽂學專業知識與學術研究的⼈才2.培養中國⽂學或華語⽂教學的⼈才3.培養⽂
書⾏政與⽂化事業的⼈才4.培養宏觀視野與服務社會的⼈才。三、宗旨：培育能「學以致⽤」的中國⽂學研究與應⽤的語⽂⼈
才。四、核⼼能⼒：1.具備良好口語表達的能⼒2.具備語⽂寫作的能⼒3.具備⽂學鑑賞的能⼒4.具備⽂書處理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個⼈資料、家庭、
學習(在校表現)、申請動機、未來規劃 5. 讀書計畫書(必)：近程、中程、⻑程讀書規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中⽂能⼒証明
備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11 銘傳⼤學(桃園) 應⽤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應⽤英語學系，⽬標培育精通英語能⼒之⼈才，並應⽤於專業領域。專業選修分<1>英語教學與⽂化溝通組<2>英語商務與觀
光組。學⽣⼊學後申請選修⼀組專業課程就讀。 ⼆、本系在本校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12 銘傳⼤學(桃園)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系所分則
招⽣⽬標：本系的宗旨在培養通曉⽇語並具有誠實的品德、國際觀、了解異⽂化之⼈材。未來能成為台⽇兩國間⽂化交流的重要
橋梁。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設有碩⼠班，可修習碩⼠課程，畢業⽣就職情況良好，科技、商務、觀光、教學是四⼤主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歡迎提供參考。 4. 師⻑推薦函(選)：如有師⻑推薦函歡迎提供參考。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如有語⽂類證照(如⽇⽂能⼒檢定、中⽂能⼒檢定、華⽂證明、多益、托福等)，歡迎提供。 6.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7 銘傳⼤學(桃園) 華語⽂教學學系 Dep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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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培養華語師資⼈才，提供語⾔、教學、⽂化、媒體等相關課程，著重師資培育、企劃、實務製作、跨⽂化溝通及多元整合應
⽤等能⼒的養成。每學年有60餘位學⽣到美、⽇、韓、泰及其他國家交流實習。本校在美國設有相關碩⼠學位學程。本系在桃園
校區上課，網址為：http://web.tcsl.mc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如有語⽂類證照(如⽇⽂能⼒檢定、中⽂能⼒檢定、華⽂證明、多益、托福等)或其他證照，歡迎
提供。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請簡單敘述您的個⼈特質 .家庭背景.此前就學階段的⼀些重要事蹟和啟發,最重要的是這些與您對就讀本系的動機
與規劃的關聯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2 銘傳⼤學(桃園) 商品設計學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1. 本系無異於⼀般「⼯業設計」或「產品設計」科系，教學理念秉持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之專業⼈才。學⽣在校期間除
可修習、鑽研設計理論，更可學習、歷練設計實務經驗；畢業出路既廣且佳，不僅可擔任產品設計師外，亦能從事與設計領域相
關之⼯作，抑或繼續求學深造.
2. 本系課程須具備視覺感知與⾊彩辨識等能⼒；另考量⼯廠實作課程，學⽣須具獨⽴操作機械及維護個⼈安全能⼒。
3.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作品集(必)：任何相關創作之作品均可，例如：以繪畫、電
腦多媒體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9 銘傳⼤學(桃園) 商業設計學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系所分則
1.本系強調「⼈⽂藝術」與「科技」之結合，致⼒培育具有⼯作倫理、創造⼒、國際觀、與專業知能的優秀商業設計⼈才。2.多
元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著重創新設計與⼈⽂藝術、數位科技的整合教學，符合未來多⾓化就業市場的需求。3.致⼒於⽇本⼤學、
瑞⼠洛桑設計學院(EPAC)等國際⼤學之⼤師講座與學⽣交流計畫，培育具宏觀視野之設計⼈才。4.注重與產業界接軌的重要性，
致⼒於培育具⼯作責任感、團隊合作能⼒之設計專業⼈才。5.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技(藝)能競
賽得獎證明 4. 作品集(必)：以平⾯、包裝、電腦多媒體等設計或繪畫(⽔墨、⽔彩、素描)、插畫等作品為宜。作品件數⾄少10
件以上。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請
提出中⽂能⼒證照， 若您有第三語⾔的能⼒證照亦請附上。
備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0 銘傳⼤學(桃園)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為因應數位設計產業之發展，積極培育創意及美術⼈才，對動畫、遊戲、微電影與影視後製作開設相關課程；課程以⼈⽂藝
術設計涵養為基礎，結合電腦數位科技之應⽤，含括電腦繪圖、3D動畫、特效後製作及數位⾳樂等，採漸進式教學，⼤⼀設計基
礎教育為主，著重設計基本、數位美學及數位⾳樂之基礎培養，⼤⼆、⼤三為專業課程訓練，⼤四為實務設計製作為主的畢業製
作課程。專業課程分為「多媒體遊戲」、「動畫影視」⼆個專業學組，學⽣可跨組選讀；為使同學具有多元及跨⽂化的設計視
野，招收有國際⽣，不定期舉辦國際交流參訪及展覽活動；本系於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
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申請資料(如設計競賽獲獎資料、專業證照、著作等)。
4. 作品集(必)：以平⾯、電腦多媒體等設計或繪畫、插畫等作品為宜。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3 銘傳⼤學(桃園)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透過以教學為導向之市場實務和專業研究的實⽤性論述為基礎，表現在：運⽤基礎地理資訊系統及數位化相關都市基本資料，⽤
以結合核⼼課程的創意教學及⽥野體驗作實務演練。通過規劃和災害管理核⼼課程，現場實地考察，培養都市規劃與災害管理⼈
才。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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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份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作品及證明:參與社團、運動、各項⽐賽獲獎或擔任幹部證
明；或服務地⽅活動、參與公共事務等事跡證明。 5. ⾃傳(必)：無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需包含: 1.申請動
機；2.對都市規劃與防災...等相關議題，擇⼀項案例作討論；3.未來3-5年⽣涯規劃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1 銘傳⼤學(桃園)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1.以創造性為主要特⾊，追求原創性之⽣活空間設計為主，以技術、理論、⼿藝、表現法、電腦等為基礎，著重創新與時代性，
訓練學⽣具有就業與深造的基礎。發展⽬標在於培養全⽅位的傑出設計⼈才，也就是在設計師的養成教育之中訓練設計師應有的
專業認知與態度，並建⽴設計師的專業精神與涵養。2.本系修業年限為五年，在桃園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它有利申請資料：如⾃傳、證照(無則免) 4. 作品集(必)：作品集⼀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15 銘傳⼤學(桃園)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系所分則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擁有堅強師資及完善教學資源設備，提供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學習環境，培育具敬業態度、服務熱忱與
國際視野之觀光旅遊專業⼈才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成績單(含名次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16 銘傳⼤學(桃園)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擁有堅強師資及完善教學資源設備，培養專業、卓越國際化優質休憩管理⼈才服務國家、社會與⼈⺠為宗
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
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皆可附上
6. ⾃傳(必)：請簡單敘述您的個⼈特質 .家庭背景.此前就學階段的⼀些重要事蹟和啟發,最重要的是這些與您對就讀本系的動機
與規劃的關聯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証明
備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17 銘傳⼤學(桃園)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擁有堅強師資及完善教學資源設備，提供餐旅實務訓練、專業技能與管理、教育與研究，以培育餐旅業未
來優秀領導⼈才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 ⾃
傳(必)：請簡單敘述您的個⼈特質 .家庭背景.此前就學階段的⼀些重要事蹟和啟發,最重要的是這些與您對就讀本系的動機與規劃
的關聯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証明
備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4 銘傳⼤學(桃園) 公共事務學系 Dept. of Public Affairs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宗旨在培養公共事務管理⼈才，兼顧本⼟關懷及全球視野，理論與實務並重，期透過科際整合之訓練，使學⽣具備處理
公共議題之能⼒，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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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6 銘傳⼤學(桃園) 犯罪防治學系 Dept. of Criminal Justice
系所分則
1.本系係以理論與實務並重，培育學⽣進⼊刑事司法、社⼯及私部⾨安全體系，其課程內容整合「犯罪防治、司法社⼯與公共安
全管理」三個模組之專業知識，使符合未來從事犯罪防治相關領域所需職能。學⽣未來可從事刑事司法等領域⼈員；或從事社會
⼯作者；亦可任職於私領域安全產業，出路多元。2.本系上課地點為桃園校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中⽂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5 銘傳⼤學(桃園) 諮商與⼯商⼼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提供「諮商⼼理學」、「⼯商⼼理學」與「臨床⼼理學」之跨領域課程，藉由理論反思及實務應⽤訓練，培養具⼈⽂涵養、社會
關懷及國際視野之專業⼈才。歡迎對⼼理專業有興趣且對⼈群社會具有關懷熱忱者加⼊，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包含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技(藝)能競
賽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等)
5. ⾃傳(必)：就讀動機(包含個⼈簡歷)
6. 讀書計畫書(必)：進修計劃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556 銘傳⼤學(桃園)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分部)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在⾦⾨分部上課，⼤三、⼤四在桃園校區上課。本系擁有堅強師資及完善教學資源設備，培養專業、卓越國際化
優質休憩管理⼈才服務國家、社會與⼈⺠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皆可附上
6. ⾃傳(必)：請簡單敘述您的個⼈特質 .家庭背景.此前就學階段的⼀些重要事蹟和啟發,最重要的是這些與您對就讀本系的動機
與規劃的關聯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証明
備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74 銘傳⼤學(桃園) 應⽤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系所分則
1.應⽤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簡稱，統資系)，於銘傳專科改制學院的第⼀屆 1990 年創⽴於台北校區 ( 原系名， 統計系 )。為順應
⼤數據時代洪流，因應⾦融科技時代的⼈才需求，本系以⼤數據資訊為主軸，培育⾦融統計⼈才，著重於⾦融科技市集應⽤⾯作
為本系的發展特⾊，本系於107學年度⼤學部分為2組招⽣:應⽤統計組，⼤數據管理組。
2.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
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19 銘傳⼤學(桃園) 經濟與⾦融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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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本系藉由經濟分析與⾦融專業訓練，培養了解經濟脈動之⾦融專業⼈才為宗旨。 2.課程設計著重產業分析與投資組合的連結，
亦加⼊⾦融科技的元素，專業選修劃分「產業經濟」與「財務⾦融」兩⼤領域。 3.秉持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原則，除基礎經濟理論
與⾦融專業訓練外，亦開設產業實習課程，重視學⽤合⼀。 4.開設「財務經濟」、「⾦融科技」等兩個學分學程，提供同學更專
精的訓練。5.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8 銘傳⼤學(桃園)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本系的宗旨為培育具有資訊能⼒與醫務管理專⻑的優秀⼈才，使其具備醫療健康產業所需求之資訊或管理之能⼒。課程內容涵
蓋醫療相關課程、專業資訊課程、專業管理課程。2.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
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0 銘傳⼤學(桃園)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在桃園校區上課。 以培育能運⽤資訊科技、思考及解決管理問題之整合性專業⼈才為宗旨，強調理論教育與實務訓練並重，並培
養學⽣具備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具團隊合作與多元化及國際性視野的精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 推薦函、證照、著作、專題報告及其他獲獎資料，無則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21 銘傳⼤學(桃園) 資訊傳播⼯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智慧網路傳播與互動媒體科技 之整合專業⼈才為宗旨，重視理論教育與實務訓練， 並培養學⽣具備創作及問題解決
能⼒與團隊合作精神。本系⿎勵並輔導學⽣考取國際專業證照，以提升就業競爭⼒。。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
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推薦函、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技(藝)
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無則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6 銘傳⼤學(桃園)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養資訊科技專業⼈才為主旨，除奠⽴學⽣理論⽅⾯的基礎外，並強化實務課程的訓練。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 推薦函、證照、著
作、專題報告及其他獲獎資料，無則免)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08 銘傳⼤學(桃園)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系所以培養電⼦⼯程之專業⼈才為⽬標，強調紮實的理論基礎與實務經驗，課程規劃以計算機系統應⽤、光電及半導體為三⼤發
展重點。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推
薦函、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無則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8 銘傳⼤學(桃園) 電腦與通訊⼯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養結合資訊與通訊⼯程之專業⼈才為⽬標，強調學理與實務並重，課程教學與研究⽅向分為網路技術、通訊技術及嵌⼊式系
統三⼤領域。在桃園校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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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
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推薦函、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
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無則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4 銘傳⼤學(桃園)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以⽣命現象為基礎，提供現代⽣物科技新知，進而培育⽣物醫學之傳統研究領域或⾷品⽣技之庶⺠⽣技應⽤之專業⼈才。在桃園
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推薦函、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技(藝)能競賽得獎證
明、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無則免。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5 銘傳⼤學(桃園)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之宗旨在於培育⽣物醫學⼯程領域之專業⼈才。強調跨領域的實務學習，強化同學的就業競爭⼒。 在桃園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
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1份。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
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
(必)：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1 銘傳⼤學(桃園)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iplomacy Program
系所分則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學位學程於101學年度開始招⽣，在課程設計上以全英語教學為主，學⽣主要分為本地⽣與外籍⽣兩⼤主要
來源。本地⽣原以已⼊學銘傳學⽣為主要招收對象，在通過英語能⼒測驗後即內轉⾄本學程；外籍⽣則以外部招⽣為主。⼤學部
於107學年度開始對外招⽣(桃園校區授課)。
為順應國內不斷追求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時代趨勢，並⾃我期許率先邁向「校園國際化」之願景，秉承創校「理論與實務並重」理
念，希望能在諸多國內⼤學院校，政治與國際事務相關系所之雷同的課程之間開創新的道路，並成為國內第⼀所以全英語授課的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部課程。因此，為能彰顯本學程成⽴特⾊與存在價值，於創⽴伊始即明訂以「國際/全球治理」與「外交」為
兩條主要教學與研究軸線，期能區隔並建⽴本學程特⾊與專業形象，以符合未來國內及全球市場趨勢與需求。
為達成教學與研究國際化與全球化之要求，本學程課程規劃於教授學⽣專業領域理論知識同時，兼顧市場需求與趨勢。師資延聘
係考量兼具豐富專業經驗與紮實的學術研究能⼒，期能理論與實務並重。要⾔之，本學程成⽴迄今時程雖短，然設⽴宗旨與發展
⽬標，係以培育俱備國際/外交，全球治理與全球化之國際級專業⼈才為導向。因此，本學程不僅著眼於培養⼈才蔚為國⽤，更以
國際佈局為⾃我期許⽬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讀書計畫書(選)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97 銘傳⼤學(桃園) ⾦融科技應⽤學⼠學位學程 Financi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Program
系所分則
⼀、學程宗旨：
（⼀）教育學⽣具備核⼼能⼒。
（⼆）訓練學⽣創新⾦融商品與服務。
（三）培養⾦融與科技融合運⽤之技能。
⼆、核⼼能⼒：四⼤核⼼+五⼤主軸
（⼀）FinTech的學習之四⼤核⼼：理論、基礎、訓練、Practice。
（⼆）FinTech學程之五⼤主軸：
1.資訊與基礎能⼒。
2.經濟⾦融與分析。
3.資訊科技與數據。
4.媒體與市場。
5.法律與監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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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其他資訊）。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3 銘傳⼤學(桃園) 資訊科技應⽤與管理學⼠學位學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學程⾃91學年度成⽴國際班，95學年度成⽴學位學程，隸屬「國際學院」(本校國際學院為國內第⼀個⼤學四年全英語授課的
教學單位)，學程整體發展計畫係秉持銘傳創校五⼗⼋年培育⼈才的優良傳統及教育⽬標『⼀念三化』(即「⼈之兒⼥已之兒⼥」
之理念，與「卓越化，專業化，國際化」)，與院之教育⽬標『啟發優質學習、提升國際教育、服務國家及國際社會』為基礎，並
深化校之『國際化』與院之『服務國際社會』之⽬標，訂定本學程的教育⽬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資訊相關證照 4. ⾃傳(必)：⾃傳(求學經歷/興趣專⻑/
動機/⽣涯規劃) 5.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劃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多益成績/全⺠英檢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銘傳⼤學(臺北) Ming Chu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8
聯絡電話 886-2-28824564#2247
傳真 886-2-28809774
地址 11103台北市⼠林區中⼭北路五段250號
網址 http://web.m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mcu.edu.tw/zh-hant/content/scholarship#僑⽣清寒獎學⾦
宿舍 新⽣前兩年保障住宿
1.本校於2010年11⽉18⽇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2016年6⽉24⽇通過MSCHE
再認證審核，取得該認證最⻑的⼗年期認證，再度蟬連全台灣唯⼀擁有美國認證⼤學，同時是亞洲第⼀所美國認證⼤學地
位。 2.設有「僑⽣暨陸⽣輔導組」，作為僑⽣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兼收並備有男、⼥學⽣宿舍，供學⽣申請住
宿。 4.有關獎學⾦之詳細類別，請⾃⾏參考本校網站進⼊學務處網⾴查詢。 5.各招⽣學系課程、教學特⾊、教學資源概
備註
況等，請上各系網⾴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
台北市⼠林區中⼭北路5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9 傳真號碼：(02)28809774 桃園校區：桃園市⿔⼭區⼤同⾥德明
路5號 電話：(03)3507001‒2 傳真號碼：(03)3593852 ⾦⾨校區：⾦⾨縣⾦沙鎮德明路105 號 電話：(082)355233 傳真號
碼：(082)355663 8.網址：http://web.mcu.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4801 銘傳⼤學(臺北)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Dept. of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新媒體不是未來趨勢，而是現在進⾏式，新媒體已經改寫了媒體產業，也正在驅動社會改變。本系因應科技匯流多螢多⽤的新媒
體傳播時代，積極設計完備之數位多媒體影⾳傳播教育，以培養傳播媒體事業全⽅位之多元管理⼈才。本系設有數位媒體傳播中
⼼，讓學⽣能在校期間就與業界結合，學⽤合⼀；更設有碩⼠班讓學⽣持續延伸學習不中斷，並與本院其他學系資源共享，進⾏
跨領域之整合與相互⽀援，提供學⽣優良教學品質。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傳、師⻑推薦函、學習研究
計劃書(讀書計畫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或相關證照或檢定證
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02 銘傳⼤學(臺北) 廣播電視學系 Dept. of Radio and TV
系所分則
因應科技匯流多螢多⽤的新媒體傳播時代，及媒體環境變化和社會多元化，積極設計完備之影⾳傳播教育，以培養傳播媒體事業
廣播、電視、電影⼈才。本系設有電視台、無線廣播電台、網路電視台、網路廣播電台、虛擬影棚。並與本院其他學系、所資源
共享，進⾏跨領域之整合與相互⽀援，提供學⽣優良教學品質。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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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如：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2.僅限提供⾼中或最⾼學歷時期。 4. ⾃傳(必)：中⽂⾃傳，500字以內，如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書寫，500字以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証明
備註：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03 銘傳⼤學(臺北) 廣告暨策略⾏銷學系 Dept. of Advertising and Strategic Marketing
系所分則
1.本系為培育未來優秀的廣告⾏銷傳播⼈才，課程架構以廣告為核⼼，向外延伸五⼤領域，分別是由⾏銷、公關、品牌、創意及
消費者洞悉的⾓度來設計相關課程。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學模式，並透過「做中學」的概念，將理論落實於實務操
作。此外，本系定期舉辦專題講座、雙師教學、研討會及積極帶領學⽣參與校內外及國際性競賽等活動，提供學⽣多元學習的環
境與機會。
2.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參展證明、社團
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
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04 銘傳⼤學(臺北) 新聞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系所分則
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結合最新理論與實務課程，培養具有責任感、新聞編採能⼒、數位匯流及國際視野的整合傳播、專業新聞
⼈才。
課程以數位匯流、媒體整合為發展重點，結合VR360環視與網路新媒體的訓練與操作，融合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實務課程同時從
紙本銘報轉型在網路辦報，讓銘報MOL即時新聞成為學⽣發表的重要平台，訓練學⽣多媒體與跨媒體寫作創作能⼒，強化從紙
媒、影⾳編採到電⼦報、電⼦書、電⼦雜誌、App等內容產製進而結合⼤數據分析、IG流量分析與圖表新聞學製作，學習業界小
編、粉絲團經營等新媒體企劃與內容⾏銷，也⿎勵⾼年級學⽣進⼊媒體實習⼯讀，提前現場體驗，盡早適應業界競爭環境、爭取
「畢業即就業」之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如：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或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13 銘傳⼤學(臺北)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招⽣⽬標：培育有志趣於國際貿易、國際企業經營、國際⾏銷與國際投資等領域之跨國企業經營⼈才。本系設有碩⼠班，成績優
秀者可修習碩⼠班課程，協助學⽣提前規劃專業與學術研究⽅向。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15 銘傳⼤學(臺北)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招⽣⽬標：本系擬招收具有細⼼、耐⼼、毅⼒、思路敏捷、判斷果敢之青年，並培養下列六⼤構⾯之專業知識與能⼒：1.財務會
計2.成本與管理決策3.租稅申報與規劃4.會計資訊應⽤5.財務管理與分析6.審計與內稽內控。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碩⼠
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16 銘傳⼤學(臺北)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系所分則
招⽣⽬標：培育全⽅位⾵險管理與保險經營⼈才。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畢業⽣具有⾵險管理保險⾦融市場就業
與海內外深造之良好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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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
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417 銘傳⼤學(臺北)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為因應國家知識經濟的發展與企業全球化的衝擊，全⼒培養俱備創新、整合與國際觀的管理專業⼈才，以充分配合產業與
企業的轉型需求，造就全⽅位的管理幹部。2.本系專業領域分組設四學程：數位營銷學程、整合⾏銷學程、組織與⼈⼒資源管理
學程、投資與理財規劃學程等四個學程。本系⼤⼀為基礎課程，⼤⼆後依學⽣興趣與專⻑需求⾄少選讀⼆個學分學程。3.本系上
課地點在台北校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6 銘傳⼤學(臺北) 財務⾦融學系財務⾦融組 Dept. of Finance (Finance Cohort)
系所分則
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103學年度起，本校財務⾦融學系招⽣分為2組，分別是「財務⾦融組」以及「國際⾦融
管理組」。「財務⾦融組」以培養企業⾦融評價與分析、⾏為財務與投資、財富管理、⾦融創新與衍⽣性商品交易及⾦融科技創
新管理等五⼤構⾯之專業知識與能⼒為導向，培育數位⾦融創新模式管理領域的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
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7 銘傳⼤學(臺北) 財務⾦融學系國際⾦融管理組 Dept. of Fin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Cohort)
系所分則
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103學年度起，本校財務⾦融學系招⽣分為2組，分別是「財務⾦融組」以及「國際⾦融
管理組」。「國際⾦融管理組」則著重在國際⾦融機構經營與⾵險管理、利率與匯率管理、企業跨國投資與融資政策、全球產業
趨勢分析及財⾦雲端數據分析等五⼤⽅向的全⽅位訓練，並和國際⽣交流學習與輔導參與國際⾦融證照考試，培育國際⾦融機構
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傳(必)：⾃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3 銘傳⼤學(臺北) 財⾦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Law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兼具法學與財⾦領域等知識之基礎與專業⼈才為⽬的。教學與研究本於理論與實務並重為原則。本系在台北校區上
課，並設有研究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673 銘傳⼤學(臺北)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系所分則

【教育宗旨】
注重學⽣輔導，期培養具核⼼能⼒、法律理論基礎穩固、有實務知識，
並具責任感、⾼尚品德、基礎外語能⼒、資訊能⼒及⼈⽂素養之法律⼈才，貢獻社會國家
【⼤學部教育⽬標】
⽬標⼀、培育具備基本法學知識與處理⼀般法律事務能⼒之基礎⼈才。
⽬標⼆、培育兼具基礎外語(以英⽂為主)、資訊處理能⼒之法律⼈。
⽬標三、培育兼具⼈⽂素養、專業倫理、獨⽴思考及具服務熱忱之法律⼈。
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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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676 銘傳⼤學(臺北)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學位學程之教育⽬標乃致⼒於培養學⽣成為具有國際移動⼒之國際企業菁英。國際移動⼒之培養則需由三⽅⾯著⼿：語⽂能
⼒、專業能⼒、適應能⼒。在語⽂能⼒的培養上本學程透過全英語授課、英⽂能⼒加強課程、跨⽂化溝通以全⾯提升學⽣的語⾔
溝通能⼒。在專業能⼒的培養上則透過三項⼦領域專業課程的設計、理論與實務的配合以深耕學⽣的專業素養。在適應能⼒的培
養上則透過多國籍的學⽣組合、國際化的師資與教學環境、交換⽣與雙學位計畫讓學⽣浸潤在國際化的環境中以磨練環境適應能
⼒。在台北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傳(選)：⾃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相關英語考試證照(托福、雅思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8 銘傳⼤學(臺北) 廣播電視學系（⾦⾨分部） Dept. of Radio and TV
系所分則
因應科技匯流多螢多⽤的新媒體傳播時代，及媒體環境變化和社會多元化，積極設計完備之影⾳傳播教育，以培養傳播媒體事業
廣播、電視、電影⼈才。本系設有電視台、無線廣播電台、網路電視台、網路廣播電台、虛擬影棚，並與本院其他學系、所資源
共享，進⾏跨領域之整合與相互⽀援，提供學⽣優良教學品質。本系⼤⼀、⼤⼆在⾦⾨分部上課，⼤三、⼤四在台北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1.如：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2.僅限提供⾼中或最⾼學歷時期。 4. ⾃傳(必)：500字以內，如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
書(必)：500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53 銘傳⼤學(臺北)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學位學程 Fashion & Innov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學程發展重點為學⽣國際化、實習全球化、多語⾔之教學環境。⽬標以專業務實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提供世界各地學⽣拓展全
球化的就業學習平台並培育創新管理⾼等⼈⼒資源，以滿⾜國際時尚市場⼈才需求。為因應全球市場潮流培育時尚管理⼈才，推
動3+1課程規劃。學⽣預計於⼀到三年級完成九成畢業學分；四年級時能有更彈性的時間規劃⾄姊妹校研習並⾄時尚相關產業實
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選)：相關英語考試證照(托福、雅思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83 銘傳⼤學(臺北) 新聞與⼤眾傳播學⼠學位學程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
系所分則
新聞與⼤眾傳播學位學程除了以全英語授課，以及提供全英語學習環境外，在課程內容設計、師資來源、實習機構、未來就業等
⾯向去實踐傳播全球化的理念。在課程規劃⽅⾯，本學程畢業學分需求為128個學分，聚焦在新聞、影⾳媒體、廣告公關、傳播
社會等專業。除理論講授外，並輔以實務實作，配合校外實習及畢業專題製作，培養學⽣紥實及專精的核⼼能⼒。
在師資安排上，本學程聘請國內外具有教學與實務經驗的⼈才，結合理論與實務，增強學⽣的組織⼒、表達⼒及溝通技巧，融⼊
國際事務、跨國⽂化交流及互動，培訓出具有全球視野的國際傳播⼈才。在實務操作部分，配合課程，安排學⽣使⽤媒體設備，
並與國內外媒體單位合作，完成⾄少288小時之實習時數，讓畢業能⾺上與國內外產業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作品或成果
展⽰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7.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相關英語考試證照(托福、雅思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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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47
聯絡電話 886-4-23323456 轉 6298
傳真 886-4-23394140
地址 41354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網址 http://www.asia.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學院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
1.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THE)公布世界⼤學評⽐，本校榮獲2020年「 THE 世界⼤學」排⾏全台⾮醫⼤第1名，全
台第11名，私校排名第4名。「2020 THE千禧年成⽴全球最佳年輕⼤學」評⽐本校排名坐落於151-200名，全台排名第3
名，私校排名第1名。本校辦學績優，未來將朝全球最佳500⼤⽬標邁進。 2.亞洲⼤學⽬前設有7個學院、29個⼤學部學
系、4個博⼠班、19個碩⼠班；成⽴國際學院，開辦全英語授課學程，積極落實「亞⼤318國際化⽬標」：培育學⽣『具
備註
備3種語⾔能⼒』、『⼤學期間⾄少出國1次』及『8種出國途徑』。 3.本校積極⿎勵學⽣出國參加國際競賽：參加巴黎、
⽇內⽡等國際發明展，⾄今已獲117⾦、144銀、100銅、41特別獎、5次⼤會⾸獎、5次國際最⾼獎；參加國際設計競賽
中，迄今獲85件紅點獎，其中16件為最佳獎、8件IF獎。 4.(1)本校男⼥兼收。(2)學⽣宿舍床位約有4,400床，提供⾜夠
數量之宿舍安排，為4⼈之冷氣套房。(3)本校為禁菸校園。
學校基
本資料

3301 亞洲⼤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Division of Health
System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依據世界衛⽣組織積極推動「全⺠⽣理、⼼理與社會健康」之理念，順應我國及國際衛⽣體系的發展，以及⺠眾對醫療照護的需
求；本系期望能培養具備健康政策及機構管理專業的卓越⼈才，以協助國家健康政策規劃、產業發展、醫療照護機構管理。本系
提供跨領域多元學習，⼤學部設有公共衛⽣核⼼課程，主修⻑期照護管理專業學程的「健康產業管理組」，以及主修醫療機構管
理專業學程的「醫療機構管理組」。本系亦設有⻑期照護及健康管理碩⼠班，以及博⼠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67 亞洲⼤學 ⾷品營養與保健⽣技學系⾷品營養組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Biotechnology(Program of Food and nutri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分為⾷品營養組與化妝品組，學⽣須符合課程規劃表，於畢業前修習完成「⾷品營養學程」、「保健化妝品與醫美產業學
程」之規定學程始得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19 亞洲⼤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依據世界衛⽣組織積極推動「全⺠⽣理、⼼理與社會健康」之理念，順應我國及國際衛⽣體系的發展，以及⺠眾對醫療照護的需
求；本系期望能培養具備健康政策及機構管理專業的卓越⼈才，以協助國家健康政策規劃、產業發展、醫療照護機構管理。本系
提供跨領域多元學習，⼤學部設有公共衛⽣核⼼課程，主修⻑期照護管理專業學程的「健康產業管理組」，以及主修醫療機構管
理專業學程的「醫療機構管理組」。本系亦設有⻑期照護及健康管理碩⼠班，以及博⼠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28 亞洲⼤學 ⾷品營養與保健⽣技學系保健化妝品組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Biotechnology(Program of Cosme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分為⾷品營養組與化妝品組，學⽣須符合課程規劃表，於畢業前修習完成「⾷品營養學程」、「保健化妝品與醫美產業學
程」之規定學程始得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66 亞洲⼤學 醫學檢驗暨⽣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 第 205 ⾴ -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醫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學習需要，
培育具專業醫事檢驗師及⽣物科技研發⼈才，特別重視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因各項器官皆須較為敏銳，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視
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63 亞洲⼤學 ⽣物資訊與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2 亞洲⼤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標是培養學⽣具備資訊專業訓練以及就業能⼒，申請者以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
⽂檢定成績証明）
2.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或TOCFL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3 亞洲⼤學 ⾏動商務與多媒體應⽤學系 Department of M-Commerce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系所分則
秉持「實⽤資訊、媒體應⽤、社會關懷」之理念，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培育具備⾏動商務系統操作管理與多媒體應⽤能⼒
之專業⼈才。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進⼊本系學⽣可依興趣修習本系規劃之特⾊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6 亞洲⼤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因應當前資訊與傳播科技、⼤數據、⼈⼯智慧之發展趨勢，培育學⽣於新媒體環境中之學術研究與專業能⼒。結合來⾃平⾯、廣
播、電視媒體及中部影視基地之業界師資協同教學，推動實習7+1學制讓學習與就業無縫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6 亞洲⼤學 經營管理學系企業創新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of Business
Innov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結合理論與實務，以「科技與作業管理」、「⾏銷與網路商務」及「組織與⼈⼒資源管理」三⼤領域為發展主軸，學⽣須具備中
⽂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4 亞洲⼤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餐旅事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學⽣兼具國際宏觀，產業分析與規劃能⼒，理論與實務結合之休閒與遊憩管理專業⼈才，並使學⽣具備⼈⽂素養、⼯作熱
忱、解決問題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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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583 亞洲⼤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旅遊事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of
Travel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學⽣兼具國際宏觀，產業分析與規劃能⼒，理論與實務結合之休閒與遊憩管理專業⼈才，並使學⽣具備⼈⽂素養、⼯作熱
忱、解決問題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3 亞洲⼤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系所分則
開設會計稅務學程、智慧稽核學程，課程多元化，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16 亞洲⼤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以⾦融科技應⽤⾦融⼤數據分析為核⼼領域，以因應財⾦產業發展趨勢以及投⼊專業投資⼈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未來期望/照⽚(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申請動機及研究/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5 亞洲⼤學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Di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財經及法律專才為⽬標，學⽣除須完成本系之系定核⼼課程及「科技法學程」，亦得選修本系其他課程；此外，還可
選外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全校跨領域學程，以增加多元之學習機會，使學⽣有多元⼒之發展，提升學⽣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584 亞洲⼤學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Division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財經及法律專才為⽬標，學⽣除須完成本系之系定核⼼課程及「財經法學程」，亦得選修本系其他課程；此外，還可
選外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全校跨領域學程，以增加多元之學習機會，使學⽣有多元⼒之發展，提升學⽣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19 亞洲⼤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學⽣英語⽂溝通能⼒、英語簡報技巧，發展第⼆外語專⻑，進而培養兼具⼈⽂素養及專業知能的優質涉外
事務⼈才。課程設計以英語⽂能⼒、英語簡報技巧、⼈⽂素養和創意思維為學系核⼼能⼒，並以「語⽂專業學程」和「語⽂應⽤
學程」等⼆⼤學程為課程主軸，發展出適合學⽣就業或升學之不同需求，因應未來社會與產業之潮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0 亞洲⼤學 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1.本系課程係為培育醫務社會⼯作、⻑期照顧社會⼯作、⼼理與社⼯雙專業的專業⼈才，建⽴具有溫暖、同理、真誠信念，與專
業知能、創新活⼒的社⼯實務⼈⼒。
2. 中⽂聽、說、讀、寫能⼒佳為宜，三升四年級暑期必修「社會⼯作實習」，學⽣需有⼋週的時間全時無薪在社福單位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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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18 亞洲⼤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為教育部核定之師資培育學系，進⼊本系學⽣可依興趣修習本系規劃之特⾊學程，分別為「幼教師資」、「兒童⽂創」、及
跨領域「兒童美語教學」、「幼兒潛能開發與玩具設計」學程，⾃由選修則涵蓋特幼照顧。課程設計以就業與升學兼備為導向，
成績優秀者可申請獎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
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586 亞洲⼤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本系基本能⼒含有⼿繪設計、構想能⼒、視覺、辨⾊⼿部運⽤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8 亞洲⼤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本系基礎能⼒含有⼿繪設計、構想能⼒、視覺、辨⾊及⼿部運⽤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9 亞洲⼤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課程含有機器操作與安全性考量；含有⼿繪設計、視覺、辨別之能⼒，宜具備⾃
我學習、管理與情緒適應能⼒為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作品集⼀份，電⼦檔(PDF) 5. ⾃傳(必)：中⽂⾃傳(學⽣⾃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30 亞洲⼤學 時尚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系所分則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本系基礎能⼒含有⼿繪設計、構想能⼒、視覺、辨⾊及⼿部運⽤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作品集⼀份，電⼦檔(PDF) 5. ⾃傳(選)：中⽂⾃傳(1000字以
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9 亞洲⼤學 室內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中⽂⾃傳(1000字以內)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49
聯絡電話 886-4-8511888
地址 51591彰化縣⼤村鄉學府路168號
網址 http://www.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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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8511007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reg.dyu.edu.tw/unit_index.php?page=2&unit=2950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葉⼤學是「德國式師徒制」綜合⼤學，在台灣連續⼗年獲政府核定為⾼教界「教學卓越⼤學」，更是全國補助經費⾦額
連年成⻑的學校，2015以來獲教育部獎勵⾦額逐年創新⾼，名列全國第三，2018年最新⼀期教學卓越計畫(⾼教深耕)名
列全國新興⼤學第⼆名，超過27所國⽴⼤學。 ⼤葉師⽣厚實的學術研發實⼒也屢獲德國紐倫堡發明展、義⼤利發明展、
備註 ⽇本東京發明展等國際獎項肯定。2017年榮登iF全球頂尖設計⼤學前50⼤，囊括12座iF與紅點設計⼤獎。此外，國際極
具權威的西班⽛Webometrics 2017年世界⼤學網路排⾏榜，在全球超過24,000所⾼教機構中，⼤葉⼤學⾼居全球前7%
領先席次。 據臺灣ESI論⽂統計，本校⼯程領域進⼊世界前1%(以論⽂被引⽤次數計算)；而WOS論⽂統計，亦顯⽰本校
機械學⾨、農學類、材料類、⽣物及免疫類等領域均已蓄積相當之研究能量。

獎學⾦

2335 ⼤葉⼤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招收對光電半導體元件、奈⽶技術、天線與微波系統、通訊系統、訊號處理、綠⾊能源、系統單晶⽚設計、控制設計及應⽤、
電⼒電⼦、以及嵌⼊式系統等領域有興趣之學⽣。教學理念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以期培育具理論基礎及實務經驗之電機⼯程師。
為強化學⽣就業能⼒，⼤學部可⾄企業全職實習。 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餘依⼀般限制。 2.Email：ee504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16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
在學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3 ⼤葉⼤學 機械與⾃動化⼯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葉⼤學機械與⾃動化⼯程學系本系秉持「理論與實務並重」、「科技整合」與「師徒制」之教學理念，強調教育⽬標在於知
識傳授與技術訓練，培育具思維創新、團隊精神、全球視野之產業菁英機械⼯程⼈才。更榮獲全國⼤專院校『環保節能⾞⼤賽』
之破記錄殊榮及2015-2019年囊括⼤部份冠軍獎項及電動⾞六連冠榮譽及2020年電動⾞優等獎、全國⼤專院校『精密⼯具機⼤
賽』冠軍、『發明競賽與發明專利』⼤獎以及榮獲科技部⼤專⽣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殊榮……等，歷年來已經造就無數的⾞輛、
精密機械與機電⾃動化領域菁英。本系以『⾞輛科技與能源科技』、『微機電與精密機械』、『機電整合』為教學重點，1/3課
程由企業專家協同教學，進⾏實務訓練與技術傳承。本系已通過最新IEET國際⼯程教育認證，辦學成效斐然。本系另有研究所
碩、博⼠班供學⽣繼續深造。 2.E-mail：me501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1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6 ⼤葉⼤學 環境⼯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育「綠⾊科技」、與「職業安全管理」專業⼈才，也兼顧「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之養成。強化理論與實務並重，安排全
職實習與證照輔導，以強化學⽣就業及研發競爭⼒，期使畢業⽣能夠達到全⾯就業或再進修升學。本系聯絡電話：04-8511888轉
2351。系網⾴http://ev.dy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2 ⼤葉⼤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訊⼯程學系主要⽬的是讓學⽣了解軟體⼯程的基本知識和其應⽤領域。為了提升教學內容與品質，本系教師持續投⼊於幾個先
進領域的研究，如：智聯網(AIoT)及雲端運算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餘依⼀般限制。
E-mail：if5100@mail.dyu.edu.tw；Tel：+886-4-8511888 ext. 24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58 ⼤葉⼤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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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葉財⾦是成就⾼薪的搖籃（32K夢想⾼⾶），選擇財⾦前景是⾦。本系於學⽣⼊學後即給予職涯⽅向的輔導，期望⼤⼆起，
即對投資管理、銀⾏專業及公司財務組有⼀確切的專攻⽅向。本系聘請業界師資協同授課、提供海內外實習及證照輔導，並⿎勵
⼤四即提前⾄職場實習，財⾦⼯作⾼起薪的特性，可讓學⽣贏在⼈⽣的起跑點。
投資管理組：著重培育學⽣投資技術及建構投資組合等專業能⼒，職業⽅向為基⾦管理、創業投資、證券、期貨、投資顧問、不
動產及保險暨財富管理等。
銀⾏專業組：著重培育學⽣理財規劃、資產信託、⾦融⾵險管理及⾦融科技等專業能⼒，職業⽅向為銀⾏業之財富管理、授信、
外匯、存匯、網路銀⾏等。
公司財務組：著重培育學⽣財務規劃、公司治理與評價及跨境電⼦商務等專業能⼒，職業⽅向為公司財務、ERP企業資源規劃、
跨境電⼦商務、會計師事務所、內部控制與稽核及企業上市櫃輔導等。
2.E-mail：fm519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352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4 ⼤葉⼤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1.本系教學旨在培育未來設計新秀，使其具備：美學知識與涵養、⼯程科技之應⽤能⼒、使⽤者導向之創新能⼒、跨領域創新整
合能⼒及創意表達與溝通能⼒。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E-mail：
id503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01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如：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
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了解學⽣學習計畫與⽅向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品集(選)：作品集 9.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64 ⼤葉⼤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for Multimedia Digital Content
系所分則
1.本學位學程係由跨領域之數位媒體設計專業師資組成，其課程規劃以3D遊戲動畫與2D動漫製作等兩⼤產業所需的⼈才進⾏⼀
條⿓的專業能⼒養成。我們的授課⽅向將針對多媒體遊戲設計、多媒體動畫設計、動漫畫創作、數位影⾳處理及擴增實境等數位
內容領域做⼀完整的課程介紹，提供學⽣將來進⼊這個兆元產業最佳的課程與專業訓練。⽬前本學位學程已與多家知名動畫遊戲
公司簽訂產學合作暨實務實習合約，學⽣可於在學期間⾄相關企業進⾏短期或⻑期全職實習，以達到畢業即就業及提升學⽣就業
競爭⼒。學⽣畢業後可繼續深造或投⼊數位遊戲、動漫創作、電腦動畫、數位影⾳、數位學習、內容軟體、數位出版典藏、⾏動
應⽤服務等相關產業。本學位學程歡迎考⽣對多媒體數位內容領域有興趣，且個性積極進取之青年學⼦，成為多媒體數位內容學
位學程新鮮⼈，貴同學到本學位學程就讀必定收穫豐富，而且畢業後就業出路寛廣。 2.E-mail：mdc5005@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42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57 ⼤葉⼤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強調「平⾯暨多媒體設計」、「動畫設計」、「影像製作」等領域，以⼈⽂藝術涵養為基礎，培養學⽣敏銳的觀察⼒與訓
練獨⽴的思辨能⼒，養成具專業技術與個⼈特質的創作者。 2.有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E-mail：
vd509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07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集(選)：作品集 6.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20 ⼤葉⼤學 傳播藝術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for Communication Art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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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敘事」與「表演藝術」蓬勃發展是新世紀的明星產業，本學程建⽴兩⼤課程主軸，融合跨領域學習，迎向時代潮流滿⾜
社會需求，學⽣畢業後有⾮常好的發展機會。課程規劃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邀請傑出的導演與業界師資共同授課，學⽣影⽚作品
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以及媒體報導，深受好評。
課程規劃在理論⽅⾯，以美學、⼈⽂素養、影⾳敘事、數位媒體、傳播理論、表演藝術為重點，以厚植傳播藝術的基礎，進而讓
學⽣熟悉影⾳製作、表演藝術實務，提升學⽣多元之傳播學理應⽤能⼒。以因應「視野國際化」、「創作在地化」、「傳播藝術
化」、「內涵⼈⽂化」的時代匯流趨勢，培養「影⾳敘事」、「表演藝術」兩⼤主軸之⼈才。
⽼師發揮師徒制的精神，結合專業與熱情帶領學⽣走出校園，與社區互動，從中發展製作題材，期望將校園所學運⽤於社會，並
對社會有所助益。學⽤合⼀的特⾊，也培養學⽣未來職場發展的能⼒。
(1)就業：未來就業可朝影視傳播產業與表演藝術相關⼯作發展。
(2)升學：傳播藝術、⼤眾傳播、電影、戲劇、紀錄⽚及其他相關研究所。
2.有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E-mail：ca5031@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086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
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72 ⼤葉⼤學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1.本系教學旨在延續中學⽣對藝術與設計創作之興趣,配合本校師徒制與本系理論與實務並重均衡發展的⽅向,培養獨立思考,設計
創意與室內設計實務能⼒,達成整合室內外空間規劃設計的能⼒。 2.辨⾊能⼒異常者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量。 3.E-mail：
sp506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19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集(選)：
作品集 6.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08 ⼤葉⼤學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1.本系教學旨在延續中學⽣對藝術與設計創作之興趣,配合本校師徒制與本系理論與實務並重均衡發展的⽅向,培養獨立思考,設計
創意與建築設計實務能⼒,以解決建築空間規劃設計的議題。 2.辨⾊能⼒異常者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量。 3.E-mail：
sp506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19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65 ⼤葉⼤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1.本系之教育⽬標旨在「培育英語專業⼈才」，為達成此教育⽬標，課程設計特別強調雙專⻑，培育「創意英語教學」及「國際
商務英語」專才。本系更強化學⽣國際⾏動⼒培育，包括：雙聯學制、短期遊學、交換學⽣及海外實習，擴⼤國際視野，進⾏國
際學習。為切合國內業界⼈才需求益趨迫切之發展為設計⽬標，本系也與業界密切進⾏產學合作、業界實習及業界參訪，提升學
⽣就業⼒。
2.E-mail：de521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601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2 ⼤葉⼤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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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以基礎⽇語做為學習墊腳⽯，輔以「觀光旅遊」、「貿易會展」⼆⼤領域之專業學習，讓同學可依據本身興趣與未來志向
選修課程。同時配合外語學院開設之「跨域專業學程」，培育具備整合能⼒的外語專業實務⼈才。
2.本系擁有多所⽇本國⽴⼤學姊妹校，積極推動多元國際學習，除寒暑假辦理姊妹校短期遊學外，每年亦選派學⽣⾄姊妹校短期
留學。更與⽇本姊妹校武藏野⼤學與⻑崎外國語⼤學合作「雙聯學制」，提供兩所攻讀跨國雙學位的機會，以擴展國際觀與多元
⽂化視野，更增加個⼈在未來職場就業的競爭⼒。此外，每年皆有⽇本短期交換⽣或實習⽣⾄本系進⾏交流，讓同學們可以不⽤
出國就能藉由實戰經驗提升⽇語之聽說能⼒。
3.本系也積極⿎勵同學參與地⽅服務，帶領同學走進鄰近鄉鎮的國⾼中進⾏⽇語教學，兼具就業能⼒和回饋地⽅的胸襟。再者，
本系全⼒推動產學合作及國內外「寒暑假職場體驗」與⼤四「全職實習」。藉由寒暑假及半年⾄⼀年的企業體驗，讓學⽣真正能
「學⽤合⼀」，落實語⾔應⽤能⼒，並培養正確的職場觀念與態度，在富挑戰性的21世紀昂⾸闊步。
4.E-mail：dj5220@mail.dyu.edu.tw
5.Tel：+886-4-8511888 ext. 607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70 ⼤葉⼤學 ⽣物醫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物醫藥產業是全球性產業，在⼈口⾼齡化及精準醫療的發展趨勢下，成⻑與⼈才需求皆較⼀般產業更為穩健。分⼦⽣物科技為
⽣物醫藥產業發展的基礎，本系教學研究重點是運⽤分⼦⽣物科技，於醫療及動植物⽤藥與檢驗技術創新開發，理論與實務並
重，致⼒於培育⽣物醫藥產業所需關鍵⼈才。
⽣物醫藥組：醫療與動植物等⽣物醫藥創新及開發之教學與研究
醫學檢驗組：藉由科學設備與分析技術，對個體的⽣理功能與疾病等進⾏精準檢測與評估，涵蓋⼀般醫學檢測及分⼦檢驗等技
術。
E-mail：dmb6510@mail.dyu.edu.tw
Tel：+886-4-8511888 ext. 4251 4.網址:http://dmb.dy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55 ⼤葉⼤學 ⾷品暨應⽤⽣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葉⼤學⾷品暨應⽤⽣物科技學系，以⾷品、⽣物與化學之知識，發展⼤健康產業，特別是⾷品⽣技產業所需的技術與平台，
培養「⾷品」、「醫學美容」及「⽣醫保健」產業及研究專業所需能⼒的⼈才。本系為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科系，設有整合型
「茶學」、「醫美」及「保健」三個特⾊研究基地，學制多元含⼤學部、碩⼠班及博⼠班。
2. E-mail：bti5051@mail.dyu.edu.tw
3. Tel：+886-4-8511888 ext. 228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72 ⼤葉⼤學 藥⽤植物與保健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Botanicals and Health Applications
系所分則
因應課堂需求，申請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及其控管⾃身情緒能⼒。本系培育⽅向如下:中藥保健組培養學⽣對中藥資源在保健
的應⽤，建⽴⽣物科技與保健產業應⽤之關連性、藥粧經絡組培養學⽣對建構藥⽤化粧品經絡保健產業所需的技術平台，並開發
符合現代潮流的藥⽤化妝品系列產品及保健相關產業之產品，配合完善的產學合作，建⽴學⽣具有⽣技產業、經絡保健產業之經
營與管理技能。 2.E-mail：dmh525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6230.623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
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7 ⼤葉⼤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包含「中華廚藝、國際廚藝、餐飲管理」三⼤模組，培訓學⽣成為中西餐廚藝及餐飲管理專業⼈才。與國際廚藝學院合作的
國際⼤師課程，讓學⽣近距離接受國際⼤師的指導。國際名校的雙聯學制，可以同時取的兩個學校的學位。澳洲海外實習，除了
優厚的實習條件，更強化學⽣國際化能⼒。 2.E-mail：hom@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705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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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在學證明等可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之最後成績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競
賽、得獎紀錄或⼯作經驗(含⼯讀)。 5. ⾃傳(必)：1.學經歷2.家庭背景介紹3.個⼈興趣及專⻑4.未來⾃我發展計畫。 6. 讀書計
畫書(必)：⼤學四年學習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79 ⼤葉⼤學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for Baking and Beverage Modul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程課程含「基礎烘焙，專業烘焙，品酒/咖啡調製」三⼤模組。強化學⽣實務經驗及經營管理能⼒，培育烘焙與飲料調製雙能
⼒兼具之專業⼈才及複合式烘培飲調微型創業能⼒。 2.email:bbp@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705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競賽、得
獎紀錄或⼯作經驗(含⼯讀)。 5. ⾃傳(必)：1.學經歷2.家庭背景介紹3.個⼈興趣及專⻑4.未來⾃我發展計畫。 6. 讀書計畫書
(必)：⼤學四年學習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9 ⼤葉⼤學 觀光旅遊學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trav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全球的觀光產業在這⼀⼆⼗年間迅速發展，觀光旅遊蘊藏龐⼤商機並有增進國際友誼、提升國家形象的功能，且可藉以優化國
⺠⽣活環境品質，其重要性不⾔可喻。
有鑑於此，發展觀光產業已成為我國當前重要的施政⽬標，已被⾏政院列為我國六⼤新興產業之⼀。為順應觀光相關⼈才之需
求，推展台灣之觀光遊憩建設，配合國家未來發展⽅向及發揮本校跨領域整合特性前提下，觀光旅遊學位學系 將培養兼具⼈⽂素
養、創業精神、富國際宏觀與科際整合能⼒的觀光專業⼈才，為提昇我國觀光旅遊產業的⼈⼒素質與服務品質而努⼒。。 2.Email：ttm@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701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選)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68 ⼤葉⼤學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1.護理學系本著「全⼈全程的關懷照護」理念，結合學界與業界資源，以培育具備⼈⽂關懷、專業素養與「肯學、肯做、肯付
出、肯負責」特質的護理學⽣為基礎，提供優質健康照護專業⼈才，以增進全⺠健康福祉。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
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臟病、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網站：http://don.dyu.edu.tw；E-mail：
don@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720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
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
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35 ⼤葉⼤學 視光學系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系所分則
1.以「培育優質視光醫護專業⼈才」為⽬標，訓練學⽣具有眼睛健康照護與預防保健諮詢、視⼒與視覺功能檢查和評估、及運⽤
光學矯正或訓練改善視覺品質的專業能⼒。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肢體障礙及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 e-mail
:opt@mail.dyu.edu.tw 4.Tel: +886-4-8511888 ext.723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參加學校社團、學⽣幹部或各類服務證明 5. ⾃傳(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5 ⼤葉⼤學 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醫學⼯程學系結合醫學、⽣醫資訊、醫學材料的知識，其教學⽅向(1)AI智慧醫療(2)醫學材料(3)醫學影像，以實務教學著重AI
智慧醫療與醫學技能的課程，培養堅實的醫學影像處理師，⽣物醫學⼯程師的專業知能，未來考取醫學⼯程證照及投⼊醫學機構
就業。
2.E-mail:dbe5243@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62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71 ⼤葉⼤學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 and Health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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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健康促進、⼈體肌動學、運動⽣理學、各類運動與健身指導與⾏銷企劃等的設計等等，教你如何應⽤各種⼯具，來設計多
種變化的訓練，強調「技術能⽤ 知識能說」的科系。最重要的是，當你學會以後，你不需要再擔⼼場地限制，無論個⼈、團體、
小群眾及特殊族群，你不⼀定⾮得到固定的場域或健身房去執⾏你的運動健康指導專業項⽬。本系亦有4+1完成碩⼠國際雙聯學
位，歡迎有興趣的你，加⼊我們的⾏列！2.視覺、聽覺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網站：http://bsm.dyu.edu.tw; Email：sm517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349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5
聯絡電話 886-3-2118800
傳真 886-3-2118700
地址 33302桃園市⿔⼭區⽂化⼀路259號
網址 http://www.cg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egulation.cgu.edu.tw/p/406-1057-58471,r1837.php
宿舍 在學期間皆可申請學⽣宿舍。申請⽅式與台灣學⽣相同。
1.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學⽣需參加學系安排之實習。 2.本校學⼠班學⽣需通過英⽂畢業⾨檻，始具畢業資格，相關規
備註 定請參考本校語⽂中⼼網⾴公告。 3.本校僑⽣輔導專責單位，為學務處就僑組。 4.僑⽣⼊學⼀律為中⽂授課，僑⽣聽說
讀寫之中⽂語⽂能⼒需為必備。 5.中英⽂版本如有出⼊時，以中⽂版為準。
學校基
本資料

3182 ⻑庚⼤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春⾵化⾬•承先啟後

系所分則

(⼀) 本系擁有充裕的教育經費、熱誠的教師、優良的教材、注重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結合之教學與研究；具備有多樣化及完整的
教學病例及良好的學習環境等。
(⼆) 禮聘優秀基礎醫學⽼師、通識⽼師與臨床醫師擔任班導師。另聘⼀百位臨床典範醫師擔任學⽣之家族導師，肩負醫療典範傳
承責任，醫學⽣從⼊學新⽣起⾄畢業，⻑期接受典範醫師教導，期望醫學⽣之學業、⽣活與態度能傳承典範。
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三) ⼀、⼆年級主要為通識全⼈教育與醫學⼈⽂教育課程，⽬標是先學做好社會公⺠⼈，包括:能養成尊重與欣賞他⼈；語⽂閱
讀、理解與表達應⽤；⺠主素養與思辨；協調、溝通與團隊合作⼒；獨⽴思考與負責任；⾃我省思、關懷社會；終身學習等核⼼
能⼒。
(四) 三、四年級為基礎醫學教育，引進以問題為導向學習之小組教學⽅式，增加以臨床問題為導向之學習，整合基礎醫學及臨床
醫學各領域課程，強調⾃我學習並建構完整之基礎醫學觀念。
(五) 五、六年級為臨床醫學課程與實習，除完整與最新之課程外，五年級起以⻑庚醫院豐富的教學資源和優良的醫療品質，採實
際照護病⼈、學習者為中⼼與小組討論教學⽅式，獲取以⼈為本的寶貴臨床經驗。同時積極進⾏醫學教育改⾰與國際接軌，加強
醫學研究、醫學⼈⽂、醫病關係、醫學倫理、實證醫學與醫療品質等課程，激發醫學⽣多元發展及主動學習精神，培養以病⼈為
中⼼之群策群⼒、終⽣學習和解決問題能⼒。
登⾼⾃卑•⾏遠⾃邇
(六) 本系注重整合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教學與研究，並有世界⼀流的⻑庚醫療體系為臨床實習的後盾，也提供本⼟醫學研究最
佳的素材。舉凡本⼟性癌症醫學(如口腔癌、⿐咽癌、肝癌等)、各型肝炎(B肝、C肝等) 、慢性腎臟病、器官與臍帶⾎移植、整形
重建醫學、川崎病及藥物過敏等研究都在國際具有⼀席之地。⻑庚的教師們讓醫學⽣們可以順利到達頂尖的領域，站在巨⼈的肩
膀絕對能夠看得更⾼、更遠。
本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學習及判定病患病因需要，需具有相當之視
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及協調能⼒，也需久站、移動及操作儀器，能控管⾃身情緒、具抗壓能⼒，以進⼊醫院學習治
療及照顧病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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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中、⼤學或其他的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若為⾼中應屆畢業⽣，請繳交⾼中成績單(10⾄11年級或10⾄12年級上學期，需含GPA)，
若能提供班排名或校排名，以及參加國際認可之學⼒測驗成績(如SAT, ACT, ...等)尤佳。
(2)若為⼤學肄業或畢業⽣，請繳交⾼中三年成績單(需含GPA)及⼤學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各項課
內、課外活動參加證明 (必): 例如參展、競賽、社團參與、擔任學⽣幹部、校內外服務等。將此些活動證明分別敘述於以下三種
特定表格(請⾄醫學系網⾴下載): (i)競賽成果 (校內和校外)，(ii)社團 或學校事務的參與，(iii) 社會服務或志⼯服務 5. ⾃傳
(必)：內容可包括你的⽣活學習背景(例如家庭、學校…等)與個⼈特質(例如個性、天份、經驗…等)。請描述這些背景和個⼈特質
如何激發或影響你的夢想，並解釋為什麼這些特質令你⾃覺與眾不同或深感⾃得？(中⽂撰寫、字體⼤小12、字型為標楷體、A4
size 3⾴為限。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34 ⻑庚⼤學 中醫學系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系所分則
1.本系因課程學習需要，需使⽤顯微鏡、⾊彩判定、⼤體解剖、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
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際互動溝通協調能⼒及相當之抗壓能⼒。
2.本系修業年限七年。
3.中醫課程需研讀典籍，報考者需具備流利(Effective Operation Proficiency)的華語⽂能⼒，並具備典籍背誦能⼒。
4.基礎醫學課程使⽤英⽂教材，本校並訂有英⽂畢業⾨檻，需具備⼀定的英⽂能⼒。經由此招⽣管道⼊學之學⽣，依「⻑庚⼤學
中醫學系修讀醫學系為雙主修審核辦法」規定申請雙主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2封。 4. ⾃傳(必)：內容可包括你的⽣活
學習背景(例如家庭、學校…等)與個⼈特質(例如個性、天份、經驗…等)。請描述這些背景和個⼈特質如何激發或影響你的夢
想，並解釋為什麼這些特質令你⾃覺與眾不同或深感⾃得？(中⽂撰寫、字體⼤小12、字型為標楷體、A4 size 3⾴為限。)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83 ⻑庚⼤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系本著全⼈照護之理念，課程中包含⼤量觀察、溝通及儀器操作的特性。為評估病患症狀及徵象，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彩判
定、及聽覺功能；為了解病患需求及提供健康指導，需具良好口語溝通能⼒，為提供直接照護，需久站、迅速移動、運⽤上肢操
作儀器，同時⼯作中需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84 ⻑庚⼤學 醫學⽣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Bio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系所分則
1.教學著重於基礎醫學、檢驗醫學及⽣物技術背景之瞭解，以培養學⽣臨床實驗室操作及學術研究能⼒。
2.學⽣實習場所係全國⾸屈⼀指的⻑庚醫療體系醫院檢驗醫學部，為培育優秀檢驗⼈才的搖籃。
3.學⽣可選擇不同專題研究的領域，包括預防醫學檢驗、轉譯癌症醫學暨分⼦檢驗、 檢驗試劑研發和感染疾病研究等，藉以開拓
學⽣之第⼆專⻑以及增加就業機會。
4.軟硬體設備完善、學習空間寛敞，提供⼀流的學習與研究環境。
5.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就學期間須使⽤顯微鏡、⾊彩判定、團隊溝通及與病患互動。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
達、溝通能⼒，運⽤肢體操作儀器且能迅速移動、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得獎記錄、參加社團、擔任幹部之證明、語⾔檢定等。個⼈簡歷表-⼤學部(表格下載請⾄系
網下載專區https://mip.cgu.edu.tw/p/412-1078-4016.php)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86 ⻑庚⼤學 物理治療學系 School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1.應具備華語聽說讀寫能⼒，以因應本系通識課程與在地臨床實習課程。
2.需具備適當的英⽂能⼒，以符合本校英⽂畢業⾨檻、及修習專業課程之英⽂教材內容。
3.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有相當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能⼒，具⼈際溝通協調能
⼒，能控管⾃身情緒。
4.本系藉由完整的基礎醫學和物理治療專業的學習，培育訓練優秀物理治療師及提升專業素養，以拓展多元化物理治療與復健相
關專業學術研究⾵氣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學⽣⾃述)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87 ⻑庚⼤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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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醫學、治療理論、輔具製作及⼈際溝通互動等課程內容，需具有相當之身體感覺、視覺與聽覺功
能、口語表達及溝通能⼒、維持久站，迅速移動及肢體運⽤能⼒；⼈際互動及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並具相當之壓⼒處理能
⼒。學⽣畢業後將進⾏個案治療及照護之⼯作。
2.本系需完成臨床實習課程，應具備中⽂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強烈建議中⽂程度應達國內「華語⽂能⼒測驗」TOCFL進階⾼階
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85 ⻑庚⼤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1. 本系設⽴的宗旨為培育優良的醫事放射師 (簡稱醫放師)、醫學物理師，以及醫學影像與放射科學的研究⼈才。
2. 本系的特⾊為基礎學科及臨床訓練整合極佳，⽣師⽐低 (⼤學部約134:15，碩⼠班約15:15，博⼠班約10:15)，師資為醫學影像
及放射科學領域的專家，並包含專任臨床醫師，師資專⻑符合教育⽬標。在教學與研究上，擁有⻑庚醫療體系豐富醫療資源的⽀
援，學⽣皆能接受紮實的基礎及臨床訓練。
3. 本系為第三類組學系，需有⾼中⾃然組之⽣物、化學、物理、數學課程之基礎，請⾮⾃然組學⽣審慎選填。
4. 因課程學習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接觸並使⽤放射醫療儀器、⾊彩判定、⼤體解剖等，為使⽤放射醫療儀器及與病⼈溝通，
各項感官皆需較為敏銳；必須具有相當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且能運⽤肢體操控儀器、迅速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傳(必)：中⽂⾃傳(學⽣⾃述)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5 ⻑庚⼤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除班級必修課程外，電機系⽬前共分「資訊與通訊領域」、「電⼒與控制領域」、「醫電與電路系統領域」3個專業領域選修，
可進⼀步深⼊專業學習。
2.本校有充沛的教學研究資源及優於國⽴⼤學的設備與師資。在2018年世界⼤學學術排名(NTURanking)中本校「電機領域」之
學術研究為全國電機領域排名第9名，私⽴校院排名第1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包含學⽣⾃述，教育背景，申請動機和未來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45 ⻑庚⼤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通過 IEET ⼯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教學品質有保障，並與國際接軌。 與多所國外⼤學（如：美國明尼蘇達⼤學、韋恩州立⼤
學、韓國延世⼤學、⽇本岡⼭⼤學、⼭形⼤學、新加坡國⽴⼤學等）簽訂學術研究合作協定，提供學⽣出國研究、學習機會。實
作與實務學習為本系課程之特⾊，學⽣需親⾃進⾏電腦製圖，操作實驗設備與機台，並參與⼯廠實習。相關機械設備需⼿腳並
⽤，且操作時要能察覺設備作動並即時反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7 ⻑庚⼤學 化⼯與材料⼯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養化學⼯程與材料⼯程之專業⼈才為主旨，超低⽣師⽐，使學⽣獲得專業化之訓練。課程融合理論與實務操作，內容
涵蓋綠⾊技術製程、尖端材料設計與製備，⽣化與⽣醫的應⽤等。
2.本系仿照美國⿇省理⼯學院之實習制度，於⼤三暑假期間⾄國內知名廠商及研究機構實習，強化學⽣將課堂所學運⽤於職場的
能⼒，培養學⽣成為具備獨⽴思考及解決問題能⼒之科學⼯程師。
3.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本系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
果。各項實驗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8 ⻑庚⼤學 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學習領域包括⾼頻通訊電⼦、⽣醫電⼦、半導體元件與製程、綠⾊照明及智慧晶⽚系統。
*完整配備之矽製程無塵室，獨⽴之化合物半導體及⾼階微波通訊量測設備。
*提供新穎完善的設計、模擬、製程及量測研究實驗環境。
*鄰近台北與華亞園區半導體產業聚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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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2399 ⻑庚⼤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系提供紮實的專業訓練，課程包含⼈⼯智慧、物聯網、軟硬體設計、通訊網路、⽣醫資訊與⼯程等資訊科技重要知識。畢業
後可擔任程式設計師、資料分析師、網路⼯程師和系統⼯程師等軟硬體開發和管理職務。本系積極與台塑集團、⼯研院、凌華、
英業達、廣達、仁寶、新普、東元及西⾨⼦等國內外知名企業建⽴產學合作關係，透過專題研究與企業實習的課程導⼊，達到理
論與實務結合的⽬的，讓⻑庚資⼯系的學⽣可以於就學期間就與企業⾼階主管互動，贏在就業起跑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專題成果作品
(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資訊相關成果成品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資訊相關證照或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4 ⻑庚⼤學 ⼯商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設有三⼤領域：財務管理、經營管理以及⼯業管理，致⼒於實務結合並提供多元的校外實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02 ⻑庚⼤學 ⼯業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育具跨領域創新之設計專業⼈才為宗旨，提供設計理論與技術相關課程，透過核⼼課程訓練學⽣設計實務能⼒。課程
設計融合醫療、藝術、⼈⽂與科技等專業次領域，強調設計創新並朝向「醫療設計」與「跨領域創新創業」兩⼤⽅向發展。
2.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落實學⽣的設計專業能⼒，培育學⽣成為⼀個具備⼈⽂關懷、跨領域創新、前曕科技應⽤、國際觀與藝
術涵養等特質的專業設計師。
3.設計技術與實務專業課程需要⼤量的實務操作，例如各類材料之加⼯與處理、各類⼯具的操作、⼿繪及電腦繪圖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有利申請之輔助資料 4. 作品集(必)：切結書下載網址：
https://id.cgu.edu.tw/var/file/90/1090/img/2403/897512171.doc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00 ⻑庚⼤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含名次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1
聯絡電話 886-7-6577711
傳真 886-7-6577477
地址 84001⾼雄市⼤樹區學城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is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醫學院區⼤⼀新⽣(第⼀年)皆⼊住校本部宿舍，於⼤⼆再返回醫學院區。 宿舍簡介：(住宿費⽤包含⽔費、網路費，不含
冷氣費或電費) ⼀、校本部 (⼀)第⼀宿舍四⼈房：每學期為10,9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國際
學舍三館三⼈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2,800元，下學期(3~7⽉)19,000元，另繳保證⾦3,800元，寒、暑假可續住，電
費按表計費。 ⼆、醫學院 (⼀)校區三⼈套房：每學期為17,5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義⼤醫
院宿舍區雙⼈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7,000元，下學期(3~7⽉)22,500元，另繳保證⾦4,500元，寒、暑假可續住，電
費按表計費。
⼀、男⼥兼收，並備有男⼥⽣宿舍。 ⼆、提供各項獎助學⾦，詳情可上網查詢：義守⼤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
本校⼤⼀新⽣(含醫學院學系)在校本部上課及住宿。 四、⼤⼀新⽣必修學⽣服務教育課程。

1486 義守⼤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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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旨在培養⼆⼗⼀世紀有競爭⼒的專業經理⼈，課程範圍兼具創意廣告與⾏銷物流、⼈⼒資源與經營策略等管理領域。樂觀、進
取、⾃我期許⾼且務實的學⽣，都是我們願意全⼒培養的⼈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87 義守⼤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宗旨為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資訊管理與應⽤專業⼈才。學域規劃分為「⼈⼯智慧與電⼦商務」與「⼤數據與雲端運算
服務」⼆⼤特⾊領域。其中，⼈⼯智慧與電⼦商務特⾊領域課程有⼈⼯智慧、App應⽤程式開發、⾏動網⾴設計、社群⾏銷與網
站經營管理等；⼤數據與雲端服務特⾊領域課程則含雲端技術解析、⼤數據分析、雲端平台服務與效益分析等。本系與相關資訊
公司合作提供實習機會，並輔導考取國際專業證照，以達「強化就業能⼒」之⽬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88 義守⼤學 財務⾦融管理學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1.通過全球最具代表性AACSB商管認證。
2.為增添學⽣未來的職場競爭⼒，除了傳統財務⾦融課程外，亦包括⾦融科技、程式交易與⼤數據分析課程或講座。
3.財⾦專業教室內每台電腦主機均為雙螢幕，提供多種專業軟體與資料庫。
4.跨院系(微)學程：為培養學⽣第⼆專⻑，本系亦承認外系選修15學分，以⿎勵學⽣培養多元之跨域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89 義守⼤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以培育財務會計、審計稅務及理財規劃⼈才為⽬標，輔以各相關領域證照之取得（如會計師、記帳⼠、內部稽核師及證券分析師
等），使本系學⽣能在職場上具有會計、稅務及理財等專業優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0 義守⼤學 國際商務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以培養國際貿易及國際企業經營之⼈才為⽬標，歡迎具有外國語⽂能⼒，能放眼天下，願從事國際商務暨貿易之學⽣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1 義守⼤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作為兩⼤發展主軸，從科技整合的學術⾓度，廣博的跨學⾨社會科學訓練，透過重點特⾊課程「公共
管理實習」，培養公共部⾨、⾮營利組織或私⼈企業組織之嫻熟全球化趨勢與新知識經濟體系運作的政策規劃與分析⼈員或管理
者。本系持續不斷的以精進之學術研究和創新性的開發，從經濟與產業政策、勞⼯與社會福利、區域治理與發展、⾮營利組織、
都市發展與規劃、災害與危機管理、兩岸與國際關係、公共政策與法律等，到整合研究團隊，發展區域治理相關之研究，皆為本
系特⾊之發展與努⼒之成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2 義守⼤學 應⽤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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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分為「英語教學」及「翻譯與專業英⽂」兩⼤特⾊領域，採全英授課(翻譯相關課程除外)，以培養英語專才為宗旨。同時設
置同步口譯教室、電腦多媒體語⾔學習教室，使學⽣獲得基礎理論知識外，更能注重實務養成。為了讓學⽣能與職場接軌，本系
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更與國內多家企業簽署產學研合作意向書，以增加更多就業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3 義守⼤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系所分則
歡迎對⽇本語⽂、社會、經濟、⽂化、⽂學、史地等領域有興趣之同學加⼊(不限科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4 義守⼤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1. 歡迎想成為新世代「五⼯⾼⼿(影像媒體製作、廣播、數位多媒體、公關⾏銷企劃、新聞編採)」的您，加⼊義守⼤學⼤眾傳播
學系。
2. 連續三次通過⼤學院校系所評鑑，保證教學品質。
3. 畢業系友多從事藝⽂與影⾳傳播類⼯作，就業率和畢業起薪⾼。
4. 本系課程為培養學⽣之⼤眾傳播核⼼能⼒，需具相當視覺、聽覺及口語表達能⼒，以及⼈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和維護個⼈安全之能⼒。
5. 更多資訊
本系聯絡電話：07-6577711轉5952
網址：http://www.isudmc.com/zh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5 義守⼤學 醫務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鄰近義⼤醫院，是提供學⽣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習環境。課程規劃包含醫學基礎課程、管理基礎課程、醫務管理課程、其他
專業課程、實習與專題寫作等五⼤領域；特⾊選修分為「醫療機構管理」、「⾼齡產業管理」、「智慧醫療與巨量資料管理」三
個特⾊領域，學⽣可依個⼈興趣及⽣涯規劃選修相關領域。此外，本系提供現代化便利教學設施供學⽣學習使⽤，包含多間專業
教室，如⾼齡產業專業教室、碩專班多功能專業教室及疾病分類專業教室等，以提升學⽣專業學習效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6 義守⼤學 健康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為培養健康管理專業⼈才之學系，以培育健康促進、健康產業管理雙專才為⽬標，學⽣畢業後除可進⼊健康照護相關產業擔
任健康企劃⼈員外，並可進⼊企業職場擔任健康管理師及勞⼯安全⼈員。本系課程強調結合理論與實作，故學⽣皆需完成健康管
理實習課程，以使學⽣能於實習中強化未來應⽤到職場(企業)、社區、醫院、衛⽣單位及相關健康產業之能⼒，以利畢業後就業
與升學所需。歡迎對提升全⺠健康有興趣的學⽣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7 義守⼤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全國唯⼀直接與五星級觀光旅館接軌的餐旅系，強調餐飲及旅館理論與實務的整合，講究情境教學並與業界密切合作，藉以培養
優秀餐旅進階之管理專才。本系獲得全球最重要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AACSB認證，與台⼤、政⼤、成⼤等校同列頂尖⼤學⾏列，
也是全台觀光餐旅學院中第⼀個獲得此殊榮之學院，顯⽰本院教育品質達公認的國際⽔準。⼊學後將依不同操作課程，需著指定
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配合課程規劃須⾄業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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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8 義守⼤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為全國休閒相關學系中唯⼀獲得國際商管教育認證AACSB的科系，課程以活動企劃與⾏銷及休閒產業經營為主，輔以外語與
資訊能⼒，搭配義⼤世界及國內外休閒相關企業有薪實習6個⽉，使學⽣能與國際化接軌，增進學⽣職場競爭能⼒。部分課程須
著制服。聯絡電話07-6577711轉5352、E-mail：kaitey@isu.edu.tw、學系網站： www.lm.is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99 義守⼤學 觀光學系 Dept. of Tourism

系所分則
以培育具備全球視野之觀光管理實務專業⼈才為⽬標，課程規劃以「觀光智慧科技」與「深度旅遊規劃」為主軸，並加強外語與
資訊能⼒素養。部分課程及學術活動須著指定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須配合課程規劃⾄業界實習⾄少六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0 義守⼤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系所分則
本系設⽴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觀的企業經營⼈才。課程規劃⽬標為培養學⽣良好的⾏銷及管理專業知識、英語能⼒及多元化國際
觀。本系隸屬國際學院，除中國語⽂課程外，必選修專業課程均採英語教學。國際學院規定【國際研習】與【英⽂能⼒】為畢業
⾨檻，學⽣可選擇到國外姊妹校參加交換⽣計畫，修讀學分或取得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取得系上學分。參加海
外研習或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部分學雜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1 義守⼤學 國際財務⾦融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具備全球移動⼒的國際⾦融與貿易⼈才，聘請具豐富產業實務經驗的外籍專業師資打造全英語教學環境，與來⾃世界各
地的學⼦共同學習。本系重視基礎能⼒的培養，再漸次引⼊財務專業、培養國貿技能、資訊能⼒並與企業接軌實習，並可選擇赴
海外姊妹校交換研習。整體為學⼦打造財務專業、會計專業、國際貿易及資訊技能的四個⽀柱，堆砌難以跨越的⼈才⾨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2 義守⼤學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系所分則
本系專業課程由外籍⽼師以全英語教學，課程規劃結合觀光與酒店管理兩個領域，並極重視語⽂及管理能⼒的訓練，以培養具外
語溝通與觀光產業整合規劃能⼒的管理⼈才。本系⿎勵學⽣於就學期間選擇出國修讀學分，或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修讀
與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部分之學雜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3 義守⼤學 國際傳媒與娛樂管理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lleg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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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旨在培育具國際競爭⼒與創意⼒之娛樂企劃管理⼈才，特⾊發展領域包括流⾏⽂化與⾳樂⾏銷、活動企劃、博奕事業管理
等。本系與本校電影與電視學系、⼤眾傳播學系、休閒事業管理學系設有跨領域學分學程，提供學⽣多元學習平台。本系與校外
企業策略聯盟，包括電影製⽚、博弈、觀光餐飲休憩飯店、職業運動等，提供學⽣海內外實習與就業機會，落實學⽤合⼀。本系
擁有台灣頂尖博弈教學中⼼。本系全部課程全英教學，並設有英檢與國際研習畢業⾨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4 義守⼤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媒體設計為中⼼之多元學習領域，配合數位內容產業之需求，以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嚴謹邏輯思考之數位媒體創意與設
計專才。歡迎有志從事智慧系統設計、電玩設計、⾏動裝置APP設計、2D或3D動畫設計、媒體視覺設計、使⽤者介⾯設計等⼯
作之學⼦加⼊我們的⾏列。本系著重遊戲、動畫及聲⾳相關實作，需具有良好體能、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具⼈際
互動溝通協調能⼒，並能控管⾃身情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5 義守⼤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創意商品設計專業⼈才，強調美學與⼯學整合之創作，從創意發想⾄⾏銷企劃之商品開發
實務，並有多⾨全英教學課程以養成國際視野，且透過先進的實驗室設備與海內外設計公司實習接軌業界之實務能⼒。未來投⼊
職場可從事商品設計、⼯業設計、⽂化創意、視覺傳達設計、使⽤者經驗、商品企劃⾏銷⼈員等相關專業領域，可進⼊智慧科
技、流⾏時尚、居家⽣活美學、循環經濟等創新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6 義守⼤學 廚藝學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通過AACSB國際商管認證，為綜合⼤學中唯⼀以廚藝為主要專業的科系，與義联集團五星級飯店合作，課程強調廚藝專業技
術及廚務管理企劃並重，特規劃「中西廚藝」與「烘焙廚藝」特⾊領域，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之廚藝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7 義守⼤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 Dep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系所分則
以電影、電視劇情⽚為媒體通路，重視影⾳專業素養與學理之養成，歡迎對電影與電視媒體傳播有興趣的同學加⼊我們的⾏列。
本系著重攝影、燈光及聲⾳相關實作，需具有良好體能、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並能控
管⾃身情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08 義守⼤學 ⼯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旨在培育學⽣成為具有國際觀、溝通協調、與跨域創新能⼒之⼯業管理⼈才，課程設計著重在：
1.智慧製造管理：進⾏⽣產管理數位化及設備聯網。
2.產業資訊決策：即時有效產業資訊蒐集、建模與分析以達成快速決策之關鍵核⼼能⼒。
3.⼈本管理：分析企業⼈才策略、建構知識管理、組織變⾰、國際化⼈資管理、E化⼈資管理模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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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7 義守⼤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育學⽣成為專業電機⼯程師為⽬標，專業領域除了訓練學⽣具有傳統電機⼯程知能外，課程亦涵蓋多項全世界蓬勃發展的新
穎科學及技術，包括能源⼯程、通訊和網路、光電科技、信號與資訊、控制系統。本系著重國際化視野之培養，系上教授之研究
與美、加、⽇、英、港、澳等國有密切之交流，我們也培養學⽣具備獨⽴學習與英⽂報告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88 義守⼤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教授電⼦⼯程專業知識，及培育建設所需之電⼦科技專業⼈才為主要⽬標。教育⽅式採理論與實務並重並培養國際觀，教
學課程涵蓋(1)光電技術、(2)微電腦應⽤技術等，以培育綠能光電、智慧電⼦及⼈⼯智慧⼈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89 義守⼤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課程設計兼顧理論與實務，以「嵌⼊式系統」、「網路與通訊系統」、「多媒體與⼈⼯智慧系統」為三個主要⽅向，包括嵌⼊式
系統技術、⼿機程式設計、雲端計算、Linux作業系統、資訊安全、多媒體資訊網路、多媒體資料庫設計、影⾳壓縮、糾錯編
碼、影⾳通訊系統等項⽬。並設有「資訊技術與管理」、「網路與通訊」、「智慧型機器⼈ 」、及「⽣物醫學資訊 」等多個跨
領域的學程。藉由專題與實作來落實學習成效，以提升學⽣的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90 義守⼤學 智慧網路科技學系 Dept. of Intelligent Network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整合5G通訊、物聯網(IoT)、⼈⼯智慧(AI)的技術已經是銳不可擋的趨勢，各國重點⼤學無不把這項技術列為不可或缺的重點發
展項⽬。本系以培養智慧科技與⼿機通訊專業⼈才為⽬標，教學研究重點為⼈⼯智慧、物聯網、⼤數據、⾏動App。學⽣學習整
合有智慧技術特⾊的物聯網、基地台及相關應⽤軟件(軟體)。過往，本系畢業校友已陸續在通訊電⼦廠、軟件公司、無線網路通
訊廠、半導體廠任職、或赴歐美⽇攻讀研究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91 義守⼤學 機械與⾃動化⼯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招收機械與⾃動化⼯程及相關領域之優秀青年，施以有系統之教育訓練，使其具有實務、理論研究等能⼒兼備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92 義守⼤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養理論與務實並重之⼈才為⽬標，除化⼯基礎訓練外，並著重於⽣物技術、材料科技及清淨製程等⽅⾯研究。化學⼯程教育
是提供⽣物技術、綠⾊能源、奈⽶與電⼦、特⽤性⾼分⼦及醫學等⼯業所需⼈才，產值佔總體製造業三分之⼀， 就業容易且廣
泛。本系著重實驗操作及實習，並輔導學⽣創新、創業，歡迎對實作及學理應⽤有興趣的同學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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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3 義守⼤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通過IEET認證，並擁有完整規模實驗室及設備(⾼解析電⼦顯微鏡、多功能X光繞射儀、各類熱分析儀器、各類製程設備及
性質檢測儀器、光電薄膜材料鍍膜系統、合⾦熔煉及熱處理爐)。教學課程涵蓋⾦屬、電⼦光電與多功能材料等領域，就學四年會
連結義联集團及區域科技產業資源，提供學⽣豐富的實習場域及畢業⽣多元的就業機會。本系畢業⽣系友廣布，分別於半導體、
光電、⾦屬、鋼鐵、⽣醫、塑化等產業服務，表現優異且薪資待遇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94 義守⼤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木⼯程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隨著全球暖化與⽣態環境惡化，⽣態永續在⼯程建設上的落實更形重要。本系以培育具備⽣態
與永續理念之⼟木⼈才為⽬標，畢業⽣在國際⼤舉推動基礎建設之際將可⼤展所⻑!本系已經爭取到教育部新⼯程教育⽅法實驗計
劃，新⼊學的學⽣將享有更多資源並體驗新課程的實務教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96 義守⼤學 資料科學與⼤數據分析學系 Dept. of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系所分則
課程融合數理邏輯、⾦融科技與資料科學等專業，理論與實務並重，培養跨域能⼒，訓練同學成為具備數理分析能⼒的⾦融、資
訊專業⼈才。本系教學設施完善，規劃完整的數理、⾦融、資訊等基礎與進階課程，輔導取得專業證照，提供企業實習機會。未
來可依個⼈興趣從事⾦融產業、統計分析、軟體開發、多媒體製作、⼤數據/資料科學等⼯作或報考相關研究所。本校與海外多所
⼤學合作，可申請海外交流學習，增廣國際視野，提升國際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97 義守⼤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育國內⽣物醫學⼯程專業⼈才為⽬標，為南台灣第⼀所⽣物醫學⼯程學系，另設有碩⼠班。2.本系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以提升學⽣就業競爭⼒，搭配未來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規劃⽣醫電⼦暨醫學資訊、⽣醫材料暨組織⼯程、⽣物⼒學暨福祉科
技特⾊領域，並開設醫⼯領域跨臨床醫學產學合作課程，培養學⽣醫療器材創新能⼒。3.聯絡電話：07-6151100轉7453，網址：
www.bme2.is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3 義守⼤學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以培育優秀的⽣物科技⼈才為⽬標，發展⽣物醫藥及⾷品⽣技專業，學⽣可依興趣學習先端⽣物技術。每年並選拔優秀學⽣參
加學海及學⽂獎學⾦出國交換及遊學。學⽣可以選擇直升攻讀本系碩、博⼠班。
2.整合教師之⽣技研發技術及實驗儀器，建⽴「⽣技產品研發⽰範教學平台」，並與義⼤醫院醫師及研究醫療群進⾏研究合作，
與中研院院⼠合作學⽣可⾄中研院實習。
3.研究包括標靶藥物與⽣技⾷品、⽣醫材料與再⽣醫療，微膠囊與奈⽶技術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4 義守⼤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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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具護理專業⼈才為⽬標，歡迎具有服務熱忱、責任感，對健康照護有興趣的學⽣。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護理
專業知識與照護技能。因學習需要，需具有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能⼒，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抗壓與⼈際互動
溝通能⼒。
有鑑於各國對於取得護理師執照的臨床實習時數要求不同，本系將以台灣要求之護理臨床實習時數為主，無義務依各國規定增加
學⽣之護理臨床實習時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5 義守⼤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之專業⼈才，並以醫學影像、放射診斷、放射治療、核⼦醫學技術與輻射防護等為專業發展⽅
向。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控管⾃身情緒
且具相當之抗壓能⼒。規劃醫院⾒習與實習課程，透過課程引導，培育專業之醫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6 義守⼤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1.本系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物理治療師，提供紮實的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臨床物理治療專業知識及訓練，以達到能
獨⽴作業之職場能⼒。
2.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因課程學習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能⾊彩判定、⼤體解剖、與病
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
能迅速移動，且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於修課及臨床實習時須中⽂口語溝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7 義守⼤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系所分則
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職能治療專業⼈才，以兒童、成⼈與⼼理領域之職能治療專業知識的養成為基本教育⽬標，並以社區
職能治療之發展及輔具研發等技術為未來專業發展⽅向，本系需完成臨床實⾒習課程，以完備職能治療師的培育，歡迎有興趣的
學⽣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48 義守⼤學 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與教學活動之規劃，係以培育營養專業⼈才為⽬標，使學⽣具備從事臨床營養、保健營養、社區營養照護與推廣、團膳
製備實務、⾷品與⽣技產品製造等⽅⾯之能⼒。輔導報考營養師、⾷品技師、HACCP、⾷品分析檢驗技術⼠、中餐烹調技術
⼠、烘焙技術⼠等多張證照。畢業後可⾄醫院、各級學校、健康中⼼、⻑照機構、團膳公司、⾷品與⽣技公司等⾏業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14 義守⼤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系所分則
旨在結合醫學檢驗和⽣物技術，以培養知識和技術並重之實驗專業⼈才。課程設計兼具理論與實務，著重臨床醫學檢驗技術之訓
練，使學⽣具備紮實的知識與技術。畢業後可以參加台灣與美國專業證照考試，未來⼯作發展相當多元性，歡迎對⽣物、化學有
興趣的同學加⼊。因⼯作屬性，需具有相當的視覺功能以執⾏顏⾊辨別與型態辨識之專業課程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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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無限制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限制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限制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無限制 7. ⾃傳(選)：無限制 8. 讀書計畫書(選)：無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實踐⼤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臺北校本部：+886-2傳真 25339416/ ⾼雄校區：+886-7667-9999
地址 台北校區：104336台北市中⼭區⼤直街70號 / ⾼雄校區：845050⾼雄市內⾨區內南⾥⼤學路200號
網址 https://www.usc.edu.tw
承辦單位 台北校區：⼊學服務⼀中⼼/ ⾼雄校區：⼊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210.70.94.83/web_module/news/news_list.aspx?d_sn=116&ss_sn=5015
臺北校區，備有男⽣（校外）⼥⽣（校內）宿舍， 網址：http://210.70.94.83/web_module/?d_sn=163 ⾼雄校區，備
有男⽣（校外）⼥⽣（校內）宿舍， 網址：http://c004.kh.usc.edu.tw/bin/home.php
1. 本校分臺北、⾼雄兩校區。 2. 各項僑⽣⼊學輔導、獎助學⾦、校內外⼯讀及住宿訊息，請參考網⾴：(1) 臺北校區：
http://www.sao.usc.edu.tw/ (2)⾼雄校區：https://dsa.kh.usc.edu.tw/ 3. 依本校學則第13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
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以同等學⼒⼊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修⾄
少12 個畢業學分。其增加之學分數與修習科⽬，由各學系(組)訂之。
學校代碼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40

聯絡電話

臺北校本部：886-2-25381111/ ⾼雄
校區：886-7-6678888

3142 實踐⼤學 ⾷品營養與保健⽣技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Nutrition, and Nutraceutical Biotechnology (Taipei)
系所分則
從事⾷品科學與營養科學之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排名。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以中⽂書寫。 6.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書寫。 7.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選)：例如:華語⽂能⼒測驗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7 實踐⼤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Taipei)
系所分則
1. 歡迎對助⼈⼯作和弱勢團體服務有興趣者，請加⼊本系的⾏列。
2. 教學以中⽂為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排名。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特殊表現或得獎紀錄。 5. ⾃傳(必)：(1) 以中⽂書寫。(2) 詳述個⼈學習經
歷、報考動機及⽣涯規劃。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6 實踐⼤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Dept. of Family Studi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Taipei)
系所分則
本系乃全國少數整合家庭與兒童領域之學系，課程注重專業性、實⽤性與時代性，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藉此培養全⽅位知識
的專業⼯作者。本系⽣須⾄機構進⾏專業實習，畢業後可在家庭教育、兒童福利、幼兒教保、⽂教產業等相關機構任職，歡迎對
兒童及家庭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
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以中⽂書寫。 6. 讀書計畫書(必)：(1) 以中⽂
書寫。(2) 包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證明⽂件(例如:中⽂檢定成績証明)。如僑居官⽅語
⾔⾮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5 實踐⼤學 餐飲管理學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Taipei)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對專業實習課程學習將有影響，為了學習的安全，選填時請審慎
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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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排名。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當地會考成績。(2) 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8. ⾃
傳(必)：(1) 以中⽂書寫。(2) 詳述個⼈家庭狀況、學習經歷、報考動機。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1)英⽂能⼒證
明⽂件(例如:英⽂檢定成績証明)。(2) 中⽂能⼒證明⽂件(例如:中⽂檢定成績証明)。如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
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99 實踐⼤學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學位學程 English Taught Program in Smart Service Management (Taipei)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對專業實習課程學習將有影響，為了學習的安全，選填時請審慎
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1) 當地會考成績。(2) 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3)中⽂能⼒證明⽂件(例如:中⽂檢定成績証明)。 8. ⾃傳(必)：(1) 以中⽂
書寫。(2) 詳述個⼈家庭狀況、學習經歷、報考動機。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英⽂能⼒證明⽂件(例如:英⽂檢
定成績証明)。(2) 如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8 實踐⼤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Taipei)

系所分則
主修限選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豎琴、古典吉他、⻑笛、雙簧管、單簧管、低⾳管、圓號、薩⽒
管、小號、⻑號、上低⾳號、低⾳號、擊樂。
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樂理論基礎，否則將在學習上發⽣困難，另重度視⼒、聽⼒及⼿部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學習及演奏，
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所有課程皆中⽂授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選)：可為中⽂、英⽂、俄⽂、義⼤利⽂、法⽂、德⽂或⽇⽂。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演奏(唱)檔案資
料：(1) 申請者須繳交個⼈⼀年內演奏(唱)資料，所拍攝內容必須能清晰顯⽰確為本⼈所演奏(唱)狀態。並附演出書⾯資料。(2)
所繳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3)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下載：https://admission.usc.edu.tw/regulations/ →作品著作權切
結書。(4) 所提供之錄影及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9 實踐⼤學 服裝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Taipei)
系所分則
本學系以培育服飾產業之專業⼈才為⽬標，並配合⼯業升級的需求，以服裝設計為主軸並輔以流⾏設計、經營企劃、製作⽣產、
布料設計等專業課程。除課程外並規劃多樣的設計活動，如校內外展演、產學合作、產業實習等，並⿎勵學⽣參與設計競賽，讓
學⽣從過程中獲得實戰經驗。本學系校友不僅活躍於產業界，學⽣也常在各項時尚競賽中屢獲獎項，成果優異，歡迎有志「服裝
產業」的同學報考。連絡電話(02)25381111分機7616；網址http://scfd.usc.edu.tw。
本學系因教學課程中需使⽤機械設備，故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辨⾊⼒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各項設計
課程均須口頭發表，宜具備基本中⽂表達能⼒。
設計製作必須通過系上總評展演，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排名。 3.
師⻑推薦函(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近三年競賽成果之證明⽂件。 6. 作品集(必)：(1)
近三年之作品(相關藝術或設計之作品編輯整理)。 (2)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下載：：https://admission.usc.edu.tw/regulations/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3) 作品限制上傳⾄多15個jpg圖檔並彙整為1個PDF檔案。(4) 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
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7. ⾃傳(必)：(1) 以中⽂書寫。(2)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
期望/照⽚。(3) 1千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482 實踐⼤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組 Dept. of Communications Design (Division of Digital 3D
Animation Design) (Taipei)
系所分則
1. 注重發展數位3D動畫、動態圖⽂影像、網站規劃等課程，專業課程採分組小班教學。
2. 提供績優⽣國內外知名企業公司建教合作與優先就業機會。
3. 畢業製作須通過系上對外展演發表，須達到國際⽔準始獲得專業畢業學分。
4. 本學系創作基礎課程需⼯廠實習，考⽣如有視覺、聽覺、肢體障礙或辨⾊能⼒異常者，對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選填時宜慎
重考慮。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
5. 畢業製作必須通過系上對外展演發表，並須達到國際設計⽔準，無法接受嚴格校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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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基本資料表(以中⽂書寫、無指定格式)。 5. 作品集(必)：(1) 如作品集上傳⾄網路(例如
Youtube、Google Drive等)，必須提供連結(連結可為QR code模式)。(2) 請確認⽂件是否完整儲存，如有缺件或檔案無法讀取
者，由考⽣⾃⾏負擔。(3) 作品集係指學⽣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者，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計
亦為考量評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編輯呈現。(4)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下載：
https://admission.usc.edu.tw/regulations/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5) 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
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6. ⾃傳(選)：(1) 以中⽂書寫。(2) 500-1000字。(3) 附個⼈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483 實踐⼤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意媒體設計組 Dept. of Communications Design (Division of Creative Media
Design) (Taipei)
系所分則
1. 注重發展新媒體設計、電腦輔助設計、互動程式等課程，專業課程採分組小班教學。
2. 推薦績優⽣⾄國內外知名企業公司建教合作與就業機會。
3. 畢業製作須通過本系指定對外之展演發表，須達到國際⽔準始獲得專業畢業學分。
4. 本學系創作基礎課程需⼯廠實習，考⽣如有視覺、聽覺、肢體障礙或辨⾊能⼒異常者，對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選填時宜慎
重考慮。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
5. 畢業製作必須通過系上對外展演發表，並須達到國際設計⽔準，無法接受嚴格校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基本資料表(以中⽂書寫、無指定格式)。 5. 作品集(必)：(1) 如作品集上傳⾄網路(例如
Youtube、Google Drive等)，必須提供連結(連結可為QR code模式)。(2) 請確認⽂件是否完整儲存，如有缺件或檔案無法讀取
者，由考⽣⾃⾏負擔。(3) 作品集係指學⽣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者，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計
亦為考量評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編輯成冊呈現。(4)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下載：
https://admission.usc.edu.tw/regulations/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5) 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
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6. ⾃傳(選)：(1) 以中⽂書寫。(2) 500-1000字。(3) 附個⼈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481 實踐⼤學 ⼯業產品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Taipei)
系所分則
1. 提供國內外設計組織或企業實習機會，以利未來⽣涯發展。
2. 提供國際設計學校交換學⽣機會。
3. 畢業製作須通過本系對外展演發表，須達到設計⽔準始獲得該專業畢業學分。
4. 設計實作課程需操作⼯廠機具並作口頭發表，考⽣需具備中⽂口語表達與書寫能⼒，如有視覺、肢體障礙或辨⾊能⼒異常者，
選填時請慎重考慮。
5. 畢業製作必須通過展演發表之審核，無法接受⾼標準要求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基本資料表(以中⽂書寫、無指定格式)(必繳)。 5. 作品集(必)：(1) 如作品集上傳⾄網路(例
如Youtube、Google Drive等)，必須提供連結(連結可為QR code模式)。(2) 請確認⽂件是否完整儲存，如有缺件或檔案無法讀
取者，由考⽣⾃⾏負擔。(3) 作品集係指學⽣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者，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
計亦為考量評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編輯呈現。(4)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下載：
https://admission.usc.edu.tw/regulations/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5) 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
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6. ⾃傳(必)：(1) 以中⽂書寫。(2) 500-1000字。(3) 附個⼈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480 實踐⼤學 建築設計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Taipei)
系所分則
本系⼤學部是⼀個五年制建築設計學系，融合設計創作與建築專業教育於⼀爐。畢業後依中華⺠國考選部規定具備中華⺠國建築
師國家考試應考資格。本系的教學以設計課程為核⼼，聘請知名建築師、設計師及藝術家參與教學，輔以設備完善的實習⼯廠，
讓學⽣「從做中學」，旨在培養能將「⼯藝美學」、「⼈⽂視野」與「建築專業」深化融合的建築創作⼈。除常設的設計、藝
術、⼯藝與專業課程外，⼤學部常設跨學域的「城市學」講座課程、國際建築師系列講座及國際名師指導之建築設計⼯作營，充
分鏈結⼤都會豐富的⽂化資源與教學之中。本系隸屬於設計學院，學院每年聘請國際知名設計師指導跨領域國際設計⼯作營，強
化學⽣跨領域設計整合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排名。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基本資料表(以中⽂書寫、無指定格式)(必繳)。 5. 作品集(必)：(1)⽴體作品請以
平⾯⽅式呈現，作品集係指申請者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可資證明其創作性向、興趣或能⼒，作品集之編輯亦為名分之重要參
考。作品集內容已呈現個⼈創作態度為主，切勿抄襲，作品集請於最末⾴上附作品著作切結書。(2)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下載：
https://admission.usc.edu.tw/regulations/ →作品著作權切結書。(3) 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
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6. ⾃傳(必)：以中⽂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458 實踐⼤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Taipei)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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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宗旨乃在培育具國際觀、敬業樂群、崇⾼職業道德暨有效溝通表達能⼒之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初、中級會計、審計、稅務
⼈才，以配合政府機關、⺠營企業、會計師事務所及⾮營利機構會計相關⼈才之需求。相關資訊請⾄
http://account.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傳(選)：以中⽂書寫。 6.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

1461 實踐⼤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ipei)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在培養「國際貿易」與「國際經營」兩種專業⼈才，規劃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輔導學⽣英語能⼒及專業證照。除
有專家系列講座分享職場經驗，並提供彈性學習或實習機會，以提升學⽣就業競爭⼒。每年安排外籍教授全英語協同教學，並有
多位同學參加交換學⽣計劃，赴歐美或⼤陸姊妹校學習，增進學⽣國際移動能⼒。學系期許學⽣在優質學習環境與多元學習⽅法
下，建⽴明確學習⽬標及良好職涯發展。學⽣畢業前須通過多益600分或同級相關檢定。本系詳細資訊請⾄：
http://www.itrade.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選)：(1) 以中⽂書寫。(2) 10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0 實踐⼤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ipei)
系所分則
企業管理學系為本校⼈數最多之學系，配合社會發展趨勢，招收對企業管理有興趣之青年學⼦，以培養敬業樂群態度，理論實務
兼備，國際化視野的服務業管理⼈才。須修滿規定學分及通過各項畢業⾨檻始具畢業資格。為提升職場競爭⼒，本系提供多元的
國內外實習機會，另設有碩⼠班並與多所國外姐妹校交流學習。
網址:http://www.bm.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電腦相關檢定或其他各種檢定等相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例如:競賽成果證
明。 6. ⾃傳(必)：(1) 以中⽂書寫。(2) 1500字內。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外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2 實踐⼤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Taipei)
系所分則
1.本系配合學院實施學程化，建置以學⽣興趣為導向之專業、多元、彈性課程。學位證書將加註學程名稱，以證明學⽣之第⼆專
⻑，強化就業競爭⼒。
2.與多家⾦融機構與姊妹校合作，⿎勵參加實習與交換，以提升競爭⼒。
3.設有碩⼠班與數位⾦融學程，具升學與跨領域學習管道。
電話：+886-2-2538-1111轉8711。網址：http://finance.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必)：(1) 以中⽂書寫。(2) 詳述個⼈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中英⽂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59 實踐⼤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Taipei)
系所分則
本系的發展⽬標與特⾊，在於培養⾵險管理與保險專業⼈才，並將理論和實務結合表現在核⼼課程設計與規劃之中。本系相關資
料請⾄：http://insurance.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班或校排名。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相關技藝技能競賽或具體成果證明。 6. ⾃傳(必)：以中⽂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3 實踐⼤學 應⽤外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Taipei)
系所分則
本學系旨在培訓具有國際競爭⼒及英(外)語溝通之專業⼈才。課程設有⽂創產業學程及商旅學程，涵蓋⽂化、語⾔、創意、商
旅、航空等相關領域，輔以海內外職場實習及取得國際姊妹校學、碩⼠雙聯學位。提供學⽣多元升學管道。聯絡電話：+886-225381111轉8311，網址：http://www.afl.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必)：兩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1) 分別以中⽂及英⽂書寫。(2) 含報考動機、未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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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4 實踐⼤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aipei)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為「資訊科技」與「資訊管理」兩⼤領域，培養軟體設計、網際網路程式設計、數位媒體設計、企業E化、⾏動商
務及資訊應⽤服務創新等六種⼈才。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並提供學⽣多元學習管道，包括在業彈性學習，境外實習，⾄國外姊
妹校交換、攻讀雙學⼠學位等。本系並設有碩⼠班、碩⼠在職專班，相關資訊請⾄：www.itm.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
(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1) 中⽂履歷表(必繳)。(2) 光榮事蹟(選繳)。 8. ⾃傳(必)：以中⽂書
寫。 9. 讀書計畫書(必)：(1) 以中⽂書寫。(2) 從⽣涯發展的⾓度撰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實踐⼤學(⾼雄) Shih Chi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0A
聯絡電話 +886-7-6678888
傳真 +886-7-667-9999
地址 84550⾼雄市內⾨區內南⾥⼤學路200號
網址 https://www.kh.usc.edu.tw/
承辦單位 ⼊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activity.kh.usc.edu.tw/p/412-1014-662.php?Lang=zh-tw
⾼雄校區，備有男⼥⽣宿舍，網址：https://sls.kh.usc.edu.tw/index.php?Lang=zh-tw 男⽣宿舍：4⼈~5⼈/1間，每
學期收費NT10,000~13,500/⼈ ⼥⽣宿舍：4⼈/1間，每學期收費NT10,000/⼈ 宿舍免費設施包含：Wifi、洗⾐曬⾐場
所、飲⽔機、電⾵扇等設施 宿舍付費設施包含：冷氣、洗⾐機、烘⾐機、脫⽔機、⾃動販賣機等設施 詳細資訊可洽詢：
LINE：@khusc Email：khusc002@gmail.com Tel：+886-7-667-8888 ext3191-3196
1. 本校分臺北、⾼雄兩校區，臺北校區網站：https://www.usc.edu.tw/，⾼雄校區網站：
https://www.kh.usc.edu.tw/ 2. ⾼雄校區各項僑⽣⼊學輔導、獎助學⾦、校內外⼯讀及住宿訊息，請參考網⾴：
https://dsa.kh.usc.edu.tw/ 3. 依本校學則第13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
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以同等學⼒⼊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修⾄少12 個畢業學分。其增加之學分數與修習科
⽬，由各學系(組)訂之。

1484 實踐⼤學(⾼雄) 時尚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時尚設計為本，強化⼈⽂美學與創意設計內蘊之形塑，以培育優秀之時尚造型設計（培育整體造型設計之專業，涵括
服裝/彩妝/髮型設計之範疇）與時尚媒傳設計 (培育媒傳影像設計之專業，涵括動/靜態影像視覺設計之範疇)之專業⼈才。⼆、本
學系畢業製作必須通過系上總評展演評量，⽅可畢業。三、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宜具備基本中⽂表達能⼒。四、本系課
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須具備辨別顏⾊能⼒。
網址:http://fsdc.kh.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作品集(必)：(1) 近三年之作品(相關藝術或設計之作品編輯整理)。 (2) 作品限制上傳
⾄多15個jpg圖檔並彙整為1個PDF檔案。(3)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
並註銷學籍。 4. ⾃傳(必)：(1)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4 實踐⼤學(⾼雄)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erchandising (Kaohsiung)
系所分則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係以「服飾設計」、「經營⾏銷」、「織品應⽤設計」等三⼤特⾊模組培養具有服裝飾品設計能⼒、服飾商
品企劃與經營⾏銷能⼒、織品材料特性認識與設計應⽤之能⼒的專業⼈才。本學系除注重專業實務能⼒培養外，特別注重語⾔訓
練，同時重視⽇本、歐美國際交流活動，並與國內外企業廠商簽定暑期實習課程合約，⿎勵同學參予各項專技與語⽂證照考試，
使同學具有國際職場競爭⼒。⼀、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宜具備基本中⽂表達能⼒。三、設計製作必須通過系上總評展
演，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四、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須具備辨別顏⾊能⼒。
本學系網址: http://fdm.kh.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作品集(必)：(1)近三年之作品(相關藝術或設計之作品編輯整理)。 (2) 作品限制上傳
⾄多15個jpg圖檔並彙整為1個PDF檔案。(3)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
並註銷學籍。 4. ⾃傳(必)：(1)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2 實踐⼤學(⾼雄) 觀光管理學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Kaohsiu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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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對象：⼀、有志從事觀光旅遊或餐飲旅館者。⼆、⼤四上學期或下學期必修實習，有意於前往「太魯閣晶英酒店」、
「寒舍艾美酒店」、「新⽵喜來登飯店」、「⿍泰豐小吃股份有限公司」、「雄獅旅⾏社」、「國⽴海洋⽣物博物館」、「⼭富
旅⾏社」等知名企業做六個⽉帶薪實務實習，另有⽇本、新加坡及港澳地區的實習機會。三、期待能「畢業即就業」之學⼦，加
⼊觀光⼤家族。四、本系網址：http://tm.kh.usc.edu.tw/，聯絡電話:07-6678888轉4280~4283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3 實踐⼤學(⾼雄)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Dept. of Recreation Management (Kaohsiung)
系所分則
休產系的⼈才培育以「休閒規劃」、「運動企劃」為主軸，培養具商務企劃、產業⾏銷、活動規劃、產品設計、導覽解說及運動
企劃之休閒產業經營⼈才。輔以航空旅運學程、微型休閒觀光特⾊產品創業學程、國家環境教育⼈員認證學程、⼈⽂導覽解說學
程、咖啡烘焙認證學程等課程，「創業實習網路商店」、「薪資優渥的6-8 個⽉產業實習(與台、⽇、澳⾨、新加坡、美等單
位)」、「企業到系徵才，提供畢業及就業機會」，藉由多元⽣動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紮實的專業技能及國際職場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5 實踐⼤學(⾼雄) 應⽤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Kaohsiung)
系所分則
1.本系培育「專業英⽂」、「英語教學」，及「⽂化創意」之英語專業⼈才。 2.外籍教師分別來⾃美國、英國、愛爾蘭、俄羅斯
等國家、提供學⽣宛如世界村的英語學習環境。 3.學⽣未來出路包括祕書⾏政、口筆譯、觀光旅遊、兒少英語教育、以及⽂創企
劃等。 4.本系輔導學⽣參加英語(TOEIC、BULATS、IELTS、GEPT)及專業證照(TKT、領隊與導遊證照、國貿⼠檢定專業證
照)。 5.提供國際交換學⽣及國內外業界實習機會，與未來就業無縫接軌。 6.學系網址: http://dae.kh.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7 實踐⼤學(⾼雄) 應⽤⽇⽂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Kaohsiung)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奠定學⽣深厚之⽇⽂基礎能⼒、國際溝通能⼒，並以培養實務運⽤的⽇語專業⼈才為標的，教學⽬標如下：1.培育具⽇
⽂語⾔能⼒的⼈才。 2.培育具⽇本社會⽂化與⼯商相關知識之⼈才。3.培育具國際視野與專業倫理基本知能之⼈才。學系網
址:http://jp.kh.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6 實踐⼤學(⾼雄) 應⽤中⽂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Kaohsiung)
系所分則
本系設⽴宗旨在實踐中華⽂化的創新價值。以中國傳統⽂化為基礎，培養學⽣具備良好的閱讀與寫作能⼒，再開發創意思維，成
為⼀個「說故事的⼈」，進而協助傳統⼯業、技術⼯業轉型發展，創造更⾼的產品價值。針對海外學⽣，將專責本地學⽣輔導，
⼀對⼀進⾏課業及⽣活協助。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acl.kh.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5 實踐⼤學(⾼雄) 國際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Kaohsiung)
系所分則
1.本系教育⽬標旨在「培育具有會展⾏銷能⼒的國際貿易⼈才」，課程建構在於使同學具五項核⼼能⼒：(1)具公⺠、⼈⽂與專業
倫理素養；(2)具商業英⽇語與電腦操作能⼒；(3)具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4)具多元⽂化適應與國際經貿情勢判讀能⼒；(5)
具國際貿易實務與會展⾏銷專業知能。 2.本系學⽣社團有三：(1)系學會，負責同學課餘活動之規劃與執⾏，再者，下轄多項球
隊(籃球排球⽻球桌球網球等)，並⾃主組織多個讀書會；(2)親善服務隊，進⾏各類志⼯服務活動，成果豐碩；(3)貿易模擬競賽團
隊，參與各類貿易會展競賽，歷年⽐賽獲獎良多。 3.本系著重品格教育，誠懇實在乃為⼈處事的根本，適切的教育環境與良好的
習慣培養，⾃律與他律的搭配，使同學具有良善的⼈格特質，紮實的職場能⼒。 電話：886-7-6678888分機438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6 實踐⼤學(⾼雄) 會計暨稅務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Kaohsiu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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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國⾸創唯⼀「會計暨稅務學系」：強調「會計」及「稅務」雙專⻑ 2. 提供國內及海外帶薪實習：與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單
位及企業簽訂實習計畫(含實習⾦)；海外福利達2.5萬元，且可⾄北京⼤學進修，企業愛留⽤，畢業即就業 3. 課程公職化、證照
化、實務化：密集式總複習課程，讓您公職⼀次到位、證照滿⼿抓；就業學程實務接軌，協助保障就業 4. 多元學習: 全球交換⽣
海外學習 5. 獎學⾦豐富:提供優渥校內、外及本系專屬獎助學⾦ 6. 兩岸實務型財稅師資：實務經驗25年以上之專任財稅專家 7.
學系網址：http://at.kh.usc.edu.tw，連絡電話07-667-8888轉424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7 實踐⼤學(⾼雄) ⾏銷管理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Kaohsiung)
系所分則
本學系主要針對服務產業形塑具備專業銷售、市場調查與實務的創意⾏銷管理⼈才。透過「產業實習」、「市場調查實務」及
「⾏銷企劃與證照」等課程，落實學⽣核⼼能⼒和⾏銷與銷售職能的結合。本學系特⾊如下：(1) 具有海外及國內帶薪實習的學
系；(2) 獨⽴擁有市場調查中⼼且完全由學⽣標案操作執⾏的學系；(3) 唯⼀由學系成⽴創業中⼼，參加國內外⾏銷創新與創意企
劃競賽，並由業師輔導學⽣在學時期創業的學系；(3) 提供⼤四⽣參與上海境外實習，並於畢業後協助學⽣境外就業輔導的學
系。 相關資訊請參考網址http://mm.kh.usc.edu.tw/bin/home.php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8 實踐⼤學(⾼雄) ⾦融管理學系 Dept. of Finance (Kaohsiung)
系所分則
本學系培育學⽣成為「具數位⾦融之財⾦專業實務⼈才」，除基礎財務理論外，發展⽅向為「銀⾏」、「證券」、「保險」、
「公司財務」與「⾦融科技」領域的專業培養。本系發展的三⼤特⾊：1.⼤⼀新⽣每10 名有⼀位導師主動熱忱照顧。 2.⽼師每週
晚間義務輔導同學課業與證照。3.⼤⼀新⽣⽴即可考取4張(含)以上專業證照。4. ⼤四赴上海帶薪實習(薪資福利達臺幣2.5 萬
元)，畢業後除可正式留⽤，並可由公司補助甄選就讀北⼤EMBA。 5. 提供⼤四下全學期帶薪全省就近實習。 6. 以就業留⽤為⽬
的而實習。7. 每年櫻花盛開期可⾄⽇本九州⼤學免住宿免學分費短期研習。8. ⼤三及⼤四⽣，可⾄全球進⾏國際交換⽣學習。⾦
融系網⾴：http://dfo.kh.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69 實踐⼤學(⾼雄)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Kaohsiung)
系所分則
1.本學系之教育願景為「擁抱專業、胸懷倫理、⽴⾜台灣、放眼世界」。 2.本學系課程發展三個特⾊為：語⾔、專業、視野。 3.
畢業時達到⾄少多益650 分的⽔準。 4.本學系已通過華⽂商管認證(ACCSB)兩年。 5.將企業實習列為必修課，兼具理論與實務。
6.唯⼀在校內可與德國學⽣交流。7.⼤四可到上海帶薪在業彈性實習5 個⽉，實習助學⾦每⽉2,800~3,000 元⼈⺠幣(稅後)。 8.畢
業後可到上海台商企業⼯作，第7個⽉到第18個⽉薪資加福利每⽉7,420元⼈⺠幣，第19個⽉起每個⽉薪資超過新台幣50,000
元。 9.國企系系網⾴：http://ibm.kh.usc.edu.tw/bin/home.php 10.國企系FB 社團請搜尋：實踐⼤學⾼雄校區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0 實踐⼤學(⾼雄)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Kaohsiu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在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資訊科技與經營管理的⼈才」。課程內容符合產業趨勢，包括「⾏動商務程式設計」、
「企業資源規劃」、「物聯網應⽤」、「巨量資料分析」等。本系重視專題實作，學⽣於⼤⼆⾄⼤四透過團隊合作⽅式進⾏專題
製作，畢業前須將成果參加校外各項專題競賽，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持續學習態度，奠定就業基礎。⼤四時可參加帶薪資企業
實習，增進學⽣實務與就業之能⼒。本系網址：http://imd.kh.us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71 實踐⼤學(⾼雄)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Design (Kaohsiung)
系所分則
本學系以「電腦動畫」、「數位遊戲」、「App 數位內容設計」、「數位加值應⽤&3D 列印」為核⼼專業能⼒。培養兼具資訊
科技應⽤與創意設計的整合性⼈才。課程規劃特⾊:1.Maya 電腦動畫2.Unity 遊戲設計3.iPhone 與Android ⾏動App 程式開發
4.輔導考取國際專業證照5.企業實習、動畫特⾊就業學程6.國內外專題展演與競賽7.聘請外籍設計⼤師全英語授課，與國際接軌。
本系教學精良並嚴格要求學⽣學習，獲獎成果斐然，曾獲德國iF 設計⼤獎。畢業⽣可從事資訊科技、互動式媒體設計、網⾴設
計、多媒體設計、電玩設計等相關產業。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csd.kh.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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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作品集(必)：(1)近三年之作品(相關藝術或設計之作品編輯整理)。 (2) 作品限制上傳
⾄多15個jpg圖檔並彙整為1個PDF檔案。(3)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
並註銷學籍。 4.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84 實踐⼤學(⾼雄)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系所分則
實踐資通，保證就業！本系通過IEET國際⼯程教育認證，致⼒於培育資訊科技與網路通訊專業⼈才。課程規劃有「創意互動媒
體」和「物聯網創新應⽤」兩⼤特⾊模組。教學兼具⼋⼤特⾊：1.實⽤型課程，聯網應⽤與服務導向。2.⾒學廣闊，國際學院交
換就讀。3.資訊技術與⽂創觀光跨領域整合專題。4.通⾏海內外，⼤四帶薪實習。5.保障⼯讀機會，研究計畫和產學合作案並
⾏。6.正字招牌快樂學習社團：航空攝影社、視訊直播社、APP創作設計社。7.就業、升學、證照與競賽全⽅位課外加強輔導。
8.業師聯合授課，培訓職場實戰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97 實踐⼤學(⾼雄) 電腦動畫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Computer Animation
系所分則
* 與動畫相關公司合作，培養國際性專業電腦動畫⼈才。
* 教學⽬標：希望畢業學⽣可以成為國際動畫⼈，知道專業專業公司如何分⼯合作，從學習過程了解動畫。
* 與動畫相關公司合作，培養國際性專業電腦動畫⼈才。
* 教學⽬標：希望畢業學⽣可以成為國際動畫⼈，知道專業專業公司如何分⼯合作，從學習過程了解動畫，是⼀⾨資訊技術與藝
術結合的創作過程。學習說出動⼈的故事，做出⾃⼰想看，別⼈也想看的動畫作品。
* 學習內容設計：國際動畫產業創作流程為主架幹，以業界師資帶領學⽣學會創與作。在畢業前建⽴⾃⼰的動畫專⻑，學會團隊
分⼯合作，畢業後可俱備進⼊專業動畫產業發展的實⼒。 *⼤三暑期安排⾄海內外合作單位實習。
* 學程網址：cgca.kh.usc.edu.tw；連絡電話：(07)6678888轉462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證書/在學
證明。※註冊⼊學時必須繳交畢業證書 3. 作品集(必)：(1) 近三年之作品(相關藝術或設計之作品編輯整理)。 (2) 作品限制上傳
⾄多15個jpg圖檔並彙整為1個PDF檔案。(3)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
並註銷學籍。 4. ⾃傳(必)：(1) 以中⽂書寫。(2) 20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元智⼤學 Yuan Z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7
聯絡電話 886-3-4638800-3287
傳真 886-3-4624202
地址 32003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網址 http://www.yzu.edu.tw
承辦單位 全球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全球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8
本校學⽣宿舍男⼥兼收，僑⽣新⽣優先分配住宿，並保障住宿⼆年，第三年起可申請優先住宿。
本校特⾊： ◎ 五⼤學院皆有英語專班，同時開發新雙語課程（英語+程式語⾔）為必修課程。 ◎ 推動國際交換學⽣計
畫、雙聯學位計畫及專業實習計畫等學習活動，培養學⽣的國際視野。 ◎ 提供多種跨領域學程，開放全校學⽣跨域選
讀，按照興趣培養多項專⻑！ ◎ 企業辦學，與遠東集團合作產學實習暨⼈才培訓計畫，提供元智學⽣海內外實習名額，
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及開闊職涯規劃。 1.建構雙語⼤學，⼤⼀新⽣得報名暑期挑戰極限全英語營隊，合格取得通識英語
學分。培育新雙語⼈才，除原雙語教學外，程式語⾔列通識必修。 2.本校部分課程採英語授課，以提升專業領域上的英
語能⼒。 3.本校設有僑⽣獎學⾦，⼤學部就讀本校第⼀學期可申請獲NT$30,000獎助學⾦，第⼆學期起依前學期成績表
現最⾼可獲得每學期NT$10,000〜NT$30,000不等獎助學⾦。 4.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尚須通
過「英⽂能⼒檢定」、游泳能⼒檢定(25公尺)、⼼肺適能檢定(3000公尺跑⾛)，⽅得畢業。 5.為全⾯提升學⽣⼈⽂素養及
訓練學⽣獨⽴思考能⼒，推動並落實「經典五⼗」教育，⼤學部學⽣需於畢業前必修⼆學分之「經典五⼗」必修通識課
程，課程學習點數須達50 點。 6.為瞭解學⽣健康狀況，依據學校衛⽣法第⼋條及元智⼤學學則第七條規定，新⽣⼊學時
應參加本校實施之健康檢查。 7.本校2018-2020榮獲教育部補助「⾼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提升⾼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計畫」。 8.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2011本校獲排名全球前400；2012-2013本
校擠⾝「全球前百⼤年輕潛⼒⼤學」；2013-2014蟬連「亞洲前百⼤最佳⼤學」。2015元智續獲全球最佳⼤學排⾏前800
⼤。2016「亞洲前200名最佳⼤學」，元智台灣排名第13，榮登⾮醫學類私⽴⼤學第⼀名。2018年，獲泰晤⼠報評選為
亞洲⼤學排⾏第200名、全球最佳年輕⼤學排名前250名。 9. 2013、2015年榮獲⾦磚五國與新興經濟體（BRICS &
Emerging Economics）前百⼤最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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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主修：企業管理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班以「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洋溢熱情、創新、彈性、活⼒的特質，是全台灣⾸創以學程、
主修替代學系的專業商管學院；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續證，辦學品質深受
肯定。本班現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融、國際企業、會計)，延伸⼋個專業學程培養職能，輔以七個產業學程引導跨域。
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同學最⼤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的⽣涯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證明、成果作品、證照證明、英語能⼒檢定證明、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等 4. ⾃傳(必)：(1).學⽣⾃述(2).參與課外活動或重要競賽/活動之表現或(3).規劃或舉辦課外活動或重要競賽/活動之描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2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主修：財務⾦融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學⼠班以「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洋溢熱情、創新、彈性、活⼒的特質，是全台灣⾸創以學程、
主修替代學系的專業商管學院；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續證，辦學品質深受
肯定。本班現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融、國際企業、會計)，延伸⼋個專業學程培養職能，輔以七個產業學程引導跨域。
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同學最⼤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的⽣涯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證明、成果作品、證照證明、英語能⼒檢定證明、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4. ⾃傳(必)：(1).學⽣⾃述(2).參與課外活動或重要競賽/活動之表現或(3).規劃或舉辦課外活動或重要競賽/活動之描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3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主修：國際企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學⼠班以「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洋溢熱情、創新、彈性、活⼒的特質，是全台灣⾸創以學程、
主修替代學系的專業商管學院；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續證，辦學品質深受
肯定。本班現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融、國際企業、會計)，延伸⼋個專業學程培養職能，輔以七個產業學程引導跨域。
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同學最⼤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的⽣涯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證明、成果作品、證照證明、英語能⼒檢定證明、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等 4. ⾃傳(必)：(1).學⽣⾃述(2).參與課外活動或重要競賽/活動之表現或(3).規劃或舉辦課外活動或重要競賽/活動之描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4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主修：會計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本學⼠班以「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洋溢熱情、創新、彈性、活⼒的特質，是全台灣⾸創以學程、
主修替代學系的專業商管學院；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續證，辦學品質深受
肯定。本班現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融、國際企業、會計)，延伸⼋個專業學程培養職能，輔以七個產業學程引導跨域。
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同學最⼤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的⽣涯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證明、成果作品、證照證明、英語能⼒檢定證明、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等 4. ⾃傳(必)：(1).學⽣⾃述(2).參與課外活動或重要競賽/活動之表現或(3).規劃或舉辦課外活動或重要競賽/活動之描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5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英語專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English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班以「課程、跨⽂化及外語」三合⼀的教學策略，援引國外商管教育主流的學程設計，設有「國際財務⾦融」和「全球經營管
理」兩⼤學程。商管專業課程以全英⽂授課為原則，招收國內外學⽣，透過特⾊課程的設計，培養學⽣成為具備全球移動就業競
爭⼒的標準職⼈。學⽣於畢業前需完成「國際研習」之要求，學⽣可選擇赴海外修讀、海外企業實習、參與國際志⼯、國際競賽
等⽅式，出國期間相關費⽤⾃⾏負擔。申請者具基本英⽂聽、說、讀、寫能⼒者為宜。 網址：
http://www.cm.yzu.edu.tw/ebba/ ，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609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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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份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請附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中⽂檢定成績証明）⼀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社團參與證明、成果作品、證照證明、英語能⼒
檢定證明、競賽成果、或其他特殊表現證明等) 5. ⾃傳(必)：請附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照⽚）各⼀份 6. 讀書計畫書(選)：請附中/英⽂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各⼀份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請附
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7 元智⼤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Dept. of Social and Policy Sciences
系所分則
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者為宜。本系辦學亮點為：(1)提供社會學、公共政策與跨領域之訓練：提供社會學、統計、社會
⼯作、公共管理、政策設計與⽂化創業產業管理等專業。(2)⾸創專業實習課程：在政府、⾮營利、青少年服務、⽼⼈服務等機構
⾄少實習六週，應⽤理論與實務的結合。(3)多元實務訓練：開設量化調查、質性研究等⼯作坊，設置⺠意調查中⼼訓練調查實
務。網址： http://sc.hs.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2161、216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競賽得獎證明...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8 元智⼤學 應⽤外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系所分則
⼀、元智⼤學應⽤外語學系秉持提升外語教育之理念，於⺠國86年8⽉成⽴，致⼒於培育相關學術界及產業界所需之英⽇語⼈
才。92學年度成⽴應⽤外語研究所（分英、⽇⽂兩組），提供有志鑽研應⽤外語的學⼦們繼續進修管道。98學年度設⽴碩⼠在職
專班（招收⽇⽂組學⽣），旨在培養專業外語、外語教學及語⾔研究專業⼈才，以符合產業及學術研究之需要。
⼆、申請本系者以具中⽂聽、說、讀、寫及英語能⼒達到CEFR-B1程度者為宜。
三、學⽣畢業需達到CEFR-B2之程度。
四、本系以厚植學⽣英、⽇語雙外語專⻑，並兼顧語⾔分析及語⾔應⽤全⽅位能⼒的培養，冀畢業學⽣在語⾔教學、筆譯、口譯
及專業語⽂等專業領域，具備核⼼競爭⼒，以符合產業及學術研究⼯作之需要。
五、本系網址： http://fl.hs.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55521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份 3. 師⻑推薦函(選)：請附師⻑推薦函⼀份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1).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份
(2).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HSK3或TOCFL Level2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 6. ⾃傳(必)：請附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讀書計畫/未來期望/照⽚）各⼀份 7. 語⽂能⼒說明
或相關證明⽂件(必)：請附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1 元智⼤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t. of Art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以探索當代的藝術趨勢與設計美學為⽅向，採取跨藝術/設計雙專⻑與主軸的教學路線，強調活⼒、創意並與社會脈動結
合的特⾊，期能結合藝術與設計，培養學⽣靈活的美學、創意思考及設計運⽤能⼒。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33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份 3. 作品集(必)：作品集請存成PDF檔後上傳，作品件數以五⾄⼗件
為限。所繳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 4. ⾃傳(選)：中⽂⾃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5 元智⼤學 ⼈⽂社會學院英語學⼠班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Bachelor
系所分則
本學程整合⼈⽂社會學院資源與優勢開設，旨在培養學⽣針對不同對象，規劃溝通策略，並設計、創造、與傳遞正確及有⽤訊
息。透過公共關係和策略溝通英語學程，學⽣將獲取敏銳的語感、有效的溝通策略與技巧。本學程以有效的語⾔運⽤為中⼼，並
融合社會暨政策科學、中國語⽂、應⽤外語和藝術與設計四⼤領域之重要概念進⾏課程設計，使學⽣於英語環境中，學習⾼效能
的溝通、說服和談判技巧，提升其⽂化適應⼒與創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選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請繳交英⽂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5 元智⼤學 資訊管理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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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專⻑分為資訊技術、計量決策、資訊管理、企業管理及社會創新等五個領域，注重培養學⽣紮實的程式設計能⼒，輔以
系統分析及經營管理理念。本系研究發展重點以「⼤數據分析」及「⼈⼯智慧應⽤」為主軸，並以「商業智慧」、「⽣醫資
訊」、「社群媒體分析」與「智慧製造」作為特⾊應⽤領域，與本校「⼤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教育部頂尖⼤學中⼼）合
作，共同發展各項創新應⽤。本系重視學⽣實作能⼒，學⽣專業實習制度實施已超過20年，⾼年級學⽣須選擇進⼊企業實習或參
與教師研究計畫進⾏為期⼀年之專業實習，為未來就業及升學做準備。
網址:http://www.mis.yzu.edu.tw/，電話:03-4638800轉2604。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選附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
證明等(選)：選附相關得獎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選附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9 元智⼤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培養多媒體、動畫、遊戲之美術創作⼈才，對繪畫創作、多媒體設計，與電腦應⽤有基礎與熱忱。網址：
http://www.infocom.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2133。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選附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選附競賽成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選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作品集(必)：（⼀）請附近三年
課程學習成果⾄多10件，以繪畫類作品為佳，或其他設計相關作品。若為多媒體、網⾴設計或攝影作品，請提供下載連結網址，
在WORD上按作品類別逐⼀列出網址後，再存成PDF檔上傳。
（⼆）所提供之作品需檢附作品保證書，請⾄http://www.infocom.yzu.edu.tw/index.php/zh-tw/2014-09-12-02-28-08（路
徑：學系⾸⾴→學系規定→⼊學相關資料→海外聯合招⽣⼊學）下載填寫。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已⼊學
者，則依規定退學並註銷學籍。
（三）所繳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7. ⾃傳(必)：請附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80 元智⼤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培育育樂整合應⽤的專業⼈才、互動媒體開發的設計⼈才、電腦遊戲設計⼈才、數位學習環境開發⼈才、與運⽤
資訊媒材的科技藝術⼈才。歡迎對資訊技術與媒體設計有興趣者申請。網址： http://www.infocom.yzu.edu.tw/，聯絡電話：
886-3-4638800 ext.2133。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選附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選附競賽成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選附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請附中⽂⾃傳。 7. 讀書
計畫書(必)：請附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2 元智⼤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及研究領域涵蓋資訊科學與⼯程相關領域，主要包括(1)晶⽚設計與內嵌式系統；(2)軟體⽅法論及系統；(3)網路、物聯
網與雲端計算；(4)多媒體系統、⼈機互動與動畫科技；(5)數據科學與計算智慧 以及(6)⽣物與醫學資訊等重點⽅向。近年更發展
「跨領域」整合型研究，例如：物聯網、⼤數據分析、寬頻無線通訊軟體、4C科技整合、系統晶⽚設計、數位內容及開放原始碼
等。課程規劃配合產業脈動與時俱進，同時深化⼤學部及研究所課程間之關聯性，發展⼤數據科學與⼯程，重視師⽣互動，培養
學⽣團隊精神及發展⼈際關係的能⼒，落實導師制度，⽀援⼤學部學⽣課後輔導，確保本系的教學品質。網址：
http://www.cse.yzu.edu.tw，聯絡電話 : 886-3-4638800 ext: 2351、2378。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請繳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選附有利審查之資料及相關證明 4. ⾃傳
(必)：個⼈履歷與⾃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0 元智⼤學 資訊學院英語學⼠班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in 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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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班之特⾊在於以英語來講授資訊專業課程，讓學⽣沉浸在⼀個國際化學習環境中，培養具備國際競爭⼒之資訊專業⼈才。
英語作為全球化的語⾔，在知識傳播與⼈際溝通上扮演⼀個⾮常重要的⾓⾊，⼀個資訊專業⼈才要具有英語的能⼒才能不斷的成
⻑，才能與國際接軌並於⼀個國際團隊中位居要職，做出貢獻。本學⼠班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於養成資訊專業能⼒，資訊專業能⼒
賦予學⽣實踐創意的⼒量，賦予與它業結合的能⼒，這就是所謂的「資訊 + X」，X可以是機械、電⼦、藝術、財經、管理等
等，重要的是這個加號與X的廣度，而英語讓資訊專業壯⼤擴散並強化資訊專業與X的結合。
本學⼠班課程規劃著重於建⽴基礎資訊核⼼能⼒，⾄少70學分的課程是以英語授課，其中48學分為資訊專業核⼼課程，18學分為
專業必選修課程，以及10學分之通識課程。同時要求必修「口語英⽂溝通」及「實⽤英⽂寫作」來加強學⽣口頭與書⾯溝通能
⼒。另外尚有25專業選修學分，提供學⽣⾃我探索學習的空間，學⽣可依個⼈興趣選擇培養資⼯、資管、資傳之(單⼀或多個)專
⻑，且可以修習多達13學分資訊學院以外之跨域課程，以培養「資訊 + X」的能⼒。本學⼠班同時規劃校外專業實習與校內專題
製作課程來縮小產學落差，校外專業實習⾄少要修畢12學分，學⽣前往國外專業實習可取得多達32學分。同時為⿎勵學⽣到國外
交換學習，特訂定彈性的課程抵修規則，讓學⽣於合作的學校依個⼈興趣選修與本學程相關的課程，避免學⽣因⾄國外交換學習
而延宕完成學業的時間。網址:http://www.in.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 2351、2378。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附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附⾼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證明、成果作品、證照證明、英語能⼒檢定證明、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
明等 4. ⾃傳(選)：個⼈履歷與⾃述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附英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9 元智⼤學 ⼯業⼯程與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通過IEET⼯程教育認證，教育理念為培育「⼯程技術」與「管理科學」之系統整合⼈才；以運籌管理、資訊系統、製造技術
及品質設計為教學重點，著重學⽣在理論基礎與實務驗證之訓練，研究發展五⼤重點領域則為智慧型⽣產、⼤數據分析、⾏動科
技與雲端運算、⼈因⼯程與設計、全球運籌管理。本系參與遠東集團產業實習暨⼈才培育計畫、推動企業參訪及實習、海外學園
活動，以提升學⽣就業及國際競爭⼒。畢業⽣就業市場廣泛，就業率近100％，可投⼊科技研發、製造、物流或資訊等產業。⼯
管系網址：http://www.iem.yz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
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著作、專題報告、競賽得獎、英檢證
明等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具備基本中⽂或英⽂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0 元智⼤學 化學⼯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系所分則
1.通過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並提供⾼⽐例之英語授課，與國際接軌。
2.多元學程選擇(綠⾊科技、功能性材料、⽣物技術、與跨領域等學程)。且⼤⼆起可選擇五年⼀貫(⼊學五年即能獲取學⼠與碩⼠
雙學位)與雙聯學位學程(同時可以取得國外學⼠學位)。
3.優異學⽣可提供豐富的獎學⾦。
4.具有完整的精密儀器中⼼與特⾊實驗室。
因實驗安全需求，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觀測、辨識實驗結果。http://www.che.yzu.edu.tw/，分機257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學校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推
薦函兩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競賽得獎、英檢證明等) 5. ⾃傳(必)：個⼈履歷與⾃述(含讀
書、研究、活動之興趣及曾經參與之⼯作、研究、社團經驗)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具備基本中⽂能⼒
具備基本英⽂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1 元智⼤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培養學⽣「創新實作」能⼒，使具備創新思維與動⼿解決問題的意願與能⼒。因應現代科技潮流結合產業需求，
重點研究領域包含：綠⾊能源、智慧製造、⽼⼈福祉科技。提供學碩⼠五年⼀貫、國外交換、產業實習等機會。本系因⼯廠實習
及實驗需能親⾃操作儀器，且部分操作具⼀定危險性，需有能⼒及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2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個⼈履歷與⾃述 (含讀書、研究、活動之興趣及曾經參與之⼯作、研究、社團經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59 元智⼤學 ⼯程學院英語學⼠班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Engineering for Bachelor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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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專業必修課程以英語授課為原則，在提升學⽣專業知識的同時，增進其外語能⼒，以培養具備國際競爭⼒之⼈才。學⽣可於
⼤⼀時先瞭解各⼯程領域的學習內容及發展⽅向，再依據個⼈興趣，⼤⼆時就「機械⼯程」、「化學⼯程與材料科學」、「⼯業
⼯程與管理」三個領域中選擇⼀個主修學程或「雙專⻑」，提供延後分流的機會。本班規劃完善的課程內容，可協助學⽣在畢業
學分內，就上述三個領域中選擇⼀個領域完成主修學程學位，或選擇⼆個領域完成「雙專⻑」學位，多元化的課程組合，可培養
學⽣成為跨領域及全球流通的專業⼯程⼈才。網址：http://www.de.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2451、
245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證明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２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選)：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選)：⾃傳(學⽣⾃述) 8. 讀
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6 元智⼤學 電機⼯程學系甲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rogram A)
系所分則
學⼠班成⽴於1989年，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學位資格與國際接軌，畢業⽣⾄少可就業於電機、電⼦、電⼒、資
訊、通訊、光電等相關產業，出路⾮常寬廣。本系教授優秀，包含IEEE Fellow、IET Fellow、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及吳⼤猷先⽣
紀念獎得主，並連續兩年榮獲中國電機⼯程學會「傑出電機⼯程教授獎」。近年世界⼤學科研論⽂質量評⽐，與本系相關之電
機、資訊領域排名屢獲肯定。2015年榮獲⾦磚五國與新興經濟體（BRICS & Emerging Economics）前百⼤最佳⼤學。2016年
亞洲⼤學排⾏台灣24所上榜元智為私⽴⼤學⾮醫學類排名第⼀名。本系奠基於⼤學教育使命，設計完整之基礎、理論與實驗課
程，並輔以相關之專業學程與專題研究，以培養學⽣為世界科技產業之重要研究發展⼈才。網址：
http://www.en.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710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讀
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5 元智⼤學 電機⼯程學系⼄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rogram B)
系所分則
本系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畢業學⽣資格受國際認可，得以與國際接軌。電機⼯程⼄組主要發展⽅向為(1)物聯網。
(2)機器學習。(3)寬頻無線網路。(4)天線與微波電路設計。(5)微波電路與被動元件設計(包括射頻積體電路設計、訊號完整性研
究、毫⽶波被動元件設計、天線設計、電波⼯程等)。(6)通訊系統（數位通訊、通訊信號處理、MIMO系統）。(7)⾏動通訊（無
線通訊、5G⾏動通訊傳輸與網路）。(8) 網路資訊 (包括機器學習、視訊分析、影像處理、圖型識別、⼤數據分析、軟體定義網
路、⾃然語⾔與語⾳處理、軟體⼯程等)。師資陣容堅強且具國際觀，學術與實務經驗豐富，與全球知名⼤學密切合作。斥資逾億
建構精良的實驗室設備，提供⼀流的學習環境，與台灣三⼤電信營運商之⼀的遠傳電信有密切的合作關係。畢業校友升學就業表
現極為優異，皆受產業界及學術界歡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請繳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4 元智⼤學 電機⼯程學系丙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rogram C)
系所分則
考⽣須具備中英⽂語⽂能⼒。本組教學與研究發展⽅向為：『半導體暨綠能』及『光機電系統與光資訊』等⼆⼤領域。其中『半
導體暨綠能』包含：薄膜技術、發光⼆極體材料及元件、有機光電半導體與元件、共軛⾼分⼦材料、顯⽰科技⾼分⼦材料、與奈
⽶科技、太陽能電池、光電半導體元件與製程等。『光機電系統與光資訊』包含：光學設計、光機設計、光學機構3D列印、單晶
⽚系統應⽤、⽣醫檢測、光纖感測、紅外系統⼯程、精密雷達及雷射雷達、⾼速半導體雷射、光學影像偵測、光學信號處理與識
別、⾊彩學、數位影像與計算照相術等。本系除了組建研究團隊，並集中資源建置該⼆⼤領域之教學與研發設備，結合產業界需
求，培養學⽣理論與實務並重，在全球化流通的趨勢下，除了使畢業⽣具備⼤電機領域專⻑，更特別加強學⽣的英⽂能⼒，以培
養⼤電機領域之國際流通⼈才。網址： http://www.eo.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75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請繳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說明或提供證明 4.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中⽂與英⽂能⼒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173 元智⼤學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班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Electrical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for
Bachelor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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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具國際聲望的雙語⼤學及應⽤導向研究型⼤學，所在的桃園地區是政府建構「亞洲矽⾕」的核⼼區域。本院教學與研究涵
蓋電機、通訊、光電、⼈⼯智慧等⼤電機領域，此領域產業為台灣主要經濟命脈之⼀。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台灣產業對於具備
聽、讀、說、寫英語能⼒的⼈才需求更顯殷切。本班除了使畢業⽣具備⼤電機領域專⻑，更特別加強學⽣的科技英⽂能⼒，培養
⼤電機領域的國際流通⼈才。專業課程設計包括⼤電機領域的基礎科⽬與專⻑學程，專業必修課程以英語授課為原則，強調整合
性與跨領域性的學習，提供團隊研究經驗與增進團隊溝通之能⼒，為學⽣邁向國際化奠定基礎。網址：
http://www.en.yzu.edu.tw/?page_id=1197，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79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
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
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
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選)：英⽂讀書計畫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與英⽂能⼒說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真理⼤學 Alethe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3
聯絡電話 886-2-26290228
傳真 886-2-86318024
地址 25103新北市淡⽔區真理街32號
網址 http://www.au.edu.tw
承辦單位 招⽣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ia.au.edu.tw/index.php?Lang=zh-tw
新⽣保障住宿，詳情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本校男⼥兼收，備有男⼥⽣宿舍，錄取僑⽣享有優先安排住宿之福利。本校極重視僑⽣的輔導與服務，有關⽣活適
應、獎助學⾦等事宜，請洽詢國際事務中⼼。⼆、本校現有⼈⽂、觀光休閒與運動、管理、財經、資訊與商業智慧等五個
學院，內含⼆⼗⼆個學系(組)及⼋個碩⼠班。 三、本校位於新北市淡⽔區，距離台北市中⼼僅23公⾥，搭乘捷運淡⽔線
即可連接，交通便捷，教學、運動、休閒等設施⿑全。 四、本校網址http://www.au.edu.tw。

1524 真理⼤學 宗教⽂化與資訊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學系創⽴於1996年，原名「宗教學系」，2008年起，更名為「宗教⽂化與組織管理學系」，2019年因回應社會實際需求，再
更名為「宗教⽂化與資訊管理學系」。現今共有10位專任教師，其中教授7位，副教授1位、助理教授2位，教師專業相當優異及
全⾯。本系將課程區分為「宗教理論與研究調查」、「宗教組織經營與資訊管理」、「⽂創產業與宗教藝術」、「⽣命關懷與⼼
理諮商」等四⼤模組課程。藉由各種理論及實務課程，以培養宗教學術研究、政府宗教⾏政、宗教團體與⾮營利組織經營管理、
宗教⽂創產業、殯葬產業、觀光領隊導遊、⼼理諮商等學術或實務專業⼈才。若欲進⼀步深造，則可報考本系碩⼠班或國內外各
⼤學相關研究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或社會賢達推薦函兩封為限。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若有相關證明資料，請⼀併附上，可成為加
分依據。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若有相關證明資料，請⼀併附上，可成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若有相關證明資料，請⼀併附上，可成為加分依據。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若有相關證明資料，請⼀併附上，可成為加
分依據。 8. ⾃傳(必)：含⽣平事跡、性格、主要專才、興趣、就學動機與⽬的、未來規劃等內容。
9. 讀書計畫書(必)：包括四年學習科⽬與閱讀資料之規劃。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25 真理⼤學 英美語⽂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學系旨在培養具備⼈⽂素養、獨⽴思考、國際視野之英語專業⼈才。課程設計著重於提升英語溝通能⼒、英美⽂學賞析能⼒、
英語應⽤能⼒與多元⽂化素養，以強化學⽣就業能⼒⾄不同產業別的公⽴或⺠營機構從事英語相關⼯作，亦或繼續英語專業領域
或相關跨領域之深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專題成果作品
(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 ⾃傳(選)：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8. 讀書
計畫書(選)：英⽂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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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 真理⼤學 應⽤⽇語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系所分則
短期：培養同學聴說讀寫能⼒ 中期：⿎勵同學進修，出國深造，邁向國際化 ⻑期：培養學⽣關懷社會，實現「全⼈教育」的⽬
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短期、中期、⻑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27 真理⼤學 ⼈⽂與資訊學系

(臺北) 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系所分則
本學系特⾊在於與⽂化資產、⽂化⾏政與⽂化產業領域有所接軌，其詳細說明如下：
(1) 透過⽂化研究、⽂化資產、⾏政等課程與實務訓練，提升⼈⽂素養，蓄積⽂化上之應⽤、企劃與執⾏⼒，並加強在地⽂化的
再利⽤能⼒。
(2) 強化學⽣「資訊」應⽤能⼒，而能勝任⽂化與資訊產業之資訊溝通或資料處理⼯作，進而成為跨領域的專才。
(3) 透過資訊軟體應⽤，提升學⽣鑽研或傳播⼈⽂知識之成效，累積⽂化產業⾏銷企劃所需創意與技能，進而開拓⽂化⾏銷與數
位創作的價值。
(4) 結合跨領域⼈⽂知識，透過語⾔與多元⽂化的實地訓練⽅式，培養具有國際觀的⼈才，因應全球化與多元⽂化社會之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專題成果作品
(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28 真理⼤學 台灣⽂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旨在培育台灣⽂學的創作、教學及研究⼈才。以華語教學為主，台語為選修課程。四年課程
涵蓋：散⽂、詩、小說、戲劇、⽂學理論、台灣語⾔與⽂化等六⼤領域。此外，本系與媒體傳播業、圖書出版業、廣告產業、影
視產業等⽂創事業合作，聘請業界主管⾄校任教，教導實務技能，並安排實習。歡迎有志於台灣⽂學及⽂字⼯作者，踴躍報考本
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請提出相關證明⽂件。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除上述如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或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外，若有其他如語⾔能⼒
或特殊表現有利申請之證明者，均歡迎附之。 5. ⾃傳(必)：請⼤略介紹讀書過程、興趣嗜好、社團經驗與未來展望等，以提供
相關審查之資訊。 6. 讀書計畫書(選)：對於未來四年的讀書依序在近程、中程及⻑程的規劃上為何(或可依⼊學後之⼀⾄四年級
的過程撰寫)？請簡要概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29 真理⼤學 ⼯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業管理與經營資訊之專業⼈才，重視倫理教育之確實養成，期望每位畢業⽣具備卓越之⽣涯與職場競爭⼒。
本系教育⽬標：
培養團隊學習態度、引導學習⼯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專業知識、深植專業領域之研討才能、培育專業倫理之⼈⽂素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專題成果作品
(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 ⾃傳
(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0 真理⼤學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為兼顧深度與廣度的課程規劃，培養企業管理通才中的專才，故特別著重理論與實務的配合，在⼤⼀⼤⼆的課程係為通才及
專業基礎教育，其⽬的在幫助同學確定⾃我興趣﹑性向及將來欲專攻的領域；而在⼤三﹑⼤四則提供同學多元 化的選擇，希望使
學⽣針對⾃我興趣與未來出路，做更深⼊而有系統的學習，除了可以使同學學有專⻑，並訓練學⽣思考邏輯，使學⽣進⼊企業後
能有解決問題的能⼒。此外，為了讓學⽣成為國家社會及企業組織的中流砥柱，本系亦開設許多國際企業管理、商管英⽂以及企
業倫理與國際禮儀等課程，以培養學⽣成為具有國際觀、有教養之全⽅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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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選)：中⽂
⾃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1 真理⼤學 資訊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能應⽤資訊科技以創新商業管理之資訊管理專業⼈才。本系擁有專業師資，專⻑涵蓋資訊科技與商業管理，讓學⽣能跨領域
的學習。在課程設計上著重在資管應⽤、智慧商務、電商⾏銷以及服務創新等⾯向。透過校內專業的學習以及校外的資訊競賽與
產學合作建⽴學⽣未來的就業⼒。此外，學校提供國際交換⽣或雙聯學制的學習管道，讓學⽣能有與國際學術交流的經驗，累積
其國際觀。未來就業除了進⼊傳統產業或資訊科技產業以外，也可以參加公職考試與研究所升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傳(必)：⾃傳須包含考⽣基本資料以及
相關經歷。 6.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須包含申請動機與⼤學四年規劃。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2 真理⼤學 會計資訊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培養學⽣能「有效運⽤資訊⼯具，迅速取得會計數字，正確讀取會計語⾔，判斷攸關會計資訊，提供決策
者及利害關係⼈作出正確決策」的財務會計、會計資訊、審計及稅務等專業⼈才。著重實習課程，強化學習成效，提⾼學⽣理論
與實務之專業能⼒，輔以學⽣考取會計師、記帳⼠、內部稽核師或⾦融服務等相關專業證(執)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8. ⾃傳(必)：含⾼中學習經歷、報考動機、未來學習⽬標。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3 真理⼤學 財務⾦融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因應⾦融市場⾃由化與國際化之趨勢，本系擬招收對財務⾦融資訊具有敏銳觀察⼒，並希望培養
具財⾦分析能⼒，有志從事財⾦⼯作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 ⾃傳(必)：學⽣⾃述。 8. 讀書計畫書(必)：⼤學四年規劃。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4 真理⼤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系所分則
本系學⽣均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旨在培養從事「國際貿易與⾦融」和「國際企業經營」的管理⼈才，迄今畢業系友已達約⼀萬
⼈左右，表現甚為傑出。其中有擔任航空公司董事⻑者，⾦控公司董事⻑者，五星級飯店董事⻑者，更多的是擔任貿易公司董事
⻑，在各⾏各業都有極優異的表現。 國際貿易學系畢業⽣具有廣泛、絕佳的就業機會，包含服務於貿易公司、物流公司、商業銀
⾏、證券公司、船務公司、空運公司、報關⾏以及政府關務⼈員等等。 國際貿易學系師資均來⾃於海內外不同領域的專家及學
者，九⼈獲有博⼠學位並多具實務經驗，使系上學⽣在四年的求學⽣涯中，理論及實務都能兼備。加⼊國貿系是您將來順利就業
及升學的最佳選擇，歡迎您加⼊我們的⾏列。如需更多資訊，請參閱本系網址：https://itrade.a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專題成果作
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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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5 真理⼤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Tax Planning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以培養理財及優質稅務管理⼈才。在理論⽅⾯，將公部⾨理財的理論知識與分析⼯具融⼊私
部⾨理財內容中，使得個⼈、家庭與公司的理財規劃更加全⾯與完整。在實務分⾯，本系在四年級開設實習課程讓學⽣⾄公部⾨
的稅捐機構實習、以及⾄私⼈部⾨的記帳⼠事務所及會計師事務所實習，此⼀公、私部⾨兼具的實習課程是本系所特有，使理財
與稅務規劃學系更能體現全⽅位的完整理財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相關證照或
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6 真理⼤學 法律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Law

系所分則
1.本系除有基礎法律課程外，亦開設有專業選修課程。 2.本系亦開設有法律實習課程。 3.本系亦要求學⽣參與法律扶助與法治教
育⼯作。 4.本系亦有實習法庭供學⽣實際操作。 5.本系亦開設有學碩⼠五年⼀貫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8. ⾃傳(選)：學⽣⾃述。 9. 讀書計畫書(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7 真理⼤學 經濟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培養能獨⽴思考，⽤嚴謹邏輯正確分析問題，並且能夠正確而迅速解決問題能⼒之 財經專業
⼈才。 本系辦學特⾊: 1.本系設有碩⼠班，並⿎勵學⽣申請「五年⼀貫」修讀計畫，使學⽣能在五年內取得學、碩⼠學位，並設
有管理經濟學程，修讀完畢可領取修業證書。 2.定期舉辦財經專業知識競賽、職涯探索競賽，皆頒予獎狀獎⾦；並邀請學⻑姊返
校分享讀書及⼯作經驗，推動學⽣提早規劃未來的藍圖。 3.本系如同⼀個溫暖⼤家庭，⽼師適時給予學⽣輔導與關懷，重視全⼈
教育，落實本校愛與關懷之宗旨。黃亮洲⽼師提供⽂殊獎學⾦，⿎勵學⽣認真向學。 真理經濟歡迎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4. 專題成果作品
(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6.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7. ⾃傳(必)：⾃傳請簡要敘述家庭狀況、成⻑背景、⽣涯發展規劃等。 8. 讀書計畫書
(必)：簡要說明未來⼤學四年規劃。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8 真理⼤學 觀光事業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Tourism
系所分則
特⾊⼀：堅強的師資陣容：本系現有專任教師11位，其中教授2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6位、講師1位；兼任教師共6位。 特⾊
⼆：課程設計多元且以實務為導向：本學系專業課程規劃分為「觀光旅遊」與「餐旅管理」等兩⼤領域，課程符合國內社會發展
所需。 特⾊三：加強外國語⽂之訓練：本系特別聘請專兼任留學英美、⽇本、韓國等教師，來提昇學⽣之外語能⼒，且積極⿎勵
學⽣參與本校姊妹校之學⽣參與交換學⽣。 特⾊四：重視實務訓練與就業媒合：本系規劃學⽣⾄觀光相關⾏業實習400個小時，
並提供符合學習⽬標之相關實習場所(如：飯店、旅⾏社、航空公司…等)，⿎勵學⽣參與實務專業訓練，加強未來進⼊職場就業
能⼒。並定期邀畢業系友回校進⾏就業媒合。 特⾊五：堅強的校友網絡：本系為國內歷史最悠久之觀光事業學系，⽬前有許多畢
業系友在旅⾏業、航空業、旅館業、教育界都從事重要職務，故使本系具備堅強的校友網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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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專題成果作
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8.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9. ⾃傳(必)：中⽂和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10.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英⽂讀書計畫書得選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39 真理⼤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Tourism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在臺灣台北校區上課。強調數位資訊科技在觀光旅遊及餐旅管理相關領域之應⽤，期許有效整合觀光領域專業知識與數位資
訊科技應⽤發展，以提升畢業⽣專業性與競爭⼒。 本系擁有堅強師資，專業教室、新穎設備、完整課程規劃流程與⾏政制度。學
⽣畢業後可報考國內外⼤學校院觀光休閒管理資訊等相關系所，或投⼊職場在飯店旅館業、航空業、餐飲業、旅遊業、資訊業、
休閒⽂創業等相關⾏業⼯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3 真理⼤學 運動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Spor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常重視學⽣全球化適應能⼒並致⼒成為亞洲頂尖運動管理科系，培育全⽅位運動企業⼈才。所有課程皆於淡⽔校區上課。
本系部分課程涉及運動技能操作。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應⽤，積極與運動休閒產業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促進校內外運動管理實習
機會，畢業需完成400小時實習時數與通過初級英語檢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 ⾃傳(必)：600字以內之中英⽂⾃傳擇⼀繳交。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擇⼀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4 真理⼤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Spor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重視學⽣學習之規劃，落實每個學習階段專業技能的要求，包括廣播節⽬製作與新聞採編實
務，學⽣實習成果、3D建模、影⽚專題等。舉辦各階段成果發表會，培養學⽣學習技能成果發表的能⼒。本系的學習精神，在於
培養學⽣多元學習、整合、運⽤能⼒，具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選有利於⾃⼰審查的證明。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等(選)：⾃選有利於⾃⼰審查的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選有利於⾃⼰審查的證明。 6. 相關證照或
檢定證明(選)：⾃選有利於⾃⼰審查的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選有利於⾃⼰審查的證明。 8. ⾃傳(必)：中英
⽂學⽣⾃述，600字以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46 真理⼤學 ⾳樂應⽤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Applied Music
系所分則
⼀、依⼀般限制。⼆、本系分「演奏教學組」、「⾏政管理組」兩組，考⽣須擇⼀報考，並於作品資料封⾯註記組別。三、申請
本系者，需上傳個⼈資料與作品並經過審查，且具中⽂溝通能⼒。四、主副修樂器項⽬包含鋼琴、管⾵琴、聲樂、小提琴、中提
琴、⼤提琴、低⾳提琴、小號、⻑號、法國號、上低⾳號、低⾳號、⻑笛、雙簧管、單簧管、薩克管、低⾳管、打擊樂其中之
⼀。五、⾳樂應⽤學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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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5. 作品集(必)：個⼈作品 (佔70%)：
1.演奏教學組：
◎主修器樂與聲樂者，需上傳本⼈演奏∕唱之影⾳檔案。 其中主修器樂需演奏⾃選曲⼀⾸或⼀樂章。主修聲樂需演唱中⽂或外⽂
(義、德、法、 英、拉丁、西班⽛⽂)歌曲(含歌劇、神劇、藝術歌曲)⼀⾸。
◎主修理論作曲需上傳所創作之鋼琴作品⼀⾸之樂譜。
2.⾏政管理組：上傳與⾳樂⾏政相關之表演活動企劃案⼀件。 6. ⾃傳(必)：中⽂⾃傳(佔 30%)，詳述個⼈學經歷，以及未來讀
書計畫。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304 真理⼤學 資訊⼯程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設⽴之宗旨在培育資訊⼯程⼈才,使其具備資訊科技軟硬體專業素養,理論與實務能⼒兼備,並具有終身學習能⼒及良好之品格,
以滿⾜資訊社會之需求。此外,本系「系所合⼀」,積極⿎勵學⽣申請「五年⼀貫」攻讀計畫,可於五年內直接取得學⼠與碩⼠學
位。本系並於2013 與 2015 年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之「國際⼯程教育認證」。通過此認證除代表本系教學品質之保證
外;本系畢業⽣之學歷更為國際所認可,可於眾多國家直接申請⼯程師專業證照及就業。更多資訊請參閱本系網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的校內外活動成果或競賽得獎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5 真理⼤學 航空事業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Air Transport Industry
系所分則
航空事業學系設⽴宗旨：配合航空運輸發展及其觀光旅遊發展政策，培育航空運輸產業專業⼈才，期許學⽣朝向具備專業職能、
職場倫理，以及國際視野之多元專⻑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繳交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可繳交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8.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
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英⽂⾃傳得選繳。 9.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03 真理⼤學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 Department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Actuarial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學系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符合時代潮流並具備公⺠素養的⼤數據實務、統計精算之專業⼈才。」⽬標乃希望讓學⽣擁有數據
分析及統計精算的專業素養，以提升未來職場的就業⼒，或奠定在未來學術領域深造的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繳交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傳(選)：中⽂或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5.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畫

⻑榮⼤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6
聯絡電話 886-6-2785123
傳真 886-6-2785601
地址
71101臺南市歸仁區⻑⼤路1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cjcu.edu.tw
承辦單位 ⼊學服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服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dweb.cjcu.edu.tw/overseas_student/article/2855
宿舍 四年住宿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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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須知： （⼀）⽇間部新⽣⼀律住校。（⼆）本校鄰近台南⾼鐵站，台鐵⽀線⾏經本校，並設置「⻑榮⼤學
站」，交通極為便利。（三）本校是亞洲基督教⼤學聯盟(ACUCA)會員學校之⼀，與美、法、奧、加、⽇等世界各校締
備註 結姊妹校(100餘所)，密切國際合作與交換學⽣（四）本校訂有英語及資訊⼒畢業條件，詳情請參閱語⽂教育中⼼及計網
中⼼網站。（五）本校為基督教⼤學，重視⼈⽂與教會關懷精神。 ⼆、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本
校學⼠班者，於原學分總數外，應⾄少增修12個學分。
1604 ⻑榮⼤學 ⼟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Dept. of Land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地管理觀念及開發技術之專業⼈才為⽬標，未來畢業⽣可報考不動產估價師、都市計畫技師、不動產經紀⼈、地
政⼠及地政、都市計畫類科等國家考試；或於建設、估價、仲介、代書、代銷、⼯程顧問、營造及物流公司任職；或續於國內外
相關研究所深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得獎紀錄、特殊能⼒證明、參賽證明等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
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00 ⻑榮⼤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需具備中⽂聽、說、讀能⼒可適應者。
2.本系培育學有專精之管理⼈才，可擔任業界⾏銷、資訊、⼈⼒資源或⽣管與品保⼈員。課程設計以五管知識為基礎，發展數位
經營及⾏銷⼆⼤特⾊領域，並致⼒打造理論與實務兼備的教學環境，重視產學合作、實習、證照等多元化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
等 5.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05 ⻑榮⼤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1.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2. 本系以培育具備企業倫理與服務敬業之財務⾦融專業⼈才為教育⽬標。3.課程主
要分為公司財務模組、⾦融服務模組、投資資訊模組以及不動產開發與⾦融跨領域模組。4.本系重視產學合作，學⽣可於暑假或
⼤四選擇⾄⾦融業或會計師事務所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傳(必)：中⽂⾃學
⽣⾃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03 ⻑榮⼤學 航運管理學系 Dept. of Aviat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是培養海運及空運專業⼈才之科系，⾃⼤⼆起，學⽣可依興趣選擇主修海運或空運。本系重視實務訓練，於暑假期間安排學
⽣⾄航空站、航空公司、碼頭、海運公司、貨物承攬運送公司等航運相關單位實習。⽬前畢業校友多返回僑居地就業於航運相關
企業，如澳⾨航空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01 ⻑榮⼤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1. 國際企業管理 2. 國際⾏銷管理 3. 國際貿易。⼆、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
表現)證明(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得獎紀錄、特殊能⼒證明、參賽證明等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
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05 ⻑榮⼤學 創新應⽤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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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2. 本系教育⽬標：培育具備服務/倫理/創新素養之創意應⽤與電⼦商務經營管理⼈才。
(1)網路讓全球企業聯繫起來，具備電商數位能⼒與創新應⽤的個⼈，將是創新商業經營模式競爭架構下的主流⼈才。
(2)本系兩⼤核⼼課程模組：「創意應⽤」與「電商經營」，強調創意發想的啟發與創新應⽤能⼒的實踐，幫助企業進⾏實體與虛
擬雙向整合。
(3)創意應⽤與創新實踐無所不在，企業創新範疇即涵蓋科技、產品、服務、流程、組織、與商業模式等項⽬的創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02 ⻑榮⼤學 會計資訊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會計專業⼈才(⼆)專業選修課程加強與職能之連結，分為稽核模組及稅務帳務模組(三)寒暑假及⼤四有機會⾄會
計師/記帳⼠事務所實習(四)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在校履歷 4. ⾃傳(選)：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13 ⻑榮⼤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Dept. of Tourism,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1. 觀光管理 2. 餐飲管理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或得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
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63 ⻑榮⼤學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中⽂聽、說、讀、寫能⼒須能適應。（⼆）本系課程包含實驗課程，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
技能，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競賽獲獎證明、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證明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65 ⻑榮⼤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中⽂聽、說、讀、寫能⼒須能適應。（⼆）課程包含多⾨實驗及實習科⽬，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
與實驗技能，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及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必)： 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64 ⻑榮⼤學 健康⼼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課程包含實驗及實習科⽬，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及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競賽、獲獎證明、社團參與、志⼯、學⽣幹部、證照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
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99 ⻑榮⼤學 醫務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透過管理活動促進醫療服務品質與效率，期望甄選關⼼醫療衛⽣事務、具有愛⼼、願意關懷病⼈及家屬，具有良
好溝通能⼒與服務社會熱忱的學⽣。（⼆）本系⼤三升⼤四暑假需⾄醫療機構實習8週。（三）中⽂聽說讀寫需可適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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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
社團幹部等 5.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
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62 ⻑榮⼤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s Industry
系所分則
本學系課程設計著重基礎醫藥知識的培養與醫藥⾏銷管理實務、證照考試的訓練，使學⽣具備升學與就業所需之臨床、研發及產
業跨領域整合的專業素養，同時提供國內外產業與學術機構實習機會，選送學⽣國際交流，並與優良廠商建教合作，表現優異者
畢業即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傳(選)：中⽂學⽣
⾃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62 ⻑榮⼤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須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招⽣關懷⼈群健康，對服務⼈群有強烈意願者。（三）課程包含實驗及實習
科⽬，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及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選)：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
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11 ⻑榮⼤學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Health Care
系所分則
1.課程包含臨床實作科⽬，需運⽤肢體操作儀器，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2.需具備中英⽂聽、說、讀、寫能⼒可適應
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選)：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00 ⻑榮⼤學 蘭花產業應⽤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Orchid Industry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程以蘭花栽培實務、蘭花商務管理與蘭花⽣活應⽤為課程重點，結合台灣與⾺來西亞之教學研究能量以及國內、外產學合作
蘭園之實務實習，培育具有國際移動⼒之供應鏈管理與服務、展覽商務與管理以及⽣活美學與應⽤之蘭花產業應⽤國際⼈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93 ⻑榮⼤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1. 培養「新聞」、「公關廣告」、「⾳像傳播」領域之專業⼈才。 2. 訓育「平⾯」、「⾳訊」、「影像」
之能⼒。⼆、以上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競賽、獲獎證明、社團參與、志⼯、學⽣幹部、證照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
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95 ⻑榮⼤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招收關懷社會正義，對促進社會福祉有強烈意願，能深⼊⾃省並有志於服務⼈群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師⻑推薦函(選)：推
薦陳述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
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09 ⻑榮⼤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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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分兩組修課(1)藝術創作。(2)應⽤藝術。注重藝術創作訓練及應⽤。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作品集(必)：五張作
品照⽚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
（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12 ⻑榮⼤學 書畫藝術學系 Dep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s
系所分則
本學系以書畫創作與市場導向並重，追求清新⾼雅的⽔墨、書法、篆刻創作⾵格為教育⽬標，畢業後可獲得書畫藝術學⼠學位。
本系畢業學⽣已有作品於香港蘇富⽐拍賣會⾼價拍出，並連續三年獲全國學⽣美術⽐賽⼤專組第⼀名、⾏銷⽅⾯已超過千件，成
果豐碩。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作品集(選)：五張作
品照⽚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
（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96 ⻑榮⼤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班(數位媒體設計組)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需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數位媒體設計組以藝術美學為基礎，結合美藝理論與數位媒體之專業實務；應⽤於廣告商
展企劃、視覺設計、包裝設計、遊戲設計、數位媒體、網⾴設計、2D與3D動畫等⽂創與數位媒體產業，培育兼具⼈⽂思考、藝
術創意、美學素養、科技創新，並符合數位科技脈動，契合現代社會潮流的數位媒體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1. 中⽂相關證照或修課證明
2. ⽇⽂相關證照或修課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97 ⻑榮⼤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系所分則
（⼀）本系分語⽂模組、翻譯模組、觀光經貿模組，可供同學依興趣修習。（⼆）本系為語⾔類學系，聽、說、讀、寫、譯等五
項技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三）本系提供⽇本留學、⽇本實習機會，可供同學依未來志向選
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語能⼒檢定 4. ⾃傳(選)：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98 ⻑榮⼤學 應⽤哲學系 Dept. of Applied Philosophy
系所分則
⼀、本系以「哲學訓練、社會實踐」作為本系教育宗旨之精神指標。訓練學⽣具有哲學理性思辦能⼒，旨在學⽣具備參與社會的
實踐精神，期許本系學⽣致⼒於關懷社會⼈事物、重視⽣命價值以及連結社會族群⽂化。⼆、需具備中⽂聽說能⼒（佳），讀寫
能⼒（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94 ⻑榮⼤學 翻譯學系 Dep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系所分則
1.本系為語⾔類學系，聽、說、讀、寫、譯等五項技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2.考⽣分發後請儘速
與學系聯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師⻑推薦函(選)：推
薦陳述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競賽、獲獎證明、社團參與、志⼯、學⽣幹部等 5. ⾃傳
(必)：中⽂與英⽂學⽣⾃述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 中⽂相關證照或修課證明
2. 英⽂相關證照或修課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09 ⻑榮⼤學 運動競技學系 Dept. of Athletic Sports

系所分則
凡對提升本身運動競技能⼒、運動專任教練及運動指導有興趣，並具備中⽂聽、說、讀、寫能⼒者，歡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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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傳(必)：中⽂學⽣
⾃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4.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99 ⻑榮⼤學 台灣⽂化創意產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Taiw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系所分則
本學程是全國第⼀個⼯藝產品設計(實作)、台灣⽂化創意(⼈⽂)與藝⽂產業經營(產業)的真正「台灣⽂化創意產業」。邀請台灣多
位知名業師來校授課(吳宗賢-榮獲⽂化部頒發台灣⼯藝之家)。未來也將與台灣⼯藝研究發展中⼼、⽂化創意產業園區與創意產品
市集等實習合作機會，培育具備⽂化素養與公⺠覺醒的⼈才。
課程特⾊:
A模組:⼯藝產品設計(實作)-培養學⽣具有⼯藝產品設計專業知能及具有實務操作的能⼒。
B模組:台灣⽂化創意(⼈⽂)-培養學⽣可做為台灣⽂化結合產業之學習機會。
C模組:藝⽂產業經營(產業)-培養學⽣具有⼯藝產品設計與台灣⽂化產業之創意整合⾏銷
本學程相關資訊，請參閱網⾴:http://dweb.cjcu.edu.tw/tcci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8 ⻑榮⼤學 東南亞⽂化與產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and Industries
系所分則
⼀、本學程於2017年成⽴,我們的宗旨是培養多元⽂化理解⼒、跨國適應⼒及產業實務能⼒的⼈
才。東南亞深具發展潛⼒,我們重視其市場發展趨勢與⽂化多樣性,掌握趨勢與先機,積極與業界
建⽴實質教學合作,培練學⽣紮實實作⼒。根據學⽣發展需求,充分結合本校各學院系所專業學習
資源,利⽤彈性務實課程,培養學⽣學習跨⽂化能⼒、焦注問題解決、培練實踐膽識、練就跨國移
動⼒與膽識,模塑每名學⽣的獨特性。⼆、須具備中⽂聽說讀寫能⼒(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94 ⻑榮⼤學 職業安全與衛⽣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1. 本學系之教育⽬標在於培育職業安全與衛⽣專業⼈才，使學⽣了解職場中的物理性、化學性、⽣物性、⼈因性及社會⼼理性等
有害因⼦及理論，並熟悉評估職場危害的檢測技術，最後綜合所學來防⽌⼯作者的職業病與職業災害。
2. 本系重視學⽣的實務學習，不僅提供實習機會，並透過豐富的產學合作計畫帶領同學做深⼊且多元的實務實作，本系亦提供產
業界⼈員教育訓練及專業認證。
3. 詳細資料請⾄本系網⾴查詢。http://sites.cjcu.edu.tw/osh/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傳(必)：中⽂學⽣
⾃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02 ⻑榮⼤學 環境與⾷品安全檢驗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Environment and Food Safety
Laboratory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學程課程之設計⽬的在培養環境與⾷品安全檢驗與管理的專業⼈才，以符合產業需求。本學程課程特⾊為：
1. 理論與實務結合，增進畢業⽣就業競爭⼒。
2. 提供產業實習增進實務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傳(必)：中⽂學⽣
⾃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0 ⻑榮⼤學 消防安全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Fire Safety Science
系所分則
1. 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2. ⼤四下學期可選修⾄相關機構實習。
3. 本系包含多⾨檢測課程，操作消防相關設備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設備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技能，操作設
備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傳(必)：中⽂學⽣
⾃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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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88 ⻑榮⼤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班(互動設計組)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
Department of Interaction Design )
系所分則
需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互動設計組課程重點為「數位」、「互動」、「創意」以及「設計」。以資訊暨設計課程
為主軸，透過STEAM創新教學模式，跨域結合多樣化專業課程學習，藉由實作累積實務經驗。課程包括：裝置互動（六軸動感
平台、穿戴體感、⼿持裝置）及內容互動（網⾴、⼿機APP、3D遊戲）。並結合創意思考與設計美學課程。本組師資堅強，歡迎
有興趣的同學加⼊本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選)：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29 ⻑榮⼤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班(資訊⼯程組)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
系所分則
需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資⼯組適合對資訊有興趣之學⽣就讀，發展重點為⼈⼯智慧、物聯網與軟體設計。本組設
備新穎，學⽣可學到資訊領域的知識，⽇後可以成為資訊⼯程師、網路⼯程師、軟體⼯程師、物聯網⼯程師或多媒體設計師等，
就業與升學路途⼗分寬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競賽獲獎證明、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資訊作品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
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99 ⻑榮⼤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班(資訊管理組)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系所分則
需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機的時代，你可知指尖也可以滑出⾼年薪？你⼜可曾聽過零售商將尿布和啤酒陳列
在⼀起而能提⾼銷售量？資管組招收有志從事⼿機軟體設計以及數據分析與應⽤的優秀專業⼈才。課程結合⼿機APP設計、雲端
資料庫應⽤、資料探勘與分析、資料視覺化等訓練。畢業後可從事如APP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師、⼿機遊戲程式設計師、軟體
⼯程師、網站/網⾴⼯程師、系統分析/設計師、資料庫⼯程師/管理師、數據分析師、資料科學家、資料視覺化⼯程師、商業智慧
分析師等⼯作。就業與升學途徑⼗分寬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在校操⾏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社團幹部等 4. ⾃傳(必)：中⽂學⽣⾃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
外活動參與等)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7 ⻑榮⼤學 無⼈機應⽤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Applie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echnology )
系所分則
本學程培養無⼈機應⽤專業⼈才，藉由實務教育訓練學⽣具備以下能⼒:1)⺠航局無⼈機專業操作證。2)專業無⼈機的設計、開發
與製作。3)專業無⼈機任務規劃、執⾏與管理。4)無⼈機於各場域(綠能、消防、職安)應⽤規劃及取得資料的加值處理。學程之
課程設計著重產學合作與實務經驗培養，畢業⽣具備就業即戰⼒，成為無⼈機應⽤產業的中堅或創業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傳(必)：中⽂學⽣
⾃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64 ⻑榮⼤學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Gree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系所分則
本學系著重培養綠能與環境科學專業技術與規畫管理⼈才：
1.培養綠⾊能源相關理論、技術與實作兼具的專業⼈才，配合國家綠能政策，以及沙崙綠能科學城在地發展的特⾊，提供學⽣畢
業即就業的優勢就業⼒。2.培養跨領域的環境科學新⼈才，成為國家永續發展⽬標中重要的資源規劃管理階層。3.畢業⽣可報考
⾼普考、環⼯技師、環境教育⼈員、環境規劃師等相關證照，保障就業機會。4.本系⼤學部學⽣可預修研究所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含歷年成績、名次與全班⼈數） 3. ⾃傳(必)：中⽂學⽣
⾃述(包含個⼈簡介、家庭背景、報考動機、課外活動參與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世新⼤學 Shih Hs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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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48

聯絡電話 886-2-22368225

傳真 886-2-22362684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11604臺北市⽂⼭區木柵路⼀段17巷1號
網址 http://www.s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詳情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s://is.gd/Ya7Fv0
本校學⼠班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外，尚須依規定通過「英語能⼒」、「中⽂能⼒」、
備註
「資訊能⼒」、「思辨表達能⼒」、「⾃我管理能⼒」等基本能⼒檢定及學系畢業⾨檻，⽅可畢業。
1631 世新⼤學 新聞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系所分則
新聞學系聚焦理論與實務, 課程涵蓋傳統與數位新聞的重要概念與技巧的學習. 在當前快速變遷的傳播環境裡, 新聞系志在培育全
⽅位的新聞⼯作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能⼒表現證明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35 世新⼤學 圖⽂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Dept.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s and Digital Publish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攝影、設計為主軸，印刷為輔，出版為延伸。教學⽅法以實務與理論並重，與業界有緊密的專業實習合作與訓練，歡迎對
圖像創作有興趣的同學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申請動機)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36 世新⼤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Dep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公共關係及廣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溝通⻑才，注重策略與傳播相關知識，培育具有思考判斷與執⾏能⼒的全⽅位策略
傳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申請動機) 4. 讀書計畫書(必)：請簡短說明為何想要到臺灣
來求學，你期望世新能給你什麼？你期望在世新能學到什麼？你覺得⾃⼰還需要加強的地⽅在哪裡？你⼜打算如何加強它？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37 世新⼤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Dep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系所分則
本系原為口語傳播學系，旨在培育溝通、表達的專業⼈才。⾃2020年開始，更名為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主要是因應當代科
技快速發展，⼤眾暨各種公、私部⾨運⽤社群媒體進⾏溝通蔚為傳播潮流，故本系以傳播學中的修辭、溝通專⻑為核⼼素養，藉
由社群媒體，甚⾄全媒體實務操作的結合，以促成⼈與⼈之間的緊密連結，讓組織（譬如企業、家庭、政府單位等）運作更順
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能⼒表現證明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38 世新⼤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資訊設計與網站經營⼈才。課程學習以資訊媒體蒐集設計、組織整理、加值應⽤與網路傳播的技能，最終能從事網站規
劃、資訊⾏銷、知識管理、數位媒體、與網路傳播等多⾯向資訊傳播服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申請動機） 4. 讀書計畫書(必)：中⽂研讀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40 世新⼤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Arts (Division of Game Design)
系所分則
招收對數位科技、遊戲設計、互動裝置有興趣且具潛⼒之優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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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作品集(必)：作品集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
未來期望/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41 世新⼤學 傳播管理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在於提供跨領域的課程，以培養學⽣整合「傳播」與「管理」兩種專業知識的能⼒。本系培養之畢業⽣除了可選擇進⼊
媒體產業⼯作之外，亦適合進⼊⼀般企業的管理部⾨⼯作，以發揮其傳播管理⻑才，改善組織的經營績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42 世新⼤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培養具備資訊管理實務能⼒，能從事企業管理與決策⽀援之⼈才。
2.具備應⽤資訊⼯具能⼒，能從事企業軟體開發之⼈才。
3.能夠進⼀步從事學術與實務整合的⾼級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申請動機)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44 世新⼤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網路應⽤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Intelligent Network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1.培養具備網路科技實務能⼒，能從事電腦與網路技術研發之專業⼈才。
2.具備應⽤資訊⼯具能⼒，能從事網路系統開發之⼈才。
3.能夠進⼀步從事學術與實務整合的⾼級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申請動機)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46 世新⼤學 ⾏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在培育具有「思考⼒、判斷⼒、執⾏⼒」的全⽅位⾏政管理⼈才，核⼼基本能⼒包含公共管理能⼒、政策分析能⼒、問
題解決能⼒與⼈際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能⼒表現證明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47 世新⼤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課程包括三項領域：旅館管理，餐飲管理和旅遊服務業管理。 該課程的強調旅館管理、旅宿業創新經營管理、餐飲業管理、健康
休閒服務管理等。三年級的第⼆學期要求實習⼀個學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以中⽂書寫⾃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書寫申請動機及讀書計
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48 世新⼤學 觀光學系旅遊暨休閒事業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Travel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課程主軸包含旅⾏社與航空公司連接各觀光事業體為主軸。課程內容包含旅運經營學、航空票務管理、國際觀光產業實務（海外
參訪）、領隊導遊實務、節慶活動企劃與經營等。並設有基礎實習與進階實習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以中⽂書寫⾃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書寫申請動機及讀書計
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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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 世新⼤學 觀光學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課程主軸包含觀光吸引⼒規劃、觀光⾏銷企劃和觀光投資與開發三⼤⽅向。課程內容包括環境規劃、觀光資源規劃與管理、觀光
規劃、觀光活動⾏銷企劃、觀光投資與開發等。四年級下學期需參與畢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以中⽂書寫⾃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書寫申請動機及讀書計
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50 世新⼤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上，以「華⼈企業管理」及「創新與創業管理」為主軸，並追求專業與創新的核⼼價值。期能培養學⽣具備1.⼈際
溝通協調能⼒；2.創意思考與問題分析能⼒；3.管理技術應⽤能⼒；4.多元⽂化適應能⼒等核⼼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中⽂書寫申請動機及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51 世新⼤學 社會⼼理學系 Dept. of Social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於培養以社會學、⼼理學訓練為基礎，能配合社會脈動、針對當前社會議題從事學術研究或實務應⽤的跨領域專業⼈
才。 基於多元學科之科際整合與應⽤，以及對當前社會議題之關切與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中⽂書寫申請動機及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52 世新⼤學 英語暨傳播應⽤學系 Dept. of English and Applie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鍛鍊學⽣的專業外語能⼒，並培育⼈⽂素養，並將英語能⼒結合傳播專業知識及實務，形塑世新⼤學英語系的獨特性及
提昇經營亮點。順應全球化時代發展及媒體傳播時代的脈動潮流，為學⽣規劃符合未來職場跨域⼈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英⽂⾃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53 世新⼤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成⽴碩博班多年，師資陣容堅強，學⾵嚴謹篤實，古典現代兼具。本系造就中⽂研究⼈才，以及傳播、⽂創、華語教學等項
⽬從業⼈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54 世新⼤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特⾊除了培養⽇本語⾔⽂化、⽂學等知識外，並發展媒體、觀光、貿易等專業課程，輔以⽇語沉浸園、⽇語導遊義⼯隊
等，加強學⽣的實務應⽤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4. 讀書
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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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2-77364604

- 第 252 ⾴ -

傳真 886-2-25855215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10452台北市中⼭北路三段40號

網址 http://www.ttu.edu.tw
承辦單位 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turule.ttu.edu.tw/rulelist/showcontent.php?rid=892
宿舍 新⽣保障住宿
本校由林尚志先⽣創⽴於1956年，並以⼯程、設計及商業管理為主要領域。本校與許多公司產學合作密切，為國內知名
的建教合⼀、研究發展的優質⼤學，學校特⾊為:1、本校位居臺北市中⼼，校區緊鄰北美館及花博公園，步⾏可⾄⺠權西
路、圓⼭及中⼭國小捷運站，⽣活機能完善，是有志向學者的理想學習環境。2、本校建校60多年來以培養國家發展所需
的科學家、設計師、⼯程師與事業經營者著稱，傑出校友遍佈產官學研各領域。3、辦學績效優異，榮獲教育部⾼等教育
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各系所皆通過教育部系所評鑑與 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並榮獲德國紅點(Red Dot)、iF設計評
備註
⽐優質設計學校，更多次榮獲中國⼯程師學會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4、積極發展與海外姊妹校之雙向交流，並
與國內外⼀流企業進⾏密切產學交流，培育務實致⽤⼈才。5、獎助學⾦：僑⽣及港澳地區學⽣⼊學獎學⾦、品學兼優獎
學⾦、學業成績進步獎學⾦、出國獎學⾦、教育部核發⾼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助學⾦、教育部補助⼤學校院設置研究
所優秀僑⽣獎學⾦、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僑⽣回國就讀⼤學校院獎學⾦、僑務委員會補助僑⽣⼯讀⾦、僑務委員會獎勵學
⾏優良僑⽣獎學⾦等。
2386 ⼤同⼤學 機械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學系介紹：本系於2021年由機械⼯程學系與材料⼯程學系合併，設⽴⼤學部、碩⼠班及博⼠班。以培育具國際視野、主動創新、
務實致⽤之機械與材料⼯程專業⼈才，注重動⼿實作、跨域學習與團隊合作，⿎勵學⽣參與專題研究與產學合作。因課程有⼯廠
實習及學習機器操作，考⽣宜考量身體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89 ⼤同⼤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學系第⼆類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學系介紹、教學與課程特⾊:本系通過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領域涵蓋化⼯製程、能源技術、⾼分⼦應⽤、⽣物化學、⽣醫
材料、植物組織培養、⾷品與製藥等領域，培育學⽣具備基礎學識理論。透過實作課程訓練學⽣具備發掘問題、分析整合與運⽤
⼯程技術之能⼒。⿎勵系統性及深⼊思考、有效團隊溝通、互助合作、啟發創新精神。強化英、⽇語能⼒，培養國際視野。強調
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提供多元學習歷程，發展健全的身⼼與奮發進取的終身學習信念。⼤學成績優秀之學⽣，可申請於五年內
拿到學、碩⼠學位，並設有⼤學部推薦甄試（含五年⼀貫）獎學⾦等供學⽣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81 ⼤同⼤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學系第三類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學系介紹、教學與課程特⾊:本系通過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領域涵蓋⽣物化學、⽣醫材料、化⼯製程、能源技術、⾼分⼦
應⽤、植物組織培養、⾷品與製藥等領域，培育學⽣具備基礎學識理論。透過實作課程訓練學⽣具備發掘問題、分析整合與運⽤
⼯程技術之能⼒。⿎勵系統性及深⼊思考、有效團隊溝通、互助合作、啟發創新精神。強化英、⽇語能⼒，培養國際視野。強調
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提供多元學習歷程，發展健全的身⼼與奮發進取的終身學習信念。⼤學成績優秀之學⽣，可申請於五年內
拿到學、碩⼠學位，並設有⼤學部推薦甄試（含五年⼀貫）獎學⾦等供學⽣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3 ⼤同⼤學 ⼯程學院學⼠班 First-year Engineering Undeclared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校位居台北市中⼼，鄰近花博公園、台北⾞站、⺠權西路捷運站、圓⼭捷運站、中⼭國小捷運站，⽣活機能完善，是理想的學
習環境。本班基於培育⼤⼀基礎專業通才之⼯程教育理念，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使學⽣能於⼤⼆分流時⾃由選擇⾃⼰理想的專
業領域，包括機械與材料⼯程、化學⼯程與⽣物科技，亦可選擇轉系⾄電機及資⼯等相關科系。轉系與修業規定依各科系之辦法
實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或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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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8 ⼤同⼤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學系介紹:本系課程規劃由基礎⾄實務以循序漸進的⽅式授與專業課程，提升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通過IEET認證
(https://www.ieet.org.tw)，教學品質有保證。除電機基礎必修課程外，規劃七⼤學程：電⼒能源、控制系統、計算機與網路、
積體電路、通訊與訊號處理、天線與微波⼯程、光電半導體。學⽣須選修⾄少⼀學程，亦可依興趣選修，以提升主修領域之深度
與知識之廣度。教學注重理論與實務並⾏，認真⽤⼼，實驗設備完善，畢業⽣進修或就業極具競爭⼒。良好國際交換學⽣環境，
設有出國獎助學⾦獎勵優秀學⽣出國進修。對於⼤學部優秀應屆畢業⽣修讀本系碩⼠班設有優秀研究⽣獎學⾦，此外同學可申請
於5年內取得學、碩⼠學位(五年⼀貫)。歡迎有志學⽣，加⼊本系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排名及百分⽐。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必) 5. ⾃傳(必)：中⽂或英⽂⾃傳擇⼀。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1 ⼤同⼤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學系介紹:本系課程涵蓋軟體/硬體設計、網路通信、影像處理、⼈⼯智慧、物聯網與資訊安全等領域，⽬前提供⼈⼯智慧、物聯
網與資訊安全等3個學程。除了理論基礎外，本系課程特別注重實作。軟、硬體實驗室設備⿑全，除了基本軟、硬體課程搭配實
驗外，進階專業選修課程也搭配實驗，如資訊安全實驗、RFID實驗、電腦視覺實驗、嵌⼊式系統實驗等。本系研究所設有碩⼠
班與博⼠班，讓有志鑽研資訊科技的學⽣繼續攻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
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59 ⼤同⼤學 事業經營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校近台北⾞站及捷運圓⼭、⺠權西路、中⼭國小站。本系教育⽬標在培育具國際觀、善溝通協調且富執⾏⼒之事業經營⼈才。
課程特⾊：1.注重語⽂訓練：增強英⽇⽂等外語能⼒。2.理論與實務並重：專任教師多半具實務或⾏政經驗並積極引進業師，提
升學以致⽤能⼒。3.課程結合實作競賽：透過⾏銷、創業、個案策略分析等競賽強化就業⼒。4.職場實習：延伸學習場域到產
業，提前體驗職場。5.外語專業期刊研讀：培養閱讀專業期刊能⼒及終⽣學習⼒。6.以學程強化專業能⼒：設有會計財經、⾏
銷、外語授課之國際經營學程，深化專業能⼒與就業⼒。7.跨領域專業：強調多元學習，打造全⽅位π型⼈。8.⿎勵持續深造：直
攻碩⼠班，5年取得學碩⼠。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選)：中⽂或英⽂⾃傳擇⼀。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26 ⼤同⼤學 資訊經營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學系介紹:⼀、課程規劃分為三個學程：⼤數據、企業電⼦化和⼈⼯智慧。1.特⾊特程包括企業資源規劃、商業智慧、⼿機程式設
計、巨量資料分析和⼈⼯智慧等課程。2.教授之學術專⻑結合與業界需求結合，並依專⻑成⽴特⾊實驗室，軟硬體設備充⾜。
⼆、研究與發展1.建⽴核⼼競爭⼒，獎勵考取專業證照。2.⻑期與業界進⾏產學合作，⿎勵所學即所⽤。3.與國外學校簽訂姊妹
校、交換學⽣與教授互訪。三、升學與就業出路1.系統開發：如軟硬體設計與銷售、系統維護與整合、資訊安全、系統開發與設
計等⼯作。2.資訊服務：如商業流程管理、決策分析、企業電⼦化、ERP等⼯作。3.⾃⾏創業：如電⼦商務、網路⾏銷等。4.繼
續升學：繼續攻讀資訊與管理⽅⾯之碩博⼠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
(選)：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中⽂或英⽂⾃傳擇⼀。 6. 讀書計畫書(選)：中⽂或英⽂讀書計劃書擇⼀。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0 ⼤同⼤學 應⽤外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外語專業訓練為基礎，以培育實⽤之外語⼈才。本系也⿎勵學⽣跨領域學習。專業課程多為職場取向的實務型課
程，分為商業專業外語、翻譯、外語教學三⼤領域。本系與⽇本橫⼿市市政府簽訂產學合作，每年提供海外實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照⽚。
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25 ⼤同⼤學 ⼯業設計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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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設計學系介紹:本系成⽴於1973年，為台灣最早設⽴⼯業設計學系的學校。本校獲評為亞太區前10名、全球前20名設計學
校。教育⽬標在於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嚴謹邏輯思考能⼒及深厚美學素養之產品設計與開發⼈才。教學特⾊注重實務與理論的
結合、小組教學讓學⽣獲得充分的個別指導、多元之學習領域、國際交流機會多幫助學⽣拓展國際視野、配合業界需求之職能教
育。本系有⼯廠實習及學習機器操作，考⽣宜考量身體活動能⼒，並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4. 作品集(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0 ⼤同⼤學 ⼯業設計學系第2類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業設計學系介紹：本系成⽴於1973年，為台灣最早設⽴⼯業設計學系的學校。本校獲評為亞太區前10名、全球前20名設計學
校。教育⽬標在於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嚴謹邏輯思考能⼒及深厚美學素養之產品設計與開發⼈才。教學特⾊注重實務與理論的
結合、小組教學讓學⽣獲得充分的個別指導、多元之學習領域、國際交流機會多幫助學⽣拓展國際視野、配合業界需求之職能教
育。本系有⼯廠實習及學習機器操作，考⽣宜考量身體活動能⼒，並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4. 作品集(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1 ⼤同⼤學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 Dept. of Media Design, Interaction Design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校獲評為亞太區前10名、全球前20名設計學校，位處台北市區精華地段，交通便利、⼈⽂薈萃。課程包含基本設計、設計美
學、互動設計、⼈機界⾯、使⽤者經驗、設計⽅法、攝影學、⾊彩設計、互動網⾴設計、⼿持應⽤程式設計、數位建模、電腦動
畫製作、數位⾳樂等課程。⿎勵學⽣參加國內外展演與設計競賽，協助拓展⼈脈與增加產學交流。廣邀具豐富實務經驗之業界⼈
⼠共同授課，建⽴產學合作平台，發掘學⽣潛⼒，培養適性專⻑，以滿⾜未來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
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作品集(選) 9. ⾃傳(必)：中⽂⾃傳需含
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英⽂⾃傳需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為必繳，英⽂讀書計畫書為選
繳，均需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2 ⼤同⼤學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Dept. of Media Design, Digital Game Design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校獲評為亞太區前10名、全球前20名設計學校，位處台北市區精華地段，交通便利、⼈⽂薈萃。課程包含基本設計、設計美
學、遊戲設計、桌遊設計、情境腳本、設計⽅法、攝影學、⾊彩設計、互動網⾴設計、⼿持應⽤程式設計、數位建模、電腦動畫
製作、數位⾳樂等課程。⿎勵學⽣參加國內外展演與設計競賽，協助拓展⼈脈與增加產學交流。廣邀具豐富實務經驗之業界⼈⼠
共同授課，建⽴產學合作平台，發掘學⽣潛⼒，培養適性專⻑，以滿⾜未來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
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作品集(選) 9. ⾃傳(必)：中⽂⾃傳為必
繳，需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英⽂⾃傳為選繳，需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為必繳，英⽂讀書計
畫書為選繳，均需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華⼤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50
聯絡電話 886-3-5186221
地址 30012 新⽵市五福路⼆段707號
網址 http://www1.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試務與招⽣專業化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學校基
本資料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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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5377360

中華⼤學於1990年成⽴，在歷來董事會及校內主管精⼼擘劃之下，學校有下述成果與特⾊： 1.就業型三⾼學府: 依據教育
部、104⼈⼒銀⾏、1111⼈⼒銀⾏最新調查顯⽰，中華⼤學畢業⽣具有「就業率⾼、薪資⾼、企業滿意度⾼」的三⾼表
現。其中，本校學⽣就業率為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綜合型⼤學第1名，在104⼈⼒銀⾏統計中，有超過半數畢業⽣平均薪
資⾼於全國私⽴⼤學畢業⽣平均薪資，並已連續5年名列1111⼈⼒銀⾏企業最滿意私⽴⼤學前10名。 2.⽵苗地區唯⼀取得
國際AACSB及IEET雙認證私⽴⼤學 中華⼤學為⽵⽵苗地區唯⼀獲得美國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AACSB）認證及中華⼯
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之私⽴⼤學。學⽣修得之學位、學分可以通⾏全球。 本校管理學院不僅躋身世界前5%頂尖商
管學院之列，2020年英國⾼等教育調查公司QS評⽐中，本校躍進亞洲地區⼤學前450名，亦名列台灣綜合型私⽴⼤學第
11名。 3.本校設有資訊電機學院、管理學院、建築與設計學院、⼈⽂社會學院、觀光學院及創新產業學院等6個學院、共
28個學系/學位學程，專任教師230⼈，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達90%以上，學⽣⼈數約6500⼈之⼤學(含有學位陸⽣、短期
研修陸⽣交流⽣，並有近300餘國際學位⽣、僑⽣、港澳⽣、華語⽣及海青班學⽣)，在國際化推動成效榮獲教育部獎助全
備註 國⾼教體系通過計畫之優異⼤學。 4..⾥程碑: ◾世界⼤學排名中⼼（CWUR）2019-2020年全球前2000⼤⾼等學府排名，
本校排名世界前2000⼤，躋身全球前10%卓越⼤學。◾英國QS評⽐，本校躍進亞洲地區⼤學前350名，名列台灣綜合型私
⽴⼤學第9名。◾1111⼈⼒銀⾏2019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9名。◾獲得教育部⼤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補助。◾
遠⾒雜誌「2017台灣最佳⼤學」TOP 20國際化⼤學。◾1111⼈⼒銀⾏2020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10名。◾全台灣第⼀
所取得美國國際AACSB新制認證之私⽴⼤學，管理學院躋身世界頂尖前5%商管學院之列。 5.僑⽣專責單位：本校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專責協調校內各單位與資源，針對僑⽣在出⼊境申請、學習輔導及⽣活輔導等各⽅⾯協助。 6.本校設有教
學助理TA、諮商輔導中⼼、⽣活輔導組及住宿輔導組，對於學習及⽣活⽅⾯提供協助。 7.每學期學雜費：資電學院、建
築與設計：新台幣54,580元；管理及觀光學院：新台幣47,821元；⼈⽂社會學院：新台幣47,142元(平安保險費新台幣
300元/每學期)。2021學年實際收費請以本校網⾴公告為準。 8.住宿費：依宿舍別有不同收費標準，費⽤為每學期新台幣
8,400~18,600元(內含網路及熱⽔費⽤，但冷氣費⽤另計) 。 9.住宿⽅⾯，新⽣均已保留床位，宿舍內床具、書桌椅、櫥
櫃、宿舍網路及冷氣⼀應俱全。
1701 中華⼤學 資訊⼯程學系資訊應⽤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Applied
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本組培育具優秀實務能⼒之資訊軟體應⽤⼈才，如⾏動裝置APP、遊戲與機器⼈程式設計及多媒體技術與應⽤等。本系有地區性
之私⽴⼤學資訊領域最佳師資陣容，與新⽵科學園區廠商產學合作互動頻繁，積極與新⽵地區科研機構及其他⼤學學術交流。
(03)5186417, http://cs.c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2 中華⼤學 ⼯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旨在培育實務與理論兼具之⼯業管理⼈才，除了重視傳統⼯業管理領域之外，並著重於產業系統管理與⼯商服
務管理之跨領域整合，包含產品與組織的創新管理、⽣產系統最佳化設計、綠⾊供應鏈規劃與設計、專案管理、資訊管理系統與
⼈因設計及安全照護等，期能培養學⽣在技術⾯與管理⾯整合之專⻑，管理學院於2016年取得美國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
（AACSB）認證，躋身世界頂尖前5%商管學院之列。未來就學與就業之路相當寬廣。本系聯絡電話：03-5186592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56 中華⼤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division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公⺠營企業及⾏政機構通才性管理能⼒之培育，專業課程規劃包括⾏銷、⼈⼒資源、電⼦化企業及財經等領域，學⽣能
從課程中培養企業系統整合能⼒，並從中了解企業運作所需知識與技能，能擔任企業相關⽣產、⼈資、財務管理、⾏銷管理等職
務。系辦聯絡電話：03-5186550，E-mail：mba@c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77 中華⼤學 財務管理學系財務⾦融管理組 Dept. of Finance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需略懂中⽂書寫。本系旨在培養公司財務、財富管理及⾦融服務業等專業⼈才，歡迎未來有志從事財務⾦融相關領域（銀⾏業、
證券業、保險業、投資信託業、會計稅務業、政府財會稅、公司財會及公司⾏政事務等）⼯作之同學參加甄試。學系連絡電
話:03-518652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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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2 中華⼤學 財務管理學系會計資訊與稅務組 Dept. of Finance Taxatlon,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需略懂中⽂書寫。本系旨在培養公司財務、財富管理及⾦融服務業等專業⼈才，歡迎未來有志從事財務⾦融相關領域（銀⾏業、
證券業、保險業、投資信託業、會計稅務業、政府財會稅、公司財會及公司⾏政事務等）⼯作之同學參加甄試。學系連絡電
話:03-518652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9 中華⼤學 財務管理學系⾦融資訊管理組 Dept. of Finance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需略懂中⽂書寫。本系旨在培養公司財務、財富管理及⾦融服務業等專業⼈才，歡迎未來有志從事財務⾦融相關領域（銀⾏業、
證券業、保險業、投資信託業、會計稅務業、政府財會稅、公司財會及公司⾏政事務等）⼯作之同學參加甄試。學系連絡電
話:03-5186525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27 中華⼤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系所分則
中華⼤學資訊管理學系致⼒於訓練計量管理、資訊技術、⼤數據分析及⼈⼯智慧之專業⼈才。我們的教學著重挖掘學⽣的天賦、
培養專業技術、整合理論與實務、促發創新思考及團隊合作。在近⼗年中，本系已有2800⼈次的同學取得 Oracle 與 SAP 的專業
證照。依據104⼈⼒銀⾏的統計，我們的畢業⽣在職場上顯⽰資訊技術在管理領域的價值。這裡是師⽣共建的教育場域，歡迎你
來參與。本系電話:03-5186524，http://mis.c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23 中華⼤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整合建築設計、建築⼯程與城鄉規劃領域招⽣，以校外實習加強實務訓練，⼊學後可依興趣選組(四年制或五年制)。全系通
過IEET國際⼯程教育認證，畢業學歷各會員國相互承認。畢業即就業出路廣泛且薪資所得優於其他學⾨。以歐洲建築教育建教合
⼀的教學系統，將⼈⽂、藝術涵養課程融⼊建築創作，並參酌國際建築思潮及市場，使建築教育與實務相互連貫，修業完成即具
備建築師考照資格，各年級小組式師徒制教學，可續讀本系碩⼠班。http://ad.chu.edu.tw。電話:03-518665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75 中華⼤學 ⾏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養兼具公共⾏政與實務基礎的公共管理⼈才為⽬標，強調深化⾏政管理的在地化特⾊及接軌國際學術發展的全球化視
野為願景。除基礎課程，本系尚區分有公共⾏政、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政府與企業、區域與跨域治理等五⼤專業領域，⿎勵同
學選定特定專⻑領域，以培養更專精的知能。
2.本系聯絡電話：(03)5186620。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08 中華⼤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Business ）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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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之課程特⾊乃採「商務、語⽂、觀光三合⼀」之實務導向課程設計，重視與⼯商業、⽂教業、觀光業等之應⽤連結，提供
⽇語基礎訓練及分組專業選修，並搭配修習相關之跨領域學程，建⽴第⼆專⻑，提⾼就業競爭⼒。此外，亦重視⽇語之實際運⽤
學習，實施會話、作⽂課之⽇籍教師小班教學，並與⽇本姊妹校⼤學互派交流研習⽣，安排學⽣⾄⽇本雙學位留學、交換留學。
2.本系亦積極推動國內及⽇本之企業實習，讓學⽣於在學期間能提前與業界接軌，不少學⽣於畢業後⾄國內⽇商、⽇本之知名飯
店及公司企業等發展就業。本系專任師資均具有⽇本或世界著名國⽴⼤學的碩、博⼠學位，專兼任教師半數以上為⽇籍教師，且
擁有互動式電⼦教學之「⽇本⽂化教室」、「口譯教室」等優質學習環境。⾃成⽴以來，勇奪諸多全國性⽐賽第⼀名等各獎項，
並榮獲「⽇本國際交流基⾦會研修⽣」、「⽇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獎學⾦」、 教育部「學海築夢」、「學海⾶颺」計畫等
獎⾦，補助學⽣⾄⽇本留學研修，以協助學⽣之⽣涯發展就業，乃新⽵地區⽇語科系之第⼀學府。
3.本系聯絡電話：(03)5186876"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115 中華⼤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為因應台灣觀光產業發展之需要，以培育專業知能與服務素養兼具的中階餐旅經營管理⼈才為宗旨。本系師資陣容完備，並
擁有實習旅館、實習餐廳、餐服教室、廚藝專業實驗室(設有餐飲實作專題實驗室、烘焙教室及中西餐教室)，提供學⽣在校學習
實務操作。以教學與實務並重之⽅式，培養學⽣專業餐旅管理能⼒，並與美國、亞洲等⼤學交流密集，以培養學⽣國際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9 中華⼤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依照電機專業領域的發展，本系的課程規劃以通訊、控制系統、電⼦電路和光電四⼤領域為主軸。系上設計的課程，強調實務與
理論並重，引導學⽣進⼊充滿無限發展可能的電機⼯程領域。為培養學⽣電機基礎知識，本系建⽴了電⼦電路、微處理機、邏輯
設計、綠能電⼦、智慧型控制與VLSI設計等電機重點整合實驗室。這些具備業界⽔準的全數位化儀器與模擬軟體的實驗室可以協
助學⽣實現儀器控制與電⼦電路設計⾃動化的能⼒，藉由⼤量精緻的實驗課程與任課⽼師熱情細⼼的教學來培養學⽣的⾃信⼼，
加強學⽣動⼿實作的能⼒，以帶薪的電⼦產業實習為輔，為學⽣專業知識建⽴扎實的基礎，並於畢業後能在⼼⽬中理想的專業領
域任職成為專業的電機技術⼯程師，或者進⼊研究所繼續深造。電話: 03-5186391，03-5186419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2 中華⼤學 資訊⼯程學系資訊⼯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組培育理論與實務兼具之資訊⼯程⼈才，如物聯網、智慧檢測、多媒體技術及⾏動計算等。本系有地區性之私⽴⼤學資訊領域
最佳師資陣容，與新⽵科學園區廠商產學合作互動頻繁，且積極與新⽵地區科研機構及其他⼤學展開學術與技術交流，以培養⾼
素質資訊科技⼈才。(03)5186417, http://cs.c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2 中華⼤學 資訊⼯程學系⼈⼯智慧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系所分則
本組旨在培育理論與實務兼具之⼈⼯智慧⼈才，如⼈⼯智慧、機器學習、智慧檢測及深度學習等。本系有地區性之私⽴⼤學資訊
領域最佳師資陣容，與新⽵科學園區廠商產學合作互動頻繁，且積極與新⽵地區科研機構及其他⼤學展開學術與技術交流，以培
養⾼素質資訊科技⼈才。(03)5186417, http://cs.c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27 中華⼤學 資訊⼯程學系智慧軟體設計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Intelligent
Softwar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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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組培育理論與實務兼具之資訊軟體設計⼈才，如⾏動裝置APP、網際網路、資料庫及⼤數據分析等。本系有地區性之私⽴⼤學
資訊領域最佳師資陣容，與新⽵科學園區廠商產學合作互動頻繁，並且積極與新⽵地區科研機構及其他⼤學展開學術與技術交
流，得以培養⾼素質⼈才。(03)5186417, http://cs.chu.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8 中華⼤學 機械⼯程學系智慧⾃動化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gram of Intelligent Automation)
系所分則
本組將招收對智慧⾃動化領域有興趣之學⽣，教學規劃著重⾃動化設備設計與製造、訊號感測、巨量資料處理、⼈⼯智能及⾃動
控制等專業技術的傳授，注重實作能⼒的養成，⽬標是使學⽣具備整合⾃動化硬體與智慧化軟體能⼒之優質智慧⾃動化⼈才。電
話: 886-3-518-6507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5 中華⼤學 機械⼯程學系智慧機械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Intelligent Machinery)
系所分則
本組將招收對精密機械領域有興趣之學⽣，教學規劃著重機械設計與製造、光學、精密製造與量測等專業技術的傳授，培養實作
能⼒的養成，⽬標是使學⽣具備整合能⼒之精密機械產業設計⼈才。電話: 886-3-518-6507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54 中華⼤學 機械⼯程學系航空技術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viation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組將招收對對航空技術領域有興趣之學⽣，教學規劃著重航空零組件製造、3D列印、微感測技術與應⽤、⼈⼯智能及預測保養
等專業技術的傳授，注重實作能⼒的養成，⽬標是使學⽣具備航空零組件製造及維修能⼒之優質技術⼈才。電話: 886-3-5186507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70 中華⼤學 光電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s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單⼀專⻑就業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無論是⼤型企業或新興產業，跨領域⼈才正是最夯的話題。跨領域學系的開設，便是成為
跨界⼈才的新選擇，透過課程之重新設計與「教、學、做」之結合，使學⽣能夠打破以往單⼀學系的思維框架，擁有⼀身帶著走
的好本領。光電與材料學系之設計即是⼀跨領域學習之學系，本學系配合全球產業發展之趨勢，奉准於⺠國⼀0七年招⽣。
本學系之特⾊如下:1、跨領域學習:透過彈性的課程規劃，可學習光電與尖端材料科技之專業知識。2、強調動⼿實作訓練:除專業
知識之教授外更重視做中學，從動⼿實作中獲取知識。3、企業實習:同學於⼤四於校外企業或校內與企業合作之實驗室實習，使
學⽣在學與就業可無縫接軌，提⾼學⽣之就業競爭⼒，⽬前與聯華電⼦及矽格等知名⾼科技公司簽定實習合作合約。
本學系電話:03-5186509。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7 中華⼤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科技新時代之⼟木⼯程師，使其具有規劃設計、施⼯、監造與營運維護的⼟木⼯程專業能⼒，除可應⽤於建築、道
路、橋樑、隧道與⽔壩等新建⼯程，亦能因應災害防治與復建⼯程需求，保障⺠⽣安全。本系已通過IEET之⼯程教育認證，教學
研究符合國際教育標準。相關細節請參考本系網⾴，聯絡電話：03-518-67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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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南華⼤學 Nanhu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0
聯絡電話 886-5-2721001分機1711
傳真 886-5-2427168
地址 62249嘉義縣⼤林鎮南華路⼀段55號
網址 http://www3.nh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學院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學院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eurl.cc/Ezr9kv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申請學校宿舍。三、有關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及學⽣住宿事宜，
備註
請參閱本校網⾴，網址: http://www3.nhu.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1818 南華⼤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分為⾏銷創業及經營管理兩個專業分組，⽬標在培養學⽣未來成為⾏銷企劃⼈員、市場分析⼈員、⼈⼒資源專員、⾏政管理
⼈員、及創業⼈才。課程設計主要聚焦在⾏銷企劃與組織⼈資兩個領域，並結合⼤數據⾏銷實驗室、創業實驗室、企業經營模擬
實驗室等專業教室來強化學⽣實務操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0 南華⼤學 旅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為旅遊產業培育具備符合旅⾏業或餐旅業專業職場需求，並具備博雅素養之專業⼈才」。課程特⾊：除系核⼼
課程外，另設計「旅⾏社專業選修學程(OP/票務)」、「旅⾏社專業選修學程(導遊/領隊)」、及「餐旅專業選修學程」等模組化
課程，學⽣可依興趣選擇對應的學分學程或修習輔系，強化⾃我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1 南華⼤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為⾦融業培育具備溝通合作與實務應⽤之證券投資或理財規劃⼈才」。課程以股票、債券、基⾦、衍⽣性⾦融
商品和不動產之投資管理、保險與財務⾵險管理、公司理財與財務績效評估、⾦融市場與機構管理、財⾦計量等領域之訓練為特
⾊，並定期開設財⾦證照課程，積極輔導學⽣考取⾦融專業證照，以提升學⽣職場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55 南華⼤學 ⽂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南華⼤學⽂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以培養「⽂創產業經營管理」⼈才為其宗旨⽬標，以溝通合作、社會關懷和終身學習能⼒為其素
養特⾊。特別設⽴「數位出版營運」、「藝⽂活動專案」和「⽂創商品產銷」等三個特⾊學程，以培育在這三領域的經營管理⼈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93 南華⼤學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學程之使命在於為跨國企業或國際⾏銷公司培養具備溝通合作與⾃覺學習之全球商務⼈才。本學程為強化學⽣之國際移動⼒，
課程為全英⽂授課，並與美國西來⼤學合作辦理2+2雙學位計畫，學⽣於本校修業滿⾄少2年後，前往美國西來⼤學修課學習。落
實本校與佛光⼭⼤學系統(包括南華⼤學、佛光⼤學、美國西來⼤學、澳洲南天⼤學及菲律賓光明⼤學)各⼤學之交流互動，以培
養學⽣能成為在跨國環境中發展的全球商務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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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1823 南華⼤學 ⽂學系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以堅持⽣命⾃覺教育的理念，落實敘事書寫能⼒、⽂學創作、⽂化創意、學術視野等學⽤並重訓練，⽤以培養具⽂學創作與⽂學
理論能⼒暨術德兼備、宏觀視野的⼈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5 南華⼤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以⽂學及語⾔兩⼤領域為主，兩⼤領域提供學⽣修習相關課程如⽂學領域以西洋⽂化和英美⽂學課程為主；語⾔領域則
以語⾔學和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為主。 在課程規劃⽅⾯，本系開設第⼆外語課程，計有法語、德語、⽇語、西班⽛語、俄語等供
學⽣選修，同時為了提昇同學基礎科技素養，也加開「影像媒體應⽤」及「⽂書處理與簡報製作」等相關選修課程。 本系每年更
透過各項英語競賽、畢業專題、畢業公演以及校外實習等⽅式，讓學⽣學以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6 南華⼤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幼兒發展，照護與教育為主軸，培養學⽣具有專業教保能⼒。本系特⾊尚有：(1)推動⼤四下學期全職實習，提升學⽣教保
實務操作能⼒及儲備豐厚的就業⼒，(2)提供跨領域學程，培養學⽣第⼆專⻑，(3)推動"幼兒才藝就業學程"，培育學⽣多元就業發
展能⼒，(4)提供學⽣海外學習與⾒習，拓展學⽣國際視野與海外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5 南華⼤學 ⽣死學系社會⼯作組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Social Work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社會⼯作組旨在培養專業社會⼯作師，輔導學⽣畢業後從事社會⼯作及取得社會⼯作師證照。教學強調學⽤合⼀，加強學⽣
於實習及和業界產學聯繫，在學期間便能在課堂與實習階段接觸不同社會⼯作領域⾯向專業⼈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6 南華⼤學 ⽣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Funeral Service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殯葬服務組旨在培養專業喪禮服務⼈員，習得喪禮服務專業之能⼒與技術。教學強調學⽤合⼀，在學期間便能接觸到殯葬服
務專業⼈員，學習各種喪禮服務實際知識與經驗傳承。本校設置有丙、⼄級喪禮服務專業證照考場，證照輔導班與就業學程，順
利輔導學⽣於畢業前即能考取丙級喪禮服務技術⼠證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92 南華⼤學 ⽣死學系諮商組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Division of Counseling
系所分則
本系諮商組旨在培養專業⼼理輔導員及⼼理測驗員等⼈才，輔導學⽣畢業後從事諮商⼼理相關專業⼯作。教學強調學⽤合⼀，加
強學⽣於實習及和業界產學聯繫，在學期間便能在課堂與實習階段接觸不同諮商⼼理領域⾯向專業⼈員，習得職場專業走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7 南華⼤學 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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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為國內中南部地區第⼀所傳播科系，成⽴20餘年，畢業校友2000多位，遍布海內外各⼤傳播媒體。近年，結合新媒體知識、
技能與藝術創作能量，畫分為「廣告公關新聞組」、「數位影⾳設計組」與「影劇表演藝術組」，為國內傳播產業建⽴⼈才培育
基地。
(1) 廣告公關新聞組：主要是以廣告、公關、新聞與理論等內容結合，透過⽂字、聲⾳、影像來記錄傳達訊息如新聞報導、公關
⾏銷、廣告等。未來就業⽅向可從事新聞記者、編輯、⽂創、公關、廣告等。
(2) 數位影⾳設計組：因應數位時代與網路影⾳崛起，本組為國內第⼀個以影⾳設計為名，課程包含各類影⾳媒體製作及節⽬製
播。未來就業⽅向可從事電台主持、節⽬製作⼈員、影⾳後製⼈員、媒體創作者等。
(3) 影劇表演藝術組：你喜歡追劇嗎？如何寫出好劇本？成為好演員？影劇組將激發你的無限創意，開發你的舞台魅⼒。未來就
業⽅向可從事導演、媒體創作者、藝術表演者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8 南華⼤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系培育熟悉國際與⼤陸事務、且兼具企業實務應⽤能⼒的通識⼈才，課程架構分為國際政經與貿易、、企業與公共事務實務兩
⼤主軸學程，內容著重強化國際視野、公⺠意識和溝通表達之基本素養，並與教育與學術研究、政府與公共事務、媒體與⽂化出
版、企業經營與管理等四⼤職涯發展⽅向結合。本系參酌歐美名校系所發展，設計結合國際事務與企業實務的跨領域、多專⻑課
程，使畢業⽣具備多元的就業能⼒，可在⺠間企業或政府部⾨任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9 南華⼤學 應⽤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系所分則
⼤學部⼤⼀起分為社會學組與社會⼯作組，建構以社會學分析為基礎的批判社會⼯作取向。⼀⽅⾯，社會⼯作組的同學要學習各
種直接及間接服務⽅法及相關學理，以符合社⼯師及社會⾏政⼈員報考資格。另⽅⾯則接受社會學批判思考之訓練，從宏觀的⾓
度來審思實踐社會⼯作的理念。而社會學組則分別從「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活⾵格與多元⽂化」以及「社會結構與社會
變遷」等不同領域採計現代社會的⽣活樣貌，不論繼續升學或參與社會實務，均能有厚實的學養以提升學⼦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2 南華⼤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開拓新的環境教育視野，以建築專業的訓練為主，並深化景觀規劃與環境設計的技能。我們是⼀個跨領域、多元學習
的⼀個學系。專業學習四年，可以培養具理論及實務經驗的建築設計師、景觀規劃師、室內設計師、社區規劃師、⽂化創意⼯作
者等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作品集(必)：需要作品集審查，⾄少1件以上，以書⾯或光碟呈現。 6. ⾃傳(選)：可選擇性繳
交。 7.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3 南華⼤學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Product and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學⽣須具備素描、創意表現之基礎能⼒，報名時請⼀併繳交下列資料供本系審查，通過者始得⼊學就讀；所繳交之資
料⼀律不退還，如發現成果作品為他⼈代作或抄襲者，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有視覺障礙、
辨⾊⼒異常、精神障礙、⼼臟病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5. 作品集(必)：需要作品集審查，⾄少1件以上，請以CD或書⾯呈現。 6. ⾃傳(選)：可選擇
性繳交。 7.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4 南華⼤學 ⺠族⾳樂學系 Department of Ethnomusicology
系所分則
南華⼤學⺠族⾳樂學系創⽴於2001年，為全台灣唯⼀⼀所涵蓋多元⾳樂⽂化與傳統、表演藝術的學系，旨在培養學⽣具備宏觀的
表演藝術視野和思維、⼀專多能的表演技巧及藝術編創能⼒。積極推廣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及展演，結合藝術與⼈⽂，發展多元學
習的空間。學⽣可在四年中選擇⼀個專業進⾏系統學習，包括中、西⽅⾳樂、流⾏⾳樂、作曲配樂、演奏演唱、舞蹈表演等。中
國雅樂的理論與實踐是系所重點課程，古琴亦是本系所課程發展的特⾊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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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作品集(必)：（⼀）須提供⾜以證明有⾳樂或舞蹈專業能⼒之影⾳資料（合計15分鐘以上）供本
系審核。（⼆）須檢附⾃傳、成績單、歷年⽐賽或演出記錄。
6.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7.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5 南華⼤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係⼀個以圖像溝通的學系，旨在培育視覺藝術與⽂化創意整合之藝術與設計⼈才，並配合國內美學經濟與創
意設計產業之發展趨勢，因應多元化之國際與社會產業脈動。透過現代先進的電腦科技，統合視覺藝術、⽂創設計、數位設計等
專業領域，追求「數位與傳統的融合演化」，達到 「跨界整合，e觸可及」之藝術與設計新視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作品集(必)：需要作品集審查，⾄少1件以上，以書⾯或光碟呈現。
6.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7.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0 南華⼤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專業發展
1.結合企業資源規劃(ERP)與電⼦商務，同時發展⼤數據應⽤及網路⾏銷的知能(例如： 寶可夢⾏銷)，推動專業證照(ERP應⽤師
等)結合產學實習，安排學⽣參與校外競賽、海外學習以發展學⽣的實務統合及國際移動能⼒。
2.以多媒體進⾏視覺化設計，結合APP與雲端技術，發展物聯網服務與應⽤，推動專業證照(CCNA、Adobe系列等)，並安排學
⽣參與校外競賽、海外學習及產學實習以發展學⽣的實務統合與國際移動能⼒。
3.發展重點為資訊系統服務規劃、⼤數據、⼈⼯智慧、互動式應⽤、網路通訊、物聯網、以及⾏動軟體開發等。透過專業課程與
專案實務的訓練，以培育創新資訊服務、⽣活科技等領域的⼈才，推動專業證照(CCNA、JAVA、SQL系列等)，並安排學⽣參與
校外競賽、海外學習及產學實習以發展學⽣的實務統合與國際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8 南華⼤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為推動資⼯專業⼈才培育，每年以獲得國內外重要設計競賽與發明為⽬標，以資⼯系『創意發想創客實驗室』為主體
與四⼤專業實驗室來培訓學⽣提出Ideas、Inventions，繼而研發New Products。同時，結合四年完整的寒暑課程教學與實務
訓練，能有效精進學⽣理論與實作，促成學⽤合⼀，達成產、學、研，三⽅完整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6.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3 南華⼤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
系所分則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學位學程招收棒球、籃球、排球、⾜球、武術與跆拳等運動專⻑選⼿，以及招收對於運動產業有興趣之學
⽣，培育本系學⽣投⼊選⼿、教練、運動產業管理、健康促進指導與運動防護等領域。本學程有完善的培訓體系可訓練競技選⼿
投⼊職場，課程培育學⽣第⼆項專⻑，未來能發揮所學進⼊運動產業的職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必繳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必繳 3. 師⻑推薦函(選)：可選擇性繳交。 4. 參展證明、社團
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選擇性繳交。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選擇性繳交。
6. ⾃傳(選)：可選擇性繳交。 7. 讀書計畫書(選)：可選擇性繳交。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開南⼤學 Kain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56
聯絡電話 886-3-3412500分機1023
傳真 886-3-3413252
地址 33857桃園市蘆⽵區開南路1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k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knuoica.knu.edu.tw/p/404-1004-780.php?Lang=zh-tw
宿舍 本校備有宿舍，僑⽣均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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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學⽬前已有商學、觀光運輸、資訊、⼈⽂社會、健康照護管理五⼤學院，學⽣近6千⼈、教職員近400⼈，助理教
授級以上師資⽐例⾼達94.03%，在管理領域已有相當紮實的基礎。由於開⼤位居桃園國際機場、中⼭⾼速公路、臺灣鐵
備註 路與⾼速鐵路交通匯集樞紐，鄰近桃園航空城特區，是故國際化與商務運籌管理是開⼤得天獨厚的特⾊。未來本校發展⽬
標將持續邁向專業化與國際化，從而培育出⾼素質具國際觀的⼈才，為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更⼤的貢獻。男⼥兼收，住宿
⽅⾯本校備有宿舍，歡迎僑⽣申請。
4920 開南⼤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中英⽂須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
（三）歡迎對企業管理與創業管理課題有興趣的海外同學參加學習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23 開南⼤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歡迎對跨國企業相關課題有興趣的海外同學參加學習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3 開南⼤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中英⽂須具備基本聽、聽、說、讀、寫能⼒。
（三）觀光產業為全球發展趨勢，歡迎對觀光旅遊與餐飲旅館產業發展有興趣的同學加⼊⾏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0 開南⼤學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中英⽂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
（三）歡迎對國際物流與運輸有興趣、想提升國際視野的同學加⼊本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1 開南⼤學 空運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Air Transportation
系所分則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歷。
(⼆)中英⽂須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
(三)歡迎對航空運輸相關課題有興趣的海外同學參加學習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6 開南⼤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Program)
系所分則
（⼀）中英⽂具基本聽、說、讀、寫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93 開南⼤學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Department of Film and Creative Media
系所分則
（⼀） 中英⽂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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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4 開南⼤學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系所分則
（⼀）中⽂聽、說、讀、寫須具備基本能⼒。（⼆）本校對⽇交流全國第⼀，⽇本姊妹校50所，具⽇語N3者，可甄選留⽇⼀
年，⽇本姊妹校學雜費全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6 開南⼤學 應⽤⽇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系所分則
（⼀）需具備中、英⽂聽•說•讀•寫基本溝通能⼒。
（⼆）本校對⽇交流台灣第⼀，⽇本姊妹校50所，具⽇語N2者，可甄選留⽇⼀年，⽇本姊妹校學雜費全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7 開南⼤學 應⽤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中英⽂聽、說、讀、寫須具備基本能⼒。
（⼆）本校對⽇交流全國第⼀，⽇本姊妹校50所，多益630分、或⽇語N3者，可甄選留⽇全英語授課學校⼀年，⽇本姊妹校學雜
費全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06 開南⼤學 應⽤華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系所分則
中英⽂聽、說、讀、寫須具備基本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件(選)：華語⽂能⼒測驗(2級以上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3177 開南⼤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中英⽂須具備基本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24 開南⼤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中英⽂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
（三）歡迎對休閒服務管理與活動指導⼈才課題有興趣的海外同學，加⼊我們學習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0 開南⼤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中英⽂具基本聽、說、讀、寫能⼒。（⼆）歡迎對健康產業管理有興趣之海外同學加⼊我們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6 開南⼤學 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Honors Program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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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榮譽學程是⼀個四年制的學⼠學位學程 ⽬前有兩個課程模組如下:
(1)AIA國際財會模組：IHP國際會計模組是四年制學⼠學位課程，課程訓練包括會計和財務管理領域的知識。課程及師資皆經由
成⽴於英國的國際會計師協會(AIA)的認證。
AIA專業會計師認證機構，在全球超過85個國家建⽴了⼀個會計師的網路。同時在英國、愛爾蘭和歐盟，也是審計師的公認合格
機構。
IHP國際會計模組畢業，同時授予商學學⼠學位和AIA基礎級考試豁免。
(2)AWS數位管理模組：作為亞⾺遜的AWS全球教育計畫''AWS Educate''的成員，開南⼤學的IHP數位管理組為學⽣提供四年制
學⼠學位培訓課程，當中包含AWS線上技術基礎和獲取實踐經驗的實驗課程。這些課程可為⾼薪的科技相關⼯作好準備，例如雲
技術、AI技術(包括機器學習、⼤數據分析等)。同時管理課程為未來AI世代培養所需的管理技能，如數位創新管理、產品和服務
開發、⾏銷等，做好準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托福 iBT : 61、托福 CBT : 173、
托福 ITP : 500、雅思 : 5.0、多益 : 575、劍橋英語認證中級 : B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奘⼤學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59
聯絡電話 886-3-5302255 *2143
傳真 886-3-5391288
地址 30092新⽵市香⼭區⽞奘路48號
網址 http://www.hcu.edu.tw
承辦單位 招⽣服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招⽣服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hcu.edu.tw/newstu/newstu/zhtw/BC215007EF684DBA9C6D403D41F64B7F/E8C4D41BABDC4A9DA1B50F5247D17886
宿舍 境外⽣有優先住宿權
⼀.位於新⽵市科學園區，距離桃園機場30分鐘、新⽵⾼鐵站20分鐘。⼆.交通便利，國光客運從校區直達台北市只要90分
鐘。三.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新台幣2億元，教育資源豐沛。四.⼤學校務評鑑榮獲五顆星最⾼榮譽;系所
備註
評鑑榮獲台灣⾼等教育評鑑中⼼評鑑全數通過認證。五.僑外⽣保證都有住宿床位，五⼈⼀間，房間內設有獨⽴衛浴並有
網路、冷氣…等等。六.專⼈機場接送服務，並設有僑外⽣聯誼社，提供⽣活照料。
學校基
本資料

1809 ⽞奘⼤學 應⽤⼼理學系 Dept. of Applied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乃全國唯⼀以「應⽤」為名之⼼理系，強調應⽤⼼理學知識於學校、醫院、社區以及矯治機構。每學年招收⽇間學⼠班2
班，⽇間碩⼠班1班，計有專任教師12名。課程包含助⼈、⼯商及犯罪⼼理三⼤領域，培養學⽣未來從事諮商與臨床⼼理師、⼼
理測驗員、⼼理輔導員、輔導老師、⼈⼒資源管理、⼈因⼯程、監獄官、監所管理員、觀護⼈等各種⼯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供加分之附件及說明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0 ⽞奘⼤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奘⼤學社⼯系之設⽴，基於本校創新關懷溫馨的創校精神，並呼應社會變遷與多元社會的需求。本系為桃⽵苗地區⼤專校院最
早設⽴的的社⼯專業相關科系，成⽴20年來，培育許多優秀的社⼯⼈員，投⼊社福機構、政府機關、社區⻑照領域中發揮專⻑。
本系課程兼顧實務與理論，注重學⽣發展反思與⾃我覺察能⼒，協助學⽣整合課堂學習與實習經驗，以期培養社⼯實務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供加分之附件及說明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98 ⽞奘⼤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奘⼤學⼤眾傳播學系銜接產業需求及⼈才培育使命，聘任專業傳播⼈才與資深業師經驗傳授。優質的課程中涵蓋影視製作與影
視⾏銷兩⼤主軸，並將EDIUS國際影視製作專業證照、MIXCRAFT國際數位成⾳專業證照與⾏銷證照考試融⼊課程之中。先進
的學習環境如數位電視虛擬攝影棚、專業攝影機，以及數位成⾳中⼼與傳播產業無縫接軌。務實的就業計畫，每年提供影視產業
實習名額，赴中天電視台，客家電視台，湖南衛視等，並輔導推薦畢業學⽣就業。拓展國際視野，與洛杉磯電影學院簽訂雙聯學
制，提供學⽣交流、走向國際的學習環境。展望未來，期盼本系能掌握傳播產業脈動，永續進步發展，再創⾼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供加分之附件及說明 5. 作品集(選) 6. ⾃傳(必) 7. 讀書計
畫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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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5 ⽞奘⼤學 影劇藝術學系 Dept. of Performing and Screen Arts
系所分則
學習表演藝術相關課程。為使學⽣具有專業編導製播的硬實⼒與融合⽂化展演的軟實⼒，本系的⼈才培育區分「秀場時尚展演」
與「影視編導製作」兩⼤特⾊主軸，以學分學程的模組型態提供同學秀場舞台規劃與時尚展演營運等相關專業課程，以及舞台劇
本創作、編劇、導演、導播、節⽬企劃與⾏銷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供加分之附件及說明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0 ⽞奘⼤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學系以平⾯設計為基礎，重視⼿繪技能、基礎設計、美學與造型原理；進階課程則加強創意包裝、廣告策略、企業識別、展場規
劃等專業素養，以培育品牌設計、廣告、商品包裝、電腦繪圖等相關設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選)：最多8項作品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2 ⽞奘⼤學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Dept. of Art and Creative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設⽴宗旨以藝術創作為經，⼯藝與視覺設計為緯，結合本校設計、傳播與管理學院等跨領域之整合與學習，培育⽂化創意產
業設計⼈才。教育⽬標：1.培養藝術⼈⽂美學涵養⼈才，2.培育⽂化創意產業核⼼專業設計⼈才，3.培育⽂化藝術與⾏銷管理⼈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選)：最多8項作品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6 ⽞奘⼤學 時尚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系所分則
因應美學經濟社會，本系積極培養具有流⾏、創意、美感與實務能⼒的時尚產業設計、展演與營運⼈才。「整體造型」、「時尚
精品」為本系特⾊，提供妝髮服飾造型、精品袋包設計等專業課程，輔以展演、營運訓練，養成學⽣微型創業實⼒、⽴⾜流⾏⽂
化產業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選)：最多8項作品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22 ⽞奘⼤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標在培養學⽣具備旅館、餐飲相關產業之實務操作與管理所需技能與知識。特⾊包括：
1.強調貼⼼感動式、無縫接續式的客製化服務理念傳承。
2.強調對各種⾷物、⾷材特性的了解以及各族群之餐飲需求，製作出健康之「時令機能料理」。
3.校內實習會館提供實踐服務技能與管理知識之場域。
4.與國內、外旅館、餐飲業合作，提供校外產業實習機會，無縫接軌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供加分之附件及說明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268 ⽞奘⼤學 宗教與⽂化學系 Dept. Study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涵蓋⽂、史、哲、社會領域。提供多元之宗教觀與研究⽅法，有助於開拓出宗教⽂化與學術研究之多樣性議題。學術上
以「東⽅宗教與⽂化」之學術訓練為主，佛學更是強項。 ⾃創系以來考取碩⼠班83⼈；創所17年，考取博⼠班33⼈。其中已有
13位系友獲頒博⼠學位，已有13位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並有11位講師已在⼤學任教。本系更有全國唯⼀的「宗教⽂化旅遊學分學
程」,亦有「⽣命禮儀學位學程」，提供學⽣多元學習環境。 (2) 全國唯⼀的「宗教樂活產業模組課程」。 7. 證照績效：學⽣於
103-101學年度已考取各種證照合計43張。 8. 國際化： (1)舉辦各種⼤型國際會議，邀請國際頂尖學術與社會領袖與會。 (2)進⾏
「築夢計畫」或「國際志⼯服務團」之海外專業實習。 9. 開拓視野：提供「宗教對話」的平台，增進宗教間理性而友善對話之意
願與能⼒。 10. 升學、就業率：每學年畢業⽣升學、就業率均在90%以上，有幾屆甚⾄⾼達100%。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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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供加分之附件及說明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4 ⽞奘⼤學 藝術設計學院學⼠班 College of Art Design (Bachelor Degree)
系所分則
本院打破既有科系領域，以本校藝術設計學院三系七⼤模組橫向跨域學習，創造出「創意⽣活藝術」課程模組，成⽴藝術設計學
院學⼠班，促進美學⽣活化以因應當代社會發展及學⽣學習完整的需求。
⽣活美學是⼀種⽣活⽅式、價值的展現。為導⼊創意⽣活產業的「核⼼知識」、「⾼質美感」以及「深度體驗」等特質，本班特
別針對這些具有品味、對藝術有興趣，也樂於走⼊⼈群，從事服務產業的學⽣，提供多元探索、跨域學習的機會。藉著共同基礎
課程深化學⽣美感競爭⼒，再由業界各領域成功專家指導專業知能與技術，使設計融合⽂創，美學實⽤化，輔導學⽣學以致⽤、
接軌社會需求。培養跨領域⼈才諸如：網紅幕前品牌形象管理、幕後化妝、造型、婚紗攝影、插捧花藝、婚宴佈置、櫥窗擺設、
室內軟設計、宴會廚藝美感、造型創意糕點、公關活動、藝術策展、體驗設計…等，靈活而多元發展可個體獨⽴作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22 ⽞奘⼤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系所分則
█教學⽬標
為因應國際化社會對⽇語⼈材之需求，⽞奘⼤學於100學年度成⽴應⽤外語學系⽇語組(108學年度更名為應⽤⽇語學系)，招收對
⽇語有興趣、未來欲從事⽇⽂相關⼯作之學⽣。藉由實⽤的課程設計，著重聽、說、讀、寫、譯核⼼能⼒的培養，並加強⽂化、
歷史、商⽤、觀光旅遊、動漫畫、教學等多元專業知識與技能，提供有系統的專業訓練，及國際觀、證照、升學、就業等相關能
⼒的提升。
█學系特⾊
(1)國際交流/交換學⽣：與⽇本多所⼤學締結姊妹校關係，提供學⽣多元的國際交流機會。學⽣可以正式交換⽣的身份赴⽇本半
年，在姊妹校修習學分。除交換⽣外，同學亦可利⽤寒、暑假到⽇本姊妹校參加語⾔/⽂化研習班。⽬前協定校(姊妹校)或可修習
學分的指定校名如下:⽇本關西⼤學、⽇本東北⼯業⼤學、⽇本宮城學院⼥⼦⼤學、亞細亞學⽣⽂化協會ABK學館⽇本語學校、
⽇本星城⼤學(雙聯學制)等。
(2)畢業實習：與許多國內外企業簽有合作實習，透過推薦⾄相關企業提早實習，畢業亦有機會留任。
(3)情境式教學：利⽤專業語⾔教室、視聽教室等，提供多媒體的情境式教學，加速提升語⾔的溝通運⽤能⼒。

█升學/就業
藉由⼀系列提升⾄N2(畢業⾨檻)的專業⽇語課程，輔以商務、觀光相關的專業知識課程，並在課外提供遊學、海外實習等課外的
國際交流，可培養同學的⽇語專業技能外，更能提升實際與⽇本⼈溝通、共事的能⼒，這些皆有利於同學畢業後在國內升學、出
國深造或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佛光⼤學 Fo Gu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4
聯絡電話 886-3-9871000
傳真 886-3-9875531
地址 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網址 http://www.fg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佛光⼤學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affair.fgu.edu.tw/zh_tw/life/m/various_grants_provided_by_the_University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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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傳統書院精神，提供妥善照顧︰本校效法宋明理學家辦學精神，依循傳統教育「⾔教」與「身教」並重的辦學理
念。不論在⾏政團隊及師資陣容皆為私⽴⼤專校院之翹楚。 ⼆、推展三⽣教育理念，培育內外兼具特質︰將「⽣命、⽣
活、⽣涯」等三⽣教育的概念融⼊校園，同時推展學術導師、企業導師之雙師制度，期盼打造⼀個「全⼈教育、溫馨校
園、終身學習」的典範⼤學。 三、全球聯⼤系統，台美雙學位︰2011年由佛光體系成⽴全球聯⼤系統，提供學⼦（1）台
備註 美雙學位=台灣、美國⼆張⽂憑（美國西來⼤學就讀2年採台灣私校收費標準）（2）學期交換⽣（3）暑假短期英語遊
學。 四、全校模組課程設計：依「跨領域學習」、「升學就業導向」概念，本校細⼼規劃「學程化課程」，讓學⼦可以
依未來發展，系統性的選擇學習⽅向。 五、其他︰ （⼀）宿舍安排︰備有境外⽣專屬宿舍。 （⼆）獎學⾦︰依本校規定
辦理，詳⾒本校「新鮮⼈⼊口網」。

1870 佛光⼤學 佛教學系 Dept. of Buddhist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系為綜合⼤學中的學術單位，培養學⽣理性運⽤佛教知識、慈悲實踐社會關懷的能⼒，⾮傳統以培養出家僧才為主的佛學院。
含⼤學部、碩⼠班中⽂組．英⽂組、博⼠班，學制完整；學⽣來⾃全球各地，視野開闊。提供⼤學四年、碩博⼠班兩年獎學⾦，
每⼈每年新台幣⼗萬元。⼤學部開設完整佛教課程，並輔以通識教育；可選修他系學程，培養第⼆專⻑；可申請國外⼤學雙聯學
程，佛光註冊海外學習；有專業實習，與就業接軌。碩博⼠班以培養具國際視野的漢傳佛教研究⼈才為核⼼，提供完整的佛典漢
語、梵巴藏⽂、英⽇⽂等專業語⽂訓練，強化漢傳佛教⽂獻、思想、⽂化課程，奠定獨⽴研究能⼒。整體採住宿書院型學習，申
領獎學⾦之學⽣⼀律⼊住佛教學系宿舍（未申領可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以同等學⼒報考者，繳交最⾼學歷歷年成績單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
年成績單正本
以同等學歷報考者，繳交最⾼學歷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4. ⾃傳(必)：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38 佛光⼤學 ⼼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培養具備⼼理學專業知識，並能加以應⽤及獨⽴研究的⼈才，使學⽣在未來的發展有較寬廣的選擇。本校學⼠班課程
採學程規劃，⼼理學系學⼠班規劃：系核⼼學程、⼼理學專業理論學程、教育⼼理與⼯商應⽤⼊⾨學程、臨床與諮商⼼理學⼊⾨
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成績證明 3. 師⻑推薦函(選)：推薦教師名單
(請包含⽼師聯絡電話及E-MAIL)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書⾯審查資料(可為競賽得獎證明、檢定證書或特殊榮
譽證件等)，上述各項資料擇優送審，資料內容以30⾴內呈現為宜 5. ⾃傳(必)：1000字以內的中⽂⾃傳，陳述最珍惜及⾃豪的
興趣或學習經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8 佛光⼤學 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掌握科技、新媒體時代的趨勢，設有「數位媒體組」、「廣告公關組」、「流⾏⾳樂傳播組」三個組，培育全媒體、跨領域
之廣告公關、廣播電視以及數位媒體、華語流⾏⾳樂傳播⼈才。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全⽅位打造傳播菁英、並⼒求在國際
化社會中，提升媒體內容產製、創意⾏銷傳播的競爭⼒，因應數位媒體時代的職場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
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9 佛光⼤學 管理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管理學系致⼒於孕育兼具⼈⽂素養、嫻熟管理知識之專業⼈才，培養學⽣的核⼼能⼒包括管理專業知識、分析與解決問題的實踐
能⼒、善於⼈際溝通的領導⼒，以及應⽤於在地產業的應⽤能⼒。「經營管理組」的課程訓練，著重於組織營運與智慧管理所需
的專業知識與能⼒，使同學具備企業管理所需的執⾏⼒。「⾏銷與創業組」的課程訓練，著重於⾏銷管理與開創新事業所需的專
業知能，使同學具備有效溝通⼒與創業家精神。「休閒事業管理組」的課程訓練，著重於將管理理論應⽤於休閒旅遊營運與管理
所需的技能，使同學具備觀光旅遊管理所需的應⽤能⼒。此外，我們崇尚「作中學、學中作」的職場實踐，以具彈性與熱忱的服
務導向系務運作，配合兼具紮實的學術研究、產學合作與教學經驗之教師團隊，規劃出學程式的課程架構，幫助同學邁向新創企
業與經營管理的明⽇之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
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598 佛光⼤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Product &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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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整合科技與⼈⽂社會藝術教育，本著以⼈⽂、設計為基礎，電腦、科技為媒體，美學、商學為導向之教學內涵；課程規畫
中，整合視覺傳達設計、創意商品設計、交通⼯具設計和數位媒體設計四⼤領域，企以引領學⽣成為兼具⼈⽂藝術素養與電腦科
技技的新世代產品及媒體設計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項⽬) 4. 作品集(必)：作品集 5. ⾃傳(必)：中⽂⾃傳 6. 讀書
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37 佛光⼤學 健康與創意蔬⾷產業學系 Dept. of Health and Creative Vegetarian Science
系所分則
為滿⾜蔬⾷產業發展需求，本校成⽴國內⾸創以培育蔬⾷產業專業與管理⼈才為⽬標之餐飲管理相關學系。本系教育⽬標在於培
育培養健康蔬⾷廚藝研發專業⼈才及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專業⼈才；除培養學⽣⼀般餐飲管理相關服務、廚藝及經營管理知識技
能外，並強調培育學⽣健康養⽣與創意料理規劃與製作能⼒，以滿⾜現代⼈對健康美⾷與創意料理之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
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7 佛光⼤學 社會學暨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本系以社會學為基礎，培養具備社會學思維分析社會現象的⼈才；並結合社會⼯作專業知識與實習課程，培育合格的社會⼯作專
業⼈員。課程規劃涵蓋社會學理論與應⽤課程，及社會⼯作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等課程，使學⽣在未來的發展有較豐富的選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
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27 佛光⼤學 資訊應⽤學系 Dept. of Applied 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為培育資訊化社會所需⼈才，本系在課程規劃上，除著重技能認證相關課程外，⼀⽅⾯理論與實務兼顧，引導學⽣製作符合學習
理論之多媒體素材，培育學⽣設計出引發學習動機並且增進學習效率的學習內容;⼀⽅⾯，因應智慧型⾏動裝置與3C科技整合之
發展，開設相關學程，主要研究課題包括軟體⼯程、網通技術與⽂創觀光、電⼦商務與資訊安全、機器⼈以及智慧型系統、動畫
與遊戲等...涵蓋資訊科技、數位遊戲與多媒體設計領域，使學⽣未來無論從事數位科技設計或資訊網路科技應⽤等領域皆可⼀展
⻑才。
隨著⾏動電話進⼊4G、5G時代，資訊應⽤已成為各⾏各業提升競爭⼒的重要利器，選擇本系就等同於在未來就業市場上搶占先
機，本系現有資訊系統與管理組、網路與多媒體組、學習與數位科技組，全是⽬前就業市場上最夯的重要⼈才。教學上除了資訊
專業知能的培育外，更注重品德教育與團隊合作能⼒的孕育，課程的設計⽅⾯，融合了⾃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真正達到科⽂共裕
的創新應⽤，因此學⽣的創意佳，特別是在以創意為基礎的⾏動創新應⽤領域表現優異，頗獲業界肯定。洽詢電話:+886-39871000轉232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
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4 佛光⼤學 ⽂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ssets and Reinvention
系所分則
⽂化資產的創新利⽤是⽬前最有前景的領域，相關的產值有驚⼈的成⻑，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發展，⾮常需要⼈⼒投⼊。本系掌握
世界潮流，設⽴學⼠班及碩⼠班，致⼒培養相關⼈才。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每年暑假均安排實習課程，加強學⽣的實作能⼒，
並協助學⽣及早與業界建⽴關係，以利求職或進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於審查資料（獲獎、展覽活動、社團參與等） 4. ⾃傳(必)：中⽂⾃傳500-1000字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的
讀書計畫或者對於⽂化資產與倉意學⾨的認識 (500~10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71 佛光⼤學 中國⽂學與應⽤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學⼠班之發展重點為「⽂學應⽤」，以培養學⽣投⼊⽂創產業的能⼒為⽬標。在課程規劃上，對於所學的科⽬，無論是詩、
詞、曲、小說或戲劇，重點在於讓學⽣學會將中國⽂學的材料，運⽤到⽣活和職場中，以寫出具有創意的作品。訓練學⽣成為⼀
個充滿創意的「⽂化創意產業」專業⼈員，並協助學⽣及早與業界建⽴關係，以利求職或進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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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
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72 佛光⼤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系所分則
本系重視傳統史學經典研究，並開發圖像、電影、戲劇、⾳樂與歷史之系列課程，強調歷史學科⽂化、藝術、與實作⾯向，開啟
並導引學⼦活潑的⽣命與⼼靈。藉由全⾯性學程化的課程設計，讓學⽣們培養基礎歷史知識、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具備圖⽂專
史之運⽤和分析、藝術與⽂化資產之認知等，培養嶄新世代所需的⽂化表述和思考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63 佛光⼤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系所分則
本系以核⼼課程，培養學⽣英語溝通能⼒，並有「⽂學⽂化」與「外語實務」兩個專業學程，增進學⽣語⾔能⼒的學習廣度。
「⽂學⽂化」學程著重透過⽂化研究觀點，學習外國⽂學，以期培養⼈⽂素養的思維；「外語實務」學程則強調培訓學⽣的第⼆
外語能⼒(韓⽂、⽇⽂或法⽂)，並以實務課程，發展專業語⾔能⼒。本系並設⽴學術家族導師，對學⽣做課業學習與⽣活上的輔
導，為增進學⽣國際觀與體驗國外⽣活，本系積極推動交換⽣計畫，⿎勵學⽣前往美國（配合本校台美雙學位計畫）、⼤陸與韓
國各地姊妹校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投稿⽂章等） 4. ⾃傳(必)：中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74 佛光⼤學 應⽤經濟學系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系所分則
以經濟理論為體，跨領域、實務導向與國際化為⽤的精緻學系，教育⽬標著重於三個主要⽅⾯，包括：⼀、培養熟稔經濟原理之
產業經貿實務應⽤⼈才；⼆、培塑具備經濟思維之財務規劃實務應⽤⼈才；三、培育洞察經濟運作之國際商務實務應⽤⼈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
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04 佛光⼤學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Dept. of Futures And L.O.H.A.S.
系所分則
本系以未來學、樂活學及⽣命學為學理基礎，積極倡導及推廣樂活新知並設計相關課程，以陶養學⽣具備前瞻思維與創新規劃的
未來能⼒。樂活概念包含健康與永續兩⼤主軸，本系據此發展：健康促進、輔助療癒、樂活旅遊及養⽣照護等四⼤專業領域，⼀
⽅⾯符合全球性發展趨勢，另⼀⽅⾯培育未來樂活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包含申請動機) 5. 讀書計畫書
(必)：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05 佛光⼤學 公共事務學系 Dept. of Public Affairs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教育⽬標在培育政府部⾨、⾮營利組織、跨國企業及⼀般企業的公共事務管理⼈才。本系包括「⾏政管理組」和「國際
與兩岸事務組」，從科際整合的⾓度，期望能培養學⽣成為具公共服務精神與國際化視野的管理專業⼈才。「⾏政管理組」的主
要課程包括：⾏政學、公共政策、⼀般法學專業課程，⼈⼒資源管理、組織⾏為和⾮營利組織管理等跨領域課程。畢業後，除了
可投⼊政府機構的公共服務⾏列，也可前往⺠間企業或⾮營利組織等各機構擔任專業經理⼈、⼈⼒資源管理、公共關係及經營企
劃等職務。「國際與兩岸事務組」的課程涵括：政治經濟學、國際與兩岸關係、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國際貿易、跨國⽂化等多元
領域。除了藉由課堂教學奠定理論的基⽯之外，更安排學⽣參與各項國內外產學合作，利⽤海外三習（企業實習、短期⾒習、交
換學習）的機會進⾏國際交流，以拓展學⽣實務經驗，進而了解東南亞區域產業現況。此外，本系也提供「公共關係與政治⾏銷
學程」，提供政治與企業公關所需之溝通談判、危機管理、政策⾏銷與公關活動等專業訓練。另設⺠意調查中⼼，培訓專業⺠調
⼈員。洽詢電話:+886-3-9871000. 分機 23701。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
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證明、獲獎紀錄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
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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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府⼤學 Taiwan Shoufu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1
聯絡電話 886-6-5718888
傳真 886-6-5712654
地址 72153台南市⿇⾖區南勢⾥168號
網址 http://www.ts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csa.tsu.edu.tw/bin/home.php
新⽣保障住宿
⼀、擁有教育與創新管理學院及餐旅管理學院⼆⼤學院，並設有三個研究所、五⼤學系，打造『以休閒產業為特⾊的教學
型⼤學』。 ⼆、擁有亞洲最⼤五星級教學飯店『蓮潭國際會館』與『⾼雄國際會館』，由五⼗位專業飯店經理⼈擔任學
⽣職場導師。 三、13萬平⽅⽶⼤建設，含12棟教舍及現代化宿舍，新穎、安全、便利。 四、設置⾼額獎學⾦與成⽴菁英
學⽣培訓中⼼。 五、「教學、實習、就業」三步驟，以完整的實習制度培養學⽣學⽣就業⼒與競爭⼒。 六、60萬冊巨擘
藏書，並有30萬冊簡體書，為中國境外最多簡體字館藏。

1694 台灣⾸府⼤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擁有亞洲最⼤教學飯店-蓮潭國際會館與⾼雄國際會館，具有教學、研究、實習、就業、服務等優勢。
⼆、符合標準之中餐、西餐、烘焙、調酒、咖啡、餐飲服務及房務等專業教室，提供學⽣良好的實習與優質的教學環境。
三、具有豐富的全國技能競賽暨國際技能競賽選⼿選拔活動承辦經驗，且培養眾多餐飲界的明⽇之星。
四、師資優良，均具有餐飲管理及技術相關專，並延聘業界達⼈及五星級師傅以強化實務課程教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畢業證書
- 應屆畢業⽣：在學證明、學⽣證正反⾯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學校推薦函、當地⾼中會考成績、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 等。 4. ⾃傳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89 台灣⾸府⼤學 烘焙管理學系 Dept. of Baking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擁有亞洲最⼤教學飯店-蓮潭國際會館與⾼雄國際會館，具有教學、研究、實習、就業、服務等優勢。
⼆、符合標準之中餐、西餐、烘焙、調酒、咖啡、餐飲服務及房務等專業教室，提供學⽣良好的實習與優質的教學環境。
三、核⼼課程包含：烘焙概論、麵包原料與製作能⼒、巧克⼒製作、蛋糕與西點製作、官能品評、保健餐飲、和菓⼦製作、餅乾
製作、健康烘焙、美學構圖設計等。
四、師資優良，均具有豐富烘焙餐飲管理與技能之經驗與專⻑，並延聘業界達⼈及五星級烘焙師傅以強化實務課程教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畢業證書
- 應屆畢業⽣：在學證明、學⽣證正反⾯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學校推薦函、當地⾼中會考成績、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 等。 4. ⾃傳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7 台灣⾸府⼤學 飯店管理學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飯店管理學系為本校於2010年新成⽴之學系，主要⽴基於附屬教學飯店「蓮潭國際會館」與「⾼雄國際會館」，並在台灣將
觀光休閒產業定位為國家策略性產業的背景之下，成⽴此學系。
⼆、本學系以培育⼤中華經濟圈住宿產業(Lodging Industry)的中階管理⼈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畢業證書
- 應屆畢業⽣：在學證明、學⽣證正反⾯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學校推薦函、當地⾼中會考成績、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 等。 4. ⾃傳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4 台灣⾸府⼤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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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博⼠專業師資100%，媲美國⽴⼤學。
⼆、本系通過教育部系所評鑑之榮譽，並為私⽴⼤學唯⼀同時設有師資培育和研究所之幼兒教育學系。⽬前學系內有許多來⾃中
國⼤陸、港澳及東南亞國家(⾺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之學⽣。 三、本系碩⼠班為南部重要教保⼈員進修管道，迄今已培育數
⼗位幼稚園園⻑、主任、兒童⽂教機構負責⼈和教師，致⼒提升華⼈地區教保⼈員之專業素養。
四、本系學⽣三⼤優勢：（⼀）畢業即具有教保員資格（⼆）具有師資⽣資格者，可參加教育實習和教師檢定考試（三）可選擇
修習「家庭教育學程」、「玩具設計與教育應⽤學程」、「兒童英語教學學程」，三項資格與專⻑⼀次到位。
五、配合「⼀技、⼆藝、三證照」的學習，落實產學合作，讓學習和就業無縫接軌，提升畢業⽣就業率。
六、擁有鍵盤樂教室、體能暨打擊樂教室、主題資源教室、蒙特梭利教室、幼兒發展教室、繪本館、故事城堡等專業教室，在課
程中啟發學⽣創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畢業證書
- 應屆畢業⽣：在學證明、學⽣證正反⾯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學校推薦函、當地⾼中會考成績、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 等。 4. ⾃傳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85 台灣⾸府⼤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休閒旅遊組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Leisure and Travel Section)
系所分則
⼀、核⼼學習規劃，提供學⽣學習觀光事業經營管理之智能。
⼆、協助學⽣獲得相關專業證照，增強競爭⼒。
三、成⽴實習旅⾏社，並與⻑榮航空公司共同設⽴「旅運服務模擬教室」，強化學⽣吸取專業實務操作之能⼒。
四、重視實習課程，導⼊業界經驗，培養學⽣成為業界所需之⼈才。
五、積極建⽴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計畫，培養學⽣具有產學拓展應⽤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畢業證書
- 應屆畢業⽣：在學證明、學⽣證正反⾯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學校推薦函、當地⾼中會考成績、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 等。 4. ⾃傳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00 台灣⾸府⼤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ection)
系所分則
⼀、核⼼學習規劃，提供學⽣學習觀光事業經營管理之智能。
⼆、協助學⽣獲得相關專業證照，增強競爭⼒。
三、成⽴實習旅⾏社，並與⻑榮航空公司共同設⽴「旅運服務模擬教室」，強化學⽣吸取專業實務操作之能⼒。
四、重視實習課程，導⼊業界經驗，培養學⽣成為業界所需之⼈才。
五、積極建⽴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計畫，培養學⽣具有產學拓展應⽤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畢業證書
- 應屆畢業⽣：在學證明、學⽣證正反⾯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三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學校推薦函、當地⾼中會考成績、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 等。 4. ⾃傳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70
聯絡電話 886-3-8565301
地址 97004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t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a.tcu.edu.tw/?page_id=2180
宿舍 新⽣保障住宿。

傳真 886-3-8562490

1.本校⼤⼀新⽣除特殊狀況經核准外，⼀律住宿，⼆年級以上按「本校學⽣住宿辦法」辦理。 2.本校學⽣應穿著校（制）
服。 3.本校餐廳僅提供素⾷。 4.學⽣須通過「英語能⼒」及「運動技能」之學校規定，始得畢業。 5.本校重視通識教
備註 育，學⽣於專業科⽬外，亦能在⼈⽂、社會、美學與藝術、⾃然四⼤領域獲得均衡的學習。 6.本校設有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提供僑⽣新⽣接機、居留證申請及延期、健保申請、課業輔導申請、⼯作證申請及其他在台學習⽣活各項服務。 7. 以
上各項說明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委員會決議處理。
3259 慈濟⼤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Bachelor Program）

- 第 273 ⾴ -

系所分則
在視覺、語⾔、聽⼒、⾏動、精神上有嚴重障礙及辨⾊⼒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困難，或對醫療⼯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
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上列狀況考⽣如仍有就讀意願者，經錄取就讀時，應接受學校適當之輔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
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請提供華語⽂
⾃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華語⽂能⼒測驗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0 慈濟⼤學 公共衛⽣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辦學宗旨：以慈悲喜捨之精神，為社會培育「尊重⽣命，以⼈為本」懷抱濟世⼈助⼈理念，實踐志⼯服務精神的優秀⼈才。
教育⽬標：培育具備良知良能、濟世胸懷、敬業合群曁服務精神的優秀公共衛⽣⼈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
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傳(選)：請提供英⽂⾃傳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1)最近⼆年之國
際間或該國政府認可之華語能⼒測試成績證明
(2)⾮英語系國家學⽣請提供最近⼆年國際間或該國政府認可之英語能⼒測試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72 慈濟⼤學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在視覺、語⾔、聽⼒、⾏動、精神上有嚴重障礙及辨⾊⼒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困難，或對醫療⼯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
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上列狀況考⽣如仍有就讀意願者，經錄取就讀時，應接受學校適當之輔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
表 3. 師⻑推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必)：請提供社團、服務、競賽之相關證明⽂件 5. ⾃傳(必)：請提供華語⽂⾃傳、請提供英⽂⾃傳 6.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必)：請提供⼆年內華語能⼒測驗成績單、請提供⼆年內英語能⼒測驗成績單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62 慈濟⼤學 醫學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著重⽣物醫學與資訊的跨領域學習，以資訊技術為基礎，⽣物醫學應⽤為⽬標。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研究領域涵蓋醫療臨
床輔助診斷、醫學影像分析、決策分析、醫院資訊系統、嵌⼊式系統、資訊安全、電⼦病歷、醫療⽂獻檢索、⽣理訊號量測與分
析、遠距醫療、疾病與基因之關聯網路、次世代定序、計算⽣物學、結構⽣物學、⽣物資訊⼯具設計、⽣物資訊檢索等⽅向。本
系畢業⽣不論在升學與就業均表現優異，學⽣遍布在各⼤醫院資訊單位、資訊科技公司及研究單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明⽂件或畢業證書影本，在校⽣請出具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
⾼學歷每學期成績單⼀份 3. 師⻑推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國際間或該國政府認可之華語能⼒測驗成績證明⽂件（TOCFL進階級或CEF架構
B1等級通過）；但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官⽅語⾔國家或地區者，另以中⽂⾃傳、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4 慈濟⼤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以⽣物科技學理與實作的訓練為基礎，發展「⽣物數據及應⽤」、「藥物研究及發展」及「⽣物資源及應⽤」專業領域，強化與
產業發展相關職場就業⼒的⼈才培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請提供
⾄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傳(選)：請提供中⽂或英⽂⾃傳（含申請動機、讀書計畫、未來期望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5 慈濟⼤學 分⼦⽣物暨⼈類遺傳學系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Human Genetics（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能終⽣學習並具⼈⽂服務精神的分⼦⽣物暨⼈類遺傳之⼈才為⽬標。藉由充實的基礎課程及實驗技術養成，訓練學⽣
具備投⼊研究或產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以期未來能在公私⽴學術單位、醫療院所研究部⾨、⽣技公司與藥廠等參與學術研究、
產品研發、管理及銷售等⽅向發揮所⻑。若結合選修本校傳播及教育⽅⾯教學特⾊課程，也可朝向廣電之科普傳播及中學⾃然科
教師等跨領域⽅向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
供⾼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
(選)：請提供中⽂或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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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慈濟⼤學 ⼈類發展與⼼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y（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以⼈類學與⼼理學⼆個學術領域為基礎，探討⼈類⽣命各階段的發展原理與問題，提供學⽣⼀個寬廣而多元的學術視野。所有課
程分為下列⼆個學群：全系共同必修之「⼈類發展基礎學群」課程，以及選修學群：「⼈類學群」、「⼼理學群」。因本系課程
含括⼼理學與⼈類學之實驗設計與操作，有聽覺、視覺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
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請提供中、英
⽂⾃傳（包含⾃我介紹，求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計畫）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華語能⼒說明或證明
⽂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83 慈濟⼤學 東⽅語⽂學系中⽂組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Program of Chinese）
（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中⽂組須修⽇語課程8學分，除⼀般中國語⾔、⽂學、思想⽂化課程，以對外華語教學、⽂化實務為課程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請提供中⽂⾃傳 5.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84 慈濟⼤學 東⽅語⽂學系⽇⽂組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Program of Japanese）
（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組須修中⽂課程8學分，並通過⽇本語試驗N2級，除⼀般⽇語課程外，以語⾔應⽤、⽂化實務為課程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請提供中⽂⾃傳 5.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中⽂讀書計劃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7 慈濟⼤學 英美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兼顧英美⽂學與語⾔的訓練，旁及實⽤語⽂、語⾔學、專業英語，使學⽣更具發展潛⼒與就業機會。本系有優秀的師資陣容，有
優良的讀寫聽說的綜合課程，有涵蓋戲劇、小說、詩歌等⽂類的豐富的⽂學課程。本系主旨為培養有紮實英語能⼒、西⽅⽂學修
養的⽂化⼈才，畢業⽣除從事⽂化⼯作外，亦可勝任與英語有關的各種⾏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
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請提供中⽂、英
⽂⾃傳 6.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中⽂、英⽂進修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87 慈濟⼤學 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以「健康傳播」為課程特⾊，共有五個專業學群：健康傳播、影像紀錄、節⽬製作、新聞、整合⾏銷等專業群組課程。課程
設計結合實務、理論，有多元的服務學習活動，培養學⽣多元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
薦函(選)：請提供1份以上之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請提供華語⽂
⾃傳 6.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華語⽂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華語能⼒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15 慈濟⼤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Bachelor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學前教育與托育、家庭教育、兒童輔導與特殊教育能⼒的專業⼈才為實踐⽬標，並且依循學⽣升學及就業⽅向，設
置上述專⻑領域之相關課程。除加強本系專業課程外，本系尚規劃多元的服務學習、海外志⼯、海外⾒習和實習等學習機會，提
供本系學⽣的實務經驗與職涯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
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中表現相關資料 5.
⾃傳(選)：請提供中⽂或英⽂⾃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6 慈濟⼤學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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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標：秉持慈濟「誠正信實」精神，培育服務產業「經營與領導」⼈才。
特⾊：
1.培育跨域⼈才：培養個⼈興趣、發揮個⼈專⻑、結合多元專業。
2.強調特⾊技能: 重視第⼆外語及「⼈⽂禮儀」、「媒體資訊」素養。
3.提升就業實⼒：在國際服務產業發展的帶動下，與產業發展緊閉連結。
4.縮短學⽤落差：透過為期⼀年的實習實務訓練，培育服務產業經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
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請提供中⽂、
英⽂⾃傳 6.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中⽂、英⽂進修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3 慈濟⼤學 國際數位媒體科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Digital Media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近年媒體轉型越發明顯，社群經營、影像新聞、⾃媒體幾乎成為年輕族群的訊息來源。除了傳統採訪寫作、影⽚拍攝等基礎與理
論，學⽣急需更具多元能⼒，了解雲端科技管理、數位科技策展、資料探勘等能⼒，以在網絡媒體、⾃媒體等媒體⽣態圈內站穩
⼀席之地。
「國際數位媒體科技學⼠學位學程」以英語授課，著重實務性訓練，配合⼤量業界教師及⼤愛電視台引進之媒體與科技設施進⾏
教學，以期培育⼈⽂與專業兼具之媒體科技⼈才。
學位學程發展策略為：
1.媒體⼈⽂：堅守報真導正的媒體使命。
2.思維格局：培育以媒體⾓度宏觀報導的格局。
3.媒體專業：企劃、編輯、採訪、攝影、剪輯、燈光、成⾳等媒體專業之養成。
4.資訊科技：虛擬實境、視覺動畫、⼤數據分析、空拍機實作等資訊科技之訓練。
5.應⽤領域：依學⽣個別興趣選修管理、法律、⼼理、醫療、婦幼、家庭等相關專業。
6.實務學習：以整合型專案實作累積全⽅位的媒體實務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
薦函(選)：請提供⾄少1份之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請提供英⽂⾃
傳 6. 讀書計畫書(選)：請提供英⽂進修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華梵⼤學 Huaf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2
聯絡電話 886-2-26632102#2233
傳真 886-2-26633763
地址 22301新北市⽯碇區華梵路1號
網址 http://www.hf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無僑⽣專屬獎學⾦
保障國際學⽣四年住宿權利
⼀、本校創辦於西元1990年，備有男⼥宿舍，四年保證住宿 。 ⼆、本校特⾊：結合產業脈動(產學合作、產業實習、學
⽤合⼀)，國際交流學習(國際遊學、海外實習、⽂化交流)，問題解決導向(專題設計、專案管理、創新價值)，創新實務教
學(創意開發、實務設計、校外展演)。 三、設置⼆⼗餘種獎助學⾦，另有校外獎學⾦⼋⼗餘種，獎助名額多。校內各單位
提供⼯讀機會，協助同學養成獨⽴⾃主精神，擴展學習領域。 四、開設校級、院級相關課程，延攬業界專業師資，讓學
⽣所學的知識理論與未來職場接軌。

1852 華梵⼤學 美術與⽂創學系美術創作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ulture Creative Design--Program of Fine
Arts Creation
系所分則
除基礎美術專業訓練外，強調同學性靈的啟發與⼈⽂哲思的培養。重視東⽅書畫藝術與西⽅當代藝術之結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榮譽事蹟、社團幹部、活動參與
等相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資料 6. 作品集(選)：如素描、攝影、⽔彩、⼿做等任何與設計相關之
作品集。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855 華梵⼤學 美術與⽂創學系⽂創設計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ulture Creative Design--Program of Culture
Creative Design
系所分則
⽂創設計組旨在培養⽂化創意產業專才，課程著重創意設計與⽂化主題的企劃、執⾏和⾏銷，使修業學⽣建構全⽅位的⽂創能
⼒，具備職場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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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 1 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榮譽事蹟、社團幹部、活動參與等相關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集(選)：如素描、攝影、⽔彩、⼿做等任何與設計相關之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725 華梵⼤學 攝影與VR設計學系攝影與科技藝術組 Department of Photography and Virtual Reality Design-Program of Photography and Technology Arts
系所分則
教學⽬標與特⾊：
全國第⼀所VR專業科系！本系分為VR與互動媒體組以及攝影與科技藝術組兩個組別，適合對3D/2D多媒體設計、虛擬實境設
計、互動藝術、攝影藝術有興趣或已有作品之學⽣。本系專⾨培育 - 攝影師、影視剪輯與特效師、虛擬與擴增實境(VR/AR)⼯程
師、互動多媒體設計師、新媒體藝術家、遊戲設計師及各式跨域型的⼈才。
攝影與科技藝術組：專注培養具互動媒體技術及攝影專業之跨域⼈才。
VR與互動媒體組：專注培養具互動媒體技術及虛擬擴增實境專業之跨領域⼈才。
學系強調動⼿實作學習的應⽤實務教育，協助學⽣「從做中學」、培養跨域學習能⼒。重視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由教師與業師合作，協助學⽣動⼿實作、解決問題、學習新技術、培養溝通、合作、⾏銷作品能⼒。
學系要翻轉學習模式，告別國⾼中時代的單向灌輸、記誦演算的考試教育。
學系有最具彈性及客製化的學習制度，學⽣可以在全校各學院與學系之間，⾃由選擇⾃⼰有興趣的模組課程，進⾏跨院系跨領域
學習。
模組化課程：
VR與AR系統設計模組：
本模組帶領同學使⽤Unity3D與Unreal4遊戲引擎，搭配眾多最新科技的VR/AR設備，包括: HTC Vive Pro VR、Epson
MOVERIO AR眼鏡、Kinnect深度感測儀、Orbbec動作捕捉、Go Pro Fusion360相機...等等豪華裝備，讓同學⼀⼿掌握
AR/VR系統的每⼨設計細節。
互動媒體與遊戲模組：
本模組從2D/3D遊戲設計出發，教導同學⾃製PC與⼿機遊戲的⽅法。課程中使⽤Construct 2、Unity3D、Unreal4等商⽤遊戲
引擎來製作軟體，再Arduino製作出互動硬體，開發出完全⾃製的遊戲軟硬體。適合廣⼤的遊戲群眾以及對互動藝術有興趣的同
學。
微影視與直播模組：
本模組適合想成為微影視專業⼈才、Youtuber以及電競直播主的同學。你將會學到綠屏去背、⾮線性剪接、影視特效、虛擬攝
影棚以及專業聲響⼯程等知識，還有Story board設計、虛擬偶像製作等等輔助課程，讓你快速切⼊微影視與Youtuber領域，成
為閃亮的明⽇之星。
攝影模組：
本模組適合對攝影以及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同學，在本模組中你將會學到使⽤各式相機進⾏靜態與動態拍攝的技巧及知識。拍攝
技巧包括：靜物攝影、⼈物攝影、紀實攝影、以及商業攝影。專業知識包括：⾊彩學、攝影學、以及光影與構圖。本模組更包括
了當代最熱⾨的空拍機攝影以及360全景攝影技術，讓你⼀⼿掌握全⾯的攝影知識與技術。
3D建模與動畫模組：
本模組適合對遊戲美術、VR美術、⼈物與場景設計有興趣的同學，在本模組中你將會學到⾮常多不同的3D美術軟體，以及各種
設計⽬標所需要的軟體⼯作流(workflow)。⼈物主題課程教你如何從⼈設圖開始，逐步建出完整的⼈物模型，最終利⽤3D列印
技術將模型實體化。 場景課程則會將產出模型匯⼊遊戲引擎，製作互動式的遊戲與應⽤。
科技藝術模組：
本模組為藝術取向的課程，透過啟迪式的創意訓練、國際名作賞析、藝術經營管理等課程，將多媒體技術能⼒昇華為藝術能⼒。
內容包含新媒體潮流、設計⽅法、品牌經營與⾏銷、策展實務、業界名師講堂、專案管理等課程。培養同學成為獨當⼀⾯的新媒
體科技藝術家， 掌握前進國際的宏⼤視野與策展實務能⼒。
系所亮點：
1.頂級⼯作設備：40台系專業電腦：i7⼋代 CPU + nVidia 2080顯⽰卡，3D⼯作不卡頓，巨幅節省渲染等待時間
2. 專題式學習(PBL)：創業專案模擬、寬敞共創空間、GameJam+⿊客松訓練
3. 個⼈辦公空間：全台⾸創 每⼈都有辦公空間，⼤學就開⼯作室！
4. 專案獎學⾦制度：遊戲式任務獎勵，組⼯作室+接包案+拿獎學⾦，邊學邊創業！
5. 導師陪練制度：課程有疑問？導師就怕你不問！跟你⼀起作專題
6. 技術與藝術並進：不只學技術，還要讓你懂藝術，搖身⼀變成為科技藝術家
共創空間：
本系專⽤空間位於圖書資訊⼤樓三樓，占地2362平⽅公尺，⼗分寬敞。其中800平⽅公尺是共創空間，提供給PBL課程使⽤，學
⽣亦可⾃由申請使⽤。
本系專業顧問：
黃⼼健教授：黃⽼師於2011年獲總統府頒贈台灣之光，於2017威尼斯影展獲得⾸屆VR競賽之最佳VR體驗獎，是國際權威級的
VR⼤師。黃⽼師的作品擅⻑結合互動、表演藝術、動⼒機械、程式運算、影像裝置等的⼤型新媒體跨域製作。
王宗欣總監：本校傑出校友，擅⻑視覺藝術，參與世⼤運11⼈「品牌諮詢小組」，成功翻轉世⼤運形象；曾擔任第25屆⾦曲獎創
意執⾏、第51屆⾦鐘獎創意執⾏、第54屆⾦⾺獎創意執⾏總監。
就業發展：
2018年，FB執⾏⻑⾺克祖克伯宣佈『Facebook 要讓⼗億⼈進⼊ VR 的世界，⽬前僅進⾏到1%』。
VR/AR是虛擬與擴增實境的簡寫，全名是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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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VR/AR的投資資⾦⾼達6.86億美元，預估2020年，市場規模將達1，200億美元。2016年，
VR/AR產業，同時被CES⼤展及英國巴克萊銀⾏（Barclays）評為年度五⼤趨勢之⼀。
VR/AR相關職缺在2016前半年成⻑超過1倍，其中VR/AR軟體⼯程師（29.55%）缺最⼤，其次為多媒體動畫設計師
（7.39%）。
在職務⽅⾯，除了資訊、研發、⼯程及設計⼈才外，⾏銷以及業務⼈才也在AR、VR廠商的⼈才需求名單內，顯⾒⽬前在VR/AR
產業相當需要推廣市場的⼈才。
VR/AR是⼀項全新的技術，需要⼤量能跨域整合的⼈才。
如今VR/AR已開始跨域應⽤於醫療、建築、教育、藝術領域、房地產等⾏業中，為這些傳統⾏業帶來了全新感官的科技體驗，升
級了各式傳統產業的技術⽔準。
招⽣特殊限制：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榮譽事蹟、社團幹部、活動參與
等相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資料 6. 作品集(選)：如：3D/2D多媒體設計、虛擬實境設計、互動藝
術、攝影藝術及設計相關之作品集。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726 華梵⼤學 攝影與VR設計學系VR與互動媒體組 Department of Photography and Virtual Reality Design--Program
of Virtual Reality and Interactive Media
系所分則
教學⽬標與特⾊：
全國第⼀所VR專業科系！本系分為VR與互動媒體組以及攝影與科技藝術組兩個組別，適合對3D/2D多媒體設計、虛擬實境設
計、互動藝術、攝影藝術有興趣或已有作品之學⽣。本系專⾨培育 - 攝影師、影視剪輯與特效師、虛擬與擴增實境(VR/AR)⼯程
師、互動多媒體設計師、新媒體藝術家、遊戲設計師及各式跨域型的⼈才。
攝影與科技藝術組：專注培養具互動媒體技術及攝影專業之跨域⼈才。
VR與互動媒體組：專注培養具互動媒體技術及虛擬擴增實境專業之跨領域⼈才。
學系強調動⼿實作學習的應⽤實務教育，協助學⽣「從做中學」、培養跨域學習能⼒。重視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由教師與業師合作，協助學⽣動⼿實作、解決問題、學習新技術、培養溝通、合作、⾏銷作品能⼒。
學系要翻轉學習模式，告別國⾼中時代的單向灌輸、記誦演算的考試教育。
學系有最具彈性及客製化的學習制度，學⽣可以在全校各學院與學系之間，⾃由選擇⾃⼰有興趣的模組課程，進⾏跨院系跨領域
學習。
模組化課程：
VR與AR系統設計模組：
本模組帶領同學使⽤Unity3D與Unreal4遊戲引擎，搭配眾多最新科技的VR/AR設備，包括: HTC Vive Pro VR、Epson
MOVERIO AR眼鏡、Kinnect深度感測儀、Orbbec動作捕捉、Go Pro Fusion360相機...等等豪華裝備，讓同學⼀⼿掌握
AR/VR系統的每⼨設計細節。
互動媒體與遊戲模組：
本模組從2D/3D遊戲設計出發，教導同學⾃製PC與⼿機遊戲的⽅法。課程中使⽤Construct 2、Unity3D、Unreal4等商⽤遊戲
引擎來製作軟體，再Arduino製作出互動硬體，開發出完全⾃製的遊戲軟硬體。適合廣⼤的遊戲群眾以及對互動藝術有興趣的同
學。
微影視與直播模組：
本模組適合想成為微影視專業⼈才、Youtuber以及電競直播主的同學。你將會學到綠屏去背、⾮線性剪接、影視特效、虛擬攝
影棚以及專業聲響⼯程等知識，還有Story board設計、虛擬偶像製作等等輔助課程，讓你快速切⼊微影視與Youtuber領域，成
為閃亮的明⽇之星。
攝影模組：
本模組適合對攝影以及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同學，在本模組中你將會學到使⽤各式相機進⾏靜態與動態拍攝的技巧及知識。拍攝
技巧包括：靜物攝影、⼈物攝影、紀實攝影、以及商業攝影。專業知識包括：⾊彩學、攝影學、以及光影與構圖。本模組更包括
了當代最熱⾨的空拍機攝影以及360全景攝影技術，讓你⼀⼿掌握全⾯的攝影知識與技術。
3D建模與動畫模組：
本模組適合對遊戲美術、VR美術、⼈物與場景設計有興趣的同學，在本模組中你將會學到⾮常多不同的3D美術軟體，以及各種
設計⽬標所需要的軟體⼯作流(workflow)。⼈物主題課程教你如何從⼈設圖開始，逐步建出完整的⼈物模型，最終利⽤3D列印
技術將模型實體化。 場景課程則會將產出模型匯⼊遊戲引擎，製作互動式的遊戲與應⽤。
科技藝術模組：
本模組為藝術取向的課程，透過啟迪式的創意訓練、國際名作賞析、藝術經營管理等課程，將多媒體技術能⼒昇華為藝術能⼒。
內容包含新媒體潮流、設計⽅法、品牌經營與⾏銷、策展實務、業界名師講堂、專案管理等課程。培養同學成為獨當⼀⾯的新媒
體科技藝術家， 掌握前進國際的宏⼤視野與策展實務能⼒。
系所亮點：
1.頂級⼯作設備：40台系專業電腦：i7⼋代 CPU + nVidia 2080顯⽰卡，3D⼯作不卡頓，巨幅節省渲染等待時間
2. 專題式學習(PBL)：創業專案模擬、寬敞共創空間、GameJam+⿊客松訓練
3. 個⼈辦公空間：全台⾸創 每⼈都有辦公空間，⼤學就開⼯作室！
4. 專案獎學⾦制度：遊戲式任務獎勵，組⼯作室+接包案+拿獎學⾦，邊學邊創業！
5. 導師陪練制度：課程有疑問？導師就怕你不問！跟你⼀起作專題
6. 技術與藝術並進：不只學技術，還要讓你懂藝術，搖身⼀變成為科技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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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空間：
本系專⽤空間位於圖書資訊⼤樓三樓，占地2362平⽅公尺，⼗分寬敞。其中800平⽅公尺是共創空間，提供給PBL課程使⽤，學
⽣亦可⾃由申請使⽤。
本系專業顧問：
黃⼼健教授：黃⽼師於2011年獲總統府頒贈台灣之光，於2017威尼斯影展獲得⾸屆VR競賽之最佳VR體驗獎，是國際權威級的
VR⼤師。黃⽼師的作品擅⻑結合互動、表演藝術、動⼒機械、程式運算、影像裝置等的⼤型新媒體跨域製作。
王宗欣總監：本校傑出校友，擅⻑視覺藝術，參與世⼤運11⼈「品牌諮詢小組」，成功翻轉世⼤運形象；曾擔任第25屆⾦曲獎創
意執⾏、第51屆⾦鐘獎創意執⾏、第54屆⾦⾺獎創意執⾏總監。
就業發展：
2018年，FB執⾏⻑⾺克祖克伯宣佈『Facebook 要讓⼗億⼈進⼊ VR 的世界，⽬前僅進⾏到1%』。
VR/AR是虛擬與擴增實境的簡寫，全名是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2015年全球VR/AR的投資資⾦⾼達6.86億美元，預估2020年，市場規模將達1，200億美元。2016年，
VR/AR產業，同時被CES⼤展及英國巴克萊銀⾏（Barclays）評為年度五⼤趨勢之⼀。
VR/AR相關職缺在2016前半年成⻑超過1倍，其中VR/AR軟體⼯程師（29.55%）缺最⼤，其次為多媒體動畫設計師
（7.39%）。
在職務⽅⾯，除了資訊、研發、⼯程及設計⼈才外，⾏銷以及業務⼈才也在AR、VR廠商的⼈才需求名單內，顯⾒⽬前在VR/AR
產業相當需要推廣市場的⼈才。
VR/AR是⼀項全新的技術，需要⼤量能跨域整合的⼈才。
如今VR/AR已開始跨域應⽤於醫療、建築、教育、藝術領域、房地產等⾏業中，為這些傳統⾏業帶來了全新感官的科技體驗，升
級了各式傳統產業的技術⽔準。
招⽣特殊限制：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榮譽事蹟、社團幹部、活動參與
等相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資料 6. 作品集(選)：如：3D/2D多媒體設計、虛擬實境設計、互動藝
術、攝影藝術及設計相關之作品集。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727 華梵⼤學 佛教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rt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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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標與特⾊：
以佛教教義思想研究為基⽯實踐藝術，本系以佛教教義思想研究為基⽯，書法、繪畫、雕塑、建築空間等媒材技法表現和⽂創衍
⽣品為藝術實踐特⾊。培養具備佛學理論、⽂化研究及佛教藝術實務創作⼈才。
佛教藝術隨著佛教的源起與發展深⼊且廣佈於世界，尤其印度及東亞地區深愛其哲思的儒染。佛教藝術史伴隨佛教思想史演進成
為悠久的歷史。豐富的資源成為研究與創作實踐的寶庫，超過⼀般⼈對於宗教意義的想像，於是，將佛教藝術系全⾯性研究與開
展，同時進⾏⼈才之教育培養，將成為積極性的時代思考。
1.落實做中學的修⾏觀
透過技術養成與藝術創作的歷程，體悟身體的存在與⾃覺，漸而提⾼⾃信⼼與想像⼒，融攝做中學的智慧成為藝術⽂化的修⾏
觀。
2.培養⾃覺利他的宗教情懷
在互動、表達、展演的課程設計中，提⾼⼼靈的敏感度並能培養樂於助⼈的情懷。完善優質的⼼理素質，成為社會的優秀⼈才。
3.發揮佛教內涵應⽤於創作的潛質
佛教內涵轉化為藝術創作與⽂創應⽤具有普遍性與獨特性。其獨特之處在於應⽤佛教或顯或隱的符號或內容進⾏創作，作品具有
濃厚的宗教情懷，⾃然吸引具有豐美的善因緣。宗教藝術所帶來的祈福與⼼靈療癒作⽤，具有普遍撫慰⼈⼼的需求，優質的佛教
藝術具有既深且廣的⽂化影響⼒。
成為佛教藝術傳承與發揚的基地：
佛教藝術源起於印度，其宗教信徒遍及世界，亦為亞洲地區所有信仰中⼈數最多的⺠間宗教。所留下的⽂化遺產跨越⼆千餘年並
遍布印度、中西亞、中國、⽇韓、東南亞等地，皆有世界著名的藝術瑰寶傳世！如印度的犍陀羅與秣菟羅藝術⾵格的造像；阿富
汗的巴⽶揚⼤佛藝術；中國南北朝以降的敦煌、雲岡、⿓⾨三⼤⽯窟之造像壁畫，旌幡繪畫、⾶天舞蹈、⾳樂與書法寫經；以及
⽇本奈良時代⾄鎌倉時代的繪畫、造像與⼯藝建築等等，在在展現了佛教藝術多元創作形式與無所不包，綜觀東⽅⽂化中的藝術
創作，能與西⽅宗教藝術等量⿑觀，相互擷抗者，實唯有佛教藝術當之無愧，為東⽅藝術史中無可取代的重要⼀⾴！
臺灣位處東亞，宗教信仰⾃由，發展蓬勃，為華⼈世界的⼀盞明燈。而正信的佛教向善向上的慈悲與智慧特質，⼀直是臺灣⺠間
最重要、最有⼒的⼀股安定基⽯和澄淨⼒量！華梵⼤學是臺灣⺠間第⼀所由佛教⼈⼠所創⽴的綜合⼤學，其創辦⼈曉雲導師⼀⽣
以佛學教育與藝術教育為宗旨，以創造出⼈間淨⼟為終身志業，對推動臺灣佛學研究與⽂化藝術活動極具影響⼒和貢獻。故華梵
佛教藝術學系以佛教⼤乘思想義理為本，希冀藉由研究佛教經典、圖像與實修，並透過藝術⽂化的學習與實踐，鍛鍊個⼈⼼念與
清淨身性，培養出弘揚佛法，悲智雙運之臺灣⼈才。
華梵⼤學深刻理解佛教藝術教育融攝哲思、實踐、繪畫、雕塑、書法、建築等內涵與形式，是形上思想與創意實踐共通共融的最
佳途徑，應現了華梵⼤學創辦⼈以佛教精神為體，以藝術表現為⽤的完善教育。於是基於體⽤兩全的教育理想以及發揮佛教⾃覺
淑世的精神，成⽴佛教藝術學系，彰顯華梵⼤學重視慈悲與智慧相⽣的教育特⾊。
模組化課程：
學⼠班課程採蜂巢式模組課程規劃，學⽣可以⾃由組合有興趣修讀的模組，包括：藝術⼊⾨、佛學基礎、佛教藝術創作、佛教藝
術應⽤等課程模組。其次可以依興趣⾃由修讀外系課程模組，例如美術與⽂創學系的書畫創作、⽂創設計，攝影與VR設計學系
的攝影、VR/AR課程模組，及其他有興趣之模組。
系所亮點就業發展：
本系升學管道：藝術相關、宗教學、哲學、歷史研究所、⽣命教育、⽣死教育與輔導、⺠族⽂化（或族群關係）、⺠族藝術研究
所、⽐較（跨）⽂化研究所、社會學、社會⼯作等。
藝術創作型態：個⼈創作之作者、畫廊簽約創作者、藝術相關教學活動。
⾏政與實務：宗教機構、寺廟教會圖書館、基⾦會或博物館⾏政⼈員或管理⼈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榮譽事蹟、社團幹部、活動參與
等相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資料 6. 作品集(選)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279 華梵⼤學 智慧⽣活科技學系智慧產品開發組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for Smart Living--Program of Smart
Products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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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標與特⾊：
跨領域的⼈才養成搖籃。這是⼀個結合機械、電⼦、資訊、管理、⼯業設計的跨領域⼈才養成搖籃。
本學系以培養應⽤實務型⼈才為⽬標，分設智慧產品開發組與⼤數據與管理組。
智慧產品開發組：
培養學⽣具有⼈⼯智慧(AI)的資訊技術能⼒，並熟悉各種最新數位⼯具(Digital Tools)的使⽤；進而透過PBL的專題式學習，培
養智慧⾃造(Smart Maker)的跨域實作能⼒；最後每位學⽣均須完成⼀項智慧⽣活產品的開發研究，培養前瞻未來⽣活需求的創
新能⼒。
⼤數據與管理組：
培養學⽣具有⼤數據（Big Data）的數據收集及分析能⼒、⼈⼯智慧（AI）的應⽤能⼒、品牌營運管理能⼒與網路創業知識；課
程涵蓋資料管理分析、接軌國際的專案管理、基礎管理實務，培養未來科技產業管理與創業經營能⼒。
模組化課程：
智慧產品開發組：
學⽣可以⾃由組合有興趣修讀的模組課程，包括：(1)主修模組：智慧產品開發、數位⾃造(Maker)、智慧家電、⼈⼯智慧(AI)、
機器⼈；(2)輔修模組：資料管理與分析、物聯網(IoT)、創業經營；(3)外系模組：VR/AR、其他有興趣之模組。
主修模組課程培養學⽣基本的產品開發能⼒，結合輔修模組及外系模組課程，培養學⽣具有最新的資訊網路能⼒、品牌⾏銷能
⼒、創業經營能⼒、⽣活觀察與設計能⼒、互動媒體應⽤能⼒，使學⽣成為具有跨域創新能⼒的智慧⽣活產品開發⼈才。
⼤數據與管理組：
學⽣可以⾃由組合有興趣修讀的模組課程，包括：(1)主修模組課程：資料分析與管理、物聯網、品牌與⾏銷、創業經營、專案管
理、基礎管理實務。(2)輔修模組課程：智慧產品開發、⼈⼯智慧、數位⾃造；(3)外系模組課程：VR/AR、其他有興趣之模組。
主修模組課程培養學⽣基本的⼤數據資料分析與管理能⼒、智慧管理及品牌創業經營能⼒，結合輔修模組及外系模組課程，培養
學⽣具有最新的資訊網路能⼒、品牌⾏銷能⼒、創業經營能⼒、⽣活觀察與設計能⼒、互動媒體應⽤能⼒，使學⽣成為具有跨域
創新能⼒的⼤數據與管理專業⼈才。
系所亮點
將Maker/AI/VR全⾯融⼊專業教育
Maker/AI/VR已全⾯滲⼊傳統的科技產業，⼈類正朝向智慧化的未來⽣活邁進。華梵⼤學智慧⽣活科技學系是⼀個創新育成的
Maker⾃造⼯場、⼀個邁向未來的AI智慧園地、⼀個引領時尚的VR魔法世界。
Maker智慧⾃造/⾃造者時代來了！數位化⼯具帶來了新的⽣產模式，每個⼈都可以是發明家、⽣產者、創業者。你的創意設計
可以透過各種數位⼯具、網路、3D印表機、雷射切割機、CNC⼯具機，變身為實際的產品。
AI⼈⼯智慧/⼈⼯智慧無所不在！我們的⽇常⽣活，從上網找資料到購物，都⽤上了AI技術，AI正在顛覆這個世界、改變產業的
樣貌。產品開發可以引⼊AI的智慧功能，結合 Maker數位⾃造技術，變身為增進⼈類福祉的智慧產品。
VR虛擬實境/VR全⾯改變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定義，5G時代來臨VR 媒體就是王道，科技產業都在向VR 靠攏。產品開發可以引
⼊ VR/AR/XR技術，創造真實的感官體驗。
跨域學習
產業界需要的是具有跨科連結能⼒的T型⼈才、具有雙專⻑的π型⼈才，具有同章⿂般的連結能⼒，能不斷進化的雜學派⼈才。
只具有單⼀專⻑是不⾜以因應未來職場，能夠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勇於調整⾃⼰，才能適應未來的世界。產業在改變，教育也必
須改變，我們可以感受到翻轉教育的迫在眉睫。
本學系採跨領域整合實作專題式學習為主軸的課程設計，讓學⽣以Arduino為平台，結合⼈⼯智慧、物聯網 (IoT)、App等科
技，創作出具有創意、美觀及實⽤性的智慧⽣活科技產品。
創新實作空間每個⼈都有⾃⼰專屬的⼯作空間
以最流⾏的Maker Space（創客空間）打造創新實作空間，許多證照輔導訓練或實作練習都可以在這裡完成，例如:機器⼈、喇
叭⾳箱、無⼈機、智慧烘焙咖啡等產品，並與VR、穿戴裝置、物聯網、⼤數據等技術結合。
就業發展
Maker智慧⾃造
結合Maker/AI/VR的智慧⽣活產品開發，是未來產業的發展趨勢。本系智慧產品開發組著重於智慧⽣活產品開發實務的教學與
研究，包括：智慧居家產品，例如智慧⾳箱、智慧烘焙咖啡；智慧服務產品，例如機器⼈、無⼈機；科技藝術創作，例如藝術照
明。這些研發都將與最先進的VR/AR、穿戴裝置、物聯網、⼤數據等技術結合，開創未來⽣活的無限可能。
結合⼤數據資料分析的智慧管理，是未來橫跨科技與商業各產業的發展趨勢。本系⼤數據與管理組著重於智慧⽣活⼤數據管理實
務的教學及研究，例如：網路流⾏趨勢分析、國際專案管理、企業形象與品牌⾏銷、策展與⾏銷管理、社群媒體與直播、創業募
資企劃與眾籌及網路創業實務、財務分析、研發專案管理等無論是要成為⼀個創業者、斜槓青年或是未來企業領導⼈都需要具備
的全⽅位能⼒。
資料科學家
⼤數據資料分析技術是未來各⾏各業發展的基礎，透過資料科學家所作的精準分析提供⾦融、商業、科技業等能夠致勝的關鍵。
國際專案管理師
專案管理是⼀個具有國際認證並且從官⽅到⺠間都採⽤能有效進⾏進度管理的技術、也是未來升職能⾼⼈⼀等的特殊知識。
品牌⾏銷
資訊爆炸時代能讓品牌脫穎而出順利⾏銷就是⾼⼿，結合形象的建⽴、品牌的管理到如何策劃展覽⾏銷活動都是我們的專⾨。
網路創業家
要做流⾏的斜槓族，網路創業是最佳模式，也是微型創業的起點，結合品牌⾏銷、資料科學、創業知識可以以最⾼的成功率成為
網路創業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榮譽事蹟、社團幹部、活動參與
等相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資料 6. 作品集(選)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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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 華梵⼤學 智慧⽣活科技學系⼤數據與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for Smart Living--Program of Big Data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教學⽬標與特⾊：
跨領域的⼈才養成搖籃。這是⼀個結合機械、電⼦、資訊、管理、⼯業設計的跨領域⼈才養成搖籃。
本學系以培養應⽤實務型⼈才為⽬標，分設智慧產品開發組與⼤數據與管理組。
智慧產品開發組：
培養學⽣具有⼈⼯智慧(AI)的資訊技術能⼒，並熟悉各種最新數位⼯具(Digital Tools)的使⽤；進而透過PBL的專題式學習，培
養智慧⾃造(Smart Maker)的跨域實作能⼒；最後每位學⽣均須完成⼀項智慧⽣活產品的開發研究，培養前瞻未來⽣活需求的創
新能⼒。
⼤數據與管理組：
培養學⽣具有⼤數據（Big Data）的數據收集及分析能⼒、⼈⼯智慧（AI）的應⽤能⼒、品牌營運管理能⼒與網路創業知識；課
程涵蓋資料管理分析、接軌國際的專案管理、基礎管理實務，培養未來科技產業管理與創業經營能⼒。
模組化課程：
智慧產品開發組：
學⽣可以⾃由組合有興趣修讀的模組課程，包括：(1)主修模組：智慧產品開發、數位⾃造(Maker)、智慧家電、⼈⼯智慧(AI)、
機器⼈；(2)輔修模組：資料管理與分析、物聯網(IoT)、創業經營；(3)外系模組：VR/AR、其他有興趣之模組。
主修模組課程培養學⽣基本的產品開發能⼒，結合輔修模組及外系模組課程，培養學⽣具有最新的資訊網路能⼒、品牌⾏銷能
⼒、創業經營能⼒、⽣活觀察與設計能⼒、互動媒體應⽤能⼒，使學⽣成為具有跨域創新能⼒的智慧⽣活產品開發⼈才。
⼤數據與管理組：
學⽣可以⾃由組合有興趣修讀的模組課程，包括：(1)主修模組課程：資料分析與管理、物聯網、品牌與⾏銷、創業經營、專案管
理、基礎管理實務。(2)輔修模組課程：智慧產品開發、⼈⼯智慧、數位⾃造；(3)外系模組課程：VR/AR、其他有興趣之模組。
主修模組課程培養學⽣基本的⼤數據資料分析與管理能⼒、智慧管理及品牌創業經營能⼒，結合輔修模組及外系模組課程，培養
學⽣具有最新的資訊網路能⼒、品牌⾏銷能⼒、創業經營能⼒、⽣活觀察與設計能⼒、互動媒體應⽤能⼒，使學⽣成為具有跨域
創新能⼒的⼤數據與管理專業⼈才。
系所亮點
將Maker/AI/VR全⾯融⼊專業教育
Maker/AI/VR已全⾯滲⼊傳統的科技產業，⼈類正朝向智慧化的未來⽣活邁進。華梵⼤學智慧⽣活科技學系是⼀個創新育成的
Maker⾃造⼯場、⼀個邁向未來的AI智慧園地、⼀個引領時尚的VR魔法世界。
Maker智慧⾃造/⾃造者時代來了！數位化⼯具帶來了新的⽣產模式，每個⼈都可以是發明家、⽣產者、創業者。你的創意設計
可以透過各種數位⼯具、網路、3D印表機、雷射切割機、CNC⼯具機，變身為實際的產品。
AI⼈⼯智慧/⼈⼯智慧無所不在！我們的⽇常⽣活，從上網找資料到購物，都⽤上了AI技術，AI正在顛覆這個世界、改變產業的
樣貌。產品開發可以引⼊AI的智慧功能，結合 Maker數位⾃造技術，變身為增進⼈類福祉的智慧產品。
VR虛擬實境/VR全⾯改變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定義，5G時代來臨VR 媒體就是王道，科技產業都在向VR 靠攏。產品開發可以引
⼊ VR/AR/XR技術，創造真實的感官體驗。
跨域學習
產業界需要的是具有跨科連結能⼒的T型⼈才、具有雙專⻑的π型⼈才，具有同章⿂般的連結能⼒，能不斷進化的雜學派⼈才。
只具有單⼀專⻑是不⾜以因應未來職場，能夠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勇於調整⾃⼰，才能適應未來的世界。產業在改變，教育也必
須改變，我們可以感受到翻轉教育的迫在眉睫。
本學系採跨領域整合實作專題式學習為主軸的課程設計，讓學⽣以Arduino為平台，結合⼈⼯智慧、物聯網 (IoT)、App等科
技，創作出具有創意、美觀及實⽤性的智慧⽣活科技產品。
創新實作空間每個⼈都有⾃⼰專屬的⼯作空間
以最流⾏的Maker Space（創客空間）打造創新實作空間，許多證照輔導訓練或實作練習都可以在這裡完成，例如:機器⼈、喇
叭⾳箱、無⼈機、智慧烘焙咖啡等產品，並與VR、穿戴裝置、物聯網、⼤數據等技術結合。
就業發展
Maker智慧⾃造
結合Maker/AI/VR的智慧⽣活產品開發，是未來產業的發展趨勢。本系智慧產品開發組著重於智慧⽣活產品開發實務的教學與
研究，包括：智慧居家產品，例如智慧⾳箱、智慧烘焙咖啡；智慧服務產品，例如機器⼈、無⼈機；科技藝術創作，例如藝術照
明。這些研發都將與最先進的VR/AR、穿戴裝置、物聯網、⼤數據等技術結合，開創未來⽣活的無限可能。
結合⼤數據資料分析的智慧管理，是未來橫跨科技與商業各產業的發展趨勢。本系⼤數據與管理組著重於智慧⽣活⼤數據管理實
務的教學及研究，例如：網路流⾏趨勢分析、國際專案管理、企業形象與品牌⾏銷、策展與⾏銷管理、社群媒體與直播、創業募
資企劃與眾籌及網路創業實務、財務分析、研發專案管理等無論是要成為⼀個創業者、斜槓青年或是未來企業領導⼈都需要具備
的全⽅位能⼒。
資料科學家
⼤數據資料分析技術是未來各⾏各業發展的基礎，透過資料科學家所作的精準分析提供⾦融、商業、科技業等能夠致勝的關鍵。
國際專案管理師
專案管理是⼀個具有國際認證並且從官⽅到⺠間都採⽤能有效進⾏進度管理的技術、也是未來升職能⾼⼈⼀等的特殊知識。
品牌⾏銷
資訊爆炸時代能讓品牌脫穎而出順利⾏銷就是⾼⼿，結合形象的建⽴、品牌的管理到如何策劃展覽⾏銷活動都是我們的專⾨。
網路創業家
要做流⾏的斜槓族，網路創業是最佳模式，也是微型創業的起點，結合品牌⾏銷、資料科學、創業知識可以以最⾼的成功率成為
網路創業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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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 歷年成績單 3. 師⻑
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榮譽事蹟、社團幹部、活動參與
等相關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審查之資料 6. 作品集(選)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中信⾦融管理學院 CTBC Business School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3
聯絡電話 886-6-2873335
傳真 886-6-2873851
地址 70963台南市安南區台江⼤道3段600號
網址 http://www.ctbc.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認證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認證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c.ctbc.edu.tw/ezfiles/25/1025/img/470/580860103.pdf
每⼀學期有五個⽉，費⽤為⼀學期的住宿費⽤初估，請參閱學校官網宿舍專區http://192.83.182.21/ga/ctbc-room/介
紹。
中信⾦融管理學院為因應⾦融亞洲盃政策，積極培育具國際觀、獨⽴思考且具創新思惟之專業⾦融企業管理⼈才。透過與
中國信託的合作，專業課程提供符合⾦融產業需求的務實課綱，以培育國際⾦融家為⽬標。學⽣將於國際⾦融、國際法
學、⾦融⾏銷之三⼤領域，奠定優質基礎。 中國信託在海內外有百餘家分⾏及分⽀機構，包括⽇本東京之星銀⾏、印尼
及菲律賓⼦⾏等，為台灣最國際化的⾦融機構，提供學⽣前往海內外機構的學習機會。 中信⾦控旗下擁有銀⾏、保險、
證券、創投、資產管理、投信等⼦公司，績優⽣保障就業，提供多⾯向且適才適所的就業選擇。

4914 中信⾦融管理學院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為因應國際⾦融市場環境的變化與⾦融服務業的挑戰，財務⾦融學系透過務實的商學課程，培育具備國際⾦融知識及國際觀的⾦
融⼈才。
本系課程規劃不僅函蓋傳統的財務管理、證券投資、⾦融及保險等各領域，專業特⾊課程更區分為⾦融證照和國際⾦融實務兩種
學程，使本系學⽣能在銀⾏⾵險控管、國際投資銀⾏、國際財務管理、專業⾦融證照等領域接受完整的專業訓練，滿⾜⾦融產業
對⾦融⼈才之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者之最⾼學歷證書影本（中、英⽂以外之語⽂，應加附經公證之中⽂或英⽂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影本（中、英⽂以外之語⽂，應加附經公證之中⽂或英⽂譯本）。 3. 師⻑推薦
函(選)：此為有利於審查資料，建議提供。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提供任何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語⽂能⼒、競賽成
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6
聯絡電話 886-4-24730022
傳真 886-4-24754392
地址 40201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1段110號
網址 http://www.cs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sa.csmu.edu.tw/p/405-1011-33604,c1880.php?Lang=zh-tw
新⽣優先分配住宿
⼀、男、⼥兼收。 ⼆、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三、從迎新接待⾄⽣活照顧，包含社團活動、獎助學⾦、居
留證及出⼊境輔導、基本學科學業輔導、保險、⼯讀等，使從世界各國⾄本校就讀之同學，得以能安⼼向學，進而發展其
個⼈職涯之規劃。 四、有關各系所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
http://www.csmu.edu.tw/。 五、僑⽣輔導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332。 六、招⽣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112、11130、11118。

3193 中⼭醫學⼤學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系採多元化教學，除傳統教學法外，更實施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運⽤以問題為導向之小組學習⽅
式，培養學⽣團隊合作與主動解決問題的能⼒。此外為開拓學⽣視野與培養⼈⽂素養，除護理專業訓練，也重視國際交流，每年
有交換學⽣⾄國外姊妹校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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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中、英⽂以外之語⽂，應附中⽂或英⽂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中最後三年)(中、英⽂以外之語⽂，應附中⽂或英⽂譯本) 3. ⾃傳(必)：中⽂⾃傳約800-1000字(含個⼈優缺點論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77 中⼭醫學⼤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本系以醫療及⻑期照護與輸送體系、醫病溝通、醫療福利服務、健康社區營造為教學重點，佐以福利及醫事法規等有關醫病
權利之課程訓練。⼆、旨在培育學⽣進⼊醫療院所、政府部⾨或⾮營利組織後，可從事社⼯實務及成為健康照護體系、醫療與社
會政策擬劃⼈才。三、建議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四、本系課程學習須具備基本能⼒有構想能⼒、具⼈際
溝通協調能⼒及情緒管理能⼒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字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展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94 中⼭醫學⼤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兼重理論與實務，備有豐富醫療及實驗資源，課程以「認知神經科學」與「臨床⼼理學」為主軸，⽬標在訓練⼼理學專業及
應⽤⼈才。本系課程學習需具⼈際溝通協調能⼒及情緒管理能⼒。畢業出路包括：臨床⼼理師、諮商⼼理師、⼈⼒資源管理⼈
員、觀護⼈、⼼理測驗員、身⼼障礙者服務⼈員、教誨師、⼼理輔導員、社福機構⼯作者、廣告設計者、市調分析員、研究⼈員
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中⽂⾃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99 中⼭醫學⼤學 ⽣物醫學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成⽴宗旨在培養⽣物醫學基礎研究及⽣物技術應⽤之⼈才。核⼼科⽬涵蓋現代⽣命科學、⽣物技術及⽣物醫學領域，並藉多元實
驗及⽂獻討論等課程，訓練學⽣實作、解決問題及資料蒐集、閱讀理解、思考分析、講演溝通及批判等能⼒，奠定未來在⽣醫領
域研發創新基礎。
本系課程學習須具備基本能⼒含有構想能⼒、視覺、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控管⾃身情緒者。
本系課程含實驗操作，基於考量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備 獨⽴操作能⼒及 個⼈安全維護能⼒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95 中⼭醫學⼤學 醫學檢驗暨⽣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專業醫事檢驗師以及醫學相關研究⼈才為⽬標。強調基礎與臨床並重、理論與實務結合。課程學習須具備視覺辨⾊、
⼈際互動溝通協調、控管⾃身情緒等能⼒。實驗操作亦為本系之學習重點，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中⽂⾃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97 中⼭醫學⼤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本系有具有良好的學習及實習環境，師資與教學頗受肯定，開設多元課程及邀請各領域專家演講，設有專屬物理治療獎學⾦，以
培養具備專業能⼒、⼈⽂關懷、研究創新及終身學習之物理治療⼈才。因課程需要，學⽣須學習疾病判定、建⽴醫病關係等，為
評估個案問題，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口語表達、溝通能⼒及⼈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並具相當之抗壓
能⼒。在未來發展上，物理治療師可以在許多領域和職場從事專業發展，包括醫療院所、私⼈開設物理治療所診所、 居家服務、
學校教育機構、運動場域、 健身機構⼯廠、⻑照養護機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中、英⽂以外之語⽂，應附中⽂或英⽂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中最後三年)(中、英⽂以外之語⽂，應附中⽂或英⽂譯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98 中⼭醫學⼤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系所分則

- 第 284 ⾴ -

本系設⽴之⽬的在培育符合社會潮流及國際⽔準，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秀職能治療⼈才。課程連續通過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
(WFOT)認可，使學⽣具備國際化⽔準。並積極與港、澳、⾺、⼤陸等地區合作，進⾏學術與⼈才交流。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
學⽣必須有獨⽴評估的能⼒，能夠聆聽病患及家屬病情之闡述以及具備有效聽、說雙向溝通技巧，並完成臨床醫療院所實習，⽅
能畢業。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須具備職能治療專業知識、治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需要，學⽣須學習病症判
定、建⽴醫病關係等，為評估個案問題，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口語表達、溝通能⼒及⼈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
⾃身情緒並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中、英⽂以外之語⽂，應附中⽂或英⽂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中最後三年)(中、英⽂以外之語⽂，應附中⽂或英⽂譯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
明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09 中⼭醫學⼤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聽⼒組 Department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Division
of Audiology
系所分則
語⾔治療與聽⼒學系是以提升聽語障礙者之聽覺與溝通能⼒及⽣活品質為⽬的之醫療保健專業，招收對象宜具備下列⼈格特質：
喜歡與⼈互動、獨⽴成熟且耐壓性⾼、具服務身⼼障礙⼈⼠之熱誠；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具有良好體能、移
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參與研究或聽⼒學服務相關專業活動之經驗描述與證明⽂件 4.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00 中⼭醫學⼤學 視光學系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主要訓練學⽣成為視機能檢測、屈光矯正、與低視能服務的視光專業⼈員。課程設計以「眼球解剖學與眼球病理
學、視光學、隱形眼鏡學、配鏡學、及低視⼒學」為主軸，同時⿎勵學⽣參與社區服務。中⻑程⽬標則以培養視光相關醫學研究
⼈才為⽬的，透過「專題研究」與「專題討論」等課程，訓練學⽣獨⽴思考、規劃、實踐與論述之能⼒。本系課程含實驗操作，
需具相當的視覺、聽覺、以及口語表達的能⼒，⼈際互動、溝通協調與情緒管控亦相當重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01 中⼭醫學⼤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以臨床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相關技術並重，培育實務與理論合⼀的專業⼈才。畢業⽣可參加醫事放射師國家證照考試。
本系推動新加坡海外醫院實習計畫，⽬前已有11屆同學接受海外實習，迄今計有60幾名畢業⽣於新加坡各⼤醫療院所（SGH、
NUH、CTH、MOH等）就職擔任醫事放射師。因課程學習需要，需操作醫學影像相關儀器、辨別儀器影像、與病⼈及醫療團隊
溝通等；因此，學⽣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做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
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06 中⼭醫學⼤學 公共衛⽣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公共衛⽣之⽬標為預防疾病、延⻑壽命及促進身⼼健康。經社區⼒量從事環境衛⽣、傳染病管制及個⼈衛⽣教育，並結合醫療資
源，使疾病獲得早期的診斷和預防的治療。
課程設計以「流⾏病學、⽣物統計、環境與職業衛⽣、衛⽣⾏政與管理、社會⾏為科學」為主軸，⿎勵學⽣參與社區服務，教育
學⽣具有結合⼈⽂、社會與環境關懷及分析問題之能⼒；通過「公共衛⽣實習」與「專題研究」等課程以訓練學⽣獨⽴思考、規
劃、實踐與論述之⼈才。同時也提供「⾷品安全衛⽣學程」、「環環境證照與檢測學程」與「資料科學家學程」等學程培養專業
能⼒，期使畢業後無論是進⼊職場或繼續深造，皆能有深厚之公共衛⽣學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
來展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02 中⼭醫學⼤學 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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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育具備⾷品營養與醫學知識之專業⼈才為⽬標。課程內容含基礎醫學、臨床營養、保健⾷品科技三⼤類，畢業後可於各
⼤醫療院所、學校、公職部⾨、藥妝店、團膳公司等從事營養相關⼯作；也可於⾷品、⽣技產業、中央廚房、⽣機⾷品連鎖店等
從事⾷安品管研究相關⼯作。部份課程為實驗操作，學員須具備視覺辨⾊、⼈際互動溝通協調、控管⾃身情緒等能⼒，且基於實
驗結果判斷之需要與考量潛在的危險性，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展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03 中⼭醫學⼤學 職業安全衛⽣學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教育⽬標與宗旨
1.本系課程類型分為：基礎課程、通識課程、安全衛⽣核⼼課程、專題課程、專業實驗與實習課程與多元發展選修課程等。
2.提供「輔系」與「雙主修」設計。
3.「專題研究」必修，培養發掘、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
4.「安全衛⽣實務實習」必修，讓理論與實務接軌，培養符合產業界所需之⼈才。
5.「書報討論」必修，閱讀科技英⽂論⽂，促進國際視野的養成及終身學習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學習研究計劃書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展望/照
⽚)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03 中⼭醫學⼤學 醫學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醫學資訊學是跨領域的重要科學，藉由學習多元資訊技術、醫療臨床知識與⼈⼯智慧應⽤以促進⾼品質的⽣活，歡迎同學加⼊我
們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雄醫學⼤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7
聯絡電話 886-7-3121101
傳真 886-7-321-2062
地址 80708⾼雄市三⺠區⼗全⼀路100號
網址 https://www.k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僑、外⽣住宿安排請洽本校學⽣事務處⽣活輔導組：https://goo.gl/r5Q89Y
⼀、本校⼤學部學⼠班為全中⽂授課，學⽣應具備優良中⽂聽、說、讀、寫能⼒。⼆、本校各學系男⼥兼收。三、⼤學部
備有學⽣宿舍。四、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https://www.kmu.edu.tw/。五、
本校為獲教育部認定「績效卓著」醫學⼤學。六、本校學⽣修業期滿前，應符合本校英⽂能⼒畢業⾨檻之規定，其標準由
各學系另訂之。七、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211 ⾼雄醫學⼤學 運動醫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s Medicine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學歷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證明 3. 師⻑推薦函(必)：推
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TOCFL） 5. ⾃傳(必)：中⽂⾃傳（附照⽚，約1000字） 6. 讀
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
地區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12 ⾼雄醫學⼤學 呼吸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Therapy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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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關證明⽂件(選)：1. 具華語能⼒證明者尤佳 (ex. TOCFL) 2. 英⽂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傳(必)：⾃傳

4. 語⽂能⼒說明或相

3216 ⾼雄醫學⼤學 香粧品學系 Department of Fragrance and Cosmetic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學歷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證明（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份（⼀份專業科⽬教師推薦函及⼀份中⽂教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TOCFL） 2. 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必)：⾃傳⼀份（附照⽚，約1000
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17 ⾼雄醫學⼤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學歷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證明（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TOCFL） 5. ⾃傳(必)：中
⽂⾃傳（附照⽚，約1000字）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
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0 ⾼雄醫學⼤學 公共衛⽣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學歷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證明（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TOCFL） 5. ⾃傳(必)：中
⽂⾃傳⼀份（附照⽚，約1000字）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 (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
⾔之國家或地區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3 ⾼雄醫學⼤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學歷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成績證明（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
照表）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TOCFL） 5. ⾃傳(必)：中
⽂⾃傳⼀份（附照⽚，約1000字）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證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
⾔之國家或地區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5 ⾼雄醫學⼤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and Medical 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TOCFL） 5. ⾃傳(必)：⾃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英⽂能⼒證
明(「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1 ⾼雄醫學⼤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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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
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如：中⽂能⼒證明/ 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4 ⾼雄醫學⼤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研究計劃書 4. 師⻑
推薦函(必)：推薦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TOCFL） 6. ⾃傳(必)：中⽂⾃傳 7.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6 ⾼雄醫學⼤學 醫藥暨應⽤化學系醫藥化學組 Division of Medicinal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and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特⾊：
1. 台灣唯⼀以化學⽅法研究醫藥科技領域的系所。
2. 著重在「醫藥化學」領域中的基礎理論紮根與實驗研究，並訓練具有研發之能⼒。
3. 化學各領域師資皆具，研究成果卓越。
優勢：
1. 化學之基礎知識理論訓練較為完善。
2. 兼具醫藥化學、藥物合成及開發之相關知識以及實驗能⼒。
3. 因兼具化學與醫藥相關背景知識及訓練，畢業學⽣未來就業的出路更加廣泛。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之成績單 3. 師⻑推薦函
(必)：化學專業教師推薦函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如：TOCFL） (2) 必要時本系會以電
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必)：中⽂⾃傳1份(附照⽚，約10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7 ⾼雄醫學⼤學 醫藥暨應⽤化學系應⽤化學組 Division of Applied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and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特⾊：
1. 台灣唯⼀以化學⽅法研究醫藥科技領域的系所。
2. 著重在「應⽤化學」領域中的基礎理論紮根與實驗研究，並訓練具有研發之能⼒。
3. 化學各領域師資皆具，研究成果卓越。
優勢：
1. 化學之基礎知識理論訓練較為完善。
2. 兼具材料化學、儀器分析及尖端奈⽶化學之相關知識以及實驗能⼒。
3. 因兼具化學與醫藥相關背景知識及訓練，畢業學⽣未來就業的出路更加廣泛。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之成績單 3. 師⻑推薦函
(必)：化學專業教師推薦函1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如：TOCFL） (2) 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
或視訊⽅式訪談。 5. ⾃傳(必)：中⽂⾃傳1份(附照⽚，約1000字)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8 ⾼雄醫學⼤學 ⽣物醫學暨環境⽣物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Biology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含班排名)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4.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活動資料或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結果、英⽂能⼒證明、TOCFL等) (2)
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必)：⾃傳1份(附照⽚)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29 ⾼雄醫學⼤學 ⽣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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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 (含班排名)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活動資料或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結果、英⽂能⼒證明、TOCFL等) (2)
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必)：⾃傳1份(附照⽚)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3 ⾼雄醫學⼤學 ⽣命科學院學⼠班 Bachelor Program of Life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含班排名)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4.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活動資料或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結果、英⽂能⼒證明、TOCFL等)。
(2)必要時本學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5. ⾃傳(必)：⾃傳1份(附照⽚)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國醫藥⼤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8
聯絡電話 886-4-22991621
傳真 886-4-22993627
地址 406040 台中市北屯區經貿路⼀段100號
網址 http://www.cm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僅限研究⽣申請)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mucia.cmu.edu.tw/
本校宿舍謹開放給⼤學部學⼠班學⽣。學⼠班⼀年級學⽣可優先獲得學校宿舍安排，宿舍為3-4⼈⼀間，每學期住宿費約
新台幣22,500~25,500元/學期/⼈。 詳細住宿資訊請⾄中國醫藥⼤學軍訓暨⽣活輔導組網⾴參閱最新公告
(http://guide.cmu.edu.tw/dorm.php)
⼀、總校區暨北港校區均備有學⽣宿舍供新⽣住宿。 ⼆、醫學系、⽛醫學系、藥學系及中醫學系⼀年級學⽣在總校區上
課，⼆年級後在英才校區上課。其它各學系⼀年級學⽣在北港校區上課，⼆年級後在總校區上課。 三、⼊學前畢業年級
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其畢業應修學分應增加12學分。 四、校
址： (1)總校區：40640台中市北屯區經貿路⼀段100號。 (2)英才：40402台中市北區學⼠路91號。 (3)北港：65152雲林
縣北港鎮新德路123-1號 五、電話：總校區、英才(+886-4-22053366 招⽣業務-國際事務處分機1122或1176,⽣活照應-國
際學⽣中⼼分機1611)；北港（+886-5-7833039）。 六、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3230 中國醫藥⼤學 ⽛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系所分則
1. 本系為醫療專業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學習須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2. 本系修業五年，另加實習⼀年（需⾃備部分⽛科專業器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
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
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英⽂⾃傳 (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1)必繳: 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2)選繳: 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45 中國醫藥⼤學 中醫學系甲組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Division A)
系所分則
1. 申請者需具有華語⽂能⼒測驗⾼階(含)以上的能⼒，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
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2. 本系為醫療專業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3. 教育⽬標在培育中西醫結合醫師，得依本校中醫學系學⽣修讀醫學系雙主修辦法加修醫學系為雙主修，修業七年(含中醫實習
⼀年)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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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學業成績依GPA標準3.0(含)以上或同等證明。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英⽂⾃傳 (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申請者需具有華語⽂能⼒測驗(聽⼒、閱讀、寫作)⾼階(含)以上的能⼒。海外台灣學校學
⽣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46 中國醫藥⼤學 中醫學系⼄組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Division B)
系所分則
1.申請者需具有華語⽂能⼒測驗⾼階(含)以上的能⼒，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
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2.本系為醫療專業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3.教育⽬標以培育現代化中醫師，不得申請加修醫學系為雙主修，修業七年(含中醫實習⼀年)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學業
成績依GPA標準3.0(含)以上或同等證明。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英⽂⾃傳 (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申請者需具有華語⽂能⼒測驗(聽
⼒、閱讀、寫作)⾼階(含)以上的能⼒。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
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32 中國醫藥⼤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系所分則
1.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術。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與⼈直接互動的
特性。
2. 具備良好華語溝通能⼒。
3. 本系修業五年或六年，含實習課程。
4.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
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需具備良好華語溝通能⼒。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34 中國醫藥⼤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英⽂⾃傳 (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需具備良好華語溝通能⼒。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35 中國醫藥⼤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 本系為醫事相關學系，因課程學習需要，學⽣須具有良好視覺功能使⽤顯微鏡進⾏⾊彩判定，另會接觸病患須具良好聽覺和⼈
際互動溝通能⼒，並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2. 本系著重醫學檢驗與⽣物技術⼈才之培育，本系修業四年，含實習半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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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
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 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中⽂檢定成績証明）
(2) 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3)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36 中國醫藥⼤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1.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須具備物理治療專業知識、醫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學習
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定、⼤體解剖、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為判定病患
因各項感官皆須較為敏銳，因此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親⾃為了他⼈進⾏物理治療，運⽤肢體
操作儀器，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學⽣畢業後將進⼊醫院治療及照顧病患。
2.需具備良好華語溝通能⼒ 。
3.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
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英⽂⾃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 必繳: 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2) 選繳: 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3)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37 中國醫藥⼤學 ⽣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學⽣須學習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包含操作實驗、使⽤顯微鏡與判定⾊彩。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英⽂⾃傳 (含學⽣⾃述)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38 中國醫藥⼤學 運動醫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s Medicine
系所分則
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
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含學⽣⾃述)
英⽂⾃傳(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需具良好中⽂聽、說、讀、寫能⼒。
註：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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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9 中國醫藥⼤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系所分則
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含學⽣⾃述)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42 中國醫藥⼤學 藥⽤化妝品學系 Department of Cosmeceu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學系課程包含調製學實驗、彩妝藝術學等，須具備辨⾊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44 中國醫藥⼤學 ⽣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
系所分則
1.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術。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彩判定，與⼈直接互動的特性。
2. 本系修業四年，含⾒、實習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中⽂⾃傳 (含學⽣⾃述/申請動機, 800字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 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 (中⽂檢定成績証明)
(2) 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英⽂檢定成績証明)
(3)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
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46 中國醫藥⼤學 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以培育營養師為⽬標，須具備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申請動機(800字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45 中國醫藥⼤學 公共衛⽣學院⼤⼀不分系 Interdisciplinary Freshmen Program of Public Health
系所分則
就讀本系需電腦實作及操作儀器設備，需有相當的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良好體能及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英⽂⾃傳（各約1000字，含個⼈之研究興趣與志向）。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臺北醫學⼤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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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69
聯絡電話 886-2-27361661
傳真 886-2-23774153
地址 11031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網址 http://www.t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my2.tmu.edu.tw/board.php?courseID=24789&f=news
(1)⼤學部：僑⽣⼤學部⾃三年級起即不予保障。 (2)研究所：以第⼀年來台就讀之新⽣為限，且由研究所新⽣床位預留保
宿舍 障男⼀床、女⼀床，申請⼈數超過預留時 以抽籤⽅式決定。 ※申請資格及保障依臺北醫學⼤學學⽣宿舍住宿申請及管理
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醫學系修業年限六年，⽛醫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另加實習⼀年，其餘各學系均為四年。⼆、本校各學系男、⼥兼收。
備註
三、各學系上課語⾔均以中⽂為主，學⽣需具有相當程度之中⽂聽、說、讀、寫能⼒。
學校基
本資料

3256 臺北醫學⼤學 保健營養學系 School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本學系修業年限四年，修習課程包括課堂學習、實驗操作課程及臨床實習，以培育營養應⽤任⼈才，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
口語、變⾊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設備、迅速移動、互動溝通協調及抗壓能⼒，以照顧病⼈。必要時本學系得以電話或視
訊⽅式訪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正本、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活動資料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優良事蹟、
社團參與、競賽結果等) 5. ⾃傳(必)：⾃傳⼀份(附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49 臺北醫學⼤學 醫務管理學系 School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學系旨在培養醫務管理⼈才，使其擁有醫學精神內涵和各種管理理論、觀點及技術。歡迎具有⼈⽂素養、樂意服務、並具有⾃
我學習及成⻑能⼒之學⽣。必要時本學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本學系修業4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及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份 3. 師⻑推薦函(必)：就讀學校⾼中師⻑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活動資料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優良事
蹟、社團參與、競賽結果等) 5. ⾃傳(必)：⾃傳⼀份(附照⽚)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52 臺北醫學⼤學 ⽛體技術學系 School of Dental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學系因課程學習需要，學⽣就學期間需動⼿操作實驗設備，且需辨識相關內容之顏⾊；因此需具備視覺、聽覺功能，需具口語
表達、溝通能⼒，有時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並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必)：就讀學校⾼
中師⻑推薦函⼀封。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2 臺北醫學⼤學 ⽣物醫學⼯程學系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學系部份課程需運⽤⼤量物理、數學或化學計算能⼒與進⾏實際動⼿操作，並安排學⽣⾄校外醫院與企業實習，對於實作能
⼒、⼈際互動或溝通協調學習有困難學⽣宜謹慎考慮。本學系修業課程為四年制，審查時若有需要時得以電話或視訊⽅式進⾏⾯
談審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位證書或學⽣證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
(必)：推薦函⼆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學術著作、證照及具體優良事蹟之相關證明⽂件、中英
⽂語⽂能⼒證明等) 5. ⾃傳(必)：⾃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15 臺北醫學⼤學 ⾷品安全學系 School of Food Safety

系所分則
本學系學⽣需學習基礎專業知識及實驗技能，故需親⾃操作實驗儀器及技術，部份實驗需辨⾊，且⼀些實驗具⼀定危險性，須有
能⼒判斷及即時遠離危險現場；亦須具備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能⼒，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本學系修業四年。必要時本系得以
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中最後三年)及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兩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活動資料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優良事蹟、
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 5. ⾃傳(必)：⾃傳⼀份(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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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偕醫學院 Mackay Medical College
學校代碼
F1
聯絡電話 886-2-26360303
傳真 886-2-26365522
地址 25245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46號
網址 http://www.mmc.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學⽣宿舍參採國外知名⼤學住宿之書院式教育精神，營造家庭的歸屬感。學⽣宿舍共四棟，宿舍數量⾜以提供同學在
學期間之住宿需求。每⼀層樓有2~6個家庭單位，每個家庭單位可住宿8名學⽣(每⼾4寢，每寢2⼈，床鋪、書桌及櫥櫃均
宿舍
為平⾯設置)，空間寬敞舒適，設有客餐廳及乾濕分離衛浴，備有電陶爐料理台、冰箱、冷氣與網路接點等設備，⽣活機
能完善，學⽣滿意度⾼。
⼀、本校以延續⾺偕博⼠「寧願燒盡，不願銹壞」之精神和培養兼具愛⼼與服務熱忱之明⽇良醫與優秀醫事⼈員為⽬標，
是基督信仰濃厚的醫學院校。 ⼆、本校各學系男、⼥兼收。 三、醫學系修業年限為六年，護理學系及聽⼒暨語⾔治療學
系則為四年。 四、本校學⼠班學⽣除特殊情形經核准外，全體皆住宿，本校提供極優質的家庭宿舍，相關資訊請參考
備註 http://www.admissions.mmc.edu.tw/dorm.asp。僑⽣專責單位為學務處⽣活輔導組，電話：+886-2-26360303分機
1134。 五、本校招⽣學系有醫學系、護理學系、聽⼒暨語⾔治療學系聽⼒組、聽⼒暨語⾔治療學系語⾔組，皆為培育專
業醫事⼈員的學系，畢業後須參與國家考試，獲得通過後始能以醫師、護理師、聽⼒師或語⾔治療師身份執業。因各地區
的國家考試學歷採認規定不盡相同，請考⽣在報考本校前，⾃⾏確認所屬地區之學歷採認事宜，以免影響⽇後的權益。
學校基
本資料

3286 ⾺偕醫學院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歡迎具有服務熱忱、責任感，對健康照護有興趣的學⽣。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護理專業知識與照護技能。因學習需
要，需具有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能⼒，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抗壓與⼈際互動溝通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352 ⾺偕醫學院 聽⼒暨語⾔治療學系語⾔組 Department of Audiology and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Division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系所分則
1. 本學系語⾔治療組為培育語⾔病理與治療領域之醫療專業科系，以服務語⾔、⾔語、吞嚥障礙個案，提升其溝通與吞嚥相關能
⼒為⽬的。招收對象宜具備下列⼈格特質：喜歡與⼈互動、具服務熱忱、問題解決能⼒佳等。
2. 因課程中包含語⾔、⾔語發展與障礙及臨床實習等專業科⽬，故學⽣對華語⽂的口語及⽂字理解與表達能⼒，在課程學習上為
重要的因素。
3. 學⽣⽇後實習及畢業後服務的主要對象為溝通和/或吞嚥障礙之個案/病⼈，因此，必須具有相當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及⽂
字理解與表達之溝通能⼒，以及能合宜操作與運⽤儀器，此外，亦須能管控⾃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性，並具⼈際互動與協調之
能⼒。
4. 本學系審查資料（如⾃傳、讀書計畫、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推薦函等）有
格式統⼀需求，其相關格式電⼦檔下載網址:http://www.admissions.mmc.edu.tw/news.asp?
hidPage1=1&hidNewsCatID=10，俾供報名學⽣⾃⾏前往下載填寫。
5. 本學系將以視訊(電話)訪談⾯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作品集(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必)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具備中⽂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3383 ⾺偕醫學院 聽⼒暨語⾔治療學系聽⼒組 Department of Audiology and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Division of
Audiolog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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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學系聽⼒組為培育聽⼒相關領域之醫療專業科系，以服務聽能障礙⼈⼠提升其聽能與溝通相關能⼒為⽬的。招收對象宜具備
下列⼈格特質：喜歡與⼈互動、具服務之熱忱、能主動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能⼒佳，歡迎對聽⼒科學專業有興趣者報名，聽障⽣
亦可選讀。
2. 因課程中包含聽⼒科學與聽覺障礙及臨床實習等專業科⽬，故學⽣對華語⽂的口語及⽂字理解與表達能⼒，在課程學習上為重
要的因素。
3. 學⽣⽇後實習及畢業後服務的主要對象為聽⼒損失和平衡障礙之個案/病⼈，因此，必須具有相當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及
⽂字理解與表達之溝通能⼒，以及能合宜操作與運⽤儀器，此外，亦須能管控⾃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性，並具⼈際互動與協調
之能⼒。
4. 本學系審查資料（如⾃傳、讀書計畫、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推薦函等）有
格式統⼀需求，其相關格式電⼦檔下載網址:http://www.admissions.mmc.edu.tw/news.asp?
hidPage1=1&hidNewsCatID=10，俾供報名學⽣⾃⾏前往下載填寫。
5. 本學系將以視訊(電話)訪談⾯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作品集(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必)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具備中⽂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貫道天皇學院 I-Kuan Tao College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5
聯絡電話 07-6872139
傳真 07-6871938
地址 84442 ⾼雄市六⿔區新寮⾥三⺠路81號
網址 http://www.iktc.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iktc.edu.tw
新⽣保障住宿,本校於就學期間(含寒暑假)皆免費提供⾷宿
⼀、本校成⽴於2015年，本學院屬於宗教研修學院設有⼀貫道學系碩⼠班及學 ⼠班。 ⼆、修業年限：學⼠班，學⽣修業
期限為四學年。 三、本校就學照顧：1.學雜費⽐照性質相關之國⽴⼤學研究所收費。 2.就學期間免費提供⾷宿。 3.每學
期提供成績學業成績優良獎學⾦。 4.就學期間(1-4年級)每⽉提供⽣活助學⾦新台幣5000元。 四、僑⽣輔導服務電話：學
務處 +886-7-6872139 分機6301。 五、招⽣服務電話：+886-7-6872139 分機6301。 六、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4291 ⼀貫道天皇學院 ⼀貫道學系 Undergraduate Program, Department of I-Kuan Tao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2015年，本學院屬於宗教研修學院設有⼀貫道學系碩⼠班及學⼠班。
學⼠班之特⾊是在培養⼀貫道弘法佈道、道務經營及經典學術研究與推廣之相關專業⼈才。藉宣化及研究、發展⼒量之提升，使
⼀貫之正道，可⼤可久，進而強化端正社會⾵氣、促進世界和諧之影響⼒。
在校核⼼能⼒的發展上，以經典詮釋、宗教願⾏、關懷服務、國際移動、跨界合作、健康管理、創新思考、問題解決等⼋⼤核⼼
能⼒為本校培育學⽣的核⼼能⼒，並融⼊於課程設計及教學活動中。
依創校⽬的與宗旨設定本校教育⽬標：
1.培育德學⾏⾨兼具之⼀貫道弘法佈道⼈才。
2.培育具國際觀之⼀貫道道務經營⼈才。
3.培育具融通求真之⼀貫道學術研究與推廣⼈才。
課程特⾊以⼀貫義理為基礎，配合五教經典、傳統學術、宗教與⽂化等學科，融滲德⾨、學⾨和⾏⾨三項學習。同時重視創造思
考和語⾔能⼒，培養學⽣國際觀及恢
宏氣度。融⼊⼀貫道特有⾏⾨修持，養成學⽣觀照、承擔、了愿之修⾏功夫。
⼆、課程安排利於就業優勢：
學習⼀貫義理與專業知識，除了能幫助辦道務外，並擬開設安養照護、蔬⾷健康及⽂化創意等學程，輔導考取專業證照。幫
助學⽣做好升學就業或道場服務之準備。
三、修業年限：學⼠班，學⽣修業期限為四學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最⾼學歷證明⽂件影本1份（中、英⽂以外之語
⽂，應加附經公證之中⽂或英⽂譯本）
2.應屆畢業⽣請繳交由其學校出具之「預計畢業證
明書」正本（中、英⽂以外之語⽂，應加附
經公證之中⽂或英⽂譯本）
3.若有疑義，本校得要求申請者於審查前先⾏繳交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最⾼學歷證明⽂件。
4.錄取報到時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最⾼學
歷證明⽂件影本及驗證後影本各⼀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中、英⽂以外之語⽂，應
加附經公證之中⽂或英⽂譯本）。
2.若有疑義，本校得要求申請者於審查前先⾏繳交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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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錄取報到時須繳交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歷年成績單正本及驗證後影本各⼀ 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臺北基督學院 Christ's College Taipei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4
聯絡電話 02-2809-7661 ext. 2220
傳真 02-28096631
地址 251 新北市淡⽔區⾃強路51號
網址 http://www.cc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律住宿
基督教博雅學系學⼠班四年制 本校屬⼈⽂類組, ⽬前没有適合學群類, 暫選外語學群。

1617 臺北基督學院 基督教博雅學系 Christian Liberal Arts Department
系所分則
本校特⾊為基督教博雅教育，強調結合基督教信仰與學⽣學習，學⽣⼀律住校，透過正式課程與⽣活教育培育學⽣基督徒品格，
使其⼀⽣為真理作⾒證與服務社會。不同於⼀般⼤學院校之通識教育，博雅教育宗旨乃教導⼈「學識廣博，⽣活⾼雅」，因此，
本校學⽣須修滿60學分的核⼼課程，包含聖經類、語⾔類、科學類、⼈⽂類、社會科學類、及其他類別之課程。學⽣學習能⼒指
標除上述培育學⽣基督徒品格外，亦包括建⽴學⽣思辨能⼒、溝通能⼒、創新創意、合作能⼒、富同情⼼、專業能⼒、對家庭∕
教會∕社會之貢獻。本校教育特⾊正如愛因斯坦所⾔：「博雅學院的價值不在於學習各樣的知識，而是訓練⼼智如何學習書本上
學不到的知識」。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中畢業證書, 或修業證明, 或離校證明; 如果是應屆學⽣, 繳交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
單正本(必)：1份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2 份推薦函（本項⽬請以紙本⽅式寄出，地址：#51 Tzu-Ching Rd.,
Tamsui, 251, New Taipei City, Taiwan、收件⼈：Wanda Chu、聯絡電話：+886-2-28097661#2220、E-mail：
wandachu@cct.edu.tw、收件截⽌⽇：2020-01-10） 4. ⾃傳(必)：包含家庭背景、成⻑過程、求學歷程、特殊成就、表現、
專⻑、與讀書計劃。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托福或雅思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75
聯絡電話 886-7-3814526#19026
傳真 07-396-1245
地址 80778 ⾼雄市三⺠區建⼯路415號
網址 http://www.nk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kust.edu.tw/p/412-1010-1894.php?Lang=zh-tw
新⽣保障住宿,第⼆年起須配合宿舍積分活動，才享有抽籤宿舍權利(請以學校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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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規定⼤學部學⽣修習服務教育課程，為必修零學分，成績及格⽅准畢業。 ⼆、本校⼤學部實施英語畢業⾨檻。
第⼀校區：本校交通便捷，近國道1號、3號，可由交流道快速抵達。⾼雄捷運都會公園站及青埔站，均有接駁公⾞進⼊
校區。鄰近台灣⾼鐵及小港國際機場，搭機返國便利。 楠梓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紅線⾄後勁站(R20)步⾏約
5分鐘即可到達。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6、29號公⾞（楠梓⽕⾞站搭⾞）於⾼雄海洋科技⼤學下⾞。市公⾞
28、301（⾼雄⽕⾞站搭⾞）於後勁國中站下⾞。 旗津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橘線⾄西⼦灣站(O1)，步⾏約2
分鐘⾄⿎⼭渡輪站搭乘渡輪前往旗津，下船後步⾏約5分鐘即可到達旗津校區。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1、248號
備註 公⾞（⾼雄⽕⾞站搭⾞）⾄⿎⼭渡輪站下⾞，搭渡輪⾄旗津，轉市公⾞紅9號公⾞於旗津國小下⾞，或沿中洲三路步⾏約
10分鐘可抵旗津校區。 建⼯校區 路線1：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路 → 建⼯路 路線2：
下中正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中正路 → ⼤順路 → 建⼯路 路線3：小港機場往⾼雄市區⽅向 → 中⼭路
→ 博愛路 → 同盟路 → 建⼯路 路線4：⾼鐵左營站 → 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
路→ 建⼯路 路線5：捷運後驛站 → 公⾞紅３０建⼯幹線 燕巢校區 http://www.kuas.edu.tw/files/13-1000542.php?PreView=1
1914 國⽴⾼雄科技⼤學 應⽤⽇語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Japanese
系所分則
⼀、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 課程規劃以實⽤性為⽬標，除聽說讀寫譯之進階語⾔訓練及多樣化課程外，更透過本校校內資源的整合，搭配學習本院開設
「電⼦商務及管理學程」與「語⾔⽂化服務學程」之課程，以因應產業多元化的環境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中⽂⾃傳：六百字以內、附照⽚、附學歷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15 國⽴⾼雄科技⼤學 應⽤德語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German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課程以「應⽤」、「實務」為導向，本系學⽣除修習本系專業課程外，並須修習學院規劃之「電⼦商務及管理學程」或「語
⾔⽂化服務學程」。
三、多元外語+商務專業提⾼全球化職場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
部證明等 4. 作品集(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5. ⾃傳(必)：無 6. 讀書計畫書(必)：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17 國⽴⾼雄科技⼤學 應⽤英語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學⽣須具中⽂⾼級能⼒及英⽂中級以上能⼒。課程著重於強化英語⽂聽說讀
寫能⼒、跨⽂化與⽂學分析能⼒、語⾔學與外語教學能⼒、中英口筆譯能⼒
、商業溝通能⼒及電腦應⽤能⼒。此外，並提供第⼆外語(⽇語及德語)課程、
電⼦商務及商業管理等相關課程可供選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或英⽂者，應繳交中或英⽂翻
譯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得獎榮譽、社
團參與、社會服務、⼯作實習等證明⽂件。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英⽂能⼒檢定證照或其他證照等。 6.
⾃傳(必)：以中英⽂書寫 7. 讀書計畫書(必)：以中英⽂書寫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語者，請附英⽂
能⼒檢定成績或其他可證明英⽂能⼒之⽂件
中⽂⾮⺟語者，請附中⽂能⼒檢定成績或其他可證明中⽂能⼒之⽂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18 國⽴⾼雄科技⼤學 運籌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運籌管理是結合⼯業管理、運輸管理、國際企業等學⾨，企業善⽤運籌管理知識與技術，整合資訊、技術、原料、協⼒廠商，可
串聯起整個供應鏈，在採購成本與品質、⽣產成本與效能、庫存成本與服務⽔準配送成本與速度、聯盟合作與全球競爭之間，求
取最適的平衡，全⾯提昇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無 5. 參展證
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無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7. ⾃傳(必)：六
百字以內、附照⽚、附學經歷等。 8.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19 國⽴⾼雄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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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師資國際化且多元，有來⾃歐、美、⽇等地及國內頂尖⼤學博⼠，且具豐富教學實務經驗。
2. 本系課程 分「營銷企劃」與「零售連鎖」⼆⼤學程，並以「營銷管理」為教學核⼼。
3. 本系與各⼤企業結盟，其中「暑期企業實習三明治教學」課程媒合同學⾄企業界知名零售連鎖廠商進⾏暑期實習，例如：宅急
便、康是美、全家、寶雅、常春藤、曼都、欣旺…等，分別在海峽兩岸的台商進⾏，適合碩⽣的實務訓練，培育連鎖產業的中階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
與、相關證明或學⽣幹部證明等)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20 國⽴⾼雄科技⼤學 ⾵險管理與保險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班級總平均成績、排名、名次百分⽐之證明。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競賽得獎證明：相關學
科競賽或科學展、創作、演講⽐賽等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職業或語
⾔能⼒技術證照、特殊才能、資格檢定或結訓證書等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8. ⾃傳(必)：請以中⽂撰寫，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讀書計畫/家庭狀況/專⻑/興
趣及未來抱負。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35 國⽴⾼雄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班級總平均成績、排名、名次百分⽐之證明。 3. 師⻑推薦函
(選)：無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相關學科競賽或科學展、創作、演
講⽐賽等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職業或語⾔能⼒技術證照、特殊才
能、資格檢定或結訓證書等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8. ⾃傳(必)：請以中⽂撰寫，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讀書計畫/將庭狀況/專⻑/興趣及未來抱負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36 國⽴⾼雄科技⼤學 ⾦融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
參與、相關證明、學⽣幹部證明或校內外服務證明等) 5. 作品集(選)：書⾯學習成果 6. ⾃傳(必)：六百字以内、附照⽚、附學
經歷（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37 國⽴⾼雄科技⼤學 財務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學⽣幹部證明或校
內外服務證明等） 5. ⾃傳(必)：中⽂⾃傳：六百字以內、附照⽚、附學歷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

2446 國⽴⾼雄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專題成果
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
幹部證明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8 國⽴⾼雄科技⼤學 電⼦⼯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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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研究積體電路、綠能科技及光電系統整合實現為主、並結合射頻電路、微處理機控制、電⼦電⼒及通訊技術等，強調理論
與實務合⼀，加強通識及⼈⽂教育，培養優秀電⼦⼯程⼈才為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 5.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證明、參展證明、得獎證明、專題成品作品證明、作品集、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等 6. ⾃傳
(必)：附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56 國⽴⾼雄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選系說明：依現代產業的發展分通訊與多媒體、電腦與網路、晶⽚與電路三領域，各領域課程縱貫全程並有橫向課程配合，
以培養具有實務能⼒的電腦、通訊與晶⽚設計⼯程師，以及具有整合能⼒之⾼級研發⼈才。系上師資皆為國內外著名⼤學相關博
⼠，並具有多年國內外相關實務經驗。課程重實習，每⼈⼀組；⼤⼀⾄⼤三每週⾄少⼀⾨實習課；⼤三下⾄⼤四上必修實務專
題，培養實作能⼒。課程內容重活⽤：以具體實例從分析、設計到完成實現。
⼆、限制：熟悉中⽂、英⽂聽說讀寫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
集或研究報告等)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
或學⽣幹部證明等 5. ⾃傳(必)：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62 國⽴⾼雄科技⼤學 營建⼯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專題成果
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
或學⽣幹部證明等） 6. ⾃傳(必)：詳述個⼈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標。
中⽂⾃傳：六百字以内、附照⽚、附學經歷等。 7. 讀書計畫書(必)：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66 國⽴⾼雄科技⼤學 ⼯業設計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以學⽣的需求⽴場思考教育本質，提供⼀個讓學⽣有感、幸福學習設計的好所在。
1）師資有感
延聘具有超強設計（實務）專業、認真教學、關⼼學⽣，讓學⽣有感的好⽼師。
2）學習有感
規劃執⾏可讓學⽣積極思考，動⼿勤做，與產業需求接軌，讓學⽣有感的務實課程。
3）情境有感
規劃提供讓學⽣有感的設計學習空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相關
證照或學⽣幹部證明等 6. 作品集(選) 7. ⾃傳(必)：1000字以內、附照⽚、附學經歷等。
8.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31 國⽴⾼雄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系所分則
⼀、具備數理能⼒。
⼆、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例如: 六
百字以內、附照⽚、附學經歷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921 國⽴⾼雄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 佐證申請者具備中⽂能⼒之推薦函或初級中⽂能⼒檢定
2. ⾮英語系國家申請者需附英語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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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參與、相關照⽚、學⽣幹部證明 5. ⾃傳(必)：六百字以内、附照⽚、附學經歷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

1923 國⽴⾼雄科技⼤學 觀光管理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對觀光管理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24 國⽴⾼雄科技⼤學 智慧商務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Commerce
系所分則
-因應雲端世界的來臨,國⽴⾼雄科技⼤學「智慧商務系」於108 學年由(原)⾼雄應⽤科技⼤學「資訊管理系」改名與轉型而成。
- 智慧商務學系主要重點為結合⼈⼯智慧與⼤數據分析技術於商 業管理,為智慧科技與商務應⽤的跨界整合 。
- 共分為「創新網路⾏銷與分析」、「智慧雲端商務系統開發」、「智 慧物聯網」、跨領域「智慧⾦融與⼤數據」四⼤學程。
- 教學⽅向以實務研究發展為⽬標,與在地產業進⾏合作與學習, 最終連結⾄職場實習與就業,以培育智慧商務領域所需之⼈才。
1.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總成績之班級排名尤佳。 3. 師⻑推薦函(選)：⼆封
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六百字以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照⽚。

4. 其他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25 國⽴⾼雄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1.招考有志於國際企業經營、國際貿易營運及國際財務管理之學⽣。
2.以南台灣NO.1科⼤的優勢，⽤國際參訪、交換、交流之⽅式，培育具國際視野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26 國⽴⾼雄科技⼤學 財政稅務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Wealth and Taxation Management , Division of
Wealth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招考並培育有志於從事財務管理、投資、個⼈理財等⼯作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43 國⽴⾼雄科技⼤學 ⽂化創意產業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系所分則
1. 招考並培育對⽂藝創作、多媒體、平⾯設計、媒體傳播、⽂化產業企劃與⾏銷等⽂創事業有興趣的學⽣。
2. 具中⽂聼、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無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6. 作品集(必)：無 7. ⾃傳(必)：⼀千字以内 8. 讀書計畫書(必)：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1 國⽴⾼雄科技⼤學 ⼈⼒資源發展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組織發展、員⼯發展與員⼯關係處理能⼒之⼈⼒資源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9 國⽴⾼雄科技⼤學 電機⼯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具中⽂聼、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3.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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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傳(必)：六百字以内並陳述申請⼊學動機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5.

2450 國⽴⾼雄科技⼤學 電⼦⼯程系資訊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對電⼦、資訊科技有興趣或特殊才能之學⽣，能經由此管道進⼊本系繼續進修，發揮其潛能，為國家、社會栽培⼈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傳(必)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22 國⽴⾼雄科技⼤學 資訊⼯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招考並培育對電腦資訊與網際網路有興趣或具有相關專⻑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2 國⽴⾼雄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招考對⼯業管理有興趣之學⽣，養成學⽣具備有關⼯業⽣產及服務機構所需之知識與技能，以協助公司提升品質、作業效率
及成本控管等相關績效。協助學⽣成為製造與服務管理⼯作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3 國⽴⾼雄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招考並培育有志從事化⼯及材料相關產業之專才，從事製程規劃設計、⽣產管理與產品開發研究等⼯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5 國⽴⾼雄科技⼤學 電⼦⼯程系(建⼯&燕巢校區) Electronic Group,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對電⼦、資訊科技有興趣或特殊才能之學⽣，能經由此管道進⼊本系繼續進修，發揮其潛能，為國家、社會栽培⼈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傳(必)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8 國⽴⾼雄科技⼤學 模具⼯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招考對模具⼯業有興趣且有志提昇模具⼯業⽔準之學⽣，培育成為模具產業之⾼級⼯程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9 國⽴⾼雄科技⼤學 模具⼯程系光電模具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Photoelctric
Field
系所分則
招考對模具⼯業有興趣，且有志於從事光電產業之學⽣，培育成為模具產業之⾼級⼯程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0 國⽴⾼雄科技⼤學 模具⼯程系精微模具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Precisive
and Microscopic Field
系所分則
對模具相關產業有興趣，且有志於從事精微模具之設計製造與成形分析之學⽣，培育成為模具產業之⾼級⼯程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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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1 國⽴⾼雄科技⼤學 機械⼯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招考有志於學習機械相關領域課程，並以此為基礎應⽤於機械設計與製造、精密製造、檢測、預兆診斷等專業領域整合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無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2 國⽴⾼雄科技⼤學 機械⼯程系機電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MechanicalElectrical field)
系所分則
招考有志於學習機械相關領域課程，並以此為基礎應⽤於光電技術、機電整合、控制系統與微機電系統等領域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3 國⽴⾼雄科技⼤學 機械⼯程系微奈⽶技術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icro-Nano
Technology Division
系所分則
招考有志於學習機械相關領域課程，並以此為基礎應⽤於包括材料科學基礎研究、電⼦材料、微奈⽶材料之製備、能源科技、熱
流及微奈⽶技術等領域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無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27 國⽴⾼雄科技⼤學 航運管理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在培育專業、敬業、樂群的航運物流相關事業之經營管理與實務⼈才，藉以提升國內海運、空運與國際物流等專業
管理技術，增加國家的國際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28 國⽴⾼雄科技⼤學 供應鏈管理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強調物流、流通、⾏銷、通路、供應鏈等課程，以及學⽣外語能⼒之養成，強調學⽣證照取得，實務應⽤、專題訓練等領域
之精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29 國⽴⾼雄科技⼤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具中⽂聼、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等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中英⽂檢定成績證明，僑居官⽅語⾔⾮中⽂或⾮就讀華⽂中學應繳華⽂證明 HSK3 或 TOCFL Level2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6 國⽴⾼雄科技⼤學 電⼦⼯程系電信與系統組(建⼯&燕巢校區) Communication and System Group,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對電⼦、資訊科技有興趣或特殊才能之學⽣，能經由此管道進⼊本系繼續進修，發揮其潛能，為國家、社會栽培⼈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25 國⽴⾼雄科技⼤學 半導體⼯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icroelec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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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過基本電學/物理中電學部分課程
（2）修過基本程式撰寫課程
（3）中⽂溝通無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5 國⽴⾼雄科技⼤學 造船及海洋⼯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是⼀⾨融合造船、輪機、電腦、⼟木、材料科學及海洋⼯程科技等之綜合⼯程學系。主修課程：造船原理、船舶設計、船體
結構、船體計算與製圖、船模製作、⼯程⼒學（應⼒、材⼒、流⼒）、⼯程材料、⼯程應⽤軟體、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遊艇設
計、電⼯學、⾃動控制、機電整合、船舶檢驗、⾮破壞檢測、造船實務（實習）、熱⼒學、輪機⼯程、海洋科技導論、⽔下技術
概論、數值分析、數位信號處理、海洋結構動⼒學、逆向⼯程、海洋產業材料、⽔下聲學、⼈因⼯程、海洋⼯程等。實習：造船
廠（中信船廠、慶富船廠等）、遊艇廠（⾼⿍、嘉鴻等）及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六百字以
內、附照⽚、附學歷等。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6 國⽴⾼雄科技⼤學 海洋環境⼯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主要為培育具備海洋環境保育概念及海洋環境污染防治、分析、監測、操作及維護等專業技術⼈才，以解決海洋
及海岸環境污染問題，增進國⼈⽣活環境品質。申請各⼈應繳資料：⾃傳、歷年成績單、讀書研究計畫及其他專業能⼒或成就之
證明⽂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
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等 5. ⾃傳(必)：無 6. 讀書計畫書(必)：無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7 國⽴⾼雄科技⼤學 航運技術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hipping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學⽣之學識與技能，使符合『航海⼈員訓練發證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之規範，成為素質更⾼的
甲板部⾼級船員，或航運公司及海上運輸相關企業之經理⼈才。 2.本系在課程安排除了海上⼯作專業知識外(如船藝學、航海
學、電⼦航儀、船舶通訊、貨物裝卸等)，也加強航業相關知識及技能(海運學、航運業務、租傭船業務等)，讓同學具有海上及陸
上⼯作的相關知識及專業。 3.在海上實習⽅⾯，本系規劃短期實習有台華輪(3天)及育英⼆號(10~12天)，⻑期實習於四年級⼀年
(365天)的海上實習。 招收性別：限男性，中⽂聽說讀寫佳。 *有關交通部航海⼈員測驗考試及海上實習皆需符合相關規定始可參
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
傳：六百字以內、附照⽚、附學歷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8 國⽴⾼雄科技⼤學 輪機⼯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現有五專(各年級⼀班)、四技(⽇間部⼆班、進修部⼀班)、⼆技(各年級⼀班)、研究所(各年級⼀班)及碩⼠在職專班(各年級
⼀班)等學制，其中，五專、四技⽇間部、⼆技、研究所及碩⼠在職專班位於旗津校區，而四技進修部則位於楠梓校區。近幾年
來，隨著本系師資陣容的提升，研究能⼒的增強，產學合作的對象已擴及公、⺠營企業機構與政府研發單位，例如：台電、中科
院海發中⼼、中船、中油、農委會、市政府、國科會……等。此外，本系⾃97學年度增設「產學合作專班(四技)」⼀班，並於96
學年度開始向教育部申請增設「博⼠班」⼀班，以使海事相關⼈才能夠有更完善的升學管道。招收性別：限男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
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67 國⽴⾼雄科技⼤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楠梓&旗津校區) Institute of Maritim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海事資訊科技系暨研究所」結合海事與資訊科技領域之發展⽅向與專⻑訓練，⼈才之培育領域，除海事安全與航⾏技術等領域
之外，亦強調海事相關數位資訊、動畫影像、虛擬實境、計算模擬等資訊科技之運⽤技能與創新研究能⼒。因此，本系畢業⽣之
專⻑，除可符合航運界之海事⼈才需求，亦符合當今最蓬勃發展之資訊科技業的⼈才需求。可契合海洋產業與其他⼀般產業對海
事與資訊⼈才之需求，有助本系學⽣擴⼤就業範圍與就業機會。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有海事技能與資訊科技相融之跨領域專
⻑、科學理論與實務技術並重、創新研發與實務應⽤能⼒兼備之研究⼈才，以配合國家資通訊科技與海洋⽴國之重點發展⽅向。
願景則為以培育⾼級專業⼈才，從事海洋科技之研發與推廣，將創新科技與海洋產業結合，協助海洋產業發展，提升國際競爭
⼒。
修習中⽂1年以上或具相當之中⽂聽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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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中⽂⾃
傳：六百字以內、附照⽚、附學歷等。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證
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12 國⽴⾼雄科技⼤學 ⼟木⼯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將智慧⼯程、資訊科技應⽤於⼟木、建築等跨領域整合知
識與科技之專業⼈才
1.具備數理能⼒。
2.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3.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師⻑推薦函(選)：1封
附照⽚、附學經歷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六百字以内、

2123 國⽴⾼雄科技⼤學 商務資訊應⽤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因應智慧資訊科技與雲端運算發展趨勢及U化時代的來臨，本系旨在培育符合業界發展趨勢與市場需求的資訊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6 國⽴⾼雄科技⼤學 ⽔產養殖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quaculture
系所分則
1.以科技應⽤與研發為主之技職教育。
2.種苗繁養殖技術研發及開發新的繁養殖⽣物種類。
3.維⽣系統之研發與應⽤，減少⽔資源之依賴，減輕環境負荷。
4.設⽴海⽔養殖場，開發海⽔養殖領域，強化箱網養殖等技術。
5.⽣物技術研發與應⽤於繁養殖領域，提升⽔產養殖技術層次。
6.⽣態平衡與疾病診治防治⽅法之研發，探討養殖環境與疾病防治之關係。
7.研發⽔產養殖物流、⾏銷與經營⽅法，因應經營環境變遷，建⽴⽔產養殖產
銷最佳模式。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68 國⽴⾼雄科技⼤學 電訊⼯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訊⼯程系為全國少數針對通訊發展的研究所之⼀，為因應亞太營運中⼼通訊發展之需要及國內通訊市場的開放，本所在未來的
發展上將涵蓋⾏動通訊，船舶通訊，衛星通訊及衛星導航等陸、海、空通訊領域，並積極與電腦相結合，朝新型數位通訊的領域
發展而努⼒。為配合我國電⼦通訊相關技術為主軸，配合海洋科技⼤學特⾊，發展與海洋電訊⼯程應⽤相關之研究。並整合現有
的教學與研究資源，將教學及研究⽅向區分為系統與信號處理、通訊技術領域⼆⼤領域。
TOEIC:500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6. ⾃傳(必)：中⽂⾃傳：六百字以內、附照⽚、附學經歷等。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多益:500分&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7 國⽴⾼雄科技⼤學 ⽔產⾷品科學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ea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教育⽬標:培育國內⾷品加⼯、品管檢驗及研究開發之⼈才，使其能在⾷品產業界擔任中、⾼級幹部為⽬標。本系的⽇間部及進修
部設有四技、研究所，經過培育之後成為產業界之專業技術⼈才。研究與發展:本系之發展⽅向著重於⾷品加⼯、檢驗分析和製程
管理等研究及實務教學，並配合⽣物科技研發，以發展我國⽔產⾷品相關之科技及產品。應繳資料：1.歷年成績單 2.⾃傳、履
歷、讀書及研究計畫 3.有助於審查之資料(相關著作及作品或證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71 國⽴⾼雄科技⼤學 漁業⽣產與管理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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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教育⽬標： (⼀)⼤學部：培育具國際觀之資源永續利⽤及產業經營管理知識與能⼒的漁業專業⼈才。 (⼆)研究所：著重研究開發
與創新能⼒的訓練，以培育漁業⽣產技術研究、漁業⽣物研究、漁業資源保育、⽣產管理及休閒漁業管理等之專業⼈才。 未來發
展：因應漁業潮流趨勢與政府漁業發展政策，並配合學校教育⽬標與中⻑程發展計畫，培育本系學⽣成為「⼈⽂與科技相融」、
「實務與理論兼備」、「⽣產與管理並重」並且具有國際觀的漁業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9 國⽴⾼雄科技⼤學 海洋⽣物技術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國九⼗年，以培養具有⽣物技術理論、實務應⽤及研發能⼒之⽣技專業⼈才，並能將⽣物技術應⽤於⽔產相關產
業，以提升⽣技產業之競爭⼒並邁向國際化。於九⼗六年成⽴「海洋⽣物技術研究所」，提供海洋⽣物科技關鍵技術教學，並從
事海洋⽣物相關應⽤性研究，培養海洋⽣物技術實務性研究⼈才，應⽤⽣物技術來提昇⽔產資源產業，促進國內⽔產業之升級，
因此最主要發展⽅向及重點將朝向以海洋⽣物為主要研究對象，應⽤基因⼯程、酵素學、免疫學、細胞⽣物學、微⽣物學與分⼦
⽣物學技術，開發新海洋⽣物科技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4
聯絡電話 886-8-7703202
傳真 886-8-7740457
地址 91201屏東縣內埔鄉⽼埤村學府路1號
網址 https://wp.npust.edu.tw/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pust.edu.tw/bin/home.php?Lang=zh-tw
住宿費⽤： （⼀）住宿費：每⼈每學期6,630元。 （⼆）宿舍網路使⽤費:每學期499元。 本校宿舍優先保留給⼀年級新
⽣，⼆年級以上學⽣須採抽籤⽅式決定是否能繼續住宿。 住宿⽣未經允許不可任意變更房間。 住宿⽣禁⽌在房間裡製造
噪⾳、吸煙、烹飪、熨燙或使⽤電氣設備等...。 學⽣如不服從宿舍的規定將除名，不予再以登記。
⼀、男⼥兼收。 ⼆、為培養本校學⽣勤勞服務的⼈⽣觀，並營造整潔優雅的校園環境，新⽣必修「⽣活服務教育」課程1
學年0學分始可畢業。 三、本校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訂有學⽣英⽂能⼒畢業最低
⾨檻(參閱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及英⽂能⼒檢定獎勵辦法)。 四、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
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之教務處及學務處，網址：https://wp.npust.edu.tw/。 五、國際事務處電話：087703202#6280 ，學⽣輔導中⼼並備有相關之輔導措施，以照顧指導學⽣。 六、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學程，連結知
識、科技、專業，創新與社會，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 七、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
理。 ⼋、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學雜費：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27,340元；⼯學院
$27,580元；管理學院$24,000元、⼈⽂暨社會科學院$24,000元。

1904 國⽴屏東科技⼤學 農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農企業管理系成⽴之宗旨係在培育兼具農企業管理專業知識、⼈⽂素養、創新思維之農企業管理⼈才。本系建構「農場企業與農
⺠組織」、「休閒農業」、「農產品⾏銷與貿易」三⼤核⼼專業為體，利⽤「產學合作」、「國際合作」⼆⼤策略為⽤，落實於
⼤學部四技、碩⼠班、碩⼠在職專班（含境外專班）、雙聯學制等不同學制之教育，以追求「專業」、「⼈⽂」、「創新」之發
展⽬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 6. ⾃傳(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05 國⽴屏東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系所分則
資訊管理系之教育⽬標為培養跨領域資訊系統應⽤⼈才，課程設計強調基礎理論與實務操作並重，⾯對重⼤與快速改變的商業模
式，我們提供了完整的基礎軟體開發與系統整合技能訓練，同時也提供了關於先進資訊科技在農業與商管實務領域上的應⽤操作
訓練。就學制而⾔，⽬前本系提供四年制⼤學、碩⼠與碩⼠專班等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傳(必)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06 國⽴屏東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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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標在於培養中小企業轉型與發展所需國際觀（international vision）、資訊(information)及創新⼒(innovation)且兼
備⼈⽂素養與職場倫理之專業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07 國⽴屏東科技⼤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請填寫系所簡介、課程領域、未來發展或招⽣特殊限制（如辨⾊異常、身⼼障礙及是否提供身⼼障礙學⽣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
輔措施資源）等說明，以利學⽣先⾏了解並⾃⾏評估。
理念與特⾊
時尚流⾏設計為⽬前國家重點發展⽅向，⼈⼒具有頗切需求性，時尚設計講究設計技藝、機能材料及服飾（流⾏商品產業）⾏銷
的結合，營造⼈們整體美感與舒適的⽣活需求。台灣紡織時尚流⾏產業發展⾄今已逾五⼗年的歷史，流⾏紡織品外銷創匯，⼀直
名列前茅，年創匯⾦額⾼達百億美元，名列世界級供應⼤國。本系以培育時尚科技、流⾏設計及經營管理等⼆領域專才為核⼼。
茲將各領域發展重點與特⾊說明如下：
（⼀）時尚設計領域：配合政府⽂化創意產業之發展，結合台灣族群⽂化、數位內容⽂化及創新藝術造型設計，創新設計具流⾏
時尚之布料、服飾品及整體造型設計搭配，期培育善⽤台灣本⼟⽂化資產，並將之應⽤於前瞻性設計，以邁⼊國際舞台之⼈才。
（⼆）經營管理領域：因應全球化經濟及時尚產業服務⼈才之需，以發展知識經濟、提升服務品質及資訊化管理等思維，提升時
尚業之經營管理層次，結合本校管理學院師資，期培養具創造⼒、國際觀及領導能⼒之專才。
主修課程
⾊彩學、服飾⾏銷學、護膚學、服裝材料學、彩妝設計、⼈體⼯學、服裝設計、化妝品學、美容學、消費者⾏為學、流⾏產業研
究法、創意染⾊設計與應⽤、織品鑑定學、服飾商品企劃、服裝構成學等。
就業進路
1.織品研發專業⼈才：織物⽣產管理師、廠務管理師、製程⼯程師、品質管理師、織品設計企劃師、織品檢驗師、紡織技師、⾼
職教師。
2.服裝時尚設計專業⼈才：服裝設計師、飾品設計師、整體造型師、形象造型顧問、服裝打版師、流⾏分析師、⽣活產業設計
師。
3.服飾⾏銷專業⼈才：服裝秀企劃師、陳列展⽰規劃師、服飾市場研究員、⾏銷專員、服飾商品企劃師、品牌經營管理師。
請填寫系所簡介、課程領域、未來發展或招⽣特殊限制（如辨⾊異常、身⼼障礙及是否提供身⼼障礙學⽣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
輔措施資源）等說明，以利學⽣先⾏了解並⾃⾏評估。
理念與特⾊
時尚流⾏設計為⽬前國家重點發展⽅向，⼈⼒具有頗切需求性，時尚設計講究設計技藝、機能材料及服飾（流⾏商品產業）⾏銷
的結合，營造⼈們整體美感與舒適的⽣活需求。台灣紡織時尚流⾏產業發展⾄今已逾五⼗年的歷史，流⾏紡織品外銷創匯，⼀直
名列前茅，年創匯⾦額⾼達百億美元，名列世界級供應⼤國。本系以培育時尚科技、流⾏設計及經營管理等⼆領域專才為核⼼。
茲將各領域發展重點與特⾊說明如下：
（⼀）時尚設計領域：配合政府⽂化創意產業之發展，結合台灣族群⽂化、數位內容⽂化及創新藝術造型設計，創新設計具流⾏
時尚之布料、服飾品及整體造型設計搭配，期培育善⽤台灣本⼟⽂化資產，並將之應⽤於前瞻性設計，以邁⼊國際舞台之⼈才。
（⼆）經營管理領域：因應全球化經濟及時尚產業服務⼈才之需，以發展知識經濟、提升服務品質及資訊化管理等思維，提升時
尚業之經營管理層次，結合本校管理學院師資，期培養具創造⼒、國際觀及領導能⼒之專才。
主修課程
⾊彩學、服飾⾏銷學、護膚學、服裝材料學、彩妝設計、⼈體⼯學、服裝設計、化妝品學、美容學、消費者⾏為學、流⾏產業研
究法、創意染⾊設計與應⽤、織品鑑定學、服飾商品企劃、服裝構成學等。
就業進路
1.織品研發專業⼈才：織物⽣產管理師、廠務管理師、製程⼯程師、品質管理師、織品設計企劃師、織品檢驗師、紡織技師、⾼
職教師。
2.服裝時尚設計專業⼈才：服裝設計師、飾品設計師、整體造型師、形象造型顧問、服裝打版師、流⾏分析師、⽣活產業設計
師。
3.服飾⾏銷專業⼈才：服裝秀企劃師、陳列展⽰規劃師、服飾市場研究員、⾏銷專員、服飾商品企劃師、品牌經營管理師。
招⽣特殊限制
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彩學、服裝畫、藝術史及服裝史；美容造型與實務、織品染⾊學實習、印花圖案設計實習、創
意染⾊設計與應⽤實習、藝術美甲設計與實習、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等），須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08 國⽴屏東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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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旨在貫徹本校培育具「專業化、國際化、全⼈化」的教育理念，並因應國家社會的發展，配合⼆⼗⼀世紀餐旅產業的需求，
以培養具有餐飲與旅館專業知識與技能之管理⼈才為教育⽬標。
教學上強調餐旅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並加強⼈⽂素養、外國語⽂及運⽤資訊科技於餐旅管理的能⼒，著重倫理道德及敬業精神的
培養，期使學⽣成為具有⼈⽂關懷及宏觀視野之餐旅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09 國⽴屏東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系所分則
幼兒保育系成⽴於1994年，師資陣容堅強，均具博⼠學位，學術研究與專業表現出⾊，運⽤展演、⽂創等多元專業教室及教學設
備，引領兒童⽂學、兒童情緒與社會、兒童戲劇、幼兒園課程、兒童藝術、兒童產業⾏銷、電腦輔助教學系統設計、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數位學習、教保機構經營管理、教保服務政策、教保服務⼈⼒管理、教保機構評鑑與輔導、特殊兒童、早期療育、兒童
⾏為輔導、兒童健康與發展評估、家⼈關係等領域之研究與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傳(必)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10 國⽴屏東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應⽤外語系成⽴於西元2000年，⾃2003年度開始招收四技學⽣；於2011年成⽴應⽤外語碩⼠班。為配合全球化⽬標及產業需
求，本系以培育外語教學、翻譯、商務貿易、觀光、導覽等專業外語⼈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份（畢業證書副本需經學校蓋與正本相符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請提供有利審
查之相關資料或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或證明 5. ⾃傳(必)：英⽂⾃傳⼀份 6. 讀書計
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份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請提供具公信⼒之英⽂能⼒證明（不限⼀種）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11 國⽴屏東科技⼤學 社會⼯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近年來，福利國家發展快速，台灣社會福利⼈才需求⼤幅提昇。社會⼯作師法在1997年通過之後，社會⼯作專業已納⼊技術證照
制度中。本校於2000年成⽴四年制社會⼯作系、2001年增設進修部以因應社會時勢及社會福利⼈員之需求。並於2006年增設研
究所，培育社⼯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12 國⽴屏東科技⼤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al Sport and Health Promo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分為兩⼤模組：運動指導（傷害防護）及休閒經營管理兩⼤模組。學⽣於⼀年級時以增進專業肌⼒與體能、基本學科之學習
為主；⼆年級探索⾃⼰未來職涯之類群，並輔考急救相關證照；三年級及四年級上學期聚焦就業職類(健身指導員、休閒運動指導
員、運動傷害防護員、專任運動教練、休閒運動觀光導遊領隊或休閒運動健康⽤品⾏銷員)之專業學術科之精進，考取專業證照；
並於四年級下學期安排就業相關之機構進⾏校外實習。將學⽣於校內之學習、校外實習和未來就業所需能⼒與態度，循序漸進、
環環相扣，完整規劃四年之學習地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13 國⽴屏東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 第 307 ⾴ -

配合全球化競爭趨勢與產業發展需求，培育具有科技思維與⼈⽂素養，管理學識與專業技能，並具系統化思考與落實執⾏之⼯業
管理⼈才。課程設計理論與實務並重，使學⽣兼具專業學理基礎與動⼿做之能⼒。
發展重點
1. 管理數量⽅法在管理與決策上之應⽤。
2. ⽣產系統規劃、分析與設計。
3. 管理電腦化系統之開發與應⽤。
教學設備
⾃動化實驗室、物料管理實驗室、⼯作研究實驗室、企業電⼦化實驗室、認知系統⼯程實驗室、品質管理實驗室、專業階梯教
室、⼤型視聽教室、小型研討室…等。
就業及證照⽅⾯
可從事IE、⽣管、品管、企管、資訊、企業等相關⼯作。也可報考⼯業⼯程技師、⼯業安全技師、品管⼯程師、專案管理師、可
靠度⼯程師、品管技術師、勞⼯安全管理甲、⼄級技術證照等，亦可報考⾼普考相關職類之公職⼈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8. ⾃傳(必)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30 國⽴屏東科技⼤學 財務⾦融國際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學程教育⽬標在於培養學⽣具備財務⾦融專業知識，強化學⽣理論應⽤及實證分析能⼒，拓展國際視野，並培養學⽣具備品格
教養專業倫理信念。發展特⾊在於「國際化學習環境」、「強化英⽂能⼒」以及「海外就業導向」。
為達到上述教育⽬標及發展特⾊，本學程在課程設計、招⽣與業界產學合作上亦有相關對應。在「強化英⽂能⼒」⽅⾯，除了有
六位(以上)專任財務領域授課教師，四位(以上)管理基礎課程授課教師，另外還聘請六位(以上)本校應外系及語⾔中⼼專任英語領
域教師，開設英語寫作(1-4)、英語會話(1-2)、進階英語聽⼒(1-2)、商⽤英語溝通、商⽤英語簡報等英⽂聽說讀寫個別課程，以
全⽅位提升同學英⽂能⼒。
而在「國際化學習環境」⽅⾯，本學程專業課程除主要以英⽂授課外，部分課程並與本校國際學院外籍學⽣⼀同上課，⽬前本學
程⽬前已有四位外籍⽣，本學年度也已有⼗名外籍⽣申請。此外2017年6⽉有9名來⾃泰國Kasetsart⼤學交換學⽣⾄本學程短期
研習，另2018年2⽉亦有兩位中國東北農林⼤學同學來本學程進⾏1學期的研習，財⾦國際學程已逐漸落實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的
⽬標。
在「海外就業導向」⽅⾯，本學程為因應企業及⾦融機構之南進，特別將東南亞國協列⼊重點區域。⽬前正配合本校國際處積極
進⾏包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越南等地之外籍⽣及僑⽣之招⽣宣傳⼯作；另外也將透過各種可能管道持續尋求跨國企業及⾦
融機構海外實(⾒)習機會。在「海外就業導向」⽅⾯，本學程為因應企業及⾦融機構之南進，特別將東南亞國協列⼊重點區域。
⽬前正配合本校國際處積極進⾏包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越南等地之外籍⽣及僑⽣之招⽣宣傳⼯作；另外也將透過各種可能
管道持續尋求跨國企業及⾦融機構海外實(⾒)習機會。2017年暑假與中國信託銀⾏合作申請教育部第⼀年舉辦的「新南向學海築
夢計畫」，並成功獲得教育部補助，選送兩名本學程⼤⼆同學於2017年7⽉份⾄中國信託銀⾏胡志明分⾏實習1個半⽉，受到報章
媒體關注並⼤幅報導。有⼀位⼤⼆同學透過⾃身關係，前往國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無錫)實習；另外有⼀位⼤⼀同學獲學校補
助，前往泰國皇家科技⼤學進⾏1個⽉參訪⾒習。⽬前更有數位⼤三同學報名CLUB MED專班受訓計畫，有機會在⼤四下前往全
世界CLUB MED 渡假村實習六個⽉。2018年暑假亦預計有1名⼤⼆升⼤三同學前往北京科技⼤學進⾏1學期的交換以及⼀名⼤三
同學前往泰國泰國皇家科技⼤學進⾏1個⽉參訪⾒習。未來我們也會持續與企業共同爭取教育部新南向學海計畫，選送同學前往
海外實習。
在「培養學⽣具備財務⾦融專業知識，強化學⽣理論應⽤及實證分析能⼒」⽅⾯，本學程在專業課程的設計上除包括數量⽅法、
⾦融市場領域、⾦融商品與投資領域及公司財務管理領域之課程，以強化同學的財務⾦融專業知識外，並將與策略聯盟廠商合
作，在部分專業課程導⼊業師制度，以強化同學理論與實際之結合與應⽤能⼒。另外本學程強調專業證照取得，已陸續邀請⾦融
研訓院及期貨商公會講師⾄本學程演講，介紹國內外⾦融專業證照以及⾦融業就業環境。本學程亦在本學程官網上導⼊⾦融專業
證照考照模擬系統，⽅便同學練習，以順利取得證照。截⾄2018年5⽉，⼤⼆/三27名本國籍學⽣已取得包括信託、內控、⼈身/
產物保險及ERP(財務模組)等60張證照。⾃107學年開始，我們也將敦聘本校資管系的⽼師開設FINTECH及⼤數據相關課程以因
應未來數位⾦融之發展。本學程每學期均舉辦⾄少兩次輔導會議，邀請所有授課教師討論學⽣學習狀況，以改善學⽣學習成效。
為縮短學⽤落差，本學程要求學⽣在⼤四下學期全學期⾄企業實習。⽬前學程規劃之實習企業包括⼀般公司或NGO以及銀⾏、證
券、期貨、保險等⾦融機構。另外為及早讓同學與實務接軌，⽬前學程在設⽴第⼀年的暑假期已陸續安排短期企業實(⾒)習，雖
然無薪(部分有交通補貼)且⾮正式學分課程，但⽬前⼤⼆/三本國籍學⽣已有超過90%(不含⾃⾏⼯讀或實習者)參加(部分同學連續
兩年或三年均參加暑期實習計畫)。透過學程安排，同學前往實習之企業與單位包括六⾓國際(上櫃公司)、王座國際餐飲(興櫃)、
統⼀期貨公司(⾼雄)、富邦證券總公司(台北)、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台北)、富邦⼈壽保險公司(屏東)、中國信託銀⾏、⾼雄捷運公
司、屏東縣政府財稅局、屏東⼤學附屬實驗小學會計室等。其中六⾓國際共同創辦⼈兼執⾏副總王麗⽟⼥⼠並捐款五⼗萬元，提
供做為財⾦學程同學獎學⾦，包括所有外籍⽣在內，預計每年將有超過⼗位同學受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傳(選)：英⽂⾃傳 9. 讀書計畫書(選)：英⽂讀書計畫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0 國⽴屏東科技⼤學 環境⼯程與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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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及特⾊
本系教育⽬標以培養環境科技、⼯程及管理技術⼈才為宗旨。教育特⾊為理論
與實務⿑備，通識和專業並重，國內及國際⾯向兼顧。除著重⼤學部基礎教育
外，亦以碩、博⼠班專業學術⼈才訓練為發展重點。本系以環保產業趨勢規劃
課程，特別加強環境檢測分析、污染處理復育及規劃管理之教學，並辦理各種
環保證照訓練班，使學⽣畢業後具有⼟壤、⽔、空氣、廢棄物之污染防治及資
源回收等環境問題之技術與知識，以培育務實、敬業且具環境保護實務經驗的
均衡科技⼈才。
發展⽅向
積極規劃跨領域與科系之整合性課程，充實實驗設備及強化實務專題內容以提
昇教學品質，並加強產學合作、推動環境科技類研發型整合計畫來提昇學術研
究的質與量，發展整合性環境污染預防及整治管理相關技術。
就業類別
本系畢業⽣可經國家考試途徑擔任公職或職業技師，或擔任環境⼯程顧問公
司、⾼科技及傳統產業環保⼯程師，環境教育訓練講師或各級學校教師，或負
責其他環保相關領域管理、規劃、設計、操作、檢測、教學及社會服務等⼯
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1 國⽴屏東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國⽴屏東科技⼤學機械⼯程系創始於⺠國80年，系友表現傑出並遍布世界各地與產官學界，由於各⾏各業都需要機械⼯程師，屏
科⼤機械⼯程系沒有找不到⼯作的畢業⽣。⽬前有專任教授6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3位，每年招收⼤學⽣135名和碩⼠研究⽣
25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2 國⽴屏東科技⼤學 ⼟木⼯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國⽴屏東科技⼤學⼟木⼯程系創始於⺠國80年，系友表現傑出並遍布世界各地與產官學界，⽬前有專任教授6位，副教授4位，助
理教授2位，每年招收⼤學⽣100名、碩⼠研究⽣12名和博⼠研究⽣4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3 國⽴屏東科技⼤學 ⽔⼟保持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前身為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保持科，始創於1965年，在森林科之下分設森林組與⽔⼟保持組，1976年8⽉獨⽴為⽔⼟
保持科，於1991年7⽉1⽇改制為國⽴屏東技術學院，奉准成⽴⼆年制資源保育技術系，復於1995年8⽉1⽇再奉准改制為⽔⼟保
持技術系。1997年本校改名為國⽴屏東科技⼤學，本系設⽴在⼯學院中，於1998年8⽉改制為四年制⽔⼟保持系學⼠班，於1999
年8⽉成⽴碩⼠班；並奉准於2005年8⽉與⼟木⼯程系共同成⽴「坡地防災與⽔資源⼯程研究所」博⼠班。
本系現有專任教授5⼈，副教授3⼈，助理教授1⼈，9位教師均具有博⼠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我國駐外使領館處驗證之歷年成績單正本1份（中、英⽂以外之語⽂，
應加附經公證之中⽂或英⽂譯本）。 3. ⾃傳(選)：無格式限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4 國⽴屏東科技⼤學 ⾞輛⼯程系 Departmen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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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本系創⽴於⺠國85年，成⽴之初設⽴⼆年制學⼠班，89年度起設⽴四年制學⼠班，91年度起設⽴碩⼠班，93年度起停招⼆年制學
⼠班，94年成⽴四技進修部，97年度通過⼯程與科技教育認證，99年度起停招四年制進修部，⽇間部四技增為2班。⽬前有碩⼠
班2班，⼤學部⽇間部四技8班，學⽣約400⼈。
◎師資
教授12位，副教授1位，助理教授2位，專案助理教授1位，所有師資皆來⾃國內外名校博⼠，多位兼具產業實務經歷。
◎教學與研究實驗室
本系共有23間教學及專業實驗室。教學實驗室包括⾞輛實習⼯廠、底盤⾺⼒試驗室、引擎⾺⼒試驗室、電腦輔助⼯程分析實驗
室、⾞輛電⼦教學實驗室、熱流教學實驗室及⾞輛機電系統實驗室。專業實驗室包括⾞輛機構實驗室、機電整合實驗室、⾞輛控
制實驗室、智慧型載具實驗室、運動控制實驗室、複合材料與輕結構實驗室、計算固⼒實驗室、數值模擬實驗室、熱流分析實驗
室、雷射加⼯實驗室、能源與資源實驗室、⾞輛微系統整合實驗室、電動⾞輛實驗室、載具模擬識別與故障診斷實驗室、應⽤數
學實驗室、 模組化智能系統實驗室等。
◎發展特⾊
本系理念與特⾊為：積極的系，強韌的學⽣(Robust students from dynamic department)。在教學上，有積極熱誠的教授
群，完備的教學改善與輔導機制。在研究⽅⾯，以產業應⽤研究為主，基礎研究為輔。本系發展⽅向共分為綠⾊動⼒系統、⾞輛
電⼦、⾞輛結構與材料三個⽅向，⽬標為發展出綠⾊、智慧、安全的新世代綠⾊動⼒⾞輛。在綠⾊動⼒系統領域，主要為綠⾊能
源系統與新型態⾞輛（含全電動⾞輛、混合動⼒⾞輛）、及節能型綠⾊電動⾞空調系統等。在⾞輛電⼦領域，則包括汽⾞感測器
晶⽚與汽⾞創新功能晶⽚的應⽤、⾞輛控制模組與⾞輛通訊（含駕駛資訊系統(Telematics)與安全駕駛輔助系統）、影像辨識及
無⼈駕駛以及汽⾞智慧型LED陣列頭燈等。在⾞輛結構與材料領域，著重在⾞輛輕量化結構之設計分析、複合材料、新結構接合
⽅法以及⾞體安全設計的研究與開發等。
◎課程規劃
本系主要根據全球⾞輛產業之發展趨勢，培養所需⼯程⼈才，課程規劃區分為結構與材料領域、電動機動⼒及散熱技術領域、及
⼈⼯智慧及影像辨識與機電整合領域等三⼤領域的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同時配合產學合作資源，修習⾞輛製造與檢測⽅⾯之相
關課程，如精密加⼯技術、電腦輔助⼯程製造、⾞輛實習與⾞輛測試⽅法等，最後再以實務專題檢驗各課程基礎能⼒之整合成
效，以培養學⽣全⽅位的知能與⾞輛⼯程之應⽤能⼒。
◎未來出路
◎升學
國內外⾞輛研究所、機械研究所、機電研究所、材料研究所、航太研究所、造船研究所等。
◎就業
本系畢業⽣就業領域包含⾞輛相關產業、⾼科技產業、⾼職汽⾞科教師等
⾞輛相關產業：台鐵、本⽥汽⾞、華創⾞電、⾞王電⼦、光陽⼯業、裕隆汽⾞、⼭葉機⾞、三陽機⾞、豐⽥汽⾞、中華汽⾞、
⾦屬⼯業研發中⼼、精密機械研究中⼼等。
⾼科技產業：台積電、⼠林電機、⽇⽉光、奇美電⼦、友達光電、聯華電⼦、久允科技、東元電機、華亞科技、宣德科技、聯
相光電、華新科技等。
⾼職汽⾞科教師：⾼雄⾼⼯、台南⾼⼯、岡⼭農⼯、桃園農⼯及東港⽔產職業學校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5 國⽴屏東科技⼤學 ⽣物機電⼯程系 Department of Bi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系所簡介:
本系教育⽬標是訓練學⽣具備機械、電機、機電整合等基本專業知識，應⽤機電科技於⽣物產業相關領域。以培養具廣泛知識基
礎之機電⼯程⼈才為⽬的，以機電科技為主，⽣物應⽤為輔，將機電科技應⽤於⽣物產業上。
2、 課程領域:
本系的課程將以基礎科學為主，應⽤科學為輔，並注重不同知識領域間之整合⼯作，藉由知識融通，厚植學⽣應⽤知識的能⼒。
配合國內⽣物產業發展之需求，加強機電控制、檢測及製造的課程 。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包括：微積分、普通物理學、普通物理
學實驗、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圖學、機械⼯作法實習、電⼯學、電⼯實習、⽣物、靜⼒學、動⼒學、材料⼒學、⼯程數
學、⽣物產業機械、⽣物產業機械實習、熱⼒學、⽣物材料物理性質、⾃動控制、電⼦電路學、感測器原理與應⽤、微處理機原
理與應⽤、流體⼒學、機電整合等。
3、 未來發展:
本系畢業⽣可從事於⽣物產業相關的⼯程系統設計製造和維護；而升學管道可⾄⽣機、機械、電機、醫⼯和⾷品等研究所進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4 國⽴屏東科技⼤學 先進材料學⼠學位學程 Department of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Advanced Materials
系所分則
本學程教育⽬標培育先進材料領域之⾼科技⼈才，兼顧理論與實務，以 「4+2 師徒」理念，帶領先進材料的種⼦，成為專業⼈
才。學習重點主要為半導體製程及封裝技術、⽣醫材料、奈⽶材料、能源材料及物聯網感測器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料(如證照、專題報告...)。
4.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研究興趣、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4 國⽴屏東科技⼤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Department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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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
⼀、 本系全部課程均以「英語」教授之教學⽅式，⼤學部學⽣可根據個⼈興趣以及開課時程⾃由選擇選修學分的科⽬,獲得多樣
的基礎農業知識。若學⽣要選擇專業,⽬前本系提供”動物⽣產”以及”植物⽣產”兩種專業。有意選擇專業的學⽣必須於選修學
分中有 (>70%)是來⾃”動物⽣產”或是”植物⽣產”的科⽬,使得在其畢業證書上加註專業領域。
⼆、 四技課程包含：農藝學、園藝學、動物學、⽔產養殖、動物醫學、⾷品科學、農企業管理、植物醫學等學⾨，總畢業學分數
為130學分。學⽣可依據個⼈興趣以及開課時程個選修學分的科⽬，以獲得多元的基礎農業知識。本系提供「動物⽣產」及「植
物⽣產」兩個主修予學⽣選擇。
三、學⽣在完成本系規定之畢業學分及通過英⽂能⼒測驗⾨檻（英語系國家外籍⽣除外）後可獲頒國際學院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
系「學⼠」學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檢附其他有利審查證明⽂件（如著作、考
試及格證書、特殊專⻑、各類得獎紀錄等）。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檢附英⽂能⼒測驗檢定考試或同等級英⽂
檢定考試等證明⽂件。例如托福、亞斯、多益等英⽂檢定考試。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6 國⽴屏東科技⼤學 農園⽣產系 Department of Plant Industry
系所分則
以科技發展熱帶永續農業，並以農園作物之研究發展為特⾊，以果樹、蔬菜、花卉、農藝、特藥⽤作物及園林景觀為主軸，建構
安全農業及⽣態環境。配合熱帶農業發展、政府農業政策規劃、因應社會需求及國際現況，培育兼具現代科學基礎理論及實務應
⽤、永續經營之農園藝專業及領導⼈才。以果樹、蔬菜、花卉、農藝、特藥⽤作物及園林景觀為主軸，配合栽培管理、⽣理、育
種改良、⽣物科技、園產品處理技術及有機農業等科技化課程，培育學⽣之專業技術。⼤學部以培育農園藝⽣產管理及應⽤實務
⼈才，碩⼠班以培育農園藝產業之進階管理及研究⼈才，博⼠班以培育農園藝或植物醫學專業研究領導及管理⼈才為⽬標。就學
期間可能必須⻑時間使⽤顥微鏡觀察﹔以及具備辨識植物栽種各期⽣⻑⾊調與性狀之能⼒。實驗場域包含⽔⽥(泥濘地)、果園、
野外等⾮平整⼟地上的操作課程，故須具備良好體能及⽥林間⾃由⾏走移動之能⼒﹔⽥間野外，也常有蟲、蛇、蜂等較危險物
種，須具備應變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必)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7 國⽴屏東科技⼤學 森林系 Department of Forestry

系所分則

教育⽬標
本系學制在⼤學部為四技班，碩⼠班則分為⼀般碩⼠班。為配合森林⽣態系永續經營之發展趨勢，本系培育林木資源、遊憩資
源、地理資訊系統、遙感探測及⽣物保育等之經營管理專業⼈才，使森林資源發揮永續性、公益性及經營性之最⼤效益。學⽣可
從各種資源的⽣物學層⾯、技術層⾯及經營管理層⾯獲得資源利⽤與⼈類環境品質之間相互關係的知識。
發展特⾊
⼀、⽣物多樣性科技⽅⾯，以物種棲地保育為基礎，重視珍稀植物保育與森林⽣物多樣性維護。
⼆、森林資源管理⽅⾯，以地理資訊系統、遙感探測為⼯具進⾏森林資源經營，訓練學⽣具備森林資源調查規劃及營造⽣態村落
之能⼒。結合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及其他⾵景遊憩區以及登⼭步道，強調環境教育與解說，資源⻑期保育與當地社區利益的⽣
態旅遊。
三、環境綠化技術⽅⾯著重特殊環境（如都市、海濱等）之⽣態綠化技術，以及熱帶林培育和原⽣林復育等技術。
未來出路
⼀、 就業市場：可參加基層特考及⾼、普考試等，亦可在國內外林業相關機關、公私機構謀職或⾃⾏創業、經營⾃家企業等，可
投⼊⽣態旅遊，觀光遊憩就業市場，可也擔任社區營造相關專業⼯作。
⼆、 升學管道：可報考本校或其他學校之相關研究所，亦可參加留學考試出國深造。從事與經濟動物相關之飼養管理與研發等⼯
作，如飼料研發與⽣產、器具開發、⽣產流程開發、休閒畜牧、實驗動物、⽣物醫學等相關⼯作。
招⽣特殊限制
本系部分學習課程須具備顏⾊辨別能⼒、正常身體機能及移動能⼒，報考時請謹慎評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8 國⽴屏東科技⼤學 ⽔產養殖系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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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沿⾰
本系前身為⺠國67年國⽴屏東農專成⽴之養殖科，80年改制為國⽴屏東技術學院後，更名為⽔產養殖技術系。86年學校更名為國
⽴屏東科技⼤學，改名為⽔產養殖系。⽬前學制為四年制學⼠班，招收海事⽔產、農業職校及醫護職校畢業⽣共45名及外加5名
⾼中畢業⽣，90年度起招收碩⼠班學⽣，100年度起招收博⼠班學⽣。
◆教學⽬標
⼤學部：培育具有⽔族營養與飼料、⽔族繁養殖、經營管理與永續資源保育等專
業知識與應⽤技能，使學⽣具有創業或服務相關產業之能⼒。
碩⼠班：培育具⽔產養殖相關科技研發與應⽤之⾼階⼈才。
博⼠班：培育具備創新實務應⽤及獨⽴技術研發能⼒之⽔產養殖國際⼈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
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作品集(選) 8. ⾃傳
(選) 9. 讀書計畫書(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9 國⽴屏東科技⼤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系所分則
教育⽬標
為提升台灣禽畜產業之競爭⼒，結合畜產科學與⽣物科技，培育具備種畜禽遺傳育種改良技術、⾼效率繁殖⽣產技術、現代化禽
畜舍規劃與飼養管理技術、飼料配⽅設計與製造技術、安全畜產品開發與利⽤技術、實驗動物飼養管理技術及永續禽畜場管理技
術等專業⼈才。同時，應⽤並重之課程模組，養成兼具社會道德倫理與多元⽂化素養之現代化經濟動物⽣產之技術管理⼈才，以
開拓畜產業之新契機。
發展特⾊
⼀、 結合畜產科學與相關⽣物科技研發，培育具競爭⼒之台灣禽畜產業專才。
⼆、 培育具備種畜禽遺傳育種改良技術、⾼效率繁殖⽣產技術、現代化禽畜舍規劃與飼養管理技術、飼料配⽅設計與製造技術、
安全畜產品開發與利⽤技術、實驗動物飼養管理技術及永續禽畜場管理技術等專業⼈才。
三、 培育具備相關產業轉型升級之研發成果應⽤與轉移能⼒之⾼階專業⼈才，並發展永續經營之國際化畜產業。
四、 進⾏熱帶畜產⽣產技術為主軸之相關研究。
未來出路
⼀、 從事與經濟動物相關之飼養管理與研發等⼯作，如飼料研發與⽣產、器具開發、⽣產流程開發、休閒畜牧、實驗動物、⽣物
醫學等相關⼯作。
⼆、 從事畜產品加⼯與研發、畜產檢驗分析與驗證等相關⼯作。
三、 經由公職考試取得與擔任政府部⾨推動農業相關政策與計畫之中堅份⼦。
招⽣特殊限制
報考本系需具顏⾊辨別能⼒、良好體能及移動能⼒﹔另牧場⽣物安全，需防範⼈畜共通傳染病之交叉感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0 國⽴屏東科技⼤學 植物醫學系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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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沿⾰
• 植物醫學系之前身為成⽴於⺠國六⼗四年(1975)⼋⽉之三年制省⽴屏東農業專科學校植物保護科。
• 成⽴之初僅教師六員，由當時之校⻑郭孟祥博⼠兼任主任，科館位於農專北校區之壹棟⽩⾊木造平房。
• ⺠國六⼗⼋(1979)年七⽉科館遷⾄南校區，⼆棟溫室及其⼯作準備室於其後陸續完成。
• ⺠國七⼗⼋(1989)年元⽉底，全科⼜因農專遷校而遷移現址；新系館⾯積達三千五百平⽅公尺，環境優雅，內部設計及設備兼
具教學及研究功能，是訓練農業技術⼈才最理想之場所。
• ⺠國⼋⼗年(1991)，國⽴屏東農專改制為國⽴屏東技術學院時；植物保護科遂改為⼆年制植物保護技術系。
• ⺠國⼋⼗六年(1997)，因國⽴屏東技術學院改制為國⽴屏東科技⼤學，停招⼆年制改為四年制植物保護系。
• ⺠國⼋⼗九年(2000)⼋⽉成⽴碩⼠班。
• ⺠國九⼗七年(2008)⼋⽉⼀⽇，改名為植物醫學系。
發展計畫
• 參與防檢局推動的『健全植物保護體系』計劃。
• 參與農學院推動的保⼒林場、達仁林場『⽣物多樣性調查』計劃。 擬成⽴植物檢疫中⼼
• 加強與『農業⽣技園區』的產業合作
• 繼續招收更多外籍學⽣前來就讀，以提昇本系在國內及國際學術界知名度與能⾒度。
• 加強本系學⽣與外籍學⽣之國際交流活動。
未來展望
• 本系為全國唯⼀的植物保護系，教授學⽣兼具植物病害、蟲害、草害之診斷及管理，與有害⽣物之鑑定之應⽤，訓練研究所學
⽣具有研發診斷、管理鑑定之能⼒。
• 發展本系為南台灣植物保護技術服務。與諮詢重⼼，以服務南部地區農⺠植物防疫⼯作。
• 本系於九⼗⼀學年度設置植物害蟲簡疫隔離設施，協助培育及訓練在校學⽣及防檢疫⼯作⼈員之檢疫技能，研發植物疫病害蟲
檢疫偵測技術，並⽀援植物防檢局⾼雄分局檢疫⼯作。協助我國在加⼊WTO後，激增之進出口植物及其產物之檢疫⼯作，以防
杜國外疫病菌害蟲移⼊，降低國內農作物遭受危害。為落實檢疫偵測技術研發及⽀援植物防檢局⾼雄分局檢疫⼯作。
• 本系⼀百零七年成⽴植物醫學教學醫院，發展本系為國內熱帶作物病蟲害防除管理技術中⼼，做為台商南進東南亞地區推展植
物⽣產事業之植物保護技術服務後盾，並協助訓練管理幹部⼈員之農業作物防疫技術。
畢業出路
• 本系畢業學⽣無論在國內公⽴機構、私⼈企業或海外皆就業情形良好，常有供不應求之勢，在職場上均能學以致⽤，在其⼯作
崗位上貢獻所學，深獲好評。
• 部分同學更進⼊國內外研究所繼續深造並能學有所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1 國⽴屏東科技⼤學 獸醫學系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系所分則
本系之規劃、建築、設備等均盱衡先進國家獸醫學院之教學發展趨勢，仿效興⾰。積極籌建各種動物住院診療室及試驗研究⽤實
驗動物舍，充分應⽤研究設備、教學陣容、圖書雜誌和電腦網路系統，以強化研究與教學，協助政府與業界解決難題。
本系畢業⽣之就業市場種類：在公家農務執⾏與研究機構、學校單位、飼料廠、藥廠、獸醫儀器設備公司、⾷品廠、⽣技公司、
牧場、動物醫院等。
⼤五須⾄業界實習⼀學期，且⼤四升⼤五的暑假亦須校外實習⼆個⽉，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報考本系。修業年限5年，⼤四
前之必修科⽬，須全數及格⽅可修習⼤五必修課。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醫療專業知識、醫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學習需要，學⽣於學期間需使⽤顯微鏡、⾊彩判
定、病症判定、⼤體解剖、巡房、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畜主關係等，為判定動物病患，各項感官皆需較為敏銳﹔因
此，必須具備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
調能⼒、能控管⾃身情緒，相當之抗壓能⼒﹔學⽣畢業後能進⼊醫院治療及照顧病患。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
(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2 國⽴屏東科技⼤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Department of Wood Science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特⾊與課程：木質資源材料及其設計應⽤為本系特⾊，課程以「木質資源材料開發與應⽤」、「產品設計與製造」及「木建
築結構與空間環境規劃」三個學習主軸規劃，並結合本系「木材加⼯廠」實習設施的實作訓練以及「木材加⼯技術服務中⼼」與
科研儀器設備實驗室，彙整科技發展與產業需求之脈動，精進學⽣實務學習與技能，培育「科技與創意產業」結合之優質⼈才，
以及符合職場需求之中⾼階實務管理⼈才。
⼆、未來出路：畢業後適合從事家具及⼯藝產品設計製造，木質綠建材產業，木建築結構、室內裝修與遊艇裝修之設計施⼯，木
材業，製漿造紙業，農林資材利⽤產業。
三、本系重視木材加⼯實務操作，報考本系學⽣宜具有辨⾊能⼒、⾏動能⼒及⼿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必)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3 國⽴屏東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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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育⾷品醱酵⽣技、品管檢驗及加⼯研發⼈才為教學主軸，採理論與實務並重原則，著重基礎能⼒，並加強⾷品專業知識
與技術之傳授以培育⾷品專業⼈才。
*申請就讀本系者，上實習課程時需要能辨識⾊且久站操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作品集、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等 4. ⾃傳
(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5 國⽴屏東科技⼤學 ⽣物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簡介：
⽣物科技系於⺠國100年8⽉由⽣物科技研究所(成⽴於⺠國90年8⽉)與⽣命科學系(成⽴於⺠國93年8⽉)合併成⽴。教學⽬標旨在
培育符合產業界及學術界所需之⽣物科技⼈才。本系專任教師12位，各研究室之研究計畫主題涵蓋微⽣物、植物、動物及中草藥
⽣物技術，包括微⽣物於⽣技產業之應⽤、動物⽼化機制之研究、新藥與保健⾷品之開發研究、中草藥研究分析、植物基因轉
殖、病毒與病理學研究等。學⽣可依其興趣選擇研究主題，以接受更專業之技術、獨⽴思考能⼒之訓練及創造⼒之啟發。研究與
教學聚焦的⽅向為：提⾼專業領域⼈才之相關知識與創新能⼒，加強跨領域學習與國際交流，藉此提升國內產業⾯對未來全球市
場的競爭⼒，並培植符合學術界及產業界所需之⼈才。
發展⽬標：
⽣物技術是⼀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包括醫學，農業，⾷品，環境保護，化學，化學和其他學科。⽣物科技系擁有優秀的師資和
先進而完善的設備與設施，正努⼒結合“⽣物技術”與“產業”，將⽣命科學的研究轉化為實際應⽤和產業化。同時，本系也藉
由廣泛而密集的國際交流來提⾼學⽣的國際視野和全球移動⼒。本系的主要教育⽬標為「訓練學⽣具有⽣物學、⽣態學、⽣物技
術等專業知識，培育⽣物科學及⽣技產業專業應⽤⼈才」。
課程領域：
本系課程強調理論與產業實務的結合，分為基礎課程(系定必修)、專業選修、跨領域微學程等，涵蓋⽣物學、⽣態學、⽣物技術
等專業領域。同時輔以基礎與專業課程的實驗課程、產業實務相關課程、校外實習、實務專題及跨域微學程中的實作課程等，強
化同學產業實務。
未來職涯發展：
升學：國內外⽣物科技相關研究所碩⼠班
就業：
●⽣技產業⽣產⼈員 ●⽣技產品開發⼈員
●⽣技產業銷售⼈員 ●⽣技產品服務⼈員
1.⽣物技術相關公司：任技術研發、品質管制、客服及產品開發⼈員。
2.公⺠營研究機構：從事研究開發或推廣⼯作。
招⽣特殊限制：
本系部分學習課程須具備顏⾊辨別能⼒、正常身體機能及移動能⼒，報考時請謹慎評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作品集(選)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73
聯絡電話 886-2-27712171
傳真 886-2-87731879
地址 10608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號
網址 https://www.nt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tut.edu.tw/p/412-1032-9284.php?Lang=zh-tw
在臺北市和新北市區內，國⽴臺北科技⼤學擁有不同的學⽣宿舍，包含校區宿舍(東校區宿舍)及⾮校區宿舍(新北宿舍及
南港宿舍)。房間皆為4⼈⼀間，每間房間提供電話和網路服務，在學期⼀開始必須繳交宿舍費⽤，僑⽣享有半價優惠，每
學期約需5000元，此費⽤不包含寒、暑假期住宿。新⽣可申請宿舍住宿，前⼆年享有保障，第⼀年保障以東校區宿舍為
主，第⼆學年起男性保障以新北宿舍為主，⼥性以南港宿舍為主，第三年開始由抽籤決定⼊住，因此第三學年開始，學⽣
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臺北科技⼤學擁有最後分配住宿的權⼒。 申請⽅式: 在確認⼊學後，新⽣可在回覆就讀意願時，同
時回覆是否想要住宿於臺北科技⼤學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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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北科技⼤學（⼜名臺北科⼤，原臺北⼯專），創⽴於1912年。⽇治時期為訓練⼯科技師的講習所，成⽴⼀百
多年來，在臺灣經濟起⾶轉型的時代，扮演著重要的⼯業推⼿，培育無數優秀⼈才投⼊⼯商產業，⽬前臺灣企業
中，10%的中小企業創辦⼈、董事與執⾏⻑，皆為臺北科技⼤學畢業的校友，因此本校素有「企業家搖籃」之美稱，深
獲社會好評。 ⼆、本校為實務研究型⼤學，擅⻑⼯程領域，在設計、研發以及技職教育也居領先地位，務實致⽤的教學
與研究⼀直是本校特⾊，教師與⼯、商、科技業界往來密切，擁有最⾼⽐例的產學研究案。本校也格外強調實習實作，學
⽣在學期間有業界教師輔導，所學為企業所需，畢業前皆已有業界實習經驗，為企業晉⽤⼈才⾸選，應屆畢業⽣就業率⾼
達97%。近年於《遠⾒》及《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專校院畢業⽣調查中，本校於各項排名均名列前茅，更為企業最
愛公⽴科技⼤學。 三、本校因與世界各國交流頻繁，國際學⽣眾多，⽬前約有1000位境外⽣分別來⾃超過世界50個不同
國家。為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臺北科⼤也特別增加英語授課，同時與許多世界頂尖⼤學及學術機構締結姊妹校與學術研
備註
究合作，提供學⽣出國交換留學、國際合作交流及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機會，培養學⽣國際觀與國際移動⼒。 四、本校全
數⼯程系所皆獲IEET認證通過，學歷被Washington Accord會員國（包含⾺來西亞、新加坡、香港、⽇、韓、美、
加、英、澳、紐等）承認，管理學院獲AACSB國際認證，畢業⽣具國際競爭⼒。 五、本校位於台北市中⼼，雙線捷運交
會口，左鄰繁華的東區流⾏商場及影城，右近華⼭⽂創園區及全台最⼤的3C資訊批發賣場-光華電腦商圈，交通便捷，資
訊發達，⽣活機能完整。 六、本校備有男、⼥學⽣宿舍，新⽣優先安排住宿，並享有住宿費減半優惠，宿舍床位前2年享
有保障，第3學年起，宿舍床位之申請將以抽籤⽅式決定，學⽣在進⼊第3學年之前，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 七、本校額
外設有每年發放⼀次之「國⽴臺北科技⼤學僑⽣獎學⾦」，供成績優異之學⽣提出申請。 ⼋、接獲分發通知後，錄取通
知書及就讀意願調查將以電⼦郵件⽅式寄發，報名時請留下正確的電⼦郵件地址，並依電⼦郵件指⽰，在期限內回覆是否
就讀，未回覆者視同放棄就讀。
2424 國⽴臺北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國⽴臺北科技⼤學位居國内科技⼤學的⿓頭地位，也是世界⼀流的⼯業⼤學，機械系更是學校最⼤與最核⼼的科系，肩負學校發
展的重責⼤任，配合本系師資專⻑及研究設備，以未來科技趨勢、國家產業需求為⽬標，研究重點有六⼤領域：1. 精密機械；2.
機電整合技術、智慧機械、⼯業4.0；3. 微光機電系統；4. 先進薄膜與奈⽶技術；5. 半導體技術與⽣物晶⽚；6. 醫⼯與醫療輔助
器材技術研發、智慧醫療⻑期照護。
本系優勢及特⾊：
1.師資健全：38名專任師資均具博⼠學位，陣容堅強，研究及教學成效普獲好評。
2.課程完善：強調紮實的實務經驗，配合專題領域及校外實習，達到學⽤合⼀的⽬標。
3.資源完善：40間特⾊實驗室，先進儀器設備⿑全，含各式精密量測設備、3D列印製程設備、數值控制⼯具機、機械⼿臂教學與
應⽤模組、電⼦顯微鏡等。
4.系友眾多：本系歷史悠久，校友遍及各⾏業，結合為龐⼤⼈⼒資源後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
名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規劃，可選擇⽤英⽂
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26 國⽴臺北科技⼤學 ⾞輛⼯程系 Dep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輛⼯程系所的研究與教學發展⽬標係在培育⾞輛產業所需專業⼯程⼈員，並針對⾞輛產業之零組件研發、設計、製造、裝配，
以及⾏銷管理、售後維修以及⾏⾞安全與肇事重建等各項技術進⾏相關教學及研究，以開發先進⾞輛零組件增進⾞輛性能及安全
性。
⾞輛⼯程知識具系統整合特⾊，尤其是先進⾞輛更是⾞輛、電⼦與通訊等整合領域知識之綜合體，相關學理基礎有⾞輛類的圖
學、固⼒、熱流、材料、機設，與電學類的電機、電⼦、控制，應⽤則包含針對⾞輛特有的科⽬如懸吊系統、煞⾞系統、⾞輛測
試法等。
每年全國⼤專校院超級環保⾞⼤賽，本系在電動⾞、超級省油⾞及⾞輛製作等⽅⾯屢獲佳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若有排名及百
分⽐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
選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1 國⽴臺北科技⼤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程系 Dept. of Energy and Refrigerating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機、電、建築、能源⼯程整合之科技理論，與實務密切配合之科技，故本系之教學⽬標為使學⽣具有廣泛機電⼯程技術能
⼒，課程配合專業之所需，使學⽣具有考取冷凍空調⾼考等專業證照之學識與實務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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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7 國⽴臺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教授電機⼯程專業知識及培育國家建設所需之電機科技專業⼈才為主要⽬標。本系主要分為電⼒與系統兩⼤範圍。其中電
⼒領域細分為「電⼒與能源」及「電⼒電⼦」兩個專業領域，而系統領域分為「控制」、「通訊」及「計算機」三個系統專業領
域，可⾒本系共分五⼤專業領域：電⼒與能源⼯程、電⼒電⼦⼯程、控制⼯程、通訊⼯程、計算機⼯程。除電⼒與能源專業領域
較著重傳統的電機專業外，其餘電⼒電⼦、控制系統、通訊⼯程及計算機⼯程四個專業領域與⽬前尖端的電⼦科技產業環環相
扣。北科電機的實作技術訓練及紮實的理論基礎，在全國性的各種競賽中常領先群倫，獲得佳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27 國⽴臺北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系教學⽬標為配合⼯業經濟發展與產業界的需求，積極為國內產業界培育⾼等電⼦專業技術⼈才，其發展的重點以計算機⼯
程(含軟體、硬體、韌體、多媒體、⼈機介⾯、及單晶⽚微處理)、無線通訊 (含無線傳播、⾏動通訊、信號處理及網路應⽤)、電
波⼯程(含數值電磁、⾼頻電路、微波傳播、微波積體電路設計、光電系統、光通訊及光纖有線電視雙向互動影⾳傳輸)與晶⽚系
統(晶⽚設計、電腦輔助、設計⾃動化、軟硬體共同設計)等四⼤領域，並強調計算機、通訊、電波及積體電路等技術之整合與應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在學⽣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資
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個
⼈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
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28 國⽴臺北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對於⼤學部的基礎訓練，以「語⾔與軟體」、「數學與演算」，以及「計算機系統」等三⼤基礎課程為主軸，規劃能深植電腦科
學與資訊⼯程之觀念與學理的基礎課程，並安排在⼤⼀、⼤⼆進⾏，以養成學⽣全⾯的基本能⼒。為落實這三⼤領域的基本訓練
及配合資訊相關產業現況與⼈⼒需求，另外規劃了「軟體系統」、「多媒體與嵌⼊式系統」與「網路系統」等三個專業領域，結
合基本課程，提供基礎理論與實作應⽤兼備的訓練與發展環境。這三個專業領域的訓練規劃在⼤⼆與⼤三之間開始進⾏，使其訓
練與基本課程有適當的銜接，利⽤實務與學理的承接與整合，達成以實作活化基礎學理的培養，並以基礎學理強化實作能⼒的⽬
標。⼤三、⼤四課程安排則以專業領域訓練為主，將⼈才導向資訊科技市場，俾使未來畢業⽣成為資訊領域之中堅研發⼈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29 國⽴臺北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重點發展之特⾊：
1.光通訊： 研究主題包括微波光纖傳輸系統、分波多⼯光纖網路、光纖有線電視系統、⻑波⻑單光⼦元件與應⽤、慢光效應於光
訊號處理之應⽤。
2. 光學⼯程： 主要研究及開發光學元件與系統，其中之技術包含光學設計、鍍膜、光電量測、短脈衝雷射、近場光學、繞射光
學、光資訊處理、與⽣醫等領域之應⽤。
3. 顯⽰器⼯程： 研究液晶顯⽰器以及有機發光元件之相關技術，主要探討其光電與物理特性並針對顯⽰品質的改良，開發新型的
顯⽰模式。
4.光電材料與元件： 主要研究⽅向為研發新穎的三元及四元化合物、發光⼆極體(LED)、檢光元件、太陽能電池、積體光學元
件、光電材料薄膜及奈⽶結構製程開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在學⽣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若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
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
⽤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0 國⽴臺北科技⼤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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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創⽴於西元1917年，歷史悠久且教學品質卓越，以培養專精務實，具⽣物科技素養之化學⼯程師為⽬標。課程及教師研究之
⽅向為四⼤領域：化學程序⼯程、⽣化與⽣醫⼯程、材料與奈⽶⼯程、光電能源與環境。
本系除加強傳統化⼯教育，以提升化學⼯業⽣產、操作及設計之技術⽔準外，並因應化⼯之新領域，配合未來產業發展特⾊，重
點發展⽣物科技、奈⽶科技、材料⼯程、半導體製造科技、特⽤化學品、分離程序、清潔⽣產、燃料電池、先進⾼分⼦材料、相
平衡、電化學、程序⼯程等。 辨⾊⼒異常者，不宜申請本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1 國⽴臺北科技⼤學 分⼦科學與⼯程系 Dept. of Molecula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綠⾊製程與材料、能源材料、光電分⼦材料、⽣醫分⼦材料、柰⽶材料、⾼科技紡織品為發展重點。為圖⻑期發展以配合
快速變遷中的潮流時尚，其採取的策略是系內學程制，並以知識和技能並重的⽅式，以造就智能全備的學⼦。期盼學⽣在系上專
業多元化以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訓練下，成為⾼科技產業急需的全⽅位專業⼈才。 辨⾊⼒異常者，不宜申請本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2 國⽴臺北科技⼤學 ⼟木⼯程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木系教學⽬標為培育⼟木⼯程專業技術⼈才，使能從事⼟木⼯程有關之規劃、調查、測繪、設計，施⼯、檢驗及維護管理等專
業⼯作，進而培養學⽣具有⼟木專業領域之進修研究能⼒。
本系未來之教學及研究．將繼續著重於結構、⼤地、營建、管理、⽣態與防災資訊、⽔資源等⽅向發展，期能培養專業技術⼈
才，以改進⼟木⼯程環境，提昇⽣產⼒及⼯程品質。
本系畢業之學⽣可從事⼟木建築⼯程之規劃設計、監造及施⼯、交通運輸、⽔利⽔保⽣態⼯法、防災規劃等⼟木相關領域，歷屆
系友在⼯程界獲得極⾼之評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3 國⽴臺北科技⼤學 材料及資源⼯程系材料組 Dept. of Materials and Mineral Resources Engineering (Materials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亦是全國唯⼀將材料科學與資源⼯程整合的學術單位，配合現代材料科技與資源永續發展，提供材料⽣命週期所需之專業知
識與⼈⽂素養，由資源之開發、處理、應⽤、再⽣，以⾄於材料製程、組織、性質、性能與應⽤等專業實務科技，使學⽣得以進
⼊科技或學術領域發展。
材料組之發展及研究重點在於培育材料⼯程之專業技術⼈才，使能擔負材料之製造、設計、處理、加⼯、品質管制及檢驗等任
務。主要教學及研究⽅向在⾦屬、陶瓷及其複合材料之組成、微觀組織、製程及性質間之相互關係，材料之性能與應⽤，以及材
料之防蝕與保固研究，研究之材料依功能性主要可以分為電⼦、奈⽶、⽣醫、能源、⺠⽣材料為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
⽤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1 國⽴臺北科技⼤學 材料及資源⼯程系資源組 Dept. of Materials and Mineral Resources Engineering (Mineral
Resources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是全國唯⼀將材料科學與資源⼯程整合的學術單位，配合現代材料科技與資源永續發展，提供材料⽣命週期所需之專業知識
與⼈⽂素養，由資源之開發、處理、應⽤、再⽣，以⾄於材料製程、組織、性質、性能與應⽤等專業實務科技，使學⽣得以進⼊
科技或學術領域發展。
資源組培育各種資源的開發、處理、應⽤、回收及再⽣等領域的專業⼈才，特別著重⼯業廢棄物(資源)之再⽣及處理、礦物 材料
及陶瓷原料之合成及應⽤、地質⼯程技術等領域之教學。本系資源組主要教學及研究⽅向在資源開發及地質⼯程、資源應⽤及材
料合成、以及資源處理及材料製程等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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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5 國⽴臺北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建築系歷史悠久，為國內最早成⽴的建築科系。其創設可溯⾃1912年（⼤正1年）⼯業講習所時代，九⼗多年來，為台灣建築、
營造界培育了無數的⼈才，畢業⽣除了開設建築師事務所擔任建築師外，並為營造⼯程實務界中的翹楚與基幹。因此⼤學部的特
⾊重點著重於建築各領域的均衡訓練課程，包括通識、計畫、史論、構造、結構、景觀、都市、規劃、多媒體、理論等領域課
程，以培養全⼈的建築設計與實務⼈才，同時因應21世紀之需要，培養綠建築、⽣態環境保育與控制、都市規劃設計等⽅⾯的⾼
級技術⼈才。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作品集(必)：不限形
式，以能突顯⾃⼰具本系相關背景為佳。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8 國⽴臺北科技⼤學 ⼯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系上分為「產品設計」及「家具與室內設計」兩組，採精兵制小班教學。除通識教育課程外，專業科⽬分兩組教學。
產品組與家室組共同必修課程：設計圖學、設計概論、⼈因⼯程、平⾯設計、試作技術、⽴體設計、專題設計。
產品設計組必修課程：設計素描、透視圖學、⾊彩學、設計素描、⼯業設計史、⾏銷學、產品設計、製造程序、設計表現法、設
計⽅法、⼯程材料與實習、產品設計、設計⼯學、產品開發、商品計畫、設計管理。
本系學⽣作品年年皆奪得德國紅點與iF國際設計⼤獎，使本校成為全台設計國際排名領先學校。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廠機具操作，視障及四肢殘障者請⾃⾏評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作品集(必)：不限形
式，以能突顯⾃⼰具本系相關背景為佳。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9 國⽴臺北科技⼤學 ⼯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系上分為「產品設計」及「家具與室內設計」兩組，採精兵制小班教學。除通識教育課程外，專業科⽬分兩組教學： 共同必修課
程 設計圖學、設計概論、⼈因⼯程、平⾯設計、試作技術、⽴體設計、專題設計。
家具室內設計組必修課程：⾊彩學、設計素描、透視圖學、⼈因設計、家具史、家具製圖、室內建築學、家具設計、家具結構與
實習、家具設計表現技法、室內設計史、室內設計表現技法、室內設計原理、室內設計圖學、照明學、家具製造程序。
本系學⽣作品年年皆奪得德國紅點與iF國際設計⼤獎，使本校成為全台設計國際排名領先學校。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廠機具操作，視障及四肢殘障者請⾃⾏評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作品集(必)：不限形
式，以能突顯⾃⼰具本系相關背景為佳。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2 國⽴臺北科技⼤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Dept. of Interaction Design(Media Design Group)
系所分則
互動設計系的規劃，跨設計、科技、媒體/視傳三領域，有鑑於⽬前業界對「互動介⾯及網站設計」、「互動程式設計」、及「互
動創意與學習設計」等⼈才的需求孔急，故本系以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為發展的主軸，結合資通訊技術（ICT）產業
與創意產業，發展前瞻性跨產業的關鍵能⼒。
【媒體設計組⼈才培育⽬標】 以互動媒體應⽤與互動遊戲設計為主，並能創造互動式體驗的情境與場域，培育職場最需要的⼈
才：互動媒體設計師、使⽤者介⾯(UI)設計師、使⽤者經驗(UX)設計師、互動程式設計師、3D遊戲設計師、互動展⽰設計師等
業界需求⼈才之優秀青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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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作品集(必)：不限形
式，以能突顯⾃⼰具本系相關背景為佳。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5 國⽴臺北科技⼤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Dept. of Interaction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Group)
系所分則
互動設計系的規劃，跨設計、科技、媒體/視傳三領域，有鑑於⽬前業界對「互動介⾯及網站設計」、「互動程式設計」、及「互
動創意與學習設計」等⼈才的需求孔急，故本系以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為發展的主軸，結合資通訊技術（ICT）產業
與創意產業，發展前瞻性跨產業的關鍵能⼒。
【視覺傳達設計組⼈才培育⽬標】 以數位內容研發為主，結合互動裝置數位內容應⽤，培育職場最需要的⼈才：互動視覺傳達設
計師、圖形使⽤者介⾯(GUI)設計師、互動網⾴設計師、⾏動裝置互動電⼦書設計師、數位教材設計師等業界需求⼈才之優秀青
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作品集(必)：不限形
式，以能突顯⾃⼰具本系相關背景為佳。 5.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
寫。 6.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6 國⽴臺北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以製造與供應鏈、產業電⼦化與資訊應⽤及管理科學與決策等三個學術領域為主要發展⽅向，並期逐步形成特⾊。
系上特⾊如下： 1. 著重⼯業⼯程之基礎與專業課程並重，加強⾃動化，數位化及整合製造系統之規劃設計與執⾏能⼒。 2. 電⼦
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開發及設計，使之有分析與制定管理決策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3. 著重電⼦化知識商務，企業經營管理與
服務系統實務與加強創新管理等課程培育及演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01 國⽴臺北科技⼤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經營管理、創新與創業的結合為發展重點，在此發展主軸之下，本系以⾏銷管理、財務管理組織與策略管理及服務與科技
管理等肆個學術領域為系所主要發展⽅向並形成特⾊。
1. ⾏銷管理：主要以⾏銷管理、消費者⾏為、服務管理、⾏銷決策分析、品牌與通路策略、策略⾏銷等為發展⽅向。
2. 財務管理：著重於管理經濟學、財務管理、公司理財、⾵險管理、投資決策分析、⾏為財務與企業投資融資及避險決策之訂
定。
3. 組織與策略管理：以組織⾏為、⼈⼒資源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任⽤管理、策略管理等為主。
4. 服務與科技管理：主要以專案管理、營運模式與供應鏈管理、客⼾關係管理、計量管理與決策、服務設計等為發展⽅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
名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65 國⽴臺北科技⼤學 資訊與財⾦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Finan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錄取分數為全國科技⼤學商管第⼀名，也是國內第⼀個培養兼具資訊技術與財務⾦融管理⼈才的科系。課程教學以理論與實
務兼顧的⽅式進⾏，使學⽣⼀⽅⾯具備獨⽴開發、管理資訊系統的能⼒，⼀⽅⾯對財⾦管理具備相當的知識。研究⽅向與特⾊有
三：1. ⾦融科技：主要是應⽤資訊科技，讓⾦融服務更完善、更有效率。2. 資訊管理：結合企業⽬標建構資訊系統，並應⽤資訊
技術於管理實務之上。3. 財務⾦融管理：主要以⾦融市場與機構管理、財務管理與資訊應⽤、投資決策管理、⾦融⾵險管理、財
務計量分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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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02 國⽴臺北科技⼤學 應⽤英⽂系 Dep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為達專業⼈才培養之⽬標，⼤學部課程分為以下五⼤主軸：1. 基本英⽂能⼒課程 2. 應⽤語⾔學專業課程 3. ⽂化⽂學專業課
程 4. 專業英⽂與多元應⽤課程 5. 第⼆外語課程 。希望以紮實穩固的英語⽂能⼒，強化專業語⾔與⽂學⽂化應⽤知識，培養深度
思考、分析、批判及多元⽂化溝通智能，輔以實務導向之科技經貿英⽂課程，培育出具廣度及深度之英語⽂專業⼈才。 課堂作業
多以激發學⽣創造能⼒、反思能⼒和解決問題能⼒為主；課堂討論活動則著重培養學⽣之溝通能⼒與專業英⽂能⼒；實務課程以
實習演練充實學⽣對產業發展的認知，培植其就業實⼒。申請本系者應具英⽂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
名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述/個⼈學經歷/
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請⽤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請⽤英⽂書寫。 6.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能⼒證明，如全⺠英檢、TOEFL iBT、TOEIC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903 國⽴臺北科技⼤學 ⽂化事業發展系 Dep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化事業」，是眾多事業（產業）中的⼀⽀，指的是：以⽂化（廣義）為基本素材所建構、開發、變造、發展成形之事業。凡
以⽂化為基底，以⽂字、影像、⾳聲、⾏動、展⽰為表達⼿段，以推銷⽂化為核⼼，以創造商業價值為⽬標之：⽂化、⽂藝、⽂
學、遊藝、⽣活等等事業，皆屬⽂化事業。
本系以培育具⽂化素養、企劃管理、數位⼯具應⽤能⼒之⽂化管理⼈才為⽬標，必修課程包含三層⾯：1.⽂化素養：⽂學史、⽂
化事業概論、美學與藝術史、⽂化遺產概論 2. 表達能⼒：閱讀書學與討論、企劃⽂案寫作、口語溝通及表達 3.企劃與實作：多
媒體設計、⽂創能⼒、視覺傳播、管理學、專題與演練、⽂化專案企劃。
未來可成為⽂化管理⼈員、數位出版⼈員或⽂化創意設計⼈員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排名及百分
⽐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語⽂能⼒證明、推薦函、獎狀、特殊能⼒及專⻑證明等。 4. ⾃傳(必)：含學⽣⾃
述/個⼈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等等，可選擇⽤英⽂書寫。 5. 讀書計畫書(必)：含申請動機、未來學習規劃等等，可選
擇⽤英⽂書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2
聯絡電話 886-5-5372637
傳真 886-5-5372638
地址 640301 雲林縣⽃六市⼤學路3段123號
網址 https://www.yuntech.edu.tw/index.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dx.yuntech.edu.tw/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61&Itemid=627
1.第⼀年保障住宿，第⼆年起須參加在校⽣抽籤。 2.⼤學部為四⼈⼀室。
⼀、本校備有學⽣宿舍。⼆、本校訂有學⽣英語能⼒要求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三、在交通⽅⾯，無論是⽕⾞或
⾼速公路⾄本校均⾮常便利，另本校每⽇有8班次校⾞提供全校師⽣往返⽃六⽕⾞站接送服務。四、110學年度學雜費之
收費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學費：⼯業類NT$16,979；商業類
NT$16,833。雜費：⼯業類NT$10,866；商業類NT$7,349。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
外獎助學⾦及⼯讀機會可供申請。

2415 國⽴雲林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養電⼦⼯程及前瞻科技專業⼈才為主要⽬標，著重基礎理論與實務教學。
2.發展⽅向包括：晶⽚設計、半導體、⼈⼯智慧、軟硬體系統、⾞⽤電⼦、⽣醫感測、光電應⽤等領域。
3.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教育學⽣具備積極創新、多元思考及處理問題之能⼒，培養學⽣成為具有實務能⼒之電⼦⼯程
相關產業之專業⼈才。
4.報考學⽣須具備⾼中以上數理基礎及中⽂聽、說、讀、寫與表達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請說明未來研究⽅向，字數不限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專⻑證明、特殊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16 國⽴雲林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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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具備數理基礎。
2.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3. 本系課程需操作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須有能⼒即時移動遠離危險現場，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
本系旨在培養學⽣具備基礎數理及⼯程專業能⼒，使符合產業界需求之環安衛⼈才，及培養關懷環境及持續終身學習精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選) 6.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37 國⽴雲林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現有16位專任教師，均具博⼠學位，其中教授11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3位，未來將增聘⾄18位專任教師。本系所師資涵
蓋⽣物化學、電化學⼯程、材料化學、污染防治、分離技術、⾼分⼦複合材料、⽣醫⼯程與災害防治等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
書計畫書(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17 國⽴雲林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具備數理基礎。
2.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99 國⽴雲林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所劃分為⾏銷管理、組織與⼈⼒資源管理、策略管理、科技管理及國際企業等五⼤專業學程，採取哈佛個案式教學，提供海
外移地教學與4+1碩⼠學位之機會，增強國際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96 國⽴雲林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有完善之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重基本資訊技術之教授，訓練學⽣具有開發資訊系統之能⼒，培養學⽣明瞭如
何應⽤資訊科技與管理理論，以提升企業營運之效率與效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作品集(選) 9.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92 國⽴雲林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 (如中
⽂檢定、曾修習之中⽂課程)，或是中⽂程度簡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93 國⽴雲林科技⼤學 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本校管理學院於2014年通過AACSB國際認證，2019年通過再認證，此認證實質肯定本系多年來投⼊教育與學術研究之努⼒。本
系共12位專任教師並延聘產學專家擔任兼任教師，專⻑領域包含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稅務法規及信息審計等。融
合信息技術、法律與專業軟體（ERP、統計分析及審計）於會計專業課程，並定期舉辦研討會及專題講座，培養專業研究與教學
能⼒之會計與產業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
(如中⽂檢定、曾修習之中⽂課程)，或是中⽂程度簡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98 國⽴雲林科技⼤學 國際管理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 第 321 ⾴ -

系所分則
1.本學程以培育培養國際企業經營的專業管理⼈才為⽬標，強調國際視野的開拓與國際移動能⼒的培養，課程以全英⽂授課，學
⽣於畢業前需完成「語⽂⾨檻」之要求，學⽣可選擇海外交換、海外企業實習或海外移地教學，三項當中選⼀項始得畢業。
2.本學程所有課程以全英語教學，須具備英⽂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證明、特殊能⼒等 4. ⾃傳(必)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19 國⽴雲林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1.具備描繪能⼒。
2.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

6.

2420 國⽴雲林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BS in Architecture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學⽣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之專業能⼒，訓練具備藝術⼈⽂素養與科技運⽤能⼒，熟練實務操作與研究發展之專業⼈
才。在學校發展的策略下，朝向產業化、國際化、資訊化之⽬標，呼應產業與社會的發展趨勢，孕育符合國家社會所需的專業能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21 國⽴雲林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BS in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學⽣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之專業能⼒，訓練具備藝術⼈⽂素養與科技運⽤能⼒，熟練實務操作與研究發展之專業⼈
才。在學校發展的策略下，朝向產業化、國際化、資訊化之⽬標，呼應產業與社會的發展趨勢，孕育符合國家社會所需的專業能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作品集(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00 國⽴雲林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1.具備描繪能⼒。
2.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傳(必)：中⽂⾃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5. 作品集(必)

6.

1894 國⽴雲林科技⼤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所配合國家重點發展產業「數位內容產業」以及「⽂化創意產業」中關於媒體設計領域的產業中⾼階⼈⼒需求，以及未來數
位媒體發展，培育具有華⼈⽂化特質、國際化產品創意以及最新數位媒體科技應⽤能⼒的產業專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作品集(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897 國⽴雲林科技⼤學 創意⽣活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Design
系所分則
1.具備描繪能⼒。
2.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
1. 最⾼學歷證明(必)
作品集(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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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895 國⽴雲林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1.本系培養⼤學部學⽣具備專業外語能⼒及職場知能，課程著重「跨領域」與「跨⽂化」之應⽤，因此培育出涉外基礎⽂創商務
⼈才及基礎語⾔教學⼈才，並積極擴展國際化腳步，達到「⼊學及⼊⾏，畢業即就業」之國際化專才。
2.聽、說、讀、寫及表達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英⽂⾃傳 4. 讀書計畫書(選)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96 國⽴雲林科技⼤學 ⽂化資產維護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系所分則
1.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2.本系有完善之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設⽴的⽬標在於培育具有寬闊⽂化視野、⽂化資產維護技術、⽂化資源紀錄與
應⽤、建築襲產與聚落保存及⽂化資產經營能⼒之跨領域統整⼈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5.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8
聯絡電話 886-5-6315108
傳真 886-5-6310857
地址 632301雲林縣虎尾鎮⽂化路64號
網址 https://www.nfu.edu.tw/zh/
承辦單位 綜合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scholarship-news.html
本校備有學⽣宿舍，並保障新⽣住宿；依⽬前住宿辦法，僑⽣及港澳⽣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學⽣宿舍相關規定辦理，詳情逕洽本校⽣活輔導組，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life.html
國⽴虎尾科技⼤學創⽴於1980年，已有近40年的歷史，本來為國⽴雲林⼯專，是過去台灣三⼤⼯專之⼀，於2004改名為
現在校名。⽬前本校有四個學院：⼯程學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共有21個系組，18個碩⼠班，3個博⼠
班，學⽣約8,500⼈。本校的優點：1. 歷史悠久，辦學績優(持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典範科⼤補助。2. 因為是公
⽴學校，因此學費較低廉。3. 依⽬前住宿辦法，僑⽣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4.本校居雲林縣中⼼位置之虎尾
鎮市區，交通⽅便，距雲林⾼鐵站15分鐘，78號快速道路5分鐘，中⼭⾼15分鐘，客運⾞站就在學校旁邊。

2655 國⽴虎尾科技⼤學 機械設計⼯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術之訓練，培育系統整合設計⼈才，以機械設計為本，整合機電、⾃動化及⼯程資訊相關技
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1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5. 專題成果
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8. ⾃傳(選)：(1)中⽂⾃
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54 國⽴虎尾科技⼤學 動⼒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Powe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對⾼科技產業之能源科技、機電整合、微機電應⽤、精密傳動系統、⽣醫⼯程、創意設計有興趣之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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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
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1份 9. ⾃傳(必)：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0.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選)：1份 （含申請動機）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69 國⽴虎尾科技⼤學 ⾃動化⼯程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機電光系統整合、⾃動控制、設計製造管理等技術為教育⽬標，培訓學⽣使其成為具備⾃動化系統規劃、設計、製造與整
合能⼒之⼯程科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
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1份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1份 9. ⾃傳(必)：(1)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
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47 國⽴虎尾科技⼤學 ⾞輛⼯程系 Departmen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提升⾞輛⼯程相關之理論與實務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份 6. ⾃傳(必)：(1)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7. 讀書計畫書(選)：(1)中⽂讀書計畫書(選)：1份 （含
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52 國⽴虎尾科技⼤學 ⾶機⼯程系航空電⼦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vionic Section)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術之訓練，為國家培育電⼦、通訊、導航與電機控制等專業⾼級技術⼈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
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1份 9. ⾃傳(必)：(1)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
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
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53 國⽴虎尾科技⼤學 ⾶機⼯程系機械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s Section)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術之訓練，為國家培育⾶機⼯程專業⾼級技術⼈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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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
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1份 9. ⾃傳(必)：(1)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
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07 國⽴虎尾科技⼤學 材料科學與⼯程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因應⾼科技發展，培育⾼科技材料專業⼈才（培育太陽能科技、電⼦科技、⾦屬⼯業、功能陶瓷、綠能產學等 ⼯業之專業⼈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相關
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9. ⾃傳(必)：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
動機/未來期望/照⽚） 10.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申請動機）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
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56 國⽴虎尾科技⼤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專業學識與技術之訓練，培育精密機械設計與製造、精密模具與成型、光機電整合與檢測及
CAD/CAE/CAM等領域之⾼級科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
證明、得獎證明等(選)：⼀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1份 9. ⾃傳(選)：(1)中⽂⾃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選)：(1)中⽂讀書計畫書(選)：1份 （含
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
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84 國⽴虎尾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有興趣與能⼒之學⽣，進⼊本系接受電機專業技術訓練，為現代電機科技⼯程培育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1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5. 專題成果
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8. ⾃傳(必)：中⽂⾃傳
(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申請動機）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2 國⽴虎尾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of Electro-Opt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事業學識與技術訓練，為國內光電科技與產業培育⾼級技術⼈才，使具備光電、半導體、平⾯顯⽰器
等相關知識與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6. ⾃傳(必)：(1)中⽂
⾃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7.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書(選)：1份 （含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必)：1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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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8 國⽴虎尾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所研究領域依教師專⻑領域分成積體電路設計與製程、微電⼦與光電⼯程、通訊系統等三⼤⽅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
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1份 9. ⾃傳(必)：(1)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選)：(1)中⽂讀書計畫書(選)：1份 （含
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08 國⽴虎尾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培育網路多媒體、資訊系統、系統設計等專業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
份 6. ⾃傳(選)：中⽂⾃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
書(選)：1份 （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
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6 國⽴虎尾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培育理論與實務之⼯業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選)：1份 5. ⾃傳(選)：中⽂⾃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0 國⽴虎尾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培育資訊管理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6. ⾃傳
(選)：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7. 讀書計畫書(選)：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
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3 國⽴虎尾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培育政府與產業之財務、⾦融、保險、證券、投資不動產開發之專⾨從業⼈員與分析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必)：1份 （含申請動機）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
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1 國⽴虎尾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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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進⼊本系接受企業經營理念、哲學、理論、程序、⽅法與⼯具之訓練，造就兼具理論與實務之企業經營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1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6. ⾃傳(選)：中⽂⾃傳(選)：1
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畫書(選)：1份 （含申請動機）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
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4 國⽴虎尾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甄選適性之優秀青年進⼊本系接受專業知識之訓練與⼈⽂教育之陶冶，為國家社會培育專業應⽤外語⼈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相關
證照或檢定證明(必)：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9. ⾃傳(必)：(1)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
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申
請動機）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
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16 國⽴虎尾科技⼤學 ⽣物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培育⽣物科技(含⽣物產業技術、遺傳⼯程、⽣物製藥、⽣物奈⽶科技、保健⾷品與⽣技檢驗分析等)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1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7.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8. ⾃傳(選)：(1)中⽂⾃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備註：擇⼀繳交 9. 讀書計畫書(選)：(1)中⽂讀書計畫書(選)：1份 （含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備註：擇⼀繳交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
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5 國⽴虎尾科技⼤學 休閒遊憩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 Recreation
系所分則
甄選對規劃設計及觀光遊憩經營有興趣之學⽣，以培育休閒事業規劃設計及觀光遊憩經營、城鄉⽣態、社區營造、景觀與環境規
劃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含全校名次及百分⽐
對照表)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選)：1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
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1份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1份 9. ⾃傳(必)：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0. 讀書計畫書
(必)：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申請動機）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海外臺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
⾔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32 國⽴虎尾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為國家培育多媒體設計(含電腦動畫、電玩軟體、廣告設計、虛擬實境、數位化⽂化
藝術等)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1份 4. 師⻑推薦函(必)：1份 5.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1份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1份 7. 相關
證照或檢定證明(選)：1份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份 9. ⾃傳(必)：(1)中⽂⾃傳(必)：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
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2)英⽂⾃傳(選)：1份（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10. 讀書計畫書(必)：(1)中⽂讀書計畫書(必)：1份 （含
申請動機）
(2)英⽂讀書計畫書(選)：1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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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1
聯絡電話 886-2-27301190
傳真 886-2-27376661
地址 10607台北市⼤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網址 http://www.n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及研教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詳情逕洽本校
⼀、本校創⽴於西元1974年，為臺灣第⼀所技術職業教育⾼等學府，設置6個學院(⼯程、電資、管理、設計、⼈⽂社
會、應⽤科技等)、24個系所(如簡章所列)，近年辦學成就卓越，於2019亞洲⼤學排名第61名(全臺灣第四)；2020年QS世
界⼤學排名251名(全台灣第五)；德國iF國際設計獎世界⼤學積分(2010⾄2015年)，連續5年蟬聯全球第⼀。 ⼆、本校位
於台北市⽂教區，鄰近公館捷運站，交通便利及⽣活機能優越。本校與臺灣⼤學、臺灣師範⼤學組成「國⽴臺灣⼤學聯
盟」，共享教學資源，學⽣可跨校選課。 三、對於經濟上有需要之學⽣，本校提供各類獎助學⾦(含清寒僑⽣助學⾦)或校
內⼯讀機會。

2405 國⽴臺灣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的在培育具有⾼度技術基礎的機械⼯程師，其課程內容涵蓋機械⼯程之固⼒設計、製造、熱流、控制與材料等五⼤領
域。學⽣除了接受機械⼯程基本學科訓練外，還要學有專精，系所內亦提供「校外⼯廠實習」課程，藉由業界⼯廠提供⼯讀機
會，使本系學⽣在學術理論外獲得之實際⼯廠實作訓練，以培育機械系畢業⽣得以在⼯業界職場時迅速發揮其潛能。歡迎具電
機、電⼦、機械、化⼯、材料、醫⼯、數學、物理、化學等相關⼯程領域的同學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
(選)：師⻑推薦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
果作品、特殊才能等證明) 5. ⾃傳(必)：⾃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07 國⽴臺灣科技⼤學 材料科學與⼯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材料科學與⼯程系的教學研究發展⽅向，分為有機⾼分⼦材料、材料製程及無機固態材料等三領域，有機⾼分⼦材料領域研究開
發功能性⾼分⼦、⾼性能有機材料、複合材料、⾼分⼦薄膜材料、先端⾼分⼦材料合成、有機光電元件、⽣醫材料及綠⾊能源材
料、⾼分⼦發泡材料，發展最新之奈⽶、光電及⽣醫等先端科技。材料製程領域研究開發材料加⼯製程技術、製造系統之
CAD/CAM、電腦整合製造及相關⼯程設計與⽣產⾃動化技術。無機固態材料領域研究開發⾦屬玻璃、電⼦陶瓷材料、⾮晶質合
⾦、電晶體元件、半導體薄膜材料、燃料電池、微感測器、發光及被動電⼦元件及太陽能電池材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
函(選)：師⻑推薦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
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08 國⽴臺灣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之研究發展著重於營建管理、⼤地⼯程、結構⼯程、營建材料及資訊科技等五⽅向，並特別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及跨領域之
科技整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
(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果
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06 國⽴臺灣科技⼤學 化學⼯程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宗旨在培育國際⼀流的化學⼯程研發及技術⼈才，暨進⾏尖端創新之研究。本系教師之研究專⻑包含分⼦科學與⼯程、界⾯
科學及奈⽶技術、光電與能源技術、清潔⽣產技術等領域，涵蓋產品與製程的設計、施作、與優化。本系具充沛研究能量，強調
學習與產業應⽤之連結。教學部份兼顧基礎理論與專業技能知識，並提供學⽣實際動⼿作之實務課程、暑期實習、與整學期的實
習等機會。本系積極推動國際化，提供⼤學部以及研究所英語課程、與國際化學習環境，以培育具有宏觀視野的化學⼯程專業⼈
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包含成績排
名) 3. 師⻑推薦函(必)：2封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
成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必)：語⾔能⼒證明(中⽂或英⽂均可)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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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9 國⽴臺灣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發展涵蓋了許多前瞻性的電⼦科技，如綠能電⼦、無線通訊與信號處理技術、類⽐電路及IC設計、雲端科技、數位家庭、
半導體技術、奈⽶材料、光電元件、次系統與系統、影像顯⽰技術與照明、⽣醫電⼦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包含成績及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
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10 國⽴臺灣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為實現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在各專業科⽬上加重理論薰陶之⽐重。可分為電⼒與能源、電⼒電⼦、系統⼯程、積體電路與系
統、資訊與通訊、電信⼯程等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
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
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11 國⽴臺灣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標強調資訊理論及技術的研發，並使其成功地運⽤在產業中。課程內容以培養資訊⼯業所需⼈才為主。並強調跨領
域之結合、建⽴相關課程之實驗室，加強理論與實務之配合教學、強調計算機軟硬體系統之實務，以落實教學及研究成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
(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果
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91 國⽴臺灣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教授及研究⼯業管理相關應⽤科學與技術，培養企業發展所需之經營與管理⼈才為宗旨。最⼤特⾊在滿⾜企業經營效率
化、資訊化及全球化的需求，⽬前所提供的課程涵蓋傳統產業轉型與ｅ化的解決⽅案，亦提供傳統製造業邁向服務業化的重要經
營策略與概念。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
函(選)：師⻑推薦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證照、競賽成果、英⽂語⾔能⼒、競賽成
果、特殊才能等) 5. ⾃傳(必)：⾃傳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74 國⽴臺灣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標，在於因應我國產業發展之需要，配合技職教育體系之發展，培育企管專業⼈才。在課程的規劃與發展上，係以
企業策略與管理、組織與⼈⼒資源管理、⾏銷管理為重點，再結合財務會計及電腦資訊等相關理論與應⽤課程，期望培植本系畢
業⽣成為全⽅位的經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成績及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
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
畫書(必)：中⽂或英⽂讀書計畫書(包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90 國⽴臺灣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89年，以培育商業及產業資訊管理領域專業技能⼈才為⽬標。分為三個主要研究學群：資訊科技與應⽤、企業系統
與管理、計量運算與資訊安全。而新的研究領域包含有物聯網、⾞聯網、雲端計算、⼤數據分析、⾦融科技、第三⽅⽀付與⼯業
4.0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包含成績及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
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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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國⽴臺灣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本系之⽬標為培育具⼈⽂關懷、創意思考與國際競爭⼒之建築專業⼈才，學習領域主要包括：(1)建築設計與計畫(2)建築歷史與
⽂化(3)建築思維與理論(4)建築經營管理(5)建築數位科技(6)建築環境科技(7)智慧綠建築(8)建築構造與防災(9)都市設計 (10)室內
設計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包含成績及排
名)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
果、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傳 6. 讀書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13 國⽴臺灣科技⼤學 設計系⼯業設計組 Dept. of Design-Sec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強調設計理論與技術發展、培育跨領域設計整合⼈才及具備前瞻性之設計國際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
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
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2797 國⽴臺灣科技⼤學 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Dept. of Design-Section of Commerc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強調設計理論與技術發展、培育跨領域設計整合⼈才及具備前瞻性之設計國際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
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
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889 國⽴臺灣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本系於 1998 年成⽴，⽬前設有碩⼠班、⼤學部四年制、⼆年制，碩⼠在職專班等四種學制。為因應全球化社會發展趨勢，本系
訂定的教育⽬標為培養英語⽂教學、口筆譯及專業英語⽂⼈才，並以多元化、專業化、國際化、與實作化為系所發展重點特⾊。
系上學⽣有機會出國修讀雙聯學位、擔任國際交換⽣、或在國內進⾏跨校及跨領域學習，根據⾃已興趣，培養多元的語⾔應⽤能
⼒，發展卓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在校成績單 3. 師⻑推薦
函(必)：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能⼒、成
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5. ⾃傳(必)：中英⽂⾃傳(內容包含申請者⾃我介紹、教育背景、申請動機等)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
⽂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語能⼒檢定證明、華語⽂能⼒檢定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國⽴澎湖科技⼤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7
聯絡電話 886-6-9264115
傳真 886-6-9264265
地址 88046澎湖縣⾺公市六合路300號
網址 https://www.n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學雜費全國最低。 ⼆、教學預警措施：於期中及期末成績公布後，針對課業成績不佳學⽣進⾏輔導。 三、每學期設
有成績優良前三名獎學⾦。 四、設有獎助學⾦、急難救助、⼯讀機會、學雜費減免等獎助措施提供學⽣申請。 五、新⽣
優先安排住宿。 六、本校設有專責⼈員，負責安排到校後的各項⽣活協助。

4474 國⽴澎湖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 第 330 ⾴ -

➢教學⽬標
本系以培育餐旅服務業所需的專業管理⼈才為⽬標，並以提昇澎湖地區餐旅業發展為任務。
➢教學特⾊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規劃著重系科本位與能⼒本位精神，並與餐旅業保持縝密互動作為掌握時勢脈動實務課程設計之依據。本系課程包括兩
⼤領域：餐飲廚藝與旅館之管理及實務課程，其中更有為了提升學⽣創造⼒與體驗業界實務經驗，為期⼀年的校外實習課程。再
者，考量國際化趨勢，本系也著重學⽣外語能⼒的提升，規劃多⾨課程。而因應提升學⽣職場競爭⼒，課程規劃上多與對應之專
業證照作結合，期許落實技職教育之精神。
師資結構
本系教師均具餐飲、旅館管理和觀光遊憩相關系所之碩、博⼠學位，除具備專業的學識素養與豐富的實務經驗之外，更有⾼度的
教育熱忱。
主要設備
餐飲實習設備：實習餐廳、實習吧檯、中西餐實習廚房、烘培教室、廚藝⽰範教室、電腦點菜系統。
旅館實習設備：前檯作業及訂房系統、後勤電腦管理系統、實習旅館、餐旅服務訓練教室。
畢業出路
本系畢業⽣在就學⽅⾯，可報考國內外各相關領域之研究所。在就業⽅⾯，則可⾄各餐飲旅館業、觀光遊憩相關產業服務以及從
事相關教職之⼯作。
➢未來發展
1. 配合經濟部與澎湖縣政府低碳島計畫，設⽴低碳餐飲研究中⼼。
2. 因應經濟部會展(MICE)政策，增設會展相關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
(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中⽂⾃傳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75 國⽴澎湖科技⼤學 觀光休閒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
本系之課程設計，以基礎專業知識為共同必修，觀光服務與島嶼休閒⼆個課程模組為主軸，搭配半年與1,000小時的業界實習，
使學⽣能知識與實務結合。為配合課程進⾏，建置有相關的專業教室，並有多個專業的學位學程可以強化職能。四年級尚有國內
外交換⽣機會，可⾄交換學校⾄少⼀學期的課程學習。
發展特⾊
本系以觀光服務、海洋休閒及島嶼遊憩為特⾊，強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發展觀光產業所需之⼈才為主。本系師資專精之專業
特⾊為觀光服務、⽣態觀光、⽂化觀光、地景觀光、旅⾏業、海洋休閒業等。除了校內專業課程之外，也擴展與學術界暨產業界
之聯繫、交流及合作，並簽定國內跨校與國際交換學⽣協議，⿎勵學⽣前往交換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
(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中(英)⽂⾃傳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77 國⽴澎湖科技⼤學 航運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招⽣
是本校歷史最悠久，招⽣率最⾼的系，⽬前學⽣⼈數共214⼈。
系所特⾊
1. 培育我國海運、空運、港埠、貿易等相關事業之基層、中階經營管理⼈才。
2. 培育學⽣擁有航運產業專業知識與實務應⽤能⼒、產業創新能⼒與國際視野、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問題解決與終身學習
能⼒及職場倫理與公⺠素養。
3. ⽬前提供暑期實習機會與學期間實習學分，諸如船務代理業、貨物承攬業、航空公司等實習機會，以增加學⽣⽇後就業競爭
⼒。
4. 可⾄交換學校⾄少⼀學期的課程學習，如台灣(⾼雄海洋科技⼤學、⾦⾨⼤學) 、⽇本(琉球⼤學) 、越南、⼤陸地區 (廈⾨⼤
學、集美⼤學、上海海洋⼤學、浙江海洋學院、泉州黎明⼤學等)
5. 畢業前取得英語多益證照、專責報關⼈員、海事保險公證⼈、國貿⼤會考、航空訂位證照以增加就業競爭優勢。
專業課程
運輸學、海運學、空運學、運輸保險、國貿理論與實務、海商法、航業英⽂、海關實務、定期航業經營、不定期航業經營、港埠
經營與管理、機場經營與管理、航運實務專題等。
畢業出路
升學：推甄或報考國內外各⼤專院校相關領域之研究所進修深造。
公職：經由⾼普考及特考進⼊公家機構，如交通部航政司、航港局、⺠航局及財政部關務署等單位擔任公職。
就業：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營船公司、航空公司、海空貨運承攬業、船務公司、報關⾏及貿
易公司等航運事業機構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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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
(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中⽂⾃傳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76 國⽴澎湖科技⼤學 ⾏銷與物流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為培養具備⾏銷傳播、零售流通、物流倉儲與國際商貿管理專業知識之⼤中華經濟區及東盟⼗國企業的中 階經營館
理及實務技術⼈才。
本系課程領域以⾏銷、物流、商貿三⼤領域之管理課程為主體。課程內容為國際⾏銷與國內⾏銷並重，國際物流與國內物流兼
顧。
本系畢業⽣可在⾏銷企業、企業⾏銷、物流企業與企業物流等四⼤區塊職場上充分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選)：中⽂⾃傳 7. 讀書計畫書(選)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73 國⽴澎湖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始於⺠國83年創⽴之國⽴⾼雄海專澎湖分部資訊管理學科，歷經學校改制與科系發展，⾃89學年度起改名為資訊管理學系，
隸屬於本校⼈⽂管理學院。「培育資訊科技專業⼈才與企業E化管理⼈才」為本系教育⽬標，注重學⽣溝通與解決問題能⼒之培
養，並強化實務應⽤與合作協調能⼒。
本系整體教育主軸以「創新資訊科技服務(IT service) 結合地⽅特⾊」為⽬標，配合⽬前業界在資訊管理領域之需求與未來發展
趨勢，訂定本系之兩⼤發展主軸為「電⼦化服務（e-Service)技術模組）及「企業電⼦化（e-Business)模組」。此兩⼤領域係
以資訊技術為基礎，在其上發展產業電⼦化領域、知識管理領域之應⽤。依據此兩⼤發展主軸，規劃設計本系之課程、師資與設
備，以達成本系培養企業e-service⼈才之⽬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傳
(必)：中⽂⾃傳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79 國⽴澎湖科技⼤學 海洋遊憩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Recre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養學⽣具備海洋運動與海洋遊憩⽅⾯之專業技能，同時配合落實國家海洋政策並培養海洋運動指導⼈才；結合
地⽅產業發展需求，培養海洋遊憩產業經營管理⼈才；因應國際發展趨勢，培養海洋⽣態資源調研、保育，解說⼈才。
本系設有重型帆船、⾵浪板、潛⽔、浮潛、⽔上救⽣、動⼒小艇、滑⽔、海域遊憩解說與重量訓練教室等相關之教學設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 5. ⾃傳(選)：中⽂⾃傳 6.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78 國⽴澎湖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系所特⾊
1. 培養學⽣於畢業時，具備正確流暢的外語能⼒、專業外語應⽤技能，及國際觀與全球視野，使其成為導遊領隊，英語教學，商
業相關產業及各級機關（構）所需之外語⼈才。
2. 本系設有「專業語⾔教室」，為澎湖地區唯⼀的多益、全⺠英檢考場，並成⽴外語解說員培育中⼼、偏遠地區英語補救教學暨
研究中⼼、英語導遊領隊與教學實習教室等專業單位與場地，以強化學⽣實務操作能⼒，提升學⽣畢業後之就業競爭⼒。
專業課程
英⽂（閱讀、寫作、聽⼒、會話、⽂法與修辭）、英語發⾳語⾳學、商業套裝軟體、多媒體英⽂、語⾔與跨⽂化溝通、科技英
語、第⼆外語（俄語、⽇語、西班⽛語）、簡易西班⽛會話、德語⼊⾨、領隊英語與實務、財經英語、商⽤英⽂書信、會議英語
與簡報、航空英⽂、職場英語、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英語演說與辯論等。
畢業出路
升學：可報考國內外各⼤專院校研究所（與外語、觀光、管理等相關）進修深造。
就業：商務接待從業⼈員、業務管理從業⼈員、國際⾏銷從業⼈員，外商公司從也⼈員、觀光產業從業⼈員、英語導覽解說⼈
員、飯店業從業⼈員、航空業從業⼈員、英語教學從業⼈員、補救業相關從業⼈員、外語出版相關從業⼈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
(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作品集(選) 9. ⾃傳
(選)：中(英)⽂⾃傳 10. 讀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10 國⽴澎湖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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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校資訊⼯程系專注於實務課程，希望訓練出來的學⽣能於電⼦資訊領域成為⼀位優秀的⼯程師。學⽣們接受四年的⼤學教育
後，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不論是繼續升學或是就業，均能有很好的發展。本系的課程發展重點為「物聯網技術與應⽤」與「數
位內容與應⽤」等兩⼤⽅向，並以「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為本系發展特⾊，進⾏跨領域的教學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
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08 國⽴澎湖科技⼤學 電信⼯程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國內少數通訊專業科系，設⽴⽬的在培育具有基礎電⼦素養，以及「通訊與信號處理」和「射頻及微波」領域專業能⼒
之⼈才，以提升國內通訊產業技術⽔準。
．本系設備新穎，尤其重視無線通訊關鍵之射頻設備，如：電⼦實驗室、數位信號處理實驗室、寬頻通訊實驗室、射頻電路實驗
室、電波無反射室、光纖通訊實驗室...等，並設有通信技術⼄、丙級合格證照考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
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6. 相關證照
或檢定證明(選)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8. 作品集(選)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
⽂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09 國⽴澎湖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系所特⾊
1. 本系是以電機電⼦之系統設計與控制等技術課程為主軸，培育具有電機、電⼦、電腦、電⼒、能源以及儀器系統設計之專業技
術⼈才。
2. 本系以電⼒⼯程、儀表系統設計與⾃動控制為系課程本位之三⼤發展主軸，並與綠⾊能源應⽤與開發為系發展特⾊。
3. 本系設有電⼦學實驗室、微處理機系統實驗室、數位邏輯實驗室、⼯業配線⼄丙級實習教室、機電整合⼄丙級實習教室、電⼒
電⼦⼄丙級實習教室、太陽光電設置⼄級技術⼠訓練場、數位電⼦實驗室、小型⾵⼒機設計實驗室等專業教室，另有光電展⽰
室、⾵⼒機展⽰室以及小型⾵⼒機測試場等。
專業課程
數位邏輯設計、數位邏輯設計實習、⼯業配線實務、計算機程式、微處理機、微處理機實習、電⼦學、電⼦學實習、電路學、控
制系統、電⼒電⼦學、電機機械、機電整合實務、數位信號處理、⾵光能源發電原理、遠端監控系統實務、電⼒系統、儀器電⼦
學、單晶⽚系統與設計、太陽光電系統組裝與檢測實務、⾵機系統組裝與檢測實務、⾵機系統設計等。
畢業出路
升學:報考國內外各⼤專院校電機、電⼦、資訊相關領域之研究所進修深造。
就業:電機、電⼦、電腦、綠能、資訊相關公司之產品設計、技術研發、⾃動控制以及綠能產業。其相關職務如研發設計⼯程師、
維修⼯程師、測試⼯程師、電⼒系統規劃⼯程師、智慧家庭規劃⼈員、數位內容企劃與能源開發與應⽤⼯程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中⽂⾃傳 11. 讀書計畫
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23 國⽴澎湖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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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標
本系以培育兼具⾷品科學知能及實務經驗之⼈才，並協助澎湖地區產業的發展為⽬標。
教學特⾊
本系教學以⾷品科學技術為基礎，涵蓋農產及⽔產領域。配合澎湖產業特性，發展出海洋資源及地區農產開發應⽤之特⾊，培養
學⽣除了具備傳統⾷品基礎知能外，亦具有開發地區性特⾊產品之能⼒。另外，⾷品安全管理⼈才之培育為本系另⼀特⾊，訓練
學⽣具備⾷品安全及品質管制上之能⼒。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理論及實務並重，以⼯廠實務、⾷品加⼯、⾷品檢驗分析及⾷品安全管制為重點，故著重於各項⼯廠管理、法規、產品
開發、⾷品安全等專業知識及實務，希望培育出來的學⽣，不但具有基本專業素養，於實務經驗有⼀定的⽔準，且具有樂觀、服
務、創意、國際觀等特質，能掌握時代脈動，以符合社會所需。
師資及設備
本系師資均為具多張專業證照、產業實務經驗及博⼠學位的專任教師。系上設有⾷品微⽣物、⾷品檢驗分析和⾷品加⼯等三⼤實
驗教室、品評室及公共儀器室。另具有⽔產機能性胜肽、酵素催化與應⽤、⽣物技術、應⽤微⽣物、⾷品物性暨⼯程、⾷品安全
與微⽣物、穀類加⼯、海洋⽣物化學、⽣化製程、應⽤⽣物科技等專業研究室。
畢業出路
本系畢業⽣在升學⽅⾯，可報考本系及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所，例如：⾷品科學所、⽣技所、應⽤化學所等相關研究所；就業⽅
⾯則可到各⾷品公司、藥廠、⽣化技術公司⼯作或參加各項公職考試；證照則可報考⾷品技師、⾷品檢驗分析、保健⾷品⼯程
師、化學、烘焙、中餐烹調、中式麵⾷、調酒等證照。
未來發展
本系的發展，短期內繼續充實教學實驗室及實習⼯廠，並藉由各項產學合作計劃，增加學⽣實習機會，進而提升就業競爭⼒。本
系已成⽴碩⼠班，未來將結合地⽅與學校資源，積極研究開發，以成為國內海洋及農業資源的研究重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推薦
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 7. ⾃傳(選)：中⽂⾃傳 8. 讀書計畫書(選)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24 國⽴澎湖科技⼤學 ⽔產養殖系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系所分則
系所特⾊
1. 本系為全國技職體系⼤學中唯⼀臨海的⽔產養殖系，以澎湖海域良好的海岸棲地環境及多樣化的海洋⽣物為學習基礎，擔負起
海洋教育，及發展台灣海⽔⽣物養殖的重要教育使命。
2. 本系有九位教師，擁有獨棟的3層樓系館，另有室內外各類⽔族箱、⽔泥池、FRP桶區做為⽔產⽣物繁養殖的⾷物操作空間。
2015年新增5口200噸的HDPE養殖池，可做為較具備規模的量產教學，提供學⽣更完整的學習環境。
3. 安排6個學期的「養殖場實習」課程，讓學⽣具備現場養殖的實務經驗，3個學期的「實務專題」訓練學⽣具備發掘，探討及解
決問題的能⼒，2個⽉的「業界實習」使學⽣親臨業界了解產業現況。
專業課程
業課程涵蓋海⽔⿂、蝦、⾙、藻類繁養殖及海洋⽣態資源永續利⽤等兩⼤領域。包含⽣物學、⽔質學、⿂類學、無脊椎動物學、
⽔⽣植物學、⽔產養殖學、⽔族病理等科⽬及其實習課程。而海洋⽣態學，⽣物多樣性概論等科⽬則列在資源永續利⽤的課程
中。
畢業出路
升學：可報考國內外⽔產、海洋及⽣物等相關領域的研究所。
就業：
產業界—⽔產種苗繁殖場、養殖場、⿂苗仲介、⽔族館、海洋博物館，飼料公司、⽣技公司、儀器公司、⽔產機械公司、⽔產貿
易公司。
政府機關—⾏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產試驗所、（市）政府漁業課及環保局縣、機場海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作品集(選) 8. ⾃傳(選)：中⽂⾃傳 9. 讀書計畫書(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中科技⼤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82
聯絡電話 886-4-22195755
地址 40401臺中市北區三⺠路三段129號
網址 http://www.nutc.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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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2195761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境外學⽣住宿保障：境外新⽣享有優先住宿分配,就學期間符合相關規定者即可續住。
【⼀】 本校⺠國8年創⽴，迄今餘百年歷史，奉准⾃⺠國100年12⽉1⽇由前身「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臺中護理專
科學校」合併，改名為「國⽴臺中科技⼤學」。 【⼆】 本校設有6個學院：商學院、設計學院、語⽂學院、資訊與流通學
院、中護健康學院及智慧產業學院，涵蓋22個系所。採⽤專業理論與實務技能並進之教學策略，推動實習課程，多軌並
進培育各領域之⼈才。 【三】 「語⾔中⼼」建有多媒體語⾔教室及數位網路平台⾃學中⼼，提供全⽅位學習環境，並辦
理各項提升學⽣外語能⼒之檢定活動及實⾏輔導機制。 【四】 設⽴「英⽂能⼒畢業⾨檻及輔導辦法」，學⼠班學⽣達到
備註 學校規定⾨檻⽅得畢業，確⽴本校學⽣之英⽂能⼒。
(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304/107020477.pdf) 【五】 提供僑⽣在臺⽣活暨獎助資訊，⿎
勵優秀僑⽣、協助經濟弱勢僑⽣安⼼求學。 (https://oia.nutc.edu.tw/files/13-1074-44662.php) 【六】 本校宿舍約
1400多床位，優先提供境外新⽣申請。 【七】 本校畢業校友達⼆⼗餘萬⼈，為培育技術⼈才之重要搖籃。依國內具公信
⼒機構之歷年調查，在「畢業⽣表現」、「企業主最愛校系」、「學校聲望」、「畢業⽣⼯作表現符合企業所需」中均名
列前茅。
1706 國⽴臺中科技⼤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教育⽬標】
本系因應產業發展需要與致⼒推動知識理論應⽤化為發展⽅向，並以培養具備國際觀、科技運⽤能⼒的國際貿易與企業經營之專
業⼈員與助理⼈才為教育⽬標。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由本系專、兼任教師配合業界實務專家授課指導。
【教學特⾊】
⼀、 注重學⽣外語能⼒及重要職業證照之獲取。
⼆、 培養學⽣具有⽴即的就業能⼒。
三、 培育學⽣成為產業發展所需的質優專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尚未畢業之在學⽣，須繳交「學歷證明切結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
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傳(必)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基礎中⽂聽、說、讀、寫能⼒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4657 國⽴臺中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r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資訊科技能⼒的中⾼階會計專業⼈才為⽬標。依據產業及職場⼈⼒需求，課程內容按照其教育⽬
標而設計，藉由各種必修及選修課程，提供學⽣專業及跨領域學習的管道。本系教學特⾊包括：1.強調專業核⼼課程，整合會
計、財務、資訊、稅法及管理等主要相關領域。2.結合理論與實務，透過參與實習及取得有⽤的證照以提升學⽣的⼯作能⼒及就
業⼒。3.加強學⽣的外語能⼒及職業道德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前⼀階段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專業證照、獲獎事實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0 國⽴臺中科技⼤學 保險⾦融管理系 Dept. of Insurance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秉持「務實致⽤、創新精進」的教育理念，以培養優秀保險與⾦融專業⼈才為宗旨，致⼒於提升學⽣之專業學能與⼈格素
養，並為國家社會培育術德兼修之保險⾦融管理專才。教學宗旨在於培育能擔負政府⾦融機關之各項任務及公、⺠營企業保險⾦
融能⼒的中、⾼級實⽤專業⼈才為⽬標。本系所設定的學⽣職場培育⽬標為：傳授紮實的保險及⾦融理論與知識，養成多⾯向的
學習習慣，將⼤學部學⽣培育為『專業、敬業、樂業的保險與⾦融產業中⾼階層保險⾦融管理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須附有排名。 3. 參展
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得獎證明或其他有利⽂件。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所有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5. 語⽂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55 國⽴臺中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育⽬標訂為：「培育專業實務、創新思維、國際視野的企業管理⼈才」。在本系的總體教育⽬標上，本系期望能將⼤學
部學⽣培育為「企業基層的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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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1) 最⾼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侵權，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
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基礎中⽂聽、說、讀、寫能⼒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1 國⽴臺中科技⼤學 財政稅務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 Taxation
系所分則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需於畢業前通過「財稅系英⽂能⼒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要點」規定及「財稅系專業能
⼒證照畢業資格實施要點」規定，詳⾒本系網⾴公告(http://pft.nutc.edu.tw/)。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前⼀階段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
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1 國⽴臺中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重點與特⾊在「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建構良好產學合作互動」及「樹⽴教師特⾊研究領域」，以培養財務⾦
融專業⼈才，協助產業升級、提昇企業經營與財務管理之績效。
課程規劃著重基礎、進階理論之培養，並強調與實務相互結合，在訓練過程中以經濟、數理、資訊等基礎學⾨為基礎，並在教學
過程中，培養學⽣之溝通能⼒，奠基於這些基礎能⼒之下，俾培養本系學⽣之投資理財、⾦融分析、專業證照與外語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最⾼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專業證照、獲獎事實等。 4. ⾃傳(選)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基礎中⽂聽、說、讀、寫能⼒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2 國⽴臺中科技⼤學 應⽤統計系 Dept. of Applied Statistics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重點建構於商業統計、⼯業統計與巨量資料統計⽅⾯。強調統計應⽤層⾯，同時重視電訪調查與統計軟體操作技能的養
成，發展課程與活動兼具的就業競爭⼒，並⿎勵修習電腦課程並跨學群申請修讀相關輔系以增強⾃我附加價值，推廣統計技能學
習與認知，結合校內系所資源，配合社會發展脈動，走向新興產業提供創新與服務。畢業⽣除具備商管領域的知識，統計專業技
能外，更能完全掌握職場技能，並厚植中部地區統計專業⼈⼒資源，由校友企業⾄區域產業，發揮區域產學合作⾓⾊與功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必須退還⽂憑及取消
學位。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前⼀階段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例：當地⾼中會考成績、
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3 國⽴臺中科技⼤學 休閒事業經營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結合本校商管專⻑之傳統，針對『休閒遊憩經營』、『觀光與餐旅經營』等兩⼤休閒產業研究領域發展，有系統性地培育休
閒事業之專業管理⼈才。本系推動校外企業實習課程，增加學⽣實務經驗，以利未來理論與實務之整合。另外，本系成⽴各類專
業教室，配合本系各項專業課程，提供師⽣教學與實習之場所，結合實務操作，可培養實務界所需之⼈才，提⾼學⽣就業之競爭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
幹部資料等相關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6 國⽴臺中科技⼤學 商業設計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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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標】
1. 培養數位內容、跨領域與多媒體展⽰⼈才
2. 培養⾏銷傳播、國際競賽與創新創業⼈才
3. 培養印刷出版、視覺影像與廣告包裝⼈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凡辨⾊⼒異常或視⼒有嚴重障礙，以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不宜。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侵權，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或前⼀階段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
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作品集(必)：作品集電⼦書：影像、繪圖、各式媒體作品均可，12件以上，20
件以下，可含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五項以內，完成作品集pdf，上傳issuu或google雲端硬碟分享，或dropbox分享。
作品上傳數量1件包含：(1)⾃我介紹、(2)作品類型1、(3)作品類型2、(4)作品類型3、(5) A4 / 24-36⾴。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8 國⽴臺中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教育⽬標】
教育⽬標以提供有志於學習具整合性質之數位媒體科技與設計之青年學⼦進修機會，培育國家未來所需之數位內容與⽂化創意產
業⼈⼒。⼤學部為配合地區產業發展與轉型，未來職場型態與發展數位產業所需，培育兼具多媒體設計與資訊網路科技知能的⼈
才。
【教學特⾊】
本系教學啟始於基礎知識的紮根與培育，著重數位影⾳動畫與互動式數位內容等知能的培養。透過進階的多領域專業與統整課
程，以及與業界密切合作的專題製作歷練，學⽣可經由對相關應⽤領域、實務專題的探討與實做，建⽴多媒體設計與技術發展的
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凡辨⾊⼒異常或視⼒有嚴重障礙，以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不宜。
(2) 繳交內容不得代筆，若⾮本⼈作品經查證屬實得取消其錄取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
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作品集(選)：其他學習(作品)成果，以設計相關作品尤佳。 5. ⾃傳(選)：(1)
限1千字以內
(2)A4格式2⾴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7 國⽴臺中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提升⽣活空間品質，培育學⽣具備室內空間規劃、設計、施⼯與學術研究的能⼒，為國內室內設計業界培育優秀專業之設
計⼈才為⽬標；師資專⻑涵蓋室內設計、建築設計、產品設計、結構營建、織品設計、展演設計、舊建築再利⽤、福祉⽣活環境
設計與電腦輔助設計等領域；教育特⾊朝向建構「永續關懷與再利⽤設計」、「⽣活關注與福祉環境設計」、「智慧化⽣活空間
設計」、「⽂化創意設計」與「實務專業管理」等相關專業範疇，培育多元且具競爭⼒之室內設計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最⾼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侵權，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在校
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得獎、競賽、證照、成果作品、資料等。
4. 作品集(必)：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3 國⽴臺中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特⾊：針對資訊領域未來發展趨勢，以「商業管理」、「資訊系統」、「雲端網路」、「多媒體」四⼤主軸之規劃、設計、
應⽤與管理之核⼼能⼒，以培育資訊與管理特⾊⼈才。⽬標為培養學⽣基礎資訊 理論、訓練學⽣資訊系統實作能⼒，以及在多元
化企業經營模式下，提昇學⽣繼續升學與職場就業能⼒。本系師資堅強，軟硬體設備⿑全，相關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
網⾴http://im.nut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例：當地⾼中會考成績、其他得獎、競
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5 國⽴臺中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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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國際資訊⼯業的蓬勃發展及「中部科學園區」的設⽴，對資訊⼯程⼈才需求殷切，本系期望以堅強的師資陣容、完善的軟硬
體教學設備與先進的教學理念，⽀援中部科學園區之⼈才需求，培育出質量兼優的資訊⼯程技術⼈才，⼀⽅⾯可以滿⾜產業界⽬
前及未來的需求，建構學⽣於學校及產業界的溝通橋樑，另⼀⽅⾯則可以加速國內資訊⼯業的發展。本系學⼠班教育⽬標：
(1)培育學⽣成為資訊⼯程領域之專業⼈才。
(2)培育學⽣成為具備團隊合作能⼒之⼈才。
(3)培育學⽣成為⼈⽂、科技兼備之⼈才。畢業規定：須符合本系畢業條件，詳⾒網⾴公告(網址：http://csie.nut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表現(如:當地⾼
中會考成績)、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7. 作品集(選) 8. ⾃傳(選) 9.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2 國⽴臺中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優秀流通專業⼈才，落實技職教育之⽬標。課程規劃包括基礎商學、共同專業、以及兩⼤
核⼼專業「物流管理」及「商店經營管理」領域課程，並且融⼊資訊科技應⽤課程；同時並輔導學⽣考取國際證照、實務專題製
作、校外實習、以及企業參訪，增加學⽣實務知識和經驗。碩⼠班分為「物流運籌」及「經營管理」兩領域課程，培養並強化學
⽣理論邏輯、整合能⼒、創新研究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5 國⽴臺中科技⼤學 應⽤⽇語系 Dept. of Japanese Studies
系所分則
【教育⽬標】
本教學單位包含五專、⼆技、四技、研究所四⼤學制，教學資源整合完善，以培養優秀且多元之對⽇商務⼈才為職志。為擴⼤學
⽣學習機會，本系所亦強化與政府產業界及⽇本姊妹校合作。
【教學特⾊】
1.⽇語為主，商業和英語為輔三合⼀課程。
2.⽇本研習、留學、實習、企業參訪。
3.產學合作及業界師資輔助教學。
4.輔導取得相關證照。
5.激發學⽣潛能。
課程含「⽇語技能科⽬」、「⽇本⽂化社會科⽬」、「商業技能科⽬」、「語⽂進階科⽬」、「英語技能科⽬」五⼤領域，訂定
適當學分⽐例，合乎⽇語、英語及商學之三合⼀教學理念。
本系師資專⻑涵蓋⽇本語教育、⽇本經濟、⽇本⽂學、⽇英語溝通技巧、中⽇口筆譯、⽇本社會、⽇本政治與外交等領域。
畢業規定：須通過「⽇⽂檢定證照(或⽇⽂能⼒測驗)」以及「商學相關檢定證照」，詳⾒網⾴公告(網
址:http://jl.nutc.edu.tw/)。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溝通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語⾔類競賽證明、各類檢定通過證書影本等。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4 國⽴臺中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前設有⽇間部四技4班、⼆技2班、五專5班、進修部四技。
⼆、本系之教育⽬標為培養學⽣英語聽說讀寫能⼒，具備經貿商業專業知識與技術，觀光休閒旅遊休閒⼈才，以及培養學⽣具備
中英⽂化之素養與專業知識之⼈才。
三、畢業規定：須通過「英⽂檢定證照」或英⽂能⼒測驗，詳⾒網⾴公告(網址: http://fl.nutc.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前⼀階段歷年成績單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69 國⽴臺中科技⼤學 應⽤中⽂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系所分則

- 第 338 ⾴ -

中國語⽂歷史悠久，隨著世界華⼈影響⼒的提昇，也成為現今全球最為熱⾨學習的語⾔之⼀。加以政府以⽂化創意為國家未來發
展的重點產業，中⽂正是⽂創產業的核⼼基礎。中⽂讀寫能⼒的提升與⽂化理解的深度掌握，都是國家邁向未來發展與個⼈開創
鴻圖事業的關鍵與基礎能⼒。
本系教育⽬標在引導學⽣朝向多元化、國際化、資訊化三⽅⾯發展，規劃務實之基礎語⽂課程，兼顧傳統與應⽤，深化學⽣⼈⽂
素養，紮實的中⽂閱讀、寫作、賞析和表達能⼒，激發創意與企劃能⼒，育成各產業⽂化創意的基礎⼈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略具古⽂閱讀能⼒者為宜。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如:社團參與、競賽成果、學⽣幹部、在校成績
單、專題製作或作品、技(藝)能競賽(含科展)得獎證明、或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62 國⽴臺中科技⼤學 美容系 Department of Beauty Science
系所分則
1.傳授美容休閒保健之學理及實務課程，並兼顧專業倫理之認知、以及醫學科技應⽤能⼒之養成，因應⽬前社會發展之需要。
2.積極培育具備醫學美容保健知識、整體造型設計、美容⾏銷企劃管理與產品療程諮詢能⼒之全⽅位專業⼈才。
3.肢障、聽障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量申請本系之適切性，避免影響未來學習成效。
請輸⼊系所中⽂描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 申請者須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2) 繳交內容不得代筆，若⾮本⼈作品經查證屬實得取消其錄取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
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4. 作品集(必)：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56 國⽴臺中科技⼤學 ⽼⼈服務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宗旨為進⾏教學、研究與服務，並培養基礎專業服務⼈才。教師執⾏整合性和跨學科的⽼⼈相關議題之教學、研究與社會服
務，並培養具有宏觀視野、跨領域知識背景及協調能⼒的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1) 最⾼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所提供之資料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其⼊學資格；已⼊學者，開除學籍，畢業後發現者取消學位。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前⼀階段歷年成績單與排名。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語⽂與專業證照。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得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幹部資料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5
聯絡電話 886-2-28227101ext.2733
傳真 886-2-28206729
地址 11219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網址 http://www.ntunhs.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ntunhs.edu.tw/files/13-1002-15374.php
僑港澳⽣保障住宿、優先分配住宿及在學期間優先申請權
本校創⽴于1947年，是臺灣專⾨培育國家護理與健康科技⼈才之國⽴⼤學。本校配合⼈在⽣命週期所呈現不同階段的健
康照護需求，培育從出⽣到終⽼階段所需相關護理、健康照護⼈才。⽬前設有護理學院、健康科技學院、⼈類發展與健康
學院，下設⼗⼆系⼗⼆研究所和⼀中⼼。 ⼀、辦學績效 1.本校畢業⽣就業率達95%，排名全國⼤學之冠。 2.本校護理系
獲選為臺灣黃⾦科系第⼀名!! 3.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學 4.榮獲教育部評選為典範⼤學 ⼆、教學特⾊ 1.提供多元
學習管道/專業機構實習機會 2.提供學⽣取得國際專業證照與國家證照 3.培養學⽣專業與實務能⼒，畢業等於就業 4.開設
海外研修課程，提升學⽣國際競爭⼒ 三、僑⽣就學優惠條件 1.學費：國⽴⼤學收費，每學期約新臺幣2~ 3 萬元。 2.設置
僑⽣獎學⾦與優先⼯讀機會。 3.住宿：保障住宿優先權，住宿費每學期臺幣 8,000 - 18,000元。 4.交通: 位於台北市中
⼼，步⾏5分鐘即可達捷運站。 5.國外學習：提供海外研修課程與國際雙學位課程，提供出國獎學⾦補助。

3365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護理系 School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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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所)強調「以⼈為核⼼」的健康照護理念，配合⽣命週期中之不同的健康照護需求，並結合跨領域合作以發展創新護理科
技及健康照護模式，融合專業核⼼價值包括關懷、專業倫理、批判性思考、⾃主學習、基礎⽣物醫學科學、護理技能、溝通與合
作、克盡職責、管理與領導、研究及國際視野的教育理念於教學中，以培育稱職的護理師及進階護理專業⼈才。 本系(所)擁有50
多位博⼠層級護理師資，皆兼具國內外學經歷及豐富之實務經驗，連結教學、實務及研究。課程規劃在⼤學部著重學⽣的多元發
展與⽣涯規劃，除培育就業職場的⼈⼒需求，實施以能⼒為導向的課程，提供多個情境模組選習，設置多元學習管道，以增廣學
⽣國際視野，例如實施國際雙學位學程，交換學⽣及海外⾒習等。 ⽬標: （⼀）運⽤專業知能及批判性思考提供護理照護。
（⼆）展現關懷的照護⾏為。 （三）展現溝通與合作的知能。 （四）展現克盡職責的態度與⾏為。 （五）展現專業倫理素養於
護理實務中。 （六）展現終身學習的⾏動。註：本系四年制學⼠班臨床實習總時數為1,140小時，錄取學⽣除完成本系規劃實習
時數，因各國考照規定及時數不同，若有增修實習課程需求，除了加修選修課程之外，尚需延⻑修業時間，敬請⾃⾏查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
(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等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或其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醫護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等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證明 8. ⾃傳(必)：
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以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
書，A4格式，⼀千五百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1995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嬰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Infant & Child Care
系所分則
為培訓⾼品質的嬰幼兒教保⼈員，以因應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育兒需要，本系旨在於培養理論與實務能⼒兼備，具邏輯、省思、
關懷以及創新能⼒之幼兒教保專業⼈才，進而提昇幼保專業品質。依此⽬標培育學⽣下列專業知能： 1. 嬰幼兒照顧及教育專業相
關知能 2. 教保服務⾏政經營管理相關知能 3. 良好⼈際溝通與⾃我成⻑之能⼒ 4. 嬰幼兒教保研究發展之相關知能 5. 具備嬰幼兒
教保專業倫理與精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選)：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競賽成果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以內 8. 讀書
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以內 9.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語⽂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72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死與健康⼼理諮商系 Department of Thanatology and Health Counseling
系所分則
本系是全國唯⼀國⽴以培養「⽣死」、「諮商」的健康關懷系所。學⽣學習重點包括四⼤就業領域(⼀)悲傷輔導；(⼆)⾃殺防
治；(三)善終服務；(四)職業重建。提供學⽣四項專業領域的完整課程與設備，增強實務能⼒以便就業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
照、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6.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
名、申請系別，陳述對本系興趣與個⼈特質、能⼒及
成⻑關鍵經驗，⼀千字以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
機，⼀千字以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78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 Department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系所分則
因應國內外⻑期照護及早期療育的聽語服務需求，本校聽語系104年核准設⽴，由北護聽語系培養的⼈⼒加⼊市場，畢業⽣通過
專技⾼考獲得語⾔治療師及聽⼒師證照，可⽴即就業，貢獻社會。提供「語⾔治療師考照課程」及「聽⼒師考照課程」。 設⽴
「聽語中⼼」，提供實務教學及臨床研究，並提供國際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提供聽語社區服務與聽語特⾊課程，將課程與社區
資源結合，培養聽語特⾊專⻑，提供聽語障礙特殊族群評估與治療服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成果作品、特殊才能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證明、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 6.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證明 7.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
千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不流⽤⾄「聯合分發」"
4933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Industry and Health Promo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具觀光、休閒、健康促進或休閒與健康之跨領域專業⼈才為⽬標，除延續旅遊健康碩⼠班的ICRT教育精神
(Innovation、Communication、Respect、Teamwork)，並結合本校跨領域資源與實務優勢，加強學⽣專業知能與就業技
能，協助輔導考取休閒觀光與健康促進等相關證照，從全⼈健康照護觀點設計實務與學術研究課程，以呼應社會發展趨勢及休閒
產業市場的需求，成為培養具休閒與健康專⻑之專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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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
殊表現)證明(選)：成果作品、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相關有利證照 6.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證明 7.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
機，⼀千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以
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43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設有四技及研究所，本系之教育⽬標乃在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且符合⽬前產業需求與未來發展趨勢的資管技術⼈員和管理
⼈才，以促進資訊科技在商業、企業、醫療領域的應⽤創新，並具備運⽤醫護、資訊與管理各項理論，技術與實務來發掘問題、
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培養醫療及健康事業相關的資訊管理⼈才，以落實應⽤資訊科技實現事前「健康管理」理念。 特
⾊: 本系努⼒⽅向將涵蓋醫療資訊、管理決策以及資訊科技等重要領域。醫療資訊領域著重於醫療、資訊管理相關之重要領域知
識，及組織如何有效地運⽤資訊科技，來解決因引進資訊科技對組織造成衝擊等。管理決策領域著重於企業資訊之分析解讀及資
訊化決策分析模式之建⽴等。資訊科技應⽤領域著重於商管相關資訊科技與技能之培育，⽬標在解決組織引進資訊科技時之技術
規劃與系統開發設計等問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成果作品、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
⼀千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93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ar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分重視學⽣的多元發展與⽣涯規劃，與健康事業相關機構合作開設4類學程健康保險管理學程、健康照護品質管理學程、
醫療資訊管理學程及計量與資料處理學程。同時為提供本系師⽣優良的教學、研究及服務環境，建⽴本系特⾊，除擁有兩間設備
新穎的資訊專業教室外，更設⽴計量統計諮詢暨研究室、健康資訊研究室及健康環境研究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
(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 5. 專題成果作品
(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成果作品、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8.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
動機，⼀千字以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
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66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運動保健系 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教學⽬標：本系成⽴⽬的為結合運動科學及保健醫學理念、培養運動保健專業⼈才，為運動員及⼀般社會⼤眾建構完善的健康與
運動安全防護體系。以各項運動及保健的專業基礎科⽬為根基，搭配各項專業核⼼科⽬以及系定科⽬形成⼀完整的運動保健專業
教育，輔以選修科⽬使學⽣能依個⼈興趣、專⻑或未來的走向做補強。教學特⾊擁有完整的體適能中⼼、運動⽣理實驗室、紓壓
理療專業教室。主要針對特殊族群提供完整的保健知能及適宜的運動處⽅，積極培育國內運動保健專業⼈才，於臨床上提供病患
更完美、理想的照顧，增強本校建構健康照護完整性及醫療體系的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
(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 5. 專
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成果作品、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證照 7.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8.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
機，⼀千字以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以
內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80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齡健康照護系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ical Health Care
系所分則
⽬標
本系因應⾼齡化社會的發展需求及本校中⻑程計畫，考量⾼齡產業之多元性與跨領域專業整合特性，以及學⽣之⽣涯規劃，使學
⽣能適應全球⾼齡環境與社會銀髮產業脈動，本系冀望培育學⽣成為「具備⼈⽂素養、關懷助⼈及敬業樂群的⾼齡健康照護之專
業實務⼈才」。
特⾊
本系重視學⽣的多元發展與⽣涯規劃，透過紮實⽼⼈照護服務技能訓練，包含營養及養⽣、失智照顧、安寧及癌症照護、照顧服
務管理及科技輔具等五⼤照護專業課程融⼊課程中，使學⽣⾯對未來⾼齡健康照護之各種照護情境，並培育本系學⽣成為(⾼齡健
康促進、照護、管理)的⾼齡健康照護三合⼀專業⼈才，富有就業競爭⼒，成為國內外⾼齡健康照護產業的領航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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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影本(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成果作品、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中⽂⾃傳，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
⼀千字以內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A4格式，請註明申請姓名、申請系別，並陳述申請⼊學動機，⼀千字以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雄餐旅⼤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3
聯絡電話 886-7-8060505
傳真 886-7-8060980
地址 81271⾼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網址 http://www.nkuh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洽本校學⽣事務處
⼀、新⽣註冊時⼀律參加體檢並⾃備體檢費。⼆、男⼥兼收，原則上僑⽣優先住校。三、本校實施勞作教育，學⽣需依本
校服儀規定穿著制服，髮⾊須為⾃然髮⾊，否則須予回復處理，不得染⾮⾃然髮⾊或剪燙奇異髮型，校內全⾯禁菸，違者
依本校校規處理。四、採三明治式教學：(1)畢業前實施校外參訪；校外參訪費⽤⾃理為新台幣72,000元，分期攤繳(航空
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休閒暨遊憩管理系、應⽤英語系、國際觀光學⼠學位學程、國際廚藝學⼠學位學程，校外參訪學分改
為選修，不需事先繳費)，請參閱國際事務處校外參訪網站或洽分機17202洽詢。(2)⽇間部四年制學⽣，需⾄餐旅業界實
習1年，實習期間仍須繳交學費全額，雜費五分之四。五、學雜費之繳交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其餘代
辦費另計，有關學雜費之繳交標準請參閱本校「學雜費專區」資訊。六、基於產業特性須具備溝通互動、旅遊服務、⾷品
安全，需具備口語表達、⼈際互動、溝通協調、情緒控管、良好體能及移動能⼒。七、 本校國際學程專業科⽬採全英語
教學。⼋、本校四年制學⽣，須通過本校各系訂定之語⽂能⼒檢定標準及相關證照等畢業條件，始准予畢業。九、畢業年
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同級同類學校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學學⼠班者，除修⾜
該學系應修畢業學分總數外，應依據本校學則增修⾄少12個畢業學分。⼗、外籍⽣⾃⼊境當⽇起，無投保⾄少六個⽉效
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請⾃健康中⼼加保。⼗⼀、來台滿6個⽉，僑⽣及外籍⽣依法規⼀律須強制參加「全⺠健康保
險」，請⾄健康中⼼申請。

1977 國⽴⾼雄餐旅⼤學 旅館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為配合我國技職院校教育發展現況以及業界市場導向為規劃之重點，促使理論與實務兼備，從而培育旅館業專業知識與實務能⼒
之優秀⼈才，期能使本系的學⽣於畢業後符合業界及社會所需，養成培育旅館管理專業⼈才之教育⽬標，讓學⽣就業競爭⼒能不
斷提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得獎證明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如有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相關有利審查之證明。 6. ⾃傳(必)：中⽂⾃傳（(限制最多500字,含學⽣⾃述）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限
制最多500字,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6 國⽴⾼雄餐旅⼤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以產業創新、務實致⽤為核⼼的發展⽅向與重點，培育具備實作⼒、就業⼒與競爭⼒的餐飲服務業優質管理⼈才為主要教學⽬
標。教學以做中學、學中做為藍圖，強調邊做、邊學、邊修正的實務技能學習模式。提供學⽣參與海外實習或英美雙連制學習，
強化外語應⽤能⼒，務求符合國際化⼈⼒需求發展的趨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等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如有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有利審查之證明。 7. ⾃傳
(必)：中⽂⾃傳（含學⽣⾃述）。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必)：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8 國⽴⾼雄餐旅⼤學 餐旅暨會展⾏銷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and M.I.C.E. Market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專業餐旅⾏銷企劃與會展管理⼈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
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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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80 國⽴⾼雄餐旅⼤學 旅運管理系 Dept. of Trav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配合國家發展觀光政策與產業需求，以培育具有堅厚實務基礎、業界管理知能，⾼尚品格內涵和恢弘國際觀之旅運實務管理
⼈才為⽬的。課程領域包含旅遊業經營管理實務、領隊與導遊⼈才培育、旅遊業個案研究分析及旅遊業資訊科技應⽤為主。基於
產業特性與個⼈⽣涯發展，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系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
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須完成本系畢業⾨檻，⽅可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
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成果作品。 4. ⾃傳(必)：中英⽂⾃傳含學⽣⾃述。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英⽂讀書計畫
書(含申請動機)。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華語⽂能⼒證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9 國⽴⾼雄餐旅⼤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Dept.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為航空及運輸服務業培育專業知識優異、團隊合作圓融、抗壓意識堅強的服務⼈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
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便不適宜就讀本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如有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
有利審查之證明。 6. ⾃傳(必)：英⽂⾃傳含學⽣⾃述。 7.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
明或相關證明⽂件(選)：(1)英⽂能⼒證明
(2)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81 國⽴⾼雄餐旅⼤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休閒活動企劃技能、渡假俱樂部經營與博奕管理⼈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
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
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如有相關能⼒證明歡迎繳交。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
有利審查之證明。 6. ⾃傳(選)：中⽂⾃傳含學⽣⾃述。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8. 語⽂能⼒說
明或相關證明⽂件(必)：(1)英⽂能⼒證明(2)華語⽂能⼒證明TOCFL 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4 國⽴⾼雄餐旅⼤學 西餐廚藝系 Dept. of Western Culinary Arts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西餐廚藝製作技能、餐飲產業經營理論、廚務⾏政管理知識的西餐專業⼈才。採三明治教學，每位學⽣需參與服務學
習、校內實習、⼀年校外實習及畢業前海外參訪。基於產業特性及學習安全考量，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癲
癇、精神疾病等......)、A型肝炎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辦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如申請時仍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
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餐旅群之專題實作成果（限廚藝類科題⽬）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傳(必)：中⽂⾃傳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
或其他相關⽂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75 國⽴⾼雄餐旅⼤學 烘焙管理系 Dept. of Bak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烘焙理論基礎、烘焙產品製作技術、烘焙產品研發及現代化經營管理理念的烘焙專業⼈才。基於產業特性及學習安全考
量，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癲癇、精神疾病等......)、Ａ型肝炎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
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
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背景介紹 8. 讀書計畫書(必)：四年學習歷程規
劃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證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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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國⽴⾼雄餐旅⼤學 中餐廚藝系 Dept. of Chinese Culinary Arts
系所分則
培育現代化中餐廚藝經營管理⼈才。基於產業特性及學習安全考量，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癲癇、精神疾病
等......)，法定傳染病及A型肝炎疾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等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
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作品集(選)：作品集 8. ⾃傳(必)：⾃傳 9. 讀書計畫書(選)：讀書
計畫書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82 國⽴⾼雄餐旅⼤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培育有志於從事餐旅⼯作之多元餐旅英語專業⼈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
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英語系國家申請者請提供兩年內有效之新制托福IBT成
績64(含)以上或多益600分(含)以上之證明⽂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84 國⽴⾼雄餐旅⼤學 國際觀光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in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學程採專業課程全英語教授，以培育具良好語⾔能⼒並有志於從事國際觀光產業管理之⼈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
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英語系國家
申請者請提供兩年內有效之雅思5.5(含)以上或多益600分(含)以上之證明⽂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多益600分(含)以上
或雅思5.5(含)以上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85 國⽴⾼雄餐旅⼤學 國際廚藝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s Program of Culinary Arts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廚藝領域及良好英⽂能⼒之國際⼈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如患
有A型肝炎疾病者，建議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申請者請提供新制托福IBT成績64(含)以上或多益600分(含)以上或雅思5分(含)以上或其他同等英⽂能⼒檢定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勤益科技⼤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1
聯絡電話 886-4-23924505
傳真 886-4-23939845
地址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中⼭路⼆段57號
網址 http://www.nc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41385,r470-1.php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為臺灣中部地區唯⼀典範科技⼤學，連續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辦學績效卓著。 ⼆、學校地址：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中⼭路⼆段57號。 三、電話：04-23924505。 四、網址：http://www.ncut.edu.tw。 五、
本校男⼥兼收。 六、備有學⽣宿舍。 七、本校實施校外實習必修。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系修業期限，⼆技⼆年，
四技四年，並修滿各該系規定之學分（⼆技⾄少七⼗⼆學分，四技⾄少⼀百⼆⼗⼋學分），⽅得畢業。如在修業期限內未
能修⾜應修學分，得延⻑修業期限⼆年。各系畢業⽣應修總學分數、必修科⽬之名稱、學分數及配置年度，均依本校各系
（組）規定為準。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以同等學⼒資格
⼊學⼤學部⼀年級者，除前項規定之畢業應修學分數外，應另增加畢業應修學分數⾄少⼗⼆學分。

1959 國⽴勤益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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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強調強化基礎英語訓練，和跨領域知能訓練，希望學⽣能在畢業後⽴即投⼊職場，配合學⽣的性向加強學⽣的專業訓
練。(⼆)課程朝「英語教學」及「商務管理」兩⼤模組設計，以培育具⼈⽂素養與國際視野的英語溝通實務⼈才。(三)本系重口
語表達，聽障、視障、腦性⿇痺及語⾔不清者，請審慎考慮。(四)本系訂有畢業⾨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英⽂⾃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5.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54 國⽴勤益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本系設有畢業⾨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4. ⾃傳(必)：中⽂⾃傳(必)/英⽂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必)/英⽂讀書計畫(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語⾔能⼒證明
(必)/英⽂語⾔能⼒證明(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55 國⽴勤益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學部定位在「培育⾨市營運之經營管理⼈才」，培育學⽣流通管理所需之基本知識，包括商流、物流、資訊流及⾦
流。教育⽬標如下：
1、培育學⽣具備流通專業基本能⼒。
2、透過實務性教學與實習課程，培養學⽣具備理論與實務能⼒。
3、透過通識之⼈⽂與倫理課程，培養學⽣具備⼈⽂與企業倫理素養。
4、落實服務教育，培育具備積極態度與社會服務精神。
5、⿎勵多元學習與進⾏國際交流、培育前瞻性與國際思維。
（三）若考⽣有身⼼障礙情形，請簡述之，以利本系安排相關服務措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50%)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專業或語⾔證照
(15%)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如：實務專題相關資料、社團參與、競賽成果、學⽣幹部證明等，15%)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傳與讀書計畫(20%)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0 國⽴勤益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四技學⼠班課程規劃如下：1、多媒體科技學程：以多媒體基本概念為基礎，資訊理論為體、實務技術為⽤，著重於
多媒體與資訊科技理論及實務技術之研究與發展。2、智慧型嵌⼊式技術學程：以基本晶⽚以及嵌⼊式電路設計為基礎，應⽤晶
⽚理論為體、以實務應⽤晶⽚電路技術為⽤，著重在可程式化晶⽚設計以及嵌⼊式系統設計結合多媒體技術之研發與整合。
（⼆）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三）本系⽇四技訂有證照與技能畢業⾨檻。（四）基於
實驗及實作課須進⾏儀器設備操作，身⼼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請提供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請提供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等(選)：請提供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請提供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專題成果作品證明不收實體作品。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請提供證照或檢定證明。 7. ⾃
傳(必)：中⽂⾃傳或英⽂⾃傳請擇ㄧ提供。 8.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或英⽂讀書計畫書請擇ㄧ提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2 國⽴勤益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發展⽅向將以「精密機電」，「精密製造科技」，「精密機械設計」，「能源熱流技術」，「電腦應⽤技術」及「微奈⽶
科技」為主，並注重⼯程實際應⽤，將學術與實務結合，以提⾼機械⼯程技術教育之層次。（⼀）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基於實驗課程必須進⾏儀器設備之操作，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儀器操作不
易，且易⽣危險，請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如社團參與、學⽣
幹部、證照、語⽂能⼒、特殊才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3 國⽴勤益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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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課程規劃及⼈才培育⽅⾯，依據國家經濟發展、新興產業趨勢、地區產業特⾊及系教育⽬標，本系課程規劃以「電能
科技」、「機電控制」及「計算機應⽤」為教學及研究重點發展⽅向。
（⼆）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三）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
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請提供⾼中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請提供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證照、社團參與、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專
題成果作品報告等) 4. ⾃傳(選) 5.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39 國⽴勤益科技⼤學 電⼦⼯程系智慧機器⼈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ntelligent Robot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共分為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智慧機器⼈等三個學程，所有課程均包含理論基礎與實務
技術等內涵。（⼆）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推薦函、證照、社團參
與、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報告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
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48 國⽴勤益科技⼤學 電⼦⼯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Network multimedia
and game machine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共分為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智慧機器⼈等三個學程，所有課程均包含理論基礎與實務
技術等內涵。（⼆）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推薦函、證照、社團參
與、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報告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
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40 國⽴勤益科技⼤學 電⼦⼯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ntegrated Circuit
and System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共分為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智慧機器⼈等三個學程，所有課程均包含理論基礎與實務
技術等內涵。（⼆）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推薦函、證照、社團參
與、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成果作品報告等)。 4. ⾃傳(必)：中⽂⾃傳。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
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38 國⽴勤益科技⼤學 化⼯與材料⼯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以化學⼯程及材料科學為教學重點，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基於實驗課程必須接觸化學藥劑及進⾏儀器設備之操作，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儀器操作不易，且易⽣危險，請審慎
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擇⼀繳交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需含班級排名
3. 師⻑推薦函(選)：請師⻑簡述對被推薦者之學習情況、專業知識等評估與了解。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作品集、社團
參與、學⽣幹部、專題成果、相關證照、技藝能競賽及化⼯相關專業能⼒證明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1 國⽴勤益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對產業電⼦化、全球運壽、⼈因製造及品管有興趣的學⽣。（⼆）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者為宜。（三）基於實驗及實作課須進⾏儀器設備操作，身⼼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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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北商業⼤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4
聯絡電話 886-2-23226050
傳真 886-2-23226054
地址 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段321號
網址 https://www.ntub.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企劃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境外學⽣服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d.ntub.edu.tw/p/403-1007-966-1.php?Lang=zh-tw
臺北校區於107學年啟⽤學⽣宿舍，地點位於新北市中和區（近華夏科技⼤學），從南勢⾓搭乘捷運⾄學校約40分鐘⾞
程。⽬前宿舍設有雙⼈房與四⼈房，並優先提供境外⽣⼊住。每房均有書桌椅、床舖、⾐櫃、共⽤衛浴設備、冷氣機，房
間內電費（含房間內冷氣）另計。 桃園校區設有學⽣宿舍，寢室為四⼈⼀室套房，提供床組、⾐櫃、鞋櫃、書桌椅、照
明、冷氣、電扇、網路及衛浴設備等，宿舍聘有輔導管理員24小時值勤處理住宿⽣各項事務。學⽣居住便利且舒適，建
築物重視通⾵及採光，設有開放式綠化中庭，可提供明亮清靜的住宿環境。
⼀、四年制修業年限4年。⼆、各系男⼥兼收。三、本校設有財經學院、管理學院、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四、本校臺北
校區位於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段321號，除有多線公⾞往來，並近捷運善導寺站，距臺北⾞站步⾏約15分鐘，交通便
利，提供學⽣宿舍(位於新北市中和區)。桃園校區位於桃園市平鎮區福⿓路⼀段100號，客運往來交通便利，並有提供學
⽣宿舍。五、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9學年度第1學期收費標準：臺北校區四
技學費14,980元、雜費6,540元、電腦及網路通訊使⽤費400~600元；桃園校區四技學費14,980元、雜費10,800元、電腦
及網路通訊使⽤費400~600元，對經濟上有困難之學⽣，學校提供僑⽣各類獎助學⾦、僑⽣學習輔助⾦、急難救助⾦等協
助措施。六、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及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s://www.ntub.edu.tw/。

1856 國⽴臺北商業⼤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校區)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and Management (Taoyuan
Campus)
系所分則
發展⽬標
商業設計與管理系著重科技與⼈⽂融合為⼀的教育理念，更特別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除透過教學活動提升學⽣領域專業知識
外，更連結產學合作以及規劃業界實習奠定學⽣的實務能⼒基礎，以達到培育具有企劃、開發、管理與設計整合能⼒，且能洞悉
社會與時代要求之設計及管理專業⼈才之教育⽬的。
教學特⾊
商業設計管理系之教育⽬標在「培養具商業化思維與設計素養之跨領域管理⼈才」並且主動積極配合產業界及相關研究領域，培
養同學在商業設計的⽬標下思考各種管理層次的議題，掌握產品與服務設計、⾏銷與營運等各個階段中，商業⽬標如何逐步透過
設計技術來體現。
未來發展
本系將積極且深化連結產業界之能量，發展產學研究計畫、並將產學合作融⼊課程，強化全體師⽣在專業領域之能量，期許未來
發展成為傑出的商業與設計跨領域⼈才之培育基地。本系畢業⽣就業⽅向可朝商業設計、設計企劃、以及⾏銷企劃等職務⽅向發
展，亦可往設計研究所、經營管理研究所、或企管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
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
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
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品集(選)：作品集 9.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10.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11. 語⽂能⼒說明或相
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國⽴臺灣戲曲學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2
聯絡電話 886-2-27962666#1220
傳真 (02)27941238
地址 11464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段177號(內湖校區)；11648臺北市⽂⼭區木柵路三段66巷8之1號(木柵校區)
網址 http://www.tcp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學校簡介：本校是臺灣教育史上第⼀所12年⼀貫制之戲曲⼈才養成學府，以培育傳統藝術⼈才、弘揚傳統戲曲⽂化
為宗旨。校區分為內湖與木柵兩校區，設置有京劇學系、⺠俗技藝學系、戲曲⾳樂學系、歌仔戲學系、劇場藝術學系、客
家戲學系等6系(科)。本校施⾏全⼈藝術教育，以培養具⼈⽂素養、專業技能與學術理論並重，富創作性之表演藝術⼈才
為⽬標，期盼學⽣能肩負起傳承與發揚傳統表演藝術之使命；在⼈才養成中，則強調學⽣傳統表演藝術、專業學能與品德
涵養均衡發展，期能培育全⽅位之傳統表演藝術家。 ⼆、修業年限4年。 三、各學系男⼥兼收。 四、本校於書⾯審查階
段，必要時得視各學系需求以視訊、電話等⽅式進⾏訪談。 五、有關學校提供之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
閱本校學務處網站http://b003.tcpa.edu.tw/bin/home.php。 六、有關本校學雜費之繳納標準，請參考本校學雜費專
區網站http://www.tcpa.edu.tw/files/11-1000-1009.php。 七、報名諮詢：886-2-2794-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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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國⽴臺灣戲曲學院 京劇學系 Department of Jing Ju

系所分則
京劇是中國傳統⽂化精髓，集戲劇、舞蹈、⾳樂、武術、演唱、視覺設計等為⼀體，代表中國傳統⽂化之美學極致，已被聯合國
教科⽂組織列為⼈類共同⽂化遺產。京劇學系以培養專業京劇表演與編創⼈才為宗旨，課程設計以厚實學⽣傳統表演藝術基底，
培養學⽣具備傳統「四功五法」之表演技藝，並透過多元實習演出機會，提供學⽣磨練個⼈技藝；本系教學兼重傳統與現代、理
論與實務，除專業學術科外，並兼習戲劇理論、表演程式、歷史發展、劇場管理、識譜樂理等基礎與進階課程，強化產學合作，
落實學以致⽤的教學理念，是臺灣戲曲藝術教育的最佳選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影本⼀份(請加蓋原就讀學校證明戳章)；應屆者請提供在學證明⼀份(可以學⽣證正
反⾯影本代替)，並加蓋就讀學校證明戳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請加蓋學校證明
戳章)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無則免附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無則免附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則免附 6. 作品集(必)：專業表演影⾳資料/個⼈才藝表演(⾃選京劇表演、唱段
或其他展現聲腔、身段之相關表演或武術、戲劇等任選⼀項5-10分鐘影⽚檔)。凡報考本系之學⽣，於書⾯審查通過後得視需求以
視訊、電話等⽅式進⾏考試，考⽣必須參加並通過此項考試⽅予錄取進⼊本系就讀。此外，考⽣所提供之影⾳資料及作品，若由
他⼈代作或抄襲者，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1 國⽴臺灣戲曲學院 ⺠俗技藝學系 Department of Acrobatics
系所分則
⺠俗技藝學系以培養特技表演、編創、教育⼈才為教學⽬標，以中國傳統特技專業為教學主軸，輔以中西舞蹈、戲劇表演、⾳
樂、舞臺技術、製作⾏政等表演藝術相關課程，並配合多元的實習演出機會及專業訓練環境，以培養優秀的傳統雜技與特技表演
藝術⼈才。本系的教學，特別強調專業技藝的專精，與舞台展演的專業表現，並搭配多元的建教實習演出，強化產學合作，落實
學以致⽤的教學理念，是臺灣特技藝術教育的最佳選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影本⼀份(請加蓋原就讀學校證明戳章)；應屆者請提供在學證明⼀份(可以學⽣證正
反⾯影本代替)，並加蓋就讀學校證明戳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請加蓋學校證明戳章)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無則免附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選)：無則免附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則免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則免附 7. 作品集(必)：專業表演影
⾳資料/個⼈才藝表演(含技藝：扯鈴、轉盤或其他雜耍技巧或舞蹈、武術、魔術、體操、戲劇等任選⼀項5-10分鐘影⽚檔)。凡報
考本系之學⽣，於書⾯審查通過後得視需求以視訊、電話等⽅式進⾏考試，考⽣必須參加並通過此項考試⽅予錄取進⼊本系就
讀。此外，考⽣所提供之影⾳資料及作品，若由他⼈代作或抄襲者，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學後被發現者開
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27 國⽴臺灣戲曲學院 戲曲⾳樂學系 Department of Xi Qu Music
系所分則
戲曲⾳樂在中國傳統戲曲的傳承與發展中，扮演關鍵的⾓⾊，並具有鮮明的特⾊，配合劇情的鋪陳展演、⾓⾊⾏當的唱唸做表，
以鑼⿎絲⽵導引彰顯，不僅是⽂武場伴奏，更是整齣戲不可或缺的重要⽀柱。本系以培養傳統戲曲⾳樂演奏與編創⼈才為教育⽬
標，課程設計除了傳統器樂的吹、拉、彈、打，及⽂武場的演奏技巧外，也兼顧創作及理論之研析。戲曲⾳樂學系建⽴了戲曲曲
譜有聲資料與保存，特別著⼿戲曲⾳樂教材的編撰與統整，提升教學及戲曲推廣。未來課程將致⼒於結合產學合作計畫，以落實
「務實致⽤」的技職精神，並能透過戲曲⾳樂的藝術化、精緻化、普及化，結合現代科技設備，傳播傳統戲曲之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影本⼀份(請加蓋原就讀學校證明戳章)；應屆者請提供在學證明⼀份(可以學⽣證正
反⾯影本代替)，並加蓋就讀學校證明戳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請加蓋學校證明
戳章)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無則免附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無則免附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則免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則免附 7. 作品集(必)：專業
表演影⾳資料/1.表演類：任選近三年之中國戲曲⾳樂樂器⼀種，包括：笛⼦、笙、嗩吶、柳琴、琵琶、揚琴、三弦、中阮、⽉
琴、京胡、⾼胡、南胡、中胡、⼤提琴等演出影⾳及曲⽬5-10分鐘影⽚檔。2.創作類：前項中國戲曲⾳樂之任⼀樂器作品三⾸
等。凡報考本系之學⽣，於書⾯審查通過後得視需求以視訊、電話等⽅式進⾏考試，考⽣必須參加並通過此項考試⽅予錄取進⼊
本系就讀。此外，考⽣所提供之影⾳資料及作品，若由他⼈代作或抄襲者，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0 國⽴臺灣戲曲學院 歌仔戲學系 Department of Ge Zi Xi
系所分則
歌仔戲是臺灣唯⼀原⽣的劇種，最⾜以作為臺灣本⼟⽂化的代表，從野台戲、電視歌仔戲、到精緻的歌仔戲劇場製作，都是和臺
灣庶⺠⽣活與本⼟⽂化息息相關的素材，並且使⽤⼤家⽿熟能詳的曲調，忠實呈現臺灣的⼈⼟⾵情。歌仔戲學系成⽴於1994
年，⾄今已培育出許多表演藝術專業⼈才，散⾒於各⼤歌仔戲、現代劇團、各級學校、影視演藝界等。學系課程多樣化，除專業
表演外，亦注重編導實務及藝術⾏政，針對個⼈特質進⾏教學，並與各劇團建教合作，提供多元實習演出機會，能實際應⽤所
學，登上舞台圓夢。整體而⾔，培養學⽣具創造性的思考與實作能⼒，使學⽣隨時掌握 時代脈動與環境變遷，豐富實務經驗，同
時亦⿎勵跨領域接觸，培育具傳統精神並兼具當代視野的全⽅位歌仔戲表演藝術家。
1. 最⾼學歷證明(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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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59 國⽴臺灣戲曲學院 劇場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Theatre Arts
系所分則
劇場藝術學系為臺灣唯⼀的技術劇場專業教育單位，以培育對劇場製作專業有整體認識，對傳統與現代劇場發展有完整概念，並
且具有批判思考能⼒與創意的技術劇場專業⼈才為教育⽬標，並且致⼒發展技術本位、傳統與現代接軌的學系特⾊。本系課程內
容涵蓋技術劇場中的重要領域，包括舞台技術、燈光技術、⾳響技術、服裝技術，及演出製作管理、舞台監督等專業課程。除課
堂教學外，並搭配展演製作及建教實習課程，以演出製作實務協助同學整合個⼈專業所學，並能累積實務經驗，順利銜接學校與
技術劇場專業職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影本⼀份(請加蓋原就讀學校證明戳章)；應屆者請提供在學證明⼀份(可以學⽣證正
反⾯影本代替)，並加蓋就讀學校證明戳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請加蓋學校證明
戳章)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無則免附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無則免附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則免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則免附 7. 作品集(必)：個⼈
作品集⾄少3件，包括繪畫、⼯藝、電腦繪圖等技術劇場相關領域之個⼈作品，以作品集形式提供。凡報考本系之學⽣，於書⾯
審查通過後得視需求以視訊、電話等⽅式進⾏考試，考⽣必須參加並通過此項考試⽅予錄取進⼊本系就讀。此外，考⽣所提供之
影⾳資料及作品，若由他⼈代作或抄襲者，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
取消學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1 國⽴臺灣戲曲學院 客家戲學系 Department of Hakka Opera
系所分則
客家戲曲由三腳採茶戲發展為客家⼤戲，在臺灣歷經落地掃、內臺戲、廣播採茶戲、野臺酬神戲、舞臺精緻戲曲等不同表演型
態，集合客家⼭歌、棚頭、相褒、俚語等臺灣客家表演⽂化精粹於⼤成，亦為客家語⾔⽂化的精緻表現，廣受觀眾喜愛。客家戲
學系⾃2001年成⽴迄今，以培養傳統客家戲曲之表演、編導為主之各類型專業⼈才為教學⽬標，課程規劃著重於學、術科兼備，
課程⼤致分別為初階與進階表演、創意編導、戲曲理論與⾏政管理等⼤類，培養學⽣逐步掌握客家表演藝術的各個向度，並強化
表演理論基礎，成為表演實務之養分。每年之年度展演固定製作⼀⾄⼆齣⼤戲，作品根植於傳統，蛻變出新意，展現當代社會之
多元⾵貌，呈現本系之教學成果。在技職課程之內規劃建教合作機制，與優秀之⺠間劇團、客家電視臺搭建業界橋樑，強調表演
實務與職場接軌，提供學⽣在舞臺上發光發熱之機會，⼀⽅⾯展現學習成果，同時亦協助學⽣順利進⼊職場。本系培訓之學⽣出
路多元，從事之職業包括：戲曲(影視)演員、編劇、導演、舞臺技術⼈員、藝術⾏政管理、戲曲研究、客家表演教學等。⽬前已
有多位校友在影視演藝界、戲曲表演界從事表演、編創，且有傑出成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影本⼀份(請加蓋原就讀學校證明戳章)；應屆者請提供在學證明⼀份(可以學⽣證正
反⾯影本代替)，並加蓋就讀學校證明戳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請加蓋學校證明
戳章)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無則免附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無則免附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則免附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則免附 7. 作品集(必)：專業
表演影⾳資料/個⼈才藝表演(⾃選客家戲表演、唱段或其他展現聲腔、身段之相關表演或武術、戲劇等任選⼀項5-10分鐘影⽚
檔)。凡報考本系之學⽣，於書⾯審查通過後得視需求以視訊、電話等⽅式進⾏考試，考⽣必須參加並通過此項考試⽅予錄取進⼊
本系就讀。此外，考⽣所提供之影⾳資料及作品，若由他⼈代作或抄襲者，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0
聯絡電話 886-6-2664911
傳真 886-6-2668920
地址 71710台南市仁德區⼆仁路⼀段60號
網址 http://www.cn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ca.cnu.edu.tw/USER/Userfile/file/ff170624165213687887.pdf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本校緊鄰台南機場、⾼鐵台南站及奇美博物館，鐵公路交通便捷。三、教學與⽣活設施完善，擁有圖
書資訊⼤樓、學⽣活動中⼼、體育館、游泳池、SPA館等。四、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設備新穎完
善，男⼥學⽣宿舍共計約有五千個床位，宿舍及所有教室均備有網路及冷氣空調設施。五、校址：台南市仁德區⼆仁路⼀
段60號。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nu.edu.tw。七、電話：06-2664911。

3282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藥學系 Department of Pharmac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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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教育⽬標是培育臨床藥師及藥學產業⼈才，使其具有藥學專⾨技術，如醫院及社區藥局調劑⼯作、製藥技術、藥物分析、
儀器操作技術、藥品⾏銷、⽣藥管理、衛⽣⾏政醫藥資訊等基層藥學⼈才。本系發展為傳授學⽣藥學之實⽤技能及學術理論以培
養能實地操作藥學技術之專業⼈才，使學⽣能發揮所學應⽤於藥學領域⼯作，提昇執業⽔準，進而健全醫藥合作之醫療制度。本
系擁有設備⿑全的實習藥廠、實習藥局及實驗室，使學⽣除了修習藥品製劑、調劑與檢驗等之理論課程外，也能加強實驗、實習
之課程，使學⽣均能學以致⽤。藥學系課程安排上會有許多實驗課，由於在實地操作時會有些許的危險性，基於安全上考量，如
有辨⾊⼒異常，影響實驗判斷者，及四肢嚴重障礙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時宜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在校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學習研
究計劃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 7. 相關證照
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作品集(選)：作品集 10. ⾃傳
(選)：⾃傳 11. 讀書計畫書(選)：中⽂讀書計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4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醫藥化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Chemistry
系所分則
培育醫藥相關化學之研發、製造及品管分析專業科技⼈才。
教學以實務為主、理論為輔，安排實務專題及校外實習之訓練，並延聘業界協同教學，以提升學⽣就業競爭⼒。
課程包括:有機化學、⽣物化學、藥物化學、藥物合成、儀器分析、藥物分析、有機光譜、質譜學、層析應⽤技術、分析實務、材
料分析、應⽤界⾯化學、特⽤化學品概論等。教學設備全部e 化，設有專業實驗教室，並備有相關之貴重儀器如: GC-Mass, FTIR、FT-NMR、GC、UV、HPLC、AA 等。
醫藥化學系課程安排上會有許多實驗課，由於在實地操作時會有些許的危險性，基於安全上考量，如有辨⾊⼒異常，影響實驗判
斷者，及四肢嚴重障礙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時宜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三年平均成績、班排名及校排名 3. 師⻑推薦函
(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集(必)：作品集 6. ⾃傳(必)：中⽂⾃傳 7. 讀書
計畫書(必)：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0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化粧品應⽤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1993年，為國內最早成⽴之化粧品專業科系，畢業⽣數千⼈，任職於化粧品各相關產業。本系辦學績效良好，在94學
年度及99學年度皆經教育部科技⼤學評鑑為優等。本系⽬前有30位專任教師，教師⼈數為全國化粧品相關科系之冠，專業領域涵
蓋化粧品製造、化粧品評估(物性、安全性與有效性評估等)、化粧品原料開發、化粧品⾏銷、專業美容保養與彩粧等⽅⾯。本系
於2003年奉准成⽴化粧品科技研究所，亦為國內最早成⽴的化粧品專業研究所，多年來培養許多化粧品產業⾼階⼈才。化粧品科
技研究所於2013年更名為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班。⽬前更與奇美醫院及嘉義基督教醫院合作，由該院遴選優秀醫
師⾄本系任教，提供學⽣更扎實的專業訓練。為了開拓學⽣國際視野，本系近年來積極與中國⼤陸及其他國家進⾏學術交流。
2011年與泰國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KMUTT)簽訂研究所雙聯學制與碩⼠雙聯學位，可同時
擁有兩校畢業證書;與⽇本東京農業⼤學及星加坡理⼯⼤學均簽訂合作協議書;並與韓國昌信⼤學建⽴學⽣交流管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30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藥粧⽣技產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Cosmeceutical and Biotech
Industry
系所分則
藥粧⽣技產業學⼠學位學程
【新興科技的結合】
中草藥現代化、⽣物科技、網路與⾏動通訊，是未來⼆⼗年最重要的四⼤產業。⽣技中⼼調查說明，隨著全球⾼齡⼈口增加，也
帶動相關藥物市場的擴展。而「藥粧產業」為⽬前保養品的⼀⼤主流。藥粧品⼀詞，翻譯⾃英⽂Cosmeceutical，結合化粧品
(cosmetics)及藥品(pharmaceuticals)⼆字而得，即含藥化粧品，與⼀般化粧品不同的是除了傳統通路外，常以藥局、診所或
醫院為銷售據點。而這些專業形象所提供的保障，也提供了吸引消費者的因素。
【藥粧⽣技產業將是未來主流】
藥粧⽣技產業的應⽤範圍廣泛，可促進國⼈的美容保健與提升⽣活品質。由於當今社會⾯臨少⼦化及國⼈平均壽命延⻑，⾼齡化
時代提前到來，而醫療保健科技的快速發展，與⽣物科技極具突破性的進展，不僅使⼈類⽣活品質得以提昇，更為健康促進相關
產業注⼊⼀股強⼤促動⼒。因此，由⽣物科技為基礎，結合中草藥及化粧品成為藥粧⽣技保養品，復以健康維護產業及相關加值
型藥物應⽤、⽣技保養品與⾏銷管理，已為現代⽣活需求產業的重⼼，可促進⼈體美、健康，並提升⽣活品質。
【教育⽬標明確】
1.培育中草藥美粧保健⼈才，具備中草藥及化粧品產業相關知識與就業能⼒。
2.培育⽣技製藥美粧開發⼈員，具備⽣技製藥美粧產業相關知識與就業能⼒。
3.培育藥粧⽣技產業管理⼈員，具備熟悉藥粧⽣技產品並結合商務⾏銷與產業管理之就業能⼒。
【就業職場豐富，發展多樣化】
本學位學程以中草藥、化粧品與⽣物科技基礎，將相關科學融⼊其中，培育學⽣成為「藥粧⽣技領域」與「藥粧經營⾏銷領域」
等專業領域的⼈才為主。學⽣畢業後具有(1)中草藥開發與應⽤；(2)藥粧產品開發與品質管理等能⼒；(3)藥粧⽣技產業管理與⾏
銷經營能⼒，可應⽤⾄藥粧⽣技、中草藥保健、⽣技製藥與⾷品等相關產業，從事藥粧品、中草藥⽣技製品及保健⾷品等之研
發、品質管理、寵物保健與美容，或擔任醫美諮詢顧問，技術服務與⾃⾏創業等⼯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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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選)：格式不拘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3283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品科技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培養⾷品檢驗、品保、衛⽣、安全、開發、製造、⾏銷及⽣物科技等專業⼈才。協助「⾷品技師」、「⾷品檢驗師」、「⾷品分
析技術⼠」及⾷品質量安全等專業證照取得。評鑑成績第⼀等。課程符合「⾷品技師」資格認定，設有「⾷品衛⽣安全⼈員」、
「⾷品開發製造⼈員」模組。設置「有機暨保健⾷品科技發展中⼼」，執⾏經濟部乳酸菌計畫。辦理勞動部就業學程，企業實
習，創業計畫，畢業⽴即就業、創業。衛福部⾷藥署「⾷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證照、勞動部「⾷品檢驗分析⼄、丙術科」
及經濟部「保健⾷品初級⼯程師」證照等合格考場。視覺、聽⼒及⾏動障礙者，請審慎選擇。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3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嬰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Nursery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專業之0-12歲兒童教保服務⼈員為宗旨，畢業⽣可從事幼兒園教保服務、嬰幼兒托育服務、兒童課後學習與照顧服務
等⼯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如發表作品、得獎或榮譽證明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84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保健營養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系所分則
培育營養專業⼈才，從事「團膳營養」、「臨床療養」、「營養教育及諮詢」、「健康促進活動規劃」、「健康飲⾷規劃」、
「保健⾷品研發及⾏銷」等營養專業⼯作，促進全⺠健康，達到「養⽣保健，創造新營養⾷代」為培育最⾼⽬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3. 學
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85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活應⽤與保健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Life Science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健康服務」與「茶品保健」領域專業⼈才。視覺、語⾔、聽⼒、⾏動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65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於2001年成⽴，係配合亞洲區域餐旅產業之蓬勃發展，以培育優秀餐旅管理⼈才為⽬標。為強化學⽣之專業技能，本系規劃
設計烘焙管理與專業製作、廚藝管理與專業製作及餐旅服務管理與飲料調製三類專業模組課程，並設置烘焙製作教室、中西餐廚
藝實習教室、飲料調製教室、餐飲服務練習教室、房務操作教室、學⽣實習旅館及電腦教室等硬體設施，期使學⽣能夠達成學⽤
合⼀，提升實做能⼒。教學重點，以管理實務為主，理論為輔，除聘請餐旅管理專業⼈才擔任專任師資外，並延攬具有專業技術
之⼈員來校授課，期能落實產業界實際所需之專業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
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必)：背景介紹 6. 讀書計畫書(必)：四年學習歷程規
劃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0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社會⼯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重配合社會需要以培育社會⼯作專業⼈才，倡導弱勢族群之福祉與權益，致⼒於建構學⽣多元⽂化觀點，使具有
「⼈在情境中」的社會⼯作視野，且個⼈和環境雙重焦點並重，以利協助個⼈、家庭、團體、組織及社區解決問題，創造⽀持性
環境，並促進社會之祥和發展與進步。本系課程旨在培育適任的綜融社會⼯作專業⼈才，並規劃「兒童少年與家庭社會⼯作」、
「健康照顧社會⼯作」、及「社會福利與管理」三⼤本位課程模組。本系教學特⾊為務實致⽤取向，皆由學有專精師資擔任教
學、實習與輔導⼯作，在教學上兼顧理論與與實務，使學⽣具備助⼈專業知能與技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書影印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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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8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應⽤外語系應⽤英⽂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校應⽤外語系成⽴於2002年。2019年分為應⽤英⽂組和應⽤⽇⽂組。應⽤英⽂組的教育⽬標在強化外語溝通能⼒，孕育⼈⽂
科技素養，培養國際視野英語⼈才。札實的語⾔技能訓練、多元的產業學院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海外實習」與「海外遊
學」，提供學⽣英語實境與應⽤學習，全⾯提升英語⼒、實作⼒與國際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相關檢定證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3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應⽤外語系應⽤⽇⽂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Division
系所分則
本校應⽤外語系成⽴於2002年，應⽤⽇⽂組於2019年成⽴。應⽤⽇⽂組教育⽬標在強化外語溝通能⼒，孕育⼈⽂科技素養，培
養國際視野⽇語⼈才。札實的語⾔技能訓練、多元的產業學院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海外實習」與「海外遊學」，提供學⽣⽇
語實境與應⽤學習，全⾯提升⽇語⼒、實作⼒與國際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相關檢定證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67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致⼒培育學⽣資訊與管理的基礎技能，訓練學⽣具備商業流程與資訊科技整合應⽤能⼒，並加強資訊管理在健康照護與其他
領域的發展與應⽤。⽬前本系發展主軸為「健康資訊管理(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以培育醫療照護相關產業所
需之資訊管理⼈才為⽬的，同時亦輔以強化學⽣在「電⼦商務(e-Business)」及「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領域的相關知識
與技能，以擴展學⽣就業競爭⼒。本系課程內容均具備⼀定程度之廣度與深度，重視實務，減少理論，並⿎勵師⽣發展產學合
作、專利發明、考取證照、參與競賽與校外實習。未來可在健康或其他產業從事資訊管理與服務之⼯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9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Informatics and Multimedia
系所分則
整合多媒體設計、虛擬實鏡 V.R.、3D動畫設計、互動體感設計、發展全⽅位遊戲、動畫⼈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必)：
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1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職業安全衛⽣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因應國際潮流趨勢，職業安全衛⽣已成主流價值，基於企業必須守護⾃我的形象及勞⼯的安全健康，以培育理論及實務兼備之職
業安全衛⽣專業管理⼈才為主要⽬標，學習各職場作業環境危害認知、評估及控制技術，提升安全衛⽣意識，增進溝通管理能
⼒，防⽌職業災害，保障⼯作者安全與健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必)：任何有利申請之資料皆可提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2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環境⼯程與科學系環境應⽤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pplie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訓練學⽣成為合格的環境⼯程師，具有環境品質監測、給⽔⼯程、廢⽔⼯程、廢棄物⼯程、空氣污染防制⼯程、⼟壤/地下⽔污染
整治⼯程之規劃設計與操作的能⼒，並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及追求永續環境為職涯使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28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環境⼯程與科學系環境科技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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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訓練學⽣成為合格的環境⼯程師，具有環境品質監測、給⽔⼯程、廢⽔⼯程、廢棄物⼯程、空氣污染防制⼯程、⼟壤/地下⽔污染
整治⼯程之規劃設計與操作的能⼒，並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及追求永續環境為職涯使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8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環境資源管理系涵蓋環境技術開發、綠⾊⼯業規劃設計與⾃然資源管理等專業教育，致⼒培育低碳時代之環境管理專業⼈才。本
系課程設計主軸，包括：產業綠⾊管理、環境品質管理與⾃然資源管理等三⼤領域。本系應屆畢業⽣之⼯作機會 ，包括：資源永
續經營、循環經濟與綠⾊設計、綠⾊產業管理、環境監測與分析、氣候減緩等⼯作。申請本系之學⽣，除了⼀般之申請要件外，
外籍⽣應具備中⽂聽、說、讀、⼀般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01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and Fire Science
系所分則
教育⽬標：
1.消防安全技術領域: 培育具有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檢修』實務技術之⼈才。
2.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技術領域: 培育具有從事『建築物設備安全』、『防⽕避難設施』設計、檢修實務技術之⼈才。
本系特⾊：
1.教育⽬標明確，藉由『菁英教育』、『學⽣畢業⾨檻』等的⽅案實施，培育學⽣考取消防、公安、升降機裝修、室內裝修證
照，達到『⼀⼈⼀照』的⽬標。
2.師資陣容堅強，助理教授以上師資16位，兼具學術與實務。
3.設有全國⼤專校院唯⼀之合格升降機術科考場，⽅便學⽣取得相關證照，與就業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66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Healthca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基於休閒產業發展趨勢，本系規劃及整合「遊憩企劃」、「經營管理」及「健康促進」等三⼤模組課程，本系不僅重視學⽣專業
職能的培養，更強調實務教學及與業界維繫良好實習夥伴關係。本系提供專業課程及實務訓練以培育符合未來就業市場及社會所
需之專業職能。本系所連結之產業類別包括有: 旅館、渡假村、休閒農場、主題樂園、旅⾏社、遊艇、健康SPA俱樂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必)：
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相關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作品集(選)：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64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永續觀光環境經營與管理』及『提振觀光產業附加價值』為設系重點，切合休閒暨健康管理學院以「真、誠、勤、實」
為經營主軸，同時結合⽣態⼈⽂與觀光休閒之理念，推動全球化視野，以⿎勵發展本系之重點特⾊。由於台灣地區是全世界⽣態
體系中相當完整的⼀環，故本系對⽣態旅遊及觀光資源發展的優越地理環境應有深度的認知，進而培養台灣於⼆⼗⼀世紀中所需
的觀光產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含研究題⽬、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的、研究架構等。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
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相關證明資料正本或影本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2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port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為了結合理論與實踐，讓學⽣充分理解和實際應⽤，課程精⼼設計如下：
1. 體育管理和市場營銷
體育組織與⾏政，體育營銷，體育與娛樂俱樂部管理，體育競賽管理，體育產業管理與實踐，商業介紹，市場研究。
2. 體育技能和教學⽅法
體育教學⽅法與實踐，體育活動，有氧教學⽅法，游泳教學⽅法，體重訓練理論與實踐，體育運動，重量訓練理論與實踐，⽔⽣
活動教學⽅法，有氧運動，有氧舞蹈，體育指導法國，體育運動。
3. 體育與健康管理
健康相關健身，運動和運動⽣理學，運動營養，運動處⽅，護理和預防運動損傷，急救實踐訓練，運動⼼理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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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份數2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63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醫務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為因應健康產業持續蓬勃發展，並以培育優秀健康產業經營管理⼈才為⽬標，在課程設計上兼顧管理、基礎醫學、資訊與統
計領域，主要在培育醫療服務與健康產業管理專業⼈才。本系課程設有"經營管理"、"服務⾏銷"與"醫療事務"模組，配合專題製
作、專業實習與業師協同教學，可培育管理專業與實務技能。並輔以證照考照輔導，讓畢業⽣具有就業之即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
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69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齡福祉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口結構⽼化的發展趨勢已成為社會經濟、產業與福利亟需⾯對的重⼤議題，本系以培育優質的樂齡健康服務與事業經營管理之
跨領域整合型的專業⼈才，結合養⽣調理與事業管理的課程，配合專題製作、專業實習與業師協同教學，培育專業與實務技能，
並輔以證照考照輔導，以解決⾼齡化社會所產⽣的問題，健全健康⽣活品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7
聯絡電話 886-6-2533131
傳真 886-6-2546743
地址 710301台南市永康區尚頂⾥南台街1號
網址 https://www.s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無僑⽣專屬獎學⾦
請有意願申請住宿之境外學⽣⾃⾏上網⾄本校新⽣專區登記，再由⽣輔組確認後請學⽣預先繳床位費後，再統籌安排。
南臺科技⼤學秉著「發展科技與⼈⽂並重的多元學習學程，培養學養兼具的優質⼈才」及「⽴⾜台灣、放眼世界的國際化
佈局」的理念進⾏辦學，並以成為國際頂尖科技⼤學為⽬標。 商管學院各系皆已通過AACSB認證，⼈⽂社會學院於台灣
教育部科⼤評鑑中皆獲得通過，⼯學院全數系所及數位設計學院通過IEET⼯程及教育認證。2018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
補助，核定⾦額達1億7,276萬元，為私⽴科技⼤學最⾼、全國科⼤第六；2019年再度獲得補助⾦額1億8,357萬元 。
2006~2017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8億1,381萬元，累計補助全國科⼤第⼆，私⽴科⼤第⼀；教育部「發展典
範科技⼤學計畫」私校最⾼補助累計5.22億元，全國私⽴科⼤第⼀，在全國科⼤中亦名列第五。

2498 南臺科技⼤學 機械⼯程系⾃動化控制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utomatic Control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組教學在培養學⽣具廣泛⾃動化技術、機電整合實務及電腦整合設計與製造為⽬標，使具有協助廠商⽣產⾃動化及產業升
級，研發⽣產機具與維修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4 南臺科技⼤學 機械⼯程系先進⾞輛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dvanced Vehicle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組教學在培養學⽣具有先進⾞輛設計、感測與控制、及汽⾞檢修等實務技能，以從事⾞輛之研發設計、製造、檢驗、⾏銷、
維修、技術諮詢、開發新型⾞輛及汽⾞經營管理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9 南臺科技⼤學 電機⼯程系控制與晶⽚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ntrol and Chip Program)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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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組在培養統合電機⼯程與先進科技的⼯程師，具備獨⽴解決問題、結合⼯程與管理、及創意研發與系統整合之能⼒；並致⼒
於學理與實務兼備之應⽤技術，從事電機⼯程及相關領域的研發，結合產業趨勢與前瞻願景，促進電機⼯程之廣泛應⽤；擬定智
慧型機器⼈控制應⽤、嵌⼊式晶⽚設計、及智慧型控制應⽤為本班發展的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04 南臺科技⼤學 電機⼯程系電能資訊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ower and Information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組在培養統合電機⼯程與先進科技的⼯程師，具備獨⽴解決問題、結合⼯程與管理、及創意研發與系統整合之能⼒；並致⼒
於學理與實務兼備之應⽤技術，從事電機⼯程及相關領域的研發，結合產業趨勢與前瞻願景，促進電機⼯程之廣泛應⽤；擬定綠
⾊能源、電⼒電⼦應⽤、及智慧電網為本班發展的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05 南臺科技⼤學 電機⼯程系⽣醫電⼦系統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Biomedical Electronics System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組在培養統合電機⼯程與先進科技的⼯程師，具備獨⽴解決問題、結合⼯程與管理、及創意研發與系統整合之能⼒；並致⼒
於學理與實務兼備之應⽤技術，從事電機⼯程及相關領域的研發，結合產業趨勢與前瞻願景，促進電機⼯程之廣泛應⽤；擬定醫
療照護、檢測/診斷型醫療器材、及⾼階醫療器材為本班發展的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01 南臺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之發展⽬標，主要是為培育國家所需之硬體⼯程師、系統規劃⼯程師、程式設計⼯程師、韌體設計⼯程師、產品開發⼯
程師、業務⼯程師。本組教學分為「系統應⽤」學程及「系統整合」學程，課程內容都是與軟硬體設計、單晶⽚或嵌⼊式系統應
⽤相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00 南臺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在培養光電⼯程領域之優秀⼯程師，具備實務專業技能、創新思考、獨⽴解決問題、⼯程系統整合之能⼒，並培養
具備規劃、管理、協調、整合能⼒之⼈員，結合產業趨勢與前瞻願景，促進光電⼯程之專業應⽤，期使具備宏觀視野、終身⾃我
學習成⻑與社會關懷之專業⼈才，提升⾯對⾼科技快速變遷之競爭⼒。
本系為光電與半導體學系，在學習課程中有動⼿操作實作之設備，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與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與溝通能
⼒，運⽤肢體操作半導體儀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67 南臺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本系培育化學⼯業、材料⼯業(含有機材料及電⼦化學材料相關產業)所需之製程、檢測分析、研發助理等⼈才；並致⼒於學理
與實務能⼒之養成，以符合相關產業之需求。期許學⽣成為兼具專業能⼒、⼈⽂素養與社會關懷之⼈才。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需透過雙⼿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定結
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聽覺障礙者，如於配戴調頻助聽器系統(上課時⽼師需配合
佩戴)後就可以聽到，即適宜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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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68 南臺科技⼤學 ⽣物與⾷品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1.本系教學⽬標在培養⽣技與⾷品產業所需之產品研發、功效與安全檢驗分析及產程開發等專業能⼒，並致⼒於學理與實務兼備
以及運⽤⽣物技術於⽣技與⾷品相關產業之能⼒。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需透過雙⼿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定結果。
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聽覺障礙者，如於配戴調頻助聽器系統(上課時⽼師需配合佩戴)後
就可以聽到，即適宜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02 南臺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資訊科技系統整合與程式設計應⽤之教育⽬標。我們強調實務與理論並重的學習，從事基礎性、應⽤性、前瞻性、與整合
性之學術研究，並透過實際的產品研發程序培養資訊科技系統應⽤⼈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8 南臺科技⼤學 ⼯業管理與資訊系⼯業管理組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Industrial
Management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管組教學⽬標在培養具提昇產業經營績效之⽣產管理⼈才。課程設計注重理論與實務、結合管理科學與資訊技術、重視國
際化，加強外語表達能⼒，並規劃「⽣產與物流管理」及「品質管理」2個學程加強專業能⼒，培養產業界所需之優秀⽣產管理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14 南臺科技⼤學 ⼯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商務組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E-commerce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系電⼦商務組教學⽬標在培養具提昇商務網路經營績效之電⼦商務管理⼈才。課程設計注重理論與實務、結合管理科學與資訊
技術、重視國際化，加強外語表達能⼒，並規劃「電商經營管理學程」及「電商系統管理學程」2個學程加強專業能⼒，培養產
業界所需之優秀電⼦商務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
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 5. ⾃傳(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3 南臺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規劃為結合國家經建發展重點的學系，為配合台南科學園區與台南科技⼯業園區，訓練學⽣⾼科技產業技術。本系師資優
良，皆具有實務經驗，同時積極參與⼯商企業產學合作，實務與理論並重。本系之教育⽬標將在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原則下，培育
兼具資訊技術及管理能⼒之資訊管理技術⼈才，在教學、設備及課程規劃上著重於規劃，管理及發展資訊系統的實務經驗及整合
能⼒，輔以管理理論及應⽤實務研究，以期能符合產業升級及經濟發展的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
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 5. ⾃傳(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4 南臺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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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未來能為企業規劃經營策略、執⾏資源整合、並有效管理企業之管理⼈才。課程⽅⾯的設計秉持著以五管為基礎，強調可建
構學⽣專業領域的系統化課程設計，並規劃出『⾏銷與專業銷售程』、『⼈⼒資源管理』等⼆個主要專業學程，讓學⽣可根據個
⼈的⽬標，選擇適當的專業領域進⾏深度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
⽂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5 南臺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育宗旨在培育具有就業競爭⼒的之⾏銷與流通管理⼈才；教育⽬標為培養具國際視野、創新思維、社會關懷、整合專業
能⼒之管理⼈才，期許學⽣能具邏輯思考、職業倫理、專業素養、以及解決問題能⼒之⾏銷與流通管理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5 南臺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在培養觀光休閒遊憩產業之專業⼈才，具備規劃和執⾏之能⼒。本系實施校外三明治教學，⽇⽂能⼒認證，與⽇
本、英、德、美、紐、澳、荷蘭等國外知名⼤學締結姐妹校，並⿎勵學⽣參加國外參訪實習及研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7 南臺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標在培育⼤學部學⽣成為具備國際觀、外語能⼒以及國際商務之實務技能，並為各企業所樂⽤之基層國際貿易與企
業經營管理⼈才。本系同時提供全英語授課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7 南臺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術德兼備之財務⾦融管理⼈才為教育⽬標，在教學上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並加強⼈⽂素養、外國語⽂與資訊科技
運⽤能⼒之訓練，且配合台灣與亞洲地區不斷變化的需求，提供具備現代專業知識與國際觀之財⾦⼈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6 南臺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通過美國著名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認證，旨在培養符合產業趨勢與需求之具有國際觀、創新研發與實務運⽤能⼒、敬業熱
忱之餐旅專業⼈才。本校與歐、美、⽇等國外知名⼤學締結姐妹校，並⿎勵學⽣進⾏國外參訪實習及交換研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5 南臺科技⼤學 國際商務學⼠學位學程(僅招收外籍⽣)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學程⽬標在於培養具備優秀英語能⼒與國際觀的企業經營⼈才，採全英語授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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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英⽂⾃傳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8 南臺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教授會計專業知識及企業專業軟體操作為主要⽬標。教學著重理論與實務並重，課程內容涵蓋會計稅務與資訊應⽤範疇，
並且輔導學⽣取得各項證照，以培養出企業所需之會計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9 南臺科技⼤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的教學規劃涵蓋「數位媒體製播」及「多媒體與特效」兩⼤領域，除強調現代化科技傳媒的學術訓練和專業精神之外，期
望培養學⽣具有「專業素養、國際視野、社會關懷」之⽂化內涵與數位化專業媒體的實務製播能⼒，期望學⽣成為兼具⼈⽂關
懷、創意思考與專業技能的新媒體尖兵。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1 南臺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ommercial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1.本系乃因應我國在⽂化創意產業、設計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的⻑期發展趨勢與⼈才需求而設⽴，並結合學校「培育兼具⼈⽂
化、科技化、創新思維及國際視野的務實致⽤之優秀⼈才」與數位設計學院「培養兼具創意、美學、科技素養的新時代數位設計
⼈才」的教育⽬標，以及在校、院中⻑程發展⽬標下，經周延的設計產業趨勢、⼈才需求及系、院、校的分析，訂定系所本身的
整體發展⽬標為「培育設計產業所需⼈才，協助產業提升⽂化創意研發⽔準」。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
集(選) 6. ⾃傳(選)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60 南臺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 Animation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1.本系乃因應我國在⽂化創意產業、設計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的⻑期發展趨勢與⼈才需求而設⽴，並結合學校「培育兼具⼈⽂
化、科技化、創新思維及國際視野的務實致⽤之優秀⼈才」與數位設計學院「培養兼具創意、美學、科技素養的新時代數位設計
⼈才」的教育⽬標，以及在校、院中⻑程發展⽬標下，經周延的設計產業趨勢、⼈才需求及系、院、校的分析，訂定系所本身的
整體發展⽬標為「培育設計產業所需⼈才，協助產業提升⽂化創意研發⽔準」。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
集(選) 6. ⾃傳(選)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42 南臺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活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reative Lifestyle Design
Program)
系所分則
1. 本系乃因應我國在⽂化創意產業、設計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的⻑期發展趨勢與⼈才需求而設⽴，並結合學校「培育兼具⼈⽂
化、科技化、創新思維及國際視野的務實致⽤之優秀⼈才」與數位設計學院「培養兼具創意、美學、科技素養的新時代數位設計
⼈才」的教育⽬標，以及在校、院中⻑程發展⽬標下，經周延的設計產業趨勢、⼈才需求及系、院、校的分析，訂定系所本身的
整體發展⽬標為「培育設計產業所需⼈才，協助產業提升⽂化創意研發⽔準」。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
集(選) 6. ⾃傳(選) 7. 讀書計畫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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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2 南臺科技⼤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Entertainment Science
系所分則
1.本系專注於培育台灣「遊戲動漫產業」⼈才的⼤學系所，具備⼤學部、進修部及碩⼠班之完整學制；教師陣容堅強，專⻑涵蓋
遊戲美術設計、遊戲程式設計、3D動畫設計、漫畫創作、視覺特效等，並有4位轉聘⾃業界之重量級專技教師。⾃成⽴以來，致
⼒於教學及研究產業化，創造卓越產學合作績效及亮眼的學⽣表現，在歷年各⼤競賽中技壓群雄、屢創佳績，畢業⽣就業遍佈於
各⼤知名遊戲公司，如智冠科技、鈊象電⼦、中華網⿓…等，已成為台灣遊戲動漫⼈才的重要搖籃。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
集(選) 6. ⾃傳(選)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0 南臺科技⼤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1. 本系以「培育產品設計專業⼈才，以設計促進產業升級」為設⽴宗旨，專注於產品設計之教學與研發⼯作，契合業界需求以產
品設計、製造⼯藝以及使⽤者體驗之介⾯互動設計為主要發展⽅向。學校辦學優良且⼤⼒⽀持，本系專兼任教師皆為設計背景並
具豐富業界資歷，系上空間及各項設計專業軟硬體兼備，配合紮實設計課程規劃及產學型設計訓練，為臺灣設計實務導向之產品
設計優質系所。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
集(選) 6. ⾃傳(選) 7.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9 南臺科技⼤學 流⾏⾳樂產業系 Department of Popular Music Industry
系所分則
本系為全國⾸創培育流⾏⾳樂產業⼈才之科系，課程規劃涵蓋產業所需之四個專⻑領域：
⼀、創作表演：培育學⽣具備流⾏歌曲詞曲創作、演唱、演奏（包括鍵盤、電吉他、電⾙斯、爵⼠⿎）之能⼒。
⼆、演藝經紀：培育學⽣具備演唱會企劃與⾏銷、會場布置與管理、藝⼈合約、唱⽚製作等⽅⾯之能⼒。
三、錄⾳後製：培育學⽣具備錄⾳⼯程（錄⾳、混⾳、後期製作）之能⼒。
四、舞臺製作：培育學⽣具備舞臺技術 (舞臺搭建、現場⾳控、燈光設計、舞臺影像媒體製作、舞臺美術設計 ) 之能⼒。
學⽣依據⾃身之興趣與能⼒由「⾳樂創作及展演」或「影⾳科技及舞台製作」⼆項專⻑擇⼀做為整個學習的主軸，同時修習「演
藝經紀」之課程，使學⽣成為跨領域且專業之流⾏⾳樂產業⼈才。本系課程包含理論與實作, 須具備聽覺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得獎證明、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作品集(必)：得獎證明、⾃彈或⾃唱的CD/影⽚連結、創作曲需附詞曲影本或電⼦檔…等等 6. ⾃傳(必)：請於⾸⾴註明
姓名、申請學校、系別、⼊學後想學習之專⻑科⽬ 7.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9 南臺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培育具備紮實英語⽂能⼒、科技應⽤技能、跨⽂化素養與國際觀，以從事創意表達、英語教學、國際商務或觀光會展
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1 南臺科技⼤學 應⽤⽇語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在配合產業變化及擴展國際視野，培育具有觀光、商業、口筆譯及服務產業等專業技能之優秀⽇語⼈才。部分課程
邀請產業界主管前來授課，講解業界現況。並開設輔導課程，⿎勵學⽣考取⽇語能⼒測驗N2、N1合格證書，以協助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必)：中⽇⽂皆可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20 南臺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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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秉持「愛」與「榜樣」的教育信念，建構教保專業知識內涵、專業技能以及專業倫理信念，期望培育具備本⼟意識及國際觀
點之「慈愛」、「智慧」與「能⼒」之專業教保⼈才。主要培育1.兼具健康照護理論與實務之保⺟⼈員，2.兼具教保理論與實務
之教保⼈員，3.具備早期療育、藝術展演等第⼆專⻑，及4.具備從事兒童遊憩相關產業⼯作之專⻑等多⾯向能⼒之教保⼈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3 南臺科技⼤學 ⾼齡福祉服務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Service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國際競爭⼒、⼈⽂關懷精神及優質多元「健康照顧」與「⽣活福祉」服務職能之⾼齡服務專業⼈才為教育⽬標。提
供跨院系的卓越師資團隊，包括醫學、中醫、護理、⻑照產業經營管理、AI、健康照顧、⽣活福祉與教育等。課程設計強調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為培育及提升學⽣在⾼齡服務實務與理論之能⼒，以及解決問題和⽅案規劃的能⼒，本系特別加⼊專題研究課
程，針對⽬前⾼齡福祉服務相關議題進⾏研討，以達成培養學⽣運⽤所學解決實際問題、⽅案規劃之分析及決策⼒。此外，為讓
學⽣驗證所學，強化實務能⼒，特於四年級，開設「⾼齡服務實務實習」，進⾏⾼齡照顧實務與服務企業實習，以縮短學⽤落
差，並提⾼學⽣的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學⽣幹部證明、專題成果作品、相關證照、中英⽂能⼒相關證明⽂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5. ⾃傳
(選)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景⽂科技⼤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3
聯絡電話 886-2-82122000
傳真 886-2-82122199
地址 23154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網址 https://www.j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203.64.67.223/rule/rules/A003-107-5-22-1hg.pdf
新⽣優先分配住宿,其他
⼀、男⼥兼收。 ⼆、本校教學設備完善，所有教室皆有e化週邊及投影機設備。專業教室設有軟硬體廣播系統以提升教學
品質。校園並建置有無線上網及教室有線網點設備。 三、本校備有冷氣、網路等設施完善之學⽣宿舍，遠地新⽣優先申
請。 四、有關本校之各類教學資源概況及各項獎學⾦之提供，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s://www.just.edu.tw。
五、本校⽇間部學雜費為國內所有私⽴科技⼤學及技術學院中收費較低，2020年⼯學院49,628元、商學院43,160元。
六、本校交通便利，有新店客運「綠10」經新店捷運線⼤坪林站4號出口及指南客運「897」經中和新蘆線景安站⾄本校
校⾨口，另開⾞由安坑交流道經由安⼀路到本校僅需5分鐘。 七、世界第⼀所ISS國際安全學校認證通過之科技⼤學。國
際化成果豐碩，屢獲教育部海外國際遊學志⼯、海外體驗學習獎助學⾦等經費補助。 ⼋、2020《1111⼈⼒銀⾏》企業最
看好年輕潛⼒⼤學，北區第⼀。 九、教育部2014年⾸次辦理之科技⼤學認可制評鑑，本校校務類、專業類系所全數通
過。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77 景⽂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Culinary arts Division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必修課程為餐飲實作，學⽣均需親⾃操作，料理時具有⼀定的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四、「海外參訪研習」為選修課程，修課者約需⾃費新台幣$76,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五、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52 景⽂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Management Division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必修課程為餐飲實作，學⽣均需親⾃操作，料理時具有⼀定的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四、「海外參訪研習」為選修課程，修課者約需⾃費新台幣$76,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五、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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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6 景⽂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Baking Art Division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必修課程為餐飲實作，學⽣均需親⾃操作，料理時具有⼀定的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四、「海外參訪研習」為選修課程，修課者約需⾃費新台幣$76,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五、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8 景⽂科技⼤學 旅館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三、本系所開設之海外參訪研習課程，學⽣需⾃付所有費⽤(費⽤約新台幣72000元)，惟針對特殊條件同學，可申請海外參訪研
習課程替代⽅案。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53 景⽂科技⼤學 旅遊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Division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三、「海外參訪研習」為必修課程，約需⾃費新台幣$75,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41 景⽂科技⼤學 旅遊管理系休閒遊憩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Division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三、「海外參訪研習」為必修課程，約需⾃費新台幣$75,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55 景⽂科技⼤學 旅遊管理系旅⾏業經營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Division of Travel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三、「海外參訪研習」為必修課程，約需⾃費新台幣$75,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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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劃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86 景⽂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Visual group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平⾯繪畫、⽴體造型、影像藝術、繪圖軟體)，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三、本系⼤四課程專題設計(必修，畢業專題)所需費⽤約新台幣8000元。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集(必)：作品集及作
品著作權切結書⼄式 6.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53 景⽂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時尚⼯藝組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Fashion craft group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屬⼯藝、⽴體造型等)，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三、本系⼤四課程專題設計(必修，畢業專題)所需費⽤約新台幣8000元。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作品集(必)：作品集及作
品著作權切結書⼄式 6.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42 景⽂科技⼤學 應⽤外語系英⽂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Division
系所分則
⼀、使⽤中、⽇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聽、說、讀、寫、譯等五項技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功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三、本校與⽇本別府⼤學市⽴尾道⼤學、東北⽂⼤學為姊妹校，本組每年派遣三年級且通過「⽇本語能⼒試驗N3」以上學⽣進⾏
短期留學，並互訂學分抵免辦法，取得姊妹校⼤學學分同學均可抵免當學期所有之⽇語相關課程。
四、本組積極推動國內外企業實習，多年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之補助，輔導學⽣利⽤暑假期間赴⽇進⾏海外實習，完成此項
實習之學⽣可取得「企業實習」學分。
五、本組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43 景⽂科技⼤學 應⽤外語系⽇⽂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Division
系所分則
⼀、使⽤華中、英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聽、說、讀、寫、譯等五項技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功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三、本組學⽣⾃96學年度起，每年均有三年級學⽣參加雙聯學制（學海⾶颺）甄選通過，獲得教育部之補助，前往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留學⼀年，修完學分後，可獲得⼆校畢業證書。
四、本系組多年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之補助，輔導學⽣利⽤暑假期間赴美國關島⼤學及PIC飯店進⾏海外實習，完成此項實
習之學⽣可抵免「實習」課程。
五、本系組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80 景⽂科技⼤學 國際貿易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養國際貿易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企業實習，故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
本能⼒。
三、本系實習課程係選修課程，實習期間無須負擔任何費⽤。校外教學部分，由任課⽼師視需要而進⾏安排，參加同學需⾃⾏負
擔交通費⽤與保險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系學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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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81 景⽂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養企業管理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企業實習，故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
本能⼒。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83 景⽂科技⼤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Tax Planning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培養學⽣於理財與稅務規劃領域之專業技能，並且發揮敬業樂群及負責合作之精神，以具備就業競爭⼒。
三、本系實習課程無需繳交額外費⽤，⼤部分與本系建教合作實習單位會發給實習津貼。
四、本系與「台灣財富管理規劃發展協會」共同推動電腦化理財規劃教育。
五、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7 景⽂科技⼤學 ⾏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系 Department of Mobile Commerce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養⾏動商務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企業實習，故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
本能⼒。
三、本系實習課程系選修課程，實習期間無須負擔任何費⽤。校外教學部分，由任課⽼師視需要而進⾏安排，參加同學需⾃⾏負
擔交通費⽤與保險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9 景⽂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養⾏銷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企業實習，故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本能
⼒。
三、本系實施國內校外實習課程，⽏需繳交額外實習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畢業前應取得之專業能⼒點數及語⽂能⼒測驗，則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49 景⽂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為電腦通訊相關課程，需⼤量使⽤資訊儀器，同學均須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通訊基礎專業知識及實驗技能。
三、本系實習課程為選修課程，校外教學、參訪融⼊課程，⽏需負擔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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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50 景⽂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為資訊相關課程，需⼤量使⽤資訊儀器，同學均須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資訊基礎專業知識及實驗技能。
三、本系實習課程為選修課程，⽏需負擔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畢業前應取得之專業能⼒點數及語⽂能⼒測驗，則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書影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
推薦學⽣在校優良表及事蹟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取得相關證照、獎狀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5. 讀書計畫書(必)：中⽂留
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2
聯絡電話 886-7-7811151
傳真 886-7-7830546
地址 83102⾼雄市⼤寮區永芳⾥進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fy.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ntlstudent.fy.edu.tw/files/13-1059-7853.php?Lang=zh-tw
新⽣保障住宿,其他
⼀、 1958年成⽴，台灣領先發展的醫護優質品牌科技⼤學，世界網路⼤學排名(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 排名台
灣科⼤Top 10，醫護專業排名Top 3，教育部評鑑訪視全部通過，⼯程相關系科IEET國際認證，近萬名學⽣規模。 ⼆、
台灣唯⼀具有附設醫院之科技⼤學，設置國際⽔準之健康照護、醫學檢驗、物理治療、美容、⾷品營養、幼兒保育、環境
檢驗等醫護與技能檢定中⼼。 三、 本校與多個上市產業合作，上百間多元實習訓練機構，提供國內國外有薪實習機會。
業界雙師教學，讓你理論與實務兼備。 四、 台灣教育部公佈⼤學畢業⽣就業率，輔英全台第3，90%雇主對畢業⽣所學
滿意。護理師、助產師、物理治療師、醫檢師、職業安全衛⽣管理等專⾨技術⾼考證照，輔英考證通過率⾼於台灣各⼤學
平均值，護理師、營養師、⼯礦技師等更榮獲榜⾸。 五、 保證⾼額獎學⾦，個⼈申請第⼀志願錄取本校享第⼀年學雜費
全免，第⼆年後依成績可續享學雜費半免或全免（獎學⾦詢問⽅式：E-MAIL：OIA@fy.e du.tw；聯絡電話：+886-7781-1151，分機：2402。

3287 輔英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護理學⼠班的⽬的在於培育具備臨床照護能⼒之護理⼈員，整體課程符合台灣的護理執照考試規定。以下為本系的部分成就與
特⾊。
1.優秀的專業教學成果。2019年代表台灣參加俄羅斯國際技能競賽獲護理照護類優勝；台灣護理技能競賽常勝軍，2018年⾦、
銀、銅牌全數囊擴，是培育台灣及國際級「護理健康照顧」選⼿的搖籃。
2.開拓學⽣國際視野及深植⼈⽂關懷情操，提供國外⻑短期研習、參訪、⾒(實)習及國內外志⼯服務等交流學習。
3.開辦各式特⾊學程，並與業界合作開辦產業及優良就業學程，如：護理資訊、⾼齡照護、臨床照護等學分學程，提升學⽣的就
業競爭⼒。
4.畢業⽣的職場適應⼒全台最佳，台灣多所醫學中⼼⼀半以上護理⼈員是本系畢業⽣。
5.畢業⽣遍佈世界各地，更是台灣護理照護的菁英，從醫學中⼼到⻑期照護，多有本系畢業⽣擔任從副院⻑、護理部主任、督
導、護理⻑、照護機構負責⼈等領導職位；在教育界更有護理學院院⻑、護理系主任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師⻑推薦函(必)：推薦函1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例如：各項檢定、得獎事蹟證明、志⼯服務等) 8. ⾃傳(必)：中⽂⾃傳
（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及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0 輔英科技⼤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ealth-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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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以「管理職能」、「健康照護」、「基本能⼒」與「博雅涵養」為課程重點；專業核⼼課程分為健康照護知能與健康事業管
理兩個課程模組。教學⽅⾯透過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實務參訪、實習課程、⾼齡學分學程、就業學程、證照輔導，強調理論與
實務結合，課室教學與臨床實習並重，以培育具備健康知能及資料分析能⼒之健康機構(包括醫療院所、連鎖藥局、健身中⼼、⻑
照機構等)經營企劃幕僚及管理幹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88 輔英科技⼤學 物理治療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1.⾼齡物理治療：台灣⼈口結構邁⼊⾼齡化，在⾼齡⻑期照護⽅⾯的物理治療專業⼈才需求更為迫切化。本系規劃培育⾼齡物理
治療專業⼈才之特⾊學分學程，近年獲得教育部技職再造經費補助2200萬元，以落實本系近中程發展⽬標-「成為南台灣培育⾼
齡物理治療專才的學系」。
2.動作分析：本系動作分析實驗室擁有最完整的動作精密儀器設備，可在肢體之關節部位做標誌，以紅外線攝影機記錄⼈體動作
時之運動軌跡，經由程式運算分析，完成運動學的分析記錄，同時分析肌⼒及關節受⼒。
3.輔具設計：本系開設輔具學與實習課程，讓學⽣瞭解各式輔具的功能並結合⾼齡物理治療概念，⿎勵師⽣研發創新輔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
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社團表現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必)：相關檢定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
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7.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89 輔英科技⼤學 保健營養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秉持「營養預防、保健養⽣」之教學⽬標，配合產業界之需求，培育學⽣成為兼俱紮實營養知識和嫻熟專業技術的保健營養
專業⼈才。⽬前畢業⽣分佈於營養、⽣技、醫藥、護理、餐飲與⾷品等健康促進專業領域。
1.預防保健與營養照護：
本系秉持「營養預防、保健養⽣」之教學內涵，配合當前產業界之需求，培訓具有紮實營養知識、嫻熟專業技術與重視⼈道關懷
的學⽣。
2.強化專業技能與提升學理養成：
教學特⾊為理論與實務結合，透過產學合作、專題製作、業界實務參訪、實作課程，培養學⽣構思與團隊合作能⼒，增進職場技
能與優勢。
3.專業技能與職場結合：
(1)開設專業技能課程，包含：營養模組-強化營養與醫學健康之整合，培養營養產業相關⼈才，輔導證照為專技⾼考與公職「營
養師」。保健⾷品模組-培育保健⾷品及衛⽣檢驗產業⼈才，輔導證照為「保健⾷品⼯程師」、「⾷品分析與檢驗技術⼠」等。健
康餐飲模組-培育健康餐飲產業⼈才，輔導證照為「中餐烹調技術⼠」、「烘焙技術⼠」、「HACCP」衛管⼈員等。
(2)配合營養師考試與專業實務能⼒養成之需求，規劃醫療院所、團膳機構、公私⽴⾷品研究發展、營養⽣醫所之實習課程，提升
學⽣對職場之認識與實務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
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80 輔英科技⼤學 健康美容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Beauty
系所分則
1.全國培育「醫學美容諮詢師及醫學美容師」最專業的⼤學。
本系培育具備
「醫學美容與中醫美容」精緻照護⼈才
「經絡美體與芳療紓壓」健康照護⼈才
「時尚美妝產業微型創業」專業⼈才
2.本系重視產業實習與多家醫美診所、美容、美髮、美體、婚紗企業簽訂MOU實習合約，「基礎醫療」課程與「專業造型」課程
師資強⼤陣容積極拓展實習領域延伸實習課程強化產業師資並開設就業學程提升就業率。
3.積極⿎勵同學全⽅位學習，增加醫學保健知識與技術技能同步學習。醫學保健模組課程：中草藥概論、⼿⾜保養與護理、中醫
美容、美容養⽣藥膳、中華藥美容應⽤、⾃然醫學概論、⽪膚科學、頭⽪與毛髮護理、抗⽼化醫學、藝術治療、特殊芳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必)：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必)：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
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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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2 輔英科技⼤學 環境⼯程與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系所分則
1.培育具備「專業、務實、跨域、美感」特質環境實務專業⼈才為⽬標。
2.課程設計涵蓋環境中⽔質、空氣、廢棄物、⼟壤、地下⽔、環境教育、節能等構⾯，全⽅位了解環境問題與解決⽅案。
3.強調實務能⼒學習，每學期均開設環境污染物檢測分析、⼯程圖說、環⼯機電、環⼯實務、實務專題等實作課程。
4.強調實務致⽤，畢業即就業，全⾯推動⼤四整年有薪實習，畢業後合作企業優先錄⽤。
5.強調證照輔導課程，協助學⽣畢業前取得「勞動部下⽔道設施操作維護-機電設備」⼄級技術⼠證照、「下⽔道設施操作維護⽔質檢驗」、「環保署環境教育⼈員資格」、「勞動部⼄級技術⼠應考資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4.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4 輔英科技⼤學 職業安全衛⽣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系所分則
1.培育全⽅位安全衛⽣管理及技優專業⼈才為⽬標。
2.強調⾼職機械、電機、資電類群學⽣之學習銜接，開設基本電學、電⼯實習、環控空調模組等銜接課程。
3.課程設計涵蓋安全、衛⽣、消防、環控冷凍空調、節能等構⾯，全⽅位了解作業環境之安全衛⽣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的問題與
解決⽅案。
4.強調實務能⼒學習，每學期均開設作業環境測定實習、衛⽣管理實務、通⾵與空調實習、專業實習、實務專題等實作課程。
5.畢業即就業，全⾯推動⼤四整年有薪實習，畢業後合作企業優先錄⽤。
6.強調證照輔導課程，協助學⽣畢業前取得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管理」⼄級技術⼠證照、「安全衛⽣業務主管」，以及消防局
「防⽕管理⼈」等證照10張。
7.每年開設海外實習課程，增進學⽣國際視野與就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正本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
有助於審查之⽂件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
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3 輔英科技⼤學 應⽤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
系所分則
1.培育IEET國際認證專業化學⼯程師：全國科技⼤學唯⼀以化學專業結合材料技術的課程模組：培育以「化學為本，材料為⽤」
之產業專業⼈才，與科技產業產學攜⼿開設產業學院，引進業師協同教學，提供實習及就業機會，同時取得IEET國際認證⽂憑，
培育國際級化學技術及材料科技之產業專業⼈才。
2.培育國家證照級⾷品安全檢驗⼈員：本系為南部⼤學唯⼀同時具有化學、⾷品檢驗⼄丙級國家級證照考場，專業輔導化學、⾷
品檢驗⼄丙級證照現場即評考照，畢業即持有化學、⾷品檢驗⼄丙級專業證照，可成為⾷品藥妝與⺠⽣化⼯產業的專業品管⼯程
師。
3.培育⺠⽣產業之發酵釀造創業⼈才：教育部南區綠⾊化學教育資源中⼼，以「低資源、低汙染、低耗能、無毒性」為跨領域學
程課程核⼼技術、應⽤於⾷品發酵、酒類釀造、醋品製造等傳統產業，育成學⽣具備微型產業創新創業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4. 讀書
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5 輔英科技⼤學 ⽣物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本系教學⽬標乃在於培育我國⽣技醫藥產業中應⽤⽣技與製藥產業所需之「產品開發」與「科技檢驗」專業⼈才。教學特⾊具
有完善教學之管控，並適才教導，奠定學⽣優質的專業技能，提供產業優質⼈才。
2.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之⼯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為臺灣⽣物科技相關學系少數通過之學系，畢業⽂憑為國際認可，具
有申請國際專業證照與升學之⾨檻。
3.本系課程規劃以發展學⽣專業知識與技能需求之相關課程，發展特⾊包括基因科技、醱酵量產、⽣物製劑開發、農業⽣技以及
⽣物醫學應⽤，校友皆任職於⽣物製劑、農業⽣技、⽣技化妝品、⽣技⾷品等專業⼈員。校友皆任職於⽣物製劑、農業⽣技、⽣
技化妝品、⽣技⾷品等專業⼈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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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正本1
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資料審查之⽂件(例如：師⻑推薦函、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等) 5.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02 輔英科技⼤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學系發展特⾊：
(1)因應⾼速成⻑⾏動電⼦商務時代，培養數位⾏銷管理⼈才。
(2)因應龐⼤多元雲端應⽤服務商機，培養雲端技術應⽤⼈才。
(3)雲端物聯網技術整合，培養智慧健康資訊⼯程⼈才。
2.學系重要辦學績效：
(1) 本系通過IEET國際認證，課程教學品質受肯定，本系學歷國際通⾏無阻，畢業後就業選擇更多元。
(2)旗勝科技公司捐資數百萬，於本系成⽴「未來世界學習館」，打造⾼雄地區最完備的VR未來學習教室，產學合作以課程、專
題、實習⼀條⿓⽅式，培育VR優質專業⼈才。
(3)榮獲教育部⼀千九百⼋⼗萬補助，建置跨院系智能化精準醫療實作場域，培育精準醫療優質專業⼈才。
(4)本系學⽣每學年考取近百張國際專業證照，⼤幅提⾼學⽣職場競爭⼒。
(5) 系上強化課程與產業接軌，規劃多元實習課程，並全⾯推動⼤四整年有薪實習，畢業後合作企業優先錄⽤，畢業就業無縫接
軌。
(6)推動競賽導向專題實作計畫：菁英選⼿培訓計畫、專題實作制度改⾰、專題與實習場域結合計畫等等，提升學⽣競爭⼒。
(7)推動「學⽣學習社群」，提⾼學⽣學習成效。
(8)本系教學設備已達國家考試⽔準，六間教室提供「考選部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電腦試場」考試。
(9)推動電⼦商務規劃師證照輔導班、ACA 證照輔導班、MTA 證照輔導班、CCENT 國際證照輔導班、OCPJP國際證照輔導班、
iClone 3D 動畫⼈才國際認證輔導班等，提⾼學⽣證照通過率。
(10)申請通過勞動部補助⼤專校院辦理物聯網應⽤整合、⼤數據資料分析⼈才培育等相關就業學程，透過實務導向訓練課程，提
升學⽣就業能⼒。
(11)課程融合數位與醫療資訊，培養南台灣數位內容與醫療產業的資訊精英。
(12)透過業師協同教學、業師指導專題、業界參訪、校外實習、產學合作、就業學程，打造就學與就業互融環境，使學⽣沒有學
⽤落差並順利與職場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6 輔英科技⼤學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打造⼀南台灣度假飯店服務、智慧旅遊教育之休閒產業⼈才培訓基地--讓學⽣在具備醫護健康養⽣的環境基底中結合在地豐沛
的休憩產業合作網絡，並以重視專業實務技能訓練的三明治教學為走向，培育休閒產業優質⼈才。邁向「醫護休閒」、「數位休
閒」、「綠⾊休閒」之⼈才培育⽬標。
2.以渡假飯店服務管理為核⼼：訓練學⽣房務、櫃枱、禮賓、飲調與點⼼烘焙等實習所需的基本核⼼技能，了解實務操作的內
容。
3.輔以智慧旅遊數位規劃技能：搭配電⼦商務潮流趨勢，鍊結物聯網新型態的旅遊模式發展，提升休閒旅遊服務的商業價值，培
育學⽣創新、創意、創業的三創精神。
4.為養⽣綠⾊休閒發展闢出路：以養⽣綠⾊休閒服務為基礎，以功能性客制化旅遊發展為訴求，培育低碳綠⾊休閒旅遊規劃服務
⼈才，為養⽣旅遊、⽣態旅遊之客制化服務做出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在校歷年成績1
份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英⽂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英⽂檢定成績証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7 輔英科技⼤學 幼兒保育暨產業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Industrie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備『專業、倫理、關懷、健康』特質之托育服務與親⼦⽂教產業優質⼈才」為教育⽬標，培養學⽣具有「嬰幼兒
教保與親⼦教育發展理念」、「嬰幼兒教保與兒童產業知能與實務專業知識」、「嬰幼兒教保與親⼦教育推廣實務能⼒」、「嬰
幼兒教保與兒童產業⼯作能⼒」等核⼼能⼒。在學期間修習專業教保知能課程，畢業後即為合格教保員，可⾄公私⽴幼兒園擔任
中班與小班之教學，亦可擔任企業型幼兒保育或親⼦產業相關⼯作，發展客製化服務模式。
課程包括「嬰幼兒照護」、「幼兒教保」、「課後照顧」及「親⼦產業服務」等專⻑模組，並完整規劃「親⼦產業⾒習」、
「短期實作演練」、「校外⻑期實習」、「實務專題」、「海外⾒習」等之職場體驗內容，透過多元化實習場所的提供，增加學
⽣與實務界接軌的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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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8 輔英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1.紮實的專業基礎英語⽂能⼒培養：除中英翻譯課程外，專業及基礎科⽬採⽤英語授課。聘有多位外籍專業教師⽀援授課。
2.多元化的專業選修課程：除核⼼就業學程外，另規劃⽂化⽂學、語⾔學(含英語教學)、商管等專業選修課程。另外本系規劃國
際商務及⾏銷模組、國際醫療⾏政與⾏銷模組、以及航空服務產業模組課程，學⽣可選擇適才適性的課程，培養學⽣的第⼆專
⻑。
3.檢定考試及畢業英語⽂⾨檻：輔導學⽣參加英語⽂能⼒檢定考試，如TOEIC、GEPT等，並訂定本系畢業英⽂⾨檻，落實本職
學能的訓練。
4.國際視野：⿎勵本系學⽣攻讀雙主修或赴國外⼤學研修學分，提升英語⽂知能與國際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正本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
於審查之⽂件 4. ⾃傳(必)：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5. 讀書計畫書(必)：英⽂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6
聯絡電話 886-4-23323000
傳真 886-4-23742317
地址 413310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y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sc.cyut.edu.tw/p/404-1008-20519.php?Lang=zh-tw
新⽣保障第1學年住宿床位
⼀、 本校榮登2020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全球最佳⼤學排名1000+、全球最佳年輕⼤學排
⾏榜400+、亞太地區最佳⼤學排名300+、世界⼤學影響⼒排名301-400、全球新興經濟體⼤學排名401-500、亞洲地區最
佳⼤學排名400+、全球電腦科學領域排名600+，7項排名均為臺灣唯⼀進榜之私⽴科⼤。 ⼆、僑⽣及港澳⽣⼊學後，得
向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申請獎助學⾦。依本校海外華裔學⽣暨外國學⽣獎助學⾦設置辦法，每名學⽣得依成績申請成績
績優獎學⾦，⾄多可享學雜費全額補助 。 三、⾸次抵臺提供接機服務並保障第1學年宿舍床位。 四、 協助境外學⽣辦理
就學期間之新⽣接機、⼊住宿舍、註冊說明、體檢、居留證件申辦、⼿機⾨號申辦、聯誼活動、參與社團活動、參加校外
活動及銀⾏開⼾等各項作業。 五、 提供新臺幣8,000餘萬元獎助學⾦，如策略聯盟⼊學獎學⾦、海外遊學、交換學⽣、學
⾏優良及波錠獎學⾦等。 六、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95%，博⼠學位師資佔83%，師資結構領先臺灣私⽴學校，且優於部
份臺灣國⽴⼤學。 七、 《Cheers雜誌》國際及兩岸交流能量調查排名，「赴海外交換學⽣⼈數」TOP 20，連續3年蟬聯
私⽴科⼤第⼀。 ⼋、 本校設計學院連續兩年勇奪德國紅點⼤獎最⾼榮譽(Best of the Best)。 九、 國家圖書館公布台灣
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統計，本校學位論⽂被引⽤次數連續7年蟬聯全台科⼤之冠，論⽂書⽬被點閱總次數及論⽂全⽂下載
次數皆為私⽴科⼤第⼀。 ⼗、本校與國際學府簽訂交換學⽣及雙碩⼠，提供學⽣取得本校與國外名校碩⼠學位之機會。
⼗⼀、實施勞作教育，培養學⽣愛護校園與關懷社區精神。

1997 朝陽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以務實致⽤之辦學特⾊，積極打造以職能為導向之產學鏈，強化學校與企業的策略聯盟，共同攜⼿培育⼈才，創造「學
研產並⾏」之共享價值。另外，本系廣收國際學⽣，擴⼤與陸⽣、港澳⽣等境外學⽣交流活動，使教學與國際接軌。
⼆、本系承襲本校管理學院「創新思考、學⽤合⼀」之思維、「未畢業、先⼊⾏」及「跨域學習、跨境翱翔」之辦學特⾊、「學
研產並⾏、共創三贏」之教育理念，以財務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精神來設計課程，其內容涵蓋「財務⾦融」、「⾦融服務」、「⾦
融科技」等三⼤課群，以培養⼯商業、⾦融業、以及政府機構之財⾦專業⼈才為⽬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998 朝陽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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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特⾊：
呼應管理學院「企業到哪裡，朝陽就到那裡」之使命，本系整合教師專⻑，提供企業輔導與教育訓練，對象除⼯商企業外，
更涵蓋中部各⼯商協會與社團、⾮營利機構，並結合企業實習、畢業專題以提昇師⽣實務經驗。
⼆、課程特⾊：
(1)模組化課程設計︰融合傳統五管的課程設計規劃出創新經營模式、企業流程規劃、⾏銷業務企劃三⼤模組課程，引導學⽣選
課。
(2)特⾊課程︰創意思考、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創新事業規劃。
(3)應⽤性課程：專題、實習、經營管理實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1 朝陽科技⼤學 保險⾦融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系所分則
⼀、專業特⾊：
1.⾦融研究中⼼，供教職員⽣保險諮詢服務及學⽣實務操作之機會。
2.保險理財規劃暨創意⾏銷競賽模擬系統及線上財⾦證照模考系統，提升學⽣⾦融保險理財之能⼒。
3.暑期/企業/海外實習、增進產業與學術交流、產業學院推動、校校企合作及與⼤陸姐妹校的學⽣交流等。
⼆、課程特⾊：
1.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課程分為保險經營模組及⾦融理財模組，使學⽣瞭解各種⾦融保險專業知識。
2.滿⾜學⽣對基本保險⾦融理論之需求外，並著重於職場保險課程之設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2 朝陽科技⼤學 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學部的教育⽬標為「培養具專業技能、專業倫理、敬業態度、國際視野及終身學習能⼒之會計⼈才」，在此教育⽬標
下設計課程規劃，主要精神在兼顧學⽣專業能⼒、實⽤能⼒及業界需求，本系貫徹與⼀般企業、會計師事務所或會計資訊系統服
務公司維持校外實習、校外參訪、專業課程講座等多⾯向的合作關係，⽬前本系設有⼤學⽇間部12班、研究所2班，共計14班，
學⽣⼈數近700⼈。
⼆、課程特⾊：
(1)教學上兼顧會計理論與實務。
(2)課程上區分為會計、租稅法及會計資訊三⼤模組。
(3)建構「會計審計虛擬實驗室」，訓練學⽣會計審計實務軟體的操作技能。
(4)成⽴「稅務暨會計諮詢服務中⼼」，掌握會計實務發展趨勢。
(5)規劃專業證照輔導課程，積極協助學⽣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6)完整的校外實習系列課程，使學⽣畢業皆能⽴即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
家庭狀況/個⼈學經歷/個⼈特質、專⻑/申請動機/證照取得/獲得之榮譽/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3 朝陽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Service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以「綠⾊旅遊」、「運動休閒」、「餐旅管理」為發展主軸，透過2個中⼼與8個專業教室，培養學⽣學術與實務能⼒，
未來將持續充實專業教室軟硬體，輔導學⽣取得休閒相關證照並提升市場競爭⼒。
⼆、課程特⾊：
配合健康、永續、環保與樂活之休閒⽣活理念，依據發展主軸，將課程模組化，課程講授並配合專題演講、產業講座、校外
參訪、業界⾼階管理幹部之協同教學及實做演練等⽅式進⾏，強化學⽣實務能⼒及職場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選)：作品集 5.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4 朝陽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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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特⾊：
本系以培養「⾏銷、流通與連鎖企業管理之專業⼈才」為教育⽬標。課程結合教學三部曲之創新教學模式、競賽、證照、專
題與實習等，並建置多元實驗室，引領學⽣掌握業界現況與產業需求。本年度已建置全通路⾏銷專業實驗室，以協助台灣連鎖產
業未來科技化發展。
2.課程特⾊：
本系以「善⽤⾏流技術，融⼊連鎖實務」為主軸，⾏銷管理領域以產品與品牌、定價、通路與促銷為主，重視企劃與市場開
拓；流通與連鎖管理領域以符合連鎖產業潮流與精神，整合商流、物流、⾦流與資訊流技術，提升連鎖企業競爭優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2 朝陽科技⼤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Golden-Ager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專業特⾊：
以務實致⽤之辦學特⾊，積極打造以職能為導向之產學鏈，強化學校與企業的策略聯盟，共同攜⼿培育⼈才，創造「學企並
⾏」之共享價值。本系辦理教育部「樂齡⼤學」、「樂齡學習中⼼」；配合衛⽣福利部、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托中⼼
「⻑青快樂學堂」、「⻑青學苑」，讓「銀髮族」常態性的進駐本系專業教室，堪稱全國之創舉與特⾊，從服務的過程中將所學
之「理論」應⽤與觀察於銀髮族，提升「實務」技能。亦積極媒合學⽣在國內外知名企業實習或⼯作。
⼆、課程特⾊：
承襲本校管理學院「學企三贏」之教育理念，結合產業資源與教學研究，以成就企業界最愛管理⼈才。本系以服務「健康」
及「亞健康」銀髮族為主及學習經營管理銀髮族產業之定位，「樂齡服務」在於學習能提供健康養⽣、健康促進、理財、信託、
休閒、育樂、⽇常⽣活協助、輔具使⽤、居家改善、無障礙空間等服務，及「銀髮事業管理」則以學習上述銀髮事業應具備的管
理知識為內涵，進而作為本系發展⽬標並結合產業之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含學⽣⾃述/個
⼈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04 朝陽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整合資源從事具有特⾊之建築和⼟木相關領域技術研發與應⽤、發展防救災研究並參與協助地⽅政府之防災⼯作、推動綠⾊
科技之研究。
⼆、課程特⾊：
本系實施因材施教理念的本位課程分流制度，學⽣可依據個⼈興趣與程度選擇「規劃設計」、「施⼯監造」、以及「營建管
理」等三⼤領域的課程模組修習。此外，本系更透過「校外實習」、「產學雙師」、「企業講座」等⽅式來提昇同學的實務技能
以及開拓其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如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語⽂能⼒及特殊才能) 5.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6 朝陽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專業特⾊：
以精密機械、⼿⼯具、⾃⾏⾞、⽣物科技、半導體及中小型製造等產業為重點實作對象，訓練學⽣能夠運⽤理論及技術，以
解決⽣產、製造、經營、管理及服務等領域所⾯臨的實務問題。
⼆、課程特⾊：
以適切完整的課程規劃、優秀的專業師資與精良的儀器設備，培育符合相關產業所需的⼯業⼯程與管理專業⼈才，學程設計
以務實為導向，注重專業素養及職業倫理的訓練，研究⽅向以產業需求的應⽤導向及跨領域整合的研究為主，以期培養學⽣的實
務能⼒。
三、視障及⾊盲者，宜審慎考慮報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23 朝陽科技⼤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系所分則

- 第 370 ⾴ -

⼀、專業特⾊：
整合化學技術基礎，開發化學⼯業、農業製劑、妝藥製備與分析及品管等關鍵技術，在重點科技發展趨勢中能依興趣與規
劃，獲得最具前瞻性之專業訓練，開設企業學程與就業學程全⾯銜接實務需求。本系設置「健康農糧中⼼」，透過「費洛蒙中
⼼」、「亞洲穀物檢驗中⼼」及「農產加⼯驗證中⼼」三項平台，積極整合資源，發展產學合作。
⼆、課程特⾊：
以化學為基礎架構，輔以材料化學與⽣化技術為應⽤，並以「普通化學」與「科技英⽂導讀」銜接課程協助不同背景之學⽣
學習，並循序漸進開設基礎課程、專業與進階選修等課程，使學⽣成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之應⽤化學⼈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18 朝陽科技⼤學 環境⼯程與管理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專業特⾊：本系整合⼯程技術、經濟與管理學等學⾨，訓練具有理論及實務並重的環境⼯程與管理⼈才，不但擁有環⼯技術且
能研擬各項管理決策，提升產業國際競爭⼒。為有效達成此跨領域訓練與研究，本系集環保科技、經濟和管理的專業教師於⼀
堂，以執⾏環境⼯程為主軸、環境管理/監測和環境資訊應⽤為輔的學程，使畢業⽣善於從事企業及政府部⾨的環境⼯程及管理業
務。
2. 課程特⾊：臺灣第⼀個培訓具備環保技術與綠⾊管理⼈才的系所，整合⼯程技術與環境管理專業，並透過產學合作培養學⽣環
保研發及實務⼯作能⼒。
3. 師資特⾊：專任教師11位，均具博⼠學位，教師專⻑涵蓋空、⽔、廢、⼟、毒物與環境管理各相關領域。
4. 研究或產學特⾊：擁有⾼規格研究環境及先進環境分析儀器，包括：空氣污染實驗室、⽔分析實驗室、廢棄物資源化實驗室、
⼟壤及地下⽔⽣物復育實驗室、環境管理暨系統分析實驗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70 朝陽科技⼤學 環境⼯程與管理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專業特⾊：本系整合⼯程技術、經濟與管理學等學⾨，訓練具有理論及實務並重的環境⼯程與管理⼈才，不但擁有環⼯技術且
能研擬各項管理決策，提升產業國際競爭⼒。為有效達成此跨領域訓練與研究，本系集環保科技、經濟和管理的專業教師於⼀
堂，以執⾏環境⼯程為主軸、環境管理/監測和環境資訊應⽤為輔的學程，使畢業⽣善於從事企業及政府部⾨的環境⼯程及管理業
務。
2. 課程特⾊：臺灣第⼀個培訓具備環保技術與綠⾊管理⼈才的系所，整合⼯程技術與環境管理專業，並透過產學合作培養學⽣環
保研發及實務⼯作能⼒。
3. 師資特⾊：專任教師11位，均具博⼠學位，教師專⻑涵蓋空、⽔、廢、⼟、毒物與環境管理各相關領域。
4. 研究或產學特⾊：擁有⾼規格研究環境及先進環境分析儀器，包括：空氣污染實驗室、⽔分析實驗室、廢棄物資源化實驗室、
⼟壤及地下⽔⽣物復育實驗室、環境管理暨系統分析實驗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0 朝陽科技⼤學 建築系建築組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 專業特⾊：
以「建築設計」為核⼼課程，強調實務理論與操作，師資遴聘對象均為台灣具備豐富產業與實務界經驗之知名建築師與設計
師，採⼯作坊形式上課。本學位培養有關環境規劃、建築設計、及營建管理等領域⼈才，經四年的訓練，使學⽣除具備充實之專
業知識與實務技術之外，更培養適合進階研究深造之獨⽴思考與判斷能⼒。
⼆、 課程特⾊：
考量學⽣專業背景及未來產業需求，學⽣除修習基礎智能核⼼的建築設計課程外，同時視個⼈性向及⽣涯規劃，可選擇修習
「環境規劃與建築設計」、「⼯程科技與智慧互動」及「綠⾊環保與設備控制」等三種專業學程範疇，以具備參與建築師國家證
照考證及國際間專業認證考試能⼒。同時為突顯技職體系⼈才養成特質，教學內涵強化實務技術與情境適應，將持續積極與業界
合作提供學⽣實習機會，落實三明治教學「學⽤合⼀」之理念。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5 朝陽科技⼤學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Bachelor of Interior Design ）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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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特⾊：
以「室內設計」為核⼼課程，強調實務理論與操作，師資遴聘對象均為台灣具備豐富產業與實務界經驗之知名建築師與室內
設計師，採⼯作坊形式上課。本學位之所有課程在於培育具有「空間層級整合」、「綠建築與環境保育」、「⽂創空間與展
⽰」、「BIM數位互動媒材應⽤」等先進概念之專業⼈才。
⼆、課程特⾊：
考量學⽣專業背景程度及未來產業需求，本學位規劃⼆年級以前著重於提升建築環境基礎知識與實體空間感知經驗，三年級
以上則視個⼈性向及⽣涯規劃，擇修實務次專⻑課程。本課程架構期望能幫助未來室內設計師跳脫⼯匠窠⾅並提升技藝層次，以
建構與庶⺠⽣活最為密切之優質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7 朝陽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1. 專業特⾊：
著重實務與理論結合之「作中學」教育特⾊，學⽣在設備與管理完善的⼯廠與實驗室、具實務經驗的教師與聚焦的專業課程
安排下，完成⼯業設計師的⼈格培育。
2. 課程特⾊：
實施因材施教理念的專業課程規畫，學⽣可依個⼈興趣與性向選擇「⼯業產品設計」與「⽂化創意設計」等兩⼤領域的專業
課程編組修習。此外，更透過「校外實習」、「產學雙師」、「企業講座」與「服務學習」等特殊課程安排，提昇學⽣實務職能
及開拓學⽣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1件作品集 (項
⽬：1. 作品名稱 2. 媒材 3. 尺⼨ 4. 年代) 5.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8 朝陽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系所分則
1. 專業特⾊：
著重實務與理論結合之「作中學」教育特⾊，學⽣在設備與管理完善的⼯廠與實驗室、具實務經驗的教師與聚焦的專業課程
安排下，完成⼯業設計師的⼈格培育。
2. 課程特⾊：
實施因材施教理念的專業課程規畫，學⽣可依個⼈興趣與性向選擇「⼯業產品設計」與「⽂化創意設計」等兩⼤領域的專業
課程編組修習。此外，更透過「校外實習」、「產學雙師」、「企業講座」與「服務學習」等特殊課程安排，提昇學⽣實務職能
及開拓學⽣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1件作品集(項⽬：1. 作品名稱 2. 媒材 3. 尺⼨ 4. 年代) 5.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5 朝陽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秉持培養實務專業⼈⼒之技職教育精神，辦學宗旨在於養成兼具「專業實務」與「思考創造」之優質視覺傳達設計⼈
才。故本系教學以精緻、務實、創意為原則，強調「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的專業知能，並同步輔以⽂化與⼈本思維，以培
育未來設計產業中具實務作業與構思創新能⼒的領導者為⽬標。故本系之辦學定位：以兼擅「實務技能、思考創新、⼈⽂深度與
專業倫理」設計⼈才養成的⼤學應⽤系所」。並據此擬定發展計劃：
1.推廣優質的形象特⾊
2.拓展教學與創研視野
3.導⼊產學實務的⼈才訓練
4.提升教學資源的效能價值。
⼆、課程特⾊：
本系依據視覺傳達設計領域之未來發展，規劃下列⼆個專業模組：
1.視覺企劃設計模組：培養視覺創作與傳達設計的專業能⼒、設計企劃與執⾏的專案能⼒及設計溝通與管理的專責能⼒。
2.數位媒體設計模組：培養當代動畫、多媒體與相關數位媒體之專業的執⾏能⼒及整合電影、⼿繪、美術、設計、⾳樂與數位媒
體美學競爭⼒之數位⼈才。
配合上述專業訓練規劃，並結合實務操作之⼯作室教學模式，提供充⾜的教學軟硬體，例如各項動畫數位媒體設施，以及影像、
美術、平⾯設計之專業空間資源。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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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4件作品集 (項⽬：1. 作品名稱 2. 媒材 3. 尺⼨ 4. 年代 5. 創作理念(無則免填)) 5. ⾃傳(選)：⾃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55 朝陽科技⼤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設有專業設計教室及植栽實習苗圃，實踐景觀設計教學的理論與應⽤，透過設計、種植及管理等系列性的實作教學，強
化學⽣的設計實務與專業整合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規劃以「設計課」為各年級核⼼課程，採小組教學，並以「做中學」為主要教學模式，強化設計及實務能⼒之訓
練；專業課程則強調「景觀」及「都市」兩⼤領域知識的建構與整合；低年級著重實作與⼿繪基礎，⾼年級強化進階理論及銜接
數位與多媒體之電腦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
特殊表現)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作品
集(必)：4件作品集(項⽬：1. 作品名稱 2. 媒材 3. 尺⼨ 4. 年代 5. 作品說明) 8.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6 朝陽科技⼤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設有專業設計教室及植栽實習苗圃，實踐景觀設計教學的理論與應⽤，透過設計、種植及管理等系列性的實作教學，強
化學⽣的設計實務與專業整合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規劃以「設計課」為各年級核⼼課程，採小組教學，並以「做中學」為主要教學模式，強化設計及實務能⼒之訓
練；專業課程則強調「景觀」及「都市」兩⼤領域知識的建構與整合；低年級著重實作與⼿繪基礎，⾼年級強化進階理論及銜接
數位與多媒體之電腦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
特殊表現)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作品
集(必)：4件作品集(項⽬：1. 作品名稱 2. 媒材 3. 尺⼨ 4. 年代 5. 作品說明)
8.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能⼒說
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00 朝陽科技⼤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3類組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設有專業設計教室及植栽實習苗圃，實踐景觀設計教學的理論與應⽤，透過設計、種植及管理等系列性的實作教學，強
化學⽣的設計實務與專業整合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規劃以「設計課」為各年級核⼼課程，採小組教學，並以「做中學」為主要教學模式，強化設計及實務能⼒之訓
練；專業課程則強調「景觀」及「都市」兩⼤領域知識的建構與整合；低年級著重實作與⼿繪基礎，⾼年級強化進階理論及銜接
數位與多媒體之電腦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
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
特殊表現)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作品
集(必)：4件作品集(項⽬：1. 作品名稱 2. 媒材 3. 尺⼨ 4. 年代 5. 作品說明) 8.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
機/未來期望/照⽚）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8 朝陽科技⼤學 傳播藝術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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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特⾊：培育具備獨⽴思考與創新能⼒的影視創作⼈才。教師群擁有豐富的學識與實務經驗，訓練學⽣紮實的影視製作技
能，並與各⼤傳播媒體接觸，安排校外媒體參訪，使學⽣瞭解傳播產業，增進實務經驗，成為理論、實務兼顧的傳播專業⼈才。
2. 課程特⾊：涵蓋影視、新聞紀實與⾏銷傳播，分為核⼼、發展與功能三⼤類。核⼼課程為傳播核⼼理論與⼈⽂素養課程；發展
課程銜接核⼼課程，培養學⽣影像與⽂字創作能⼒；功能課程則進階到傳播實務操作與應⽤。
3. 畢業出路：
（1）報考相關研究所；
（2）電視台、傳播公司、製⽚廠、電影公司、報紙雜誌社、廣播電台、通訊社、廣告代理商、⼀般公司之企劃、營銷與公關部
⾨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09 朝陽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 專業特⾊：
因應資訊快速取得、溝通和整合，⾼科技引進與外貿商務談判迫切需要等趨勢，除⼀般外語養成和⼈⽂素養等訓練，規劃多
種專業課程，加強學⽣相關知能，本系旨在培養具國際觀與時代觀的⾼等專業外語⼈才。
⼆、 課程特⾊：
基礎語⾔、英語教學模組、商務溝通模組、⽇⽂、西班⽛等第⼆外語，第四學年另有海外實習與畢業專題與實務接軌課程。
此外，課程結合與業界，讓同學運⽤英語的優勢，在英語教學、商務溝通的專業領域中學習。並與國小、幼兒園、國際商務旅
館、企業公司及財團法⼈簽署產學合作合約，使學⽣在安全且專業環境中學習。學⽣於課餘時間到偏遠地區國小擔任英語教學志
⼯，獲得國小師⽣廣⼤迴響。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各類英語能⼒
證明(如：全⺠英檢、多益、托福…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0 朝陽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重視教保理論實務連結，邀請幼兒園、托嬰中⼼及嬰童產業機構進⾏產學雙師協同課程與產學合作，提供學⽣多元實習
與就業機會。近年薦送學⽣前往印尼、⾺來西亞海外實習，數⼗名系友受聘新加坡幼兒園任教；本系⾃從朝陽正式加⼊歐洲
ETEN國際會員組織，即展開與丹⿆、荷蘭、美國等國家進⾏師⽣學術交流，深耕台灣放眼國際。
⼆、課程特⾊：
本系課程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與四種專業選修課程，包括嬰幼兒照護與早期療育、蒙特梭利教育、幼兒表現藝術、幼兒語
⽂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選)：作品集 5.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11 朝陽科技⼤學 社會⼯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系所特⾊：
本系致⼒於培養具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專業倫理與關懷能⼒、溝通協調與合作能⼒、創新觀念與⾃主終身學習態度，及具社會
正義使命感之社會⼯作⼈才。
⼆、核⼼課程：
本系課程規劃以社會⼯作理論、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等知識 為基礎，透過實習豐富實務技能，並培養直接服務之知能與技術；課
程除校定必修課程外，包含專業必修、專業選修及實習課程，其中在專業選修課程共分為社會照顧服務及兒少與家庭社會⼯作⼆
⼤模組課程，深化專精服務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7 朝陽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第1類組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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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特⾊：
三⼤發展特⾊主軸(1)商務智能;(2)⼤數據分析與⼈⼯智慧;(3) 3D互動多媒體。Elsevier期刊資料庫統計，本校「電腦科學」
與「決策科學」複合領域期刊論⽂之綜合影響⼒全球第⼀。
2. 課程特⾊：
主要培養「企業e 化技術與管理」⼈才，課程概分三⼤課群，(1)商管知能課群：培養商管領域應⽤知識；(2)資訊技術課群：
培養企業 e 化所需資訊技術；(3)多媒體應⽤技術課群。規劃3學期實務專題必修課程及安排業界實習，強化系統開發相關技能、
增強實務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1件作品 5.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8 朝陽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第1類組 Digital Multimedia Program,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專業特⾊：
三⼤發展特⾊主軸(1)商務智能;(2)⼤數據分析;(3) 3D互動多媒體。2014年Elsevier期刊資料庫統計，本校「電腦科學」與
「決策科學」複合領域期刊論⽂之綜合影響⼒全球第⼀。
2. 課程特⾊：
主要培養「企業e 化技術與管理」⼈才，課程概分三⼤課群，(1)商管知能課群：培養商管領域應⽤知識；(2)資訊技術課群：
培養企業 e 化所需資訊技術；(3)多媒體應⽤技術課群。規劃3學期實務專題必修課程及安排業界實習，強化系統開發相關技能、
增強實務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作品集(必)：1件作品 5.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4 朝陽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專業特⾊：
本系為台灣技職教育中第⼀個創⽴的資訊⼯程系，整合電機、電⼦及資訊科學三⼤領域，並且著重在「資訊技術」和「晶⽚
技術」⼆⼤⽅向，培養學⽣系統整合及問題解決之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分為「資訊技術」和「晶⽚技術」⼆⼤學程，「資訊技術」著重程式設計、⼈⼯智慧、影像處理、智慧型裝置程式
開發。「晶⽚技術」則著重超⼤型積體電路VLSI/FPGA設計、晶⽚設計及測試、嵌⼊式系統設計與⽣醫電⼦系統設計。本系授
課內容與⽬前產業實際需求結合，⽬前已引進百萬元之⼯業⽤機械⼿臂與精密機械平台，以培育精密機械產業所需之資訊技術⼈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選)：⾃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4 朝陽科技⼤學 資訊與通訊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專業特⾊：
重視學⽣實務課程的訓練，藉由參與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來訓練學⽣獨⽴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並具備整合網路、通訊
及系統相關技術，使師⽣成為能解決產業遭遇問題之技術研發⼈才。
⼆、課程特⾊：
以網路管理與規畫、⼿機程式設計、嵌⼊式系統及通訊系統技術等四種核⼼課程為基礎，發展物聯網、雲端服務與⼿機等相
關資通訊系統應⽤，使成為網路⼯程師、⼿機程式設計師、嵌⼊式系統⼯程師或通訊系統⼯程師等；課程設計另有三學期之實務
專題製作、專題成果展⽰及程式能⼒檢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4. ⾃傳(必)：⾃傳（含學⽣⾃述/
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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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4
聯絡電話 886-6-2535643
傳真 886-6-2541309
地址 71002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網址 http://www.tut.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成⽴於1964年，經數次改制並於2010年10⽉1⽇正式更名為“台南應⽤科技⼤學”。 (⼆)校園幽美典雅，學⾵溫
馨和諧；位處⾼速公路交流道旁，交通便捷，⽣活機能健全，是全國最具代表的「⽂創教學型科技⼤學」。 (三)本校設有
設計、藝術、旅遊、⽣活科技及管理等5個學院，包含6所23系及2學位學程，全校師⽣約13,000⼈。 (四)學校特⾊： 1.教
學卓越：教學優良榮獲教育部獎勵2013-2020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及⾼教深耕計畫，8年共約3億2仟萬元。 2.評鑑優良：教
育部「106學年度科技⼤學評鑑」校務類「通過」，「107學年度⼤專院校教學品保服務計畫」22系所認可「通過」。 3.
⽂創領航：以⽂化創意融⼊教學，學⾵⾃由活潑，重視創意發想。 4.多元價值：德、智、體、群、美、技六育並重，強
調服務學習，培養體魄品德。 5.務實致⽤：強調實務學習，就業導向教學，與職場⼯作無縫接軌。 6.國際視野：營造國
際化學習環境，促進師⽣國際交流，提升學⽣國際移動⼒。

4200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招收對服裝、織品設計及⾏銷管理有興趣之學⽣，藉由服裝專業訓練，成為符合業界需求之⾼階專業⼈才。 2.具中⽂聽、說、
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1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Dept. of Styling and Cosmetology
系所分則
1.招收對美容美髮、時尚整體造型有興趣者，培育具備專業技能、⼈⽂藝術涵養及健康⽣活態度之美容造型設計⾼階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2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系所分則
1.招收對幼兒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專業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之幼保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
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3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餐飲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s
系所分則
1.招收對餐飲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培育成為具有餐飲經營管理及廚藝製作與設計開發之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
及表達能⼒佳為宜。 3.本系需餐飲設備之實務操作及配合⾄業界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5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活服務產業系 Dept. of Living Services Industry
系所分則
1.招收針對⽣活服務、設計與⽣活藝術設計之經營與管理有興趣之學⽣，培育成為能結合現代⽣活科技、網路⾏銷與開店創業之
⽣活服務產業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 第 376 ⾴ -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Dept. of Sport,Leisure and Health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招收對休閒服務產業、營養健康管理及運動休閒企劃經營等跨領域學習有興趣之學⽣，培育具多元化的專業能⼒。 2.具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7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培育學⽣具「國際商務管理」及「國際貿易與運籌管理」之專業能⼒，並搭配「國際商務秘書學分學程」及「國際會展管理學
分學程」之開設，加強專業知能。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8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1.招收對財務⾦融、投資理財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專業素養、職業道德與服務精神之財⾦專業⼈才。 2.具中⽂聽、說、
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9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招收對資訊技術或管理有興趣的學⽣，培養其成為優秀資訊管理⼈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08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娛樂與網路應⽤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Entertainment and Network Application Division)
系所分則
1.招收對APP或遊戲開發技術或管理有興趣的學⽣，培育具備數位創意設計與跨域整合內容之⼈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9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培育具創意思考、跨領域專業能⼒之創業⾏銷及⼈⼒資源管理⼈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廣告與數位⾏銷組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Advertising and Digital Marketing Division )
系所分則
1.培育具創意思考、跨領域專業能⼒之廣告及數位⾏銷⼈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選)：中⽂ 4. 讀書計畫書(選)：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1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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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收對室內設計及⽣活空間創意產業相關潛能之學⽣，培養其具有⽂化和國際視野的專業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專業⼈
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2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1.招收具有視覺傳達設計相關知識潛能之學⽣，致⼒培養其成為具多元整合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之視覺傳達設計專業⼈
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作品集(必)：可上傳檔案或提供作品網址。 4. ⾃傳(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3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商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1.招收對商品設計相關知識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整合性之設計專業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之商品設計專業⼈才。 2.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作品集(必)：可上傳檔案或提供作品網址。 4. ⾃傳(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4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多媒體動畫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Anim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以培育「多媒體與動畫設計相關⽂化創意產業⼈才」為⽬標，課程融⼊多媒體與動畫創作流程教學，注重傳統⼿繪技能、
美感知能，並結合現代科技數位表現技法，培養學⽣創作能⼒，參與各類競賽及執⾏商業專案。系上並藉由實習、產學合作，使
學⽣理論與實務兼備。辦理國內外⼤師蒞校講座、研討會、研習營以及參訪、交流等活動與業界和國際時勢潮流接軌、擴展師⽣
視野，建⽴學⽣優勢競爭⼒。 2. 具中⽂聽、說及表達能⼒為宜。 3. 須具備顏⾊辨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作品集(必)：可上傳檔案或提供網址。 4. ⾃傳(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04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時尚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系所分則
1.招收對鞋靴、袋包等相關時尚產業有興趣之學⽣，佐以專業訓練，使之成為符合業界需求之⾼級時尚設計專業⼈才。 2.具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90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漫畫系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in Comics
系所分則
1.以漫畫專業課程為主，漫畫周邊產業為輔，培育專業漫畫家及相關產業從業⼈員。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
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作品集(必)：可上傳檔案或提供網址。 4. ⾃傳(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5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美術系 Dept. of Fine Arts
系所分則
1.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美術⼈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作品集(必)：可上傳檔案或提供網址。 4. ⾃傳(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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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舞蹈系 Dept. of Dance
系所分則
1.以培養舞蹈表演、創作及教學⼈才為主要⽬標。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作品集(必)：獨舞影⾳檔1-3分鐘(請將檔案上傳YouTube，
於系統填寫作品連結網址)。
4. ⾃傳(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3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流⾏⾳樂系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in Popular Music
系所分則
1.招收⾳樂相關領域有興趣的學⽣，培育爵⼠、即興演奏(唱)、⾳樂歌舞劇、錄⾳、⾳樂創作、樂曲編曲等之專業⼈才。 2.具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作品集(必)：可上傳檔案或提供網址。 4. ⾃傳(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8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1.招收對外語學習興趣的學⽣，除了外語能⼒的養成，並培養學⽣基礎商業及英語教學之素養。
2.具中⽂聽、說能⼒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7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應⽤英語系國際旅遊組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 International Tourism
Division )
系所分則
1.招收對外語學習興趣的學⽣，除了外語能⼒的養成，並培養學⽣國際旅遊之素養。
2. 具中⽂聽、說能⼒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選)：中⽂ 4. 讀書計畫書(選)：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10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旅館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招收對旅館服務產業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職業道德與服務技能與態度之專業旅館管理及服務⼈才。 2.具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配合⾄業界實習之課程。就讀學⽣須訂製制服及廚藝制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養⽣休閒管理系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in Leisure Regime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培育具有健康休閒及養⽣保健之跨領域知識與技能的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無
3. ⾃傳(必)：中⽂ 4. 讀書計畫書(必)：中⽂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華夏學校財團法⼈華夏科技⼤學 Hwa Hs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第 379 ⾴ -

學校代碼

D3

聯絡電話 886-2-89415100#1432

傳真 886-2-29415730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23568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
網址 http://www.hwh.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新⽣第⼀年免住宿費
本校由趙聚鈺博⼠於⺠國55 年創辦，旨在培育專業技能與⼈⽂素養兼具之宏觀科技⼈才。為達此⽬標，本校持續加強師
資陣容，改善學習環境，強化教學研究設施，期使學⽣能於學習領域中出類拔萃，並能迅速因應快速的科技發展與多變的
社會環境。華夏的教育係以學⽣為中⼼，全⼒提供穩定、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俾為學⽣提供獨特的受教經驗。本校以
WISE-123 為教育標竿：W 代表Worldview ( 世界觀)，旨在培育學⽣之世界觀；I 代表Innovation( 創新)，旨在提升學
⽣之創造⼒；S 代表Skill( 技能)，旨在培養學⽣多元的專業技能；E 代表Employment( 就業)，旨在強化學⽣的就業競
爭⼒，而123 指的是1 項專業技術( 專業領域)、2 張學程證書( 跨領域學程、就業學程) 及3 種能⼒證照( 職能、外語、資訊
備註
證照)。期使學⽣畢業離校後，均能具體表現本校培育成果。本校為中永和地區唯⼀的⼤學，座落於新北市中和區( 南勢
⾓) ⼯專路111 號，距離台北⽕⾞站(Taipei Main Station) 僅有25 分鐘的⾞程。由於北⼆⾼及捷運南勢⾓站就在附近，
加以多線公⾞經過本校鄰近區域，因此對外交通相當便利。本校提供碩⼠學位課程、四年制學⼠學位課程( ⽇夜四技)、⼆
年制學⼠學位課程( ⽇夜⼆技、職⼆技)、五年制 副學⼠學位課程( 五專)、⼆年制副學⼠學位課程( 夜⼆專、職⼆專)。另
外，也附設進修學院及進修專校，開設⼆年制假⽇進修專校課程( 假⽇⼆專) 及⼆年制假⽇進修學院課程( 假⽇⼆技)，提
供多樣化的進修機會。
2706 華夏學校財團法⼈華夏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獲得教育部重要特⾊領域⼈才培育計畫及特⾊典範計畫經費補助，以培育多媒體程式設計與網路管理科技⼈才為發展特⾊，
以系列化連貫課程培育學⽣專業能⼒，並輔導學⽣考取專業證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67 華夏學校財團法⼈華夏科技⼤學 智慧⾞輛系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Robotics
系所分則
本系為本校109學年度成⽴之最新學系，本系以【汽⾞修護實務技術】及【電動⾞輛實務技術】為發展重點。最重要⽬標是訓練
學⽣於四年⼤學期間在國際汽⾞⼤廠取得汽⾞原廠專業技能認證，為畢業後的職涯奠定扎實的基礎。與國際汽⾞⼤廠共同合作成
⽴汽⾞修護、汽⾞鈑⾦和汽⾞噴漆等產學合作基地，並由汽⾞公司對外營運，讓本系的學⽣能同時兼顧校定基礎理論與產業實務
應⽤兩⽅⾯的課程，以實現在學即就業的真正產學合作之⼀貫汽⾞專業技能學程，未來也會將智慧電動⾞納⼊合作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嶺東科技⼤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A1
聯絡電話 886-4-23892088
傳真 886-4-23845208
地址 408213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網址 http://www.l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admin.ltu.edu.tw/News/NewsContent?gpid=50&mid=6032&cid=15822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有關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ltu.edu.tw）。 ⼆、
備註 本校⼀年級新⽣必須修習「基本勞作教育」（1學年、0學分、必修）。 三、報考本校設計或時尚相關各系(視覺傳達設計
系、數位媒體設計系、流⾏設計系、創意產品設計系、服飾設計系)，須具備辨別顏⾊能⼒。
學校基
本資料

4173 嶺東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培育具企劃⼒、執⾏⼒、領導⼒，集三⼒於⼀體的優質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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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6 嶺東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企業所需具備創新與務實觀念之專業⾏銷與流通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75 嶺東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因應企業發展趨勢，培養優秀之國際企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74 嶺東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因應觀光與休閒產業發展之需求，培育具餐旅經營管理、旅⾏業經營管理、休閒遊憩管理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77 嶺東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配合企業需要，培育具優質外語能⼒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78 嶺東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為因應國際⾦融市場愈趨整合的發展趨勢，本系培育具財務⾦融的專業與實務知能、團隊合作溝通、職場倫理素養、⾦融科技能
⼒及國際觀的⾦融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82 嶺東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配合國際發展與時代趨向、脈動及契合企業⼈才需求。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科技與美學藝術合⼀之「創意設計加值」與「品牌
整合設計」之創新與整合型專業⼈才。須具備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專業領域之學習成果或研究報告等） 7. 作品集(必)：⾜以清楚呈現⾃身之各類能⼒的相關作品或累積
成果。 8. ⾃傳(必)：個⼈⾃傳及學習經歷。 9. 讀書計畫書(必)：含報考動機、學習⽬標及未來學習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83 嶺東科技⼤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Content Desig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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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發展⽬標配合國家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結合動畫、影視、遊戲設計之理論與實務，培養學⽣具備多元設計與創意企劃能⼒，
成為跨領域設計與整合應⽤之專業⼈才。須具備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85 嶺東科技⼤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整合『⼈⽂』、『科技』、『創意』、『銷售』，培育具備設計專業知識、⼯業製造能⼒、設計展⽰能⼒、⽂創整合創新能⼒並
具有國際觀之⽂創商品設計與通⽤產品設計之創意產品設計⼈才。」須具備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84 嶺東科技⼤學 流⾏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Stylist Design
系所分則
配合全球流⾏產業發展和美學經濟，整合彩妝、美容、美髮、服裝等領域，培育整體造形和婚紗造形設計之⼈才。須具備辨別顏
⾊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91 嶺東科技⼤學 服飾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 Accessories Design
系所分則
服飾設計系於⺠國⼀百零五年成⽴，是全國技職院校⾸創以服飾設計開發作為培訓⽬標的科系。本系以「功能性服飾創意設計」
及「配包創意設計」為主軸，致⼒於培養對國際流⾏⽂化之觀察與審美能⼒,更具備執⾏與實踐能⼒的專業⼈才。教學⽅⾯以創意
設計和打版製作為中⼼，指導學⽣通過國家證照考試，⿎勵學⽣參與國際姐妹校海外研習互訪與交流體驗,並將產學合作納⼊課
程，使學⽣具備產品製作的專業能⼒。增強其專業和技術上的實務經驗，使其與服飾設計相關職場無縫接軌。須具備辨別顏⾊能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93 嶺東科技⼤學 時尚經營系 Dept. of Fashion Business & Merchandis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時尚品牌經營」及「⾏銷展演規劃」為主軸。以培養國際觀、創意化之時尚經營專業⼈才為⽬標。是國內技職體系唯⼀
結合時尚與經營之專⾨科系。須具備辨別顏⾊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97 嶺東科技⼤學 資訊科技系⾏動與系統應⽤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am of Mobile and System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配合⼯商企業之需要，培養學⽣具有將資訊充分應⽤於⾏動科技研發能⼒，充分瞭解並掌握最新科技技術，將知識融⼊⽣活中之
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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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80 嶺東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活設計組 Program of Digital Life Desig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資訊與管理兼具、技術與⼈⽂兼備之全⼈化⼈才。主要授課內容包括網路創業、數位休閒、以及資訊科技基礎應⽤
等，以培育專於整合數位科技於⽣活創新應⽤的數位⽣活達⼈。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在校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
計劃書(選)：A4格式，請由左⾄右橫式格式書寫，500字以上。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封。 5.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幹部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書⾯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3
聯絡電話 886-4-22391647
傳真 886-4-22391697
地址 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
網址 http://www.ctust.edu.tw
承辦單位 招⽣及國際合作中⼼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 ● 宿舍床位：本校居安樓宿舍以四技及⼆技新⽣為主，本校房型有5⼈套房、6⼈及8⼈雅房，並設有身⼼
障礙寢室，為協助⼤⼀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避免因對學校周遭不熟悉致校外租屋不便，將保留床位予⽇間學制⼤學部
⼀年級新⽣，但須依規定時間内⾄教學務系統之學⽣宿舍管理系統中提出各項申請，如⼤⼀新⽣申請⼈數超過保留之床位
宿舍 數，將以抽籤籤號之排序依序核准住宿資格。舊⽣住宿資格每學年以抽籤決定。公共設施 ● 公共設施：⼀樓會客⼤廳、
⼆樓多功能廳視聽休閒區、三樓會議討論區、四樓視聽休閒區、五樓閱讀區、五樓閱讀室，投幣式洗⾐機及烘⾐機、脫⽔
機、飲⽔機、電鍋、微波爐。 ● 寢室設備：床、⾐櫃、書桌、冷氣、宿舍網路(需⾃備網路線)。相關寢具⽤品請⾃⾏購
買。
1.本校男⼥兼收，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說、讀、寫之能⼒。2.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3.本校設
有海外僑⽣社包含新⽣座談會、社團活動、獎助學⾦、居留證及出⼊境輔導、保險等相關僑⽣輔導機制，請參閱本校學務
處網站http://stuaff.w4.ctust.edu.tw/files/11-1005-1863.php?Lang=zh-tw。4.依本校規定，四技⽇間部畢業時需通
備註
過英⽂畢業⾨檻、資訊及專業能⼒畢業⾨檻，詳情請參閱各系課程規劃標準。5.相關本校教學資源、學系概況等事宜請參
閱本校網站 http://www.ctust.edu.tw。 6.校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電話：886-4-22395079 教務處招
⽣及國際合作中⼼。
學校基
本資料

4199 中臺科技⼤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 ⾃2020年⽴法院通過國家公共衛⽣師證照，本系畢業⽣為少數可直接報考之科技⼤學系所。培育⽬標在「公共衛⽣」、「醫
院經營管理」與「健康照顧」專業⼈才，並積極與醫療院所產學合作和培訓就業計畫，學⽣畢業即就業建⽴實務界⻑期合作夥伴
關係。近年獲科技部及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交流美國、⽇本、新加坡及新南向國家，擴展學⽣國際視野與移動能⼒。
(⼆) 畢業後可到醫院、診所、⻑照機構、衛⽣福利部所屬各單位及健康產業擔任公共衛⽣防疫⼈員、醫療保健⼈員、醫事管理⼈
員、⾏政⼈員及專業健康照顧⼈員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94 中臺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現代化企業所需之資訊技術與商管知識。（⼆）系務重點發展特⾊為「健康科技」與「電⼦商務」⼆⼤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98 中臺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旨在培育健康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之英語專業⼈才，歡迎有興趣者提出申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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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4195 中臺科技⼤學 ⾏銷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歡迎對⾏銷專業及管理知識領域有興趣的學⽣就讀。(⼀)本系課程除⾏銷與管理之專業學分外，尚包括零售產業⾏銷、休閒
產業⾏銷及健康產業⾏銷等三⼤模組課程供學⽣選修。(⼆)畢業後投⼊就業，可從事三⼤模組產業之⾏銷相關⼯作，如企劃⼈
員、實踐創業家、及醫療事業⾏銷⼈員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96 中臺科技⼤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對市場全球化的企業經營與管理有興趣者。
（⼆）本系適合各種背景學科系學⽣就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97 中臺科技⼤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Dept. of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無限制條件，歡迎有志從事幼兒教學及兒童⽂教事業教育青年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其他有利

2604 中臺科技⼤學 ⽛體技術暨材料系 Dept. of Dental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精密⽛科膺復物，矯正裝置物之設計與製作及材料研發之科技⼈才。（⼆）⾊盲及上肢障礙者審慎選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05 中臺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配合現階段新興產業需求，以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技術、⼯業安全、⼯業衛⽣、防災及新能源開發等為主軸。 （⼆）從事
環境保護專業研究，培育學⽣具備⽔處理、空氣污染物控制、廢棄物清除與處理、新能源開發與應⽤、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等專業
能⼒。（三）從事⼯業安全及⼯業衛⽣專業研究及專業知識之培育。（四）強化實場實務之操作訓練、專業證照的取得以及環境
科學與⼯程實務管理之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02 中臺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視覺（含辨⾊⼒）、⾔語、精神、聽⼒、⾏動及其他身⼼障礙，⾜以影響醫護或實驗⼯作者，不適合於選填醫學檢驗⽣物
技術系。（⼆）選填醫學檢驗⽣物技術系，⾼中宜修過化學及⽣物等⼆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03 中臺科技⼤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以培育醫事放射師為主要⽬的。（⼆）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修業年限四年、⼆年級時需⾄醫院⾒
習1個⽉，四年級需⾄醫院實習7個⽉，成績及格才能畢業。（三）視覺、⾔語、聽⼒、⾏動、精神有障礙及辨⾊⼒異常者，對於
有關醫學影像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臨床醫學影像常需辨⾊、臨床⼯作需搬抬病患、⻑時間站⽴及走動，故有上述不便者
不適合於選填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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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3305 中臺科技⼤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具⼈⽂素養及⾃我成⻑能⼒的基礎護理專業⼈才。（⼆）視⼒、聽⼒、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
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06 中臺科技⼤學 ⾷品科技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統合「⾷品科技」、「⾷品保健」、「餐飲技術」與「⾷品及餐飲經營」，培育⾷品、保健科技管理及餐飲技術
領域之⼈才。 （⼆）視覺（含辨⾊⼒）、⾔語、精神、聽⼒、⾏動及其他身⼼障礙，⾜以影響實驗⼯作者，不適合於選填⾷品科
技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04 中臺科技⼤學 視光系 Dept. of Optometry

系所分則
（⼀）配合國家衛⽣政策發展，培養驗光、配鏡專業⼈才，提供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課程，使其具有視光技術專業與⼈⽂關懷之能
⼒，並熟悉企業經營與社會服務之視光專業⼈才。（⼆）視覺、語⾔、精神、聽⼒及上肢障礙⾜以影響視光⼯作者較不適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07 中臺科技⼤學 ⽼⼈照顧系 Dept. of Eldercare

系所分則
秉承學校校訓「忠、信、篤、敬」之核⼼價值及「技術專業、⼈⽂關懷」之辦學理念，本系以培育優質的銀髮族全⽅位服務照顧
專業⼈才為⽬標，使學⽣具備提供銀髮族「全⼈照顧」的能⼒，以滿⾜銀髮族在身體、⼼理、社會、靈性、⽣活、⽂化、環境及
休閒等層⾯上的需求，促成銀髮族擁有⾼品質的⽣活。 本系必修照顧服務技術及實習，肢體障礙學⽣請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63 中臺科技⼤學 ⼈⼯智慧健康管理系 Dep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ealth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請輸⼊系所中⽂描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國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98
聯絡電話 886-3-6991111
傳真 886-3-6991110
地址 台北校區：11695台北市⽂⼭區興隆路三段56號；新⽵校區：30301 新⽵縣湖口鄉中⼭路三段530號
網址 http://www.cute.edu.tw
承辦單位 新⽵校區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cnt1.cute.edu.tw/intel/page05_3.html
宿舍 台北校區提供校內⼥⽣宿舍；新⽵校區提供校內男⼥宿舍，詳情請洽本校。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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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績效： ★2018-2020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7,260，7,210、7,360萬元。 ★2006〜2017年連續12年榮獲
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額逾4億元。 ★2020獲1111⼈⼒銀⾏調查「企業最愛⼤學」全國技專校院第8名。
◎產學鏈結：專業理論與產業實務結合的教學模式，透過產學合作的建⽴，培育實務與理論兼具之菁 英⼈才。構建「證
照路徑圖」結合專業課程教學，培育學⽣專業證照能⼒。 ◎競賽獲獎：輔導學⽣參與國內外競賽，平均每年獲獎600⼈次
★「2020 Taiwan Top Star視覺設計獎」榮獲3座新⼈獎、1座評審特別獎。 ★「教育部2020全國學⽣圖畫書創作獎」榮
獲⼤專組優勝⾸獎。 ★「2020韓國設計⼤學K-DESIGN AWARD」榮獲視覺傳達設計類WINNER獎。 ★「2020第六屆
探索台灣120h永續好⾏競賽」榮獲全國第1名。 ★「2020年德國紅點設計獎」榮獲16個獎項，全國第1。 ★「2020⾦點
備註
新秀設計獎」共有66項作品⼊圍，⼊圍總數名列全國第⼆。社會設計類獲「2020全國⾦點新秀設計獎」肯定。 ★「2020
新⼀代設計產學合作專案」榮獲⾦獎。 ◎特⾊學程：配合產業脈動，開設「綠建築」、「結構物安全與防災」、「⽂化
創意設計」、「⾦控營運管理」、「資產管理」、「微型創業」、「全球運籌管理」、「IoT 科技應⽤」、「資訊安全」
等特⾊學程，培育學⽣第⼆專⻑。 ◎雙聯學位：與美國州⽴⼤學(MSU)合辦跨國雙聯「3+1」學⼠學位學程，⼤學部學⽣
於本校就讀前三年、⼤四赴MSU就讀⼀年，可取得兩校學⼠學位。 ◎獎助學⾦(兩校區) ：就讀新⽵校區或未於新⽵校區
設置系所之台北校區僑新⽣⼊學第⼀年，學雜費收取依國⽴科技⼤學為標準。在校僑、港、澳⽣則以前⼀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或班級名次作為申請標準。
2577 中國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分為「建築⼯程與科技實務」與「建築規劃與設計實務」等兩⼤專業領域，著重實務與理論的綜合應⽤並配合建築
領域重要議題，開設⽂化資產保存、都市更新、環境規劃、⾼科技防災、綠建築等特⾊課程。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助學⾦及⽣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http://www.cute.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78 中國科技⼤學 ⼟木與防災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Hazard Mitigation
系所分則
109學年度本系更名為⼟木與防災系。⾃102學年起全新規劃，本系設有⽇間部、進修部及碩⼠班，建⽴「⼟木專業、防災及B
IM雙特⾊」的特⾊課程。本系廣招⼟木建築群、機械群、綜合群、普通⾼中等有志青年就讀，並提供專業⼈⼠碩⼠班進修管道。
本系獲IEET (⼯程教育)認證通過，所修學分皆獲得國際承認。此外，亦結合IT技術，成⽴跨領域3C(⼟木+通訊+控制)試驗室，
加強⾃動化及數位化之應⽤，同時積極參與學術研究計畫與實務建教案，並加強推廣與社會需求結合之教育訓練課程。冀能在培
育學⽣於專業領域具有分析、判斷、組織與規劃之能⼒，為⼈處世⽅⾯具有成熟理性之特質之外，亦能培養學⽣專業外國語⽂能
⼒，以因應國際化之競爭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必)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79 中國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中國科技⼤學室內設計系成⽴於2002年，⽬前為全國最⼤設計相關系所，⽬前學⽣數超過1100⼈。教學⽬標分為：「室內空間
規劃與設計」、「室內裝修與管理⼯程」、「空間陳設藝術與家飾」、及「智慧⽣活空間與科技」，積極訓練學⽣成為室內設計
專業，為室內設計業界培育⼈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作品集(選)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
(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82 中國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設計、美學、⼈⽂藝術為基礎。系所發展⽅向依據數位時代之⼈才發展⽅向，規劃「視覺企劃設計」、「數位影像設
計」、「跨界⽂創設計」三種課程模組，以符合現今視覺傳達設計相關產業之專業⼈才需求。⽬標在於培育具有視覺傳達設計能
⼒的專業⼈才。 並以⼈⽂藝術為內涵、應⽤數位科技為基礎進而整合具各設計領域的統合能⼒。學⽣將具備視覺傳達設計核⼼領
域之廣告企劃設計、市場⾏銷、包裝設計、編輯設計、展⽰設計、媒體設計及網⾴、動畫等專業知識與實務製作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
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4. 作品集(必)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83 中國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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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瞻數位娛樂產業培育菁英⼈才，是全國最具規模的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內容包含: 遊戲設計、電腦動畫、數位⾳樂、數
位科技藝術創新應⽤等。本系導⼊最新虛實整合科技(AR/VR/MR)、數位⾳樂、創意⾏銷與虛擬網紅直播、電競數位傳播等技
術。教學上，與業界合作密切，邀請業師授課或共同指導專題及實習等，為學⼦營造優質的創作、創業多元之環境。在教師多年
務實經營下，屢獲教育部、⽂化部等重⼤補助計畫。學⽣在各重要競賽獲獎連連，如新⼀代設計展、全國技專校院學⽣實務專題
製作競賽、放視⼤賞與國際動畫節參展競賽等均有亮麗成績。近年積極推動國際學校交流，以期擴展學⽣之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4. 作品集(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3 中國科技⼤學 影視設計系 Department of Film & TV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於培養具備⼈⽂藝術素養及資訊科技能⼒，並兼具電影、電視製作與創造⼒之中⾼階專業設計⼈才，積極推動影視藝術
之教學發展，以發展具在地⽂化⽂創產業之特⾊。
●視製作組：電影導演、電視導播、專業攝影師、影⽚剪接師、燈光特效師、配⾳創作⼈員、 美術專業指導、影視特效師、劇
（場）⼈員、電影電視製⽚等等專業⼈才。
● 企劃編劇組：電視節⽬企劃、電視節⽬內容撰寫、電影劇本創作、電影⾏銷宣傳、廣告媒體企 劃、廣告公關⾏銷企劃、廣告
設計師、專案企劃經理⼈等等專業⼈才。請參閱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作品集(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
(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40 中國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企業管理系成⽴於⺠國54年，⽬前在新⽵校區設有碩⼠班，在台北校區設有⽇間部四技與碩⼠在職專班。本系特⾊在於聚焦專業
理論與實務操作的結合，透過個案教學、業師協同教學、標竿企業參訪等活動，將企業管理理論作有效的結合。本系也重視精實
服務管理課程，致⼒於服務作業流程的創新與改善，同時推動創新創業、智慧營運課程。
企管系有來⾃越南、⾺來西亞以及港、澳等國際學⽣，國際教學經驗豐富，⾄企管系就讀，將可獲得良好的學習機會以及充分的
⽣涯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選) 8. 語
⽂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33 中國科技⼤學 國際商務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秉持「專業、務實、傳承、品格」的理念教育學⽣，透過「專業課程→輔導訓練→證照.競賽→實習」，加值學⽣的未來。培育具
溝通能⼒之商品貿易與推廣⼈才。
教學特⾊：國際貿易、會議展覽、跨境電商、智慧零售、物流運輸、外語(英⽇語)課程。
能⼒培養：
1. 國際貿易：國際貿易、海空運通關、航空貨運承攬、國際物流
2.商務營運：會議展覽、⾏銷企劃、電⼦商務、商業數據分析、智慧商業
3.語⾔能⼒：英語/⽇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傳(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35 中國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財務⾦融系成⽴於2001年，本系⾃成⽴以來，致⼒於培育運⽤⾦融科技的財⾦專業⼈才。本系課程分為⼆個課程模組：「財富管
理模組」和「⾦融機構實務模組」。⼆個模組皆透過循序漸進之課程安排，著重基礎學科之能⼒養成，強調實務能⼒之訓練，並
透過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合作，引進業界最新的觀念與技術。學⽣畢業後可取得財務⾦融學⼠學位，從事財富管理與與⾦融機
構實務等相關的⼯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4. 讀書計畫書(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41 中國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系所分則
⾏銷與流通管理系成⽴於2002年，本系⾃成⽴以來，致⼒於為企業培育具跨境及虛實整合能⼒之⾏銷與流通專業⼈才。本系課程
分為三個課程模組：「數位⾏銷與企劃模組」、「電商與流通管理模組」及「物流與運籌模組」。三個模組皆透過循序漸進之課
程安排，著重基礎學科之能⼒養成，強調實務能⼒之訓練，並透過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合作，引進業界最新的觀念與技術。學
⽣畢業後可取得⾏銷與流通管理學⼠學位，從事⾏銷、流通和物流業的⼯作，或是現階段最熱⾨的電⼦商務、⾏銷企劃或廣告⽂
宣等相關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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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1. 最⾼學歷證明(必)
明等(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42 中國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國際觀與實務能⼒之語⾔溝通⼈才』為教育⽬標。課程規劃著重提升學⽣專業能⼒、實務性技能、及積極⼯作態
度與團隊合作精神之培養，期達成『實⽤語⾔、學以致⽤』之學習⽬標。本系課程規劃除訓練學⽣具備聽、說、讀、寫等語⽂能
⼒外，並強化學⽣電腦及網路資訊應⽤技巧，本系課程分為商務旅運溝通及語⾔教學兩⼤⽅向。培養學⽣成為兼具商旅知識及資
訊背景的溝通⼈才、或可從事語⾔教學⼯作。適合⼯作包括: 企業秘書、公關、外賓接待員、翻譯、英(華)語導遊領隊、會展從業
⼈員、外貿公司業務⼈員、餐旅櫃台服務⼈員，(兒童)美語教師、補教業⾏政⼈員等。教學環境與注重學⽣⾮課程之語⾔學習環
境。運⽤多媒體語⾔教室設備，提供學⽣多重學習資源，使學習更加⽣動與活⽤。輔導學⽣考取各類證照、參加 校內外各類型語
⾔能⼒競賽，⾄今成果斐然。本系教師英語教學經驗豐富，具英語教學、語⾔學、語⾔發展、語⾔學習、英美⽂學、媒體輔助語
⾔教學、法律英⽂及商業英⽂等理論與實務之專⻑，教師或具業界⼯作資歷、或取得相關證照及參加相關專業研習、或爭取產學
合作之歷練。另有英語為⺟語之教師。有關本系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網⾴http://cmgr.cute.edu.tw/deng/
⼀、部分課程為全英語教學，部分課程使⽤英語及華語雙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餘依⼀般限制。
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助學⾦及⽣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http://www.cute.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4. ⾃傳(必)：個⼈簡述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50 中國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發展定位：觀光與休閒產業中階管理與專業技術⼈才培育。
⼆、教學特⾊：餐飲服務與旅宿經營管理、休閒活動與遊憩資源管理。
三、能⼒培養：餐飲旅宿→餐飲管理、旅館管理。休閒旅遊→旅遊管理、休閒遊憩管理。
四、就業職稱：餐飲旅宿→餐飲領班/經理⼈員、飯店/旅館經理⼈員、⾷品衛⽣管理師。休閒旅遊→導遊、領隊、會議中⼼經理
⼈員、遊憩專業經理⼈員。
五、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助學⾦及⽣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http://www.cute.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36 中國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資訊管理系成⽴於1984年，致⼒於培育具有創意思考及跨領域能⼒的資訊管理專業⼈才。本系課程分為三個模組：「系統與網路
管理」、「網站資訊系統開發」及「⼤數據分析與線上⾏銷」。本系教師傳授學⽣專業的資訊技術，強調學⽣正向、健康的態
度，教導學⽣簡報與⾃學能⼒，讓學⽣畢業後有充分的能⼒與信⼼進⼊職場。本系與知名的企業合作，例如中⼭科學研究院、研
揚科技、精誠資訊等，提供有薪酬的實習機會給學⽣。表現好的學⽣多數能在畢業後轉為正職。本系也通過IEET(IEET為華盛
頓、⾸爾、以及NABEEA等協議的會員)的認證，證明本系的教學品質受到國際認可，所發的⽂憑也被美國、加拿⼤、⽇本、⾺
來西亞等國家承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80 中國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資訊⼯程系成⽴於2002年，本系之教育⽬標為培育職場需求之資訊專業⼈才、建⽴具備實務執⾏能⼒、培養團隊合作敬業態度。
課程規劃著重：「智慧型數位化科技」結合「雲端⼤數據應⽤」及「物聯網整合技術」⼆⼤領域。
近年來，本系以智慧物聯網技術與應⽤(AIOT)為發展特⾊，不僅有優秀專業師資，充⾜的設施與實驗室，提供學⽣「做中學」並
時引進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提昇學⽣就業競爭⼒。本校獲得研揚科技公司董事⻑莊永順捐贈中國科技⼤學⼀億元，協助中國科⼤
創新轉型為特⾊科技⼤學，培育更多優秀技職⼈才，成為技職校院典範楷模。
學⽣畢業後可取得資訊⼯程學⼠學位，並從事資通訊領域相關熱⾨⼯作，如：物聯網、雲端及巨量資料科技應⽤、軟體開發、
AIOT及⼤數據等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4.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84 中國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新⽵分部)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中國科技⼤學室內設計系成⽴於2002年，⽬前為全國最⼤設計相關系所，⽬前學⽣數超過1100⼈。教學⽬標分為：「室內空間
規劃與設計」、「室內裝修與管理⼯程」、「空間陳設藝術與家飾」、及「智慧⽣活空間與科技」，積極訓練學⽣成為室內設計
專業，為室內設計業界培育⼈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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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6. 作品集(選) 7. ⾃傳(必) 8. 讀書計畫書
(必)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85 中國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分部)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設計、美學、⼈⽂藝術為基礎。系所發展⽅向依據數位時代之⼈才發展⽅向，規劃「視覺企劃設計」、「數位影像設
計」、「跨界⽂創設計」三種課程模組，以符合現今視覺傳達設計相關產業之專業⼈才需求。⽬標在於培育具有視覺傳達設計能
⼒的專業⼈才。 並以⼈⽂藝術為內涵、應⽤數位科技為基礎進而整合具各設計領域的統合能⼒。學⽣將具備視覺傳達設計核⼼領
域之廣告企劃設計、市場⾏銷、包裝設計、編輯設計、展⽰設計、媒體設計及網⾴、動畫等專業知識與實務製作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參與、學⽣幹部、證照、競賽成果、
語⽂能⼒、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4. 作品集(必)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86 中國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分部)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為前瞻數位娛樂產業培育菁英⼈才，是全國最具規模的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內容包含: 遊戲設計、電腦動畫、數位⾳樂、數
位科技藝術創新應⽤等。本系導⼊最新虛實整合科技(AR/VR/MR)、數位⾳樂、創意⾏銷與虛擬網紅直播、電競數位傳播等技
術。教學上，與業界合作密切，邀請業師授課或共同指導專題及實習等，為學⼦營造優質的創作、創業多元之環境。在教師多年
務實經營下，屢獲教育部、⽂化部等重⼤補助計畫。學⽣在各重要競賽獲獎連連，如新⼀代設計展、全國技專校院學⽣實務專題
製作競賽、放視⼤賞與國際動畫節參展競賽等均有亮麗成績。近年積極推動國際學校交流，以期擴展學⽣之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4. 作品集(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76 中國科技⼤學 影視設計系(新⽵分部) Department of Film & TV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於培養具備⼈⽂藝術素養及資訊科技能⼒，並兼具電影、電視製作與創造⼒之中⾼階專業設計⼈才，積極推動影視藝術
之教學發展，以發展具在地⽂化⽂創產業之特⾊。
●視製作組：電影導演、電視導播、專業攝影師、影⽚剪接師、燈光特效師、配⾳創作⼈員、 美術專業指導、影視特效師、劇
（場）⼈員、電影電視製⽚等等專業⼈才。
● 企劃編劇組：電視節⽬企劃、電視節⽬內容撰寫、電影劇本創作、電影⾏銷宣傳、廣告媒體企 劃、廣告公關⾏銷企劃、廣告
設計師、專案企劃經理⼈等等專業⼈才。請參閱本系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作品集(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
(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43 中國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新⽵分部)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系所分則
⾏銷與流通管理系成⽴於2002年，本系⾃成⽴以來，致⼒於為企業培育具跨境及虛實整合能⼒之⾏銷與流通專業⼈才。本系課程
分為三個課程模組：「數位⾏銷與企劃模組」、「電商與流通管理模組」及「物流與運籌模組」。三個模組皆透過循序漸進之課
程安排，著重基礎學科之能⼒養成，強調實務能⼒之訓練，並透過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合作，引進業界最新的觀念與技術。學
⽣畢業後可取得⾏銷與流通管理學⼠學位，從事⾏銷、流通和物流業的⼯作，或是現階段最熱⾨的電⼦商務、⾏銷企劃或廣告⽂
宣等相關的⼯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38 中國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新⽵分部)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發展定位：觀光與休閒產業中階管理與專業技術⼈才培育。
⼆、教學特⾊：餐飲服務與旅宿經營管理、休閒活動與遊憩資源管理。
三、能⼒培養：餐飲旅宿→餐飲管理、旅館管理。休閒旅遊→旅遊管理、休閒遊憩管理。
四、就業職稱：餐飲旅宿→餐飲領班/經理⼈員、飯店/旅館經理⼈員、⾷品衛⽣管理師。休閒旅遊→導遊、領隊、會議中⼼經理
⼈員、遊憩專業經理⼈員。
五、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助學⾦及⽣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http://www.cute.edu.tw)。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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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E5
聯絡電話 886-3-2118999 轉5533
傳真 886-3-2118305
地址 33303桃園市⿔⼭區⽂化⼀路261號
網址 http://www.cg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提供宿舍
⻑庚科技⼤學「辦學最優 評鑑⼀等 全國第⼀」 設有6系(護理系、⾼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呼吸照護系、幼兒保育
系、化妝品應⽤系、保健營養系)及3研究所(⾼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護理研究所碩⼠在職專
班)。 【學費合理，獎助學⾦資源多】 •學院部各系每學期學雜費約新臺幣46,000元。 •與⻑庚醫院等醫療單位合作，
每年提供數百名「免學費及雜費」之公費⽣名額，與職場無縫接軌。 •⿎勵學⽣專⼼向學，提供豐富校內⼯讀助學⾦、
⽣活助學⾦及獎助學⾦申請。 【全體住宿，⽣活環境優質】 •提供優質住宿環境，四⼈⼀室全套衛浴、無線上網等設
備註
備，住宿費每學期約新臺幣8,100元。 •鄰近⻑庚醫療院區，校醫駐校⾨診服務，便利師⽣就醫。 【交通便捷，⾷⾐住⾏
樣樣全 】 •校園周邊⽣活資源豐富，鄰近臺北都會區，⾞程約30分鐘。 •鄰近桃園國際機場，⾞程約30分鐘，便利學⽣
返鄉。 【務實教學，學⽣職場競爭⼒強】 •全校學⽣100%⾄企業實習，與台塑關係企業、⻑庚醫療體系等240個產業單
位合作。 •建置「臨床技能中⼼」(Clinical Competence Center)、全臺灣唯⼀3D數位解剖教室，增進學⽣務實致⽤能
⼒。 •簽訂國外姐妹校(系)共35所，接軌國際。
學校基
本資料

3376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護理系旨在培育具備紮實專業知能之護理實⽤⼈才，且能為病⼈/家屬及⺠眾所「信任」之「稱職優質」護理師。 1.本系落實理
論與實務結合之課程設計，須完成⾄少1,122小時醫療機構實習，考⽣宜考慮完成學習之可⾏性。 2.⼼理、⾔語、視覺、聽⼒及
⾏動，⾜以完成臨床實習課程。 3.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 4.本系設⽴於林口校本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
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
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75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AYI CAMPUS
系所分則
嘉義分部護理系是全國知名的全⽅位護理教育學府，結合教育課程、實習、研究和科技，實現對社區、家庭以及個⼈的健康促進
承諾，培育具備扎實「專業知能」並「敬業樂群」之優質護理師。歡迎對促進⼈類健康有創新⾒解的學⽣來本校就讀。
1.⽣理、精神、⾔語、視覺、聽⼒及⾏動⾜以完成臨床實習課程。
2.本系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安排醫療機構實習⾄少1,222小時，考⽣宜考慮完成學習之可⾏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4. 專題成果作品
(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2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建構學⽣優質教保知能，更提供以下發展特⾊，增進畢業學⽣競爭⼒:(1)提供托嬰服務、兒童產業兩⼤學程選修課程，增
進學⽣就業專⻑。(2)辦理實驗幼兒園，提供學⽣優質實習、就業機構。(3)本系承辦各市政府托育評鑑、訪視輔導、在職⼈員訓
練計劃，強化產學合作，並整合於教學，提升學⽣實務能⼒。(4)海外幼保實習，增廣學⽣視野。(5)舉辦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強
化學⽣實務實作能⼒。
2.具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3.本系設⽴於林口本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傳(選)：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74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化妝品應⽤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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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以提升健康美容產業⼈才素質，強調專業知識與技能並重，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的特⾊，培育醫學美容保健和⼈體形象
設計之實務⼈才為⽬標。
2. 本系以⽪膚照護、美容保健為發展主軸，結合化妝品科技、⽪膚科學、美學藝術、企劃⾏銷等知能，使學⽣受到全⽅位化妝品
美容教育。
3. 本系發展特⾊如下。
(1)美膚、彩妝技術實務課程採分組教學。
(2)學⽣實習列為必修課程，強化實務教學。
(3)輔導學⽣取得美容化妝品相關證照，提昇競爭⼒。
(4)發展具社會服務內涵特⾊課程─遮瑕修容實務。
(5)每年辦理海外⾒習拓展國際視野。
4.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5.本系設⽴於林口本部。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3. ⾃傳(選)：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3340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保健營養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系所分則
1. 本系主要為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營養科學應⽤，同時兼具健康餐飲實務及保健⾷品科技能⼒養成之⼈才為教育⽬標。
2. 課程包含營養照護與科學、⾷品科技與健康餐飲管理等相關領域。
3. 為了增強同學專業競爭⼒，安排專業實習、每年並舉⾏相關專業技能競賽與海外參訪與⾒習。
4. 對於未來從事營養照護與研究、⾷品科技及健康餐飲實務與管理有興趣，且具服務熱忱者為宜。
5.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6. 本系設⽴於林口本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傳(選)：中⽂⾃傳(含學⽣⾃
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崑⼭科技⼤學 Kun Sh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8
聯絡電話 886-6-2727175 #221
傳真 886-6-2050152
地址 710303台南市永康區崑⼤路195號
網址 http://www.k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eb.ksu.edu.tw/DAIO000/page/41421
僑⽣新⽣優先保留宿舍
⼀、崑⼭科技⼤學定位為「親產學之科技⼤學」，現有⼯程、商業管理、創意媒體、⺠⽣應⽤及國際等5個學院，培育⼗
萬多名優質產業界⼈才，投⼊各領域⾏業皆有優秀表現。由於臨近臺南科學園區、路⽵科學園區、⾼雄軟體園區等科技發
展重鎮，在地緣環境的利基下，依據其產業特性，發展「綠⾊科技」、「⽂化創意」、「智慧⽣活」和「精密機械」四⼤
特⾊教學與應⽤研究，並與超過1200 家廠商建⽴產⽣夥伴關係，提供學⽣多元學習與實習機會。⼆、由於辦學績優，崑
⼭榮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補助，每位學⽣平均受益經費為全國私⽴科⼤第⼀，更是臺南唯⼀獲得國際競爭⼒Global
Taiwan研究中⼼的技職校院，並連續⼗⼆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連續六年「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通過數量技職第
⼀、「技職⾵雲榜總積分商業及管理類」私⽴科⼤第⼀，根據Cheers 雜誌調查，崑⼭更是企業最愛私⽴技職Top 3。學
校除了強化產學實務計畫、規劃企業實習課程，也持續投⼊硬體設備的更新，提供更優質的教學環境，達到與產業無縫接
軌的⽬標，並致⼒打造數位化校園，在2015 年世界網路⼤學排名，機構典藏科技⼤學更是全國技職第⼀。三、現有男⼥
⽣宿舍共四棟現代化建築，提供2013床位，皆為冷氣房，宿舍⼤樓公共設施完善，隨時連接網路，僑⽣新⽣優先保留宿
舍。四、居⼤臺南中⼼位置，毗鄰⾼速公路⼤灣、臺南交流道、臺南及永康⽕⾞站、⾼鐵站，市公⾞可直達，交通便利，
⽣活機能完備。

2506 崑⼭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順應時代潮流及國家社會的需求，近年重點發展特⾊有 1.智慧製造組、2.機電綠能組、3.精密機械設計組、4.智慧⾞輛
組。⽬前實驗室包括﹕微精密製造中⼼、智慧⾞輛中⼼、潔淨能源中⼼、影像檢測及伺服控制等實驗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09 崑⼭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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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以智慧型電⼦產品與系統之開發與製作為研發重點，含⼆個主題：(⼀)物聯網應⽤電⼦系統整合與開發，(⼆)綠能電⼦與晶
⽚系統整合與開發。發展特⾊包括下列特⾊教學領域：
A.⼯業⾃動化與儀器量測系統研製-養成產業⾃動化所需之儀器系統與控制系統設計與維護⼈才。
B.健康照護系統開發與製作-養成⽣醫電⼦⼯程之專業基礎與醫療儀器之設計與維護⼈才。
C.微控制器與嵌⼊式系統研製-養成4C電⼦、⽣醫電⼦以及綠能電⼦產業所需之微控制器韌體與嵌⼊式軟體設計⼈才。
D.⾏動裝置與商品整合應⽤-養成⽂化創意與⾏動應⽤創新產業所需之⾏動裝置應⽤與開發⼈才。
E.綠能與機電、監控系統整合設計-養成綠⾊能源產業應⽤整合所需之具智慧化與綠能化跨領域整合設計⼈才。
F.太陽能光電應⽤系統設計-養成太陽能光電產業應⽤整合所需之跨領域整合設計⼈才。
G.數位積體電路雛型設計與應⽤-養成數位控制產業所需之積體電路雛型設計與應⽤⼈才。
H.類⽐積體電路設計與佈局-養成VLSI全客⼾式設計與佈局⼈才所需之軟、硬體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
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07 崑⼭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配合南部科學園區之發展，以及因應⾼科技產品不斷的推陳出新，新舊技術替代頻繁的發展趨勢，本系所的發展重點主要
朝以機電系統的整合性發展為主要研究課題，並輔以半導體⼯程等技術。此⼀研究課題能夠整合系統控制技術、電⼒電⼦技術、
電⼒管理與監控技術以及其他電機電⼦科技技術，開發創新的⾼精密度、⾼⾃動化、⾼智慧型的科技產品，並實際應⽤於再⽣能
源與電能科技、⼯業4.0與機電整合系統。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2 崑⼭科技⼤學 環境⼯程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掌握發展趨勢，規劃包括奈⽶及環境材料應⽤領域、永續資源及安全科技發展領域、污染防治及⽣物科技應⽤領域及環境
策略規劃領域等四⼤重點研發領域。同時配合⼯程學院－保健科技、奈⽶研發、潔淨能源及產品開發技術四⼤研究中⼼，進⾏跨
領域之整合研究及產品之開發實務研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選)：專題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08 崑⼭科技⼤學 材料⼯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往在材料⼯程領域有傑出發展，包含在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超級電容之合成及檢測、功能性⾼分⼦材料、⽣物可分解聚
乳酸複合材料、防閃燃或防焰然氣凝膠複材製備、及染料混成材之製備. 未來，本系發展⽅向將著重在1.功能性材料、及2.綠⾊材
料、綠⾊能源材料、及綠⾊材料的認證及製程設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2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5 崑⼭科技⼤學 智慧機器⼈⼯程系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Robotic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範圍是以⼯業4.0的技術應⽤為主，包含智慧機器⼈、物聯網應⽤與無線通訊應⽤等三⼤⽅向。⽬前已購買的⼯業級機
器⼿臂有5種知名品牌22⽀以上，以做中學的⽅式來進⾏教學。使學⽣可以經由實作與理論的結合達到快速學習的效果，並與廠
商配合進⾏產學合作與學⽣實習，提供實務的優良環境培育優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
等 4. ⾃傳(選)：簡述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3 崑⼭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學⽬標定為培養具有運⽤資訊科技之系統設計與實作能⼒的科技⼈才，課程融⼊資訊相關的科技－嵌⼊式系統、⾏動網
路、物聯網、機器⼈、資訊安全、⼈⼯智慧與⼤數據分析。本系以產學合作⽅式，增加學⽣實務經驗與提供中⾼階資訊⼈才就業
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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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9 崑⼭科技⼤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in Computer and Game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校為充裕電競產業升級轉型所需⼈才，於109學年度起創設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學位學程，以培育電競產業⼈才為主要任
務，整合校內創意媒體學院、⼯程學院及商業管理學院共同教學能量，建⽴電競能⼒鑑定體制及擴⼤辦理電競⼈才第⼆專⻑項
⽬，以學⽣在校期間取得經濟部核發能⼒「營運智慧分析師」或「⾏動遊戲程式設計師」鑑定證書為教學⽬標，同時以促進企業
優先⾯試或聘⽤為教育⽬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證
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2 崑⼭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期以來推動多項產業實務導向之教學制度。 透過課程輔導學⽣考取就業相關證照，引進產業講師授課，辦理產業參訪，及
四年級半年及⼀年的企業實習機制，學⽣參與教師之產學合作計畫及參加國內外⼤型商業競賽。 以系統化制度輔導學⽣畢業即就
業的產學合⼀⽬標。
系所課程規劃除基礎能⼒及⼀般管理、更有學程專精課程。 並以實務專題參與校外競賽、就業導向特⾊專業證照、企業實務講
座、學年學期實習或海外實習等課程活動，統整理論與實務之應⽤。 ⼤學部以⾏銷企劃與零售模組、作業與運籌模組為本系⼆⼤
發展⽅向。 研究所則以經營管理、⾏銷策略為研發重點。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4 崑⼭科技⼤學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Dept.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學⽬標在培養不動產業及政府都市與⼟地相關部⾨之專業⼈才。本系以規劃開發及經營管理⼆群多元選修學程培養學⽣
專業競爭能⼒與宏觀視野。另外也輔導學⽣取得不動產估價師、地政⼠、不動產經紀⼈、公寓⼤廈管理服務⼈員、不動產營業員
等五種國家級專⾨職業證照，和培育具備政府部⾨公務⼈員考試之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0 崑⼭科技⼤學 ⾦融管理系 Dep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具備社會責任之優質財務⾦融服務⼈才」為發展⽅向，設定以下四個教育⽬標：1.培養實務導向之⾦融⾏銷服務能
⼒，2. 深化專業倫理素養，3.加強國際觀與基本外語能⼒，4.提升專業證照品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3 崑⼭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兩⼤學程的發展特⾊如下：1.電⼦商務：以訓練學⽣具備網路⾏銷企劃與電⼦商務平台實作能⼒，並以能實際創業與經營網
路商店為主要⽬標，即培養學⽣成為具備網路⾏銷⼒的電⼦商務⼈才。2.多媒體應⽤：以訓練學⽣具備網⾴前端美⼯(view)，後
端程式控制邏輯(control)與資料庫實務等專業技能(model)為主要⽬標，即培養學⽣成為具備多媒體網⾴系統開發能⼒的專業⼈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1 崑⼭科技⼤學 樂齡⽣活產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B. A. Degree Program in Senior Living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隨著銀光經濟的來臨，協助在地樂齡產業發展，解決服務⼈⼒缺口，本學程的教育⽬標：「為在地樂齡產業培養具備市場⾏銷專
業知識、商業管理基礎能⼒，及⽣活服務技術能⼒的專業⼈才」，課程規劃則以樂齡產業研究與組織經營管理為核⼼，整合理財
規劃、市場⾏銷、科技應⽤、⼈⽂創意、⽣活服務等領域，培訓學⽣成為樂齡產業所需的專業技術⼈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證
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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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6 崑⼭科技⼤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Dep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系所分則
本系的核⼼教育為IMC整合⾏銷傳播為主，以公關以及廣告為主要之⾏銷傳播⼯具。本系的特⾊為策略企劃為體，公關活動、廣
告拍攝為⽤。歡迎所有對於⾏銷有興趣的學⽣們，⼀同加⼊「玩創意」的⾏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作品集(選) 6.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5 崑⼭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提供⼀個具有宏觀的視野、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完善設備、師資專精的設計環境。秉持因應時代流的趨勢，講求的是提昇科技化
的設計能⼒，強調視覺美感的薰陶，著重個⼈創造⼒的啟發、培養具有整合性的設計與規劃之專業設計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作品
集⾄少1件以上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8 崑⼭科技⼤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Dept. of Motion Pictures and Video
系所分則
師資特⾊：本系在影⾳專業師資上，特別聘任榮獲國家⽂藝獎、⾦⾺獎、⾦鐘獎與國際威尼斯影展等在電影剪輯、⾳效與攝影之
得主任教；師資之學養分別來⾃美國、德國、法國、香港等之實務與專業⼈⼠，學習環境多元，深具國際化視野。 儀器設備：本
系擁有與影視業界同等級之攝製、後製等相關設備，並設有成⾳之錄⾳室、電視攝影棚等專業訓練空間，俾使學⽣畢業後直接為
業界所⽤。 課程設計：本系課程⾸務在訓練學⽣影⾳媒體實務製作之能⼒，其次以創意美學與⼈⽂社會等相關課程奠定學⽣學科
基礎素養，此後更輔以業界實習為學⽣打造就業能⼒與產業關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作品
或相關才藝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計畫、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37 崑⼭科技⼤學 空間設計系 Dept. of Spatial Design

系所分則
1.培育空間創意設計專業⼈才，2.成為「臺灣展演環境設計與科技⼯藝應⽤的領航者」，3.開創─跨領域研發導向：以數位技術
與空間研究培養跨領域專業，4.傳承─實務教學導向：教師專業與涵養，藉由任課將經驗傳承，提升與傳承南部技職設計⽂化教
育⽔準，5.應⽤─產業資源導向：以產學實務合作，連結地⽅資源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
等 4.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4 崑⼭科技⼤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適性發展」、「⼈⼒品質」、「實務能⼒」、「專業證照」為教育理念。教學重點與發展⽬標，以『數位媒體與科技』
與『數位學習與典藏』之應⽤為兩⼤主軸，培育具備資訊技術應⽤與多媒體內容製作競爭能⼒的⼈才。本系招收多元背景的學
⽣，透過團隊專題的製作，以訓練學⽣創意發想與整合的能⼒。學⽣經由共同製作結合資訊技術與數位內容的作品，以培養他們
具有獨⽴作業與團隊合作的經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4 崑⼭科技⼤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Spor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旨在結合1.運動管理、2.休閒產業經營管理、3.健康休閒運動指導等三⼤專業技領域課程，並結合多元服務與強調
服務核⼼價值，落實專業證照制度與校內外實習推展，培養出理論與實務兼備並符合就業市場需求⼈才如下：1.培育運動休閒產
業服務與企劃之專業⼈才，2.培育健康促進管理產業服務之專業⼈才，3.培育健康休閒運動指導之專業⼈才，4.培育運動休閒與
健康管理基礎學術研究⼈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
題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18 崑⼭科技⼤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and Culinary Art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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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育⽬標：1.培養具備餐飲⽂化素養之實務⼈才，2.兼具管理經營、餐飲設計能⼒的⾏銷企劃⼈才，3.培養⼈⽂素養與實務
技能並重之優質餐飲管理⼈才。師⽣參與國內外競賽屢獲佳績，更獲得FDA優良廚師、國際廚藝競賽、世界廚王賽等多項國際競
賽⾦牌、銀牌、銅牌等獎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20 崑⼭科技⼤學 旅遊⽂化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Culture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特⾊：
1.塑造世界性、全球性觀光品牌
2.創造觀光⾏銷附加價值
3.培育敬業、專業、具國際視野的導遊領隊與旅館管理⼈才
本系教育⽬標：
1.培育導遊領隊實務⼈員
2.培育旅遊事業經營⼈員
3.培育旅館管理實務⼈員等旅遊⽂化產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題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

4122 崑⼭科技⼤學 時尚展演事業學⼠學位學程 B. A. Degree Program in Fashion and Performance
系所分則
本系學程特⾊規劃三構⾯聚焦於：1.⽂化創意展演產業、2.提供品牌設計、3.個⼈形象塑造訓練。教學⽬標為培育時尚媒體產業
⼈才，課程主要訓練分為四個⽅向：1.時尚伸展台與舞台訓練、2.表演與演藝經紀訓練、3.時尚流⾏造型訓練、4.時尚⾏銷與品牌
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
報告、證照及獲獎事實等 5. ⾃傳(選)：簡述個⼈資料、學經歷、優良事蹟或證照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3
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傳真 886-4-26314074
地址 43302台中市台灣⼤道6段1018號
網址 http://www.hk.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sc.hk.edu.tw/page2/super_pages.php?ID=page202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 ⼆、本校⽬前設有⼤學部19系、8研究所，學⽣⼈數近13,000⼈，⾼教深耕教育部補助1億1263萬，連續
備註 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補助，並且獲得典範科技⼤學補助。 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 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2234。
學校基
本資料

4091 弘光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能⼒。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
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件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最後三
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2 弘光科技⼤學 化妝品應⽤系 Dept. of Applied Cosmetology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 具辨⾊⼒、有良好體能及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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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3 弘光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Culinary Arts and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本系為培育專業餐旅⼈才，於第⼀線服務需具相當之嗅覺、味覺功能與口語表達
及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4 弘光科技⼤學 ⽼⼈福利與⻑期照顧事業系 Senior Citizen Welfare and Long-term Care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課程以⽼⼈社⼯和⻑期照顧事業⾏政為主軸，規劃有⽼⼈照顧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服務、⽼⼈社會⼯作、⻑照事
業(機構)⾏政管理、專題製作與實地實習等，注重團隊合作、直接服務操作能⼒培養，適合有相當口語表達能⼒、能與他⼈協作
互動且能控管⾃身情緒者。
隨著⾼齡化社會的來臨和家庭型態的改變，未來需要⼤量⽼⼈相關專業⼈才服務我們的⻑輩，例如：⽼⼈社會⼯作⼈員、⽼⼈相
關機構⾏政⼈員、⽼⼈活動企劃⼈員以及居家服務督導⼈員等等。
⽼⼈福利與事業系的設⽴依循本校「以⼈為本，關懷⽣命」的創校理念，積極培育優質⽼⼈福利與照顧管理等專業⼈才，快速因
應⾼齡化社會與⽼⼈服務市場的發展趨勢與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5 弘光科技⼤學 ⽂化創意產業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本系必修課程包含:⽂化設計與專題製作，需要從事⽥野調查，需具有相當之圖像記錄、移動⼒及溝通能⼒，以進⾏環境採集、
社區參與和現場實作。此外，課程重點包含培訓社區設計專才，需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
3.為使學⽣具備設計理念兼顧理論與實務，以培養學⽣就業能⼒，課程規劃分別為：「⽂化實踐創新」、「⽣活應⽤設計」以及
「品牌經營管理」。
4.為增加學⽣⽂創相關產業的學習及實務⼯作經驗，並增加職場的適應與競爭⼒，因此在三年級升四年級的暑假，規劃學⽣⾄⽂
創產業相關機構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件，申請者應具備⽂化藝術、設計、創意⽀援與週邊創意或⽂教事業等相關
領域之⼀技術專⻑，且於書審資料中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7 弘光科技⼤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Dept. of Hair Styling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2、本系為培育專業美髮⼈才，於第⼀線服務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
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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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07 弘光科技⼤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t. of Multimedia Gam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本系三⼤教育⽬標
(1)培育學⽣具備「健康知識」、「基礎管理」與「應⽤資訊」的基礎技能，以培養健康事業所需之整合能⼒⼈才。
(2)培育學⽣具備「照護管理」、「醫務管理」或「服務管理」之次專業能⼒，以培養健康事業所需之實務管理⼈才。
(3)培育學⽣具備良好⼯作態度、團隊合作能⼒及國際觀。
3.為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四下安排整學期實習。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2 弘光科技⼤學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培育多元化資訊技術與科學管理整合應⽤，並符合產業所需之⼈才。2.培育具⼈⽂素養、團隊合作、資訊倫理與社會責任之⼈
才。3.培育具創新思維、國際觀、終身學習與資訊實務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88 弘光科技⼤學 運動休閒系 Dept. of Sports and Leisure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以培育多元運動健身產業與休閒旅遊產業⼈才為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49 弘光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綠⾊科技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reen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技與再⽣能源技術，培育學⽣具
備良好專業技術與就業競爭⼒。 2.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專⻑涵蓋環境⼯程、⼯安衛、電機、機械、化學⼯程等領域，皆具有
良好的專業能⼒與實務經驗。 3.本系專業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與各項⾼級精密儀器設備豐富充⾜，充分提供學⽣實際操作與研
究等⽤途。 4.本系積極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專題研究⾵氣佳且表現良好，有效提升學⽣實作能⼒。 5.畢業學位國際認證，本
所獲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學位受Washington Accord 其他12個會員國認可。 選系限制: 1.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親⾃操作儀器，部分實習需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並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且須
有良好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95 弘光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及寫能⼒。 2.本系三⼤教育⽬標，培養學⽣「資訊技術應⽤能⼒」、「資訊系統開發能⼒」及「⼈⽂關懷與
持續精進能⼒」3. 課程兼顧跨學科及整合性領域之培育⽬標，提供學⽣多元專業領域之學習場域，專業課程包含進階機器視覺實
務、進階影像處理與圖形識別應⽤、物聯網系統實務、雲端應⽤服務開發、⾼等醫學儀表與量測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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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34 弘光科技⼤學 國際溝通英語系 Dept. of English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1.具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略具中⽂基本聽說能⼒者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91 弘光科技⼤學 物理治療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並能熟悉英⽂閱讀。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
3. 課程內容包括：通識課程、專業基礎學科、物理治療專業課程、多元應⽤選修課程以及臨床實習課程）。
4.本系為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 ，四年級上、下學期安排學⽣⾄合作教學醫療或相關機構進⾏⾄少3648週臨床實習(1,440小
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92 弘光科技⼤學 營養系 Dept. of Nutrition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
3. 三年級升四年級的暑假，安排學⽣⾄醫院及產業界相關機構實習。
4.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因課程需要，學⽣需具有視覺、聽覺功能，需久站，具口語表達、溝
通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及具相當之抗壓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93 弘光科技⼤學 ⾷品科技系⾷品科技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專業課程涵蓋⾷品科技、烘焙科技及保健⽣技等領域，輔導學⽣取得國家級專技⾷品技
師執照。 3.在專業技術上，提供中餐烹調、烘焙⾷品、中式⽶⾷、中式麵⾷、飲料調製及⾷品檢驗分析等實作技術課程，以取得
相關專業證照。4.設有⾷品相關系所唯⼀國際級TAF認證之「基因檢測認證實驗室」及「⾷品安全及超微量檢驗中⼼」。5.20132018年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學計劃之⾷品相關科系，歷年評鑑皆榮獲⼀等及通過之殊榮。教育⽬標為培育⾷品、烘焙科技理論
及具有實作技能的專業⼈才。6.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
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94 弘光科技⼤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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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
3.為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安排醫療機構實習⾄少1016小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69 弘光科技⼤學 ⽣物醫學⼯程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具中英⽂聽、說、讀、寫基礎能⼒者。
2.⽣物醫學⼯程是⼀⾨與醫療器材相關的專⾨科系，從醫療器材在機構與功能的研發、製造、包裝、滅菌確效、臨床上市、法規
認證、維修保養...等，皆為醫⼯領域的學習範疇，主要相關領域包含：⽣醫電⼦、⽣物⼒學、⽣醫影像、醫學資訊、⽣醫材料、
科技輔具...等，⾮常適合跨領域學習。
3.本系強調理論實作的結合與應⽤，特規劃四⼤專業實驗課程、專題實作、醫療產業實習等課程，逐步提升並強化學⽣動⼿實作
的能⼒與專業素養，以培育醫⼯專業⼈才。
4.本系教學品保通過IEET認證，學歷受國際認可，畢業⽣未來在海外升學或就業皆受到保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21 弘光科技⼤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 Department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並能熟悉英⽂閱讀。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
3.課程內容包括：通識課程、專業基礎學科、語⾔治療或聽⼒專業課程、多元應⽤選修課程以及臨床實習課程。
4.本系為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在四年級上或下學期安排學⽣⾄合作教學醫療機構進⾏六個⽉或375小時的臨床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3年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25 弘光科技⼤學 動物保健學⼠學位學程 Program in Animal Healthcare
系所分則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專業課程著重於寵物健康照護、寵物⾷品營養、寵物美容、寵物繁殖、寵物產業經營管理、創新寵物產品⾏銷等。
3.開設專業證照輔導、實務專題以及專業實習課程。使學⽣可依照興趣發展⾃身專⻑領域，並透過課程輔導證照考試並⾄業界進
⾏專業實習，提升學⽣專業領域的實務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39 弘光科技⼤學 ⾷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k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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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專業課程涵蓋⾷品科技、烘焙科技及保健⽣技等領域，輔導學⽣取得國家級專技⾷品技
師執照。 3.在專業技術上，提供中餐烹調、烘焙⾷品、中式⽶⾷、中式麵⾷、飲料調製及⾷品檢驗分析等實作技術課程，以取得
相關專業證照。4.設有⾷品相關系所唯⼀國際級TAF認證之「基因檢測認證實驗室」及「⾷品安全及超微量檢驗中⼼」。5.20132018年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學計劃之⾷品相關科系，歷年評鑑皆榮獲⼀等及通過之殊榮。教育⽬標為培育⾷品、烘焙科技理論
及具有實作技能的專業⼈才。6.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
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4 弘光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環境⼯程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技與再⽣能源技術，培育學⽣具
備良好專業技術與就業競爭⼒。
2.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專⻑涵蓋環境⼯程、⼯安衛、電機、機械、化學⼯程等領域，皆具有良好的專業能⼒與實務經驗。
3.本系專業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與各項⾼級精密儀器設備豐富充⾜，充分提供學⽣實際操作與研究等⽤途。
4.本系積極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專題研究⾵氣佳且表現良好，有效提升學⽣實作能⼒。
5.畢業學位國際認證，本所獲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學位受Washington Accord 其他12個會員國認可。
選系限制: 1.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親⾃操作儀器，部分實習需透過⾊彩判
定實驗結果並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且須有良好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80 弘光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職業安全衛⽣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
⼈⼒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技與再⽣能源技術，培育學⽣具備良好專業技術與就業競爭⼒。
2.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專⻑涵蓋環境⼯程、⼯安衛、電機、機械、化學⼯程等領域，皆具有良好的專業能⼒與實務經驗。
3.本系專業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與各項⾼級精密儀器設備豐富充⾜，充分提供學⽣實際操作與研究等⽤途。
4.本系積極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專題研究⾵氣佳且表現良好，有效提升學⽣實作能⼒。
5.畢業學位國際認證，本所獲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學位受Washington Accord 其他12個會員國認可。
選系限制: 1.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親⾃操作儀器，部分實習需透過⾊彩判
定實驗結果並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且須有良好移動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正修科技⼤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4
聯絡電話 886-7-7358800
傳真 886-7-7358895
地址 83347⾼雄市⿃松區澄清路840號
網址 http://www.cs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備註 本校現有三個學院，分別為⼯學院、管理學院、⽣活創意學院，提供學⼠班、碩⼠班、博⼠班等不同學制。
學校基
本資料

4102 正修科技⼤學 觀光遊憩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 Recreation
系所分則
配合觀光休閒旅遊趨勢及國家重⼤觀光政策，本系發展特⾊注重產業導向之實作教學，以培育觀光管理及旅館管理之中、⾼階管
理⼈才為主軸。課程內涵重視第⼆外語學習及跨領域模組課程多元學習；教學內容強調實務、實習課程( 國內、海外) 為導向；注
重創新專題實作及邏輯思辨能⼒；⿎勵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積極爭取國內產學合作案、辦理就業學程職場體驗及校外異地
學習、設⽴專業證照測驗中⼼，加強輔導職場就業能⼒與觀光餐旅產業延攬⼈才之缺口連結，強調「做中學、學中做」精神，落
實學以致⽤，促使系專業核⼼能⼒予以證照化，提供專業設備之教學環境，提升職場就業⼒，使其成為觀光休閒產業所需之專業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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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9 正修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開設兒童「托育教學組」及「家庭社⼯組」課程模組。「托育教學組」培養幼兒保育實務專才，符合具備擔任托育機構之教
保員及保⺟技能之完備訓練；「家庭社⼯組」培育學⽣具備以家庭為中⼼的服務能⼒，運⽤社會⼯作專業與社會資源，促進家庭
功能，強化家庭⽣活，協助個⼈及家庭解決家庭關係及社會適應問題。配合技職教育特⾊，強調務實致⽤，加強社區推廣教育服
務及托育⼈員職類技能檢定，促進與親⼦⽂教產官學界接軌實習實作，輔導協助學⽣適性就業職能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5 正修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因應國家經建發展政策及⽂創產業發展需求，以培育從事視覺傳達設計領域相關產業所需之實務專業⼈才為⽬標。⾃成
系以來，教學與實務並重，致⼒教授設計創意之基本技能，更著重學⽣對⽣活美感的洞悉能⼒。
本系課程發展以視覺傳達設計為主要學習⽅針，並提供「創意商品設計」與「造形⼯藝研發」領域的發展鍊結。課程規劃側
重基礎的知識學能訓練，⼒道於徒⼿繪畫表現技法、專業創作⼯坊實務操作與進階數位繪圖應⽤，再結合⾏銷企劃之概念，使設
計創意轉化為具備產能之優質商品；此外，國內外知名專家講座研習與寒暑假的職場體驗也是學習的理之當然，藉此培育學⽣佳
良的創造信念，讓學⽣們習有所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
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87 正修科技⼤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and Fashion Styling
系所分則
因應國家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趨勢需求，採「化妝品科技」與「時尚彩妝造型」分組教學，秉持⼈本關懷美德，教育學⽣具備⼈
才與科技宏觀視野胸懷，培育學⽣具有化妝品基礎知能與彩妝造型美學之涵養應⽤，使學⽣擁有：1、化妝品研發調製與分析技
術能⼒；2、彩妝整體造型設計與美容服務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 第 401 ⾴ -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5 正修科技⼤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之設⽴，係為配合國家的政策需要與產業的發展需求，而以培育既有運動、健康與休閒的整體概念，⼜有各⾃專擅領域專業
知能的優秀⼈才為⽬標。 ☆完善的建教實習計畫，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 ☆充沛的社區合作資源，連結產官與學術結合。 ☆卓
越的學術師資陣容，強調學科與術科並重。 ☆完整的課程教學規劃，追求技能與品格並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0 正修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係配合國家數位內容發展重點、地⽅⽂化加值產業及⾼雄軟體園區發展數位內容產業所需，以「互動媒體設計」與「影⾳動
畫設計」為核⼼，並輔以創業經營管理實務，提升動漫遊戲設計領域專業技能，激發更多⼈才對於遊戲設計及動漫畫設計技術之
投⼊與學習。課程規劃著重美術設計、創意互動、動畫設計、創意企劃等領域技能，加強整合地⽅⼈⽂內涵，且配合我國多元⽂
化特⾊，結合新世代媒體科技發展，培育兼具⼈⽂素養以及國際觀之跨領域之優質數位媒體設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6 正修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餐飲業專技與經營管理⼈才為⽬標，訓練具備廚藝實務與烘焙點⼼等基本專業技能，且兼具餐飲管理與微型創業等外
場管理能⼒及餐廳經營管理概念。 學術與技能卓越師資，強調學科與術科並重。 課程與實務專業教學，追求技能與創新成⻑。
建教與實習完善規畫，落實理論與就業連結。 產學與業界充沛能量，圓滿產官與學術結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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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4 正修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系教育⽬標：培育具備⼈⽂素養、資訊運⽤知能兼具觀光或商務職能之外語⼈才。（⼀）堅實本位課程，強化縱向四年的聽、
說、讀、寫之外語基礎能⼒（⼆）教學技職導向，⿎勵學⽣取得證照並兼顧質與量（三）培育學⽣具備基礎理論與實務職能兼具
之外語（四）結合資訊與科技能⼒，增進跨系跨院相關學程多元學習（五）培育⼈⽂素養與認識多元⽂化的終身學習能⼒。本系
分為「商務英語組」及「觀光英語組」，⼊學後可選擇其⼀組別就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6 正修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本系重視證照：輔導學⽣考取國貿、⾏銷、電腦專業證照與英⽂多益測驗；重實務實習：積極推動校外實習，可使學⽣畢業後能
銜接就業市場；強調國際化：每年暑假辦理學⽣到國外學校進⾏國際交流，並聘請外籍教師授課；重視學⽣就業機會：強調職前
輔導訓練，辦理求職模擬⾯試與校友回校分享；軟硬體兼備：專業實習室結合通關運籌軟體，讓學⽣從操作中練習專業技能；教
學助理：專業科⽬的教學助理與補救教學輔導學⽣課後練習；業師授課：推動千⼈業師及業界導師，邀請校外專家授課分享實務
經驗；強調創意：將創意思考納⼊課程，培養學⽣具備多元解決事情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
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7 正修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 推動就業學程、產業學院、雙軌旗艦班、產學攜⼿計畫班等多元企業合作，以強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2. 推動校外實習( 暑
期、學期、學年)、實務專題及企業個案教學，以訓練實務知識及整合能⼒。3. 強化學⽣對外競賽與證照取得能⼒，建⽴溝通表
達能⼒及專業技能，並擴⼤視野。4. 推動國際交流，以提升學⽣外語能⼒與跨國⽂化素養。5. 透過課程規劃、創業專題製作及每
年舉辦競賽活動，強化學⽣創意與創業管理能⼒。 ⽬標在於：1.培養企業界具實務能⼒之經營管理⼈才2.培養具備創意思考、創
業能⼒與國際化、資訊化之經營管理⼈才3.培養具備企業倫理與服務精神，以符合社會價值觀之經營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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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8 正修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分成資訊應⽤與管理應⽤⼆組，強調「做中學、學中做」之精神，分別以「數位化創新應⽤」和「電⼦化服務」為其發展特
⾊，並設有碩⼠班和碩專班，以「資訊管理」及「資訊技術」為發展特⾊，強調資訊科技與管理⽅法的整合應⽤。藉由實務專題
和校外實習教導資訊管理實務及培養實作能⼒。同時推動國際交流、就業學程、菁英班、定期職場參訪體驗、輔導學⽣取得專業
證照及規劃資管實務講座，以培養符合產業界所需之優秀⼈才。系上設有多個即測即評之資訊証照認證中⼼與輔導系上產學合
作、競賽及提供學⽣產業接軌機會的資訊創新服務中⼼，並取得多項國際競賽獎項和專利，特別是在專案( 企劃) 績效管理、⾏動
Apps、電⼦書及雲端( ⾏銷) 商務等Web 2.0 ⽅⾯的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9 正修科技⼤學 ⾦融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融管理專業⼈才。為因應產業變遷，滿⾜業界⼈才需求，提升學⽣就業⼒，本系分為「⾦融⾏
銷組」與「財富管理組」，課程強調務實致⽤及證照輔導，以強化學⽣實作與就業能⼒。課程內涵結合財務、會計、⾏銷與專業
倫理等基礎課程及理財規劃、證券投資、⾦融⾏銷等專業訓練，以培養全⽅位⾦融商品⾏銷⼈才與財富管理規劃⼈才。本系發展
特⾊注重產業導向之實作教學，落實全⼈教育精神，強化學⽣兼具專業能⼒與⼈⽂素養，以利學⽣適性發展、就業接軌，及提升
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1 正修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秉持「技術與實務導向」的教學研究⽬標，培養學⽣「電⼦專業」的實務能⼒，並以微電⼦⼯程、光電⼯程、綠能科技應⽤⼯
程，三⼤領域為教學研究的主要範疇。結合本校「載具及電⼦科技中⼼」⼤⼒推動產學建教合作、推廣教育、技能檢定等以掌握
產業脈動，交換實務經驗，確保學⽣具有專精技術實⼒，符合產業就業所需之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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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2 正修科技⼤學 機械⼯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培育具有⾼度專業技能及專業道德之機械⼯程師⽬標。以精密設計製造及機電系統整合為技術發展核⼼，特⾊實驗室包含有設
計製造整合中⼼( 逆向⼯程實驗室、三次元檢測實驗室、數控⼯具機實驗室、CAD/CAM 實驗室、快速模具實驗室)、多軸加⼯實
驗室( 五軸加⼯機及⾞銑複合機)、機電整合實驗室、感測器與訊號處理實驗室等計25 間實驗室。系所推動產學計畫之⼯程研究科
技中⼼為全國認證基⾦會TAF 之認證實驗室，實驗室編號為0844、2242 號，設備獲國際認可。未來本著已有之良好教學及研究
基礎，繼續推動機械、機電領域之專案研究計劃及實務產學研究，並舉辦⼤型國內及國際型研討會以提昇教學及研究品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0 正修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秉持配合國家資訊科技產業發展⽅向，培育優秀資訊⼯程科技⼈才的教育理念，採「理論與應⽤」並重、「理論與實務」並
⾏的雙軌教學⽅針，以「嵌⼊式發展系統」及「⾏動網路系統」等⼆個領域為本系教學研究範疇，並據以發展本系之特⾊，藉由
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完整課程規劃、落實⼈才培訓及創新思考與研究發展的教育紮根⼯作，培養學⽣創新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並利⽤本系研究設備，提供諮詢服務，建⽴學術與產業界之橋樑，以促進產業升級，提昇全球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7 正修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學習⽬標在於培養各類電機設備或專業技術⼈才，執⾏有關設計、製造、運⽤及維護等任務。⽬前以『電⼒⼯程』、
『控制⼯程』及『光電⼯程』發展本系特⾊，本系教學⽬標在因應⾼科技發展及國家建設需要，為社會培育專業技術⼈⼠。此外
為配合網路資訊時代來臨，本系亦將特別著重在電腦對於電機專業領域之分析與應⽤。除了提昇教育品質及加強相關設施使學⽣
具備電機專業知識與技能外，並希望加強學⽣英⽂語⽂能⼒，且增進學⽣⼈⽂素質以涵養其優雅氣質，因應社會多元化之發展趨
勢。本系⽬前區分為電機與控制組、產業技術組與光電⼯程組，培育未來產業需求之專業技術⼈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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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9 正修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旨在培養具⼯業⼯程與管理學識之專業⼈才，藉由⽣產管理、品質管理、資訊應⽤及經營管理四個主要領域的學習，使學⽣
具有系統整合的觀念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本系相關課程規劃及設計理念，涵蓋⽣產系統、經營管理及資訊應⽤三⼤領域，並
積極規劃各類就業學程，強化產學合作，有效增進學⽣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6 正修科技⼤學 ⼟木與空間資訊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木⼯程相關領域中級⼯程⼈員為⽬標，奠定學習中級技術專業知能之基礎能⼒，並具備繼續進修之能⼒，期能達成
下列⽬標： ⼯程規劃、設計、施⼯、監檢測及營建維護之⼯程實務訓練，以及⼟木營建、測量製圖、空間資訊及遙測科技之⼯程
實務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48 正修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業界實際⼈才需求，於建築設計組⽅⾯分別以設計、規劃、設備、結構、史論、景園、電腦輔助設
計等基本領域培養藝術與美學兼備之建築設計⼈才；室內設計組分別以平⾯設計、空間設計、造園、設備、構法、史論、電腦輔
助設計等基本領域培養藝術與美學兼備之室內設計⼈才。並強化⼯程實務管理、⾼階設計技巧整合，與業界合作實務專題，以達
到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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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 含⾼中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樹德科技⼤學 Shu-Te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獎學
⾦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9
聯絡電話 886-7-6158000
傳真 886-7-6158020
地址 82445⾼雄市燕巢區橫⼭路59號
網址 https://www.s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國際交流事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
https://www.oica.stu.edu.tw/%e6%a0%a1%e5%85%a7%e7%8d%8e%e5%8a%a9%e5%ad%b8%e9%87%91/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住宿費： 1. 六⼈房：每學期新台幣11,000元 2. 四⼈房：每學期新台幣16,000元
⼀、以上各系男⼥兼收，修業年限以4年為原則。 ⼆、僑⽣獎學⾦可申請最⾼⾦額上限為學雜費的50%。

4045 樹德科技⼤學 ⾏銷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學⽣具備規劃、執⾏與控制之⾏銷管理知識與能⼒。
⼆、培養學⽣具有國際觀之國際⾏銷專業⼈才。
三、培養學⽣具創意思考之整合⾏銷企劃、⾏銷資訊與⾏銷傳播技能。
四、培養學⽣符合各種製造業、服務業暨餐旅觀光休閒產業需求之⾏銷專業⼈才。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60 樹德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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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隨著國內產業的演變，服務業與流通產業逐漸增⻑(如圖1所⽰)，由於體認到產業發展的變遷，以及⾼職學⽣職涯發展的需求，為
確⽴本系的發展架構，進而審視有關本系發展的因素如下：
1. ⾯對多變的經營環境，以及顧客需求的多樣化，考驗組織的製商整合能⼒，以增加對於市場變化的靈敏度，降低供應鏈庫存⾵
險及成本，縮短供應時間。
2. 為因應全球化的趨勢，現代的企業必須具備完善的運籌系統，協調⽣產、儲運、配送、資訊及資源，以縮短作業時程，降低營
運成本，達成滿⾜顧客需求的⽬標。
3. 因電⼦商務、連鎖商店的蓬勃發展，對於運籌管理領域的專業⼈才需求⼤。
經過審視上述的因素後，基於本系原有的特性，兼顧產業對於⼈才的需求，以及學⽣專業能⼒的職場優勢，依據製商整合觀念架
構，以物流、商流相關領域的專⻑為重點發展，然為更配合模組課程及廠商企業，讓整體系主軸架構更為明確，相對應的模組課
程也更符合系上發展特⾊，因此擬定發展流通服務及商務經營等兩個跨功能領域專⻑。
流通服務：應⽤管理科學及資訊科技⽅法，對物流相關活動進⾏規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和監督，使各項物流活動獲得最
佳協調與配合，以提⾼物流效率和經濟效益。
商務經營：應⽤電⼦商務、網路⾏銷及資訊科技⽅法，對零售相關活動進⾏策略性規劃，從而落實網路商城管理，以提昇機構營
運效率。
發展使命與教育⽬標
根據製商整合發展架構，進而確⽴流通管理系的發展使命：培育製商整合所需的專業⼈才，⽀援跨功能的整合與介⾯管理，提升
供應鏈的營運績效。基於上述的發展使命，以及製商整合的營流通服務及商務經營兩個主要專業領域之職場優勢，延伸出流通管
理系的教育⽬標：發展流通服務及商務經營跨功能專業領域的職場優勢，並加強企業流程電腦化的實務能⼒。
重點發展特⾊
為迎合知識經濟時代產業對於⼈才的需求，本系秉持上述教育⽬標，並致⼒於實現數項重點發展特⾊，包括：「電腦與資訊科技
的應⽤」、「⼈際互動能⼒的養成」、「溝通與團隊精神的發揮」以及「解決問題知能的發展」，積極培育全⽅位之經營管理⼈
才。各項重點發展特⾊說明如下。
電腦與資訊科技的應⽤：由於現代企業功能的複雜化，形成資訊量的遽增，為了迅速做出正確的決策，必需依靠電腦及資訊科技
的應⽤。因此，加強學⽣善⽤電腦與資訊科技的能⼒，有利於提升其⼯作效率，因而強化職涯發展的優勢。
⼈際互動能⼒的養成：除了技術能⼒外，職場的⼈際互動能⼒也是達成⼯作任務的重要因素之ㄧ。經由瞭解本系畢業⽣能在企業
中受到器重與提拔的原因，優良的⼈際互動能⼒確實是不可或缺。因此，良好的⼈際互動能⼒，⾜以帶給學⽣更有前景的職場⽣
涯。
溝通與團隊精神的發揮：基於現代企業精細的分⼯，為達成企業整體的品質提升，有賴於溝通與團隊合作的⽂化。具備成熟的溝
通與團隊精神，將更能融⼊企業⽂化，獲得主管及同事的信任。
解決問題知能的發展：⾯對各種企業不同的特質，以及職場⼯作任務的變化，學校教育不可能教導學⽣⾯對各種⼈事物的所有⽅
法。然而，⼤學的環境可以提供學⽣親身體驗的機會，涵養積極解決問題的態度，畢業後即使⾯對職場環境的難題，仍然能夠掌
握解決問題的重點，達成⼯作績效。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6 樹德科技⼤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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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概況
休閒與觀光是現今最具潛⼒與活⼒的產業，未來休閒與觀光相關產業之⼈⼒需求，不論是量或質的提昇都是實刻不容緩。迎合此
發展趨勢，本系以培養具有前瞻性、國際觀的休閒觀光事業專才為宗旨。
教育⽬標：
1 建⽴學⽣對休閒觀光產業的基本認知
2 訓練學⽣在休閒遊憩、觀光旅遊事業的核⼼職業能⼒
3 強調學⽣在休閒遊憩、觀光旅遊事業個別領域的特⾊發展
4 重視休閒與觀光產業未來發展與前瞻議題之概念養成
5 培養團隊合作素養、問題解決與溝通表達能⼒
課程規劃與學⽣職能培養
專業課程：
休閒遊憩概論、休憩資源概論、餐飲管理、旅館管理、休閒⼼理與遊憩⾏為、觀光旅運管理、休閒⾏政與法規、休閒產業分析、
⼈⼒資源管理、研究⽅法、實務專題、休閒專題講座、休閒事業管理實習。
模組課程：
觀光旅遊學程
領隊實務、旅⾏業籌設與規劃、旅⾏業個案研究、導遊實務、遊程規劃與設計、會展產業管理實務、旅遊糾紛處理、航空客運與
票務、航空訂位資訊系統。
休閒遊憩學程：
導覽解說技巧與實務、休閒農場經營實務、地⽅創意產業規劃與管理、溫泉遊憩實務、博物館管理、休閒事業管理實習、⽣態旅
遊實務、河川遊憩探索、休閒活動企劃、休憩活動推廣實務、⺠宿經營與管理、星象觀測活動規劃、都會公園規劃與管理、休憩
活動體驗管理、休閒渡假村經營管理。
就業規劃
(⼀) 升學管道：國內外之休閒遊憩、餐飲管理、觀光管理研究所。
(⼆) 就業管道：國內外旅館飯店、⺠宿、餐飲業、旅⾏社、主題遊樂園、航空公司、休閒農場、溫泉養⽣會館、休閒渡假村、健
身中⼼、俱樂部、博物館、國家公園與森林遊樂區、導覽解說、休閒活動策劃輔導與執⾏。
未來展望
(⼀) 加強跨校合作，培養學⽣善⽤資源，具備規劃、溝通、執⾏、協調的能⼒。
(⼆) 擴⼤公共服務範圍，加強與各公私⽴機關團體、⼈⽂協會充分合作，善盡社會責任。
(三)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知名相關領域學校建⽴建教平台。
(四) 籌建相關實驗室，結合實務與理論，創造雙贏局⾯。
(五) 申設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加強教師與學⽣研究與發展能⼒，創新業界標準，刺激業界新作為。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7 樹德科技⼤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Dept. of Recreation & Spor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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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本系於⺠國96年由休閒事業管理系獨⽴分出，新設「休閒運動管理系」，成⽴之初每年招收⽇間部⼀班學⽣，以運動績優獨⽴招
⽣⽅式招收優秀之運動選⼿。隨著國際體育運動之蓬勃發展與國內休閒運動產業之擴增，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領域已成為熱⾨
領域，⼈⼒的需求以及專業性要求已呈倍數成⻑，隨著此產業之脈動， 98學年度更名為「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讓學⽣除了
在原有的運動相關產業外，更提升休閒遊憩的專業能⼒。
在強調「培育具有宏觀視野之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專業⼈才」的教育宗旨下，同時為因應國際化潮流下，採多元發展模式，發揮
教學、訓練、研究、推廣及服務等功能主以三⼤特⾊領域「體適能指導與管理」、「休閒遊憩規劃與指導」、「場館規劃與管
理」等定位專業課程，並依據專業課程規劃，冀望積極達成培養五項運動專業⼈才之⽬標，包括：
（1）培養⼾外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才
（2）培養職業運動、休閒運動與運動俱樂部之經營管理⼈才
（3）培養運動場館規劃設計與管理之⼈才
（4）培養運動訓練與健康指導之⼈才
（5）培養運動產業⾏銷企畫⼈才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位於⾏政⼤樓4樓，專業教室位於⾏政⼤樓，設施包括有媲美業界的體適能教室、⾶輪教室、有氧舞蹈教
室、技擊教室、TRX教室、運動虛擬遊戲教室、多功能體育館、⾃⾏⾞實習教室、⽔域教育中⼼（潛⽔、獨木⾈、⾵帆）、室內
潛⽔池、游泳池、攀岩場、⼾外遊憩訓練⻑、運動設施檢測資源教室（⽔平儀、阻⼒測試儀）等。另於北校區建置網球場、排球
場、射箭場、壘球場、沙灘排球場、籃球場與永續校園⽔資源利⽤系統，同時設置SSI國際潛⽔學校認證中⼼。
未來出路
（⼀）就業趨勢
體適能健身產業：體適能運動指導員、團體有氧運動指導員、⾶輪有氧教練、幼兒體能指導員、運動減肥塑身顧問、健體顧問、
運動按摩員、運動傷害防護員、運動器材⾏銷專員、運動課程推廣專員暨各⼤飯店健度假村等身俱樂部、專業健身俱樂部、結合
休閒與健身之指導員或經理⼈。
⼾外休閒遊憩產業：潛⽔、獨木⾈、⾵帆、⾵浪板、休閒海洋⾈、⽔上救⽣、沙灘運動、溯溪、攀岩、登⼭、露營、休閒⾃⾏⾞
騎乘、探索教育等指導員與企劃經理⼈。
競技運動教練： ⽥徑、游泳、籃球、排球、⽻球、桌球、網球、撞球、⼿球、跆拳道、競技啦啦、⾃⾏⾞等。
運動休閒服務產業：運動休閒服飾專員、運動鞋專員、運動錶業務專員、運動中⼼課務專員、運動課程推廣⼈員、外商運動⽤品
採購專員、運動休閒場域從業⼈員、運動器材國貿業務、運動器材業務專員、專業運動經紀⼈、⾃⾏⾞維修技師、運動器材維修
技師、運動企劃專員等、運動⾏銷產業：職業運動市場、運動⽤品設計、製造、⾏銷、通路等。
其他運動產業：運動場館建築、運動觀光、運動醫療服務與器材、運動傳播、運動經紀公司等服務。
國內各項公職考試： 教育類⾏政⼈員、體育⾏政普考、⾼考、特考
（⼆）進修管道
本系畢業⽣可報考國內休閒運動管理相關研究所、體育教育學程（小學中學教育學程）、出國留學（運動休閒教育）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8 樹德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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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簡介
樹德科技⼤學企業管理系成⽴於⺠國86年8⽉。⽬前本系設有四技⽇間部、四技進修部、⼆技在職專班與⼆技在職班等四個學
制。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政策，本系以培養⼯商界所需之⾏銷管理、財務⾦融、物流管理、⼈⼒資源管理⼈才及財務規劃⼈才為
⽬標。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除以商業基礎課程為重點外，亦主動與業界接軌，邀請專家學者演講、海內外企業參觀訪問及赴公⺠營企業實習，以培
養學⽣具備理論與實務之能⼒。學⽣除修習管理學院與本系必修課程外，⾃96學年度起，本系將課程規劃分為財務⾦融模組、⼈
⼒資源模組、⾏銷流通模組、核⼼管理等。
◎課程特⾊
(⼀)為使學⽣及早瞭解職場⽣態，本系於學⽣四年級時，規劃實習機會，藉由⾄企業界實習，讓學⽣體驗「學中做、做中學」的
經驗，實習成績優異者並有機會在畢業前即獲得業界所頒贈的預聘書，讓畢業即是就業的理想實現。
(⼆)為增加學⽣之就業能⼒，本系⽬前積極將課程融⼊證照，如：⾦融市場、資訊應⽤與會計學等課程，藉由授課⽼師之協助，
提升學⽣考取證照之能⼒，另本系⾃96年度起將推動「⾨市服務」、「就業服務⼈員」考試與國際性證照考試，如專案管理。97
年度推動國際⾏銷⼈員、微軟MOS、中小企業財務⼈員證照、TQC證照考試。
(三)⾃96年度起推動將課程融⼊服務學習，如稅務法規課程，除教授學⽣書本知識外，將安排學⽣⾄國稅局實習，成⽴納稅服務
隊。
未來發展
(⼀) 與校外各公司企業交流合作，擴⼤業界服務，提⾼本系在業界的能⾒度與接受度。
(⼆) 積極邀請學有專⻑及豐富經驗之業界⼈⼠前來本系任教或演講。
(三) 爭取本系學⽣校外參訪與實習的機會，增加學⽣實務能⼒。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8 樹德科技⼤學 ⾦融管理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教育⽬標
為因應台灣⾦融⾃由化、國際化與資訊科技化之趨勢，並具備社會責任之優質⾦融管理⼈才，本系以「全⼈學習」的理念為出發
點，培養具倫理道德、重視國際視及具備專業與實務並重的⾦融管理⼈才為宗旨。為達此宗旨，本系之之發展重點分述如下：
(⼀)專業知能－溝通、分析與決策
以塑造「全⽅位」的專業⾦融保險⾏銷⼈才為⽬標，除了加強⼀般⾦融與⾵險管理的必備基礎訓練外，更要培養學⽣具理性分析
與投資決策的能⼒。
(⼆)學術熱情－理論、國際觀、外語能⼒與資訊應⽤能⼒
希望透過知識的學習，以建⽴學⽣紮實的⾦融理論基礎與學習熱忱，並積極⿎勵學⽣培養外語能⼒與資訊應⽤能⼒為⽬標。
(三)道德教育－倫理、敬業與穩健
加強專業與敬業並重的「全⼈」教育⽅式，期勉學⽣學習如何與⼈相處、合作、協調與訓練團隊精神，藉以培養敬業、優秀的⼈
才。
(四)企業情懷－企業、社區與社會關懷
邀請學有專⻑及豐富務經驗之各界⼈⼠前來任教或演講，以增進與企業界的交流。並藉由舉辦與社區互動的服務活動，來增進學
⽣與社會社區之間的交流，以加強學⽣之社會關懷實作的能⼒。
未來出路
(⼀) 升學管道
本系⽬前設有碩⼠班與碩⼠在職專班，表現優秀學⽣有機會獲得推薦甄試進⼊就讀。此外，畢業學⽣亦可選擇國內外之財務⾦
融、企業管理或⾵險管理與保險等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 就業管道
學⽣畢業後，可以從事銀⾏業、證券業、投信業、⾵險管理與保險業等相關⾦融服務業。畢業⽣在⾦融保險相關產業就業率，除
部份服役中男性未列⼊統計外，⾼達60％以上。在⼤四期間，系上會⿎勵學⽣投⼊管院舉辦之Topping實習，與保險、銀⾏、證
券業保持互動的良好關係，待學⽣⼀畢業就可以⾺上投⼊職場，成為⾦融業之專業⼈才。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5 樹德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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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標與課程
課程以商務與觀光英⽂為主，華語與英語教學為輔，並提供第⼆外語（⽇語、法語、西班⽛語、韓語）等相關課程；輔導並獎勵
學⽣參加英語能⼒與專業證照之相關考試，提升就業競爭⼒。並設置國際商務與證照學程及雙語教學學程，以提昇學⽣國際競爭
⼒。
此外，⿎勵學⽣跨系選修其他領域之專業課程，以利外語技能與專業知識結合，培養優秀之專業外語⼈才。
教學特⾊
1. 必修外語課程小班教學。
2. 協助學⽣考取國際外語能⼒證照(TOEIC, BULATS, TOEFL)與商管證照(LCCIEB)。
3. 教室皆配置數位講台，教師可⽅便使⽤多媒體輔助教學。
4. 完善專業口譯與多媒體電腦教室。
5. 依據學⽣外語能⼒評量結果，實施補救教學或榮譽課程。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61 樹德科技⼤學 會展⾏銷與活動管理系 Dept. of MICE Marketing & Event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會議展覽產業，⼜稱會展產業，英⽂簡稱MICE Industry，涵蓋會議（Meeting）、獎勵旅遊（Incentive）、⼤型會議
（Convention）及展覽與活動（Exhibition &amp; Event）等領域。在政府層⾯，藉由舉辦會展活動可以帶動周圍的產業如
觀光、⾏銷、貿易、物流、設計、餐飲、住宿、⽂化創意等等，進而促進城市⾏銷及經濟發展；在企業部分，藉由會展活動平台
完成商務交易及專業資訊分享。本系於2018年奉教育部核准，由原國際企業與貿易系及會議展覽與國際⾏銷學位學程整併為「會
展⾏銷與活動管理系」。配合經濟部國貿局⾃2009年起推動三期四年期會展產業發展計畫中的的會展⼈才培育⼦計畫，培養同學
規劃會展活動整合觀光與⾏銷資源，成為會展⾏銷專才與活動企畫執⾏的專案經理⼈，本系招收四年制⽇間部與進修部，以及碩
⼠在職專班學⽣。本系師⽣歷年參與之⼤型會展活動包括：2009⾼雄世運會，2009~2014國際院校城市⾏銷競賽，2010~2018⾼
雄國際⾷品展，2015~2017國貿會展論壇暨兩岸校際模擬商展競賽，2014⾼雄展覽館（KEC）暨臺灣國際扣件展聯合開幕典禮及
展覽，2014、2016台灣國際遊艇展、2017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2016、2018全球港灣城市論壇等，是國內最完整會展專
業知識課程設計，充分培養同學擁有跨域整合資源的技術與能⼒以及就業競爭⼒的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選)：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6 樹德科技⼤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Family Studies
系所分則
教學特⾊
研究所課程規劃
規劃並落實輔導研究所學⽣所需之學習能⼒指標:
課程設計
課程發展乃以研究知能為基礎(含專業必修13學分)，延伸⾄兒童與家庭服務專業選修課程(專業選修25學分)。畢業學分⾄少38學
分(含論⽂6學分)，學⽣必須在修業過程中提出論⽂計畫考試，以及⾄少修畢⼀課群始得提出學位口試。課程規劃共有三個課群:
教保組、早療組以及家庭與社區組。該學年開課課表請參考兒童與家庭服務研究所網⾴公告。
研究⽅向
1.本所教師研究⽅向，包括家庭教育、社區服務與發展、神經科學、幼教專業、多元⽂化與家庭、測驗與評量、⽣命歷程與⽣命
史、特殊家庭教育政策與趨勢與特殊幼兒輔導⽅案，本所近年來積極推動各項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除定期舉辦課程與教學相關國
際研討會，⽬前更積極與美國加州西來⼤學建⽴教師以及研究⽣參訪⾏程，以及規劃海外教師授課交流或交換實習等相關⾏程。
2.本系碩⼠班及碩⼠在職專班之師資乃以畢業於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所具博⼠學位之教師群為主，均在家庭與社區發展與兒童相
關領域學有專精，師資陣容⿑備且極具專業特⾊，並定期發表期刊以及從事專業研究。
3.⿎勵研究⽣參與教師相關研究計畫，使其能提昇學⽣實務應⽤能⼒，並結合專業知識發展兒童與家庭 服務相關學術以及專業知
能。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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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48 樹德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本系成⽴於1997年建校之初，開始招收四年制⽇間部、四年制進修部之學⽣，培養國內基礎的資訊管理⼈才。為因應政府推動產
業升級及商業⾃動化的政策，於2000年成⽴研究所，成為系所合⼀之資訊管理系(所)，並開始招收碩⼠班、碩⼠在職專班之學
⽣，為國內外培養更多⾼階具實務能⼒的資訊管理⼈才。由於因應教育國際化，本系(所)於96學年度開始招收外籍碩⼠班，全部
課程皆以英⽂授課，學⽣來源包括美國、⾺來西亞、泰國、越南、柬埔寨等地。根據此⼀經驗2007年配合教育部和經濟部的專
案，招收境內外籍產業碩⼠專班，為國內廠商訓練外籍學⽣，使之成為未來在國外的⼯作幹部，以提昇產業在國外投資時的競爭
⼒。除此之外更進⼀步和越南河內國家⼤學合作開設境外外籍碩⼠在職專班，促進兩國的教育合作，達成本系(所)國際化的⽬
標，未來將擴⼤合作對象⾄其他⼤學及其他國家。
本系於2013年分成數位創新應⽤組與數位⾏銷組，期能培養學⽣適性發展，善⽤迅速演變的資訊科技與未來產業發展順利接軌。
●未來發展
本系培植學⽣資訊科技的「應⽤」與「管理」相關知識。換⾔之，資訊管理系所培養的⼈才必須具備資訊科技技術與資訊的管理
與分析能⼒，做為將來進⼊企業的基本能⼒。在職場上能夠充分地了解企業的需求之後，以所學的相關知識，提供企業經營所需
資訊之分析，幫助企業提升經營績效。
●本系定位
將重點導向資訊管理技能的培養與資訊應⽤能⼒的提昇。從102學年度開始，⼊學新⽣依其興趣分為兩組招⽣：數位創新應⽤組
與數位⾏銷組。在所規劃的四年課程中，希望本系畢業⽣能具備：
1、資訊科技技術與開發創新應⽤的能⼒，
2、專業⾏銷企劃與數位⾏銷設計能⼒ ，
3、將資管技能應⽤於企業實務管理層⾯的能⼒。
●本系⽬標
培養學⽣職場技能相關專業知識與實⽤技能，讓學⽣擁有資訊科技應⽤能⼒、管理能⼒，與國際移動⼒。同時除了課程的要求之
外，更透過專業證照的取得，提⾼未來就業競爭⼒，以利畢業後與職場需求接軌。另⼀⽅⾯，⿎勵學⽣要擁有「⼈⽂素養」與
「社會關懷」的涵養，包括探索⼒、知識⼒、溝通能⼒、書寫能⼒與尊重他⼈⾃我反省能⼒，培養學⽣具備綜覽全局視野與關懷
社會的全⼈品格。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4 樹德科技⼤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Dept. of Animation and Game Design
系所分則

- 第 413 ⾴ -

系所簡介
因應我國數位內容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於⺠國九⼗五年成⽴全國第⼀所數位遊戲設計系，並於⺠國九⼗六年正式更名為「數
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系」。
主要在培育具⼈⽂素養與應⽤數位科技能⼒之數位遊戲設計、數位多媒體設計、數位動畫設計、數位學習設計、數位影視設計等
專業設計⼈才，以提昇我國數位內容與⽂化創意產業之競爭⼒。
系特⾊：
樹德「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系」是以建構最具創意的環境，培育具備最頂尖創意及相關數位內容開發製作能⼒的學⽣為教學⽬
標。為達成此⼀⽬標，本系強調實作能⼒，學⽣必須能把數位內容商品進⾏完整的開發，將整套商品從構想、設計到商品化都能
落實，最後再透過全系師⽣的努⼒，配合本校創新育成中⼼，進⼀步達成輔導學⽣創新育成事業的⽬標。
本系的策略將是以「下⼀世代數位遊戲」為主要發展⽅向；不同於現有的數位遊戲，主要是看好新世代數位媒體產業發展的成⻑
性；現有PC平台遊戲已是⼀⽚紅海，但下⼀世代數位遊戲則有機會重新洗牌。
另外，本系也將全⼒發展「創新數位內容商品」，嘗試將數位內容商品化，讓利⽤創新技術所開發的數位內容成果變成可以販賣
的商品；以追求技術學習效益最⼤化為前提，不以沒有收益的藝術性創作展或競賽為⽬標，而是以開發「創新數位內容商品」全
⼒促成學⽣新創事業的發展。
除此之外，本系策略上也以內容設計為快速發展的重點，有別於⼀般程序從基本程式理論開始學起，本系將採⽤更具有彈性、更
具有創意的數位內容開發流程，在最短時間內開發出最具有商業價值的「下⼀世代數位遊戲」及「創新數位內容商品」。
未來發展
（⼀）就業或創業
本系設系之⽬的，以配合國家新興數位內容及⽂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之需求，提供具⼈⽂藝術涵養與數位科技應⽤之⾼素質專業
設計⼈⼒，畢業後除了⾃主經營專業設計⼯作室之外，有關數位動畫、數位遊戲、數位教材、數位影視、數位典藏、數位學習等
多項設計產業與設計服務業⼈才需求殷切。就國家及全球進⼊數位化時代而⾔，就業、創業機會不虞匱乏。
（⼆）升學
本校應⽤設計研究所已成⽴「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組」，另外視覺傳達、資訊⼯程、資訊管理、電腦與通訊研究所及國內外諸多
⼤學均設有相關研究所，進修機會多元。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0 樹德科技⼤學 ⽣活產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樹德科技⼤學⽣活產品設計系於1999年成⽴於南台灣⾼雄，以提升⼈的⽂化品味為核⼼，以「體貼⽣活、關懷⽣命、道不遠⼈」
為設計思維，將⽣活中所觸及之標準化及客製化的相關產品列為主要關⼼的議題。教學上以⼯業設計之程序⽅法為核⼼，結合數
位設計之運算技術，⼯藝設計之媒材美感涵養，亦鏈結相關產業，搭配多元的交流活動與競賽，強調學⽣實務技能之養成，並使
其具備前瞻的創新思維及優越的⼈⽂涵養。
⽣活產品設計系考量國內產業結構需求，以特⾊化、優質化、多元化、國際化為主要發展⽅向，藉由設計⼈才的培育、設計專業
的訓練、多元能⼒的養成、學術與產業的結合、設計教學之國際交流等，進⾏產品企劃、產品創新、產品開發、智財布局等之專
業知能傳授與實務執⾏，以提升產品整體價值，促進我國產業發展、產業升級及產業轉型。
為因應當代⽂化創意產業與⽣活⽤品產業的發展需求，本系除四技⽇間部及四技進修部外，於2012年設⽴「碩⼠在職專班」，藉
由⾼階專業課程的導⼊及⼯坊創作的實施，為南⾼屏地區提供在職⼈⼠進修機會，以培養中⾼階⽣活產品設計⼈才，將專業的養
成與未來的就業相結合，共創雙贏的局⾯。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作品集(選)：有助於
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7.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
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
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
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1 樹德科技⼤學 流⾏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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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設計系簡介
樹德科技⼤學流⾏設計系成⽴於⺠國87年，為國內⾸創整合髮型設計、化妝造型、織品設計、服飾設計、服飾⽤品設計等不同領
域，成為國內第⼀個整體造型設計科系。
實踐流⾏設計藝術化與科技化之教學⽬標，為我國流⾏⽂化產業國際化培育⾼級專業設計⼈才。本系三度榮獲教育部評鑑為全國
第⼀等之科系，更加深本系扮演好流⾏時尚技職教育領航者的期許。
本系定位
整合美容、髮型、織品、服裝與服飾⽤品專業之⾼等整體造型流⾏設計科系，強調理論與實務均衡發展，實現連結產業與接軌國
際的全國標竿學校。
本系使命
以教學為本，職場需求為⽤，⽴⾜台灣、放眼國際，致⼒於流⾏時尚整體造型設計專業⼈才之培育，提升產業⼈⼒素質，挹注產
業創新發展。
本系⽬標
結合社會與產業資源，建構完整的流⾏設計學術規模，培育務實致⽤的整體造型設計專業⼈才，達成知識創新與國際接軌，應⽤
實務與產業連結發展的國際名校。
本系畢業⽣就業選擇
整體造型設計⼈才的養成是針對流⾏產業轉型與升級所需要的創造性⼈⼒資源，畢業⽣必需具備原創性設計、企劃、管理與⾏銷
之多元化能⼒。學⽣未來發展⽅向包含：
1.整體造型、髮型與化妝之設計、企劃、技術研發與管理⼈員。
2.媒體與展演藝術之整體造型設計企劃、形象顧問設計企劃與管理⼈員。
3.化妝品應⽤之設計企劃與技術研究、商品管理與⾏銷⼈員。
4.服裝設計企劃、樣版設計與⾏銷⼈員。
5.服飾⽤品設計企劃、樣版設計與⾏銷⼈員。
6.紡織品設計企劃與⾏銷⼈員。
7.⾃主經營設計師⼯作室。
8.進修本校應⽤設計研究所(流⾏設計組)或國內外⼤學相關研究所。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作品集(選)：有助於
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7.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
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
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
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2 樹德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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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樹德科技⼤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為因應科技與學術之發展，配合國內產業型態轉變之需求，而於⺠國87年設⽴本系，為南台灣第⼀
所四年制視覺傳達設計系，並於100學年度成⽴碩⼠在職專班。本系所依照學校辦學理念，秉持「學術、知性、快樂、希望」的
校訓，培養兼具⼈⽂與科技，組織領導與問題解決能⼒的專業⼈才，落實設計理念與實務之平衡發展，以培育具視覺傳達創意與
企劃執⾏能⼒之⾼等設計⼈才為教育⽬標。同時，本系所亦融合設計學院「院訂特⾊指標」規劃本系所⼤學部發展九項系所⽬
標，分屬三⼤⽅針、：
(⼀)增強⼈⽂素養與強化專業能⼒： 經營團諮活動、校園設計師檢核、教師赴產業實習。
(⼆)連結產業需求與增廣國際視野： 產學合作導⼊課程、學術交流國際⾒學、參加重要設計競賽。
(三)強化菁英學⽣與輔導弱勢學⽣： 實施菁英培育計畫、實施共同評圖、弱勢學⽣輔導。
因應國家發展「⽂化創意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相關⼈才培育及創新研發之需求，以「知識經濟」、「創意經濟」、「⽂化
經濟」及「美學經濟」的概念，將教學研究與服務之能量予以整合。
藉由課程的導⼊與菁英培訓計畫的實施，在「創意⽂化化」、「過程產業化」、「研發商品化」、「成果產業化」、「經營專業
化」的原則下，執⾏研發⼯作。
因應產業需求，本系發展核⼼能⼒本位課程，將學⽣專業養成與未來就業趨勢，規劃為⼆⼤模組、四⼤趨勢。
（⼀）平⾯媒體模組：
(1) 商業平⾯設計
(2) 包裝與展⽰造形設計
(3) ⽂化創意產品設計
（⼆）動態媒體模組：
(1) 影⾳多媒體動畫設計
未來發展
1.奠定國際化發展的能量及優勢的競爭⼒。
2.建構E化學習環境，整合國內外學術國際資源，尋求跨國合作，拓展設計學術交流。
3.有效運⽤產業資源，建構符合系所發展與產業升級共贏的產學合作機制。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作品集(選)：有助於
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7.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
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
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
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3 樹德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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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沿⾰
◎系所簡介：
室設系成⽴於1997年，為⼤⾼雄地區唯⼀以室內設計為名之⾼等學府，以因應亞太營運中⼼建⽴與國際⼤都會⽣活環境的發展，
積極培育具國際觀和本⼟關懷之室內設計專業技術⼈才。室內設計在現階段的發展中，亟需建構其知識、技術和職場等相關專業
範疇，以確⽴其學⾨主體。本校室內設計系針對「室內設計」學⾨的特殊屬性，藉由─「⼈因環境數位模擬」、「室內暨建築設
計本體論研究」、「室內外構造、裝修、裝飾建材設計開發」和「室內空間數位虛擬輔助設計」等四⼤應⽤性理論與科技，進⾏
空間設計專業化與躍升；同時也積極尋求⼀種⾜以統合本系特有之三⼤師資結構(室內、建築和藝術)、三⼤專業模組(居住空間、
公商展演、室內建築)，以及四⼤課程結構(基礎、理論、技術、設計)等三⽅結構層級的課務內容，以奠定未來室內設計系所的
中、⻑期發展基礎，並培養具前瞻與專業的室內設計⼈才。
系所特⾊
(1) 低年級側重基礎訓練；⾼年級著重專業訓練為原則，各年級並輔以⽂化陶冶，以培養具⼈⽂素養及專業技能的室內設計師。
(2) 理論課程與技能訓練並重，以實作練習課程讓學⽣從中學習，彌補傳統課堂教學之不⾜。
(3) 加強評圖訓練及簡報能⼒，使學⽣能將⾃⼰設計理念完整表達出來。
(4) 加強學⽣對建材認識以及選擇搭配建材的能⼒。
(5) 以法規、規範⽅⾯的課程讓學⽣熟西專業法規，職業道德及室內設計業務管理等專業訓練。
(6) 在專業訓練課程中區分住宅類與⾮住宅類室內設計。
(7) 充分運⽤電腦輔助設計之優點，結合傳統⼈⼯設計與電腦輔助設計，以提昇設計之品質與速度。
(8) 注重技職教育⾼中、職與技職體系專業教育之銜接。
(9) 本系校外資源廣⼤，與國內各縣市室內設計公會關係良好，充分掌握學習資源及就業機會。
(10) 就業導向：教學主要以學⽣畢業後從事室內設計業為主，升學為輔。
(11) ⿎勵參與社團：⿎勵師⽣參與全國室內設計相關社團協會與學會會員活動。
(12) 專業模組：學⽣依學習興趣於必修課程外，選擇設計、實務或電腦應⽤課程。
(13) 教學實務參觀：每學期舉辦校外教學參觀，包括⼯程現場、建材展⽰場等。
(14) 學習成果展覽：學⽣每學期需於校內或校外發表學習成果及⼼得。
(15) 模擬證照測驗：學⽣於畢業前可參加本係證照模擬考試。
(16) 未來將以「⼈因環境模擬」科技和設備輔助傳統⼈⼯設計，進⾏教學規劃、學術研究、推廣教育和社會服務等四⽅⾯的整
合。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作品集(選)：有助於
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7.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
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
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
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9 樹德科技⼤學 表演藝術系 Dept.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樹德科技⼤學表演藝術系於95年奉准成⽴，並於96年開始招⽣，為國內⾸創整合影、歌、舞、劇、與模特兒專業的表演藝術系，
⽬的在培養時尚演藝產業專才，以及舞台、螢幕表演或製作⼯作之⾼級專業⼈才，期許成為⽴⾜南台灣，放眼全世界，連結⾺來
西亞、香港、澳⾨等華⼈地區的⽂化交流，⼤中華區重要的演藝⼈才培育搖籃。於99年由於辦學績效卓著，深獲國內學者專家肯
定，99年榮獲教育部技專院校評鑑⼀等，並於103學年再次通過教育部評鑑之殊榮。

ABOUT OUR VISION
未來展望
表演藝術系畢業⽣，國內外相關碩、博⼠班的研究所之進修管道相當通暢，而在時尚或演藝界，也有多元選擇，包括從事流⾏⾳
樂作詞、作曲、演唱、演奏、節⽬企劃、節⽬製作、編導、演員、電影配樂、動畫配樂、廣告歌曲創作、錄⾳⼯程、⾳效設計、
燈光設計、佈景⼯程、節⽬主持、主播、專業模特兒、及流⾏⽂化產業、娛樂休閒產業、個⼈專業⼯作室等事業。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語⾔或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作品集(必)：有助於
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7.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
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
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
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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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2 樹德科技⼤學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Dept. of Art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樹德科技⼤學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為全台⼤學院校⾸創，即是國內第⼀所以⼈⽂藝術思維為依歸、現代管理為⼯具，致⼒
培養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創意設計、⽂化策展等產業跨領域創新思維之管理與經紀⼈才之學系。
(⼆)本系課程以「藝術應⽤」與「創新管理」為兩⼤教育核⼼，並分為藝術鑑賞與知能、⽂化政策、⽂創產業、經營管理等四⼤
領域，藉由課程的導⼊為學⽣建⽴有系統的跨領域學習模式。
(三)本系強化校內外實習機制、推動取得多樣化專業證照，並輔導學⽣在校期間創新創業，讓學⽣與產業即時接軌，藉以提升競
爭能⼒。
(四)本系有國際⽣就讀，本地學⽣亦有機會⾄國外當交換⽣，透過國際化共教共學及跨⽂化對話，藉以營造多元⽂化的學習環
境。
產業發展
2009年⾏政院院會通過「創意臺灣—⽂化創意產業發展⽅案（2009∼2013年）」，針對臺灣當前發展⽂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優
勢、潛⼒、困境及產業需求，提出推動策略，期能打造臺灣成為亞太⽂化創意產業匯流中⼼。
隨著2013年華研⾳樂、霹靂國際於上櫃及興櫃掛牌交易，我國⽂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可謂邁⼊⼀個新的⾥程碑，象徵著國內⽂化創
意產業的逐步起⾶。爰此，政府除持續推動「創意臺灣—⽂化創意產業發展⽅案」之各項「環境整備⼯作」與「旗艦產業計畫」
之外，並於2013年提出「價值產值化—⽂創產業價值鏈建構與創新（2013年⾄2016年）」中程計畫，期建構對所有⽂創產業皆
友善之發展環境，使相關產業皆能獲得適當之輔導及協助而成⻑養成為明⽇之旗艦產業。
未來展望
升學管道
進⼊國內外之藝術、表演藝術、藝術管理、公共⾏政或經營管理等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就業管道
視覺藝術、建築設計、⼯藝、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廣播電視、數位內容、廣告、電影、⾳樂與表演藝術、流⾏⾳樂與⽂化
內容、⽂化資產運⽤及展演設施、出版、創意⽣活等產業相關從業⼈員。
公務體系
參加公務⼈員考試進⼊地⽅或中央⽂化部⾨；地⽅或中央所屬場館相關從業⼈員。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有語⾔或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作品集(選)：有助於
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7.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8.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
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
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
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7 樹德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系所簡介
為配合⾼科技產業現況，秉持學⽤並重及⼈⽂科技之理念，全⼒栽培本系所學⽣具備電通專業技術及⼈⽂關懷素養，以成為資訊
與通訊領域之全⽅位⼈才。本校資訊學院於2001年創⽴電腦與通訊研究所、2002年成⽴四技⽇間部、2005年成⽴進修部。本系
教師共同努⼒之⽬標，是使本系成為培育微電腦應⽤、通訊⼯程與電⼦電路三⼤專業領域⼈才的搖籃；教導學⽣就業與升學所需
的本位能⼒並提供學⽣快樂學習的完善環境。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6. ⾃傳(必) 7. 讀書計畫書(必)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6 樹德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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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系所之發展⽬標與產業需求、未來趨勢、知識發展、技術進步的相關程度：
為提升台灣知識與創新能⼒，政府於91年推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晝」，促進經濟成⻑、創造就業機會及提升⽣活品質
等多重效益。其中多項⼦計畫帶動了台灣產業發展。⾏政院於100年5⽉核定之產業發展綱領，擬定經濟部2020年產業發展策略，
以「創新經濟、樂活台灣」作為願景，朝「傳統產業全⾯升級」、「新興產業加速推動」及「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國際化科技
化」等三⼤主軸，推動產業發展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並在「102-105年國家發展計畫」的「推動產業多元創新」⽅
案中，選定第⼀階段推動之五⼤亮點產業中包含「資訊服務」與「智慧⽣活」兩項資訊相關產業。從經濟部102年提出未來3年
「重點產業專業⼈才需求調查」報告整理出「資訊相關重點產業與⼈⼒領域關聯圖」，如下圖所⽰，對於電機電⼦資訊科技領域
的專業⼈⼒需求亟為殷切。
因此，從國家發展會及經濟部的研究報告中所得到的結論與未來就業市場職類需求成⻑的預測結果，企業在短、中期間對於資訊
⼯程相關領域的⼈⼒需求將逐年成⻑，此⼀趨勢對於資訊相關系(所)的經營，將有正⾯的助益。本系所規畫之網路⼯程技術、應
⽤程式設計、數位遊戲設計三個學程的培育⽬標，完全符合重點產業⼈⼒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系所發展⽬標、重點發展領域及中⻑程發展計畫：
系(所)發展的定位，取決於產業趨勢與環境、所培育學⽣的基礎條件、系(所)可投⼊的資源(⼈⼒、設備、空間和預算等)和所培育
⼈才的終端職場領域。從產業趨勢與環境來看，資訊產業的產品主要為電腦與其相關的軟體應⽤。當電腦的硬體越趨於普及時，
軟體應⽤相關產業的產值也隨之⼤幅成⻑。因此軟體產業已成我國繼資訊硬體產業後，另⼀項重點發展的產業。
從產業分⼯的⾓度來看，資訊軟體產業可再細分為：資訊軟體設計業、資訊軟體製造業、資訊軟體⾏銷業與資訊軟體服務業等。
軟體的架構層級也可分為系統軟體、⼯具軟體與應⽤軟體等。就各種軟體從業⼈數與對從業⼈員素質的要求來看，應⽤軟體的從
業⼈員需求數量最多。從所需要的從業⼈員素質條件來看，企業對於應⽤軟體從業⼈員的素質要求仍然⼗分重視。
發展願景
本校之願景為「使畢業⽣成為業界優先選⽤⼈才，以落實學術、知性、快樂、希望的校訓，建構⼀所培育優職技職⼈才的⼤
學」。校定位為「教學為主，研究為要。具研究應⽤能⼒之教學型科技⼤學，成為⾼屏地區學⽣⾸選之學校」。治學⽬標為「樹
德與術⼈，培養學⽣成為術德兼備的新公⺠」。
資訊學院為因應本校願景⽬標之達成，訂定發展願景為「成為南台灣優秀資通訊技術與管理⼈才的專業培育機構」。資訊學院的
定位為「發展創新資通訊技術與培育資通訊應⽤與管理⼈才，以資通訊技術協助相關產業發展與應⽤，⽀援各學院發展資通訊技
術應⽤與產學合作」。治學⽬標為「培育具有資通訊產業所需⼯作技能與態度之專業⼈才，建立與資通訊產業的合作關係，開拓
就業市場的範圍，營造穩定的教育與⽣活環境」。
為配合本校與資訊學院願景⽬標的達成，本系的願景為「發展本系成為南台灣技專校院中，培育績效廣受企業肯定的資訊⼯程系
(所)，且所培育的資訊⼯程專業⼈才素質，符合資訊相關產業的需求，樂於為企業所聘⽤」。定位發展本系成為「南台灣私⽴科
⼤中，學⽣、家⻑、企業⾸選的資訊⼯程系」，教學⽬標為「培育網路⼯程技術、應⽤程式設計及數位遊戲設計三個資訊技術領
域的從業⼈員」。
三、教育⽬標、學⽣核⼼能⼒指標：
本系學⽣教育的⽬標為：
l 改善學⽣的本質符合產業需求: 使學⽣能夠畢業即就業。
1. 改造學⽣使具備就業競爭優勢: 運⽤有效的引導機制，落實本位課程⽬標。
2. 引領學⽣落實能⼒本位的⽬標: 能滿⾜產業職能要求與學⽣⽣涯規劃。
3. 為使得本系所辦學之績效能廣受企業肯定，且所培育學⽣的資訊⼯程專業⼈才素質，能符合資訊相關產業的需求，樂於為企業
所聘⽤，本系之教學與學⽣輔導，主要培養學⽣之核⼼能⼒如下：
4. 資訊基礎與程式設計
5. 資訊專業與網路實務
6. 專題製作與⽂件寫作
7. 職涯發展與職場適應
8. 技術整合與研發創新
這些核⼼能⼒結合校訂的語⽂表達與資訊應⽤、⼈⽂關懷與美學涵養、健全⼼智與團隊合作及組織領導與⼈際溝通四項基本能⼒
指標，可歸納為：基本資訊技能、語⽂能⼒(中⽂與英⽂)、⼯作態度及職場所需之資訊專業能⼒等四⼤類，其對應關係如圖3所
⽰。
在課程設計上，系上所開設之每⾨課程，均須由授課⽼師在校務系統上填寫課程⼤綱，及該⾨課教學所要教學培訓學⽣之能⼒，
並訂定系核⼼能⼒指標之權重百分⽐，讓學⽣在選課前，能瞭解待修畢該⾨課程，學⽣能學到的專業能⼒素養與對⾃⼰核⼼能⼒
有何加分之效果。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料，如個⼈作品集。 6. ⾃傳(必)：⾃我介
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7.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
發展規劃。 8.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
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58 樹德科技⼤學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and Bak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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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校院發展⽬標政府政策並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設定本系定位為『培養具備餐旅管理職能與廚藝技術的⼈才』。本系於專業知
識領域，規劃「餐旅學程」及「廚藝學程」⼆個產業主軸，提供學⽣在餐旅產業職業基礎訓練及專業技能能⼒培養。
未來發展
本系於專業知識領域，規劃「餐旅學程」及「廚藝學程」⼆個產業主軸，提供學⽣在餐旅產業職業基礎訓練及專業技能培養，並
以產業趨勢之特⾊發展，⿎勵學⽣跨領域多元學習，以期在餐旅產業的架構下，培育學⽣多元適性的職場競爭優勢，並訂定本系
教育⽬標如下。
(⼀)、培養餐旅專業知識與技能
(⼆)、強化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
(三)、提升國際視野與產業關懷
(四)、落實職業適應與團隊合作
本系依據產業⼈才需求與產業環境分析，對應校、院中⻑程發展計劃，明確架構本系的發展⽬標、策略、⾏動⽅案及財務預算規
劃。另外依學⽣就業的代表性職業進⾏職能分析，歸納學⽣畢業時應具備的核⼼能⼒，配合本系教育⽬標，制定各能⼒指標的檢
核指標與畢業⾨檻，配合學⽣學習歷程檔案建置，輔導學⽣畢業時能具備業界所需的職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
料，如個⼈作品集。 5.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6.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
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
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2 樹德科技⼤學 電競產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E-Sport Industry Management Degree Program
系所分則
國內外電⼦競技e-Sports相關活動及參與⼈數與⽇俱增，⽬前已有四⼗多國將電競列為正式運動項⽬，其中韓國和⼤陸更將電競
視為產業發展的⼀環。根據NewZoo報告，2015年全球遊戲產值達915億美元，2018年將達1,135億美元，電競遊戲已被視為全
球新世代的明星產業，關聯產業涵蓋遊戲代理、配錄⾳、美術設計、專屬配備及轉播平臺等，相關⼈才極需培育養成。植基於
此，本校將於107年新設「電競產業管理」學位學程，招收⾼職設計類與商管類及資電類群相關科別學⽣，針對電競產業跨領域
整合四⼤專業領域：網路硬體平台類、遊戲內容製作、賽事內容製作、數位⾏銷與傳播類，提供業界完整相關之技術⼈才。
本學程於除了進⾏電競實務操作，同時與電競產業、相關遊戲公司聯盟，並廣邀國際電競選⼿進⾏密集講座、教學。透過必選修
課連結電玩產業，讓學⽣及早規劃⽅向。核⼼必修課程為⼤⼀到⼤三「電⼦競賽實務」，共分為「初階、中階、⾼階」，作為電
競選⼿的核⼼訓練課程。必修課程也包含電競賽事的操作、國際組織與競賽觀摩、裁判與教練的養成、以及連結電競組織發展現
況。在選修課分為三⼤類：「遊戲產業設計與遊戲測試分析」、「資訊管理與多媒體應⽤」、「活動策展與媒體⾏銷規劃」。最
後⼀學期將以「業界實務實習」課程安排學⽣赴業界進⾏⾄少半年的實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助於審查加分的資
料，如個⼈作品集。 5. ⾃傳(必)：⾃我介紹，請說明⾃⼰的家庭背景以及求學經驗。 6. 讀書計畫書(必)：請說明來臺就讀計
畫，每⼀年預計達成的學習⽬標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請提供英⽂檢定如TOEIC,
TOFEL, IETLS，如果您是來⾃⾮華語區的學⽣如⽇韓、菲律賓、印尼、越南等⺟語⾮華語的學⽣，可以提供華語檢定能⼒如
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Van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6
聯絡電話 886-3-4515811
傳真 886-3-4531300
地址 32061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1號
網址 http://www.vn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oaa/3119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宿舍詳細介紹請參考:http://www.osa.vnu.edu.tw/1661?s=1930
本校⽬前有三個學院（航空暨⼯程學院、設計學院、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包含6個研究所（營科系碩⼠班、環⼯系碩⼠
班、電資所、經管所、資管系碩⼠班、妝品系碩⼠班）及16個系（營科系、環⼯系、資⼯系、航空系、⼯管系、⾞輛
系、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系、企管系、資管系、⾏銷系、商設系、妝品系、時尚系），全校學⽣達9,580⼈，
外籍學⽣達四百餘⼈。我們致⼒精進各種軟硬體設施、教學設備、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等領域，使學校已具⼀流⼤學⽔
準，成效深受教育主管單位讚賞。我們將再接再厲，邁向科技與⼈⽂相輔相成的智慧型校園，為國家及社會造就更多科技
與經建⼈才。 本校特⾊: 1. 航空城⼤學，全國唯⼀:離桃園國際機場最近的科⼤，享有航空產業豐沛合作資源。 2. 教學卓
越，國際認證: 教育部肯定教學卓越⼤學，榮獲IEET國際認證。 3. 雇主最愛，桃園⾸選: 2017年1111⼈⼒銀⾏雇主滿意
度調查，桃園中壢區第⼀。 4. 實習就業，全國第⼀: ⼤四全⾯實習，實習就業無縫接軌，就業率全國科⼤第⼀。 5. 科⼤
⼤學部，國際化第⼀: 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6. 航空餐旅，全國最⼤: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數達7,500⼈，跨兩種以上專
業領域學習，提升國際就業競爭⼒。 7. 設計時尚，國際發光: 師⽣榮獲教育部技職之光，國際IF、Red Dot設計⼤獎，引
領國際設計流⾏時尚。 8. 航空⼯程，快速起⾶: 與航空界⿓頭華航、⻑榮、漢翔、亞航…產學策略聯盟，接軌波⾳、空中
巴⼠等國際⼤廠。 9. 三鐵⼀港，交通便捷: 全國唯⼀三鐵交匯科技⼤學，⾼鐵、台鐵、捷運與機場便利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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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3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Department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2013年創⽴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其宗旨以培育航空公司所需之空、地勤服務（運務、票務、定位、派遣）、航運事務等基層
服務⼈員及管理儲備⼈才；此外並延伸⾄台灣陸運服務⽅⾯最具代表性之⾼速鐵路的領域，培育運輸服務基層之從業⼈員，以期
許學⽣能朝向具備專業職能及國際化視野之多元化專⻑發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7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國際服務組 Department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ervice Program
系所分則
2013年創⽴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其宗旨以培育航空公司所需之空、地勤服務（運務、票務、定位、派遣）、航運事務等基層
服務⼈員及管理儲備⼈才；此外並延伸⾄台灣陸運服務⽅⾯最具代表性之⾼速鐵路的領域，培育運輸服務基層之從業⼈員，以期
許學⽣能朝向具備專業職能及國際化視野之多元化專⻑發展，為更貼近航空運輸服務業市場需求，故新增國際服務組。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21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為培育具備觀光與休閒運動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實⽤性、
專業性與國際接軌為課程重點，課程內容以兼具實務與理論，以職場實務環境相結合，並加強學⽣考照能⼒，輔導學⽣通過國家
證照考試，取得專業證照，培育第⼀線觀光與休閒運動從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54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航空光機電系航空機械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and Opt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viation Mechanical Section
系所分則
1.本組特⾊在於使學⽣能完整瞭解⾶機空氣動⼒、航空發動機、⾶機結構之功能與原理，得以擔負檢查、測試、維修、操作及故
障排除等任務。
2.提供完整的教學專業教室：⾶機修護棚廠、⾶機修護證照輔導實驗室、⾶機發動機實習區；主要培養「⾶機結構修護」、「航
空發動機修護」、「精密機械加⼯」⼈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56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航空光機電系航空科技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and Opt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viation technology Section
系所分則
1.本組特⾊在於使學⽣能完整瞭解航空電⼦修護、航空儀表、無⼈機、航空複材修護之原理與技術，得以擔負航電系統、無⼈機
與航空複材相關之檢查、測試、維修、操作及故障排除等任務。
2.本系提供完整的教學專業教室：⾶機修護棚廠、⾶⾏模擬實驗室、電⼦修護實驗室、無⼈⾶⾏載具專題教室、機電整合證照輔
導實驗室、航空複合材料實驗室；主要培養「航電系統修護」、「無⼈機」與「航空複材修護」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68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化妝品應⽤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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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培育⽬標為培育化妝品科技、整體造型、美容養⽣和醫學美容
專業⼈才，輔導考取專業證照，並設有畢業⾨檻以提昇畢業⽣之素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1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商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培養學⽣對多元化造形語⾔的表達能⼒，及熟習電腦多媒體的
應⽤技術。為培育具備設計專業知識與技能，本系積極結合地⽅資源為發展軸線，⽤創新與整合策略為基礎，建⽴產、官學合作
與學術交流管道，以系統規劃和配套整合技術，提昇設計產業之專業⼈才。並加強實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
注重專業養成教育，培育第⼀線⼯作⼈員與指導⼈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1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時尚造型設計組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design-Fashion
styling design group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 培育時尚美業⼈才，課程包含時尚產業界最流⾏的美甲 美
睫、紋繡-半永久妝、特效妝、新秘、美容美髮、美妝保健、頭⽪管理、流⾏服飾、⾦⼯精品配飾等，將實務技術與職場經營融⼊
教學，從頭到腳全⽅位的時尚整體造型，輔導考取專業證照、競賽精進技藝，輔導就業與創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04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時尚表演藝術組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design-Fashion
performance art group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 以⽂化創意為本，提升表演藝術與國際接軌，培育歌唱戲劇
舞蹈兼具、燈光設計、影⾳錄製編輯、成⾳配樂、作曲編輯幕後製作的專業演藝⼈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62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旅館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教學特⾊：本著『與國際旅館事業接軌，成為旅館產業合作最佳夥伴』為願景，以培育『具有旅館管理事業之專業管理與服務
技能⼈才』為⽬標。本系課程分為『旅館與服務技能』與『旅館與經營管理』兩⼤模組，透過課堂教學，加強國內外專業證照考
試，旅館校內實習課程、與國內外星級旅館產學合作，讓學⽣具備『畢業即就業』的競爭⼒，使學⽣成為全⽅位的旅館專業服務
管理⼈才。
2. 證照輔導:餐旅服務技能、語⾔能⼒、飲料調製、咖啡師、侍酒師、旅館資訊系統、旅館HACCP、國際禮儀接待員、
AHLEI(美國飯店教育協會)專業顧客服務(CGSP)及⼈⼒資源管理國際認證，⺠宿及旅館管理專業⼈員認證。
3. 畢業出路:旅館產業專業技術管理⼈員、旅館餐飲技術管理⼈員、休閒產業專業服務管理⼈員、⺠宿/創業/教育服務管理⼈員、
及旅館經營中階主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49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室內設計與管理組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group
of Interior Desig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組以實作配合室內空間設計希望同學除有室內設計概念外亦能了解施⼯實作之能⼒，未來將成為具設計-施⼯規劃-實作能⼒之
多元化室內設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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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50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group
of 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組教育⽬標為培育具空間美學能⼒之營建專業設計施⼯⼈才，配合政府相關建設規劃強化軌道施⼯與營運等專業課程，配合專
業實習建⽴職場無縫接軌之教育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32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環境⼯程系環保產業技術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為培育具備環⼯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採理論
與實務並重，透過環⼯基礎學理之養成，培養學⽣具備進⼀步深造之基礎能⼒，同時輔以各種實習課程及實務專題製作，並輔導
學⽣取得環⼯及⼯安等相關證照，使其具備充分之就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71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環境⼯程系⽣態與環境資源管理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Program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具備環控⽣物技術、能源與資源管理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採理論與實務並重，透過環⼯基礎學理之養成，使學⽣具備進⼀
步深造之基礎能⼒，同時輔以實習、實務專題及校外實習等課程，讓學⽣於畢業前取得環⼯及⼯安等相關證照，養成符合產業界
需求的⼈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中⽂或英⽂版)影本；如為應屆畢業⽣，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中⽂或英⽂版
在學證明正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成績單(中⽂或英⽂版)：⼀式2份 (含⼀份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南開科技⼤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8
聯絡電話 886-49-2563489#1595
傳真 886-49-2567031
地址 54243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網址 http://www.nkut.edu.tw
承辦單位 秘書室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pre.nkut.edu.tw/intro4/super_pages.php?ID=intro401
提供全⽅位的⽣活機能 A. 南開宿舍⼤樓為ㄧ棟地上⼋層、地下⼀層的新式建築，約計５３００餘坪。 B. 在⽣活機能⽅
⾯，ㄧ樓包含書店、影印店、閱覽室、教職員⼯聯誼室，地下⼀樓規劃為美⾷街，設有麵包坊、⾃ 助餐、冷熱飲、⽇本
料理麵⾷、複合式麵⾷、素⾷等共計⼗三攤位，提供不同的⽤餐的選擇，另設置學⽣育樂中 ⼼，提供休閒活動空間。 C.
宿舍 在學⽣宿舍⽅⾯，為四⼈套房式，既有880個床位挑⾼設計，使其⽣活空間更加舒適，每間寢室備有衛浴設備 、冷氣、寬
頻網路、電話，每層樓亦均設有交誼廳、茶⽔間、洗⾐間、等公共空間。 D. 在宿舍安全⽅⾯，進出⼤樓⼀律採⽤電⼦Ｉ
Ｃ卡(學⽣證)刷卡⽅式做為⾨禁管制，且每間房間均以感應ＩＣ卡使 得進出，注重學⽣安全之防護。 E. 南開科技⼤學之
學⽣宿舍符合新穎，安全，學習，整潔，舒適的優良居住環境，歡迎⼤家申請使⽤。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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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位於臺灣⼀⽇遊的中⼼點，鄰近⽇⽉潭、阿⾥⼭、台中市逢甲商圈，距離台北市、⾼雄市僅2個小時⾞程。 2.提供
新⽣⼊學免費接機服務。 3.提供⾼額新⽣⼊學獎學⾦。 4.提供⾄知名企業實習之機會，如：王品集團、統⼀集團、上銀
集團及富邦集團等，累積學⽣職場經驗。 5.提供免費瘋台灣之旅，共同留下在臺留學美好回憶。 6.提供校內⼯讀機會，
並建⽴定期輔導機制等⽣活照顧與輔導措施。 7.學⼠班招⽣學系：機械⼯程系⾞輛組、休閒事業管理系、餐飲管理系、
備註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動化⼯程系、⾏銷與流通管理系、多媒體動畫應⽤系、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等。 8.提供校內⼯
讀機會，無須赴校外打⼯，⽅便⼜安全。 9.連續12年榮獲臺灣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累計獎助⾦額超過新臺幣4
億2千萬元，排名全臺公/私⽴科技院校第17名，全臺私⽴科技院校第10名，中區公私⽴科技院校第5名，中區私⽴科技院
校第3名。 10.提供免費課程，積極輔導學⽣取得國際證照，增強就業競爭⼒。
4248 南開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學⽣具備觀光休閒、運動休閒以及飯店⺠宿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識與證照實務技能，奠定學⽣未來就業實⼒。學⽣畢業就業⽅
向為觀光休閒產業、運動休閒產業、飯店⺠宿產業的就業市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21 南開科技⼤學 ⾃動化⼯程系 Dep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養學⽣具有現代⼯業⾃動化的理論與實務之知識，成為智慧⾃動化產業需求的專業⼈才。課程設計主要包含1.⾃動化機構設計
製造 2.機電整合系統 3.機器⼈系統 4.微處理機系統 5.智慧⾃動化⽣產系統。並將務實、創新之辦學理念融⼊所有課程中，積極
輔導學⽣研發相關創新的專利產品、參加各項專業技能檢定與全國性專題競賽，並安排學⽣於寒暑假期與學期期間⾄企業界實
習。
本系現有專業師資16位，其中包含教授5位、副教授5位、助理教授3位與講師3位；105學年度本系學⽣參加實務專題競賽共8隊獲
獎、產業實習65⼈次，並考取⼄級專業證照34張，⾃動化⼯程師證照level_1證照16張，丙級專業證照186張，丙級資訊證照36
張，英檢證照12張。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8
聯絡電話 886-2-28927154
傳真 886-2-28956534
地址 11202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網址 http://www.tp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ieec.tpcu.edu.tw/files/11-1040-3080-1.php?Lang=zh-tw
本校提供校內優質住宿環境，宿舍分為6-8⼈雅房及4⼈套房，境外⽣優先安排⼊住校內宿舍。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
位。 三、環境、教室及實驗室設施新穎、舒適。 四、美⾷街提供多樣化的餐飲選擇。 五、男⼥⽣宿舍舒適寬敞備有衛星
電視、光纖網路等設施。 六、本校網⾴：http://www.tpcu.edu.tw/；校址：112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電話：
(02)28927154轉5902。

4740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演藝事業系 Degree Program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培育「表演藝術」及「演藝企製」之專業⼈才，辨⾊⼒異常、肢體及精神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說、讀、
寫者為宜。
本學程培育學⽣具有「表演藝術」、「演藝內容企劃製作」、「演藝事業經營管理」等三項能⼒之演藝⼈才。
本系課程規劃：
表演藝術課程：表演技巧、肢體訓練、⾳樂訓練、演藝專題、演出實務等。
演藝企製課程：影視節⽬企劃與製作、錄⾳實務、⾳樂製作、導演與舞台實務、時尚展⽰實務等。
演藝經營課程：演藝事業經營、演藝經紀管理、演藝事業法規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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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
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封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
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傳內容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8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化妝品應⽤與管理系 Dept. of Cosmetic Application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彩妝造型」及「美容保養」之專業⼈才，辨⾊⼒異常、肢體及精神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說、讀、
寫者為宜。
本系擁有最具時尚之美甲、芳療、彩妝、整體造型、美姿美儀實務操作訓練課程與設備，配合化妝品產業⼈才需求，致⼒提升學
⽣專業知識、技能與品質。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4315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優質餐飲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科)為配合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教授餐飲服務及烹飪之基本知識和技能，並以培養經營餐飲事業之專業管理⼈才為⽬標, 未
來配合本系中⻑程發展計劃規劃增設研究所，並逐年增設專業實習教室與設備，及提昇師資和研究環境，以增進教學品質，提供
學⽣⼀個優質的學習場所。藉由產學合作及國際交流，提供更寬廣的學習園地，並充分發揮本⼟特⾊及中華美⾷精華，不僅能突
顯特性，更能聲譽國際。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封推薦信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4261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Baking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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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學程以理論與實務結合，將專業課程類分為⼆個模組：專業實務模組和經營管理模組，培育學⽣成為全⽅位的烘焙專業技術及
經營管理⼈才
培育⽬標有三：
1.教育學⽣烘焙之原理、應⽤及實務操作技能，並能以專業與實作經驗來解決實務或研究的問題
2.培訓學⽣具備產品創意研發及經營管理能⼒，熟悉市場變化及烘焙產業之潮流
3.養成學⽣進⼊職場所需之實務經驗與企業倫理觀念，並重視⼈⽂素養、語⽂能⼒、溝通技巧及領導統御之能⼒，使之成為擁有
健全⼈格及國際視野之專業烘焙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7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觀光事業系 Dep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系所分則
培育觀光專業領域⼈才，歡迎有興趣之青年學⼦。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特別注重學⽣品德及倫理價值的教育，成為術德兼備之觀光事業服務與管理⼈才。
培育的特⾊在於打造觀光與餐旅產業之優質實務服務與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封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9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休閒事業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休閒遊憩產業經營與管理和運動健康產業技術指導之專業基礎⼈才，歡迎有興趣之青年學⼦。考⽣具中⽂聽、說、讀、寫者
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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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正本⼀份（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
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正本及影本各⼀份（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
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須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
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36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旅館事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以學⽣為主體，理論教學、實務訓練和業界實習三軌並進。
2.以通識課程培育⼈⽂思考、美學涵養、團隊精神與重視職場倫理的⼈格。
3.以建構專業化、產業化、全球化之學習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66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世界第1座機器⼈博物館。同學經由與機器⼈的互動，可以了解機器⼈原理與製作⽅法。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以機器⼈技術為核⼼，除電機基礎課程外，另開設電⼦、資訊、機械等各領域之課程，同學具有多元的學習選擇；並整合本
系師資，以跨領域應⽤整合為導向，⿎勵教師相互合作，組成研究團隊，爭取各項計畫案，並輔導學⽣參加國際發明展、各項競
賽、 各項專業證照、申請專利及考取。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65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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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機械、⾞輛相關背景者佳，其他並無限制。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在於培養務實致⽤之⼈才，能善⽤電腦為輔助⼯具，結合產業研發能量，創造⾃身研發特⾊，成為符合業界需求的優秀專業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69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機械⼯程系⾞輛組 Dept.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Division of Vehicl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若有機械、⾞輛相關背景者佳，其他並無限制。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輛組致⼒於培養⾞輛專業⼈才，從⾞輛⼯程學⾄⾞輛的控制及檢驗，提供學⽣實際操作的機會。
本校亦與多家⾞輛廠商合作：如法拉利、BMW等，提供學⽣許多校外實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67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育「多媒體與網際網路應⽤」與「嵌⼊式與單晶⽚系統應⽤」之優秀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課程以「多媒體與網際網路應⽤」與「嵌⼊式與單晶⽚系統應⽤」⼆⼤領域為課程規劃發展⽅向，結合理論教學與實務實習
之訓練，輔導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並積極⿎勵學⽣參與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專題製作競賽、國際發明展與申請國家專利，使學
⽣具備企業所需之技術能⼒與職場競爭⼒為教育⽬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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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2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有視覺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重視實作經驗，除提供短期校外實習機會外，本系更積極推動職場接軌就業實習。
期望學⽣畢業後，能將觸⾓延伸⾄平⾯電⼦出版、ＶＲ遊戲設計、電⼦製作等相關產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
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位師⻑之推薦信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
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
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68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程系 Dept.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甄選並培育對電腦網路及通訊領域之專業優秀⼈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專業導向：培育具有整合無線通訊技術與電腦資訊科技的專業⼈才。
學技合⼀：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認知學習，產學合作訓練之技術培養。
前瞻養成：以嵌⼊式單晶⽚應⽤的核⼼能⼒為基礎，涵養具有無線通訊的⼈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20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員)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MI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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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會展活動企劃」、「展覽服務、商品展銷」等跨領域整合能⼒。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本學程開設會議、展
覽、獎勵旅遊兼容並蓄的特⾊課程、緊密關注會展產業之知識發展、聘請相關師資授課與指導、結合業界資源實習與職場體驗。
以實務、活潑、有效的教學⽅式，使學⽣所受之專業訓練，能夠與現代社會發展及技術進步互相結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封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
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6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培育術德兼備，創新務實的企業管理幹部。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課程規劃著重於管理及發展多元學習之實務經驗及整合能⼒，兼顧管理理論及實務應⽤研究，以期能符合產業升級及經濟發
展的需求。
據此本系規劃明確之課程架構與地圖。學⽣⾃⼊學到畢業，對各年級應學何課程、應考何證照、應具何能⼒等均⼀⽬瞭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須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
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4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應⽤外語系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商務外語⼈才、觀光外語⼈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提供赴國外交換留學及實習的機會。
課程多元，學⽣可適性學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3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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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實體⾏銷、網路⾏銷、運輸物流之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銷課程｣規劃以台上學說話、台下學企劃；｢流通課程｣規畫店前學⾨市、店後學物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8.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9.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1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資訊科技、資訊管理、電⼦商務之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在資訊化的時代，資訊已成為企業管理與
營運發展的重要資源。而資訊系統是組織在激烈競爭時代要能⽣存發展的重要武器，如何有效規劃建置與營運管理，更是要真正
發揮資訊系統在組織中的效能之重要課題，也是資訊管理系要研究探討的主題。資管系以培育從事「電⼦商務」、「網際網
路」、「資訊系統」等實務專⻑的技術與管理⼈才為教學⽬標，並以結合產業實務為主要發展⽅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
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7.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8.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99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流⾏⾳樂事業系 Degree Program of Pop Music
系所分則
本系育⽬標以「創新內容」、「企劃製作」、「經濟管理」為養成⽬標，透過課程訓練、專業倫理、校外職場體驗與實習之情境
教學過程，替學⽣規劃產業所需之相關訓練與準備，培育流⾏⾳樂創作⼈員、⾳樂⾏政管理⼈員、流⾏⾳樂相關從業及經紀管理
⼈員等才。
考⽣具備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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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
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
如申請時仍為在學，請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畢業者，請提供近三年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
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如為中五結業者，請提供⾼中兩年之成績單⼀份，需驗證（如⾮英⽂或是中⽂者，請由駐外館處翻譯並驗證；⾺來西亞籍的學⽣
可由留台聯總或留台同學會各分會辦理驗證）
3. 師⻑推薦函(必)：⾄少需提供⼀封師⻑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可做為加分依據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可做為加分依據
8. 作品集(選)：作品集可做為加分依據 9. ⾃傳(選)：可增加評審對您的了解
語測驗檢定可做為加分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0.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如有華

⼤仁科技⼤學 Taj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9
聯絡電話 886-8-7626903
傳真 886-8-7626904
地址 90741屏東縣鹽埔鄉新⼆村維新路20號
網址 https://www.tajen.edu.tw/p/600-1000-1.php?Lang=zh-tw
承辦單位 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LUn5wRmy8N5Xyno-x53dxlYYZL7T1cBz
1.本校擁有兩棟宿舍，僑外⽣優先保留⼀宿C級房型及⼆宿。 2.⼀宿房型及⼆宿房型皆為四⼈⼀間，最⼤差別在於衛浴設
備，⼀宿衛浴設備在房內，⼆宿衛浴設備在外共⽤。 3.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學部計有3個學院、5個碩⼠班、11系3學⼠學位學程，⼊學不拘性別。 ⼆、備有⾼屏地區學⽣專⾞。 三、教
學與⽣活設施完善，有校園網路、圖書資訊⼤樓、學⽣活動中⼼、國際標準攀岩場等。另有學⽣旅館，設備完善，且對於
僑外學⽣⼀律優先保留住宿權利，並提供本校第⼆宿舍住宿每學期只要新台幣5000元的優惠。 四、本校對於僑⽣照顧無
微不⾄，從⼯作證、獎學⾦、居留證等皆協助申請。 五、校址：90741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20號。 六、有關本校教學資
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http://www.tajen.edu.tw，電話：08-7624002。

3295 ⼤仁科技⼤學 藥學系藥學組 Bachelor of Science in Pharmacy (B.S.)
系所分則
本系為配合國家醫療保健及發展⽣物科技的政策，旨在培育具備調劑藥品、中西藥製造、臨床藥學、藥局經營和藥品⾏銷…等專
業知識，及具有職業道德、⼈⽂素養、國際觀及能適應環境之畢業⽣為⽬標。
⼀、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三、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29 ⼤仁科技⼤學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Doctor of Pharmacy (Pharm.D.)
系所分則
本系為配合國家醫療保健及發展⽣物科技的政策，旨在培育具備調劑藥品、中西藥製造、臨床藥學、藥局經營和藥品⾏銷…等專
業知識，及具有職業道德、⼈⽂素養、國際觀及能適應環境之畢業⽣為⽬標。
⼀、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三、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066 ⼤仁科技⼤學 護理系 Bachelor of Science (B.S.)

系所分則
⼀、⾏動不便及有機能障礙，如：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不宜報考本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三、餘依⼀般限制。
1. 最⾼學歷證明(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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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52 ⼤仁科技⼤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B.A.)
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於結合學校⽬標與教育理念，迎合時代趨勢、建⽴系獨有特⾊。本系之特⾊如下：
(⼀) 體現在地學習、在地實習、在地就業
本校地處國境之南的屏東地區，熱帶⾃然景觀相當豐富，各項休閒遊憩資源亦相當完備，特別是在屏東縣境內有墾丁國家公園、
⼤鵬灣國家⾵景區，以及萬巒沿⼭休閒農業區等休閒遊憩專區，鄰近區域休閒產業市場之需求相當充裕。有鑑於此，本系以「在
地就業」為系之特⾊，積極推動學⽣參與證照研習、在地產業參訪與實習等，以達成本系之「在地就業」特⾊。實際推動作法包
括與在地企業建⽴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建置⾼屏地區校外實習基地，以及⿎勵學⽣參與社區關懷服務，建⽴良好在地關係等，近
年來學⽣多數均能在⾼屏地區就近實習與就業，成果豐碩。
(⼆) 鏈結⽔域專業
屏東地區三⾯環海，海洋資源與⽣態景觀充沛，境內墾丁國家公園與⼤鵬灣國家⾵景區均為國際知名⽔域休閒運動之場所；再
者，台灣為標準的島嶼國家，豐富多元的⽔域活動⾃然成為島國主要的發展特⾊。依據此⼀外部優勢與機會，本系將「⽔域專
業」設定為系之獨有特⾊，實際推動作法包括結合⽔域休閒活動業者進⾏策略結盟；⿎勵學⽣考取如游泳、⽔上摩托⾞、潛⽔等
⽔域相關證照；並將急救之證照設定為學⽣畢業⾨檻；協同⽔域休閒產業業者進⾏協同教學與產學合作；以及⿎勵與協助對⽔域
休閒活動具興趣之學⽣前往相關產業實習等。⽬前本系已和⼤鵬灣國家⾵景區之帆船業者，以及墾丁國家公園之衝浪業者進⾏產
學合作，並建置校外實習基地，積極推動⽔域專業之特⾊發展，並以學⽣實習就業無縫接軌為主要發展⽬標。
(三) 實踐⾼齡照顧
本校之基本素養以橘⾊關懷為出發，基於對社會與⼈⽂之關懷為出發點，並且配合台灣步⼊⾼齡化社會之現況，本系將「⾼齡照
顧」設定為系發展特⾊之⼀，⼒求與政府機關和⺠間機構合作，積極推動⾼齡休閒活動與體適能之發展，結合樂齡教育課程規劃
樂齡休閒活動。實際推動作法包括設計⾼齡休閒相關產業參訪活動、與⾼齡休閒產業簽署策略聯盟、教師帶領學⽣前往社區關懷
據點進⾏社區服務、建構⾼齡體適能情境模擬教室、⿎勵學⽣考取⾼齡休閒相關證照等，並結合本校基本素質進⾏各項志願服
務，讓⾼齡照顧之發展特⾊融⼊系之課程與活動中，達到「時時⽤⼼、處處關懷」的⽬標。
⼀、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三、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健⾏科技⼤學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5
聯絡電話 886-3-4581196
傳真 886-3-2503900
地址 32097桃園市中壢區健⾏路229號
網址 http://www.uch.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合作處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其他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eb.uch.edu.tw/uchdorm/）

4112 健⾏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應外系課程以奠定學⽣紮實之英、⽇雙外語基礎，強化職場之外語應⽤能⼒為主。以多種英、⽇語教學軟體以及數位輔助教材，
教授各種專業領域之英、⽇語溝通技巧，積極培養符合現代經貿、觀光、餐飲及兒童教育等專業英、⽇語⼈才。 課程分三⼤模
組：「職場英語」、「兒童英語教學」、「職場⽇語」，可配合每位學⽣之專⻑與需求，彈性選擇並發展未來的職涯。 本系課程
具有下列特⾊： (1)配合時代潮流、社會經濟脈動與企業環境，教授以職場為導向之專業外語課程 (如旅遊英語) (2)強調E化教
學，以達成「知識開發」與「科技應⽤」結合資訊化的外語教學 (3)配合相關理論，邀約業界專業⼈⼠蒞校演講，以傳承實務經
驗，充實教學內容 (4)配合企業界承認之各種英、⽇⽂檢定考試，提供外語檢定考試訓練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歷年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
說明讀書動機與計畫 4.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提供多益或雅思考試成績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15 健⾏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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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教育理念為根基，培養有國際觀、具獨⽴思考、創新、溝通能⼒，兼備資訊專業、經營管理之專業⼈才。 （⼀）系所特⾊
: (1)94年榮獲教育部評鑑⼀等。(2)課程規劃為：資料庫管理、程式設計及企業電⼦化等三個學程，協助學⽣取得資管相關證照。
(3)96年成⽴資管所，規劃數位學習、資訊安全規劃、電⼦化企業與⾏動商務及知識管理與智慧型決策等四個領域為教學研究特
⾊。 （⼆）師資陣容 :本系師資由國內外資訊管理、資訊⼯程及企業管理等領域組成。 （三）專業級實驗室 (1)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際級認證考場。(2)經濟部資訊專業⼈員鑑定(ITE)國家級考場。 （四）學⽣畢業可擔任資訊管理顧問、專案
經理、企業⼈員、程式設計師、系統分析師、資料庫管理師等職務。 （五）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或⼤學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成績單
單說明讀書計畫或讀書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讀書計畫書(必)：請簡

4116 健⾏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教育⽬標：培育理論基礎及實務能⼒兼具的⾏銷與流通管理⼈才，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之需求，促進⾏銷與流通管理在⼯商業界
的創新應⽤。 教學重點：奠定學⽣正確的⾏銷觀念與技巧之外，另⼀⽅⾯強調⾏銷企劃實作能⼒、市場開拓、網路⾏銷、連鎖企
業及零售業經營管理、商店經營與流通服務管理等能⼒的養成。 畢業⽣進⼊企業上班就能⽴即上⼿，成為理論實務兼備熾⼿可熱
的職場贏家。 課程規劃：分為⾏銷企劃、商店經營與管理與流通服務管理等三⼤學程，而以管理與資訊應⽤為教學基礎技能訓
練。 教學重點：以奠定學⽣正確的⾏銷觀念與技巧之外，則強調⾏銷企劃實作能⼒、市場開拓、網路⾏銷、連鎖企業管理、零售
業經營管理、商店經營與流通服務管理等能⼒的養成。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或⼤學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學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
簡單說明來台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17 健⾏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所之教育⽬標為培養具備『⽣產與作業、⾏銷、研發、財務、⼈⼒資源、資訊…等』各專業領域管理知識，更強調企業經營
管理所需具備『統合性管理知識與能⼒(有利於職場晉升與職涯發展)』的培育」。 本所主要發展重點與特⾊如次： （⼀）以宏觀
的視野培育具備企業經營所需「專業領域的管理知能，更強化企業經營的統合管理知能」。（⼆）強調理論與實務運⽤的結合。
（三）強化跨領域與跨產業課程的規劃4.統合性觀點規劃本所課程與專業領域分流。 （四）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學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說
明來台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18 健⾏科技⼤學 ⼯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Service Management Division
系所分則
⼯管簡介：培養結合⼯程、管理、⾨市服務的跨界⼈才，(⽣管、品管、勞安)廠⻑及(⾨市服務)店⻑的搖籃。⼯業管理師就是產
業的現場管理師，是替產業找出問題，解決問題，幫助產業節省成本、創造利潤的魔法師。 ⼯管榮譽榜：101年⾄今累積獲得國
際發明展 10⾦、7銀、3銅、1項⼤會發明⼈特別獎： 內容包括：「2012義⼤利國際發明展」1⾦、1銀,「2012第⼋屆烏克蘭國際
發明展」 4⾦、 1銀、1 項⼤會發明⼈特別獎,「 2012波蘭國際發明展」2⾦2銀、「 2012東京發明展」1⾦1銀,「2013捷克國際發
明」2銀1銅,「201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1⾦1銅,「 2014波蘭國際發明展」 1銅, 「 2015俄羅斯阿基⽶德國際發明展」 1
⾦。 ⼯管學什麼：⽣產與作業管理(產業的醫⽣-⼯業⼯程師)、品質技術及管理(產業的把關者-品質⼯程師)、⼯業安全管理(員⼯
安全的守護者-勞⼯安全衛⽣管理員)、企業電⼦化管理(e化的神奇魔⼿-電⼦化⼯程師)、服務管理(服務業管理者-連鎖⾨市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學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說
明來台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19 健⾏科技⼤學 ⼯業管理系資訊應⽤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IT Applications Division
系所分則
⼯管簡介：培養結合⼯程、管理、⾨市服務的跨界⼈才，(⽣管、品管、勞安)廠⻑及(⾨市服務)店⻑的搖籃。⼯業管理師就是產
業的現場管理師，是替產業找出問題，解決問題，幫助產業節省成本、創造利潤的魔法師。 ⼯管榮譽榜：101年⾄今累積獲得國
際發明展 10⾦、7銀、3銅、1項⼤會發明⼈特別獎： 內容包括：「2012義⼤利國際發明展」1⾦、1銀,「2012第⼋屆烏克蘭國際
發明展」 4⾦、 1銀、1 項⼤會發明⼈特別獎,「 2012波蘭國際發明展」2⾦2銀、「 2012東京發明展」1⾦1銀,「2013捷克國際發
明」2銀1銅,「201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1⾦1銅,「 2014波蘭國際發明展」 1銅, 「 2015俄羅斯阿基⽶德國際發明展」 1
⾦。 ⼯管學什麼：⽣產與作業管理(產業的醫⽣-⼯業⼯程師)、品質技術及管理(產業的把關者-品質⼯程師)、⼯業安全管理(員⼯
安全的守護者-勞⼯安全衛⽣管理員)、企業電⼦化管理(e化的神奇魔⼿-電⼦化⼯程師)、服務管理(服務業管理者-連鎖⾨市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4 健⾏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l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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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標為培養學⽣在資訊⼯程領域基本理論的理解、分析、規劃設計與解決問題的能⼒，使在求新求變的專業領域中持續發展
與學習。 訓練與⿎勵學⽣考取資訊專業證照，習得獨⽴開發與團隊合作之智能，為執⾏⼯程實務及成為團隊領導者做準備。培養
進⼊資訊⼯程領域研究所繼續進修之能⼒。 培養倫理意識、社會責任及專業技術等三者並重，在服務社會時成為負責任的公⺠及
領導者。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學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說
明來台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5 健⾏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1. 培育智慧型控制、物聯網應⽤技術、⽔電專業技術、綠⾊能源科技以及衛星通訊技術的⼈才。 2. 開設「綠⾊能源學分學
程」、「室內配線學分學程」、「產業機構⾃動化學分學程」及「物聯網應⽤學分學程」，「五年⼀貫」學程在五年內同時取得
學、碩⼠學位。 3. 桃園地區唯⼀開設室內配線專業輔導班與衛星電視接收系統架設訓練班。 4. 每年獎勵多位學⽣到莫斯科國⽴
⼤學與阿帕拉契州⽴⼤學參加研習活動，擴展國際視野。 5. 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學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說
明來台讀書計畫或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6 健⾏科技⼤學 ⼟木⼯程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木系簡介:本系於1964年專校成⽴迄今，在台灣已培養眾多中,⾼階級⼯程設計及現場施⼯監造⼯程師、⼯地主任、專業技師及
營造廠⽼闆。本系⼤學部及研究所專兼任授課教師包括教授3位，副教授5位，助理教授5位，資深講師（具有技師證照）2位以
上。2010年本系成⽴「⾮破壞檢測中⼼」，每年產學合作計畫案件達台幣1000萬元以上。 技術本位：本系⾃2009年起，以全球
⼟木建築發展趨勢為主，導⼊「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術本位，訓練學⽣以「⽴體圖形」及
「動態影像」軟件，結合展現先進的專業技術能⼒。⼤學部課程涵蓋⼟木建築「結構分析與設計」，「施⼯規劃與監造管理」，
「建物⾮破壞檢測與監測維修」三⼤領域。研究所碩⼠班課程涵蓋「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管理」技術本位。 課程特⾊：本系專業
實務課程採⽤五階段上課⽅式：1.講解基礎理論及法規規範、2.扎實導引專業BIM軟件操作訓練、3.研究型實驗室硬體設備實際
操作驗證、4.⼤三專題實務製作、5.暑期及⼤四校外實習。 教育認證：通過2008年IEET⼯程教育認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7 健⾏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系依⼀般限制，有嚴重四肢障礙者除外。本系以培養具備機械設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實務能⼒的機械專業技術⼈才為學
⽣學習成就⽬標。在實務能⼒⽅⾯，透過實⽤⼜彈性的課程規劃，輔以液氣壓、電腦繪圖、CNC銑床等⼄級證照訓練，可以讓學
⽣在很短的時間內投⼊職場，為企業所歡迎。在理論基礎⽅⾯，可以讓學⽣在畢業後即使⾃修或進修深造都能掌握問題核⼼，迅
速建⽴研發的能⼒，藉由推甄或⼊學考試可升上本系研究所碩⼠班。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學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說
明來台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58 健⾏科技⼤學 應⽤空間資訊系 Dept. of Applied Geomatics
系所分則
以空間資訊及電腦科技的創新理念，作為課程設計之思考⽅向，並以全球定位系統（GPS），遙感探測（RS）以及地理資訊系統
（GIS），作為空間資訊專業知識之教育核⼼；另進⼀步結合無線網路通訊及⾏動計算設備之運⽤，發展以位置、影像及地圖為
基礎之資訊服務、管理及應⽤系統。應⽤空間資訊系規劃有完整之空間資訊科技相關課程，提供學⽣良好的學習環境，在學期間
另提供「3D空間視覺技術」學分學程、「災害防救科技」學分學程及「空間資訊應⽤」就業學程，以訓練學⽣具備空間資料蒐集
及處理、資訊系統開發及建置以及空間資訊整合及應⽤之基礎能⼒，以符合科技產業之發展趨勢。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60 健⾏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電⼦⼯程技術⼈才，使其具備各種電⼦設備之研發、設計、製作、應⽤及修護能⼒，本系將以IC
設計、光電應⽤、通訊科技及資訊媒體技術為教學與實務之四⼤訓練主軸，以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產業提昇競爭之需求。依⼀
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61 健⾏科技⼤學 電機⼯程系綠⾊能源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reen Energy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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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 以太陽光電發電、⾵⼒發電及燃料電池發電為三⼤核⼼技術，建⽴學⽣理論與實作並重的專業技能。 2. 學習電⼒電⼦、電⼒
系統、電⼒品質、監控系統、電能轉換、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計、⾵⼒發電、燃料電池應⽤、智慧型電網等技能，「五年⼀貫」
學程在五年內同時取得學、碩⼠學位。 3. 擁有全國唯⼀的專業太陽光電系統架設訓練場與⼄級證照檢定場。 4. 每年獎勵多位學
⽣到莫斯科國⽴⼤學與阿帕拉契州⽴⼤學參加研習活動，擴展國際視野。 5. 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校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說
明來台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62 健⾏科技⼤學 資訊⼯程系網路技術組 Networking Technology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教育⽬標為培養學⽣在資訊⼯程領域基本理論的理解、分析、規劃設計與解決問題的能⼒，使在求新求變的專業領域中持續發展
與學習。訓練與⿎勵學⽣考取資訊專業證照，習得獨⽴開發與團隊合作之智能，為執⾏⼯程實務及成為團隊領導者做準備。培養
進⼊資訊⼯程領域研究所繼續進修之能⼒。培養倫理意識、社會責任及專業技術等三者並重，在服務社會時成為負責任的公⺠及
領導者。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53 健⾏科技⼤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銷組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以輔導學⽣取得證照、上機實務操作、商場語⾔學習與企業實習等為主軸，培養具國際化、資訊化與創新化的國際觀光與航空⼈
才。透過與專業⾶航訓練機構-安捷⾶航訓練中⼼之合作，培養出航空業極為⽋缺之⺠航客機師⼈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54 健⾏科技⼤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休閒組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觀光⾏銷與休閒管理組 : 結合商管與觀光休閒專⻑師資，將「觀光(旅遊)管理」、「休閒遊憩」與「管理」相結合，挺進觀光、
旅遊與休閒⼈⼒市場，有系統地培育經營觀光休閒事業之專業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55 健⾏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以全⼈教育理念為根基，培養有國際觀、具獨⽴思考、創新、溝通能⼒之多媒體應⽤專業⼈才。 （⼀）系所特⾊ : (1)94年榮獲
教育部評鑑⼀等。(2)課程內容著重在使⽤多媒體素材於網⾴設計並達到有效⾏銷的相關課程，所有課程設計著重實務作品的產
出，且結合多媒體國際證照的考取。(3)96年成⽴資管所，規劃數位學習、資訊安全規劃、電⼦化企業與⾏動商務及知識管理與智
慧型決策等四個領域為教學研究特⾊。 （⼆）師資陣容 :本系師資由國內外資訊管理、資訊⼯程及企業管理等領域組成。 （三）
專業級實驗室 (1)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際級認證考場。(2)經濟部資訊專業⼈員鑑定(ITE)國家級考場。 （四）
學⽣畢業可擔任網⾴設計師、多媒體動畫設計師、網站及多媒體程式開發⼈員等職務。 （五）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56 健⾏科技⼤學 財務⾦融系投資理財組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教育⽬標在於培育學⽣成為具有專業化、實務化、國際化與競爭⼒的⾦融專業⼈才。 （⼀）投資理財組主要培育個⼈理財及公司
理財(財務管理)之專業⼈才。課程設計包括基礎學科及專業課程規劃，基礎學科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及法學常識等商學
基礎科⽬，而專業課程則包括投資管理模組及公司理財模組。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原則，加強證券與投資理財等各
⽅⾯專業知識，並協助學⽣參加⾦融研訓院、證券市場發展基⾦會與產(壽)險同業⼯會等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專業類證照考試，以
提升學⽣的就業競爭⼒。 （三）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57 健⾏科技⼤學 財務⾦融系⾦融管理組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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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標在於培育學⽣成為具有專業化、實務化、國際化與競爭⼒的⾦融專業⼈才。 （⼀）⾦融管理組主要培育銀⾏、信託、壽
險、產險等⾦融機構之專業⼈才。課程設計包括基礎學科及專業課程規劃，基礎學科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及法學常識等
商學基礎科⽬，而專業課程則包括⾦融機構模組及財務⼯程模組。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原則，加強⾦融與保險等各
⽅⾯專業知識，並協助學⽣參加⾦融研訓院、證券市場發展基⾦會與產(壽)險同業⼯會等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專業類證照考試，以
提升學⽣的就業競爭⼒。 （三）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19 健⾏科技⼤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學⽣具備完整商業⽅⾯之專⾨知識技術能⼒，配合電腦教學，訓練學⽣應⽤電腦於商業實務中，以培養優秀商業管理⼈才。
課程規劃:智慧型建物管理.物業⽣活服務.物業服務管理.物業資產管理.不動產估價.不動產投資.⼟地開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4 健⾏科技⼤學 電⼦⼯程系光電應⽤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lectro-Optical Applications
Division
系所分則
⽬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電⼦⼯程技術⼈才，使其具備各種電⼦設備之研發、設計、製作、應⽤及修護能⼒，本系將以IC
設計、光電應⽤、通訊科技及資訊媒體技術為教學與實務之四⼤訓練主軸，以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產業提昇競爭之需求。依⼀
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20 健⾏科技⼤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室內設計組 Depart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Section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培養學⽣具備完整室內設計規劃、裝修施⼯⽅⾯之專⾨知識技術能⼒，配合電腦教學，訓練學⽣應⽤電腦於室內設計實務中，以
培養優秀實務⼈才。課程規劃:智慧型建物管理.物業⽣活服務.物業服務管理.物業資產管理.不動產估價.不動產投資.⼟地開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7 健⾏科技⼤學 電⼦⼯程系應⽤資訊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pplied Information Division
系所分則
⽬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電⼦⼯程技術⼈才，使其具備各種電⼦設備之研發、設計、製作、應⽤及修護能⼒，本系將以IC
設計、光電應⽤、通訊科技及資訊媒體技術為教學與實務之四⼤訓練主軸，以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產業提昇競爭之需求。依⼀
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21 健⾏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依據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健⾏科技⼤學餐旅管理系以「培育具國際觀、有活⼒、術德兼備之專業餐旅⼈才」為教育⽬標，致⼒於
培育具有競爭⼒、實戰⼒與統整能⼒之專業⼈才。於課程⽅⾯，主要傳授「餐旅服務」、「餐飲製備」與「餐旅⾏政管理」等專
業技能，並安排為期⼀年的校外實習課程，亦有提供赴⽇本、新加坡等國之海外實習機會。此外，本系重視學⽣創新創意的設計
能⼒，積極培育具有餐旅創新研發以及微型創業能⼒的實務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48 健⾏科技⼤學 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Program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配合政府推動綠⾊能源科技及精密製造產業的發展，本學程之專業領域將與綠⾊能源材料、航太汽⾞材料、精密製造及製程技術
相結合，培育在太陽能電池材料、鋰電池材料、航太汽⾞材料與精密製造技術領域具有系統整合能⼒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49 健⾏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ection of Hospitality Planning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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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健⾏科技⼤學餐旅管理系以「培育具國際觀、有活⼒、術德兼備之專業餐旅⼈才」為教育⽬標，致⼒於
培育具有競爭⼒、實戰⼒與統整能⼒之專業⼈才。於課程⽅⾯，主要傳授「餐旅服務」、「餐飲製備」與「餐旅⾏政管理」等專
業技能，並安排為期⼀年的校外實習課程，亦有提供赴⽇本、新加坡等國之海外實習機會。此外，本系重視學⽣創新創意的設計
能⼒，積極培育具有餐旅創新研發以及微型創業能⼒的實務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學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說
明來台讀書計畫或想法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0 健⾏科技⼤學 機械⼯程系⾞輛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Section of Vehicle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分為電動⾞技術.機電整合.⾞輛整合等三⼤⽅向,以培養學⽣具⾞輛專業領域核⼼能⼒.教學特⾊:1.以培養具備電動⾞輛
設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實務能⼒的機械專業技術⼈才2.透過實⽤⼜彈性的課程規劃,讓學⽣受企業所歡迎,並迅速建⽴研發能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提供⾼中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提供⾼中在學成績單 3. 讀書計畫書(必)：簡要說
明來台讀書計畫或想法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華科技⼤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D8
聯絡電話 886-2-82093211
傳真 886-2-82091468
地址 33306桃園市⿔⼭區萬壽路⼀段300號
網址 https://www.lhu.edu.tw/index2.as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lhu.edu.tw/m/icsc/internationalstudent.html
宿舍 提供宿舍給所有境外學⽣
⼀、本校於1969創校，迄今已歷50年，於2001升格為「⿓華科技⼤學」，為北臺灣地區第⼀所奉教育部核定升格之私⽴
科技⼤學，2010年教育部技專校院評鑑結果所有科系獲評為⼀等，成績全國最優。 ⼆、本校位於新北市新莊、迴⿓地
區，近台北捷運新莊線終點站，交通便利。 三、與美、⽇等知名學校簽署交換學⽣或雙學位協議，享有免繳對⽅學校學
雜費之優惠。 四、每年遴選約100位競賽或社團績優學⽣，免費參訪國外姐妹校、研習及交流，以擴⼤學⽣國際觀。
備註
五、本校2006⾄2017年連續12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累計獎勵⾦額達新臺幣6億6185萬元，為台灣北區私⽴技職
校院第1名，超越多所公⽴學校。 六、2012年⾄2017年連續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學計畫」成⽴產學研發中⼼，
為台灣技專校院前8名、私⽴科⼤前3名，亦為北臺灣地區私⽴學校唯⼀獲選者。七、2018年榮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1億
414萬元獎助，為台灣台中以北私⽴科⼤第⼀。
學校基
本資料

4486 ⿓華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以結合資訊科技、⼈⽂與藝術領域專⻑，期能培育數位遊戲、電腦動畫、網路多媒體、數位影⾳應⽤等整合性技術⼈才，以
達到資訊軟體開發的理性思維與設計創意之感性訴求並重的培育⽬標。 本系已成⽴「MAC 多媒體實驗室」、「多功能遊戲展⽰
及PC遊戲教學教室」、「數位攝影棚」、「數位內容後製作室」、「遊戲設計實驗室」、「數位錄⾳室」「遊戲測試暨專題製作
室-四間」、「數位內容教學實驗室」。以發展「線上遊戲」「互動式多媒體」「虛擬實境」「3D遊戲引擎及電腦動畫」及「⾏
動內容」為主要發展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75 ⿓華科技⼤學 ⽂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設計規劃整合「⽂化創意」、「數位設計」以及「⾏銷」等相關知 識，以培養具備跨領域整合能⼒的⽂化創意產業⼈
才，以因應未來職場⼯作所需。 本系除規劃1間專屬電腦教室以及1間專題製作教室外，並於本校數位內容多媒體技術研發中⼼設
置「⽂化創意衍⽣商品設計製作實驗室」、「3D⽴體成像實驗室」、「快速成型實驗室」，提供學⽣學習衍⽣商品設計製作。未
來在跨領域數位匯流⼈才培育⽅⾯，將與數位內容多媒體技術研發中⼼、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觀光休閒系以及應⽤外語系
密切合作，提昇學⽣專業領域、跨界整合以及國際連結能⼒；在跨領域商品設計⼈才培育部分，將與本校創意成型設計中⼼合
作，提昇學⽣⽂化創意衍⽣商品設計製作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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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
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76 ⿓華科技⼤學 觀光休閒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在課程設計係以「外語」為基礎，學⽣除修習校必修之英⽂課程外；本系並提供紮實的外語訓練，開設專業英語課程，如：
「觀光英語」。而⽇語訓練提供「基礎⽇語」課程，並開設專業⽇語「觀光⽇語」課程。 以「觀光休閒」為內容，開設3⾨特⾊
課程為，且為培養專業導覽⼈員及領隊與導遊⼈員亦開設實務及法規等課程，以協助學⽣取得相關證照。 且以「⾏銷管理」為⽅
法，並透過「專題製作」與「企業實習」，強化與觀光休閒產業之互動連結，培養⾼素質國際觀光休閒⾏銷⼈才，提供具國際⽔
準之觀光服務。此外，為加強實務訓練，本系秉承本校⼀貫強調之重點，加強產學合作，與旅⾏社、旅館、主題樂園與休閒機構
洽商產學合作，達到使學⽣畢業及就業⽬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85 ⿓華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本系擬定五⼤重點特⾊為現階段及未來努⼒發展之願景: (⼀)多元化學習(⼆)國際學術交流(三)多元證照(四)產學合作(五)專業志⼯
服務與實習。設計四年⼀貫之課程，以落實學⽣之基礎語⽂能⼒及溝通能⼒，第⼀、⼆學年著重基礎語⾔教育，包括聽、說、
讀、寫、譯之基礎語⾔訓練課程。專業領域分為『英語教學組』及『商務經貿組』兩學程，使學⽣應⽤語⽂於此兩領域，以紮實
⾃身之外語溝通及應⽤能⼒。第⼆外語⽂包含⽇、西、法等語⾔之學習。產學合作計畫，使學⽣獲得實際實習機會。專業志⼯服
務學習，展現學⽣⼈⽂關懷精神。而海外研習及交換學⽣機會，可擴展國際視野及培養世界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5.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4484 ⿓華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著重於管理領域之規劃、整合、執⾏與創新等能⼒之激發，結合理論與實務，並以個案研討、實作與演練⽅式，使學⽣從中
學習與體驗。 課程規劃，包括三⼤⾯： 1. 管理技能課程：⼈⼒資源、財務、⾏銷、⽣管研發等。 2. 特⾊實務課程：電⼦商務、
網路⾏銷、運籌管理、顧客關係管理等。 3. 任務導向課程：研究所升學、⾼普考、證照等。 此外，為因應資訊網路與國際化趨
勢，不僅加強學⽣語⽂能⼒與科技運⽤，同時更培養學⽣之⼈⽂素養並提昇個⼈專業能⼒，以其成為具備宏觀與競爭優勢的企管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
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83 ⿓華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本系培養學⽣基本的財務⾦融專業知識，並加強學⽣語⽂、⾦融相關法規與多媒體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以期培育全⽅位⾦融
⼈才。 為因應⾦融控股公司之成⽴及⾦融業務整合之趨勢，本系開設⾦融、財務及保險三⼤領域之課程，並加強學⽣語⽂、⾦融
相關法規與多媒體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使學⽣於⾦融各領域可均衡發展。 1.理論與實務並重：著重財務⾦融專業理論外，亦
注重實務應⽤，強調專題製作。 2.證照制度：輔導與⿎勵每位學⽣畢業前均需取得證券、⾦融與保險等相關證照，以跨越就業⾨
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82 ⿓華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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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的主要⽬標在於培育國際商務專業⼈才。除培養學⽣商管之基礎判斷分析能⼒以及專業語⽂溝通能⼒外，同時加強學⽣國際
商務相關之進階專業理論與實務的知識與技能。 課程內容設計以現今國際商務發展相關之學理科⽬為軸⼼，特別著重國際商務理
論與實務之配合、國際市場之研究與開發、國際營運與國際⾏銷能⼒之涵養、⾦融財務管理以及電⼦商務之應⽤，使學⽣具備國
際商務管理能⼒、成為具有國際觀的專業國際商務⼈才以因應全球競爭的挑戰。 發展特⾊ 1. 國際市場研究與開發 2. 國際商務英
⽂學習與應⽤ 3. 商務資訊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80 ⿓華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依據培育⽬標規劃四⼤類課程，培養電腦網路、軟體發展、資料庫，以及產(企)業電⼦化等專業資訊管理⼈才。
培育⽬標 1.培育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界所需之軟體發展及維護、網路規劃與管理、資訊庫管理與應⽤，以及產(企)業電⼦化整合
應⽤等專業資訊管理⼈才。 2.養成學⽣獨⽴思考、學習與解決問題之能⼒。 3.加強學⽣表達溝通、團隊合作與外語之能⼒。
發展特⾊ 1.重視倫理與服務學習 2.強調就業⼒ 3.創新創意與資訊管理結合 結合國際I.T.專業證照，要求學⽣在畢業前須取得⾄少
⼀種國際I.T.專業證照，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建⽴學⽣之就業競爭優勢。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
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81 ⿓華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業管理系以培養產業及企業所需之具有國際化、整合能⼒、資訊科技、以及改⾰創新能⼒的全⽅位管理⼈才為主要⽬標。舉凡
B to B (企業對企業)領域中所需要的管理實務，例如企業資源規畫、供應鏈管理以及顧客關係管理等，皆為本系主要發展特⾊。
因應現今產業發展趨勢及本校快樂學習『123』的校務發展特⾊，本系特別規劃兩項跨院系學程：製商整合學程與供應鏈資訊化
學程，及三項學系特⾊課程：⾏銷流通特⾊課程、⼯業⼯程特⾊課程及經營管理特⾊課程，來協助學⽣獲取第⼆專⻑及提升實務
經驗。經由與企業進⾏產學合作案，建⽴實務教學特⾊，並提供學⽣參與企業實習及建⽴正確職場觀念，將有助於學⽣⽇後繼續
升學、出國深造、或⾃⾏創業之準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11 ⿓華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為因應機械業及製造業之⾼速化及精密化之發展，本系以發展精 密製造，精密快速設計以及機電整合技術為⽬標，配合區域產業
特⾊ ，加強電腦輔助設計、製造與分析，CNC加⼯，機構設計， 3D CAD/CAM，塑膠模具設計製造，模流分析，精密鑄造，
精密量測，精密定位，可程式控制器，及微處理機之應⽤， 並加強機電整合之訓練。
在教學⽅⾯，機械⼯程系除強調學⽣外 語能⼒以及電腦使⽤技能外，依學⽣選修之 課程，分為精密製造，精密快速設計以及 機
電整合學程。為配合教學，精密快速設計 與製造學程在電腦設計製圖，及電腦輔助設 計⽅⾯，全⼒推展使⽤機械業需求殷切之
3D CAD系統，例如Pro/E軟體，並利⽤電腦 輔助模流分析，培養學⽣設計及分析的能⼒ 。在機電整合學程⽅⾯，加強可程式控
制器 之應⽤，機電整合，並利⽤DSP做精密及⾼ 速之控制，及使⽤雷射做精密定位之應⽤。
在⼤學部，每位畢業⽣應有的核⼼能⼒包括： 養成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之能⼒。 養成敬業樂群及應⽤專業職場倫理
之態度。 養成⼈⽂素養及關懷社會及尊重多元觀點，以善盡社會責任。 具備多元語⽂能⼒、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實務技術對環
境、社會及全球影響之國際視野，並培養⾃主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 確認、分析和解決實務技術問題的能⼒。 具備機械⼯程
專業與應⽤資訊之知能。 運⽤創意思考於實務技術之能⼒。 熟⽤專業技能所需之知識、技術、技能及⼯具的能⼒。 確實執⾏標
準作業程序，並執⾏、分析、解釋與應⽤實驗於改善實務技術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
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語⾔檢定證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12 ⿓華科技⼤學 化⼯與材料⼯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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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時代潮流以及未來產業發展之所需 ，本系除加強化⼯基礎課程教育外，尤其著重在光電材料 、電漿技
術、能源與綠⾊材料、奈⽶材料製備與檢測、環 境科技與防災教育等專業技術的研究與應⽤。加強實務性 課程的安排，注重學
⽣英語能⼒與國際觀，協助學⽣考取 專業證照，訓練及培養產業所需⼈才為⽬標。
本系教學及實驗設備新穎且完整，除⼀般教學實驗室外， 特⾊實驗室有「電漿應⽤技術實驗室」、「精密儀器分析 中⼼」、
「奈⽶材料科技實驗室」、「粉末科技實驗室」 、「半導體及光電實驗室」、「環境科技實驗室」、「⼯ 安實驗室」與「材料
加⼯實驗室」等，整合發展材料科技 與環境科技。在⼀流的師資帶領下，有系統、有效率的學習。⽇後可因在校期間學有專精而
且無學⽤落差之紮實訓 練，而能在各⾏各業之職場中能得⼼應⼿。 103學年度本 系如含外加名額計算註冊率為100%。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
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13 ⿓華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機⼯程系特重實務性與理論性教學，並提供學⽣良好的學習環境。本系課程依照當前國家科技建設發展需求分成：電機控制⼯
程、電信⼯程、計算機網路⼯程與電⼦電路⼯程等四⼤領域，學⽣可依個⼈興趣與需要安排⾃⼰的課程規劃。 本系提供九間設備
完善的實驗室供教學使⽤，分別為⾃動控制實驗室、電機機械實驗室、計算機軟體實驗室、微波元件實驗室、電⼦電路實驗室、
微處理機實驗室、積體電路設計實驗室、無線感測實驗室與電⼒電⼦實驗室，配合完善的學程規劃，期使本系可培養出⾼級電機
技術⼈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
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14 ⿓華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實務能⼒之電⼦⼯程技術⼈才」，碩⼠班研究所之教育⽬標為「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電⼦⼯程專業⼈
才」，科技⼤學系所評鑑⼀等，並已通過IEET技術教育認證，完成與國際接軌。
現有專任教師19位，獨⽴三樓系館⼀棟，其中包括學⽣實習教室與研究⽣研究室共16間，教師研究室26間。
本系根據⼯程學院中⻑程發展計畫及師資之專⻑與發展，進而擬定「通訊電⼦系統」、「微電腦系統應⽤」及「電腦網路應⽤」
三個重點發展項⽬為本系教學與研究之發展⽬標。
除培育電⼦⼯程專業⼈才外，因應國家經濟發展之需求、落實與政府倡導之新興產業接軌、並結合地區產業特⾊，本系另設有進
修四技班、與宏達電及東⾙光電等知名企業合作之產學攜⼿合作計畫專班及雙軌旗艦訓練計畫專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11 ⿓華科技⼤學 資訊網路⼯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具備資訊與網路專業技能之⼈才為宗旨，提供之專業課程分為以下四⼤類： 1.網路架構課程包含：網路原理、網際網
路應⽤、網路⼯程、網站建構與管理…等。 2.程式設計課程包含：程式設計、視窗程式設計、資料結構、演算法、軟體⼯程…
等。 3.網際網路程式設計課程包含：Java程式設計、PHP程式設計、ASP程式設計…等。 4.系統管理與應⽤課程包含：資料庫
管理與應⽤、資訊安全、多媒體應⽤…等。 本系教學著重理論與實務並重，特別強調網際網路程式設計的技術，並將網際網路的
應⽤做為本系的研究主軸。我們期待能培育出具有網站建構、網站管理、網路安全、多媒體應⽤、程式設計等能⼒的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本
畢業證書中⽂或英⽂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學最後三年中⽂或英⽂成績單(經原畢業學校加蓋章戳或鋼
印) 3. 師⻑推薦函(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6.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學校代碼
A6
聯絡電話 886-3-6102220
地址 30015新⽵市香⼭元培街306號
網址 http://www.y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傳真 886-3-6102214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afe.ypu.edu.tw/p/412-1012-619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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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準宿舍房間為2⼈⼀間或單⼈房。 2. ⽣活費⼀個⽉約需新台幣5,000~6,000元。 每學期住宿費⽤(以108學年度第1學
期為例) 項⽬/新台幣 學校宿舍∕$10,500 ~ 18,500 校外租屋∕$18,000 ~ 30,000 ⽣活費∕$30,000 ~ 36,000 註： 1. 學⽣
宿舍 進住及搬離宿舍的時間均依照學校⾏事曆之時程。校外住宿通常以六個⽉為期。 2. 個⼈⽣活費⽤不包括⾐服、娛樂、旅
⾏及交通等費⽤。 上述費⽤的估計以109學年度（2020-2021）進⾏評估，110學年度（2021-2022）的費⽤也許稍有不
同，視個⼈的花費差異而定。
元培秉持創校⼈蔡炳坤先⽣的創校理念，以培養⽣醫科技、健康管理與醫療福祉產業之專業技術⼈才為⽬標，共設⽴10
個碩⼠班、1個碩⼠學位學程、15個系、3個學⼠學位學程，分屬於醫護、健康、福祉產業3個學院。學校教學設備及實驗
室多元而充⾜，並設有資訊中⼼、通識教育中⼼及光宇藝術中⼼等單位，圖書資訊暨⽣物技術⼤樓更擁有⼀流的圖書資訊
備註
設備及豐富的軟硬體設施、健身運動設施；多元優質教學結合產業策略聯盟，與超過30家⼤型醫院及五星級飯店建教合
作，提供學⽣實習最佳環境。 元培提供校園E化、⼈⽂、科技、書海的多元學習環境，就讀元培讓您在⽇新⽉異的時代中
掌握產業脈動，蘊含更豐厚而獨具的競爭實⼒。
3312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成⽴於1965年，是台灣第⼀個培育醫學影像技術專業⼈才的科系，專任師資均具有醫事放射師執照、及⾏政院原⼦能委員會輻射
防護師執照；學⽣在校學習醫學影像、核⼦醫學、放射治療、輻射防護與影像處理等診療操作技術，並於畢業前⾄各⼤醫院實習
七個⽉，另外每年選派優秀學⽣赴美國、⽇本、新加坡等國進⾏海外研習⼀個⽉以上，加強實作能⼒與國際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36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醫務管理系醫療產業管理組 Division of Medical Industr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成⽴於1965年，為台灣⾸創之醫管科系，培育具備醫務⾏政管理、病歷管理暨醫療資訊管理及健康管理的⼈才，強調實務化教
學，聘請產業專家授課或協同教學，以培養符合產業需求之知識與技能；並與醫療產業機構建⽴策略聯盟，促進與業界之交流，
提供產學合作及學⽣實習與就業機會；每年定期赴⽇本與其他海外姐妹校進⾏⾒習參訪等異地學習，擴展學⽣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
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
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23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醫務管理系健康管理組 Division of Health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成⽴於1965年，為台灣⾸創之醫管科系，培育具備醫務⾏政管理、病歷管理暨醫療資訊管理及健康管理的⼈才，強調實務化教
學，聘請產業專家授課或協同教學，以培養符合產業需求之知識與技能；並與醫療產業機構建⽴策略聯盟，促進與業界之交流，
提供產學合作及學⽣實習與就業機會；每年定期赴⽇本與其他海外姐妹校進⾏⾒習參訪等異地學習，擴展學⽣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期間歷年成績單（包括學校排名和百分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
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13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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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標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之學習⽬標是提供學⽣於臨床實驗室中之診斷、研究、及相關⾏業之必要知識和技能。
介紹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成⽴於1999年，提供四年制理學⼠學位。基於轉制前之五年⼤專課程，我們創造了⼀種學習氛圍，促進及尊
重⼈⽂探究與學術研究。並且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和建⽴了應⽤⽣物技術的研究⽣課程。經過調整課程，配備及新的實驗室儀
器，同時也招募新教師促進專業教學，提⾼教育質量，增⻑研究範圍及其他學術活動。在教師嚴謹準備和指導下，為學⽣們創造
出於臨床和學術均衡的事業版圖。
系所特⾊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乃是新⽵唯⼀之醫療技術⼈員培訓之系所。課程中整合臨床實驗技能與最先進⽣物技術的發展。並結合臨床
實驗室課程和醫院內實際分析項⽬來提⾼學⽣技能。本校結合新⽵科學園區，⽵北⽣科園區和台⼤醫學⽣物研究園，可同時開啟
學⽣在⽣技產業學習上聯合的優勢。
將來計劃
提⾼學⽣在基礎和臨床相關科⽬⽅⾯的知識和專⻑，以及應⽤外語和電腦技能的能⼒，並建⽴⽣技運⽤之研究⽣課程，設⽴預防
醫學研究實驗室以為社區提供疾病篩查服務。同時增進本科系⼤學和研究所專業、研究、創新課程及參與其他相關性學術活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
(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
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
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
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08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培育具備社會⼈⽂關懷能⼒及全⼈照護能⼒之護理專業⼈才；強調理論與實務合⼀，配置基本護理學、內外科護理、身體評估、
產兒護理及社區衛⽣護理等技術⽰範及練習教室，臨床技能中⼼共12間模擬病房，充分提供學⽣各項護理技術練習，並安排⾼年
級學⽣⾄各⼤醫院實習，培養臨床實務⼯作能⼒，畢業後順利銜接職場；教學與考照合⼀，每年考取護理師執照率均⾼於全國平
均值。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15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物醫學⼯程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國83年⾄今已超過20年，並於⺠國101年成⽴福祉科技與醫學⼯程碩⼠班。本系榮獲102年教育部評鑑科技⼤學系所
⼀等，並於103年通過IEET國際⼯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本系畢業校友遍佈各⼤醫院醫⼯部及醫療器材商，許多醫院醫⼯部⾨主管
皆為本系系友，顯⾒本系對台灣臨床⼯程⼈才培育之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10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視光系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系所分則
北台灣第⼀所⼤學層級的視光系，以培養維護眼睛健康的專業驗光師為⽬標。
透過具有國內外完整視光專業訓練的師資群，完整的課程設計規劃，充分的驗光配鏡的臨床實務操練以及校外視光產業界和眼科
醫院的實習，建⽴學⽣能順利取得國家驗光師的證照，以及確保畢業即能就業。
畢業後的發展，可⾃⾏開業設⽴驗光診所，眼鏡店或任職服務眼鏡產業，眼科部⾨擔任專業驗光師；亦可任職於⽣物科技、預防
醫學等視光產業發展規劃師；視光及光電科技產業之專案管理師與研發⼯程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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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16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環境⼯程衛⽣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教學與發展特⾊
1. 歷次系所評鑑均榮獲教育部評鑑⼀等，亦為全國第⼀個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之私⽴技職院校的環境類科
系，並獲得教育部環境類系科本位課程發展訪視通過。
2. 北部地區技職體系唯⼀結合環境⼯程與環境衛⽣之科系，落實專業課程與實務經驗傳授與訓練，旨在培育具備健康⾵險管理之
環境保護專業技術⼈才，養成環境調查、分析、監測與管理技術，提供⽵科、中科等⾼科技園區環境、⼯安、廠務需求。
專業證照
1. 環境⼯程技師、⼯礦衛⽣技師
2. 職業安全衛⽣管理員、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管理師
3. 空氣污染防制、毒性化學物質、廢⽔處理、廢棄物清除、廢棄物處理專責⼈員
4. 下⽔道設施操作維護⼈員
5. 化學性因⼦/物理性因⼦作業環境測定技術⼠
未來發展
1. 報考國內外環境⼯程與衛⽣領域相關之研究所。
2. 參加公職⼈員⾼普考於政府單位任職，或於環境⼯程顧問公司、環境⼯程業、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各事業機構之環保、⼯安衛
部⾨、研究機構從事環安相關⼯作或⾃⾏創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09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以「⾷品檢驗與分析」、「⾼值化⾷品加⼯技術」與「保健⾷品開發與評估」為發展特⾊，培育特⾊⾷品專業實務操作能⼒的⼈
才。與近五⼗家⾷品產業相關企業建⽴策略聯盟，所有的學⽣參加企業實習或專題研究，強化師⽣之實務經驗與產品開發能⼒。
台灣唯⼀⾷品科學相關海外實習系所，學⽣每年獲補助前往⽇本企業實習，並與⽇本、德國、澳洲⼤學交換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11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台灣第⼀個專注於「⽣技製藥」為特⾊的系所，也是唯⼀結合「⽣物科技」與「製藥技術」之系所。建置台灣唯⼀的「cGMP藥
品量產製造中⼼」，並為國內藥廠、⽣技廠與保健⾷品廠，培育「製劑製造與品管⼈才」。與⽇本及美國知名⼤學進⾏學術交
流、學⽣⾒習與交換學⽣。教學與研發以開發「實際產品」為重點，已有多項產品上市；與各⼤⽣技醫藥園區為鄰，更與50餘家
⽣技醫藥公司進⾏產學合作，實習後能無縫接軌與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
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
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書
(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31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訓具餐飲製備專業技能、餐飲管理及外語、資訊能⼒之專業⼈才；與國賓、喜來登等五星級飯店合作，提供學⽣實習最佳環
境；餐飲實務實習之外，本校餐飲實習教室為技術⼠術科考場，輔導學⽣考取餐飲專業證照；掌握業界營運型態及脈動，培育具
⾃主創業、餐飲經營管理、餐飲製備策畫與執⾏能⼒的優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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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30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台灣唯⼀以智慧健康產業相關資訊應⽤為主，並以智慧健康相關產業進⾏產學合作，直接投⼊產品應⽤開發之實務經驗。課程發
展特⾊為資訊技術應⽤與服務、數位創新及數位設計⾏銷，⽬標為培育數位創新服務與數位設計之資訊應⽤技術⼈才。結合國際
專業證照，除了設計具特⾊的課程，亦透過課程輔導學⽣考取國際級專業證照，以提⾼學⽣的就業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學習研究計
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等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33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師資百分百有博⼠學位、有豐富的產業或專業證照及教學熱忱，更重要的是⽼師與產業的關係佳，可以提供學⽣很多的實務經
驗。每年都投⼊⼤量資⾦進⾏教學軟、硬體的設備更新，使學⽣可以在優良的環境中學習。畢業學⽣創業的很多，或受雇從事銷
售或⾏銷、⾨市服務、科技業、電⼦業及醫療產業等經營管理相關的職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35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運動休閒組 Divition of Exercise Leisur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主要在培育健康促進及休閒養⽣保健之專業指導⼈才。跨領域師資整合，培養學⽣具備完整預防保健知識及執⾏健康促進技能。
成⽴雲端健康管理及量化數據的健康促進平台，推動智慧健康⽣活應⽤教學。課程連結產、官、學、醫等外部資源，達到整合創
新的訴求。延攬產業師資進⾏協同教育，並與36家產業合作進⾏⼈才培訓、職場實作技能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32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健康保健組 Division of HealthCar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主要在培育健康促進及休閒養⽣保健之專業指導⼈才。跨領域師資整合，培養學⽣具備完整預防保健知識及執⾏健康促進技能。
成⽴雲端健康管理及量化數據的健康促進平台，推動智慧健康⽣活應⽤教學。課程連結產、官、學、醫等外部資源，達到整合創
新的訴求。延攬產業師資進⾏協同教育，並與36家產業合作進⾏⼈才培訓、職場實作技能訓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屆證明書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34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成⽴於2006年，結合本校醫事專業及管理特⾊，提供商務、醫事、觀光、餐旅等多元學程，整合專業知識與英⽂職能，以培養健
康商旅事業專業外語⼈才為⽬的；為鍛鍊學⽣職場實務經驗，製造直接就業機會，與相關產業界合作提供「企業實習」課程。另
設有「拔尖⼈才培育專班」，針對語⾔能⼒達到雅思6級以上學⽣，提供獎學⾦補助，取得元培醫⼤+紐西蘭商學院+林肯⼤學三
聯學位；並協助申請海外研習獎⾦，推薦⾄德國、紐西蘭、⽇本名校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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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畢業證書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師⻑推薦函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
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6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元培醫事科技⼤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是全台唯⼀以「觀光醫療」為主軸的觀光科系，以培育學⽣成為觀光醫療產業所需之整合型
專業⼈才為教育⽬標，培養學⽣具備醫療旅遊規劃與解說之能⼒，為了與產業接軌，將持續邀請觀光醫療領域之學者與業界專
家，參與規劃本系課程並共同授課，讓學⽣更了解實際產業需求，為顧客規劃更貼近實際需求的身、⼼、靈醫療旅遊服務，同時
也注重學⽣的⼈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國際禮儀與外語溝通能⼒，讓學⽣具備能前進國際醫療旅遊市場發展之競爭⼒。本系將主動
接洽各⼤美容與健檢機構、休閒度假中⼼、⽣態休閒農場、⽣態⽔療中⼼、溫泉養⽣會館等，規劃與安排學⽣之校外實習場所，
更⿎勵學⽣選擇海外作為校外實習，體驗不同國家觀光⽂化與⺠俗⾵情。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7. ⾃傳(選) 8. 讀書計畫書(選) 9.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1
聯絡電話 886-6-2674567-276
傳真 886-6-336-2469
地址 71703台南市仁德區⽂華⼀街89號
網址 http://www.hwai.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oa.hwai.edu.tw/p/405-1013-37882,c1275.php?Lang=zh-tw
國際學⽣保障四年宿舍，但須事先申請。如中途搬出，即不再給予保留。
本校成⽴於西元1968年，1999年8⽉1⽇改制為中華醫事學院，2007年2⽉改名為中華醫事科技⼤學。本校共計有3學
院，19系與4碩⼠班(10系組)。 招收⽇間部四年制⼤學之系有：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護理系、語⾔治療系、視光系、製
藥⼯程系、餐旅管理系、幼兒保育系、⾷品營養系、環境與安全衛⽣⼯程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寵物照護與美容系、職
業安全與衛⽣系。 招收⽇間部⼆年制⼤學之系有： 職業安全衛⽣系、護理系、醫學檢驗⽣物科技系、調理保健技術系、
⾷品營養系 本校距離中⼭⾼速公路仁德交流道只有5分鐘，離台南⽕⾞站約15分鐘的⾞程，交通便捷，⾵景優美。

4498 中華醫事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業界樂⽤的餐旅產業服務管理⼈才為⽬標，透過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多元化整合型課程及為期⼀年帶薪校外實習的規
劃，培育學⽣具備健康餐飲廚藝與管理及餐旅服務與管理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34 中華醫事科技⼤學 ⾷品營養系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系所分則
著重執⾏技術業務及開發新技術，結合社區發展，讓國⼈具有衛⽣與安全之概念，加強⾷品科技之知識與技能，發展⾷品⽣物技
術及⾷物機能應⽤研究，培育具有⾷品科技之專業技術研發⼈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99 中華醫事科技⼤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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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以培育⼈才，讓運動、健康與休閒能夠結合為⼀，不僅能夠延伸運動的本質，更能融⼊新的休閒與健康知能，真正落實領域學⾨
整合的⽬標，讓理論與實務並重、⼈⽂與科技兼具之全⽅運、健、休規劃之管理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26 中華醫事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配合國內醫療發展之趨勢與國家醫檢⼈才之規劃以培育具醫學理論基礎及醫學檢驗技術的醫事專業⼈才為⽬標，使其瞭解品
質保證的要性，並具獨⽴思考及主動學習醫檢新知的態度。以提升全⺠健康、強化醫療檢驗品質、精進與研發醫療檢驗設備與⽅
法、創新醫療檢驗技術為職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97 中華醫事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ing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透過專業與廣博教育課程之搭配，多元化傑出師資之延聘及優質教學之實施，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並附設幼兒園，提供學⽣就
近實習與⾒習的機會，結合理論與實務，讓學⽣在畢業之前就熟悉職場環境與運作過程，培育專業幼保⼈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29 中華醫事科技⼤學 視光系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系所分則
本系所以堅強師資與先進驗光配鏡儀器設備，搭配全學年實習、海外實(⾒)習機會、推動⾄護理系或資管系雙主修、指導實務專
題製作研究與⻑期校外視⼒健檢磨練技能等，以培育具專精視光技術、眼科護理專⻑或⾨市資訊經營管理研究能⼒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31 中華醫事科技⼤學 製藥⼯程系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全國第⼀且唯⼀的製藥⼈才培育學系，以多樣化的藥劑製造及檢測設備訓練學⽣成為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製藥專業⼈才。畢業⽣可
成為藥劑、化妝品、機能性或健康⾷品製造界的研發、製造、檢驗及管理⼈才，亦可繼續攻讀相關系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 (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30 中華醫事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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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溫馨，關懷，尊重，負責為系訓，培育具有專業知能，全⼈照護，社區關懷，⾃我成⻑之護理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61 中華醫事科技⼤學 語⾔治療系 Department of Language Therapy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的教育⽬標在於培養優秀的語⾔治療師，透過國家舉辦的專技考試，畢業⽣可以取得考試院核發的語⾔治療師證書，並
在各縣市政府登記執業。語⾔治療師是有合法地位的醫事⼈員，⼜可以在教育及社會福利機構任職，是薪資待遇良好，充滿助⼈
成就感，受⼈敬重的專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正
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23 中華醫事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養學⽣樹⽴正確的環境與職安衛倫理觀，強調⼈與⾃然環境、⼯作環境的和諧，減少環境衝擊和危害⾵險，以提昇⼯程效益、
降低⼈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培育具備環安衛與專業實務技能之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3. 師⻑推薦函(選)：若畢業成績為全校畢業⽣前30%，請於推薦函中註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0 中華醫事科技⼤學 寵物照護與美容系 Department of Pet Care and Grooming
系所分則
本系學⽣於修習課程後，將具有考取寵物美容師證照資格。畢業⽣就業管道將可以從事寵物美容、寵物⽤品量販店、連鎖寵物
店、⼤型寵物⽔族店及獸醫院擔任助理⼈員等⼯作，或可⾃⾏創業。畢業⽣升學管道可報考國內外研究所碩⼠班。國內進修可⾄
⼤專院校獸醫、動物、⽣物相關等研究所進修。國外進修⾄⽇本、歐美寵物美容等相關⾏業與學校深造與技能研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申請⼈須檢附符合教育部採認之⾼中、⼤學或獨⽴學院畢業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肄業證件或會
考及格證件等，如果原證明⽂件不是中⽂或英⽂，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1).已畢業學⽣需有中學完整成績單正本(蓋學校章)。(2).應屆畢業⽣，繳交最近 2 年成績單
正本。(3).如果原證明⽂件不是英⽂或中⽂，請提供公證過翻譯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9
聯絡電話 886-2-27821862
地址 11581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245號
網址 http://www.c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傳真 886-2-27827249

學校基
本資料

⼀、本校備有男⼥⽣宿舍。 ⼆、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擴學
⽣宏觀視野，落實全⼈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及通
宿舍
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檢定」，⽅得畢業。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
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校區校址：31241新⽵縣橫⼭鄉橫⼭村中華街200號電話：+886-3-593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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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備有男⼥⽣宿舍。 ⼆、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擴學
⽣宏觀視野，落實全⼈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及通
備註
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檢定」，⽅得畢業。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
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校區校址：31241新⽵縣橫⼭鄉橫⼭村中華街200號電話：+886-3-5935707。
2628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依教師專⻑分為設計、製造、熱流、材料及機電整合等領域，整合本系的師資、設備及課程，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之機械
⼯程⼈⼒。加強學⽣專題實作訓練，以落實技職院校實作能⼒教育之養成。積極與業界合作，聘請業界專家開授實務講座，本系
在學⽣專業能⼒⽬標上，設定在建⽴學⽣精密機械製造與設計、熱流技術、材料科技及機電整合之能⼒，畢業後除具⼀般機械⼯
程師能⼒外，並能勝任材料科技、綠⾊能源技術、光電及半導體產業之機電⽣產設備及製程相關產業之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請以中(華)⽂或英⽂撰寫約三百字，敘述個⼈背
景、求學動機、求學期間之讀書計畫等，以及完成學業後之規畫。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31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建築系因應當代建築產業之發展現況及現有潮流趨勢，教育⽬標皆以 「綠建築、健康環境與空間創意設計」為發展主軸，培育學
⽣畢業後具有「綠建築設計、健康室內環境創造以及數位媒體運⽤」的能⼒。
課程規劃分為建築、室內設計兩⼤領域，並結合數位媒體技術訓練。未來發展包括就業與升學。就業⽅向包括建築、室內設計、
施⼯或空間創意設計等相關⾏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69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為培養⾷品科學專業技術⼈才，特別注重新穎性⾷品加⼯技術、⾷品分析檢驗、保健營養及藥膳養⽣⾷品製造實務能⼒之養
成及醱酵⾷品與酒類、烘焙實務實作技術，以及⾷品⾏銷能⼒之培養。此外本系亦規劃許多職場相關務實致⽤課程，包括校內實
驗（習）、校外實習及專題製作等，實質提昇就業競爭⼒。 發展特⾊：本系特別著重⾷品專業職能、證照考試輔導及產學合作研
發，以強化學⽣就業之能⼒；同時配合跨領域學程，加強經營、管理與⾏銷之訓練，以因應全球⾷品市場⼈才的需求。此外，本
系在雲林『產學合作實習校區』，將逐步與進駐之⽣技、⾷品廠商結合，形成保健⾷品與⽣技研發團隊，同時亦提供本系學⽣實
習就業、模擬創業、築夢圓夢的育成空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33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物科技系⽣物科技組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鑑於世界科技發展趨勢與國內⽣技相關產業之需求，本系之培育⽬標強調「研究與實務並重，⽣產與管理兼顧之⼈才培育」，透
過教學、實習及專題研究等活動，訓練學⽣從⽣化、細胞與分⼦之層次去了解各種⽣命現象與理論基礎，並以培育研發「⺠⽣⽣
技」⼈才為主要⽬標，以保健⽣技、微⽣物⽣技與化妝品⽣技為發展重點。本系學制區分為「⽣物科技組」與「化妝品⽣技組」
⼆組，⽣物科技組持續著重於⽣物科技之基礎課程，並加重天然物(中草藥)⾷品或藥品之⽣技研發、⽣質能源及燃料電池、⽣物
復育技術之研發、⽣物檢測技術之研發及⽣物資訊等應⽤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50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a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 第 449 ⾴ -

系所分則
餐旅產業包括餐飲業、住宿業和休閒旅遊業等相關業別，本系以「培育餐旅服務產業技術⼈才」為⽬標，課程主軸以「廚藝技
術」與「餐旅服務與經營管理」為主要專業領域課程。開設烘焙實務、咖啡飲品調製、中餐烹飪實務、西餐烹飪實務、餐旅服務
技術、房務管理實務、客務管理實務等基礎實作課程，加強⾷品衛⽣安全、HACCP、餐旅⼈⼒資源管理、連鎖加盟經營管理、
督導實務、旅遊經營與遊程設計、旅館管理、⺠宿與度假村經營管理、溫泉旅館經營等專業知識與技能。學校積極推動外語⽂教
學與國際觀學習環境，本系結合專題製作、校外實務實習等活動，協助學⽣⾯對餐旅業全球化的⾼度競爭與發展之挑戰時，展現
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59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強調「務實致⽤、技能優先」之教學內涵，精進「課程結合證照、證照推動實習、實習接軌就業」之學習路徑。培育具備國際視
野、創新觀念、科技應⽤、務實態度、完整⼈格等特質之優秀⾏銷與流通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36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航空機械系(新⽵校區) Dept. of Aviati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機及發動機維修、航空零組件製造、航空安全技術等科技專業⼈才及研究發展。擁有全國最具規模之航空實習⾶
機、發動機及系統實習研究設備，為全國唯⼀取得本國⺠航局CAA-147及歐盟JAA-147航空維修證照之學校，並結合國內各⼤航
空公司實習機會。推動畢業⽣⼀證多照制度，著重學⽣技術⼠證照及升學，取得航空業界認定及廣為接受的專業智識。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38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航空電⼦系(新⽵校區) Dept. of Avionics
系所分則
本系特⾊是以⾶機上的通訊、導航、儀表、電器等各種航電系統為教學藍本，使理論與實務能結合，並輔導同學在求學過程中，
考到⾶機維修⼄/丙級證照，以培育對航空電⼦設備軟硬體具有系統設計、製作、維修、檢測能⼒的⾼級系統整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57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航空服務管理系(新⽵校區) Dept. of Aviation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特⾊是教學與實習課程整合，著重於培養學⽣航空產業實務之應⽤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四最後⼀年實施校外實習，全職
帶薪⾄航空產業實習，同時輔導同學就業。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49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創與數位多媒體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Culture Creation and Multimedia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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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結合⽂化創意、數位多媒體技術、商品設計、經營管理及產品⾏銷設計等課程，培育⽂創產業鏈──⽂化、創意、產業之跨
領域⼈才。期望能透過專題製作及教師產學合作，加強學⽣實務經驗，培養專業策展⼈才為⽬標。優質的策展⼈才不只是要有藝
術的知識、選件的好眼⼒、⽂字撰述傳播和口語溝通的能⼒、展覽呈現和處理物件的技術、創意和解決問題的能⼒，更要具備團
隊合作的精神、組織領導的魅⼒，和⼀個職業該有的倫理和道德觀。
新課程⽅向為強化學⽣撰寫計劃書能⼒，結合「⽂案企劃與⾏銷」課程；⾏銷媒體策略結合「數位多媒體⾏銷」課程；空間整合
規劃結合「視覺傳達設計」課程。讓學⽣充分掌握展覽製作及創造展覽空間的⽬的及⽅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4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物科技系化粧品⽣技組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化妝品⽣技組則以⽣物技術為基礎，增加抗⽼防皺成分之篩選與研發、美⽩化妝品之開發、⾼效滲透之微脂體包覆技術、美妝彩
繪之設計與藝術概念、整體造型創意開發、美妝產業經營與連鎖管理之建⽴等課程，並積極與⽣醫、⽣技及妝品業界等多元化公
司進⾏產學合作，除了促進研發能量，亦可使學⽣親⾃⾄職場環境，學習實務經驗使理論與實務相互配合，達到技職教育「做中
學，學中做」的⽬的，成為育成專業⽣物科技⼈才之搖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7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遊戲系統創新設計系 Department of game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成⽴特⾊是在培養實務之遊戲設計技能。課程內容著重在遊戲設計及遊戲動畫，學⽣以學習遊戲業界的實務課程，畢業後能
投⼊遊戲業界之相關就業市場。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件2份
畢業證書中(華)⽂或英⽂譯本(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英⽂成績單各2份
歷年成績單中(華)⽂或英⽂譯本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蓋章 )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9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企業資訊與管理系 Dept.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為配合國家產業昇級，企業除需要經營與管理⼈才外，更需要⼤數據分析⼈才以協助企業掌握巨量資料資訊，研定前瞻性企
業策略，永續經營。鄰近南港軟體園區及內湖科學園區，配合國家精進資通訊⼈才培育策略，培育具備產業電⼦化及資訊管理技
術整合運⽤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64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電機與資訊⼯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系所分則
本系特⾊是配合產業需求與新興科技發展的課程，培養學⽣備妥就業和發展所需能⼒。專業能⼒以培養電機與資訊⼯程為主，涵
蓋電能與電⼒電⼦技術、資訊與控制應⽤、通訊與光電應⽤，電⼦與晶⽚應⽤，並加強學⽣專業證照之取得、升學及就業能⼒之
培養。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環球學校財團法⼈環球科技⼤學 TransWorl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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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C6

聯絡電話 886-5-5370988 # 2230~2236

傳真 886-5-5370989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64063雲林縣⽃六市嘉東⾥鎮南路1221號
網址 http://www.tw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ia.twu.edu.tw/downloads/laws200218140330a.pdf
宿舍 新⽣保障住宿,其他
⼀、男⼥兼收。 ⼆、本校備有全新套房宿舍，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 三、本校提供僑外⽣學雜費半免及全免獎助學
⾦。 四、本校設有管理學院、設計學院、觀光學院及健康學院，系所完備、師資優良、設備精良。本校更致⼒於校內、
備註 校際及國際之整合與學術研究合作，以提昇學術⽔準，培育優秀⼈才。 五、本校網址：
http://www.twu.edu.tw/index.html。校址：640雲林縣⽃六市嘉東⾥鎮南路1221號。電話：+886-5-5370988 ext
2230~2236。僑外⽣申請Facebook: https://goo.gl/kCQAel
4591 環球學校財團法⼈環球科技⼤學 餐飲廚藝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系所分則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溝通能⼒。
（⼆）本系成⽴係以培養廚藝知識與烹調技術能⼒之實作⼈才為主，使學⽣具備中西餐烹調理論與技術，並輔以餐飲管理知識及
電腦應⽤操作能⼒，而成為具有廚藝品德涵養的技術⼈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之外國學校畢業證書影印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最⾼學歷之外國學校歷年中⽂
成績單或英譯本。 3. 師⻑推薦函(必)：請在校師⻑協助撰寫推薦信⼀封。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如作品集或社團證明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吳鳳科技⼤學 WuFe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0
聯絡電話 886-5-2267125#21931~21933
傳真 886-5-2260213
地址 62153嘉義縣⺠雄鄉建國路⼆段 117 號
網址 http://www.wf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
無僑⽣專屬獎學⾦
外國學⽣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宿舍。 4⼈1間，含：獨⽴空調、Wi-Fi、獨⽴衛浴。
⼀、唯⼀以「安全」為核⼼特⾊之技職校院，且全校可無線上網。 ⼆、專業訓練實驗室及20億打造全新校園－世界第⼀
⾼樓（台北101）建築師李祖原等設計！ 三、延攬台⼤、清⼤、交⼤、成⼤、中正、中央、嘉⼤、國北師、市北師、彰師
⼤、警⼤等校優質師資團隊，發展為雲嘉南地區技職校院之指標學校。 四、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
學⼠學位。 五、全校教室均設有冷氣，且具備有男⼥⽣宿舍、每間宿舍均為冷氣房間並連接學術網路。 六、學雜費依教
育部核定標準辦理收費。 七、對於經濟困難者，本校提供的協助措施：（⼀）獎助學⾦（⼆）⼯讀機會。

4334 吳鳳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為因應政府推動觀光政策，培育專業餐飲旅館業管理⼈才為系主要發展⽅向。課程依學⽣職涯發展⽅向，分為「廚藝創作」
與「餐旅管理」兩⼤模組，並配合教學實務實習，培養學⽣帶著走的職場就業能⼒。 ⼆、本系備有符合國家級考場之現代化新穎
的專業教室計15間，學習情境完全符合職場實務運作，並禮聘國內外餐旅實務專精之師資群團隊到校授課。 三、須具備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 四、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傳及讀書計畫。 4. 其
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5. ⾃傳(選)：⾃傳及讀書計畫。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39 吳鳳科技⼤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為符合台灣觀光休閒產業之特⾊及地區觀光產業特⾊，本系之課程安排以貼近產業發展為主軸，以休閒遊憩、觀光旅運管理
⼆⼤領域為課程發展特⾊及⽬標。 ⼆、本系專業教室均採情境擬之現代e化教室，契合職場實務運作，專業軟體設備新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42 吳鳳科技⼤學 應⽤數位媒體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Digital Media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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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學⽣應⽤數位媒體來進⾏數位內容及⽂化創意等產業媒體製播、設計及數位⾏銷。 ⼆、須具備基礎中⽂聽、說及表達能
⼒。 三、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24 吳鳳科技⼤學 ⻑期照護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ong Term Care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1.⻑期照護管理模組主要培養⻑期照護管理⼈才
2.⻑期照護服務模組主要培訓理論與實務兼備之⻑期照護⼈才
教學特⾊--以培育⻑期照護管理師為核⼼，教導學⽣尊重⽣命及⼈⽂關懷，促進健康照護專業，促進產學合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41 吳鳳科技⼤學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smetology and Hair Styling
系所分則
⼀、因應政府視⽂創產業為政府重點扶持發展產業，本系以培育具國際觀之全⽅位，形象美學及時尚整體造型設計與管理領域之
⾼等專業技術⼈才為發展⽅向，提昇本系畢業⽣在就業職場的競爭⼒。課程依學⽣職涯發展⽅向及場域特性規劃，分別為「形象
美學模組」與「時尚設計經營模組」。 ⼆、本系專業教室均採情境模擬之現代e化教室，契合職場實務運作，專業軟體設備新
穎。 三、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四、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33 吳鳳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系所分則
⼀、幼兒保育系：配合國家幼兒保育教育政策，培育e世代優質教保專業⼈才，依據學⽣個⼈興趣，分為「課後照顧組」、「創
新與產業組」等模組課程。 ⼆、另有幼兒體能與遊戲 (提供學⽣同時學習體能運動及幼兒遊戲相關知識) 與兒童美語教學 (提供學
⽣同時學習兒童美語及幼兒教保相關知識) 跨科系學程，增加學⽣就業機會及競爭⼒。 三、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 四、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38 吳鳳科技⼤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系所分則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為配合國家運動休閒活動的推廣，提昇⺠眾⽣活品質，為運動健康推廣與諮詢、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休
閒遊憩事業經營與管理等產業，提供專業⼈才。每年定期結合產、官、學界舉辦國際⼤型運動健康與休閒研討會，並辦理多場業
界實務研習及講座，以增進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學⽣職場專業之技能。本系在⼈才培育規劃上分為兩⼤區域：
⼀、運動健康領域：以體育教師、運動教練、體適能指導員、健身指導員(教練)、幼兒律動指導員…等。
⼆、運動休閒領域：外(華)語導遊及觀光領隊、休閒渡假村管理⼈員、休閒運動指導⼈員、休閒遊憩指導員、休閒運動指導員(⼾
外體驗教育、極限運動)…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77 吳鳳科技⼤學 消防系 Department of Fire Science

系所分則
⼀、培養學⽣消防基本學能，應⽤於消防及防災⼯作。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三、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79 吳鳳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以綠⾊能源、控制與資訊整合為主軸，強調實務與技能檢定、創意開發與專利，培養學⽣動⼿做、做中學之習慣與
能⼒。 ⼆、建置有全國唯⼀之「線性電機」、「積木仿真暨控制應⽤」特⾊實驗室。 三、設⽴機電整合、室內配線、電器修
護、⽤電設備檢驗、電腦硬體裝修、AutoCAD電腦輔助繪圖、數位電⼦等檢定/訓練教室。 四、成⽴全國唯⼀之「西⾨⼦
(SIEMENS)南區技術及訓練中⼼」、「歐姆⿓(OMRON)教育訓練中⼼」，提供⾃動化與驅動技術專業實務教學。 五、與業界產
學合作，提供學⽣校外實習機會，以培育學⽣具備⾼度就業競爭⼒。 六、畢業⽣出路佳，可投⼊電機資訊相關產業發展，更可進
⼊前景看好之綠⾊能源新興產業。 七、須具備基本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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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78 吳鳳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培育具有專業知識、創新思維、實務能⼒、安全理念的現代機械科技⼈才，以服務社會與提昇國家競爭⼒。專任教師均具有
⼄級證照與實務經驗，在學術交流、論⽂發表、計畫取得和國際競賽的成果上表現相當傑出。具有⾼品質教學與研究設備，著重
在「電腦輔助繪圖設計與製造」及「智慧型⾞輛載具」等兩個主軸，將「趣味」融⼊教學的活動中，讓學⽣在輕鬆的氣份中學習
到專業的知識。本系重視學⽣專題實作、輔導學⽣創新能⼒與各類技能檢定。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德明財經科技⼤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5
聯絡電話 886-2-26585801
傳真 886-2-27991368
地址 11451台北市內湖區環⼭路⼀段56號
網址 http://www.takming.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男⼥兼收。 ⼆、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申請住校。 三、位於台北市，緊鄰內湖科技園區，搭乘捷運⽂湖線⾄
西湖站下⾞步⾏約8分鐘可到達。 四、教學設備完善，學⽣可以無限上網，本校設有OK便利商店、ATM提款機，餐廳多
樣化且周邊⽣活機能便利；學⽣宿舍提供冷氣與宿網。 五、學⼠班新⽣必修習服務學習⼀學期課程，英⽂課程採分級分
班授課。 六、學⼠班學⽣應通過基本技能認證及各系專業認證，始能達到畢業資格；另本校各系亦有實施校外實習的課
程。 七、設有急難救助⾦，提供各類獎助學⾦、⼯讀助學⾦等協助措施。 ⼋、學校之教學資源概況，請查閱本校資訊
網。（網址：http://www.takming.edu.tw）。九、本校簡介：看⾒德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wLJNbPHMYNc

4394 德明財經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0 德明財經科技⼤學 財政稅務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89 德明財經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06 德明財經科技⼤學 財務⾦融系不動產⾦融與投資管理組 Finance and Finance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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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歷證明影
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
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3 德明財經科技⼤學 財務⾦融系數位⾦融組 Finance and Banking Department of Digital Finance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
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1 德明財經科技⼤學 ⾵險管理與財富規劃系 Insurance Finance Management Department
系所分則
1.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5 德明財經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81 德明財經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時尚經營管理組 Enterprise Management Fashion Management Group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6 德明財經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7 德明財經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組 Circul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Franchise Group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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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9 德明財經科技⼤學 ⾏銷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00 德明財經科技⼤學 ⾏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Exhibi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44 德明財經科技⼤學 國際貿易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3 德明財經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分則
1. 部份課程使⽤華語教學，應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89 德明財經科技⼤學 應⽤外語系⽇⽂組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Group
系所分則
1. 部份課程使⽤華語教學，應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8 德明財經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系所分則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36 德明財經科技⼤學 資訊科技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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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92 德明財經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1. 先具備藝術創作媒材之基本能⼒(素描、彩繪技法、⽔墨書畫等)。
2.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3. 餘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明影本1份(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正本1份(⾼中最後三年)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社團、幹部、校內外服務、技能競賽得獎證明、專題作品、相關證照或檢
定證明，推薦函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致理科技⼤學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3
聯絡電話 886-2-22580500
傳真 886-2-22588518
地址 22050新北市板橋區⽂化路1段313號
網址 http://www.chihlee.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為培育卓越商務實務⼈才之創新學習型⼤學，致⼒於培養具國際視野之商務管理、商貿外語、創新設計卓越商務⼈
才；且地處⼤臺北都會中⼼，是全臺灣交通最便利的學校。本校注重品德教育，獲頒教育部學務⼯作之最⾼榮譽「友善校
園」榮銜，且多次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命教育」等績優學校，更是佛光⼭「三好典範校園」學
校。在專業能⼒培養⽅⾯，本校連續9年專業證照考取數全臺第⼀，深受學⽣及家⻑喜愛，故近6年新⽣註冊率保持在
95％以上，更是培養諸多政府與企業領袖、國會議員的優秀學府。 在教學品質及學術聲望⽅⾯，本校2017年評鑑，全校
各系、碩⼠點、⾏政類全數獲得通過，並連續10年（2008-2017）榮獲「教學卓越計畫」⼤學，其中2018年榮獲⾼教深
耕計畫新臺幣6,571萬元補助，2019年再獲教育部肯定為優等⼤學，增加新臺幣1,000萬元補助。另外2007-2019年期間
榮獲教育部頒發「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體育績優學校」、「勞作教育」、「服務學
習」績優學校、「友善校園」榮銜及星雲⼤師教育基⾦「三好校園典範學校」。2019年時報週刊與1111⼈⼒銀⾏調查，
「企業最滿意⼤學」項⽬，繼2016年、2017年、2018年連續第四年榮獲臺灣私⽴科技⼤學組第1名。 國際認證與競賽⽅
⾯，本校創新設計學院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6年認證、商務管理學院通過 ACCSB 5年認證、商貿外語學院通
過台灣評鑑會5年認證。學⽣參加國際競賽優異表現如下： 1.連續9年專業證照考取數全臺灣第1名。 2.2015~2017年榮獲
「亞洲會展青年競賽」2次冠軍、1次亞軍。 3.2015-2016獲10項德國紅點設計獎 其中3項為最佳設計獎 （Best of the
Best），2020再獲5項設計獎。 4.2018年世界盃電腦技能⼤賽榮獲世界冠軍。 5.2019年榮獲國際iF設計⼤獎。 6.榮獲⽇
本、⾺來西亞、莫斯科、波蘭、烏克蘭等多項國際發明展⾦牌、銀牌獎。 畢業⽣出路⽅⾯，⽬前與美國舊⾦⼭州⽴⼤學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合辦五年⼀貫碩學⼠MBA雙聯學制，與愛爾蘭的愛爾蘭國家學院（National
College of Ireland）、泰國的宣素那他皇家⼤學（Suan Sunandha Rajabhat University）合辦學⼠學位雙聯學制，
與美國的西南明尼蘇達州⽴⼤學（Southwest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MBA雙聯學制將於2021年正式推⾏。與
英國的密德薩斯⼤學（Middlesex University)、桑德蘭⼤學（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澳洲科廷⼤學（Curtin
University）雙聯學制皆將陸續開展，未來將提供更多學⼠雙學位、碩⼠雙學位等多元升學途徑。 國際化程度⽅⾯，⽬
前與中國⼤陸、美、⽇、澳，以及東協國家越南、泰國等105所學校締結交流協議，積極推動國際及兩岸合作。 港澳⽣輔
導機制⽅⾯，學校針對境外⽣設有專屬「⼤天使」的輔導機制，各班亦有導師可協助學業輔導，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則設有
專⼈負責港澳⽣辦理居留證、⼊出境、獎學⾦申請等等，使學⽣無後顧之憂，安⼼求學。

4374 致理科技⼤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學⽣成就具「三⾼」特⾊:就業率⾼、證書取得數⾼及雇主滿意度⾼，績效卓越。以「就業導向、樂活思維、創新能⼒、科技
應⽤」培育休閒服務管理專業⼈才。課程規劃務實致⽤，發展「旅遊服務管理」及「渡假服務管理」專業領域，並開設「獎勵旅
遊規劃與服務」學分學程，迎合休閒產業⼈⼒需求。專業教室多元精進，建置複合式渡假服務教學環境，結合完善實習機制，落
實「做中學、學中做」宗旨。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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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72 致理科技⼤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通過IEET國際認證，課程受國際承認。本系著重跨領域⼈才培養，發展特⾊包括：跨境電⼦商務、數位⾏銷、雲端商務管理、物
聯網、⼤數據分析與APP開發。教學績效亮眼，競賽屢獲國際⼤獎，重要獲獎包括：第⼗屆波蘭發明展銀牌、第廿⼋屆⾺來西亞
ITEX國際發明創新科技展獲1⾦牌1銀牌、第⼗三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獲銀牌。採多元創意教學，為兩岸同學提供最佳的學習環
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66 致理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通過IEET國際認證，課程受國際承認。課程設計包含智慧體驗服務課程模組、電⼦商務服務課程模組、雲端資訊服務課程模組，
結合⾏動雲端、⼤數據、物聯網、商務安全管理的線上、線下虛實整合服務，打造「線下實體展場、線上電商與⾏動終端」融合
為⼀的創新商業模式，培育全通路跨境電商⼈才。本校亦為阿⾥巴巴在台灣跨境電⼦商務的孵育基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
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
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有利
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品集(選)：
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67 致理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通過IEET國際認證，課程受國際承認。教學資源豐富，師資陣容堅強，優質多元學習：強化「數位影⾳」及「互動媒體」兩⼤主
軸，扎根專業基礎訓練，規劃多元實務課程，培育具創新設計與資訊科技整合能⼒的多媒體設計⼈才。教學績效亮眼，競賽屢獲
國內外⼤獎：如韓國⾸爾國際青年影展提名、2016德國紅點設計獎6件、⼊圍10餘項國內外影展獎項、2015紅點設計及iF學⽣設
計獎5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64 致理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創新企劃與創業實務」、「精實營運與智慧管理」及「組織經營與⾏政資源管理」為主要專業職能發展⽅向，形成課程
模塊，開設專業課程，並主導本校「會展及活動管理」、「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跨域學分學程之開設，跨越傳統以企業
機能為導向的課程規劃，配合強化外語及信息能⼒專業輔導，以及實務專題製作與專業實習(作)課程訓練，全⽅位打造⼀個以
「畢業即就業」為⽬標的課程內容與學習環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封。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71 致理科技⼤學 應⽤⽇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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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學⽣表現突出，近年榮獲多項全國⽐賽冠亞軍佳績。除培養學⽣⽇語聽、說、讀、寫、譯「五技」紮實技能外，亦加強培養
學⽣跨領域的專業實務應⽤能⼒，積極輔導學⽣取得⽇語、資訊以及其他專業能⼒證書，並開設產業實務講座和實習課程，提升
學⽣就業競爭⼒。本系積極拓展與⽇本的交流，已選派77位學⽣赴⽇留學，211位參加訪⽇研修，64位赴⽇海外實習，開拓學⽣
的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3. 師⻑推薦函
(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
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
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65 致理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學⽣考取TOEIC證書張數連續多年全台灣第⼀名。本系由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全⾯落實技職教育與產業接軌，並推動職場實習及
海外實習，培育學⽣與職場無縫接軌，以及與產業界密切合作，學⽣可擔任美語教學、會展、休閒旅遊等實習⼯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68 致理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開設財⾦CEO課程，邀請產官學⼤師蒞校講授國際財⾦資訊。協助學⽣發展核⼼能⼒以利未來就業，特訂定三⼤學習模塊：理財
規劃課程(培育⾦控理財專員、銀⾏/保險從業⼈員等)、投資分析課程(培育證券/期貨從業⼈員、投資分析研究員等)、企業財務課
程(培育財務管理、企業財務資源、租稅規劃等⼈才)，特別著重養成各模塊學⽣的移動⾦融服務、⼤數據分析與社群媒體分析等
三⼤能⼒。從校內學習、校企合作教學、企業⾒習、校外實習等，培育學⽣與職場「無縫接軌」。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63 致理科技⼤學 國際貿易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系所分則
本系⾃2015年奉准成⽴國際貿易系碩⼠班，績效已受社會各界肯定，「多元教學、實務導向、彈性課程」為本系特⾊。本系著重
國際化課程、校企合作與實習，成⽴台灣獨特的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配合原有兩岸、東南亞課程規劃，課程結合貿易服務經
營、國際市場開發、跨境電商運籌等三⼤領域，讓學⽣擁有良好的學習視野及能⼒，擁有連結兩岸貿易實務教學與運⽤的最佳環
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69 致理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中⾼階會計專業⼈才為⽬標，會計⼄級檢定、記帳⼠專業資格通過⼈數，名列全國前茅。發展特⾊：(⼀)以品德教育
為基礎(⼆)培養學⽣基本核⼼能⼒、推動考照之⾵氣、落實學⽣實習⼯作(三)開拓國際視野，提升學⽣外語能⼒、推動兩岸會計
學術交流活動與國際會計接軌。本系專任教師皆具實務經驗及專業證書。教學設備採最新會計軟件、企業資源規劃軟件、電腦稽
核軟件、持續性稽核平台軟件等，配合會計資訊系統教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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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73 致理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學⽣具國際視野、創新觀念、科技應⽤、務實態度之優秀⾏銷流通整合⼈才。三⼤特⾊：1.創造學⽣佳績，具優良「四⾼」
傳統--競賽得獎數⾼、證照數⾼、就業率⾼、雇主滿意度⾼。2.落實校外實習，培養學⽣⼈際關係溝通、⼯作態度合作、職場倫
理軟實⼒。3.培養第⼆專⻑，結合會展專業證照考試、校外實習及競賽，培育會議展覽⾏銷優良⼈才；根據「網實通路整合」趨
勢開設網實通路學分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者請提供畢業證書；未必業者請提供修業證明或離校證明；在學者起提供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
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3. 師⻑推薦函(必)：師⻑推薦函三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
⽣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有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
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 8. 作
品集(選)：有利申請本科系的作品集。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明新科技⼤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91
聯絡電話 886-3-5593142#1467
傳真 886-3-5577682
地址 30401新⽵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網址 http://www.m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教育與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教育與交流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fg.must.edu.tw/index.aspx
新⽣住宿由學校統⼀分配，學⽣無法⾃⼰挑選想住的宿舍。 所有寢室均備有床位(沒有床墊)、書桌、檯燈、椅⼦、⾐櫥等
宿舍
固定設備，另外網路、⾃助洗⾐、交誼廳、安全維護設施也⼀應俱全，不過衛浴設備必須共⽤。另外宿舍內沒有廚房。
本校地處新⽵縣新豐鄉，占地逾三⼗公頃，交通便捷、毗鄰⼯業區、科學園區，地理位置優越，本校成⽴超過五⼗年，⼯
學院所屬各系均通過IEET中華⼯程教育學會認證。2016年天下雜誌所屬Cheers期刊公布本校為北台灣技專校院第⼀名。
備註
本校各系男⼥兼收，宿舍內設施完善，亦定期舉辦各項活動，且境外⽣為優先住宿。 教學與⽣活設施完善；校園網路、
圖書館、游泳池、保齡球館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 http://www.must.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4074 明新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業⼯程與管理是結合科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等⽅法，⽤以提升組織營運效率的學⾨。標準化、合理化與⾃動化是本專業的理
論基礎，此外系統性與廣泛應⽤的特性，使⼯業⼯程與管理專業對企業的整合能⼒與績效表現影響卓著。本系專業課程重視實作
與應⽤，內容涵蓋組織中⼈資、設備、物料、財務與資訊之規劃與設計，培養具備規劃、改善、協調及整合能⼒之管理⼈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5 明新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旨在配合地區產業需要，培育企業所需兼具資訊技術與管理知識之專業⼈員，訓練學⽣⾃我學習、獨⽴思考與解決
問題之能⼒。課程配合產業需求規劃出三⼤特⾊課程模組：「資訊與網路安全」、「系統開發與管理」及「企業電⼦化」三⼤模
組，並設有相對應的「資通安全學程」、「軟體⼯程學程」及「產業電⼦化學程」三個特⾊學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中在
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7 明新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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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是學習⾏銷管理、財務管理、⼈⼒資源管理、⽣產與作業管理、以及資訊管理等知識的學科。明新企管系為深化學⽣專
業能⼒，課程規劃以專業導向，配合業界實務，建⽴服務管理、營運⾏政⼆⼤模組。本系所訓練的不是單⼀的⼈才，而是廣博而
專精的跨領域⼈才，具解決問題、溝通協調、系統思考能⼒，畢業出路廣，各⾏各業均有傑出表現。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8 明新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明新科技⼤學⾏銷與流通管理系著眼於培育產業所需之⼈⼒資源、強化學⽣就業競爭⼒，透過多元課程規劃、專業證照輔導、實
務專題製作、企劃能⼒養成、數位技能培訓、競賽活動參與、產學合作交流以及校外實習推展等⽅式，使學⽣具備專業知識、實
務技能、國際視野以及服務熱忱，成為⾏銷與流通領域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9 明新科技⼤學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因應旅遊服務業發展趨勢，旅館與餐飲從業⼈員之需求⽇殷。本系旨在培養兼具理論基礎與實務知識之旅館、餐飲專才，使其畢
業後即能投⼊相關服務業，以滿⾜業界需求。本系規劃旅館、餐飲及服務管理等分類課程，以充實學⽣具備餐旅從業⼈員應有之
完整知識與專業能⼒，並培養正確的服務倫理與⼯作態度。三年級學⽣須赴旅館實習⼀年，身⼼障礙欲報考者請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0 明新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成⽴於西元2000年，多年來已培育諸多休閒觀光產業相關領域之⼈才，系上專業師資多元且充沛。不但擁有休閒產業實務經
驗及專業證照，且具有產業經營跨領域整合之教學與研究能⼒。
本系⾃創系以來，以「⽂化休閒」、「健康休閒」與「旅遊休閒」為主要課程模組，伴隨產業發展趨勢再輔以「⽣態教育」、
「會展產業」等特⾊體驗課程作為本系⼈才培訓之重點，整體發展績效卓著。現有教學設備尚包括6處完善之專業教室與器材，
諸如陶藝教室、茶情境教室、中華樂器教室、健康適能教室、多媒體中⼼和電腦中⼼、及作為體驗學習之衝浪與浮潛等設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1 明新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師資專⻑具多元性、學習環境規劃完善優美，課程規劃注重幼保理論與實務之融合，與幼保實務界合作密切，除落實教保實
務實習外並加強學⽣基本電腦資訊處理能⼒之培養，且開設多元化課程助於學⽣依個⼈興趣朝幼兒園、托嬰中⼼、安親中⼼、特
殊兒童教育、兒童藝術、兒童⽂教出版各相關領域發展，期望學⽣未來更具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2 明新科技⼤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Dep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育⽼⼈服務事業管理能⼒與⼈⽂素養兼具之專業⼈才為⽬標。本系之專業課程，包括下列領域：預防保健課程、⽼⼈照
護課程、⼼理與溝通課程、⽼⼈福利與社區服務課程、⽣涯規劃與休閒課程、⽼服事業經營與管理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3 明新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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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本系依明新科技⼤學辦學理念，強調知能並進、學⽤合⼀之教育宗旨，配合業界⽤⼈需求與產業趨勢，整合跨院系教學資源，以
發展務實致⽤之教學⽬標。本系以「英語⽂教」、「企業商務英⽂」、「第⼆外語學習」為課程規劃軸⼼，包含：專業基礎、企
業商務英⽂、英語⽂教、第⼆外語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84 明新科技⼤學 運動管理系 Dept. of Sport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師資陣容充⾜，實務經驗豐富且專⻑多元，校內運動設施完善與課程相互結合進⾏實務教學。課程規劃除基礎的專業課程外，以
專業為導向，分「運動產業經營」、「運動觀光休閒」、「運動技術指導」三⼤領域，以模組化的課程安排，養成在運動產業經
營的知能、活動推廣規劃的動能，以及運動技術指導的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繁體中⽂或英⽂撰寫。 4.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5 明新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培育具專業技能、團隊精神、⼈⽂素養與國際觀的機械科技⼈才，使能擔負產業中有關機械之設計、製造、管理、檢驗及控
制等任務；以期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厚植國⼒，造福社會。基於深耕於⾃動化整合及精密製造技術領域之理念，本系(所)課程特
別著重相關專業課程之銜接：「基礎課程」注重機械基本學識理論基礎與實務探討；「進階課程」則著重與新⽵地區⾼科技產業
之結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6 明新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機⼯程系⼤學部教育⽬標為『培育科技與⼈⽂素養兼具之電機⼯程專業⼈才』，具體實踐本校「全⼈教育」理念，培育專業與
通識、學養與⼈格、個⼈與群體、身⼼靈皆能平衡之全⼈。研究所教育⽬標則為『培育具備電機專業、獨⽴研究、團隊合作及宏
觀視野之⼯程與研發⼈才』，結合區域產業發展，實務與理論並重。
課程以專業導向，制訂『電源、系統、通訊』三⼤模組課程，推展太陽能、⾵⼒發電及電能監控等綠⾊節能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7 明新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為因應⼤新⽵地區⾼科技產業特性及業界對⼯程技術⼈才之需求，⼤學部旨在培育具備電⼦專業、職場操守與⼈⽂素養之⼯
程技術⼈才，研究所則以培育具備電⼦專業、獨⽴研究、團隊合作及宏觀視野之跨領域⼯程與研發⼈才為⽬標。本系理論課程涵
蓋：電⼦學、電路學、電磁學、⼯程數學、半導體元件、積體電路設計、半導體製造技術等。本系特別著重：電⼦實習、積體電
路設計實習、積體電路佈局實習、積體電路製程與元件模擬實習、積體電路量測實習、微處理機實習、實務專題等實務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8 明新科技⼤學 ⼟木⼯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系所分則
本系培育⼈才以「注重環境⽣態、關懷社會需求、永續節能減碳、持守專業倫理」為⽬標之『綠⾊⼯程師』，學⽣四年教育中以
落實「服務」、「實作」為基礎，引導學⽣發掘問題及學習思考解決⽅法。以就業為考量的課程安排，使同學習得終身受⽤⼯作
知識，並配合實務教學與實習⽅式培養學習興趣。本系專業課程以培育出「⼯程現場管理⼈員」、「專案內業⼯程師」及「⽔⼟
保持經理⼈」為專業訓練的三⼤主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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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9 明新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科技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及社會需要。以培育兼具專業技能、⼈⽂素養與宏觀視野的化⼯與材料科技⼈才為本系之教育⽬
標。新⽵區域產業特⾊與學⽣就業導向規劃符合時代潮流與未來趨勢之專業課程。課程專業以化⼯技術與電⼦材料製程技術，奈
⽶材料⼯程，循環經濟與⽣化⼯程與綠⾊科技能源技術領域為發展重點，並結合明新科⼤⼯學院，訓練跨領域⼈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0 明新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 System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光學及光電材料與元件之理論為基礎，並強化系統機構與電⼦⼯程⽅⾯之訓練，依學⽣之興趣培養其成為熟悉四⼤光電產
業之⼯程實務⼈才：精密光學元件與數位影像系統、顯⽰元件與系統、綠能光電與光電元件、光電資訊處理與⽣醫光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31 明新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及資訊相關產業，本系著重訓練學⽣具有實務能⼒、前瞻國際科技趨勢、並且能⾃我創新學習與引領資
訊應⽤潮流的課程。除了資訊⼯程的基礎課程外，本系特別設計出⼀系列有關軟體⼯程、嵌⼊式系統、網路⼯程、資料庫系統、
多媒體資訊、智慧型⼿機、管理資訊系統等課程。除了強調基本理論外，也特別著重實務及應⽤，由學習及實作過程中，引導學
⽣發掘問題及學習思考解決⽅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於⼊學前取得畢業證書) 2. ⾼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經就讀學校認證之中⽂/英⽂歷年成績單 3. 師⻑推薦函(必)：請以中⽂或英⽂撰寫。 4. 其他有利
審查之資料(必)：社團參與、學⽣幹部、競賽成果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30 明新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設⽴⽬標為配合國家發展數位內容產業，培養具數位科技、美術設計以及遊戲競技媒體傳播技術之多媒體遊戲創意應⽤⼈
才，具體教育⽬標為：以⼈⽂、美學為內涵，結合資訊科技應⽤，以培育學⽣數位創作能⼒與素養，訓練學⽣與多媒體與遊戲產
業接軌之專業實務設計與創作技能，培養國家社會所需之數位多媒體與數位遊戲設計之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必)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49 明新科技⼤學 財務⾦融系創意⾏銷組 Department of Finance (Division of Creative Marketing)
系所分則
請輸⼊系所中⽂描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57 明新科技⼤學 財務⾦融系智慧理財組 Department of Finance (Division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系所分則
請輸⼊系所中⽂描述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76 明新科技⼤學 時尚造型與設計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請輸⼊系所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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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僑光科技⼤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2
聯絡電話 886-4-27016855
傳真 886-4-24514641
地址 40721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網址 http://www.o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3.ocu.edu.tw/admin2/st03/news_view.php?news_id=2657
本校宿舍提供871個床位，分計有⼥⽣宿舍123間，可住647⼈；男⽣宿舍39間，可住224⼈。 境外⽣（包含僑⽣、港澳
⽣）⼤學四年提申請，保證四年提供校內宿舍。提供良好的住宿環境及管理品質，從宿舍家庭化導⼊，達到住宿⽣能⼒社
會化的⽬標。 ⼀、⼈性化的設施－提供網路、空調、餐廳及相關⽣活所需的設備，滿⾜學⽣全⽅位的需求。 ⼆、制度化
的管理－專職輔導員愛⼼與細⼼照顧，建制嚴格的⾨禁管制系統，輔以教官與校安⼈員的協助，確保住宿品質及優質安全
管理。 三、客製化的服務－依學⽣需求，建⽴必要的協助與輔導機制，定期辦理住宿⽣座談、競賽及各種節慶活動，增
進社會能⼒的學習效率。
⼀、本校男⼥兼收，提供男⼥宿舍申請。⼆、教學以中⽂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聽講能⼒。三、教學資源概
況、各系所簡介、獎助學⾦及學⽣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ocu.edu.tw）。四、新落成的資訊
設計⼤樓、觀光餐旅⼤樓，提供學⽣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五、校內設有
健身房、撞球室、桌球室、韻律教室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室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六、校內不定期
邀請明星舉辦演唱會、嘉年華會及啦啦隊⽐賽等來豐富您的⽣活。七、本校位於逢甲夜市，鄰⽔湳經貿園區，近中部科學
園區，求學、⼯讀及就業最⽅便。

4362 僑光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配合未來產經環境的改變，訂以「餐飲廚藝技能」和「餐飲經營管理」為兩⼤教學模組，鑑於全球餐飲產業發展趨勢，特以咖
啡、彈性雙語（FBI）鐵板燒、⽇式料理、養⽣蔬⾷為發展特⾊，培養學⽣健全餐飲知識，達成廚藝專業技術⼈才有四⼤⽬標：
⼀.宴會餐飲服務專業⼈才、⼆.烘焙創業經營管理⼈才、三.咖啡創業管理與產品研發⼈才、四.綠⾊健康飲⾷設計；使學⽣具備國
際⽔準之專⻑，並強化與產業鏈結的就業與創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
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573 僑光科技⼤學 ⽣活創意設計系 Dept. of Innovative Living Design
系所分則
因應⽣活創意產業新興職場之需求，培育⽂化創意產業、創新服務設計、福祉設計相關產業所需之整合設計專業⼈才。培養學⽣
創意設計能⼒與⽣活美學素養，訓練學⽣與產業接軌之專業實務設計與創意展演技能，提升產業質感並加強⽂化深度之整合性設
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
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575 僑光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Design
系所分則
⼀、教學⽬標：配合國家發展數位內容產業，培育具⼈⽂藝術素養，並能結合影視動畫及互動遊戲之數位媒體設計專業⼈才。
⼆、特⾊發展：結合⼯業4.0發展無⼈⾶⾏載具相關應⽤，藉由空拍、雲端資訊系統、體感互動與動畫製作等專業，開發智慧化
之無⼈載具操控、雲端應⽤與⼤數據分析等產業相關專業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
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393 僑光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教學⽬標：培育具備語⾔能⼒、溝通技能、團隊合作精神、解決問題能⼒與創新思維之觀光與休閒領域中階管理⼈才。 ⼆、
課程領域：服務管理基礎理論課程、實⽤觀光外語課程、觀光旅遊專業課程、休閒遊憩專業課程及航空服務專業課程等。 三：教
學設施：設置實習旅⾏社、休閒農業遊憩教室、航空運輸服務專業教室、餐飲服務技能專業教室及觀光與休閒資訊專業教室。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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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績單正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32 僑光科技⼤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Dept. of Hotel and M.I.C.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教學⽬標：在於培養具旅館與會展管理服務知能、專業外語能⼒及⼈⽂素養之基礎管理⼈才。發展特⾊著重「課程實務
化」、「技術專業化」、「語⾔國際化」及「服務⽣活化」，以期達到「畢業即就業」的境界。 ⼆、師資陣容：陸續聘請國內外
相關科系博碩⼠，與業界具旅館或會展產業管理專⻑之專、兼任教師協同教學。 三、教學設備：提供獨⽴實習旅館(共13間客
房)、會議廳(8間)、會展模擬教室、博奕專業教室，觀光與餐旅學院並提供實習旅⾏社及符合國家級檢定標準之中西餐、烘焙、
飲調教室，所有專業設備可供學⽣校內教學、實習及檢定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47 僑光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系所分則
⼀、教學⽬標：培育具有職業道德、服務精神、規劃分析能⼒和具專業證照的初、中階財⾦專業⼈才。 ⼆、系所特⾊： (⼀)三師
（本系師資、業師、職務職能師）共同教學 =>增加實務知能。 (⼆)實務課程導向(證券虛擬交易) =>強化學⽣職場實務經驗。
(三)專業證照課程輔導=>提升學⽣專業與就業能⼒。 (五)終⽣財⾦知識養成=>帶動中小學理財、舉辦⾼中理財營與承辦樂齡⼤
學。 (六)學⽣社團活動=>財⾦系學會、ｅ理財研究社、財⾦系籃（系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485 僑光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教學⽬標：配合政府政策、地⽅產業環境及未來服務業⼈才迫切需求，以培育具理論基礎、創新、洞察⼒並可精進經營實務
的管理之專業⼈才。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除了基本的管理科學與研究⽅法，強調數位創意⾏銷、⼈⼒資源教育及財務管理
等課程。 ⼆、師資陣容：博⼠級及實務師資⽐佔67%以上，每位教師均取得多張專業證照、豐碩公⺠營產學計畫、多篇研究論
⽂。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58 僑光科技⼤學 國際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系所分則
⼀、培育⽬標：基於產業未來趨勢與職場需求，以貿易專業作為系發展之架構，培育具國際視野、國際移動⼒及就業⼒的「貿易
經營⼈才」。 ⼆、師資陣容：擁有多元及堅強師資陣容，助理教授級及實務師資⽐達81%及60%以上，多位⽼師參與國際交流具
國際視野，⽬前每位教師均取得多張專業證照，且產學計畫及論⽂研發成果豐碩。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562 僑光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教學⽬標：培育具備優良⼈格特質、理論與實務兼備及國際專業視野之⾏銷與流通管理專業⼈才。 ⼆、課程規劃：創意⾏銷
管理群、物流管理學群、⾨市服務學群、⼀般管理學群、校外實習學群等 三、發展特⾊： (⼀)教學活潑化實務化模式：舉辦校園
市集活動、翻轉式教學、業師協同教學 (⼆)輔導學⽣取得多張專業證照：勞委會⾨市服務⼄級證照、國際物流證照、其他多張⾏
銷與流通專業證照 (三)推動學⽣畢業前即就業：辦理畢業⽣就業媒合嘉年華。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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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68 僑光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系務發展緊密連結外語⽂教、國貿商務及觀光餐旅發展，建構TIE產學鏈結學習機制，規劃職能導向課程，推動職場全⾯實
習，制訂核⼼就業⼒指標，以培育專業創新(專業化)、國際移動(國際化)、E化應⽤(現代化)、全⼈涵養(全⼈化)之應⽤英語⼈
才，使學⽣具備⼈⽂素養、外語⽂教、國貿商務、觀光餐旅知識與實務，落實產學無縫接軌、學習即實習、畢業即就業之技職⽬
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70 僑光科技⼤學 財經法律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系所分則
1.定位⾼科技、新興及傳統產業，培育本系特⾊
2.專業化教學機制，提升學⽣實務能⼒
3.雙語彈性教學提升學⽣國際化及全球化環境下之語⾔能⼒
4.利⽤全程產學鏈結機制，建⽴企業法務專業職能基準、業師授課及實習制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6 僑光科技⼤學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之課程規劃以「跨平台雲端⾏動應⽤」及「智慧化數位互動設計」為發展主軸，重視理論及實務的整合運⽤，並積極結合學
校、業界資源，推廣產學合作，辦理各種學術活動。有鑑於跨領域科技應⽤為國家未來發展趨勢，本系為配合⾏政院於104年9⽉
發布之「⽣產⼒4.0發展⽅案」，更於兩⼤模組內發展「系統網路⼈員」、「⼤數據分析⼈員」、「雲端服務⼈員」、「智慧化
物聯網⼈員」、「⼈機互動⼈員」等特⾊專業課程，以銜接未來我國⽣產⼒提升政策之⼈⼒需求。
本系師資兼具理論與實務，重視學⽣就業進路；學⽣畢業後出路相當多元，可朝巨量資料⼯程師、巨量資料分析師、雲端應⽤⼯
程師、物聯網應⽤⼯程師、物聯網資訊整合⼯程師、APP⾏程應⽤⼯程師、網路⼯程師、UI/UX設計師、資訊安全⼯程師等發
展，也可繼續升學深造。在中⻑期發展上，落實優質的專業教育，並藉由教育部核准通過之「扎根⾼中職資訊科學教育計畫」，
廣招⾼職⽣加⼊本系⾏列，持續培育具備資訊科技專業能⼒、資訊科技應⽤與問題解决能⼒資通⼈才，為中台灣之資訊產業發展
作出更多貢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247 僑光科技⼤學 電腦輔助⼯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Dept. of Computer-Aided Industrial Design-program in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配合台灣中部區域性重點產業，以電腦數位技術運⽤為核⼼⼿段，整合「⼈性」、「科技」與「創意」，培育具備設計專業
知識、科技應⽤、設計製作能⼒、整合創意與創新能⼒並具有國際觀及⼈⽂關懷之中階⼯業設計⼈才，以因應產業及升級轉型需
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或在學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
績單正本⼀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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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5
聯絡電話 (02)2805-9999
傳真 (02)2805-2796
地址 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
網址 http://www.tumt.edu.tw/bin/home.ph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
無僑⽣專屬獎學⾦
1. 宿舍房間形式為五⼈套房，設有獨⽴衛浴設施。 2. 房內配備：床鋪、書桌、⾐櫃、空調設備、網路節點插座。 3. ⾨禁
設置指紋辨識系統，以維護宿舍安全。 4. 各樓層亦設有交誼廳供學⽣休憩使⽤。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
位。 三、教室均設有冷氣空調與e化教學設備，教學環境優良。 四、男⼥⽣宿舍舒適寬敞備有網路等設施。 五、設有各
項獎助學⾦，學⽣可依規定辦理申請。 六、本校兩校區位於⼤台北地區交通便捷。 本校網⾴：
http://www.tumt.edu.tw/ 校本部：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電話：886-2-28059999。 ⼠林校區：
11174 台北市⼠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電話：886-2-28109999。

4471 台北海洋科技⼤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Department of Aquatic Sport and Recreation
系所分則
本科（系）課程設計以海洋運動技術與休閒管理為主軸，以培養海洋運動與休閒遊憩專業及管理⼈才為導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22 台北海洋科技⼤學 ⾷品健康科技系第3類組 Department of Food Technology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培育⾷品鑑驗、⾷品品保及⾷品⾏銷⼈才。
2.輔導學⽣取得⾷品產業相關證照。
3.具有三項合格訓練場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50 台北海洋科技⼤學 ⾷品健康科技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Food Technology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培育⾷品鑑驗、⾷品品保及⾷品⾏銷⼈才。
2.輔導學⽣取得⾷品產業相關證照。
3.具有三項合格訓練場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66 台北海洋科技⼤學 海空物流與⾏銷管理系 Department of Air&Sea Logistics and Marketing
系所分則
本系整合「海空物流營運管理」與「海空物流⾏銷業務」思維，為專⾨以海運、空運為主軸之物流與⾏銷專業⼈才培育科系，有
明顯之就業市場區隔。學⽣畢業多朝機場、港口、船公司、航空公司、國際物流公司發展，職涯規劃定位明確。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67 台北海洋科技⼤學 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在課程上，強調實⽤性、專業性以符合技職教育所需專業⼈才。
2. 在實習上，⼤四學⽣安排為期⼀年之校外實習。與旅⾏業、觀光餐旅相關⾏業相結盟，以增強學⽣實務經驗與專業技能。
3. 在教學上，藉由多元化教學⽅式，以及備有各類優良專業教室及應⽤軟體的輔助，有效提升教學和學習效益。
4. 在輔導上，強化學⽣證照輔導考試。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11 台北海洋科技⼤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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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輸⼊系所中⽂描述 本系之設立宗旨為培育具備⽂化、美學、創新及卓越素養的表演藝術專業⼈才，並以培養「流⾏藝術」、
「數位演藝」⼈才為教育⽬標。為呼應學校層級及學院層級的核⼼能⼒，經過全系師⽣的討論，本系設定七個核⼼能⼒：「創意
思考設計能⼒」、「舞台表演展現能⼒」、「數位媒體經營能⼒」、「展演策劃執⾏能⼒」、「多元發展藝術能⼒」、「流⾏藝
術實踐能⼒」、「團隊合作協調能⼒」。
本系的七項核⼼能⼒充分的反映在課程規劃上，課程與核⼼能⼒之間有完整的對照，本系課程包括通識課程、系核⼼課程、學術
專業課程等三個部分，合計128 學分，本校辦學總⽬標與本系總⽬標與學⽣核⼼能⼒對應指標表列如表1、圖1、圖2。
1.總⽬標：
以培育具備⽂化、美學、創新及卓越素養的表演藝術專業⼈才，結合表演藝術、專業戲劇、舞台展⽰與規劃及媒體產業管理的專
業課程，並考量未來就業與升學市場所需之競爭⼒，規劃「流⾏藝術」、「數位演藝」兩⼤課程模組，期使能培養符合社會需求
與脈動之⼈才。
2.專業能⼒⽬標：
(1) 培養學⽣對於社會環境之現況及發展趨勢之敏感度及理解能⼒。
(2) 培養學⽣對於表演藝術之相關議題，深⼊理解之能⼒。
(3) 培養學⽣理解與掌握⽂化藝術產業趨勢的能⼒。
(4) 培養學⽣具備執⾏舞台活動與促進⽂化產業⽅案之能⼒。
(5) 培養學⽣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能⼒。
(6) 培養學⽣⾃主學習能⼒。
3.教學特⾊：
(1) 倫理素養之陶冶與⽅法訓練兼籌並重，並採⽤問題導向與翻轉式教學。
(2) 專業知識與實作並重，讓學⽣在畢業後能夠迅速勝任⼯作。
(3)加強與實務界之聯繫，除聘請⽂化藝術產業資深實務⼯作者/管理者任教之外，亦著
重與相關機構建⽴⻑期合作關係，以增進學⽣之實習機會。
(4) 強調多元⽂化之薰陶與培養，使學⽣在⾯對不同舞台活動展演需求時，皆能發揮多
元能⼒展現之態度與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1
聯絡電話 886-4-24961100#6430
傳真 886-4-24961191
地址 41280臺中市⼤⾥區⼯業路11號
網址 http://www.h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外國學⽣獎助學⾦辦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pisj.hust.edu.tw/mypis/portal.jsp#6
提供付費學校宿舍，房型、費⽤及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s://student.hust.edu.tw/guidance?
item=12&custom=3445&type=detail&isEn=0
1、校內備有男、⼥⽣宿舍，全宿舍均有冷氣設備。 2、全校冷氣教室。 3、國際學⽣有提供全額及半額獎助學⾦。

4444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企業經營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企業經營學識及管理技術之專業⼈才，並具備企業國際化與管理電腦化的宏觀視野。在專業訓練中能具備企業經營診斷
與決策分析、財務規劃分析與控制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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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443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所旨在培育務實致⽤之⼈⼒資源管理與發展專家。基於企業組織⼤型化的專業與分⼯、國際化的運籌帷幄以及服務與觀光休
閒產業蓬勃發展的需求，企業組織需要更多優質且合適的⼈⼒資源來創造價值與優勢。本系/所以「專業、價值與⼈性」為核⼼理
念，⽬的在培育專業⼈⼒資源管理與發展專家，從培育學⽣⼈⽂的價值與素養開始，重視對⼈的專業敏感度，並結合相關理論架
構如，選、⽤、育、留等⽅法與技術，除了以著重實務導向為特⾊外，並以體驗學習為⼈⼒資源發展特⾊模組，提供更專業的教
學與產業服務，此外，本系/所亦結合中部業界⼈⼒資源單位的實習與合作，養成兼具理論與實務能⼒的⼈⼒資源管理與發展專
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
傳(選)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94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要求下，本系課程特⾊強調語⾔訓練、藝術涵養、科技整合，以及⼈⽂素養，⽬標為培育影⾳傳播科技、數
位內容及資訊應⽤等相關領域的專業⼈才。教學重點則依據國家產業走向，配合數位設計與媒體傳播領域之發展，專業課程可區
分為影⾳傳播科技、電腦動畫、繪畫設計、多媒體創作等四⼤領域。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實務專題製作，融⼊課程設計，⼒求學
以致⽤，建⽴全⽅位數位媒體設計⼈才之養成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
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必)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53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電腦輔助⼯程、設計、製造、分析」及「機電整合」等實⽤知能，使學⽣能擔任機械設計、製造、整合、檢測、管理
等⼯作，並能具有操作、維修等實⽤技能之⾼級機械技術⼈才，並能因應國家發展及產業升級的需要。積極加強產學合作及回流
教育之推廣，建⽴良好產學合作關係，兼重理論與實務結合，借重產業界之現有設備及技術，使學⽣能獲得產業界最新的實⽤技
術及知識，達到技職教育之⽬標並符合企業之需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傳(選) 10. 讀書計畫書
(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67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機械⼯程系智慧⾞輛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telligent
Vehicle Group
系所分則
智慧⾞輛組擁有汽⾞修護甲⼄級檢定場，汽⾞修護甲級檢定場更是全國唯⼀，實習設備完善，同學可在校內獲得完整之專業技術
訓練並取得專業證照，智慧⾞輛組也與多家知名⾞廠合作，提供⼤四實習及畢業就業機會，讓同學畢業即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必)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78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學⽣所學包含⼯程領域與管理領域，畢業後可以成為企業裡經營改善的醫⽣，就業⽅⾯涵蓋了製造業與服務業，是企業最愛
的⼈才。
課程領域分成「精實⽣產與作業管理」、「產業經營與資訊應⽤」以及「安全衛⽣與現場改善」三⼤⽅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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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84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機⼯程系(以下簡稱本系)以培育職涯知能並兼具設計、製作、研發及維修知識與技術的中、⾼級電機⼯程技術⼈才為主。
本系發展規劃，以電機控制與應⽤，電能運⽤與管理及晶⽚實務與應⽤三⼤⽅向為主軸。涵蓋的領域有：微電腦介⾯控制系統、
機電整合系統設計、電⼒品質監控及電⼒電⼦與電能應⽤、積體電路設計、晶⽚系統與應⽤、光電半導體技術、電⼦材料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必)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傳(必) 10. 讀書
計畫書(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85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電⼦資訊產業發展迅速，就業市場需求強勁。為配合中部地區的光電半導體、資訊及平⾯顯⽰器等國家產業政策，規劃本系發展
⽅向以「光電技術及⼈⼯智慧電⼦應⽤」為兩⼤主軸。「光電技術」⽅⾯包括:(⼀)綠能科技、(⼆)光電技術、(三)電⼦材料⼯
程，「⼈⼯智慧電⼦應⽤」⽅⾯包括:(⼀)⼈⼯智慧應⽤、(⼆)3D建模列印、(三)雲端物聯網。本系積極擴充軟硬體設施及強化教
授群師資極具成效，近年獲得政府補助及⺠間產學合作研發計畫經費亦逐年增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選)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4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資訊網路技術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ing Technology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學與研究以通訊網路技術、系統分析與應⽤開發以及系統管理三⼤類為發展的重點。強調教學理論與實務之結合，並推
廣與產業企業之校外實習，融⼊課程設計，以求學以致⽤。除此之外，建置『CCNA、ITE、Android、無線網路、網路安全、
IOT、Linux』國際認證教學環境，將認證的教材融⼊課程的規劃，讓學⽣在修習學分的同時也具備考取國際認證的能⼒。以建
立全⽅位之網路通訊⼈才培育管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396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學⽬標，於培育學⽣資訊服務系統之分析與規劃的能⼒與潛⼒，使成為具備『整合資訊系統應⽤、網路科技與商業管理
實務』的資訊管理專業⼈才。依據本系教學重點，在加強培養學⽣資訊系統的實務整合分析能⼒。本系課程規劃為資訊系統設計
與管理(SDM)及企業資源規劃(ERP)課程⼆⼤主軸領域，以資訊平台技術與管理(IPT)為內涵，並將⼆⼤主軸建⽴在資訊管理基礎
課程(IMF)之上，藉以涵蓋資訊管理之各主要研究與應⽤⽅向，使學⽣可在主軸課程中習得完整的理論與實務，並依本身興趣⾃
選專⻑領域適性選擇學習，並強化輔導同學於課堂講授後實習實作，熟悉⼯商業界軟硬體及整體規劃的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必)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選)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47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於2005年成⽴，培育「批發零售」、「倉儲物流」、「廣告⾏銷」業所需具備通識⼈⽂素養與管理資訊能⼒的初、中階「⾏
銷企劃」與「流通營運」專業服務⼈才；並傳授「⾏銷企劃與數位應⽤」、「流通營運與⾨市管理」⼆⼤類專業知識，使能有效
成為專業職場達⼈。本系除了學習理論課程之外，⼤四學⽣的實務專題製作與校外實習的課程設計，有助於學⽣深⼊了解業界的
經營狀況，以求實務與理論之相互印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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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作品集(選) 10. ⾃傳(必)
11. 讀書計畫書(必) 12.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89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應⽤⽇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系所分則
培育具有中、⾼級⽇語能⼒，秘書實務與觀光休閒旅遊知識之專業⼈才。課程設計除強化學⽣⽇語聽、說、讀、寫、譯之能⼒
外，並規劃經貿商業、秘書實務、觀光休閒旅遊等相關領域課程。本系注重輔導學⽣取得⽇語能⼒檢定；推動建教合作，使學⽣
能學以致⽤；並積極與⽇本各⼤學締結姊妹校，進⾏交換留學⽣等學術⽂化交流，增進對⽇本歷史⽂化及社會現況之瞭解，以提
昇學⽣升學或就業之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
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必)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1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致⼒建置「觀光旅遊事業經營」與「渡假遊憩事業經營」⼆⼤專業知識領域學習環境與設備，以觀光⼯廠概念，結合⼆⼤專
業知識，配合旅遊、烘焙、飲調、創意設計、博奕等相關課程，輔以海外暨國內實習，透過「快樂學習、實作教學、雙核課程、
多元證照、國內外實習、全⽅位產學合作教學」六⼤教學特⾊，培育出具備服務精神(Service)、宏觀視野(Macro)、創新思維
(Innovation)、專注學習(Learning)、主動熱忱(Enthusiasm)的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會考⽂憑（含成績單）1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1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 4. 師⻑推薦函(選) 5.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
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6.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 7.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 8.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9. ⾃傳(必) 10. 讀書計畫書(選) 11.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B7
聯絡電話 886-2-77387708
傳真 886-2-77386471
地址 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段58號
網址 http://www.oi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政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a.oit.edu.tw/files/11-1004-3011.php
宿舍 新⽣保障住宿(碩⼠班無提供宿舍)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三、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
備註 理。四、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請⾄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獎學⾦)或⽣活輔導組(助學⾦)網站瀏覽。（網址：
http://sa.oit.edu.tw/bin/home.php）
學校基
本資料

4306 亞東技術學院 ⼯業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亞東技術學院⼯業管理系成⽴於1973年；由於歷屆師⽣共同努⼒的結果，使得本系畢業⽣多有優異的表現，在業界贏得不少肯定
及讚譽。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學⽣「成為經營決策或作業流程領域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基層管理⼈才」。祈使同學發揮本校「誠、勤、
樸、慎、創新」校訓的精神，具備「團隊合作、資訊科技、外語基礎、解決問題、創新創意」等契合校訓的五項核⼼能⼒。在課
程規劃⽅⾯分成「企業經營決策」與「作業流程管理」兩⼤主軸，透過「務實致⽤」的專業科⽬，以及「核⼼通識」與「博雅通
識」的⼈⽂素養薰陶，加上「服務學習」融⼊專業課程的執⾏，可形塑「⼈⽂為體、專業為⽤」的特質。
在學⽣輔導⽅⾯包括「學習輔導、⽣活輔導與職涯輔導」等三個⾯向。提升學⽣實務能⼒之具體措施則包括：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就業學程－共通核⼼職能課程計畫、實務專題研究、企業講座、校外參訪與校外實習。
由於無論任何產業（製造業、服務業、商業及農業等）中的公司或企業均需要管理⼈才，學⽣在畢業後可選擇的典型代表性⼯
作，包括：1.⼯業⼯程，2.資訊及通訊技術服務管理，3.供給、配送及倉儲管理，4.⾏銷、公關及技術銷售專業，5.商店銷售有
關，6.與批發及零售場所經理等⼈員，因此⼯管系畢業⽣擁有最寬廣的就業空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選)：中⽂能
⼒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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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3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材料應⽤科技組 Dept.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Materials Applied Technology
Section
系所分則
以⾼分⼦材料與纖維產業，培育務實的專業技術⼈才。藉由基礎課程、⾼分⼦材料與纖維等專業課程培養學⽣具備核⼼產業技術
才能。經由多元化的課程安排與產業交流，並強化材料的研究開發和管理實務課程的整合，使學⽣具有跨領域創新之能⼒。申請
條件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09 亞東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 Commercial Design
系所分則
⼯商業設計系是⼀個同時強調⼯業設計與商業設計並重的專⾨科系。我們教育學⽣在產品開發過程中負起社會跟環境責任，並同
時兼負創新創業與協同合作的精神。本系透過專業訓練培養學⽣創意思考、美學素養與國際觀點做教學導向，並經由產學合作及
專題設計強化設計實務能⼒，培育未來企業設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證照、競賽結果、語⽂⼒、特殊才能等各⼀份 5. 作品集(必)：無 6. ⾃傳(必)：中⽂⾃傳 7. 讀書計畫書(必)：
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64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以機械設計、精密加⼯、⾞輛服務為發展主軸，強調學⽣基礎學科能⼒及專業知識，結合專題研究及校外實習制度，強
化學⽣實務能⼒，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優秀⼯程⼈才。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 中⽂⾃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10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培育具備能說、能寫、能做之務實致⽤的現代化醫務管理⼈才。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

2660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結合電⼒、控制及計算機等專業知識，發展電能科技、系統與控制、嵌⼊系統等技術，並輔以實務能⼒、校外實習及業界專題等
課程，以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訓練、創新能⼒、科技與⼈⽂之電機⼯程⼈才。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證照、競賽結果、成果作品、語⽂能⼒、特殊才能等各⼀份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
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07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涵蓋多媒體整合、資訊專案開發與決策應⽤三⼤領域，強調以⾏動化、服務化與智慧化的執⾏策略，培養能建構智慧⽣
活加值應⽤的現代化資訊管理⼈才。此外，透過「雲端資訊服務」與「智慧加值服務」模組，進⾏課程深化，並搭配企業實習、
專業證照、與畢業專題，以厚植產業競爭⼒。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相關著作、作品、證照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語⾔能⼒證明等) 5.
⾃傳(必)：中⽂⾃傳(含履歷)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請簡述選擇就讀本系之動機與⽬的)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61 亞東技術學院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國際化、資訊化、創新化、實務化、⼈⽂化的教育理念，建構智慧電⼦系統設計模組及⽣醫電⼦應⽤模組課程，整合電通
學群與管理暨健康學群之教學資源，培養具專業理論及實務能⼒的電⼦⼯程⼈才。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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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競賽成績、成果作品、語⽂能⼒、證照等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5. ⾃傳(必)：中⽂⾃傳

6.

4308 亞東技術學院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育國際⾏銷及流通、零售、連鎖加盟等事業之專業管理⼈才，強化同學對國際⾏銷市場及流通零售的專業認識，符合現代企業
之需求。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無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62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程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以微波系統與多媒體通訊為發展主軸，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並依通訊科技的產業發展，適時更新課程內容。申請條件依⼀般
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無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競賽、證照、英⽂能⼒、推薦函等 5. ⾃傳(必)：中⽂⾃傳 6.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書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78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學⽣為中⼼，根據其先備知識，運⽤多元教學策略，輔以學習情境，引導學⽣主動學習及反思，協助學⽣專業能⼒的養成
及激發潛能，並持續⾃我成⻑。本系師資皆具實務經驗與證照，並持續藉由臨床實務、專業研習及產學合作等進⾏實務增能。教
學空間依專業課程設有臨床技能中⼼、實作實驗教室、互動教室及⾃學教室，可提供教師教學、產學合作、研究、學⽣實作、實
務練習及⾃學的場所。藉由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連結，以強化學⽣專業知能，培育符合就業需求之護理實務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3. 師⻑推薦函(選)：無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
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無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無 7.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技(藝)能競賽得獎證明 8. ⾃傳(必)：(1) 中⽂⾃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照
⽚）
(2) 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9. 讀書計畫書(必)：(1) 中⽂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2) 英⽂讀書計畫書（含申請動機）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東南科技⼤學 Tungn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1
聯絡電話 +886-2-86625948-9
傳真 +886-2-26621923
地址 22202 臺灣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網址 http://www.t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綜合業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a.tnu.edu.tw/zh_tw/page3/req1
境外⽣保障住宿
⼀、全校冷氣教室，並備有⼀應俱全之宿舍，裝有冷氣及網路。⼆、本校各系均有其獨⽴系館，並均設有⼀間以上之電腦
網路教室。三、緊鄰北⼆⾼深坑交流道，經信義快速道路約⼗餘分鐘即可到達台北101⼤樓，交通便利;設有校內學⽣汽
⾞/機⾞專⽤停⾞場。四、聯營公⾞236、251、660、666、912、819、679、795、949、1076、1558直達本校，並設有
到校、離校接駁⾞;捷運⽂湖線轉⾞約5分鐘即可到校。五、本校收費標準係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2685 東南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另設有⾞輛組)(所)之教育⽬標為配合國家科技發展，培養中⾼階機械專業⼈才；⼒⾏實務教學，重視專業倫理，提升⼈⽂
素養，使學⽣能吸收多元化知識，培養獨⽴思考的能⼒，達成全⼈教育的理念。機械⼯程系是東南科技⼤學歷史最悠久，師資陣
容最堅強，教學研究成果最豐富，教學態度最認真，且榮獲教育部評鑑連續三次⼀等的優質學系。 並於2004年成⽴研究所，研
究⽅向為精密製造及材料領域、機電整合及控制兩⼤領域，就讀本系畢業後無論是選擇就業或是升學，⽬標明確而且管道順暢。
依⼀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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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2688 東南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以教授應⽤電⼦與電腦⼯程等專業知識及培育國家所需電⼦技術⼈才為宗旨。教學特⾊著重於：1.應⽤電⼦(嵌⼊式系統、智
慧型控制系統、影⾳技術、通訊產品設計、光電元件與系統、智慧型感測器)。2.電腦⼯程(網路建置、系統分析、網路程式設
計、網路安全、動態網⾴設計、C++、JAVA、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並強調電腦、資訊、通訊及光電等⽅⾯之整合與應⽤，以培
育⾼等電⼦技術⼈才。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83 東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著重於培育中、⾼階實務專業科技⼈才，學習包含電⼒監控、量測與控制、電⼒電⼦與系統等四⼤專業領域的技
能和增進⼈⽂素養教育的薰陶；養成畢業學⽣具有專業理論、實務能⼒和倫理道德兼備的實⽤專業技術⼈才。本系以提升教學品
質，建⽴優良實驗室，⼒⾏實務專題課程做為本系的重點教育特⾊，以培育理論和實務兼備的科技⼈才；同時為促進產學合作，
提昇教師研究⾵氣，本系並積極推動校級電⼒電⼦研究中⼼之業務發展，以照明、電能轉換器、再⽣能源和功率IC設計等作為研
發⽅針。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44 東南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因應⽬前休閒產業的發展趨勢，本系訂定下列三⼤領域為特⾊主軸。⼀、觀光旅遊；⼆、地⽅休閒；三、運動遊憩。⼤⼀⼤⼆為
基礎訓練，使同學修習具備前往業界實習所需之理論及基本技能，⼤三安排半年前往業界實習，⼤四則安排實務專題製作或選修
海外參訪實習課程。其教學⽬標在培養⾄少具備三⼤主軸之⼀之休閒產業管理⼈才。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937 東南科技⼤學 表演藝術系 Dept.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主要在於培育具表演藝術素養與創意設計能⼒之專業⼈才，在定位上以「表演藝術專業與創作」及「表演藝術造型設計」為
⼆個主要發展重點。基於深信兩個專業領域密不可分，⼀動⼀靜相輔相成的理念上，願積極栽培學⽣在兩領域中全⾯發展，使其
在創造、創意、創新上做最有深度的演出與呈現。1.「表演藝術專業與創作」以發展表演藝術理論與實務為⽅向，並培育⾳樂⼯
作者如演奏家、歌唱家、詞曲創作者、演藝⼈員、戲劇表演者、編劇、劇場導演、舞蹈表演、舞蹈創作、表演藝術⾏政等跨領域
表演藝術專業⼈才。2.「表演藝術造型設計」以舞台上服裝、髮型、彩妝配合各樣道具等的創意呈現為發展⽅向，培育表演服裝
設計與製作師、表演造型設計師、舞台彩妝設計師、髮型與造型設計師、整體造型設計師、彩繪藝術師、時尚攝影師等專業⼈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73 東南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重點發展與本系教育⽬標 (1) 本系之教育⽬標因應時代脈動、產業需求及校、院之教育⽬標，以培養企業之⾏政及秘書⼈
才，觀餐外場接待⼈才和英語⽂教事業⼈才為職志。本系培育學⽣重視核⼼能⼒培養， 使畢業學⽣的專業能⼒得以和產業需求結
合。 (2) 本系之⼆⼤主軸教學領域為「觀餐商⽤實務英⽂」及「英語⽂教事業」，而教學內容除了英⽂主體外，並增加實⽤之電
腦資訊與經貿商務知識，以及觀餐商⽤英⽂、⽂化和英語教學知能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62 東南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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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傳授學⽣餐旅專業知識與實務訓練為宗旨，並配合建全⼈格養成與國際視野之開拓，達成全⽅位的教育訓練⽬標。教學與
訓練強調理論與實務技能並重，除融⼊資訊e化教學外，加強學⽣外語能⼒，並藉由外語能⼒的提升，培養學⽣之國際觀，以期
與國際餐旅管理趨勢及潮流接軌；再者培育學⽣敬業與團隊合作精神，具備餐旅管理學術與實務操作技術之研發能⼒，作為培養
全⽅位餐旅專業管理⼈才的搖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49 東南科技⼤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系所分則
主要因應快速發展之數位內容產業⼈才需求所設置。課程以數位內容設計為主，結合「數位藝術」、「電⼦出版」、「動畫設
計」、「影像視訊」及「3D媒體」等領域之專業知識與技術培育課程，養成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創新設計⼈才及核⼼製作流程中
務實應⽤之專業⼈才。本系主要特⾊領域及就業職位包含：媒體傳達設計：以「網⾴製作師」為代表性職稱，相關就業領域包含
平⾯設計、美編⼈員、廣告設計、網⾴設計師、美術設計、包裝設計、設計助理、排版⼈員、資訊助理⼈員等。培育學⽣具備平
⾯設計、素描、⾊彩學、影像處理、電腦動畫原理、2D繪圖軟體等專業技能，進⾏網路商⽤廣告設計、數位教材設計、⼈機介⾯
設計、數位建模產業之專業虛擬模型製作及⼈物⾓⾊製作等⼯作。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50 東南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擬訂核⼼課程計畫，結合美學設計與科學應⽤的技術性，培養學⽣具有創造思考與符合⼈體功學適⽤之設計能⼒，使設計具
備⽂化內涵及社會潮流並進之特⾊，同時針對永續發展之⽬標，整合健康、⽣態與節能之觀念，融⼊於室內設計之專業領域中。
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34 東南科技⼤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系所分則
國際經濟競爭⽇益激烈，產品創新設計及開發將是臺灣產業未來發展主要⽣存之道。當前政策已積極協助產業發展具特⾊的設計
產品，期使臺灣設計能走出⾃⼰的道路，並成為全球創意產業之設計重鎮。而正值臺灣產業轉型對設計⼈才急迫需求的關鍵時
期，本系在學校⼤⼒的⽀持下，經過三年籌設，師資與設備皆已建置完善，本系以培育兼具創新能⼒、美學素養、科技知識與國
際視野之跨領域產品設計與開發⼈才。依⼀般限制。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63 東南科技⼤學 數位遊戲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Game Design
系所分則
數位遊戲設計系以培育「遊戲開發設計」與「遊戲企劃⾏銷」⼈才為教育發展之重點，在「遊戲開發設計」⼈才培育⽅⾯規劃遊
戲開發實務、⼈機互動介⾯、2D/3D遊戲美術、虛擬實境、擴增實境、互動遊戲、體感互動裝置整合等課程；在「遊戲企劃⾏
銷」⼈才培育⽅⾯規劃遊戲企劃、遊戲攻略、劇本與創意開發、電競節⽬製播、週邊商品製作等課程。
數位遊戲設計系將聚焦於數位互動設計、遊戲企劃⾏銷及新科技設備整合，以期能具體符合資訊、商業、媒體、娛樂整合之創意
數位遊戲產業的發展趨勢。藉由本校多年來的教育發展基礎上，有效整合校內之軟硬體與教師資源，培育學⽣成為⼀位能在遊戲
設計與技術的基礎上，建⽴美感與科技整合的思維，並與國際遊戲產業接軌之⼈才。培育學⽣具備數位遊戲設計者所需之「想像
創造能⼒、動⼿實作能⼒、資訊應⽤能⼒、遊戲開發整合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正本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必)：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藻外語⼤學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B2
聯絡電話 886-7-3426031#2643
地址 80793⾼雄市三⺠區⺠族⼀路900號
網址 http://www.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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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7-350-8591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境外學⽣事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境外學⽣事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d021.wzu.edu.tw/category/148144
宿舍 新⽣保障住宿
⽂藻外語⼤學創⽴於1966年，由天主教聖吳甦樂會創辦，是全台灣獨⼀無⼆的外語⼤學。本校教育著重開拓學⽣多元國
際觀、培育個⼈獨特價值以及陶冶全⼈發展的品格；課程設計以外語能⼒及專業知能並重為原則，期能強化學⽣的就業競
爭⼒。⼀、本校為全台灣唯⼀外語課程以全外語授課（聽、說、讀、寫）之學府。⼆、各系學⽣除完成畢業學分外，均須
備註 通過規定之相關語⾔測驗成績⾨檻；另外，國際企業管理系學⽣須通過ERP證照⾨檻，以及數位內容應⽤與管理系學⽣須
通過資訊相關證照⾨檻。三、本校與全球逾270所學校簽訂學術合作計畫，成績優異之學⽣可經由甄選成為交換⽣，擴充
外語、⽣活及⽂化經驗。四、備有男⼥⽣宿舍，學⼠班僑⽣可以提出申請。五、設有境外學⽣事務組，協助僑⽣⼊學前的
接機、校園環境介紹，以及⼊學後的⽣活輔導與⼼理諮商。

獎學⾦

4719 ⽂藻外語⼤學 英國語⽂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以全英語授課，強調語⾔加專業的跨領域培育，增強學⽣國際競爭⼒與移動⼒，以期學⽣畢業後能在多⽅專業領域裡持
續探索或發展個⼈職涯。透過多元教學⽅式，(例如：對話、遊戲、討 論、戲劇表演、網路教學、上台報告、⼼得分享等)，創造
多元活⽤英⽂環境與機會，並提⾼學⽣學習效果與動機，使學⽣在本校英語環境中⽿濡⽬染、潛移默化，逐漸成為語⾔專業⼈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
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 5. ⾃傳(必) 6. 讀書計畫書(必) 7. 語⽂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例
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20 ⽂藻外語⼤學 法國語⽂系 Department of French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育⽬標在於培養培育具有邏輯思考與整合應⽤能⼒的法、英語雙外語專業⼈才。⼀、⼆年級著重聽、說、讀、寫之基礎
語⾔訓練，同時加強英⽂課程，以培育雙外語⼈才；三、四年級則以法語系國家的史地、政經、社會⽂化等課程相佐，學⽣再依
個⼈志趣在三⼤學分學程選修主攻專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法⽂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CF, DELF,
FLP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21 ⽂藻外語⼤學 德國語⽂系 Department of German

系所分則
本系的教育⽬標在於培養德、英語並重的雙外語⼈才。四年制⼤學部的課程設計：⼀、⼆年級著重基礎語⾔課程，三、四年級則
以德語區的歷史、⽂化、社會、政治、經濟等社會⽂化課程為根基，並將「經貿商務」以及「觀光餐旅」作為專業模組重點課
程，以拓展同學就業之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德⽂檢定成績證明(例如：Goethe Zertifikat,
DaF)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22 ⽂藻外語⼤學 西班⽛語⽂系 Department of Spanish
系所分則
1.報考者之語⾔能⼒應具西語檢定DELE- B1(含)以上證照或同等語⾔能⼒證明。
2.課程規劃：除訓練西班⽛⽂聽、說、讀、寫能⼒外，更著重於歐洲商務、歐洲會展與翻譯及歐語⽂教跨領域學分學程；另外，
更規劃⽂化、翻譯、傳播、觀光等專業選修課程。發展特⾊：1.實施西、英雙語語⾔能⼒檢定，設⽴西班⽛語⾔能⼒檢定中⼼；
2.創新教學設計與⽅法，善⽤多媒體設備，推動網路學習，編製教材，提升教學效果；3.拓展與西語系國家⼤學之學術交流，並
建⽴姊妹校關係。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西⽂檢定成績證明(例如：DELE, SFLPT)或
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23 ⽂藻外語⼤學 ⽇本語⽂系 Department of Japanese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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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1.培育聽說讀寫譯之⽇語專業⼈才，系上設有語⾔與⽂化、翻譯及商業實務三類課程；2.全⽅位⽇本探索，對⽇本社
會⽂化、企業經營、政經情勢等各⽅⾯作深⼊探討；3.畢業前可修習實習課程，增加職場體驗。
發展特⾊：1.推展⽇語教學研討會、⼯作坊及各項⽇語競賽，以提升學習與研究⾵氣；2.拓展產學合作，增加學⽣實習機會；3.
推動與姐妹校之國際交流，與⽇本的⼤學進⾏交換留學計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檢定成績證明(例如：JLPT)或中⽂檢定成
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1 ⽂藻外語⼤學 應⽤華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本系課程重點有⼆：⼀、培育華語教學師資，⼆、以國際視野學習華語及中華⽂化。結合外語⼤學之特⾊，可以其他
外語為輔系。通過語⾔、⽂化、數位遠距等密集濃縮課程，學⽣可充分掌握當代知識與職場實務需求。發展特⾊：培養中外語⽂
能⼒兼⻑的⼈才，輔以實務性課程，使學⽣具備華語教學之專業，也專精採訪、寫作、編輯等語⽂應⽤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724 ⽂藻外語⼤學 外語教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除基本的語⾔訓練外，更提供教學相關專業課程，包含外語教學概論、課程設計、教學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
寫作教學、聽⼒與會話教學、教學科技與英語教學、電腦輔助外語教學、語⽂能⼒整合教學、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外語教學專
題研究寫作、兒童與青少年⽂學、語⾔學概論、成⼈外語教學、畢業專題等。發展特⾊：強調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經驗，並使⽤
全英語環境教授專業課程。在學期間，必須參與校內、外的教學實習，達到學⽤合⼀。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2 ⽂藻外語⼤學 翻譯系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系所分則
教學⽬標
⽂藻外語⼤學翻譯系在全⼈教育的理念指導之下，為學⽣提供完整的專業知能、技能及⼈格⽅⾯的專業翻譯教育課程。本系除了
以英語為主、其他外語為輔的語⾔教學之外，更加強專業翻譯理論課程及口、筆譯實務訓練。除了紮實的課程設計，也⿎勵學⽣
⾄業界實習，使翻譯系畢業⽣成為各⾏各業推動國際化的⽣⼒軍，提昇台灣整體國際競爭⼒。
課程設計
核⼼課程包含口筆譯基礎課程，也規劃相關專業課課，包含科技英⽂、商業英⽂、國際事務英⽂、新聞媒體筆譯、法律⽂件筆
譯、國際事務口筆譯，跨⽂化溝通、影視翻譯、商業口筆譯、科技口筆譯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6 ⽂藻外語⼤學 國際事務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系所分則
全球化現象擴⼤了國際事務與跨國貿易活動的範疇，而國際事務系⾃建⽴以來即持續以提供政府與業界所需求具外語能⼒與專精
國際事務的⾼素質⼈才。本系有超過10%的在學⽣來⾃全球各國。本系發展⽬標在於培養具備⽂化與外語特⾊的國際政治經濟⼈
才，課程類別概分為共同必修課程、系定必修課程及系定選修課程；系定選修課程包含國際政治、國際⽂化及國際經濟三學群。
本系教學以廣泛國際事務知識為導向，以紮實英語能⼒為基礎，強調國際⽂化視野，並以公私部⾨職場需求及升學考量為課程設
計之依據。本系提供多所歐美⼤學交換學習機會，包括英國Loughborough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蘇格蘭
的Strathclyde University、美國的University of St. Thomas以及⽇本的新潟縣⽴⼤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必)：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3 ⽂藻外語⼤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1.本系課程涵蓋基礎商管知識，包括管理學、經濟學、⾏銷管理、⼈資管理、財務管理等；以及進階商管知識，包括策略管理、
企業個案研究、企業經營模擬等。
2.本系提供各項國際交流機會，包括實習、交換、研習等，學⽣得以培養國際視野與國際移動⼒
3.本系亦重視實務學習，因此安排學⽣⾄國內外各⼤企業實習，體驗企業實境，同時增加就業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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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4 ⽂藻外語⼤學 數位內容應⽤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Content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規劃以三個選修模組：「媒體動畫設計模組」、「數位教材與遊戲模組」、「數位加值模組」，以培養學⽣在2D與3D
電腦動畫、數位教材、數位遊戲、網⾴設計與數位⾏銷企畫等跨領域的專業能⼒。
發展特⾊：
1. 國際化校園：可副修本校多國語⾔，例如英語、法語、德語、西班⽛語、⽇語、東南亞語種…等。
2. 師徒制培訓：菁英競賽訓練⽅式，指導學⽣參加全國與國際競賽，提升專業知能。
3. 專業主流軟體及⾼階實驗室設備的學習環境：本系有虛擬實境（VR）設備、擴增實境（AR）設備、混合實境(MR)設備、
Maya 3D動畫製作軟體、Adobe系列影像處理及影⽚製作軟體、電⼦書製作軟體、3D遊戲引擎、網⾴製作軟體、動作擷取系
統、專業⾳樂製作系統、3D列印機及⼈臉辨識系統等。
4. 與業界實務接軌的實習輔導機制：與多家知名企業簽訂產學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在學⽣校外實習、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以及
產學研究等⽅⾯進⾏合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75 ⽂藻外語⼤學 傳播藝術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致⼒於培養學⽣的藝術和⼈⽂知識以及他們的創造性思維和外語技能，並為他們在數位媒體領域的職業發展做好準備。本系
任務是培訓精通外語和藝術並能關注社會的⼤眾傳播專業⼈員。系所師資擅⻑傳播和藝術，並具有實際的業界經驗，為全國少⾒
以藝術為內容之傳播系所，並以「談藝術、為藝術、做藝術」(Communication of Arts, Communication for Arts,
Communication by Arts) 作為本系所之精神與特⾊。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01 ⽂藻外語⼤學 東南亞學系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系所分則
本校積極推動「複合式」培育理念，以「外語」加上「專業」並重⽅式進⾏。低年級先著⼒於英語及東南亞語⾔雙軌訓練，中⾼
年級則強化學⽣跨領域專業學科的知識，並⿎勵學⽣敞開⼼胸，勇敢走出台灣，走向東南亞，將「雙外語」及「跨領域」知識直
接應⽤在東南亞場域，更成為未來深化專業的有利⼯具。
課程主軸包含東南亞語⾔：完成⼀種東南亞外語主修；東南亞政府與企業研究：提供⼤學⽣東南亞政治、社會及企業管理等跨領
域課程，此系訂必修為「全英語授課」；東南亞海外交換或實習的畢業⾨檻:每位學⽣都需要參加⾄少累積⼀學期以上赴東南亞交
換或實習的計畫，以提升國際⾏動⼒。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師⻑推薦函(選) 4. ⾃傳(必) 5. 讀書計畫書(必) 6. 語⽂能⼒說明或
相關證明⽂件(選)：英⽂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EFL, TOEIC, IELTS, BULAT)或中⽂檢定成績證明(例如：TOCFL)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遠東科技⼤學 Far East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A5
聯絡電話 886-6-5979566#7005
傳真 886-6-5977010
地址 74448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49號
網址 http://www.fe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流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feu.edu.tw/adms/rd/IIC/news.asp
新⽣保障優先住宿１~4宿，每學期費⽤：1、3宿8,500元；2宿10,000元、4宿1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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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技⼤學位於台南新市⽕⾞站前，距省道台⼀線僅百餘公尺，距國道⼋號新市交流道約五分鐘⾞程，無論鐵路、公
路，均交通便利，且臨近南部科學園區及多項重點⼯業區，故學校著重以學術理論與實際運⽤相結合之教學與研究。遠東
科技⼤學近年來不論在教師、學⽣、課程、教學環境與制度等⾯向皆有相對卓越的進步，其中績效顯著且最有發展潛⼒的
特⾊就是三創教育。 本校三創教育主要是以創造⼒教育為基礎，提升創新技術研發與實務技能為介⾯，以創業能⼒之培
養為標的，期能培養學⽣成為具有三創能⼒之實踐家。近年來經全校師⽣的努⼒，校務發展已獲得相當豐碩之成果，已然
備註 成為國內三創教育之標竿⼤學。 在創意教育⽅⾯：培養學⽣「想得到」「能想」的能⼒，專利申請與核准16年全國⼤學
第⼀； 在創新教育⽅⾯：培養學⽣「做得出」「能做」的能⼒，全國專題製作競賽屢獲佳績，國際發明展獲得638⾯獎牌
(其中212⾯⾦牌)，聚焦藍⾊技術研發，產學合作備受業界推崇； 在創業教育⽅⾯：培養學⽣產品「賣得掉」「能溝通」
的能⼒，⾄⽬前為⽌創業競賽獲得獎⾦已超過3,300萬元。

4221 遠東科技⼤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特⾊說明如下：本系以 運動健康促進為教學核⼼領域，以培育具備運動健康實務技術之⼈才為主要，課程包含健身教
練、健康體適能促進、運動處⽅及專業運動教練，輔修課程以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為主，包含運動商品零售業、健康俱樂部經營、
休閒農場及⺠宿經營、節慶專案活動企劃與微型創業管理等商管領域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印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各⽅⾯經歷與成果之證明書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91 遠東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Developing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以「電⼦競技、遊戲產業發展、⾏銷應⽤」為三⼤特⾊，成⽴遠⼤鷹學⽣電競戰隊、直播隊、實況隊、VR隊等，讓同學們
可依據⾃身興趣與需求進⼊各戰隊實習，在108學年度取得⼤專盃傳說對決冠軍、LSC英雄聯盟校園聯賽亞軍，建⽴良好的訓練
環境及訓練課程，培養具備職業⽔準的電競選⼿及專業⼈員。在課程規劃的部分，包含基礎核⼼、多媒體技術、遊戲技術、電競
技術與設計⾏銷等五⼤模組，涵蓋培養遊戲及電競產業⼈才所需之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原⽂影印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
師⻑推薦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各⽅⾯經歷與成果之證明書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69 遠東科技⼤學 ⾶機修護系 Dept. of Airplane Maintenance
系所分則
本校將結合三創教育與維修技術培養，培育⾶機系統維修、發動機維修和⾶機結構維修三⽅⾯的維修技術⼈才，並具有技術創新
和發明維修⼯具與設備的能⼒。學⽣除了可以學得⽬前的⾶機維修相關知識和技術外，也可以融合本校特⾊三創教育，開發新的
維修⼯具和設備。另外也可以針對⽬前快速發展的四軸遙控機或無⼈機，開發個⼈的維修事業。本系的發展重點及特⾊如下：
1. 配合本校既有之創意、創新和創業之發展特⾊，培育⾶機修護相關技術與應⽤之⼈才。利⽤創意與創新思維，開發⾶機修護技
術所需的⼯具或設備，精進⾶機修護能⼒與技術，提⾼台灣整體的⾶機維修能⼒和能⾒度，進而提升台灣整體航太⼯業的能量。
2. 配合本校機械⼯程系、⾃動化控制系、電機⼯程系和資訊⼯程系，共同開發⾃動⾶機維修系統或⾶機維修機器⼈，減少維修⼈
⼒的需求和提升維修的速率，有利於台灣整體航太產業的升級。
3. 結合本校觀光英語系的師資與設備，提升⾶機修護與航太產業外⽂能⼒，將⾶機修護與服務業結合，擴展⾶機修護的能⾒度與
應⽤⾯，增進學⽣就業的機會，創造新的就業領域。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Meiho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C7
聯絡電話 886-8-7799821 #8198
傳真 886-8-7782663
地址 91202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網址 http://www.meiho.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處(僅提供學⼠班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b010.meiho.edu.tw/files/11-1010-218.php?Lang=zh-tw
僑⽣暨港澳⽣⼊學第⼀年免住宿費，第⼆年起依學業成績得申請減免。2020年住宿費參考：(1)男⽣宿舍：每學期新臺幣
9,000元，4⼈⼀間、公共衛浴設備；(2)⼥⽣宿舍：每學期新臺幣12,000元，4⼈⼀間、獨⽴衛浴設備。含網路費，⽔電另
外依使⽤額度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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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學」於1966年奉准設⽴招⽣，為我國第⼀所私⽴護理專科學校。為適應社會環境變遷，⽬前發展成為具有
三個學院、⼗四個系(含五個碩⼠班)，學⽣約6,700名，教職員⼯約352名。 本校的治校理念如下： ⼀、 發揚「美而有
禮，和而好學」美和傳統；深化「五倫五靜，學⾏並進」品德培育；掌握「專業化、全⼈化、國際化」教育⽅針；堅持
「證照第⼀、就業優先」技職教育⽬標。 ⼆、 持續「學⽣為本、實做創新、永續發展」⼯作使命；貫徹「⼀切為學⽣，
為學⽣⼀切」教育理念；打造優質環境，建⽴友善校園，培養學⽣具分析思考、解決問題能⼒，迎接⼈⼯智慧時代的創新
備註 挑戰。 三、 採取「優質教學、效能⾏政、穩健財務、⼈本出發」策略；形塑「學習型組織」⽂化，提升教學⾏政效能，
迎戰險峻競爭環境；激發同理⼼，建構⽣命共同體；經營特⾊精緻學校品牌，發展美和國際學術地位。 於2015及2016年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技優設備更新暨獎補助款共計2億元經費。在國際化發展上，本校與中國、東南亞、⽇本等產
學機構積極進⾏交換學⽣、海外實習、成⽴境外專班、締結姊妹校，除積極強化學⽣的國際競爭⼒，更是⼀所深耕在地、
尊重多元、胸懷世界的國際化友善校園。 提供多項獎補助措施，包含宿舍費⽤減免、優惠⼯讀⾦、研究助理、獎學⾦
等，設有專責單位協助學⽣申請及學習輔導。 更多資訊請參考本校網站：http://www.meiho.edu.tw/bin/home.php
3320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1.本系為全國⾸創私⽴護理專科學校，1966年成⽴迄今，歷屆教育評鑑均榮獲⼀等。
2.具有全國唯⼀學校設⽴獨⽴型居家護理所，⾼科技的臨床模擬教學中⼼與數位化病床。
3.榮獲教育部技職再造技優護理⼈才設備2千萬補助及科技部研究經費，研發醫護知識整合多媒體教材、課程活化教學設計，師⽣
研發作品締造特⾊教學佳績。
4.輔導考取證照：⾼考護理師證照(執業必備資格)、BLS/ACLS等健康照護相關證照、美國註冊護⼠(RN)。
5.多元實習：國外安排⾄⽇本福岡聖惠醫院、幸梅會病院及小樽⻑照機構，國內⾄各⼤教學/地區醫院、衛⽣所、⻑照機構等。
6.優異的競賽成績：
(1)2017年全國專業實務能⼒競賽：榮獲銀牌。
(2)2017年全國⻑期照顧⽣活⾃⽴⽀援實務專題競賽計畫：榮獲第⼆名。
7.選系說明：護理系學⽣特質需具有⼈際溝通協調、情緒管理及壓⼒調適能⼒。為判定病患各種病因須有敏銳的各種感官，如視
覺、聽覺及口語表達及溝通能⼒，並能久站及靈活運⽤肢體以執⾏醫療設備操作或執⾏照護措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影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語⾔證明⽂件(TOEFL、TOEIC、IELTS、華語檢定等)、證照、得獎紀錄、中/英⽂⾃傳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73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品營養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系所分則
本科特⾊
1.⾷安把關重鎮：本系科之「農⽔產品檢驗服務中⼼」為全國⼤專院校第⼀所獲得認證的實驗室，延續對⾷品業者檢驗服務之熱
忱及對⾷安把關的重視，積極培育未來⾷品安全守⾨員。
2.系所評鑑優質：榮獲教育部評鑑⼀等優質系所，於104年獲得教育部技職再造-設備更新經費達1,800萬元，亦於107年榮獲教育
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1,800萬元經費，代表國家對本系科的重視及認同。
3.設備完善健全：建⽴⾷品模擬⼯廠，研發新產品並與業界合作⽣產，並更新團體膳⾷製備教室之設備以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
境。
4.具備國考資格、具備國考資格、就業率百分百：本科畢業即具備參加營養師及⾷品技師國考資格，且師資堅強，皆具備業界實
務經驗，積極輔導學⽣考取國家證照，讓理論與實務得以並⽤，並與業界保持良好合作關係，促進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影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語⾔證明⽂件(TOEFL、TOEIC、IELTS、華語檢定等)、證照、得獎紀錄、中/英⽂⾃傳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867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社會⼯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所分則
系上特⾊：
1.教師專業證照多，社⼯師及諮商⼼理師執照者分別是9⼈及5⼈。
2.積極承接產官學合作計畫，提供學⽣⼯讀機會及經濟弱勢學⽣獎學⾦。
3.課程與社團相輔相成，成⽴3⼤社團「仕馨社會服務隊、志願服務隊、社⼯系學會」。
4.課程規劃3⼤模組「兒少暨家庭社⼯組、⽼⼈暨身⼼障礙社⼯組、⼼理衛⽣社⼯組」，每年暑假安排學⽣⾄柬埔寨進⾏國際志⼯
服務。
5.輔導考取證照：近5年約100位學⽣考取國家專技⾼考社會⼯作師。
6.多元實習：分為3階段，分別是「實習準備教育、暑假機構實習、⽅案實習」；實習單位包括兒童及少年、身⼼障礙者、⽼⼈、
婦⼥、新移⺠、原住⺠等社會福利單位等。
7.優異的競賽成績：2017年全國科技⼤學社會⼯作⽅案設計與執⾏成果競賽「兒童及少年福利組第1名、社區福利組第1名、家庭
福利組第2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影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如語⾔證明⽂件(TOEFL、TOEIC、IELTS、華語檢定等)、證照、得獎紀錄、中/英⽂⾃傳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崇右影藝科技⼤學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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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E6
聯絡電話 +886-2-24237785#218、219
傳真 +886-2-24284410
地址 20103基隆市義七路40號
網址 http://www.cufa.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提供宿舍 住宿設備: 1.房間有冷氣、⾐櫥、書桌、座椅、床舖（不含床墊)。 2.設有交誼廳、冰箱、每層樓設有投幣
宿舍 式洗⾐機、脫⽔機、烘乾機。 3.每個樓層設有衛浴設備。 4.宿舍為6⼈⼀間。 5.每學期(⼀學期總計18周)住宿費為新台幣
9700元。
崇右影藝科技⼤學是全國唯⼀影藝⼤學，聚焦影藝專業，建置【表演藝術學院】演藝事業系、表演藝術系、影視傳播系、
時尚造型設計系、⽂化創意研究所。 本校位於台灣北部的基隆市中⼼與⾸都台北市知名的101⼤樓僅距20分鐘⾞程，藉由
與台北⾸都相隔為鄰的地理優勢，交通便捷，可快速往返⼤台北地區，學⽣對表演藝術、影視實務、流⾏時尚、⽂創設計
之資訊管道豐富且多元，⼯讀機會多，在⺠⽣消費上也較⼤台北地區低。 在師資上聘請⼤量影藝圈知名明星、導演、攝
影師、編劇、導播、經紀⼈等擔任專兼任教師，將業界實務經驗導⼊課程，強⼒鏈結職場，帶領認真學習有潛⼒的學⽣到
備註
影藝圈有實習演出機會。並精準輔導學⽣參加國內外競賽屢獲⼤獎，為培育優質專才之最佳搖籃，歡迎有志青年學⼦加⼊
本校，抓住成為⼈⽣勝利組的機會。 本校教學舞台燈光、⾳響設備器材完備，展演空間完善，全部開放給學⽣⾃由租借
使⽤。教室全⾯e化並裝設冷氣，校園內提供無線網路環境；男、⼥學⽣宿舍新穎、安全舒適，每間寢室均設有冷氣、
Wi-Fi無線上網、多元娛樂空間，讓外⽣有如宿如居的歸屬感。 校內設有便利商店及多元化複合式餐廳，鄰近⾦融機構、
商業百貨及飲⾷小吃，此外，更與聞名中外的廟口夜市僅距3分鐘⾞程，校園周邊機能多元而便利。
學校基
本資料

1615 崇右影藝科技⼤學 表演藝術系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表演藝術系隸屬於本校表演學院，設⽴的宗旨在於培育影藝產業表演專才。108學年度完成院內科系表演專項分⼯，本系側重於
「流⾏舞蹈」（街舞）、「前衛動態藝術」、「模特 兒」等表演專才之養成，除了讓上述三項志趣明確的⽣源擁有適性揚才的學
習空間外，於跨域學習時，本系亦與本校「演藝事業系」（戲劇表演、歌舞劇、流⾏⾳樂、劇場技術）、「影視傳播系系」（影
視製作、鏡頭表演）、「時尚造型設計系」（影藝造型）等科系於課程安排與實務演出製作時緊密結合，創造跨表演藝術領域交
流學習機會。
本系以「流⾏舞蹈」與「前衛動態藝術」、「模特兒」三⼤藝術領域為教學發展主軸。
⼀、 「流⾏舞蹈」：以當代且具市場性的街舞表演為核⼼。
Old School：BREAKING、POPPING、LOCKING
Free Style：HOUSE、JAZZ Funk、URBAN Dance、Waacking
⼆、 「前衛動態藝術」：泛指跨古典與流⾏歌唱舞蹈、肢體節奏等新穎的綜合藝術表演形式，（如踢踏舞、⾮洲⿎、佛朗明哥、
雜技、脫口秀、網路小品、節⽬主持⼈等）強調個⼈表演專項才能之養成。
三、 「模特兒」：伸展台、平⽚、偶像造星培訓、藝⼈經紀。
配合課程規劃，本系「流⾏舞蹈」學分學程為國內相關表演藝術系中「街舞」類課程開設最為全⾯完整的系，滿⾜街舞專才對基
礎與進階及不同舞⾵的需求；同時適性揚才量身打造， 每位同學皆具備個⼈專項的前衛綜藝類表演專⻑。本系展現強烈企圖⼼，
除了超⾼的業界師資⽐，於各項產學合作案中緊密與國內外主藝、流娛樂傳媒與藝⽂界接軌，以成⽴「表演藝術⼈才庫」的形式
打造全媒體偶像藝⼈造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
提供相關證明做為加分依據。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提供相關學習歷程做為評核參酌。
5. ⾃傳(必)：提供相關⾃傳資料，作為學⽣個⼈介紹。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14 崇右影藝科技⼤學 演藝事業系 Department of Popular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崇右影藝科技⼤學演藝事業系為全國⾸創綜合流⾏歌、舞、劇、跨界表演的⼤學科系，也是因應國際影視娛樂產業蓬勃發展趨勢
而成⽴，⽬的在培育年輕世代的學⽣具備投身多元的流⾏表演產業織專業能⼒。
就業市場包含各項娛樂產業幕前與幕後所需的⼈才，於「流⾏⾳樂」、「戲劇表演」、「⾳樂歌舞劇」、「劇場技術」等演藝專
才之養成。
除了讓上述志趣明確的⽣源擁有適性揚才的學習空間外，於跨域學習時，本系亦與本校「表演藝術系」（流⾏舞蹈、前衛動態藝
術、模特兒）、「影視傳播系」（影視製作、鏡頭表演）、「時尚造型設計系」（影藝造型）等科系於課程安排與實務演出製作
時緊密結合，創造跨表演藝術領域交流學習機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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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
提供相關證明做為加分依據。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提供相關學習歷程做為評核參酌。
5. ⾃傳(必)：提供相關⾃傳資料，作為學⽣個⼈介紹。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610 崇右影藝科技⼤學 影視傳播系 Department of Film and TV
系所分則
影視傳播系以【專業藝⼈演員培訓】、【影視幕後全才訓練】為本系極欲培養之⼈才，
強調「做」中學，⼤量累積實務經驗，聘請業界超強師資，強⼒連結職場。
兩⼤學習主軸：
「影視表演」 及「影視製作」
⼀、「影視表演」為國內⽬前唯⼀以“鏡頭表演 ＂為主的表演訓練科系，培訓成為全⽅位藝⼈及專業影視表演者。
幕前課程(影視表演)：
鏡頭表演、⾓⾊分析實作、綜藝表演、表演聲⾳、影視導演培訓、網紅⾃媒體訓練試鏡技巧、新媒體棚內實務、影視劇本編創、
經紀⼈培訓。
⼆、「影視製作」之學習主軸，著重影視幕後全⽅位技術及製作能⼒訓練，從劇組實務出發，實務傳授影視各類型節⽬之製作、
拍攝、燈光、後製、剪接、特效⾏銷、包裝等完整之幕後技術。
幕後課程(影視製作)：
影視導演培訓、導播實務、攝影棚多機訓練、影視技術培訓(攝影、燈光、剪輯、收⾳)、新媒體棚內實務、影視劇本編創、紀錄
⽚製作、後製動畫特效、節⽬企劃製作、經紀⼈培訓、提案⾏銷技巧、影視美術、影視三妝、錄⾳室混⾳。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學歷年成績
單正本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可提供相關證明做為加分依據。
Can provide relevant proof as a basis for extra points.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可提供相關學習歷程做為評核參酌。 5. ⾃傳(必)：提供相關⾃傳資料，作為學⽣個⼈介紹。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78 崇右影藝科技⼤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培養新世代整體造型⼈才及影藝造型⼈才為主，選才以預備投⼊整體造型(整體造型、婚宴造型、美睫、美甲或半永久化
妝)或影藝造型（⾓⾊化妝、特效化妝、噴槍化妝、商業彩妝）為志向的同學為考量。
進⼊本系學習後，將根據學⽣的專⻑，提供美睫及半永久化妝基礎課程免材料及⼯具費⽤，並規劃安排進⼊幕後（電影、電視、
舞台劇、演唱會、唱⽚公司、劇團）實習與就業接軌，讓專業技術成就未來，於⼤學期間即累積創業基⾦，開展夢想的未來。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
明等(選)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5.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明志科技⼤學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97
聯絡電話 886-2-29089899
傳真 886-2-29084511
地址 24301新北市泰⼭區⼯專路84號
網址 http://www.mcut.edu.tw
承辦單位 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ia.mcut.edu.tw/?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
⼀、憑藉良好辦學績效，本校於2004年獲准改名為科技⼤學，除了仍致⼒傳承既有的教育理念與作為，並將「產學合
作」列為學校發展重點，整合各學院資源成⽴特⾊研究中⼼，加強各項研究之質與量，進而將成果回饋業界，謀求達成教
育功能與協助產業界科技能量同步向上提升的雙贏效果。⽬前設有⼯程學院、環境資源學院、管理暨設計學院等3個學
院、1個博⼠班學位學程、12個研究所碩⼠班與10個系之規模，『各系均參加IEET或ACCSB認證與國際接軌』，為⼀深
備註 具優良傳統與辦學績效卓越之技職學府。 ⼆、本校男⼥兼收，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各
系畢業⽣均有相關研究所可供報考。 三、四技⽇間部學⽣規定住校，備有男⼥宿舍，宿舍均安裝電話及網路，並統⼀供
餐每⽇141元。 四、本校四技部學⽣需參加校外⼯讀實習，擔任實習⼯程師⼀年（建教公司約120家），每⽉平均薪資約
21,000元。校外⼯讀期間依教育部規定繳交全額學費與⼋成雜費。
學校基
本資料

2871 明志科技⼤學 機械⼯程系精密機械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B.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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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培養具備機械⼯程專業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為教育⽬標學⽣，以提供機械產業之技術⼈才。配合國家產業發展趨勢，本系
課程以「精密機械」、「光機電」與「⾞輛⼯程」為發展⽅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級排
名)正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著作、競賽得獎、證照等⾜以證實相關之能⼒⽂件，以及相關專業成
果。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72 明志科技⼤學 機械⼯程系光機電組 Dept. of Mechancial Engineering-Precision Machinery Group(B.S.,M.S.)
系所分則
培養具備機械⼯程專業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為教育⽬標學⽣，以提供機械產業之技術⼈才。配合國家產業發展趨勢，本系
課程以「精密機械」、「光機電」與「⾞輛⼯程」為發展⽅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級排名)正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著作、競賽得獎、證照等⾜以證實相關之能⼒⽂件，以及相關專業成果。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73 明志科技⼤學 機械⼯程系⾞輛組 Dept. of Mechancial Engineering-Vehicle Engineering Group(B.S.,M.S.)
系所分則
培養具備機械⼯程專業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為教育⽬標學⽣，以提供機械產業之技術⼈才。配合國家產業發展趨勢，本系
課程以「精密機械」、「光機電」與「⾞輛⼯程」為發展⽅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級排名)正本⼄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專題報告、著作、競賽得獎、證照等⾜以證實相關之能⼒⽂件，以及相關專業成果。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74 明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B.S.,M.S.)
系所分則
培育對電機電⼦有興趣之青年，使其成為優秀之科技⼈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級排
名)正本⼄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親筆書寫或電腦打字均可。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技能檢定證照。 5.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以證明於電機領域中有表現之相關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72 明志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B.S.,M.S.)
系所分則
培養具備電⼦⼯程專業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為培育⽬標，以提供電⼦產業之技術⼈才。配合國家發展趨勢本系⼤學部課程
以「系統」與「微電⼦」領域為發展⽅向。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級排
名)正本⼄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親筆書寫或電腦打字均可。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任何有利審查的參展、社團參與及擔任幹部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專題製作
或專題報告均可。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以證明於電⼦領域中有表現之相關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875 明志科技⼤學 化學⼯程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B.S.,M.S.)
系所分則
透過專業的理論與實務教學，並強化學⽣實務專業技能，累積實務⼯作經驗。培育學⽣成為公⺠營機構爭相聘⽤的⼀流化學⼯程
師。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級排名)
正本⼄份 3. 學習研究計劃書(必)：含學習中⻑期計劃，親筆書寫或電腦打字均可，以500字為限。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
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
現)證明(選)：可提供專題實務或報告均可。 6.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技能檢定證照證明 7.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以證明於化⼯領域中有表現之相關資料。 8. 作品集(選)：可提供實務專題或實務報告均可。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74 明志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B.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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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培養對環保及⼯安衛有興趣之青年，施以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教育，使其成為優秀之環安衛⼈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級排
名)正本⼄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親筆書寫或電腦打字均可。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提供相關證明⽂件。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1.任何參賽證明或訓練證明。2.任何英語⽂能⼒證
明。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73 明志科技⼤學 材料⼯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B.S.,M.S.)
系所分則
培育對材料科學有興趣之青年，使其成為優秀材料⼯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或班級名
次)正本⼄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親筆書寫或電腦打字均可。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
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提供相關證明⽂件。 5. 專題成果作品(或特殊表現)證明(選)：提供相關證明⽂件。 6. 相關證照或
檢定證明(選)：中、英⽂檢定或專業能操作證照均可。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69 明志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B.S.,M.S.)
系所分則
培養對⼯業⼯程與管理有興趣之青年，傳授⼯程與管理結合，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使其成為⼯業⼯程專業之管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學歷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
級排名)正本。 3. 學習研究計劃書(選)：含中⻑期計劃，電腦打字，以A4紙2⾴為限。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提供有助
於審查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59 明志科技⼤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B.S.,MBA)
系所分則
培育對經營管理領域有興趣之青年，使其成為優秀之專業經理⼈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或班級名
次)正本⼄份。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任何有利審查的參展、社團參
與及擔任幹部證明。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提供有助於審查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66 明志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B.D.,M.D.)
系所分則
培養對⼯業設計有興趣之年輕學⼦，施以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業設計教育訓練，培養成為符合產業需求之跨領域創新設計⼈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或班級名
次)正本⼄份。 3. 作品集(必)：歷年曾執⾏之設計作業或競賽成果等相關資料。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72 明志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B.A.,M.A.)
系所分則
培育對視覺傳達設計、平⾯設計、多媒體創作、影⾳創作、3D動畫製作有興趣之青年，使其成為優秀視覺傳達設之⼈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中畢業證書/修業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排名或班級排
名)正本⼄份。 3. 師⻑推薦函(選)：1封，親筆書寫或電腦打字均可。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得檢附參賽獲獎證明、社
團服務證明、學⽣幹部證明。 5. 作品集(必)：⾄少附上3件曾經做過完整作品。作品以個⼈為主；若是團隊進⾏的專題，須詳細
說明申請⼈在團隊中的⾓⾊與實際製作的部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醒吾科技⼤學 Hsing W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C4
聯絡電話 886-2-26015310#1201
地址 24452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段101號
網址 https://www.hw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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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6011532

宿舍 新⽣住宿保障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三、設置專責輔導單位統籌辦理學⽣⽣活輔導、課業輔導
備註 及其他相關事項，降低新進學⽣學習與⽣活的困擾，儘快融⼊校園⽣活。四、設有「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專責說明諮商輔
導功能及介紹各項資源，歡迎及⿎勵學⽣充分利⽤。
4171 醒吾科技⼤學 流⾏⾳樂創作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of Popular Music Program
系所分則
本學程之教育⽬標為培養具「多元⽂化素養、⾳樂創作能⼒」的優秀流⾏⾳樂⼈才，所訓練之學⽣可從事流⾏⾳樂產業鏈中專業
創作、歌唱演藝、產製研發及⾏銷經營等職務，為地⽅影視⾳產業發展之基⽯。課程除演唱、樂器等專業主修課程外，並規劃了
創作、⾳樂、⽂化、藝術、應⽤等概念課程。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39 醒吾科技⼤學 表演藝術系 Dept.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表演藝術系之教育⽬標乃為提升專業⼈⽂素養，優化產業⼈⼒資源，培植表演藝術⼈才，充實⽂創產業鏈結。本系發展主軸以培
育表演藝術領域之專業⼈才，作為發展特⾊；並⽴基於校址所在之「新北林口影視城」與影視產業群聚效應的地利條件，⼀同與
政府打造臺灣「好萊塢」的⽬標邁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84 醒吾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貫徹本校培育具「專技素養、國際視野、⼈⽂關懷」的教育理念及觀餐學群培育「具專技服務、經營管理與研發之⼈才」，
因應國家社會的發展，配合21世紀餐旅產業的需求，以培育具有餐飲旅館專業務實致⽤之服務與管理⼈才為⽬標。有視覺障礙或
辨⾊⼒異常者，不宜選填餐旅管理系。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85 醒吾科技⼤學 觀光休閒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系所分則
本系之教育⽬標係依據當前技職教育政策，配合產業發展⼈⼒需求，以培育具有觀光休憩專業知識之中、⾼階管理⼈才。為達此
⼀⽬標，本系以管理課程為基礎，觀光休閒事業經營管理、觀光休閒活動規劃設計⼆⼤課程模組為輔，並加強資訊應⽤，外語能
⼒及產業整合之觀念。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82 醒吾科技⼤學 新媒體傳播系 Dept.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系所分則
主要培育「時尚影視創作」、「流⾏傳播設計」專業技術⼈才，以「實務與創作結合、專業與全⼈並重」為⾸要⽬標。策略是建
⽴「以學⽣為本，追求教學卓越以提升學⽣未來競爭⼒」，在課程設計規劃符合國際產業需求。
特⾊：「國內第⼀所⿊魔法影視後製國際課程教學系所」、「國內第⼀所⽔下攝影國際認證課程教學系所」及「⼤學⽣，你VR
了沒!」。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86 醒吾科技⼤學 旅運管理系 Dept. of Trave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為達成培育旅運管理經營基礎專業⼈⼒以及為旅運實務⼈才養成作精緻規劃之設⽴宗旨，醒吾旅運管理系教學⽬標在落實「專業
能⼒」、「實務能⼒」與「基本外語能⼒」的觀光產業教育。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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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88 醒吾科技⼤學 商業設計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系所分則
以追求卓越設計為宗旨，積極輔導學⽣參與國際設計競賽及激發創作潛能，強調美學、科技、⼈⽂藝術與設計之結合。培養「視
覺傳達設計」、「⽂創商品設計」之專業設計⼈才，以及兼具⼈⽂藝術之涵養，實務與技術並重，以作育符合產業界需求之優秀
商業設計專業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387 醒吾科技⼤學 時尚造形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系所分則
1.以美學經濟而⾔－培育時尚造型設計⼈才。 2.以規劃執⾏而⾔－培育時尚展演規劃⼈才。 3.以市場分析而⾔－培育時尚產業連
鎖加盟⼈才。 4.以宏觀國際而⾔－培育具有國際專業能⼒之時尚產業⼈才。 5.以⼯作態度而⾔－培育敬業、樂群、專業的從業⼈
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79 醒吾科技⼤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Dept. of Fashion Industry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學系旨在培育內外兼修、具⼈⽂藝術涵養，能服務於時尚或設計產業之設計與管理⼈才，在技職體系強調「務實致⽤」的前提
下，運⽤課程務實化、技能證照化，提升學⽣就業⼒與國際化的視野與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603 醒吾科技⼤學 數位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Design

系所分則
本系以追求卓越設計為宗旨，配合國家⽂創政策與新北林口影視城發展，課程聚焦專業『數位影視與動畫設計』，兼顧實務與學
術能⼒之課程設計，強調數位科技之⼯具運⽤、⼈⽂藝術涵養與設計美學之結合。以⽂化為基礎，透過創意、科技與產業接軌，
培養具實務責任感之『影視動畫內容設計與製作專業創作⼈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中在校歷年
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7
聯絡電話 886-4-835-9000#1240
傳真 886-4-8344542
地址 51003彰化縣員林市⼭腳路三段2巷6號
網址 http://www.ccut.edu.tw
承辦單位 招⽣⼊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cie.ccut.edu.tw/upload/files/202005120405344027.pdf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1.修業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授予學⼠學位。 2.中州科技⼤學是⼀所強調理論與實務教學型卓越學府。設有⼯學
院、觀光與管理學院、健康學院共9個系。 3.本校設有專責單位協助瞭解⽣活環境及適應校園⽂化，提供新⽣與系所師⻑
溝通橋樑。 4.舉辦年節活動、寒暑假⽂化參訪活動。由本校師⻑與教職員擔任國際接待家庭。 5.校內提供各類獎學⾦、
校內⼯讀機會，建⽴安⼼就學學習環境。 6.中州科技⼤學國際交流中⼼聯絡⽅式如下： Email: cie.ccut@gmail.com
電話：+886-4-8359000 ext 1541、1545、1546、1549 傳真：+886-4-8399655

4241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餐飲廚藝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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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餐飲廚藝系之教學⽬標為培育製作健康餐飲之廚藝專業⼈才，訓練學⽣具有各種特⾊之廚藝技術，以中式廚藝、西式廚藝和烘焙
為主軸，於課程中加⼊健康養⽣元素，以訓練全⽅位之健康餐飲廚藝專業⼈才。延聘具專業背景和豐富經驗之業界師資，擔任本
系術科課程專任師資，除致⼒於教學外，並培訓學⽣積極參與各項廚藝競賽，於國內外之廚藝競賽中屢獲佳績，在培訓過程中不
但精進廚藝更增加學⽣⾃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14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系所分則
本系為國內第⼀所著重景觀造園能⼒培育的⼤學科系，以訓練務實及具備實作能⼒之景觀造園設計、施⼯與維護管理專⻑，及兼
重藝術美學之技術⼈才為宗旨，本系特⾊發展規劃如下：
◎課程規劃以景觀實務訓練為導向
⊙造園施⼯及植栽維護管理課程，於校園環境動⼿親作，強化做中學成效。
⊙規劃設計課程，除強調個⼈設計特⾊外並培養小組合作。
⊙專題製作結合地⽅產業及產學合作，爭取政府、學校、鄰⾥、業界合作服務機會，增加學⽣實務能⼒。
◎實作訓練以景觀就業能⼒為依歸
⊙輔導技術⼠檢定，造園景觀、電腦輔助建築製圖為發展重點。
⊙推動校內外景觀實作訓練與實習，增加學⽣專業能⼒，以提升職場競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098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餐旅商務⾏銷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and Commercial Marketing
系所分則
1. 「餐旅商務⾏銷系」教育理念植基在「商業4.0」和「⾏銷4.0」的產業發展趨勢。
2. 課程設計以「數位餐旅商務」、「創意餐旅商務」及「餐旅商務⾏銷」為架構。
3. 「餐旅商務⾏銷系」具體的教育培育⽬標有三點：
◎培育餐旅服務業『數據分析』和『數位⾏銷』餐旅商務與餐旅專業⼈才。
◎培育具『物聯網科技整合與應⽤能⼒』餐旅商務專業⼈才。
◎培育具『餐旅創意商品設計與開發能⼒』餐旅商務專業⼈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0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智慧⾃動化⼯程系電機組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gram
系所分則
培育以產業實務為基礎，科技發展趨勢為導向之各類電機專⻑⼯程師，於產業界中執⾏有關研發、製造、維修之任務，提升產業
界之競爭⼒。由基礎原理講解及實習操作，紮實學⽣之基本能⼒，再配合專題製作訓練、校外實習經驗，培養學⽣獨⽴思考與創
作能⼒，以勝任產業界之各項需求。本系學⽣在教師⿎勵與學習⾵氣薰陶下，具有參加校外專業項⽬競賽之優良傳統，歷年之競
賽成就斐然。更獲得教育部再造技優「⼯業智動化⼈才培育計畫」補助，發展⼯業4.0相關課程與技術。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71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智慧⾃動化⼯程系機械組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gram
系所分則
發展機械領域之設計製造、⾃動化、以及電動⾞等相關技術為⽬標。特⾊為：
⼀、「智慧設計與製造」：以電腦輔助應⽤為技術核⼼，配合創意製品的發展，向上拓展CAD/CAM與模具技術，並以電腦輔助
⼯程分析為輔，向下拓展產品⾼值化製造技術。
⼆、「智慧⾃動化」：結合機械、電機、電⼦、資訊等相關領域知識，針對各種特定⽣產製程機械，發展機電整合、檢測系統、
監控系統等技術。以及「電動⾞輛」特⾊，以配合綠能環保趨勢，發展電動⾞動⼒與控制技術、⾞輛檢測與維修能⼒，以符合未
來發展潮流。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174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保健⾷品系 Dept. of Health Food
系所分則
◎以保健⾷品開發與產製為發展⽅向。
◎重視實務教學，引進業界師資協同教學，重視學⽣實習及輔導學⽣考取證照。
◎發展產學合作，強化學⽣實務操作能⼒。
◎培養學⽣具有⾷品檢驗分析及品質管制能⼒、⾷品營養及安全衛⽣管理能⼒、保健⾷品研發及產製能⼒、保健⾷品⽣物技術應
⽤能⼒、營養保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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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2
聯絡電話 886-2-24372093#614/616
傳真 886-2-24368038
地址 基隆市中⼭區復興路336號
網址 http://www.cku.edu.tw
承辦單位 研發處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處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a.cku.edu.tw/files/15-1028-27017,c82-1.php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具當地⾼中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可經由海聯會或本校獨招管道就讀本校四年制⼤學部。 ⼆、須具備中⽂聽、說、
讀、寫B1級(CEF)以上能⼒。 三、備有全新宿舍，僑⽣與外籍⽣可優先申請住校。 四、有關本校各系資源概況，請參閱
本校網⾴www.cku.edu.tw 五、有關本校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國際組網⾴
http://ia.cku.edu.tw/bin/home.php

4450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Leisure and Health
系所分則
本系朝課程系統化、教學專業化、教學設施普及化，並開拓教育資源，透過社會團體、企業機關、觀光遊憩中⼼、健身俱樂部提
供實習之場地、資訊、物⼒，並簽訂建教合作達到設系⽬標。本系亦將規劃成⽴學術研究小組，積極開發與本系相關之學術研究
計劃案，並與⼤台北地區之醫療院所及學術研究機構交流合作，以吸收專精提昇學術研究⽔準。 ⾏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
病（如癲癇等）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宜審慎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必)：繳費收據正本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
(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
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必)：以中⽂或英⽂撰述300⾄500字之⾃傳（含讀書計畫）⼄份 8. 讀書計
畫書(選)：以中⽂或英⽂撰述300⾄500字之⾃傳（含讀書計畫）⼄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23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口腔衛⽣照護系 Department of Oral Hygiene Care
系所分則
⼀、男⼥皆收。
⼆、培育專業口腔衛⽣照護師，與⽛科專家團隊共同⼯作，提供全⺠口腔健康促進、口腔衛⽣照護及口腔衛⽣教育推廣。
三、多元建教合作:與北部各⼤醫療機構⽛科部⾨、⽛醫診所等建教合作，畢業即就業。
四、秉持「配合社會需要、適應世界潮流、培植優秀之口腔衛⽣⼈才，以服務群眾」的理念，加強口腔衛⽣照護系學⽣口腔照護
及預防醫學的知能與實務能⼒，以達「教、考、⽤」合⼀的技職教育⽬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畢業證書/
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3. 單⼀學系審查費繳費證明(選)：繳費收據正本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
校內外服務證明等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7.
⾃傳(選)：以中⽂或英⽂撰述300⾄500字之⾃傳（含讀書計畫）⼄份
8. 讀書計畫書(選)：以中⽂或英⽂撰述300⾄500字之⾃傳（含讀書計畫）⼄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37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1.本學系的教育⽬標明確，且配合全校的發展⽬標與社會潮流需求，由全系教師討論訂定。結合學校重視⼈⽂、⽣態、健康的整
體營造，本系不斷朝課程領域規劃、跨領域研究計畫與增聘新進師資的⽅向努⼒，持續提昇本系科之成⻑動⼒，在學⽣的學習獲
得相當不錯的助益與成果。 2.課程規劃重視護理專業核⼼素養之培育，課程中規劃臨床照護與社區照護(包括健康促進、疾病預
防、與⻑期照顧)⼆⼤領域。⼊學學⽣須完成所規定之臨床護理實習時數始得畢業。⾏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病（如癲癇
等）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宜審慎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畢業證書/
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選)：以中⽂或英⽂撰述300⾄500字之⾃傳（含讀書計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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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70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品保健系 Dept. of Food and Health Science
系所分則
以「保健製備及產程管理」、「保健⾏銷及企劃服務」、「保健研發及教育推廣」三⼤就業市場為導向。 具有『⾷品分析與檢
驗』、『中餐烹調』及『烘焙⾷品』等職訓局認證合格考場，實地模擬學⽣專業證照之通過率⾼。課程設計強調科技與⼈⽂之統
整與應⽤，重視學⽣進⼊就業職場競爭⼒之培養安排學⽣⾄⾷品保健相關產業、醫療機構、衛⽣單位及研究機構實習。 辨⾊⼒異
常者宜審慎考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正本/畢業證書/
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等 3.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
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等 4.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選)：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6. ⾃傳(選)：以中⽂或英⽂撰述300⾄500字之⾃傳（含讀書計畫）⼄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東⽅學校財團法⼈東⽅設計⼤學 TUNGFANG DESIGN UNIVERSITY
學
校
基
本
資
料
獎
學
⾦
宿
舍

學校代碼
D0
聯絡電話 +886-7-6939541
地址 82941臺灣⾼雄市湖內區東⽅路110號
網址 http://www.tf.edu.tw/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
http://testweb.tf.edu.tw/sites/default/files/ao_files/%20%E6%96%B0%E7%94%9F%E5%85%A5%E5%AD%B8%E7%8D%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創⽴於1966年，為國內唯⼀的設計⾼等學府，以「設計美學」與「國際宏觀」作為教育主體，以培育學⽣成為國際設計領航⼈才
驗開始，提昇學⽣對於美的敏銳、品味及軟實⼒。學制有⽂化創意設計研究所博⼠班、⽂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美術⼯藝 系碩⼠班、室
備
專科部、進修部、進修專校及進修學院等不同學制，提供學⽣升學及進修的多元化選擇。校內福⽥繁雄設計藝術館，典藏被譽為「世
註
往下扎根，同時企求精進，以建構⼀個更⾼遠的設計平台。並採取「⼯坊式教學」，強調「做中學、學中做」的務實精神，除⼤量延
只是口號，而是東⽅學⼦充滿就業⾃信的「即戰⼒」。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1857 東⽅學校財團法⼈東⽅設計⼤學 設計⾏銷系 Department of Design Marketing
系所分則
教學特⾊：
以產品設計與⾏銷創新服務為學⽣未來就業主軸。學習「設計」和「⾏銷」之相關知識與分析解決問
題的能⼒。
畢業出路：
商品⾏銷企劃、開發設計服務、品牌設計整合⾏銷、公共關係服務、創業展店服務業、廣告⾏銷等⾏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54 東⽅學校財團法⼈東⽅設計⼤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教學特⾊：
紮實的實作訓練與證照取得能⼒/餐飲衛⽣安全的管理應⽤能⼒強化餐飲美學的創意能⼒/實習教學結合與職場就業能⼒/經營團隊
合作與溝通能⼒
畢業出路：
●餐飲經營與管理專業⼈員
各式餐飲業內場採購、製作、產品開發設計、衛⽣管理⼈員，外場⾏銷、服務管理⼈員。⾃⾏創
業特⾊餐飲業者。
●餐⾷供應製作公司經營與管理專業⼈員
各式中央廚房、團膳公司、中/西式點⼼/麵包製作、飲料調製等烹調、採購、產品開發設計、衛⽣
管理⼈員。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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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傳(必)

黎明技術學院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4
聯絡電話 886-2-29097811#1546
傳真 886-2-22964276
地址 24305新北市泰⼭區黎明⾥泰林路3段22號
網址 http://www.li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lit.edu.tw/files/13-1033-30005.php?Lang=zh-tw
新⽣優先⼊住宿舍，宿舍内均有空調、衛浴。
⼀、本校⼤學部共有12個系招收僑⽣。 ⼆、備有學⽣宿舍，僑⽣申請可優先住校。 三、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僑外⽣
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www.lit.edu.tw)

4527 黎明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配合產業發展⼈⼒需求及產業專精化服務精緻化之趨勢，以培育具備餐飲管理專業知識之基礎與進階階管理⼈才。⼆、以華
語教學，對餐飲烹飪有興趣同學。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請描述成⻑歷程及家庭狀況。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10 黎明技術學院 觀光休閒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期許培育學⽣具備專業倫理及重視服務精神之觀光休閒專業之服務⼈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請描述成⻑歷程及家庭狀況。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113 黎明技術學院 表演藝術系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系所分則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備創作⼒的「多⽅位表演藝術」專業⼈員。 由本系教育⽬標所訂定出學⽣之基本核⼼能⼒共有6項： 具備
基本與進階的表演學術理論 藝術與⼈⽂相關知識 專業表演企劃理論能⼒ 專業技術與實務之能⼒ 舞台、銀幕表演或製作⼯作之應
⽤能⼒ 影視產業相關知識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請描述成⻑歷程及家庭狀況。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0 黎明技術學院 影視傳播系 Deparment of Film and TV
系所分則
⼀、發展重點及特⾊
為培養學⽣具備傳播藝術領域的專業學習與發展，培訓影像創作、節⽬企劃製作、燈光⾳響技術等實作訓練課程，打造藝術群科
強調原創、專業、團隊精神，整合創意⽂化產業與新媒體⾏銷內容，積極培育學⽣成為優秀的影像傳播專業從業⼈員。未來將整
合產業界、中央與地⽅政府機構、學術界、研究單位和社會團體等資源，積極發展成為北臺灣最具競爭⼒之影像傳播專業⼈才培
育中⼼。
⼆、教育⽬標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備創作⼒的「多⽅位表演藝術」專業⼈員。
由本系教育⽬標所訂定出學⽣之基本核⼼能⼒共有6項：
具備基本與進階的傳播產業理論
藝術與⼈⽂相關知識
專業媒體⾏銷理論能⼒
專業技術與實務之能⼒
節⽬與活動幕後⼯程之應⽤能⼒
傳播產業相關知識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請描述成⻑歷程及家庭狀況。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772 黎明技術學院 戲劇系 Department of Drama &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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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重點及特⾊

系所分則

本系發展強調技職體系所主張的「為職場培育⼈才」、「以職場⼯作為核⼼」的教育⽬標，加強「實作演練」、「業界實習」及
「就業接軌」，以期培育符合產業需求的基層與中階戲劇藝術/劇場藝術專業⼈才。著重「專業性、原創性、團隊精神、內涵與表
現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重」五⼤特⾊，期望賦予學⽣理性與感性並具，藝術與科學兼學的全⼈學習。
⼆、教育⽬標
本系之教育⽬標為培育「戲劇表演專業⼈才」、「劇場技術從業⼈才」、「戲劇藝術創作⼈才」、「演出製作⾏政⼈才」及「戲
劇應⽤執⾏⼈才」，並針對此教育⽬標訂定：「戲劇表演專業能⼒」、「劇場技術執⾏能⼒」、「戲劇編導創作能⼒」、「演出
製作⾏政能⼒」、「戲劇作品的評析能⼒」及「戲劇跨領域應⽤能⼒」六⼤核⼼能⼒，及「專業態度」、「創新思維」、「⼈⽂
美學」、「資訊運⽤」、「國際觀點」、「團隊合作」六⼤⼈⽂素養的要求，期望藉此培育戲劇藝術及劇場藝術各部⾨所需之優
秀專業⼯作者。
⼗⼤核⼼能⼒指標：
(1)⼈⽂與美學基本素養
(2)戲劇表演理論素養
(3)戲劇表演元素認知及表達技能
(4)戲劇藝術創新與編導技能
(5)劇場技術設計認知與製作技能
(6)藝術⾏政企劃與執⾏技能
(7)戲劇/劇場藝術及傳播媒體整合與表現技能
(8)戲劇藝術作品之反思與批判能⼒
(9)展演經營管理及溝通協調能⼒
(10)戲劇應⽤於其他領域之技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請描述成⻑歷程及家庭狀況。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11 黎明技術學院 ⾞輛⼯程系 Deparment of Vechicle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發展重點
本校辦學理念以「誠樸精勤」為中⼼主軸，實踐與落實的⽅式，充分展現技職學校的特⾊。⾞輛⼯程系課程規劃除了兼顧理論與
實務外，強調技職體系所主張的「為職場培育⼈才」，「以職場⼯作為核⼼」的教育⽬標，加強「實作演練」、「業界實習」及
「就業接軌」。課程設計以「多⽅位技術」為主軸教育外，並搭配動⼒機械應⽤課程，以期培育符合產業需求的基層與中階專業
汽機⾞技術⼈才。在教學⽅⾯，開設此領域專業之課程，在實作技術⽅⾯，期望結合與廠商的產學合作研究案，並⿎勵學⽣參與
國內、外各種相關競賽。
課程規劃與特⾊
本系主要以培育研發、設計、製造與維修之⾞輛⼯程技術⼈才為⽬標，透過｢⾞輛⼯程、引擎動⼒」、｢CAD/CAM、電腦輔助機
構設計」及｢⾞輛機電整合、⾃動控制」等三⼤領域，導引學⽣成為具有務實能⼒及專業證照之中階⾞輛⼯程⼈員。同時透過產
學合作與校外實習，學⽣可與產業界無縫接軌直接就業。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3. ⾃傳(必)：請描述成⻑歷程及家庭狀況。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苑科技⼤學 KAO YU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A0
聯絡電話 886-7-6077777
傳真 886-7-6077788
地址 82151⾼雄市路⽵區中⼭路1821號
網址 http://www.kyu.edu.tw/
承辦單位 研發處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處國際交流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rd.kyu.edu.tw/kyuord/in401.html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1.本校為座落在⾼雄科學園區內之產業型科技⼤學，附近有許多⾼科技公司提供參訪與實習機會。 2.⾼雄市中⼼⾄本校交
通便捷，有捷運、巴⼠、⽕⾞等交通⼯具迅速抵達本校;⾼雄國際機場⾄本校只需30分鐘。 3.⾼苑科技⼤學榮獲教育部
102-108年度⾼教深耕/教學卓越計畫總計補助經費逾2億6仟6佰萬元。 4.本校設有產業學院，發展成為全國唯⼀⼀所整合
科技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養畢業⽣具百分之百就業能⼒的⼀流科技⼤學。
備註 5.本校僑⽣專責單位為國際交流中⼼，配合校內其他協助單位，為每位遠道而來之海外僑⽣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6.本校備
有男⼥⽣宿舍，境外⽣有優先保留床位之權⼒，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 7.有關本校各系所教學資源及師資概況，請參
閱各系所網⾴。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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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 ⾼苑科技⼤學 數位經營管理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具備專業證照及豐富實務經驗的特⾊師資
本系擁有具國內外知名⼤學碩博⼠學位之專任師資
多數師資具有管理與數位資訊相關領域之專業證照，並具備豐富之實務經驗
課程特⾊
培育學⽣具備數位製造業管理、服務創新基礎知識
數位化企業管理功能構⾯的基本訓練
培養學⽣統整企業管理與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的能⼒
實習與畢業出路
擔任⾼科技產業數位製造⼈員、⾦融⾏銷⼈員、數位⾏銷、樂齡產業等相關服務業之專業⼯作及擔任⼀般企業之經營管理⼯
作。
可報考與就讀企業管理、經營管理、服務事業管理或是相關管理科系之研究所。
⽬標是通過教授學⽣⼯商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培養和培養管理專家和未來的商業領袖，培養具有⾼⽔平職業道德的服務精
神，平衡他們的⽂科技能和科學素質。 還致⼒於培養學⽣在管理國際商業管理⽅⾯的專業和實踐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51 ⾼苑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結合在地產業特⾊，推動產業之智慧化電⼦技術專業課程，保證學⽣與產業無縫接軌。並積極與在地電⼦企業交流，落實學
⽣課業、實習與就業之輔導及⽣涯規劃，增進學⽣就業機會與職場競爭⼒。
本系所之研究與教學之發展⽬標為：
1.配合教育政策及產業發展⽅向，以培養理論與實作兼備符合「電⼦相關產業」所需之製造、設計、研究及⼈⽂素養 的專業科技
⼈才為⽬標。
2.培養電⼦設計與製造之能⼒。
3.培養電⼦儀器操作、管制及維護之能⼒。
4.培養使⽤電腦輔助電⼦⼯程相關軟體之能⼒。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4
聯絡電話 886-3-8572158
傳真 886-3-8465413
地址 973302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段880號
網址 https://www.tcust.edu.tw/?Lang=zh-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b.tcust.edu.tw/p/406-1012-43079,r730.php?Lang=zh-tw
1.本校建置三棟宿舍，共計2300餘床，提供同學申請。 2.宿舍分為男/⼥，⼀學期費⽤【⼥⽣】新台幣5000元，【男⽣】
新台幣6500元，三棟各安排四位舍監24小時輪值，提供安⼼學習環境。 3.室內增設冷氣機(使⽤者付費)，週⼀⾄週四晚
間20時安排晚⾃習時段，培養規律⽣活作息。 4.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修業年限四年，條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三、男⼥
⽣兼收。四、收費項⽬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成績優秀新⽣⼊學獎助
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績優學⽣獎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三）
⼯讀學⽣獎助學⾦。六、本校學⽣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七、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3316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系所分則
本校⾃2014年開始辦理四技護理系，2018年起招⽣三班。四技護理系的培育⽬標在(1)培育具備⽣命關懷的護理專業⼈才。(2)培
育學⽣成為具備全⼈照護實務能⼒之專業護理⼈員。(3)結合慈濟醫療志業體資源，提供學⽣實習，強化實務經驗。(4)透過國際
交流，強化專業知能，增進國際視野。本系以華語教學為主，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
及格者，授予學⼠學位。收費項⽬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1）績優學⽣獎助學⾦：學
⽣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2）⼯讀學⽣獎助學⾦。本校男⼥⽣兼收。學⽣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備有宿舍，可申
請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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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影本⼀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影本⼀份(⾼中最後三年)
函(選)：推薦函⼀份 4. ⾃傳(必)：中⽂⾃傳⼀份 5. 讀書計畫書(必)：中⽂讀書計畫⼀份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3. 師⻑推薦

3315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系所分則
培養富涵慈濟⼈⽂素養、具備基礎與專業知能、實務操作能⼒、獨⽴解決問題、⾃主與終身學習、團隊合作、創新研究、重視專
業及社會責任的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才。專業能⼒⽬標：1.培養學⽣具備放射診斷、放射治療、核⼦醫學、醫學影像之理論知
識與實務能⼒；2.培養學⽣具備基礎醫學與⽣命科學知識能之第⼆專⻑；3.培養學⽣具備輻射安全防護知識與管理之能⼒，實踐
醫學倫理與⼈⽂關懷之情操；4.培養學⽣具備通過醫事放射師國家考試之能⼒，以取得國家醫事放射師之證照。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最⾼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影本⼀份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份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中⽂或英⽂能⼒證明、競賽成果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651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本系的培育⽬標為:1.培養具⼈⽂素養與重視職場倫理之資訊⼈才。2. 培養資訊科技與管理之資訊⼈才。3. 培養系統整合及問題解
決能⼒之資訊⼈才。4. 培養跨領域及國際觀之資訊⼈才。5. 培養學⽣具備邏輯思考及語⽂運⽤之能⼒。。教學兼顧理論與實務應
⽤，結合慈濟志業資源及現今產業⼈才需求，以3D虛擬實境互動多媒體、雲端網路應⽤、⾏動APP開發、AI⼤數據與新媒體為
主軸，著重專業倫理、敬業樂群精神及專業資訊技能培育，以增強學⽣畢業後就業競爭⼒。升學規劃積極推動⽇本東京⼯藝⼤學
與遼寧科技⼤學等國外知名學府交換學⽣交流與雙聯學位簽署；就業規劃積極與慈濟醫院、慈濟基⾦會、靜思⼈⽂、⼤愛電視
台、⼤愛感恩科技、英業達公司、愛迪斯科技、秀傳醫院、等知名企業簽署建教合作、海外實習及就業規劃。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成績單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
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在校傑出表現(如社團資料、班級幹部資料、相關競賽資料、特殊才
能資料等)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資訊能⼒相關證照 6.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加分之資料，如⼯作經
歷、作品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87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Dept.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系所分則
本系為東台灣地區僅有之健康管理相關科系，結合慈濟醫療體系與健康產業在地優勢與豐沛的資源，提供臨床實習與演練操作的
絕佳素材與環境，符合國家與地區重點發展之產業。
培養學⽣具備撰寫實務專案及思考分析之知能；醫務⾏政管理與健康管理之專⻑；國際觀與跨領域之專⻑；醫療與健康產業實務
應⽤之就業能⼒；⼈⽂素養與⼤愛感恩之胸懷。
課程結合醫療體系與健康產業與⻑期照護管理的實務專家與業師，培養學⽣具備跨領域整合能⼒並提供臨床實習與演練的操作環
境與設備。
外國⽣畢業後在台與回國後可於醫療機構或健康產業機構之⾏政管理⼯作。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證書⼀份、修業證明⼀份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份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選)：中⽂⾃傳、社團表現、擔任幹部、校外服務、獲獎或參賽、中⽂能⼒或英⽂能⼒說明...等，皆可提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4288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培養具有⼈⽂素養、創意思考、團隊合作、跨⽂化視野與重視職場倫理的管理⼈才，以發展學⽣「網路⾏銷與傳播企劃」、「流
通客服與國際商務」、「創業規劃與整合實務」領域之中英雙語與商務能⼒。
專業特⾊包括：
1.培育跨域性、創意性、產業共通性之能⼒
2.與產業鏈結發展綠⾊⾏銷、企業社會責任、社會創新
3.營造專業實務化、在地化、與國際化環境
4.實務專題結合教師產學合作、業師協同教學、輔導證照強化專業，媒合國內外實習機會，提升就業⼒。
強調涵育學⽣的⼈⽂素養，引⼊環境友善綠⾊思維，培養跨領域整合能⼒，並接軌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管理之國際潮流；提
供國外實習、研習、⼈⽂交流、雙聯學位等多元學習機會，擴展國際視野。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學歷證件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中最後三年) 3. 師⻑推薦函(選)：推薦函⼀
份 4. 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等(選)：參展證明、社團參與證明、學⽣幹部證
明、校內外服務證明、得獎證明 5. 相關證照或檢定證明(選)：證照(技術、語⽂)等，請盡量提供，以利審查。 6. 其他有利審
查之資料(選)：其他有利審查加分之資料如⼯作/⼯讀等經歷，亦歡迎提供。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Min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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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B0
聯絡電話 886-3-592-7700#2345
傳真 886-3-5925477
地址 30743新⽵縣芎林鄉⼤華路1號
網址 http://www.mitust.edu.tw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1、國際學⽣(新⽣)保障⼊住。 2、本校國際學舍，為全新打造之飯店級四⼈式冷氣套房，內附個⼈床組、書桌櫃椅及⾐
櫃，每層樓均有獨⽴⾨禁系統，衛浴乾溼分離。 3、備有⾃助洗、烘⾐設備、洗⾐間、茶⽔間、交誼廳及曬⾐場。 4、專
宿舍 ⼈舍監輔導，不定期舉辦交誼、節慶聚會活動，聯絡宿舍同學情誼。 5、設施完善、視野遼闊，提供學⽣安全舒適的優質
住宿環境。 6、國際學舍住宿費，⼀學期新臺幣(NT$)11,000元(四⼈房)；(NT$)14,000元(⼆⼈房) (不含保證⾦新臺幣
(NT$)1,000元及冷氣費、電費)。
⼀、男⼥兼收。 ⼆、本校備有男⼥⽣宿舍，僑⽣(新⽣)均可優先住校。 三、校內設有圖書館、休閒活動中⼼、⾃修室、
備註 ⾃助餐廳、便利商店、⽇常⽣活供應俱全，校區設有公⾞站，鄰近⾼鐵站，⽣活機能便利舒適。 四、本校網址：
http://www.mitust.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1794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1、培育學⽣具備專業廚藝技術、餐飲機構經營管理與服務、餐飲知能與資訊，以及健康餐飲等專業技能。
2、培育學⽣在社會科學、藝術、⽂化、經濟、⼈格發展等⼈⽂涵養之餐飲基礎與創新知能，以精進餐飲產業服務品質
3、塑造優質健康餐飲學習氛圍，以因應未來多元化餐飲產業就業市場之需求。
4、校外實習與附近產業結合，以便將教學理論與實務操作結合，更能提升學⽣職場競爭⼒及考照能⼒。
5、寒暑假期間舉辦國內外參訪活動，加強外語能⼒與培養世界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
名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傳、推薦函、獎狀、語⽂能⼒證明、特殊能⼒及其他專⻑、各種服務證明等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65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智慧⾞輛與能源系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and Energy
系所分則
智慧⾞輛之發展⽅興未艾，本系即因應智慧⾞輛之發展趨勢，以培養智慧⾞輛相關之專業⼯程與技術⼈才為⽬標，課程涵蓋新能
源⾞與⾃動駕駛之基礎學理，以及⾞輛開發與製造所需之知識，並強化實務操作之學習與企業應⽤，以切合智慧⾞輛產業之所
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
名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傳、推薦函、獎狀、語⽂能⼒證明、特殊能⼒及其他專⻑、各種服務證明等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66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智慧製造⼯程系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本系課程規劃以「⽣產系統智慧化」為核⼼思考，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內容涵蓋多知識領域課程，如「⼈⼯智慧」、「機器學
習」、「深度學習」、「巨量資料分析」、「物聯網」、「精實管理」、「機器⼈實務」、「機電整合」、「感測系統」、…
等，實務⽅⾯規劃智慧製造相關實習課程，導⼊機器⼈與機聯網應⽤，使學⽣具備智慧製造系統整合與應⽤之專業技能，熟悉智
慧⼯廠產線與資訊監控技術，同時輔以專業技術證照培訓，規劃⼤⼀⼤⼆前往海內外⼯廠參訪⾒習，⼤三參與產學合作專題，⼤
四開始實習，搭配敏實集團未來⼯廠實際場域訓練，培育具有未來視野、紮實知識和豐富經驗的新⼀代AI⼯程技術⼈才。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畢業⽣請提出畢業證書，應屆畢業⽣請提出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有百分⽐及排
名資料為佳。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傳、推薦函、獎狀、語⽂能⼒證明、特殊能⼒及其他專⻑、各種服務證明等等。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B9
聯絡電話 886-3-4361070
地址 32091桃園市中壢區中⼭東路三段414號
網址 http://www.nany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證住宿（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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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4658965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三、教學以中⽂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聽講能⼒。四、有關教學資
源概況、各系所簡介、獎助學⾦及學⽣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nanya.edu.tw）。五、提供健
備註 身房、桌球室、韻律教室及符合室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另有新落成的觀光餐旅⼤樓，提供學⽣
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六、本校鄰近中壢⼯業區，求學、⼯讀及就業最⽅
便。
250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 餘依⼀般限制。
三、 配合社會與區域性產業之需求，並與國家發展重點特⾊接軌，培育學⽣成為具有機械設計、製造及⼯廠管理等現代化機械專
業職能的⼈才，能善⽤電腦輔助設計(CAD)、電腦輔助分析(CAE)、電腦輔助製造(CAM)以及精密量測等技能，本系將朝「製造
技術」以及「機械設計技術」等⽅向發展。並已成⽴5個技能證照考場（含機器腳踏⾞修護⼄級術科測試考場），藉以達成就業
與研究能⼒向上提昇，教學品質向下紮根之⽬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政院設⽴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間團體驗證之外國學校最⾼學歷或同等學⼒證明⽂件及成績單（中、英⽂以外之語⽂，應附經公證之中⽂或英
⽂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傳(必)：⾃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52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程系⾞輛⼯程組 Vehicle Engineering Program,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 餘依⼀般限制。
三、 配合社會與區域性產業之需求，並與國家發展重點特⾊接軌，培養學⽣在⾞輛服務業能從事⾞輛銷售、診斷維修、⾞輛檢
驗、零件管理、經營服務管理，⾞輛組將朝「⾞輛檢修與管理」以及「⾞輛控制技術」等⽅向發展。並已成⽴5個技能證照考場
（含機器腳踏⾞修護⼄級術科測試考場），藉以達成就業與研究能⼒向上提昇，教學品質向下紮根之⽬標。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政院設⽴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間團體驗證之外國學校最⾼學歷或同等學⼒證明⽂件及成績單（中、英⽂以外之語⽂，應附經公證之中⽂或英
⽂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傳(必)：⾃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系所分則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餘依⼀般限制。
三、本系發展特⾊涵蓋「環境技術與管理」及「災害防救技術與管理」⼆領域，前者培養學⽣環境⼯程與新興綠能科技專業技
能，後者培養學⽣具備職業安全衛⽣及災害防救等專業技能。本系師資優良，整合環⼯與防災專業申請產學計畫。本系擁有8間
實驗室，提供學⽣良好之學習與技能培訓環境。本系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提供學⽣校外實習機會，學⽣具備升學及就業優
勢；本系已連續五次（20年）獲教育部評鑑⼀等，辦學績效卓著。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政院設⽴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間團體驗證之外國學校最⾼學歷或同等學⼒證明⽂件及成績單（中、英⽂以外之語⽂，應附經公證之中⽂或英
⽂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傳(必)：⾃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2492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系所分則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餘依⼀般限制。
三、以「AIoT⽣活科技應⽤」為本系發展特⾊主軸，包含：1.⼈⼯智慧機器⼈：使⽤⼈⼯智慧技術來提升機器⼈的應⽤能⼒，使
學⽣可以將⼈⼯智慧機器⼈應⽤於⽣活中。2.物聯網⼯業4.0：著重於物聯網與⼯業4.0應⽤之設計與實作，訓練學⽣開發物聯網
的⽣活應⽤程式及實作⼯業4.0的各項智慧製造應⽤。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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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學歷證明(必)：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政院設⽴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間團體驗證之外國學校最⾼學歷或同等學⼒證明⽂件及成績單（中、英⽂以外之語⽂，應附經公證之中⽂或英
⽂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傳(必)：⾃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1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 Education
系所分則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餘依⼀般限制。
三、本系獲教育部審認通過為培育幼兒園教保員之學術單位，故以培育優質之幼兒園教保員為⾸要⽬標，設置多間專業教室，課
程內容涵蓋幼兒教保、嬰兒照護、特殊教育、課後照顧、兒童產業等領域。並輔導學⽣取得保⺟⼈員技術⼠證照，使學⽣具備照
護、保育及教育0⾄12歲兒童之多元知能，以拓展學⽣之就業職場。學⽣畢業後可擔任幼兒園教保員、托育⼈員、特殊教育助理
員、課後照顧中⼼服務⼈員等教保相關⼯作⼈員，亦可報考幼兒保育、幼兒教育、兒童福利等領域之碩⼠班，持續進修。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政院設⽴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間團體驗證之外國學校最⾼學歷或同等學⼒證明⽂件及成績單（中、英⽂以外之語⽂，應附經公證之中⽂或英
⽂譯本）。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傳(必)：⾃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1851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系所分則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餘依⼀般限制。
三、本系專業課程均具專業與實務取向，發展在地飲⾷⽂化，為適應國際化與全球化社會型態遽變之趨勢，重點發展之特⾊為：
1.藉由情境式實習環境與餐廳籌設規劃課程，建⽴學⽣⾃⾏創業能⼒，並開設地⽅性特⾊課程符合地⽅產業需求。 2.循序漸進，
設備完整輔導學⽣考取技能檢定專業證照。 3.跨國際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推動地區發展。 本系學⽣在畢業前完成校外餐飲廚藝相
關實習課程，藉此加強學⽣專業能⼒，並培養良好的⼯作態度及價值觀。
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1. 最⾼學歷證明(必)：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政院設⽴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間團體驗證之外國學校最⾼學歷或同等學⼒證明⽂件及成績單（中、英⽂以外之語⽂，應附經公證之中⽂或英
⽂譯本）。 2. ⾼中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必)：歷年成績單
3. ⾃傳(必)：⾃傳
"「個⼈申請」分發後之餘額得流⽤⾄「聯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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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聯合分發之學校及系組招⽣規定－－－第⼀類組
⼀、 欲查詢表列 110 學年度公私⽴⼤學聯合分發制名額（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西元 2021 年 8 ⽉），請⾄海外
聯招會網⾴（https://student.overseas.ncnu.edu.tw/quota）查詢。⾄公私⽴⼤學各學系招⽣系組如有異動,
本會另將公告於海外聯招會網⾴（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 修業年限除各校有特別規定外,皆為四年。
三、 所謂「依⼀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四、 身⼼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應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
及⽣活照輔措施，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1
聯絡電話 886-2-33662007#356
傳真 886-2-23620096
地址 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網址 https://www.n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僑⽣及陸⽣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ocfs.osa.ntu.edu.tw/service/page3
保障僑⽣⼊學第⼀學期可優先住宿，請逕洽本校學⽣住宿服務組，網址：https://osa_dorm.ntu.edu.tw/
臺⼤⽬前已有11個學院及3個專業學院，共約55學系、134研究所，另設有50餘個各學術領域之國家級或校級研究中⼼，
是臺灣規模最⼤的綜合性⼤學。學⽣總⼈數現今已達32,000多⼈，其中⼤學部近17,000⼈，研究⽣15,000餘⼈，⽐例接
近⼀⽐⼀，已經成功轉型為研究型⼤學。臺⼤培養出眾多學術界頂尖學者，包含臺灣第⼀位諾⾙爾獎得主李遠哲博⼠，以
及多位的正副元⾸、企業領導⼈，是臺灣最具影響⼒的學校。
系所分則

1001 國⽴臺灣⼤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之教育⽬標及課程設計，涵蓋中國語⾔⽂字、⽂學、⽂獻及思想等範疇，古今並重，與⼤陸中⽂系有所區別，亦較臺灣其他
研究型⼤學的中⽂系完整，其中以強調原典之閱讀最具特⾊。本系專任教師50餘名，兼任教師20餘名，專⻑遍及各領域，建議申
請⼈應於申請前⾄本系網⾴充分了解教師研究⽅向及課程設計，以利研究規劃。
1002 國⽴臺灣⼤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本系教學之宗旨，在培養深具⼈⽂素養之⾼級外語及學術研究⼈才，訓練學⽣獨⽴思考，並推動外國語⽂學研究，藉深⼊了解外
國⽂學與⽂化，提升語⾔訓練之層次，並為中華⽂化開拓更寬廣的視野，激盪學術與創作之發展。本系課程安排⼀向講求⽂學與
語⾔訓練並重。除原有之⽂學、語⾔學課程及英語聽說讀寫訓練課程外，近年更增開多種實⽤選修課程，以因應時代及社會之需
求。
1003 國⽴臺灣⼤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強烈建議中⽂程度應達「華語⽂能⼒測驗」(TOP)第4級以上。
(⼆)本系課程須閱讀⼤量中⽂古籍與歷史資料，⽂⾔⽂閱讀能⼒不佳者，請勿選填本系。
1004 國⽴臺灣⼤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臺⼤哲學系成⽴於1928年，是國內歷史最為悠久的哲學系。本系師資結構多元，研究專⻑涵蓋東⽅哲學、歐陸哲學、英美哲學各
個領域，國籍包含臺灣、香港、⽇本、德國、⽐利時等地。因此，本系學⽣預期可以得到最全⾯的哲學訓練，並能培養跨⽂化的
國際視野。而建基於本系的多元，我們將會進⼀步發展東西哲學會通的⽅向。期望學系能夠闡揚哲學理論的實踐功能，開發東西
哲學傳統資源回應當前議題；同時增強學⽣的⼈⽂素養與思辨能⼒，以致懂得⽴⾜於變化無常的世界、⾯對⼈⽣種種的挑戰。
1005 國⽴臺灣⼤學 ⼈類學系 Dept. of Anthropology
培養具⼈類學多元⽂化視野的⼈才。⼀⽅⾯透過基礎理論課程、區域⺠族誌與專題等課程，期許畢業⽣具備理解⼈類社會⽂化發
展歷程的能⼒，以及理解⽂化多元性、包容差異並能關懷、反省當代社會問題的素養。另⼀⽅⾯，本系⿎勵學⽣通過選修、雙修
或輔系等⽅式廣泛地接觸跨系所的 相關課程以開拓視野，落實通才培育的⽬標，並作為學⽣未來進修時執⾏研究的基礎。
1006 國⽴臺灣⼤學 圖書資訊學系 Dep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中⽂程度應達「華語⽂能⼒測驗」(TOCFL)第4級以上。
1007 國⽴臺灣⼤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為培養學⽣學習及研究⽇本語⽂能⼒，進而造就專業⼈才，於⺠國83年奉准成⽴，為國⽴⼤學中⾸設之⽇⽂系。並為延續且
落實學⼠班教育⽬標，培養具專業⽇⽂素養及國際觀之多元⼈才，於⺠國92年成⽴碩⼠班。
1008 國⽴臺灣⼤學 戲劇學系 Dept. of Drama and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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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1999年成⽴戲劇學系學⼠班，授予⽂學學⼠學位（Bachelor of Arts），每年平均招收學⽣35〜40名（男⼥各半），為國
家培育未來的戲劇研究者、編創⼈才、劇場暨藝術⼯作者、中等教育師資，以及⽂化產業之中堅⼈才。
本系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美學與技法、傳統與現代、東⽅與西⽅，希望在厚實的⼈⽂基礎上提供全⾯、均衡的戲劇教育，讓每
位學⽣得以於戲劇各個層⾯如歷史、理論、編創、表導演、設計、技術等獲得充分的學習，並依學⽣個⼈興趣與才能為他們提供
進階專業課程。此外，本系⿎勵學⽣以選修、學程、輔系、雙主修等⽅式廣為利⽤臺⼤豐沛的學術資源。除本校簽訂的校際選課
合作協議外，本系與國⽴政治⼤學廣播電視學系及國⽴臺北藝術⼤學舞蹈學院另簽有校際選課合作協議，並與上海戲劇學院簽有
交換學⽣計畫備忘錄等，以廣拓學⽣視野。為貫通學⽣投⼊戲劇教育師資的管道，本系⾃93學年度起協助規劃⾼級中等學校「藝
術群－表演藝術專⻑」及國⺠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師資之職前教育專⾨課程。
1012 國⽴臺灣⼤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Theory Division
⺠國三⼗四年⼗⼀⽉，台灣光復後，原台北帝國⼤學，經奉准改制為國⽴臺灣⼤學，三⼗六年在法學院下設政治學系。五⼗⼆年
⼋⽉，政治學系因教學及時勢需要，劃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及公共⾏政三組，分別招⽣，⾄今畢業⼈數達五千餘⼈。
四⼗五年⼋⽉，法學院增設法科研究所，翌年⼆⽉改設為法律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於焉成⽴，⾄今畢業⼈
數約⼋百⼈。
六⼗五年⼋⽉，政治學研究所⼜因培養⾼級政治⼈才之需，奉准成⽴博⼠班，招收碩⼠班畢業之研究⽣，繼續深造，⽬前畢業⼈
數約六⼗⼈。
本 系區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公共⾏政三組。必修課程參考教育部過去頒訂之政治學系、外交學系及公共⾏政學系之必修科
⽬予以規劃，其餘選修及必選課程則⿎ 勵各組同學互選有關課程，以便廣泛研修，培養社會所需之政治通才。此外，本系也不時
根據各組特⾊規劃相關課程，使各組同學畢業後能有效發揮其專業才能。
碩⼠班、博⼠班為培養⾼級之專業⼈才，課程分為政治思想、國際關係、公共⾏政、本國政治及⽐較政治五個次領域，規定研究
⽣需選擇⼀個主修領域、⼀個副修領域，修習專業課程，以提⾼學術研究⽔準。
政 治學系⾃⺠國三⼗六年成⽴，迄今已有⼆⼗⼀位系主任。四⼗六年政治學研究所成⽴，系主任兼任所⻑。歷屆系主任分別為陳
世鴻教授、萬仲⽂教授、李祥麟教授、雷 崧⽣教授、彭明敏教授、黃祝貴教授、趙在⽥教授、陳國新教授、連戰教授、張劍寒教
授、袁頌西教授、吳庚教授、蔡政⽂教授、許慶復教授、包宗和教授、明居正 教授、⾼朗教授、蘇彩⾜教授、王業⽴教授、徐斯
勤教授。現任系主任為張佑宗教授。
1013 國⽴臺灣⼤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國三⼗四年⼗⼀⽉，台灣光復後，原台北帝國⼤學，經奉准改制為國⽴臺灣⼤學，三⼗六年在法學院下設政治學系。五⼗⼆年
⼋⽉，政治學系因教學及時勢需要，劃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及公共⾏政三組，分別招⽣，⾄今畢業⼈數達五千餘⼈。
四⼗五年⼋⽉，法學院增設法科研究所，翌年⼆⽉改設為法律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於焉成⽴，⾄今畢業⼈
數約⼋百⼈。
六⼗五年⼋⽉，政治學研究所⼜因培養⾼級政治⼈才之需，奉准成⽴博⼠班，招收碩⼠班畢業之研究⽣，繼續深造，⽬前畢業⼈
數約六⼗⼈。
本 系區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公共⾏政三組。必修課程參考教育部過去頒訂之政治學系、外交學系及公共⾏政學系之必修科
⽬予以規劃，其餘選修及必選課程則⿎ 勵各組同學互選有關課程，以便廣泛研修，培養社會所需之政治通才。此外，本系也不時
根據各組特⾊規劃相關課程，使各組同學畢業後能有效發揮其專業才能。
碩⼠班、博⼠班為培養⾼級之專業⼈才，課程分為政治思想、國際關係、公共⾏政、本國政治及⽐較政治五個次領域，規定研究
⽣需選擇⼀個主修領域、⼀個副修領域，修習專業課程，以提⾼學術研究⽔準。
政 治學系⾃⺠國三⼗六年成⽴，迄今已有⼆⼗⼀位系主任。四⼗六年政治學研究所成⽴，系主任兼任所⻑。歷屆系主任分別為陳
世鴻教授、萬仲⽂教授、李祥麟教授、雷 崧⽣教授、彭明敏教授、黃祝貴教授、趙在⽥教授、陳國新教授、連戰教授、張劍寒教
授、袁頌西教授、吳庚教授、蔡政⽂教授、許慶復教授、包宗和教授、明居正 教授、⾼朗教授、蘇彩⾜教授、王業⽴教授、徐斯
勤教授。現任系主任為張佑宗教授。
1014 國⽴臺灣⼤學 政治學系公共⾏政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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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三⼗四年⼗⼀⽉，台灣光復後，原台北帝國⼤學，經奉准改制為國⽴臺灣⼤學，三⼗六年在法學院下設政治學系。五⼗⼆年
⼋⽉，政治學系因教學及時勢需要，劃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及公共⾏政三組，分別招⽣，⾄今畢業⼈數達五千餘⼈。
四⼗五年⼋⽉，法學院增設法科研究所，翌年⼆⽉改設為法律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於焉成⽴，⾄今畢業⼈
數約⼋百⼈。
六⼗五年⼋⽉，政治學研究所⼜因培養⾼級政治⼈才之需，奉准成⽴博⼠班，招收碩⼠班畢業之研究⽣，繼續深造，⽬前畢業⼈
數約六⼗⼈。
本 系區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公共⾏政三組。必修課程參考教育部過去頒訂之政治學系、外交學系及公共⾏政學系之必修科
⽬予以規劃，其餘選修及必選課程則⿎ 勵各組同學互選有關課程，以便廣泛研修，培養社會所需之政治通才。此外，本系也不時
根據各組特⾊規劃相關課程，使各組同學畢業後能有效發揮其專業才能。
碩⼠班、博⼠班為培養⾼級之專業⼈才，課程分為政治思想、國際關係、公共⾏政、本國政治及⽐較政治五個次領域，規定研究
⽣需選擇⼀個主修領域、⼀個副修領域，修習專業課程，以提⾼學術研究⽔準。
政 治學系⾃⺠國三⼗六年成⽴，迄今已有⼆⼗⼀位系主任。四⼗六年政治學研究所成⽴，系主任兼任所⻑。歷屆系主任分別為陳
世鴻教授、萬仲⽂教授、李祥麟教授、雷 崧⽣教授、彭明敏教授、黃祝貴教授、趙在⽥教授、陳國新教授、連戰教授、張劍寒教
授、袁頌西教授、吳庚教授、蔡政⽂教授、許慶復教授、包宗和教授、明居正 教授、⾼朗教授、蘇彩⾜教授、王業⽴教授、徐斯
勤教授。現任系主任為張佑宗教授。
1015 國⽴臺灣⼤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臺⼤經濟系暨研究所是臺灣歷史最悠久、最負盛名之經濟系所，為培育臺灣財經領導⼈才的搖籃。本系（所）透過各種⼊學甄選
管道選拔，每年招收120位學⼠班學⽣與60位研究所學⽣，均為全國最優秀的學⽣。本系（所）提供的課程包含範圍極廣，兼具
理論與實務，其中亦有許多以英語授課之課程。畢業學分為128學分。
1016 國⽴臺灣⼤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本系創於⺠國 49 年 7 ⽉，隸屬於社會科學院。 為國內最早設⽴的社會學相關系所之⼀。本系⼀直以創造、傳遞與運⽤社會學基
礎知識做 為本系研究教學的⽬標，為了達成⽬標，本系教師持 續平衡研究、教育、社會參與三項任務。⽬前專任師資專⻑包括
理論與⽂化、社會組織、社會階層、經濟社會學、勞動市場、科技與社會、醫療社會學、資訊社會學、全球化、性別研究、國際
遷移等。學⼠班需修習 128 學分以上始得畢業，包括⼤⼀必修課程、通識課程共 24 學分，必修課程共 40 學分， 本系選修課程 9
⾨與其他選修共 64 學分。
1017 國⽴臺灣⼤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臺灣⼤學社會⼯作原為社會學系社會⼯作組，1981年獲准分組招⽣，並於2002年正式調整成⽴學系，以培養社會⼯作專業⼈才
為教育宗旨，設有⼤學部、碩⼠班與博⼠班。
⼤學部注重基礎學理訓練，除了基礎專業知識的教導外，同樣重視社會迫切需要的實務訓練，所以學⽣均須完成⾄少400小時的
校外實習。
碩⼠班則以進階專業知識訓練為主，以培育知識與能⼒兼具的社會福利⾏政、研究及社會⼯作專業⼈才為⽬標。
博⼠班則是以培養⾼階社會⼯作和社會政策實務⼯作、以及社會⼯作與社會福利等相關領域之教學和研究⼈才為主。
社會⼤眾對社會⼯作系的想像，不外乎是在訓練出有愛⼼、富同情⼼的助⼈⼯作者，然而本系以訓練學⽣「對社會需求具有⾼敏
感度、並透過專業技巧、以求社會正義落實」為教育⽬標，並作為系所發展的主要⽅向。社⼯系(簡稱)創⽴的基礎，即在於藉著
研究與實地參與，回應社會中各種弱勢族群所⾯臨的問題。
本系將⾃⼰定位為「⾏動者」的⾓⾊，他們對社會中的弱勢族群不能僅⽌於關⼼，而是要捲起袖⼦、陪伴他們共同解決問題。因
此社⼯系尤其重視培養學⽣的⾏動⼒與實作能⼒，我們相信，「哪裡有需求、哪兒就有社⼯。」期待透過實際⾏動，解決社會問
題，以落實社會正義。
另外，為強化學⽣的國際觀與多元的經驗，本系除了與海外多所⼤學社會⼯作學院簽定合作協議外，也與美國伊利諾⼤學香檳分
校簽定暑期實習合作備忘錄，透過嚴格的甄選制度，讓學⼠班與碩⼠班學⽣到美國當地機構實習，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也藉此機
會學習當地⽂化與福利制度。社⼯系博⼠班學⽣在取得博⼠學位前，也需前往國外學術單位進⾏短期研究或研習，以借鏡國際、
擴展研究新視野。
本系在教學中除了專業能⼒的培養，也⿎勵學⽣能⼤膽探索⾃⼰的興趣，並將社會⼯作專業中最強調的溝通協調、團隊合作、解
決問題、同理⼼、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以及利他精神等價值，帶⼊未來從事的任何⾏業中。
1021 國⽴臺灣⼤學 ⽣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Dep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臺灣⼤學⽣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原農業推廣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是鄉村社會學者楊懋春教授於⺠國49年所創⽴。⺠國
97年8⽉1⽇起，正式轉型更名為「⽣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簡稱「⽣傳系」），以發展⽣物產業⾏銷傳播及社會⽂化發展管
理規劃之學術研究與培育各級專業⼈才為主要⽬標。
⽣傳系的學術領域具有跨領域科際整合之特性，關切⽣物產業中之農業⽣產、⼈類⽣活與社會永續發展等多元⾯向，並著重於⾏
銷傳播相關理論與⽅法，以及整體社會發展等學術研究重點。專業課程特⾊在於讓學⽣瞭解整體社會變遷、農業發展趨勢及全球
脈動，訓練學⽣具備⽣農產業認知與視野，整體而⾔希望能培養產業⾏銷傳播專業⼈才，投⼊相關產業，達到改善社會環境，提
升⽣活品質與永續社會發展的終極⽬標。
1020 國⽴臺灣⼤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會計學系是⼀個隸屬於管理學院的科系，以培養服務⼯商業及會計師事務所之⾼階管理與會計審計⼈才、企業財務主管，和提升
社會會計⼈才素質為⽬標。成為會計專業實務的領導者。
1019 國⽴臺灣⼤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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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之教育以培育財⾦專業⼈才為宗旨。因此
在教學⽅⾯，兼顧理論與實務，注重均衡發展，⼤學
部課程需修滿138 學分⽅達畢業標準。在課程安排
上，採取循序漸進的⽅式，由基礎學科進而專業分
⼯，以求精進。⼀、⼆年級著重經濟、 會計、貨銀及
投資學等相關基礎課程觀念之建⽴； 三、四年級則著
重財務管理、財報分析、保險、⾦融機構管理等專業
科⽬及相關法令之教學，以達到學⽤合⼀之要求。
1018 國⽴臺灣⼤學 ⼯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Business Management
⼯商管理學系成⽴於1959年、商學研究所碩⼠班成⽴於1972年、博⼠班成⽴於1987年。
本系所五⼤學術領域組織⾏為與⼈⼒資源、⾏銷管理、策略管理、營運與決策管理(營運與商業數據分析)、科技與創新管理。教
師們的研究教學成果與同學們的傑出表現，屢獲國內外各界的佳評美譽。本系所獲選天下Cheers雜誌評⽐為企業管理類研究所學
術聲望第⼀名，是臺灣⾸屈⼀指的企業管理系所。
本系所提供多元及契合實務之管理課程，核⼼必修課程授與同學均衡的管理知能，另⼀⽅⾯也規劃了專精的模組課程(⾏銷管理、
營運與商業數據分析、⼈⼒資源與組織管理、科技與創新管理領域課程)，同學依興趣選修，以厚積未來就業所需之專業實⼒。
1009 國⽴臺灣⼤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of Legal Science
（⼀）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本系重視國語⽂能⼒，且畢業學分為130學分，課業繁重，
如本國語⽂能⼒不佳或無法應付繁重課業者，請勿申請。
1010 國⽴臺灣⼤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本系重視國語⽂能⼒，且畢業學分為130學分，課業繁重，
如本國語⽂能⼒不佳或無法應付繁重課業者，請勿申請。
1011 國⽴臺灣⼤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Law
（⼀）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本系重視國語⽂能⼒，且畢業學分為130學分，課業繁重，
如本國語⽂能⼒不佳或無法應付繁重課業者，請勿申請。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2
聯絡電話 886-6-2757575
傳真 886-6-2766430
地址 70101臺南市⼤學路1號
網址 https://web.nck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僑⽣與陸⽣事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12-1069-19840.php?Lang=zh-tw
⼤學四年保證住宿(須每年提出申請)
⼀、為培養本校學⽣勤勞服務的⼈⽣觀，並培育成⼤⼈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關懷之校園環境，本校招
收的新⽣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三)。 ⼆、本校⼊學新⽣應於修業期間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檢定測驗⾨檻。檢定未
通過者，應修習「線上補強英⽂」課程，否則不得畢業。詳細規定請⾄本校註冊組網⾴/相關法規第15項查詢。 三、有關
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cku.edu.tw。
系所分則

1022 國⽴成功⼤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成⽴於1956年，在中國⼈⽂學術領域(思想、⽂學與⽂獻學)，都有⼗分優異表現。同時並重古典⽂學與現代⽂學，尤其在⽂
學理論與⽂藝創作實踐領域，更有鳳凰樹⽂學獎與鳳凰劇展等相關活動，享譽國內外，形塑了⼗分優良的學習環境。
1023 國⽴成功⼤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本系培養具有批判思維、優秀外語能⼒、跨國⼈⽂素養及在地關懷之專業⼈才。
⼤學部學⽣核⼼能⼒
*紮實的英語聽、說、讀、寫能⼒。
*具備第⼆外語之基礎聽、說、讀、寫能⼒
*透過專業課程及跨領域課程的修習，培養具全球視野的胸襟，以及批判思維
*透過志⼯服務、競賽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的能⼒，並且掌握時代、社會的脈動。
1024 國⽴成功⼤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1. 本系地處臺南府城，座落於國定古蹟內，擁有獨⽴的系館。
2. 因地緣之便，與在地的地⽅政府相關機構、國⽴臺灣⽂學館、國⽴臺灣歷史博物館和⽂史宗教機構均有緊密合作，經常執⾏編
寫地⽅誌或進⾏各種⽥野調查、口述歷史計畫等等，是南臺灣歷史研究的主要基地。
3. 本系師資之研究與教學領域多元，涵蓋範圍廣泛；除史學知識的傳遞外，並著重理論與實作的結合，培養學⽣回應多元⽂化時
代需求的能⼒。
1025 國⽴成功⼤學 台灣⽂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本系為完整的台灣⽂學系所，以台南府城的特殊環境，加上堅強的師資，以及現實社會的趨勢與教育改⾰的需求，將朝向積極搜
集、整理臺灣⽂史相關⽂獻，從事以臺灣為中⼼的全⽅位研究，加強理論與⽅法之訓練，以提昇台灣⽂學學術的⽔準，落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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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育的改⾰，進而與國外學界多⽅交流合作，協助台灣⽂學⽣態良性發展的⽬標努⼒。
1026 國⽴成功⼤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ancy
本系以精研會計學術及培育會計專業⼈才為宗旨。在教學⽅⾯，兼顧理論與實務，藉由系所內相關課程培養學⽣探究會計理論之
能⼒，提升學⽣會計理論之知識，並提供讓學⽣接觸會計實務之機會，幫助其了解會計實務，以達學⽤合⼀，同時並重學⽣之⼼
智發展，以期能培育學⽣具道德觀念，在未來秉持正直之精神、⾰命創新之能⼒從事學術研究或就業服務。此外，亦培養學⽣之
國際觀，增進其未來作為會計專業⼈員之競爭⼒，以符合全球商務與社會之需求。
1027 國⽴成功⼤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承襲本校及本院結合創新與務實的校⾵與傳統，⾃基礎紮根，從⽣活教育細微處著⼿，務求培養出具備專業創新能⼒，誠信務實
特質與國際視野素養的優秀企業管理⼈才。
1030 國⽴成功⼤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本系課程結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與組群選修課程。基礎必修課程依課程先後次序按學年排定，為法律學系學⽣必備之法律知識；
選修課程則依學⽣性向及未來發展選修，按基礎法學、公法學、⺠商法學、刑法學及程序法學等領域及科際整合規劃課群，以培
養具專業能⼒之法律⼈才為宗旨，並為⽇後增班或分組之芻形。
1028 國⽴成功⼤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本系依照⾃我屬性，配合本校教育⽅針，訂定『通才教育』、『周延訓練』、『國際視野』及『社會關懷』四⼤⽬標，並透過本
系『政治理論與⽅法』、『公共⾏政』、『⽐較政治』及『國際關係』四⼤課程領域，培育具備開創、溝通及整合能⼒的政治學
⼈才。此外，依據各項核⼼⽬標，本系持續完善課程規劃，並強化各項⾃我修正機制，以期切合學⽣及國家社會之需求。
1029 國⽴成功⼤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著重於健康經濟、產業政策及經濟成⻑等三⼤領域之發展：在教學上，朝向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在研究上，朝向跨領域之議
題發展；在社區服務上，加強與當地產業界及政府之交流；在招⽣上，以積極⽅式對外招募學⽣。

國⽴暨南國際⼤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4
聯絡電話 886-49-2918305
傳真 886-49-2913784
地址 54561南投縣埔⾥鎮⼤學路1號
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ia.ncnu.edu.tw/
學⼠班保障4年住宿；碩⼠班保障2年住宿；博⼠班保障4年住宿。
⼀、本校為臺灣各⼤學海外聯合招⽣事務主辦學校，培養僑界菁英⼈才為本校設校宗旨之⼀。根據天下雜誌報導，本校外
籍學⽣⽐例在國⽴⼤學中最⾼。⼆、本校學雜費收費全國最低，學⽣負擔輕，同時校內⼯讀機會多。 三、本校提供「優
秀僑⽣獎學⾦」，符合資格者將核發新台幣5萬元。以「師資培育專案」錄取者，免收4年學雜費及師培課程學分費。除
成績優秀獎學⾦外，另提供多項僑⽣獎助學⾦。 四、本校備有學⽣宿舍，保障新⽣優先住宿，並成⽴各國僑⽣社團，定
期舉辦⽂化交流活動。 五、本校注重學⽣職涯規劃與學⽤合⼀能⼒，根據商業週刊報導，本校畢業⽣就業率達71.33%，
排名⾼居公⽴綜合⼤學第2名。 六、本校校務評鑑全數通過，科技學院並獲IEET認證通過，學術專業與國際接軌。 七、
本校榮獲「世界綠⾊⼤學」評⽐全台綜合⼤學第⼀名，表現優異。⼋、本校校園廣闊宜⼈，學⽣擁有平均最⼤校地，並有
最新穎體育健身設施及豐富圖書資源。 九、本校結合地⽅環境資源，推動划船(⽇⽉潭輕艇)、射箭、⾼爾夫、國標舞等特
⾊運動。
系所分則

1045 國⽴暨南國際⼤學 中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著重以新觀點與新⽅法解讀中國⽂化，使傳統與現代、理論與實務、研究與創作均衡發展。規劃三⽅⾯學習發展導向：理
論、創作、實務，學⽣可配合本身志趣、專⻑，⾃由選擇學習重點。「⽂」無處不在，期望培養有⽔準、富創意的優秀⼈⽂⼯作
者，共同賦予「⽂」的新意及活⼒。
1046 國⽴暨南國際⼤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歡迎具語⾔、⽂學天份及興趣的學⽣。聽、說、讀、寫、譯五能並重，多樣第⼆外語（⽇、法、西、德、韓語及東南亞語類），
小班教學。具三⼤領域：⽂學、語⾔學及應⽤英語，並各有學程，修畢學分可獲學程證書。本系訂有成績優異學⽣續修碩⼠學位
辦法，且有活躍之戲劇、團隊活動。
1047 國⽴暨南國際⼤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旨在統合社會⼯作與社會政策領域相關實務知能與理論分析之教育培訓，以培育社會福利與社會⼯作⼈才。
1048 國⽴暨南國際⼤學 公共⾏政與政策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本系旨在培養公共事務管理與政治經濟分析能⼒，並在結合理論、實務與問題前題下，培育參與公部⾨各類社會活動⼈材所應具
備的基礎應對能⼒與就職⼒，奠定⾏政專才基本認知與⽇後實踐發展之能⼒。
1049 國⽴暨南國際⼤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著重東西⽂明互動下，社會、經濟與⽂化的變遷。據此規劃出中國經濟史、社會⽂化史、海洋發展史、海外華⼈史、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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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史及世界⽂明史六⼤領域課程。
4144 國⽴暨南國際⼤學 東南亞學系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全國唯⼀以社會科學跨領域學術訓練理念為核⼼，強化質化訓練，探索東南亞區域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化；輔以東南亞
語⾔訓練，培育學⽣在變遷劇烈的全球化時代，具備多元⽂化視野、跨⽂化溝通能⼒、新興領域就業競爭⼒，培育國際商業投資
⼈⼒管理⼈才、東南亞企業的⽂化⼈才、⽂化資產管理⼈、政府⾏政⼈員。學術⽣涯發展，本學系擁有學⼠、碩⼠、博⼠完整學
制。
1053 國⽴暨南國際⼤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本系為創校即成⽴之系所之⼀，課程分為國際企業經營與策略、國際⾏銷與創新、國際⾦融與財務三⼤次領域專業課程。並重視
企業實習、海外交流，與第⼆外語訓練，部分課程採全英語授課。以培養具有獨⽴思考與國際移動⼒之國際企業⼈才為⽬標。 本
系網址：http://www.ibs.ncnu.edu.tw
1052 國⽴暨南國際⼤學 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本系課程規劃涵蓋理論研究、產業實務及政策導向三個次領域。其中，理論研究強化繼續升學的基礎；產業實務透過就業實習，
培養就業競爭⼒；政策導向深化公職與企業所需之經濟專業能⼒。
1054 國⽴暨南國際⼤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教學研究以資訊技術為核⼼，並強調運⽤相關理論與模式，以輔助組織之運作與管理決策。
1055 國⽴暨南國際⼤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以研究企業財務管理、⾦融市場與⾦融機構的管理問題及證券投資與財務⼯程⽅⾯的理論與管理策略。
1056 國⽴暨南國際⼤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Department of Tourism,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本系組以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為核⼼主軸，教學課程規劃包含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專業課程融⼊旅⾏業、會展、活動產業等專業之
養成，以及觀光休閒之專業選修課程，預期培養兼具觀光休閒與餐旅專業與管理知能、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國際視野與產業關
懷之管理⼈才。
1057 國⽴暨南國際⼤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餐旅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ourism,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組以餐旅管理為核⼼主軸，教學課程規劃包含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專業課程融⼊餐旅資訊、餐飲管理等專業之養成，以及餐
旅管理之專業選修課程，預期培養兼具觀光休閒與餐旅專業管理知能、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國際視野與產業關懷之管理⼈才。
1690 國⽴暨南國際⼤學 管理學院學⼠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學⼠班強調新興產業環境下跨領域多元學習趨勢，打破傳統的知識領域框架，強調多元對話，重視跨域知識的連結與統合。在
知識的傳授之外，本學⼠班特別重視學⽣實作與國際連結，包括各類型的課外教學、國內外實習與⽥野調查。藉由「專業主修與
跨域副修」相互搭配，本學⼠班⿎勵學⽣接觸各學科領域的基礎課程，厚植寬廣的學識基礎，同時以更多元、具特⾊的跨領域學
習，協助學⽣探索⾃我、適性發展，培育具社會關懷及實踐能⼒的未來⼈才。
1050 國⽴暨南國際⼤學 國際⽂教與⽐較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本系旨在培育國際⽂教⼈才，課程著重外語學習(英、法、德、西、⽇)，外國⽂化與教育政策的瞭解，跨⽂化數位媒體能⼒。
1051 國⽴暨南國際⼤學 教育政策與⾏政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旨在結合教育政策與⾏政領域專業理論與實務⽅⾯之系統化培育課程，培養具有⾏政專業素養、創新能⼒和卓越⾏政能⼒之教育
管理及領導⼈才。
4888 國⽴暨南國際⼤學 諮商⼼理與⼈⼒資源發展學系諮商⼼理組 Counseling Psychology Program,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本組主要以培育諮商⼼理之專業⼈才為主，課程設計包含理論、實務與操作，期能提升本組學⽣諮商⼼理專業能⼒。
4889 國⽴暨南國際⼤學 諮商⼼理與⼈⼒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習與⼈⼒資源發展組 Lifelong Learning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本組之課程規劃，強調推展終身學習與⼈⼒資源發展之學術素養，同時亦加強與各類機構之合作，累積學⽣實務⼯作經驗，強化
學術與實務⽅⾯之結合，以培養終身學習與⼈⼒資源發展的企劃推廣、⾏政管理、研究發展等各類專業⼈才。
1880 國⽴暨南國際⼤學 教育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ducation
請輸⼊系所中本院學⼠班以培育跨領域社會實踐式的教育研究⼈才。為實現此⽬標，課程將以學⽣為核⼼、地⽅為本，並依探索
校準、知識應⽤與創新實作課程三階段⽅式規劃課程，期能達成青年社會實踐創新能⼒之培養。⽂描述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07
聯絡電話 886-2-7749-1283
地址 10610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網址 http://www.nt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goo.gl/kAvwWH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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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362-5621

⼀、國⽴臺灣師範⼤學以「跨域整合、為師為範」為願景，培養涵蓋教育、語⽂、資訊、藝術、⼈⽂、理⼯科技及運動休
閒等各領域⼈才為宗旨。⼆、積極拓展國際⾼等教育交流，與全球各國知名⼤學締結姊妹校逾374所，使臺師⼤躋身國際
知名⼤學之列。三、本校於2016年起與國⽴臺灣⼤學、國⽴臺灣科技⼤學成⽴「臺⼤系統」，分享課程資源，跨校選
課、輔系、分享圖書、電腦軟硬體及系統等資源。四、本校位於臺北市交通樞紐中⼼，便捷的⼤眾運輸縮短了追求知識、
備註
體驗⽂化的距離。 五、若有意成為師資⽣之僑⽣、港澳⽣，於⼊學後可洽各系所辦公室。六、校址：教育學院、⽂學
院、藝術學院、科技與⼯程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樂學院、管理學院，位於臺北市⼤安區和平
東路1段162號。理學院、運動競技學系，位於臺北市⽂⼭區汀州路4段88號。 聯 絡電話：886-2-7749-1111。僑⽣先修部
位於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段2號。聯絡電話：886-2-7749-8888。
系所分則
1085 國⽴臺灣師範⼤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學系具有悠久歷史，⽬標明確，無論⼤學部、碩⼠班及博⼠班，均有完整學習體系，前後銜接，有助學術研究及實務發展者
之逐級深造。 本系培養教育哲史、教育社會學、教育政策與⾏政及課程與教學之學術與實務頂尖⼈才，課程特別強調理論與實務
之統整，原理與⽅法之整合，並注重教育精神之培養。
1086 國⽴臺灣師範⼤學 社會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本系以培養社教機構、⽂化事業、⾮營利組織之專案管理、⾏銷公關、⼈⼒資源發展、⽅案規劃、導覽解說和社會倡議⼈才為
主。課程包含成⼈發展與終身學習、教育⽅案規劃、⾏政管理、經營⾏銷、⽂化活動企劃、媒介製作與應⽤等。
1087 國⽴臺灣師範⼤學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活教育組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Program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1.本系是國內唯⼀設有家庭相關專業博、碩、學⼠班之學系。本組之教育⽬標為培養學⽣推展家庭⽣活教育知能、尊重及關懷多
元家庭素養。畢業後依相關規定可擔任國中、⾼中、⾼職教師，家庭⽣活教育專業⼈員，家庭相關產業之企畫執⾏專業⼈員。如
有意擔任中學教師者得依規定加修相關課程。經⼈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活教育組錄取之「中五學制學⽣」，需於本校通識課
程及本組學⼠班選修課程中，各多選6學分做為補修學分，補修學分應於「中五學制學⽣」註冊⼊學後辦理。
2.修讀本系以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1088 國⽴臺灣師範⼤學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Program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1.本系是國內唯⼀設有幼兒發展與教育博、碩、學⼠班之學系。本組教育⽬標為培養學⽣具幼兒發展與教育之專業知能，尊重及
關懷多元家庭幼兒之素養及研究創新之能⼒。畢業後依相關規定可擔任⾼職教師、教保員、研究⼈員及教保相關產業專業⼈員。
如有意擔任中學教師者得依規定加修相關課程。經⼈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錄取之「中五學制學⽣」，需於本組學
⼠班選修課程中，另外多選12學分做為補修學分，補修學分應於「中五學制學⽣」註冊⼊學後辦理。
2.修讀本系以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1089 國⽴臺灣師範⼤學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本系專業課程分為「師資培育」及「⾮師資培育」兩種，前者含社會學習領域公⺠、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後者含政府與公共
事務、財經和⼾外教育與領導課群。
1090 國⽴臺灣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以培養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才為主，學⽣可由身⼼障礙組、身⼼障礙暨資賦優異綜合組、資賦優異組三組中⾄少選⼀組為
必修組別，另有聽⼒與語⾔需求、情緒與⾏為需求、重度與多重⽀持需求、視覺障礙等課程設計，學⽣可依個⼈興趣選修。
＊考⽣所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1091 國⽴臺灣師範⼤學 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修讀本系以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錄取之新⽣，⼊學後須通過本系規定之外語能⼒檢定標準，始符合畢業
資格。
本系招收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學學校2年級以上學⽣（中五學制學⽣）另應補修本系選修科⽬12學分。
1092 國⽴臺灣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本系課程⼤多以英⽂授課，且畢業⾨檻須通過全⺠英檢中⾼級複試檢定或等同之國際標準化測驗，故修習本學系以具備優良之英
⽂聽、說、讀、寫、譯能⼒者為佳。
1093 國⽴臺灣師範⼤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學⽣分為歷史教學組與⼀般史學組，均需⾃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及應⽤史學四⼤學群中修習⼀定學
分，期使對中外歷史能有通博的涵養，俾便強化專業訓練。 ※相關規定： 1. 錄取之新⽣，⼊學後須通過本系規定之外語能⼒標
準，始符合畢業資格。 2. 本系中五學制學⽣⼊學後，應從本系選修課程中，⾄少補修臺灣史學群2學分，西洋史學群4學分，中
國史學群4學分，應⽤史學群類課程2學分，共計補修12學分。補修之科⽬學分不列計本系最低畢業學分數。
1094 國⽴臺灣師範⼤學 地理學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本系學習重點包括⾊彩辨認，須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圖像或⾊彩。
課程內容除地理系核⼼領域課程外，還重點發展地理教育、環境規劃與防災、區域與觀光規劃、空間資訊等專業學程或課程。
1095 國⽴臺灣師範⼤學 東亞學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本系教學研究聚焦於東亞區域主題，具跨學科、跨語⾔、跨⽂化的特⾊，提供學⽣⼈⽂社會科學基礎訓練，並具備全球視野與在
地實踐之能⼒。對東亞區域研究有興趣者包括東亞⽂化與思想、⽂化創意與應⽤、東亞政經與兩岸關係、全球化與治理等領域，
皆可申請本系學⼠班。
※本系部分課程採英語授課，上課地點位於校本部。
1097 國⽴臺灣師範⼤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第 503 ⾴ -

本系以培育具全球視野的⾼階管理與領導⼈才為宗旨。教育⽬標栽培學⽣具跨領域和跨國際管理專業知識，亦兼顧藝術⼈⽂素養
及健全⼈格養成。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並藉由與國內外知名企業產學合作來培育學⽣實務經驗強化就業優勢。本系為
⾮師資培育系。
1103 國⽴臺灣師範⼤學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本系以培養學校輔導教師、諮商輔導⼈員、⽂教專業⼈員為主。課程內容包括教育⼼理、輔導與諮商、測驗與評量、實習等。畢
業後除可擔任教師外，亦可⾄輔導相關機構任職，或從事⼈⼒資源規劃、或繼續進修成為⼼理師，或從事學術研究。詳⾒本系網
站：www.epc.ntnu.edu.tw。
聯絡資訊 涂⽟珊小姐/886-2-7749-3758/claretu@ntnu.edu.tw
1104 國⽴臺灣師範⼤學 臺灣語⽂學系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本系教師背景多元，有助學⽣接收國內外最新研究資訊；課程涵蓋⽂學、語⾔學、社會學、歷史學、⼈類學、傳播學等，以跨領
域的課程設計，培養多元⽂化⼈才。
4145 國⽴臺灣師範⼤學 華語⽂教學系應⽤華語⽂學組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rack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本系為全臺培育華語⽂作為第⼆語⾔或外語教學師資之重鎮，應⽤華語⽂學組提供語⾔、⽂化、教學領域等課程，學⽣於就學期
間可申請修讀本校教育學程、赴外交換修課及教學實習等機會。透過理論學習與實務操作，學⽣可培養多語⾔能⼒、華語知能、
跨⽂化素養、華⼈⽂化知能、教育知能、華語教學知能等六⼤能⼒。
學⽣畢業後可投⼊僑居地華語⽂教學、教材編輯、翻譯及其他語⾔應⽤等相關就業市場，亦可升讀本系研究所或海外華語師資數
位碩⼠在職專班，成為國際華語⽂教育、跨⽂化語⾔教學與應⽤等研究⼈才。
1096 國⽴臺灣師範⼤學 學習科學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Learning Sciences
本學程以培育學習科學專業⼈才為⽬標，整合圖書資訊、教育⼼理等專業領域師資與資源，著重學習創新軟體技術之跨領域分析
與應⽤。畢業後可從事資訊科學、數位學習、及圖書資訊服務相關⼯作，不論升學或就業都具備深厚紮實的知識、技術和競爭優
勢。
1691 國⽴臺灣師範⼤學 教育學院學⼠班 Transdisciplinary Program in College of Education
1.本班旨在提供學⽣更多元與具特⾊之課程以及探索輔導，學⽣在本班修讀三學期或四學期的各項基礎課程後，可申請分流⾄教
育學院6學系與1學位學程：教育學系、教育⼼理與輔導學系、社會教育學系、健康促進與衛⽣教育學系、⼈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學習科學學⼠學位學程等主修領域。
2.本班學⽣於修畢必修課程以及跨3學系（學位學程）各⼀⾨⼊⾨課程後，⽅可於⼤⼆上學期或下學期申請分流，惟本班學⽣不得
以轉系途徑進⼊分流學系。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7
聯絡電話 886-3-5715131
傳真 886-3-5721602
地址 300044新⽵市光復路2段101號
網址 http://www.n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宿，其他請詳洽本校學⽣住宿組網站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
⼀、本校設有各類獎學⾦，特⾊獎學⾦如：還願獎學⾦、逐夢獎學⾦，申請⾦額不限，可以個⼈狀況及計畫實質內容核定
⾦額；另針對僑⽣身份⼊學者，除可申請教育部相關僑⽣獎學⾦外，本校還提供申請新僑⽣獎學⾦、兼任⾏政助理⼯讀獎
學⾦，以及減免學雜費類獎學⾦等各項僑⽣獎學⾦陸續增加中，詳情請⾒http://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校致⼒開發多種跨領域學習課程，除教育學程外，另設有45個跨院系的學分學程，提供
更為多元化及客制化的學習機會。在課業之餘，校園內尚有⽂藝、⾳樂、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不同性質的社團，學⽣
可培養多元興趣(請⾒本校課外活動組網⾴http://dsa.site.nthu.edu.tw/)。三、本校在多項學術指標如：國內⼤學學術
聲譽排名、理⼯學院聲譽排名、最佳研究所排名、國內企業最愛的⼤學⽣等評⽐上均名列前茅，為國內頂尖學府。2021
年英國QS世界⼤學排名，本校為168名，其排名各項指標表現為全國數⼀數⼆之成績。 四、⾮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
宿，校園景觀優美，⼈稱⽔木清華，全國第⼀。
系所分則

1796 國⽴清華⼤學 數學系⼄組應⽤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Division B (Applied Mathematics Division)
本系對基礎數學訓練和其科學應⽤並重，應⽤數學組提供⽅程、動態系統、科學計算、機率等跨領域的訓練，培養數學科學的應
⽤能⼒，以造就數學研究和教育的學術⼈才，及跨⾜資訊、⾦融、保險等⾼科技產業的專業⼈⼠。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
http://www.math.nthu.edu.tw
1210 國⽴清華⼤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本系課程特⾊在於多元發展，領域涵蓋古典⽂學、學術思想、近現代⽂學、⽂化研究、⽂學理論、語⽂學、華語⽂教學以及專
業寫作訓練等。⼀⽅⾯提供基礎訓練，培育中國⽂學專業研究⼈才；另⽅⾯也開發各項分組選修學程，提供學⽣研究及就業的指
引；亦規劃⼀些中⽂系專⻑延伸的實⽤課程，培養職場競爭⼒。2.本系每年均有同學獲得獎助，參與國際交換學⽣計畫，出國研
習⼆個⽉⾄⼀年，國際交流⼗分密切。3.本系與圖書館⼈社分館同位於⼈社院院館內，館藏豐富多元的⼈⽂社會學科書籍與國內
外期刊，擁有台北地區之外最豐富的⼈⽂社會藏書，本系師⽣可就近使⽤，極為⽅便。4.請參閱本系網站
http://www.cl.nthu.edu.tw。
1211 國⽴清華⼤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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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班教學以培育外國語⾔及⽂學⼈才為⾸要⽬標。本系課程分為三個範疇: 基礎英語能⼒訓練課程、⽂學以及語⾔學/應⽤語
⾔學課程，提供學⽣充分的選修機會。另提供第⼆外國語課程(⽇語、德語、法語、西班⽛語)及英語實⽤課程供學⽣修習，以培
養學⽣將來進⼊職場的實⼒。2.本系每年均有學⽣獲得學校獎助，參與國際交換⽣計畫，進⾏為期兩個⽉⾄⼀年的研習，國際交
流⼗分密切。3.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fl.nthu.edu.tw
1212 國⽴清華⼤學 ⼈⽂社會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本學⼠班成⽴於2002年，並由⼈⽂社會學院眾多研究所共同營運。本學⼠班的⽬標在於培育學⽣的⼈⽂社會科學的整合性知識與
能⼒，以利他們回應當代世界所⾯對的挑戰。我們的課程設計旨在平衡跨領域探索與專業訓練。課程的第⼀、⼆年提供學⽣堅實
的⼈⽂會科學訓練，以及在不同學科探索的空間。在⼤三、⼤四年級，學⽣則進而在以下九個專業學程中深化他們的知識，包含
歷史、哲學、社會學、⼈類學、政治經濟學、⽂學與⽂創、語⾔學、⽂化研究及性別研究。(詳情請參本學⼠班網站
http://dhss.site.nthu.edu.tw )
1213 國⽴清華⼤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econ.nthu.edu.tw。
1316 國⽴清華⼤學 英語教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設⽴宗旨：本系配合政府推⾏國小英語教學政策，回應社會培育國小優良英語教師之需求，於96學年度成⽴「英語教學
系」，並於104學年度招收研究部「英語教學系碩⼠班」，⾃此成為國內培育英語⽂教育事業相關⼈才之專職系所。本系師⽣致
⼒於英語教學與研究，並持續提供專業諮詢與服務。
⼆、教學⽬標：優質職前師資培育—1.培育優秀之英語⽂專業⼈才。2.統合國小教育與英語教學專業訓練。3.提升學⽣在英語事
業市場之就業競爭⼒。
1310 國⽴清華⼤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本系培育⽬標以「教育為體、科技為⽤」，具有教育學術研究、小學師資培育、⽂教事業經營、另類教育、數位學習科技等特
⾊。本系課程為數位科技融⼊師資培育，為臺灣教育學系中的創新特⾊；教師專⻑多元，在臺灣教育學領域享有聲名。本系重視
學⽣在國際化的海外研修學習，著重教育理論的理解與實踐⼒。
1312 國⽴清華⼤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基於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以(1)培育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幼教相關產業⼈才及(2)奠定幼兒教育研究能⼒為⽬標。師資專⻑
多元，提供豐富之課程與實習經驗，以建⽴學⽣專業知能。為統整幼教各領域之學習，本系安排幼兒劇專題製作課程，每年定期
舉⾏幼兒劇公演。此外，本系亦⿎勵學⽣參加國外短期進修的學習活動，增進學⽣學習視野及跨⽂化的⽣活體驗。
1311 國⽴清華⼤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旨在培育國小及學前特教專業教師與其他特教相關之專業⼈員。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網站。
https://www.dse.nthu.edu.tw/
1313 國⽴清華⼤學 教育⼼理與諮商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本系以⼼理學的實務應⽤、專業模式之研發與實踐為理念，致⼒將⼼理學與諮商輔導專業，融⼊到⼈群⽣活的三個重要領域：學
校、社區與組織。課程包括基礎⼼理學、研究⽅法及與學校、社區、企業組織等有關之應⽤⼼理與輔導諮商實務課程，共有輔導
與諮商⼼理、教育與認知⼼理、社會與⽂化⼼理、⼯商與組織⼼理等四個學群。畢業後可朝諮商或臨床⼼理、⼼理學研究、⼈⼒
資源與⾏銷等領域攻讀碩⼠學位；亦可⾄學校教育輔導、⼼理學研究單位或公司、企業⼈⼒資源或⾏銷部⾨任職，亦可培養實⼒
與前瞻眼界，積極投⼊⼼理創業。歡迎具備基本中⽂聽、說、讀、寫能⼒，有主動學習精神、獨⽴思考能⼒與創意的學⽣加⼊。
1788 國⽴清華⼤學 ⽵師教育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ducation
本班於2017年獲教育部核准設⽴，並於2018年起分「甲組」(雙專⻑組)與「⼄組」(永續發展教育組)正式招⽣。甲組⽬標在培養
跨領域學習科學與科技之研究⼈才，課程重視培養學⽣學習科學研究能⼒、數位科技、運算思維及整合學習之能⼒。⼄組以培育
永續發展教育之跨界整合⼈才為教育⽬標，透過跨學⾨的教學合作，打開學⽣⾯對未來永續環境下的多元教學能⼒，培育解決⼈
類與環境永續問題之實務⼯作者及教育⼯作者。甲組專⻑課程為「學習科學」，⼤多數課程與本院之「教育與⼼智科學研究中
⼼」之相關軟硬體設備⾼度連結，希冀培養學⽣成為未來從事教育與⼼智科學研究之卓越⼈才。⼄組專⻑課程內含永續發展素
養、⾏動學習與永續發展知識等理念。
4715 國⽴清華⼤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Division of Studio Art,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1.「創作組」並重藝術理論、⼈⽂素養及創作實務，除培養專業的視覺藝術⼯作者外，亦期養成藝術教育、藝術⾏政及藝術研究
⼈才。 2.本系所畢業⽣除從事專業創作或專案設計外，亦可任職於教育、⾏政、學術機構、⽂化⼯作室等與藝術、⽂化、⼯藝、
時尚、設計相關之專業領域。
4714 國⽴清華⼤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Division of Design,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1.「設計組」並重材質應⽤、數位輔助、造形設計之理論與實務，引領前衛之應⽤藝術實驗與⽂化創新發展，以培育相關精緻產
業之創意與設計⼈才。 2.本系所畢業⽣除從事專業創作或專案設計外，亦可任職於教育、⾏政、學術機構、⽂化⼯作室等與藝
術、⽂化、⼯藝、時尚、設計相關之專業領域。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05
聯絡電話 886-4-22840216
地址 40227臺中市南區興⼤路145號
網址 https://www.n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資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學⽣安全輔導室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arm/
學⼠班⼀年級保證住宿，相關規定請與本校學⽣安全輔導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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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2857329

⼀、中興⼤學創⽴於1919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綜合型⼤學，校友遍及⼠農⼯商各領域，擔任職場要職，表現優異。
中興校友，秉持優良傳統，照顧學弟妹、發揮⼤⼿牽小⼿、傳承誠樸精勤優良校⾵，貢獻所學。 ⼆、設有⽂、管理、法
政、理、⼯、電機資訊、農資、⽣命科學、獸醫等9個學院，系所完備，校務均衡發展。全校專任及兼任教師超過1,000
⼈、學⽣⼈數超過15,000⼈。 三、在農業科技、植物與動物科學、化學、⼯程、材料科學、⽣物與⽣物化學、臨床醫
備註
學、藥理與毒理學、環境與⽣態學等9⼤領域表現優異，名列基本科學指標全球前1%。 四、學⼠班學⽣須通過本校英⽂
能⼒畢業標準檢定始得畢業。 五、本校各項獎助學⾦(如中低收⼊⼾學⽣助學⾦、清寒勤學獎勵⾦、績優學⽣獎學⾦、各
學系所獎學⾦、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般性獎學⾦、產學合作獎學⾦等獎項共⼆百多項)及學⽣住宿資訊，查詢
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
系所分則
1058 國⽴中興⼤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選填本系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1059 國⽴中興⼤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有嚴格的篩選制度及畢業⾨檻，歡迎對⽂學及語⾔有興趣者申請。英⽂程度不佳者，請勿申請。
1060 國⽴中興⼤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選填本系者應具備⼀定⽔平的中⽂聽、說、讀、寫能⼒。
1885 國⽴中興⼤學 台灣⼈⽂創新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Taiwan Humanities and Creativity
選填本系者，應具備⼀定⽔平的中⽂聽、說、讀、寫能⼒。
1061 國⽴中興⼤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1.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較⾼級之中⽂聽、說、讀、寫能⼒。
2. 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1062 國⽴中興⼤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較⾼級之中⽂聽、說、讀、寫能⼒。
學系特⾊： 本系期盼能夠培養學⽣成為具全⽅位管理知識、國際觀、企業倫理以及團隊合作的專業精英。舉辦管理國際研討會，
積極爭取國外學者⾄本校訪問、教學，寒暑假⾄歐美與⼤陸進⾏學術及企業參訪。透過公司個案研討、企業實習與參、建教合作
及產官學界合辦研討會等活動，積極與企業界互動交流，期能活⽤各種管理理論與知識於實際的經營管理當中，進而培養才德兼
備和睿智的領導者。
1064 國⽴中興⼤學 ⾏銷學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依⼀般限制。
1066 國⽴中興⼤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1067 國⽴中興⼤學 應⽤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本系⼤學部課程除校訂必修、系訂必修外，另分農業經濟領域、產業經濟領域及資源與環境領域及共同必選修課程。
學系特⾊：主要訓練學⽣兼具經濟分析與資源管理能⼒的特質，畢業時授予「管理學位」。
1063 國⽴中興⼤學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
（⼆）本系重視本國語⽂能⼒，若語⽂能⼒不佳者，建議勿申請。
學系特⾊：
基礎的法學教育：提供取得國家法律證照、政府公職或企業內法務⼯作所需之法律基礎課程。
財經與科技的專業法律研究：在既有基礎法學上，進⾏財經法律與科技法律之跨領域⾼階⼈才的培養。
本⼟與世界接軌之法律視野：著重⽴基臺灣、放眼世界的法律⼈才培養，提供完整的國內法課程，也提供國際法、外國法及⽐較
法學的相關課程，增廣學識與視野。

國⽴政治⼤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3
聯絡電話 886-2-29387892、886-2-29387893
傳真 886-2-29387495
地址 116011臺北市⽂⼭區指南路⼆段64號
網址 https://www.nccu.edu.tw/app/home.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事務暨僑⽣輔導組/僑⽣輔導業務/新僑⽣⼊學專區/住宿與獎助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nccu.edu.tw/tw/
⼀、⼤學部(學⼠班)：⼤⼀僑⽣係本校學⽣宿舍優先分配對象，⼤⼆以上學⽣可申請參與抽籤。 ⼆、研究所(碩⼠班、博
⼠班)：就讀本校碩博⼠班之新⽣且未曾在國內取得⼤學以上學位之外籍⽣及僑⽣，得保障⾸年住宿。
⼀、男⼥兼收。 ⼆、以中五學制⼊學學⽣，應增加12學分應修之畢業學分數，始得畢業。
系所分則

1160 國⽴政治⼤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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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養學術研究學者、中等學校國⽂教師、⽂學創作作家、華語⽂教學師資等⽂化薪傳⼈才為宗旨。
課程架構主要分為⽂學、思想、語⾔⽂字及其他三⼤範疇，在每⼀範疇下⼜區分不同專業領域。此外，本系亦重視科際整合與跨
領域學習，除強調中⽂專業知識外，更透過與校內其他系所以及校外相關研究機構的合作，相互交流，收到顯著的成效。
本系授課以中⽂為主，中⽂需達⼀定程度以上者，較適合就讀。其他依⼀般限制。
1161 國⽴政治⼤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本系以中國近現代史、近代中外關係史等領域為發展重⼼，研究成果豐碩，近年來開拓宗教史、醫療史、社會史等多元化的發
展。
1162 國⽴政治⼤學 哲學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依⼀般限制。本系網址：http://thinker.nccu.edu.tw/
1186 國⽴政治⼤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旨在培養中學學校師資、教育⾏政⼈才及教育學術⼈才，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教育系學⽣畢業
若擬擔任教學或其他教育專業⼯作，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致影響教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192 國⽴政治⼤學 政治學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本系是華語政治學界中歷史最為悠久的學術單位之⼀，分為「經驗政治」、「⽐較政治」、「政治思想與歷史」三個學⾨，以培
養學⽣敏銳的政治觀察⼒與豐厚的⼈⽂素養為旨，期使學⽣在接受學科訓練後，能夠具有獨⽴思考判斷能⼒。
本系過去連續四年在QS世界⼤學排名政治與國際研究(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類組中，排名51-100，是本校所有學
科裡表現最為優秀的。
本系與⽇本東北⼤學簽署博⼠班雙聯學程，並與多所國際知名⼤學簽署交換協議，提升本系國際知名度與競爭⼒之餘，同時培養
學⽣的英⽂能⼒與國際視野。
1163 國⽴政治⼤學 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中英⽂程度較佳者較適合就讀。
1164 國⽴政治⼤學 財政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國⽴政治⼤學於⺠國43年在台復校，並於47年擴⼤規模時，應財政部之請而設⽴財稅學系，是為財政學系前身。本系於⺠國52年
增設財政研究所，83年起學⼠班分為三個組別：稅務組、財政管理組及公共經濟組，並針對各組未來發展修定課程。84年配合⼤
學法系所合⼀政策，財稅學系、財政研究所合併為「財政學系」。85年為提升研究⽔平，設⽴了博⼠班，更加速提升我國在財政
與公共決策領域之教學與研究⽔準。
本系向來為培育財經⼈才的重鎮，畢業校友⼈才輩出，蔚為政治⼤學之光。截⾄2018年⽌，本系學⼠班畢業⽣已超過五千⼈，碩
⼠班畢業⼈數已超過⼀千⼈，博⼠班畢業⼈數共34⼈。
本系在業界聲譽、學⽣素質、教師資源及研究活動各⽅⾯的表現，排名位居全國前3名。未來，本系期以在學術界永續發展並邁
向頂尖為⽬標，積極朝著成為「21世紀臺灣、甚⾄亞洲財經系所之標竿與典範」的崇⾼⽬標前進。
1165 國⽴政治⼤學 公共⾏政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政學系向來致⼒於培育政府部⾨之⼈才與領導，近年更因應新趨勢，將⼈才培育擴展⾄第三部⾨及各類相關公共事務之部
⾨。公共⾏政學是⼀⾨跨領域的綜合性學科，除了⾏政學與公共政策外，其涵蓋管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理學等範
疇之學問，任何涉及公共事務或公共治理的知識與⼯具皆會被納⼊本學科的知識吸收範圍或成為本學科的次領域。
1167 國⽴政治⼤學 地政學系⼟地資源規劃組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本系學科經常要到室外操作測量儀器、校外及野外資料蒐集與調查。
⼆、地政系為結合⼈⽂社會與理⼯科技之學系，本組較著重於⼟地資源之規劃與利⽤，且特別注重規劃實務的訓練，以培育公私
部⾨具有 國⼟規劃、區域計畫、都市規劃與不動產開發規劃之專業⼈才。
1166 國⽴政治⼤學 地政學系⼟地管理組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本系學科經常要到室外操作測量儀器、校外及野外資料蒐集與調查。
⼆、地政系為結合⼈⽂社會與理⼯科技之學系，本組較著重於⼟地政策與法制、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地測量、⼟地估價與⼟地
⾦融等⼟地管理之教學，以培育公⺠營機構之⼟地⾏政、不動產投資與經營、估價與不動產開發等專業⼈才。
1189 國⽴政治⼤學 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本系在總體經濟、個體經濟與計量經濟三個領域皆有完整發展，並擴⾄產業經濟、國際貿易、勞動經濟、國際⾦融、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等領域。此外，⼈⼯智慧經濟學與環境經濟學，是有別於其他經濟相關系所的特⾊領域。
本系持續與國際各⼤學加強學術交流，⽬前已與澳洲昆⼠蘭⼤學、⽇本廣島⼤學、東北⼤學、國際⼤學，簽訂學、碩、博等雙聯
學位，以及教師間學術交流，近來更進⼀步與東北⼤學經濟學院簽訂博⼠⽣共同指導協議。
1168 國⽴政治⼤學 ⺠族學系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本系旨在培育以⺠族學、⼈類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才，配合⺠族志與⺠族史的訓練，以當代⺠族、社會與⽂化的實證研究視
野，落實⼈⽂關懷的精神，並建⽴具有多元⽂化觀的現代公⺠意識。教學與研究重點，在於提供豐富多樣、兼顧觀察台灣、中國
⼤陸與周邊世界地區的⺠族⽂化事務的發展趨勢，強調整體宏觀的學術視野、學科理論⽅法與⽥野實證訓練三者並重的成果展
現。
1187 國⽴政治⼤學 外交學系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1930年，為了培養外交事務專⾨⼈才，遂在中國南京市紅紙廊之中央政治學校設⽴外交系。1946年，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
學校合併，改制為「國⽴政治⼤學」。本系不僅在國內學府獨⼀無⼆，在本校歷史也最悠久。除學⼠班外，本系尚有碩⼠班
（1995年由外交研究所改制）、博⼠班（2000年成⽴）及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在職專班（2000年成⽴）。
本系的主要⽬標是培養國家對外關係和國際事務領域的領導⼈。同時致⼒於拓展學⽣國際視野並⿎勵學⽣赴國外進修、學習第⼆
外語。
外交系必修課程：國際關係、政治學、經濟學、中國外交史、西洋外交史、中國⼤陸研究、質性與量化研究⽅法導論、⽐較政府
與政治、國際組織、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安全、領導與外交決策分析、國際公法、國際談判、區域研究（群修）、國際經貿事
務（群修）。
1169 國⽴政治⼤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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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旨在培育國際經貿與國際企業經營管理⼈才。系網⾴:https://ib.nccu.edu.tw
1190 國⽴政治⼤學 ⾦融學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本系以培養⾦融專業⼈才為宗旨，課程內容理論與實務並重，並積極培育國內、外⾦融機構之管理⼈才，其餘依⼀般限制。
1170 國⽴政治⼤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旨在招收有志成為頂尖會計領導⼈才之青年學⼦。
1194 國⽴政治⼤學 統計學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本系⼤學部的教育⽬標在培養兼具統計專業與商業應⽤知識(如⼤數據、資料科學等)之全⽅位經營⼈才。
1171 國⽴政治⼤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旨在培養「管理通才中的專才，管理專才中的通才」，課程安排著重理論與實務的配合，擬招收積極、⾃信、充滿活⼒、⻑
於領導、善於團隊合作等特質之企管新鮮⼈。餘依⼀般限制。
1172 國⽴政治⼤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為臺灣率先成⽴的資訊管理學系，具備悠久歷史，是國內最完善的資訊管理⼈ 才養成場所之⼀。本系旨在訓練同學成為企業資訊
經理⼈，強調理論⽅法與實務應⽤的相互配合，重視科技整合與推動商學⾃動化，以及探討資訊產業發展的策略。
1173 國⽴政治⼤學 財務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本系旨在提供學⽣財務管理與投資的全⽅位學識，養成學⽣與時俱進的學習態度，以成為財⾦領域的優秀領導⼈才。
1174 國⽴政治⼤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本系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的在培養具有⾵險管理與保險專業之⾼階經理⼈。
4882 國⽴政治⼤學 傳播學院⼤⼀⼤⼆不分系 Undeclared Major i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本院採⼤⼀⼆不分系招⽣與修課，⼤三依篩選結果分流⾄專業主修，進⼊新聞學系、廣告學系、廣播電視學系，以完成學
位。三系各有兩個專業學程，另有⾃主學程，讓學⽣可依個⼈未來⽣涯發展，⾃主規劃⾃⼰的學習計畫。
⼆、本院⼤學部課程以中⽂授課為主，或有英⽂教材，中英⽂需達⼀定程度，較適合就讀。
1178 國⽴政治⼤學 英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本系教育⽬標在培養：
⼀、 ⽂學及語⾔學⼈才，從事學術研究，促進東西⽂化及學術交流；
⼆、 中、小學英語⽂師資，提⾼國內英語⽂教學⽔準；
三、 翻譯、外事及經貿等實務外語⼈才，助益國家整體發展。
學⽣得依志趣選修相關課程。英⽂科成績必須優良，否則不宜選讀。
1191 國⽴政治⼤學 阿拉伯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
以培育阿拉伯語⽂、中東與阿拉伯⽂化⼈才為宗旨，本系以中⽂、阿⽂授課為主，英⽂授課為輔。中、英⽂程度須達標準以上
者，較適合就讀。
1179 國⽴政治⼤學 斯拉夫語⽂學系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以培養俄語及其他斯拉夫語⽂⼈才為宗旨，歡迎對俄羅斯及東歐事務有濃厚興趣者申請。
1180 國⽴政治⼤學 ⽇本語⽂學系 Department of Japanese
以培育⽇語專才及通曉⽇本語⾔、⽂學、歷史⽂化之⼈才為宗旨，歡迎對此有興趣的同學申請。
1181 國⽴政治⼤學 韓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以培育韓國語⾔⽂化專業⼈才為宗旨，歡迎對韓國事務有興趣者申請。
1183 國⽴政治⼤學 歐洲語⽂學系法⽂組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本系以培養法語語⾔、⽂學及⽂化⼈才為宗旨，歡迎對法國及法語區事務有濃厚興趣者申請。
1184 國⽴政治⼤學 歐洲語⽂學系德⽂組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本系以培養德語語⾔、⽂學及⽂化⼈才為宗旨，歡迎對德國及德語系國家事務有濃厚興趣者申請。
1185 國⽴政治⼤學 歐洲語⽂學系西班⽛⽂組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本系以培養西班⽛語⾔、⽂學及⽂化⼈才為宗旨，歡迎對西班⽛及拉丁美洲事務有濃厚興趣者申請。
1886 國⽴政治⼤學 東南亞語⾔與⽂化學⼠學位學程越⽂組 Program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本學程以培養越南語⽂及東南亞事務專業⼈才為宗旨，歡迎對越南及東南亞區域具有濃厚興趣者提出申請。
1916 國⽴政治⼤學 東南亞語⾔與⽂化學⼠學位學程泰⽂組 Program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本學程以培養泰國語⽂及東南亞事務專業⼈才為宗旨，歡迎對泰國及東南亞區域具有濃厚興趣者提出申請。
1922 國⽴政治⼤學 東南亞語⾔與⽂化學⼠學位學程印尼⽂組 Program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本學程以培養印尼語⽂及東南亞事務專業⼈才為宗旨，歡迎對印尼及東南亞區域具有濃厚興趣者提出申請。
1193 國⽴政治⼤學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法學院於⺠國三⼗五年⾄⼋⼗⼆年間係由政治、外交、經濟、社會、財稅、法律等⼗餘系所組成。⼋⼗⼆學年度起，經教育部核
定，由法律系所⾃成⼀院，以肯定法律迥於社會科學之學術研究地位，此亦為當時國⽴⼤學之⾸創。
申請條件除⼀般限制外，因本系授課以中⽂為主，中⽂須達標準之上者，較適合就讀。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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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11

聯絡電話 886-3-5131390

傳真 886-3-5131598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30010新⽵市⼤學路1001號
網址 http://www.nc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與國⽴陽明⼤學正進⾏合校程序，預定110年2⽉合校，合校後校名預定為「國⽴陽明交通⼤學」。 ⼈⽂社會學系及
傳播與科技學系在本校六家校區上課(校區間有交通⾞)，地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其餘學系皆在新⽵光
備註
復校區上課，地址：300新⽵市⼤學路1001號。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系所分則
1146 國⽴交通⼤學 管理科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Science
管理科學系以培養未來企業專業經理⼈及領袖⼈才為⽬標，提供⼀般管理包含⾏銷學、財務管理、管理資訊系統、⽣產與作業管
理及⼈⼒資源管理等課程訓練，並可透過選修，選讀專⾨管理科⽬，發展專業管理專⻑。
1314 國⽴交通⼤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融學系財務⾦融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inance (Program of
Finance)
本系充分利⽤交⼤在資訊⽅⾯的優勢，結合資訊管理與財務⾦融的學習環境，透過跨領域的課程規劃，強化學⽣知識學習的廣度
與深度，讓學⽣在未來不論升學或就業，都更具彈性與競爭⼒。
1147 國⽴交通⼤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本系除訓練外語詮釋與溝通能⼒外，另側重⽂化、⽂學及語⾔分析，課程⼒求多元。基礎訓練之外並以輔修學程機制，⿎勵學⽣
培養其他領域之專業能⼒。畢業後無論就業與升學皆有相當之彈性。本系師資陣容堅強，研究重點以新興⽂學、電影研究、語法
語意與語⾳分析為主。
1148 國⽴交通⼤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社會學系重視學⽣的⼈⽂(humanities)與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的基礎知識與專業涵養，學⽣將在跨學科的基礎訓練中
培養獨⽴思考，以實踐參與的⽅式來發現問題，進而以⽂化創意來思考未來。期待學⽣結合所學，了解在地⽂化，建⽴國際觀
點：透過多元⽂化的理念，啟發對他者的理解與尊重，以期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同時保留在地⽂化的獨特性與價值。
上課地點：六家校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
1149 國⽴交通⼤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本系⼤學部放眼於媒體匯流的新興世代，以結合⽂字、聲⾳、影像紀錄、數位內容等「跨媒體」為教學與研究平台，進⾏新世代
的傳播科技訓練。在理論素養與實務技能並重的教學體系中，訓練學⽣掌握學術基礎概念與研究能⼒，並深化社會⽂化關懷、反
思傳播媒體現象、發展整合數位媒體創意。
上課地點：六家校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9
聯絡電話 886-2-24622192 分機 1068
傳真 886-2-24634786
地址 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網址 https://www.nto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事務組、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stu.ntou.edu.tw/SCROOT/Page_Show.asp?Page_ID=21539
在學期間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台海⼤為全球最具完整海洋特⾊且⼤學排名最前⾯之「國際化的頂尖海洋⾼等學府」。位於⼤台北地區之基隆市，濱臨海
洋，⼭海校園，獨特的⿓崗⽣態園區與⾬⽔公園，交通便捷、學術氛圍、⽣活機能與學習環境極優。 ⼀、 海⼤共有7個學
院，設有22個學系， 27個碩⼠班，19個博⼠班，在商船、輪機、航管、運輸、河⼯、造船、海洋、⾷品與⾷品安全、養
殖、漁業、海洋⽣物與⽣態、海洋事務等領域尤其著名。 ⼆、 海⼤各系皆有特定的產業⽀持，尤其海洋相關產業，學⽣
有特定的就業職場與管道，學⽣競爭⼒與就業⼒⾼。 三、 海⼤備有男⼥宿舍，僑⽣及港澳⽣享有免抽籤住宿的權利及優
先住校之福利並提供各項清寒獎勵、各項獎助學⾦、服務學習機會，讓每⼀位同學都有機會勇敢逐夢。 四、 海⼤重視學
⽣實作與校外實習、培養創新創業與就業能⼒，並推動跨領域次專⻑制度及微學分，俾適應未來複雜就業職場需要。
五、 海⼤加強學⽣英⽂與中⽂能⼒，設有英⽂畢業⾨檻。學⽣修習中⽂課程時，每年必須選讀24篇課外⽂章並撰寫4篇作
⽂。 六、 海⼤重視學⽣適性發展，特別實施轉系以「興趣」為主的政策；並取消1/2不及格退學措施，改採取以修⾜必要
學分畢業之措施，實施⾃我調整進度的教育節奏。 七、 海⼤具有設施最完善之室內外運動設施，包括最新完成之⼈⼯草
⽪運動場、壘球場、沙灘排球場及2座體育館等，另有完善之⽔上運動設施及帆船與獨木⾈等。 ⼋、 海⼤校園最具國際
化，有許多外籍⽣、僑⽣(獨招、個⼈申請、聯合分發、外籍⽣)、陸⽣(學位⽣與交換⽣)，已發展成為⼀所以專業及海洋
為最⼤特⾊的「社會上不可或缺的學校」及以學⽣為主體⼈⽂關懷的「令⼈感動的學校」，繼續秉持「活⼒創新、海⼤躍
進」之理念，朝「國際級的海洋頂尖⼤學」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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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129 國⽴臺灣海洋⼤學 航運管理學系 Dep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本系教學⽬標在培育航運業、物流業之經營管理專業⼈才。（⼆）中⽂能⼒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三）本系所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dstm.ntou.edu.tw。（四）餘依⼀般限制。
1197 國⽴臺灣海洋⼤學 商船學系 Dept. of Merchant Marine
(⼀)本系教學⽬標旨在培育船副、船⻑、引⽔⼈等⾼階航海專業或港務相關⼈才。（⼆）中⽂能⼒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
難者不宜選填。（三）申請船上實習者，體格需符合交通部航港局船員體格(健康)檢查證明書之「航⾏員」規定。詳細規定請⾄
航港局網站查詢。（四）本系所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mmd.ntou.edu.tw。
1269 國⽴臺灣海洋⼤學 運輸科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培養國際運輸與物流經營規劃之⼈才。（⼆）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4890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法政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Ocean Law and Policy
1. 除傳統法學外，海洋法律與政策是本系的重點領域，與⼀般法學院不同，本系是全國唯⼀以海洋法政為發展⽅向的專業法律學
系，培養對海洋事務具國際觀而跨領域的海洋法政⼈。
2. 對海洋法律及政策具⾼度興趣與熱情者，例如曾參與或領導海域權利、海洋產業、海上事故、海洋防汙、海洋⽣態復育、漁⺠
權 益保障等活動。
3. 曾獲「演辯」、「活動規劃」、「作⽂」等相關競賽獎項者。
4. 曾參加國內外相關海洋法律與政策學術活動或營隊訓練。
5. 具海洋法律與政策領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並可提供相關佐證 資料者，例如：研究論⽂或課堂報告。
6. 對外語具⾼度能⼒，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料者。
1819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Tourism Management
(⼀)本系教學⽬標在培育海岸觀光、近海觀光、⽔上休憩與活動及郵輪旅遊之專業⼈才。（⼆）中⽂能⼒未具聽、說、讀、寫、
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本系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dotm.ntou.edu.tw。（四）餘依⼀般限制。
1102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創設計產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ic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Industries
"（⼀）中⽂能⼒需具備聽、說、讀、寫等能⼒並可以流利表達，學⽣均需學習⾊彩差異的辨識、點線⾯的辨識等能⼒、機器操作
的能⼒。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精神障礙，不宜設計課程，宜慎重考慮。
（⼆）本校⽂創設計系係培育富於海洋素養、外語和數位知能，並兼具海洋⽂創資源運⽤、⽂創產品設計與⽂創產業經營之複合
性⽂創產業⼈才。"
1196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經營管理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Business Management
(⼀)創系宗旨在於培養兼具⼈⽂及海洋關懷素養、兩岸及國際視野的海洋產業經營與實作⼈才。（⼆）中⽂能⼒未具聽、說、
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餘依⼀般限制。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6
聯絡電話 886-5-2720411
傳真 886-5-2721481
地址 621301嘉義縣⺠雄鄉⼤學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學⼠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碩⼠班於修業三年期間、博⼠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
⼀、本校學⼠班學⽣須於畢業前(建議在⼤三結束前)修完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請依各系規定修習。⼆、
備註
本校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應修滿學系應修畢業學分並符合學校規定之畢業條件，⽅得畢業。三、依⼀般限制。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068 國⽴中正⼤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安排古典與現代⽂學相關課程，希望學⽣在紮實的學術訓練下，從中國傳統汲取養料，並靈活地運⽤於現實⽣活，未來能夠成為
藝⽂界、教育界、新聞界傑出的專業⼈才。
本校設有「國⽴中正⼤學惠燊紀念獎學⾦」，歡迎到本校就讀中國⽂學系、歷史學系或哲學系學⼠、碩⼠或博⼠學位的香港籍學
⽣提出申請！詳情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ciacoop@ccu.edu.tw、TEL：+886-5-2720411#17606、網址：
https://oia.ccu.edu.tw/cn/show_news.php?nID=2&getId=159。
1069 國⽴中正⼤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培育具有下列知能的外語專業⼈才：⼀、外國語⾔與⽂學。⼆、⼈⽂素養與創新。三、社會關懷與服務。四、終身學習與實踐。
1070 國⽴中正⼤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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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學科的歷史知識份⼦及⾼級研究⼈才為⽬標。 ⼆、師資均具國內外知名⼤學之博⼠學位，具備傑出的研究能⼒。
三、本系學、碩、博⼠班課程皆已完備。 四、空間寬敞、藏書豐富，教學電腦等設備先進。
本校設有「國⽴中正⼤學惠燊紀念獎學⾦」，歡迎到本校就讀中國⽂學系、歷史學系或哲學系學⼠、碩⼠或博⼠學位的香港籍學
⽣提出申請！詳情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ciacoop@ccu.edu.tw、TEL：+886-5-2720411#17606、網址：
https://oia.ccu.edu.tw/cn/show_news.php?nID=2&getId=159。
1071 國⽴中正⼤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1. 本系具有⼀流師資，完備之學習與研究資源，並致⼒於國際合作與交流。
2. 著重培養學⽣邏輯推理、概念分析、反思分析、另類思維與閱讀哲學經典之基本能⼒，提升學⽣⽂化素養與關懷。
3. 畢業出路包括繼續深造或從事教職、⽂書編輯、出版⽂化業、學術機構之研究⼯作。
本校設有「國⽴中正⼤學惠燊紀念獎學⾦」，歡迎到本校就讀中國⽂學系、歷史學系或哲學系學⼠、碩⼠或博⼠學位的香港籍學
⽣提出申請！詳情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ciacoop@ccu.edu.tw、TEL：+886-5-2720411#17606、網址：
https://oia.ccu.edu.tw/cn/show_news.php?nID=2&getId=159。
1072 國⽴中正⼤學 社會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本系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之社會福利政策⼈才為主，課程強調整合應⽤社會科學知識及多元思考，探討社會福利議題，藉以培養學
⽣制度分析、政策規劃、⾏政管理、福利服務之知識與社會⼯作專業能⼒，歡迎關⼼社會問題、⼈群福祉的熱忱學⽣加⼊我們的
⾏列。
1073 國⽴中正⼤學 勞⼯關係學系 Dept. of Labor Relations
其教學和研究⽅向係以建構我國的勞資關係理論為⽬標，⼀⽅⾯探討本⼟的勞資關係重要議題，另⼀⽅⾯參考國外經驗，致⼒形
塑⼀個有助於整體社會和諧發展的勞資關係制度，並積極培養勞⼯關係與⼈⼒資源管理的⼈才。
1074 國⽴中正⼤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系所特⾊
1.課程規劃：本系教學設計與教師上課內容特別強調「獨⽴思辨」訓練，結合理論、實務與相關時事案例，激發學⽣多元、慎思
與明辨之思維。課程分為國際關係、⽐較政治、公共⾏政、與公⺠社會四組。
2.實務導向：本系設置兩⼤研究中⼼，訓練專才與職場接軌。⺠意及市場調查中⼼配合研究⽅法相關課程，專⾨訓練⺠調專才。
公共管理與政策研究中⼼關注公共議題，訓練公共管理與政策規劃⼈才。
⼆、師資與研究領域
本系教師畢業於美、法、德、英各國，研究領域與國際議題或在地議題緊密結合，包括能源政策、外交政治、社會企業、危機管
理、中國議題、東南亞議題、地⽅政府與政治、環境正義、系統思考、政治思想、⺠意調查、台灣政治經濟發展、選舉研究等
等，有助於學⽣探索研究興趣，繼續深造或就業。
1075 國⽴中正⼤學 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本系因應數位媒體科技匯流、傳播產業環境變化，以培育具有數位媒體整合能⼒之⼈才為⽬標。教學以傳播基本技能及進階實作
課程為基礎，學習新聞、資訊、影視、廣告、聲⾳等專業傳播領域知識，輔以社會⼈⽂、思辨、媒體素養等選修課程，並有中正
E報、中正之聲的實習媒體課程。透過深⼊淺出、系列漸進的教學⽅式，讓學⽣掌握知識學理，養成團隊合作精神，主動發掘分
析問題，⿎勵積極創新。
1076 國⽴中正⼤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教師畢業於全球知名⼤學，全數具有博⼠學位。教師研究與教學並重，研究表現在國內經濟學⾨名列前茅，教學優異屢獲獎
項。本系注重學⽣國際視野的養成，國際經濟領域課程豐富，培育學⽣職場競爭⼒或繼續深造的實⼒。
1077 國⽴中正⼤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本所⽬前有19位優秀的專任教師，提供多元的財務課程。除了基礎課程外，也提供超過10項的財⾦跨領域學程。包含提升學⽣競
爭⼒之財⾦英語學程以及⾦融科技學程。
1078 國⽴中正⼤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旨在培養新世紀的管理專業⼈才。學⽣必修習作業管理、⾏銷管理、⼈⼒資源管理、策略管理及財務管理等相關課程，經由理論
與實務課程的訓練，開發學⽣的管理潛⼒。
1079 國⽴中正⼤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以培養能在資訊科技環境下，充分發揮會計專業知識之管理⼈才為⽬標。四⼤會計師事務所主動到本系徵才，也是公司會計部
⾨、資訊部⾨或管理部⾨之重要幹部，並且具有參加國內外各級專業證照考試之專業能⼒，學⽣畢業後有更寬廣的前景。
1080 國⽴中正⼤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Legal Science
法律學系著重培養紮實的法學素養，並兼顧理論與司法實務的整合學習，提供國際學術交流之機會，以培養法學研究⼈才及司法
實務從業⼈員為主要⽬標。
1081 國⽴中正⼤學 法律學系法制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Legal Institutions
法律學系著重培養紮實的法學素養，並兼顧理論與司法實務的整合學習，提供國際學術交流之機會，以培養法學研究⼈才及司法
實務從業⼈員為主要⽬標。
1082 國⽴中正⼤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本系以培養具備財經法律專⻑之國際商務法⼈才為⽬的，本系提供之課程，除了基礎⺠法、刑法、公法學外，特別以財經法學作
為專業領域，例如企業暨國際經貿法、智慧財產權法、財稅法、⾦融法等，即為著例。
其次，本系注重跨領域與國際化之學習環境，設有「財經法律會資學程」、「財經法律⾦融學程」、「財經法律專利師學程」、
「國際商務法全英語學程」，培育新世紀法律跨界⼈才。
尤有進者，本系特聘教授⽐例為全校之冠，擁有畢業於英、美、德、法、臺灣等⼀流學府之優秀師資，歡迎僑⽣及港澳學⽣踴躍
申請。
1083 國⽴中正⼤學 成⼈及繼續教育學系 Dep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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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的願景為「向著標竿，竭⼒追求－開創成⾼新視界」，在此願景下，本系的發展使命在於使本系成為成⼈及⾼齡教育的理論
研究先驅、教學創新的基地、實務推廣的苗圃，以及政策規劃的智囊。故本系將培育⼤學部學⽣：1.語⽂與資訊能⼒，2.思考能
⼒與⼈⽂素養，3.探索⽣涯發展⽬標，4.認識成⾼教育的本⼟與國際趨勢，5.具備企劃、執⾏及評鑑能⼒。而師資陣容全國最堅
強，專⻑領域包括：成⼈⼼理、教學、⽼化、企劃、⾏銷、社區、⼈⼒資源與知識管理，強化學⽣全球化職場需求能⼒。年輕優
秀的教授潛⼼輔導學⽣讀書⽅法與⽣涯規劃並認識國際成⼈教育。
1084 國⽴中正⼤學 犯罪防治學系 Dept. of Criminology
師資陣容全國最強，學習領域包括：犯罪學、⼼理學、社會學、社會⼯作、矯正科學、刑事法學、精神醫學等。畢業出路：擔任
觀護⼈（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監獄官、廉政⼈員、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警官、少年矯正學校輔導
員、中小學教師暨輔導員、社⼯⼈員，及國內外相關研究所進修。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3
聯絡電話 886-5-2717296
傳真 886-5-2717297
地址 60004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cyu.edu.tw/oia
僑⽣新⽣保障住宿
⼀、本校實施服務學習制度，新⽣必須參加服務學習。 ⼆、本校有開設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及國⺠小學教育學程。 三、本
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住校。 四、政府單位,⺠間團體或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之同學，提供急難救助⾦、各類獎
助學⾦、⼯讀申請等協助措施。
系所分則

4789 國⽴嘉義⼤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本系特⾊:本學系歷史悠久，學⾵優良，是培養教育理論、課程教學，以及教育⾏政與⽂化事業專業優秀⼈才的搖籃，課程強調理
論與實務並重、本⼟化與國際化兼顧。
1032 國⽴嘉義⼤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1.具有中⽂聽說讀寫能⼒，歡迎有志從事助⼈專業輔導⼯作之有為青年加⼊ 。
2.本系強化家庭教育及輔導與諮商⼆領域之特⾊，並試圖從⼈群服務之整體觀點出發，規劃家庭教育、家庭與社區諮商、學校諮
商，到企業諮商之相關專業，希冀提供學⽣更完整之⼈群服務學習管道，並滿⾜⼀般⺠眾及家庭之協助需求，進而成為國內第⼀
個同時聚焦於家庭、社區、學校三⼤助⼈專業領域之系所。
4711 國⽴嘉義⼤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特⾊:
1.課程結合理論實務，強化學⽣競爭⼒
2.研究⽀援教學，提昇教學品質
3.重視服務學習，培養⼈⽂精神
4.深化學⽣輔導，促進學習成效
5.⿎勵參與研究，培養研究能⼒
6.參與推廣服務，深耕地⽅資源 。
⼆、就業與發展：本系⼤學部以培養國⺠小學特殊教育教師以及特殊教育相關⼯作⼈員為⽬標。在專業就業⽅⾯，畢業⽣可以擔
任身⼼障礙教育教師、資賦優異教育教師、教養機構教師、教師助理員；或擔任⼤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員。在專業發展上，除修
讀特殊教育碩⼠與博⼠外，學⽣亦可依其興趣進修教育、復健諮商、語⾔治療等相關研究所，發展獨特之專精領域，為特殊教育
領域貢獻專業能⼒。
1031 國⽴嘉義⼤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歡迎有志從事幼兒園教師,保⺟及相關⽂教事業青年加⼊。
1033 國⽴嘉義⼤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Dept. of E-lear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1.本系培育數位學習的⼈才，未來可就業於數位科技產業，需具有中⽂聽說讀寫能⼒。
2.以積極培育具有設計、發展、運⽤、管理和評鑑各類教育資源能⼒之專業⼈才為主要⽬標，使教育科技能真正融⼊於教育和訓
練之環境中，期能培育出具備數位學習內容設計及數位學習管理兩⼤領域專⻑之專業⼈才。
1037 國⽴嘉義⼤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本系特⾊：本系志在研討中國⽂學，兼容古今⽂獻，匯通新舊學術，傳承⽂化薪⽕，並開創⽂學新⽣命。以培育學⽣具備中國
⽂學之專業能⼒，道德⼈⽂之深厚素養，秉持真誠、務實、樂觀、進取之學習精神，造就新時代中⽂⼈才為⽬標。
2.須具有良好的中⽂聽說讀寫能⼒以及基本的漢學常識與古⽂能⼒。
1035 國⽴嘉義⼤學 外國語⾔學系英語教學組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Teaching Track
本系成⽴於⺠國⼋⼗九年⼋⽉，校區位於台灣嘉義縣⺠雄鄉。系上有專任教師共有15位，專⻑領域包括英語教學、語⾔學、翻譯
和⽂學。教育⽬標在於培養學⽣⼈⽂素養與國際視野、優秀英(外)語溝通能⼒以及英語教學或語⾔⽂教發展等專業知能，並兼顧
應⽤外語相關素養。系所優勢為提供多元英語教學實務課程，並開設語⾔學和⽂學等語⾔理論課程，培育同學具備理論和實務英
語教學知能。畢業⽣可以繼續就讀語⾔相關研究所 (例如；英語教育、語⾔學、⽂學)、擔任國中小英語教師或在國內外產業界從
事語⾔⽂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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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 國⽴嘉義⼤學 外國語⾔學系應⽤外語組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Track
本系成⽴於⺠國⼋⼗九年⼋⽉，校區位於台灣嘉義縣⺠雄鄉。系上有專任教師共有15位，專⻑領域包括⽂學、翻譯、語⾔學和英
語教學。教育⽬標在於培養學⽣⼈⽂素養與國際視野、優秀英(外)語溝通能⼒以及應⽤語⾔學、⽂學及翻譯等專業知能，並兼顧
語⾔⽂教相關素養。系所優勢為提供多元⽂學和語⾔學理論課程，培育學⽣畢業後繼續就讀研究所。同時，本系也提供實務商務
英語課程例如職場英語、英⽂商⽤書信，培育學⽣畢業後從事商業⼯作 (例如：秘書、⼈資)、⽂創產業⼯作 (例如：秘書、翻譯
員、版權代理、故事創作者)，或在科技產業界從事語⾔分析⼯作。
1034 國⽴嘉義⼤學 應⽤歷史學系 Dept. of Applied History
本系為全國第⼀所應⽤歷史學系所，以歷史為專業基礎，輔以環境與區域課程，並能積極往實⽤層⾯拓展，以達到學⽤合⼀，培
養歷史應⽤專業⼈才之⽬的，達到「⽴⾜歷史專業，邁向史學應⽤，培養學⽣具備⼈⽂與區域研究相互均衡的知識，以結合⽂化
產業發展」的教育⽬標。
1038 國⽴嘉義⼤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培育學⽣運⽤分析⼯具以及解決問題之能⼒，並使其具備語⽂、國際觀與管理之專業素養。教授管理專業知識外，對學⽣的
表達、語⽂、分析技巧等⼯具性能⼒亦將以系列性課程培育之；在課程規劃的部份，強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1040 國⽴嘉義⼤學 應⽤經濟學系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1.具有中⽂聽說讀寫能⼒。
2.本系戮⼒於提昇教學、研究及學⽣學習成果，並設置「應⽤計量經濟實驗室」致⼒於經濟計量教學與相關應⽤研發，另「應⽤
經濟診所」加強學⼠班課後學習與輔導。除紮實的核⼼理論課程訓練外，並將選修課程分為三⼤學習領域，以培育未來台灣經濟
發展過程中所需之⼯商、服務業⼈⼒。
1039 國⽴嘉義⼤學 ⽣物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ioBusiness Management
1.具有中⽂聽說讀寫能⼒。
2.⽣物事業管理學系旨在培育學⽣擁有⽣物事業和⽣物科技管理技能，並兼具國際觀。本系不僅提供傳統管理課程亦提供⽣物科
技管理課程，引導學⽣具備創意、創新與創業之執⾏能⼒。
1041 國⽴嘉義⼤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 具有良好中⽂聽說讀寫能⼒。
2. 本系以培養⾦融產業專業經理⼈與⼀般企業財務經理⼈為⽬標，並以「證券投資」、「公司理財」與「⾦融市場與機構」為三
⼤課程主軸。因應當前「⾦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趨勢，本系擁有設備完善的財⾦實驗室，將三⼤課程主軸連結到⾦融資訊的
專業訓練。其次，本系現有專任師資皆擁有國內外知名⼤學的財務⾦融相關領域博⼠學位，師資團隊中擁有會計師、精算師、⾦
融證照、⾼階英⽂檢定證書與國外教學資歷。
1044 國⽴嘉義⼤學 ⾏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本系是⽬前國內唯⼀培育具備「⾏銷與觀光」聯集專⻑之國⽴⼤學。本系特⾊以培育同學具備⾏銷與觀光專⻑，以擴展就業競爭
⼒。本系重視培養學⽣國際觀與實務經驗，以利培養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之優秀⼈才。因此，提供海外交換⽣、企業界實習等機
會。
⾏銷由產品、通路、定價與推廣等相關學科所組成，應⽤於廣告⾏銷、⾏銷企劃、⾏銷傳播等領域中。觀光產業範疇廣，舉凡：
旅遊業、旅館業、航空、遊樂業與餐飲業等，基本上以服務管理為基礎，融合⾏銷管理，形成具備觀光服務⾏銷管理的專業。
核⼼能⼒：
1. 必須具有中⽂聽說讀寫能⼒。
2.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潮流，⼤學對於⼈才培育及課程規劃，必須掌握較⼤的彈性，才能適應產業變遷的需求，滿⾜產業發展所需
的⼈⼒資源，進而掌握發展先機，提升國家競爭⼒。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5
聯絡電話 886-3-4227151轉57141
傳真 886-3-4223474
地址 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cu.edu.tw/index.php/tw/2013-03-21-10-17-02/2013-03-21-10-19-58.html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年級僑⽣均可保障全額住校。三、⼤⼀新⽣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系所分則

1198 國⽴中央⼤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請參考本系網⾴。
教學兼重古典專業與現代⽂學，其中古⽂專業需要基本閱讀能⼒；選填時，請評估⾃我古⽂閱讀及撰寫能⼒。本系尚無有關聽
障、視障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199 國⽴中央⼤學 英美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請參考本系網⾴。
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患有嚴重口吃及重度視⼒、聽⼒障礙者，宜慎重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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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國⽴中央⼤學 法國語⽂學系 Dep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請參考本系網⾴。
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患有嚴重口吃及重度視⼒、聽⼒障礙者，在無特殊
設備及專業輔導之下，並不利於學習法語。已具⾼級法語能⼒但中⽂掌握偏弱，或不具⽂學興趣者，不宜就讀法⽂系。
1201 國⽴中央⼤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請參考本系網⾴。
中⽂閱讀撰寫能⼒不⾜者，不宜選讀。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202 國⽴中央⼤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請參考本系網⾴。
中、英⽂閱讀撰寫能⼒不⾜者，不宜選讀。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203 國⽴中央⼤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請參考本系網⾴。
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4795 國⽴中央⼤學 客家語⽂暨社會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年8⽉本院設⽴「客家語⽂及社會科學學系」，從⼤學部、碩⼠班到博⼠班，從基礎的客家語⾔⽂化和社會科學能⼒的訓
練，到培養具備客家研究的專業能⼒，完整建⽴⾼等教育機構客家⼈才培育的⼀貫體系。報考限制：中⽂聽說讀寫能⼒不⾜者，
不宜報考。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國⽴臺北⼤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0
聯絡電話 886-2-86741111#66122
傳真 886-2-86718006
地址 23741新北市三峽區⼤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nt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僑⽣及陸⽣組(當學年度以僑⽣及陸⽣組公告為準)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ntpu.edu.tw/chinese/laws/law.php?dep=97&class_id=3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請逕向國際事務處先⾏提出申請。
國⽴臺北⼤學前身為國內極富盛名之「中興法商學院」，在2000年改制後，承繼優良學⾵傳統，並開創嶄新局⾯，成為
⼀所擁有6學院18學系之綜合型⼤學。校本部座落於新北市三峽區鳶⼭際，⾵景清新優美，校舍建築新穎，並經網路票選
為「⼗⼤最美⼤學校園」之⼀；校圖書館因外側呈現波浪型，極具設計感，其「空中廊道」之建築設計可看到⼭湖交織的
美麗景⾊。2009年起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2015-2016年獲1億2,000萬元補助，為國⽴⼤學中最⾼，2018
備註 年~2020更獲得教育部⾼教深耕計畫將近2億435萬元補助；與國⽴臺北科技⼤學、臺北醫學⼤學、國⽴臺灣海洋⼤學組成
「臺北聯合⼤學系統」；亦另與國⽴臺灣藝術⼤學辦理策略聯盟，提供師⽣跨界跨領域學習研究之寬廣機會。 ★宿舍、
獎學⾦等⼊學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ntpu.edu.tw/exam/admission.php ★為提升競爭⼒，本校學⼠班學
⽣尚須依規定修畢程式設計課程與取得跨領域學習證書（微學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項），⽅可畢業，詳情請
查閱本校⾸⾴/⾏政單位/教務處/教務規章/學則。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130 國⽴臺北⼤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ivision of Law, Dept. of Law
⼀、學⼠班3組學⽣，除法學基礎教育外，並提供適⽤法律實務上所需技術教育，佐以實⽤法學教育內容，為培養優秀法官、檢
察官、律師及其他公私機構法務⼈才之學習場所。
(⼀)法學組：奠定學⽣從事法律專業⼯作之法學能⼒，培養具國際宏觀視野法律⼈才。
(⼆)司法組：結合理論與實務訓練，培養司法實務與公職法律⼈才。
(三)財經法組：厚植財經基礎理論，培養國家與企業財經實⽤法律⼈才。
⼆、在三峽校區上課。課程學習多元，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並須具備相當的理解能⼒與邏輯思維。3組課業繁
重，專業必修學分計62，最低畢業學分計134，須⽤功研讀，教師評分嚴格，請於選系前審慎考慮。
三、本系網址：http://www.law.ntpu.edu.tw/
1131 國⽴臺北⼤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Division of Judicial Studies, Dept. of Law
⼀、學⼠班3組學⽣，除法學基礎教育外，並提供適⽤法律實務上所需技術教育，佐以實⽤法學教育內容，為培養優秀法官、檢
察官、律師及其他公私機構法務⼈才之學習場所。
(⼀)法學組：奠定學⽣從事法律專業⼯作之法學能⼒，培養具國際宏觀視野法律⼈才。
(⼆)司法組：結合理論與實務訓練，培養司法實務與公職法律⼈才。
(三)財經法組：厚植財經基礎理論，培養國家與企業財經實⽤法律⼈才。
⼆、在三峽校區上課。課程學習多元，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並須具備相當的理解能⼒與邏輯思維。3組課業繁
重，專業必修學分計62，最低畢業學分計134，須⽤功研讀，教師評分嚴格，請於選系前審慎考慮。
三、本系網址：http://www.law.ntpu.edu.tw/
1132 國⽴臺北⼤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Division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Dept.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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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3組學⽣，除法學基礎教育外，並提供適⽤法律實務上所需技術教育，佐以實⽤法學教育內容，為培養優秀法官、檢
察官、律師及其他公私機構法務⼈才之學習場所。
(⼀)法學組：奠定學⽣從事法律專業⼯作之法學能⼒，培養具國際宏觀視野法律⼈才。
(⼆)司法組：結合理論與實務訓練，培養司法實務與公職法律⼈才。
(三)財經法組：厚植財經基礎理論，培養國家與企業財經實⽤法律⼈才。
⼆、在三峽校區上課。課程學習多元，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並須具備相當的理解能⼒與邏輯思維。3組課業繁
重，專業必修學分計62，最低畢業學分計134，須⽤功研讀，教師評分嚴格，請於選系前審慎考慮。
三、本系網址：http://www.law.ntpu.edu.tw/
1133 國⽴臺北⼤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務，包括五個⼤領域課程(1)財務⾦融；(2)⾏銷與國企；(3)資訊管理；(4)作業管理；(5)策略、組織
與⼈資管理組。招收具備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佳。
1134 國⽴臺北⼤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ancy
本系師資團隊在會計教育及研究上維持領先地位，課程規劃朝前瞻性理論與實務兼具⾯向；並為提升同學競爭⼒與學習多元性，
修習過程增列第⼆專⻑領域：財務⾦融學程、電⼦商務學程、資本市場鑑識學程、⾦融科技學程、創新創業學程、智慧財產權學
程、全球經濟分析與領袖⼈才英語學程、巨量資料探勘學程、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才學程、企業社會責任學程、全球變遷與永
續發展英語學程、租稅⾏政救濟學分學程、⼈⼯智慧學⼠學分學程、⽂創產業管理⾏銷學⼠學分學程等14學分學程，以強化學⽣
專業競爭⼒。
1135 國⽴臺北⼤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統計是許多領域量化⼯具的根本，本系擁有全國最強的師資陣容與最⿑全的課程規畫，課程涵蓋財務統計、商業統計、醫學統計
等學群，旨在培訓具有統計理論與實務資料分析的專業⼈才。
1136 國⽴臺北⼤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Sport Management
本系成⽴於⺠國91年，主要致⼒於培養休閒運動相關產業之經營與管理⼈才，為完備同學相關領域之就業能⼒，除本系固有之專
⾨課程外，另提供商管基礎課程，及其他雙主修、輔系與各種學程的學習機會，學⽣皆能依個⼈興趣與需求，得到充分的學習資
源；同時，職場的實際體驗有助於同學提早瞭解實務現場，發掘職涯發展⽅向，有助於就業的銜接，並減少待業與職涯試探的時
間成本。
1137 國⽴臺北⼤學 公共⾏政暨政策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本系學制完整，在學學⽣總數近1200⼈，為台灣歷史最悠久與規模最⼤的公共⾏政與政策相關學系。本系以跨領域、多元專業之
師資陣容⾒⻑，⽬前共有專任教師24位，課程規劃理念係以培養公部⾨與公⺠社會科際整合專業⼈才為宗旨，學⼠班研習專業領
域區分為四⼤學群：（⼀）⾏政管理；（⼆）公共政策；（三）政治經濟與政府；（四）公⺠社會。
1138 國⽴臺北⼤學 財政學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財政學系⾃本校於1949年成⽴之初即已設⽴(時為財政科)，迄今經歷⼀甲⼦，已為國家社會在公私領域中培育出無數的財稅經濟
專業菁英。惟於進⼊⼆⼗⼀世紀後，本系為因應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所帶來的國家社會發展之質變與量變，並審酌現代化國家之
政府職能與⾼等教育機構的社會責任，乃確⽴以培育國家社會所需之財政租稅與⾦融管理專業⼈才為教育宗旨。課程設計之特
⾊，除傳授學⽣財政、經濟與會計等基礎專業知識外，並特別著重租稅、⾦融、政府預算及財務⾏政等制度與實務之訓練，以期
使學⽣具備統合財稅、會計與經濟等跨領域專業知識的財稅政策分析、租稅規劃與財政⾦融管理等多元專業能⼒。
1139 國⽴臺北⼤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Dept. of Real Estate and Built Environment
1.本系結合理論與實務，藉由群組化課程(法制與政策、規劃與治理、經營與管理、測量與空間資訊，保育與防災以及國際化)，
提供系統性與多元學習，落實本系培養學⽣未來就業與進修之基礎專業能⼒之教育⽬標。2.有四肢嚴重障礙影響測量課實習操作
者，及有視覺或辨⾊⼒異常無法辨識⼟地使⽤分區圖顏⾊者，宜慎重考慮。3.具備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佳。
1140 國⽴臺北⼤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本系師資陣容堅強，現有專任教師28名，兼任教師12名，及助教4名。
2.本系提供學⽣完整及廣泛的經濟學訓練，以及優質的學習環境。
3.本系學⼠班學⽣⾄少須修滿133學分始得畢業。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類學校
畢業⽣(或以同等學⼒就讀本系學⼠班者)⾄少須修滿145學分始得畢業。
4.本系必修課程共計59學分。選修課程分屬⾦融、貨幣與經濟成⻑、產業與公共經濟、⼈⼒、資源與環境經濟、經濟理論與⽅法
和資料科學等五⼤領域。
5. 本系學⼠班學⽣選修同⼀專業領域學群課程滿12學分(含)以上，得向本系申請領域專⻑證明。
6. 除本系選修課程外，共同選修及外系學分合計⾄多20學分。
1141 國⽴臺北⼤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1.本系有⼗四名專任⽼師，⼀位合聘⽼師(與中研院合聘)，五位兼任⽼師。教師都有社會學博⼠學位。師資陣容堅強，組成多
元，涵蓋社會學各領域。
2.本系教學研究兼顧跨國視野與臺灣本⼟研究，有利僑⽣瞭解 臺灣社會。
3.本系有各項獎學⾦與⼯讀機會，可供學⽣申請。
4.本系的教學⽬標為：
•a奠定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與跨領域的視野
•b強化研究⽅法技術與社會科學寫作論述能⼒
•c培養跨國視野與厚植外語能⼒
d培養獨⽴思考與批判精神的現代公⺠
1142 國⽴臺北⼤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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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教育⽬標為「培養綜融的專業社會⼯作者」，專業科⽬必修共60學分，提供學⼠班學⽣紮實的基礎社會⼯作專業知識與實
習訓練，讓學⽣嫻熟基本專業社會⼯作⽅法，包括專業關係的建⽴，以及個案⼯作、團體⼯作、社區⼯作、倡導等的操作知能。
透過課堂講解以及實習，俾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習得專業知識、專業技巧與經驗。
※提醒事項
1.所有學⽣都在三峽校區上課。
2.於三年級第⼆學期及三年級升四年級暑假，需修習「社會⼯作實習」課程，⾄公私⽴社會福利機構實習。
1143 國⽴臺北⼤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本系發展重點：「經典詮釋」、「⽂學寫作」和「數位⼈⽂」。
⼆、 本系之課程規劃：「⽂學學群」、「思想學群」、「致⽤學群」等三⼤軸⼼。
三、 本系之教育⽬標：培養學⽣⼈⽂精神、落實全⼈教育、培育中國語⽂研究暨應⽤、語⽂教學及創作、⽂化與傳播等⼈才。
1144 國⽴臺北⼤學 應⽤外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1. 本系教育⽬標為：培養外語應⽤、口筆譯及英語教學⼈才，養成學⽣外語實際運⽤溝通、口譯、筆譯及各級英語教學之全⽅位
能⼒，培育具有批判性思考及邏輯能⼒之⼈才及培育具國際觀之⾼階應⽤外語研究專業⼈才。
2. 本系雙核⼼主軸課程為「語⾔學習與教學」及「口、筆譯」兩領域的課程。
3. 本系同時注重中⽂及英⽂能⼒，並要求⼤量閱讀、思考及實務演練，⿎勵對語⾔應⽤及翻譯有興趣者申請。
1145 國⽴臺北⼤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具博⼠學位者13名，具10年以上教學經驗者9名，加上合聘中央研究院學者，師資優良。每年均有近
半數教師執⾏研究計畫，研究表現突出。
（⼆）課程完備。課程中外領域兼備，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各時代，亦涵蓋美洲、英國、德國、⽇本、東南亞等地區。
（三）強調實⽤性。除了開設古蹟考察與導覽等課程外，亦安排學⽣⾄博物館、畫廊等地實習，加強歷史知識的應⽤性與實⽤
性。
（四）重視國際化。⽬前與港澳等海外知名學府簽有合作協定，學⽣每年都有⾄國外參訪或進修之機會。
（五）班級規模不⼤，在課業與⽣活上都能給予學⽣良好的關懷與輔導，師⽣感情融洽。
（六）⿎勵學⽣發展第⼆專⻑，本校法商科系完整。
4071 國⽴臺北⼤學 ⾦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Dept. of Finance and Cooperative Management
⾦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是本校近五年來，所有學系中志願竄升最快，畢業後就業待遇最好的熱⾨學系之⼀。本系優秀的教授師群掌
握財務⾦融最新脈動，轉換為課堂教材傳授學⽣；本系也⾮常重視學⽤合⼀，縮小學⽤落差。邀請國內外產業與學界專家和先進
及加強與本國及跨國優質的⾦融機構合作(累積已超過⼗家)，進⾏⾦融業師演講授課與實習等產學合作，幫助學⽣將理論與實務
結合，創造同學專業上的優勢，使本系同學都能成為新世紀的⾦融專業⼈才，領導新⼀世代⾦融專業團隊。本系培養學⽣具備財
務⾦融專業能⼒，兼顧本系合作⾦融與關懷社會的固有本質，是我們的主要⽬標，期望能培養同學成為具有⾼度倫理觀念的管理
者。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8
聯絡電話 886-3-8905114
傳真 886-3-8900170
地址 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學路⼆段⼀號
網址 http://www.ndh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dhu.edu.tw/oversea-chinese-student/o-chinese-scholarship
保障境外⽣⽣在學期間住宿。
有關教學資源概況、課程、獎助學⾦及住宿等資訊，請參閱各系所、教務處、國際事務處及學⽣事務處網⾴。
系所分則

1121 國⽴東華⼤學 中國語⽂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achelor) B.C.L.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多元，兼顧傳統中⽂學⾨義理、辭章、考據三個⾯向，課程設計從傳統出發兼顧現當代，開設華語⽂教學學
程、敘事⽂學與語⽂應⽤學程、中國語⽂專業學程，強調語⽂學養及對外華語教學能⼒，⽴基古典掌握現代，培養國際移動⼒。
研究領域含古典詩⽂及小說、經學及思想、古典⽂學、⺠間⽂學、聲韻學及出⼟⽂獻學等。最⾼⽬標係以結合理論與應⽤為導
向，逐步深耕青年對中國⽂化與時代思潮之體認，進而掌握兩岸⽂化發展與全球中⽂熱潮之脈動，期能厚植學⽣⾯對未來深造或
就業全⽅位之實⼒與學養。申請就讀之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能⼒（中等程度）。
1105 國⽴東華⼤學 華⽂⽂學系 D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1.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能⼒。
2.本系是華語世界第⼀個以現當代華⽂⽂學研究與創作教學為主的科系，旨在開拓學⽣的⽂學視野，重視⽂學批評與⽂化研究的
理論與⽅法，結合當代⽂化議題，強調⽂學與⽂化的多元跨界整合。開設有⽂學創作與⽂化創意產業課程，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
合。
1106 國⽴東華⼤學 英美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本系課程從英美⽂學研究出發，提供深厚的⼈⽂批判思維以及中⾼階的英語聽說讀寫語⾔訓練；此外，多元⽂化、媒體⾳像、應
⽤英語或英語教學等跨⾜其他⼈⽂社會學科的課程也讓學⽣具備跨領域的視野和能⼒，同時深化對⽂學、語⾔與⽂化的理解。
1107 國⽴東華⼤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 第 516 ⾴ -

1.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本系發展⽅向和重點為：東台灣發展史、環太平洋區域史、及社會⽂化史。課程安排除傳統史學的基礎訓練外，亦重視與實務
的結合，如檔案管理、口述訪談、史蹟導覽、紀錄⽚、歷史小說與數位化歷史學等，落實對學⽣的實務訓練。同時，也發展「⽂
化創意產業」學程等跨領域課程的合作，⿎勵學⽣在歷史的基礎下，有更廣寬的學習空間。
1126 國⽴東華⼤學 臺灣⽂化學系 Dept.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臺灣⽂化學系的特⾊，是以培養具有跨領域視野及關⼼臺灣本⼟發展的專業系所。
師資陣容包括:⼈⽂地理、歷史⽂化及⼈⽂數位專業，以培養臺灣⽂史研究、⽂化導覽與推廣及社區規劃與地圖繪製等⼈才。此
外，本系亦為教育部認定具培育中等學程社會領域地理主修及⾼中地理科的科系。
1108 國⽴東華⼤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具下列優勢：
1. ⾼學歷的優秀師資群：所有教師均擁有國內外知名優質⼤學博⼠學位。
2. 專業課程與財⾦領域關連⾼：畢業⽣多任職於公營與⺠營⾦融機構、國營與⺠營企業。
3. 學程制修課有彈性：易於雙主修或輔修財⾦系等管院相關系所。
1122 國⽴東華⼤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申請⼈需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本系旨在培養社會學之優秀⼈才，課程以學程架構進⾏設計，兼具理論、實務與專業能⼒
之培養。歡迎有志於從事社會參與和社會服務的學⽣加⼊本系⾏列。
1128 國⽴東華⼤學 諮商與臨床⼼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本系培養具⼈⽂關懷及社會實踐能⼒之諮商與臨床⼼理專業⼈才為⽬標。發展⽅向為：以基礎⼼理學為核⼼，重視諮商與臨床⼼
理應⽤領域及相關⼼理學新知開發；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落實⼈⽂與科學並重及兼具多元⽂化的教學研究特⾊。
4794 國⽴東華⼤學 公共⾏政學系 Dept. of Public Affairs
1. 申請⼈應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本系致⼒培育兼具國際觀、兩岸視野、以及永續發展的公共管理與政策分析⼈才，期許學⽣在批判思考過程中學會關懷他⼈與
服務公眾。同時，本系亦⿎勵學⽣在⼭海環繞的東台灣，培育親近⾃然與悅讀⼈⽂的胸襟，成為國家未來公共事務的優秀⼈才。
1175 國⽴東華⼤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本法律學系乃在培育兼具法律素養與法學知識之優秀⼈才，課程設計導⼊國家考試法律課程學程化，並開設相關跨領域學程的多
元教學選擇，更結合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既有資源，提供在地司法單位及法律⺠間機構實務經驗。
1109 國⽴東華⼤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提供⾏銷、組織⾏為與⼈⼒資源管理、策略、⽣產管理、財務管理等全⽅位企管之專業課程外，並注重邏輯推理與計量能⼒
之培養。此外，亦規劃實務講座、企業實習等課程，以形塑學⽣優質學習態度，加強未來職場競爭⼒。
1113 國⽴東華⼤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旨在培養跨國企業經理⼈及創業知能，設有全球經營管理學程及服務⾏銷與創新創業兩個學程。課程著重跨⽂化訓練，由國
際化的師資進⾏紮實學術訓練外，並提供企業⾒學機會，使學⽣具備創業、攻讀碩博⼠及跨國企業經營之多元能⼒。
1110 國⽴東華⼤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本系以培育具有專業素養及良好操守的會計專業⼈才為⽬標，以供給亞太地區各類型產業發展所需之會計、審計、稅務及管理諮
詢⼈才。學⽣未來可於公⺠營企業、各級政府單位或⾮營利團體擔任會計師、會計⼈員、稽核師、資訊分析師及其他專業經理⼈
員。
1111 國⽴東華⼤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在新⼀代的資訊社會中，具備資訊技術與商業智慧管理的⼈才扮演了很重要的價值創新⾓⾊。資訊管理學系擁有多位在實務與理
論專精的教授群，積極推動學術與產業之交流，落實資訊管理之核⼼價值，培育⾼階資訊管理⼈才。本系致⼒於以數位內容、知
識管理與電⼦商務等領域之研究⽅向，規劃資訊技術與管理相關課程，包括資料挖掘與機械學習、⼤數據分析(Big Data)、商業
智慧(BI)、企業資源規劃(ERP)、⼈⼯智慧(AI)、物聯網(IoT)與資訊安全等。近年來，本系設⽴了「東部巨量資料管理中⼼」、
「企業資源規劃與商業智慧研究中⼼」與「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數位內容、知識管理、電⼦商務三⼤領域實驗室」與
「資訊科技畢業專題實驗室」，落實⾼級資訊管理⼈才之培育，建⽴其整合資訊技術與商業智慧管理的能⼒，以完成學術理論與
實務應⽤相互印證之教學⽬標。
1112 國⽴東華⼤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1. 本系將分別針對「財務」、「數位⾦融」及「⾦融⼤數據」三⼤領域進⾏發展，並致⼒於培養具國際視野的優秀財⾦管理⼈才
為⽬標。所提供的課程囊括公司理財、投資、衍⽣性⾦融商品、信⽤⾵險、國際⾦融、⾦融⼤數據及數位⾦融等專業科⽬。學⽣
可依⾃身規劃和發展加以選擇；課程的安排亦著重⾦融實務訓練，透過「⾦融實務講座」、「企業參訪」及「企業實習」等活動
讓學⽣在理論與實務皆能並重成⻑。
2. 審查⽅式以書⾯審查為主，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1125 國⽴東華⼤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Dept. of Tourism, Recreation and Leisure Studies
在「觀光、休閒、遊憩」的專業領域上，本系規劃之發展⽅向，以深度體驗的觀光發展與反應健康的休憩活動為基礎，核⼼在於
培養「深度遊憩體驗」、「關懷社群健康」以及「強調資源永續」之經營與規劃的觀光休憩專才。依據本學系規劃之發展⽅向，
學⼠班精⼼設計兩⼤領域學程：（1）觀光產業與發展學程：包括『觀光產業的經營』以及『觀光區域的發展』；（2）休閒遊憩
管理學程：包括『休閒遊憩與⾏為』以及『體驗與遊憩資源管理』。本校每年提供校內外優秀獎學⾦以及校內外⼯讀機會。具中
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優先。
4146 國⽴東華⼤學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國際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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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提供管理科學及財⾦領域之專業課程，供學⽣修習，學⽣可依其未來發展⽅向及興趣加以選擇，使課程更具彈性，學⽣可
偏重管理領域或是財⾦領域，達到專業與彈性並重的課程學習⽬標。希冀未來本學院學⽣都能成為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業界優良企
管及財⾦學養⼈才。期盼世界各地學⽣加⼊我們，我們提供學⽣⼀個優質的學習環境，並享受世界⼀流的國際學習機會。
發展重點：
1. 促進本國與友邦的學術交流及相互了解，培育國際學⽣。
2. 培育具備優異英⽂能⼒的中⾼級管理與財⾦⼈才。
3. 培育管理與財⾦雙領域的⼀流專業⼈才。
系所特⾊：
1. 專業學科以全英語授課。
2. 外籍⽣與本地⽣共同學習。
3. 專業師資優良，課程多元與專業並俱。
進修與就業：
1. ⾄國際⼀流學府深造。
2. ⾄跨國企業及⾦融機構就業。
1118 國⽴東華⼤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and Human Potentials Development
1. 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系新⽣皆為「⾮師資培育⽣」（意指畢業後無法取得中華⺠國教師證書，⾄於是否可在原僑居地任教小
學，則依該國法律規定）。
3. 本系的⽬標是培養優秀之國小教師、潛能開發師或⽂化科學傳播⼯作者。本系畢業⽣除了從事小學教育⼯作，亦可到企業界從
事教育訓練⼯作，或⾃⾏創業開設有特⾊的教育事業或潛能開發班。
1117 國⽴東華⼤學 教育⾏政與管理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系新⽣皆為⾮師資培育⽣。本系課程涵蓋教育及⼀般⾏政之理論與實務，培
養學⽣具有從事⽂教事業經營的能⼒及教育與⾏政學術研究能⼒。
1120 國⽴東華⼤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1. 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能⼒。
2.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系新⽣皆為⾮師資培育⽣。
3. 本系旨在培育優良的特教師資及身⼼障礙輔助科技研究⼈才。
4. 本系各項教學設施優良、學習活動多元，並結合理論與實務，擴展⽣涯視野。
1176 國⽴東華⼤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Kinesiology
本系重點為培養國中小體育教師、運動科學與運動教練研究⼈才以及運動健身產業與健康促進⼈才，⽬標使學⽣兼具學、術科之
專業能⼒，歡迎對運動有興趣的同學加⼊本系。
1119 國⽴東華⼤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課程有幼兒師資培育學程及幼兒教保基礎學程等⼆學程。
3. 依本招⽣管道⼊學之學⽣皆不具師資培育⽣資格。
1123 國⽴東華⼤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本系前身為國⽴花蓮教育⼤學⾳樂教育學系，設⽴於⺠國81年，以培養優秀之國小⾳樂教師為宗旨。⺠國95年因應社會結構變
遷，師資需求縮減，積極轉型為⾳樂學系。⺠國96年成⽴碩⼠班，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表演、教育、研究之⾳樂專才；培
養具⼈⽂藝術涵養與跨領域整合能⼒之全⽅位⾳樂專才；培養社會關懷與國際視野並重之⾳樂專才。翌年與東華⼤學合併，更名
為「國⽴東華⼤學⾳樂學系」。 課程架構依據學程化理念制定，幫助學⽣釐清學習⽬標與⽅向，並與未來就業需求互相銜接。
發展特⾊：
1. 理論實務兼備、職涯實務推動
2. 通識博雅培育、多元跨域整合
3. 深化在地聯結、重視國際交流
未來展望：
1. 期望本系能成為東台灣⾳樂表演、教學之學術研究中⼼
2. 繼續推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全⾯提升學⽣學習之新視野
備註：
1. 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部機能適宜者
2. 申請本系者，須具備中⽂溝通能⼒
1124 國⽴東華⼤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t. of Arts and Design
藝術與設計學系是系所合⼀的學術單位，⼤學部以「藝術創作學程」、「創意設計學程」等⼆⼤學程為課程與教學的指標。「藝
術創作學程」以花東地區的特殊⾵景⾊彩、⽂化養分與⽣活素材，創作與都會地區完全不同的藝術⾵格與藝術寫作能⼒。「創意
設計學程」主要培養學⽣在數位化時代，能運⽤各種媒體創作作品，增進新的視覺經驗，並與在地產學合作，累積設計實務經
驗。碩⼠班則以培養學⽣應⽤現代藝術與媒材表現情感思想，以及產品設計與新視覺傳達之研究為主要⽬標。 本系各項專業教學
設施皆能滿⾜教學之需求，充分提供學⽣創作研究場域與休閒之空間環境，進而提升研究與創作產能。本系平時除⿎勵同學們⾃
由創作、個展、聯展，並與國際藝術家及設計師交流外，更積極參與國際藝術活動與創作，進而提升藝術跨領域與創意設計的質
量。
申請本系者，須具中⽂溝通能⼒。
1127 國⽴東華⼤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Dep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ach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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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是臺灣的綜合型⼤學中，第⼀個結合藝術創作、藝術教育和創意產業經營與管理的整合型系所，課程規劃有兩⼤學程：⺠族
藝術創意學程與藝⽂產業經營學程。並設有⾦⼯、陶藝、平⾯彩繪、繪本、琉璃、編織和草木染等專業的創作⼯坊提供師⽣教學
與創作的場域。碩⼠班部分設有視覺藝術教育和⺠族藝術兩組，針對藝術教育、族群藝術、產業經營提供進階研究課程，同時規
劃有「五年修讀學、碩⼠學位」辦法，⿎勵優秀學⼠班畢業⽣直升本系碩⼠班。
本系是臺灣東部創意⼈才孵育與群聚的中⼼，歡迎有創意的你，加⼊東華藝創系。
1114 國⽴東華⼤學 族群關係與⽂化學系 Dep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本系結合⼈類學、社會學、歷史、族群藝術、⽂化研究等學科訓練，提供修習族群研究以及多元⽂化的專業課程，以培養相關的
專業⼈才，未來可以投⼊族群與多元⽂化之研究或實務⼯作。
1116 國⽴東華⼤學 ⺠族語⾔與傳播學系 Dept.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語傳系提供⼀系列原住⺠族語⾔、⽂化與媒體相關課程，增強同學對語⾔學習與傳播媒體的企劃、運⽤能⼒。語傳系提供學⽤合
⼀、循序漸進的教學設計，從基礎的概念課程，到各類專業進階課程，搭配各種實習機會，促進學⽣實務⽅⾯的訓練並擴⼤學⽣
未來就業管道。
1065 國⽴東華⼤學 ⺠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Dept. of Indigenous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本系發展⽬標在於為國家培育原住⺠⺠族事務與發展專業⼈才，教學研究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並且特別關注原住⺠族社會⽂化
變遷與當代發展等議題，期能藉由專業學科理論與實務訓練，涵養學⽣在地化與國際化之整合視野，進而培育國家所需之⺠族事
務與發展⾼等教育⼈才。
1177 國⽴東華⼤學 ⺠族社會⼯作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Indigenous Social Work
本學位學程以培養社會⼯作專業⼈才要⽬標，課程設計涵蓋理論與實務，並將國家考試社⼯課程學程化，學⽣畢業後可取得社⼯
師相關考試資格。本學位學程對提升台灣原住⺠社會⼯作專業⽔準具有使命感，強調多元⽂化觀點並與當地社會福利機構密切合
作，以培養社會福利機構所需的社會⼯作專業⼈才。
1182 國⽴東華⼤學 原住⺠族樂舞與藝術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Indigenous Performance and Arts
原住⺠族樂舞與藝術學⼠學位學程將結盟族群、部落，導⼊原住⺠族樂舞與藝術專業⼈⼠，並與藝術、⼈⽂社會及資訊科技相關
教學單位研發課程、合作教學，傳統與創意互動加持，讓學⽣學習原住⺠族豐富多樣的樂舞與藝術內涵，在原住⺠⺠族學院原有
的優質樂舞學習與展演績效、⻑期與部落藝術家交流合作的基礎上，連結國際原住⺠族樂舞與藝術創新發展，營造臺灣原住⺠族
樂舞與藝術傳承、學術研究及教學重鎮，培育⾼階⼈才，精實原住⺠族樂舞與藝術質量。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9
聯絡電話 886-7-5252000
傳真 886-7-5252920
地址 80424⾼雄市⿎⼭區蓮海路70號
網址 http://www.nsy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sysu.edu.tw/index.php
本校備有校內宿舍，學⽣提出申請，優先安排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西⼦灣畔，倚坐壽⼭，前瞻⾼雄港，以「海洋」教育與研究為發展特⾊，建校三⼗餘年來，已成為⼀所⼈
⽂與科技並重的精緻研究型⼤學，同時躋身全國重點研究型⼤學⾏列。近年來，本校成⻑茁壯，國際學術成果表現亮麗，
充分具備⼈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能量與競爭優勢，已成為國際知名⼀流⼤學。 國⽴中⼭⼤學以「讓⽣命在中⼭轉彎」為
宗旨，堅守⼈本關懷的教育價值，以追求學術卓越、促進社會流動為發展⽅向，訂定「培育具前瞻思維領導菁英，促進社
會流動」、「創造卓越學術價值，提升國際學術競合⼒」及「引領區域升級發展動能，創建社會與經濟福祉」三⼤⽬標。
未來，我們將秉持著這份信念與對社會的責任，使中⼭⼤學成為莘莘學⼦嚮往，優秀⼈才聚集，校友引以為傲的⼀流學
府，繼續在台灣締造更多輝煌成就，在不斷挑戰、蛻變、躍升之際，擔當起南台灣學術、⽂化、⼈才培育及產業發展的發
動機。
系所分則

1225 國⽴中⼭⼤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系所簡介：
1、 請填寫系所簡介、課程領域、未來發展或招⽣特殊限制（如辨⾊異常、身⼼障礙及是否提供身⼼障礙學⽣學習輔具資源及⽣
活照輔措施資源）等說明，以利學⽣先⾏了解並⾃⾏評估。
2、 請勿在此填寫個⼈申請繳交資料說明。
3、 字數⾄多100字。 系所簡介（中⽂）：
中國⽂學系研究學習包含了：
（⼀） 認識我國語⾔⽂字學及運⽤本國語⾔的能⼒
（⼆） 以經、史、⼦、集四⼤類的課程奠定國學研究的基礎
（三） 充份規劃具有⼈⽂素養的全⽅位課程。
學⼠班須修畢⼀百⼆⼗⼋學分，以中⽂授課為主。
1226 國⽴中⼭⼤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 第 519 ⾴ -

本系師資以英美⽂學及語⾔學為主，分有：1800以前英國⽂學領域、1800以後英國⽂學領域、美國⽂學領域、應⽤語⾔學領
域，同時發展離散/現代性、⼗九世紀英國⽂學、失能、⽣態論述及⽂藝復興等相關領域，各領域教師之研究成果豐碩且具深度。
本系學⼠班課程結合語⾔（外語聽說讀寫，以英語為主）、⽂學、⽂化、語⾔學和翻譯訓練，培養外國⽂學、語⾔學基本學識，
⼈⽂美學涵養和優質語⾔技巧。結合本系所學，畢業後可出國留學或報考國內研究所；亦可在教育經貿界、⼯商界、學術界、傳
播界，乃⾄外貿、外交領域等服務，以國際交流為職志。
有嚴格的篩選制度，⿎勵對⽂學及語⾔有興趣者申請，申請者應具⾼標準的英⽂程度。
1227 國⽴中⼭⼤學 劇場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s
本系旨在培養劇場研究與演出、創作專業⼈才，除了理論課程之外，仍有劇場實務⼯作參與，無論幕前、幕後，均有實務性的課
程設計與實習，因參與演出及製作之專業性訓練，需具備正常之視覺、聽、說、口語表達能⼒及肢體運動能⼒，以及基礎的中、
英⽂程度。
1228 國⽴中⼭⼤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提供全國最多的國際交換計畫，致⼒於培養具備創新、執⾏⼒和國際競爭⼒的商管⼈才。
2、課程理論與實務兼備，擁有眾多優良師資。
1229 國⽴中⼭⼤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中⼭資管是國內最早成⽴的國⽴⼤學資管系，無論學術成就或⼈才培育上在國內資管學界都是⾸屈⼀指，⼤學部著重培養學⽣電
腦應⽤系統的開發能⼒，以及基本管理知識和技能。
⼤學部課程有許多程式設計與技術⽅⾯的課程，申請者宜具較佳之數理基礎。
1230 國⽴中⼭⼤學 財務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本系為台灣⾸創之財務管理學系。學、碩(專)、博⼠班外，並與百⼤企業合作產碩專班學制完整。2013年始與CFA協會成為⼤學
合作夥伴，課程皆通過該單位認證並提供學⽣報考證照獎學⾦。2015年本校管理學院為全台第⼀連續三次通過AACSB認證之國
⽴⼤學。2018榮獲Eduniversal最佳商學系排名台灣第3、東亞區第23。而連續27屆由本系主辦的SFM國際研討會亦是全球財⾦
學界發表論⽂之重要平台，這些殊榮顯⽰本系課程規劃之專業及完整性深受國際肯定。詳請上本系網站查詢:
http://www.finance.nsysu.edu.tw/
1231 國⽴中⼭⼤學 政治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本系特⾊為重視跨域學習與整合性視野，重視培養學⽣紮實的理論分析與實證能⼒，並結合政治與經濟領域之專⻑，以培養公私
部⾨管理⼈才。
1233 國⽴中⼭⼤學 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本系特⾊有三：區域研究與社會創新；性別、⽂化與理論；政治經濟。希望培養出兼具專業能⼒與
⼈⽂關懷的⼈才，促進學⽣⾃我實現與公⺠社會的建⽴。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0
聯絡電話 886-8-766-3800
傳真 886-8-721-6520
地址 90003 屏東市⺠⽣路4-18號
網址 http://www.np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無僑⽣專屬獎學⾦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修業年限四年。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申請住校。 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
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nptu.edu.tw)。 四、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資源：特殊教育中
⼼、完善圖書設備、多媒體教室及各系專業教室等。 五、學校對於經濟困難學⽣，提供減免學雜費、獎學⾦等多項協助
措施。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1263 國⽴屏東⼤學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本系⽬標在培育具備⼈⽂關懷、⾃我覺察的教育及輔導⼈才；能將⼼理學基礎知識及理論應⽤⾄助⼈相關實務領域之⼈才。
1261 國⽴屏東⼤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本學系是⼀個提供優質的小學教師教育的部⾨，畢業⽣以從事⽂化和社會服務為主的相關⼯作。
2.本學系學⼠班招收之海外僑⽣不具師資⽣身分。
1262 國⽴屏東⼤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負保護及照顧學齡前幼兒之責，有各項教學及⼤量體能活動，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具相當
之視覺、辨⾊、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能⼒。並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為佳。
⼆、具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佳。
三、學⽣未來發展⽅向：
1.升學：可申請或參加碩、博⼠班考試，取得更⾼學位。
2.就業：本系學⽣畢業後可以在幼兒園或托育中⼼擔任幼教師、教保員和保育⼈員；⾼職、⼤專幼保或幼教科系師資，幼兒相關
⽂化事業或故事屋講師、企劃，⽂教研發⼈員。
3.證照：輔導學⽣參加「褓⺟技術⼠」證照考試。
四、備註事項：本學系學⼠班招收之海外僑⽣不具師資⽣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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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 國⽴屏東⼤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培養國⺠小學及幼兒園特殊教育教師為主，特教相關之社福及⽂教事業⼈才為輔。
1939 國⽴屏東⼤學 商業⾃動化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utomation & Management
商業⾃動化與管理系是橫跨多學術領域的科系，因此將朝⽔平與垂直的整合精神來規劃課程，希望透過學程的⽅式，讓學⽣得以
具備專業的廣度與深度，最終能同時擁有商業⾃動化之經營管理以及商業⾃動化之資訊科技的專業能⼒。為達此教育⽬標，除了
強化⼀般管理能⼒與科技專業能⼒的訓練外，另外特別加強學⽣以下的訓練：
(1)創新管理的專業知識。
(2)跨組織的流程分析與合理化。
(3)掌握與研發電⼦化與資訊化的企業營運模式。
(4)⼤量⾼速流通資訊之分析研判能⼒與管理決策技巧。
1940 國⽴屏東⼤學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本學系為國家新興產業之學系，旨在培養休閒觀光產業之經營管理與服務⼈才，專業領域涵蓋觀光、餐旅與新興休閒事業。
1945 國⽴屏東⼤學 不動產經營學系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師資結構、背景與專⻑均與授課課程契合，提供學⽣不動產知識培育。
⼆、與⾼屏地區業界、政府機關產學合作，並有完整不動產推廣教育。
三、積極輔導學⽣取得不動產估價師、地政⼠、不動產經紀⼈國家證照。
四、本學系學⽣需達到學校要求之⾨檻，始得畢業。
1943 國⽴屏東⼤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注重實務教學，培養具商務企劃與管理控制技能之經營管理⼈才。
1937 國⽴屏東⼤學 國際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本學系⼤學部課程旨在培育國際貿易與⾏銷之專業⼈才，使學⽣需具備全球化視野、企業倫理之素養、溝通以及運⽤資訊科技的
能⼒。
1938 國⽴屏東⼤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為因應⾦融市場⾃由化與國際化之發展趨勢，本系以公司財務、投資管理、國際財務管理及衍⽣性⾦融商品為主要教學與研究之
領域，並強調分析經濟環境、了解財經現況之基本能⼒訓練。本系訂有專業證照畢業⾨檻。
1947 國⽴屏東⼤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培育具備「會計專業」、「會計及資訊科技」及「商管學群核⼼」能⼒之會計專業⼈才，以符合企業市場及政府機構所需。
註：
⼀、本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具備基礎會計概念和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1678 國⽴屏東⼤學 視覺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本系注重在造形藝術及數位媒體設計兩⼤領域之創作與研究。
1.視覺藝術系數位媒體設計組學⼠班聚焦動畫與遊戲領域之設計。
2. 視覺藝術系美術組學⼠班聚焦平⾯繪畫與⽴體造形領域之創作。
備註：
1.建議具備繪圖及辨別顔⾊能⼒。
2.本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3.具較佳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1266 國⽴屏東⼤學 社會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本系旨在針對社會發展及其產⽣的現象，藉由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法，進⾏綜合的研究、規劃和教學，以期培育理論與⾏動兼備
的社會發展經營⼈才，並貢獻於社會。其內涵有四項：
（⼀）社會發展理論的探討，以掌握趨勢。
（⼆）關懷社會，強化社會議題的剖析與⾏動。
（三）社會發展的經營與實踐。
（四）以區域為基礎，進⾏研究、教學和服務。
附註：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具備中⽂聴、說、讀、寫基本能⼒為宜。
1265 國⽴屏東⼤學 中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之教學⽬標為體識中國⼈⽂特質及思想精髓，授以經學、史學、思想、小學、古典⽂學、現代⽂學等專⾨知識，藉由完
整的語⽂培育、堅實的學術訓練與深⼊的⽂化薰陶，造就學⽣多元發展條件，能以所學作為⽇後從事學術研究、語⽂教育、藝⽂
創作及各項⽂化事業之基礎。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強者為宜。
三、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1944 國⽴屏東⼤學 應⽤⽇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培育企業所需之⽇語經貿⼈才及觀光服務業所需之⽇語⼈才。
1946 國⽴屏東⼤學 應⽤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以培育具國際觀及合宜⼯作倫理價值觀之商業、語⾔及英語教學之專業⼈才為⽬標。
1267 國⽴屏東⼤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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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學⼠班分「英語教學」及「實⽤英語」兩組。
2. 本系學⽣畢業前須通過全⺠英檢⾄少中⾼級檢定或同等級之國際標準化測驗。詳情請參⾒本系網⾴
http://www.english.nptu.edu.tw
備註：
聽、說、讀、寫、譯等技能為學習外語基本能⼒及訓練重點，需具備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以及⼈際互動、溝通協調
能⼒。

國⽴聯合⼤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6
聯絡電話 886-37-381134
傳真 886-37-381139
地址 36063苗栗市南勢⾥聯⼤⼆號(⼋甲校區)36003苗栗市恭敬⾥聯⼤⼀號(⼆坪⼭校區)
網址 http://www.nuu.edu.tw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a04.nuu.edu.tw/p/405-1036-16905,c1716.php
⼀年級保障住宿，⼆年級以上經申請，可優先住宿（⾄少4年）。
1.助學⾦：僑務委員會清寒僑⽣學習扶助⾦、教育部清寒僑⽣助學⾦。 2.獎學⾦：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獎學⾦、僑務
委員會學⾏優良僑⽣獎學⾦、華僑救國總會僑⽣獎學⾦、國⽴聯合⼤學僑⽣獎學⾦。 3.住宿服務：⼀年級保障住宿，⼆
年級以上經申請，可優先住宿（⾄少4年）。 4.急難救助：本校學⽣急難救助⾦與僑務委員會僑⽣醫療急難及喪葬慰問
⾦。 5.TUTOR教學：⼀對⼀或多對⼀幫助僑⽣適應⽣活環境，專業學科課後輔導，加強中⽂溝通能⼒。 6.校外參訪：每
學年⾄少⼀次校外教學參訪，參觀企業、公私⽴博物館，體驗在地⺠情⾵俗。 7.⽂康活動：每學期⾄少⼀次⽂康活動，
體驗傳統中華⽂化。 8.校際聯誼：每學年⾄少⼀次中區⼤學校院之僑⽣聯誼活動，與他校交流。 9.家⻑聯繫：如有任何
疑問，歡迎來電洽詢或E-MAIL聯絡。 10.竭誠歡迎您申請就讀本校
系所分則

1204 國⽴聯合⼤學 經營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本系依產業價值鏈發展創新、營運、⾏銷等三個特⾊學群，培育學⽣具組織經營與整合能⼒。
2.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4796 國⽴聯合⼤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1.教育⽬標：本系的教育⽬標為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財務⾦融專業⼈才。
2.特⾊：(1)會計、銀⾏、證券、保險⾏業的校外實習。(2) 歐、美、⽇等國的海外交流機會。(3)資訊財⾦學程、創新與創業學程
財⾦相關跨領域課程。
3.課程規劃：本系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課程規劃三⼤課程領域，分別為財務決策領域、投資策略管理領域、⾦融機構
與市場領域，以培養學⽣財務⾦融實務就業能⼒。
4.就業與⽣涯發展：財務會計部⾨、銀⾏業、證券業、保險業、政府機關、繼續深造。
1205 國⽴聯合⼤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本系學⼠班以培養具多元發展與創新能⼒的資訊管理⼈才為⽬標，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課程內容，並設計三個特⾊學群做為
學⽣的修課指引，包括⾏銷與服務創新、數位內容與創意、商業決策與應⽤。
2.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3.本系主要以中⽂授課，建議檢附華語⽂能⼒測驗或英⽂能⼒檢定測驗成績以供評選。
1207 國⽴聯合⼤學 臺灣語⽂與傳播學系 Dep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1.宗旨：培育嫻熟臺灣本⼟語⾔⽂學的⽂化傳播者。
2.師資：專任師資均具備博⼠學位。
3.課程：臺灣本⼟語⾔（⼤⼀、⼆客語；⼤三後⾃由選修）與⽂學、新聞編採與影⾳製作、數位與⽂化創意、新聞英語等。
4.設備：攝影棚、錄⾳間、剪輯製作室、影⾳⼯作室等；並設有平⾯媒體與廣電新聞等校園實習媒體。
1208 國⽴聯合⼤學 華語⽂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學費、⽣活費便宜，負擔較輕。
2.有眾多海內外實習機會。
3.交通便利。
4.師⽣關係融洽。
5.課程內容兼具「語⽂、教學、數位」等三個區塊。
1206 國⽴聯合⼤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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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課程包含理論與實作(理論:⾊彩學、體驗設計、基礎設計等，實作:產品開發設計、產品設計、⼯廠實習等)需具備相當之
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與辨⾊能⼒及⼈際互動溝通協調能⼒。
⼆、本系發展⽅向為三⼤⽅向，分別為⽣活產品設計、⽂化商品設計以及創新與創業，因此歡迎對於創新科技、美學、商學跨領
域學習有興趣的年輕⼈加⼊我們⾏列。
三、詳細資訊瞭解http://id.nuu.edu.tw/。
1188 國⽴聯合⼤學 ⽂化觀光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本系以透過⽂化紮根—觀光體驗—產業經營的跨領域學習，結合資訊、通訊與傳播科技跨領域知識，培養融通⽂化產業與觀光休
閒⾏銷的⼈才。透過⽂化紮根—觀光體驗—產業經營的跨領域學習，結合資訊、通訊與傳播科技跨領域知識，培養融通⽂化產業
與觀光休閒⾏銷的⼈才。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0
聯絡電話 02-2871-8288 EXT 7505
傳真 02-28752726
地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博愛校區）11153臺北市⼠林區忠誠路2段101號（天⺟校區）
網址 http://www.utaipei.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保障僑⽣住宿 博愛校區：每學期5,500元（含住宿費4,500元、網路費1,000元）。 天⺟校區：4⼈房每⼈每學期10,000元
（含住宿費9,000元、網路費1,000元）、6⼈房每⼈每學期8,500元（含住宿費7,500元、網路費1,000元）。
臺北市⽴⼤學在臺北市政府的政策指導下於2013年正式進⾏整併，⽬標朝國際⼀流城市⼤學邁進。臺北市⽴⼤學⽬前的
學系、研究所與學院包含了⼈⽂藝術、教育、科學、公共⾏政、體育等領域。在我們過去的培養下，已有許多校友在所屬
的領域成為專業領袖，在社會貢獻所⻑。最近五年內全校教授的學術研究快速發展，著作廣泛受到其他國際學者引⽤已達
數千次，對拓展⼈類的尖端知識範疇展現實質貢獻，逐漸奠定我們邁向國際⼀流⼤學的基礎。臺北市⽴⼤學位於極具活⼒
的國際城市臺北，⽬前校園包括位於市中⼼的博愛校區與天⺟校區。誠摯邀請您參觀我們的校園與設施，參與我們的學術
活動並加⼊成為我們的⼀份⼦。
系所分則

1271 臺北市⽴⼤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費為主。本系歷史悠久師資優異，課程多元且學術活動頻繁。強調在學期間到教育機關或⽂教事業參
觀、⾒習與實習，提供國際交流及海外實習機會，理論與實務並重。畢業後輔導學⽣往學校任教、⾏政與⽂教單位任職或從事學
術研究等發展。
1272 臺北市⽴⼤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以培育特殊教育師資及特教相關專業⼈才為宗旨，課程兼重身⼼障礙與資賦優異教育之理論與實務，包含特教理念與發展、
特教學⽣身⼼特質、評量與鑑定、教學設計及教材教法等完整專業內容。畢業後可任職學校、特教⾏政部⾨和身⼼障礙療育機
構，亦可報考特教相關研究所或出國進修。
1273 臺北市⽴⼤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以培養幼教相關專業⼈才為宗旨。課程涵蓋「兒童研究」、「幼兒教育」、「兒童與媒體」、「兒童與家庭服務」等領域 之
理論與實務外，亦強調⼤學通識教育的涵養。畢業後在幼教職場上極具競爭⼒，亦可往⽂教及兒福單位、學術研究⽅向發展。
4873 臺北市⽴⼤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Dept. of Learning and Materials Design
本系以 培養教育領域的⽂創⼈才為宗旨，。課程包括三核⼼：「教育」、「資訊」、「設計」；期盼培養學⽣具有「課程與教
學」的理念，了解「社會趨勢與學習設計」，進而能夠進⾏「平⾯媒材設計」、「數位媒材設計」的實作。畢業後可進⼊⽂教出
版業、數位設計產業、以及⽂創產業，擔任編輯、設計、管理、與研發等職務；亦可報考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1274 臺北市⽴⼤學 中國語⽂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具備⼀般⼤學中⽂系、國⽂系應有之課程，同時兼具戲劇、書畫、⽂藝創作、兒童創作等應⽤語⽂之課程，適合對中國⽂
學、語⽂教學、⽂藝創作有興趣者就讀。
1275 臺北市⽴⼤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Dep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本系在專業領域⽅⾯以培養國⺠小學社會科教師為主，課程規劃著重於歷史、地理兩個領域發展。畢業後除可成為國⺠小學教師
外，另可從事⽂史⼯作者、觀光導遊解說與任職政府相關⾏政部⾨或出國進修。
4418 臺北市⽴⼤學 視覺藝術學系 Dept. of Visual Arts
（⼀）本校於78學年度成⽴「美勞教育學系」，86學年度成⽴「視覺藝術研究所」，88學年度成⽴「視覺藝術教學碩⼠學位
班」，94學年度「美勞教育學系」和「視覺藝術研究所」合併成「美勞教育學系(含碩⼠班)」，95學年度碩⼠班分成「創作組」
和「理論組」，96學年度更名為「視覺藝術學系(含碩⼠班)」，100學年度「視覺藝術教學碩⼠學位班」轉型為「視覺藝術學系
碩⼠在職專班」，102學年度起碩⼠班不分組，學⽣選擇理論類或創作類畢業。103學年度起，原「藝術治療碩⼠學位學程」併⼊
「視覺藝術學系碩⼠班(藝術治療組)」。 （⼆）本系教育⽬標 1.分階段養成學⽣之創作能⼒與視覺思維能⼒，輔以藝術史與藝術
理論課程，以期增進學⽣之視覺思考與美感能⼒之養成以及創意之啟發。 2.依照學⽣興趣與⽣涯規畫，個⼈隨年級而漸次集中在
創作與理論之專攻領域，以兼顧廣博與專精。 3.提供藝術創意設計課程並加強產學合作聯繫，以培養學⽣之專業實務與應⽤能
⼒。 4.激發學⽣⽂化創意之潛能，協助學⽣畢業後就業之準備。 5.本系所提供的課程，理論與實務兼備，能協助學⽣規劃⽣涯，
繼續深造或增進畢業後的職場競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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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 臺北市⽴⼤學 英語教學系 Dep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英語教學系致⼒於培育優秀小學英語教學及相關領域專業⼈才，除了精進學⽣聽說讀寫四種基本英語技能外，本系主要培養學⽣
教學能⼒及提升兒童英語教育專業素養。
1277 臺北市⽴⼤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Dept. of Social and Public Affairs
(⼀)本系以培養公共事務⼈才為主，及相關政府機關應試就業之增能課程。(⼆)須具備中國語⽂基本能⼒。
1960 臺北市⽴⼤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銷學系 Depart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本系於⺠國104年成⽴，⽬的在配合市政規劃需求，結合新興六⼤產業和經營管理學⾨，培育城市發展所需之產業經營與市場⾏
銷⼈才，以提升城市競爭⼒與⺠眾⽣活品質。為培育全⽅位產業創新經營與⾏銷專業⼈才，在課程規劃上，除配合市政管理學院
之整合與共同發展之院共同必修課程外，本系學⽣須修讀系共同必修課程，並在規劃的兩⼤學群課程：創新經營學群與都會⾏銷
學群，擇⼀精修。學⽣畢業後，在規劃未來職涯發展時，除了選擇在相關領域繼續升學進修，也可以參與國家公務⼈員考試，成
為政府運籌帷幄的成員之⼀。此外，取得⾦融相關專業證照，配合本系特⾊學群進⼊⼀般就業市場或是⾃⾏創業，亦是本系培育
⼈才的主要⽬標。

國⽴⾼雄⼤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2
聯絡電話 886-7-5919000#8240~8243
傳真 886-7-5919111
地址 81148⾼雄市楠梓區⾼雄⼤學路700號
網址 https://www.nuk.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楠梓區，提供多項新穎教學設施，除各類運動場地與設施外，尚有親⽔⽣態公園、棒壘球場、游泳
池、SPA及健身房、健步及⾃⾏⾞專⽤⾞道等休閒設施，並設置國際會議廳與⼤型演講廳。⼆、⾼雄國際機場每週均有固
定⾶機航班往返港、澳及東南亞各⼤都市，⽅便同學返家。三、安排「導師時間」固定指導學⽣。海外學⽣若有任何疑
問，歡迎與本校僑⽣與外籍⽣輔導組聯繫，TEL：886-7-5919065。四、備有男⼥學⽣宿舍，獎學⾦、⼯讀機會多、社團
活動活潑化。五、開設院際、系際學程，建⽴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多元之通識課程，以提供學⽣學習之需求。
六、本校學⽣，於畢業前應通過本校所訂或各學系⾃訂之英⽂能⼒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標準及應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
⼒資格檢定，成績須達60分(含以上)。七、學⽣每學期所繳學雜費與其他各項費⽤、學⽣因學業成績因素退學規定及其它
未盡事宜，詳⾒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
系所分則

1150 國⽴⾼雄⼤學 西洋語⽂學系 Dept.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學部】
(1) 藉由語⾔課程訓練學⽣聽說讀寫譯之語⾔溝通及表達技巧。
(2) 藉由⽂學、⽂化及語⾔學課程，加強學⽣對西洋⽂化及語⾔學
等專業領域之認識，強化學⽣升學的競爭⼒。
(3) 藉由與語⽂相結合之實⽤選修課程，培養學⽣就業之競爭⼒。
1790 國⽴⾼雄⼤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Dept. of Kinesiology, Health, and Leisure Studies
（⼀）本學系以融合運動、健康與休閒之專業，進而提升健康的運動、休閒知能與發展，共創全⼈之健康。培養具有健康知能之
運動指導與規劃專才及具有健康知能之休閒規劃與管理專才。歡迎有志學⼦加⼊。電話：07-5919267。
（⼆）本系⼤學部設有實習制度，提供產業界(如:墾丁凱撒⼤飯店、墾丁福華渡假飯店、⽇暉國際渡假村等健康休閒中⼼)、公部
⾨(衛⽣署、衛⽣局、觀光局等)及學界(學術研究)多元之實習單位，以滿⾜學⽣在各領域不同之需求，職場實習與學校學理結
合，朝向產官學合作模式，以培養產官學界新⼀代菁英為⽬標。
1157 國⽴⾼雄⼤學 東亞語⽂學系⽇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Japanese Group)
(⼀)申請本系之僑⽣，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須有⼀學期以上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
習200小時以上。(⼆)於畢業前須取得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畢業⾨檻(參閱教務處規定)及⽇語能⼒檢定(JLPT)⼆級或韓語能⼒
檢定(TOPIK)四級或越語能⼒檢定(VLT)C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規定)。(三)重度視⼒、聽⼒及語⾔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
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四)聯絡單位：東亞語⽂學系林純雅，電話：07-5919761，E-mail：
ya2014@nuk.edu.tw(五)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1158 國⽴⾼雄⼤學 東亞語⽂學系韓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Korean Group)
(⼀)申請本系之僑⽣，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須有⼀學期以上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
習200小時以上。(⼆)於畢業前須取得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畢業⾨檻(參閱教務處規定)及⽇語能⼒檢定(JLPT)⼆級或韓語能⼒
檢定(TOPIK)四級或越語能⼒檢定(VLT)C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規定)。(三)重度視⼒、聽⼒及語⾔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
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四)聯絡單位：東亞語⽂學系林純雅，電話：07-5919761，E-mail：
ya2014@nuk.edu.tw(五)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1159 國⽴⾼雄⼤學 東亞語⽂學系越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Vietnames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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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系之僑⽣，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須有⼀學期以上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
習200小時以上。(⼆)於畢業前須取得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畢業⾨檻(參閱教務處規定)及⽇語能⼒檢定(JLPT)⼆級或韓語能⼒
檢定(TOPIK)四級或越語能⼒檢定(VLT)C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規定)。(三)重度視⼒、聽⼒及語⾔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
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四)聯絡單位：東亞語⽂學系林純雅，電話：07-5919761，E-mail：
ya2014@nuk.edu.tw(五)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1151 國⽴⾼雄⼤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4766 國⽴⾼雄⼤學 政治法律學系 Dept. of Government and Law
本(政治法律學)系於2000年8⽉時成⽴，為國內第⼀個結合「政治」與「法律」教學與研究之系所，強調跨越政治與法律兩⼤傳
統學⾨之知識體系，以「國家」（state）概念作為政治學與法學之共同核⼼內涵（參⾒下圖），發展研究與教學。政治學領域之
研究與教學，著重國家之組織運作及政策；法學領域則著重於公法學(憲法及⾏政法)，但亦維持傳統⺠商法及刑法領域核⼼課程
之教學。
1152 國⽴⾼雄⼤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Law
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1153 國⽴⾼雄⼤學 應⽤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國⽴⾼雄⼤學應⽤經濟學系(所)成⽴於2000年（⺠國89年），為本校創校之初的六個主要學系之⼀。我們深刻體會到⼤學⽣活是
學習⽣涯中最重要的階段，是同學培養⾃我發展能⼒與未來就業專業能⼒最佳的時刻。因此，本系在教學上特別強調經濟學理論
與⽣活實務的結合，透過培養學⽣對經濟⽣活的敏銳觀察⼒與分析⽅法，進而涵養學⽣對社會、經濟、政治等公共議題與經營實
務管理問題的關懷。全系教師均畢業於國外知名學府，富專業學養並具⾼度教學熱忱，⽬前在教學研究成效堪稱卓著，為國內經
濟學系中⾸先接受⾼等教育評鑑中⼼的評鑑並獲得認可的學系之⼀。
1154 國⽴⾼雄⼤學 亞太⼯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Asia-Pacific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Program)
(⼀)政府為促使台灣南北⾼等教育均衡發展，配合經貿國際化與⾃由化發展之趨勢、因應中國⼤陸及東南亞地區市場的崛起、加
強台商的核⼼能⼒並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協助⾼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與⽀援我國傳統產業外移所需技術與管理⼈才，於2001年
8⽉設⽴本系。
(⼆) 本系⼯管組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具有紀律、創新及前瞻性的亞太區域商業領導⼈。本系教育策略除了傳授領導與管理觀念之
外，更注重全才領導⼈技能組合的養成。
(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1156 國⽴⾼雄⼤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審查項⽬：
1.學歷證件(必)
2.⼤學歷年成績單(必)
3.2封推薦函(必)
4.⾃傳(必)
5.研究計畫(必)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選) ,
本系成⽴於2002年，⽬前招收⼤學部及碩⼠班，本系擁有5間特⾊實驗室及2間會議室。
本系共有11位教師，每位教師都擁有博⼠學位，且在教學及研究上皆有卓越的表現。本系教師們與政府及企業都有良好的合作計
畫，也曾在5年內發表超過400篇論⽂。
1155 國⽴⾼雄⼤學 ⾦融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繳交資料:
1.最⾼學歷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離校證明/在學證明)
2.⾼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3.中⽂或英⽂⾃傳（含學⽣⾃述/個⼈學經歷/申請動機/未來期望）
4.中⽂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中⽂檢定成績証明）
5.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789 國⽴⾼雄⼤學 ⼯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Crafts and Creative Design
本系原名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創意設計組。⾃2000年設⽴以來，以南臺灣傳統⼯藝為底蘊，培養創新設計應⽤⼈才為辦學⽬
標。獲教育部肯定辦學績效，⾃2018年起同意獨⽴，成為⼯藝與創意設計學系。秉持以⼯藝技術為基礎應⽤，現代設計思考為核
⼼知識，結合數位媒材表現法，以及最新的CAD/CAM、3D成型等現代⼯藝輔助技術，培養兼具實務技術，以及整合設計創新應
⽤的跨域T型⼈才。為實踐以上教學⽬標，本系設有木質，⾦屬，塑造，影像，數位媒體等..多樣的設計實作⼯作室，以及專屬繪
圖教室，雷射與3D教室，電腦教室。本系電腦教室通過認證，是TQC，ACA等專業證照考場。我們提供多樣的適性發展可能，
歡迎加⼊我們，發掘並培養⾃⼰的未來潛⼒。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學校代碼
18
聯絡電話 886-6-2133111
地址 70005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網址 http://www.nutn.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企劃組
無僑⽣專屬獎學⾦
獎學⾦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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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6-2149605

宿舍 本校備有男⼥⽣宿舍，相關規定請參閱http://www2.nutn.edu.tw/gac320/2016site/dorms.html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約5000~7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
備註 交誼廳、⾃修室、⾃助餐廳、書局、⽇常⽣活供應俱全，近⽕⾞站⽣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均可依規定參加教
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
系所分則
1214 國⽴臺南⼤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教育⽬標：培育國小師資、教育⾏政⼈員、量化研究分析⼈員、教學科技專業⼈員及教育事業專業⼈員。
2.本系設有四⼤專業學程：課程與教學、教學科技、教育經營與管理、測驗統計。
3.本系學⽣未來需進⼊國小教育現場教學，需具備相當的口語表達能⼒、⼈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以及具備相當
的抗壓能⼒。教學時可能有激烈的體能活動，需具備良好的移動能⼒和體能。
4798 國⽴臺南⼤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本系以兒童青少年與家庭諮商為課程與教學特⾊，著重於基礎理論的熟悉與技術的運⽤。歡迎有志從事諮商輔導相關⼯作者加⼊
本系。
1215 國⽴臺南⼤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學系於⺠國76年(1987年)正式成⽴，為國內最早的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單位。本學系成⽴⼗多年後並陸續開設「特殊教育碩⼠
班」、「輔助科技研究所」與「重度障礙研究所」，培養⾼階專精教育與研究⼈才；更於⺠國97年(2008年)開設博⼠班，成為國
內第四所提供博⼠課程之特殊教育學系。本學系除了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育與學術研究，歷年來也持續與校內另⼆個相關單位--特
殊教育中⼼、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合作無間，共同致⼒於特殊教育的精進與推廣。
1216 國⽴臺南⼤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師資優良，教學內容兼重理論與實務，不僅著重教保專業知識之培養，亦著⼒現場實務能⼒之訓練，培養教保相關⼈才，歡
迎喜愛幼兒或未來想和幼兒⼀起⼯作的⼈加⼊我們！
1220 國⽴臺南⼤學 ⽂化與⾃然資源學系 Dept. of 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本系以發展朝向統整歷史學、地理學和⼈類學知能，從事地⽅或區域之⽂化與⾃然資源相關教學和研究⼯作的教育單位為⽬標。
善⽤臺南作為教學和研究場域的優良條件，藉由「在地深化」的課程活動發展，達成「學習深化」之成效。致⼒於培育⽂化觀光
與⾃然旅遊服務、⾃然保育與⽂化保存推廣、史地學科與社會領域教育、地⽅⽂史與區域環境研究等相關⾯向⼈才。
1217 國⽴臺南⼤學 國語⽂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強化升學與就業的雙重課程架構，每⼀學⾨課程之羅列，由淺而深，提供⼤學部學⽣依興趣及升學、就業所需，循序漸進專
攻或是選修，兼顧課程設計的重點化與多樣化，以符合學⽣個別差異及發展潛⼒。本系課程包含「國語⽂專業課程」、「國語⽂
應⽤課程」和「書法學程」、「師培學程」，提供本系學⽣主修、副修或其他跨院系學⽣選修。
1218 國⽴臺南⼤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成⽴於2006年，本學系之教學分為語⾔與⽂學學群和應⽤英語學程等⼆個主要學程。現有專任教師七名，皆具博⼠學位，其中教
授3名，副教授2名，助理教授2名。
1219 國⽴臺南⼤學 ⾏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本系以發展出公、私、第三部⾨全⽅位⾏政管理的治理模式為宗旨，訂定以「⾏政管理」為核⼼，輔以「組織與⼈⼒資源發
展」、「公私協⼒」與「地區發展」三項主軸，做為系所發展規劃基礎，並作為教師課程開授、學術研究、產官學研究諮詢合作
之發展⽅向。
⾸先，在教育培訓⽅⾯，本系落實三項主軸的教育，培育國家與地區所需⾏政管理專業經理⼈才。其次，在學術研究⽅⾯，亦將
加強國內外公共⾏政與公共事務管理系所再此三⼤主軸下的學術合作與交流。最後，在產官學的研究諮詢⽅⾯，本系將提供南台
灣公、私及第三部⾨在此三⼤主軸下的實務專業諮詢的服務。
1221 國⽴臺南⼤學 經營與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因應全球化及產業變遷發展，經營與管理學系結合各類管理學術與實務資源，透過完善的課程設計、專精的學術涵養及持續的產
學合作，奠定經營管理之專業⼈才所需基礎，以期有效提升企業國際化競爭⼒，並培養學⽣未來在職場上之⾼度競爭優勢。

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0
聯絡電話 886-89-517873
傳真 886-89-517529
地址 95092臺東縣臺東市⼤學路⼆段369號
網址 http://www.nttu.edu.tw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d.nttu.edu.tw/p/404-1007-84179.php?Lang=zh-tw
僑⽣及港澳⽣保證住宿
修業期限：4⾄6年，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https://www.nttu.edu.tw/)。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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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國⽴臺東⼤學 美術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Art Industry,Bachelor of Fine Arts
本系以專業美術基礎的養成訓練為⽬標，積極培育美術產業創意所需之⼈才。
⼀、本系教育⽬標：1.培育多元的美術創作能⼒；2.整合資訊科技與藝術的專業能⼒；3.結合及發展藝術創作與設計產業；4.融合
東臺灣原住⺠圖像藝術產業。
⼆、系所特⾊：1.務實開放的學群制度；2.多元與深度均衡發展；3.深耕臺東地區⽂化發展；4.結合兒童⽂學研究所，開拓新的兒
童圖像語⾔；5.善⽤數位媒體，開拓美術產業市場。
1245 國⽴臺東⼤學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體育學系以培育國小師資為主，每學年度招收新⽣中有28名核定得修習國小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另
結合臺東⼭林及海洋的特⾊，規劃52學分培養⼾外體驗教育之領導⼈才。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
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餘皆依⼀般限制。
1240 國⽴臺東⼤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Systems,Bachelor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以資訊系統科技結合管理科學為核⼼，培育管理決策、商務管理、及資訊系統規劃之開發與應⽤整合專⻑的資訊管理⼈才；
基於東部具備永續發展與優質⽣活之條件，結合地⽅樂活及環境經濟產業，執⾏整合應⽤研究及產學合作，創造數位機會之服務
內容與成效。
1236 國⽴臺東⼤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本系⼤學部的宗旨在於培養學⽣具備多元⽂化素養、社會關懷與幼兒教育專業知能，以此為基礎⿎勵學⽣依興趣與性向成為幼兒
園教師、教保員、幼兒教育研究⼈員、幼兒與家庭教育相關專業⼯作者、兒童產業⼯作者(教材教具設計者、兒童活動企劃及執⾏
者、家庭及親職教育推廣⼯作者)等。
1234 國⽴臺東⼤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教育學系為培育國小教育師資，培養具有教育專業素養、熱忱及研究、創新能⼒之國⺠小學教師或教育與學校⾏政⼈員，同時並
養成具有課程與教材研發、系統化教學設計及教學科技專⻑的教育專業⼈員。本校凡師資培育學系畢業⽣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
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辦理，餘皆依⼀般限制。
1238 國⽴臺東⼤學 英美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Bachelor of Arts
⼀、奠定學⽣英語⽂能⼒之基礎，培養優秀之語⾔、⽂學研究⼈才
⼆、培養多元化社會需要之專精英語⼈才
三、落實英語推廣教育，配合政府雙語環境政策
1235 國⽴臺東⼤學 ⽂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eisure Industries,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以⽂化資源探索與休閒產業經營為教學核⼼，透過⽂化築底繼而發展休閒產業。在地全球化為本系教學的主體價值，意即
「在地關懷」與「全球思維」正是本系課程的設計理念，為培養學⽣具備獨⽴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多層次課程因而有系統地
讓學⽣沉浸其中，最終再以統整性課程－畢業專題，檢視學⽣學習綜效。
未來就業路徑：
（⼀）觀光旅⾏業－旅⾏社經理⼈、專業領隊、專業導遊等。
（⼆）樂活產業－休閒旅館經理⼈、主題樂園經理⼈、休閒農場經理⼈、觀光⼯廠活動企畫管理、⺠宿管家、休閒專業顧問、休
閒創業家等。
（三）⽂化服務⼯作－⽂化資產解說員、社區規劃師、⽂化活動規劃師、博物館經理⼈、⽂化⾏政等。
1239 國⽴臺東⼤學 華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achelor of Arts
本系以古典及現代的⽂學、⽂化、華語教學為內涵，以核⼼課程奠基，關懷在地、⾯向國際，培育現代化、國際化之應⽤⼈才。
以「華語⽂教學」、「語⾔⽂學」兩⼤學習領域為主軸，發展特⾊如下：
1.培養對外華語⼈才，配合政府對外華語政策
2.落實語⽂教育及應⽤，培養學⽣語⽂應⽤之多元能⼒
3.結合地⽅⽂史，培養區域⽂學書寫之⼈才
1246 國⽴臺東⼤學 身⼼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Deptment of Somatics and Sport Leisure Industry,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世紀全球產業瘋什麼呢?答案就是「運動產業」。舉凡世界各國包含美國、歐洲、中國、⽇本、韓國、紐澳乃⾄於臺灣，
皆透過【運動】和【健康】雙主軸因素驅動之下，⼀⽅⾯建構優質運動休閒環境，⼆⽅⾯提⾼全⺠健康意識，不但能追求優良⽣
活品質，並且提升國家競爭⼒，最終達成「幸福經濟」之⽬標。再者，運動產業⽬前占世界各國GDP(國內⽣產總值)⽐例在
2%~9%之間，而全世界運動產業的年產值已超過6仟億美元；由此可⾒運動產業的發展，是影響國家經濟及社會⽣活的重要基
⽯。
本系在順應全球運動健康產業趨勢下，以及⾯對⾼科技、⾼齡化、⾼壓⼒⽣活型態的問題下，是全國唯⼀整合擁有身⼼學和運動
休閒管理學專業師資系所。
1241 國⽴臺東⼤學 ⾳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Bachelor of Arts
1.原住⺠⾳樂及應⽤⾳樂：臺東是臺灣原住⺠族⾳樂的主要根據地，學術研究及傳統歌謠的寶庫。本系結合在地資源開設相關課
程，於校內設有原住⺠⾳樂及流⾏⾳樂講座及⼯作坊，並到部落實地⽥野調查。
2.⼈⽂藝術跨領域多元學習：結合⽂學、視覺藝術、數位媒體及⽂化休閒等資源，提供古典與流⾏⾳樂的整合平台，並透過校內
外科系交流合作，開拓學⽣更廣⼤的專業視野與學習旨趣。
3.唱奏創作：栽培優秀的演唱奏及創作⼈才，培養紮實的基礎知識，奠定演唱演奏技術及作曲能⼒，提供樂理、⾳感訓練、⾳樂
欣賞及合奏合唱訓練。
4.培育⾳樂師資：結合本校師範學院的師資與經驗，兼顧⼈⽂、理⼯學院的教學技術與新科技資源，提供⾳樂教育學程的機會。
1243 國⽴臺東⼤學 數位媒體與⽂教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lndustry and Digital Media,Bachelor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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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旨在培養數位媒體設計及⽂教產品開發之專業⼈才。為達成本系的發展⽬標，辦學任務著重優質的師⽣互動與教學，及提供
優良學習環境為基礎；以講述、觀摩、實作、產學合作等⽅式，培養學⽣兼具理論與實務的專業能⼒，輔助學⽣累積學習成果，
建構縱向的學習經驗。
為增強教師的教學成效及學⽣的學習成果，課程實施⽅式採取課程統整合作教學模式，每學期均與⽂教產業或相關企業合作，建
立專題製作的主題，各科教學內容與主題連繫，學⽣以小組⽅式合作學習，期末的成果發表會帶動學⽣具體應⽤學科領域專業知
識，使學⽤合⼀並符合產業需求。這些實施成果讓學⽣能夠在學期結束後，有機會在校內外的相關活動中，應⽤專題成果，延伸
學習效益，學⽣未來可從事數位媒體設計、⾏銷設計、⽂教產品開發，⽂教產業經營，教育訓練等⼯作。
1251 國⽴臺東⼤學 運動競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Athletic Performance,Bachelor of Education
本學程設⽴以培育在地特⾊運動競技選⼿為主，以專任運動教練、⼾外運動⼈才的培育為輔，結合科學化訓練，邁向國際舞台；
藉由產學合作模式，建⽴競技選⼿完善就業管道，以培養具專業知能、敬業精神及社會服務熱忱之運動⼈才。【具備運動專⻑(棒
球、柔道、射擊、輕艇、桌球、舉重)學⽣】。
1237 國⽴臺東⼤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Bachelor of Education
本系主要⽬標為培育小學階段特殊教育師資(身⼼障礙組)，藉由理論及實務課程，充實學⽣專業能⼒，以因應未來教學⽣涯的需
求。
本系特⾊包括：
1.培育優秀國小師資：為學⽣整合校內學術資源，使本系學⽣除了能勝任教學⼯作外，並且擁有獨⽴思考、解決問題及終⽣學習
之能⼒。
2.教學設備充實：⽬前有系圖書室、各式測驗⼯具、輔助科技器材、專科教室、電腦教室及碩⼠班研究室等設備，供課程教學、
研究及實作使⽤。
3.與國內醫療、教育、身障機構密切聯繫合作：增加學⽣臨床經驗，並培養與其他專業領域合作的能⼒。
本系學⽣畢業後除可繼續赴國內外學術單位深造外，亦可擔任國小特教教師、國內外教育或身障機構專業⼈員。
1244 國⽴臺東⼤學 公共與⽂化事務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Bachelor of Arts
本系於100學年度成⽴，本系位處台東，為台灣最為邊陲、卻是族群⽂化最為豐富之地區，不但可提供最⽴體的教學現場，亦有
助於研究公共與⽂化事務相關議題，在教學上，重視在地議題與社會變遷的關連，訓練學⽣具有科際整合與獨⽴思考之能⼒，期
望透過課程規劃，結合地⽅資源，訓練學⽣關⼼環境與社會議題，成為具備⽂化素養、在地關懷與⽐較視野的公共事務⼈才；在
研究上，銜接學術思潮與社會脈動，培養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並致⼒於南島⺠族社會⽂化研究與⼈才之培育。

國⽴宜蘭⼤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4
聯絡電話 886-3-9317073
傳真 886-3-9320992
地址 26047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ni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2.niu.edu.tw/files/13-1014-9573.php
新⽣能保證⼊住(須提出申請) 請參閱 http://niuosa.niu.edu.tw/ezfiles/4/1004/img/103/156893477.pdf 或
http://isa.niu.edu.tw/article/detail/sn/17/webSN/21（點選中⽂版⾴⾯）
⼀、本校是⼀所綜合型⼤學，設有⽣物資源學院、⼯學院、⼈⽂及管理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所有系所全數通過評鑑，⼯
學院、電機資訊學院各系所均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國際認證(EAC)，畢業⽣可持本校學歷於華盛頓協定
(Washington Accord, WA)會員國(如美、加、英、澳、紐、⽇、韓、香港、新加坡、⾺來西亞等)參加亞太⼯程技師考
試，具有國際競爭⼒。 ⼆、四個學院除開設⽣物技術與保健、綠⾊科技及休閒產業等跨領域特⾊學程外，另搭配研發技
術垂直整合計畫培育跨領域⼈才，同時輔以紮實的語⾔教學及豐富的專題實作訓練，在宜蘭⼤學您可透過理論與實務並重
的課程，學習到豐富的知識與技能。 三、學⽣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學分外，尚需通過英⽂、體適能及多元學習
能⼒基本要求，⽅得畢業，詳情請⾒http://www.niu.edu.tw/acade/register/freshmen/index.html。 四、本校教學
特⾊、教學資源概況、收費標準等其他資訊，歡迎⾄本校網⾴http://www.niu.edu.tw查詢。
系所分則

1195 國⽴宜蘭⼤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 本系教育⽬標以培養英語為主、第⼆外語為輔，兼具⼈⽂素養與國際視野之⼈才。
2. 本系課程中需閱讀⼤量書⾯資料，並以口語進⾏表達及演練，課程⼤多著重分組討論及報告。
3. ⾃九⼗⼋學年度起⼊學⽣設有畢業⾨檻，須於畢業前通過全⺠英檢中⾼級初試為最低標準（或其他同級具公信⼒之英⽂能⼒檢
定考試）。
4885 國⽴宜蘭⼤學 應⽤經濟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 本系以培養具廣泛應⽤經濟與管理基礎之規劃、評估及分析能⼒為⽬標，暨培育能善⽤現代科學⼯具之專業⼈才，以因應當前
產業經濟與企業經營等問題。
2. 本系課程重視口頭表達、團隊合作、互動溝通、情緒管理能⼒。
4667 國⽴宜蘭⼤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Dept. of Leisure Industry and Health Promotion
1. 休健系課程內容可分為經營管理、觀光休閒及運動健康三⼤領域，課程多樣化，順應產業需求規劃新興課程，⽬的為培育更加
多元化的休閒產業管理⼈才，靈活調整轉變，以維持未來競爭⼒。本系安排暑假320小時校外實習課程，幫助學⽣提前進⼊就業
情境。
2. 本系有必修之實務與實習課程，須具備有良好體能、移動能⼒。
3.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 第 528 ⾴ -

國⽴⾦⾨⼤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0
聯絡電話 886-82-313734
傳真 886-82-313733
地址 89250⾦⾨縣⾦寧鄉⼤學路1號
網址 http://www.nq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qu.edu.tw/orgstudent/index.php?
code=list&flag=detail&ids=2647&article_id=34259
住宿空間男、⼥均為四⼈房。僑⽣在學期間全期保障住宿，亦有費⽤減免優惠可供申請。
⾦⾨位處台灣與中國⼤陸中介，向為兩岸交流往來的重要橋樑，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僑鄉，閩南⽂化的基因庫，也是申請
世界⽂化遺產的重要節點。本校定位為小而精、小而優、小而美之精緻型⼤學，同時結合地⽅產業發展特⾊，善盡⽂化遺
產保存與發揚的責任。⾯對新世紀的兩岸競合與全球化的衝擊挑戰，⾦⾨⼤學將是學術、⽂化與教育交流的關鍵與核⼼。
本校優先對僑⽣分配住宿，並提供住宿費減免、僑⽣獎學⾦等獎助措施，另外，⾦⾨縣政府每年提供「就學津貼」、「交
通圖書券」等補助，並對祖籍⾦⾨之僑⽣，提供學雜費補助等優惠。歡迎僑⽣與來⾃港澳地區的學⽣投⼊⾦⾨⼤學這個⼤
家庭。
系所分則

1948 國⽴⾦⾨⼤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Sport and Leisure
1. 運動與休閒產業之企劃、經營與推廣領域：課程包括產業經營管理、活動企劃執⾏、公共關係、廣告⾏銷，以及培養產業創新
與開發之能⼒。2. 休閒與健康促進之專業領域：強化整合式休閒與健康之專業知能，以及培養休閒與健康事業創新管理的能⼒。
3. 運動與休閒資訊應⽤暨跨領域專業整合領域：課程包括資訊應⽤、傳播媒體、資訊管理，以及培養創新與專業整合的能⼒。4.
成⽴全國體育運動與休閒相關系所交換學⽣平台(⽬前有台師⼤、體⼤、屏科⼤、澎科⼤、北京體⼤等)，⾸創(⾦⾨)僑鄉志⼯服
務團(東南亞國家)，擴增學⽣學習視野；擁有近4公頃的運動休閒產業創業實習營區。
1949 國⽴⾦⾨⼤學 企業管理學系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注重外語能⼒(如英⽂、⽇⽂、德⽂等)、實施⼤四⽣赴企業實習、訓練專題寫作能⼒、重視創新能⼒培養，每年舉⾏台灣、
⼤陸及海外之企業參訪，進⾏相關貿易、管理與⼤型企業組織之參觀與訪問，讓學⽣提早接觸就業環境。學⽣應當兼具中⽂與英
⽂之基礎能⼒。
1950 國⽴⾦⾨⼤學 觀光管理學系 Tourism Management
1. 培養學⽣英、⽇語能⼒，積極參與檢定；輔導學⽣參加國家專技普考-領隊⼈員與導遊⼈員考試。2. 培養學⽣具備相關資訊系
統及科技應⽤的能⼒。3. 積極爭取公、⺠營機關委託觀光學術專案研究，提供業界發展觀光策略。4. 加強兩岸三地(臺灣、⾦
⾨、⼤陸)觀光之產、官、學界交流與合作。5. 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講，擴展專業知識領域。6. 與台灣、⾦⾨、⼤陸等地區觀光
相關產業實習機構合作，培養職場實習實務技能。7. 擴充電腦、書籍、數位設備等教學器材，充實實習旅館及餐飲教室的設備。
1951 國⽴⾦⾨⼤學 國際暨⼤陸事務學系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China Affairs
1. 本系為全國國⽴⼤學中唯⼀同時設有國際與⼤陸事務課程之學系，旨在培育具備國際視野、熟悉⼤陸事務之政經⼈才。2. 在全
球化潮流下，各國之間政治、經貿關係更趨熱絡緊密；諸如氣候變遷、環境保護、醫療衛⽣、⼈道援助、經貿合作等也已成為重
要議題，具國際視野⼈才為市場所亟需。3. 中國⼤陸為我國最⼤出口市場、貿易夥伴、順差來源國，亦是我國對外投資最⼤地
區，台灣的經濟成⻑發展與其密切相關，故本系致⼒培養嫻熟⼤陸事務之專業⼈才。4.本系善⽤⾦⾨為重要的東南亞僑鄉，以及
位處海峽兩岸中樞位置地理優勢，強化與⼤陸、東南亞各知名⼤學之交流合作，且常舉辦學術參訪活動，帶領同學實際了解⼤陸
發展現況以及掌握國際發展趨勢。
1952 國⽴⾦⾨⼤學 應⽤英語學系 Applied English
本學系擁有優秀的博⼠師資教授專業課程，提供國內外⼤學姊妹校交換計畫，備有實習課程培養學⽣未來就業⼒，此外，校內有
英檢有英檢考場，⽅便學⽣就近取得英語證照。
1、優秀的博⼠師資教授專業課程。
2、優質的英語課程培養學⽣的聽、說、讀、寫、譯等語⾔能⼒，使其具備未來的就業能⼒。
3、國內外姊妹學校交換計畫提供學⽣國外留學和國際交流及學習機會，體驗不同的姊妹校園⽂化，增進國際視野。
4、專業實習課程強化學⽣未來的就業職能。
5、校內設有英語能⼒檢定考場，⽅便學⽣在熟悉環境下考取英語證照。
4842 國⽴⾦⾨⼤學 華語⽂學系 Chinese Studies
本系以全球在地化的視⾓，培養學⽣專業素養與獨⽴思辨的能⼒。我們以中國⽂學哲思為基礎，引導學⽣探索傳世經典的價值，
兼顧華⼈社會與⽂化以及語⾔⽂化間之互動知識，藉以提升學⽣之語⽂創作能⼒。我們強調漢語基礎語⾔知識，也因應世界潮流
設有華語⽂教學課程。我們同時擁有多媒體及數位教學課程、⽂字編輯等應⽤型課程，並提供專業實習機會，以提升學⽣未來就
業競爭⼒。因應全球化，開設東南亞社會與⽂化、海外華⼈⽂學、海外中⽂教育等課程；在外語⽅⾯，除了專業英語、東亞語和
常⾒語種選修課程之外，亦開設東南亞語種，以加強學⽣外語及⽂化交流能⼒，為學⽣成為未來世界公⺠預做準備。
4726 國⽴⾦⾨⼤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Ocean and Border Governance
本系成⽴於⺠國101年8⽉(2012年8⽉)，為國內唯⼀海洋與邊境管理之學術單位。專⾨從事海洋與邊境事務、海洋巡護與執法、
航運與港埠管理等領域之教學與學術研究。教學⽬標在於海洋與邊境事務管理之提昇。
4839 國⽴⾦⾨⼤學 ⻑期照護學系 Long Term Care
本系成⽴於2013年，旨在培育具有⻑期照護專業知能、機構管理、政策規劃與產業發展之⻑期照護⾏政及管理專業⼈才，以因應
國家之⻑期照護政策的整體發展，並因應國內外社會因壽命延⻑、⼈口⽼化之各項需求，滿⾜國⼈新世紀健康照護之亟需。
4840 國⽴⾦⾨⼤學 社會⼯作學系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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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重視社會⼯作教育，以多元的教學與評量⽅式，確保學⽣學習成效。社會⼯作是⼀⾨學術性的學科與實務導向的專業，它所
關注的焦點是擺在個⼈、家庭、團體與社區上，並致⼒於提升其社會機能與整體福祉。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3
聯絡電話 886-4-7232105
傳真 886-4-7211154
地址 50007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網址 http://www.nc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及教學資源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ca.ncue.edu.tw/?locale=zh
新⽣保障住宿，舊⽣在學期間優先登記分配住宿，詳情逕洽本校。
⼀、 本校設有中等教育及特殊教育學程，學⼠班僑⽣及港澳⽣可透過以下⽅案修習相關課程： (⼀) ⽅案⼀：於每學期開
學前依本校公告期間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完成登記申請並修畢相關學分之學⽣，本校將開⽴修課學分證明書以供返回
僑居地或原籍地使⽤。 (⼆) ⽅案⼆：本校14個師資培育學系僑⽣及港澳⽣，得於⼤⼀下學期提出外加師資⽣資格申請，
經師資培育中⼼專案報請教育部核定通過，並修畢所有應修學分者，本校將開⽴修畢證明書；後續有關本國教師資格取得
之程序及權利與義務，則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加⼊海聯會辦理之『緬甸華校⾼中畢業⽣來臺就
讀⼤學校院學⼠師資培育專案』，積極參與培育海外師資⼈才，並提供緬甸學⼦第⼀年免學雜費及住宿費之優惠。有關教
師資格之取得及權利與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三、本校戮⼒推動國際化，姊妹校涵蓋世界各地，
與世界名校簽屬雙聯學制，提供更多出國交換、實⾒習與獲取國外學位的機會，培養學⽣國際視野，詳洽國際處，網址：
http://oica.ncue.edu.tw/。 四、本校分進德、寶⼭⼆校區，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學院、管理學院學⽣以在寶⼭校
區上課為原則。
系所分則

1247 國⽴彰化師範⼤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學校輔導與諮商組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1.本系在教學與訓練上特別重視學⽣個別差異及需求，務求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兼顧社會發展趨勢。
2.本組課程主修學校輔導與諮商相關課程。
3.歡迎對⼈際溝通、⼼理諮詢與學校事務有興趣者申請。
4.適合細⼼、具⼈際溝通協調能⼒、能管控⾃身情緒者就讀。
1248 國⽴彰化師範⼤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輔導與諮商組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Community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1.本系在教學與訓練上特別重視學⽣個別差異及需求，務求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兼顧社會發展趨勢。
2.本組課程主修社區輔導與諮商相關課程。
3.歡迎對⼈際溝通、⼼理諮詢與社區服務有興趣者申請。
4.適合細⼼、具⼈際溝通協調能⼒、能管控⾃身情緒者就讀。
1249 國⽴彰化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1.國內⾸創從事特殊教育師資培育之全師培學系，含蓋所有障礙類別並透過跨專業整合，邀請醫院及社會福利機構之專家學者，
與本系教授協同教學。
2.為強化學⽣具備特教⽼師之專業知能，於⼤學部畢業前實施「基本知能考查」。
3.本系培育優秀之特殊教育教師及⾏政⼈員並提供在職進修及推廣服務與為提升特殊教育學⽣鑑定與教學並致⼒特殊教育學術研
究。
4.本系課程須⾄實務現場教學實習，適合細⼼沉穩、個性活潑、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及與學⽣良好互動移
動能⼒者。
5.本系就業狀況優異，應屆畢業⽣除繼續升學外均百分百就業，就業出路以國、⾼中職特教教師及特殊學校教師為主，少數轉為
公務⼈員或⾄私⽴學校或機構擔任特教教師。
1258 國⽴彰化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教育⽬標：
1. 培養各級學校英語⽂師資。
2. 培養符合時代需求之英外語⽂專業⼈才。
⼆、課程修課分為師培⽣及⾮師培⽣；聽、說、讀、寫、譯等五項技能為學習英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1250 國⽴彰化師範⼤學 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設系宗旨在培養優秀之中等學校國⽂科教師、國語⽂學術研究以及⽂藝創作⼈才；並兼負中學國⽂教學輔導之任務。本系教學⽬
標：
1. 培養中等學校國⽂科師資。
2. 培養中⽂學⾨學術研究⼈才。
3. 培養⽂藝創作⼈才。
4. 培養⽂化傳播⼯作⼈才。
1542 國⽴彰化師範⼤學 地理學系 Dept. of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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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課程之學習須具備⾊彩辨識⼒及野外考察⾏動能⼒之要求。
3.本系畢業⽣以培育中學教師為主，近年因應社會變遷，教學著重在空間資訊與社會防災，環境與社區觀光規劃領域的產學接
軌， 在相關公司機構任職者增多，成為師培之外重要的發展⽅向，同時亦為繼續就讀相關領域研究所提供先備知識能⼒。
1257 國⽴彰化師範⼤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1.本系現設有藝術教育、藝術創作、藝術學三組，主要培育藝術教育、藝術學專業、藝術創作、⽂化創意等專業⼈才，歡迎有興
趣者申請。
2.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需⾼度之抽象思維及創作執⾏能⼒。基於教學條件考量，申請者若有身⼼特殊問題，請於申請
⽂件中告知，以利教學環境準備。
1252 國⽴彰化師範⼤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教育⽬標為培養具多元專業知能、宏觀國際視野與企業倫理之卓越管理⼈才，多數課程具有討論、互動及參訪，選填本系應
具備⼈際互動溝通能⼒及較佳之中⽂聽、說、讀、寫能⼒。
1253 國⽴彰化師範⼤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本系為本校熱⾨科系，亦是台灣四⼤會計師事務所錄取之重點學校，學⽣畢業前即已取得聘書，畢業即就業。為培育學⽣財務會
計、管理會計、審計、會計資訊系統核⼼專業能⼒，與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合作開設會計師實務課程，提供學⽣多元化的學習環
境並與實務接軌。特⾊如下：
1、重視英⽂能⼒提昇，培育具備國際視野之會計專業⼈才。
2、設有EMBA碩⼠在職班，培育企業⾼階管理⼈才。
3、密切之產學合作關係，理論與實務兼顧。
4、強化學⽣之專業倫理與敬業態度。
1259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資訊管理組的特⾊是以資通訊與網路科技的發展與管理為主，並強調改善與整合前述科技在商業的應⽤，重點教研領域包括雲端
運算、電⼦商務、網路⾏銷、企業電⼦化、資料探勘等。
1260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Management Program)
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的特⾊是以發展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數位學習、數位影⾳、⾏動商務及網路服務為核⼼，並注重專案企
劃、產品設計與製作、⽣產管理與⾏銷策略之實務研究。
1254 國⽴彰化師範⼤學 財務⾦融技術學系 Dept. of Finance
1.結合財⾦專業、產學合作與業界實習之專業系所
2.系所資源：
(1)提供獎助學⾦與⾦融考照獎勵-證照在⼿、『薪』望無窮，就業新契機
(2)提供暑期實習-試探未來就業⽅向
(3)提供師資培育名額-商科教師培育搖籃
(4)學習資源豐富-完備國內外財⾦資料庫
(5)與⾦融機構簽約並舉辦財⾦實務專題演講-迅速掌握社會趨勢及產業資訊
(6)國際接軌、研究豐碩
1255 國⽴彰化師範⼤學 公共事務與公⺠教育學系公共事務組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Public Affairs
Program)
公共事務組特⾊：培育公共事務專業⼈才，滿⾜公共事務發展之需求，並培育優秀公務⼈才，強化地⽅治理與地⽅政府之職能。
1256 國⽴彰化師範⼤學 公共事務與公⺠教育學系公⺠教育組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Program)
公⺠教育組特⾊：培育公⺠教育專業師資，強化⾼級中學公⺠與社會科與國⺠中學相關學科之教學品質，以奠定建⽴公⺠社會之
基礎。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27
聯絡電話 886-7-7172930
傳真 886-7-7263332
地址 和平校區：80201⾼雄市苓雅區和平⼀路116號 燕巢校區：82444⾼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nk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學⽣事務暨國際開發組
無僑⽣專屬獎學⾦
獎學⾦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國⽂、英語、地理、教育、特教、美術、⾳樂、數學（數學組）、化學、物理、⽣物、⼯教(科技教
育與訓練組)及體育等13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數學（應數組）、事經、視設、⼯教（能源與冷凍空調組）、電機⼯程、
⼯設、軟⼯、電⼦等8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所;僑⽣⼊學後可依本校師資培育⽣甄選及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辦法及各學系所
訂相關辦法，或經由師資培育中⼼考試修讀教育學程。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
備註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僑⽣未取得本國國⺠身分證，不得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四、住宿申請請依本校學⽣宿舍核配作業規定
辦理。五、本校實施「英語能⼒檢定」之畢業⾨檻，學⼠班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語能⼒檢定」能⼒檢定
必須達到學校規定，⽅得畢業。六、本學年度錄取⽂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錄取
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燕巢校區。七、本說明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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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209 國⽴⾼雄師範⼤學 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1.本系之課程特⾊為理論與實⽤並重，古典與現代兼顧。有義理思想、語⾔⽂字、古典⽂學、現代⽂學等，學⽣可依興趣與研究
⽅向多元發展。
2.具有中⽂聽、說、讀、寫能⼒之學⽣較為適合就讀本系。
1292 國⽴⾼雄師範⼤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 本系致⼒國際化學習環境，歡迎多元背景學⽣申請。將依申請者各項資料，包括學科成績、學習及活動歷程檔案、讀書計
畫、測驗成績等評估，評估標準包含英語⽂聽說讀寫能⼒、個⼈準備度，個⼈志向特質及潛⼒等。
⼆、 本系學⽣畢業前須通過全⺠英檢中⾼級(或等同之國際標準化語⾔)檢定。
三、 身⼼障礙者，若於適宜輔具輔助下可完成英語⽂聽說讀寫能⼒訓練時適宜報考。
1293 國⽴⾼雄師範⼤學 地理學系 Dept. of Geography
本系成⽴於1993年8⽉1⽇，屬於⽂學院，課程以地理學知識為基礎，⾃然地理、⼈⽂地理、地理技術及區域地理四個領域並重，
且重視理論與應⽤，從知識學習到⽥野實察，形成⼀套系統性和綜合性的引導探究課程。
本學系教授群⻑年以所進⾏的學術研究，引導本系所的碩⼠班、暑期碩⼠在職專班、博⼠班的進⾏論⽂研究，包含⾃然和⼈⽂環
境議題，因此，提出許多對地形演育、區域發展、地理教育、空間資訊、都市規劃和環境經營等主題的研究成果，為本系創系以
來勤耕的展現。
1298 國⽴⾼雄師範⼤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若有嚴重身⼼障礙，可能影響教學⼯作者，請慎重考慮。
1299 國⽴⾼雄師範⼤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學部旨在培育具有專業素養且兼具⼈⽂關懷之特殊教育師資與培育具學術研究、⾏政領導能⼒之⼈才。
1294 國⽴⾼雄師範⼤學 事業經營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屬商業類科系。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6
聯絡電話 886-4-22183456
傳真 886-4-22181023
地址 40306臺中市西區⺠⽣路140號
網址 http://www.ntcu.edu.tw/newweb/index.htm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rd.ntcu.edu.tw/OCstudents/file.php
新⽣優先安排住宿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申請住校。三、本校僑⽣係屬⼤學部⾃費⽣。四、本校學⽣須通
過各學系規定之外語能⼒畢業標準⽅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升其能⼒，以符標準。五、清寒僑⽣就讀本
校符合學業成績及格、操⾏成績80分以上，並檢具清寒證明，資格經審核通過者，得以申請免費住宿或獎助學⾦(名額以
全校僑⽣總數百分之三⼗原則)。六、幼教系、特教系及教育系僑⽣若欲修習教育學程，需以外加名額⽅式報部核准後，
才得以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七、語教、區社、數教、科教、美術、⾳樂、體育、臺語、英語及諮⼼系10個系僑⽣可
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僑⽣修畢教程並參加半年全時實習後，如未具中華⺠國身分證，仍不得
參加中華⺠國教師證考試。
系所分則

1284 國⽴臺中教育⼤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NTCU)
本系有⼤學部⼀個班次，碩⼠班四個班次，博⼠班⼀個班次，是設有學⼠、碩⼠、博⼠三種班別的完整學系。
本系主要在培養具有專業熱忱與正確信念、專業知識、教育實踐⾏動能⼒、反思與創新能⼒之教育專業⼈員。
本系畢業⽣的主要發展包括：
1.從事學校教育⼯作。
2.從事⽂教⾏政⼯作。
3.繼續進修深造。
4.擔任課後補教業及安親班或相關⽂教事業師資。
5.擔任各公、⺠營機構⼈⼒資源部⾨職前訓練課程規劃與執⾏之職務。
聽、說、讀、寫，作等技能為學習之基本技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聽覺障礙者，如於配戴調頻助聽系統（上課時，⽼師
需配合配戴）後就可以聽到，即適宜報考。
1279 國⽴臺中教育⼤學 語⽂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學部∕研究所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學部的課程，如：少兒⽂學原理與創作，聽、說、讀、寫、作教學理論與實務、語⽂測
驗與多元評量、語⽂課程設計與教學、讀經教育原理與實務，均特⾊獨具，其中讀經教育原理與實務這⾨課，更是獨步全球。研
究所課程，則進⼀步強化語⽂理論與教學實務的結合，旨在培育學⽣兼具研究與教學的能⼒。
聽、說、讀、寫，作等技能為學習語⽂之基本技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聽覺障礙者，如配戴調頻助聽系統（上課時，⽼
師需配合配戴）後就可以聽到，即適宜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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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國⽴臺中教育⼤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Dept. of Reg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未來出路與發展
1、區域規劃：從事有關城鄉區域與社區發展規劃⼯作。
2、教學⼯作：選修教育學分，擔任小學教師。
3、研究撰述：從事區域發展研究、社區營造解說或⽂史編撰⼯作。
4、政府公職：通過⾼普特考，從事公職，如⼀般⾏政、社會⾏政等。
5、觀光休閒：從事導遊領隊等休閒觀光⾏業。
6、⽂教補教：從事⽂教、⽂化出版事業、補教等⼯作。
7、社會服務：從事⾮營利組織、社會福利機構等⼯作。
課程可能有接觸⼈群的機會，需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性。
1286 國⽴臺中教育⼤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發展特⾊
本校幼兒教育學系主要⽬標在於培育幼教專業⼈員，提供幼教現場教師在職進修之機會，增進幼教專業知能。本系於100學年度
與早期療育研究所、早期療育實驗中⼼完成整併，成為臺灣唯⼀兼具早療與幼教專業的學術單位。
⼆、課程規劃
本系⼤學部課程採⽤多元化的教學與評量⽅式，規劃教保專業課程與幼教師資職前課程，另規劃培育幼教研究及管理⼈才課程，
以及課程與教學、早期療育、藝術、語⽂、教育基本理論與保育專業課程之專⾨選修科⽬，供學⽣選讀，以增加個⼈專⻑。
三、未來出路與發展
本系修業年限為四年，有志從事教育⼯作之畢業⽣，須先通過教師檢定後，再完成為期半年的教育實習，⽅可取得合格幼兒教師
證。本系畢業⽣亦可從事幼教相關⼯作，如幼兒⽂學創作出版、幼兒⾳樂教學、幼兒美術教學、幼兒體能教學，或從事與幼教相
關事業之經營，有志從事幼教研究及師資培育⼯作者，可選擇報考幼教相關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本系以培養具有幼兒教育專業之優秀幼教⼈才為⽬標，希望招收有志從事幼兒教育之⼯作者。
（⼆）幼兒園教師負教學輔導之責，聽、說、讀、寫，作等技能為學習之基本技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1290 國⽴臺中教育⼤學 美術學系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本學系校內空間包括美術樓之數位藝術⼯作室、壹零參藝術空間、求真樓之藝術中⼼，並臨近國⽴臺灣美術館、勤美術館、臺中
⽂化創意園區、⼀中商圈，提供了學⽣創作、發表與實習的空間。本學系專任師資含教授8位、副教授2位，專⻑涵蓋西畫創作、
⽔墨畫創作、陶藝創作、平⾯設計、數位藝術、藝術教育、東西藝術史、藝術理論等領域，教學與專業團隊堅強，堪居國內同性
質校院系所之冠，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1289 國⽴臺中教育⼤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本系屬⼈⽂學院，以「為國家社會培育專業⾳樂教學與演奏⼈才」為宗旨，教育⽬標如下：
⼀、培養學⽣專業⾳樂素養。
⼆、培養學⽣⾳樂表現能⼒。
三、培養學⽣⾳樂教學能⼒。
四、培養學⽣多元專⻑發展。
五、培養學⽣⾳樂創造⼒。
◎所繳交之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所提供之CD或VCD及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
◎資料審查未達通過者，將不予分發。
◎本系須⾃身演奏及實作。
◎附註：⾳樂學系主修限選：1.鋼琴。2.絃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3.聲樂。4.管樂：雙簧管、單簧管、低⾳
管、法國號、小號、⻑號。5.理論作曲。6. 撃樂。
1285 國⽴臺中教育⼤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1.本系旨在培育特殊教育及輔助科技之專業⼈才。
2.本系有獨⽴的系館，不論是教學資源、空間、軟硬體設備均
相當豐富，可滿⾜學⽣課業學習之需求。
3.本系專任教師皆獲得國內外知名⼤學博⼠學位，現有教授4⼈、副教授5⼈，助理教授1⼈，研究與專業表現相當優異，獲得許
多科技部與教育部專案、中央地⽅政府專案研究等，且擔任各級政府、學術機構、⺠間團體等專業委員，績效優異。
課程內容包含實作（觸摸地圖等）須具辨別顏⾊能⼒。
1281 國⽴臺中教育⼤學 臺灣語⽂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聽、說、讀、寫等技能為學習臺灣語⽂之基本能⼒。
1282 國⽴臺中教育⼤學 諮商與應⽤⼼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Applied Psychology
本系前身為諮商與教育⼼理研究所，於2000年奉教育部（89）師⼆字第9002155號函核准成⽴。而後於95年8⽉1⽇奉准成⽴諮商
與應⽤⼼理學系，原諮商與教育⼼理研究所併⼊諮商與應⽤⼼理學系，並於102學年度增設夜間碩⼠在職專班。
本系⼤學部課程分雙軌（師培與⾮師培）進⾏，⾮師培⽣畢業學分為128學分。師培⽣畢業學分為138學分。
本系現有教師10⼈，其中教授3⼈、副教授3⼈、助理教授4⼈，均具國內、外博⼠學位，教師研究⽅向為諮商輔導與應⽤⼼理相
關領域，學術專業各有擅⻑，並擁有豐富教學與實務經驗。曾有⼆位⽼師榮獲科技部特殊優秀⼈才獎勵，多位⽼師均擔任學術團
體之理、監事等職務，並有多位⽼師連續幾年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
本系有各式教學資源與活動空間，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兼具，配合幫助學⽣提前體驗職場。歷年碩⼠班畢業⽣已有100多位考上
⾼等⼼理師證照，多位就讀諮商或教育相關博⼠班，2位擔任⼤學助理教授；⼤學部畢業⽣並已有14位取得就業服務⼄級技術⼠
證照 。
學習課程具有與⼈互動、觀察的特性；因此，必須具有相當的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
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1283 國⽴臺中教育⼤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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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系成⽴於2005年。課程主要分三類：共通課程、師資培育課程、英語專⾨課程(含普通課程28學分，專⾨課程100學分)。
專⾨課程再分為三類：(1)核⼼課程包括基本能⼒訓練與語⾔訓練；(2)選修課程包括第⼆外語類、專業英⽂類(翻譯、商務、英語
教學及⽂學類)；(3)院共同必修。
英語學系碩⼠班成⽴於2016年。學⽣在學期間最低需修滿32學分(含必修11學分及選修⾄少21學分)，並須完成學位論⽂。碩⼠課
程主要培養具有專業知能及教育熱忱之英語教學⼈才。
聽、說、讀、寫、譯等技能為學習英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1287 國⽴臺中教育⼤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 本系主要在培養具有國際觀、能運⽤管理專業知識和技能解決企業問題的中⾼階國際企業經營管理⼈才為主要⽬標。課程規
劃包括「國際企業與⾏銷」、「國際財務⾦融」、「創新與電⼦商務模組課程」三⼤模組，可兼顧學⽣學習興趣與未來發展。本
系實施思辨式個案教學，以培養學⽣主動思考、溝通表達能⼒，增加學習效果；輔導學⽣報考國際專業證照及外語能⼒鑑定，以
增加就業競爭⼒。
(三) 本系歡迎英⽂程度佳者加⼊。
(四) 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外企業實習，故外語的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本能⼒。
1288 國⽴臺中教育⼤學 ⽂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Design and Management
本系須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本系以培養⽂化創意產業之創意產品設計、管理經營、⾏政⼈才為⽬標。課程內容跨⽂化
創意產品設計與⽂化創意營運雙領域，與就業緊密結合，是多重專⻑⼈才培育新搖籃。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8
聯絡電話 886-2-66396688轉82015
傳真 886-2-23777008
地址 10671臺北市⼤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網址 http://www.nt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視床位狀況優先提供住宿申請。
⼀、本校學⽣在校期間，欲修習教育學程者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及參加甄選，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費⽤。⼆、有關教
師資格之取得，悉依「師資培育法」、「⾼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之。另依前
揭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報考者須為中華⺠國國⺠。
系所分則

1300 國⽴臺北教育⼤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系充滿博雅、關懷、專業、實踐與創新精神，具備溫馨的學習環境及濃厚的學術研究⾵氣，著重於培育學⽣成為優秀的國小
教師，並且提供多樣的學習活動及實⽤的多軌課程，培養同學在學校教學、學術研究、教育⾏政及相關教育⽂化產業創新經營(如
出版編輯、媒體製播、補教經營、⼈⼒資源發展等)等不同領域的卓越表現能⼒。
發展特⾊：
1.培育學⽣⽣涯規劃能⼒，提昇教學、教育⾏政、學術研究及⽂教推廣之知能
2.透過多元化、系統化及專業化之培育過程，提昇學⽣研究及就業的競爭⼒
3.積極拓展學⽣國際視野，辦理學⽣海外教育實習，並派送學⽣⾄海外姊妹校學習
4.培育學⽣教育熱忱，寒暑假期間⿎勵學⽣⾄偏遠地區甚⾄海外為弱勢兒童提供教育服務
4669 國⽴臺北教育⼤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本系著重教育管理理論的整合融通與實務的探討，以培育兼具教育與管理專⻑的經營⼈才。基於⽂教事業及各⾏業教育部⾨管理
⼈才之需求，本系培育之專業⼈才分為四⼤類：教育⾏政專業⼈員、教育訓練規劃⼈員、⼈⼒資源發展⼈員、⽂教事業企劃⼈員
等四類專業⼈員，以發展學⽣未來就業與研究的基礎。課程設計考量學⽣⽣涯進路發展，主要以教育與管理領域課程之理論與實
務為重點，並加強法律及數位科技專業課程的設計，使學⽣能兼備法律知識及資訊專業知能，成為跨領域的優質⼈才。
1303 國⽴臺北教育⼤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and Family Education
本系教師對於幼兒教育課程與教學、幼兒教育政策、兒童發展、學前特教與家庭教育均有豐沛的經驗與活潑的思考。師⽣、同儕
討論頻繁，既能共創團體益處，⼜能展現個⼈⾵格。課程含師資培育與⾮師資培育兩種進路，學⽣可從事幼兒教育或其他與幼兒
教育、家庭教育專業知能相關的產業。
1302 國⽴臺北教育⼤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課程係以培育「特殊教育」專業⼯作⼈員為核⼼⽬標。本系教師在理論、政策、課程與教學均有專精的學術與實務經驗，並
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與溫馨的師⽣互動，提供多樣的學習活動及深⼊的實務課程，激發學⽣創意思考、培育學⽣問題解決的能
⼒及弱勢關懷的態度。學⽣在修業期間可依個⼈志趣和相關規定，獲得身⼼障礙與資賦優異⼆類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畢業後可擔
任特殊教育或特殊需求者相關服務領域之專業⼯作⼈員。
1304 國⽴臺北教育⼤學 ⼼理與諮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本系主要培養⼼理諮商⼈才，課程規劃結合理論與實務，因此學⽣需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1301 國⽴臺北教育⼤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本系為跨領域專業之學系，課程設計以社會與區域環境關懷的視野與實務應⽤能⼒為特⾊，培養學⽣成為洞察社會議題與產業創
新之領導管理⼈才，以及具備環境資源管理、地理資訊應⽤能⼒之景觀與都市計劃⼈才。
1309 國⽴臺北教育⼤學 ⽂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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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育開發都市⽂化創意體驗空間⼈才為主，學⽣能依據環境區域條件，組合⼈⽂資源、多元⼈⼒資源、跨領域藝術⽂化資
源及創意經營⾏銷等，以提⾼⽣活品質並促進區域價值及產值。 本系學⽣須對變動社會與時尚⾵格具⾼度興趣，且要有⼀定的品
味鑑賞、創意思考、⼈際溝通、外語溝通與領導整合資源等能⼒。

國⽴臺灣藝術⼤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4
聯絡電話 886-2-22722181 #1151
傳真 886-2-89659515
地址 22058新北市板橋區⼤觀路1段59號
網址 http://www.ntu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nternational.ntua.edu.tw/news/list/type/14
僑⽣優先分配住宿(延修⽣除外)
國⽴臺灣藝術⼤學創校已⼀甲⼦，是臺灣歷史最悠久、學⾨及課程架構與教學師資最完備的藝術⾼等教育學府。六⼗年來
的美的歷程，累積⼀甲⼦的辦學能量，迄今已鑄就無數頭⾓崢嶸的藝術家及精銳⼈才。⽬前本校共有美術、設計、傳播、
表演藝術、⼈⽂五⼤學院，共設14系、5個獨⽴研究所，2個教學中⼼等單位，架構出14系、20碩⼠班、6博⼠班的教學系
統。本校不收取審查費，如誤繳，概不退還。
系所分則

1331 國⽴臺灣藝術⼤學 圖⽂傳播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Arts
本系(所)之課程著重多元化與彈性化，旨在培養具⼈⽂藝術與科學素養、善⽤理論及實務、具有創新思考解決問題的⼈才；具備
圖⽂傳播數位內容應⽤之設計、攝影、印刷、出版、管理之專業整合應⽤能⼒，以便在⼯作中能應⽤所學，發揮個⼈潛⼒。本系
有⾊彩辨別、機械操作等實務必修課程，須具備視覺辨⾊能⼒及肢體操作機器能⼒。
1332 國⽴臺灣藝術⼤學 廣播電視學系 Depart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本系教學宗旨在培養專業技術⼈才，亦兼顧培育學⽣⼈⽂藝術學養，並密切配合政府在媒體科技⽅⾯的政策，規劃全⾯數位化的
教學環境。為結合理論與實務，本系開創《⼤觀報》學⽣實習報紙，成⽴「台藝之聲」實習廣播電台，開設《⼤觀電⼦報》網
站，使本系學⽣具備紮實全⽅位報紙編採及節⽬製播之實務經驗。本系課程內容包含⼤量影像元素與聲⾳元素，以及實機操作、
團隊分⼯等合作協調學習⽅向，故適合感官能⼒敏銳於影像、聲⾳等⾯向，並具危機處理、溝同協調、細⼼沉穩者。
1730 國⽴臺灣藝術⼤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rt Conservation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設⽴宗旨，主為臺灣區域古建⽂化特質之「研究」與「保存」，尤以傳統建築裝飾藝術「技藝承傳」、「⽂化
資料保存」，及古建專業「學術研究」等項⽬為主軸，已期達成南系⺠間⼯藝資料紀錄與研究。技藝承傳專業部份，故所有教學
與實務執⾏間的落實，均藉由專業技術教師⽰範教學之引導，建⽴以實作能⼒學習，為本系專業認定之特⾊。教育⽬標計有「古
建築專學認知」、「基礎理念概念」、「古建體系資料的建⽴」、「傳統技藝訓練與養成」、「古建藝術裝飾圖稿製作」等。書
⾯資料審查成績未達標準或資料不⿑者，不予錄取。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

國⽴臺南藝術⼤學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5
聯絡電話 886-6-6930100 #1212
傳真 886-6-6930151
地址 72045臺南市官⽥區⼤崎⾥66號
網址 http://www.tnnu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情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
本校經⾏政院於⺠國78年1⽉核定籌設，⺠國82年籌備處因應而⽣，於85年7⽉正式設校名為國⽴臺南藝術學院，嗣於⺠
國93年8⽉改名為國⽴臺南藝術⼤學（簡稱南藝⼤）是校史盛事。校址位於⾵光明媚的臺南市官⽥區烏⼭頭⽔庫旁。 南藝
⼤以培養⾼等專業藝術⼈才為⽬標，教學領域豐富完整，涵括⾳樂學院、視覺藝術學院、⾳像藝術學院、⽂博學院及共同
教育委員會。成⽴多年以來教學成果不凡，學⽣在專業師資及藝術環境的薰陶下，已在藝術創作及研究的的領域中培養了
許多傑出的藝術專業⼈才，奠定南藝⼤成為臺灣最具特⾊的專業藝術學府之⼀。 近年來南藝⼤更致⼒於推展⼈⽂藝術與
科技整合的可能性，與國內數位科技產業進⾏異業結盟，積極展現本校各藝術專業之創作實⼒。更不斷透過創作與研究之
專業，協助地⽅⽂化進⾏⽂化復建與凝聚在地⼈⽂意識，並透過各種藝術交流活動與國際接軌，將國內藝術專業⼈才推上
國際舞臺，展現臺灣藝術實⼒。

系所分則
1344 國⽴臺南藝術⼤學 應⽤⾳樂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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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臺南藝術⼤學應⽤⾳樂系成⽴於西元2002年，為臺灣第⼀個以「應⽤」⾳樂科系，運⽤⾳樂藝術結合數位科技的轉
化，帶動學術與市場同步脈動，培養符合世界⽂創產業趨勢之應⽤⾳樂⼈才。提倡以「前瞻、整合、做中學」之學術與實務並進
的教學模式，培養⾳樂⼯程及應⽤⾳樂創作、藝術⾏政之專業⼈才，提升國內應⽤⾳樂之創作與執⾏素質，為應⽤⾳樂產業未來
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秉持「前瞻、整合、做中學」之宗旨，我們推動融合動畫、影像、故事與⾳樂的新應⽤藝術，以及⾳樂⼯
程專業⼈才的正造制度等，結合策展⼈、公共藝術空間與⼤型商業機構，從而開拓應⽤⾳樂的製作發⾏空間與整體產業之產值。
⼆、 本系招⽣分五學程（⼀）影像⾳樂創作（⼆）流⾏⾳樂創作（三）爵⼠⾳樂演奏（四）專業錄⾳（五）藝術管理專業，考⽣
須擇⼀學程報考，並依照規定修習完畢相關課程後⽅可畢業。
三、 申請本系者，須繳交個⼈資料及作品，且具中⽂聽、說、讀、寫能⼒；本系課程學習重點包含：⼤量資訊彙集分析、各項實
際操作軟硬體、樂器彈奏暨聽⼒分析等，適合⼼思細膩、個性活潑、具有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四、評分⽅式：審查資料(含作品集)佔100%。
以上資料成績未達錄取標準，得不⾜額錄取。
五、所繳交資料⼀律不退件，請⾃留原件。如發現作品為他⼈代做或抄襲，即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勒令退學並註銷學
籍，並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六、本系Email：applied@tnnua.edu.tw
Tel：886-6-6930100轉2411、2415。
Website：http://appliedmusic.tnnua.edu.tw
1345 國⽴臺南藝術⼤學 藝術史學系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本系以藝術史學為核⼼，旨在培養兼具藝術史學、考古學基礎知識、⽂物保存維護以及博物館蒐藏管理與展⽰能⼒之基礎⼈
才。⾃92年設系以來，無論師資延聘或課程架構均依此⼀⽅向進⾏規劃。創系進⼊第8年（99年）之際，為進⼀步提升師資質
量、落實教學資源共享原則，與成⽴於85年的「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合併，成為兼有學⼠班（藝術史學系）與碩⼠班（藝
術史與藝術評論碩⼠班）的科系。近年為凸顯本系專業特⾊、配合國家重要⽂化政策與接軌社會需求，⺠國107年將碩⼠班更名
為「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班」，碩⼠班課程是以本系⼤學階段養成為基礎，延伸藝術史與評論領域之專業學習，⺠國109年
成⽴博⼠班，除深化東亞古代⽂物之研究（包括中國及東亞⽂物、書畫與佛教藝術）、重視近現代與當代藝術（包括東亞近現代
藝術、當代藝術與評論）之詮釋能⼒外，並發展西洋藝術史專業。教學⽅式既著重於靜態的理論學習，亦強調實務層⾯的訓練與
實踐，以培養具備多元⽂化理解能⼒之藝術史研究⼈員與具有藝術史觀之藝術評論專業⼈才為⽬標。綜觀全國藝術史相關專業系
所的組織編制與發展⽅向，本系是⽬前國內唯⼀奠基在⼤學部、碩⼠班及博⼠班的⼀貫性整合架構上，以藝術作品分析、品鑑與
詮釋為核⼼，結合藝術史理論學習和應⽤實踐為發展⽅向之專業科系。
⼆、評分⽅式：（⼀）⾃傳佔40%。（⼆）學習計畫書及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佔50%。（三）其他（如得獎成果等，檢具證
明）佔10%。
三、系所說明：（⼀）以藝術史學為專業主體，並兼重⽂物修護與博物館之基礎訓練。（⼆）培養兼具藝術史學、⽂物保存修護
以及博物館蒐藏管理與展⽰能⼒之基礎⼈才為⽬標。
四、如考⽣未達本系最低錄取標準者，得不⾜額錄取。
五、本系學⽣應通過全⺠英檢中⾼級檢定初試，通過者免修課程抵免事宜參照通識教育中⼼之規定。未通過者須修習通識教育中
⼼開設之「進修英語：中⾼級」課程（⼀學年，零學分），獲得通過者，始得畢業。（舊）托福（TOEFL）550分；（新）托福
（TOEFL）213分；多益（TOEIC）650分；全⺠英檢中⾼級初試；雅思（IELTS）英語能⼒檢定測驗5.5以上。
六、本系E-mail：em2632@tnnua.edu.tw
TEL：06-6930100轉2611
Website：http://arthistory.tnnua.edu.tw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學校代碼
30
聯絡電話 886-4-22213108
傳真 886-4-22250758
地址 40404臺中市北區雙⼗路⼀段16號
網址 http://www.ntupes.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dent.ntupes.edu.tw/index.php?
code=list&flag=detail&ids=1297&article_id=18059
每學期住宿費⽤新台幣：6,000元。宿舍資訊請參閱網址:
宿舍
http://guidance.camel.ntupes.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38
備註 ⼀、本校備有男、⼥⽣宿舍優先提供僑⽣住宿。 ⼆、學系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s://www.ntupes.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607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休閒運動學系 ,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al Sport
⼀、對體育、運動休閒領域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本系以培養休閒運動領導、推廣及指導⼈才為主要⽬標，提供專業學科、
術科指導以及實務的實習課程，強調⼈類健康價值與社會服務，並設有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提供進修，歡迎對休閒運動、活動指
導與推廣、活動企劃、賽會管理以及教學教育⼯作有興趣的同學報考。
1317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 Department of Sport Management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因應國際體育運動暨產業趨勢與國內運動產業之發展，培育具備運動管理及學術研究專業⼈才，以促進運動產
業擴增升級。
1319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 Department of Spor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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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Spor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IC) 為開創國內傳播業界在體育節⽬製作、轉播⼈才的需
求，尤其⾯對國家數位傳播產業之發展趨勢，更需要創造學⽣在此⼀領域的專業-- specialty (S) ，處理運動資訊整合的智慧—
Intellegence (I)、以及⾯對傳播挑戰的勇氣—Courage (C)。透過產學界專家訪問⽅式歸納出本系培育⽬標的核⼼概念：即以培
養本系畢業⽣具備「體育專業在運動媒體上的整合製播能⼒」為終極⽬標，並以網路媒體之「體育運動專業」、「媒體傳播能
⼒」以及「資訊製播技術」等三⼤⾯向為規劃架構，期以培養全⽅位之資訊傳播⼈才。
本系課程本著「體育專業、傳播智慧、剖析勇氣」的三⼤理念，因應數位化趨勢的媒體整合體育運動發展，學習創新的體育傳播
視野與完整製作觀念，透過運動專業課程、傳播技能的養成。⾜以在廣播電視及電⼦媒體，尤其特別強調新世代資訊網路科技應
⽤與媒體傳播的正確性與社會關懷，以培養具備跨領域及宏觀視野之⾼等數位運動傳播⼈才，成為專業報導、和體育評論⼈才。

國⽴體育⼤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2
聯絡電話 886-3-3283201
傳真 886-3-3971897
地址 33301桃園市⿔⼭區⽂化⼀路250號
網址 http://www.nt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無
本校原名為國⽴體育學院於⺠國七⼗五年九⽉籌備處正式成⽴，並於七⼗六學年度開始招⽣，⼜於九⼗⼋年七⽉三⼗⼀⽇
改名國⽴體育⼤學。⼤學部有運動技術三系：陸上、球類及技擊運動技術學系;⼀般學系：體育推廣學系、運動保健學
備註 系、休閒產業經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4個學系;碩⼠班:體育研究所、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運動科學研究所、國際
體育事務研究所、運動保健學系、體育推廣學系、休閒產業經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8個系所;博⼠班為:體育研究所、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321 國⽴體育⼤學 體育推廣學系 Dept. of Sport Promotion
本系是全臺灣唯⼀以體育推廣為教育與發展⽬標之學系，致⼒於提供學⽣優質的學習環境，確保學⽣的學習成效，並經由群組化
的課程架構、實務取向的運動專項指導課程、⼯作室為核⼼的實作與服務課程，研究室為基礎的群組化研究社群，適應未來挑戰
的畢業能⼒指標檢定機制，有效的激勵「教師教學」和「學⽣學習」，將多元價值、⼈⽂關懷、公⺠態度、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
傳授給學⽣，以培育兼具理念思維與實踐能⼒的優質體育推廣專業⼈才。
1320 國⽴體育⼤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Dept. of Recreation and Leisure Industry Management
本系培養具備企業管理知能，嫻熟運動與休閒產業經營管理、⾏銷企畫、資訊傳播⼈才及⼾外冒險領導⼈才，兼重理論與實務課
程，在課程規劃設計上朝向全球化(國際化)發展，為國內少數系所中提供⼤量國際交換與交流名額之學系，總共有18個學校，包
括美國舊⾦⼭州⽴⼤學、北京體育⼤學、韓國梨花⼥⼦⼤學、⽇本⿅屋體育⼤學、⾺來亞⼤學、丹⿆Aalborg⼤學、德國慕尼⿊
商學院、匈⽛利Semmelweis⼤學，歡迎喜愛休閒運動，有志於休閒產業經營的同學加⼊本系。授予「管理學學⼠」學位。歡迎
參閱本系網⾴https://dsmnew.ntsu.edu.tw/。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5
聯絡電話 +886-2-29053074
傳真 +886-2-29049088
地址 24206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網址 http://www.fj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現有12個學院、51個學系，是⼀所基礎學科與應⽤學科並重的綜合⼤學，提供豐富多元的課程，學⽣可⾃由選
讀輔系與雙主修，重視身⼼靈整合的全⼈教育，且為世界天主教⼤學聯盟之成員，在國際上著有聲譽。 ⼆、本校重視教
學創新與師⽣互動，連續多年獲得教育部獎助教學卓越計畫之肯定。 三、本校僑⽣優先提供四年住宿，寢室除提供應有
設備外，另附設專⽤電話、24小時宿舍網路等。宿舍附近均有餐廳、超商等，⽣活機能⽅便。 四、校內、外獎助學⾦資
訊,請上網（http://life.dsa.fju.edu.tw/scholarship.html）查詢。 五、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歷資格⼊學
⼤學學⼠班者，應增加其應修習之畢業學分數。增加之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各學系訂定之。
系所分則

1563 天主教輔仁⼤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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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2.中⽂⾃傳。
3.中⽂讀書計畫。
4.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1564 天主教輔仁⼤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申請者須具備良好中⽂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
3.讀書計畫。
4.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1565 天主教輔仁⼤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申請者須具備良好華語能⼒。
1589 天主教輔仁⼤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請申請⼈擇⼀主修樂器提出申請，審查資料(請註明主修樂器) 。
申請本系需繳交以下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30％）：請詳述個⼈學習⾳樂經歷及未來學習⽬標。
3.個⼈演奏影⾳資料（錄影帶或VCD或DVD（70％）： 15⾄20分鐘之個⼈演奏影⾳資料，曲⽬不限，建議以上傳YouTube 為
主，由申請學⽣將上傳影⾳資料網址填⼊報名系統。
4.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料 (如:獲獎證明等) 。
※聽⼒障礙可能會嚴重⼲擾學習進度。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或經過專業評估後才提出申請。
1590 天主教輔仁⼤學 應⽤美術學系 Dept. of Applied Arts
申請本系需上傳電⼦檔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
2.⾃傳(限500字左右)。
3.讀書計畫(限500字左右)。
4.作品集：彙整6件代表作品之圖⽚(美術、⼯藝、設計相關均可)，以A4尺⼨編輯(直式)，作品集內需包含作品之題⽬、尺⼨、年
代、媒材等作品資訊說明。
5.英⽂檢定證明⽂件(無則免繳)。
※上述1~5項請以電⼦檔案上傳,格式限pdf檔,單⼀檔案不超過4M為原則; 各⽣每⼀志願容量上限為25M。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視⼒，顏⾊辨別⼒，上肢活動能⼒。
1570 天主教輔仁⼤學 景觀設計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視⼒，顏⾊辨別⼒，上肢活動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
3.讀書計畫。
4.成果作品集。
5.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1568 天主教輔仁⼤學 影像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rts
(⼀)本系希望招收對電影、廣播電視與多媒體研究及製作有濃厚興趣的學⽣。
(⼆)有關課程設計、學分規定與英語畢業⾨檻，請⾄本系網⾴查詢。
1566 天主教輔仁⼤學 新聞傳播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課程以中⽂授課，並有⼤量採訪寫作及媒體實務課程，須具備良好中⽂聽、說、讀、寫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中⽂⼿寫1000字)。
3.讀書計畫(中⽂600字，英⽂300字)。
4.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1567 天主教輔仁⼤學 廣告傳播學系 Dept. of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希望招收語⽂能⼒佳、有創意、能獨⽴思考與分析能⼒的學⽣。
1808 天主教輔仁⼤學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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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 中⽂⾃傳(第⼀⾴簡述履歷)。
3. 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免）
1811 天主教輔仁⼤學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mpetitive Sports Section)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 中⽂⾃傳(第⼀⾴簡述履歷)。
3. 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免）
1814 天主教輔仁⼤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 and Health Management Section)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 中⽂⾃傳(第⼀⾴簡述履歷)。
3. 運動成就證明。（若無則免）
1569 天主教輔仁⼤學 圖書資訊學系 Dep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培養圖書資訊服務及資訊組織與管理⼈才。課程涵蓋圖書資訊學與電腦、網路及多媒體等領域，可從事圖書館及資訊領域相關專
業⼯作(知識管理、程式暨多媒體設計、網路管理、圖書資訊服務、⽂教出版及⼯商企業資料管理等職)。⼊學新⽣畢業英檢規定
詳⾒本系網站。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內容應含:
(1)我報考圖資系的動機。
(2)我對圖書館的認識(或程式設計相關學習歷程及經驗) 。
(3)我對⼤學⽣活的期望。
3.成果作品(繳交⾜以展現特殊專⻑或能⼒之作品) 。
4896 天主教輔仁⼤學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nology Development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申請者須具備良好中⽂能⼒。
1571 天主教輔仁⼤學 英國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本系課程全⾯英語授課，課程訓練包含語⾔學及⽂學深⼊討論，並⾮僅教授英⽂能⼒，請慎重考量英語能⼒是否可負擔本系
課業。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口頭表達能⼒。
(⼆)通過等同CEFR B2級(⾼階級)之英語檢定考試及學習成果展現始得畢業。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以英⽂呈現之先前就讀⾼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英⽂申請信：以英⽂正楷書寫或打字，陳述於⼤學求學之⽬標與價值，說明學習英語與英美⽂學之⽬標與價值，解釋選擇申請
本系之特定理由，列出你感興趣之相關科⽬，敘述你的未來計畫；如對本系有任何疑問，歡迎⼀併提出。最重要的是你（申請
⼈）親⾃撰寫。
3.英語語⾔能⼒檢定考試成績單。(⾮必備)
1572 天主教輔仁⼤學 德語語⽂學系 Dep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學⽣必須通過德語能⼒檢定才能畢業，詳⾒本系網站公佈。
1574 天主教輔仁⼤學 法國語⽂學系 Dep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Culture
學⽣必須通過法語能⼒檢定才能畢業，詳⾒本系網站公佈。
1573 天主教輔仁⼤學 西班⽛語⽂學系 Dep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凡選讀西班⽛語⽂學系者，請務必先⾏上網瀏覽本系網站，瞭解本系課程之設計是否合乎興趣及能⼒。
（⼆）學⽣必須通過西語能⼒檢定才能畢業，詳⾒本系網站公佈。
1575 天主教輔仁⼤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應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本系學⽣須滿⾜以下三項條件之⼀始得畢業。
1.通過⽇本語⾔能⼒測驗(JLPT)N1。
2.通過⽇本語⾔能⼒測驗N2及取得跨領域學習(雙學位、輔系、學分學程)10學分以上。
3.修滿跨領域學習(雙學位、輔系、學分學程)之學分且成績及格。
1576 天主教輔仁⼤學 義⼤利語⽂學系 Dept. of Ital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口語表達能⼒。
（⼆）以培養學⽣學習及研究義語語⾔及⽂化為宗旨。
（三）⼆、三、四年級可依其意願，甄選赴義⼤利姊妹校修習學分。
（四）本校提供多項獎學⾦與清寒助學⾦，可供優秀或清寒學⽣申請。
（五）⼊學新⽣畢業義語檢定能⼒之規定請⾒本系網站公佈。
1577 天主教輔仁⼤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Dep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Textile Design Section)
（⼀）課程包含理論及實作(操作⼿織機、梭織機等)，申請⼈應具有正常的顏⾊辨別⼒及抗壓能⼒。
（⼆）⼊學新⽣畢業英語檢定能⼒之規定，請⾒本系網站。
1578 天主教輔仁⼤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Dep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Fashion Desig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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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包含理論及實作(操作縫紉機、⾦⼯設備及實驗課程)，申請⼈應具有正常的顏⾊辨別⼒及抗壓能⼒。
（⼆）⼊學新⽣畢業英語檢定能⼒之規定請⾒本系網站公佈。
1579 天主教輔仁⼤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銷組 Dep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 Fashion Marketing Section )
（⼀）本組培育織品服飾⾏銷企畫、推廣及管理等專業⼈才。
（⼆）⼊學新⽣畢業英語檢定能⼒之規定請⾒本系網站公佈。
（三）課程包含理論及實作(操作檢驗設備及實驗課程)，申請⼈應具有正常的顏⾊辨別⼒及抗壓能⼒。
4812 天主教輔仁⼤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Department of Restaurant, Hotel and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餐旅專業管理⼈才為⽬標，積極促進產業合作與國際交流，並備專業實習場所將所學理論應⽤於餐飲製備與餐旅
管理。
(⼆)畢業英檢規定詳⾒本系網站。
(三)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
(四)本系結合理論與實務，須配合課程內的校內與校外專業實習。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傳。
3.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1580 天主教輔仁⼤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Dep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僑⽣申請專⽤資料表(請⾄本系網⾴下載)。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讀書計畫等（無則免繳）。
※僑⽣申請專⽤資料表須以中⽂繕打。
4813 天主教輔仁⼤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4897 天主教輔仁⼤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傳。
3.中⽂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5.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繳）。
1585 天主教輔仁⼤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iBT TOEFL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學部學⽣
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傳及讀書計劃(格式不拘,約2000字) 。
1591 天主教輔仁⼤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TOFEL iBT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
（三）⼤學部學⽣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 ⾃傳(學⽣⾃述)約1200字。
3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以1200字為限。
4.競賽成果 (或特殊表現)證明。
5.英語能⼒檢定證明。
6.數理能⼒檢定證明。
說明：⼀、審查資料第1、2項為必備，第3~6項有則提供，無則免附
⼆、審查資料第5項：英語(或其他外語)能⼒檢定證明皆可。
1586 天主教輔仁⼤學 統計資訊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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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iBT TOEFL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
（三）學⽣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1587 天主教輔仁⼤學 ⾦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iBT TOEFL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
（三）⼤學部學⽣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以1000字為限。
3.成果作品。
4.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5.英語能⼒檢定證明。
6.數理能⼒檢定證明。
說明：⼀、審查資料第1、2項為必備，第3~6項有則提供，無則免附
⼆、審查資料第5項：英語(或其他外語)能⼒檢定證明皆可。
1588 天主教輔仁⼤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須於畢業前⾄少參加⼀次英⽂檢定考試，且成績應達CEF之B2⾼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以上；iBT TOEFL成績71
分以上；IELTS成績6.0以上；全⺠英檢中⾼級複試通過）；⼤三上學期結束前未達前述標準者，須於⼤四參加管理學院舉辦之8
次英語⾃學⽅案測驗（上學期4次、下學期4次，如上學期或下學期4次測驗成績平均⾼於80分者，則免參加次⼀學期之測驗；如
累計4次80分者，亦可免參加其餘測驗）或再次參加英⽂檢定考試，且成績達CEF之B2⾼階級始有畢業資格。
（三）⼤學部學⽣於畢業前需⾄少修畢3學分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學⽣⾃述)約1200字。
3.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以1200字為限。
1582 天主教輔仁⼤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1583 天主教輔仁⼤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1.中⽂、英⽂須具有相當程度，學習上沒有問題。
2.⼊學新⽣畢業英語檢定能⼒之規定，請⾒本系網站公佈。
1592 天主教輔仁⼤學 ⼼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1581 天主教輔仁⼤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專業科⽬均需使⽤數學分析模型，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本身數學能⼒。
2、⼊學新⽣畢業英語檢定能⼒之規定，請⾒本系網站公佈。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讀書計畫書……等)
1584 天主教輔仁⼤學 宗教學系 Dept. of Religious Studies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
4685 天主教輔仁⼤學 天主教研修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Catholic Studies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基督徒洗禮或堅振證明⽂件。
3.⾃傳約1500字。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錄取後不得申請轉系。

逢甲⼤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44
聯絡電話 886-4-24517250轉2184
地址 40724台中市西屯區⽂華路100號
網址 http://www.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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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4512908

承辦單位 招⽣⾏政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admission.fcu.edu.tw/wSite/public/Data/f1552117733627.pdf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1. 男⼥兼收。 2. 優先分配新⽣住宿。 3. 設置僑外⽣獎助學⾦，分⼀學年12萬元、6萬元及⽣活津貼等三種，以獎勵優秀
僑⽣及港澳⽣就讀本校。 4. 連續兩年(2020年和2019年)天下雜誌USR⼤學公⺠獎評選結果，本校榮獲私⽴⼤學第⼀。 5.
2020年遠⾒雜誌台灣最佳⼤學排⾏，本校打破醫科霸權，國際化程度僅次台⼤。 6. 2020年Cheers雜誌「最佳⼤學指
南」調查，本校辦學績效獲全國第五。 7. 2019年遠⾒雜誌「台灣最佳⼤學排⾏榜」，本校於綜合類⼤學位居全國⼗⼀，
私校第四，校⻑互評辦學績效部分，本校更獲選為私校第⼀。 8. 2019年教育部公布「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
果，本校核定件數名列私校第⼀、全國第⼆。 9. 2019年Cheers 雜誌「最佳⼤學指南」調查，本校辦學績效獲全國第
⼆。 10. 2018年教育部⾸度提供各⼤專校院「就學穩定率」，全國⾼於95%以上者共有20校，本校以95.44%位居⼀般⼤
學之⾸。 11. 2018年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發布「世界⼤學學科排名」，本校於「⼯程與技術」排名全球601-800、
備註
全國第14、私校綜合⼤學第⼀；「電腦科學」排名全球601+，全國第12、私校綜合⼤學第⼀；「物理科學」排名全球
601-800、全國第9、私⽴綜合⼤學第⼀；「商業與經濟」排名全球401-500、全國第12、私校綜合⼤學第三。 12. 2018年
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本校位居全國第⼋、私校之冠。 13. 2018年教育部公布「⾼教深耕計畫」審查結
果，本校經費補助獲全國綜合私校第⼀。 14. 商學院、⾦融學院皆獲得AACSB國際商管教育認證。 15. 所有⼯程相關系
所皆通過IEET國際⼯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16. 本校⽇間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應修科⽬與學分數(含⾮本系
⾄少9學分)，並通過本校及該系、學位學程規定之各項考核(畢業條件)成績合格者，始得畢業授予學位。 17. 就讀於華語
授課學系之僑外⽣(港澳、⾺來西亞地區學⽣除外)，畢業前華語能⼒須達華語⽂能⼒測驗(TOCFL) Level 4以上程度，以
符合畢業要求。

獎學⾦

系所分則
4810 逢甲⼤學 ⼯業⼯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Systems Management
⼯業⼯程與系統管理為⼀⾨關於理解、設計、改善產品⽣產系統或服務系統的專業，⼯業⼯程與系統管理⼯程師必須具備由系統
整體的⾓度去思考並解決問題的能⼒。本系學⽣必須學習在同時考慮品質、安全、及利潤等議題之下，如何有效的設計、改善、
管理具有⼈員、物料、資訊、設備的複雜系統。近年本系主要發展⽅向為精實管理、⼈機介⾯與服務系統之設計，經營策略與⽣
產作業管理、以及供應鏈與運籌管理。
1547 逢甲⼤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培育⾼級會計及財務管理決策⼈才以服務社會。課程規劃在參酌國內外⼤學內容與企業界需求後，設計六⼤系統：會計及審計專
業課程、財經課程、電腦資訊課程、管理學課程、商法課程、數理計量課程。
1548 逢甲⼤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培育具國際觀之貿易與商管⼈才，同時具備國際經營與貿易專業知識、溝通表達能⼒、管理分析能⼒及專業英⽂能⼒。此外，本
系課程⿎勵學⽣修習跨領域學程，強調廣⼤傑出的國貿系友與在校學⼦的連結，藉以增進學⽣有關國貿及國際經營經驗的體會和
進⼊職場前必備技能與知識的瞭解。
1549 逢甲⼤學 財稅學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培育財稅專業⼈才，以因應在財政部⾨及企業稅務之需求。本系課程規劃著重財政、租稅、會計、兩岸租稅、⾦融、投資等領
域，並⿎勵學⽣修習跨領域的學程。
1550 逢甲⼤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Department of Cooperative Economic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培養事業之「經營管理」⼈才為宗旨。課程規畫除了教導事業內部之管理技能外，更重視事業外部之經營⽣態分析，務使學⽣兼
備「經濟分析」與「經營管理」之雙重能⼒，並融⼊「社會關懷」與「社會企業責任」之相關課程，培育同學成為術德兼備的時
代青年。
1881 逢甲⼤學 統計學系商業⼤數據組 Dept. of Statistics: Business Analytics Division
統計學系結合學系專業特⾊規劃「精算分析與費率評估領域」及「計量財務與⾦融領域」的發展⽅向，透過課程徑路圖引導學⽣
在兩領域中修課。而⼤⼀的新鮮⼈計畫及⼤四的畢業專題，透過「做中學」培育同學在商業⼤數據分析的能⼒，⼤⼆、⼤三提供
基礎數據分析、撰寫程式及解釋分析結果的能⼒。配合學校的CDIO理念，融⼊「深碗專題」及「主題式學習」的⽅式取得所需
技能與知識，並以「創新」及「跨領域」為商業⼤數據的實踐平台，共同培養學⽣設計思考、跨領域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本
系也⿎勵學⽣修習「精算」、「計量財務」⼆學程。我們成⽴全國⾸創的統計精算碩⼠班，畢業的⼈才為業界的最愛。
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外實習，必修課程包含精算分析、退休⾦與費率評估等所需之基礎數理課程，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
能，以收集、分析各類數據。
1551 逢甲⼤學 統計學系⼤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組 Dept. of Statistics: Big Data Analytics and Marketing Decision
Division
統計學系結合學系的專業特⾊規劃「市場調查與市場決策領域」的發展⽅向，透過課程徑路圖引導學⽣在此領域修課。而⼤⼀的
新鮮⼈計畫及⼤四的畢業專題，透過「做中學」培育同學在市場調查及⼤數據分析的能⼒。⼤⼆、⼤三提供基礎數據分析、撰寫
程式及解釋分析結果的能⼒外，配合學校推動CDIO的融⼊「深碗專題」及「主題式學習」的⽅式，取得市場調查與市場決策所
需技能與知識，並以「創新」及「跨領域」為⼤數據分析與市場決策的實踐平台，共同培養學⽣設計思考、跨領域溝通與團隊合
作的能⼒。本系也⿎勵學⽣修習「精算」、「計量財務」⼆學程。我們成⽴全國⾸創的統計精算碩⼠班，畢業的⼈才為業界的最
愛。
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外實習，必修課程包含精算分析與費率評估等所需之基礎數理課程，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收
集、分析各類數據。
1552 逢甲⼤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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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的在於培養兼具經濟分析與商業專業技能的基礎⼈才。本系課程規劃特⾊有三：⼀、嚴謹有序的經濟理論與應⽤實務課
程，培養學⽣在快速變化的經濟社會中掌握經濟脈動與商機；⼆、實⽤的基礎商業技能與分析⼯具之訓練，奠定學⽣從事商業或
經濟分析的能⼒；三、培養就業⼒，透過終端課程，以及與企業聯盟合作的實習機會，讓學⽣畢業後能與就業市場無縫接軌。
1553 逢甲⼤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企業管理學系提供「⼈⼒資源管理」、「作業管理」、「⾏銷管理」、「資訊管理」、「財務管理」及「策略管理」等專業課程
來培育學⽣成為專業的商業經理⼈。為使理論與實務結合，個案研討法及企業管理專題討論會與專業課程相結合，以期讓學⽣在
理論與實務間得到平衡的發展，使有能⼒⾯對環境變遷並符合全球商業環境發展之所需。
1555 逢甲⼤學 ⾏銷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銷⼈是⼀位商業價值創作的藝術家，課程教學注重學⽣的美⼒、創造⼒、組織⼒、溝通⼒。⼤⼀「美學與產品創意」帶領⼤家
體會黃⾦⽐例培養美感，並以美感的⾓度剖析成功品牌。⼤⼆開始專案式產學合作，除廣告設計、零售通路、動態影像美學、⾏
銷企劃、網路⾏銷、視覺傳達、品牌識別設計…等專業課程外，每學期與產業合作，讓學⽣將所學予以應⽤，並藉由⼀次次的專
案練習當中不斷強化對於品牌⾏銷的感知，幫助學⽣抓住品牌成功的「⾏銷密碼」，培養成功的專業⾏銷⼈。
4000 逢甲⼤學 國際企業管理全英語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English (BIBA).
1.本班旨在培育學⽣具備國際視野及⼤中華經營之商管⼈才。
2.本班專業課程皆採英語授課，提供跨⽂化與⼯作導向的學習環境。外籍⽣與本國⽣⽐例 1 : 1，與來⾃超過 25 個國家的學⽣共
同學習。
3.⼤四可向系上申請實習或出國修習碩⼠； 近四成畢業⽣已取得外國知名⼤學之雙聯學位。
1707 逢甲⼤學 中國⽂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課程包含語⽂、⽂學、思想⽂化等領域，每年邀請⽇、韓、中國⼤陸等地知名學者來系客座，近年更發展多元創新表達群組
課程，提升就業及深造實⼒。
1559 逢甲⼤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我們看重每⼀位學⽣的需求，強調語⾔學習與⽂學⽂化並重，並提供口/筆譯及第⼆外語訓練，使⽤⼼的學⽣在未來的就業與深造
⽅⾯皆順利成功。
4811 逢甲⼤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1.本系為跨科際整合學系，培育都市計畫、環境規劃、都市設計與空間資訊專業⼈才。
2.課程包含都市計畫、都市設計、空間資訊、測量製圖、環境規劃與模擬等主要學習領域，並可修習校內其它相關學程進⾏跨領
域學習。
1561 逢甲⼤學 運輸與物流學系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1.本系是整合運輸與物流的科系，培育運輸與物流的專業⼈才，未來發展⽅向分為運輸科技與智慧物流⼆⼤領域，另⿎勵學⽣修
習他們有興趣的學程以培養第⼆專⻑。
2.學⽣畢業之後將進⼊交通運輸相關領域就業，此領域的⼯作特性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且具口語表達、溝通能⼒，偶
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之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1560 逢甲⼤學 ⼟地管理學系 Dept. of Land Management
本系以⼟地管理法規、政策、經濟等知識傳授為基礎，以不動產管理為特⾊之綜合性⼈才培育學系，並可修習校內其它相關學程
進⾏跨領域學習。
1556 逢甲⼤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財務⾦融學系以培育⾦融專業⼈才為⽬的。為因應⾦融市場⾃由化與國際化之發展趨勢，以公司財務、投資管理、⾦融科技、國
際財務管理、衍⽣性⾦融商品及⾦融機構經營與管理為主要教學與研究之領域。
1557 逢甲⼤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 Insurance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的⽬標在於培養具有⾵險管理和保險專業知識的學⽣。本系提供各種理論與實務性質的⾵險管理、財產保
險、⼈壽保險、及財務管理等的教學課程，本系也在⾵險管理和保險教育上具有⾼知名度。本系也與⾦融保險業合作執⾏產學合
作計畫。
4809 逢甲⼤學 財務⼯程與精算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Actuarial Science
本學⼠學位學程成⽴於2013年，包含「財務⼯程」與「精算科學」兩⼤領域。這兩個領域都是應⽤數學、統計、電腦與資料科學
來解決⾦融機構在商品開發、定價以及⾵險管理等經營與管理的問題。本學程的課程設計以北美精算協會的精算基礎教育認證課
程與證照考試內容為架構，並強調⾦融科技與資料科學的應⽤。學⽣在學時可學習公司理財、財務投資、⾵險管理、⾦融商品定
價、產壽險精算與退休⾦管理等專業領域。畢業後，主要在⾦融機構或政府相關的專業部⾨⼯作。
1409 逢甲⼤學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學商學與創新雙學⼠學位學程 RMIT-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Business and
Innovation
"1.本雙學⼠專班，2年在逢甲2年在國外合作⼤學就讀，滿⾜兩校畢業條件後最快3.5年可獲得2個學位並接軌其他學校之研究所。
若選擇RMIT碩⼠，可選擇修讀5年獲得3學位 (雙學⼠+1碩⼠)。
2.若選擇2+2的4年修業軌跡，有利於畢業後於澳洲當地獲得實習機會。
3.雙學位規劃：逢甲⼤學與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學合作，共同推出雙學⼠學位學程，為最具經濟效益之雙學位專班。
4.世界頂尖學府：RMIT位居墨爾本市區，5度蟬聯世界最宜居城市，獲評全球新興⼤學第21名及商學院排名全球百⼤。
5.國際師資與課程：國內外優秀師資組成之國際團隊，採全英語授課，提供精實完整的商管課程，並與業界緊密連結。
6. 有關學費及課程規劃請⾄本院官網http://www.istm.fcu.edu.tw/
1414 逢甲⼤學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學商學⼤數據分析雙學⼠學位學程 SJSU-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Business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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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雙學⼠專班，2年在逢甲2年在國外合作⼤學就讀，4年滿⾜兩校畢業條件後可獲得2個學位。
2.本專班畢業後符合申請在美國從事相關領域⼀年實習⼯作許可的資格，在美從事相關的⼯作。
3.雙學位規劃：逢甲⼤學與美國聖荷西州⽴⼤學合作，共同推出雙學⼠學位學程。
4.世界頂尖學府：聖荷西州⽴⼤學是加利福尼亞州⽴⼤學系統的創始校，其畢業⽣多被⾼科技公司延覽，被譽為矽⾕最愛聘⽤的
學校，及全美讓畢業⽣致富⼤學排名第14名。
5.國際師資：國內外優秀師資組成之國際團隊
6.國際課程：採全英語授課，本學程規劃前⼆年於逢甲⼤學完成商業與資訊核⼼課程，後⼆年於聖荷西州⽴⼤學修讀商學⼤數據
分析的必修及選修科⽬。
7. 有關學費及課程規劃請⾄本院官網http://www.istm.fcu.edu.tw/
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身⼼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6
聯絡電話 886-2-28610511 #11309
傳真 886-2-2861-8701
地址 11114台北市⼠林區華岡路55號
網址 http://www.p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ma.pccu.edu.tw/ezfiles/249/1249/attach/78/pta_51142_3107277_20241.pdf
境外新⽣前兩年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榮獲2020《遠⾒》雜誌⽂法商⼤學全國排名第9名、2020《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學全國排名第9名、
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評⽐觀光休閒類全國排名第2名、雇主最滿意⼤學遊憩與運動學群排⾏榜全國排名4
名。 ⼀、本校獲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與⾼教深耕計畫、教育部補助⼤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教育部頒發服
務學習⽰範計畫優等獎學校。⼆、本校設有獎勵優秀學⽣及清寒學⽣之獎助學⾦相關辦法，請點選本校網站 -> 公告系統
->獎助學⾦查閱。三、本校備有男⼥⽣宿舍 ，供學⽣申請住宿。 四、學⼠班學⽣除修畢應修科⽬及學分數（依必修科⽬
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 本校學⼠班修業期限，除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修業五年外，其他修業年限
均為四年，修業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及各學系組「畢業修業規定」。 (⼆)在學期間須參與服務學習、全⼈學習護照各
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並修習「倫理課程」、「中華⽂化專題」，另需依規定通過全球競爭⼒檢定(英⽂能⼒檢定)標準
(如多益450分以上)。 (三)外國語⽂學院各系除英語能⼒畢業⾨檻外，另訂有相關語⽂能⼒⾨檻，請參閱系組分則說明。
(四)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者，於原學分總數外，應依學則增修12學分。
系所分則

1346 中國⽂化⼤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1.教學與研究團隊年輕有活⼒，且富教學熱忱。
2. 課程多樣化。
3.繼⺠國51年成⽴碩⼠班之後，本系正式成⽴於⺠國52年先設碩⼠班再設系，博⼠班成⽴於⺠國64年，歷史悠久，所培養⼈才輩
出，遍佈在國內各⼤學任教職，表現優良。
1347 中國⽂化⼤學 中國⽂學系中國⽂學組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Classics Program
中⽂系⽂學組，以培養研究中國⽂學之專業⼈才為宗旨。講授課程，以中國古典⽂學為主，現代⽂學為輔。專業課程包括訓詁學
科、經學、詩、詞曲、小說、散⽂、韻⽂、諸⼦思想等。本系設有碩、博⼠班。
1348 中國⽂化⼤學 中國⽂學系⽂藝創作組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本組所開設之課程以現代⽂學為主，古典⽂學為輔;於厚植基礎下，豐富其現代⽂學之審美與創作⼒。專業基礎課程有中國⽂學
史、小學等。進階課程有⺠間⽂學、兩岸當代⽂學、⽂學批評等。應⽤課程有詩、小說、散⽂及寫作實務等。
1349 中國⽂化⼤學 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本系為全國私⽴⼤學歷史學系中唯⼀具備學⼠班、碩⼠班與博⼠班完整學程的系所，能夠提供史學專業⼈才最完整的訓練。
⼆、師資陣容堅強，近年所開課程分為四⼤學群，包括中國史學群、台灣史學群、世界史學群，以及藝術⽂創與應⽤學群。尤
其，中國斷代史⿑全，並⺠族史、宗教史等領域，專業課程質量俱優，應⽤課程著重與實務相結合。 三、歷史悠久，育才無數。
創系57年，畢業⽣已逾三千⼈，系友遍及海內外，都能發揮所⻑，貢獻社會，例如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知名藝術評論家蔣勳、
電視名⼈周健、國史館副館⻑何智霖、致理科技⼤學校⻑尚世昌、松⼭社區⼤學校⻑蔡素貞，以及前鳳凰衛視主播劉海若等，都
是本系系友，辦學成果有⽬共睹。
1350 中國⽂化⼤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本系位於台北市，交通便捷，資訊豐富。
2.擁有許多姊妹校以及實質的交換留學⽣制度。學⽣有機會赴⽇交換留學。
3.擁有全國唯⼀交換教授制度，教師有機會赴⽇交換，學⽣亦有更多機會接觸⽇籍教師。
4.傑出校友廣布海內外，對後輩提攜亦不餘遺⼒。
5.提供小導遊等課外實習機會。
6.與⽇本明治⼤學正式簽訂海外指定校協定，畢業⽣可經由系上推薦赴⽇就讀研究所。
7.畢業相關規定
(1)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2)本系學⽣除修⾜畢業學分數外，需通過⽇本交流協會主辦之「⽇本語能⼒試驗」(JLPT)鑑定成績N1級或商務⽇語能⼒考試
(BJT)480分⽅准畢業；如未通過可參加由本系舉辦之⽇⽂檢定畢業⾨檻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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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中國⽂化⼤學 韓國語⽂學系 Dep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校韓⽂系歷史悠久、師資健全，辦學成效卓著，名揚海內外，學⽣成績優秀，畢業後均能快速找到好⼯作。本校與韓國39所⼤
學結為姊妹學校，與韓國姊妹學校間互有交換學⽣、承認學分之協定，本系同學⾃⼤學部⼆年級起可以前往韓國姊妹學校修習⼀
年或⼀學期，本校承認其在韓所修學分，使學⽣迅速提昇其韓國語⽂能⼒，並熟悉韓國⽂化、習俗，以作為未來發展之基礎，對
學⽣助益甚⼤。畢業規定本校韓國語⽂學系學⽣須通過韓國語⽂能⼒檢定考試(TOPIK)5級(含)以上，若未通過「韓國語⽂能⼒測
驗」(TOPIK) 5級者，得於⼤四下學期暑期⾃費修習本系⾃⾏開設之韓語密集課程（0 學分），並經考試通過後⽅可畢業。
1352 中國⽂化⼤學 俄國語⽂學系 Dept.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本系歷史悠久，以培養具備⽂化素養和嫻熟俄國事務之俄語專業⼈才為系教育⽬標。
2. 本系延聘俄籍師資教學。
3. 本系設有⼤三獎學⾦及⾃費交換⽣赴俄國留學制度。
4. 畢業規定：除校定之英語能⼒畢業⾨檻之外，本系尚需通過俄語能⼒檢定測驗第⼀級(B1)(含)以上；若未通過者，得⾃費修習
「密集俄語」課程，且成績合格者，⽅可畢業。
1353 中國⽂化⼤學 英國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課程多元化，重視基礎語⾔訓練（含聽、說、讀、寫）課程；專業課程分為「語⾔學與教學」、「⽂學與⽂化」、「口筆譯」、
「商務與應⽤」四⼤模組；教學數位化，課程設計⽣動活潑並配合現代科技；課外活動豐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勵學⽣培養
第⼆專⻑，提升職場競爭⼒。畢業規定學⽣畢業前托福成績須達550分（電腦托福考試213分或托福IBT79分）、英國IELTS5.5
級、全⺠英檢中⾼級複試、多益（TOEIC）測驗750分、外國能⼒測驗FLPT總分240分且口試達S-2+或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FCE（正確率需達60%）以上。
1354 中國⽂化⼤學 法國語⽂學系 Dep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 建構學⽣紮實的法⽂聽、說、讀、寫、譯能⼒，及對於法國⽂學、⽂明、⽂化及語⾔學的基礎認識。培養學⽣第⼆專⻑，以提
⾼職場或再進修之競爭⼒。
2. 提供多項獎學⾦，定期舉辦法語知識、⽂化競賽活動，激勵學⽣主動學習、積極參與、獨⽴思考的能⼒。
3. ⼤⼆、⼤三優秀學⽣可參加赴法國、⽐利時姊妹校交換⽣甄選。
4. 學⽣須通過等同「歐洲語⾔共同參考架構」（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B1
級(含)以上之法語檢定考試始得畢業。如「全球法語鑑定⽂憑考試」（DELF）B1 級（含）以上；「法語能⼒測驗」
（TCF）300 分以上；FLPT法語能⼒測驗150 分且口試達S-2（含）以上。
1356 中國⽂化⼤學 地理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Geography
本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是依教育宗旨與⽬標、社會發展與市場需求，設計學⽣核⼼能⼒之培養課程，再斟酌學⽣個⼈興趣，
輔導其加修專業務實課程，厚植學⽣實⼒，培育地理資訊、地理教育、休閒觀光、環境評估及景觀規劃等專業⼈才。
1357 中國⽂化⼤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ept. of Law－Science of Law Program
本校法律學系發展⽅向在全⽅位培養法律專業⼈才，⼤學部分為法學組、財經法律組及企業⾦融法制組。此三組除共同必修科⽬
外，法學組係以基礎法學及⽐較法學為教學重點，以培養傳統法律實務⼈才，⾄於其他兩組則開設有與財經、企業經營及⾦融市
場相關之課程。另本系設有法律系學會及華岡法律服務中⼼，以法律系學⽣為其基本成員，除不定期協助本系舉辦各類學術或⾮
學術講座或活動外，亦不定期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及辦理社區法治教育，以強化學⽣之實務應⽤能⼒。。
1358 中國⽂化⼤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Dept. of Law－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Program
本校法律學系發展⽅向在全⽅位培養法律專業⼈才，⼤學部分為法學組、財經法律組及企業⾦融法制組。此三組除共同必修科⽬
外，法學組係以基礎法學及⽐較法學為教學重點，以培養傳統法律實務⼈才，⾄於其他兩組則開設有與財經、企業經營及⾦融市
場相關之課程。另本系設有法律系學會及華岡法律服務中⼼，以法律系學⽣為其基本成員，除不定期協助本系舉辦各類學術或⾮
學術講座或活動外，亦不定期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及辦理社區法治教育，以強化學⽣之實務應⽤能⼒。
1698 中國⽂化⼤學 法律學系企業⾦融法制組 Dept. of Law－Enterprise and Financial Law Program
本校法律學系發展⽅向在全⽅位培養法律專業⼈才，⼤學部分為法學組、財經法律組及企業⾦融法制組。此三組除共同必修科⽬
外，法學組係以基礎法學及⽐較法學為教學重點，以培養傳統法律實務⼈才，⾄於其他兩組則開設有與財經、企業經營及⾦融市
場相關之課程。另本系設有法律系學會及華岡法律服務中⼼，以法律系學⽣為其基本成員，除不定期協助本系舉辦各類學術或⾮
學術講座或活動外，亦不定期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及辦理社區法治教育，以強化學⽣之實務應⽤能⼒。
1359 中國⽂化⼤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１.本系教育⽬標以介紹各類政治理論與政府機構運作為主，著重知識與實務之結合，為學⽣未來進⼊研究所深造與服務公部⾨之
基礎訓練。
2.師資優良，教學熱忱：本所教師專任⼗餘名、兼任⼗位，接獲國內外博⼠學位，學術有專精，且多為由國⽴學校轉任，屬泰⽃
及教授（如曹俊漢、蔡政⽂），部分有從政經驗，曾任省議員（如楊泰順）、⽴法委員（如陳⼀新）、監察委員（如李炳南、仉
桂美）、國⼤代表（如林忠⼭），理論與實務結合，對同學啓迪甚⼤。
3.圖書館藏書豐富，雜誌期刊極多，ｅ化善良，極便於探索⾼深學識。
4.教育⽬標明顯：訓練同學思考與分析論述能⼒，加深同學對⺠主思想與政治理論之認識深度，及服務社會，蔚為社會中堅。
1360 中國⽂化⼤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培養經濟學專業⼈⼒，教學內容結合經濟理論與實務訓練、並探討實際財經問題，為學⽣的就業或深造奠定基礎。本系辦學特⾊
包括：1.紮實的理論與實證訓練2.跨領域學習與應⽤課程3.積極的課業與⽣活輔導4.主動的就業與進修指引。
1363 中國⽂化⼤學 社會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本系在系務發展上的規劃分為[⾮營利組織經營與管理]與[兒少婦⼥家庭福利服務]，結合了社會福利與社會⼯作的基本知識學
習。在學期間可以透過課程學習，累積社會福利直接與間接服務的相關知識與技術，亦可透過實務⼯作實習實地應⽤社會⼯作實
務技巧。
1361 中國⽂化⼤學 勞動暨⼈⼒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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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勞動暨⼈⼒資源學系是台灣第⼀所研究勞⼯問題暨⼈⼒資源的學系，教育⽬標旨在透過⼈⼒資源、勞動關係與職業安全衛⽣
管理等專業職能訓練以培養多元化之⼈⼒資源專業⼈才，期望透過對⼯作者的⼈⽂關懷，促進勞資關係和諧，提升企業經營效
率，有效平衡社會與經濟之發展，進而促進國家進步、增進社會福祉。
1364 中國⽂化⼤學 ⾏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本系設⽴宗旨在培養具創新思維與全球視野之公共服務⼈才，以為奠定公共⾏政學能與⾏政管理基礎學養、開拓知識經濟與全球
化視野、提升領導管理與⾏政溝通能⼒、建⽴社會與⼈⽂關懷認知、強化國際與兩岸交流為教學⽬標。
4622 中國⽂化⼤學 森林暨⾃然保育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本系教育⽬標在培育林業及⾃然資源保育專業⼈才，課程分為「⽣態保育經營」與「森林資源應⽤」⼆⼤領域；招收熱愛⼤⾃然
之優秀學⽣，主要之修習⽅向與發展重點為：（⼀）⾃然⽣態保育（⼆）森林培育利⽤（三）⾃然資源經營管理（四）⽣物多樣
性。
1663 中國⽂化⼤學 ⼟地資源學系 D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地資源學系創⽴於1969，為全國當時唯⼀之⼤學科系，可謂引領國家教育之⾵潮。其課程內容系依據美國密西根⼤學⾃然資源
學院與威斯康⾟⼤學農業經濟學院，設置課程除不動產、⼟地管理、都市計畫等課程外，並參酌我國社會經濟建設之時代所需，
增加污染防治及環境規劃與管理之相關課程。
迄今已有47屆同學先後畢業，超過2300個學⽣，⽬前在校⽣約為250⼈。傑出校友，如華固建設董事⻑鍾榮昌、戴德梁⾏總經理
顏炳⽴、鄉林建設副總經理鄭浩杰、新⽵縣縣⻑候選⼈楊⽂科(前副縣⻑)、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黃宗煌、役政署署⻑林國演、
國有財產局局⻑郭武博、地政司副司⻑黃亮猛、彰化縣建設處處⻑劉⽟平、雲林縣地政處處⻑蘇瑞元、台南市地政局局⻑蔡奇
昆、花蓮縣地政局局⻑沈經為等等，在建設開發、不動產經營、環境保育、經濟研究與政府部⾨等，都有⾮常傑出的表現，加⼊
⼟地資源學系，將代表您將邁⼊⼀個不凡⼈⽣的開始。
1365 中國⽂化⼤學 ⽣活應⽤科學系 Dept. of Applied Science of Living
1.本系培育⽣活經營管理、餐飲（含烹飪、烘焙、飲料）經營管理及整體造型三⼤學群，學⽣可依興趣修習。畢業可從事優質樂
活⽣活、餐飲（含烹飪、烘焙、飲料）、美容、造型等相關產業。另修畢教育學程者可擔任國、⾼中家政；餐飲、美容等科教
師。2.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肢體障礙，宜慎重考慮。
4624 中國⽂化⼤學 資訊⼯程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資訊⼯程為當前最⽕紅的專業,海峽兩岸及世界各地對資訊科技專業⼈才需求熱切。台灣資訊與電⼦產業舉世聞名,主要是因為有
各⼤學培育出⽀優秀資訊、電⼦⼈才。本系20幾年來所培養之資訊⼈才對此產業之發展有極⼤的貢獻。 本系之教育⽬標有三：
(1)奠定資訊⼯程基礎專業知識。(2)培養資訊⼯程實務應⽤技能。(3)訓練團隊合作與終身學習能⼒。本系課程規劃包含3⼤專業
課程學群：「⼈⼯智慧與多媒體」、「網路通訊與資訊安全」、「崁⼊式系統與晶⽚設計」,藉以強化同學們在資訊⼯程之基礎教
育,提供札實之軟體與硬體訓練,及建⽴豐厚的理論基礎和實務能⼒。本系所有專任教師均為國內外⼀流⼤學之博⼠學位,,並皆具備
豐富之產業界經驗,且熱⼼教學。本系並引⼊數位業界教師參與實務課程之授課,使同學可以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本校位於陽明
⼭，鄰近陽明⼭國家公園，⼭明⽔秀，空氣清新；而且擁有優良之E化設施與教室，以及館藏⾮常豐富的圖書館，將可提供學⽣
優質的學習與研究環境。
1366 中國⽂化⼤學 國際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貿易學系學⼠班教育⽬標
1.培育國際貿易與⾦融之專業⼈才
2.培育國際⾏銷與管理之專業⼈才
3.培育國際視野及資訊化智能
4.培育企業倫理之素養及關懷社會之熱忱
5.培育領導、溝通及團隊合作之能⼒
1367 中國⽂化⼤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基於創校質樸堅毅之精神與商學院國際化特⾊，培育具國際視野及經營知能之良善專業經理⼈。以商學基礎共同必修課為基礎，
續分專業領域，培育⼈才。
1.創業與創新管理領域：創新思維與創業管理能⼒。2.⼈⼒資源管理領域：國際⼈⼒資源養成、發展管理能⼒。3.財務管理領
域：國際⾦融實務、投資理財相關能⼒。4.⾏銷管理領域：系統思考能⼒、國際⾏銷企劃執⾏及市場分析能⼒。5. 互聯網商業模
式領域：管理專業領域數據分析與應⽤能⼒。
1368 中國⽂化⼤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中國⽂化⼤學會計學系成⽴於1994年，為台灣最負盛名的學術單位之⼀。在其悠久的歷史中，已培養出許多傑出學⽣跨⾜於產業
界、學術界與公務部⾨。該系的教育宗旨為培養具有厚實專業基礎與職業倫理的會計與審計⼈才。該系學⼠班的教育⽬標為培養
學⽣具有豐厚的會計知識、成熟的商業知能、正確的倫理思維、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能⼒。課程特⾊強調學⽣參與、以及理論
與實務整合。
1369 中國⽂化⼤學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針對觀光相關證照開設輔導及課程。提供有志進⼊就業⼈才完善的就業輔導平台，將校內課程與就業市場實務需求結合，透過實
作指導與實地實習，達成學以致⽤的務實教育⽬標。設⽴實習旅⾏社及實習咖啡廳提供實務實作機會。
1370 中國⽂化⼤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以教育學⽣學習應⽤資訊系統加值商業服務為宗旨，並且注重學⽣的敬業精神與團隊合作特質。本系師資優異，具備英語授
課能⼒，教學環境⾼度e化，重視資訊系統專案實作技能，培養學⽣解決「資訊系統開發」、「網路管理」、「電⼦商務」等實
務問題。
1371 中國⽂化⼤學 財務⾦融學系⾦融⾏銷組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Financial Marketi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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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銷組之教育⽬標：
1. 培育具備國際多元⽂化專業倫理素養與國際視野之⾦融⾏銷⼈才
2. 培養具備⾦融商品整合⾏銷與溝通能⼒之⼈才
3. 培養具備顧客管理與財富管理能⼒之⼈才
⾦融⾏銷組之核⼼能⼒：
1. 財⾦專業基本素養與實務能⼒
2. 具備⾦融倫理道德素養與國際視野
3. ⾦融商品整合⾏銷能⼒
4. ⾦融商品分析與財富管理能⼒
4632 中國⽂化⼤學 財務⾦融學系財務⾦融組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Banking and Finance Section）
財務⾦融組之教育⽬標：
1. 培育具備國際多元⽂化專業倫理素養與國際視野之財務⾦融⼈才
2. 培養具備財⾦資訊蒐集分析整合與應⽤能⼒之⼈才
3. 培養具備⾦融商品設計與操作能⼒之⼈才
財務⾦融組之核⼼能⼒：
1. 財⾦專業基本素養與實務能⼒
2. 具備⾦融倫理道德素養與國際視野
3. 國際財⾦資訊之蒐集分析整合與應⽤能⼒
4. ⾦融投資操作實務能⼒
4800 中國⽂化⼤學 全球商務學⼠學位學程 English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Global Business
1. 全英⽂授課
在國內輕鬆強化英⽂，無須負擔⾼額出國費⽤。
2. 多元⽂化交流
與外籍⽣⼀起學習，開拓國際視野，體驗多元⽂化。
3. 商管核⼼課程
結合商管核⼼專業科⽬，包含國際貿易、⾏銷、觀光、財⾦等領域，系統性引導教學。
4. 產學合作
與海內外知名企業簽署產學合作，提供獎學⾦、實習與就業機會。
5. 學術交流
提供出國交換、移地學習等交流活動。
6. 策略聯盟
與美國州⽴⼤學簽署學術合作，提供2+2、3+1、2+2+1、3+1+1等雙聯學位。
1372 中國⽂化⼤學 新聞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本系所⼤學部之教學⽅向分為理論充實與實務訓練兩⼤類：前者偏重新聞暨傳播專業意理之系統性介紹與探究，並輔以社會學、
符號學、⼼理學、經濟學、法律、政治學、⽂學、⼤眾⽂化等⼈⽂學科基本素養之培育；後者則側重於新聞採訪、編輯、出版、
製作、播報及媒體企劃與管理等新聞實務之訓練，近年更開設數位化與資訊化新聞課程，並輔以實習媒體之實際操作與營運，以
奠定學⽣紮實專業實務能⼒。
1379 中國⽂化⼤學 廣告學系 Dept. of Advertising
本系教育⽬標在培育具備有⼈⽂素養的廣告專才，並建構具宏觀實⽤之廣告學術研究能量。為配合考⽣就業及深造，本系共分三
個學群：1.廣告企劃策略學群2.廣告創意表現學群3.創意產業⾏銷學群。需具有良好之視覺、顏⾊辨別能⼒，與具口語表達與互
動溝通協調能⼒。
1611 中國⽂化⼤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資傳系運⽤新媒體與資訊科技以建構數位時代之傳播特⾊。本系課程參考產業需求與國際特⾊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以學群模式
協助學⽣進⾏⽣涯發展。本系課程以資訊化、數位化、網路化、雲端化為發展⽅針，依據本系固有之資訊傳播科技之核⼼能⼒，
因應國家產業發展政策與推動數位內產業之趨勢，建構兩⼤學群「數位內容創製」、「跨媒體資訊應⽤」，培養「多媒體產製與
數位資訊處理」的專業核⼼能⼒，並提供多元化與跨領域整合學習的機會，是數位匯流世代傳播產業之領航⾓⾊。
1373 中國⽂化⼤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本系設⽴宗旨為培育以⼈⽂精神為基礎之具專業技能的傳播⼈才;配合上述宗旨制訂教育⽬標以結合理論基礎及實務訓練為核⼼，
佐以⼈⽂精神的養成與傳播科技運⽤。⽬的在培育具有公共傳播策劃、⾳像傳播專業、傳播理論基礎，學、術兼備的多⽅位傳播
專業⼈才，同時培養其公關管理協調的能⼒、整合網路新科技的能⼒與思辨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能⼒。
1375 中國⽂化⼤學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1、 理論與實務並重發展，⽅向上可分為「不動產管理」與「都市計畫」兩⼤範疇。
2、本系所為不動產管理與都市計畫兩領域之整合。都市計畫是屬於規劃技術系統，為⼟地使⽤計畫基礎訓練；不動產開發管理
是不動產開發投資為主，屬於市地開發管理部分。
3、地⽅化與全球化並重，未來之發展將結合國際都市規劃不動產開發之發展趨勢及國內現有之社會、經濟與⽂化環境，以全球
思考、草根⾏動為準則，並從相關之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中進⾏分析，使學⽣能具有國際觀之思考能⼒，並兼具地⽅⾏動計畫擬
定之專業才能。
4、促進全球化城市合作交流，本所將積極建⽴與本校姊妹校相關科系研究所師⽣之交換合作計畫，以擴⼤師⽣專業背景之視
野，同時亦將建⽴學⽣⾄國外研究所暑修或參與實習。
1686 中國⽂化⼤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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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為臺灣六個⽼建築系之⼀，學制完整，具有學⼠、碩⼠及博⼠班，教育⽬標主要以可持續發展為核⼼信念，並以建築設計、
建築科技、建築理論三⼤領域為核⼼,藉由建築及都市設計課程整合相關專業，並要求專業實務實習鐘點，達到訓練建築師都市設
計師、建築研究⼈才為⽬的。系上師資完整，採小班教學，多數⽼師皆擁有歐美或建築師執業資格，校友表現傑出，且與系上有
深厚之連結。
1376 中國⽂化⼤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al Planning
本系是臺灣第⼀個創設的景觀學系，⾃1981年創設迄今已屆滿37年。本系有國內最完整的師資陣容及前瞻多向度之課程，教學宗
旨為理論與實務並重、本⼟與國際並重、科學與⼈⽂並重；核⼼課程有景觀設計、⽣態學、景觀植物學…等，重視⽥野體驗及跨
領域知識整合，⿎勵學⽣參與國內外競圖、實作及跨國跨校交流。因鄰近陽明⼭國家公園，與國家公園有簽訂合作計畫，並借重
地利之便以陽明⼭國家公園做為⼾外學習場域。兼任教師多為國內外知名設計師與國內知名景觀規劃與設計公司負責⼈，學⽣學
習機會多元，具實務及就業競爭⼒。
1377 中國⽂化⼤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畢業規定完成「公益服務(或服務學習)」時數⾄少100小時。
1378 中國⽂化⼤學 ⼼理輔導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培養諮商⼼理師的預備⼈才。（⼆）培養⼼理輔導相關學術研究的預備⼈才。（三）培養各場域的⼼理輔導基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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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rit.tku.edu.tw/tku/main.jsp?sectionId=8。 ⼆、僑⽣新⽣上網https://bit.ly/2rvgNii線上繳交新⽣床位定
⾦即可確保可⼊住本校學⽣宿舍。 三、若是校外租屋，建議可瀏覽本校住宿輔導組網⾴，點選左下⽅「雲端租屋網」參
考有關校外租賃資訊。
⼀、2020年連續23年獲天下《Cheers》雜誌評選為「企業最愛⼤學⽣」，蟬聯私校第1名。 ⼆、2020年獲《遠⾒》雜誌
評選為「企業最愛⼤學⽣」私校第1名；於「台灣最佳⼤學」之「⽂法商類⼤學」排名全國第3名，私校第1名。 三、
2020年世界⼤學網路排名私校第1；泰晤⼠⾼等教育亞洲⼤學第400+、⾼等教育世界⼤學第1001+。 四、2015年本校獲
教育部「⼤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被評定為國際化典範⼤學。 五、2009年本校榮獲中華⺠國第19屆國家品質
獎。 六、各項僑⽣獎助學⾦、住宿資訊及注意事項，請參閱本校學⽣事務處資訊網(網址：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1)⽣輔組(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
sectionId=2)、住輔組網⾴(網址：http://spirit.tku.edu.tw/Housing_Guidance/)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
(http://www.oieie.tku.edu.tw)。 七、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
規定之外語能⼒畢業⾨檻始得畢業。
系所分則

1385 淡江⼤學 中國⽂學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學學系結合傳統中⽂系之學術研究與應⽤中⽂之創作與編採，課程規劃兩⼤領域，必修課程以專業基礎課程為主，選修課
程以進階式閱讀經典為輔，兩者相輔相成，厚植中國⽂學與⽂化涵養。
課程結合古典與現代、理論與實務，培養學⽣經典閱讀與理解、⽂學鑑賞與創作、語⽂表達與運⽤及⽂獻分析的解讀的能⼒，
本學系歡迎有志中國⽂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之⽂藝青年報考。
1386 淡江⼤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本系課程安排採歷史知識與史學理論並重之原則，以培養史學研究與⽂史應⽤之⼈才為宗旨。
1387 淡江⼤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旨在培養具科技資訊素養的優秀圖書館員及資訊專才。
本系學習內容包含⼤量資訊收集判斷分析、學習程式寫作及網路搜尋技能、圖書館產學實習、推廣及⾏銷等，適合具⼈際互動溝
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者。
1388 淡江⼤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本系⽬標在培育跨媒體與⽂化⾏銷之專業⼈才（本系學習內容包含視覺、聽覺相關課程，且須⼤量動⼿實作，學⽣須具備視覺設
計、⾊彩判定、獨⽴操作及個⼈安全維護等能⼒）。
1389 淡江⼤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本系⽬標為培育新媒體創意⾏銷與創意製作整合⼈才，課程內容著重影⾳圖⽂的綜整訓練，故須具備視覺辨識、聽⼒與⼈際溝通
之協調能⼒。
1392 淡江⼤學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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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建構完善之國際化教學環境，培育學⽣具有(⼀)外語運⽤能⼒ ；(⼆)國際經貿、國際企業之專業能⼒及(三)審視國內外經濟
情勢演變之通才能⼒。
4892 淡江⼤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Division of Global Commerce,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Taught Program)
致⼒建構完善之國際化教學環境，培育學⽣具有(⼀)外語運⽤能⼒ ；(⼆)國際經貿、國際企業之專業能⼒及(三)審視國內外經濟
情勢演變之通才能⼒及（四）全英語授課。
1390 淡江⼤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本系⽬標為培育掌握財⾦脈動、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財務⾦融⼈才。
1391 淡江⼤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本系⽬標為培育⾦融保險業所需之⾵險管理與保險專業⼈才。
1545 淡江⼤學 產業經濟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本系以培養精通經濟理論、管理實務與財務⾦融的⼈才為宗旨，畢業⽣可於經濟、⾦融與管理等研究所深造，也適合擔任⼀般企
業、⾦融、貿易與政府部⾨之中⾼階幹部。本系是唯⼀系所（含碩、博⼠班）兼備的產業經濟學術單位，同時亦有多位具實務經
驗的業師，師資陣容堅強。
1394 淡江⼤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透過平衡而完整、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設計，來培養熟悉財經理論與實務運作的財經⼈才。本系畢業⽣的專業職場，涵蓋
泛商管領域的各⾏各業。
1397 淡江⼤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養企業與⼀般機構組織所需之專業經理⼈與創業家，學習內容涵蓋產業與企業經營、⾏銷管理、⼈⼒資源管理、財務管理、資
訊管理及作業管理等主要企管專業領域。
1395 淡江⼤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本系以培養會計、審計及財務專業⼈才及研究⼈才為⽬的。
1396 淡江⼤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本系以培育統計專業知識和相關資訊能⼒之數據分析管理⼈才為⽬的，歡迎對數字有⾼度興趣或數字能⼒優異的同學申請。
1398 淡江⼤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因應國際學術潮流及國內實務需求，培育深具敬業態度與團隊精神之優越資訊技術、資訊應⽤、管理與規劃⼈才。
1399 淡江⼤學 運輸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為跨學域科系，課程內容涵蓋陸、海、空客貨運輸系統之規劃、設計與營運管理。
1400 淡江⼤學 公共⾏政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招收對公共事務及公共議題有興趣之青年。課程包括政治、⾏政管理、法律三⼤領域。
1554 淡江⼤學 管理科學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本系培養具事業經營與⾏銷流通管理決策能⼒之管理⼈才，課程包括企管經營管理、⾏銷流通管理、財務分析及統計與決策分
析，著重學理與實務相結合，使學⽣具有嚴謹完整之專業知識，以符合企業界之就業要求。
1401 淡江⼤學 英⽂學系 Dept. of English
本系旨在培育學⽣英美語⾔及⽂學能⼒，為國內、外機構培育專業且具國際觀之全⽅位英美語⽂專才。本系提供學⼠班、碩⼠班
及博⼠班課程，包含英語教學、口筆譯、英美⽂學、醫療⼈⽂研究、⽣態⽂學研究、影像研究等多元課程。
1402 淡江⼤學 西班⽛語⽂學系 Dept. of Spanish
本系課程創新實⽤，規劃翻譯、商務、旅遊、華語教學、⽂化等五⼤修課⽅向。除專業西語課程外，搭配學分學程、接軌企業實
習與未來職場連結，期能培育具實務能⼒的西語專才。國際移動學習：暑期遊學、⼤三出國、異地學習、國內/外企業實習。提供
多項系友捐贈之獎助學⾦。
1403 淡江⼤學 法國語⽂學系 Dept. of French
"本系積極透過法國語⾔、⽂化及實⽤課程培育具聽、說、讀、寫、譯能⼒與實務經驗的法語專才，並通過四類必選修課程來深化
學習：⼀、翻譯；⼆、教學；三、⽂化；四、國內外實習。⼤三可經系甄選或參加本校之交換⽣甄選，赴法國修習學分⼀年。學
⽣通過本科外語能⼒畢業檢定考試，始授予學位。
評分項⽬：1.在學成績。2.書⾯資料(含⾃傳及研究計畫)。3.中、英⽂能⼒。"
1404 淡江⼤學 德國語⽂學系 Dept. of German
本系旨在培養可從事⽂化、經貿的德語⼈才。本系實施⼤三出國留學制度。除畢業學分外，學⽣通過本科德語B1檢定，始授予學
⼠學位。
1405 淡江⼤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以培育⽇語⼈才為宗旨，實施⼤三學⽣赴⽇本姐妹校留學⼀年制度。提供多項系友捐贈之清寒獎助學⾦。
1406 淡江⼤學 俄國語⽂學系 Dept. of Russian
旨在培育獨⽴分析、國際觀及跨⽂化溝通之俄語⼈才，實施⼤⼆異地學習、⼤三出國留學、⾼年級校外/海外企業實習。具中⽂或
英⽂聽、說、讀和表達能⼒佳者。
4893 淡江⼤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t.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Taught
Program)
本系所有課程採全英語授課，其教育⽬標在培養學⽣具備全球視野，掌握國際關係的基本理論與專業知識，強化外語能⼒並能運

- 第 549 ⾴ -

⽤於國際事務的研習與運作，嫻熟區域政經發展，且具有獨⽴思考與處理國際資訊能⼒的專業⼈才。
1407 淡江⼤學 教育科技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本系培養數位學習及教育訓練之專業⼈才。歡迎在美術、語⽂、資訊以及其他各項才藝⽅⾯有突出表現之同學申請。
（⼆）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
1680 淡江⼤學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English-Taught
Program)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國際競爭⼒之觀光產業管理⼈才。採全英語授課，所有學⽣⼤三須⾃費出國⾄本校指定姐妹校留學⼀年
（境外學⽣可選擇是否⼤三出國），留學期間仍應在本校註冊且繳交1/4學雜費。本系為住宿學院，⼤⼀、⼤⼆學⽣須住校。學
⽣應通過托福iBT61分(或雅思5.5分、或多益700分)、實習400小時及取得指定之證照1張，始得畢業。
1683 淡江⼤學 英⽂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t. of English (English-Taught Program)
本系旨在培育學⽣英美語⾔及⽂學能⼒，為國內、外機構培育專業且具國際觀之全⽅位英美語⽂專才。本系提供學⼠班、碩⼠班
及博⼠班課程，包含英語教學、口筆譯、英美⽂學、醫療⼈⽂研究、⽣態⽂學研究、影像研究等多元課程。
本班採「三全」政策：全住宿書院、全英語授課、全⼤三出國（⾃費⾄本校指定姊妹校留學⼀年，仍需繳交本校1/4學雜費。境
外⽣可選擇是否⼤三出國）。畢業⾨檻為通過全⺠英檢中⾼級（初試）相對等級（含）以上。
1689 淡江⼤學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English-Taught Program)
本系採全英語授課，所有學⽣⼤三須⾃費出國⾄本校指定姐妹校留學⼀年(境外⽣可選擇是否⼤三出國)，留學期間仍應在本校註
冊且繳交1/4學雜費。本系屬住宿學院，⼤⼀、⼤⼆學⽣星期⼀~四須住校。畢業⽣應通過托福IBT61分、雅思5.5分或TOEIC
700分，始得畢業。
1941 淡江⼤學 財務⾦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班 DIVISION OF ENGLISH-TAUGHT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所有課程均以全英語⽅式授課，配合本校國際化之教育理念，本系旨在培養本校本國籍及境外學⽣之國際財務管理視野，藉由提
供學⽣符合產業趨勢的財務管理課程與實務訓練，並搭配多元化的通識核⼼課程，以達成培育具國際觀的財務專業⼈才。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1
聯絡電話 886-3-2651712
傳真 886-3-2651729
地址 32023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網址 http://www.cy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touch.cycu.edu.tw/active_system/query_data/student/ssgogo.jsp
全校共五棟宿舍，包含⼒⾏宿舍、信實宿舍、恩慈宿舍、良善宿舍及熱誠宿舍，共提供約5000床位，境外新⽣⼤⼀保證
宿舍
住宿。
⼀、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榮獲私⽴⼤學第⼀名。 ⼆、2019連續三年榮獲1111⼈⼒銀⾏公布「企業最
愛⼤學」私⽴⼤學第⼀名。 三、2019年連續六年榮獲世界⼤學排名中⼼（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簡
稱CWUR）排名，台灣私⽴綜合⼤學第⼀名。 四、勇奪2019學科正規化引⽂影響⼒指標(CNCI)，全國綜合⼤學薄膜科
學、化學領域全國第⼀！材料科學、⼯程領域私校第⼀！全領域全國第三！ 五、2016年上海交通⼤學兩岸四地⼤學排
名，連續六年榮獲全台私⽴綜合⼤學第⼀名。 六、104⼈⼒銀⾏公布全臺⼤專院校畢業⽣就業率排名，中原⼤學名列私⽴
綜合⼤學之⾸。 七、地理位置最便利，距桃園機場30分鐘、臺北市區50分鐘⾞程。⾷、⾐、住、⾏等⽣活機能俱優。
⼋、具多元國際學習機會，每年有超過1000個赴海外學習機會，可申請⾄美國、韓國、⽇本等多國姊妹校成為交換學⽣
備註
或獲得雙聯學位。 九、2019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商學管理雙學⼠學位學程。 ⼗、2020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
威斯康⾟⼤學密爾⽡基分校電機與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連續六度榮獲中國⼯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
優」獎，今年再榮獲私校⾸獎。 ⼗⼆、相關資訊詳⾒中原⼤學官網http://www.cycu.edu.tw/ 【⼤學部僑外⽣助學⾦】
⼤學部僑外新⽣於個⼈申請階段得檢具申請表及相關⽂件申請助學⾦，經過審查通過者，依⽐序於⼊學後之第⼀學期核發
下列相關助學⾦： ⼀、學雜費全額減免。 ⼆、學雜費減免⼆分之⼀。 三、助學⾦新台幣16,000元。 在校僑外⽣學期學業
成績達該年級系排名前百分之⼆⼗五者，得檢附成績證明⽂件於次⼀學期初申請助學⾦，經過審查通過者，依⽐序核發前
項助學⾦。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994 中原⼤學 ⼯業與系統⼯程學系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ivision
本系創設於1964年，歷史悠久，為全國第⼆個成⽴⼯業⼯程系之學校，現有⼤學部3班、碩⼠班、博⼠班、碩⼠在職專班(碩專
班)及國際碩⼠班。系友資源豐富，⾄今已達萬⼈，傑出系友遍佈國內外⾼科技、製造、服務與教育業。專任教師19位，均畢業
於國內外知名⼤學，產研成果與經驗豐富，授課與研究分管理技術、⽣產系統、品質管理、作業研究、資訊系統、⼈因⼯程領
域。2004年本系為全國第⼀個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程科技教育認證之⼯⼯系，與國際接軌。本系於2005年隸屬電機
資訊學院，並於2008年從「⼯業⼯程學系」更名為「⼯業與系統⼯程學系」。2015年成⽴國際碩⼠班招收外籍⽣並採英語授
課，帶領全系邁向國際化。
1753 中原⼤學 企業管理學系⼯商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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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以⾏銷管理、財務管理、⼈⼒資源管理與科技管理等專業為經，服務業管理、創新創業以及產業分析等跨功能領域為緯，致
⼒培養兼具專業知識、技能與品格的管理⼈才。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學⽣在各專業領域能獲得充份的專業訓練，充份滿⾜學習需
求。
1752 中原⼤學 企業管理學系服務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Division
服務業為我國產業發展主⼒，是相當熱⾨的產業。因應國家⼈⼒需求，本組全⼒培育服務業所需之⾏銷管理、財務管理、⼈⼒資
源管理等管理⼈才。本系與知名的全家便利商店以及全聯實業合作就業學程，致⼒縮短學⽣畢業⾄就業的最後⼀哩路。
1754 中原⼤學 企業管理學系⾼科技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igh-Tech Management
Division
臺灣在⾼科技產業有相當傲⼈的成績，對於管理⼈才的需求殷切，為本組學⽣提供了絕佳的就業機會。秉持中原⼤學全⼈教育的
理念，本組以科技管理為主，搭配⾏銷管理、財務管理與⼈⼒資源管理等專業為輔，培養兼具專業知識、技能與品格的⾼科技業
管理⼈才。
1837 中原⼤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創⽴於1976年，⽬前已逾5,000位系友遍佈世界各地，商學院於2015年通過AACSB國際商管認證，學⽣有許多機會可出國交
換，且本系僑外⽣約占20%，可認識許多來⾃不同國家的同學。專業課程分流為「國際經營與貿易實務」、「經濟計量與預
測」、「國際⾦融與管理」三個學程，依興趣及未來職涯規畫選修專業課程。本系四年皆有英⽂相關課程，更開設商⽤⽇⽂及西
班⽛⽂課程，培養第⼆外語專⻑。畢業後可從事的⼯作包含報關⼈員、國貿專員、物流運輸、財務⼈員、採購專員、⾦融⼈員、
產業分析、理財專員、⾏銷企劃、經建⾏政⼈員等。
1838 中原⼤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與跨領域並⾏；旨在培養具備全球移動能⼒的會計專業⼈才。教學⽅式注重學⽤合⼀，著重啟
發、引導，並訓練學⽣獨⽴思考及分析能⼒；進而增進同學問題解決與團隊合作能⼒。為增強學⽣跨領域整合與職場競爭⼒，本
系與⼤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規劃設⽴「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業學程」，其⽬的為培養學⽣成為能靈活應⽤專業知識與職場實
務之會計⼈才，輔助學⽣提前規劃並熟悉就業管道及各個產業相關會計實務。
1839 中原⼤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旨在培養能運⽤資訊科技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的⼈才，歡迎對資訊科技商學應⽤與管理有興趣者，加⼊本系的⾏列。本系在
電⼦商務、⼤數據分析以及資訊系統的理論與實務⽅⾯，不僅頗受產官、學、研各界的肯定，同時也在全國性的競賽中屢獲佳
績。此外，本系的數位服務與數位創業，不僅培養學⽣具備相當紮實的專業能⼒，也在業界打響名號，造就本系成為最具特⾊的
系所。
1840 中原⼤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對嶄新⾦融科技(Fintech)的時代，多元⾦融商品的創新和資⾦的籌措等，需精確掌握各項資訊進⾏分析與投資決策。本系將
落實資訊化、國際化與實務性教學，強調財務⾦融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專業⼈才，並重視學⽣宏觀國際視野與競爭⼒的提昇，為學
⽣⽇後就業或升學提供多元的選擇與發展機會。掌握趨勢脈動，引領財⾦潮流，加⼊中原財⾦，是你最佳的選擇。
1797 中原⼤學 國際商學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Business & Management (IUBM)
Program
國際商學學⼠學位學程
中原⼤學商學院2015年通過AACSB認證，為全世界前5%通過AACSB認證的商學院。
系統化學習，學習課程區分為企業管理、國際企業與貿易、財務⾦融與會計，及資訊管理等四個領域，學⽣可根據興趣選修課
程。
跨領域學習，學⽣需修習⾄少兩個領域的課程，以培養跨領域專業的專業能⼒。
採⽤問題解決式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讓學⽣從做中學，並理論應⽤到實務。
可透過4+1課程，於⼤四申請本校IMBA國際碩⼠學位學程，五年取得⼤學及碩⼠⽂憑。
透過申請⼊學⽅式招收學⽣。
http://oia.cycu.edu.tw/
Tel:+886-3-2651716
Email:oia@cycu.edu.tw
線上申請系統:http://ias.cycu.edu.tw/
1704 中原⼤學 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商學管理雙學⼠學位學程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Templ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Dual Degree Program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中原⼤學商學院2015年通過AACSB認證，為全世界前5%通過AACSB認證的商學院。
2+2專班學⽣於前兩年學習中原⼤學商學院基礎與進階課程，⼤三起⾄天普⼤學學習商學專業課程。此學程打造具獨⽴性之全球
型專業⼈才，使學⽣接軌國際。四年即可獲得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雙學⼠學位⽂憑，同時僅需兩年赴美國學習，可節省花
費。
此學程讓學⽣免除準備SAT 測驗（學術⽔準測驗考試）。為提升英語能⼒，學⽣在中原⼤學之前兩年須達天普⼤學規定英語成績
⾨檻托福 IBT 85 或雅思 6.5 ⽅可出國繼續⼤三之課程。因此，2+2 學程安排雅思及托福考試輔導機制，並且採⽤全英語授課。
http://oia.cycu.edu.tw/
708Tel:+886-3-2651716/+886-3-2655414
Email:oia@cycu.edu.tw/kuochen@cycu.edu.tw
線上申請系統:http://ias.cycu.edu.tw/
4835 中原⼤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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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學財經法律學系為全國最早設⽴的財經法律學系，學⼠班修業期間為五個學年，畢業授予法律學學⼠學位。第⼀⾄第三學
年之教學重點為基礎法律與基礎財經課程，第四與第五學年則著重於專業財經法與基礎法學進階課程，分為經貿法律、科技法律
及司法實務三組學程。
本系服務與實習機會遍及⾏政機關、司法機關、財團法⼈及⺠間企業等，如：桃園市政府法務局、桃園地⽅法院、中壢簡易庭、
法律扶助基⾦會、法律事務所、管理顧問公司等，藉此提供學⽣理論應⽤之學習機會並及早接觸法律實務⼯作。
學⽣畢業後除可參加律師、司法官及國家考試，亦有多元就業管道，包括企業之法務⼯作。並與英、美、⽇及⼤陸多所⼤學簽署
交流，提供學⽣出國進修之機會。
1841 中原⼤學 室內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 有視覺障礙或辦⾊⼒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 室內設計系重視空間美學與⽂化理論與實務並重；畢業⽣未來就業可以橫跨室內設計、旅館設計、商店設計、家具設計、展
演設計、照明設計、廚具規劃、美術編輯、櫥窗設計、古蹟活化等⽂化創意產業。
1842 中原⼤學 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Commercial Design Section
(⼀)本系創⽴於1984年，為全台灣第⼀所於⼤學成⽴的商業設計系。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組培養學⽣創作、⾏銷、設計與企劃
之能⼒。畢業⽣就業包含廣告、插畫、品牌設計、美術編排、展⽰設計、攝影、影⽚製作、包裝設計、數位媒體、⽂創設計、和
專案管理等領域。(⼆)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者、中⽂能⼒聽說讀寫有困難者，宜慎重考慮。
1845 中原⼤學 地景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關懷⼈⽂及⾃然環境。
2.具備環境規劃設計潛能。
3.具中⽂溝通能⼒。
1843 中原⼤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學系主要培育學前教育、國⺠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師資、特殊教育⾏政及特殊教育機構⼯作⼈才。課程分為師培與⾮師培之雙
軌規劃。師培課程採合流設計，近年側重於學前及中等階段的特教師資培育。學⽣亦可選修聽覺口語就業學程，提供學⽣多元選
擇，增進就業競爭⼒。歡迎對特殊教育⼯作有興趣的同學加⼊。
4836 中原⼤學 應⽤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Studies
本系必修課程設計之四⼤重點：(1) 英⽂聽、說、讀、寫、譯各項語⾔能⼒之訓練，(2) 建⽴語⾔學知識，(3) 培養⽂學欣賞能
⼒，(4) 發展第⼆外語能⼒。本系設置完善之軟硬體訓練設施，如：口譯訓練中⼼、影視翻譯室、多媒體剪輯室及語⾔⾃學中
⼼。
1844 中原⼤學 應⽤華語⽂學系 Depart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本校應⽤華語⽂學系是全國第⼀個培養華語⽂教師的⼤學專業科系，以全⼈教育理念培育華語⽂教師，僑⽣同學畢業後將成為教
授外籍⼈⼠和海外華⼈華語⽂的專業師資，⼯作場所遍及海內外，兼有中⽂系的學養氣質，與世界性的實⽤專業。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9
聯絡電話 886-4-23598900
傳真 886-4-23596334
地址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道四段1727號
網址 http://www.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ep.t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2
新⽣保障住宿
東海⼤學2020年獲泰晤⼠報世界⼤學影響⼒排名，東海全球總排名101-200、全國第三、私校第⼀。東海⼤學2013年獲
｢未來事件交易所｣評鑑為全國私校第⼀，是⼀所結合專業知識與博雅教育的⾼等學府，⾃1955年創校⾄今，為社會培育
了無數的優秀⼈才。課程內容豐富多元、教學與研究設備先進新穎，既可滿⾜您追求專業的知識，更可提供您多元跨領域
的學習機會，並重視學⽣國際視野的拓展，透過與姊妹校的海外交流與實習，可以完成您與全球連結的夢想。 本校擁有9
⼤學院與38個系(所)，校園規劃完善，位於台灣的樞紐位置－台中市，經由⾼速鐵路到台北或⾼雄只需50分鐘，距離清泉
崗機場約30分鐘，南來北往交通⼗分便捷，是台灣佔地⾯積最⼤之私⽴⼤學。沈靜典雅的路思義教堂、綠樹成蔭的⽂理
⼤道、古⾊古香的唐式教室建築，提供您完美的學習與⽣活空間。 本校提供新⽣保障住宿，⼆年級以上男⼥⽣可申請住
校；新⽣必須參加勞作教育，勞作成績及格者⽅能畢業；學⼠班學⽣必須通過本校之英⽂能⼒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國
外或香港澳⾨地區，相當於臺灣⾼級中學⼆年級之應屆中五學制之畢(結)業⽣，以同等學⼒資格⼊學學⼠班後，依本校學
則規定應增加畢業學分數⼗⼆學分。 本校設有僑⽣輔導專責單位，安排僑⽣住宿及⽣活所需，選擇東海是您⼈⽣最重要
的抉擇，本校全體師⽣誠摯地歡迎您加⼊我們學習的⾏列，透過我們的熱情與專業，相信您的⼤學⽣活必定可以繽紛多
彩。
系所分則

1434 東海⼤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成⽴於西元1955年，歷史悠久。以中國⽂學、⽂化命脈之傳承及發揚創新為使命。學⼠班課程主軸分四⼤群組：「古典⽂
學」、「近現代⽂學」、「語⾔⽂字」、「思想」等，強調學術研究與寫作訓練並重，使學⽣能學以致⽤，並奠定繼續深造之基
礎。另為兼顧學⽣未來就業之準備，並輔以「應⽤類課程」，期許學⽣學有所⻑，於社會貢獻所學，課程及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
本系網⾴(http://chinese.thu.edu.tw)。
1435 東海⼤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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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旨在教導學⼦流暢之英語技能､增強西⽅⽂學及⽂化學養，並培養分析批判及獨⽴思考能⼒，幫助學⽣拓展國際視野，具備
德､法､或西語之第⼆外語基礎能⼒。本系學⽣畢業時須通過等同多益785分之中⾼級英檢測驗，如欲了解本系⼤學部課程以及五
年⼀貫⽅案，請參閱本系網⾴(http://flld.thu.edu.tw)。
1436 東海⼤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本系⽬標旨在：1.培育學⽣歷史思考與意識，2.培育優秀歷史教育⼈才，3.培育史學專業研究⼈才。培養學⽣具備六⼤核⼼能
⼒：1.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知識的能⼒，2.發現、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3.認知史料與分析史料的能⼒，4.吸收史學新知與
語⽂、相關知識的能⼒，5.建⽴表達與應⽤史學知識的能⼒，6.理解現代社會形成的能⼒與視野。課程設計可分為四⼤領域：臺
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史學⽅法論及應⽤性課程。如欲瞭解本系課程及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
（http://history.thu.edu.tw）。
1438 東海⼤學 ⽇本語⾔⽂化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藉由多元化、專業化之課程設計，培養學⽣成為「台⽇多元⽂化之溝通與交流的能⼿」。為養成同學終身學習的習慣，從⼀年級
的基礎⽇語開始即採⽤⾃律學習的觀念與習慣，進⾏嚴格的語⾔訓練，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japan.thu.edu.tw)。
1437 東海⼤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本系之辦學理念為「中西哲學並重，理論與實踐兼顧」為宗旨，期能讓學⽣於中西哲學之各家思想能多所涉獵，兼容並蓄，以啟
發學⽣⾃⼰的思考。哲學為實踐的智慧學，不應封限於⼀特殊的理論、學說或學派。本系之辦學特⾊是於⼀寬廣的⼈⽂視域中來
思解⼈底問題，從理論的分析達致實踐的會通，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philo.thu.edu.tw)。
1541 東海⼤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因應全球經營環境改變，本系課程設計「⾏銷與數位經營」及「服務創新與創業」⼆個跨領域專業分組；⾏銷與數位經營組課程
在培育數位時代的⾏銷專業能⼒，以掌握電⼦商務、網路⾏銷、新商機；服務創新與創業組課程參考國外最新服務創新與創業學
程，整合服務、數位科技、管理與⼈⽂領域課程，培養學⽣具創造新價值的創新與創業⼈才。本系畢業系友網絡綿密，提供國內
外職場實習、境外教學與雙聯學位之機會，並有外籍教師英語授課強化英⽂能⼒，以培養學⽣全球視野與國際移動能⼒。
本系特⾊：1. 畢業系友網路緊密，積極回饋⺟系，有助於未來與職場之銜接。2. 採⽤個案教學、創意動⼒等多元教學⽅式，並強
化企業實習與實作。3. 基礎課程皆安排教學助理協助學習，有助於建⽴基礎能⼒。4. 理論與實務並重，透過企業參訪、實務講
座、專題實作等⽅式連結業界，與中部地區代表性產業互動緊密。
1446 東海⼤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 以「國際經貿與⾦融」及「國際企業管理」領域作為課程設計主軸。
2. 強調「教育國際化」，聘有3位專任外籍教師。
3. 強化「教育國際化」，⿎勵學⽣參與國際交換⽣計畫，設⽴本系專屬交換⽣獎學⾦。
4. 提升「就業國際化」，提供本系專屬海內外實習機會，並設⽴海外實習獎學⾦。
5. 培訓資訊應⽤能⼒(如：ERP、BI、Boss)，以利職涯發展。
6. 提供本系專屬清寒獎助學⾦及學業優秀獎學⾦，激勵學⽣向上學習。
7. 提供本系專屬證照考試獎學⾦及英檢成績獎勵⾦，提升國際化接軌能⼒。
1448 東海⼤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1.國際職場專業實習：⼤四學⽣可到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或國際型企業實習。
2.強化會計專業：推動全校會計學會考制度、建構會計網路教學平台、成⽴會計學習⽀援中⼼、設置「會計輔導員」，培養學⽣
⾃我專業學習的能⼒。
3.義⼯學習制度：學⽣可以額外接受訓練，到社福團體擔任志⼯，培養團隊互助與正確的價值觀。
4.程式設計能⼒：專屬會計程式設計課程，透過Python程式解決會計議題。
5.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acc.thu.edu.tw)
1450 東海⼤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1.研究⾵氣⿍盛，研究成果豐碩。
2.研究設備完善，擁有完備國內外資料庫，並建置e-化教室。
3.著重學⽣財⾦專業養成，⿎勵取得財⾦證照。
4.舉辦財⾦實務講座，提供實習及參訪機會，強化學⽣就業競爭⼒，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fin.thu.edu.tw/main.php)。
1449 東海⼤學 統計學系決策管理組 Dept. of Statistics (Division of Decision Management)
本系⽼師教學經驗豐富且積極從事研究，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本系未來發展之⽅向⼤致可分為：
1.統計理論：繼續深造、從事研究⼯作為⽬標。
2.管理科學統計：⼯商管理包括精算師、銀⾏資訊⼈員之培育。
3.⼯業統計：培養品管、研發、製程等⼈才。
4.⽣物統計：包括資料採礦、⼈口學、醫藥衛⽣、遺傳學和農學⽅⾯的應⽤。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stat.thu.edu.tw)。
1451 東海⼤學 資訊管理學系物聯網與⼤數據應⽤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Division
本組提供APP、物聯網、雲端計算、資料探勘、⼤數據等最新資訊技術應⽤課程，以⾏動(⼈)、感應(物)裝置為出發點，透過雲
端技術的應⽤進⾏虛擬與實體整合，與⾏動商務組互相呼應，採『做中學』的教學⽅式，培育新世代資訊管理應⽤的⾼階⼈才。
1291 東海⼤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銷與電⼦商務應⽤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arketing and e-Commerce Division
本組提供企業資源規劃(ERP)、企業智慧(BI)、資訊安全管理ISO27001等認證課程，發展企業智慧、社群⾏銷與⾏動商務，與⼤
數據組互相呼應，輔以⼤數據、公開資料等應⽤分析，採『做中學』的教學⽅式，培育了解群體⾏為模式與思維之⼈才，因應時
代之變遷。
1442 東海⼤學 經濟學系⼀般經濟組 Dept. of Economics (General Economic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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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為理論與實務並重，除基礎必修科⽬外，另規劃經濟⾏為與政策分析學群、國際經濟與發展學群及財務⾦融與管理學群等領
域選修課程，豐富學⽣之經濟、商業與管理知識；藉以達成培養具有經濟專業分析能⼒、就業競爭⼒、社會科學多元視野及國際
觀⼈才的教育⽬標。
1443 東海⼤學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Dept. of Economics (Industrial Economics Program)
本組特⾊與優勢在課程設計以培養當前產業經濟專業⼈才與深⼊認識台灣產業多元發展為主軸，除個基礎必修科⽬外，另規劃產
業與管理學群及⾦融產業學群等領域選修課程，來豐富學⽣之產業、廠商經營與管理經濟知識，並深化學⽣的邏輯推理及產業分
析能⼒；藉以達成培養具有產業經濟專業分析能⼒、就業競爭⼒及國際觀⼈才的教育⽬標。
1439 東海⼤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ories Sec.)
政治理論組著重政治理論和實務的結合，除了完整的政治理論必修課程，同時規劃多元、跨域的選修課程。課程與畢業規定請參
閱本系網⾴(http://politics.thu.edu.tw)。
1440 東海⼤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
國際關係組關⼼全球治理與相關議題，除了完整的必修課程，另規劃多元選修課程及數⾨全英⽂課程。課程與畢業規定請參閱本
系網⾴(http://politics.thu.edu.tw)。
1441 東海⼤學 ⾏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Dept.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本系以「強化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重視倫理價值」(Integrity)、「追求卓越能⼒」(Excellence)、及培育具有
「公共管理之專業知識」及「跨學科知識」之通才為⽬標。
（⼀）課程特⾊
1、多元化課程設計，以公共管理為導向。
2、連貫性及跨學科課程安排，落實⼤學通才教育之⽬標。
3、理論及實務並重
（⼆）系友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其就業⽅向皆有傑出表現，其就業⽅向，⼤致包含：
1、政府部⾨⼯作；2、教育業；3、⺠營企業⼯作，例如「⼈⼒資源管理」；4、⾮營利組織；5、媒體業。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pmp.thu.edu.tw/main.php）
1444 東海⼤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本系培養學⽣們具有觀察社會現象、解析社會議題的優越能⼒。⼤學部⽬前亦有幾個特⾊課群，分別為「社會與團結經濟」、
「⽂學、藝術與社會」、「⾦融、技術與社會」、「空間、農業與正義」等四個特⾊學群的選修課程。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
考本系網⾴（http://soc.thu.edu.tw）
1445 東海⼤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本系的教育⽬標為培育關懷⼈群、運⽤社會⼯作知識與技巧來實踐社會正義的⼈才，希望學⽣能具備瞭解⼈、社會環境、福利制
度與政策的能⼒，並能夠具有專業精神及⾏動能⼒。 特⾊為強調實務經驗的課程設計、師⽣互動頻繁、研究與教學並重、聯繫密
切的系友關係，同時並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服務，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sociwork.thu.edu.tw)。
1453 東海⼤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本系強調創作⾃由與思想開放，⿎勵追求個⼈獨特⾵貌與多元化⾵格。除以進階⽅式逐步提升技能的圓熟外，同時加強美術史及
理論的知識與訓練，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fineart.thu.edu.tw)。
1454 東海⼤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本系成⽴於1971年，以培育⼈⽂修養之⾳樂⼈才、培育⾳樂展演、創作及教學能⼒、對⾳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的能
⼒、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為教育⽬標。
※招收下列樂器主修：鋼琴、電⼦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笛、雙簧管、單簧管、低⾳管、薩克斯
管、小號、⻑號、法國號、低⾳號、上低⾳號、擊樂、作曲。採不分組招⽣。
(⼀)應具中⽂聽說讀寫的能⼒。
(⼆)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樂理論基礎。
(三)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music.thu.edu.tw。
1452 東海⼤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本系以培育具法律專業智能、社會關懷、科技整合 能⼒及具奉獻利他精神之法律⼈為宗旨。本系現有 專任教師 18 名，分別留學
於德、⽇、英、美、法 等國或取得本國法學博⼠學位，學有專精，⽤⼼教學，亦師亦友；近年來成⽴「醫事法研究中⼼」、「企
業法制研究中⼼」、「法律服務中⼼」、「國際私法研究中⼼」、「東南亞法制研究中⼼」等研究中⼼，且積極發表研究著作，
並執⾏科技部或其他政府機構團體研究計畫，成果斐然。本系不僅具有⻑久優秀的傳統，且為台灣中部地區唯⼀ 的法律學院，設
有學⼠班、進修學⼠班、碩⼠班、 博⼠班，能提供全⾯而完整的法學教育，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law.thu.edu.tw)。
1540 東海⼤學 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Tungha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IBA)
1. 以國際接軌的課程為重點，培養具國際視野之管理⼈才。
2. 著重英⽂商務溝通及表達的技巧。
3. 聘請美籍專任助教，協助必修課程的輔導。
4. 建⽴完整的英⽂學習環境及⽣活輔導機制。
5. 歐美學校合作2+2及 3+2 雙聯制度。
6. 獨⽴⼀套全英語通識教育課程。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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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2-2881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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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8838409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111002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

網址 http://www.sc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ae.scu.edu.tw/index.php/zh-hant/ocs-app/scholarship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情請逕洽本校學⽣住宿中⼼ http://web-ch.scu.edu.tw/housing
●2020《遠⾒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學⽣私⽴⼤學第4名；【社會⼈⽂類】私校第2、全國第5；【法政類】私⽴⼤學第
1、全國第3；【商管類】私⽴⼤學第1、全國第4。 ●2020《Cheers雜誌》調查2000⼤企業最愛⼤學⽣，私⽴綜合⼤學
第6名。 ●2020《1111⼈⼒銀⾏》企業最愛⼤學，私⽴⼤學第三名。 ●2019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全校62位學⽣獲
得補助，通過率⾼於全國平均值。 ●2018-2020連續3年表現卓越，榮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2018-2019補助⾦
額各為8,968萬元，2020更⾼達9,579萬元)。 ●2018教育部評選為北區唯⼀「品德教育特⾊學校」。 ●2018 QS亞洲最
佳⼤學評鑑，臺灣私⽴綜合⼤學前5名。 ●2018 QS亞洲最佳⼤學評鑑，教師研究每篇論⽂被引⽤率排名臺灣第3。
●2005—2017 連續13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額合計⾼達9億元以上。 ●1999—2019 連續舉辦20屆東吳國際超
級⾺拉松 (4度獲IAU⾦牌賽事)。 ● 全國⾸創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碩⼠完整學習體系。巨量資料管理學院學位學程經教
育部核定於110學年度起調整為《資料科學系》。 ● 成⽴東吳富蘭克林⾦融科技開發中⼼，並設⽴「⾦融科技學程」，
備註 掌握最新的⾦融科技 (Fin Tech) 發展實務，培育未來的⾦融專業⼈才。 （⼀）法律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其餘各學系修業
四年，男⼥兼收。（⼆）本校有兩校區：⼈⽂社會學院(中⽂、歷史、哲學、政治、社會、社⼯、⾳樂、⼈權碩⼠學位學
程)，外國語⽂學院(英⽂、⽇⽂、德⽂)，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微⽣物、⼼理)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資料科學系)學
⽣在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學院(法律學系)及商學院(經濟、會計、企管、國貿、財精、資管)學⽣
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三）為使學⽣得以充分運⽤教學與⽣活資源，法、商學院⼀年級新⽣
每週規劃部分課程⾄外雙溪校區上課。 （四）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科⽬與學分外，尚
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資訊能⼒、美育活動畢業標準，⽅可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
其能⼒與素質。（五）本校備有學⽣宿舍，並可租⽤附近⺠房。有關宿舍及學雜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
（http://www.scu.edu.tw）查詢。（六）相關獎助學⾦資訊請⾄本校德育中⼼網⾴（http://www.scu.edu.tw/life）
查詢。
系所分則
1734 東吳⼤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以培養學⽣創作及研究中國⽂學作品為主，尤著重古典與現代兼顧、閱讀與習作並重、理論與實務同步，更積極發展⽂創課
程，結合媒體和出版等產業，並進⼊職場實習，以培育⽂創⼈才。
1.發展⽅針：⽂學為體，⽂創為⽤。
2.課程內容：傳統國學、現代⽂學、實⽤中⽂。
3.特⾊活動：如平⾯廣告創意⽂案⽐賽、雙溪⾦曲獎等，尤其雙溪現代⽂學獎傳承逾30餘年。
1735 東吳⼤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1.課程架構清楚分明：依「基礎課程」到「進階課程」；從「通論性課程」到「專題性課程」，循序漸進培養歷史思考與能⼒。
2.重視訓練歷史學思維與探究⽅法：許多課程採啟發式教學，並強調實作訓練。
3.臨近故宮博物院，兼顧培養學⽣應⽤歷史的能⼒：開設「公眾歷史」課群，如「博物館管理與實務」、「歷史、新聞與媒體事
業」等，並提供校內⼯讀與校外實習機會。
4.採小班教學：⼈數少，師⽣互動良好，學習效果佳。
1736 東吳⼤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1.學術活動成果豐碩：連續舉辦多年兩岸蘇州哲學論壇及兩岸哲學學術座談、「知識與⼈⽣⼯作坊」、「⼤師哲學對話」，並舉
⾏⼋屆國際哲學講座：⼤師系列。（詳參網⾴資訊）
2.教師學術研究績效優異：本系101-106學年度獲科技部獎勵提升私校研發能量整合型計畫。本系於所屬學院連續多年研究績效
評⽐列為⼈⽂社會學院第⼀名，亦連續多年教師獲得科技部特殊優秀⼈才之獎勵。
3.哲學系擁有全國唯⼀之「中國哲學外⽂資料中⼼」，網址為：http://www.pc.scu.edu.tw/cpc藉由推廣外⽂中國哲學研究，
輔翼臺灣與華語地區中國哲學之發展，館藏近 5000冊，研究資料豐富；另外當代「知識論」⽅⾯有豐富的圖書資源，藏書已近
4000冊，⾜以和國內最好的研究圖書館媲美，甚⾄逐步到達國際化的⽔準。
1737 東吳⼤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1.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學經歷亮眼且專⻑多元，社會知名度佳，社會網絡良好。
2.課程內容豐富完整，四⼤領域俱全且平均發展，相關政治學系少⾒之規模與特⾊。
3.國際化程度⾼，有英語教學課程，提供優渥獎學⾦給英⽂表現佳者。
4.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實習、多元學習、國際迷你課程、研討會等學習管道。
5.歷史悠久，辦學績效良好，具良好社會名望與優質形象。
6.鄰近政經、⽂化樞紐，地緣環境極佳，為臺灣培養國會助理的搖籃。
1738 東吳⼤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1.主攻「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及「社會理論與⽂化研究」兩⼤特⾊課群。
2.強調實作訓練，提供學⽣多元學習機會。
3.具有豐富的獎助學⾦，促進學⽣讀書⾵氣與多元能⼒的養成。
4.提供海外研習管道，開設全英語授課科⽬，強化學⽣國際視野。
1739 東吳⼤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本系教學具有「⾏動」、「合作」、「多元」之特⾊，歡迎具有強烈助⼈志向與服務熱忱者共同參與社會⼯作的⾏列。
1.教師專⻑兼顧臨床實務與社會福利政策發展，且教學⽅式與研究議題重視結合理論與實務，具多元化之特性。
2.開課多元，涵蓋各種社會⼯作服務領域，學⽣可結合個⼈未來發展，選擇興趣領域，修讀相關課程。
3.提供完整的實習訓練以及各種服務⾏動管道，可藉此深⼊實務操作，並培養紮實之專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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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 東吳⼤學 英⽂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重視培養學⽣英語⽂能⼒，以英美⽂學與基礎語⾔學的知識及多元化的課程，提升學⽣獨⽴思考及研究素養。
2.課程涵蓋基礎英語⽂訓練、英美⽂學、語⾔學、語⾔教學、口筆翻譯與實務等，聽、說、讀、寫、譯，與專業並重，採小班教
學。教師學有專精、外籍教師⽐例⾼。有專業的口譯、劇場教室。3.本系訂定英⽂檢定畢業標準：全⺠英檢-中⾼級複試、雅思
IELTS-6.0級分、多益TOEIC-聽讀800（聽⼒400以上，閱讀385以上）、托福TOEFL iBT-90（聽⼒21以上，閱讀22，口說23以
上，寫作21以上）。
4.學⽣多元跨域學習制度（雙主修、輔系、第⼆外語、第⼆專⻑等）。
5.三、四年級學⽣依照興趣提供實習機會。
1741 東吳⼤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1.紮實的語⾔訓練：⼀、⼆年級培養學⽣的基礎⽇語能⼒；三、四年級除了培養學⽣中、⾼階⽇語能⼒之外，並搭配⽇本語學教
育學、⽇本⽂學、⽇本⽂化、⾼階英⽇語等課群，培育相關⽇語專業能⼒；結合學校教學資源中⼼各項學習輔導計畫、教學卓
越、⾼教深耕等計畫，開設檢定加強班、期中預警等課業輔導制度。
2.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語⽂競賽、各類成果展、⽇本⽂化推廣活動、企業參訪、就業講座及赴⽇研習等課外學習機會。
1742 東吳⼤學 德國⽂化學系 Dep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1.完整的語⾔訓練：⼤⼀、⼤⼆課程著重基礎語⾔教學，培養學⽣德語聽、說、讀、寫、譯能⼒；三、四年級則安排進階德語課
程。學⽣畢業時，須通過德語B1檢定考試。
2.興趣、就業取向的專業學習：⾃第三學年起，可依據個⼈興趣與專⻑選修「⽂學暨語⾔課群」、「⼈⽂社會課群」、「商業德
⽂課群」等課程。
3.每年選送20名學⽣赴德國明斯特⼤學進修⼀年。
4915 東吳⼤學 資料科學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1.學系特⾊：本系採院系合⼀制，而本院為國內「Big Data」設⽴學院之先例，院務發展以「整合」與「創新」為核⼼，以「實
務運⽤」為導向，創設結合校內五院軟硬體資源，並積極引進產官學界最新能量與知識，以先⾏者的姿態，打造掌握未來趨勢之
「資料科學家」孕育平台。
2.課程設計：為符合時代之趨勢，參考國內外知名⼤學作法，研訂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課程內容。重點如下：A.⼤⼀、⼤⼆修讀學
院共通課程，強化基礎實⼒；B.⼤⼆選讀學群選修課程，發展專業⽅向；C.⼤三、⼤四實務應⽤課程，引進企業實務教師; D.⼤
四進⾏整合性專題研究，落實產業實習與實務應⽤。
3.未來發展：本系落實學⽤合⼀的教學理念，透過積極開發的學習資源和相關應⽤，學⽣在學習過程裡，可以有機會幫助企業解
決⽬前所⾯臨⼤數據收集分析的難題，也可從產學合作內，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讓學⽣畢業即具備職場即戰⼒。
1743 東吳⼤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1.修業年限五年。
2.課程設計⼤陸法與英美法並重。
3.課程豐富多元，理論與實務並重。
4.專兼任教師陣容堅強且多元，專業領域包含各種法律專業⾯向。
5.開設第⼆外語課程、外語法學名著選讀課程。
6.⾸創兩岸法學學術交流之先鋒，持續推動兩岸法學學術交流已逾廿餘年。
7.每班設有輔導助教、班級導師，輔導⽇常⽣活以及課業之學習，輔導機制健全。
1744 東吳⼤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為了培育具有獨⽴思考與分析能⼒之經濟專業⼈才，本學系課程設計主要以經濟理論與數量⽅法之知識為經，並以應⽤課程與實
務課程為緯。本系⾮常注重學⽣學習，是全臺灣唯⼀聘有全職專任助教的經濟系，輔導學⽣課業與⽣活上問題。
1745 東吳⼤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1.以『培養敬業樂群的會計專業⼈才』為教育宗旨。會計核⼼課程採小班制教學，並強化實習課程，增進教學成效，為全國⾸推
小班教學之會計學系。
2.實施統⼀教材、統⼀進度及統⼀考試之教學制度，以紮實學識基礎。
3.落實導師功能，⿎勵學⽣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俾使學⽣均為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之優秀青年。
4.全國各⼤學會計師證照錄取⼈數評⽐，本校名列前茅。畢業⽣平均皆可獲得四⼤國際型會計師事務所的就業機會。
1746 東吳⼤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以「培養兼具廣度與專業知識的管理⼈才」、「推動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與活動」、「養成正向態度與學習能⼒」、「拓展
國際視野與多元發展」為⽬標，因應產業變化，規劃多元豐富的商管課程，以最強的師資提供最佳的管理菁英教育。
2.學系特⾊：100多位專兼任師資；聘請多位政商領袖擔任講座，包括前⾏政院⻑、海基會副董事⻑、多位⾏政院部會⾸⻑、上
市櫃公司董事⻑、台灣前五百⼤⾼階經理等；多項產學合作課程與論壇；超過11,000位優秀畢業系友；超過87所國外⼤學交換；
豐富國際化學術交流活動。
1747 東吳⼤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教育⽬標：
1. 提升國際經營與貿易專業能⼒。
2. 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
3. 重視⼈⽂素養與社會服務意識。
4. 培養國際觀與強化職場競爭⼒。
⼆、課程架構：以核⼼課程為主軸，規劃四⼤領域課程—
1. 國際企業經營領域、2. 國際⾏銷領域、3. 國際貿易領域、4. 國際⾦融領域。
4916 東吳⼤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發展⽅向結合科技與管理，以達到提升企業競爭⼒及創新所需之決策管理能⼒，發展重點包括企業電⼦化、網路與資料庫應
⽤、多媒體與⾏動應⽤，以及軟體開發與管理等四個學群。
2.課程特⾊除課堂學習外，亦規劃有產業實習（實習時間⼆下暑期2個⽉）、業界實習（實習時間達⼀年）。實習為課堂學習之延
伸，讓學⽣得以結合理論與實務，達到「學以致⽤」的⽬的；進而提升學習效果，培育學⽣成為契合業界需求的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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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2
聯絡電話 886-4-26328001
傳真 886-4-26526602
地址 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網址 http://www.p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sa.pu.edu.tw/osa/files/scholarship/S04F1_557.pdf
新⽣保障住宿
⼀、本校正式成⽴於1956年，現有6個學院、24個學系(含學位學程)、23個碩⼠班及3個博⼠班。 ⼆、⼤學部教學以中⽂
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講能⼒。 三、為⿎勵僑⽣就讀本校，僑⽣新⽣(不含境外學分班學⽣)第⼀學年可獲
雜費同額獎學⾦；僑⽣來⾃聯盟學校者可獲學費同額獎學⾦。⾃第⼆學年起，若無懲處紀錄，依前⼀學期班排名成績核發
助學⾦，⾄多三年：(⼀)前1-10名者：獲學、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前11-20名者：獲學
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三)前21-30名者：獲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四、校址：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 五、本校
備有男⼥⽣宿舍，僑⽣第⼀年保障住校。
系所分則

4806 靜宜⼤學 寰宇管理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寰宇管理學⼠學位學程專業科⽬以全英語授課，並提供跨領域學分學程，致⼒於培養具備國際視野全⽅位管理⼈才。規劃學⽣在
畢業前需出國研修⾄少⼀年。靜宜⼤學為全台⾸位的ISEP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會員學校、並與姐妹學
校建⽴雙聯學制合作，提供給學⽣更多元且經濟的出國研修管道。透過課程安排，學⽣不僅學習商管專業知識，且可提昇外語的
能⼒。
1408 靜宜⼤學 寰宇外語教育學⼠學位學程 Global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寰宇外語教育學⼠學位學程招收各地優秀學⽣來校就讀，以培養具備國際視野暨優異外語能⼒之中等或國小外語師資及外語經貿
⼈才。本學程為小班制之菁英專班，特別重視培養學⽣英、西、⽇等專業外語應⽤能⼒。除了外語能⼒的養成、紮根與深化，學
⽣還須完成⾄少⼀種專業學程的訓練：中等或國小教育學程或外語經貿⼈才學程。此外，畢業前必須在國內外相關專業單位研習/
實習⼀學期，或攻讀國際雙學位，實現畢業⽴即就業的⽬標。
1509 靜宜⼤學 英國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訓練學⽣優良之英⽂聽說讀寫技巧及應⽤能⼒，並提供英美⽂學、語⾔學、英語教學、電影、戲劇等專業課程，培養學術及實務
⼈才。
1510 靜宜⼤學 西班⽛語⽂學系 Dep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主要⽬標在於訓練學⽣流暢之西班⽛語聽、說、讀、寫能⼒。培養西⽂專⻑的⼈才。除西語國家⽂學、語⾔學、西語教學、⽂化
等課程外，並設計各種實務如貿易、政治、觀光、新聞、時事、藝術等課程。
1511 靜宜⼤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課程除訓練⽇本語⽂能⼒外，以培養⽇本語⽂教學師資、⽇⽂口譯、筆譯、⽇語觀光導覽及⽇本商務的⼈才為⽬標。
1512 靜宜⼤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以古典與現代中⽂之訓練為基礎，另強調⽂化創意及⽂學傳播兩特⾊，各開授相關課程，且與各⽂學團體及媒體機構合作，⼒求
以典雅中⽂為本位，而積極與現代就業趨勢相結合。
1513 靜宜⼤學 社會⼯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and Child Welfare
依社會⼯作與兒童少年福利之雙主軸課程發展⽅向，規劃與開設能系統性拓展符合學⽣性向之專業課程。
1514 靜宜⼤學 台灣⽂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本系招收對台灣⽂學的研究及創作具熱情理想的學⽣。本系學⽣具有「台⽂、⼤傳雙主修」資格，同學⽣可於「四年」內循序修
畢相關課程，並取得「台灣⽂學系」與「⼤眾傳播學系」雙學位，畢業後以深厚的⽂學、⽂化素養跨⾜⼤眾傳播領域，成為⽂化
產業機構及⼤眾傳播領域頂尖的⼈才。
1515 靜宜⼤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本系秉持本校利他與關懷弱勢之精神，藉由法律服務學習實習課程，以法律服務為學習宗旨，與法律相關機構合作，透過實地參
與，將所學結合實務⼯作，提升學⽣相關經驗、就業技巧實⼒以及職場倫理，實踐畢業即就業之⽬標，亦積極促成國內外學術交
流與合作，提升學⽣國際觀。另設有實習法庭、法律研討室、研究⽣專業教室及法律服務諮詢與申訴中⼼，配合多媒體教學⽬
標，提供教師教學研究及學術活動使⽤。
1996 靜宜⼤學 ⽣態⼈⽂學系 Dept. of Ecological Humanities
⼀、 本系課程涵蓋⽣態科學、⽣態思想，與⽣態實踐三⼤領域，期望在⽣態科學之知識基礎上，培養有⼈⽂科學訓練及涵養的學
⽣。學⽣不但能具備⽣態科學技術、環境倫理判斷能⼒、社會⽂化分析能⼒、環境教育能⼒，並可從事⽣態社群發展。 ⼆、 畢
業出路: 1. 學術研究 (國內外研究所) 2. ⽣態旅遊 (⽣態農場/⽣態導遊/旅⾏社) 3. 環境教育 (⾃然教育中⼼/⽣態農場/展館/ NGO
團體/個⼈⼯作室) 4. ⽣態⽂創 (⽣態⽂創) 5. ⽣態傳播 (電視台/視聽媒體公司/⽣態記者/寫作) 6. ⽣態顧問/⽣態調查 (⽣態調查公
司/ NGO團體/棲地營造) 7. ⽣態政策 (國會助理NGO團體)。
1516 靜宜⼤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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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為中台灣綜合⼤學唯⼀設⽴之⼤眾傳播專業系所，以培養具宏觀社會⽂化視野之影視內容創製與新聞傳播⼈才為宗旨。課程
以「媒體⽂化」為基礎，延伸出「影像藝術」與「影視傳播」兩⼤主軸，強調透過影視藝術創作與新聞傳播專業關注⼈⽂社會議
題，訓練學⽣創意表達與獨⽴思考能⼒，以育成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眾傳播⼈ ⼒。
1517 靜宜⼤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主要培育管理菁英⼈才，讓學⽣具備獨⽴思考能⼒、良好品格⼒與專業的問題解決能⼒。
結合⾏銷、組織與⼈⼒資源、營運與決策、財務與⾦融等專業領域管理課程，輔以辦理「上市企業董事⻑講座」、
「國際知名學府交換⽣學習」、「管理個案競賽」、「創意競賽」、「海內外企業實習」、「企業參訪」…等活動，
以多元教學⽅式，提升學⽣學習興趣，學⽤並進。多位應屆畢業⽣企業實習後即就業，錄取英、澳全球百⼤、五⼗⼤世界知名學
府碩⼠班，
2016北區⼤專院校個案競賽、2017 & 2018 中區⼤專院校個案競賽，本系打敗多所國⽴⼤學系所，皆榮獲冠軍。
1518 靜宜⼤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教育⽬標以培養「國際商貿」、「國際⾏銷」、「國際財務」及「國際⼈⼒資源發展」等國際企業專業⼈才，課程多樣性使學⽣
置身於更豐富且多元的專業教育。同時在學期間，可申請參加國內外企業實習或交換學⽣⾄國外⼤學研修。注重外語的學習和應
⽤，並輔導考取英⽂能⼒認證;另外「全球商貿運籌培訓中⼼」更輔導學⽣考取專業證照。
1519 靜宜⼤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本系以「會計為本」之全⽅位專業⼈才為主要教學⽬標，課程規劃以會計專業為主軸，且注重會計與資訊結合、會計與法律整
合、會計與⾦融配合、會計與管理融合，故為培育現代⾼等會計⼈才，課程設計除系訂必修、必選之會計專業課程外，學⽣可選
擇「稅法」、「會計資訊系統」、「國際會計」、「會計師實務」等之專業就業學程繼續修習。此外，同學亦可參與國內中⼤型
事務所、國稅局或產業界校外實習，亦能依據專業知識及語⾔能⼒，⾄跨國企業海外參訪及職場實習，藉由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訓
練，以提升學⽣之專業能⼒。
1520 靜宜⼤學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本系以培育具備專業倫理觀光產業管理及服務之專業⼈才為⽬標。課程規劃依發展⽅向分為「餐旅館管理」、「旅遊產業管理」
及「休閒遊憩規劃管理」三⼤領域，理論與實務兼備。並重視外語、資訊與管理能⼒的訓練。 惟辨⾊⼒異常或視聽重度障礙者，
可能造成部份課程之學習困難並有安全之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521 靜宜⼤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課程主要分為「⾦融機構管理學程」、「公司財務決策學程」及「投資理財管理學程」等三⼤學程,另增開「⾦融程式APP應⽤」
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近年來,本系積極與國內⼤型⾦控合作,推動企業⻑實習及證照輔導,提⾼同學就業競爭⼒；另外,對有意要
繼續升學的同學,亦積極輔導利⽤學校學碩⼠⼀貫,5年時間同時獲取學⼠及碩⼠學位。
再者，有意跨國進修的同學,有機會同時取得本系研究所與美國紐約Fordham University雙財⾦碩⼠學位；或可利⽤本校三聯學
制(碩⼠)，採隨班附讀或轉所修習，兩年取得靜宜寰宇管理碩⼠學程、墨西哥CETYS及奧地利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pper Austria 三校MBA碩⼠學位。
1522 靜宜⼤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以具有健全品格、專業學養為⽅向，培育具有研發、管理及整合資訊系統能⼒之專業⼈才 。課程規劃資訊與管理兼備，理論
與實務並重；除了基礎必修課程外，另提供資訊軟體、與企業資源規劃容等⼆⼤專業學程及⼀系列實務課群。
1523 靜宜⼤學 資訊傳播⼯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發展重點為遊戲設計，數位內容與創意，資訊與藝術之結合及網路與多媒體技術研究。課程規劃以實務與理論並重，培育具
競爭⼒的遊戲產業⼯程師為主軸。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8A
聯絡電話 886-2-28824564#2247
傳真 886-2-28809774
地址 11103台北市⼠林區中⼭北路五段250號
網址 http://web.m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桃園⾏政處學務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mcu.edu.tw/zh-hant/content/scholarship#僑⽣清寒獎學⾦
新⽣保障前兩年住宿
宿舍
學校基
本資料

1.本校於2010年11⽉18⽇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2016年6⽉24⽇通過MSCHE
再認證審核，取得該認證最⻑的⼗年期認證，再度蟬連全台灣唯⼀擁有美國認證⼤學，同時是亞洲第⼀所美國認證⼤學地
位。 2.設有「僑⽣暨陸⽣輔導組」，作為僑⽣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兼收並備有男、⼥學⽣宿舍，供學⽣申請住
宿。 4.有關獎學⾦之詳細類別，請⾃⾏參考本校網站進⼊學務處網⾴查詢。 5.各招⽣學系課程、教學特⾊、教學資源概
備註
況等，請上各系網⾴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
台北市⼠林區中⼭北路5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9 傳真號碼：(02)28809774 桃園校區：桃園市⿔⼭區⼤同⾥德明
路5號 電話：(03)3507001‒2 傳真號碼：(03)3593852 ⾦⾨校區：⾦⾨縣⾦沙鎮德明路105 號 電話：(082)355233 傳真號
碼：(082)355663 8.網址：http://web.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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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410 銘傳⼤學(桃園) 應⽤中國⽂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在桃園校區上課。⼆、教育⽬標：1.培養中國⽂學專業知識與學術研究的⼈才2.培養中國⽂學或華語⽂教學的⼈才3.培養⽂
書⾏政與⽂化事業的⼈才4.培養宏觀視野與服務社會的⼈才。三、宗旨：培育能「學以致⽤」的中國⽂學研究與應⽤的語⽂⼈
才。四、核⼼能⼒：1.具備良好口語表達的能⼒2.具備語⽂寫作的能⼒3.具備⽂學鑑賞的能⼒4.具備⽂書處理的能⼒。
1411 銘傳⼤學(桃園) 應⽤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應⽤英語學系，⽬標培育精通英語能⼒之⼈才，並應⽤於專業領域。專業選修分<1>英語教學與⽂化溝通組<2>英語商務與觀
光組。學⽣⼊學後申請選修⼀組專業課程就讀。 ⼆、本系在本校桃園校區上課。
1412 銘傳⼤學(桃園)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招⽣⽬標：本系的宗旨在培養通曉⽇語並具有誠實的品德、國際觀、了解異⽂化之⼈材。未來能成為台⽇兩國間⽂化交流的重要
橋梁。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設有碩⼠班，可修習碩⼠課程，畢業⽣就職情況良好，科技、商務、觀光、教學是四⼤主流。
1427 銘傳⼤學(桃園) 華語⽂教學學系 Dep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本系培養華語師資⼈才，提供語⾔、教學、⽂化、媒體等相關課程，著重師資培育、企劃、實務製作、跨⽂化溝通及多元整合應
⽤等能⼒的養成。每學年有60餘位學⽣到美、⽇、韓、泰及其他國家交流實習。本校在美國設有相關碩⼠學位學程。本系在桃園
校區上課，網址為：http://web.tcsl.mcu.edu.tw/
1422 銘傳⼤學(桃園) 商品設計學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1. 本系無異於⼀般「⼯業設計」或「產品設計」科系，教學理念秉持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之專業⼈才。學⽣在校期間除
可修習、鑽研設計理論，更可學習、歷練設計實務經驗；畢業出路既廣且佳，不僅可擔任產品設計師外，亦能從事與設計領域相
關之⼯作，抑或繼續求學深造.
2. 本系課程須具備視覺感知與⾊彩辨識等能⼒；另考量⼯廠實作課程，學⽣須具獨⽴操作機械及維護個⼈安全能⼒。
3.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1429 銘傳⼤學(桃園) 商業設計學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1.本系強調「⼈⽂藝術」與「科技」之結合，致⼒培育具有⼯作倫理、創造⼒、國際觀、與專業知能的優秀商業設計⼈才。2.多
元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著重創新設計與⼈⽂藝術、數位科技的整合教學，符合未來多⾓化就業市場的需求。3.致⼒於⽇本⼤學、
瑞⼠洛桑設計學院(EPAC)等國際⼤學之⼤師講座與學⽣交流計畫，培育具宏觀視野之設計⼈才。4.注重與產業界接軌的重要性，
致⼒於培育具⼯作責任感、團隊合作能⼒之設計專業⼈才。5.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1430 銘傳⼤學(桃園)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本系為因應數位設計產業之發展，積極培育創意及美術⼈才，對動畫、遊戲、微電影與影視後製作開設相關課程；課程以⼈⽂藝
術設計涵養為基礎，結合電腦數位科技之應⽤，含括電腦繪圖、3D動畫、特效後製作及數位⾳樂等，採漸進式教學，⼤⼀設計基
礎教育為主，著重設計基本、數位美學及數位⾳樂之基礎培養，⼤⼆、⼤三為專業課程訓練，⼤四為實務設計製作為主的畢業製
作課程。專業課程分為「多媒體遊戲」、「動畫影視」⼆個專業學組，學⽣可跨組選讀；為使同學具有多元及跨⽂化的設計視
野，招收有國際⽣，不定期舉辦國際交流參訪及展覽活動；本系於桃園校區上課。
1423 銘傳⼤學(桃園)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透過以教學為導向之市場實務和專業研究的實⽤性論述為基礎，表現在：運⽤基礎地理資訊系統及數位化相關都市基本資料，⽤
以結合核⼼課程的創意教學及⽥野體驗作實務演練。通過規劃和災害管理核⼼課程，現場實地考察，培養都市規劃與災害管理⼈
才。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1431 銘傳⼤學(桃園)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1.以創造性為主要特⾊，追求原創性之⽣活空間設計為主，以技術、理論、⼿藝、表現法、電腦等為基礎，著重創新與時代性，
訓練學⽣具有就業與深造的基礎。發展⽬標在於培養全⽅位的傑出設計⼈才，也就是在設計師的養成教育之中訓練設計師應有的
專業認知與態度，並建⽴設計師的專業精神與涵養。2.本系修業年限為五年，在桃園區上課。
4415 銘傳⼤學(桃園)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擁有堅強師資及完善教學資源設備，提供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學習環境，培育具敬業態度、服務熱忱與
國際視野之觀光旅遊專業⼈才為宗旨。
4416 銘傳⼤學(桃園)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擁有堅強師資及完善教學資源設備，培養專業、卓越國際化優質休憩管理⼈才服務國家、社會與⼈⺠為宗
旨。
4417 銘傳⼤學(桃園)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擁有堅強師資及完善教學資源設備，提供餐旅實務訓練、專業技能與管理、教育與研究，以培育餐旅業未
來優秀領導⼈才為宗旨。
1424 銘傳⼤學(桃園) 公共事務學系 Dept. of Public Affairs
本系教育宗旨在培養公共事務管理⼈才，兼顧本⼟關懷及全球視野，理論與實務並重，期透過科際整合之訓練，使學⽣具備處理
公共議題之能⼒，在桃園校區上課。
1426 銘傳⼤學(桃園) 犯罪防治學系 Dept. of Criminal Justice
1.本系係以理論與實務並重，培育學⽣進⼊刑事司法、社⼯及私部⾨安全體系，其課程內容整合「犯罪防治、司法社⼯與公共安
全管理」三個模組之專業知識，使符合未來從事犯罪防治相關領域所需職能。學⽣未來可從事刑事司法等領域⼈員；或從事社會
⼯作者；亦可任職於私領域安全產業，出路多元。2.本系上課地點為桃園校區。
1425 銘傳⼤學(桃園) 諮商與⼯商⼼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提供「諮商⼼理學」、「⼯商⼼理學」與「臨床⼼理學」之跨領域課程，藉由理論反思及實務應⽤訓練，培養具⼈⽂涵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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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及國際視野之專業⼈才。歡迎對⼼理專業有興趣且對⼈群社會具有關懷熱忱者加⼊，在桃園校區上課。
4556 銘傳⼤學(桃園)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分部)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本系⼤⼀、⼤⼆在⾦⾨分部上課，⼤三、⼤四在桃園校區上課。本系擁有堅強師資及完善教學資源設備，培養專業、卓越國際化
優質休憩管理⼈才服務國家、社會與⼈⺠為宗旨。
1674 銘傳⼤學(桃園) 應⽤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應⽤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簡稱，統資系)，於銘傳專科改制學院的第⼀屆 1990 年創⽴於台北校區 ( 原系名， 統計系 )。為順應
⼤數據時代洪流，因應⾦融科技時代的⼈才需求，本系以⼤數據資訊為主軸，培育⾦融統計⼈才，著重於⾦融科技市集應⽤⾯作
為本系的發展特⾊，本系於107學年度⼤學部分為2組招⽣:應⽤統計組，⼤數據管理組。
2.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1419 銘傳⼤學(桃園) 經濟與⾦融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本系藉由經濟分析與⾦融專業訓練，培養了解經濟脈動之⾦融專業⼈才為宗旨。 2.課程設計著重產業分析與投資組合的連結，
亦加⼊⾦融科技的元素，專業選修劃分「產業經濟」與「財務⾦融」兩⼤領域。 3.秉持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原則，除基礎經濟理論
與⾦融專業訓練外，亦開設產業實習課程，重視學⽤合⼀。 4.開設「財務經濟」、「⾦融科技」等兩個學分學程，提供同學更專
精的訓練。5.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1428 銘傳⼤學(桃園)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1.本系的宗旨為培育具有資訊能⼒與醫務管理專⻑的優秀⼈才，使其具備醫療健康產業所需求之資訊或管理之能⼒。課程內容涵
蓋醫療相關課程、專業資訊課程、專業管理課程。2.在桃園校區上課。
1420 銘傳⼤學(桃園)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在桃園校區上課。 以培育能運⽤資訊科技、思考及解決管理問題之整合性專業⼈才為宗旨，強調理論教育與實務訓練並重，並培
養學⽣具備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具團隊合作與多元化及國際性視野的精神。
1421 銘傳⼤學(桃園) 資訊傳播⼯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智慧網路傳播與互動媒體科技 之整合專業⼈才為宗旨，重視理論教育與實務訓練， 並培養學⽣具備創作及問題解決
能⼒與團隊合作精神。本系⿎勵並輔導學⽣考取國際專業證照，以提升就業競爭⼒。。在桃園校區上課。
1681 銘傳⼤學(桃園)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iplomacy Program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學位學程於101學年度開始招⽣，在課程設計上以全英語教學為主，學⽣主要分為本地⽣與外籍⽣兩⼤主要
來源。本地⽣原以已⼊學銘傳學⽣為主要招收對象，在通過英語能⼒測驗後即內轉⾄本學程；外籍⽣則以外部招⽣為主。⼤學部
於107學年度開始對外招⽣(桃園校區授課)。
為順應國內不斷追求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時代趨勢，並⾃我期許率先邁向「校園國際化」之願景，秉承創校「理論與實務並重」理
念，希望能在諸多國內⼤學院校，政治與國際事務相關系所之雷同的課程之間開創新的道路，並成為國內第⼀所以全英語授課的
國際事務與外交⼤學部課程。因此，為能彰顯本學程成⽴特⾊與存在價值，於創⽴伊始即明訂以「國際/全球治理」與「外交」為
兩條主要教學與研究軸線，期能區隔並建⽴本學程特⾊與專業形象，以符合未來國內及全球市場趨勢與需求。
為達成教學與研究國際化與全球化之要求，本學程課程規劃於教授學⽣專業領域理論知識同時，兼顧市場需求與趨勢。師資延聘
係考量兼具豐富專業經驗與紮實的學術研究能⼒，期能理論與實務並重。要⾔之，本學程成⽴迄今時程雖短，然設⽴宗旨與發展
⽬標，係以培育俱備國際/外交，全球治理與全球化之國際級專業⼈才為導向。因此，本學程不僅著眼於培養⼈才蔚為國⽤，更以
國際佈局為⾃我期許⽬標。
1697 銘傳⼤學(桃園) ⾦融科技應⽤學⼠學位學程 Financi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Program
⼀、學程宗旨：
（⼀）教育學⽣具備核⼼能⼒。
（⼆）訓練學⽣創新⾦融商品與服務。
（三）培養⾦融與科技融合運⽤之技能。
⼆、核⼼能⼒：四⼤核⼼+五⼤主軸
（⼀）FinTech的學習之四⼤核⼼：理論、基礎、訓練、Practice。
（⼆）FinTech學程之五⼤主軸：
1.資訊與基礎能⼒。
2.經濟⾦融與分析。
3.資訊科技與數據。
4.媒體與市場。
5.法律與監理。

銘傳⼤學(臺北) Ming Chu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38
聯絡電話 886-2-28824564#2247
傳真 886-2-28809774
地址 11103台北市⼠林區中⼭北路五段250號
網址 http://web.m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mcu.edu.tw/zh-hant/content/scholarship#僑⽣清寒獎學⾦
新⽣前兩年保障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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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於2010年11⽉18⽇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2016年6⽉24⽇通過MSCHE
再認證審核，取得該認證最⻑的⼗年期認證，再度蟬連全台灣唯⼀擁有美國認證⼤學，同時是亞洲第⼀所美國認證⼤學地
位。 2.設有「僑⽣暨陸⽣輔導組」，作為僑⽣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兼收並備有男、⼥學⽣宿舍，供學⽣申請住
宿。 4.有關獎學⾦之詳細類別，請⾃⾏參考本校網站進⼊學務處網⾴查詢。 5.各招⽣學系課程、教學特⾊、教學資源概
備註
況等，請上各系網⾴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
台北市⼠林區中⼭北路5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9 傳真號碼：(02)28809774 桃園校區：桃園市⿔⼭區⼤同⾥德明
路5號 電話：(03)3507001‒2 傳真號碼：(03)3593852 ⾦⾨校區：⾦⾨縣⾦沙鎮德明路105 號 電話：(082)355233 傳真號
碼：(082)355663 8.網址：http://web.mcu.edu.tw
系所分則
4801 銘傳⼤學(臺北)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Dept. of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新媒體不是未來趨勢，而是現在進⾏式，新媒體已經改寫了媒體產業，也正在驅動社會改變。本系因應科技匯流多螢多⽤的新媒
體傳播時代，積極設計完備之數位多媒體影⾳傳播教育，以培養傳播媒體事業全⽅位之多元管理⼈才。本系設有數位媒體傳播中
⼼，讓學⽣能在校期間就與業界結合，學⽤合⼀；更設有碩⼠班讓學⽣持續延伸學習不中斷，並與本院其他學系資源共享，進⾏
跨領域之整合與相互⽀援，提供學⽣優良教學品質。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4802 銘傳⼤學(臺北) 廣播電視學系 Dept. of Radio and TV
因應科技匯流多螢多⽤的新媒體傳播時代，及媒體環境變化和社會多元化，積極設計完備之影⾳傳播教育，以培養傳播媒體事業
廣播、電視、電影⼈才。本系設有電視台、無線廣播電台、網路電視台、網路廣播電台、虛擬影棚。並與本院其他學系、所資源
共享，進⾏跨領域之整合與相互⽀援，提供學⽣優良教學品質。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4803 銘傳⼤學(臺北) 廣告暨策略⾏銷學系 Dept. of Advertising and Strategic Marketing
1.本系為培育未來優秀的廣告⾏銷傳播⼈才，課程架構以廣告為核⼼，向外延伸五⼤領域，分別是由⾏銷、公關、品牌、創意及
消費者洞悉的⾓度來設計相關課程。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學模式，並透過「做中學」的概念，將理論落實於實務操
作。此外，本系定期舉辦專題講座、雙師教學、研討會及積極帶領學⽣參與校內外及國際性競賽等活動，提供學⽣多元學習的環
境與機會。
2.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4804 銘傳⼤學(臺北) 新聞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結合最新理論與實務課程，培養具有責任感、新聞編採能⼒、數位匯流及國際視野的整合傳播、專業新聞
⼈才。
課程以數位匯流、媒體整合為發展重點，結合VR360環視與網路新媒體的訓練與操作，融合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實務課程同時從
紙本銘報轉型在網路辦報，讓銘報MOL即時新聞成為學⽣發表的重要平台，訓練學⽣多媒體與跨媒體寫作創作能⼒，強化從紙
媒、影⾳編採到電⼦報、電⼦書、電⼦雜誌、App等內容產製進而結合⼤數據分析、IG流量分析與圖表新聞學製作，學習業界小
編、粉絲團經營等新媒體企劃與內容⾏銷，也⿎勵⾼年級學⽣進⼊媒體實習⼯讀，提前現場體驗，盡早適應業界競爭環境、爭取
「畢業即就業」之機會。
1413 銘傳⼤學(臺北)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招⽣⽬標：培育有志趣於國際貿易、國際企業經營、國際⾏銷與國際投資等領域之跨國企業經營⼈才。本系設有碩⼠班，成績優
秀者可修習碩⼠班課程，協助學⽣提前規劃專業與學術研究⽅向。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1415 銘傳⼤學(臺北)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招⽣⽬標：本系擬招收具有細⼼、耐⼼、毅⼒、思路敏捷、判斷果敢之青年，並培養下列六⼤構⾯之專業知識與能⼒：1.財務會
計2.成本與管理決策3.租稅申報與規劃4.會計資訊應⽤5.財務管理與分析6.審計與內稽內控。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碩⼠
班。
1417 銘傳⼤學(臺北)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本系為因應國家知識經濟的發展與企業全球化的衝擊，全⼒培養俱備創新、整合與國際觀的管理專業⼈才，以充分配合產業與
企業的轉型需求，造就全⽅位的管理幹部。2.本系專業領域分組設四學程：數位營銷學程、整合⾏銷學程、組織與⼈⼒資源管理
學程、投資與理財規劃學程等四個學程。本系⼤⼀為基礎課程，⼤⼆後依學⽣興趣與專⻑需求⾄少選讀⼆個學分學程。3.本系上
課地點在台北校區。
1786 銘傳⼤學(臺北) 財務⾦融學系財務⾦融組 Dept. of Finance (Finance Cohort)
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103學年度起，本校財務⾦融學系招⽣分為2組，分別是「財務⾦融組」以及「國際⾦融
管理組」。「財務⾦融組」以培養企業⾦融評價與分析、⾏為財務與投資、財富管理、⾦融創新與衍⽣性商品交易及⾦融科技創
新管理等五⼤構⾯之專業知識與能⼒為導向，培育數位⾦融創新模式管理領域的專業⼈才。
1787 銘傳⼤學(臺北) 財務⾦融學系國際⾦融管理組 Dept. of Fin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Cohort)
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103學年度起，本校財務⾦融學系招⽣分為2組，分別是「財務⾦融組」以及「國際⾦融
管理組」。「國際⾦融管理組」則著重在國際⾦融機構經營與⾵險管理、利率與匯率管理、企業跨國投資與融資政策、全球產業
趨勢分析及財⾦雲端數據分析等五⼤⽅向的全⽅位訓練，並和國際⽣交流學習與輔導參與國際⾦融證照考試，培育國際⾦融機構
管理⼈才。
1676 銘傳⼤學(臺北)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Program
本學位學程之教育⽬標乃致⼒於培養學⽣成為具有國際移動⼒之國際企業菁英。國際移動⼒之培養則需由三⽅⾯著⼿：語⽂能
⼒、專業能⼒、適應能⼒。在語⽂能⼒的培養上本學程透過全英語授課、英⽂能⼒加強課程、跨⽂化溝通以全⾯提升學⽣的語⾔
溝通能⼒。在專業能⼒的培養上則透過三項⼦領域專業課程的設計、理論與實務的配合以深耕學⽣的專業素養。在適應能⼒的培
養上則透過多國籍的學⽣組合、國際化的師資與教學環境、交換⽣與雙學位計畫讓學⽣浸潤在國際化的環境中以磨練環境適應能
⼒。在台北校區上課。
1848 銘傳⼤學(臺北) 廣播電視學系（⾦⾨分部） Dept. of Radio an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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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科技匯流多螢多⽤的新媒體傳播時代，及媒體環境變化和社會多元化，積極設計完備之影⾳傳播教育，以培養傳播媒體事業
廣播、電視、電影⼈才。本系設有電視台、無線廣播電台、網路電視台、網路廣播電台、虛擬影棚，並與本院其他學系、所資源
共享，進⾏跨領域之整合與相互⽀援，提供學⽣優良教學品質。本系⼤⼀、⼤⼆在⾦⾨分部上課，⼤三、⼤四在台北校區上課。
1953 銘傳⼤學(臺北) 時尚與創新管理學⼠學位學程 Fashion & Innov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本學程發展重點為學⽣國際化、實習全球化、多語⾔之教學環境。⽬標以專業務實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提供世界各地學⽣拓展全
球化的就業學習平台並培育創新管理⾼等⼈⼒資源，以滿⾜國際時尚市場⼈才需求。為因應全球市場潮流培育時尚管理⼈才，推
動3+1課程規劃。學⽣預計於⼀到三年級完成九成畢業學分；四年級時能有更彈性的時間規劃⾄姊妹校研習並⾄時尚相關產業實
習。
1983 銘傳⼤學(臺北) 新聞與⼤眾傳播學⼠學位學程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
新聞與⼤眾傳播學位學程除了以全英語授課，以及提供全英語學習環境外，在課程內容設計、師資來源、實習機構、未來就業等
⾯向去實踐傳播全球化的理念。在課程規劃⽅⾯，本學程畢業學分需求為128個學分，聚焦在新聞、影⾳媒體、廣告公關、傳播
社會等專業。除理論講授外，並輔以實務實作，配合校外實習及畢業專題製作，培養學⽣紥實及專精的核⼼能⼒。
在師資安排上，本學程聘請國內外具有教學與實務經驗的⼈才，結合理論與實務，增強學⽣的組織⼒、表達⼒及溝通技巧，融⼊
國際事務、跨國⽂化交流及互動，培訓出具有全球視野的國際傳播⼈才。在實務操作部分，配合課程，安排學⽣使⽤媒體設備，
並與國內外媒體單位合作，完成⾄少288小時之實習時數，讓畢業能⾺上與國內外產業接軌。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7
聯絡電話 886-4-23323456 轉 6298
傳真 886-4-23394140
地址 41354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網址 http://www.asia.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學院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
1.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THE)公布世界⼤學評⽐，本校榮獲2020年「 THE 世界⼤學」排⾏全台⾮醫⼤第1名，全
台第11名，私校排名第4名。「2020 THE千禧年成⽴全球最佳年輕⼤學」評⽐本校排名坐落於151-200名，全台排名第3
名，私校排名第1名。本校辦學績優，未來將朝全球最佳500⼤⽬標邁進。 2.亞洲⼤學⽬前設有7個學院、29個⼤學部學
系、4個博⼠班、19個碩⼠班；成⽴國際學院，開辦全英語授課學程，積極落實「亞⼤318國際化⽬標」：培育學⽣『具
備3種語⾔能⼒』、『⼤學期間⾄少出國1次』及『8種出國途徑』。 3.本校積極⿎勵學⽣出國參加國際競賽：參加巴黎、
⽇內⽡等國際發明展，⾄今已獲117⾦、144銀、100銅、41特別獎、5次⼤會⾸獎、5次國際最⾼獎；參加國際設計競賽
中，迄今獲85件紅點獎，其中16件為最佳獎、8件IF獎。 4.(1)本校男⼥兼收。(2)學⽣宿舍床位約有4,400床，提供⾜夠
數量之宿舍安排，為4⼈之冷氣套房。(3)本校為禁菸校園。
系所分則

1626 亞洲⼤學 經營管理學系企業創新管理組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of Business
Innovation Management)
結合理論與實務，以「科技與作業管理」、「⾏銷與網路商務」及「組織與⼈⼒資源管理」三⼤領域為發展主軸，學⽣須具備中
⽂聽、說、讀、寫能⼒。
1624 亞洲⼤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餐旅事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培養學⽣兼具國際宏觀，產業分析與規劃能⼒，理論與實務結合之休閒與遊憩管理專業⼈才，並使學⽣具備⼈⽂素養、⼯作熱
忱、解決問題的能⼒。
4583 亞洲⼤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旅遊事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of
Travel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培養學⽣兼具國際宏觀，產業分析與規劃能⼒，理論與實務結合之休閒與遊憩管理專業⼈才，並使學⽣具備⼈⽂素養、⼯作熱
忱、解決問題的能⼒。
1623 亞洲⼤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開設會計稅務學程、智慧稽核學程，課程多元化，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能⼒。
1616 亞洲⼤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以⾦融科技應⽤⾦融⼤數據分析為核⼼領域，以因應財⾦產業發展趨勢以及投⼊專業投資⼈才。
1625 亞洲⼤學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Di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本系以培育財經及法律專才為⽬標，學⽣除須完成本系之系定核⼼課程及「科技法學程」，亦得選修本系其他課程；此外，還可
選外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全校跨領域學程，以增加多元之學習機會，使學⽣有多元⼒之發展，提升學⽣就業競爭⼒。
4584 亞洲⼤學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Division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本系以培育財經及法律專才為⽬標，學⽣除須完成本系之系定核⼼課程及「財經法學程」，亦得選修本系其他課程；此外，還可
選外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全校跨領域學程，以增加多元之學習機會，使學⽣有多元⼒之發展，提升學⽣就業競爭⼒。
1619 亞洲⼤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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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學⽣英語⽂溝通能⼒、英語簡報技巧，發展第⼆外語專⻑，進而培養兼具⼈⽂素養及專業知能的優質涉外
事務⼈才。課程設計以英語⽂能⼒、英語簡報技巧、⼈⽂素養和創意思維為學系核⼼能⼒，並以「語⽂專業學程」和「語⽂應⽤
學程」等⼆⼤學程為課程主軸，發展出適合學⽣就業或升學之不同需求，因應未來社會與產業之潮流。
1620 亞洲⼤學 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1.本系課程係為培育醫務社會⼯作、⻑期照顧社會⼯作、⼼理與社⼯雙專業的專業⼈才，建⽴具有溫暖、同理、真誠信念，與專
業知能、創新活⼒的社⼯實務⼈⼒。
2. 中⽂聽、說、讀、寫能⼒佳為宜，三升四年級暑期必修「社會⼯作實習」，學⽣需有⼋週的時間全時無薪在社福單位實習。
1618 亞洲⼤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為教育部核定之師資培育學系，進⼊本系學⽣可依興趣修習本系規劃之特⾊學程，分別為「幼教師資」、「兒童⽂創」、及
跨領域「兒童美語教學」、「幼兒潛能開發與玩具設計」學程，⾃由選修則涵蓋特幼照顧。課程設計以就業與升學兼備為導向，
成績優秀者可申請獎學⾦。
4586 亞洲⼤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本系基本能⼒含有⼿繪設計、構想能⼒、視覺、辨⾊⼿部運⽤之能⼒。
1628 亞洲⼤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本系基礎能⼒含有⼿繪設計、構想能⼒、視覺、辨⾊及⼿部運⽤之能⼒。
1629 亞洲⼤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課程含有機器操作與安全性考量；含有⼿繪設計、視覺、辨別之能⼒，宜具備⾃
我學習、管理與情緒適應能⼒為佳。
1630 亞洲⼤學 時尚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本系基礎能⼒含有⼿繪設計、構想能⼒、視覺、辨⾊及⼿部運⽤之能⼒。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9
聯絡電話 886-4-8511888
傳真 886-4-8511007
地址 51591彰化縣⼤村鄉學府路168號
網址 http://www.d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學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reg.dyu.edu.tw/unit_index.php?page=2&unit=2950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葉⼤學是「德國式師徒制」綜合⼤學，在台灣連續⼗年獲政府核定為⾼教界「教學卓越⼤學」，更是全國補助經費⾦額
連年成⻑的學校，2015以來獲教育部獎勵⾦額逐年創新⾼，名列全國第三，2018年最新⼀期教學卓越計畫(⾼教深耕)名
列全國新興⼤學第⼆名，超過27所國⽴⼤學。 ⼤葉師⽣厚實的學術研發實⼒也屢獲德國紐倫堡發明展、義⼤利發明展、
備註 ⽇本東京發明展等國際獎項肯定。2017年榮登iF全球頂尖設計⼤學前50⼤，囊括12座iF與紅點設計⼤獎。此外，國際極
具權威的西班⽛Webometrics 2017年世界⼤學網路排⾏榜，在全球超過24,000所⾼教機構中，⼤葉⼤學⾼居全球前7%
領先席次。 據臺灣ESI論⽂統計，本校⼯程領域進⼊世界前1%(以論⽂被引⽤次數計算)；而WOS論⽂統計，亦顯⽰本校
機械學⾨、農學類、材料類、⽣物及免疫類等領域均已蓄積相當之研究能量。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658 ⼤葉⼤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1.⼤葉財⾦是成就⾼薪的搖籃（32K夢想⾼⾶），選擇財⾦前景是⾦。本系於學⽣⼊學後即給予職涯⽅向的輔導，期望⼤⼆起，
即對投資管理、銀⾏專業及公司財務組有⼀確切的專攻⽅向。本系聘請業界師資協同授課、提供海內外實習及證照輔導，並⿎勵
⼤四即提前⾄職場實習，財⾦⼯作⾼起薪的特性，可讓學⽣贏在⼈⽣的起跑點。
投資管理組：著重培育學⽣投資技術及建構投資組合等專業能⼒，職業⽅向為基⾦管理、創業投資、證券、期貨、投資顧問、不
動產及保險暨財富管理等。
銀⾏專業組：著重培育學⽣理財規劃、資產信託、⾦融⾵險管理及⾦融科技等專業能⼒，職業⽅向為銀⾏業之財富管理、授信、
外匯、存匯、網路銀⾏等。
公司財務組：著重培育學⽣財務規劃、公司治理與評價及跨境電⼦商務等專業能⼒，職業⽅向為公司財務、ERP企業資源規劃、
跨境電⼦商務、會計師事務所、內部控制與稽核及企業上市櫃輔導等。
2.E-mail：fm519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3521
1664 ⼤葉⼤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1.本系教學旨在培育未來設計新秀，使其具備：美學知識與涵養、⼯程科技之應⽤能⼒、使⽤者導向之創新能⼒、跨領域創新整
合能⼒及創意表達與溝通能⼒。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E-mail：
id503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011
4664 ⼤葉⼤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for Multimedia Digit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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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學位學程係由跨領域之數位媒體設計專業師資組成，其課程規劃以3D遊戲動畫與2D動漫製作等兩⼤產業所需的⼈才進⾏⼀
條⿓的專業能⼒養成。我們的授課⽅向將針對多媒體遊戲設計、多媒體動畫設計、動漫畫創作、數位影⾳處理及擴增實境等數位
內容領域做⼀完整的課程介紹，提供學⽣將來進⼊這個兆元產業最佳的課程與專業訓練。⽬前本學位學程已與多家知名動畫遊戲
公司簽訂產學合作暨實務實習合約，學⽣可於在學期間⾄相關企業進⾏短期或⻑期全職實習，以達到畢業即就業及提升學⽣就業
競爭⼒。學⽣畢業後可繼續深造或投⼊數位遊戲、動漫創作、電腦動畫、數位影⾳、數位學習、內容軟體、數位出版典藏、⾏動
應⽤服務等相關產業。本學位學程歡迎考⽣對多媒體數位內容領域有興趣，且個性積極進取之青年學⼦，成為多媒體數位內容學
位學程新鮮⼈，貴同學到本學位學程就讀必定收穫豐富，而且畢業後就業出路寛廣。 2.E-mail：mdc5005@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421
1657 ⼤葉⼤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1.本系強調「平⾯暨多媒體設計」、「動畫設計」、「影像製作」等領域，以⼈⽂藝術涵養為基礎，培養學⽣敏銳的觀察⼒與訓
練獨⽴的思辨能⼒，養成具專業技術與個⼈特質的創作者。 2.有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E-mail：
vd509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071
4820 ⼤葉⼤學 傳播藝術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for Communication Arts
1.「影⾳敘事」與「表演藝術」蓬勃發展是新世紀的明星產業，本學程建⽴兩⼤課程主軸，融合跨領域學習，迎向時代潮流滿⾜
社會需求，學⽣畢業後有⾮常好的發展機會。課程規劃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邀請傑出的導演與業界師資共同授課，學⽣影⽚作品
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以及媒體報導，深受好評。
課程規劃在理論⽅⾯，以美學、⼈⽂素養、影⾳敘事、數位媒體、傳播理論、表演藝術為重點，以厚植傳播藝術的基礎，進而讓
學⽣熟悉影⾳製作、表演藝術實務，提升學⽣多元之傳播學理應⽤能⼒。以因應「視野國際化」、「創作在地化」、「傳播藝術
化」、「內涵⼈⽂化」的時代匯流趨勢，培養「影⾳敘事」、「表演藝術」兩⼤主軸之⼈才。
⽼師發揮師徒制的精神，結合專業與熱情帶領學⽣走出校園，與社區互動，從中發展製作題材，期望將校園所學運⽤於社會，並
對社會有所助益。學⽤合⼀的特⾊，也培養學⽣未來職場發展的能⼒。
(1)就業：未來就業可朝影視傳播產業與表演藝術相關⼯作發展。
(2)升學：傳播藝術、⼤眾傳播、電影、戲劇、紀錄⽚及其他相關研究所。
2.有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E-mail：ca5031@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086
1672 ⼤葉⼤學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設計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1.本系教學旨在延續中學⽣對藝術與設計創作之興趣,配合本校師徒制與本系理論與實務並重均衡發展的⽅向,培養獨立思考,設計
創意與室內設計實務能⼒,達成整合室內外空間規劃設計的能⼒。 2.辨⾊能⼒異常者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量。 3.E-mail：
sp506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195
1608 ⼤葉⼤學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1.本系教學旨在延續中學⽣對藝術與設計創作之興趣,配合本校師徒制與本系理論與實務並重均衡發展的⽅向,培養獨立思考,設計
創意與建築設計實務能⼒,以解決建築空間規劃設計的議題。 2.辨⾊能⼒異常者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量。 3.E-mail：
sp506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5195
4665 ⼤葉⼤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1.本系之教育⽬標旨在「培育英語專業⼈才」，為達成此教育⽬標，課程設計特別強調雙專⻑，培育「創意英語教學」及「國際
商務英語」專才。本系更強化學⽣國際⾏動⼒培育，包括：雙聯學制、短期遊學、交換學⽣及海外實習，擴⼤國際視野，進⾏國
際學習。為切合國內業界⼈才需求益趨迫切之發展為設計⽬標，本系也與業界密切進⾏產學合作、業界實習及業界參訪，提升學
⽣就業⼒。
2.E-mail：de521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6011
1662 ⼤葉⼤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1.本系以基礎⽇語做為學習墊腳⽯，輔以「觀光旅遊」、「貿易會展」⼆⼤領域之專業學習，讓同學可依據本身興趣與未來志向
選修課程。同時配合外語學院開設之「跨域專業學程」，培育具備整合能⼒的外語專業實務⼈才。
2.本系擁有多所⽇本國⽴⼤學姊妹校，積極推動多元國際學習，除寒暑假辦理姊妹校短期遊學外，每年亦選派學⽣⾄姊妹校短期
留學。更與⽇本姊妹校武藏野⼤學與⻑崎外國語⼤學合作「雙聯學制」，提供兩所攻讀跨國雙學位的機會，以擴展國際觀與多元
⽂化視野，更增加個⼈在未來職場就業的競爭⼒。此外，每年皆有⽇本短期交換⽣或實習⽣⾄本系進⾏交流，讓同學們可以不⽤
出國就能藉由實戰經驗提升⽇語之聽說能⼒。
3.本系也積極⿎勵同學參與地⽅服務，帶領同學走進鄰近鄉鎮的國⾼中進⾏⽇語教學，兼具就業能⼒和回饋地⽅的胸襟。再者，
本系全⼒推動產學合作及國內外「寒暑假職場體驗」與⼤四「全職實習」。藉由寒暑假及半年⾄⼀年的企業體驗，讓學⽣真正能
「學⽤合⼀」，落實語⾔應⽤能⼒，並培養正確的職場觀念與態度，在富挑戰性的21世紀昂⾸闊步。
4.E-mail：dj5220@mail.dyu.edu.tw
5.Tel：+886-4-8511888 ext. 6071
1667 ⼤葉⼤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包含「中華廚藝、國際廚藝、餐飲管理」三⼤模組，培訓學⽣成為中西餐廚藝及餐飲管理專業⼈才。與國際廚藝學院合作的
國際⼤師課程，讓學⽣近距離接受國際⼤師的指導。國際名校的雙聯學制，可以同時取的兩個學校的學位。澳洲海外實習，除了
優厚的實習條件，更強化學⽣國際化能⼒。 2.E-mail：hom@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7051
1679 ⼤葉⼤學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for Baking and Beverage Modulation
本學程課程含「基礎烘焙，專業烘焙，品酒/咖啡調製」三⼤模組。強化學⽣實務經驗及經營管理能⼒，培育烘焙與飲料調製雙能
⼒兼具之專業⼈才及複合式烘培飲調微型創業能⼒。 2.email:bbp@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7055
1669 ⼤葉⼤學 觀光旅遊學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trave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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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的觀光產業在這⼀⼆⼗年間迅速發展，觀光旅遊蘊藏龐⼤商機並有增進國際友誼、提升國家形象的功能，且可藉以優化國
⺠⽣活環境品質，其重要性不⾔可喻。
有鑑於此，發展觀光產業已成為我國當前重要的施政⽬標，已被⾏政院列為我國六⼤新興產業之⼀。為順應觀光相關⼈才之需
求，推展台灣之觀光遊憩建設，配合國家未來發展⽅向及發揮本校跨領域整合特性前提下，觀光旅遊學位學系 將培養兼具⼈⽂素
養、創業精神、富國際宏觀與科際整合能⼒的觀光專業⼈才，為提昇我國觀光旅遊產業的⼈⼒素質與服務品質而努⼒。。 2.Email：ttm@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7011
1671 ⼤葉⼤學 運動健康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 and Health Management
我們從健康促進、⼈體肌動學、運動⽣理學、各類運動與健身指導與⾏銷企劃等的設計等等，教你如何應⽤各種⼯具，來設計多
種變化的訓練，強調「技術能⽤ 知識能說」的科系。最重要的是，當你學會以後，你不需要再擔⼼場地限制，無論個⼈、團體、
小群眾及特殊族群，你不⼀定⾮得到固定的場域或健身房去執⾏你的運動健康指導專業項⽬。本系亦有4+1完成碩⼠國際雙聯學
位，歡迎有興趣的你，加⼊我們的⾏列！2.視覺、聽覺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網站：http://bsm.dyu.edu.tw; Email：sm5170@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3491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5
聯絡電話 886-3-2118800
傳真 886-3-2118700
地址 33302桃園市⿔⼭區⽂化⼀路259號
網址 http://www.cg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egulation.cgu.edu.tw/p/406-1057-58471,r1837.php
在學期間皆可申請學⽣宿舍。申請⽅式與台灣學⽣相同。
1.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學⽣需參加學系安排之實習。 2.本校學⼠班學⽣需通過英⽂畢業⾨檻，始具畢業資格，相關規
定請參考本校語⽂中⼼網⾴公告。 3.本校僑⽣輔導專責單位，為學務處就僑組。 4.僑⽣⼊學⼀律為中⽂授課，僑⽣聽說
讀寫之中⽂語⽂能⼒需為必備。 5.中英⽂版本如有出⼊時，以中⽂版為準。
系所分則

1875 ⻑庚⼤學 醫務管理學系社會組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Management Group
1.醫務管理乃綜合健康照護產業管理與發展的應⽤科學，⼤學部以全⼈教育為基礎，培育學⽣健康產業管理的基礎專業，課程除
基本⼈⽂科學素養外，專業領域強調管理與健康服務理論與實務之應⽤。2.本系有校外實習課程，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
能，具口語表達、溝通及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抗壓能⼒。
4014 ⻑庚⼤學 ⼯商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設有三⼤領域：財務管理、經營管理以及⼯業管理，致⼒於實務結合並提供多元的校外實習機會。
1702 ⻑庚⼤學 ⼯業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1.本系以培育具跨領域創新之設計專業⼈才為宗旨，提供設計理論與技術相關課程，透過核⼼課程訓練學⽣設計實務能⼒。課程
設計融合醫療、藝術、⼈⽂與科技等專業次領域，強調設計創新並朝向「醫療設計」與「跨領域創新創業」兩⼤⽅向發展。
2.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落實學⽣的設計專業能⼒，培育學⽣成為⼀個具備⼈⽂關懷、跨領域創新、前曕科技應⽤、國際觀與藝
術涵養等特質的專業設計師。
3.設計技術與實務專業課程需要⼤量的實務操作，例如各類材料之加⼯與處理、各類⼯具的操作、⼿繪及電腦繪圖等。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1
聯絡電話 886-7-6577711
傳真 886-7-6577477
地址 84001⾼雄市⼤樹區學城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is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醫學院區⼤⼀新⽣(第⼀年)皆⼊住校本部宿舍，於⼤⼆再返回醫學院區。 宿舍簡介：(住宿費⽤包含⽔費、網路費，不含
冷氣費或電費) ⼀、校本部 (⼀)第⼀宿舍四⼈房：每學期為10,9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國際
學舍三館三⼈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2,800元，下學期(3~7⽉)19,000元，另繳保證⾦3,800元，寒、暑假可續住，電
宿舍 費按表計費。 ⼆、醫學院 (⼀)校區三⼈套房：每學期為17,5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義⼤醫
院宿舍區雙⼈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7,000元，下學期(3~7⽉)22,500元，另繳保證⾦4,500元，寒、暑假可續住，電
費按表計費。
學校基
本資料

備註

⼀、男⼥兼收，並備有男⼥⽣宿舍。 ⼆、提供各項獎助學⾦，詳情可上網查詢：義守⼤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
本校⼤⼀新⽣(含醫學院學系)在校本部上課及住宿。 四、⼤⼀新⽣必修學⽣服務教育課程。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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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6 義守⼤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旨在培養⼆⼗⼀世紀有競爭⼒的專業經理⼈，課程範圍兼具創意廣告與⾏銷物流、⼈⼒資源與經營策略等管理領域。樂觀、進
取、⾃我期許⾼且務實的學⽣，都是我們願意全⼒培養的⼈才。
1487 義守⼤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教育宗旨為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資訊管理與應⽤專業⼈才。學域規劃分為「⼈⼯智慧與電⼦商務」與「⼤數據與雲端運算
服務」⼆⼤特⾊領域。其中，⼈⼯智慧與電⼦商務特⾊領域課程有⼈⼯智慧、App應⽤程式開發、⾏動網⾴設計、社群⾏銷與網
站經營管理等；⼤數據與雲端服務特⾊領域課程則含雲端技術解析、⼤數據分析、雲端平台服務與效益分析等。本系與相關資訊
公司合作提供實習機會，並輔導考取國際專業證照，以達「強化就業能⼒」之⽬標。
1488 義守⼤學 財務⾦融管理學系 Dept. of Finance
1.通過全球最具代表性AACSB商管認證。
2.為增添學⽣未來的職場競爭⼒，除了傳統財務⾦融課程外，亦包括⾦融科技、程式交易與⼤數據分析課程或講座。
3.財⾦專業教室內每台電腦主機均為雙螢幕，提供多種專業軟體與資料庫。
4.跨院系(微)學程：為培養學⽣第⼆專⻑，本系亦承認外系選修15學分，以⿎勵學⽣培養多元之跨域專⻑。
1489 義守⼤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以培育財務會計、審計稅務及理財規劃⼈才為⽬標，輔以各相關領域證照之取得（如會計師、記帳⼠、內部稽核師及證券分析師
等），使本系學⽣能在職場上具有會計、稅務及理財等專業優勢。
1490 義守⼤學 國際商務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以培養國際貿易及國際企業經營之⼈才為⽬標，歡迎具有外國語⽂能⼒，能放眼天下，願從事國際商務暨貿易之學⽣加⼊。
1491 義守⼤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本系以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作為兩⼤發展主軸，從科技整合的學術⾓度，廣博的跨學⾨社會科學訓練，透過重點特⾊課程「公共
管理實習」，培養公共部⾨、⾮營利組織或私⼈企業組織之嫻熟全球化趨勢與新知識經濟體系運作的政策規劃與分析⼈員或管理
者。本系持續不斷的以精進之學術研究和創新性的開發，從經濟與產業政策、勞⼯與社會福利、區域治理與發展、⾮營利組織、
都市發展與規劃、災害與危機管理、兩岸與國際關係、公共政策與法律等，到整合研究團隊，發展區域治理相關之研究，皆為本
系特⾊之發展與努⼒之成就。
1492 義守⼤學 應⽤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本系分為「英語教學」及「翻譯與專業英⽂」兩⼤特⾊領域，採全英授課(翻譯相關課程除外)，以培養英語專才為宗旨。同時設
置同步口譯教室、電腦多媒體語⾔學習教室，使學⽣獲得基礎理論知識外，更能注重實務養成。為了讓學⽣能與職場接軌，本系
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更與國內多家企業簽署產學研合作意向書，以增加更多就業機會。
1493 義守⼤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歡迎對⽇本語⽂、社會、經濟、⽂化、⽂學、史地等領域有興趣之同學加⼊(不限科系)。
1494 義守⼤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1. 歡迎想成為新世代「五⼯⾼⼿(影像媒體製作、廣播、數位多媒體、公關⾏銷企劃、新聞編採)」的您，加⼊義守⼤學⼤眾傳播
學系。
2. 連續三次通過⼤學院校系所評鑑，保證教學品質。
3. 畢業系友多從事藝⽂與影⾳傳播類⼯作，就業率和畢業起薪⾼。
4. 本系課程為培養學⽣之⼤眾傳播核⼼能⼒，需具相當視覺、聽覺及口語表達能⼒，以及⼈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和維護個⼈安全之能⼒。
5. 更多資訊
本系聯絡電話：07-6577711轉5952
網址：http://www.isudmc.com/zh2/。
1495 義守⼤學 醫務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本系鄰近義⼤醫院，是提供學⽣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習環境。課程規劃包含醫學基礎課程、管理基礎課程、醫務管理課程、其他
專業課程、實習與專題寫作等五⼤領域；特⾊選修分為「醫療機構管理」、「⾼齡產業管理」、「智慧醫療與巨量資料管理」三
個特⾊領域，學⽣可依個⼈興趣及⽣涯規劃選修相關領域。此外，本系提供現代化便利教學設施供學⽣學習使⽤，包含多間專業
教室，如⾼齡產業專業教室、碩專班多功能專業教室及疾病分類專業教室等，以提升學⽣專業學習效果。
1496 義守⼤學 健康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Management
本系為培養健康管理專業⼈才之學系，以培育健康促進、健康產業管理雙專才為⽬標，學⽣畢業後除可進⼊健康照護相關產業擔
任健康企劃⼈員外，並可進⼊企業職場擔任健康管理師及勞⼯安全⼈員。本系課程強調結合理論與實作，故學⽣皆需完成健康管
理實習課程，以使學⽣能於實習中強化未來應⽤到職場(企業)、社區、醫院、衛⽣單位及相關健康產業之能⼒，以利畢業後就業
與升學所需。歡迎對提升全⺠健康有興趣的學⽣加⼊。
1497 義守⼤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全國唯⼀直接與五星級觀光旅館接軌的餐旅系，強調餐飲及旅館理論與實務的整合，講究情境教學並與業界密切合作，藉以培養
優秀餐旅進階之管理專才。本系獲得全球最重要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AACSB認證，與台⼤、政⼤、成⼤等校同列頂尖⼤學⾏列，
也是全台觀光餐旅學院中第⼀個獲得此殊榮之學院，顯⽰本院教育品質達公認的國際⽔準。⼊學後將依不同操作課程，需著指定
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配合課程規劃須⾄業界實習。
1498 義守⼤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本系為全國休閒相關學系中唯⼀獲得國際商管教育認證AACSB的科系，課程以活動企劃與⾏銷及休閒產業經營為主，輔以外語與
資訊能⼒，搭配義⼤世界及國內外休閒相關企業有薪實習6個⽉，使學⽣能與國際化接軌，增進學⽣職場競爭能⼒。部分課程須
著制服。聯絡電話07-6577711轉5352、E-mail：kaitey@isu.edu.tw、學系網站： www.lm.isu.edu.tw。
1499 義守⼤學 觀光學系 Dept. of Tourism
以培育具備全球視野之觀光管理實務專業⼈才為⽬標，課程規劃以「觀光智慧科技」與「深度旅遊規劃」為主軸，並加強外語與
資訊能⼒素養。部分課程及學術活動須著指定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須配合課程規劃⾄業界實習⾄少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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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義守⼤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本系設⽴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觀的企業經營⼈才。課程規劃⽬標為培養學⽣良好的⾏銷及管理專業知識、英語能⼒及多元化國際
觀。本系隸屬國際學院，除中國語⽂課程外，必選修專業課程均採英語教學。國際學院規定【國際研習】與【英⽂能⼒】為畢業
⾨檻，學⽣可選擇到國外姊妹校參加交換⽣計畫，修讀學分或取得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取得系上學分。參加海
外研習或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部分學雜費。
1501 義守⼤學 國際財務⾦融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本系培養具備全球移動⼒的國際⾦融與貿易⼈才，聘請具豐富產業實務經驗的外籍專業師資打造全英語教學環境，與來⾃世界各
地的學⼦共同學習。本系重視基礎能⼒的培養，再漸次引⼊財務專業、培養國貿技能、資訊能⼒並與企業接軌實習，並可選擇赴
海外姊妹校交換研習。整體為學⼦打造財務專業、會計專業、國際貿易及資訊技能的四個⽀柱，堆砌難以跨越的⼈才⾨檻。
1502 義守⼤學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本系專業課程由外籍⽼師以全英語教學，課程規劃結合觀光與酒店管理兩個領域，並極重視語⽂及管理能⼒的訓練，以培養具外
語溝通與觀光產業整合規劃能⼒的管理⼈才。本系⿎勵學⽣於就學期間選擇出國修讀學分，或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修讀
與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部分之學雜費。
1503 義守⼤學 國際傳媒與娛樂管理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本系旨在培育具國際競爭⼒與創意⼒之娛樂企劃管理⼈才，特⾊發展領域包括流⾏⽂化與⾳樂⾏銷、活動企劃、博奕事業管理
等。本系與本校電影與電視學系、⼤眾傳播學系、休閒事業管理學系設有跨領域學分學程，提供學⽣多元學習平台。本系與校外
企業策略聯盟，包括電影製⽚、博弈、觀光餐飲休憩飯店、職業運動等，提供學⽣海內外實習與就業機會，落實學⽤合⼀。本系
擁有台灣頂尖博弈教學中⼼。本系全部課程全英教學，並設有英檢與國際研習畢業⾨檻。
1504 義守⼤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本系以媒體設計為中⼼之多元學習領域，配合數位內容產業之需求，以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嚴謹邏輯思考之數位媒體創意與設
計專才。歡迎有志從事智慧系統設計、電玩設計、⾏動裝置APP設計、2D或3D動畫設計、媒體視覺設計、使⽤者介⾯設計等⼯
作之學⼦加⼊我們的⾏列。本系著重遊戲、動畫及聲⾳相關實作，需具有良好體能、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具⼈際
互動溝通協調能⼒，並能控管⾃身情緒。
1505 義守⼤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本系教學⽬標為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創意商品設計專業⼈才，強調美學與⼯學整合之創作，從創意發想⾄⾏銷企劃之商品開發
實務，並有多⾨全英教學課程以養成國際視野，且透過先進的實驗室設備與海內外設計公司實習接軌業界之實務能⼒。未來投⼊
職場可從事商品設計、⼯業設計、⽂化創意、視覺傳達設計、使⽤者經驗、商品企劃⾏銷⼈員等相關專業領域，可進⼊智慧科
技、流⾏時尚、居家⽣活美學、循環經濟等創新產業。
1506 義守⼤學 廚藝學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Management
本系通過AACSB國際商管認證，為綜合⼤學中唯⼀以廚藝為主要專業的科系，與義联集團五星級飯店合作，課程強調廚藝專業技
術及廚務管理企劃並重，特規劃「中西廚藝」與「烘焙廚藝」特⾊領域，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之廚藝專業⼈才。
1507 義守⼤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 Dep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以電影、電視劇情⽚為媒體通路，重視影⾳專業素養與學理之養成，歡迎對電影與電視媒體傳播有興趣的同學加⼊我們的⾏列。
本系著重攝影、燈光及聲⾳相關實作，需具有良好體能、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並能控
管⾃身情緒。
1508 義守⼤學 ⼯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旨在培育學⽣成為具有國際觀、溝通協調、與跨域創新能⼒之⼯業管理⼈才，課程設計著重在：
1.智慧製造管理：進⾏⽣產管理數位化及設備聯網。
2.產業資訊決策：即時有效產業資訊蒐集、建模與分析以達成快速決策之關鍵核⼼能⼒。
3.⼈本管理：分析企業⼈才策略、建構知識管理、組織變⾰、國際化⼈資管理、E化⼈資管理模式。

實踐⼤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臺北校本部：+886-2傳真 25339416/ ⾼雄校區：+886-7667-9999
地址 台北校區：104336台北市中⼭區⼤直街70號 / ⾼雄校區：845050⾼雄市內⾨區內南⾥⼤學路200號
網址 https://www.usc.edu.tw
承辦單位 台北校區：⼊學服務⼀中⼼/ ⾼雄校區：⼊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210.70.94.83/web_module/news/news_list.aspx?d_sn=116&ss_sn=5015
臺北校區，備有男⽣（校外）⼥⽣（校內）宿舍， 網址：http://210.70.94.83/web_module/?d_sn=163 ⾼雄校區，備
有男⽣（校外）⼥⽣（校內）宿舍， 網址：http://c004.kh.usc.edu.tw/bin/home.php
學校代碼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40

聯絡電話

臺北校本部：886-2-25381111/ ⾼雄
校區：886-7-6678888

1. 本校分臺北、⾼雄兩校區。 2. 各項僑⽣⼊學輔導、獎助學⾦、校內外⼯讀及住宿訊息，請參考網⾴：(1) 臺北校區：
http://www.sao.usc.edu.tw/ (2)⾼雄校區：https://dsa.kh.usc.edu.tw/ 3. 依本校學則第13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
備註
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以同等學⼒⼊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修⾄
少12 個畢業學分。其增加之學分數與修習科⽬，由各學系(組)訂之。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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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 實踐⼤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Taipei)
1. 歡迎對助⼈⼯作和弱勢團體服務有興趣者，請加⼊本系的⾏列。
2. 教學以中⽂為主。
1456 實踐⼤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Dept. of Family Studi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Taipei)
本系乃全國少數整合家庭與兒童領域之學系，課程注重專業性、實⽤性與時代性，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藉此培養全⽅位知識
的專業⼯作者。本系⽣須⾄機構進⾏專業實習，畢業後可在家庭教育、兒童福利、幼兒教保、⽂教產業等相關機構任職，歡迎對
兒童及家庭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加⼊。
1455 實踐⼤學 餐飲管理學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Taipei)
有視覺障礙、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對專業實習課程學習將有影響，為了學習的安全，選填時請審慎
考慮。
1999 實踐⼤學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學位學程 English Taught Program in Smart Service Management (Taipei)
有視覺障礙、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對專業實習課程學習將有影響，為了學習的安全，選填時請審慎
考慮。
1478 實踐⼤學 ⾳樂學系 Dept. of Music (Taipei)
主修限選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提琴、低⾳提琴、豎琴、古典吉他、⻑笛、雙簧管、單簧管、低⾳管、圓號、薩⽒
管、小號、⻑號、上低⾳號、低⾳號、擊樂。
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樂理論基礎，否則將在學習上發⽣困難，另重度視⼒、聽⼒及⼿部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學習及演奏，
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所有課程皆中⽂授課。
1458 實踐⼤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Taipei)
本系設⽴宗旨乃在培育具國際觀、敬業樂群、崇⾼職業道德暨有效溝通表達能⼒之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初、中級會計、審計、稅務
⼈才，以配合政府機關、⺠營企業、會計師事務所及⾮營利機構會計相關⼈才之需求。相關資訊請⾄
http://account.usc.edu.tw
1461 實踐⼤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ipei)
本系教育⽬標在培養「國際貿易」與「國際經營」兩種專業⼈才，規劃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輔導學⽣英語能⼒及專業證照。除
有專家系列講座分享職場經驗，並提供彈性學習或實習機會，以提升學⽣就業競爭⼒。每年安排外籍教授全英語協同教學，並有
多位同學參加交換學⽣計劃，赴歐美或⼤陸姊妹校學習，增進學⽣國際移動能⼒。學系期許學⽣在優質學習環境與多元學習⽅法
下，建⽴明確學習⽬標及良好職涯發展。學⽣畢業前須通過多益600分或同級相關檢定。本系詳細資訊請⾄：
http://www.itrade.usc.edu.tw
1460 實踐⼤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ipei)
企業管理學系為本校⼈數最多之學系，配合社會發展趨勢，招收對企業管理有興趣之青年學⼦，以培養敬業樂群態度，理論實務
兼備，國際化視野的服務業管理⼈才。須修滿規定學分及通過各項畢業⾨檻始具畢業資格。為提升職場競爭⼒，本系提供多元的
國內外實習機會，另設有碩⼠班並與多所國外姐妹校交流學習。
網址:http://www.bm.usc.edu.tw/
1462 實踐⼤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Taipei)
1.本系配合學院實施學程化，建置以學⽣興趣為導向之專業、多元、彈性課程。學位證書將加註學程名稱，以證明學⽣之第⼆專
⻑，強化就業競爭⼒。
2.與多家⾦融機構與姊妹校合作，⿎勵參加實習與交換，以提升競爭⼒。
3.設有碩⼠班與數位⾦融學程，具升學與跨領域學習管道。
電話：+886-2-2538-1111轉8711。網址：http://finance.usc.edu.tw
1459 實踐⼤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Taipei)
本系的發展⽬標與特⾊，在於培養⾵險管理與保險專業⼈才，並將理論和實務結合表現在核⼼課程設計與規劃之中。本系相關資
料請⾄：http://insurance.usc.edu.tw/
1463 實踐⼤學 應⽤外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Taipei)
本學系旨在培訓具有國際競爭⼒及英(外)語溝通之專業⼈才。課程設有⽂創產業學程及商旅學程，涵蓋⽂化、語⾔、創意、商
旅、航空等相關領域，輔以海內外職場實習及取得國際姊妹校學、碩⼠雙聯學位。提供學⽣多元升學管道。聯絡電話：+886-225381111轉8311，網址：http://www.afl.usc.edu.tw。
1464 實踐⼤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aipei)
本系課程規劃為「資訊科技」與「資訊管理」兩⼤領域，培養軟體設計、網際網路程式設計、數位媒體設計、企業E化、⾏動商
務及資訊應⽤服務創新等六種⼈才。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並提供學⽣多元學習管道，包括在業彈性學習，境外實習，⾄國外姊
妹校交換、攻讀雙學⼠學位等。本系並設有碩⼠班、碩⼠在職專班，相關資訊請⾄：www.itm.usc.edu.tw。

實踐⼤學(⾼雄) Shih Chi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40A
聯絡電話 +886-7-6678888
地址 84550⾼雄市內⾨區內南⾥⼤學路200號
網址 https://www.kh.usc.edu.tw/
⼊學服務⼆中⼼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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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7-667-9999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activity.kh.usc.edu.tw/p/412-1014-662.php?Lang=zh-tw
⾼雄校區，備有男⼥⽣宿舍，網址：https://sls.kh.usc.edu.tw/index.php?Lang=zh-tw 男⽣宿舍：4⼈~5⼈/1間，每
學期收費NT10,000~13,500/⼈ ⼥⽣宿舍：4⼈/1間，每學期收費NT10,000/⼈ 宿舍免費設施包含：Wifi、洗⾐曬⾐場
宿舍
所、飲⽔機、電⾵扇等設施 宿舍付費設施包含：冷氣、洗⾐機、烘⾐機、脫⽔機、⾃動販賣機等設施 詳細資訊可洽詢：
LINE：@khusc Email：khusc002@gmail.com Tel：+886-7-667-8888 ext3191-3196
1. 本校分臺北、⾼雄兩校區，臺北校區網站：https://www.usc.edu.tw/，⾼雄校區網站：
https://www.kh.usc.edu.tw/ 2. ⾼雄校區各項僑⽣⼊學輔導、獎助學⾦、校內外⼯讀及住宿訊息，請參考網⾴：
備註 https://dsa.kh.usc.edu.tw/ 3. 依本校學則第13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
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以同等學⼒⼊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修⾄少12 個畢業學分。其增加之學分數與修習科
⽬，由各學系(組)訂之。

獎學⾦

系所分則
1484 實踐⼤學(⾼雄) 時尚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本系以時尚設計為本，強化⼈⽂美學與創意設計內蘊之形塑，以培育優秀之時尚造型設計（培育整體造型設計之專業，涵括
服裝/彩妝/髮型設計之範疇）與時尚媒傳設計 (培育媒傳影像設計之專業，涵括動/靜態影像視覺設計之範疇)之專業⼈才。⼆、本
學系畢業製作必須通過系上總評展演評量，⽅可畢業。三、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宜具備基本中⽂表達能⼒。四、本系課
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須具備辨別顏⾊能⼒。
網址:http://fsdc.kh.usc.edu.tw/
1474 實踐⼤學(⾼雄)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erchandising (Kaohsiung)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係以「服飾設計」、「經營⾏銷」、「織品應⽤設計」等三⼤特⾊模組培養具有服裝飾品設計能⼒、服飾商
品企劃與經營⾏銷能⼒、織品材料特性認識與設計應⽤之能⼒的專業⼈才。本學系除注重專業實務能⼒培養外，特別注重語⾔訓
練，同時重視⽇本、歐美國際交流活動，並與國內外企業廠商簽定暑期實習課程合約，⿎勵同學參予各項專技與語⽂證照考試，
使同學具有國際職場競爭⼒。⼀、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宜具備基本中⽂表達能⼒。三、設計製作必須通過系上總評展
演，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四、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須具備辨別顏⾊能⼒。
本學系網址: http://fdm.kh.usc.edu.tw/。
1472 實踐⼤學(⾼雄) 觀光管理學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Kaohsiung)
招⽣⽬標對象：⼀、有志從事觀光旅遊或餐飲旅館者。⼆、⼤四上學期或下學期必修實習，有意於前往「太魯閣晶英酒店」、
「寒舍艾美酒店」、「新⽵喜來登飯店」、「⿍泰豐小吃股份有限公司」、「雄獅旅⾏社」、「國⽴海洋⽣物博物館」、「⼭富
旅⾏社」等知名企業做六個⽉帶薪實務實習，另有⽇本、新加坡及港澳地區的實習機會。三、期待能「畢業即就業」之學⼦，加
⼊觀光⼤家族。四、本系網址：http://tm.kh.usc.edu.tw/，聯絡電話:07-6678888轉4280~4283
1473 實踐⼤學(⾼雄)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Dept. of Recreation Management (Kaohsiung)
休產系的⼈才培育以「休閒規劃」、「運動企劃」為主軸，培養具商務企劃、產業⾏銷、活動規劃、產品設計、導覽解說及運動
企劃之休閒產業經營⼈才。輔以航空旅運學程、微型休閒觀光特⾊產品創業學程、國家環境教育⼈員認證學程、⼈⽂導覽解說學
程、咖啡烘焙認證學程等課程，「創業實習網路商店」、「薪資優渥的6-8 個⽉產業實習(與台、⽇、澳⾨、新加坡、美等單
位)」、「企業到系徵才，提供畢業及就業機會」，藉由多元⽣動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紮實的專業技能及國際職場競爭⼒。
1475 實踐⼤學(⾼雄) 應⽤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Kaohsiung)
1.本系培育「專業英⽂」、「英語教學」，及「⽂化創意」之英語專業⼈才。 2.外籍教師分別來⾃美國、英國、愛爾蘭、俄羅斯
等國家、提供學⽣宛如世界村的英語學習環境。 3.學⽣未來出路包括祕書⾏政、口筆譯、觀光旅遊、兒少英語教育、以及⽂創企
劃等。 4.本系輔導學⽣參加英語(TOEIC、BULATS、IELTS、GEPT)及專業證照(TKT、領隊與導遊證照、國貿⼠檢定專業證
照)。 5.提供國際交換學⽣及國內外業界實習機會，與未來就業無縫接軌。 6.學系網址: http://dae.kh.usc.edu.tw/
1477 實踐⼤學(⾼雄) 應⽤⽇⽂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Kaohsiung)
本系旨在奠定學⽣深厚之⽇⽂基礎能⼒、國際溝通能⼒，並以培養實務運⽤的⽇語專業⼈才為標的，教學⽬標如下：1.培育具⽇
⽂語⾔能⼒的⼈才。 2.培育具⽇本社會⽂化與⼯商相關知識之⼈才。3.培育具國際視野與專業倫理基本知能之⼈才。學系網
址:http://jp.kh.usc.edu.tw/
1476 實踐⼤學(⾼雄) 應⽤中⽂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Kaohsiung)
本系設⽴宗旨在實踐中華⽂化的創新價值。以中國傳統⽂化為基礎，培養學⽣具備良好的閱讀與寫作能⼒，再開發創意思維，成
為⼀個「說故事的⼈」，進而協助傳統⼯業、技術⼯業轉型發展，創造更⾼的產品價值。針對海外學⽣，將專責本地學⽣輔導，
⼀對⼀進⾏課業及⽣活協助。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acl.kh.usc.edu.tw/。
1465 實踐⼤學(⾼雄) 國際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Kaohsiung)
1.本系教育⽬標旨在「培育具有會展⾏銷能⼒的國際貿易⼈才」，課程建構在於使同學具五項核⼼能⼒：(1)具公⺠、⼈⽂與專業
倫理素養；(2)具商業英⽇語與電腦操作能⼒；(3)具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4)具多元⽂化適應與國際經貿情勢判讀能⼒；(5)
具國際貿易實務與會展⾏銷專業知能。 2.本系學⽣社團有三：(1)系學會，負責同學課餘活動之規劃與執⾏，再者，下轄多項球
隊(籃球排球⽻球桌球網球等)，並⾃主組織多個讀書會；(2)親善服務隊，進⾏各類志⼯服務活動，成果豐碩；(3)貿易模擬競賽團
隊，參與各類貿易會展競賽，歷年⽐賽獲獎良多。 3.本系著重品格教育，誠懇實在乃為⼈處事的根本，適切的教育環境與良好的
習慣培養，⾃律與他律的搭配，使同學具有良善的⼈格特質，紮實的職場能⼒。 電話：886-7-6678888分機4381
1466 實踐⼤學(⾼雄) 會計暨稅務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Kaohsiung)
1. 全國⾸創唯⼀「會計暨稅務學系」：強調「會計」及「稅務」雙專⻑ 2. 提供國內及海外帶薪實習：與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單
位及企業簽訂實習計畫(含實習⾦)；海外福利達2.5萬元，且可⾄北京⼤學進修，企業愛留⽤，畢業即就業 3. 課程公職化、證照
化、實務化：密集式總複習課程，讓您公職⼀次到位、證照滿⼿抓；就業學程實務接軌，協助保障就業 4. 多元學習: 全球交換⽣
海外學習 5. 獎學⾦豐富:提供優渥校內、外及本系專屬獎助學⾦ 6. 兩岸實務型財稅師資：實務經驗25年以上之專任財稅專家 7.
學系網址：http://at.kh.usc.edu.tw，連絡電話07-667-8888轉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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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 實踐⼤學(⾼雄) ⾏銷管理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Kaohsiung)
本學系主要針對服務產業形塑具備專業銷售、市場調查與實務的創意⾏銷管理⼈才。透過「產業實習」、「市場調查實務」及
「⾏銷企劃與證照」等課程，落實學⽣核⼼能⼒和⾏銷與銷售職能的結合。本學系特⾊如下：(1) 具有海外及國內帶薪實習的學
系；(2) 獨⽴擁有市場調查中⼼且完全由學⽣標案操作執⾏的學系；(3) 唯⼀由學系成⽴創業中⼼，參加國內外⾏銷創新與創意企
劃競賽，並由業師輔導學⽣在學時期創業的學系；(3) 提供⼤四⽣參與上海境外實習，並於畢業後協助學⽣境外就業輔導的學
系。 相關資訊請參考網址http://mm.kh.usc.edu.tw/bin/home.php
1468 實踐⼤學(⾼雄) ⾦融管理學系 Dept. of Finance (Kaohsiung)
本學系培育學⽣成為「具數位⾦融之財⾦專業實務⼈才」，除基礎財務理論外，發展⽅向為「銀⾏」、「證券」、「保險」、
「公司財務」與「⾦融科技」領域的專業培養。本系發展的三⼤特⾊：1.⼤⼀新⽣每10 名有⼀位導師主動熱忱照顧。 2.⽼師每週
晚間義務輔導同學課業與證照。3.⼤⼀新⽣⽴即可考取4張(含)以上專業證照。4. ⼤四赴上海帶薪實習(薪資福利達臺幣2.5 萬
元)，畢業後除可正式留⽤，並可由公司補助甄選就讀北⼤EMBA。 5. 提供⼤四下全學期帶薪全省就近實習。 6. 以就業留⽤為⽬
的而實習。7. 每年櫻花盛開期可⾄⽇本九州⼤學免住宿免學分費短期研習。8. ⼤三及⼤四⽣，可⾄全球進⾏國際交換⽣學習。⾦
融系網⾴：http://dfo.kh.usc.edu.tw/
1469 實踐⼤學(⾼雄)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Kaohsiung)
1.本學系之教育願景為「擁抱專業、胸懷倫理、⽴⾜台灣、放眼世界」。 2.本學系課程發展三個特⾊為：語⾔、專業、視野。 3.
畢業時達到⾄少多益650 分的⽔準。 4.本學系已通過華⽂商管認證(ACCSB)兩年。 5.將企業實習列為必修課，兼具理論與實務。
6.唯⼀在校內可與德國學⽣交流。7.⼤四可到上海帶薪在業彈性實習5 個⽉，實習助學⾦每⽉2,800~3,000 元⼈⺠幣(稅後)。 8.畢
業後可到上海台商企業⼯作，第7個⽉到第18個⽉薪資加福利每⽉7,420元⼈⺠幣，第19個⽉起每個⽉薪資超過新台幣50,000
元。 9.國企系系網⾴：http://ibm.kh.usc.edu.tw/bin/home.php 10.國企系FB 社團請搜尋：實踐⼤學⾼雄校區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
1470 實踐⼤學(⾼雄)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Kaohsiung)
本系教育⽬標在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資訊科技與經營管理的⼈才」。課程內容符合產業趨勢，包括「⾏動商務程式設計」、
「企業資源規劃」、「物聯網應⽤」、「巨量資料分析」等。本系重視專題實作，學⽣於⼤⼆⾄⼤四透過團隊合作⽅式進⾏專題
製作，畢業前須將成果參加校外各項專題競賽，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持續學習態度，奠定就業基礎。⼤四時可參加帶薪資企業
實習，增進學⽣實務與就業之能⼒。本系網址：http://imd.kh.usc.edu.tw/
1471 實踐⼤學(⾼雄)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Design (Kaohsiung)
本學系以「電腦動畫」、「數位遊戲」、「App 數位內容設計」、「數位加值應⽤&3D 列印」為核⼼專業能⼒。培養兼具資訊
科技應⽤與創意設計的整合性⼈才。課程規劃特⾊:1.Maya 電腦動畫2.Unity 遊戲設計3.iPhone 與Android ⾏動App 程式開發
4.輔導考取國際專業證照5.企業實習、動畫特⾊就業學程6.國內外專題展演與競賽7.聘請外籍設計⼤師全英語授課，與國際接軌。
本系教學精良並嚴格要求學⽣學習，獲獎成果斐然，曾獲德國iF 設計⼤獎。畢業⽣可從事資訊科技、互動式媒體設計、網⾴設
計、多媒體設計、電玩設計等相關產業。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csd.kh.usc.edu.tw/。
1297 實踐⼤學(⾼雄) 電腦動畫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Computer Animation
* 與動畫相關公司合作，培養國際性專業電腦動畫⼈才。
* 教學⽬標：希望畢業學⽣可以成為國際動畫⼈，知道專業專業公司如何分⼯合作，從學習過程了解動畫。
* 與動畫相關公司合作，培養國際性專業電腦動畫⼈才。
* 教學⽬標：希望畢業學⽣可以成為國際動畫⼈，知道專業專業公司如何分⼯合作，從學習過程了解動畫，是⼀⾨資訊技術與藝
術結合的創作過程。學習說出動⼈的故事，做出⾃⼰想看，別⼈也想看的動畫作品。
* 學習內容設計：國際動畫產業創作流程為主架幹，以業界師資帶領學⽣學會創與作。在畢業前建⽴⾃⼰的動畫專⻑，學會團隊
分⼯合作，畢業後可俱備進⼊專業動畫產業發展的實⼒。 *⼤三暑期安排⾄海內外合作單位實習。
* 學程網址：cgca.kh.usc.edu.tw；連絡電話：(07)6678888轉4621。

元智⼤學 Yuan Ze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57
聯絡電話 886-3-4638800-3287
傳真 886-3-4624202
地址 32003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網址 http://www.yzu.edu.tw
承辦單位 全球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全球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8
宿舍 本校學⽣宿舍男⼥兼收，僑⽣新⽣優先分配住宿，並保障住宿⼆年，第三年起可申請優先住宿。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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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特⾊： ◎ 五⼤學院皆有英語專班，同時開發新雙語課程（英語+程式語⾔）為必修課程。 ◎ 推動國際交換學⽣計
畫、雙聯學位計畫及專業實習計畫等學習活動，培養學⽣的國際視野。 ◎ 提供多種跨領域學程，開放全校學⽣跨域選
讀，按照興趣培養多項專⻑！ ◎ 企業辦學，與遠東集團合作產學實習暨⼈才培訓計畫，提供元智學⽣海內外實習名額，
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及開闊職涯規劃。 1.建構雙語⼤學，⼤⼀新⽣得報名暑期挑戰極限全英語營隊，合格取得通識英語
學分。培育新雙語⼈才，除原雙語教學外，程式語⾔列通識必修。 2.本校部分課程採英語授課，以提升專業領域上的英
語能⼒。 3.本校設有僑⽣獎學⾦，⼤學部就讀本校第⼀學期可申請獲NT$30,000獎助學⾦，第⼆學期起依前學期成績表
現最⾼可獲得每學期NT$10,000〜NT$30,000不等獎助學⾦。 4.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尚須通
過「英⽂能⼒檢定」、游泳能⼒檢定(25公尺)、⼼肺適能檢定(3000公尺跑⾛)，⽅得畢業。 5.為全⾯提升學⽣⼈⽂素養及
備註 訓練學⽣獨⽴思考能⼒，推動並落實「經典五⼗」教育，⼤學部學⽣需於畢業前必修⼆學分之「經典五⼗」必修通識課
程，課程學習點數須達50 點。 6.為瞭解學⽣健康狀況，依據學校衛⽣法第⼋條及元智⼤學學則第七條規定，新⽣⼊學時
應參加本校實施之健康檢查。 7.本校2018-2020榮獲教育部補助「⾼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提升⾼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計畫」。 8.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2011本校獲排名全球前400；2012-2013本
校擠⾝「全球前百⼤年輕潛⼒⼤學」；2013-2014蟬連「亞洲前百⼤最佳⼤學」。2015元智續獲全球最佳⼤學排⾏前800
⼤。2016「亞洲前200名最佳⼤學」，元智台灣排名第13，榮登⾮醫學類私⽴⼤學第⼀名。2018年，獲泰晤⼠報評選為
亞洲⼤學排⾏第200名、全球最佳年輕⼤學排名前250名。 9. 2013、2015年榮獲⾦磚五國與新興經濟體（BRICS &
Emerging Economics）前百⼤最佳⼤學。

系所分則
1781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主修：企業管理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學⼠班以「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洋溢熱情、創新、彈性、活⼒的特質，是全台灣⾸創以學程、
主修替代學系的專業商管學院；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續證，辦學品質深受
肯定。本班現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融、國際企業、會計)，延伸⼋個專業學程培養職能，輔以七個產業學程引導跨域。
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同學最⼤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的⽣涯發展。
1782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主修：財務⾦融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Finance)
本學⼠班以「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洋溢熱情、創新、彈性、活⼒的特質，是全台灣⾸創以學程、
主修替代學系的專業商管學院；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續證，辦學品質深受
肯定。本班現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融、國際企業、會計)，延伸⼋個專業學程培養職能，輔以七個產業學程引導跨域。
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同學最⼤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的⽣涯發展。
1783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主修：國際企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學⼠班以「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洋溢熱情、創新、彈性、活⼒的特質，是全台灣⾸創以學程、
主修替代學系的專業商管學院；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續證，辦學品質深受
肯定。本班現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融、國際企業、會計)，延伸⼋個專業學程培養職能，輔以七個產業學程引導跨域。
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同學最⼤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的⽣涯發展。
1784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主修：會計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Accounting)
本學⼠班以「國際化」、「產業化」、與「多元化」的辦學理念，洋溢熱情、創新、彈性、活⼒的特質，是全台灣⾸創以學程、
主修替代學系的專業商管學院；並於2012年獲得國際商管專業學院(AACSB)認證，2017年再度獲得AACSB續證，辦學品質深受
肯定。本班現有四個主修(企業管理、財務⾦融、國際企業、會計)，延伸⼋個專業學程培養職能，輔以七個產業學程引導跨域。
結合理論與實務、產業與就業，給同學最⼤的彈性選擇與適性的⽣涯發展。
1785 元智⼤學 管理學院學⼠班英語專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English Program)
本班以「課程、跨⽂化及外語」三合⼀的教學策略，援引國外商管教育主流的學程設計，設有「國際財務⾦融」和「全球經營管
理」兩⼤學程。商管專業課程以全英⽂授課為原則，招收國內外學⽣，透過特⾊課程的設計，培養學⽣成為具備全球移動就業競
爭⼒的標準職⼈。學⽣於畢業前需完成「國際研習」之要求，學⽣可選擇赴海外修讀、海外企業實習、參與國際志⼯、國際競賽
等⽅式，出國期間相關費⽤⾃⾏負擔。申請者具基本英⽂聽、說、讀、寫能⼒者為宜。 網址：
http://www.cm.yzu.edu.tw/ebba/ ，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6091。
1777 元智⼤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Dept. of Social and Policy Sciences
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者為宜。本系辦學亮點為：(1)提供社會學、公共政策與跨領域之訓練：提供社會學、統計、社會
⼯作、公共管理、政策設計與⽂化創業產業管理等專業。(2)⾸創專業實習課程：在政府、⾮營利、青少年服務、⽼⼈服務等機構
⾄少實習六週，應⽤理論與實務的結合。(3)多元實務訓練：開設量化調查、質性研究等⼯作坊，設置⺠意調查中⼼訓練調查實
務。網址： http://sc.hs.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2161、2162。
1778 元智⼤學 應⽤外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元智⼤學應⽤外語學系秉持提升外語教育之理念，於⺠國86年8⽉成⽴，致⼒於培育相關學術界及產業界所需之英⽇語⼈
才。92學年度成⽴應⽤外語研究所（分英、⽇⽂兩組），提供有志鑽研應⽤外語的學⼦們繼續進修管道。98學年度設⽴碩⼠在職
專班（招收⽇⽂組學⽣），旨在培養專業外語、外語教學及語⾔研究專業⼈才，以符合產業及學術研究之需要。
⼆、申請本系者以具中⽂聽、說、讀、寫及英語能⼒達到CEFR-B1程度者為宜。
三、學⽣畢業需達到CEFR-B2之程度。
四、本系以厚植學⽣英、⽇語雙外語專⻑，並兼顧語⾔分析及語⾔應⽤全⽅位能⼒的培養，冀畢業學⽣在語⾔教學、筆譯、口譯
及專業語⽂等專業領域，具備核⼼競爭⼒，以符合產業及學術研究⼯作之需要。
五、本系網址： http://fl.hs.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55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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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 元智⼤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t. of Art and Design
本系主要以探索當代的藝術趨勢與設計美學為⽅向，採取跨藝術/設計雙專⻑與主軸的教學路線，強調活⼒、創意並與社會脈動結
合的特⾊，期能結合藝術與設計，培養學⽣靈活的美學、創意思考及設計運⽤能⼒。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3301。
1755 元智⼤學 ⼈⽂社會學院英語學⼠班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Bachelor
本學程整合⼈⽂社會學院資源與優勢開設，旨在培養學⽣針對不同對象，規劃溝通策略，並設計、創造、與傳遞正確及有⽤訊
息。透過公共關係和策略溝通英語學程，學⽣將獲取敏銳的語感、有效的溝通策略與技巧。本學程以有效的語⾔運⽤為中⼼，並
融合社會暨政策科學、中國語⽂、應⽤外語和藝術與設計四⼤領域之重要概念進⾏課程設計，使學⽣於英語環境中，學習⾼效能
的溝通、說服和談判技巧，提升其⽂化適應⼒與創作能⼒。
1775 元智⼤學 資訊管理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教師專⻑分為資訊技術、計量決策、資訊管理、企業管理及社會創新等五個領域，注重培養學⽣紮實的程式設計能⼒，輔以
系統分析及經營管理理念。本系研究發展重點以「⼤數據分析」及「⼈⼯智慧應⽤」為主軸，並以「商業智慧」、「⽣醫資
訊」、「社群媒體分析」與「智慧製造」作為特⾊應⽤領域，與本校「⼤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教育部頂尖⼤學中⼼）合
作，共同發展各項創新應⽤。本系重視學⽣實作能⼒，學⽣專業實習制度實施已超過20年，⾼年級學⽣須選擇進⼊企業實習或參
與教師研究計畫進⾏為期⼀年之專業實習，為未來就業及升學做準備。
網址:http://www.mis.yzu.edu.tw/，電話:03-4638800轉2604。
1779 元智⼤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Design)
本系教學⽬標為培養多媒體、動畫、遊戲之美術創作⼈才，對繪畫創作、多媒體設計，與電腦應⽤有基礎與熱忱。網址：
http://www.infocom.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2133。
1710 元智⼤學 資訊學院英語學⼠班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in Informatics
本學⼠班之特⾊在於以英語來講授資訊專業課程，讓學⽣沉浸在⼀個國際化學習環境中，培養具備國際競爭⼒之資訊專業⼈才。
英語作為全球化的語⾔，在知識傳播與⼈際溝通上扮演⼀個⾮常重要的⾓⾊，⼀個資訊專業⼈才要具有英語的能⼒才能不斷的成
⻑，才能與國際接軌並於⼀個國際團隊中位居要職，做出貢獻。本學⼠班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於養成資訊專業能⼒，資訊專業能⼒
賦予學⽣實踐創意的⼒量，賦予與它業結合的能⼒，這就是所謂的「資訊 + X」，X可以是機械、電⼦、藝術、財經、管理等
等，重要的是這個加號與X的廣度，而英語讓資訊專業壯⼤擴散並強化資訊專業與X的結合。
本學⼠班課程規劃著重於建⽴基礎資訊核⼼能⼒，⾄少70學分的課程是以英語授課，其中48學分為資訊專業核⼼課程，18學分為
專業必選修課程，以及10學分之通識課程。同時要求必修「口語英⽂溝通」及「實⽤英⽂寫作」來加強學⽣口頭與書⾯溝通能
⼒。另外尚有25專業選修學分，提供學⽣⾃我探索學習的空間，學⽣可依個⼈興趣選擇培養資⼯、資管、資傳之(單⼀或多個)專
⻑，且可以修習多達13學分資訊學院以外之跨域課程，以培養「資訊 + X」的能⼒。本學⼠班同時規劃校外專業實習與校內專題
製作課程來縮小產學落差，校外專業實習⾄少要修畢12學分，學⽣前往國外專業實習可取得多達32學分。同時為⿎勵學⽣到國外
交換學習，特訂定彈性的課程抵修規則，讓學⽣於合作的學校依個⼈興趣選修與本學程相關的課程，避免學⽣因⾄國外交換學習
而延宕完成學業的時間。網址:http://www.in.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 2351、2378。

真理⼤學 Alethe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3
聯絡電話 886-2-26290228
傳真 886-2-86318024
地址 25103新北市淡⽔區真理街32號
網址 http://www.au.edu.tw
承辦單位 招⽣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ia.au.edu.tw/index.php?Lang=zh-tw
新⽣保障住宿，詳情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本校男⼥兼收，備有男⼥⽣宿舍，錄取僑⽣享有優先安排住宿之福利。本校極重視僑⽣的輔導與服務，有關⽣活適
應、獎助學⾦等事宜，請洽詢國際事務中⼼。⼆、本校現有⼈⽂、觀光休閒與運動、管理、財經、資訊與商業智慧等五個
學院，內含⼆⼗⼆個學系(組)及⼋個碩⼠班。 三、本校位於新北市淡⽔區，距離台北市中⼼僅23公⾥，搭乘捷運淡⽔線
即可連接，交通便捷，教學、運動、休閒等設施⿑全。 四、本校網址http://www.au.edu.tw。
系所分則

1524 真理⼤學 宗教⽂化與資訊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學系創⽴於1996年，原名「宗教學系」，2008年起，更名為「宗教⽂化與組織管理學系」，2019年因回應社會實際需求，再
更名為「宗教⽂化與資訊管理學系」。現今共有10位專任教師，其中教授7位，副教授1位、助理教授2位，教師專業相當優異及
全⾯。本系將課程區分為「宗教理論與研究調查」、「宗教組織經營與資訊管理」、「⽂創產業與宗教藝術」、「⽣命關懷與⼼
理諮商」等四⼤模組課程。藉由各種理論及實務課程，以培養宗教學術研究、政府宗教⾏政、宗教團體與⾮營利組織經營管理、
宗教⽂創產業、殯葬產業、觀光領隊導遊、⼼理諮商等學術或實務專業⼈才。若欲進⼀步深造，則可報考本系碩⼠班或國內外各
⼤學相關研究所。
1525 真理⼤學 英美語⽂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English
本學系旨在培養具備⼈⽂素養、獨⽴思考、國際視野之英語專業⼈才。課程設計著重於提升英語溝通能⼒、英美⽂學賞析能⼒、
英語應⽤能⼒與多元⽂化素養，以強化學⽣就業能⼒⾄不同產業別的公⽴或⺠營機構從事英語相關⼯作，亦或繼續英語專業領域
或相關跨領域之深造。
1526 真理⼤學 應⽤⽇語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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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培養同學聴說讀寫能⼒ 中期：⿎勵同學進修，出國深造，邁向國際化 ⻑期：培養學⽣關懷社會，實現「全⼈教育」的⽬
標。
1527 真理⼤學 ⼈⽂與資訊學系 (臺北) 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本學系特⾊在於與⽂化資產、⽂化⾏政與⽂化產業領域有所接軌，其詳細說明如下：
(1) 透過⽂化研究、⽂化資產、⾏政等課程與實務訓練，提升⼈⽂素養，蓄積⽂化上之應⽤、企劃與執⾏⼒，並加強在地⽂化的
再利⽤能⼒。
(2) 強化學⽣「資訊」應⽤能⼒，而能勝任⽂化與資訊產業之資訊溝通或資料處理⼯作，進而成為跨領域的專才。
(3) 透過資訊軟體應⽤，提升學⽣鑽研或傳播⼈⽂知識之成效，累積⽂化產業⾏銷企劃所需創意與技能，進而開拓⽂化⾏銷與數
位創作的價值。
(4) 結合跨領域⼈⽂知識，透過語⾔與多元⽂化的實地訓練⽅式，培養具有國際觀的⼈才，因應全球化與多元⽂化社會之需求。
1528 真理⼤學 台灣⽂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旨在培育台灣⽂學的創作、教學及研究⼈才。以華語教學為主，台語為選修課程。四年課程
涵蓋：散⽂、詩、小說、戲劇、⽂學理論、台灣語⾔與⽂化等六⼤領域。此外，本系與媒體傳播業、圖書出版業、廣告產業、影
視產業等⽂創事業合作，聘請業界主管⾄校任教，教導實務技能，並安排實習。歡迎有志於台灣⽂學及⽂字⼯作者，踴躍報考本
系。
1529 真理⼤學 ⼯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本系旨在培育⼯業管理與經營資訊之專業⼈才，重視倫理教育之確實養成，期望每位畢業⽣具備卓越之⽣涯與職場競爭⼒。
本系教育⽬標：
培養團隊學習態度、引導學習⼯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專業知識、深植專業領域之研討才能、培育專業倫理之⼈⽂素養。
1530 真理⼤學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為兼顧深度與廣度的課程規劃，培養企業管理通才中的專才，故特別著重理論與實務的配合，在⼤⼀⼤⼆的課程係為通才及
專業基礎教育，其⽬的在幫助同學確定⾃我興趣﹑性向及將來欲專攻的領域；而在⼤三﹑⼤四則提供同學多元 化的選擇，希望使
學⽣針對⾃我興趣與未來出路，做更深⼊而有系統的學習，除了可以使同學學有專⻑，並訓練學⽣思考邏輯，使學⽣進⼊企業後
能有解決問題的能⼒。此外，為了讓學⽣成為國家社會及企業組織的中流砥柱，本系亦開設許多國際企業管理、商管英⽂以及企
業倫理與國際禮儀等課程，以培養學⽣成為具有國際觀、有教養之全⽅位⼈才。
1531 真理⼤學 資訊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培育能應⽤資訊科技以創新商業管理之資訊管理專業⼈才。本系擁有專業師資，專⻑涵蓋資訊科技與商業管理，讓學⽣能跨領域
的學習。在課程設計上著重在資管應⽤、智慧商務、電商⾏銷以及服務創新等⾯向。透過校內專業的學習以及校外的資訊競賽與
產學合作建⽴學⽣未來的就業⼒。此外，學校提供國際交換⽣或雙聯學制的學習管道，讓學⽣能有與國際學術交流的經驗，累積
其國際觀。未來就業除了進⼊傳統產業或資訊科技產業以外，也可以參加公職考試與研究所升學。
1532 真理⼤學 會計資訊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培養學⽣能「有效運⽤資訊⼯具，迅速取得會計數字，正確讀取會計語⾔，判斷攸關會計資訊，提供決策
者及利害關係⼈作出正確決策」的財務會計、會計資訊、審計及稅務等專業⼈才。著重實習課程，強化學習成效，提⾼學⽣理論
與實務之專業能⼒，輔以學⽣考取會計師、記帳⼠、內部稽核師或⾦融服務等相關專業證(執)照。
1533 真理⼤學 財務⾦融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因應⾦融市場⾃由化與國際化之趨勢，本系擬招收對財務⾦融資訊具有敏銳觀察⼒，並希望培養
具財⾦分析能⼒，有志從事財⾦⼯作之⼈才。
1534 真理⼤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本系學⽣均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旨在培養從事「國際貿易與⾦融」和「國際企業經營」的管理⼈才，迄今畢業系友已達約⼀萬
⼈左右，表現甚為傑出。其中有擔任航空公司董事⻑者，⾦控公司董事⻑者，五星級飯店董事⻑者，更多的是擔任貿易公司董事
⻑，在各⾏各業都有極優異的表現。 國際貿易學系畢業⽣具有廣泛、絕佳的就業機會，包含服務於貿易公司、物流公司、商業銀
⾏、證券公司、船務公司、空運公司、報關⾏以及政府關務⼈員等等。 國際貿易學系師資均來⾃於海內外不同領域的專家及學
者，九⼈獲有博⼠學位並多具實務經驗，使系上學⽣在四年的求學⽣涯中，理論及實務都能兼備。加⼊國貿系是您將來順利就業
及升學的最佳選擇，歡迎您加⼊我們的⾏列。如需更多資訊，請參閱本系網址：https://itrade.au.edu.tw/。
1535 真理⼤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Tax Planning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以培養理財及優質稅務管理⼈才。在理論⽅⾯，將公部⾨理財的理論知識與分析⼯具融⼊私
部⾨理財內容中，使得個⼈、家庭與公司的理財規劃更加全⾯與完整。在實務分⾯，本系在四年級開設實習課程讓學⽣⾄公部⾨
的稅捐機構實習、以及⾄私⼈部⾨的記帳⼠事務所及會計師事務所實習，此⼀公、私部⾨兼具的實習課程是本系所特有，使理財
與稅務規劃學系更能體現全⽅位的完整理財教育。
1536 真理⼤學 法律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Law
1.本系除有基礎法律課程外，亦開設有專業選修課程。 2.本系亦開設有法律實習課程。 3.本系亦要求學⽣參與法律扶助與法治教
育⼯作。 4.本系亦有實習法庭供學⽣實際操作。 5.本系亦開設有學碩⼠五年⼀貫課程。
1537 真理⼤學 經濟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培養能獨⽴思考，⽤嚴謹邏輯正確分析問題，並且能夠正確而迅速解決問題能⼒之 財經專業
⼈才。 本系辦學特⾊: 1.本系設有碩⼠班，並⿎勵學⽣申請「五年⼀貫」修讀計畫，使學⽣能在五年內取得學、碩⼠學位，並設
有管理經濟學程，修讀完畢可領取修業證書。 2.定期舉辦財經專業知識競賽、職涯探索競賽，皆頒予獎狀獎⾦；並邀請學⻑姊返
校分享讀書及⼯作經驗，推動學⽣提早規劃未來的藍圖。 3.本系如同⼀個溫暖⼤家庭，⽼師適時給予學⽣輔導與關懷，重視全⼈
教育，落實本校愛與關懷之宗旨。黃亮洲⽼師提供⽂殊獎學⾦，⿎勵學⽣認真向學。 真理經濟歡迎您!
1538 真理⼤學 觀光事業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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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堅強的師資陣容：本系現有專任教師11位，其中教授2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6位、講師1位；兼任教師共6位。 特⾊
⼆：課程設計多元且以實務為導向：本學系專業課程規劃分為「觀光旅遊」與「餐旅管理」等兩⼤領域，課程符合國內社會發展
所需。 特⾊三：加強外國語⽂之訓練：本系特別聘請專兼任留學英美、⽇本、韓國等教師，來提昇學⽣之外語能⼒，且積極⿎勵
學⽣參與本校姊妹校之學⽣參與交換學⽣。 特⾊四：重視實務訓練與就業媒合：本系規劃學⽣⾄觀光相關⾏業實習400個小時，
並提供符合學習⽬標之相關實習場所(如：飯店、旅⾏社、航空公司…等)，⿎勵學⽣參與實務專業訓練，加強未來進⼊職場就業
能⼒。並定期邀畢業系友回校進⾏就業媒合。 特⾊五：堅強的校友網絡：本系為國內歷史最悠久之觀光事業學系，⽬前有許多畢
業系友在旅⾏業、航空業、旅館業、教育界都從事重要職務，故使本系具備堅強的校友網絡。
1539 真理⼤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Tourism Information
本系在臺灣台北校區上課。強調數位資訊科技在觀光旅遊及餐旅管理相關領域之應⽤，期許有效整合觀光領域專業知識與數位資
訊科技應⽤發展，以提升畢業⽣專業性與競爭⼒。 本系擁有堅強師資，專業教室、新穎設備、完整課程規劃流程與⾏政制度。學
⽣畢業後可報考國內外⼤學校院觀光休閒管理資訊等相關系所，或投⼊職場在飯店旅館業、航空業、餐飲業、旅遊業、資訊業、
休閒⽂創業等相關⾏業⼯作。
1543 真理⼤學 運動管理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Sport Management
本系⾮常重視學⽣全球化適應能⼒並致⼒成為亞洲頂尖運動管理科系，培育全⽅位運動企業⼈才。所有課程皆於淡⽔校區上課。
本系部分課程涉及運動技能操作。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應⽤，積極與運動休閒產業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促進校內外運動管理實習
機會，畢業需完成400小時實習時數與通過初級英語檢定。
1544 真理⼤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Spor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依⼀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重視學⽣學習之規劃，落實每個學習階段專業技能的要求，包括廣播節⽬製作與新聞採編實
務，學⽣實習成果、3D建模、影⽚專題等。舉辦各階段成果發表會，培養學⽣學習技能成果發表的能⼒。本系的學習精神，在於
培養學⽣多元學習、整合、運⽤能⼒，具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
1665 真理⼤學 航空事業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Air Transport Industry
航空事業學系設⽴宗旨：配合航空運輸發展及其觀光旅遊發展政策，培育航空運輸產業專業⼈才，期許學⽣朝向具備專業職能、
職場倫理，以及國際視野之多元專⻑發展。
1703 真理⼤學 統計資訊與精算學系 Department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Actuarial Science
本學系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符合時代潮流並具備公⺠素養的⼤數據實務、統計精算之專業⼈才。」⽬標乃希望讓學⽣擁有數據
分析及統計精算的專業素養，以提升未來職場的就業⼒，或奠定在未來學術領域深造的基礎。

⻑榮⼤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6
聯絡電話 886-6-2785123
傳真 886-6-2785601
地址 71101臺南市歸仁區⻑⼤路1號
網址 http://www.cjcu.edu.tw
承辦單位 ⼊學服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服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dweb.cjcu.edu.tw/overseas_student/article/2855
宿舍 四年住宿優先權
⼀、新⽣⼊學須知： （⼀）⽇間部新⽣⼀律住校。（⼆）本校鄰近台南⾼鐵站，台鐵⽀線⾏經本校，並設置「⻑榮⼤學
站」，交通極為便利。（三）本校是亞洲基督教⼤學聯盟(ACUCA)會員學校之⼀，與美、法、奧、加、⽇等世界各校締
備註 結姊妹校(100餘所)，密切國際合作與交換學⽣（四）本校訂有英語及資訊⼒畢業條件，詳情請參閱語⽂教育中⼼及計網
中⼼網站。（五）本校為基督教⼤學，重視⼈⽂與教會關懷精神。 ⼆、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本
校學⼠班者，於原學分總數外，應⾄少增修12個學分。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604 ⻑榮⼤學 ⼟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Dept. of Land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本系以培育具⼟地管理觀念及開發技術之專業⼈才為⽬標，未來畢業⽣可報考不動產估價師、都市計畫技師、不動產經紀⼈、地
政⼠及地政、都市計畫類科等國家考試；或於建設、估價、仲介、代書、代銷、⼯程顧問、營造及物流公司任職；或續於國內外
相關研究所深造。
1600 ⻑榮⼤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需具備中⽂聽、說、讀能⼒可適應者。
2.本系培育學有專精之管理⼈才，可擔任業界⾏銷、資訊、⼈⼒資源或⽣管與品保⼈員。課程設計以五管知識為基礎，發展數位
經營及⾏銷⼆⼤特⾊領域，並致⼒打造理論與實務兼備的教學環境，重視產學合作、實習、證照等多元化學習。
1605 ⻑榮⼤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1.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2. 本系以培育具備企業倫理與服務敬業之財務⾦融專業⼈才為教育⽬標。3.課程主
要分為公司財務模組、⾦融服務模組、投資資訊模組以及不動產開發與⾦融跨領域模組。4.本系重視產學合作，學⽣可於暑假或
⼤四選擇⾄⾦融業或會計師事務所實習。
1603 ⻑榮⼤學 航運管理學系 Dept. of Aviat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本系是培養海運及空運專業⼈才之科系，⾃⼤⼆起，學⽣可依興趣選擇主修海運或空運。本系重視實務訓練，於暑假期間安排學
⽣⾄航空站、航空公司、碼頭、海運公司、貨物承攬運送公司等航運相關單位實習。⽬前畢業校友多返回僑居地就業於航運相關
企業，如澳⾨航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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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 ⻑榮⼤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課程規劃：1. 國際企業管理 2. 國際⾏銷管理 3. 國際貿易。⼆、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1705 ⻑榮⼤學 創新應⽤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1.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2. 本系教育⽬標：培育具備服務/倫理/創新素養之創意應⽤與電⼦商務經營管理⼈才。
(1)網路讓全球企業聯繫起來，具備電商數位能⼒與創新應⽤的個⼈，將是創新商業經營模式競爭架構下的主流⼈才。
(2)本系兩⼤核⼼課程模組：「創意應⽤」與「電商經營」，強調創意發想的啟發與創新應⽤能⼒的實踐，幫助企業進⾏實體與虛
擬雙向整合。
(3)創意應⽤與創新實踐無所不在，企業創新範疇即涵蓋科技、產品、服務、流程、組織、與商業模式等項⽬的創新。
1602 ⻑榮⼤學 會計資訊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本系旨在培養會計專業⼈才(⼆)專業選修課程加強與職能之連結，分為稽核模組及稅務帳務模組(三)寒暑假及⼤四有機會⾄會
計師/記帳⼠事務所實習(四)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1613 ⻑榮⼤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Dept. of Tourism,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課程規劃：1. 觀光管理 2. 餐飲管理 ⼆、需具備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1599 ⻑榮⼤學 醫務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本系旨在透過管理活動促進醫療服務品質與效率，期望甄選關⼼醫療衛⽣事務、具有愛⼼、願意關懷病⼈及家屬，具有良
好溝通能⼒與服務社會熱忱的學⽣。（⼆）本系⼤三升⼤四暑假需⾄醫療機構實習8週。（三）中⽂聽說讀寫需可適應。
1593 ⻑榮⼤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本系教育⽬標：1. 培養「新聞」、「公關廣告」、「⾳像傳播」領域之專業⼈才。 2. 訓育「平⾯」、「⾳訊」、「影像」
之能⼒。⼆、以上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
1595 ⻑榮⼤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招收關懷社會正義，對促進社會福祉有強烈意願，能深⼊⾃省並有志於服務⼈群者。
1609 ⻑榮⼤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本學系分兩組修課(1)藝術創作。(2)應⽤藝術。注重藝術創作訓練及應⽤。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1612 ⻑榮⼤學 書畫藝術學系 Dep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s
本學系以書畫創作與市場導向並重，追求清新⾼雅的⽔墨、書法、篆刻創作⾵格為教育⽬標，畢業後可獲得書畫藝術學⼠學位。
本系畢業學⽣已有作品於香港蘇富⽐拍賣會⾼價拍出，並連續三年獲全國學⽣美術⽐賽⼤專組第⼀名、⾏銷⽅⾯已超過千件，成
果豐碩。
1596 ⻑榮⼤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班(數位媒體設計組)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需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數位媒體設計組以藝術美學為基礎，結合美藝理論與數位媒體之專業實務；應⽤於廣告商
展企劃、視覺設計、包裝設計、遊戲設計、數位媒體、網⾴設計、2D與3D動畫等⽂創與數位媒體產業，培育兼具⼈⽂思考、藝
術創意、美學素養、科技創新，並符合數位科技脈動，契合現代社會潮流的數位媒體專業⼈才。
1597 ⻑榮⼤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本系分語⽂模組、翻譯模組、觀光經貿模組，可供同學依興趣修習。（⼆）本系為語⾔類學系，聽、說、讀、寫、譯等五
項技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三）本系提供⽇本留學、⽇本實習機會，可供同學依未來志向選
擇。
1598 ⻑榮⼤學 應⽤哲學系 Dept. of Applied Philosophy
⼀、本系以「哲學訓練、社會實踐」作為本系教育宗旨之精神指標。訓練學⽣具有哲學理性思辦能⼒，旨在學⽣具備參與社會的
實踐精神，期許本系學⽣致⼒於關懷社會⼈事物、重視⽣命價值以及連結社會族群⽂化。⼆、需具備中⽂聽說能⼒（佳），讀寫
能⼒（佳）。
1594 ⻑榮⼤學 翻譯學系 Dep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1.本系為語⾔類學系，聽、說、讀、寫、譯等五項技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2.考⽣分發後請儘速
與學系聯絡。
1709 ⻑榮⼤學 運動競技學系 Dept. of Athletic Sports
凡對提升本身運動競技能⼒、運動專任教練及運動指導有興趣，並具備中⽂聽、說、讀、寫能⼒者，歡迎加⼊。
4899 ⻑榮⼤學 台灣⽂化創意產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Taiw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本學程是全國第⼀個⼯藝產品設計(實作)、台灣⽂化創意(⼈⽂)與藝⽂產業經營(產業)的真正「台灣⽂化創意產業」。邀請台灣多
位知名業師來校授課(吳宗賢-榮獲⽂化部頒發台灣⼯藝之家)。未來也將與台灣⼯藝研究發展中⼼、⽂化創意產業園區與創意產品
市集等實習合作機會，培育具備⽂化素養與公⺠覺醒的⼈才。
課程特⾊:
A模組:⼯藝產品設計(實作)-培養學⽣具有⼯藝產品設計專業知能及具有實務操作的能⼒。
B模組:台灣⽂化創意(⼈⽂)-培養學⽣可做為台灣⽂化結合產業之學習機會。
C模組:藝⽂產業經營(產業)-培養學⽣具有⼯藝產品設計與台灣⽂化產業之創意整合⾏銷
本學程相關資訊，請參閱網⾴:http://dweb.cjcu.edu.tw/tcci
1688 ⻑榮⼤學 東南亞⽂化與產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an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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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於2017年成⽴,我們的宗旨是培養多元⽂化理解⼒、跨國適應⼒及產業實務能⼒的⼈
才。東南亞深具發展潛⼒,我們重視其市場發展趨勢與⽂化多樣性,掌握趨勢與先機,積極與業界
建⽴實質教學合作,培練學⽣紮實實作⼒。根據學⽣發展需求,充分結合本校各學院系所專業學習
資源,利⽤彈性務實課程,培養學⽣學習跨⽂化能⼒、焦注問題解決、培練實踐膽識、練就跨國移
動⼒與膽識,模塑每名學⽣的獨特性。⼆、須具備中⽂聽說讀寫能⼒(佳)
1888 ⻑榮⼤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班(互動設計組)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
Department of Interaction Design )
需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互動設計組課程重點為「數位」、「互動」、「創意」以及「設計」。以資訊暨設計課程
為主軸，透過STEAM創新教學模式，跨域結合多樣化專業課程學習，藉由實作累積實務經驗。課程包括：裝置互動（六軸動感
平台、穿戴體感、⼿持裝置）及內容互動（網⾴、⼿機APP、3D遊戲）。並結合創意思考與設計美學課程。本組師資堅強，歡迎
有興趣的同學加⼊本組⾏列。
1699 ⻑榮⼤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班(資訊管理組)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需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機的時代，你可知指尖也可以滑出⾼年薪？你⼜可曾聽過零售商將尿布和啤酒陳列
在⼀起而能提⾼銷售量？資管組招收有志從事⼿機軟體設計以及數據分析與應⽤的優秀專業⼈才。課程結合⼿機APP設計、雲端
資料庫應⽤、資料探勘與分析、資料視覺化等訓練。畢業後可從事如APP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師、⼿機遊戲程式設計師、軟體
⼯程師、網站/網⾴⼯程師、系統分析/設計師、資料庫⼯程師/管理師、數據分析師、資料科學家、資料視覺化⼯程師、商業智慧
分析師等⼯作。就業與升學途徑⼗分寬廣。

世新⼤學 Shih Hsi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8
聯絡電話 886-2-22368225
傳真 886-2-22362684
地址 11604臺北市⽂⼭區木柵路⼀段17巷1號
網址 http://www.s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詳情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s://is.gd/Ya7Fv0
本校學⼠班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外，尚須依規定通過「英語能⼒」、「中⽂能⼒」、
「資訊能⼒」、「思辨表達能⼒」、「⾃我管理能⼒」等基本能⼒檢定及學系畢業⾨檻，⽅可畢業。
系所分則

1631 世新⼤學 新聞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新聞學系聚焦理論與實務, 課程涵蓋傳統與數位新聞的重要概念與技巧的學習. 在當前快速變遷的傳播環境裡, 新聞系志在培育全
⽅位的新聞⼯作者.
1632 世新⼤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組 Dep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Division of Radio)
以廣播為媒體通路，兼顧理論與實務訓練，強化影⾳創作與研究能⼒，培養影⾳產業平台的企編、製播、營運及研究⼈才。
1633 世新⼤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Dep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Division of Television)
以電視為媒體通路，兼顧理論與實務訓練，強化影⾳創作與研究能⼒，培養影⾳產業平台的企編、製播、營運及研究⼈才。
1634 世新⼤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 Dep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Division of Film)
以電影為媒體通路，兼顧理論與實務訓練，強化影⾳創作與研究能⼒，培養影⾳產業平台的企編、製播、營運及研究⼈才。
1635 世新⼤學 圖⽂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Dept.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s and Digital Publishing
本系以攝影、設計為主軸，印刷為輔，出版為延伸。教學⽅法以實務與理論並重，與業界有緊密的專業實習合作與訓練，歡迎對
圖像創作有興趣的同學加⼊。
1636 世新⼤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Dep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本系以培養公共關係及廣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溝通⻑才，注重策略與傳播相關知識，培育具有思考判斷與執⾏能⼒的全⽅位策略
傳播⼈才。
1637 世新⼤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Dep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本系原為口語傳播學系，旨在培育溝通、表達的專業⼈才。⾃2020年開始，更名為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主要是因應當代科
技快速發展，⼤眾暨各種公、私部⾨運⽤社群媒體進⾏溝通蔚為傳播潮流，故本系以傳播學中的修辭、溝通專⻑為核⼼素養，藉
由社群媒體，甚⾄全媒體實務操作的結合，以促成⼈與⼈之間的緊密連結，讓組織（譬如企業、家庭、政府單位等）運作更順
暢。
1638 世新⼤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本系培養資訊設計與網站經營⼈才。課程學習以資訊媒體蒐集設計、組織整理、加值應⽤與網路傳播的技能，最終能從事網站規
劃、資訊⾏銷、知識管理、數位媒體、與網路傳播等多⾯向資訊傳播服務。
1639 世新⼤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Arts (Division of Animation Design)
招收對數位創意、動畫設計、藝術美學有興趣且具潛⼒之優秀⼈才。
1640 世新⼤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Arts (Division of Game Design)
招收對數位科技、遊戲設計、互動裝置有興趣且具潛⼒之優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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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 世新⼤學 傳播管理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本系主要在於提供跨領域的課程，以培養學⽣整合「傳播」與「管理」兩種專業知識的能⼒。本系培養之畢業⽣除了可選擇進⼊
媒體產業⼯作之外，亦適合進⼊⼀般企業的管理部⾨⼯作，以發揮其傳播管理⻑才，改善組織的經營績效。
1642 世新⼤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培養具備資訊管理實務能⼒，能從事企業管理與決策⽀援之⼈才。
2.具備應⽤資訊⼯具能⼒，能從事企業軟體開發之⼈才。
3.能夠進⼀步從事學術與實務整合的⾼級研究⼈才。
1643 世新⼤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培養具備資訊科技實務能⼒，能從事技術研發之資訊專業⼈才。
2.具備應⽤資訊⼯具能⼒，能從事系統開發之⼈才。
3.能夠進⼀步從事學術與實務整合的⾼級研究⼈才。
1644 世新⼤學 資訊管理學系智慧網路應⽤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Intelligent Network
Application)
1.培養具備網路科技實務能⼒，能從事電腦與網路技術研發之專業⼈才。
2.具備應⽤資訊⼯具能⼒，能從事網路系統開發之⼈才。
3.能夠進⼀步從事學術與實務整合的⾼級研究⼈才。
1645 世新⼤學 財務⾦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旨在培養具備「主動學習」、「獨⽴思考」、「全球視野」與「品格教養」等能⼒與特質之財⾦專業⼈才。本系策略規劃三
個特⾊領域：「財富管理與投資規劃」、「⾦融服務與媒體⾏銷」與「⼈⼯智慧與財務⼤數據」，以加強學⽣⾯對未來之適應性
與競爭⼒。
1646 世新⼤學 ⾏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本系主要在培育具有「思考⼒、判斷⼒、執⾏⼒」的全⽅位⾏政管理⼈才，核⼼基本能⼒包含公共管理能⼒、政策分析能⼒、問
題解決能⼒與⼈際溝通能⼒。
1647 世新⼤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課程包括三項領域：旅館管理，餐飲管理和旅遊服務業管理。 該課程的強調旅館管理、旅宿業創新經營管理、餐飲業管理、健康
休閒服務管理等。三年級的第⼆學期要求實習⼀個學期。
1648 世新⼤學 觀光學系旅遊暨休閒事業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Travel and Leisure Management)
課程主軸包含旅⾏社與航空公司連接各觀光事業體為主軸。課程內容包含旅運經營學、航空票務管理、國際觀光產業實務（海外
參訪）、領隊導遊實務、節慶活動企劃與經營等。並設有基礎實習與進階實習課程。
1656 世新⼤學 觀光學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課程主軸包含觀光吸引⼒規劃、觀光⾏銷企劃和觀光投資與開發三⼤⽅向。課程內容包括環境規劃、觀光資源規劃與管理、觀光
規劃、觀光活動⾏銷企劃、觀光投資與開發等。四年級下學期需參與畢展。
1649 世新⼤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招收性向適合及有興趣學習經濟分析與研究的學⽣，拓展新市場，建⽴新平台，創造新企業。
1650 世新⼤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課程規劃上，以「華⼈企業管理」及「創新與創業管理」為主軸，並追求專業與創新的核⼼價值。期能培養學⽣具備1.⼈際
溝通協調能⼒；2.創意思考與問題分析能⼒；3.管理技術應⽤能⼒；4.多元⽂化適應能⼒等核⼼能⼒。
1651 世新⼤學 社會⼼理學系 Dept. of Social Psychology
本系旨在於培養以社會學、⼼理學訓練為基礎，能配合社會脈動、針對當前社會議題從事學術研究或實務應⽤的跨領域專業⼈
才。 基於多元學科之科際整合與應⽤，以及對當前社會議題之關切與研究。
1652 世新⼤學 英語暨傳播應⽤學系 Dept. of English and Applied Communication
本系旨在鍛鍊學⽣的專業外語能⼒，並培育⼈⽂素養，並將英語能⼒結合傳播專業知識及實務，形塑世新⼤學英語系的獨特性及
提昇經營亮點。順應全球化時代發展及媒體傳播時代的脈動潮流，為學⽣規劃符合未來職場跨域⼈才。
1653 世新⼤學 中國⽂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成⽴碩博班多年，師資陣容堅強，學⾵嚴謹篤實，古典現代兼具。本系造就中⽂研究⼈才，以及傳播、⽂創、華語教學等項
⽬從業⼈員。
1654 世新⼤學 ⽇本語⽂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發展特⾊除了培養⽇本語⾔⽂化、⽂學等知識外，並發展媒體、觀光、貿易等專業課程，輔以⽇語沉浸園、⽇語導遊義⼯隊
等，加強學⽣的實務應⽤能⼒。
1655 世新⼤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我們抱持著教育的熱誠，設計出符合現實需求的課程，並延聘⾮常優秀的教師，希望能培養學⽣清楚的邏輯架構以及充分的專業
基礎，具備完善且妥當處理各類現實問題之能⼒。我們歡迎有志於邁向法律之路的學⼦，與我們⼀同努⼒、共同耕耘、開創美好
的未來。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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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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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2-77364604

傳真 886-2-25855215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10452台北市中⼭北路三段40號
網址 http://www.ttu.edu.tw
承辦單位 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turule.ttu.edu.tw/rulelist/showcontent.php?rid=892
宿舍 新⽣保障住宿
本校由林尚志先⽣創⽴於1956年，並以⼯程、設計及商業管理為主要領域。本校與許多公司產學合作密切，為國內知名
的建教合⼀、研究發展的優質⼤學，學校特⾊為:1、本校位居臺北市中⼼，校區緊鄰北美館及花博公園，步⾏可⾄⺠權西
路、圓⼭及中⼭國小捷運站，⽣活機能完善，是有志向學者的理想學習環境。2、本校建校60多年來以培養國家發展所需
的科學家、設計師、⼯程師與事業經營者著稱，傑出校友遍佈產官學研各領域。3、辦學績效優異，榮獲教育部⾼等教育
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各系所皆通過教育部系所評鑑與 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並榮獲德國紅點(Red Dot)、iF設計評
備註
⽐優質設計學校，更多次榮獲中國⼯程師學會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4、積極發展與海外姊妹校之雙向交流，並
與國內外⼀流企業進⾏密切產學交流，培育務實致⽤⼈才。5、獎助學⾦：僑⽣及港澳地區學⽣⼊學獎學⾦、品學兼優獎
學⾦、學業成績進步獎學⾦、出國獎學⾦、教育部核發⾼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助學⾦、教育部補助⼤學校院設置研究
所優秀僑⽣獎學⾦、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僑⽣回國就讀⼤學校院獎學⾦、僑務委員會補助僑⽣⼯讀⾦、僑務委員會獎勵學
⾏優良僑⽣獎學⾦等。
系所分則
1859 ⼤同⼤學 事業經營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本校近台北⾞站及捷運圓⼭、⺠權西路、中⼭國小站。本系教育⽬標在培育具國際觀、善溝通協調且富執⾏⼒之事業經營⼈才。
課程特⾊：1.注重語⽂訓練：增強英⽇⽂等外語能⼒。2.理論與實務並重：專任教師多半具實務或⾏政經驗並積極引進業師，提
升學以致⽤能⼒。3.課程結合實作競賽：透過⾏銷、創業、個案策略分析等競賽強化就業⼒。4.職場實習：延伸學習場域到產
業，提前體驗職場。5.外語專業期刊研讀：培養閱讀專業期刊能⼒及終⽣學習⼒。6.以學程強化專業能⼒：設有會計財經、⾏
銷、外語授課之國際經營學程，深化專業能⼒與就業⼒。7.跨領域專業：強調多元學習，打造全⽅位π型⼈。8.⿎勵持續深造：直
攻碩⼠班，5年取得學碩⼠。
4926 ⼤同⼤學 資訊經營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學系介紹:⼀、課程規劃分為三個學程：⼤數據、企業電⼦化和⼈⼯智慧。1.特⾊特程包括企業資源規劃、商業智慧、⼿機程式設
計、巨量資料分析和⼈⼯智慧等課程。2.教授之學術專⻑結合與業界需求結合，並依專⻑成⽴特⾊實驗室，軟硬體設備充⾜。
⼆、研究與發展1.建⽴核⼼競爭⼒，獎勵考取專業證照。2.⻑期與業界進⾏產學合作，⿎勵所學即所⽤。3.與國外學校簽訂姊妹
校、交換學⽣與教授互訪。三、升學與就業出路1.系統開發：如軟硬體設計與銷售、系統維護與整合、資訊安全、系統開發與設
計等⼯作。2.資訊服務：如商業流程管理、決策分析、企業電⼦化、ERP等⼯作。3.⾃⾏創業：如電⼦商務、網路⾏銷等。4.繼
續升學：繼續攻讀資訊與管理⽅⾯之碩博⼠學位。
1860 ⼤同⼤學 應⽤外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本系教學⽬標為外語專業訓練為基礎，以培育實⽤之外語⼈才。本系也⿎勵學⽣跨領域學習。專業課程多為職場取向的實務型課
程，分為商業專業外語、翻譯、外語教學三⼤領域。本系與⽇本橫⼿市市政府簽訂產學合作，每年提供海外實習機會。
4925 ⼤同⼤學 ⼯業設計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業設計學系介紹:本系成⽴於1973年，為台灣最早設⽴⼯業設計學系的學校。本校獲評為亞太區前10名、全球前20名設計學
校。教育⽬標在於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嚴謹邏輯思考能⼒及深厚美學素養之產品設計與開發⼈才。教學特⾊注重實務與理論的
結合、小組教學讓學⽣獲得充分的個別指導、多元之學習領域、國際交流機會多幫助學⽣拓展國際視野、配合業界需求之職能教
育。本系有⼯廠實習及學習機器操作，考⽣宜考量身體活動能⼒，並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1861 ⼤同⼤學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 Dept. of Media Design, Interaction Design Division
本校獲評為亞太區前10名、全球前20名設計學校，位處台北市區精華地段，交通便利、⼈⽂薈萃。課程包含基本設計、設計美
學、互動設計、⼈機界⾯、使⽤者經驗、設計⽅法、攝影學、⾊彩設計、互動網⾴設計、⼿持應⽤程式設計、數位建模、電腦動
畫製作、數位⾳樂等課程。⿎勵學⽣參加國內外展演與設計競賽，協助拓展⼈脈與增加產學交流。廣邀具豐富實務經驗之業界⼈
⼠共同授課，建⽴產學合作平台，發掘學⽣潛⼒，培養適性專⻑，以滿⾜未來需求。
1862 ⼤同⼤學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Dept. of Media Design, Digital Game Design Division
本校獲評為亞太區前10名、全球前20名設計學校，位處台北市區精華地段，交通便利、⼈⽂薈萃。課程包含基本設計、設計美
學、遊戲設計、桌遊設計、情境腳本、設計⽅法、攝影學、⾊彩設計、互動網⾴設計、⼿持應⽤程式設計、數位建模、電腦動畫
製作、數位⾳樂等課程。⿎勵學⽣參加國內外展演與設計競賽，協助拓展⼈脈與增加產學交流。廣邀具豐富實務經驗之業界⼈⼠
共同授課，建⽴產學合作平台，發掘學⽣潛⼒，培養適性專⻑，以滿⾜未來需求。

中華⼤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50
聯絡電話 886-3-5186221
地址 30012 新⽵市五福路⼆段707號
網址 http://www1.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試務與招⽣專業化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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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5377360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中華⼤學於1990年成⽴，在歷來董事會及校內主管精⼼擘劃之下，學校有下述成果與特⾊： 1.就業型三⾼學府: 依據教育
部、104⼈⼒銀⾏、1111⼈⼒銀⾏最新調查顯⽰，中華⼤學畢業⽣具有「就業率⾼、薪資⾼、企業滿意度⾼」的三⾼表
現。其中，本校學⽣就業率為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綜合型⼤學第1名，在104⼈⼒銀⾏統計中，有超過半數畢業⽣平均薪
資⾼於全國私⽴⼤學畢業⽣平均薪資，並已連續5年名列1111⼈⼒銀⾏企業最滿意私⽴⼤學前10名。 2.⽵苗地區唯⼀取得
國際AACSB及IEET雙認證私⽴⼤學 中華⼤學為⽵⽵苗地區唯⼀獲得美國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AACSB）認證及中華⼯
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之私⽴⼤學。學⽣修得之學位、學分可以通⾏全球。 本校管理學院不僅躋身世界前5%頂尖商
管學院之列，2020年英國⾼等教育調查公司QS評⽐中，本校躍進亞洲地區⼤學前450名，亦名列台灣綜合型私⽴⼤學第
11名。 3.本校設有資訊電機學院、管理學院、建築與設計學院、⼈⽂社會學院、觀光學院及創新產業學院等6個學院、共
28個學系/學位學程，專任教師230⼈，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達90%以上，學⽣⼈數約6500⼈之⼤學(含有學位陸⽣、短期
研修陸⽣交流⽣，並有近300餘國際學位⽣、僑⽣、港澳⽣、華語⽣及海青班學⽣)，在國際化推動成效榮獲教育部獎助全
備註 國⾼教體系通過計畫之優異⼤學。 4..⾥程碑: ◾世界⼤學排名中⼼（CWUR）2019-2020年全球前2000⼤⾼等學府排名，
本校排名世界前2000⼤，躋身全球前10%卓越⼤學。◾英國QS評⽐，本校躍進亞洲地區⼤學前350名，名列台灣綜合型私
⽴⼤學第9名。◾1111⼈⼒銀⾏2019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9名。◾獲得教育部⼤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補助。◾
遠⾒雜誌「2017台灣最佳⼤學」TOP 20國際化⼤學。◾1111⼈⼒銀⾏2020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10名。◾全台灣第⼀
所取得美國國際AACSB新制認證之私⽴⼤學，管理學院躋身世界頂尖前5%商管學院之列。 5.僑⽣專責單位：本校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專責協調校內各單位與資源，針對僑⽣在出⼊境申請、學習輔導及⽣活輔導等各⽅⾯協助。 6.本校設有教
學助理TA、諮商輔導中⼼、⽣活輔導組及住宿輔導組，對於學習及⽣活⽅⾯提供協助。 7.每學期學雜費：資電學院、建
築與設計：新台幣54,580元；管理及觀光學院：新台幣47,821元；⼈⽂社會學院：新台幣47,142元(平安保險費新台幣
300元/每學期)。2021學年實際收費請以本校網⾴公告為準。 8.住宿費：依宿舍別有不同收費標準，費⽤為每學期新台幣
8,400~18,600元(內含網路及熱⽔費⽤，但冷氣費⽤另計) 。 9.住宿⽅⾯，新⽣均已保留床位，宿舍內床具、書桌椅、櫥
櫃、宿舍網路及冷氣⼀應俱全。
系所分則
1701 中華⼤學 資訊⼯程學系資訊應⽤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Applied
Informatics）
本組培育具優秀實務能⼒之資訊軟體應⽤⼈才，如⾏動裝置APP、遊戲與機器⼈程式設計及多媒體技術與應⽤等。本系有地區性
之私⽴⼤學資訊領域最佳師資陣容，與新⽵科學園區廠商產學合作互動頻繁，積極與新⽵地區科研機構及其他⼤學學術交流。
(03)5186417, http://cs.chu.edu.tw/
1682 中華⼤學 ⼯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本系之教育⽬標，旨在培育實務與理論兼具之⼯業管理⼈才，除了重視傳統⼯業管理領域之外，並著重於產業系統管理與⼯商服
務管理之跨領域整合，包含產品與組織的創新管理、⽣產系統最佳化設計、綠⾊供應鏈規劃與設計、專案管理、資訊管理系統與
⼈因設計及安全照護等，期能培養學⽣在技術⾯與管理⾯整合之專⻑，管理學院於2016年取得美國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
（AACSB）認證，躋身世界頂尖前5%商管學院之列。未來就學與就業之路相當寬廣。本系聯絡電話：03-5186592
1956 中華⼤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division of Business Management
本系著重公⺠營企業及⾏政機構通才性管理能⼒之培育，專業課程規劃包括⾏銷、⼈⼒資源、電⼦化企業及財經等領域，學⽣能
從課程中培養企業系統整合能⼒，並從中了解企業運作所需知識與技能，能擔任企業相關⽣產、⼈資、財務管理、⾏銷管理等職
務。系辦聯絡電話：03-5186550，E-mail：mba@chu.edu.tw
1677 中華⼤學 財務管理學系財務⾦融管理組 Dept. of Finance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需略懂中⽂書寫。本系旨在培養公司財務、財富管理及⾦融服務業等專業⼈才，歡迎未來有志從事財務⾦融相關領域（銀⾏業、
證券業、保險業、投資信託業、會計稅務業、政府財會稅、公司財會及公司⾏政事務等）⼯作之同學參加甄試。學系連絡電
話:03-5186525
1712 中華⼤學 財務管理學系會計資訊與稅務組 Dept. of Finance Taxatlon,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需略懂中⽂書寫。本系旨在培養公司財務、財富管理及⾦融服務業等專業⼈才，歡迎未來有志從事財務⾦融相關領域（銀⾏業、
證券業、保險業、投資信託業、會計稅務業、政府財會稅、公司財會及公司⾏政事務等）⼯作之同學參加甄試。學系連絡電
話:03-5186525
1769 中華⼤學 財務管理學系⾦融資訊管理組 Dept. of Finance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需略懂中⽂書寫。本系旨在培養公司財務、財富管理及⾦融服務業等專業⼈才，歡迎未來有志從事財務⾦融相關領域（銀⾏業、
證券業、保險業、投資信託業、會計稅務業、政府財會稅、公司財會及公司⾏政事務等）⼯作之同學參加甄試。學系連絡電
話:03-5186525
4827 中華⼤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中華⼤學資訊管理學系致⼒於訓練計量管理、資訊技術、⼤數據分析及⼈⼯智慧之專業⼈才。我們的教學著重挖掘學⽣的天賦、
培養專業技術、整合理論與實務、促發創新思考及團隊合作。在近⼗年中，本系已有2800⼈次的同學取得 Oracle 與 SAP 的專業
證照。依據104⼈⼒銀⾏的統計，我們的畢業⽣在職場上顯⽰資訊技術在管理領域的價值。這裡是師⽣共建的教育場域，歡迎你
來參與。本系電話:03-5186524，http://mis.chu.edu.tw
4823 中華⼤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本系整合建築設計、建築⼯程與城鄉規劃領域招⽣，以校外實習加強實務訓練，⼊學後可依興趣選組(四年制或五年制)。全系通
過IEET國際⼯程教育認證，畢業學歷各會員國相互承認。畢業即就業出路廣泛且薪資所得優於其他學⾨。以歐洲建築教育建教合
⼀的教學系統，將⼈⽂、藝術涵養課程融⼊建築創作，並參酌國際建築思潮及市場，使建築教育與實務相互連貫，修業完成即具
備建築師考照資格，各年級小組式師徒制教學，可續讀本系碩⼠班。http://ad.chu.edu.tw。電話:03-5186651。
1675 中華⼤學 ⾏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第 579 ⾴ -

1.本系以培養兼具公共⾏政與實務基礎的公共管理⼈才為⽬標，強調深化⾏政管理的在地化特⾊及接軌國際學術發展的全球化視
野為願景。除基礎課程，本系尚區分有公共⾏政、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政府與企業、區域與跨域治理等五⼤專業領域，⿎勵同
學選定特定專⻑領域，以培養更專精的知能。
2.本系聯絡電話：(03)5186620。
4908 中華⼤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Business ）
"1.本系之課程特⾊乃採「商務、語⽂、觀光三合⼀」之實務導向課程設計，重視與⼯商業、⽂教業、觀光業等之應⽤連結，提供
⽇語基礎訓練及分組專業選修，並搭配修習相關之跨領域學程，建⽴第⼆專⻑，提⾼就業競爭⼒。此外，亦重視⽇語之實際運⽤
學習，實施會話、作⽂課之⽇籍教師小班教學，並與⽇本姊妹校⼤學互派交流研習⽣，安排學⽣⾄⽇本雙學位留學、交換留學。
2.本系亦積極推動國內及⽇本之企業實習，讓學⽣於在學期間能提前與業界接軌，不少學⽣於畢業後⾄國內⽇商、⽇本之知名飯
店及公司企業等發展就業。本系專任師資均具有⽇本或世界著名國⽴⼤學的碩、博⼠學位，專兼任教師半數以上為⽇籍教師，且
擁有互動式電⼦教學之「⽇本⽂化教室」、「口譯教室」等優質學習環境。⾃成⽴以來，勇奪諸多全國性⽐賽第⼀名等各獎項，
並榮獲「⽇本國際交流基⾦會研修⽣」、「⽇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獎學⾦」、 教育部「學海築夢」、「學海⾶颺」計畫等
獎⾦，補助學⽣⾄⽇本留學研修，以協助學⽣之⽣涯發展就業，乃新⽵地區⽇語科系之第⼀學府。
3.本系聯絡電話：(03)5186876"
1115 中華⼤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為因應台灣觀光產業發展之需要，以培育專業知能與服務素養兼具的中階餐旅經營管理⼈才為宗旨。本系師資陣容完備，並
擁有實習旅館、實習餐廳、餐服教室、廚藝專業實驗室(設有餐飲實作專題實驗室、烘焙教室及中西餐教室)，提供學⽣在校學習
實務操作。以教學與實務並重之⽅式，培養學⽣專業餐旅管理能⼒，並與美國、亞洲等⼤學交流密集，以培養學⽣國際觀。

南華⼤學 Nanhu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0
聯絡電話 886-5-2721001分機1711
傳真 886-5-2427168
地址 62249嘉義縣⼤林鎮南華路⼀段55號
網址 http://www3.nh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學院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學院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eurl.cc/Ezr9kv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申請學校宿舍。三、有關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及學⽣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網⾴，網址: http://www3.nhu.edu.tw/。
系所分則

1818 南華⼤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分為⾏銷創業及經營管理兩個專業分組，⽬標在培養學⽣未來成為⾏銷企劃⼈員、市場分析⼈員、⼈⼒資源專員、⾏政管理
⼈員、及創業⼈才。課程設計主要聚焦在⾏銷企劃與組織⼈資兩個領域，並結合⼤數據⾏銷實驗室、創業實驗室、企業經營模擬
實驗室等專業教室來強化學⽣實務操作能⼒。
1820 南華⼤學 旅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本系教育⽬標為「為旅遊產業培育具備符合旅⾏業或餐旅業專業職場需求，並具備博雅素養之專業⼈才」。課程特⾊：除系核⼼
課程外，另設計「旅⾏社專業選修學程(OP/票務)」、「旅⾏社專業選修學程(導遊/領隊)」、及「餐旅專業選修學程」等模組化
課程，學⽣可依興趣選擇對應的學分學程或修習輔系，強化⾃我特⾊。
1821 南華⼤學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本系教育⽬標為「為⾦融業培育具備溝通合作與實務應⽤之證券投資或理財規劃⼈才」。課程以股票、債券、基⾦、衍⽣性⾦融
商品和不動產之投資管理、保險與財務⾵險管理、公司理財與財務績效評估、⾦融市場與機構管理、財⾦計量等領域之訓練為特
⾊，並定期開設財⾦證照課程，積極輔導學⽣考取⾦融專業證照，以提升學⽣職場競爭⼒。
4155 南華⼤學 ⽂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 Management
南華⼤學⽂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以培養「⽂創產業經營管理」⼈才為其宗旨⽬標，以溝通合作、社會關懷和終身學習能⼒為其素
養特⾊。特別設⽴「數位出版營運」、「藝⽂活動專案」和「⽂創商品產銷」等三個特⾊學程，以培育在這三領域的經營管理⼈
才。
1693 南華⼤學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學程之使命在於為跨國企業或國際⾏銷公司培養具備溝通合作與⾃覺學習之全球商務⼈才。本學程為強化學⽣之國際移動⼒，
課程為全英⽂授課，並與美國西來⼤學合作辦理2+2雙學位計畫，學⽣於本校修業滿⾄少2年後，前往美國西來⼤學修課學習。落
實本校與佛光⼭⼤學系統(包括南華⼤學、佛光⼤學、美國西來⼤學、澳洲南天⼤學及菲律賓光明⼤學)各⼤學之交流互動，以培
養學⽣能成為在跨國環境中發展的全球商務專業⼈才。
1823 南華⼤學 ⽂學系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以堅持⽣命⾃覺教育的理念，落實敘事書寫能⼒、⽂學創作、⽂化創意、學術視野等學⽤並重訓練，⽤以培養具⽂學創作與⽂學
理論能⼒暨術德兼備、宏觀視野的⼈才。
1825 南華⼤學 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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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以⽂學及語⾔兩⼤領域為主，兩⼤領域提供學⽣修習相關課程如⽂學領域以西洋⽂化和英美⽂學課程為主；語⾔領域則
以語⾔學和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為主。 在課程規劃⽅⾯，本系開設第⼆外語課程，計有法語、德語、⽇語、西班⽛語、俄語等供
學⽣選修，同時為了提昇同學基礎科技素養，也加開「影像媒體應⽤」及「⽂書處理與簡報製作」等相關選修課程。 本系每年更
透過各項英語競賽、畢業專題、畢業公演以及校外實習等⽅式，讓學⽣學以致⽤。
1826 南華⼤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以幼兒發展，照護與教育為主軸，培養學⽣具有專業教保能⼒。本系特⾊尚有：(1)推動⼤四下學期全職實習，提升學⽣教保
實務操作能⼒及儲備豐厚的就業⼒，(2)提供跨領域學程，培養學⽣第⼆專⻑，(3)推動"幼兒才藝就業學程"，培育學⽣多元就業發
展能⼒，(4)提供學⽣海外學習與⾒習，拓展學⽣國際視野與海外就業競爭⼒。
1865 南華⼤學 ⽣死學系社會⼯作組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Social Work Program
本系社會⼯作組旨在培養專業社會⼯作師，輔導學⽣畢業後從事社會⼯作及取得社會⼯作師證照。教學強調學⽤合⼀，加強學⽣
於實習及和業界產學聯繫，在學期間便能在課堂與實習階段接觸不同社會⼯作領域⾯向專業⼈員。
1866 南華⼤學 ⽣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Funeral Service Program
本系殯葬服務組旨在培養專業喪禮服務⼈員，習得喪禮服務專業之能⼒與技術。教學強調學⽤合⼀，在學期間便能接觸到殯葬服
務專業⼈員，學習各種喪禮服務實際知識與經驗傳承。本校設置有丙、⼄級喪禮服務專業證照考場，證照輔導班與就業學程，順
利輔導學⽣於畢業前即能考取丙級喪禮服務技術⼠證照。
1692 南華⼤學 ⽣死學系諮商組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Division of Counseling
本系諮商組旨在培養專業⼼理輔導員及⼼理測驗員等⼈才，輔導學⽣畢業後從事諮商⼼理相關專業⼯作。教學強調學⽤合⼀，加
強學⽣於實習及和業界產學聯繫，在學期間便能在課堂與實習階段接觸不同諮商⼼理領域⾯向專業⼈員，習得職場專業走向。
1827 南華⼤學 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本系為國內中南部地區第⼀所傳播科系，成⽴20餘年，畢業校友2000多位，遍布海內外各⼤傳播媒體。近年，結合新媒體知識、
技能與藝術創作能量，畫分為「廣告公關新聞組」、「數位影⾳設計組」與「影劇表演藝術組」，為國內傳播產業建⽴⼈才培育
基地。
(1) 廣告公關新聞組：主要是以廣告、公關、新聞與理論等內容結合，透過⽂字、聲⾳、影像來記錄傳達訊息如新聞報導、公關
⾏銷、廣告等。未來就業⽅向可從事新聞記者、編輯、⽂創、公關、廣告等。
(2) 數位影⾳設計組：因應數位時代與網路影⾳崛起，本組為國內第⼀個以影⾳設計為名，課程包含各類影⾳媒體製作及節⽬製
播。未來就業⽅向可從事電台主持、節⽬製作⼈員、影⾳後製⼈員、媒體創作者等。
(3) 影劇表演藝術組：你喜歡追劇嗎？如何寫出好劇本？成為好演員？影劇組將激發你的無限創意，開發你的舞台魅⼒。未來就
業⽅向可從事導演、媒體創作者、藝術表演者等。
1828 南華⼤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本系培育熟悉國際與⼤陸事務、且兼具企業實務應⽤能⼒的通識⼈才，課程架構分為國際政經與貿易、、企業與公共事務實務兩
⼤主軸學程，內容著重強化國際視野、公⺠意識和溝通表達之基本素養，並與教育與學術研究、政府與公共事務、媒體與⽂化出
版、企業經營與管理等四⼤職涯發展⽅向結合。本系參酌歐美名校系所發展，設計結合國際事務與企業實務的跨領域、多專⻑課
程，使畢業⽣具備多元的就業能⼒，可在⺠間企業或政府部⾨任職。
1829 南華⼤學 應⽤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學部⼤⼀起分為社會學組與社會⼯作組，建構以社會學分析為基礎的批判社會⼯作取向。⼀⽅⾯，社會⼯作組的同學要學習各
種直接及間接服務⽅法及相關學理，以符合社⼯師及社會⾏政⼈員報考資格。另⽅⾯則接受社會學批判思考之訓練，從宏觀的⾓
度來審思實踐社會⼯作的理念。而社會學組則分別從「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活⾵格與多元⽂化」以及「社會結構與社會
變遷」等不同領域採計現代社會的⽣活樣貌，不論繼續升學或參與社會實務，均能有厚實的學養以提升學⼦競爭⼒。
1832 南華⼤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本系致⼒於開拓新的環境教育視野，以建築專業的訓練為主，並深化景觀規劃與環境設計的技能。我們是⼀個跨領域、多元學習
的⼀個學系。專業學習四年，可以培養具理論及實務經驗的建築設計師、景觀規劃師、室內設計師、社區規劃師、⽂化創意⼯作
者等等。
1833 南華⼤學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Product and Interior Design
（⼀）本系學⽣須具備素描、創意表現之基礎能⼒，報名時請⼀併繳交下列資料供本系審查，通過者始得⼊學就讀；所繳交之資
料⼀律不退還，如發現成果作品為他⼈代作或抄襲者，取消其⼊學資格，已⼊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有視覺障礙、
辨⾊⼒異常、精神障礙、⼼臟病者，宜慎重考慮。
1834 南華⼤學 ⺠族⾳樂學系 Department of Ethnomusicology
南華⼤學⺠族⾳樂學系創⽴於2001年，為全台灣唯⼀⼀所涵蓋多元⾳樂⽂化與傳統、表演藝術的學系，旨在培養學⽣具備宏觀的
表演藝術視野和思維、⼀專多能的表演技巧及藝術編創能⼒。積極推廣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及展演，結合藝術與⼈⽂，發展多元學
習的空間。學⽣可在四年中選擇⼀個專業進⾏系統學習，包括中、西⽅⾳樂、流⾏⾳樂、作曲配樂、演奏演唱、舞蹈表演等。中
國雅樂的理論與實踐是系所重點課程，古琴亦是本系所課程發展的特⾊之⼀。
1835 南華⼤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and Design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係⼀個以圖像溝通的學系，旨在培育視覺藝術與⽂化創意整合之藝術與設計⼈才，並配合國內美學經濟與創
意設計產業之發展趨勢，因應多元化之國際與社會產業脈動。透過現代先進的電腦科技，統合視覺藝術、⽂創設計、數位設計等
專業領域，追求「數位與傳統的融合演化」，達到 「跨界整合，e觸可及」之藝術與設計新視界。
1830 南華⼤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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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專業發展
1.結合企業資源規劃(ERP)與電⼦商務，同時發展⼤數據應⽤及網路⾏銷的知能(例如： 寶可夢⾏銷)，推動專業證照(ERP應⽤師
等)結合產學實習，安排學⽣參與校外競賽、海外學習以發展學⽣的實務統合及國際移動能⼒。
2.以多媒體進⾏視覺化設計，結合APP與雲端技術，發展物聯網服務與應⽤，推動專業證照(CCNA、Adobe系列等)，並安排學
⽣參與校外競賽、海外學習及產學實習以發展學⽣的實務統合與國際移動能⼒。
3.發展重點為資訊系統服務規劃、⼤數據、⼈⼯智慧、互動式應⽤、網路通訊、物聯網、以及⾏動軟體開發等。透過專業課程與
專案實務的訓練，以培育創新資訊服務、⽣活科技等領域的⼈才，推動專業證照(CCNA、JAVA、SQL系列等)，並安排學⽣參與
校外競賽、海外學習及產學實習以發展學⽣的實務統合與國際移動能⼒。
4013 南華⼤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學位學程招收棒球、籃球、排球、⾜球、武術與跆拳等運動專⻑選⼿，以及招收對於運動產業有興趣之學
⽣，培育本系學⽣投⼊選⼿、教練、運動產業管理、健康促進指導與運動防護等領域。本學程有完善的培訓體系可訓練競技選⼿
投⼊職場，課程培育學⽣第⼆項專⻑，未來能發揮所學進⼊運動產業的職場。

開南⼤學 Kain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56
聯絡電話 886-3-3412500分機1023
傳真 886-3-3413252
地址 33857桃園市蘆⽵區開南路1號
網址 http://www.k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knuoica.knu.edu.tw/p/404-1004-780.php?Lang=zh-tw
宿舍 本校備有宿舍，僑⽣均可申請。
開南⼤學⽬前已有商學、觀光運輸、資訊、⼈⽂社會、健康照護管理五⼤學院，學⽣近6千⼈、教職員近400⼈，助理教
授級以上師資⽐例⾼達94.03%，在管理領域已有相當紮實的基礎。由於開⼤位居桃園國際機場、中⼭⾼速公路、臺灣鐵
備註 路與⾼速鐵路交通匯集樞紐，鄰近桃園航空城特區，是故國際化與商務運籌管理是開⼤得天獨厚的特⾊。未來本校發展⽬
標將持續邁向專業化與國際化，從而培育出⾼素質具國際觀的⼈才，為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更⼤的貢獻。男⼥兼收，住宿
⽅⾯本校備有宿舍，歡迎僑⽣申請。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920 開南⼤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中英⽂須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
（三）歡迎對企業管理與創業管理課題有興趣的海外同學參加學習的⾏列。
1723 開南⼤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歡迎對跨國企業相關課題有興趣的海外同學參加學習的⾏列。
1773 開南⼤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中英⽂須具備基本聽、聽、說、讀、寫能⼒。
（三）觀光產業為全球發展趨勢，歡迎對觀光旅遊與餐飲旅館產業發展有興趣的同學加⼊⾏列。
1760 開南⼤學 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中英⽂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
（三）歡迎對國際物流與運輸有興趣、想提升國際視野的同學加⼊本系。
1761 開南⼤學 空運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Air Transportation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歷。
(⼆)中英⽂須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
(三)歡迎對航空運輸相關課題有興趣的海外同學參加學習的⾏列。
1756 開南⼤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Program)
（⼀）中英⽂具基本聽、說、讀、寫之能⼒。
4293 開南⼤學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Department of Film and Creative Media
（⼀） 中英⽂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
1764 開南⼤學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中⽂聽、說、讀、寫須具備基本能⼒。（⼆）本校對⽇交流全國第⼀，⽇本姊妹校50所，具⽇語N3者，可甄選留⽇⼀
年，⽇本姊妹校學雜費全免。
1766 開南⼤學 應⽤⽇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需具備中、英⽂聽•說•讀•寫基本溝通能⼒。
（⼆）本校對⽇交流台灣第⼀，⽇本姊妹校50所，具⽇語N2者，可甄選留⽇⼀年，⽇本姊妹校學雜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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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 開南⼤學 應⽤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中英⽂聽、說、讀、寫須具備基本能⼒。
（⼆）本校對⽇交流全國第⼀，⽇本姊妹校50所，多益630分、或⽇語N3者，可甄選留⽇全英語授課學校⼀年，⽇本姊妹校學雜
費全免。
1606 開南⼤學 應⽤華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中英⽂聽、說、讀、寫須具備基本能⼒。
1724 開南⼤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須具有⾼中職或同等學⼒。
（⼆）中英⽂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
（三）歡迎對休閒服務管理與活動指導⼈才課題有興趣的海外同學，加⼊我們學習的⾏列。
1750 開南⼤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Industry Management
（⼀）中英⽂具基本聽、說、讀、寫能⼒。（⼆）歡迎對健康產業管理有興趣之海外同學加⼊我們的⾏列。
4006 開南⼤學 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Honors Program
國際榮譽學程是⼀個四年制的學⼠學位學程 ⽬前有兩個課程模組如下:
(1)AIA國際財會模組：IHP國際會計模組是四年制學⼠學位課程，課程訓練包括會計和財務管理領域的知識。課程及師資皆經由
成⽴於英國的國際會計師協會(AIA)的認證。
AIA專業會計師認證機構，在全球超過85個國家建⽴了⼀個會計師的網路。同時在英國、愛爾蘭和歐盟，也是審計師的公認合格
機構。
IHP國際會計模組畢業，同時授予商學學⼠學位和AIA基礎級考試豁免。
(2)AWS數位管理模組：作為亞⾺遜的AWS全球教育計畫''AWS Educate''的成員，開南⼤學的IHP數位管理組為學⽣提供四年制
學⼠學位培訓課程，當中包含AWS線上技術基礎和獲取實踐經驗的實驗課程。這些課程可為⾼薪的科技相關⼯作好準備，例如雲
技術、AI技術(包括機器學習、⼤數據分析等)。同時管理課程為未來AI世代培養所需的管理技能，如數位創新管理、產品和服務
開發、⾏銷等，做好準備。

⽞奘⼤學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9
聯絡電話 886-3-5302255 *2143
傳真 886-3-5391288
地址 30092新⽵市香⼭區⽞奘路48號
網址 http://www.hcu.edu.tw
承辦單位 招⽣服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招⽣服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hcu.edu.tw/newstu/newstu/zhtw/BC215007EF684DBA9C6D403D41F64B7F/E8C4D41BABDC4A9DA1B50F5247D17886
境外⽣有優先住宿權
⼀.位於新⽵市科學園區，距離桃園機場30分鐘、新⽵⾼鐵站20分鐘。⼆.交通便利，國光客運從校區直達台北市只要90分
鐘。三.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新台幣2億元，教育資源豐沛。四.⼤學校務評鑑榮獲五顆星最⾼榮譽;系所
評鑑榮獲台灣⾼等教育評鑑中⼼評鑑全數通過認證。五.僑外⽣保證都有住宿床位，五⼈⼀間，房間內設有獨⽴衛浴並有
網路、冷氣…等等。六.專⼈機場接送服務，並設有僑外⽣聯誼社，提供⽣活照料。
系所分則

1809 ⽞奘⼤學 應⽤⼼理學系 Dept. of Applied Psychology
本系乃全國唯⼀以「應⽤」為名之⼼理系，強調應⽤⼼理學知識於學校、醫院、社區以及矯治機構。每學年招收⽇間學⼠班2
班，⽇間碩⼠班1班，計有專任教師12名。課程包含助⼈、⼯商及犯罪⼼理三⼤領域，培養學⽣未來從事諮商與臨床⼼理師、⼼
理測驗員、⼼理輔導員、輔導老師、⼈⼒資源管理、⼈因⼯程、監獄官、監所管理員、觀護⼈等各種⼯作。
1810 ⽞奘⼤學 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奘⼤學社⼯系之設⽴，基於本校創新關懷溫馨的創校精神，並呼應社會變遷與多元社會的需求。本系為桃⽵苗地區⼤專校院最
早設⽴的的社⼯專業相關科系，成⽴20年來，培育許多優秀的社⼯⼈員，投⼊社福機構、政府機關、社區⻑照領域中發揮專⻑。
本系課程兼顧實務與理論，注重學⽣發展反思與⾃我覺察能⼒，協助學⽣整合課堂學習與實習經驗，以期培養社⼯實務專才。
1798 ⽞奘⼤學 ⼤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奘⼤學⼤眾傳播學系銜接產業需求及⼈才培育使命，聘任專業傳播⼈才與資深業師經驗傳授。優質的課程中涵蓋影視製作與影
視⾏銷兩⼤主軸，並將EDIUS國際影視製作專業證照、MIXCRAFT國際數位成⾳專業證照與⾏銷證照考試融⼊課程之中。先進
的學習環境如數位電視虛擬攝影棚、專業攝影機，以及數位成⾳中⼼與傳播產業無縫接軌。務實的就業計畫，每年提供影視產業
實習名額，赴中天電視台，客家電視台，湖南衛視等，並輔導推薦畢業學⽣就業。拓展國際視野，與洛杉磯電影學院簽訂雙聯學
制，提供學⽣交流、走向國際的學習環境。展望未來，期盼本系能掌握傳播產業脈動，永續進步發展，再創⾼峰!
1815 ⽞奘⼤學 影劇藝術學系 Dept. of Performing and Screen Arts
學習表演藝術相關課程。為使學⽣具有專業編導製播的硬實⼒與融合⽂化展演的軟實⼒，本系的⼈才培育區分「秀場時尚展演」
與「影視編導製作」兩⼤特⾊主軸，以學分學程的模組型態提供同學秀場舞台規劃與時尚展演營運等相關專業課程，以及舞台劇
本創作、編劇、導演、導播、節⽬企劃與⾏銷課程。
1800 ⽞奘⼤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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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以平⾯設計為基礎，重視⼿繪技能、基礎設計、美學與造型原理；進階課程則加強創意包裝、廣告策略、企業識別、展場規
劃等專業素養，以培育品牌設計、廣告、商品包裝、電腦繪圖等相關設計⼈才。
1812 ⽞奘⼤學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Dept. of Art and Creative Design
本系設⽴宗旨以藝術創作為經，⼯藝與視覺設計為緯，結合本校設計、傳播與管理學院等跨領域之整合與學習，培育⽂化創意產
業設計⼈才。教育⽬標：1.培養藝術⼈⽂美學涵養⼈才，2.培育⽂化創意產業核⼼專業設計⼈才，3.培育⽂化藝術與⾏銷管理⼈
才。
1816 ⽞奘⼤學 時尚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因應美學經濟社會，本系積極培養具有流⾏、創意、美感與實務能⼒的時尚產業設計、展演與營運⼈才。「整體造型」、「時尚
精品」為本系特⾊，提供妝髮服飾造型、精品袋包設計等專業課程，輔以展演、營運訓練，養成學⽣微型創業實⼒、⽴⾜流⾏⽂
化產業核⼼。
4922 ⽞奘⼤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標在培養學⽣具備旅館、餐飲相關產業之實務操作與管理所需技能與知識。特⾊包括：
1.強調貼⼼感動式、無縫接續式的客製化服務理念傳承。
2.強調對各種⾷物、⾷材特性的了解以及各族群之餐飲需求，製作出健康之「時令機能料理」。
3.校內實習會館提供實踐服務技能與管理知識之場域。
4.與國內、外旅館、餐飲業合作，提供校外產業實習機會，無縫接軌就業。
1268 ⽞奘⼤學 宗教與⽂化學系 Dept. Study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本系師資涵蓋⽂、史、哲、社會領域。提供多元之宗教觀與研究⽅法，有助於開拓出宗教⽂化與學術研究之多樣性議題。學術上
以「東⽅宗教與⽂化」之學術訓練為主，佛學更是強項。 ⾃創系以來考取碩⼠班83⼈；創所17年，考取博⼠班33⼈。其中已有
13位系友獲頒博⼠學位，已有13位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並有11位講師已在⼤學任教。本系更有全國唯⼀的「宗教⽂化旅遊學分學
程」,亦有「⽣命禮儀學位學程」，提供學⽣多元學習環境。 (2) 全國唯⼀的「宗教樂活產業模組課程」。 7. 證照績效：學⽣於
103-101學年度已考取各種證照合計43張。 8. 國際化： (1)舉辦各種⼤型國際會議，邀請國際頂尖學術與社會領袖與會。 (2)進⾏
「築夢計畫」或「國際志⼯服務團」之海外專業實習。 9. 開拓視野：提供「宗教對話」的平台，增進宗教間理性而友善對話之意
願與能⼒。 10. 升學、就業率：每學年畢業⽣升學、就業率均在90%以上，有幾屆甚⾄⾼達100%。
1714 ⽞奘⼤學 藝術設計學院學⼠班 College of Art Design (Bachelor Degree)
本院打破既有科系領域，以本校藝術設計學院三系七⼤模組橫向跨域學習，創造出「創意⽣活藝術」課程模組，成⽴藝術設計學
院學⼠班，促進美學⽣活化以因應當代社會發展及學⽣學習完整的需求。
⽣活美學是⼀種⽣活⽅式、價值的展現。為導⼊創意⽣活產業的「核⼼知識」、「⾼質美感」以及「深度體驗」等特質，本班特
別針對這些具有品味、對藝術有興趣，也樂於走⼊⼈群，從事服務產業的學⽣，提供多元探索、跨域學習的機會。藉著共同基礎
課程深化學⽣美感競爭⼒，再由業界各領域成功專家指導專業知能與技術，使設計融合⽂創，美學實⽤化，輔導學⽣學以致⽤、
接軌社會需求。培養跨領域⼈才諸如：網紅幕前品牌形象管理、幕後化妝、造型、婚紗攝影、插捧花藝、婚宴佈置、櫥窗擺設、
室內軟設計、宴會廚藝美感、造型創意糕點、公關活動、藝術策展、體驗設計…等，靈活而多元發展可個體獨⽴作業。
1722 ⽞奘⼤學 應⽤⽇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教學⽬標
為因應國際化社會對⽇語⼈材之需求，⽞奘⼤學於100學年度成⽴應⽤外語學系⽇語組(108學年度更名為應⽤⽇語學系)，招收對
⽇語有興趣、未來欲從事⽇⽂相關⼯作之學⽣。藉由實⽤的課程設計，著重聽、說、讀、寫、譯核⼼能⼒的培養，並加強⽂化、
歷史、商⽤、觀光旅遊、動漫畫、教學等多元專業知識與技能，提供有系統的專業訓練，及國際觀、證照、升學、就業等相關能
⼒的提升。
█學系特⾊
(1)國際交流/交換學⽣：與⽇本多所⼤學締結姊妹校關係，提供學⽣多元的國際交流機會。學⽣可以正式交換⽣的身份赴⽇本半
年，在姊妹校修習學分。除交換⽣外，同學亦可利⽤寒、暑假到⽇本姊妹校參加語⾔/⽂化研習班。⽬前協定校(姊妹校)或可修習
學分的指定校名如下:⽇本關西⼤學、⽇本東北⼯業⼤學、⽇本宮城學院⼥⼦⼤學、亞細亞學⽣⽂化協會ABK學館⽇本語學校、
⽇本星城⼤學(雙聯學制)等。
(2)畢業實習：與許多國內外企業簽有合作實習，透過推薦⾄相關企業提早實習，畢業亦有機會留任。
(3)情境式教學：利⽤專業語⾔教室、視聽教室等，提供多媒體的情境式教學，加速提升語⾔的溝通運⽤能⼒。

█升學/就業
藉由⼀系列提升⾄N2(畢業⾨檻)的專業⽇語課程，輔以商務、觀光相關的專業知識課程，並在課外提供遊學、海外實習等課外的
國際交流，可培養同學的⽇語專業技能外，更能提升實際與⽇本⼈溝通、共事的能⼒，這些皆有利於同學畢業後在國內升學、出
國深造或就業。

佛光⼤學 Fo Gu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4
聯絡電話 886-3-9871000
地址 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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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9875531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fg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佛光⼤學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affair.fgu.edu.tw/zh_tw/life/m/various_grants_provided_by_the_University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發揚傳統書院精神，提供妥善照顧︰本校效法宋明理學家辦學精神，依循傳統教育「⾔教」與「身教」並重的辦學理
念。不論在⾏政團隊及師資陣容皆為私⽴⼤專校院之翹楚。 ⼆、推展三⽣教育理念，培育內外兼具特質︰將「⽣命、⽣
活、⽣涯」等三⽣教育的概念融⼊校園，同時推展學術導師、企業導師之雙師制度，期盼打造⼀個「全⼈教育、溫馨校
園、終身學習」的典範⼤學。 三、全球聯⼤系統，台美雙學位︰2011年由佛光體系成⽴全球聯⼤系統，提供學⼦（1）台
備註
美雙學位=台灣、美國⼆張⽂憑（美國西來⼤學就讀2年採台灣私校收費標準）（2）學期交換⽣（3）暑假短期英語遊
學。 四、全校模組課程設計：依「跨領域學習」、「升學就業導向」概念，本校細⼼規劃「學程化課程」，讓學⼦可以
依未來發展，系統性的選擇學習⽅向。 五、其他︰ （⼀）宿舍安排︰備有境外⽣專屬宿舍。 （⼆）獎學⾦︰依本校規定
辦理，詳⾒本校「新鮮⼈⼊口網」。
系所分則
1870 佛光⼤學 佛教學系 Dept. of Buddhist Studies
本系為綜合⼤學中的學術單位，培養學⽣理性運⽤佛教知識、慈悲實踐社會關懷的能⼒，⾮傳統以培養出家僧才為主的佛學院。
含⼤學部、碩⼠班中⽂組．英⽂組、博⼠班，學制完整；學⽣來⾃全球各地，視野開闊。提供⼤學四年、碩博⼠班兩年獎學⾦，
每⼈每年新台幣⼗萬元。⼤學部開設完整佛教課程，並輔以通識教育；可選修他系學程，培養第⼆專⻑；可申請國外⼤學雙聯學
程，佛光註冊海外學習；有專業實習，與就業接軌。碩博⼠班以培養具國際視野的漢傳佛教研究⼈才為核⼼，提供完整的佛典漢
語、梵巴藏⽂、英⽇⽂等專業語⽂訓練，強化漢傳佛教⽂獻、思想、⽂化課程，奠定獨⽴研究能⼒。整體採住宿書院型學習，申
領獎學⾦之學⽣⼀律⼊住佛教學系宿舍（未申領可免）。
4838 佛光⼤學 ⼼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本系致⼒於培養具備⼼理學專業知識，並能加以應⽤及獨⽴研究的⼈才，使學⽣在未來的發展有較寬廣的選擇。本校學⼠班課程
採學程規劃，⼼理學系學⼠班規劃：系核⼼學程、⼼理學專業理論學程、教育⼼理與⼯商應⽤⼊⾨學程、臨床與諮商⼼理學⼊⾨
學程。
1868 佛光⼤學 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本系掌握科技、新媒體時代的趨勢，設有「數位媒體組」、「廣告公關組」、「流⾏⾳樂傳播組」三個組，培育全媒體、跨領域
之廣告公關、廣播電視以及數位媒體、華語流⾏⾳樂傳播⼈才。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全⽅位打造傳播菁英、並⼒求在國際
化社會中，提升媒體內容產製、創意⾏銷傳播的競爭⼒，因應數位媒體時代的職場需求。
1869 佛光⼤學 管理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管理學系致⼒於孕育兼具⼈⽂素養、嫻熟管理知識之專業⼈才，培養學⽣的核⼼能⼒包括管理專業知識、分析與解決問題的實踐
能⼒、善於⼈際溝通的領導⼒，以及應⽤於在地產業的應⽤能⼒。「經營管理組」的課程訓練，著重於組織營運與智慧管理所需
的專業知識與能⼒，使同學具備企業管理所需的執⾏⼒。「⾏銷與創業組」的課程訓練，著重於⾏銷管理與開創新事業所需的專
業知能，使同學具備有效溝通⼒與創業家精神。「休閒事業管理組」的課程訓練，著重於將管理理論應⽤於休閒旅遊營運與管理
所需的技能，使同學具備觀光旅遊管理所需的應⽤能⼒。此外，我們崇尚「作中學、學中作」的職場實踐，以具彈性與熱忱的服
務導向系務運作，配合兼具紮實的學術研究、產學合作與教學經驗之教師團隊，規劃出學程式的課程架構，幫助同學邁向新創企
業與經營管理的明⽇之星。
4598 佛光⼤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Product & Media Design
本系整合科技與⼈⽂社會藝術教育，本著以⼈⽂、設計為基礎，電腦、科技為媒體，美學、商學為導向之教學內涵；課程規畫
中，整合視覺傳達設計、創意商品設計、交通⼯具設計和數位媒體設計四⼤領域，企以引領學⽣成為兼具⼈⽂藝術素養與電腦科
技技的新世代產品及媒體設計專業⼈才。
4837 佛光⼤學 健康與創意蔬⾷產業學系 Dept. of Health and Creative Vegetarian Science
為滿⾜蔬⾷產業發展需求，本校成⽴國內⾸創以培育蔬⾷產業專業與管理⼈才為⽬標之餐飲管理相關學系。本系教育⽬標在於培
育培養健康蔬⾷廚藝研發專業⼈才及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專業⼈才；除培養學⽣⼀般餐飲管理相關服務、廚藝及經營管理知識技
能外，並強調培育學⽣健康養⽣與創意料理規劃與製作能⼒，以滿⾜現代⼈對健康美⾷與創意料理之需求。
1867 佛光⼤學 社會學暨社會⼯作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本系以社會學為基礎，培養具備社會學思維分析社會現象的⼈才；並結合社會⼯作專業知識與實習課程，培育合格的社會⼯作專
業⼈員。課程規劃涵蓋社會學理論與應⽤課程，及社會⼯作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等課程，使學⽣在未來的發展有較豐富的選擇。
4927 佛光⼤學 資訊應⽤學系 Dept. of Applied Informatics
為培育資訊化社會所需⼈才，本系在課程規劃上，除著重技能認證相關課程外，⼀⽅⾯理論與實務兼顧，引導學⽣製作符合學習
理論之多媒體素材，培育學⽣設計出引發學習動機並且增進學習效率的學習內容;⼀⽅⾯，因應智慧型⾏動裝置與3C科技整合之
發展，開設相關學程，主要研究課題包括軟體⼯程、網通技術與⽂創觀光、電⼦商務與資訊安全、機器⼈以及智慧型系統、動畫
與遊戲等...涵蓋資訊科技、數位遊戲與多媒體設計領域，使學⽣未來無論從事數位科技設計或資訊網路科技應⽤等領域皆可⼀展
⻑才。
隨著⾏動電話進⼊4G、5G時代，資訊應⽤已成為各⾏各業提升競爭⼒的重要利器，選擇本系就等同於在未來就業市場上搶占先
機，本系現有資訊系統與管理組、網路與多媒體組、學習與數位科技組，全是⽬前就業市場上最夯的重要⼈才。教學上除了資訊
專業知能的培育外，更注重品德教育與團隊合作能⼒的孕育，課程的設計⽅⾯，融合了⾃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真正達到科⽂共裕
的創新應⽤，因此學⽣的創意佳，特別是在以創意為基礎的⾏動創新應⽤領域表現優異，頗獲業界肯定。洽詢電話:+886-39871000轉23201。
1864 佛光⼤學 ⽂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ssets and Re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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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產的創新利⽤是⽬前最有前景的領域，相關的產值有驚⼈的成⻑，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發展，⾮常需要⼈⼒投⼊。本系掌握
世界潮流，設⽴學⼠班及碩⼠班，致⼒培養相關⼈才。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每年暑假均安排實習課程，加強學⽣的實作能⼒，
並協助學⽣及早與業界建⽴關係，以利求職或進修。
1871 佛光⼤學 中國⽂學與應⽤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本系學⼠班之發展重點為「⽂學應⽤」，以培養學⽣投⼊⽂創產業的能⼒為⽬標。在課程規劃上，對於所學的科⽬，無論是詩、
詞、曲、小說或戲劇，重點在於讓學⽣學會將中國⽂學的材料，運⽤到⽣活和職場中，以寫出具有創意的作品。訓練學⽣成為⼀
個充滿創意的「⽂化創意產業」專業⼈員，並協助學⽣及早與業界建⽴關係，以利求職或進修。
1872 佛光⼤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本系重視傳統史學經典研究，並開發圖像、電影、戲劇、⾳樂與歷史之系列課程，強調歷史學科⽂化、藝術、與實作⾯向，開啟
並導引學⼦活潑的⽣命與⼼靈。藉由全⾯性學程化的課程設計，讓學⽣們培養基礎歷史知識、歷史寫作及表達能⼒、具備圖⽂專
史之運⽤和分析、藝術與⽂化資產之認知等，培養嶄新世代所需的⽂化表述和思考能⼒。
1863 佛光⼤學 外國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本系以核⼼課程，培養學⽣英語溝通能⼒，並有「⽂學⽂化」與「外語實務」兩個專業學程，增進學⽣語⾔能⼒的學習廣度。
「⽂學⽂化」學程著重透過⽂化研究觀點，學習外國⽂學，以期培養⼈⽂素養的思維；「外語實務」學程則強調培訓學⽣的第⼆
外語能⼒(韓⽂、⽇⽂或法⽂)，並以實務課程，發展專業語⾔能⼒。本系並設⽴學術家族導師，對學⽣做課業學習與⽣活上的輔
導，為增進學⽣國際觀與體驗國外⽣活，本系積極推動交換⽣計畫，⿎勵學⽣前往美國（配合本校台美雙學位計畫）、⼤陸與韓
國各地姊妹校學習。
1874 佛光⼤學 應⽤經濟學系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以經濟理論為體，跨領域、實務導向與國際化為⽤的精緻學系，教育⽬標著重於三個主要⽅⾯，包括：⼀、培養熟稔經濟原理之
產業經貿實務應⽤⼈才；⼆、培塑具備經濟思維之財務規劃實務應⽤⼈才；三、培育洞察經濟運作之國際商務實務應⽤⼈才。
4604 佛光⼤學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Dept. of Futures And L.O.H.A.S.
本系以未來學、樂活學及⽣命學為學理基礎，積極倡導及推廣樂活新知並設計相關課程，以陶養學⽣具備前瞻思維與創新規劃的
未來能⼒。樂活概念包含健康與永續兩⼤主軸，本系據此發展：健康促進、輔助療癒、樂活旅遊及養⽣照護等四⼤專業領域，⼀
⽅⾯符合全球性發展趨勢，另⼀⽅⾯培育未來樂活專業⼈才。
4605 佛光⼤學 公共事務學系 Dept. of Public Affairs
本系主要教育⽬標在培育政府部⾨、⾮營利組織、跨國企業及⼀般企業的公共事務管理⼈才。本系包括「⾏政管理組」和「國際
與兩岸事務組」，從科際整合的⾓度，期望能培養學⽣成為具公共服務精神與國際化視野的管理專業⼈才。「⾏政管理組」的主
要課程包括：⾏政學、公共政策、⼀般法學專業課程，⼈⼒資源管理、組織⾏為和⾮營利組織管理等跨領域課程。畢業後，除了
可投⼊政府機構的公共服務⾏列，也可前往⺠間企業或⾮營利組織等各機構擔任專業經理⼈、⼈⼒資源管理、公共關係及經營企
劃等職務。「國際與兩岸事務組」的課程涵括：政治經濟學、國際與兩岸關係、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國際貿易、跨國⽂化等多元
領域。除了藉由課堂教學奠定理論的基⽯之外，更安排學⽣參與各項國內外產學合作，利⽤海外三習（企業實習、短期⾒習、交
換學習）的機會進⾏國際交流，以拓展學⽣實務經驗，進而了解東南亞區域產業現況。此外，本系也提供「公共關係與政治⾏銷
學程」，提供政治與企業公關所需之溝通談判、危機管理、政策⾏銷與公關活動等專業訓練。另設⺠意調查中⼼，培訓專業⺠調
⼈員。洽詢電話:+886-3-9871000. 分機 23701。

台灣⾸府⼤學 Taiwan Shoufu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1
聯絡電話 886-6-5718888
傳真 886-6-5712654
地址 72153台南市⿇⾖區南勢⾥168號
網址 http://www.ts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csa.tsu.edu.tw/bin/home.php
新⽣保障住宿
⼀、擁有教育與創新管理學院及餐旅管理學院⼆⼤學院，並設有三個研究所、五⼤學系，打造『以休閒產業為特⾊的教學
型⼤學』。 ⼆、擁有亞洲最⼤五星級教學飯店『蓮潭國際會館』與『⾼雄國際會館』，由五⼗位專業飯店經理⼈擔任學
⽣職場導師。 三、13萬平⽅⽶⼤建設，含12棟教舍及現代化宿舍，新穎、安全、便利。 四、設置⾼額獎學⾦與成⽴菁英
學⽣培訓中⼼。 五、「教學、實習、就業」三步驟，以完整的實習制度培養學⽣學⽣就業⼒與競爭⼒。 六、60萬冊巨擘
藏書，並有30萬冊簡體書，為中國境外最多簡體字館藏。
系所分則

1694 台灣⾸府⼤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擁有亞洲最⼤教學飯店-蓮潭國際會館與⾼雄國際會館，具有教學、研究、實習、就業、服務等優勢。
⼆、符合標準之中餐、西餐、烘焙、調酒、咖啡、餐飲服務及房務等專業教室，提供學⽣良好的實習與優質的教學環境。
三、具有豐富的全國技能競賽暨國際技能競賽選⼿選拔活動承辦經驗，且培養眾多餐飲界的明⽇之星。
四、師資優良，均具有餐飲管理及技術相關專，並延聘業界達⼈及五星級師傅以強化實務課程教學。
4289 台灣⾸府⼤學 烘焙管理學系 Dept. of Baking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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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亞洲最⼤教學飯店-蓮潭國際會館與⾼雄國際會館，具有教學、研究、實習、就業、服務等優勢。
⼆、符合標準之中餐、西餐、烘焙、調酒、咖啡、餐飲服務及房務等專業教室，提供學⽣良好的實習與優質的教學環境。
三、核⼼課程包含：烘焙概論、麵包原料與製作能⼒、巧克⼒製作、蛋糕與西點製作、官能品評、保健餐飲、和菓⼦製作、餅乾
製作、健康烘焙、美學構圖設計等。
四、師資優良，均具有豐富烘焙餐飲管理與技能之經驗與專⻑，並延聘業界達⼈及五星級烘焙師傅以強化實務課程教學。
1687 台灣⾸府⼤學 飯店管理學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飯店管理學系為本校於2010年新成⽴之學系，主要⽴基於附屬教學飯店「蓮潭國際會館」與「⾼雄國際會館」，並在台灣將
觀光休閒產業定位為國家策略性產業的背景之下，成⽴此學系。
⼆、本學系以培育⼤中華經濟圈住宿產業(Lodging Industry)的中階管理⼈才為⽬標。
1684 台灣⾸府⼤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學系博⼠專業師資100%，媲美國⽴⼤學。
⼆、本系通過教育部系所評鑑之榮譽，並為私⽴⼤學唯⼀同時設有師資培育和研究所之幼兒教育學系。⽬前學系內有許多來⾃中
國⼤陸、港澳及東南亞國家(⾺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之學⽣。 三、本系碩⼠班為南部重要教保⼈員進修管道，迄今已培育數
⼗位幼稚園園⻑、主任、兒童⽂教機構負責⼈和教師，致⼒提升華⼈地區教保⼈員之專業素養。
四、本系學⽣三⼤優勢：（⼀）畢業即具有教保員資格（⼆）具有師資⽣資格者，可參加教育實習和教師檢定考試（三）可選擇
修習「家庭教育學程」、「玩具設計與教育應⽤學程」、「兒童英語教學學程」，三項資格與專⻑⼀次到位。
五、配合「⼀技、⼆藝、三證照」的學習，落實產學合作，讓學習和就業無縫接軌，提升畢業⽣就業率。
六、擁有鍵盤樂教室、體能暨打擊樂教室、主題資源教室、蒙特梭利教室、幼兒發展教室、繪本館、故事城堡等專業教室，在課
程中啟發學⽣創意。
1685 台灣⾸府⼤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休閒旅遊組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Leisure and Travel Section)
⼀、核⼼學習規劃，提供學⽣學習觀光事業經營管理之智能。
⼆、協助學⽣獲得相關專業證照，增強競爭⼒。
三、成⽴實習旅⾏社，並與⻑榮航空公司共同設⽴「旅運服務模擬教室」，強化學⽣吸取專業實務操作之能⼒。
四、重視實習課程，導⼊業界經驗，培養學⽣成為業界所需之⼈才。
五、積極建⽴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計畫，培養學⽣具有產學拓展應⽤之能⼒。
1700 台灣⾸府⼤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ection)
⼀、核⼼學習規劃，提供學⽣學習觀光事業經營管理之智能。
⼆、協助學⽣獲得相關專業證照，增強競爭⼒。
三、成⽴實習旅⾏社，並與⻑榮航空公司共同設⽴「旅運服務模擬教室」，強化學⽣吸取專業實務操作之能⼒。
四、重視實習課程，導⼊業界經驗，培養學⽣成為業界所需之⼈才。
五、積極建⽴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計畫，培養學⽣具有產學拓展應⽤之能⼒。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0
聯絡電話 886-3-8565301
傳真 886-3-8562490
地址 97004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
網址 http://www.t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a.tcu.edu.tw/?page_id=2180
新⽣保障住宿。
1.本校⼤⼀新⽣除特殊狀況經核准外，⼀律住宿，⼆年級以上按「本校學⽣住宿辦法」辦理。 2.本校學⽣應穿著校（制）
服。 3.本校餐廳僅提供素⾷。 4.學⽣須通過「英語能⼒」及「運動技能」之學校規定，始得畢業。 5.本校重視通識教
育，學⽣於專業科⽬外，亦能在⼈⽂、社會、美學與藝術、⾃然四⼤領域獲得均衡的學習。 6.本校設有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提供僑⽣新⽣接機、居留證申請及延期、健保申請、課業輔導申請、⼯作證申請及其他在台學習⽣活各項服務。 7. 以
上各項說明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委員會決議處理。
系所分則

1882 慈濟⼤學 ⼈類發展與⼼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y（Bachelor Program）
以⼈類學與⼼理學⼆個學術領域為基礎，探討⼈類⽣命各階段的發展原理與問題，提供學⽣⼀個寬廣而多元的學術視野。所有課
程分為下列⼆個學群：全系共同必修之「⼈類發展基礎學群」課程，以及選修學群：「⼈類學群」、「⼼理學群」。因本系課程
含括⼼理學與⼈類學之實驗設計與操作，有聽覺、視覺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883 慈濟⼤學 東⽅語⽂學系中⽂組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Program of Chinese）
（Bachelor Program）
本系中⽂組須修⽇語課程8學分，除⼀般中國語⾔、⽂學、思想⽂化課程，以對外華語教學、⽂化實務為課程重點。
1884 慈濟⼤學 東⽅語⽂學系⽇⽂組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Program of Japanese）
（Bachelor Program）
本系⽇⽂組須修中⽂課程8學分，並通過⽇本語試驗N2級，除⼀般⽇語課程外，以語⾔應⽤、⽂化實務為課程重點。
1757 慈濟⼤學 英美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achelo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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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英美⽂學與語⾔的訓練，旁及實⽤語⽂、語⾔學、專業英語，使學⽣更具發展潛⼒與就業機會。本系有優秀的師資陣容，有
優良的讀寫聽說的綜合課程，有涵蓋戲劇、小說、詩歌等⽂類的豐富的⽂學課程。本系主旨為培養有紮實英語能⼒、西⽅⽂學修
養的⽂化⼈才，畢業⽣除從事⽂化⼯作外，亦可勝任與英語有關的各種⾏業。
1887 慈濟⼤學 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Bachelor Program）
本系以「健康傳播」為課程特⾊，共有五個專業學群：健康傳播、影像紀錄、節⽬製作、新聞、整合⾏銷等專業群組課程。課程
設計結合實務、理論，有多元的服務學習活動，培養學⽣多元專⻑。
1315 慈濟⼤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Bachelor
Program）
本系以培育具學前教育與托育、家庭教育、兒童輔導與特殊教育能⼒的專業⼈才為實踐⽬標，並且依循學⽣升學及就業⽅向，設
置上述專⻑領域之相關課程。除加強本系專業課程外，本系尚規劃多元的服務學習、海外志⼯、海外⾒習和實習等學習機會，提
供本系學⽣的實務經驗與職涯接軌。
4026 慈濟⼤學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教育⽬標：秉持慈濟「誠正信實」精神，培育服務產業「經營與領導」⼈才。
特⾊：
1.培育跨域⼈才：培養個⼈興趣、發揮個⼈專⻑、結合多元專業。
2.強調特⾊技能: 重視第⼆外語及「⼈⽂禮儀」、「媒體資訊」素養。
3.提升就業實⼒：在國際服務產業發展的帶動下，與產業發展緊閉連結。
4.縮短學⽤落差：透過為期⼀年的實習實務訓練，培育服務產業經理⼈。
4033 慈濟⼤學 國際數位媒體科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Digital Media and Technology
近年媒體轉型越發明顯，社群經營、影像新聞、⾃媒體幾乎成為年輕族群的訊息來源。除了傳統採訪寫作、影⽚拍攝等基礎與理
論，學⽣急需更具多元能⼒，了解雲端科技管理、數位科技策展、資料探勘等能⼒，以在網絡媒體、⾃媒體等媒體⽣態圈內站穩
⼀席之地。
「國際數位媒體科技學⼠學位學程」以英語授課，著重實務性訓練，配合⼤量業界教師及⼤愛電視台引進之媒體與科技設施進⾏
教學，以期培育⼈⽂與專業兼具之媒體科技⼈才。
學位學程發展策略為：
1.媒體⼈⽂：堅守報真導正的媒體使命。
2.思維格局：培育以媒體⾓度宏觀報導的格局。
3.媒體專業：企劃、編輯、採訪、攝影、剪輯、燈光、成⾳等媒體專業之養成。
4.資訊科技：虛擬實境、視覺動畫、⼤數據分析、空拍機實作等資訊科技之訓練。
5.應⽤領域：依學⽣個別興趣選修管理、法律、⼼理、醫療、婦幼、家庭等相關專業。
6.實務學習：以整合型專案實作累積全⽅位的媒體實務經驗。

中信⾦融管理學院 CTBC Business School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3
聯絡電話 886-6-2873335
傳真 886-6-2873851
地址 70963台南市安南區台江⼤道3段600號
網址 http://www.ctbc.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認證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認證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c.ctbc.edu.tw/ezfiles/25/1025/img/470/580860103.pdf
每⼀學期有五個⽉，費⽤為⼀學期的住宿費⽤初估，請參閱學校官網宿舍專區http://192.83.182.21/ga/ctbc-room/介
紹。
中信⾦融管理學院為因應⾦融亞洲盃政策，積極培育具國際觀、獨⽴思考且具創新思惟之專業⾦融企業管理⼈才。透過與
中國信託的合作，專業課程提供符合⾦融產業需求的務實課綱，以培育國際⾦融家為⽬標。學⽣將於國際⾦融、國際法
學、⾦融⾏銷之三⼤領域，奠定優質基礎。 中國信託在海內外有百餘家分⾏及分⽀機構，包括⽇本東京之星銀⾏、印尼
及菲律賓⼦⾏等，為台灣最國際化的⾦融機構，提供學⽣前往海內外機構的學習機會。 中信⾦控旗下擁有銀⾏、保險、
證券、創投、資產管理、投信等⼦公司，績優⽣保障就業，提供多⾯向且適才適所的就業選擇。
系所分則

4914 中信⾦融管理學院 財務⾦融學系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為因應國際⾦融市場環境的變化與⾦融服務業的挑戰，財務⾦融學系透過務實的商學課程，培育具備國際⾦融知識及國際觀的⾦
融⼈才。
本系課程規劃不僅函蓋傳統的財務管理、證券投資、⾦融及保險等各領域，專業特⾊課程更區分為⾦融證照和國際⾦融實務兩種
學程，使本系學⽣能在銀⾏⾵險控管、國際投資銀⾏、國際財務管理、專業⾦融證照等領域接受完整的專業訓練，滿⾜⾦融產業
對⾦融⼈才之需求。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6

聯絡電話 886-4-247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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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4754392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40201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1段110號
網址 http://www.cs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sa.csmu.edu.tw/p/405-1011-33604,c1880.php?Lang=zh-tw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男、⼥兼收。 ⼆、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三、從迎新接待⾄⽣活照顧，包含社團活動、獎助學⾦、居
留證及出⼊境輔導、基本學科學業輔導、保險、⼯讀等，使從世界各國⾄本校就讀之同學，得以能安⼼向學，進而發展其
備註 個⼈職涯之規劃。 四、有關各系所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
http://www.csmu.edu.tw/。 五、僑⽣輔導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332。 六、招⽣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112、11130、11118。
系所分則
1877 中⼭醫學⼤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本系以醫療及⻑期照護與輸送體系、醫病溝通、醫療福利服務、健康社區營造為教學重點，佐以福利及醫事法規等有關醫病
權利之課程訓練。⼆、旨在培育學⽣進⼊醫療院所、政府部⾨或⾮營利組織後，可從事社⼯實務及成為健康照護體系、醫療與社
會政策擬劃⼈才。三、建議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四、本系課程學習須具備基本能⼒有構想能⼒、具⼈際
溝通協調能⼒及情緒管理能⼒者。
1876 中⼭醫學⼤學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本系透過現代技術的知識和管理實務來培養學⽣的醫療⾏政管理能⼒。醫療政策帶動醫療照護產業的發展。 無論是找尋醫療數據
以進⾏最新治療、評估提供給病患的照護品質、管理醫療成本或影響⽴法議題，醫療產業管理是醫療照護的核⼼。
1879 中⼭醫學⼤學 應⽤外國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 本系旨在培育英⽇雙主軸專業⼈才，主要應⽤在醫療、商務與教學等領域，同時提供觀光及翻譯領域之訓練。⼆、具有中⽂
聽說讀寫表達能⼒佳者為宜。 三、具有台灣⾼中⽣以上之英⽂程度。

法⿎學校財團法⼈法⿎⽂理學院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6
聯絡電話 886-24980707#5211
傳真 886-2-24082492
地址 20842新北市⾦⼭區西湖⾥法⿎路700號
網址 https://www.dil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a.dila.edu.tw/?page_id=126
1.新⽣保障住宿 2.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活輔導組網站：https://sa.dila.edu.tw/
法⿎佛教學系總說 ⼆千多年前源於印度的佛教對全亞洲⽂明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因此認識佛教是認識亞洲宗教、⽂
化、藝術、思想、政治、社會等領域所不可或缺的學科。此外，隨著全球化的腳步，佛教逐漸成為當代進步精神、思想與
價值的重要源泉，並為社會淨化與全球環境的永續發展提供新思考與意義。基於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這兩層意義，「法⿎
佛教學系」⾃2007年成⽴以來陸續設有學⼠、碩⼠與博⼠學位課程，⼀⽅⾯致⼒於培養優秀的跨學科佛教教育與研究⼈
才，另⼀⽅⾯也希望培養以提升⼼靈與淨化社會為⽬標的佛教專業⼈才。 學⼠班教學特⾊
學⼠班課程由「佛學專
業」、「修⾏實踐」與「通識教育」三⼤領域組成以推動⼈⽂素養與科學精神結合之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
佛學專業課程涵括漢傳、印度、南傳、藏傳等佛教傳統之思想與歷史、初階到⾼階的梵語、巴利語、
藏語、英語、⽇語等語⾔課程以及國際先進的數位⼈⽂、數位典藏等資訊課程。
在佛教修⾏實踐⽅⾯，佛教學系結合
法⿎⼭僧伽⼤學與僧團資源，規劃禪修、儀軌、弘化與藝術創作等實修與應⽤課程。
通識課程包含「⼈⽂學科、社會
科學、⾃然科學、語⾔學科、⽣命實踐」五⼤領域。
佛教學系延聘有⼗多位畢業⾃美、英、德、⽇與國內知名⼤學之
專兼任優秀師資以培養具國際學術⽔準之學⽣；並敦聘法⿎⼭資深法師致⼒培養同時具慈悲智慧與專業之佛教實踐⼈才。
佛教學系擁有全國藏書最多之專業佛學圖書館與豐富電⼦期刊⽂獻與資料庫等資訊資源。
佛教學系共有將近150位
學⼠與研究⽣分別來⾃歐、美、韓、⾺來西亞、越南、泰國以及⼤陸、港、澳等國家與地區，形成多⽂化多語⾔之學⽣團
體。
佛教學系每年有⼗幾個教育部或學校補助之海外（包括北美、歐洲、印度、⽇本）⼤學交換⽣、海外實習、短期
研修機會。
佛教學系學⽣有精彩、活潑、有意義的社團⽣活，包含「⾏願社」、「澄⼼社」「悅⾳社」「魄⿎社」、
「球社」、「休閒社」「瑜伽社」等學⽣社團。
佛教學系每年都有國際研討會與國際研修班、海內外知名教授演講或
⼯作坊等豐富的多元學習活動提供學⽣參與。
綠地、⼤樹、花香、流⽔、步道、⿃鳴組成優美靜好的校園，為學⽣提
供清幽的境教環境。
系所分則

4472 法⿎學校財團法⼈法⿎⽂理學院 佛教學系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必需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的能⼒。

⼀貫道天皇學院 I-Kuan Tao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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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F5
聯絡電話 07-6872139
傳真 07-6871938
地址 84442 ⾼雄市六⿔區新寮⾥三⺠路81號
網址 http://www.iktc.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iktc.edu.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本校於就學期間(含寒暑假)皆免費提供⾷宿
⼀、本校成⽴於2015年，本學院屬於宗教研修學院設有⼀貫道學系碩⼠班及學 ⼠班。 ⼆、修業年限：學⼠班，學⽣修業
期限為四學年。 三、本校就學照顧：1.學雜費⽐照性質相關之國⽴⼤學研究所收費。 2.就學期間免費提供⾷宿。 3.每學
備註 期提供成績學業成績優良獎學⾦。 4.就學期間(1-4年級)每⽉提供⽣活助學⾦新台幣5000元。 四、僑⽣輔導服務電話：學
務處 +886-7-6872139 分機6301。 五、招⽣服務電話：+886-7-6872139 分機6301。 六、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291 ⼀貫道天皇學院 ⼀貫道學系 Undergraduate Program, Department of I-Kuan Tao
⼀、本系成⽴於2015年，本學院屬於宗教研修學院設有⼀貫道學系碩⼠班及學⼠班。
學⼠班之特⾊是在培養⼀貫道弘法佈道、道務經營及經典學術研究與推廣之相關專業⼈才。藉宣化及研究、發展⼒量之提升，使
⼀貫之正道，可⼤可久，進而強化端正社會⾵氣、促進世界和諧之影響⼒。
在校核⼼能⼒的發展上，以經典詮釋、宗教願⾏、關懷服務、國際移動、跨界合作、健康管理、創新思考、問題解決等⼋⼤核⼼
能⼒為本校培育學⽣的核⼼能⼒，並融⼊於課程設計及教學活動中。
依創校⽬的與宗旨設定本校教育⽬標：
1.培育德學⾏⾨兼具之⼀貫道弘法佈道⼈才。
2.培育具國際觀之⼀貫道道務經營⼈才。
3.培育具融通求真之⼀貫道學術研究與推廣⼈才。
課程特⾊以⼀貫義理為基礎，配合五教經典、傳統學術、宗教與⽂化等學科，融滲德⾨、學⾨和⾏⾨三項學習。同時重視創造思
考和語⾔能⼒，培養學⽣國際觀及恢
宏氣度。融⼊⼀貫道特有⾏⾨修持，養成學⽣觀照、承擔、了愿之修⾏功夫。
⼆、課程安排利於就業優勢：
學習⼀貫義理與專業知識，除了能幫助辦道務外，並擬開設安養照護、蔬⾷健康及⽂化創意等學程，輔導考取專業證照。幫
助學⽣做好升學就業或道場服務之準備。
三、修業年限：學⼠班，學⽣修業期限為四學年。

臺北基督學院 Christ's College Taipei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4
聯絡電話 02-2809-7661 ext. 2220
傳真 02-28096631
地址 251 新北市淡⽔區⾃強路51號
網址 http://www.cc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律住宿
基督教博雅學系學⼠班四年制 本校屬⼈⽂類組, ⽬前没有適合學群類, 暫選外語學群。
系所分則

1617 臺北基督學院 基督教博雅學系 Christian Liberal Arts Department
本校特⾊為基督教博雅教育，強調結合基督教信仰與學⽣學習，學⽣⼀律住校，透過正式課程與⽣活教育培育學⽣基督徒品格，
使其⼀⽣為真理作⾒證與服務社會。不同於⼀般⼤學院校之通識教育，博雅教育宗旨乃教導⼈「學識廣博，⽣活⾼雅」，因此，
本校學⽣須修滿60學分的核⼼課程，包含聖經類、語⾔類、科學類、⼈⽂類、社會科學類、及其他類別之課程。學⽣學習能⼒指
標除上述培育學⽣基督徒品格外，亦包括建⽴學⽣思辨能⼒、溝通能⼒、創新創意、合作能⼒、富同情⼼、專業能⼒、對家庭∕
教會∕社會之貢獻。本校教育特⾊正如愛因斯坦所⾔：「博雅學院的價值不在於學習各樣的知識，而是訓練⼼智如何學習書本上
學不到的知識」。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75
聯絡電話 886-7-3814526#19026
地址 80778 ⾼雄市三⺠區建⼯路415號
網址 http://www.nk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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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07-396-1245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kust.edu.tw/p/412-1010-1894.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第⼆年起須配合宿舍積分活動，才享有抽籤宿舍權利(請以學校網站公告為主)
⼀、本校規定⼤學部學⽣修習服務教育課程，為必修零學分，成績及格⽅准畢業。 ⼆、本校⼤學部實施英語畢業⾨檻。
第⼀校區：本校交通便捷，近國道1號、3號，可由交流道快速抵達。⾼雄捷運都會公園站及青埔站，均有接駁公⾞進⼊
校區。鄰近台灣⾼鐵及小港國際機場，搭機返國便利。 楠梓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紅線⾄後勁站(R20)步⾏約
5分鐘即可到達。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6、29號公⾞（楠梓⽕⾞站搭⾞）於⾼雄海洋科技⼤學下⾞。市公⾞
28、301（⾼雄⽕⾞站搭⾞）於後勁國中站下⾞。 旗津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橘線⾄西⼦灣站(O1)，步⾏約2
分鐘⾄⿎⼭渡輪站搭乘渡輪前往旗津，下船後步⾏約5分鐘即可到達旗津校區。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1、248號
備註
公⾞（⾼雄⽕⾞站搭⾞）⾄⿎⼭渡輪站下⾞，搭渡輪⾄旗津，轉市公⾞紅9號公⾞於旗津國小下⾞，或沿中洲三路步⾏約
10分鐘可抵旗津校區。 建⼯校區 路線1：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路 → 建⼯路 路線2：
下中正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中正路 → ⼤順路 → 建⼯路 路線3：小港機場往⾼雄市區⽅向 → 中⼭路
→ 博愛路 → 同盟路 → 建⼯路 路線4：⾼鐵左營站 → 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
路→ 建⼯路 路線5：捷運後驛站 → 公⾞紅３０建⼯幹線 燕巢校區 http://www.kuas.edu.tw/files/13-1000542.php?PreView=1

獎學⾦

系所分則
1914 國⽴⾼雄科技⼤學 應⽤⽇語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Japanese
⼀、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 課程規劃以實⽤性為⽬標，除聽說讀寫譯之進階語⾔訓練及多樣化課程外，更透過本校校內資源的整合，搭配學習本院開設
「電⼦商務及管理學程」與「語⾔⽂化服務學程」之課程，以因應產業多元化的環境需求。
1915 國⽴⾼雄科技⼤學 應⽤德語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German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課程以「應⽤」、「實務」為導向，本系學⽣除修習本系專業課程外，並須修習學院規劃之「電⼦商務及管理學程」或「語
⾔⽂化服務學程」。
三、多元外語+商務專業提⾼全球化職場競爭⼒。
1917 國⽴⾼雄科技⼤學 應⽤英語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English
學⽣須具中⽂⾼級能⼒及英⽂中級以上能⼒。課程著重於強化英語⽂聽說讀
寫能⼒、跨⽂化與⽂學分析能⼒、語⾔學與外語教學能⼒、中英口筆譯能⼒
、商業溝通能⼒及電腦應⽤能⼒。此外，並提供第⼆外語(⽇語及德語)課程、
電⼦商務及商業管理等相關課程可供選修。
1918 國⽴⾼雄科技⼤學 運籌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運籌管理是結合⼯業管理、運輸管理、國際企業等學⾨，企業善⽤運籌管理知識與技術，整合資訊、技術、原料、協⼒廠商，可
串聯起整個供應鏈，在採購成本與品質、⽣產成本與效能、庫存成本與服務⽔準配送成本與速度、聯盟合作與全球競爭之間，求
取最適的平衡，全⾯提昇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
1919 國⽴⾼雄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1. 本系師資國際化且多元，有來⾃歐、美、⽇等地及國內頂尖⼤學博⼠，且具豐富教學實務經驗。
2. 本系課程 分「營銷企劃」與「零售連鎖」⼆⼤學程，並以「營銷管理」為教學核⼼。
3. 本系與各⼤企業結盟，其中「暑期企業實習三明治教學」課程媒合同學⾄企業界知名零售連鎖廠商進⾏暑期實習，例如：宅急
便、康是美、全家、寶雅、常春藤、曼都、欣旺…等，分別在海峽兩岸的台商進⾏，適合碩⽣的實務訓練，培育連鎖產業的中階
⼈才。
1920 國⽴⾼雄科技⼤學 ⾵險管理與保險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4635 國⽴⾼雄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4636 國⽴⾼雄科技⼤學 ⾦融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4637 國⽴⾼雄科技⼤學 財務管理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Finance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1921 國⽴⾼雄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 佐證申請者具備中⽂能⼒之推薦函或初級中⽂能⼒檢定
2. ⾮英語系國家申請者需附英語能⼒檢定證明
1923 國⽴⾼雄科技⼤學 觀光管理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培育對觀光管理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
1924 國⽴⾼雄科技⼤學 智慧商務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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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雲端世界的來臨,國⽴⾼雄科技⼤學「智慧商務系」於108 學年由(原)⾼雄應⽤科技⼤學「資訊管理系」改名與轉型而成。
- 智慧商務學系主要重點為結合⼈⼯智慧與⼤數據分析技術於商 業管理,為智慧科技與商務應⽤的跨界整合 。
- 共分為「創新網路⾏銷與分析」、「智慧雲端商務系統開發」、「智 慧物聯網」、跨領域「智慧⾦融與⼤數據」四⼤學程。
- 教學⽅向以實務研究發展為⽬標,與在地產業進⾏合作與學習, 最終連結⾄職場實習與就業,以培育智慧商務領域所需之⼈才。
1.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
1925 國⽴⾼雄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招考有志於國際企業經營、國際貿易營運及國際財務管理之學⽣。
2.以南台灣NO.1科⼤的優勢，⽤國際參訪、交換、交流之⽅式，培育具國際視野之學⽣。
1926 國⽴⾼雄科技⼤學 財政稅務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Wealth and Taxation Management , Division of
Wealth Management
招考並培育有志於從事財務管理、投資、個⼈理財等⼯作之學⽣。
4743 國⽴⾼雄科技⼤學 ⽂化創意產業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1. 招考並培育對⽂藝創作、多媒體、平⾯設計、媒體傳播、⽂化產業企劃與⾏銷等⽂創事業有興趣的學⽣。
2. 具中⽂聼、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1831 國⽴⾼雄科技⼤學 ⼈⼒資源發展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培育具有組織發展、員⼯發展與員⼯關係處理能⼒之⼈⼒資源專業⼈才
1927 國⽴⾼雄科技⼤學 航運管理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本系教育⽬標在培育專業、敬業、樂群的航運物流相關事業之經營管理與實務⼈才，藉以提升國內海運、空運與國際物流等專業
管理技術，增加國家的國際競爭⼒。
1928 國⽴⾼雄科技⼤學 供應鏈管理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本系強調物流、流通、⾏銷、通路、供應鏈等課程，以及學⽣外語能⼒之養成，強調學⽣證照取得，實務應⽤、專題訓練等領域
之精進。
1929 國⽴⾼雄科技⼤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Leisure Management
具中⽂聼、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4
聯絡電話 886-8-7703202
傳真 886-8-7740457
地址 91201屏東縣內埔鄉⽼埤村學府路1號
網址 https://wp.npust.edu.tw/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pust.edu.tw/bin/home.php?Lang=zh-tw
住宿費⽤： （⼀）住宿費：每⼈每學期6,630元。 （⼆）宿舍網路使⽤費:每學期499元。 本校宿舍優先保留給⼀年級新
⽣，⼆年級以上學⽣須採抽籤⽅式決定是否能繼續住宿。 住宿⽣未經允許不可任意變更房間。 住宿⽣禁⽌在房間裡製造
噪⾳、吸煙、烹飪、熨燙或使⽤電氣設備等...。 學⽣如不服從宿舍的規定將除名，不予再以登記。
⼀、男⼥兼收。 ⼆、為培養本校學⽣勤勞服務的⼈⽣觀，並營造整潔優雅的校園環境，新⽣必修「⽣活服務教育」課程1
學年0學分始可畢業。 三、本校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訂有學⽣英⽂能⼒畢業最低
⾨檻(參閱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及英⽂能⼒檢定獎勵辦法)。 四、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
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之教務處及學務處，網址：https://wp.npust.edu.tw/。 五、國際事務處電話：087703202#6280 ，學⽣輔導中⼼並備有相關之輔導措施，以照顧指導學⽣。 六、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學程，連結知
識、科技、專業，創新與社會，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 七、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
理。 ⼋、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學雜費：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27,340元；⼯學院
$27,580元；管理學院$24,000元、⼈⽂暨社會科學院$24,000元。
系所分則

1904 國⽴屏東科技⼤學 農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農企業管理系成⽴之宗旨係在培育兼具農企業管理專業知識、⼈⽂素養、創新思維之農企業管理⼈才。本系建構「農場企業與農
⺠組織」、「休閒農業」、「農產品⾏銷與貿易」三⼤核⼼專業為體，利⽤「產學合作」、「國際合作」⼆⼤策略為⽤，落實於
⼤學部四技、碩⼠班、碩⼠在職專班（含境外專班）、雙聯學制等不同學制之教育，以追求「專業」、「⼈⽂」、「創新」之發
展⽬標。
1905 國⽴屏東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資訊管理系之教育⽬標為培養跨領域資訊系統應⽤⼈才，課程設計強調基礎理論與實務操作並重，⾯對重⼤與快速改變的商業模
式，我們提供了完整的基礎軟體開發與系統整合技能訓練，同時也提供了關於先進資訊科技在農業與商管實務領域上的應⽤操作
訓練。就學制而⾔，⽬前本系提供四年制⼤學、碩⼠與碩⼠專班等學位。
1906 國⽴屏東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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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標在於培養中小企業轉型與發展所需國際觀（international vision）、資訊(information)及創新⼒(innovation)且兼
備⼈⽂素養與職場倫理之專業管理⼈才。
1907 國⽴屏東科技⼤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請填寫系所簡介、課程領域、未來發展或招⽣特殊限制（如辨⾊異常、身⼼障礙及是否提供身⼼障礙學⽣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
輔措施資源）等說明，以利學⽣先⾏了解並⾃⾏評估。
理念與特⾊
時尚流⾏設計為⽬前國家重點發展⽅向，⼈⼒具有頗切需求性，時尚設計講究設計技藝、機能材料及服飾（流⾏商品產業）⾏銷
的結合，營造⼈們整體美感與舒適的⽣活需求。台灣紡織時尚流⾏產業發展⾄今已逾五⼗年的歷史，流⾏紡織品外銷創匯，⼀直
名列前茅，年創匯⾦額⾼達百億美元，名列世界級供應⼤國。本系以培育時尚科技、流⾏設計及經營管理等⼆領域專才為核⼼。
茲將各領域發展重點與特⾊說明如下：
（⼀）時尚設計領域：配合政府⽂化創意產業之發展，結合台灣族群⽂化、數位內容⽂化及創新藝術造型設計，創新設計具流⾏
時尚之布料、服飾品及整體造型設計搭配，期培育善⽤台灣本⼟⽂化資產，並將之應⽤於前瞻性設計，以邁⼊國際舞台之⼈才。
（⼆）經營管理領域：因應全球化經濟及時尚產業服務⼈才之需，以發展知識經濟、提升服務品質及資訊化管理等思維，提升時
尚業之經營管理層次，結合本校管理學院師資，期培養具創造⼒、國際觀及領導能⼒之專才。
主修課程
⾊彩學、服飾⾏銷學、護膚學、服裝材料學、彩妝設計、⼈體⼯學、服裝設計、化妝品學、美容學、消費者⾏為學、流⾏產業研
究法、創意染⾊設計與應⽤、織品鑑定學、服飾商品企劃、服裝構成學等。
就業進路
1.織品研發專業⼈才：織物⽣產管理師、廠務管理師、製程⼯程師、品質管理師、織品設計企劃師、織品檢驗師、紡織技師、⾼
職教師。
2.服裝時尚設計專業⼈才：服裝設計師、飾品設計師、整體造型師、形象造型顧問、服裝打版師、流⾏分析師、⽣活產業設計
師。
3.服飾⾏銷專業⼈才：服裝秀企劃師、陳列展⽰規劃師、服飾市場研究員、⾏銷專員、服飾商品企劃師、品牌經營管理師。
請填寫系所簡介、課程領域、未來發展或招⽣特殊限制（如辨⾊異常、身⼼障礙及是否提供身⼼障礙學⽣學習輔具資源及⽣活照
輔措施資源）等說明，以利學⽣先⾏了解並⾃⾏評估。
理念與特⾊
時尚流⾏設計為⽬前國家重點發展⽅向，⼈⼒具有頗切需求性，時尚設計講究設計技藝、機能材料及服飾（流⾏商品產業）⾏銷
的結合，營造⼈們整體美感與舒適的⽣活需求。台灣紡織時尚流⾏產業發展⾄今已逾五⼗年的歷史，流⾏紡織品外銷創匯，⼀直
名列前茅，年創匯⾦額⾼達百億美元，名列世界級供應⼤國。本系以培育時尚科技、流⾏設計及經營管理等⼆領域專才為核⼼。
茲將各領域發展重點與特⾊說明如下：
（⼀）時尚設計領域：配合政府⽂化創意產業之發展，結合台灣族群⽂化、數位內容⽂化及創新藝術造型設計，創新設計具流⾏
時尚之布料、服飾品及整體造型設計搭配，期培育善⽤台灣本⼟⽂化資產，並將之應⽤於前瞻性設計，以邁⼊國際舞台之⼈才。
（⼆）經營管理領域：因應全球化經濟及時尚產業服務⼈才之需，以發展知識經濟、提升服務品質及資訊化管理等思維，提升時
尚業之經營管理層次，結合本校管理學院師資，期培養具創造⼒、國際觀及領導能⼒之專才。
主修課程
⾊彩學、服飾⾏銷學、護膚學、服裝材料學、彩妝設計、⼈體⼯學、服裝設計、化妝品學、美容學、消費者⾏為學、流⾏產業研
究法、創意染⾊設計與應⽤、織品鑑定學、服飾商品企劃、服裝構成學等。
就業進路
1.織品研發專業⼈才：織物⽣產管理師、廠務管理師、製程⼯程師、品質管理師、織品設計企劃師、織品檢驗師、紡織技師、⾼
職教師。
2.服裝時尚設計專業⼈才：服裝設計師、飾品設計師、整體造型師、形象造型顧問、服裝打版師、流⾏分析師、⽣活產業設計
師。
3.服飾⾏銷專業⼈才：服裝秀企劃師、陳列展⽰規劃師、服飾市場研究員、⾏銷專員、服飾商品企劃師、品牌經營管理師。
招⽣特殊限制
本系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彩學、服裝畫、藝術史及服裝史；美容造型與實務、織品染⾊學實習、印花圖案設計實習、創
意染⾊設計與應⽤實習、藝術美甲設計與實習、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等），須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1908 國⽴屏東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本系旨在貫徹本校培育具「專業化、國際化、全⼈化」的教育理念，並因應國家社會的發展，配合⼆⼗⼀世紀餐旅產業的需求，
以培養具有餐飲與旅館專業知識與技能之管理⼈才為教育⽬標。
教學上強調餐旅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並加強⼈⽂素養、外國語⽂及運⽤資訊科技於餐旅管理的能⼒，著重倫理道德及敬業精神的
培養，期使學⽣成為具有⼈⽂關懷及宏觀視野之餐旅專業⼈才。
1909 國⽴屏東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幼兒保育系成⽴於1994年，師資陣容堅強，均具博⼠學位，學術研究與專業表現出⾊，運⽤展演、⽂創等多元專業教室及教學設
備，引領兒童⽂學、兒童情緒與社會、兒童戲劇、幼兒園課程、兒童藝術、兒童產業⾏銷、電腦輔助教學系統設計、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數位學習、教保機構經營管理、教保服務政策、教保服務⼈⼒管理、教保機構評鑑與輔導、特殊兒童、早期療育、兒童
⾏為輔導、兒童健康與發展評估、家⼈關係等領域之研究與發展。
1910 國⽴屏東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應⽤外語系成⽴於西元2000年，⾃2003年度開始招收四技學⽣；於2011年成⽴應⽤外語碩⼠班。為配合全球化⽬標及產業需
求，本系以培育外語教學、翻譯、商務貿易、觀光、導覽等專業外語⼈才為⽬標。
1911 國⽴屏東科技⼤學 社會⼯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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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福利國家發展快速，台灣社會福利⼈才需求⼤幅提昇。社會⼯作師法在1997年通過之後，社會⼯作專業已納⼊技術證照
制度中。本校於2000年成⽴四年制社會⼯作系、2001年增設進修部以因應社會時勢及社會福利⼈員之需求。並於2006年增設研
究所，培育社⼯研究⼈才。
1912 國⽴屏東科技⼤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al Sport and Health Promotion
本系分為兩⼤模組：運動指導（傷害防護）及休閒經營管理兩⼤模組。學⽣於⼀年級時以增進專業肌⼒與體能、基本學科之學習
為主；⼆年級探索⾃⼰未來職涯之類群，並輔考急救相關證照；三年級及四年級上學期聚焦就業職類(健身指導員、休閒運動指導
員、運動傷害防護員、專任運動教練、休閒運動觀光導遊領隊或休閒運動健康⽤品⾏銷員)之專業學術科之精進，考取專業證照；
並於四年級下學期安排就業相關之機構進⾏校外實習。將學⽣於校內之學習、校外實習和未來就業所需能⼒與態度，循序漸進、
環環相扣，完整規劃四年之學習地圖。
1913 國⽴屏東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配合全球化競爭趨勢與產業發展需求，培育具有科技思維與⼈⽂素養，管理學識與專業技能，並具系統化思考與落實執⾏之⼯業
管理⼈才。課程設計理論與實務並重，使學⽣兼具專業學理基礎與動⼿做之能⼒。
發展重點
1. 管理數量⽅法在管理與決策上之應⽤。
2. ⽣產系統規劃、分析與設計。
3. 管理電腦化系統之開發與應⽤。
教學設備
⾃動化實驗室、物料管理實驗室、⼯作研究實驗室、企業電⼦化實驗室、認知系統⼯程實驗室、品質管理實驗室、專業階梯教
室、⼤型視聽教室、小型研討室…等。
就業及證照⽅⾯
可從事IE、⽣管、品管、企管、資訊、企業等相關⼯作。也可報考⼯業⼯程技師、⼯業安全技師、品管⼯程師、專案管理師、可
靠度⼯程師、品管技術師、勞⼯安全管理甲、⼄級技術證照等，亦可報考⾼普考相關職類之公職⼈員。
4930 國⽴屏東科技⼤學 財務⾦融國際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Finance
本學程教育⽬標在於培養學⽣具備財務⾦融專業知識，強化學⽣理論應⽤及實證分析能⼒，拓展國際視野，並培養學⽣具備品格
教養專業倫理信念。發展特⾊在於「國際化學習環境」、「強化英⽂能⼒」以及「海外就業導向」。
為達到上述教育⽬標及發展特⾊，本學程在課程設計、招⽣與業界產學合作上亦有相關對應。在「強化英⽂能⼒」⽅⾯，除了有
六位(以上)專任財務領域授課教師，四位(以上)管理基礎課程授課教師，另外還聘請六位(以上)本校應外系及語⾔中⼼專任英語領
域教師，開設英語寫作(1-4)、英語會話(1-2)、進階英語聽⼒(1-2)、商⽤英語溝通、商⽤英語簡報等英⽂聽說讀寫個別課程，以
全⽅位提升同學英⽂能⼒。
而在「國際化學習環境」⽅⾯，本學程專業課程除主要以英⽂授課外，部分課程並與本校國際學院外籍學⽣⼀同上課，⽬前本學
程⽬前已有四位外籍⽣，本學年度也已有⼗名外籍⽣申請。此外2017年6⽉有9名來⾃泰國Kasetsart⼤學交換學⽣⾄本學程短期
研習，另2018年2⽉亦有兩位中國東北農林⼤學同學來本學程進⾏1學期的研習，財⾦國際學程已逐漸落實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的
⽬標。
在「海外就業導向」⽅⾯，本學程為因應企業及⾦融機構之南進，特別將東南亞國協列⼊重點區域。⽬前正配合本校國際處積極
進⾏包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越南等地之外籍⽣及僑⽣之招⽣宣傳⼯作；另外也將透過各種可能管道持續尋求跨國企業及⾦
融機構海外實(⾒)習機會。在「海外就業導向」⽅⾯，本學程為因應企業及⾦融機構之南進，特別將東南亞國協列⼊重點區域。
⽬前正配合本校國際處積極進⾏包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越南等地之外籍⽣及僑⽣之招⽣宣傳⼯作；另外也將透過各種可能
管道持續尋求跨國企業及⾦融機構海外實(⾒)習機會。2017年暑假與中國信託銀⾏合作申請教育部第⼀年舉辦的「新南向學海築
夢計畫」，並成功獲得教育部補助，選送兩名本學程⼤⼆同學於2017年7⽉份⾄中國信託銀⾏胡志明分⾏實習1個半⽉，受到報章
媒體關注並⼤幅報導。有⼀位⼤⼆同學透過⾃身關係，前往國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無錫)實習；另外有⼀位⼤⼀同學獲學校補
助，前往泰國皇家科技⼤學進⾏1個⽉參訪⾒習。⽬前更有數位⼤三同學報名CLUB MED專班受訓計畫，有機會在⼤四下前往全
世界CLUB MED 渡假村實習六個⽉。2018年暑假亦預計有1名⼤⼆升⼤三同學前往北京科技⼤學進⾏1學期的交換以及⼀名⼤三
同學前往泰國泰國皇家科技⼤學進⾏1個⽉參訪⾒習。未來我們也會持續與企業共同爭取教育部新南向學海計畫，選送同學前往
海外實習。
在「培養學⽣具備財務⾦融專業知識，強化學⽣理論應⽤及實證分析能⼒」⽅⾯，本學程在專業課程的設計上除包括數量⽅法、
⾦融市場領域、⾦融商品與投資領域及公司財務管理領域之課程，以強化同學的財務⾦融專業知識外，並將與策略聯盟廠商合
作，在部分專業課程導⼊業師制度，以強化同學理論與實際之結合與應⽤能⼒。另外本學程強調專業證照取得，已陸續邀請⾦融
研訓院及期貨商公會講師⾄本學程演講，介紹國內外⾦融專業證照以及⾦融業就業環境。本學程亦在本學程官網上導⼊⾦融專業
證照考照模擬系統，⽅便同學練習，以順利取得證照。截⾄2018年5⽉，⼤⼆/三27名本國籍學⽣已取得包括信託、內控、⼈身/
產物保險及ERP(財務模組)等60張證照。⾃107學年開始，我們也將敦聘本校資管系的⽼師開設FINTECH及⼤數據相關課程以因
應未來數位⾦融之發展。本學程每學期均舉辦⾄少兩次輔導會議，邀請所有授課教師討論學⽣學習狀況，以改善學⽣學習成效。
為縮短學⽤落差，本學程要求學⽣在⼤四下學期全學期⾄企業實習。⽬前學程規劃之實習企業包括⼀般公司或NGO以及銀⾏、證
券、期貨、保險等⾦融機構。另外為及早讓同學與實務接軌，⽬前學程在設⽴第⼀年的暑假期已陸續安排短期企業實(⾒)習，雖
然無薪(部分有交通補貼)且⾮正式學分課程，但⽬前⼤⼆/三本國籍學⽣已有超過90%(不含⾃⾏⼯讀或實習者)參加(部分同學連續
兩年或三年均參加暑期實習計畫)。透過學程安排，同學前往實習之企業與單位包括六⾓國際(上櫃公司)、王座國際餐飲(興櫃)、
統⼀期貨公司(⾼雄)、富邦證券總公司(台北)、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台北)、富邦⼈壽保險公司(屏東)、中國信託銀⾏、⾼雄捷運公
司、屏東縣政府財稅局、屏東⼤學附屬實驗小學會計室等。其中六⾓國際共同創辦⼈兼執⾏副總王麗⽟⼥⼠並捐款五⼗萬元，提
供做為財⾦學程同學獎學⾦，包括所有外籍⽣在內，預計每年將有超過⼗位同學受益。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73
聯絡電話 886-2-27712171
地址 10608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號
網址 https://www.nt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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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87731879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tut.edu.tw/p/412-1032-9284.php?Lang=zh-tw
在臺北市和新北市區內，國⽴臺北科技⼤學擁有不同的學⽣宿舍，包含校區宿舍(東校區宿舍)及⾮校區宿舍(新北宿舍及
南港宿舍)。房間皆為4⼈⼀間，每間房間提供電話和網路服務，在學期⼀開始必須繳交宿舍費⽤，僑⽣享有半價優惠，每
學期約需5000元，此費⽤不包含寒、暑假期住宿。新⽣可申請宿舍住宿，前⼆年享有保障，第⼀年保障以東校區宿舍為
宿舍
主，第⼆學年起男性保障以新北宿舍為主，⼥性以南港宿舍為主，第三年開始由抽籤決定⼊住，因此第三學年開始，學⽣
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臺北科技⼤學擁有最後分配住宿的權⼒。 申請⽅式: 在確認⼊學後，新⽣可在回覆就讀意願時，同
時回覆是否想要住宿於臺北科技⼤學宿舍。
⼀、國⽴臺北科技⼤學（⼜名臺北科⼤，原臺北⼯專），創⽴於1912年。⽇治時期為訓練⼯科技師的講習所，成⽴⼀百
多年來，在臺灣經濟起⾶轉型的時代，扮演著重要的⼯業推⼿，培育無數優秀⼈才投⼊⼯商產業，⽬前臺灣企業
中，10%的中小企業創辦⼈、董事與執⾏⻑，皆為臺北科技⼤學畢業的校友，因此本校素有「企業家搖籃」之美稱，深
獲社會好評。 ⼆、本校為實務研究型⼤學，擅⻑⼯程領域，在設計、研發以及技職教育也居領先地位，務實致⽤的教學
與研究⼀直是本校特⾊，教師與⼯、商、科技業界往來密切，擁有最⾼⽐例的產學研究案。本校也格外強調實習實作，學
⽣在學期間有業界教師輔導，所學為企業所需，畢業前皆已有業界實習經驗，為企業晉⽤⼈才⾸選，應屆畢業⽣就業率⾼
達97%。近年於《遠⾒》及《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專校院畢業⽣調查中，本校於各項排名均名列前茅，更為企業最
愛公⽴科技⼤學。 三、本校因與世界各國交流頻繁，國際學⽣眾多，⽬前約有1000位境外⽣分別來⾃超過世界50個不同
國家。為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臺北科⼤也特別增加英語授課，同時與許多世界頂尖⼤學及學術機構締結姊妹校與學術研
備註
究合作，提供學⽣出國交換留學、國際合作交流及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機會，培養學⽣國際觀與國際移動⼒。 四、本校全
數⼯程系所皆獲IEET認證通過，學歷被Washington Accord會員國（包含⾺來西亞、新加坡、香港、⽇、韓、美、
加、英、澳、紐等）承認，管理學院獲AACSB國際認證，畢業⽣具國際競爭⼒。 五、本校位於台北市中⼼，雙線捷運交
會口，左鄰繁華的東區流⾏商場及影城，右近華⼭⽂創園區及全台最⼤的3C資訊批發賣場-光華電腦商圈，交通便捷，資
訊發達，⽣活機能完整。 六、本校備有男、⼥學⽣宿舍，新⽣優先安排住宿，並享有住宿費減半優惠，宿舍床位前2年享
有保障，第3學年起，宿舍床位之申請將以抽籤⽅式決定，學⽣在進⼊第3學年之前，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 七、本校額
外設有每年發放⼀次之「國⽴臺北科技⼤學僑⽣獎學⾦」，供成績優異之學⽣提出申請。 ⼋、接獲分發通知後，錄取通
知書及就讀意願調查將以電⼦郵件⽅式寄發，報名時請留下正確的電⼦郵件地址，並依電⼦郵件指⽰，在期限內回覆是否
就讀，未回覆者視同放棄就讀。

獎學⾦

系所分則
1728 國⽴臺北科技⼤學 ⼯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 Design Program)
系上分為「產品設計」及「家具與室內設計」兩組，採精兵制小班教學。除通識教育課程外，專業科⽬分兩組教學。
產品組與家室組共同必修課程：設計圖學、設計概論、⼈因⼯程、平⾯設計、試作技術、⽴體設計、專題設計。
產品設計組必修課程：設計素描、透視圖學、⾊彩學、設計素描、⼯業設計史、⾏銷學、產品設計、製造程序、設計表現法、設
計⽅法、⼯程材料與實習、產品設計、設計⼯學、產品開發、商品計畫、設計管理。
本系學⽣作品年年皆奪得德國紅點與iF國際設計⼤獎，使本校成為全台設計國際排名領先學校。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廠機具操作，視障及四肢殘障者請⾃⾏評估。
1733 國⽴臺北科技⼤學 ⼯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系上分為「產品設計」及「家具與室內設計」兩組，採精兵制小班教學。除通識教育課程外，專業科⽬分兩組教學： 共同必修課
程 設計圖學、設計概論、⼈因⼯程、平⾯設計、試作技術、⽴體設計、專題設計。
家具室內設計組必修課程：⾊彩學、設計素描、透視圖學、⼈因設計、家具史、家具製圖、室內建築學、家具設計、家具結構與
實習、家具設計表現技法、室內設計史、室內設計表現技法、室內設計原理、室內設計圖學、照明學、家具製造程序。
本系學⽣作品年年皆奪得德國紅點與iF國際設計⼤獎，使本校成為全台設計國際排名領先學校。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廠機具操作，視障及四肢殘障者請⾃⾏評估。
1802 國⽴臺北科技⼤學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Dept. of Interaction Design(Media Design Group)
互動設計系的規劃，跨設計、科技、媒體/視傳三領域，有鑑於⽬前業界對「互動介⾯及網站設計」、「互動程式設計」、及「互
動創意與學習設計」等⼈才的需求孔急，故本系以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為發展的主軸，結合資通訊技術（ICT）產業
與創意產業，發展前瞻性跨產業的關鍵能⼒。
【媒體設計組⼈才培育⽬標】 以互動媒體應⽤與互動遊戲設計為主，並能創造互動式體驗的情境與場域，培育職場最需要的⼈
才：互動媒體設計師、使⽤者介⾯(UI)設計師、使⽤者經驗(UX)設計師、互動程式設計師、3D遊戲設計師、互動展⽰設計師等
業界需求⼈才之優秀青年。
1805 國⽴臺北科技⼤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Dept. of Interaction Desig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Group)
互動設計系的規劃，跨設計、科技、媒體/視傳三領域，有鑑於⽬前業界對「互動介⾯及網站設計」、「互動程式設計」、及「互
動創意與學習設計」等⼈才的需求孔急，故本系以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為發展的主軸，結合資通訊技術（ICT）產業
與創意產業，發展前瞻性跨產業的關鍵能⼒。
【視覺傳達設計組⼈才培育⽬標】 以數位內容研發為主，結合互動裝置數位內容應⽤，培育職場最需要的⼈才：互動視覺傳達設
計師、圖形使⽤者介⾯(GUI)設計師、互動網⾴設計師、⾏動裝置互動電⼦書設計師、數位教材設計師等業界需求⼈才之優秀青
年。
1901 國⽴臺北科技⼤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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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經營管理、創新與創業的結合為發展重點，在此發展主軸之下，本系以⾏銷管理、財務管理組織與策略管理及服務與科技
管理等肆個學術領域為系所主要發展⽅向並形成特⾊。
1. ⾏銷管理：主要以⾏銷管理、消費者⾏為、服務管理、⾏銷決策分析、品牌與通路策略、策略⾏銷等為發展⽅向。
2. 財務管理：著重於管理經濟學、財務管理、公司理財、⾵險管理、投資決策分析、⾏為財務與企業投資融資及避險決策之訂
定。
3. 組織與策略管理：以組織⾏為、⼈⼒資源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任⽤管理、策略管理等為主。
4. 服務與科技管理：主要以專案管理、營運模式與供應鏈管理、客⼾關係管理、計量管理與決策、服務設計等為發展⽅向。
1711 國⽴臺北科技⼤學 資訊與財⾦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Finance Management
本系錄取分數為全國科技⼤學商管第⼀名，也是國內第⼀個培養兼具資訊技術與財務⾦融管理⼈才的科系。課程教學以理論與實
務兼顧的⽅式進⾏，使學⽣⼀⽅⾯具備獨⽴開發、管理資訊系統的能⼒，⼀⽅⾯對財⾦管理具備相當的知識。研究⽅向與特⾊有
三：1. ⾦融科技：主要是應⽤資訊科技，讓⾦融服務更完善、更有效率。2. 資訊管理：結合企業⽬標建構資訊系統，並應⽤資訊
技術於管理實務之上。3. 財務⾦融管理：主要以⾦融市場與機構管理、財務管理與資訊應⽤、投資決策管理、⾦融⾵險管理、財
務計量分析。
1903 國⽴臺北科技⼤學 ⽂化事業發展系 Dep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化事業」，是眾多事業（產業）中的⼀⽀，指的是：以⽂化（廣義）為基本素材所建構、開發、變造、發展成形之事業。凡
以⽂化為基底，以⽂字、影像、⾳聲、⾏動、展⽰為表達⼿段，以推銷⽂化為核⼼，以創造商業價值為⽬標之：⽂化、⽂藝、⽂
學、遊藝、⽣活等等事業，皆屬⽂化事業。
本系以培育具⽂化素養、企劃管理、數位⼯具應⽤能⼒之⽂化管理⼈才為⽬標，必修課程包含三層⾯：1.⽂化素養：⽂學史、⽂
化事業概論、美學與藝術史、⽂化遺產概論 2. 表達能⼒：閱讀書學與討論、企劃⽂案寫作、口語溝通及表達 3.企劃與實作：多
媒體設計、⽂創能⼒、視覺傳播、管理學、專題與演練、⽂化專案企劃。
未來可成為⽂化管理⼈員、數位出版⼈員或⽂化創意設計⼈員等。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2
聯絡電話 886-5-5372637
傳真 886-5-5372638
地址 640301 雲林縣⽃六市⼤學路3段123號
網址 https://www.yuntech.edu.tw/index.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dx.yuntech.edu.tw/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61&Itemid=627
1.第⼀年保障住宿，第⼆年起須參加在校⽣抽籤。 2.⼤學部為四⼈⼀室。
⼀、本校備有學⽣宿舍。⼆、本校訂有學⽣英語能⼒要求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三、在交通⽅⾯，無論是⽕⾞或
⾼速公路⾄本校均⾮常便利，另本校每⽇有8班次校⾞提供全校師⽣往返⽃六⽕⾞站接送服務。四、110學年度學雜費之
收費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學費：⼯業類NT$16,979；商業類
NT$16,833。雜費：⼯業類NT$10,866；商業類NT$7,349。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
外獎助學⾦及⼯讀機會可供申請。
系所分則

1899 國⽴雲林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所劃分為⾏銷管理、組織與⼈⼒資源管理、策略管理、科技管理及國際企業等五⼤專業學程，採取哈佛個案式教學，提供海
外移地教學與4+1碩⼠學位之機會，增強國際競爭⼒。
4693 國⽴雲林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1. 本系規劃課程含有⽣產製造、統計品管、⼈因⼯程、資訊科技、作業研究與決策科學、運籌與供應鏈管理、健康產業管理等七
項領域，提供學⽣專業能⼒、配合產業需求及未來趨勢。除上述外，仍有智慧農業、智慧製造、智慧醫療等三⼤亮點。
2. 針對產業之實際需求，加強⼯業⼯程與管理的專業課程，以培養配合經濟發展、提⾼產業⽣產⼒，具有專業知識之⼯業管理與
全球運籌管理⼈才。
3. 本系課程豐富多元，結合產業實際問題，以培養學⽣跨領域之知識技能。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期待培養學⽣具整合物料、設
備與資訊系統之管理能⼒，並有良好的溝通能⼒；能利⽤⼯具與資訊科技解決產業問題，成為產業之永續經營之專業管理⼈才。
4. 因應產業發展，結合業界需求規劃學⽣⼀年實務專題製作，以落實產業基礎之導向的教學模式。
5. 推動專任教師輔導之全學期校外產業實習，並建⽴本系產學合作模式，整合企業社會資源，提昇學⽣實務專業訓練之品質與內
涵。
4696 國⽴雲林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有完善之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重基本資訊技術之教授，訓練學⽣具有開發資訊系統之能⼒，培養學⽣明瞭如
何應⽤資訊科技與管理理論，以提升企業營運之效率與效能。
1892 國⽴雲林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1893 國⽴雲林科技⼤學 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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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管理學院於2014年通過AACSB國際認證，2019年通過再認證，此認證實質肯定本系多年來投⼊教育與學術研究之努⼒。本
系共12位專任教師並延聘產學專家擔任兼任教師，專⻑領域包含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稅務法規及信息審計等。融
合信息技術、法律與專業軟體（ERP、統計分析及審計）於會計專業課程，並定期舉辦研討會及專題講座，培養專業研究與教學
能⼒之會計與產業專業⼈才。
1898 國⽴雲林科技⼤學 國際管理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1.本學程以培育培養國際企業經營的專業管理⼈才為⽬標，強調國際視野的開拓與國際移動能⼒的培養，課程以全英⽂授課，學
⽣於畢業前需完成「語⽂⾨檻」之要求，學⽣可選擇海外交換、海外企業實習或海外移地教學，三項當中選⼀項始得畢業。
2.本學程所有課程以全英語教學，須具備英⽂聽、說、讀、寫能⼒。
1900 國⽴雲林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1.具備描繪能⼒。
2.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1894 國⽴雲林科技⼤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本系所配合國家重點發展產業「數位內容產業」以及「⽂化創意產業」中關於媒體設計領域的產業中⾼階⼈⼒需求，以及未來數
位媒體發展，培育具有華⼈⽂化特質、國際化產品創意以及最新數位媒體科技應⽤能⼒的產業專業⼈⼒。
1897 國⽴雲林科技⼤學 創意⽣活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Design
1.具備描繪能⼒。
2.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
1895 國⽴雲林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1.本系培養⼤學部學⽣具備專業外語能⼒及職場知能，課程著重「跨領域」與「跨⽂化」之應⽤，因此培育出涉外基礎⽂創商務
⼈才及基礎語⾔教學⼈才，並積極擴展國際化腳步，達到「⼊學及⼊⾏，畢業即就業」之國際化專才。
2.聽、說、讀、寫及表達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1896 國⽴雲林科技⼤學 ⽂化資產維護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1.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2.本系有完善之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設⽴的⽬標在於培育具有寬闊⽂化視野、⽂化資產維護技術、⽂化資源紀錄與
應⽤、建築襲產與聚落保存及⽂化資產經營能⼒之跨領域統整⼈才。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8
聯絡電話 886-5-6315108
傳真 886-5-6310857
地址 632301雲林縣虎尾鎮⽂化路64號
網址 https://www.nfu.edu.tw/zh/
承辦單位 綜合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scholarship-news.html
本校備有學⽣宿舍，並保障新⽣住宿；依⽬前住宿辦法，僑⽣及港澳⽣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學⽣宿舍相關規定辦理，詳情逕洽本校⽣活輔導組，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life.html
國⽴虎尾科技⼤學創⽴於1980年，已有近40年的歷史，本來為國⽴雲林⼯專，是過去台灣三⼤⼯專之⼀，於2004改名為
現在校名。⽬前本校有四個學院：⼯程學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共有21個系組，18個碩⼠班，3個博⼠
班，學⽣約8,500⼈。本校的優點：1. 歷史悠久，辦學績優(持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典範科⼤補助。2. 因為是公
⽴學校，因此學費較低廉。3. 依⽬前住宿辦法，僑⽣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4.本校居雲林縣中⼼位置之虎尾
鎮市區，交通⽅便，距雲林⾼鐵站15分鐘，78號快速道路5分鐘，中⼭⾼15分鐘，客運⾞站就在學校旁邊。
系所分則

1936 國⽴虎尾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培育理論與實務之⼯業管理⼈才。
1930 國⽴虎尾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培育資訊管理專業⼈才。
1933 國⽴虎尾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培育政府與產業之財務、⾦融、保險、證券、投資不動產開發之專⾨從業⼈員與分析研究⼈才。
1931 國⽴虎尾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進⼊本系接受企業經營理念、哲學、理論、程序、⽅法與⼯具之訓練，造就兼具理論與實務之企業經營管理⼈才。
1934 國⽴虎尾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甄選適性之優秀青年進⼊本系接受專業知識之訓練與⼈⽂教育之陶冶，為國家社會培育專業應⽤外語⼈才。
1935 國⽴虎尾科技⼤學 休閒遊憩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 Recreation
甄選對規劃設計及觀光遊憩經營有興趣之學⽣，以培育休閒事業規劃設計及觀光遊憩經營、城鄉⽣態、社區營造、景觀與環境規
劃之專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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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國⽴虎尾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為國家培育多媒體設計(含電腦動畫、電玩軟體、廣告設計、虛擬實境、數位化⽂化
藝術等)專業⼈才。

國⽴臺灣科技⼤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1
聯絡電話 886-2-27301190
傳真 886-2-27376661
地址 10607台北市⼤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網址 http://www.n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及研教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詳情逕洽本校
⼀、本校創⽴於西元1974年，為臺灣第⼀所技術職業教育⾼等學府，設置6個學院(⼯程、電資、管理、設計、⼈⽂社
會、應⽤科技等)、24個系所(如簡章所列)，近年辦學成就卓越，於2019亞洲⼤學排名第61名(全臺灣第四)；2020年QS世
界⼤學排名251名(全台灣第五)；德國iF國際設計獎世界⼤學積分(2010⾄2015年)，連續5年蟬聯全球第⼀。 ⼆、本校位
於台北市⽂教區，鄰近公館捷運站，交通便利及⽣活機能優越。本校與臺灣⼤學、臺灣師範⼤學組成「國⽴臺灣⼤學聯
盟」，共享教學資源，學⽣可跨校選課。 三、對於經濟上有需要之學⽣，本校提供各類獎助學⾦(含清寒僑⽣助學⾦)或校
內⼯讀機會。
系所分則

1891 國⽴臺灣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本系以教授及研究⼯業管理相關應⽤科學與技術，培養企業發展所需之經營與管理⼈才為宗旨。最⼤特⾊在滿⾜企業經營效率
化、資訊化及全球化的需求，⽬前所提供的課程涵蓋傳統產業轉型與ｅ化的解決⽅案，亦提供傳統製造業邁向服務業化的重要經
營策略與概念。
4674 國⽴臺灣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之教學⽬標，在於因應我國產業發展之需要，配合技職教育體系之發展，培育企管專業⼈才。在課程的規劃與發展上，係以
企業策略與管理、組織與⼈⼒資源管理、⾏銷管理為重點，再結合財務會計及電腦資訊等相關理論與應⽤課程，期望培植本系畢
業⽣成為全⽅位的經理⼈才。
1890 國⽴臺灣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成⽴於1989年，以培育商業及產業資訊管理領域專業技能⼈才為⽬標。分為三個主要研究學群：資訊科技與應⽤、企業系統
與管理、計量運算與資訊安全。而新的研究領域包含有物聯網、⾞聯網、雲端計算、⼤數據分析、⾦融科技、第三⽅⽀付與⼯業
4.0等。

國⽴澎湖科技⼤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D7
聯絡電話 886-6-9264115
傳真 886-6-9264265
地址 88046澎湖縣⾺公市六合路300號
網址 https://www.n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學雜費全國最低。 ⼆、教學預警措施：於期中及期末成績公布後，針對課業成績不佳學⽣進⾏輔導。 三、每學期設
備註 有成績優良前三名獎學⾦。 四、設有獎助學⾦、急難救助、⼯讀機會、學雜費減免等獎助措施提供學⽣申請。 五、新⽣
優先安排住宿。 六、本校設有專責⼈員，負責安排到校後的各項⽣活協助。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474 國⽴澎湖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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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標
本系以培育餐旅服務業所需的專業管理⼈才為⽬標，並以提昇澎湖地區餐旅業發展為任務。
➢教學特⾊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規劃著重系科本位與能⼒本位精神，並與餐旅業保持縝密互動作為掌握時勢脈動實務課程設計之依據。本系課程包括兩
⼤領域：餐飲廚藝與旅館之管理及實務課程，其中更有為了提升學⽣創造⼒與體驗業界實務經驗，為期⼀年的校外實習課程。再
者，考量國際化趨勢，本系也著重學⽣外語能⼒的提升，規劃多⾨課程。而因應提升學⽣職場競爭⼒，課程規劃上多與對應之專
業證照作結合，期許落實技職教育之精神。
師資結構
本系教師均具餐飲、旅館管理和觀光遊憩相關系所之碩、博⼠學位，除具備專業的學識素養與豐富的實務經驗之外，更有⾼度的
教育熱忱。
主要設備
餐飲實習設備：實習餐廳、實習吧檯、中西餐實習廚房、烘培教室、廚藝⽰範教室、電腦點菜系統。
旅館實習設備：前檯作業及訂房系統、後勤電腦管理系統、實習旅館、餐旅服務訓練教室。
畢業出路
本系畢業⽣在就學⽅⾯，可報考國內外各相關領域之研究所。在就業⽅⾯，則可⾄各餐飲旅館業、觀光遊憩相關產業服務以及從
事相關教職之⼯作。
➢未來發展
1. 配合經濟部與澎湖縣政府低碳島計畫，設⽴低碳餐飲研究中⼼。
2. 因應經濟部會展(MICE)政策，增設會展相關課程。
4475 國⽴澎湖科技⼤學 觀光休閒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課程規劃
本系之課程設計，以基礎專業知識為共同必修，觀光服務與島嶼休閒⼆個課程模組為主軸，搭配半年與1,000小時的業界實習，
使學⽣能知識與實務結合。為配合課程進⾏，建置有相關的專業教室，並有多個專業的學位學程可以強化職能。四年級尚有國內
外交換⽣機會，可⾄交換學校⾄少⼀學期的課程學習。
發展特⾊
本系以觀光服務、海洋休閒及島嶼遊憩為特⾊，強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發展觀光產業所需之⼈才為主。本系師資專精之專業
特⾊為觀光服務、⽣態觀光、⽂化觀光、地景觀光、旅⾏業、海洋休閒業等。除了校內專業課程之外，也擴展與學術界暨產業界
之聯繫、交流及合作，並簽定國內跨校與國際交換學⽣協議，⿎勵學⽣前往交換學習。
4477 國⽴澎湖科技⼤學 航運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招⽣
是本校歷史最悠久，招⽣率最⾼的系，⽬前學⽣⼈數共214⼈。
系所特⾊
1. 培育我國海運、空運、港埠、貿易等相關事業之基層、中階經營管理⼈才。
2. 培育學⽣擁有航運產業專業知識與實務應⽤能⼒、產業創新能⼒與國際視野、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問題解決與終身學習
能⼒及職場倫理與公⺠素養。
3. ⽬前提供暑期實習機會與學期間實習學分，諸如船務代理業、貨物承攬業、航空公司等實習機會，以增加學⽣⽇後就業競爭
⼒。
4. 可⾄交換學校⾄少⼀學期的課程學習，如台灣(⾼雄海洋科技⼤學、⾦⾨⼤學) 、⽇本(琉球⼤學) 、越南、⼤陸地區 (廈⾨⼤
學、集美⼤學、上海海洋⼤學、浙江海洋學院、泉州黎明⼤學等)
5. 畢業前取得英語多益證照、專責報關⼈員、海事保險公證⼈、國貿⼤會考、航空訂位證照以增加就業競爭優勢。
專業課程
運輸學、海運學、空運學、運輸保險、國貿理論與實務、海商法、航業英⽂、海關實務、定期航業經營、不定期航業經營、港埠
經營與管理、機場經營與管理、航運實務專題等。
畢業出路
升學：推甄或報考國內外各⼤專院校相關領域之研究所進修深造。
公職：經由⾼普考及特考進⼊公家機構，如交通部航政司、航港局、⺠航局及財政部關務署等單位擔任公職。
就業：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營船公司、航空公司、海空貨運承攬業、船務公司、報關⾏及貿
易公司等航運事業機構任職。
4476 國⽴澎湖科技⼤學 ⾏銷與物流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本系教學⽬標為培養具備⾏銷傳播、零售流通、物流倉儲與國際商貿管理專業知識之⼤中華經濟區及東盟⼗國企業的中 階經營館
理及實務技術⼈才。
本系課程領域以⾏銷、物流、商貿三⼤領域之管理課程為主體。課程內容為國際⾏銷與國內⾏銷並重，國際物流與國內物流兼
顧。
本系畢業⽣可在⾏銷企業、企業⾏銷、物流企業與企業物流等四⼤區塊職場上充分發展。
4473 國⽴澎湖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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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始於⺠國83年創⽴之國⽴⾼雄海專澎湖分部資訊管理學科，歷經學校改制與科系發展，⾃89學年度起改名為資訊管理學系，
隸屬於本校⼈⽂管理學院。「培育資訊科技專業⼈才與企業E化管理⼈才」為本系教育⽬標，注重學⽣溝通與解決問題能⼒之培
養，並強化實務應⽤與合作協調能⼒。
本系整體教育主軸以「創新資訊科技服務(IT service) 結合地⽅特⾊」為⽬標，配合⽬前業界在資訊管理領域之需求與未來發展
趨勢，訂定本系之兩⼤發展主軸為「電⼦化服務（e-Service)技術模組）及「企業電⼦化（e-Business)模組」。此兩⼤領域係
以資訊技術為基礎，在其上發展產業電⼦化領域、知識管理領域之應⽤。依據此兩⼤發展主軸，規劃設計本系之課程、師資與設
備，以達成本系培養企業e-service⼈才之⽬標。
4479 國⽴澎湖科技⼤學 海洋遊憩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Recreation
本系教育⽬標為培養學⽣具備海洋運動與海洋遊憩⽅⾯之專業技能，同時配合落實國家海洋政策並培養海洋運動指導⼈才；結合
地⽅產業發展需求，培養海洋遊憩產業經營管理⼈才；因應國際發展趨勢，培養海洋⽣態資源調研、保育，解說⼈才。
本系設有重型帆船、⾵浪板、潛⽔、浮潛、⽔上救⽣、動⼒小艇、滑⽔、海域遊憩解說與重量訓練教室等相關之教學設備。
4478 國⽴澎湖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系所特⾊
1. 培養學⽣於畢業時，具備正確流暢的外語能⼒、專業外語應⽤技能，及國際觀與全球視野，使其成為導遊領隊，英語教學，商
業相關產業及各級機關（構）所需之外語⼈才。
2. 本系設有「專業語⾔教室」，為澎湖地區唯⼀的多益、全⺠英檢考場，並成⽴外語解說員培育中⼼、偏遠地區英語補救教學暨
研究中⼼、英語導遊領隊與教學實習教室等專業單位與場地，以強化學⽣實務操作能⼒，提升學⽣畢業後之就業競爭⼒。
專業課程
英⽂（閱讀、寫作、聽⼒、會話、⽂法與修辭）、英語發⾳語⾳學、商業套裝軟體、多媒體英⽂、語⾔與跨⽂化溝通、科技英
語、第⼆外語（俄語、⽇語、西班⽛語）、簡易西班⽛會話、德語⼊⾨、領隊英語與實務、財經英語、商⽤英⽂書信、會議英語
與簡報、航空英⽂、職場英語、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英語演說與辯論等。
畢業出路
升學：可報考國內外各⼤專院校研究所（與外語、觀光、管理等相關）進修深造。
就業：商務接待從業⼈員、業務管理從業⼈員、國際⾏銷從業⼈員，外商公司從也⼈員、觀光產業從業⼈員、英語導覽解說⼈
員、飯店業從業⼈員、航空業從業⼈員、英語教學從業⼈員、補救業相關從業⼈員、外語出版相關從業⼈員。

國⽴臺中科技⼤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82
聯絡電話 886-4-22195755
傳真 886-4-22195761
地址 40401臺中市北區三⺠路三段129號
網址 http://www.nutc.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境外學⽣住宿保障：境外新⽣享有優先住宿分配,就學期間符合相關規定者即可續住。
【⼀】 本校⺠國8年創⽴，迄今餘百年歷史，奉准⾃⺠國100年12⽉1⽇由前身「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臺中護理專
科學校」合併，改名為「國⽴臺中科技⼤學」。 【⼆】 本校設有6個學院：商學院、設計學院、語⽂學院、資訊與流通學
院、中護健康學院及智慧產業學院，涵蓋22個系所。採⽤專業理論與實務技能並進之教學策略，推動實習課程，多軌並
進培育各領域之⼈才。 【三】 「語⾔中⼼」建有多媒體語⾔教室及數位網路平台⾃學中⼼，提供全⽅位學習環境，並辦
理各項提升學⽣外語能⼒之檢定活動及實⾏輔導機制。 【四】 設⽴「英⽂能⼒畢業⾨檻及輔導辦法」，學⼠班學⽣達到
備註 學校規定⾨檻⽅得畢業，確⽴本校學⽣之英⽂能⼒。
(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304/107020477.pdf) 【五】 提供僑⽣在臺⽣活暨獎助資訊，⿎
勵優秀僑⽣、協助經濟弱勢僑⽣安⼼求學。 (https://oia.nutc.edu.tw/files/13-1074-44662.php) 【六】 本校宿舍約
1400多床位，優先提供境外新⽣申請。 【七】 本校畢業校友達⼆⼗餘萬⼈，為培育技術⼈才之重要搖籃。依國內具公信
⼒機構之歷年調查，在「畢業⽣表現」、「企業主最愛校系」、「學校聲望」、「畢業⽣⼯作表現符合企業所需」中均名
列前茅。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706 國⽴臺中科技⼤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教育⽬標】
本系因應產業發展需要與致⼒推動知識理論應⽤化為發展⽅向，並以培養具備國際觀、科技運⽤能⼒的國際貿易與企業經營之專
業⼈員與助理⼈才為教育⽬標。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由本系專、兼任教師配合業界實務專家授課指導。
【教學特⾊】
⼀、 注重學⽣外語能⼒及重要職業證照之獲取。
⼆、 培養學⽣具有⽴即的就業能⼒。
三、 培育學⽣成為產業發展所需的質優專業⼈⼒。
4657 國⽴臺中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r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本系致⼒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資訊科技能⼒的中⾼階會計專業⼈才為⽬標。依據產業及職場⼈⼒需求，課程內容按照其教育⽬
標而設計，藉由各種必修及選修課程，提供學⽣專業及跨領域學習的管道。本系教學特⾊包括：1.強調專業核⼼課程，整合會
計、財務、資訊、稅法及管理等主要相關領域。2.結合理論與實務，透過參與實習及取得有⽤的證照以提升學⽣的⼯作能⼒及就
業⼒。3.加強學⽣的外語能⼒及職業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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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國⽴臺中科技⼤學 保險⾦融管理系 Dept. of Insurance and Finance
本系秉持「務實致⽤、創新精進」的教育理念，以培養優秀保險與⾦融專業⼈才為宗旨，致⼒於提升學⽣之專業學能與⼈格素
養，並為國家社會培育術德兼修之保險⾦融管理專才。教學宗旨在於培育能擔負政府⾦融機關之各項任務及公、⺠營企業保險⾦
融能⼒的中、⾼級實⽤專業⼈才為⽬標。本系所設定的學⽣職場培育⽬標為：傳授紮實的保險及⾦融理論與知識，養成多⾯向的
學習習慣，將⼤學部學⽣培育為『專業、敬業、樂業的保險與⾦融產業中⾼階層保險⾦融管理專才』。
4655 國⽴臺中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的教育⽬標訂為：「培育專業實務、創新思維、國際視野的企業管理⼈才」。在本系的總體教育⽬標上，本系期望能將⼤學
部學⽣培育為「企業基層的管理⼈才」。
1971 國⽴臺中科技⼤學 財政稅務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 Taxation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需於畢業前通過「財稅系英⽂能⼒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要點」規定及「財稅系專業能
⼒證照畢業資格實施要點」規定，詳⾒本系網⾴公告(http://pft.nutc.edu.tw/)。餘依⼀般限制。
1961 國⽴臺中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發展重點與特⾊在「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建構良好產學合作互動」及「樹⽴教師特⾊研究領域」，以培養財務⾦
融專業⼈才，協助產業升級、提昇企業經營與財務管理之績效。
課程規劃著重基礎、進階理論之培養，並強調與實務相互結合，在訓練過程中以經濟、數理、資訊等基礎學⾨為基礎，並在教學
過程中，培養學⽣之溝通能⼒，奠基於這些基礎能⼒之下，俾培養本系學⽣之投資理財、⾦融分析、專業證照與外語能⼒。
1962 國⽴臺中科技⼤學 應⽤統計系 Dept. of Applied Statistics
本系發展重點建構於商業統計、⼯業統計與巨量資料統計⽅⾯。強調統計應⽤層⾯，同時重視電訪調查與統計軟體操作技能的養
成，發展課程與活動兼具的就業競爭⼒，並⿎勵修習電腦課程並跨學群申請修讀相關輔系以增強⾃我附加價值，推廣統計技能學
習與認知，結合校內系所資源，配合社會發展脈動，走向新興產業提供創新與服務。畢業⽣除具備商管領域的知識，統計專業技
能外，更能完全掌握職場技能，並厚植中部地區統計專業⼈⼒資源，由校友企業⾄區域產業，發揮區域產學合作⾓⾊與功能。
1963 國⽴臺中科技⼤學 休閒事業經營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本系結合本校商管專⻑之傳統，針對『休閒遊憩經營』、『觀光與餐旅經營』等兩⼤休閒產業研究領域發展，有系統性地培育休
閒事業之專業管理⼈才。本系推動校外企業實習課程，增加學⽣實務經驗，以利未來理論與實務之整合。另外，本系成⽴各類專
業教室，配合本系各項專業課程，提供師⽣教學與實習之場所，結合實務操作，可培養實務界所需之⼈才，提⾼學⽣就業之競爭
⼒。
1966 國⽴臺中科技⼤學 商業設計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教育⽬標】
1. 培養數位內容、跨領域與多媒體展⽰⼈才
2. 培養⾏銷傳播、國際競賽與創新創業⼈才
3. 培養印刷出版、視覺影像與廣告包裝⼈才
1968 國⽴臺中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Multimedia Design
【教育⽬標】
教育⽬標以提供有志於學習具整合性質之數位媒體科技與設計之青年學⼦進修機會，培育國家未來所需之數位內容與⽂化創意產
業⼈⼒。⼤學部為配合地區產業發展與轉型，未來職場型態與發展數位產業所需，培育兼具多媒體設計與資訊網路科技知能的⼈
才。
【教學特⾊】
本系教學啟始於基礎知識的紮根與培育，著重數位影⾳動畫與互動式數位內容等知能的培養。透過進階的多領域專業與統整課
程，以及與業界密切合作的專題製作歷練，學⽣可經由對相關應⽤領域、實務專題的探討與實做，建⽴多媒體設計與技術發展的
專業能⼒。
1967 國⽴臺中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本系以提升⽣活空間品質，培育學⽣具備室內空間規劃、設計、施⼯與學術研究的能⼒，為國內室內設計業界培育優秀專業之設
計⼈才為⽬標；師資專⻑涵蓋室內設計、建築設計、產品設計、結構營建、織品設計、展演設計、舊建築再利⽤、福祉⽣活環境
設計與電腦輔助設計等領域；教育特⾊朝向建構「永續關懷與再利⽤設計」、「⽣活關注與福祉環境設計」、「智慧化⽣活空間
設計」、「⽂化創意設計」與「實務專業管理」等相關專業範疇，培育多元且具競爭⼒之室內設計專業⼈才。
1973 國⽴臺中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特⾊：針對資訊領域未來發展趨勢，以「商業管理」、「資訊系統」、「雲端網路」、「多媒體」四⼤主軸之規劃、設計、
應⽤與管理之核⼼能⼒，以培育資訊與管理特⾊⼈才。⽬標為培養學⽣基礎資訊 理論、訓練學⽣資訊系統實作能⼒，以及在多元
化企業經營模式下，提昇學⽣繼續升學與職場就業能⼒。本系師資堅強，軟硬體設備⿑全，相關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
網⾴http://im.nutc.edu.tw/
1972 國⽴臺中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優秀流通專業⼈才，落實技職教育之⽬標。課程規劃包括基礎商學、共同專業、以及兩⼤
核⼼專業「物流管理」及「商店經營管理」領域課程，並且融⼊資訊科技應⽤課程；同時並輔導學⽣考取國際證照、實務專題製
作、校外實習、以及企業參訪，增加學⽣實務知識和經驗。碩⼠班分為「物流運籌」及「經營管理」兩領域課程，培養並強化學
⽣理論邏輯、整合能⼒、創新研究能⼒。
1965 國⽴臺中科技⼤學 應⽤⽇語系 Dept. of Japa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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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標】
本教學單位包含五專、⼆技、四技、研究所四⼤學制，教學資源整合完善，以培養優秀且多元之對⽇商務⼈才為職志。為擴⼤學
⽣學習機會，本系所亦強化與政府產業界及⽇本姊妹校合作。
【教學特⾊】
1.⽇語為主，商業和英語為輔三合⼀課程。
2.⽇本研習、留學、實習、企業參訪。
3.產學合作及業界師資輔助教學。
4.輔導取得相關證照。
5.激發學⽣潛能。
課程含「⽇語技能科⽬」、「⽇本⽂化社會科⽬」、「商業技能科⽬」、「語⽂進階科⽬」、「英語技能科⽬」五⼤領域，訂定
適當學分⽐例，合乎⽇語、英語及商學之三合⼀教學理念。
本系師資專⻑涵蓋⽇本語教育、⽇本經濟、⽇本⽂學、⽇英語溝通技巧、中⽇口筆譯、⽇本社會、⽇本政治與外交等領域。
畢業規定：須通過「⽇⽂檢定證照(或⽇⽂能⼒測驗)」以及「商學相關檢定證照」，詳⾒網⾴公告(網
址:http://jl.nutc.edu.tw/)。餘依⼀般限制。
1964 國⽴臺中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本系⽬前設有⽇間部四技4班、⼆技2班、五專5班、進修部四技。
⼆、本系之教育⽬標為培養學⽣英語聽說讀寫能⼒，具備經貿商業專業知識與技術，觀光休閒旅遊休閒⼈才，以及培養學⽣具備
中英⽂化之素養與專業知識之⼈才。
三、畢業規定：須通過「英⽂檢定證照」或英⽂能⼒測驗，詳⾒網⾴公告(網址: http://fl.nutc.edu.tw/)。
1969 國⽴臺中科技⼤學 應⽤中⽂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歷史悠久，隨著世界華⼈影響⼒的提昇，也成為現今全球最為熱⾨學習的語⾔之⼀。加以政府以⽂化創意為國家未來發
展的重點產業，中⽂正是⽂創產業的核⼼基礎。中⽂讀寫能⼒的提升與⽂化理解的深度掌握，都是國家邁向未來發展與個⼈開創
鴻圖事業的關鍵與基礎能⼒。
本系教育⽬標在引導學⽣朝向多元化、國際化、資訊化三⽅⾯發展，規劃務實之基礎語⽂課程，兼顧傳統與應⽤，深化學⽣⼈⽂
素養，紮實的中⽂閱讀、寫作、賞析和表達能⼒，激發創意與企劃能⼒，育成各產業⽂化創意的基礎⼈才。
1362 國⽴臺中科技⼤學 美容系 Department of Beauty Science
1.傳授美容休閒保健之學理及實務課程，並兼顧專業倫理之認知、以及醫學科技應⽤能⼒之養成，因應⽬前社會發展之需要。
2.積極培育具備醫學美容保健知識、整體造型設計、美容⾏銷企劃管理與產品療程諮詢能⼒之全⽅位專業⼈才。
3.肢障、聽障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量申請本系之適切性，避免影響未來學習成效。
請輸⼊系所中⽂描述
4656 國⽴臺中科技⼤學 ⽼⼈服務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本系宗旨為進⾏教學、研究與服務，並培養基礎專業服務⼈才。教師執⾏整合性和跨學科的⽼⼈相關議題之教學、研究與社會服
務，並培養具有宏觀視野、跨領域知識背景及協調能⼒的專業⼈才。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學校代碼
85
聯絡電話 886-2-28227101ext.2733
傳真 886-2-28206729
地址 11219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網址 http://www.ntunhs.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ntunhs.edu.tw/files/13-1002-15374.php
宿舍 僑港澳⽣保障住宿、優先分配住宿及在學期間優先申請權
本校創⽴于1947年，是臺灣專⾨培育國家護理與健康科技⼈才之國⽴⼤學。本校配合⼈在⽣命週期所呈現不同階段的健
康照護需求，培育從出⽣到終⽼階段所需相關護理、健康照護⼈才。⽬前設有護理學院、健康科技學院、⼈類發展與健康
學院，下設⼗⼆系⼗⼆研究所和⼀中⼼。 ⼀、辦學績效 1.本校畢業⽣就業率達95%，排名全國⼤學之冠。 2.本校護理系
獲選為臺灣黃⾦科系第⼀名!! 3.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學 4.榮獲教育部評選為典範⼤學 ⼆、教學特⾊ 1.提供多元
備註
學習管道/專業機構實習機會 2.提供學⽣取得國際專業證照與國家證照 3.培養學⽣專業與實務能⼒，畢業等於就業 4.開設
海外研修課程，提升學⽣國際競爭⼒ 三、僑⽣就學優惠條件 1.學費：國⽴⼤學收費，每學期約新臺幣2~ 3 萬元。 2.設置
僑⽣獎學⾦與優先⼯讀機會。 3.住宿：保障住宿優先權，住宿費每學期臺幣 8,000 - 18,000元。 4.交通: 位於台北市中
⼼，步⾏5分鐘即可達捷運站。 5.國外學習：提供海外研修課程與國際雙學位課程，提供出國獎學⾦補助。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995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嬰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Infant & Child Care
為培訓⾼品質的嬰幼兒教保⼈員，以因應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育兒需要，本系旨在於培養理論與實務能⼒兼備，具邏輯、省思、
關懷以及創新能⼒之幼兒教保專業⼈才，進而提昇幼保專業品質。依此⽬標培育學⽣下列專業知能： 1. 嬰幼兒照顧及教育專業相
關知能 2. 教保服務⾏政經營管理相關知能 3. 良好⼈際溝通與⾃我成⻑之能⼒ 4. 嬰幼兒教保研究發展之相關知能 5. 具備嬰幼兒
教保專業倫理與精神
4772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死與健康⼼理諮商系 Department of Thanatology and Health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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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是全國唯⼀國⽴以培養「⽣死」、「諮商」的健康關懷系所。學⽣學習重點包括四⼤就業領域(⼀)悲傷輔導；(⼆)⾃殺防
治；(三)善終服務；(四)職業重建。提供學⽣四項專業領域的完整課程與設備，增強實務能⼒以便就業接軌。
4933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Industry and Health Promotion
本系以培養具觀光、休閒、健康促進或休閒與健康之跨領域專業⼈才為⽬標，除延續旅遊健康碩⼠班的ICRT教育精神
(Innovation、Communication、Respect、Teamwork)，並結合本校跨領域資源與實務優勢，加強學⽣專業知能與就業技
能，協助輔導考取休閒觀光與健康促進等相關證照，從全⼈健康照護觀點設計實務與學術研究課程，以呼應社會發展趨勢及休閒
產業市場的需求，成為培養具休閒與健康專⻑之專業⼈才。
1993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ar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本系⼗分重視學⽣的多元發展與⽣涯規劃，與健康事業相關機構合作開設4類學程健康保險管理學程、健康照護品質管理學程、
醫療資訊管理學程及計量與資料處理學程。同時為提供本系師⽣優良的教學、研究及服務環境，建⽴本系特⾊，除擁有兩間設備
新穎的資訊專業教室外，更設⽴計量統計諮詢暨研究室、健康資訊研究室及健康環境研究室。

國⽴⾼雄餐旅⼤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學校代碼
83
聯絡電話 886-7-8060505
傳真 886-7-8060980
地址 81271⾼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網址 http://www.nkuh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洽本校學⽣事務處
⼀、新⽣註冊時⼀律參加體檢並⾃備體檢費。⼆、男⼥兼收，原則上僑⽣優先住校。三、本校實施勞作教育，學⽣需依本
校服儀規定穿著制服，髮⾊須為⾃然髮⾊，否則須予回復處理，不得染⾮⾃然髮⾊或剪燙奇異髮型，校內全⾯禁菸，違者
依本校校規處理。四、採三明治式教學：(1)畢業前實施校外參訪；校外參訪費⽤⾃理為新台幣72,000元，分期攤繳(航空
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休閒暨遊憩管理系、應⽤英語系、國際觀光學⼠學位學程、國際廚藝學⼠學位學程，校外參訪學分改
為選修，不需事先繳費)，請參閱國際事務處校外參訪網站或洽分機17202洽詢。(2)⽇間部四年制學⽣，需⾄餐旅業界實
習1年，實習期間仍須繳交學費全額，雜費五分之四。五、學雜費之繳交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其餘代
備註 辦費另計，有關學雜費之繳交標準請參閱本校「學雜費專區」資訊。六、基於產業特性須具備溝通互動、旅遊服務、⾷品
安全，需具備口語表達、⼈際互動、溝通協調、情緒控管、良好體能及移動能⼒。七、 本校國際學程專業科⽬採全英語
教學。⼋、本校四年制學⽣，須通過本校各系訂定之語⽂能⼒檢定標準及相關證照等畢業條件，始准予畢業。九、畢業年
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同級同類學校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學學⼠班者，除修⾜
該學系應修畢業學分總數外，應依據本校學則增修⾄少12個畢業學分。⼗、外籍⽣⾃⼊境當⽇起，無投保⾄少六個⽉效
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請⾃健康中⼼加保。⼗⼀、來台滿6個⽉，僑⽣及外籍⽣依法規⼀律須強制參加「全⺠健康保
險」，請⾄健康中⼼申請。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977 國⽴⾼雄餐旅⼤學 旅館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為配合我國技職院校教育發展現況以及業界市場導向為規劃之重點，促使理論與實務兼備，從而培育旅館業專業知識與實務能⼒
之優秀⼈才，期能使本系的學⽣於畢業後符合業界及社會所需，養成培育旅館管理專業⼈才之教育⽬標，讓學⽣就業競爭⼒能不
斷提升。
1976 國⽴⾼雄餐旅⼤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以產業創新、務實致⽤為核⼼的發展⽅向與重點，培育具備實作⼒、就業⼒與競爭⼒的餐飲服務業優質管理⼈才為主要教學⽬
標。教學以做中學、學中做為藍圖，強調邊做、邊學、邊修正的實務技能學習模式。提供學⽣參與海外實習或英美雙連制學習，
強化外語應⽤能⼒，務求符合國際化⼈⼒需求發展的趨勢。
1978 國⽴⾼雄餐旅⼤學 餐旅暨會展⾏銷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and M.I.C.E. Marketing Management
培育專業餐旅⾏銷企劃與會展管理⼈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
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1980 國⽴⾼雄餐旅⼤學 旅運管理系 Dept. of Travel Management
本系配合國家發展觀光政策與產業需求，以培育具有堅厚實務基礎、業界管理知能，⾼尚品格內涵和恢弘國際觀之旅運實務管理
⼈才為⽬的。課程領域包含旅遊業經營管理實務、領隊與導遊⼈才培育、旅遊業個案研究分析及旅遊業資訊科技應⽤為主。基於
產業特性與個⼈⽣涯發展，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系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
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須完成本系畢業⾨檻，⽅可畢業)
1979 國⽴⾼雄餐旅⼤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Dept.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為航空及運輸服務業培育專業知識優異、團隊合作圓融、抗壓意識堅強的服務⼈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
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便不適宜就讀本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1981 國⽴⾼雄餐旅⼤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培育休閒活動企劃技能、渡假俱樂部經營與博奕管理⼈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
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1974 國⽴⾼雄餐旅⼤學 西餐廚藝系 Dept. of Western Culinary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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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具有西餐廚藝製作技能、餐飲產業經營理論、廚務⾏政管理知識的西餐專業⼈才。採三明治教學，每位學⽣需參與服務學
習、校內實習、⼀年校外實習及畢業前海外參訪。基於產業特性及學習安全考量，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癲
癇、精神疾病等......)、A型肝炎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1975 國⽴⾼雄餐旅⼤學 烘焙管理系 Dept. of Bak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
培育具有烘焙理論基礎、烘焙產品製作技術、烘焙產品研發及現代化經營管理理念的烘焙專業⼈才。基於產業特性及學習安全考
量，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癲癇、精神疾病等......)、Ａ型肝炎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
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1986 國⽴⾼雄餐旅⼤學 中餐廚藝系 Dept. of Chinese Culinary Arts
培育現代化中餐廚藝經營管理⼈才。基於產業特性及學習安全考量，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癲癇、精神疾病
等......)，法定傳染病及A型肝炎疾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1982 國⽴⾼雄餐旅⼤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培育有志於從事餐旅⼯作之多元餐旅英語專業⼈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
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英語系國家申請者請提供兩年內有效之新制托福IBT成
績64(含)以上或多益600分(含)以上之證明⽂件。
1984 國⽴⾼雄餐旅⼤學 國際觀光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in Tourism Management
本學程採專業課程全英語教授，以培育具良好語⾔能⼒並有志於從事國際觀光產業管理之⼈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
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英語系國家
申請者請提供兩年內有效之雅思5.5(含)以上或多益600分(含)以上之證明⽂件。
1985 國⽴⾼雄餐旅⼤學 國際廚藝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s Program of Culinary Arts
培育具有廚藝領域及良好英⽂能⼒之國際⼈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如患
有A型肝炎疾病者，建議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國⽴勤益科技⼤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1
聯絡電話 886-4-23924505
傳真 886-4-23939845
地址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中⼭路⼆段57號
網址 http://www.nc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41385,r470-1.php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為臺灣中部地區唯⼀典範科技⼤學，連續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辦學績效卓著。 ⼆、學校地址：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中⼭路⼆段57號。 三、電話：04-23924505。 四、網址：http://www.ncut.edu.tw。 五、
本校男⼥兼收。 六、備有學⽣宿舍。 七、本校實施校外實習必修。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系修業期限，⼆技⼆年，
四技四年，並修滿各該系規定之學分（⼆技⾄少七⼗⼆學分，四技⾄少⼀百⼆⼗⼋學分），⽅得畢業。如在修業期限內未
能修⾜應修學分，得延⻑修業期限⼆年。各系畢業⽣應修總學分數、必修科⽬之名稱、學分數及配置年度，均依本校各系
（組）規定為準。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以同等學⼒資格
⼊學⼤學部⼀年級者，除前項規定之畢業應修學分數外，應另增加畢業應修學分數⾄少⼗⼆學分。
系所分則

1959 國⽴勤益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本系強調強化基礎英語訓練，和跨領域知能訓練，希望學⽣能在畢業後⽴即投⼊職場，配合學⽣的性向加強學⽣的專業訓
練。(⼆)課程朝「英語教學」及「商務管理」兩⼤模組設計，以培育具⼈⽂素養與國際視野的英語溝通實務⼈才。(三)本系重口
語表達，聽障、視障、腦性⿇痺及語⾔不清者，請審慎考慮。(四)本系訂有畢業⾨檻。
1954 國⽴勤益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本系設有畢業⾨檻。
1955 國⽴勤益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學部定位在「培育⾨市營運之經營管理⼈才」，培育學⽣流通管理所需之基本知識，包括商流、物流、資訊流及⾦
流。教育⽬標如下：
1、培育學⽣具備流通專業基本能⼒。
2、透過實務性教學與實習課程，培養學⽣具備理論與實務能⼒。
3、透過通識之⼈⽂與倫理課程，培養學⽣具備⼈⽂與企業倫理素養。
4、落實服務教育，培育具備積極態度與社會服務精神。
5、⿎勵多元學習與進⾏國際交流、培育前瞻性與國際思維。
（三）若考⽣有身⼼障礙情形，請簡述之，以利本系安排相關服務措施。
1957 國⽴勤益科技⼤學 景觀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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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培育能銜接景觀設計及⼯程施作之專業⼈才。⼆、教學⽬標：培育學⽣具有景觀設計、⼯程、管理、環境情境模擬之
能⼒。三、教學特⾊：永續設計及景觀實務。四、實務實習：於⼀年級寒假、⼆升三年級暑假、三升四年級暑假皆有景觀實務實
習必修課程，透過「學中做、做中學」的教學法，增進實務能⼒。五、辨⾊⼒異常者請審慎考慮。六、本系備有畢業⾨檻。七、
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表達能⼒者為宜。
1958 國⽴勤益科技⼤學 ⽂化創意事業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本系教育⽬標
(⼀)培養學⽣成為多元知識整合之跨領域⽂化創意產業⼈才。
(⼆)結合⼈⽂、藝術與美學，培養學⽣具備⽂創設計或(與)⽂創⾏銷之專業職能。
(三)培養學⽣在創意、創新、創業的相關資源整合運⽤能⼒。
⼆、畢業前須完成學校規定之實習，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
三、視障、腦性⿇痺及語⾔不清者，請審慎考慮。
四、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國⽴臺北商業⼤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4
聯絡電話 886-2-23226050
傳真 886-2-23226054
地址 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段321號
網址 https://www.ntub.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企劃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境外學⽣服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d.ntub.edu.tw/p/403-1007-966-1.php?Lang=zh-tw
臺北校區於107學年啟⽤學⽣宿舍，地點位於新北市中和區（近華夏科技⼤學），從南勢⾓搭乘捷運⾄學校約40分鐘⾞
程。⽬前宿舍設有雙⼈房與四⼈房，並優先提供境外⽣⼊住。每房均有書桌椅、床舖、⾐櫃、共⽤衛浴設備、冷氣機，房
間內電費（含房間內冷氣）另計。 桃園校區設有學⽣宿舍，寢室為四⼈⼀室套房，提供床組、⾐櫃、鞋櫃、書桌椅、照
明、冷氣、電扇、網路及衛浴設備等，宿舍聘有輔導管理員24小時值勤處理住宿⽣各項事務。學⽣居住便利且舒適，建
築物重視通⾵及採光，設有開放式綠化中庭，可提供明亮清靜的住宿環境。
⼀、四年制修業年限4年。⼆、各系男⼥兼收。三、本校設有財經學院、管理學院、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四、本校臺北
校區位於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段321號，除有多線公⾞往來，並近捷運善導寺站，距臺北⾞站步⾏約15分鐘，交通便
利，提供學⽣宿舍(位於新北市中和區)。桃園校區位於桃園市平鎮區福⿓路⼀段100號，客運往來交通便利，並有提供學
⽣宿舍。五、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9學年度第1學期收費標準：臺北校區四
技學費14,980元、雜費6,540元、電腦及網路通訊使⽤費400~600元；桃園校區四技學費14,980元、雜費10,800元、電腦
及網路通訊使⽤費400~600元，對經濟上有困難之學⽣，學校提供僑⽣各類獎助學⾦、僑⽣學習輔助⾦、急難救助⾦等協
助措施。六、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及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s://www.ntub.edu.tw/。
系所分則

1987 國⽴臺北商業⼤學 會計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甄選對會計、資訊、稅務、公司治理及⾦融有興趣的學⽣，以培養其成為具有國際觀之實務會計專業⼈才。會計資訊系提供會計
專業之最佳技職教育訓練。⽬前⽇間學制包括五專、四技、⼆技、碩⼠班，進修學制包括四技、⼆技。⼤學部每班⼈數在40⼈以
下。課程規劃有紮實的專業核⼼課程、產業需求之學程課程、多元化專業選修課程、證照輔導課程、及跨學系選課規劃。向勞動
署申請之就業學程（電腦審計學程），採外加資訊技術課程⽅式（包括四⼤會計師事務所職場體驗）加強最新資訊技術，以因應
就業市場強勁需求。開設6或9學分「專業實務實習」(industrial placement)課程，畢業前安排學⽣⾄企業或會計師事務所實
習。與財務⾦融系合辦「銀⾏業稽核學分學程」，⿎勵跨領域修習相關學分學程，建⽴第⼆專⻑。與CIMA、AIA、ACCA簽約
引⼊國際專業證照課程。
本系強調專業證照與競賽。在校⽣考取專⾨技術⼈員普通考試記帳⼠考試⼈數及⽐率全國居冠。本系為強化學⽣獨⽴思考與整合
能⼒、表達溝通能⼒、團隊合作及職業道德與服務精神的養成，輔導學⽣成⽴會計辯論社群、資訊以及稅務社群，培育學⽣專業
⽐賽與個案分析等訓練。第27屆會計菁英盃辯論⽐賽奪得冠軍並代表台灣赴青島參加2015海峽兩岸⼤學會計辯論邀請賽，本系學
⽣與厦⼤、上財、東財、央財、中⼭、中南財、西安交⼤等⼤陸15所知名⾼校會計系代表隊競逐。勤業眾信稅務達⼈挑戰賽台灣
稅法⽐賽連續兩年奪得冠軍，全國⼤專院校電腦稽核個案競賽連續兩年獲得第⼀名。
須具備⼀定⽔準之中⽂聽說讀寫能⼒。
1988 國⽴臺北商業⼤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培育具備品格素養與財務管理能⼒，以及熟悉⾦融商品與交易機制的中⾼級財⾦實務⼈才。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
不宜選填。
1989 國⽴臺北商業⼤學 財政稅務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 Administration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授與財政和稅務知能，以培育具財政稅務理論與實務兼顧之⾼階專業⼈才。中⽂能⼒聽、說、讀、寫，
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1990 國⽴臺北商業⼤學 國際商務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016年1111⼈⼒銀⾏之流通/貿易/販售產業雇主滿意調查，獲科技校院第⼀名。招收對⼤陸商務、國際經貿、國際企業經營、國
際財務⾦融、國際商務外語等領域有興趣的學⽣，為企業培育國際商務及⼤陸商務的⼈才。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
者，不宜選填。
1991 國⽴臺北商業⼤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以管理為主、資訊為輔，培育企業所需⼈才，使其對⾏銷流通、財務管理、資訊電腦和組織⼈⼒等具備基礎能⼒，須具備良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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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領導能⼒，不具備本特質者應慎重考慮。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4846 國⽴臺北商業⼤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配合資訊科技之發展、應⽤及整合，培育企業所⽤之資管專業⼈才為發展⽬標。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1992 國⽴臺北商業⼤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培育學⽣外語(英語為主，⽇、西、德、法為輔)溝通能⼒並兼具商業及資訊專業知識、技能之外語經貿⼈才。培育精通外語並兼
具翻譯、商務資訊、觀光等技能之專業⼈才。
◆厚植基礎英語能⼒及培養外語應⽤專業知識，提⾼學⽣就業競爭⼒
◆推動精緻小班教學，強化第⼆外語能⼒，提供學⽣多元外語學習機會
◆增進⼈⽂素養及溝通整合能⼒，強化國際視野，拓展職涯實⼒
1856 國⽴臺北商業⼤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桃園校區)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and Management (Taoyuan
Campus)
發展⽬標
商業設計與管理系著重科技與⼈⽂融合為⼀的教育理念，更特別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除透過教學活動提升學⽣領域專業知識
外，更連結產學合作以及規劃業界實習奠定學⽣的實務能⼒基礎，以達到培育具有企劃、開發、管理與設計整合能⼒，且能洞悉
社會與時代要求之設計及管理專業⼈才之教育⽬的。
教學特⾊
商業設計管理系之教育⽬標在「培養具商業化思維與設計素養之跨領域管理⼈才」並且主動積極配合產業界及相關研究領域，培
養同學在商業設計的⽬標下思考各種管理層次的議題，掌握產品與服務設計、⾏銷與營運等各個階段中，商業⽬標如何逐步透過
設計技術來體現。
未來發展
本系將積極且深化連結產業界之能量，發展產學研究計畫、並將產學合作融⼊課程，強化全體師⽣在專業領域之能量，期許未來
發展成為傑出的商業與設計跨領域⼈才之培育基地。本系畢業⽣就業⽅向可朝商業設計、設計企劃、以及⾏銷企劃等職務⽅向發
展，亦可往設計研究所、經營管理研究所、或企管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4039 國⽴臺北商業⼤學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桃園校區) Department of Creative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 Design
(Taoyuan Campus)
本系於109學年度正式改名「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學系」(Creative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 Design)，以設計為本質，輔以
AI及最新科技創意應⽤能⼒，整合先進軟體與硬體技術於產品設計，並在此基礎上探討與研究更先進的設計應⽤，透過跨學科跨
領域的教學與實作，培養學⽣為多元發展且具有科技知識、⾼度整合能⼒之創新設計⼈才。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的專業訓練，整合科學、科技、⼈⽂藝術等基礎能⼒於產品設計，訓練學⽣具有跨學科跨領域的科技基礎、
思考與應⽤能⼒，以設計⼒、科技⼒、思辨⼒三⼒深化⾃我探索與解決問題的能⼒，使學⽣畢業後亦能應⽤所學持續在⽣涯中⾃
我精進。本系跨學科跨領域之專業訓練包含：產品設計、⼈機互動、AI應⽤、機器⼈設計、實境科技、互動數位敘事、通⽤設
計、智慧⽣活設計等，以及未來新科技，都將融⼊教學中，訓練啟發學⽣能夠應⽤新科技技術，發揮創意設計並完成作品。本系
改名後訂定⼆⼤類專業核⼼能⼒如下：
1. 產品創意設計能⼒
培育產品創新創意設計能⼒，整合⼈⽂美學素養、科技與⼯業設計技術能⼒，實務導向3D產品之創作教學，以思辨、想像、創新
與研發等能⼒，跨領域整合創意設計。
2. 智慧科技應⽤能⼒
培育智慧科技應⽤軟實⼒的優秀產業⼈才，訓練具有程式設計、資訊科學、AI、機械電⼦學、機器⼈、實境科技等應⽤設計之知
識與技能，以設計思考、創意、創新、互動性與開發等能⼒，跨領域智慧科技化產品設計。
畢業⽣就業機會
取得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學⼠學位後，學⽣可以繼續攻讀相關領域的研究所。創意科技是⼀個橫跨資訊科技、設計、藝術和⼈⽂
科學領域的學位，其核⼼價值在於發展橫向思維能⼒與技能。本系將於未來成⽴研究所，持續推動國內創意科技與設計⾼等⼈才
培育。除了選擇在國內升學，越來越多的國外⼤學也紛紛成⽴創意科技相關領域學位，例如Institute for Creative
Technologies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School of Design and Creative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University of Portsmouth、Virginia Tech等學校都成⽴Master of
Creative Technology/ies，對於取得創意科技學位的學⽣而⾔，將擁有更多出國深造的優勢與機會。

國⽴臺灣戲曲學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2
聯絡電話 886-2-27962666#1220
傳真 (02)27941238
地址 11464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段177號(內湖校區)；11648臺北市⽂⼭區木柵路三段66巷8之1號(木柵校區)
網址 http://www.tcp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學校簡介：本校是臺灣教育史上第⼀所12年⼀貫制之戲曲⼈才養成學府，以培育傳統藝術⼈才、弘揚傳統戲曲⽂化
為宗旨。校區分為內湖與木柵兩校區，設置有京劇學系、⺠俗技藝學系、戲曲⾳樂學系、歌仔戲學系、劇場藝術學系、客
家戲學系等6系(科)。本校施⾏全⼈藝術教育，以培養具⼈⽂素養、專業技能與學術理論並重，富創作性之表演藝術⼈才
為⽬標，期盼學⽣能肩負起傳承與發揚傳統表演藝術之使命；在⼈才養成中，則強調學⽣傳統表演藝術、專業學能與品德
涵養均衡發展，期能培育全⽅位之傳統表演藝術家。 ⼆、修業年限4年。 三、各學系男⼥兼收。 四、本校於書⾯審查階
段，必要時得視各學系需求以視訊、電話等⽅式進⾏訪談。 五、有關學校提供之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
閱本校學務處網站http://b003.tcpa.edu.tw/bin/home.php。 六、有關本校學雜費之繳納標準，請參考本校學雜費專
區網站http://www.tcpa.edu.tw/files/11-1000-1009.php。 七、報名諮詢：886-2-2794-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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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622 國⽴臺灣戲曲學院 京劇學系 Department of Jing Ju
京劇是中國傳統⽂化精髓，集戲劇、舞蹈、⾳樂、武術、演唱、視覺設計等為⼀體，代表中國傳統⽂化之美學極致，已被聯合國
教科⽂組織列為⼈類共同⽂化遺產。京劇學系以培養專業京劇表演與編創⼈才為宗旨，課程設計以厚實學⽣傳統表演藝術基底，
培養學⽣具備傳統「四功五法」之表演技藝，並透過多元實習演出機會，提供學⽣磨練個⼈技藝；本系教學兼重傳統與現代、理
論與實務，除專業學術科外，並兼習戲劇理論、表演程式、歷史發展、劇場管理、識譜樂理等基礎與進階課程，強化產學合作，
落實學以致⽤的教學理念，是臺灣戲曲藝術教育的最佳選擇。
1621 國⽴臺灣戲曲學院 ⺠俗技藝學系 Department of Acrobatics
⺠俗技藝學系以培養特技表演、編創、教育⼈才為教學⽬標，以中國傳統特技專業為教學主軸，輔以中西舞蹈、戲劇表演、⾳
樂、舞臺技術、製作⾏政等表演藝術相關課程，並配合多元的實習演出機會及專業訓練環境，以培養優秀的傳統雜技與特技表演
藝術⼈才。本系的教學，特別強調專業技藝的專精，與舞台展演的專業表現，並搭配多元的建教實習演出，強化產學合作，落實
學以致⽤的教學理念，是臺灣特技藝術教育的最佳選擇。
1627 國⽴臺灣戲曲學院 戲曲⾳樂學系 Department of Xi Qu Music
戲曲⾳樂在中國傳統戲曲的傳承與發展中，扮演關鍵的⾓⾊，並具有鮮明的特⾊，配合劇情的鋪陳展演、⾓⾊⾏當的唱唸做表，
以鑼⿎絲⽵導引彰顯，不僅是⽂武場伴奏，更是整齣戲不可或缺的重要⽀柱。本系以培養傳統戲曲⾳樂演奏與編創⼈才為教育⽬
標，課程設計除了傳統器樂的吹、拉、彈、打，及⽂武場的演奏技巧外，也兼顧創作及理論之研析。戲曲⾳樂學系建⽴了戲曲曲
譜有聲資料與保存，特別著⼿戲曲⾳樂教材的編撰與統整，提升教學及戲曲推廣。未來課程將致⼒於結合產學合作計畫，以落實
「務實致⽤」的技職精神，並能透過戲曲⾳樂的藝術化、精緻化、普及化，結合現代科技設備，傳播傳統戲曲之美。
1660 國⽴臺灣戲曲學院 歌仔戲學系 Department of Ge Zi Xi
歌仔戲是臺灣唯⼀原⽣的劇種，最⾜以作為臺灣本⼟⽂化的代表，從野台戲、電視歌仔戲、到精緻的歌仔戲劇場製作，都是和臺
灣庶⺠⽣活與本⼟⽂化息息相關的素材，並且使⽤⼤家⽿熟能詳的曲調，忠實呈現臺灣的⼈⼟⾵情。歌仔戲學系成⽴於1994
年，⾄今已培育出許多表演藝術專業⼈才，散⾒於各⼤歌仔戲、現代劇團、各級學校、影視演藝界等。學系課程多樣化，除專業
表演外，亦注重編導實務及藝術⾏政，針對個⼈特質進⾏教學，並與各劇團建教合作，提供多元實習演出機會，能實際應⽤所
學，登上舞台圓夢。整體而⾔，培養學⽣具創造性的思考與實作能⼒，使學⽣隨時掌握 時代脈動與環境變遷，豐富實務經驗，同
時亦⿎勵跨領域接觸，培育具傳統精神並兼具當代視野的全⽅位歌仔戲表演藝術家。
1659 國⽴臺灣戲曲學院 劇場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Theatre Arts
劇場藝術學系為臺灣唯⼀的技術劇場專業教育單位，以培育對劇場製作專業有整體認識，對傳統與現代劇場發展有完整概念，並
且具有批判思考能⼒與創意的技術劇場專業⼈才為教育⽬標，並且致⼒發展技術本位、傳統與現代接軌的學系特⾊。本系課程內
容涵蓋技術劇場中的重要領域，包括舞台技術、燈光技術、⾳響技術、服裝技術，及演出製作管理、舞台監督等專業課程。除課
堂教學外，並搭配展演製作及建教實習課程，以演出製作實務協助同學整合個⼈專業所學，並能累積實務經驗，順利銜接學校與
技術劇場專業職場。
1661 國⽴臺灣戲曲學院 客家戲學系 Department of Hakka Opera
客家戲曲由三腳採茶戲發展為客家⼤戲，在臺灣歷經落地掃、內臺戲、廣播採茶戲、野臺酬神戲、舞臺精緻戲曲等不同表演型
態，集合客家⼭歌、棚頭、相褒、俚語等臺灣客家表演⽂化精粹於⼤成，亦為客家語⾔⽂化的精緻表現，廣受觀眾喜愛。客家戲
學系⾃2001年成⽴迄今，以培養傳統客家戲曲之表演、編導為主之各類型專業⼈才為教學⽬標，課程規劃著重於學、術科兼備，
課程⼤致分別為初階與進階表演、創意編導、戲曲理論與⾏政管理等⼤類，培養學⽣逐步掌握客家表演藝術的各個向度，並強化
表演理論基礎，成為表演實務之養分。每年之年度展演固定製作⼀⾄⼆齣⼤戲，作品根植於傳統，蛻變出新意，展現當代社會之
多元⾵貌，呈現本系之教學成果。在技職課程之內規劃建教合作機制，與優秀之⺠間劇團、客家電視臺搭建業界橋樑，強調表演
實務與職場接軌，提供學⽣在舞臺上發光發熱之機會，⼀⽅⾯展現學習成果，同時亦協助學⽣順利進⼊職場。本系培訓之學⽣出
路多元，從事之職業包括：戲曲(影視)演員、編劇、導演、舞臺技術⼈員、藝術⾏政管理、戲曲研究、客家表演教學等。⽬前已
有多位校友在影視演藝界、戲曲表演界從事表演、編創，且有傑出成就。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學校代碼
90
聯絡電話 886-6-2664911
傳真 886-6-2668920
地址 71710台南市仁德區⼆仁路⼀段60號
網址 http://www.cn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ca.cnu.edu.tw/USER/Userfile/file/ff170624165213687887.pdf
宿舍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本校緊鄰台南機場、⾼鐵台南站及奇美博物館，鐵公路交通便捷。三、教學與⽣活設施完善，擁有圖
書資訊⼤樓、學⽣活動中⼼、體育館、游泳池、SPA館等。四、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設備新穎完
備註
善，男⼥學⽣宿舍共計約有五千個床位，宿舍及所有教室均備有網路及冷氣空調設施。五、校址：台南市仁德區⼆仁路⼀
段60號。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nu.edu.tw。七、電話：06-2664911。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073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嬰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Nursery
本系以培育專業之0-12歲兒童教保服務⼈員為宗旨，畢業⽣可從事幼兒園教保服務、嬰幼兒托育服務、兒童課後學習與照顧服務

- 第 607 ⾴ -

等⼯作。
4065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本系於2001年成⽴，係配合亞洲區域餐旅產業之蓬勃發展，以培育優秀餐旅管理⼈才為⽬標。為強化學⽣之專業技能，本系規劃
設計烘焙管理與專業製作、廚藝管理與專業製作及餐旅服務管理與飲料調製三類專業模組課程，並設置烘焙製作教室、中西餐廚
藝實習教室、飲料調製教室、餐飲服務練習教室、房務操作教室、學⽣實習旅館及電腦教室等硬體設施，期使學⽣能夠達成學⽤
合⼀，提升實做能⼒。教學重點，以管理實務為主，理論為輔，除聘請餐旅管理專業⼈才擔任專任師資外，並延攬具有專業技術
之⼈員來校授課，期能落實產業界實際所需之專業訓練。
4070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社會⼯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本系教育⽬標⾸重配合社會需要以培育社會⼯作專業⼈才，倡導弱勢族群之福祉與權益，致⼒於建構學⽣多元⽂化觀點，使具有
「⼈在情境中」的社會⼯作視野，且個⼈和環境雙重焦點並重，以利協助個⼈、家庭、團體、組織及社區解決問題，創造⽀持性
環境，並促進社會之祥和發展與進步。本系課程旨在培育適任的綜融社會⼯作專業⼈才，並規劃「兒童少年與家庭社會⼯作」、
「健康照顧社會⼯作」、及「社會福利與管理」三⼤本位課程模組。本系教學特⾊為務實致⽤取向，皆由學有專精師資擔任教
學、實習與輔導⼯作，在教學上兼顧理論與與實務，使學⽣具備助⼈專業知能與技巧。
4068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應⽤外語系應⽤英⽂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Division
本校應⽤外語系成⽴於2002年。2019年分為應⽤英⽂組和應⽤⽇⽂組。應⽤英⽂組的教育⽬標在強化外語溝通能⼒，孕育⼈⽂
科技素養，培養國際視野英語⼈才。札實的語⾔技能訓練、多元的產業學院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海外實習」與「海外遊
學」，提供學⽣英語實境與應⽤學習，全⾯提升英語⼒、實作⼒與國際移動⼒。
1763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應⽤外語系應⽤⽇⽂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Division
本校應⽤外語系成⽴於2002年，應⽤⽇⽂組於2019年成⽴。應⽤⽇⽂組教育⽬標在強化外語溝通能⼒，孕育⼈⽂科技素養，培
養國際視野⽇語⼈才。札實的語⾔技能訓練、多元的產業學院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海外實習」與「海外遊學」，提供學⽣⽇
語實境與應⽤學習，全⾯提升⽇語⼒、實作⼒與國際移動⼒。
4067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致⼒培育學⽣資訊與管理的基礎技能，訓練學⽣具備商業流程與資訊科技整合應⽤能⼒，並加強資訊管理在健康照護與其他
領域的發展與應⽤。⽬前本系發展主軸為「健康資訊管理(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以培育醫療照護相關產業所
需之資訊管理⼈才為⽬的，同時亦輔以強化學⽣在「電⼦商務(e-Business)」及「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領域的相關知識
與技能，以擴展學⽣就業競爭⼒。本系課程內容均具備⼀定程度之廣度與深度，重視實務，減少理論，並⿎勵師⽣發展產學合
作、專利發明、考取證照、參與競賽與校外實習。未來可在健康或其他產業從事資訊管理與服務之⼯作。
4066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Healthcare Management
基於休閒產業發展趨勢，本系規劃及整合「遊憩企劃」、「經營管理」及「健康促進」等三⼤模組課程，本系不僅重視學⽣專業
職能的培養，更強調實務教學及與業界維繫良好實習夥伴關係。本系提供專業課程及實務訓練以培育符合未來就業市場及社會所
需之專業職能。本系所連結之產業類別包括有: 旅館、渡假村、休閒農場、主題樂園、旅⾏社、遊艇、健康SPA俱樂部。
4064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
本系以『永續觀光環境經營與管理』及『提振觀光產業附加價值』為設系重點，切合休閒暨健康管理學院以「真、誠、勤、實」
為經營主軸，同時結合⽣態⼈⽂與觀光休閒之理念，推動全球化視野，以⿎勵發展本系之重點特⾊。由於台灣地區是全世界⽣態
體系中相當完整的⼀環，故本系對⽣態旅遊及觀光資源發展的優越地理環境應有深度的認知，進而培養台灣於⼆⼗⼀世紀中所需
的觀光產業⼈才。
4072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ports Management
為了結合理論與實踐，讓學⽣充分理解和實際應⽤，課程精⼼設計如下：
1. 體育管理和市場營銷
體育組織與⾏政，體育營銷，體育與娛樂俱樂部管理，體育競賽管理，體育產業管理與實踐，商業介紹，市場研究。
2. 體育技能和教學⽅法
體育教學⽅法與實踐，體育活動，有氧教學⽅法，游泳教學⽅法，體重訓練理論與實踐，體育運動，重量訓練理論與實踐，⽔⽣
活動教學⽅法，有氧運動，有氧舞蹈，體育指導法國，體育運動。
3. 體育與健康管理
健康相關健身，運動和運動⽣理學，運動營養，運動處⽅，護理和預防運動損傷，急救實踐訓練，運動⼼理學。
4063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醫務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本系為因應健康產業持續蓬勃發展，並以培育優秀健康產業經營管理⼈才為⽬標，在課程設計上兼顧管理、基礎醫學、資訊與統
計領域，主要在培育醫療服務與健康產業管理專業⼈才。本系課程設有"經營管理"、"服務⾏銷"與"醫療事務"模組，配合專題製
作、專業實習與業師協同教學，可培育管理專業與實務技能。並輔以證照考照輔導，讓畢業⽣具有就業之即戰⼒。
4069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齡福祉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口結構⽼化的發展趨勢已成為社會經濟、產業與福利亟需⾯對的重⼤議題，本系以培育優質的樂齡健康服務與事業經營管理之
跨領域整合型的專業⼈才，結合養⽣調理與事業管理的課程，配合專題製作、專業實習與業師協同教學，培育專業與實務技能，
並輔以證照考照輔導，以解決⾼齡化社會所產⽣的問題，健全健康⽣活品質。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87
聯絡電話 886-6-2533131
地址 710301台南市永康區尚頂⾥南台街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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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6-2546743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s://www.s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請有意願申請住宿之境外學⽣⾃⾏上網⾄本校新⽣專區登記，再由⽣輔組確認後請學⽣預先繳床位費後，再統籌安排。
南臺科技⼤學秉著「發展科技與⼈⽂並重的多元學習學程，培養學養兼具的優質⼈才」及「⽴⾜台灣、放眼世界的國際化
佈局」的理念進⾏辦學，並以成為國際頂尖科技⼤學為⽬標。 商管學院各系皆已通過AACSB認證，⼈⽂社會學院於台灣
教育部科⼤評鑑中皆獲得通過，⼯學院全數系所及數位設計學院通過IEET⼯程及教育認證。2018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
備註
補助，核定⾦額達1億7,276萬元，為私⽴科技⼤學最⾼、全國科⼤第六；2019年再度獲得補助⾦額1億8,357萬元 。
2006~2017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8億1,381萬元，累計補助全國科⼤第⼆，私⽴科⼤第⼀；教育部「發展典
範科技⼤學計畫」私校最⾼補助累計5.22億元，全國私⽴科⼤第⼀，在全國科⼤中亦名列第五。
系所分則
4018 南臺科技⼤學 ⼯業管理與資訊系⼯業管理組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Industrial
Management Program)
本系⼯管組教學⽬標在培養具提昇產業經營績效之⽣產管理⼈才。課程設計注重理論與實務、結合管理科學與資訊技術、重視國
際化，加強外語表達能⼒，並規劃「⽣產與物流管理」及「品質管理」2個學程加強專業能⼒，培養產業界所需之優秀⽣產管理
⼈才。
4114 南臺科技⼤學 ⼯業管理與資訊系電⼦商務組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E-commerce
Program)
本系電⼦商務組教學⽬標在培養具提昇商務網路經營績效之電⼦商務管理⼈才。課程設計注重理論與實務、結合管理科學與資訊
技術、重視國際化，加強外語表達能⼒，並規劃「電商經營管理學程」及「電商系統管理學程」2個學程加強專業能⼒，培養產
業界所需之優秀電⼦商務管理⼈才。
4023 南臺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規劃為結合國家經建發展重點的學系，為配合台南科學園區與台南科技⼯業園區，訓練學⽣⾼科技產業技術。本系師資優
良，皆具有實務經驗，同時積極參與⼯商企業產學合作，實務與理論並重。本系之教育⽬標將在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原則下，培育
兼具資訊技術及管理能⼒之資訊管理技術⼈才，在教學、設備及課程規劃上著重於規劃，管理及發展資訊系統的實務經驗及整合
能⼒，輔以管理理論及應⽤實務研究，以期能符合產業升級及經濟發展的需求。
4024 南臺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養未來能為企業規劃經營策略、執⾏資源整合、並有效管理企業之管理⼈才。課程⽅⾯的設計秉持著以五管為基礎，強調可建
構學⽣專業領域的系統化課程設計，並規劃出『⾏銷與專業銷售程』、『⼈⼒資源管理』等⼆個主要專業學程，讓學⽣可根據個
⼈的⽬標，選擇適當的專業領域進⾏深度學習。
4025 南臺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本系的教育宗旨在培育具有就業競爭⼒的之⾏銷與流通管理⼈才；教育⽬標為培養具國際視野、創新思維、社會關懷、整合專業
能⼒之管理⼈才，期許學⽣能具邏輯思考、職業倫理、專業素養、以及解決問題能⼒之⾏銷與流通管理專才。
4015 南臺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本系教育⽬標在培養觀光休閒遊憩產業之專業⼈才，具備規劃和執⾏之能⼒。本系實施校外三明治教學，⽇⽂能⼒認證，與⽇
本、英、德、美、紐、澳、荷蘭等國外知名⼤學締結姐妹校，並⿎勵學⽣參加國外參訪實習及研習。
4027 南臺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之教學⽬標在培育⼤學部學⽣成為具備國際觀、外語能⼒以及國際商務之實務技能，並為各企業所樂⽤之基層國際貿易與企
業經營管理⼈才。本系同時提供全英語授課學程。
4017 南臺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以培養術德兼備之財務⾦融管理⼈才為教育⽬標，在教學上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並加強⼈⽂素養、外國語⽂與資訊科技
運⽤能⼒之訓練，且配合台灣與亞洲地區不斷變化的需求，提供具備現代專業知識與國際觀之財⾦⼈才。
4016 南臺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通過美國著名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認證，旨在培養符合產業趨勢與需求之具有國際觀、創新研發與實務運⽤能⼒、敬業熱
忱之餐旅專業⼈才。本校與歐、美、⽇等國外知名⼤學締結姐妹校，並⿎勵學⽣進⾏國外參訪實習及交換研習。
1715 南臺科技⼤學 國際商務學⼠學位學程(僅招收外籍⽣)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gram
本學程⽬標在於培養具備優秀英語能⼒與國際觀的企業經營⼈才，採全英語授課。
4028 南臺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本系以教授會計專業知識及企業專業軟體操作為主要⽬標。教學著重理論與實務並重，課程內容涵蓋會計稅務與資訊應⽤範疇，
並且輔導學⽣取得各項證照，以培養出企業所需之會計專業⼈才。
4029 南臺科技⼤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1.本系的教學規劃涵蓋「數位媒體製播」及「多媒體與特效」兩⼤領域，除強調現代化科技傳媒的學術訓練和專業精神之外，期
望培養學⽣具有「專業素養、國際視野、社會關懷」之⽂化內涵與數位化專業媒體的實務製播能⼒，期望學⽣成為兼具⼈⽂關
懷、創意思考與專業技能的新媒體尖兵。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4021 南臺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ommercial Design Program)

- 第 609 ⾴ -

1.本系乃因應我國在⽂化創意產業、設計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的⻑期發展趨勢與⼈才需求而設⽴，並結合學校「培育兼具⼈⽂
化、科技化、創新思維及國際視野的務實致⽤之優秀⼈才」與數位設計學院「培養兼具創意、美學、科技素養的新時代數位設計
⼈才」的教育⽬標，以及在校、院中⻑程發展⽬標下，經周延的設計產業趨勢、⼈才需求及系、院、校的分析，訂定系所本身的
整體發展⽬標為「培育設計產業所需⼈才，協助產業提升⽂化創意研發⽔準」。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4660 南臺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 Animation Design Program)
1.本系乃因應我國在⽂化創意產業、設計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的⻑期發展趨勢與⼈才需求而設⽴，並結合學校「培育兼具⼈⽂
化、科技化、創新思維及國際視野的務實致⽤之優秀⼈才」與數位設計學院「培養兼具創意、美學、科技素養的新時代數位設計
⼈才」的教育⽬標，以及在校、院中⻑程發展⽬標下，經周延的設計產業趨勢、⼈才需求及系、院、校的分析，訂定系所本身的
整體發展⽬標為「培育設計產業所需⼈才，協助產業提升⽂化創意研發⽔準」。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1942 南臺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意⽣活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reative Lifestyle Design
Program)
1. 本系乃因應我國在⽂化創意產業、設計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的⻑期發展趨勢與⼈才需求而設⽴，並結合學校「培育兼具⼈⽂
化、科技化、創新思維及國際視野的務實致⽤之優秀⼈才」與數位設計學院「培養兼具創意、美學、科技素養的新時代數位設計
⼈才」的教育⽬標，以及在校、院中⻑程發展⽬標下，經周延的設計產業趨勢、⼈才需求及系、院、校的分析，訂定系所本身的
整體發展⽬標為「培育設計產業所需⼈才，協助產業提升⽂化創意研發⽔準」。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4022 南臺科技⼤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Entertainment Science
1.本系專注於培育台灣「遊戲動漫產業」⼈才的⼤學系所，具備⼤學部、進修部及碩⼠班之完整學制；教師陣容堅強，專⻑涵蓋
遊戲美術設計、遊戲程式設計、3D動畫設計、漫畫創作、視覺特效等，並有4位轉聘⾃業界之重量級專技教師。⾃成⽴以來，致
⼒於教學及研究產業化，創造卓越產學合作績效及亮眼的學⽣表現，在歷年各⼤競賽中技壓群雄、屢創佳績，畢業⽣就業遍佈於
各⼤知名遊戲公司，如智冠科技、鈊象電⼦、中華網⿓…等，已成為台灣遊戲動漫⼈才的重要搖籃。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4030 南臺科技⼤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1. 本系以「培育產品設計專業⼈才，以設計促進產業升級」為設⽴宗旨，專注於產品設計之教學與研發⼯作，契合業界需求以產
品設計、製造⼯藝以及使⽤者體驗之介⾯互動設計為主要發展⽅向。學校辦學優良且⼤⼒⽀持，本系專兼任教師皆為設計背景並
具豐富業界資歷，系上空間及各項設計專業軟硬體兼備，配合紮實設計課程規劃及產學型設計訓練，為臺灣設計實務導向之產品
設計優質系所。
2. 申請⽣需辨⾊⼒正常且視、聽、說之能⼒無障礙者。
4089 南臺科技⼤學 流⾏⾳樂產業系 Department of Popular Music Industry
本系為全國⾸創培育流⾏⾳樂產業⼈才之科系，課程規劃涵蓋產業所需之四個專⻑領域：
⼀、創作表演：培育學⽣具備流⾏歌曲詞曲創作、演唱、演奏（包括鍵盤、電吉他、電⾙斯、爵⼠⿎）之能⼒。
⼆、演藝經紀：培育學⽣具備演唱會企劃與⾏銷、會場布置與管理、藝⼈合約、唱⽚製作等⽅⾯之能⼒。
三、錄⾳後製：培育學⽣具備錄⾳⼯程（錄⾳、混⾳、後期製作）之能⼒。
四、舞臺製作：培育學⽣具備舞臺技術 (舞臺搭建、現場⾳控、燈光設計、舞臺影像媒體製作、舞臺美術設計 ) 之能⼒。
學⽣依據⾃身之興趣與能⼒由「⾳樂創作及展演」或「影⾳科技及舞台製作」⼆項專⻑擇⼀做為整個學習的主軸，同時修習「演
藝經紀」之課程，使學⽣成為跨領域且專業之流⾏⾳樂產業⼈才。本系課程包含理論與實作, 須具備聽覺能⼒。
4019 南臺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本系致⼒於培育具備紮實英語⽂能⼒、科技應⽤技能、跨⽂化素養與國際觀，以從事創意表達、英語教學、國際商務或觀光會展
之⼈才。
4031 南臺科技⼤學 應⽤⽇語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本系教育⽬標在配合產業變化及擴展國際視野，培育具有觀光、商業、口筆譯及服務產業等專業技能之優秀⽇語⼈才。部分課程
邀請產業界主管前來授課，講解業界現況。並開設輔導課程，⿎勵學⽣考取⽇語能⼒測驗N2、N1合格證書，以協助就業。
4020 南臺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本系秉持「愛」與「榜樣」的教育信念，建構教保專業知識內涵、專業技能以及專業倫理信念，期望培育具備本⼟意識及國際觀
點之「慈愛」、「智慧」與「能⼒」之專業教保⼈才。主要培育1.兼具健康照護理論與實務之保⺟⼈員，2.兼具教保理論與實務
之教保⼈員，3.具備早期療育、藝術展演等第⼆專⻑，及4.具備從事兒童遊憩相關產業⼯作之專⻑等多⾯向能⼒之教保⼈才。
1713 南臺科技⼤學 ⾼齡福祉服務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Services
本系以培育具國際競爭⼒、⼈⽂關懷精神及優質多元「健康照顧」與「⽣活福祉」服務職能之⾼齡服務專業⼈才為教育⽬標。提
供跨院系的卓越師資團隊，包括醫學、中醫、護理、⻑照產業經營管理、AI、健康照顧、⽣活福祉與教育等。課程設計強調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為培育及提升學⽣在⾼齡服務實務與理論之能⼒，以及解決問題和⽅案規劃的能⼒，本系特別加⼊專題研究課
程，針對⽬前⾼齡福祉服務相關議題進⾏研討，以達成培養學⽣運⽤所學解決實際問題、⽅案規劃之分析及決策⼒。此外，為讓
學⽣驗證所學，強化實務能⼒，特於四年級，開設「⾼齡服務實務實習」，進⾏⾼齡照顧實務與服務企業實習，以縮短學⽤落
差，並提⾼學⽣的就業競爭⼒。

景⽂科技⼤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B3
聯絡電話 886-2-82122000
地址 23154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學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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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82122199

本資料

網址 https://www.j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203.64.67.223/rule/rules/A003-107-5-22-1hg.pdf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其他
⼀、男⼥兼收。 ⼆、本校教學設備完善，所有教室皆有e化週邊及投影機設備。專業教室設有軟硬體廣播系統以提升教學
品質。校園並建置有無線上網及教室有線網點設備。 三、本校備有冷氣、網路等設施完善之學⽣宿舍，遠地新⽣優先申
請。 四、有關本校之各類教學資源概況及各項獎學⾦之提供，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s://www.just.edu.tw。
五、本校⽇間部學雜費為國內所有私⽴科技⼤學及技術學院中收費較低，2020年⼯學院49,628元、商學院43,160元。
備註 六、本校交通便利，有新店客運「綠10」經新店捷運線⼤坪林站4號出口及指南客運「897」經中和新蘆線景安站⾄本校
校⾨口，另開⾞由安坑交流道經由安⼀路到本校僅需5分鐘。 七、世界第⼀所ISS國際安全學校認證通過之科技⼤學。國
際化成果豐碩，屢獲教育部海外國際遊學志⼯、海外體驗學習獎助學⾦等經費補助。 ⼋、2020《1111⼈⼒銀⾏》企業最
看好年輕潛⼒⼤學，北區第⼀。 九、教育部2014年⾸次辦理之科技⼤學認可制評鑑，本校校務類、專業類系所全數通
過。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系所分則
4277 景⽂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Culinary arts Division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必修課程為餐飲實作，學⽣均需親⾃操作，料理時具有⼀定的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四、「海外參訪研習」為選修課程，修課者約需⾃費新台幣$76,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五、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52 景⽂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管理組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Management Division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必修課程為餐飲實作，學⽣均需親⾃操作，料理時具有⼀定的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四、「海外參訪研習」為選修課程，修課者約需⾃費新台幣$76,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五、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1666 景⽂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烘焙組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Baking Art Division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必修課程為餐飲實作，學⽣均需親⾃操作，料理時具有⼀定的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四、「海外參訪研習」為選修課程，修課者約需⾃費新台幣$76,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五、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78 景⽂科技⼤學 旅館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三、本系所開設之海外參訪研習課程，學⽣需⾃付所有費⽤(費⽤約新台幣72000元)，惟針對特殊條件同學，可申請海外參訪研
習課程替代⽅案。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53 景⽂科技⼤學 旅遊管理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Division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三、「海外參訪研習」為必修課程，約需⾃費新台幣$75,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641 景⽂科技⼤學 旅遊管理系休閒遊憩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Division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三、「海外參訪研習」為必修課程，約需⾃費新台幣$75,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55 景⽂科技⼤學 旅遊管理系旅⾏業經營管理組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Division of Travel Industry
Management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學學⽣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作。
三、「海外參訪研習」為必修課程，約需⾃費新台幣$75,000元。款項由「校外實習」的薪資中儲存。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86 景⽂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設計組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Visu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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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平⾯繪畫、⽴體造型、影像藝術、繪圖軟體)，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三、本系⼤四課程專題設計(必修，畢業專題)所需費⽤約新台幣8000元。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1853 景⽂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時尚⼯藝組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Fashion craft group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課程內容包含理論及實作(⾦屬⼯藝、⽴體造型等)，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三、本系⼤四課程專題設計(必修，畢業專題)所需費⽤約新台幣8000元。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642 景⽂科技⼤學 應⽤外語系英⽂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Division
⼀、使⽤中、⽇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聽、說、讀、寫、譯等五項技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功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三、本校與⽇本別府⼤學市⽴尾道⼤學、東北⽂⼤學為姊妹校，本組每年派遣三年級且通過「⽇本語能⼒試驗N3」以上學⽣進⾏
短期留學，並互訂學分抵免辦法，取得姊妹校⼤學學分同學均可抵免當學期所有之⽇語相關課程。
四、本組積極推動國內外企業實習，多年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之補助，輔導學⽣利⽤暑假期間赴⽇進⾏海外實習，完成此項
實習之學⽣可取得「企業實習」學分。
五、本組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643 景⽂科技⼤學 應⽤外語系⽇⽂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Division
⼀、使⽤華中、英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聽、說、讀、寫、譯等五項技能為學習外語之基本功能，亦為本系培養學⽣之重點。
三、本組學⽣⾃96學年度起，每年均有三年級學⽣參加雙聯學制（學海⾶颺）甄選通過，獲得教育部之補助，前往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留學⼀年，修完學分後，可獲得⼆校畢業證書。
四、本系組多年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之補助，輔導學⽣利⽤暑假期間赴美國關島⼤學及PIC飯店進⾏海外實習，完成此項實
習之學⽣可抵免「實習」課程。
五、本系組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80 景⽂科技⼤學 國際貿易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養國際貿易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企業實習，故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
本能⼒。
三、本系實習課程係選修課程，實習期間無須負擔任何費⽤。校外教學部分，由任課⽼師視需要而進⾏安排，參加同學需⾃⾏負
擔交通費⽤與保險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系學則規範。
4281 景⽂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養企業管理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企業實習，故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
本能⼒。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83 景⽂科技⼤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Tax Planning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培養學⽣於理財與稅務規劃領域之專業技能，並且發揮敬業樂群及負責合作之精神，以具備就業競爭⼒。
三、本系實習課程無需繳交額外費⽤，⼤部分與本系建教合作實習單位會發給實習津貼。
四、本系與「台灣財富管理規劃發展協會」共同推動電腦化理財規劃教育。
五、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1817 景⽂科技⼤學 ⾏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系 Department of Mobile Commerce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養⾏動商務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企業實習，故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
本能⼒。
三、本系實習課程系選修課程，實習期間無須負擔任何費⽤。校外教學部分，由任課⽼師視需要而進⾏安排，參加同學需⾃⾏負
擔交通費⽤與保險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279 景⽂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之教育⽬標在於培養⾏銷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涵蓋課堂討論與國內企業實習，故聽、說、讀、寫及溝通為本系基本能
⼒。
三、本系實施國內校外實習課程，⽏需繳交額外實習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畢業前應取得之專業能⼒點數及語⽂能⼒測驗，則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92
聯絡電話 886-7-7811151
地址 83102⾼雄市⼤寮區永芳⾥進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f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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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7-7830546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ntlstudent.fy.edu.tw/files/13-1059-7853.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其他
⼀、 1958年成⽴，台灣領先發展的醫護優質品牌科技⼤學，世界網路⼤學排名(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 排名台
灣科⼤Top 10，醫護專業排名Top 3，教育部評鑑訪視全部通過，⼯程相關系科IEET國際認證，近萬名學⽣規模。 ⼆、
台灣唯⼀具有附設醫院之科技⼤學，設置國際⽔準之健康照護、醫學檢驗、物理治療、美容、⾷品營養、幼兒保育、環境
檢驗等醫護與技能檢定中⼼。 三、 本校與多個上市產業合作，上百間多元實習訓練機構，提供國內國外有薪實習機會。
備註 業界雙師教學，讓你理論與實務兼備。 四、 台灣教育部公佈⼤學畢業⽣就業率，輔英全台第3，90%雇主對畢業⽣所學
滿意。護理師、助產師、物理治療師、醫檢師、職業安全衛⽣管理等專⾨技術⾼考證照，輔英考證通過率⾼於台灣各⼤學
平均值，護理師、營養師、⼯礦技師等更榮獲榜⾸。 五、 保證⾼額獎學⾦，個⼈申請第⼀志願錄取本校享第⼀年學雜費
全免，第⼆年後依成績可續享學雜費半免或全免（獎學⾦詢問⽅式：E-MAIL：OIA@fy.e du.tw；聯絡電話：+886-7781-1151，分機：2402。
系所分則
4090 輔英科技⼤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ealth-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以「管理職能」、「健康照護」、「基本能⼒」與「博雅涵養」為課程重點；專業核⼼課程分為健康照護知能與健康事業管
理兩個課程模組。教學⽅⾯透過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實務參訪、實習課程、⾼齡學分學程、就業學程、證照輔導，強調理論與
實務結合，課室教學與臨床實習並重，以培育具備健康知能及資料分析能⼒之健康機構(包括醫療院所、連鎖藥局、健身中⼼、⻑
照機構等)經營企劃幕僚及管理幹部。
4124 輔英科技⼤學 ⾼齡及⻑期照護事業系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ical and Long-Term Care Business
因應⼈口⽼化及⻑期照護趨勢，本系以⾼齡全程、全⽅位健康照護為主軸，提供⾼齡健康促進、預防及延緩⽼化、失智及失能照
護、以及社會與產業趨勢和需求之相關課程，培育學⽣成為活躍⽼化之樂齡健康專業⼈才，且具⻑期照護全⽅位多元照護能⼒，
⽇後並能成為⾼齡⻑照事業體之管理⼈才，以提供⾼齡及⻑期照護者更⾼品質的照顧。
4086 輔英科技⼤學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Management
1.打造⼀南台灣度假飯店服務、智慧旅遊教育之休閒產業⼈才培訓基地--讓學⽣在具備醫護健康養⽣的環境基底中結合在地豐沛
的休憩產業合作網絡，並以重視專業實務技能訓練的三明治教學為走向，培育休閒產業優質⼈才。邁向「醫護休閒」、「數位休
閒」、「綠⾊休閒」之⼈才培育⽬標。
2.以渡假飯店服務管理為核⼼：訓練學⽣房務、櫃枱、禮賓、飲調與點⼼烘焙等實習所需的基本核⼼技能，了解實務操作的內
容。
3.輔以智慧旅遊數位規劃技能：搭配電⼦商務潮流趨勢，鍊結物聯網新型態的旅遊模式發展，提升休閒旅遊服務的商業價值，培
育學⽣創新、創意、創業的三創精神。
4.為養⽣綠⾊休閒發展闢出路：以養⽣綠⾊休閒服務為基礎，以功能性客制化旅遊發展為訴求，培育低碳綠⾊休閒旅遊規劃服務
⼈才，為養⽣旅遊、⽣態旅遊之客制化服務做出貢獻。
4087 輔英科技⼤學 幼兒保育暨產業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Industries
本系以培育「具備『專業、倫理、關懷、健康』特質之托育服務與親⼦⽂教產業優質⼈才」為教育⽬標，培養學⽣具有「嬰幼兒
教保與親⼦教育發展理念」、「嬰幼兒教保與兒童產業知能與實務專業知識」、「嬰幼兒教保與親⼦教育推廣實務能⼒」、「嬰
幼兒教保與兒童產業⼯作能⼒」等核⼼能⼒。在學期間修習專業教保知能課程，畢業後即為合格教保員，可⾄公私⽴幼兒園擔任
中班與小班之教學，亦可擔任企業型幼兒保育或親⼦產業相關⼯作，發展客製化服務模式。
課程包括「嬰幼兒照護」、「幼兒教保」、「課後照顧」及「親⼦產業服務」等專⻑模組，並完整規劃「親⼦產業⾒習」、
「短期實作演練」、「校外⻑期實習」、「實務專題」、「海外⾒習」等之職場體驗內容，透過多元化實習場所的提供，增加學
⽣與實務界接軌的機會。
4088 輔英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1.紮實的專業基礎英語⽂能⼒培養：除中英翻譯課程外，專業及基礎科⽬採⽤英語授課。聘有多位外籍專業教師⽀援授課。
2.多元化的專業選修課程：除核⼼就業學程外，另規劃⽂化⽂學、語⾔學(含英語教學)、商管等專業選修課程。另外本系規劃國
際商務及⾏銷模組、國際醫療⾏政與⾏銷模組、以及航空服務產業模組課程，學⽣可選擇適才適性的課程，培養學⽣的第⼆專
⻑。
3.檢定考試及畢業英語⽂⾨檻：輔導學⽣參加英語⽂能⼒檢定考試，如TOEIC、GEPT等，並訂定本系畢業英⽂⾨檻，落實本職
學能的訓練。
4.國際視野：⿎勵本系學⽣攻讀雙主修或赴國外⼤學研修學分，提升英語⽂知能與國際觀。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86
聯絡電話 886-4-23323000
地址 413310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yut.edu.tw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承辦單位

傳真 886-4-23742317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sc.cyut.edu.tw/p/404-1008-20519.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第1學年住宿床位

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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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榮登2020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全球最佳⼤學排名1000+、全球最佳年輕⼤學排
⾏榜400+、亞太地區最佳⼤學排名300+、世界⼤學影響⼒排名301-400、全球新興經濟體⼤學排名401-500、亞洲地區最
佳⼤學排名400+、全球電腦科學領域排名600+，7項排名均為臺灣唯⼀進榜之私⽴科⼤。 ⼆、僑⽣及港澳⽣⼊學後，得
向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申請獎助學⾦。依本校海外華裔學⽣暨外國學⽣獎助學⾦設置辦法，每名學⽣得依成績申請成績
績優獎學⾦，⾄多可享學雜費全額補助 。 三、⾸次抵臺提供接機服務並保障第1學年宿舍床位。 四、 協助境外學⽣辦理
就學期間之新⽣接機、⼊住宿舍、註冊說明、體檢、居留證件申辦、⼿機⾨號申辦、聯誼活動、參與社團活動、參加校外
備註 活動及銀⾏開⼾等各項作業。 五、 提供新臺幣8,000餘萬元獎助學⾦，如策略聯盟⼊學獎學⾦、海外遊學、交換學⽣、學
⾏優良及波錠獎學⾦等。 六、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95%，博⼠學位師資佔83%，師資結構領先臺灣私⽴學校，且優於部
份臺灣國⽴⼤學。 七、 《Cheers雜誌》國際及兩岸交流能量調查排名，「赴海外交換學⽣⼈數」TOP 20，連續3年蟬聯
私⽴科⼤第⼀。 ⼋、 本校設計學院連續兩年勇奪德國紅點⼤獎最⾼榮譽(Best of the Best)。 九、 國家圖書館公布台灣
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統計，本校學位論⽂被引⽤次數連續7年蟬聯全台科⼤之冠，論⽂書⽬被點閱總次數及論⽂全⽂下載
次數皆為私⽴科⼤第⼀。 ⼗、本校與國際學府簽訂交換學⽣及雙碩⼠，提供學⽣取得本校與國外名校碩⼠學位之機會。
⼗⼀、實施勞作教育，培養學⽣愛護校園與關懷社區精神。
系所分則
1997 朝陽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專業特⾊：
本系以務實致⽤之辦學特⾊，積極打造以職能為導向之產學鏈，強化學校與企業的策略聯盟，共同攜⼿培育⼈才，創造「學
研產並⾏」之共享價值。另外，本系廣收國際學⽣，擴⼤與陸⽣、港澳⽣等境外學⽣交流活動，使教學與國際接軌。
⼆、本系承襲本校管理學院「創新思考、學⽤合⼀」之思維、「未畢業、先⼊⾏」及「跨域學習、跨境翱翔」之辦學特⾊、「學
研產並⾏、共創三贏」之教育理念，以財務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精神來設計課程，其內容涵蓋「財務⾦融」、「⾦融服務」、「⾦
融科技」等三⼤課群，以培養⼯商業、⾦融業、以及政府機構之財⾦專業⼈才為⽬標。
1998 朝陽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專業特⾊：
呼應管理學院「企業到哪裡，朝陽就到那裡」之使命，本系整合教師專⻑，提供企業輔導與教育訓練，對象除⼯商企業外，
更涵蓋中部各⼯商協會與社團、⾮營利機構，並結合企業實習、畢業專題以提昇師⽣實務經驗。
⼆、課程特⾊：
(1)模組化課程設計︰融合傳統五管的課程設計規劃出創新經營模式、企業流程規劃、⾏銷業務企劃三⼤模組課程，引導學⽣選
課。
(2)特⾊課程︰創意思考、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創新事業規劃。
(3)應⽤性課程：專題、實習、經營管理實務。
4001 朝陽科技⼤學 保險⾦融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專業特⾊：
1.⾦融研究中⼼，供教職員⽣保險諮詢服務及學⽣實務操作之機會。
2.保險理財規劃暨創意⾏銷競賽模擬系統及線上財⾦證照模考系統，提升學⽣⾦融保險理財之能⼒。
3.暑期/企業/海外實習、增進產業與學術交流、產業學院推動、校校企合作及與⼤陸姐妹校的學⽣交流等。
⼆、課程特⾊：
1.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課程分為保險經營模組及⾦融理財模組，使學⽣瞭解各種⾦融保險專業知識。
2.滿⾜學⽣對基本保險⾦融理論之需求外，並著重於職場保險課程之設計。
4002 朝陽科技⼤學 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專業特⾊：
本系⼤學部的教育⽬標為「培養具專業技能、專業倫理、敬業態度、國際視野及終身學習能⼒之會計⼈才」，在此教育⽬標
下設計課程規劃，主要精神在兼顧學⽣專業能⼒、實⽤能⼒及業界需求，本系貫徹與⼀般企業、會計師事務所或會計資訊系統服
務公司維持校外實習、校外參訪、專業課程講座等多⾯向的合作關係，⽬前本系設有⼤學⽇間部12班、研究所2班，共計14班，
學⽣⼈數近700⼈。
⼆、課程特⾊：
(1)教學上兼顧會計理論與實務。
(2)課程上區分為會計、租稅法及會計資訊三⼤模組。
(3)建構「會計審計虛擬實驗室」，訓練學⽣會計審計實務軟體的操作技能。
(4)成⽴「稅務暨會計諮詢服務中⼼」，掌握會計實務發展趨勢。
(5)規劃專業證照輔導課程，積極協助學⽣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6)完整的校外實習系列課程，使學⽣畢業皆能⽴即就業。
4003 朝陽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Services Management
⼀、專業特⾊：
本系以「綠⾊旅遊」、「運動休閒」、「餐旅管理」為發展主軸，透過2個中⼼與8個專業教室，培養學⽣學術與實務能⼒，
未來將持續充實專業教室軟硬體，輔導學⽣取得休閒相關證照並提升市場競爭⼒。
⼆、課程特⾊：
配合健康、永續、環保與樂活之休閒⽣活理念，依據發展主軸，將課程模組化，課程講授並配合專題演講、產業講座、校外
參訪、業界⾼階管理幹部之協同教學及實做演練等⽅式進⾏，強化學⽣實務能⼒及職場就業⼒。
4004 朝陽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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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特⾊：
本系以培養「⾏銷、流通與連鎖企業管理之專業⼈才」為教育⽬標。課程結合教學三部曲之創新教學模式、競賽、證照、專
題與實習等，並建置多元實驗室，引領學⽣掌握業界現況與產業需求。本年度已建置全通路⾏銷專業實驗室，以協助台灣連鎖產
業未來科技化發展。
2.課程特⾊：
本系以「善⽤⾏流技術，融⼊連鎖實務」為主軸，⾏銷管理領域以產品與品牌、定價、通路與促銷為主，重視企劃與市場開
拓；流通與連鎖管理領域以符合連鎖產業潮流與精神，整合商流、物流、⾦流與資訊流技術，提升連鎖企業競爭優勢。
4012 朝陽科技⼤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Golden-Ager Industry Management
⼀、專業特⾊：
以務實致⽤之辦學特⾊，積極打造以職能為導向之產學鏈，強化學校與企業的策略聯盟，共同攜⼿培育⼈才，創造「學企並
⾏」之共享價值。本系辦理教育部「樂齡⼤學」、「樂齡學習中⼼」；配合衛⽣福利部、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托中⼼
「⻑青快樂學堂」、「⻑青學苑」，讓「銀髮族」常態性的進駐本系專業教室，堪稱全國之創舉與特⾊，從服務的過程中將所學
之「理論」應⽤與觀察於銀髮族，提升「實務」技能。亦積極媒合學⽣在國內外知名企業實習或⼯作。
⼆、課程特⾊：
承襲本校管理學院「學企三贏」之教育理念，結合產業資源與教學研究，以成就企業界最愛管理⼈才。本系以服務「健康」
及「亞健康」銀髮族為主及學習經營管理銀髮族產業之定位，「樂齡服務」在於學習能提供健康養⽣、健康促進、理財、信託、
休閒、育樂、⽇常⽣活協助、輔具使⽤、居家改善、無障礙空間等服務，及「銀髮事業管理」則以學習上述銀髮事業應具備的管
理知識為內涵，進而作為本系發展⽬標並結合產業之需求。
1418 朝陽科技⼤學 環境⼯程與管理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1. 專業特⾊：本系整合⼯程技術、經濟與管理學等學⾨，訓練具有理論及實務並重的環境⼯程與管理⼈才，不但擁有環⼯技術且
能研擬各項管理決策，提升產業國際競爭⼒。為有效達成此跨領域訓練與研究，本系集環保科技、經濟和管理的專業教師於⼀
堂，以執⾏環境⼯程為主軸、環境管理/監測和環境資訊應⽤為輔的學程，使畢業⽣善於從事企業及政府部⾨的環境⼯程及管理業
務。
2. 課程特⾊：臺灣第⼀個培訓具備環保技術與綠⾊管理⼈才的系所，整合⼯程技術與環境管理專業，並透過產學合作培養學⽣環
保研發及實務⼯作能⼒。
3. 師資特⾊：專任教師11位，均具博⼠學位，教師專⻑涵蓋空、⽔、廢、⼟、毒物與環境管理各相關領域。
4. 研究或產學特⾊：擁有⾼規格研究環境及先進環境分析儀器，包括：空氣污染實驗室、⽔分析實驗室、廢棄物資源化實驗室、
⼟壤及地下⽔⽣物復育實驗室、環境管理暨系統分析實驗室。
4007 朝陽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1. 專業特⾊：
著重實務與理論結合之「作中學」教育特⾊，學⽣在設備與管理完善的⼯廠與實驗室、具實務經驗的教師與聚焦的專業課程
安排下，完成⼯業設計師的⼈格培育。
2. 課程特⾊：
實施因材施教理念的專業課程規畫，學⽣可依個⼈興趣與性向選擇「⼯業產品設計」與「⽂化創意設計」等兩⼤領域的專業
課程編組修習。此外，更透過「校外實習」、「產學雙師」、「企業講座」與「服務學習」等特殊課程安排，提昇學⽣實務職能
及開拓學⽣視野。
4005 朝陽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專業特⾊：
本系秉持培養實務專業⼈⼒之技職教育精神，辦學宗旨在於養成兼具「專業實務」與「思考創造」之優質視覺傳達設計⼈
才。故本系教學以精緻、務實、創意為原則，強調「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的專業知能，並同步輔以⽂化與⼈本思維，以培
育未來設計產業中具實務作業與構思創新能⼒的領導者為⽬標。故本系之辦學定位：以兼擅「實務技能、思考創新、⼈⽂深度與
專業倫理」設計⼈才養成的⼤學應⽤系所」。並據此擬定發展計劃：
1.推廣優質的形象特⾊
2.拓展教學與創研視野
3.導⼊產學實務的⼈才訓練
4.提升教學資源的效能價值。
⼆、課程特⾊：
本系依據視覺傳達設計領域之未來發展，規劃下列⼆個專業模組：
1.視覺企劃設計模組：培養視覺創作與傳達設計的專業能⼒、設計企劃與執⾏的專案能⼒及設計溝通與管理的專責能⼒。
2.數位媒體設計模組：培養當代動畫、多媒體與相關數位媒體之專業的執⾏能⼒及整合電影、⼿繪、美術、設計、⾳樂與數位媒
體美學競爭⼒之數位⼈才。
配合上述專業訓練規劃，並結合實務操作之⼯作室教學模式，提供充⾜的教學軟硬體，例如各項動畫數位媒體設施，以及影像、
美術、平⾯設計之專業空間資源。
1355 朝陽科技⼤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專業特⾊：
本系設有專業設計教室及植栽實習苗圃，實踐景觀設計教學的理論與應⽤，透過設計、種植及管理等系列性的實作教學，強
化學⽣的設計實務與專業整合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規劃以「設計課」為各年級核⼼課程，採小組教學，並以「做中學」為主要教學模式，強化設計及實務能⼒之訓
練；專業課程則強調「景觀」及「都市」兩⼤領域知識的建構與整合；低年級著重實作與⼿繪基礎，⾼年級強化進階理論及銜接
數位與多媒體之電腦應⽤。
4008 朝陽科技⼤學 傳播藝術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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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特⾊：培育具備獨⽴思考與創新能⼒的影視創作⼈才。教師群擁有豐富的學識與實務經驗，訓練學⽣紮實的影視製作技
能，並與各⼤傳播媒體接觸，安排校外媒體參訪，使學⽣瞭解傳播產業，增進實務經驗，成為理論、實務兼顧的傳播專業⼈才。
2. 課程特⾊：涵蓋影視、新聞紀實與⾏銷傳播，分為核⼼、發展與功能三⼤類。核⼼課程為傳播核⼼理論與⼈⽂素養課程；發展
課程銜接核⼼課程，培養學⽣影像與⽂字創作能⼒；功能課程則進階到傳播實務操作與應⽤。
3. 畢業出路：
（1）報考相關研究所；
（2）電視台、傳播公司、製⽚廠、電影公司、報紙雜誌社、廣播電台、通訊社、廣告代理商、⼀般公司之企劃、營銷與公關部
⾨等。
4009 朝陽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 專業特⾊：
因應資訊快速取得、溝通和整合，⾼科技引進與外貿商務談判迫切需要等趨勢，除⼀般外語養成和⼈⽂素養等訓練，規劃多
種專業課程，加強學⽣相關知能，本系旨在培養具國際觀與時代觀的⾼等專業外語⼈才。
⼆、 課程特⾊：
基礎語⾔、英語教學模組、商務溝通模組、⽇⽂、西班⽛等第⼆外語，第四學年另有海外實習與畢業專題與實務接軌課程。
此外，課程結合與業界，讓同學運⽤英語的優勢，在英語教學、商務溝通的專業領域中學習。並與國小、幼兒園、國際商務旅
館、企業公司及財團法⼈簽署產學合作合約，使學⽣在安全且專業環境中學習。學⽣於課餘時間到偏遠地區國小擔任英語教學志
⼯，獲得國小師⽣廣⼤迴響。
4010 朝陽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專業特⾊：
本系重視教保理論實務連結，邀請幼兒園、托嬰中⼼及嬰童產業機構進⾏產學雙師協同課程與產學合作，提供學⽣多元實習
與就業機會。近年薦送學⽣前往印尼、⾺來西亞海外實習，數⼗名系友受聘新加坡幼兒園任教；本系⾃從朝陽正式加⼊歐洲
ETEN國際會員組織，即展開與丹⿆、荷蘭、美國等國家進⾏師⽣學術交流，深耕台灣放眼國際。
⼆、課程特⾊：
本系課程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與四種專業選修課程，包括嬰幼兒照護與早期療育、蒙特梭利教育、幼兒表現藝術、幼兒語
⽂等。
4011 朝陽科技⼤學 社會⼯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所特⾊：
本系致⼒於培養具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專業倫理與關懷能⼒、溝通協調與合作能⼒、創新觀念與⾃主終身學習態度，及具社會
正義使命感之社會⼯作⼈才。
⼆、核⼼課程：
本系課程規劃以社會⼯作理論、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等知識 為基礎，透過實習豐富實務技能，並培養直接服務之知能與技術；課
程除校定必修課程外，包含專業必修、專業選修及實習課程，其中在專業選修課程共分為社會照顧服務及兒少與家庭社會⼯作⼆
⼤模組課程，深化專精服務領域。
1717 朝陽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第1類組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 專業特⾊：
三⼤發展特⾊主軸(1)商務智能;(2)⼤數據分析與⼈⼯智慧;(3) 3D互動多媒體。Elsevier期刊資料庫統計，本校「電腦科學」
與「決策科學」複合領域期刊論⽂之綜合影響⼒全球第⼀。
2. 課程特⾊：
主要培養「企業e 化技術與管理」⼈才，課程概分三⼤課群，(1)商管知能課群：培養商管領域應⽤知識；(2)資訊技術課群：
培養企業 e 化所需資訊技術；(3)多媒體應⽤技術課群。規劃3學期實務專題必修課程及安排業界實習，強化系統開發相關技能、
增強實務經驗。
1718 朝陽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第1類組 Digital Multimedia Program,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 專業特⾊：
三⼤發展特⾊主軸(1)商務智能;(2)⼤數據分析;(3) 3D互動多媒體。2014年Elsevier期刊資料庫統計，本校「電腦科學」與
「決策科學」複合領域期刊論⽂之綜合影響⼒全球第⼀。
2. 課程特⾊：
主要培養「企業e 化技術與管理」⼈才，課程概分三⼤課群，(1)商管知能課群：培養商管領域應⽤知識；(2)資訊技術課群：
培養企業 e 化所需資訊技術；(3)多媒體應⽤技術課群。規劃3學期實務專題必修課程及安排業界實習，強化系統開發相關技能、
增強實務經驗。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A4
聯絡電話 886-6-2535643
地址 71002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網址 http://www.tut.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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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6-2541309

(⼀)本校成⽴於1964年，經數次改制並於2010年10⽉1⽇正式更名為“台南應⽤科技⼤學”。 (⼆)校園幽美典雅，學⾵溫
馨和諧；位處⾼速公路交流道旁，交通便捷，⽣活機能健全，是全國最具代表的「⽂創教學型科技⼤學」。 (三)本校設有
設計、藝術、旅遊、⽣活科技及管理等5個學院，包含6所23系及2學位學程，全校師⽣約13,000⼈。 (四)學校特⾊： 1.教
學卓越：教學優良榮獲教育部獎勵2013-2020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及⾼教深耕計畫，8年共約3億2仟萬元。 2.評鑑優良：教
備註
育部「106學年度科技⼤學評鑑」校務類「通過」，「107學年度⼤專院校教學品保服務計畫」22系所認可「通過」。 3.
⽂創領航：以⽂化創意融⼊教學，學⾵⾃由活潑，重視創意發想。 4.多元價值：德、智、體、群、美、技六育並重，強
調服務學習，培養體魄品德。 5.務實致⽤：強調實務學習，就業導向教學，與職場⼯作無縫接軌。 6.國際視野：營造國
際化學習環境，促進師⽣國際交流，提升學⽣國際移動⼒。
系所分則
4200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1.招收對服裝、織品設計及⾏銷管理有興趣之學⽣，藉由服裝專業訓練，成為符合業界需求之⾼階專業⼈才。 2.具中⽂聽、說、
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4201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Dept. of Styling and Cosmetology
1.招收對美容美髮、時尚整體造型有興趣者，培育具備專業技能、⼈⽂藝術涵養及健康⽣活態度之美容造型設計⾼階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4202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1.招收對幼兒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專業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之幼保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
及表達能⼒佳為宜。
4203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餐飲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s
1.招收對餐飲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培育成為具有餐飲經營管理及廚藝製作與設計開發之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
及表達能⼒佳為宜。 3.本系需餐飲設備之實務操作及配合⾄業界實習。
4205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活服務產業系 Dept. of Living Services Industry
1.招收針對⽣活服務、設計與⽣活藝術設計之經營與管理有興趣之學⽣，培育成為能結合現代⽣活科技、網路⾏銷與開店創業之
⽣活服務產業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420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Dept. of Sport,Leisure and Health Management
1.招收對休閒服務產業、營養健康管理及運動休閒企劃經營等跨領域學習有興趣之學⽣，培育具多元化的專業能⼒。 2.具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4207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1.培育學⽣具「國際商務管理」及「國際貿易與運籌管理」之專業能⼒，並搭配「國際商務秘書學分學程」及「國際會展管理學
分學程」之開設，加強專業知能。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4208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1.招收對財務⾦融、投資理財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專業素養、職業道德與服務精神之財⾦專業⼈才。 2.具中⽂聽、說、
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4219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招收對資訊技術或管理有興趣的學⽣，培養其成為優秀資訊管理⼈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1708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娛樂與網路應⽤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Entertainment and Network Application Division)
1.招收對APP或遊戲開發技術或管理有興趣的學⽣，培育具備數位創意設計與跨域整合內容之⼈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4209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培育具創意思考、跨領域專業能⼒之創業⾏銷及⼈⼒資源管理⼈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184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廣告與數位⾏銷組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Advertising and Digital Marketing Division )
1.培育具創意思考、跨領域專業能⼒之廣告及數位⾏銷⼈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4211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1.招收對室內設計及⽣活空間創意產業相關潛能之學⽣，培養其具有⽂化和國際視野的專業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專業⼈
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4212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1.招收具有視覺傳達設計相關知識潛能之學⽣，致⼒培養其成為具多元整合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之視覺傳達設計專業⼈
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4213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商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1.招收對商品設計相關知識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整合性之設計專業素養、職業道德及服務精神之商品設計專業⼈才。 2.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4214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多媒體動畫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Animation
1.本系以培育「多媒體與動畫設計相關⽂化創意產業⼈才」為⽬標，課程融⼊多媒體與動畫創作流程教學，注重傳統⼿繪技能、
美感知能，並結合現代科技數位表現技法，培養學⽣創作能⼒，參與各類競賽及執⾏商業專案。系上並藉由實習、產學合作，使
學⽣理論與實務兼備。辦理國內外⼤師蒞校講座、研討會、研習營以及參訪、交流等活動與業界和國際時勢潮流接軌、擴展師⽣
視野，建⽴學⽣優勢競爭⼒。 2. 具中⽂聽、說及表達能⼒為宜。 3. 須具備顏⾊辨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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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4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時尚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1.招收對鞋靴、袋包等相關時尚產業有興趣之學⽣，佐以專業訓練，使之成為符合業界需求之⾼級時尚設計專業⼈才。 2.具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4190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漫畫系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in Comics
1.以漫畫專業課程為主，漫畫周邊產業為輔，培育專業漫畫家及相關產業從業⼈員。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
宜。
4215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美術系 Dept. of Fine Arts
1.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美術⼈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具備顏⾊辨識能⼒。
421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舞蹈系 Dept. of Dance
1.以培養舞蹈表演、創作及教學⼈才為主要⽬標。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1803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流⾏⾳樂系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in Popular Music
1.招收⾳樂相關領域有興趣的學⽣，培育爵⼠、即興演奏(唱)、⾳樂歌舞劇、錄⾳、⾳樂創作、樂曲編曲等之專業⼈才。 2.具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4218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1.招收對外語學習興趣的學⽣，除了外語能⼒的養成，並培養學⽣基礎商業及英語教學之素養。
2.具中⽂聽、說能⼒者為宜。
1847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應⽤英語系國際旅遊組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 International Tourism
Division )
1.招收對外語學習興趣的學⽣，除了外語能⼒的養成，並培養學⽣國際旅遊之素養。
2. 具中⽂聽、說能⼒者為宜。
4210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旅館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1.招收對旅館服務產業有興趣之學⽣，致⼒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職業道德與服務技能與態度之專業旅館管理及服務⼈才。 2.具中
⽂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3.須配合⾄業界實習之課程。就讀學⽣須訂製制服及廚藝制服。
1806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台南應⽤科技⼤學 養⽣休閒管理系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in Leisure Regimen
Management
1.培育具有健康休閒及養⽣保健之跨領域知識與技能的專業⼈才。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嶺東科技⼤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1
聯絡電話 886-4-23892088
傳真 886-4-23845208
地址 408213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網址 http://www.l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admin.ltu.edu.tw/News/NewsContent?gpid=50&mid=6032&cid=15822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有關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ltu.edu.tw）。 ⼆、
本校⼀年級新⽣必須修習「基本勞作教育」（1學年、0學分、必修）。 三、報考本校設計或時尚相關各系(視覺傳達設計
系、數位媒體設計系、流⾏設計系、創意產品設計系、服飾設計系)，須具備辨別顏⾊能⼒。
系所分則

4173 嶺東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育具企劃⼒、執⾏⼒、領導⼒，集三⼒於⼀體的優質管理⼈才。
4176 嶺東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培育企業所需具備創新與務實觀念之專業⾏銷與流通管理⼈才。
4175 嶺東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因應企業發展趨勢，培養優秀之國際企業⼈才。
4174 嶺東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因應觀光與休閒產業發展之需求，培育具餐旅經營管理、旅⾏業經營管理、休閒遊憩管理之專業⼈才。
4177 嶺東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配合企業需要，培育具優質外語能⼒之專業⼈才。
4178 嶺東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為因應國際⾦融市場愈趨整合的發展趨勢，本系培育具財務⾦融的專業與實務知能、團隊合作溝通、職場倫理素養、⾦融科技能
⼒及國際觀的⾦融專業⼈才。
4182 嶺東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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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際發展與時代趨向、脈動及契合企業⼈才需求。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科技與美學藝術合⼀之「創意設計加值」與「品牌
整合設計」之創新與整合型專業⼈才。須具備辨別顏⾊能⼒。。
4183 嶺東科技⼤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Content Design
本系發展⽬標配合國家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結合動畫、影視、遊戲設計之理論與實務，培養學⽣具備多元設計與創意企劃能⼒，
成為跨領域設計與整合應⽤之專業⼈才。須具備辨別顏⾊能⼒。
4185 嶺東科技⼤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整合『⼈⽂』、『科技』、『創意』、『銷售』，培育具備設計專業知識、⼯業製造能⼒、設計展⽰能⼒、⽂創整合創新能⼒並
具有國際觀之⽂創商品設計與通⽤產品設計之創意產品設計⼈才。」須具備辨別顏⾊能⼒。
4184 嶺東科技⼤學 流⾏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Stylist Design
配合全球流⾏產業發展和美學經濟，整合彩妝、美容、美髮、服裝等領域，培育整體造形和婚紗造形設計之⼈才。須具備辨別顏
⾊能⼒。
1791 嶺東科技⼤學 服飾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 Accessories Design
服飾設計系於⺠國⼀百零五年成⽴，是全國技職院校⾸創以服飾設計開發作為培訓⽬標的科系。本系以「功能性服飾創意設計」
及「配包創意設計」為主軸，致⼒於培養對國際流⾏⽂化之觀察與審美能⼒,更具備執⾏與實踐能⼒的專業⼈才。教學⽅⾯以創意
設計和打版製作為中⼼，指導學⽣通過國家證照考試，⿎勵學⽣參與國際姐妹校海外研習互訪與交流體驗,並將產學合作納⼊課
程，使學⽣具備產品製作的專業能⼒。增強其專業和技術上的實務經驗，使其與服飾設計相關職場無縫接軌。須具備辨別顏⾊能
⼒。
1793 嶺東科技⼤學 時尚經營系 Dept. of Fashion Business & Merchandising
本系以「時尚品牌經營」及「⾏銷展演規劃」為主軸。以培養國際觀、創意化之時尚經營專業⼈才為⽬標。是國內技職體系唯⼀
結合時尚與經營之專⾨科系。須具備辨別顏⾊能⼒。
4180 嶺東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數位⽣活設計組 Program of Digital Life Desig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資訊與管理兼具、技術與⼈⽂兼備之全⼈化⼈才。主要授課內容包括網路創業、數位休閒、以及資訊科技基礎應⽤
等，以培育專於整合數位科技於⽣活創新應⽤的數位⽣活達⼈。

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3
聯絡電話 886-4-22391647
傳真 886-4-22391697
地址 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
網址 http://www.ctust.edu.tw
承辦單位 招⽣及國際合作中⼼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 ● 宿舍床位：本校居安樓宿舍以四技及⼆技新⽣為主，本校房型有5⼈套房、6⼈及8⼈雅房，並設有身⼼
障礙寢室，為協助⼤⼀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避免因對學校周遭不熟悉致校外租屋不便，將保留床位予⽇間學制⼤學部
⼀年級新⽣，但須依規定時間内⾄教學務系統之學⽣宿舍管理系統中提出各項申請，如⼤⼀新⽣申請⼈數超過保留之床位
數，將以抽籤籤號之排序依序核准住宿資格。舊⽣住宿資格每學年以抽籤決定。公共設施 ● 公共設施：⼀樓會客⼤廳、
⼆樓多功能廳視聽休閒區、三樓會議討論區、四樓視聽休閒區、五樓閱讀區、五樓閱讀室，投幣式洗⾐機及烘⾐機、脫⽔
機、飲⽔機、電鍋、微波爐。 ● 寢室設備：床、⾐櫃、書桌、冷氣、宿舍網路(需⾃備網路線)。相關寢具⽤品請⾃⾏購
買。
1.本校男⼥兼收，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說、讀、寫之能⼒。2.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3.本校設
有海外僑⽣社包含新⽣座談會、社團活動、獎助學⾦、居留證及出⼊境輔導、保險等相關僑⽣輔導機制，請參閱本校學務
處網站http://stuaff.w4.ctust.edu.tw/files/11-1005-1863.php?Lang=zh-tw。4.依本校規定，四技⽇間部畢業時需通
過英⽂畢業⾨檻、資訊及專業能⼒畢業⾨檻，詳情請參閱各系課程規劃標準。5.相關本校教學資源、學系概況等事宜請參
閱本校網站 http://www.ctust.edu.tw。 6.校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電話：886-4-22395079 教務處招
⽣及國際合作中⼼。
系所分則

4199 中臺科技⼤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 ⾃2020年⽴法院通過國家公共衛⽣師證照，本系畢業⽣為少數可直接報考之科技⼤學系所。培育⽬標在「公共衛⽣」、「醫
院經營管理」與「健康照顧」專業⼈才，並積極與醫療院所產學合作和培訓就業計畫，學⽣畢業即就業建⽴實務界⻑期合作夥伴
關係。近年獲科技部及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交流美國、⽇本、新加坡及新南向國家，擴展學⽣國際視野與移動能⼒。
(⼆) 畢業後可到醫院、診所、⻑照機構、衛⽣福利部所屬各單位及健康產業擔任公共衛⽣防疫⼈員、醫療保健⼈員、醫事管理⼈
員、⾏政⼈員及專業健康照顧⼈員等。
4194 中臺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本系旨在培育現代化企業所需之資訊技術與商管知識。（⼆）系務重點發展特⾊為「健康科技」與「電⼦商務」⼆⼤領域。
4198 中臺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本系課程規劃旨在培育健康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之英語專業⼈才，歡迎有興趣者提出申請。
4195 中臺科技⼤學 ⾏銷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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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歡迎對⾏銷專業及管理知識領域有興趣的學⽣就讀。(⼀)本系課程除⾏銷與管理之專業學分外，尚包括零售產業⾏銷、休閒
產業⾏銷及健康產業⾏銷等三⼤模組課程供學⽣選修。(⼆)畢業後投⼊就業，可從事三⼤模組產業之⾏銷相關⼯作，如企劃⼈
員、實踐創業家、及醫療事業⾏銷⼈員等。
4196 中臺科技⼤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對市場全球化的企業經營與管理有興趣者。
（⼆）本系適合各種背景學科系學⽣就讀。
4197 中臺科技⼤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Dept. of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本系無限制條件，歡迎有志從事幼兒教學及兒童⽂教事業教育青年加⼊。

中國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98
聯絡電話 886-3-6991111
傳真 886-3-6991110
地址 台北校區：11695台北市⽂⼭區興隆路三段56號；新⽵校區：30301 新⽵縣湖口鄉中⼭路三段530號
網址 http://www.cute.edu.tw
承辦單位 新⽵校區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cnt1.cute.edu.tw/intel/page05_3.html
宿舍 台北校區提供校內⼥⽣宿舍；新⽵校區提供校內男⼥宿舍，詳情請洽本校。
◎辦學績效： ★2018-2020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7,260，7,210、7,360萬元。 ★2006〜2017年連續12年榮獲
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額逾4億元。 ★2020獲1111⼈⼒銀⾏調查「企業最愛⼤學」全國技專校院第8名。
◎產學鏈結：專業理論與產業實務結合的教學模式，透過產學合作的建⽴，培育實務與理論兼具之菁 英⼈才。構建「證
照路徑圖」結合專業課程教學，培育學⽣專業證照能⼒。 ◎競賽獲獎：輔導學⽣參與國內外競賽，平均每年獲獎600⼈次
★「2020 Taiwan Top Star視覺設計獎」榮獲3座新⼈獎、1座評審特別獎。 ★「教育部2020全國學⽣圖畫書創作獎」榮
獲⼤專組優勝⾸獎。 ★「2020韓國設計⼤學K-DESIGN AWARD」榮獲視覺傳達設計類WINNER獎。 ★「2020第六屆
探索台灣120h永續好⾏競賽」榮獲全國第1名。 ★「2020年德國紅點設計獎」榮獲16個獎項，全國第1。 ★「2020⾦點
備註
新秀設計獎」共有66項作品⼊圍，⼊圍總數名列全國第⼆。社會設計類獲「2020全國⾦點新秀設計獎」肯定。 ★「2020
新⼀代設計產學合作專案」榮獲⾦獎。 ◎特⾊學程：配合產業脈動，開設「綠建築」、「結構物安全與防災」、「⽂化
創意設計」、「⾦控營運管理」、「資產管理」、「微型創業」、「全球運籌管理」、「IoT 科技應⽤」、「資訊安全」
等特⾊學程，培育學⽣第⼆專⻑。 ◎雙聯學位：與美國州⽴⼤學(MSU)合辦跨國雙聯「3+1」學⼠學位學程，⼤學部學⽣
於本校就讀前三年、⼤四赴MSU就讀⼀年，可取得兩校學⼠學位。 ◎獎助學⾦(兩校區) ：就讀新⽵校區或未於新⽵校區
設置系所之台北校區僑新⽣⼊學第⼀年，學雜費收取依國⽴科技⼤學為標準。在校僑、港、澳⽣則以前⼀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或班級名次作為申請標準。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140 中國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企業管理系成⽴於⺠國54年，⽬前在新⽵校區設有碩⼠班，在台北校區設有⽇間部四技與碩⼠在職專班。本系特⾊在於聚焦專業
理論與實務操作的結合，透過個案教學、業師協同教學、標竿企業參訪等活動，將企業管理理論作有效的結合。本系也重視精實
服務管理課程，致⼒於服務作業流程的創新與改善，同時推動創新創業、智慧營運課程。
企管系有來⾃越南、⾺來西亞以及港、澳等國際學⽣，國際教學經驗豐富，⾄企管系就讀，將可獲得良好的學習機會以及充分的
⽣涯發展。
4133 中國科技⼤學 國際商務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秉持「專業、務實、傳承、品格」的理念教育學⽣，透過「專業課程→輔導訓練→證照.競賽→實習」，加值學⽣的未來。培育具
溝通能⼒之商品貿易與推廣⼈才。
教學特⾊：國際貿易、會議展覽、跨境電商、智慧零售、物流運輸、外語(英⽇語)課程。
能⼒培養：
1. 國際貿易：國際貿易、海空運通關、航空貨運承攬、國際物流
2.商務營運：會議展覽、⾏銷企劃、電⼦商務、商業數據分析、智慧商業
3.語⾔能⼒：英語/⽇語
4135 中國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財務⾦融系成⽴於2001年，本系⾃成⽴以來，致⼒於培育運⽤⾦融科技的財⾦專業⼈才。本系課程分為⼆個課程模組：「財富管
理模組」和「⾦融機構實務模組」。⼆個模組皆透過循序漸進之課程安排，著重基礎學科之能⼒養成，強調實務能⼒之訓練，並
透過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合作，引進業界最新的觀念與技術。學⽣畢業後可取得財務⾦融學⼠學位，從事財富管理與與⾦融機
構實務等相關的⼯作。
4141 中國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銷與流通管理系成⽴於2002年，本系⾃成⽴以來，致⼒於為企業培育具跨境及虛實整合能⼒之⾏銷與流通專業⼈才。本系課程
分為三個課程模組：「數位⾏銷與企劃模組」、「電商與流通管理模組」及「物流與運籌模組」。三個模組皆透過循序漸進之課
程安排，著重基礎學科之能⼒養成，強調實務能⼒之訓練，並透過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合作，引進業界最新的觀念與技術。學
⽣畢業後可取得⾏銷與流通管理學⼠學位，從事⾏銷、流通和物流業的⼯作，或是現階段最熱⾨的電⼦商務、⾏銷企劃或廣告⽂
宣等相關的⼯作。
4142 中國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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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育具國際觀與實務能⼒之語⾔溝通⼈才』為教育⽬標。課程規劃著重提升學⽣專業能⼒、實務性技能、及積極⼯作態
度與團隊合作精神之培養，期達成『實⽤語⾔、學以致⽤』之學習⽬標。本系課程規劃除訓練學⽣具備聽、說、讀、寫等語⽂能
⼒外，並強化學⽣電腦及網路資訊應⽤技巧，本系課程分為商務旅運溝通及語⾔教學兩⼤⽅向。培養學⽣成為兼具商旅知識及資
訊背景的溝通⼈才、或可從事語⾔教學⼯作。適合⼯作包括: 企業秘書、公關、外賓接待員、翻譯、英(華)語導遊領隊、會展從業
⼈員、外貿公司業務⼈員、餐旅櫃台服務⼈員，(兒童)美語教師、補教業⾏政⼈員等。教學環境與注重學⽣⾮課程之語⾔學習環
境。運⽤多媒體語⾔教室設備，提供學⽣多重學習資源，使學習更加⽣動與活⽤。輔導學⽣考取各類證照、參加 校內外各類型語
⾔能⼒競賽，⾄今成果斐然。本系教師英語教學經驗豐富，具英語教學、語⾔學、語⾔發展、語⾔學習、英美⽂學、媒體輔助語
⾔教學、法律英⽂及商業英⽂等理論與實務之專⻑，教師或具業界⼯作資歷、或取得相關證照及參加相關專業研習、或爭取產學
合作之歷練。另有英語為⺟語之教師。有關本系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網⾴http://cmgr.cute.edu.tw/deng/
⼀、部分課程為全英語教學，部分課程使⽤英語及華語雙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餘依⼀般限制。
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助學⾦及⽣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http://www.cute.edu.tw)。
4850 中國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發展定位：觀光與休閒產業中階管理與專業技術⼈才培育。
⼆、教學特⾊：餐飲服務與旅宿經營管理、休閒活動與遊憩資源管理。
三、能⼒培養：餐飲旅宿→餐飲管理、旅館管理。休閒旅遊→旅遊管理、休閒遊憩管理。
四、就業職稱：餐飲旅宿→餐飲領班/經理⼈員、飯店/旅館經理⼈員、⾷品衛⽣管理師。休閒旅遊→導遊、領隊、會議中⼼經理
⼈員、遊憩專業經理⼈員。
五、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助學⾦及⽣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http://www.cute.edu.tw)。
4136 中國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管理系成⽴於1984年，致⼒於培育具有創意思考及跨領域能⼒的資訊管理專業⼈才。本系課程分為三個模組：「系統與網路
管理」、「網站資訊系統開發」及「⼤數據分析與線上⾏銷」。本系教師傳授學⽣專業的資訊技術，強調學⽣正向、健康的態
度，教導學⽣簡報與⾃學能⼒，讓學⽣畢業後有充分的能⼒與信⼼進⼊職場。本系與知名的企業合作，例如中⼭科學研究院、研
揚科技、精誠資訊等，提供有薪酬的實習機會給學⽣。表現好的學⽣多數能在畢業後轉為正職。本系也通過IEET(IEET為華盛
頓、⾸爾、以及NABEEA等協議的會員)的認證，證明本系的教學品質受到國際認可，所發的⽂憑也被美國、加拿⼤、⽇本、⾺
來西亞等國家承認。
4143 中國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新⽵分部)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銷與流通管理系成⽴於2002年，本系⾃成⽴以來，致⼒於為企業培育具跨境及虛實整合能⼒之⾏銷與流通專業⼈才。本系課程
分為三個課程模組：「數位⾏銷與企劃模組」、「電商與流通管理模組」及「物流與運籌模組」。三個模組皆透過循序漸進之課
程安排，著重基礎學科之能⼒養成，強調實務能⼒之訓練，並透過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合作，引進業界最新的觀念與技術。學
⽣畢業後可取得⾏銷與流通管理學⼠學位，從事⾏銷、流通和物流業的⼯作，或是現階段最熱⾨的電⼦商務、⾏銷企劃或廣告⽂
宣等相關的⼯作。
4138 中國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新⽵分部)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發展定位：觀光與休閒產業中階管理與專業技術⼈才培育。
⼆、教學特⾊：餐飲服務與旅宿經營管理、休閒活動與遊憩資源管理。
三、能⼒培養：餐飲旅宿→餐飲管理、旅館管理。休閒旅遊→旅遊管理、休閒遊憩管理。
四、就業職稱：餐飲旅宿→餐飲領班/經理⼈員、飯店/旅館經理⼈員、⾷品衛⽣管理師。休閒旅遊→導遊、領隊、會議中⼼經理
⼈員、遊憩專業經理⼈員。
五、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助學⾦及⽣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http://www.cute.edu.tw)。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5
聯絡電話 886-3-2118999 轉5533
傳真 886-3-2118305
地址 33303桃園市⿔⼭區⽂化⼀路261號
網址 http://www.cg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提供宿舍
⻑庚科技⼤學「辦學最優 評鑑⼀等 全國第⼀」 設有6系(護理系、⾼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呼吸照護系、幼兒保育
系、化妝品應⽤系、保健營養系)及3研究所(⾼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護理研究所碩⼠在職專
班)。 【學費合理，獎助學⾦資源多】 •學院部各系每學期學雜費約新臺幣46,000元。 •與⻑庚醫院等醫療單位合作，
每年提供數百名「免學費及雜費」之公費⽣名額，與職場無縫接軌。 •⿎勵學⽣專⼼向學，提供豐富校內⼯讀助學⾦、
⽣活助學⾦及獎助學⾦申請。 【全體住宿，⽣活環境優質】 •提供優質住宿環境，四⼈⼀室全套衛浴、無線上網等設
備，住宿費每學期約新臺幣8,100元。 •鄰近⻑庚醫療院區，校醫駐校⾨診服務，便利師⽣就醫。 【交通便捷，⾷⾐住⾏
樣樣全 】 •校園周邊⽣活資源豐富，鄰近臺北都會區，⾞程約30分鐘。 •鄰近桃園國際機場，⾞程約30分鐘，便利學⽣
返鄉。 【務實教學，學⽣職場競爭⼒強】 •全校學⽣100%⾄企業實習，與台塑關係企業、⻑庚醫療體系等240個產業單
位合作。 •建置「臨床技能中⼼」(Clinical Competence Center)、全臺灣唯⼀3D數位解剖教室，增進學⽣務實致⽤能
⼒。 •簽訂國外姐妹校(系)共35所，接軌國際。
系所分則

1822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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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建構學⽣優質教保知能，更提供以下發展特⾊，增進畢業學⽣競爭⼒:(1)提供托嬰服務、兒童產業兩⼤學程選修課程，增
進學⽣就業專⻑。(2)辦理實驗幼兒園，提供學⽣優質實習、就業機構。(3)本系承辦各市政府托育評鑑、訪視輔導、在職⼈員訓
練計劃，強化產學合作，並整合於教學，提升學⽣實務能⼒。(4)海外幼保實習，增廣學⽣視野。(5)舉辦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強
化學⽣實務實作能⼒。
2.具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3.本系設⽴於林口本部。
4874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化妝品應⽤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1. 本系以提升健康美容產業⼈才素質，強調專業知識與技能並重，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的特⾊，培育醫學美容保健和⼈體形象
設計之實務⼈才為⽬標。
2. 本系以⽪膚照護、美容保健為發展主軸，結合化妝品科技、⽪膚科學、美學藝術、企劃⾏銷等知能，使學⽣受到全⽅位化妝品
美容教育。
3. 本系發展特⾊如下。
(1)美膚、彩妝技術實務課程採分組教學。
(2)學⽣實習列為必修課程，強化實務教學。
(3)輔導學⽣取得美容化妝品相關證照，提昇競爭⼒。
(4)發展具社會服務內涵特⾊課程─遮瑕修容實務。
(5)每年辦理海外⾒習拓展國際視野。
4.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5.本系設⽴於林口本部。

崑⼭科技⼤學 Kun Sh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88
聯絡電話 886-6-2727175 #221
傳真 886-6-2050152
地址 710303台南市永康區崑⼤路195號
網址 http://www.k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eb.ksu.edu.tw/DAIO000/page/41421
宿舍 僑⽣新⽣優先保留宿舍
⼀、崑⼭科技⼤學定位為「親產學之科技⼤學」，現有⼯程、商業管理、創意媒體、⺠⽣應⽤及國際等5個學院，培育⼗
萬多名優質產業界⼈才，投⼊各領域⾏業皆有優秀表現。由於臨近臺南科學園區、路⽵科學園區、⾼雄軟體園區等科技發
展重鎮，在地緣環境的利基下，依據其產業特性，發展「綠⾊科技」、「⽂化創意」、「智慧⽣活」和「精密機械」四⼤
特⾊教學與應⽤研究，並與超過1200 家廠商建⽴產⽣夥伴關係，提供學⽣多元學習與實習機會。⼆、由於辦學績優，崑
⼭榮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補助，每位學⽣平均受益經費為全國私⽴科⼤第⼀，更是臺南唯⼀獲得國際競爭⼒Global
Taiwan研究中⼼的技職校院，並連續⼗⼆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連續六年「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通過數量技職第
備註
⼀、「技職⾵雲榜總積分商業及管理類」私⽴科⼤第⼀，根據Cheers 雜誌調查，崑⼭更是企業最愛私⽴技職Top 3。學
校除了強化產學實務計畫、規劃企業實習課程，也持續投⼊硬體設備的更新，提供更優質的教學環境，達到與產業無縫接
軌的⽬標，並致⼒打造數位化校園，在2015 年世界網路⼤學排名，機構典藏科技⼤學更是全國技職第⼀。三、現有男⼥
⽣宿舍共四棟現代化建築，提供2013床位，皆為冷氣房，宿舍⼤樓公共設施完善，隨時連接網路，僑⽣新⽣優先保留宿
舍。四、居⼤臺南中⼼位置，毗鄰⾼速公路⼤灣、臺南交流道、臺南及永康⽕⾞站、⾼鐵站，市公⾞可直達，交通便利，
⽣活機能完備。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032 崑⼭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期以來推動多項產業實務導向之教學制度。 透過課程輔導學⽣考取就業相關證照，引進產業講師授課，辦理產業參訪，及
四年級半年及⼀年的企業實習機制，學⽣參與教師之產學合作計畫及參加國內外⼤型商業競賽。 以系統化制度輔導學⽣畢業即就
業的產學合⼀⽬標。
系所課程規劃除基礎能⼒及⼀般管理、更有學程專精課程。 並以實務專題參與校外競賽、就業導向特⾊專業證照、企業實務講
座、學年學期實習或海外實習等課程活動，統整理論與實務之應⽤。 ⼤學部以⾏銷企劃與零售模組、作業與運籌模組為本系⼆⼤
發展⽅向。 研究所則以經營管理、⾏銷策略為研發重點。
4034 崑⼭科技⼤學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Dept.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本系之教學⽬標在培養不動產業及政府都市與⼟地相關部⾨之專業⼈才。本系以規劃開發及經營管理⼆群多元選修學程培養學⽣
專業競爭能⼒與宏觀視野。另外也輔導學⽣取得不動產估價師、地政⼠、不動產經紀⼈、公寓⼤廈管理服務⼈員、不動產營業員
等五種國家級專⾨職業證照，和培育具備政府部⾨公務⼈員考試之專業能⼒。
4040 崑⼭科技⼤學 ⾦融管理系 Dep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本系以「培養具備社會責任之優質財務⾦融服務⼈才」為發展⽅向，設定以下四個教育⽬標：1.培養實務導向之⾦融⾏銷服務能
⼒，2. 深化專業倫理素養，3.加強國際觀與基本外語能⼒，4.提升專業證照品質。
4043 崑⼭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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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兩⼤學程的發展特⾊如下：1.電⼦商務：以訓練學⽣具備網路⾏銷企劃與電⼦商務平台實作能⼒，並以能實際創業與經營網
路商店為主要⽬標，即培養學⽣成為具備網路⾏銷⼒的電⼦商務⼈才。2.多媒體應⽤：以訓練學⽣具備網⾴前端美⼯(view)，後
端程式控制邏輯(control)與資料庫實務等專業技能(model)為主要⽬標，即培養學⽣成為具備多媒體網⾴系統開發能⼒的專業⼈
才。
4041 崑⼭科技⼤學 樂齡⽣活產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B. A. Degree Program in Senior Living Industry Management
隨著銀光經濟的來臨，協助在地樂齡產業發展，解決服務⼈⼒缺口，本學程的教育⽬標：「為在地樂齡產業培養具備市場⾏銷專
業知識、商業管理基礎能⼒，及⽣活服務技術能⼒的專業⼈才」，課程規劃則以樂齡產業研究與組織經營管理為核⼼，整合理財
規劃、市場⾏銷、科技應⽤、⼈⽂創意、⽣活服務等領域，培訓學⽣成為樂齡產業所需的專業技術⼈才。
4036 崑⼭科技⼤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Dep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本系的核⼼教育為IMC整合⾏銷傳播為主，以公關以及廣告為主要之⾏銷傳播⼯具。本系的特⾊為策略企劃為體，公關活動、廣
告拍攝為⽤。歡迎所有對於⾏銷有興趣的學⽣們，⼀同加⼊「玩創意」的⾏列。
4035 崑⼭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提供⼀個具有宏觀的視野、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完善設備、師資專精的設計環境。秉持因應時代流的趨勢，講求的是提昇科技化
的設計能⼒，強調視覺美感的薰陶，著重個⼈創造⼒的啟發、培養具有整合性的設計與規劃之專業設計能⼒。
4038 崑⼭科技⼤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Dept. of Motion Pictures and Video
師資特⾊：本系在影⾳專業師資上，特別聘任榮獲國家⽂藝獎、⾦⾺獎、⾦鐘獎與國際威尼斯影展等在電影剪輯、⾳效與攝影之
得主任教；師資之學養分別來⾃美國、德國、法國、香港等之實務與專業⼈⼠，學習環境多元，深具國際化視野。 儀器設備：本
系擁有與影視業界同等級之攝製、後製等相關設備，並設有成⾳之錄⾳室、電視攝影棚等專業訓練空間，俾使學⽣畢業後直接為
業界所⽤。 課程設計：本系課程⾸務在訓練學⽣影⾳媒體實務製作之能⼒，其次以創意美學與⼈⽂社會等相關課程奠定學⽣學科
基礎素養，此後更輔以業界實習為學⽣打造就業能⼒與產業關係。
4037 崑⼭科技⼤學 空間設計系 Dept. of Spatial Design
1.培育空間創意設計專業⼈才，2.成為「臺灣展演環境設計與科技⼯藝應⽤的領航者」，3.開創─跨領域研發導向：以數位技術
與空間研究培養跨領域專業，4.傳承─實務教學導向：教師專業與涵養，藉由任課將經驗傳承，提升與傳承南部技職設計⽂化教
育⽔準，5.應⽤─產業資源導向：以產學實務合作，連結地⽅資源發展。
4044 崑⼭科技⼤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Sport Management
本系教育⽬標旨在結合1.運動管理、2.休閒產業經營管理、3.健康休閒運動指導等三⼤專業技領域課程，並結合多元服務與強調
服務核⼼價值，落實專業證照制度與校內外實習推展，培養出理論與實務兼備並符合就業市場需求⼈才如下：1.培育運動休閒產
業服務與企劃之專業⼈才，2.培育健康促進管理產業服務之專業⼈才，3.培育健康休閒運動指導之專業⼈才，4.培育運動休閒與
健康管理基礎學術研究⼈才。
4618 崑⼭科技⼤學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and Culinary Arts
本系教育⽬標：1.培養具備餐飲⽂化素養之實務⼈才，2.兼具管理經營、餐飲設計能⼒的⾏銷企劃⼈才，3.培養⼈⽂素養與實務
技能並重之優質餐飲管理⼈才。師⽣參與國內外競賽屢獲佳績，更獲得FDA優良廚師、國際廚藝競賽、世界廚王賽等多項國際競
賽⾦牌、銀牌、銅牌等獎項。
4120 崑⼭科技⼤學 旅遊⽂化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Culture
本系發展特⾊：
1.塑造世界性、全球性觀光品牌
2.創造觀光⾏銷附加價值
3.培育敬業、專業、具國際視野的導遊領隊與旅館管理⼈才
本系教育⽬標：
1.培育導遊領隊實務⼈員
2.培育旅遊事業經營⼈員
3.培育旅館管理實務⼈員等旅遊⽂化產業⼈才
4122 崑⼭科技⼤學 時尚展演事業學⼠學位學程 B. A. Degree Program in Fashion and Performance
本系學程特⾊規劃三構⾯聚焦於：1.⽂化創意展演產業、2.提供品牌設計、3.個⼈形象塑造訓練。教學⽬標為培育時尚媒體產業
⼈才，課程主要訓練分為四個⽅向：1.時尚伸展台與舞台訓練、2.表演與演藝經紀訓練、3.時尚流⾏造型訓練、4.時尚⾏銷與品牌
訓練。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3
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傳真 886-4-26314074
地址 43302台中市台灣⼤道6段1018號
網址 http://www.hk.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sc.hk.edu.tw/page2/super_pages.php?ID=page202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 ⼆、本校⽬前設有⼤學部19系、8研究所，學⽣⼈數近13,000⼈，⾼教深耕教育部補助1億1263萬，連續
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補助，並且獲得典範科技⼤學補助。 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 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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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4091 弘光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1.具中⽂聽、說、讀、寫能⼒。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
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4092 弘光科技⼤學 化妝品應⽤系 Dept. of Applied Cosmetology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 具辨⾊⼒、有良好體能及移動能⼒。
4093 弘光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Culinary Arts and Hotel Management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本系為培育專業餐旅⼈才，於第⼀線服務需具相當之嗅覺、味覺功能與口語表達
及具相當之抗壓能⼒。
4094 弘光科技⼤學 ⽼⼈福利與⻑期照顧事業系 Senior Citizen Welfare and Long-term Care Business
"本系主要課程以⽼⼈社⼯和⻑期照顧事業⾏政為主軸，規劃有⽼⼈照顧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服務、⽼⼈社會⼯作、⻑照事
業(機構)⾏政管理、專題製作與實地實習等，注重團隊合作、直接服務操作能⼒培養，適合有相當口語表達能⼒、能與他⼈協作
互動且能控管⾃身情緒者。
隨著⾼齡化社會的來臨和家庭型態的改變，未來需要⼤量⽼⼈相關專業⼈才服務我們的⻑輩，例如：⽼⼈社會⼯作⼈員、⽼⼈相
關機構⾏政⼈員、⽼⼈活動企劃⼈員以及居家服務督導⼈員等等。
⽼⼈福利與事業系的設⽴依循本校「以⼈為本，關懷⽣命」的創校理念，積極培育優質⽼⼈福利與照顧管理等專業⼈才，快速因
應⾼齡化社會與⽼⼈服務市場的發展趨勢與需求。"
4095 弘光科技⼤學 ⽂化創意產業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本系必修課程包含:⽂化設計與專題製作，需要從事⽥野調查，需具有相當之圖像記錄、移動⼒及溝通能⼒，以進⾏環境採集、
社區參與和現場實作。此外，課程重點包含培訓社區設計專才，需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
3.為使學⽣具備設計理念兼顧理論與實務，以培養學⽣就業能⼒，課程規劃分別為：「⽂化實踐創新」、「⽣活應⽤設計」以及
「品牌經營管理」。
4.為增加學⽣⽂創相關產業的學習及實務⼯作經驗，並增加職場的適應與競爭⼒，因此在三年級升四年級的暑假，規劃學⽣⾄⽂
創產業相關機構實習。
4097 弘光科技⼤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Dept. of Hair Styling and Design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2、本系為培育專業美髮⼈才，於第⼀線服務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
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4042 弘光科技⼤學 多媒體遊戲發展與應⽤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培育多元化資訊技術與科學管理整合應⽤，並符合產業所需之⼈才。2.培育具⼈⽂素養、團隊合作、資訊倫理與社會責任之⼈
才。3.培育具創新思維、國際觀、終身學習與資訊實務之⼈才。
4788 弘光科技⼤學 運動休閒系 Dept. of Sports and Leisure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以培育多元運動健身產業與休閒旅遊產業⼈才為主。
4849 弘光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綠⾊科技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reen
Technology
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技與再⽣能源技術，培育學⽣具
備良好專業技術與就業競爭⼒。 2.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專⻑涵蓋環境⼯程、⼯安衛、電機、機械、化學⼯程等領域，皆具有
良好的專業能⼒與實務經驗。 3.本系專業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與各項⾼級精密儀器設備豐富充⾜，充分提供學⽣實際操作與研
究等⽤途。 4.本系積極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專題研究⾵氣佳且表現良好，有效提升學⽣實作能⼒。 5.畢業學位國際認證，本
所獲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學位受Washington Accord 其他12個會員國認可。 選系限制: 1.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親⾃操作儀器，部分實習需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並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且須
有良好移動能⼒。
4934 弘光科技⼤學 國際溝通英語系 Dept. of English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1.具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略具中⽂基本聽說能⼒者宜。
1774 弘光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環境⼯程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技與再⽣能源技術，培育學⽣具
備良好專業技術與就業競爭⼒。
2.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專⻑涵蓋環境⼯程、⼯安衛、電機、機械、化學⼯程等領域，皆具有良好的專業能⼒與實務經驗。
3.本系專業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與各項⾼級精密儀器設備豐富充⾜，充分提供學⽣實際操作與研究等⽤途。
4.本系積極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專題研究⾵氣佳且表現良好，有效提升學⽣實作能⼒。
5.畢業學位國際認證，本所獲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學位受Washington Accord 其他12個會員國認可。
選系限制: 1.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親⾃操作儀器，部分實習需透過⾊彩判
定實驗結果並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且須有良好移動能⼒。
1780 弘光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職業安全衛⽣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 第 624 ⾴ -

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1.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專業
⼈⼒需求，本系主要教學研究⽅向為提升環境保護與發展綠⾊科技與再⽣能源技術，培育學⽣具備良好專業技術與就業競爭⼒。
2.本系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專⻑涵蓋環境⼯程、⼯安衛、電機、機械、化學⼯程等領域，皆具有良好的專業能⼒與實務經驗。
3.本系專業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與各項⾼級精密儀器設備豐富充⾜，充分提供學⽣實際操作與研究等⽤途。
4.本系積極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專題研究⾵氣佳且表現良好，有效提升學⽣實作能⼒。
5.畢業學位國際認證，本所獲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學位受Washington Accord 其他12個會員國認可。
選系限制: 1.具基本中⽂聽、說、讀、寫能⼒。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親⾃操作儀器，部分實習需透過⾊彩判
定實驗結果並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且須有良好移動能⼒。

正修科技⼤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4
聯絡電話 886-7-7358800
傳真 886-7-7358895
地址 83347⾼雄市⿃松區澄清路840號
網址 http://www.cs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現有三個學院，分別為⼯學院、管理學院、⽣活創意學院，提供學⼠班、碩⼠班、博⼠班等不同學制。
系所分則

4102 正修科技⼤學 觀光遊憩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 Recreation
配合觀光休閒旅遊趨勢及國家重⼤觀光政策，本系發展特⾊注重產業導向之實作教學，以培育觀光管理及旅館管理之中、⾼階管
理⼈才為主軸。課程內涵重視第⼆外語學習及跨領域模組課程多元學習；教學內容強調實務、實習課程( 國內、海外) 為導向；注
重創新專題實作及邏輯思辨能⼒；⿎勵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積極爭取國內產學合作案、辦理就業學程職場體驗及校外異地
學習、設⽴專業證照測驗中⼼，加強輔導職場就業能⼒與觀光餐旅產業延攬⼈才之缺口連結，強調「做中學、學中做」精神，落
實學以致⽤，促使系專業核⼼能⼒予以證照化，提供專業設備之教學環境，提升職場就業⼒，使其成為觀光休閒產業所需之專業
⼈才。
1759 正修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本系開設兒童「托育教學組」及「家庭社⼯組」課程模組。「托育教學組」培養幼兒保育實務專才，符合具備擔任托育機構之教
保員及保⺟技能之完備訓練；「家庭社⼯組」培育學⽣具備以家庭為中⼼的服務能⼒，運⽤社會⼯作專業與社會資源，促進家庭
功能，強化家庭⽣活，協助個⼈及家庭解決家庭關係及社會適應問題。配合技職教育特⾊，強調務實致⽤，加強社區推廣教育服
務及托育⼈員職類技能檢定，促進與親⼦⽂教產官學界接軌實習實作，輔導協助學⽣適性就業職能發展。
4085 正修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本系因應國家經建發展政策及⽂創產業發展需求，以培育從事視覺傳達設計領域相關產業所需之實務專業⼈才為⽬標。⾃成
系以來，教學與實務並重，致⼒教授設計創意之基本技能，更著重學⽣對⽣活美感的洞悉能⼒。
本系課程發展以視覺傳達設計為主要學習⽅針，並提供「創意商品設計」與「造形⼯藝研發」領域的發展鍊結。課程規劃側
重基礎的知識學能訓練，⼒道於徒⼿繪畫表現技法、專業創作⼯坊實務操作與進階數位繪圖應⽤，再結合⾏銷企劃之概念，使設
計創意轉化為具備產能之優質商品；此外，國內外知名專家講座研習與寒暑假的職場體驗也是學習的理之當然，藉此培育學⽣佳
良的創造信念，讓學⽣們習有所專。
4887 正修科技⼤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and Fashion Styling
因應國家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趨勢需求，採「化妝品科技」與「時尚彩妝造型」分組教學，秉持⼈本關懷美德，教育學⽣具備⼈
才與科技宏觀視野胸懷，培育學⽣具有化妝品基礎知能與彩妝造型美學之涵養應⽤，使學⽣擁有：1、化妝品研發調製與分析技
術能⼒；2、彩妝整體造型設計與美容服務能⼒。
4105 正修科技⼤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
本系之設⽴，係為配合國家的政策需要與產業的發展需求，而以培育既有運動、健康與休閒的整體概念，⼜有各⾃專擅領域專業
知能的優秀⼈才為⽬標。 ☆完善的建教實習計畫，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 ☆充沛的社區合作資源，連結產官與學術結合。 ☆卓
越的學術師資陣容，強調學科與術科並重。 ☆完整的課程教學規劃，追求技能與品格並進。
4100 正修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本系係配合國家數位內容發展重點、地⽅⽂化加值產業及⾼雄軟體園區發展數位內容產業所需，以「互動媒體設計」與「影⾳動
畫設計」為核⼼，並輔以創業經營管理實務，提升動漫遊戲設計領域專業技能，激發更多⼈才對於遊戲設計及動漫畫設計技術之
投⼊與學習。課程規劃著重美術設計、創意互動、動畫設計、創意企劃等領域技能，加強整合地⽅⼈⽂內涵，且配合我國多元⽂
化特⾊，結合新世代媒體科技發展，培育兼具⼈⽂素養以及國際觀之跨領域之優質數位媒體設計⼈才。
1716 正修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本系以培養餐飲業專技與經營管理⼈才為⽬標，訓練具備廚藝實務與烘焙點⼼等基本專業技能，且兼具餐飲管理與微型創業等外
場管理能⼒及餐廳經營管理概念。 學術與技能卓越師資，強調學科與術科並重。 課程與實務專業教學，追求技能與創新成⻑。
建教與實習完善規畫，落實理論與就業連結。 產學與業界充沛能量，圓滿產官與學術結合。
4104 正修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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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育⽬標：培育具備⼈⽂素養、資訊運⽤知能兼具觀光或商務職能之外語⼈才。（⼀）堅實本位課程，強化縱向四年的聽、
說、讀、寫之外語基礎能⼒（⼆）教學技職導向，⿎勵學⽣取得證照並兼顧質與量（三）培育學⽣具備基礎理論與實務職能兼具
之外語（四）結合資訊與科技能⼒，增進跨系跨院相關學程多元學習（五）培育⼈⽂素養與認識多元⽂化的終身學習能⼒。本系
分為「商務英語組」及「觀光英語組」，⼊學後可選擇其⼀組別就讀。
4106 正修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重視證照：輔導學⽣考取國貿、⾏銷、電腦專業證照與英⽂多益測驗；重實務實習：積極推動校外實習，可使學⽣畢業後能
銜接就業市場；強調國際化：每年暑假辦理學⽣到國外學校進⾏國際交流，並聘請外籍教師授課；重視學⽣就業機會：強調職前
輔導訓練，辦理求職模擬⾯試與校友回校分享；軟硬體兼備：專業實習室結合通關運籌軟體，讓學⽣從操作中練習專業技能；教
學助理：專業科⽬的教學助理與補救教學輔導學⽣課後練習；業師授課：推動千⼈業師及業界導師，邀請校外專家授課分享實務
經驗；強調創意：將創意思考納⼊課程，培養學⽣具備多元解決事情的能⼒。
4107 正修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 推動就業學程、產業學院、雙軌旗艦班、產學攜⼿計畫班等多元企業合作，以強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2. 推動校外實習( 暑
期、學期、學年)、實務專題及企業個案教學，以訓練實務知識及整合能⼒。3. 強化學⽣對外競賽與證照取得能⼒，建⽴溝通表
達能⼒及專業技能，並擴⼤視野。4. 推動國際交流，以提升學⽣外語能⼒與跨國⽂化素養。5. 透過課程規劃、創業專題製作及每
年舉辦競賽活動，強化學⽣創意與創業管理能⼒。 ⽬標在於：1.培養企業界具實務能⼒之經營管理⼈才2.培養具備創意思考、創
業能⼒與國際化、資訊化之經營管理⼈才3.培養具備企業倫理與服務精神，以符合社會價值觀之經營管理⼈才。
4108 正修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分成資訊應⽤與管理應⽤⼆組，強調「做中學、學中做」之精神，分別以「數位化創新應⽤」和「電⼦化服務」為其發展特
⾊，並設有碩⼠班和碩專班，以「資訊管理」及「資訊技術」為發展特⾊，強調資訊科技與管理⽅法的整合應⽤。藉由實務專題
和校外實習教導資訊管理實務及培養實作能⼒。同時推動國際交流、就業學程、菁英班、定期職場參訪體驗、輔導學⽣取得專業
證照及規劃資管實務講座，以培養符合產業界所需之優秀⼈才。系上設有多個即測即評之資訊証照認證中⼼與輔導系上產學合
作、競賽及提供學⽣產業接軌機會的資訊創新服務中⼼，並取得多項國際競賽獎項和專利，特別是在專案( 企劃) 績效管理、⾏動
Apps、電⼦書及雲端( ⾏銷) 商務等Web 2.0 ⽅⾯的應⽤。
4109 正修科技⼤學 ⾦融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本系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融管理專業⼈才。為因應產業變遷，滿⾜業界⼈才需求，提升學⽣就業⼒，本系分為「⾦融⾏
銷組」與「財富管理組」，課程強調務實致⽤及證照輔導，以強化學⽣實作與就業能⼒。課程內涵結合財務、會計、⾏銷與專業
倫理等基礎課程及理財規劃、證券投資、⾦融⾏銷等專業訓練，以培養全⽅位⾦融商品⾏銷⼈才與財富管理規劃⼈才。本系發展
特⾊注重產業導向之實作教學，落實全⼈教育精神，強化學⽣兼具專業能⼒與⼈⽂素養，以利學⽣適性發展、就業接軌，及提升
就業⼒。

樹德科技⼤學 Shu-Te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獎學
⾦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9
聯絡電話 886-7-6158000
傳真 886-7-6158020
地址 82445⾼雄市燕巢區橫⼭路59號
網址 https://www.s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國際交流事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
https://www.oica.stu.edu.tw/%e6%a0%a1%e5%85%a7%e7%8d%8e%e5%8a%a9%e5%ad%b8%e9%87%91/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住宿費： 1. 六⼈房：每學期新台幣11,000元 2. 四⼈房：每學期新台幣16,000元
⼀、以上各系男⼥兼收，修業年限以4年為原則。 ⼆、僑⽣獎學⾦可申請最⾼⾦額上限為學雜費的50%。
系所分則

4045 樹德科技⼤學 ⾏銷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培養學⽣具備規劃、執⾏與控制之⾏銷管理知識與能⼒。
⼆、培養學⽣具有國際觀之國際⾏銷專業⼈才。
三、培養學⽣具創意思考之整合⾏銷企劃、⾏銷資訊與⾏銷傳播技能。
四、培養學⽣符合各種製造業、服務業暨餐旅觀光休閒產業需求之⾏銷專業⼈才。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4060 樹德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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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隨著國內產業的演變，服務業與流通產業逐漸增⻑(如圖1所⽰)，由於體認到產業發展的變遷，以及⾼職學⽣職涯發展的需求，為
確⽴本系的發展架構，進而審視有關本系發展的因素如下：
1. ⾯對多變的經營環境，以及顧客需求的多樣化，考驗組織的製商整合能⼒，以增加對於市場變化的靈敏度，降低供應鏈庫存⾵
險及成本，縮短供應時間。
2. 為因應全球化的趨勢，現代的企業必須具備完善的運籌系統，協調⽣產、儲運、配送、資訊及資源，以縮短作業時程，降低營
運成本，達成滿⾜顧客需求的⽬標。
3. 因電⼦商務、連鎖商店的蓬勃發展，對於運籌管理領域的專業⼈才需求⼤。
經過審視上述的因素後，基於本系原有的特性，兼顧產業對於⼈才的需求，以及學⽣專業能⼒的職場優勢，依據製商整合觀念架
構，以物流、商流相關領域的專⻑為重點發展，然為更配合模組課程及廠商企業，讓整體系主軸架構更為明確，相對應的模組課
程也更符合系上發展特⾊，因此擬定發展流通服務及商務經營等兩個跨功能領域專⻑。
流通服務：應⽤管理科學及資訊科技⽅法，對物流相關活動進⾏規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和監督，使各項物流活動獲得最
佳協調與配合，以提⾼物流效率和經濟效益。
商務經營：應⽤電⼦商務、網路⾏銷及資訊科技⽅法，對零售相關活動進⾏策略性規劃，從而落實網路商城管理，以提昇機構營
運效率。
發展使命與教育⽬標
根據製商整合發展架構，進而確⽴流通管理系的發展使命：培育製商整合所需的專業⼈才，⽀援跨功能的整合與介⾯管理，提升
供應鏈的營運績效。基於上述的發展使命，以及製商整合的營流通服務及商務經營兩個主要專業領域之職場優勢，延伸出流通管
理系的教育⽬標：發展流通服務及商務經營跨功能專業領域的職場優勢，並加強企業流程電腦化的實務能⼒。
重點發展特⾊
為迎合知識經濟時代產業對於⼈才的需求，本系秉持上述教育⽬標，並致⼒於實現數項重點發展特⾊，包括：「電腦與資訊科技
的應⽤」、「⼈際互動能⼒的養成」、「溝通與團隊精神的發揮」以及「解決問題知能的發展」，積極培育全⽅位之經營管理⼈
才。各項重點發展特⾊說明如下。
電腦與資訊科技的應⽤：由於現代企業功能的複雜化，形成資訊量的遽增，為了迅速做出正確的決策，必需依靠電腦及資訊科技
的應⽤。因此，加強學⽣善⽤電腦與資訊科技的能⼒，有利於提升其⼯作效率，因而強化職涯發展的優勢。
⼈際互動能⼒的養成：除了技術能⼒外，職場的⼈際互動能⼒也是達成⼯作任務的重要因素之ㄧ。經由瞭解本系畢業⽣能在企業
中受到器重與提拔的原因，優良的⼈際互動能⼒確實是不可或缺。因此，良好的⼈際互動能⼒，⾜以帶給學⽣更有前景的職場⽣
涯。
溝通與團隊精神的發揮：基於現代企業精細的分⼯，為達成企業整體的品質提升，有賴於溝通與團隊合作的⽂化。具備成熟的溝
通與團隊精神，將更能融⼊企業⽂化，獲得主管及同事的信任。
解決問題知能的發展：⾯對各種企業不同的特質，以及職場⼯作任務的變化，學校教育不可能教導學⽣⾯對各種⼈事物的所有⽅
法。然而，⼤學的環境可以提供學⽣親身體驗的機會，涵養積極解決問題的態度，畢業後即使⾯對職場環境的難題，仍然能夠掌
握解決問題的重點，達成⼯作績效。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4046 樹德科技⼤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Touris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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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概況
休閒與觀光是現今最具潛⼒與活⼒的產業，未來休閒與觀光相關產業之⼈⼒需求，不論是量或質的提昇都是實刻不容緩。迎合此
發展趨勢，本系以培養具有前瞻性、國際觀的休閒觀光事業專才為宗旨。
教育⽬標：
1 建⽴學⽣對休閒觀光產業的基本認知
2 訓練學⽣在休閒遊憩、觀光旅遊事業的核⼼職業能⼒
3 強調學⽣在休閒遊憩、觀光旅遊事業個別領域的特⾊發展
4 重視休閒與觀光產業未來發展與前瞻議題之概念養成
5 培養團隊合作素養、問題解決與溝通表達能⼒
課程規劃與學⽣職能培養
專業課程：
休閒遊憩概論、休憩資源概論、餐飲管理、旅館管理、休閒⼼理與遊憩⾏為、觀光旅運管理、休閒⾏政與法規、休閒產業分析、
⼈⼒資源管理、研究⽅法、實務專題、休閒專題講座、休閒事業管理實習。
模組課程：
觀光旅遊學程
領隊實務、旅⾏業籌設與規劃、旅⾏業個案研究、導遊實務、遊程規劃與設計、會展產業管理實務、旅遊糾紛處理、航空客運與
票務、航空訂位資訊系統。
休閒遊憩學程：
導覽解說技巧與實務、休閒農場經營實務、地⽅創意產業規劃與管理、溫泉遊憩實務、博物館管理、休閒事業管理實習、⽣態旅
遊實務、河川遊憩探索、休閒活動企劃、休憩活動推廣實務、⺠宿經營與管理、星象觀測活動規劃、都會公園規劃與管理、休憩
活動體驗管理、休閒渡假村經營管理。
就業規劃
(⼀) 升學管道：國內外之休閒遊憩、餐飲管理、觀光管理研究所。
(⼆) 就業管道：國內外旅館飯店、⺠宿、餐飲業、旅⾏社、主題遊樂園、航空公司、休閒農場、溫泉養⽣會館、休閒渡假村、健
身中⼼、俱樂部、博物館、國家公園與森林遊樂區、導覽解說、休閒活動策劃輔導與執⾏。
未來展望
(⼀) 加強跨校合作，培養學⽣善⽤資源，具備規劃、溝通、執⾏、協調的能⼒。
(⼆) 擴⼤公共服務範圍，加強與各公私⽴機關團體、⼈⽂協會充分合作，善盡社會責任。
(三)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知名相關領域學校建⽴建教平台。
(四) 籌建相關實驗室，結合實務與理論，創造雙贏局⾯。
(五) 申設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加強教師與學⽣研究與發展能⼒，創新業界標準，刺激業界新作為。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4047 樹德科技⼤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Dept. of Recreation & Sport Management

- 第 628 ⾴ -

系所簡介
本系於⺠國96年由休閒事業管理系獨⽴分出，新設「休閒運動管理系」，成⽴之初每年招收⽇間部⼀班學⽣，以運動績優獨⽴招
⽣⽅式招收優秀之運動選⼿。隨著國際體育運動之蓬勃發展與國內休閒運動產業之擴增，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領域已成為熱⾨
領域，⼈⼒的需求以及專業性要求已呈倍數成⻑，隨著此產業之脈動， 98學年度更名為「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讓學⽣除了
在原有的運動相關產業外，更提升休閒遊憩的專業能⼒。
在強調「培育具有宏觀視野之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專業⼈才」的教育宗旨下，同時為因應國際化潮流下，採多元發展模式，發揮
教學、訓練、研究、推廣及服務等功能主以三⼤特⾊領域「體適能指導與管理」、「休閒遊憩規劃與指導」、「場館規劃與管
理」等定位專業課程，並依據專業課程規劃，冀望積極達成培養五項運動專業⼈才之⽬標，包括：
（1）培養⼾外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才
（2）培養職業運動、休閒運動與運動俱樂部之經營管理⼈才
（3）培養運動場館規劃設計與管理之⼈才
（4）培養運動訓練與健康指導之⼈才
（5）培養運動產業⾏銷企畫⼈才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位於⾏政⼤樓4樓，專業教室位於⾏政⼤樓，設施包括有媲美業界的體適能教室、⾶輪教室、有氧舞蹈教
室、技擊教室、TRX教室、運動虛擬遊戲教室、多功能體育館、⾃⾏⾞實習教室、⽔域教育中⼼（潛⽔、獨木⾈、⾵帆）、室內
潛⽔池、游泳池、攀岩場、⼾外遊憩訓練⻑、運動設施檢測資源教室（⽔平儀、阻⼒測試儀）等。另於北校區建置網球場、排球
場、射箭場、壘球場、沙灘排球場、籃球場與永續校園⽔資源利⽤系統，同時設置SSI國際潛⽔學校認證中⼼。
未來出路
（⼀）就業趨勢
體適能健身產業：體適能運動指導員、團體有氧運動指導員、⾶輪有氧教練、幼兒體能指導員、運動減肥塑身顧問、健體顧問、
運動按摩員、運動傷害防護員、運動器材⾏銷專員、運動課程推廣專員暨各⼤飯店健度假村等身俱樂部、專業健身俱樂部、結合
休閒與健身之指導員或經理⼈。
⼾外休閒遊憩產業：潛⽔、獨木⾈、⾵帆、⾵浪板、休閒海洋⾈、⽔上救⽣、沙灘運動、溯溪、攀岩、登⼭、露營、休閒⾃⾏⾞
騎乘、探索教育等指導員與企劃經理⼈。
競技運動教練： ⽥徑、游泳、籃球、排球、⽻球、桌球、網球、撞球、⼿球、跆拳道、競技啦啦、⾃⾏⾞等。
運動休閒服務產業：運動休閒服飾專員、運動鞋專員、運動錶業務專員、運動中⼼課務專員、運動課程推廣⼈員、外商運動⽤品
採購專員、運動休閒場域從業⼈員、運動器材國貿業務、運動器材業務專員、專業運動經紀⼈、⾃⾏⾞維修技師、運動器材維修
技師、運動企劃專員等、運動⾏銷產業：職業運動市場、運動⽤品設計、製造、⾏銷、通路等。
其他運動產業：運動場館建築、運動觀光、運動醫療服務與器材、運動傳播、運動經紀公司等服務。
國內各項公職考試： 教育類⾏政⼈員、體育⾏政普考、⾼考、特考
（⼆）進修管道
本系畢業⽣可報考國內休閒運動管理相關研究所、體育教育學程（小學中學教育學程）、出國留學（運動休閒教育）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4048 樹德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所簡介
◎簡介
樹德科技⼤學企業管理系成⽴於⺠國86年8⽉。⽬前本系設有四技⽇間部、四技進修部、⼆技在職專班與⼆技在職班等四個學
制。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政策，本系以培養⼯商界所需之⾏銷管理、財務⾦融、物流管理、⼈⼒資源管理⼈才及財務規劃⼈才為
⽬標。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除以商業基礎課程為重點外，亦主動與業界接軌，邀請專家學者演講、海內外企業參觀訪問及赴公⺠營企業實習，以培
養學⽣具備理論與實務之能⼒。學⽣除修習管理學院與本系必修課程外，⾃96學年度起，本系將課程規劃分為財務⾦融模組、⼈
⼒資源模組、⾏銷流通模組、核⼼管理等。
◎課程特⾊
(⼀)為使學⽣及早瞭解職場⽣態，本系於學⽣四年級時，規劃實習機會，藉由⾄企業界實習，讓學⽣體驗「學中做、做中學」的
經驗，實習成績優異者並有機會在畢業前即獲得業界所頒贈的預聘書，讓畢業即是就業的理想實現。
(⼆)為增加學⽣之就業能⼒，本系⽬前積極將課程融⼊證照，如：⾦融市場、資訊應⽤與會計學等課程，藉由授課⽼師之協助，
提升學⽣考取證照之能⼒，另本系⾃96年度起將推動「⾨市服務」、「就業服務⼈員」考試與國際性證照考試，如專案管理。97
年度推動國際⾏銷⼈員、微軟MOS、中小企業財務⼈員證照、TQC證照考試。
(三)⾃96年度起推動將課程融⼊服務學習，如稅務法規課程，除教授學⽣書本知識外，將安排學⽣⾄國稅局實習，成⽴納稅服務
隊。
未來發展
(⼀) 與校外各公司企業交流合作，擴⼤業界服務，提⾼本系在業界的能⾒度與接受度。
(⼆) 積極邀請學有專⻑及豐富經驗之業界⼈⼠前來本系任教或演講。
(三) 爭取本系學⽣校外參訪與實習的機會，增加學⽣實務能⼒。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4058 樹德科技⼤學 ⾦融管理系 Dept.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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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標
為因應台灣⾦融⾃由化、國際化與資訊科技化之趨勢，並具備社會責任之優質⾦融管理⼈才，本系以「全⼈學習」的理念為出發
點，培養具倫理道德、重視國際視及具備專業與實務並重的⾦融管理⼈才為宗旨。為達此宗旨，本系之之發展重點分述如下：
(⼀)專業知能－溝通、分析與決策
以塑造「全⽅位」的專業⾦融保險⾏銷⼈才為⽬標，除了加強⼀般⾦融與⾵險管理的必備基礎訓練外，更要培養學⽣具理性分析
與投資決策的能⼒。
(⼆)學術熱情－理論、國際觀、外語能⼒與資訊應⽤能⼒
希望透過知識的學習，以建⽴學⽣紮實的⾦融理論基礎與學習熱忱，並積極⿎勵學⽣培養外語能⼒與資訊應⽤能⼒為⽬標。
(三)道德教育－倫理、敬業與穩健
加強專業與敬業並重的「全⼈」教育⽅式，期勉學⽣學習如何與⼈相處、合作、協調與訓練團隊精神，藉以培養敬業、優秀的⼈
才。
(四)企業情懷－企業、社區與社會關懷
邀請學有專⻑及豐富務經驗之各界⼈⼠前來任教或演講，以增進與企業界的交流。並藉由舉辦與社區互動的服務活動，來增進學
⽣與社會社區之間的交流，以加強學⽣之社會關懷實作的能⼒。
未來出路
(⼀) 升學管道
本系⽬前設有碩⼠班與碩⼠在職專班，表現優秀學⽣有機會獲得推薦甄試進⼊就讀。此外，畢業學⽣亦可選擇國內外之財務⾦
融、企業管理或⾵險管理與保險等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 就業管道
學⽣畢業後，可以從事銀⾏業、證券業、投信業、⾵險管理與保險業等相關⾦融服務業。畢業⽣在⾦融保險相關產業就業率，除
部份服役中男性未列⼊統計外，⾼達60％以上。在⼤四期間，系上會⿎勵學⽣投⼊管院舉辦之Topping實習，與保險、銀⾏、證
券業保持互動的良好關係，待學⽣⼀畢業就可以⾺上投⼊職場，成為⾦融業之專業⼈才。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4055 樹德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教育⽬標與課程
課程以商務與觀光英⽂為主，華語與英語教學為輔，並提供第⼆外語（⽇語、法語、西班⽛語、韓語）等相關課程；輔導並獎勵
學⽣參加英語能⼒與專業證照之相關考試，提升就業競爭⼒。並設置國際商務與證照學程及雙語教學學程，以提昇學⽣國際競爭
⼒。
此外，⿎勵學⽣跨系選修其他領域之專業課程，以利外語技能與專業知識結合，培養優秀之專業外語⼈才。
教學特⾊
1. 必修外語課程小班教學。
2. 協助學⽣考取國際外語能⼒證照(TOEIC, BULATS, TOEFL)與商管證照(LCCIEB)。
3. 教室皆配置數位講台，教師可⽅便使⽤多媒體輔助教學。
4. 完善專業口譯與多媒體電腦教室。
5. 依據學⽣外語能⼒評量結果，實施補救教學或榮譽課程。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4061 樹德科技⼤學 會展⾏銷與活動管理系 Dept. of MICE Marketing & Event Management
會議展覽產業，⼜稱會展產業，英⽂簡稱MICE Industry，涵蓋會議（Meeting）、獎勵旅遊（Incentive）、⼤型會議
（Convention）及展覽與活動（Exhibition &amp; Event）等領域。在政府層⾯，藉由舉辦會展活動可以帶動周圍的產業如
觀光、⾏銷、貿易、物流、設計、餐飲、住宿、⽂化創意等等，進而促進城市⾏銷及經濟發展；在企業部分，藉由會展活動平台
完成商務交易及專業資訊分享。本系於2018年奉教育部核准，由原國際企業與貿易系及會議展覽與國際⾏銷學位學程整併為「會
展⾏銷與活動管理系」。配合經濟部國貿局⾃2009年起推動三期四年期會展產業發展計畫中的的會展⼈才培育⼦計畫，培養同學
規劃會展活動整合觀光與⾏銷資源，成為會展⾏銷專才與活動企畫執⾏的專案經理⼈，本系招收四年制⽇間部與進修部，以及碩
⼠在職專班學⽣。本系師⽣歷年參與之⼤型會展活動包括：2009⾼雄世運會，2009~2014國際院校城市⾏銷競賽，2010~2018⾼
雄國際⾷品展，2015~2017國貿會展論壇暨兩岸校際模擬商展競賽，2014⾼雄展覽館（KEC）暨臺灣國際扣件展聯合開幕典禮及
展覽，2014、2016台灣國際遊艇展、2017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2016、2018全球港灣城市論壇等，是國內最完整會展專
業知識課程設計，充分培養同學擁有跨域整合資源的技術與能⼒以及就業競爭⼒的系所。
4056 樹德科技⼤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Famil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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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
研究所課程規劃
規劃並落實輔導研究所學⽣所需之學習能⼒指標:
課程設計
課程發展乃以研究知能為基礎(含專業必修13學分)，延伸⾄兒童與家庭服務專業選修課程(專業選修25學分)。畢業學分⾄少38學
分(含論⽂6學分)，學⽣必須在修業過程中提出論⽂計畫考試，以及⾄少修畢⼀課群始得提出學位口試。課程規劃共有三個課群:
教保組、早療組以及家庭與社區組。該學年開課課表請參考兒童與家庭服務研究所網⾴公告。
研究⽅向
1.本所教師研究⽅向，包括家庭教育、社區服務與發展、神經科學、幼教專業、多元⽂化與家庭、測驗與評量、⽣命歷程與⽣命
史、特殊家庭教育政策與趨勢與特殊幼兒輔導⽅案，本所近年來積極推動各項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除定期舉辦課程與教學相關國
際研討會，⽬前更積極與美國加州西來⼤學建⽴教師以及研究⽣參訪⾏程，以及規劃海外教師授課交流或交換實習等相關⾏程。
2.本系碩⼠班及碩⼠在職專班之師資乃以畢業於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所具博⼠學位之教師群為主，均在家庭與社區發展與兒童相
關領域學有專精，師資陣容⿑備且極具專業特⾊，並定期發表期刊以及從事專業研究。
3.⿎勵研究⽣參與教師相關研究計畫，使其能提昇學⽣實務應⽤能⼒，並結合專業知識發展兒童與家庭 服務相關學術以及專業知
能。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848 樹德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系所簡介
本系成⽴於1997年建校之初，開始招收四年制⽇間部、四年制進修部之學⽣，培養國內基礎的資訊管理⼈才。為因應政府推動產
業升級及商業⾃動化的政策，於2000年成⽴研究所，成為系所合⼀之資訊管理系(所)，並開始招收碩⼠班、碩⼠在職專班之學
⽣，為國內外培養更多⾼階具實務能⼒的資訊管理⼈才。由於因應教育國際化，本系(所)於96學年度開始招收外籍碩⼠班，全部
課程皆以英⽂授課，學⽣來源包括美國、⾺來西亞、泰國、越南、柬埔寨等地。根據此⼀經驗2007年配合教育部和經濟部的專
案，招收境內外籍產業碩⼠專班，為國內廠商訓練外籍學⽣，使之成為未來在國外的⼯作幹部，以提昇產業在國外投資時的競爭
⼒。除此之外更進⼀步和越南河內國家⼤學合作開設境外外籍碩⼠在職專班，促進兩國的教育合作，達成本系(所)國際化的⽬
標，未來將擴⼤合作對象⾄其他⼤學及其他國家。
本系於2013年分成數位創新應⽤組與數位⾏銷組，期能培養學⽣適性發展，善⽤迅速演變的資訊科技與未來產業發展順利接軌。
●未來發展
本系培植學⽣資訊科技的「應⽤」與「管理」相關知識。換⾔之，資訊管理系所培養的⼈才必須具備資訊科技技術與資訊的管理
與分析能⼒，做為將來進⼊企業的基本能⼒。在職場上能夠充分地了解企業的需求之後，以所學的相關知識，提供企業經營所需
資訊之分析，幫助企業提升經營績效。
●本系定位
將重點導向資訊管理技能的培養與資訊應⽤能⼒的提昇。從102學年度開始，⼊學新⽣依其興趣分為兩組招⽣：數位創新應⽤組
與數位⾏銷組。在所規劃的四年課程中，希望本系畢業⽣能具備：
1、資訊科技技術與開發創新應⽤的能⼒，
2、專業⾏銷企劃與數位⾏銷設計能⼒ ，
3、將資管技能應⽤於企業實務管理層⾯的能⼒。
●本系⽬標
培養學⽣職場技能相關專業知識與實⽤技能，讓學⽣擁有資訊科技應⽤能⼒、管理能⼒，與國際移動⼒。同時除了課程的要求之
外，更透過專業證照的取得，提⾼未來就業競爭⼒，以利畢業後與職場需求接軌。另⼀⽅⾯，⿎勵學⽣要擁有「⼈⽂素養」與
「社會關懷」的涵養，包括探索⼒、知識⼒、溝通能⼒、書寫能⼒與尊重他⼈⾃我反省能⼒，培養學⽣具備綜覽全局視野與關懷
社會的全⼈品格。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4054 樹德科技⼤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Dept. of Animation and Gam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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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因應我國數位內容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於⺠國九⼗五年成⽴全國第⼀所數位遊戲設計系，並於⺠國九⼗六年正式更名為「數
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系」。
主要在培育具⼈⽂素養與應⽤數位科技能⼒之數位遊戲設計、數位多媒體設計、數位動畫設計、數位學習設計、數位影視設計等
專業設計⼈才，以提昇我國數位內容與⽂化創意產業之競爭⼒。
系特⾊：
樹德「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系」是以建構最具創意的環境，培育具備最頂尖創意及相關數位內容開發製作能⼒的學⽣為教學⽬
標。為達成此⼀⽬標，本系強調實作能⼒，學⽣必須能把數位內容商品進⾏完整的開發，將整套商品從構想、設計到商品化都能
落實，最後再透過全系師⽣的努⼒，配合本校創新育成中⼼，進⼀步達成輔導學⽣創新育成事業的⽬標。
本系的策略將是以「下⼀世代數位遊戲」為主要發展⽅向；不同於現有的數位遊戲，主要是看好新世代數位媒體產業發展的成⻑
性；現有PC平台遊戲已是⼀⽚紅海，但下⼀世代數位遊戲則有機會重新洗牌。
另外，本系也將全⼒發展「創新數位內容商品」，嘗試將數位內容商品化，讓利⽤創新技術所開發的數位內容成果變成可以販賣
的商品；以追求技術學習效益最⼤化為前提，不以沒有收益的藝術性創作展或競賽為⽬標，而是以開發「創新數位內容商品」全
⼒促成學⽣新創事業的發展。
除此之外，本系策略上也以內容設計為快速發展的重點，有別於⼀般程序從基本程式理論開始學起，本系將採⽤更具有彈性、更
具有創意的數位內容開發流程，在最短時間內開發出最具有商業價值的「下⼀世代數位遊戲」及「創新數位內容商品」。
未來發展
（⼀）就業或創業
本系設系之⽬的，以配合國家新興數位內容及⽂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之需求，提供具⼈⽂藝術涵養與數位科技應⽤之⾼素質專業
設計⼈⼒，畢業後除了⾃主經營專業設計⼯作室之外，有關數位動畫、數位遊戲、數位教材、數位影視、數位典藏、數位學習等
多項設計產業與設計服務業⼈才需求殷切。就國家及全球進⼊數位化時代而⾔，就業、創業機會不虞匱乏。
（⼆）升學
本校應⽤設計研究所已成⽴「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組」，另外視覺傳達、資訊⼯程、資訊管理、電腦與通訊研究所及國內外諸多
⼤學均設有相關研究所，進修機會多元。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050 樹德科技⼤學 ⽣活產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系所簡介
樹德科技⼤學⽣活產品設計系於1999年成⽴於南台灣⾼雄，以提升⼈的⽂化品味為核⼼，以「體貼⽣活、關懷⽣命、道不遠⼈」
為設計思維，將⽣活中所觸及之標準化及客製化的相關產品列為主要關⼼的議題。教學上以⼯業設計之程序⽅法為核⼼，結合數
位設計之運算技術，⼯藝設計之媒材美感涵養，亦鏈結相關產業，搭配多元的交流活動與競賽，強調學⽣實務技能之養成，並使
其具備前瞻的創新思維及優越的⼈⽂涵養。
⽣活產品設計系考量國內產業結構需求，以特⾊化、優質化、多元化、國際化為主要發展⽅向，藉由設計⼈才的培育、設計專業
的訓練、多元能⼒的養成、學術與產業的結合、設計教學之國際交流等，進⾏產品企劃、產品創新、產品開發、智財布局等之專
業知能傳授與實務執⾏，以提升產品整體價值，促進我國產業發展、產業升級及產業轉型。
為因應當代⽂化創意產業與⽣活⽤品產業的發展需求，本系除四技⽇間部及四技進修部外，於2012年設⽴「碩⼠在職專班」，藉
由⾼階專業課程的導⼊及⼯坊創作的實施，為南⾼屏地區提供在職⼈⼠進修機會，以培養中⾼階⽣活產品設計⼈才，將專業的養
成與未來的就業相結合，共創雙贏的局⾯。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051 樹德科技⼤學 流⾏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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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設計系簡介
樹德科技⼤學流⾏設計系成⽴於⺠國87年，為國內⾸創整合髮型設計、化妝造型、織品設計、服飾設計、服飾⽤品設計等不同領
域，成為國內第⼀個整體造型設計科系。
實踐流⾏設計藝術化與科技化之教學⽬標，為我國流⾏⽂化產業國際化培育⾼級專業設計⼈才。本系三度榮獲教育部評鑑為全國
第⼀等之科系，更加深本系扮演好流⾏時尚技職教育領航者的期許。
本系定位
整合美容、髮型、織品、服裝與服飾⽤品專業之⾼等整體造型流⾏設計科系，強調理論與實務均衡發展，實現連結產業與接軌國
際的全國標竿學校。
本系使命
以教學為本，職場需求為⽤，⽴⾜台灣、放眼國際，致⼒於流⾏時尚整體造型設計專業⼈才之培育，提升產業⼈⼒素質，挹注產
業創新發展。
本系⽬標
結合社會與產業資源，建構完整的流⾏設計學術規模，培育務實致⽤的整體造型設計專業⼈才，達成知識創新與國際接軌，應⽤
實務與產業連結發展的國際名校。
本系畢業⽣就業選擇
整體造型設計⼈才的養成是針對流⾏產業轉型與升級所需要的創造性⼈⼒資源，畢業⽣必需具備原創性設計、企劃、管理與⾏銷
之多元化能⼒。學⽣未來發展⽅向包含：
1.整體造型、髮型與化妝之設計、企劃、技術研發與管理⼈員。
2.媒體與展演藝術之整體造型設計企劃、形象顧問設計企劃與管理⼈員。
3.化妝品應⽤之設計企劃與技術研究、商品管理與⾏銷⼈員。
4.服裝設計企劃、樣版設計與⾏銷⼈員。
5.服飾⽤品設計企劃、樣版設計與⾏銷⼈員。
6.紡織品設計企劃與⾏銷⼈員。
7.⾃主經營設計師⼯作室。
8.進修本校應⽤設計研究所(流⾏設計組)或國內外⼤學相關研究所。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052 樹德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系所簡介
樹德科技⼤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為因應科技與學術之發展，配合國內產業型態轉變之需求，而於⺠國87年設⽴本系，為南台灣第⼀
所四年制視覺傳達設計系，並於100學年度成⽴碩⼠在職專班。本系所依照學校辦學理念，秉持「學術、知性、快樂、希望」的
校訓，培養兼具⼈⽂與科技，組織領導與問題解決能⼒的專業⼈才，落實設計理念與實務之平衡發展，以培育具視覺傳達創意與
企劃執⾏能⼒之⾼等設計⼈才為教育⽬標。同時，本系所亦融合設計學院「院訂特⾊指標」規劃本系所⼤學部發展九項系所⽬
標，分屬三⼤⽅針、：
(⼀)增強⼈⽂素養與強化專業能⼒： 經營團諮活動、校園設計師檢核、教師赴產業實習。
(⼆)連結產業需求與增廣國際視野： 產學合作導⼊課程、學術交流國際⾒學、參加重要設計競賽。
(三)強化菁英學⽣與輔導弱勢學⽣： 實施菁英培育計畫、實施共同評圖、弱勢學⽣輔導。
因應國家發展「⽂化創意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相關⼈才培育及創新研發之需求，以「知識經濟」、「創意經濟」、「⽂化
經濟」及「美學經濟」的概念，將教學研究與服務之能量予以整合。
藉由課程的導⼊與菁英培訓計畫的實施，在「創意⽂化化」、「過程產業化」、「研發商品化」、「成果產業化」、「經營專業
化」的原則下，執⾏研發⼯作。
因應產業需求，本系發展核⼼能⼒本位課程，將學⽣專業養成與未來就業趨勢，規劃為⼆⼤模組、四⼤趨勢。
（⼀）平⾯媒體模組：
(1) 商業平⾯設計
(2) 包裝與展⽰造形設計
(3) ⽂化創意產品設計
（⼆）動態媒體模組：
(1) 影⾳多媒體動畫設計
未來發展
1.奠定國際化發展的能量及優勢的競爭⼒。
2.建構E化學習環境，整合國內外學術國際資源，尋求跨國合作，拓展設計學術交流。
3.有效運⽤產業資源，建構符合系所發展與產業升級共贏的產學合作機制。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053 樹德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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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沿⾰
◎系所簡介：
室設系成⽴於1997年，為⼤⾼雄地區唯⼀以室內設計為名之⾼等學府，以因應亞太營運中⼼建⽴與國際⼤都會⽣活環境的發展，
積極培育具國際觀和本⼟關懷之室內設計專業技術⼈才。室內設計在現階段的發展中，亟需建構其知識、技術和職場等相關專業
範疇，以確⽴其學⾨主體。本校室內設計系針對「室內設計」學⾨的特殊屬性，藉由─「⼈因環境數位模擬」、「室內暨建築設
計本體論研究」、「室內外構造、裝修、裝飾建材設計開發」和「室內空間數位虛擬輔助設計」等四⼤應⽤性理論與科技，進⾏
空間設計專業化與躍升；同時也積極尋求⼀種⾜以統合本系特有之三⼤師資結構(室內、建築和藝術)、三⼤專業模組(居住空間、
公商展演、室內建築)，以及四⼤課程結構(基礎、理論、技術、設計)等三⽅結構層級的課務內容，以奠定未來室內設計系所的
中、⻑期發展基礎，並培養具前瞻與專業的室內設計⼈才。
系所特⾊
(1) 低年級側重基礎訓練；⾼年級著重專業訓練為原則，各年級並輔以⽂化陶冶，以培養具⼈⽂素養及專業技能的室內設計師。
(2) 理論課程與技能訓練並重，以實作練習課程讓學⽣從中學習，彌補傳統課堂教學之不⾜。
(3) 加強評圖訓練及簡報能⼒，使學⽣能將⾃⼰設計理念完整表達出來。
(4) 加強學⽣對建材認識以及選擇搭配建材的能⼒。
(5) 以法規、規範⽅⾯的課程讓學⽣熟西專業法規，職業道德及室內設計業務管理等專業訓練。
(6) 在專業訓練課程中區分住宅類與⾮住宅類室內設計。
(7) 充分運⽤電腦輔助設計之優點，結合傳統⼈⼯設計與電腦輔助設計，以提昇設計之品質與速度。
(8) 注重技職教育⾼中、職與技職體系專業教育之銜接。
(9) 本系校外資源廣⼤，與國內各縣市室內設計公會關係良好，充分掌握學習資源及就業機會。
(10) 就業導向：教學主要以學⽣畢業後從事室內設計業為主，升學為輔。
(11) ⿎勵參與社團：⿎勵師⽣參與全國室內設計相關社團協會與學會會員活動。
(12) 專業模組：學⽣依學習興趣於必修課程外，選擇設計、實務或電腦應⽤課程。
(13) 教學實務參觀：每學期舉辦校外教學參觀，包括⼯程現場、建材展⽰場等。
(14) 學習成果展覽：學⽣每學期需於校內或校外發表學習成果及⼼得。
(15) 模擬證照測驗：學⽣於畢業前可參加本係證照模擬考試。
(16) 未來將以「⼈因環境模擬」科技和設備輔助傳統⼈⼯設計，進⾏教學規劃、學術研究、推廣教育和社會服務等四⽅⾯的整
合。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059 樹德科技⼤學 表演藝術系 Dept. of Performing Arts
樹德科技⼤學表演藝術系於95年奉准成⽴，並於96年開始招⽣，為國內⾸創整合影、歌、舞、劇、與模特兒專業的表演藝術系，
⽬的在培養時尚演藝產業專才，以及舞台、螢幕表演或製作⼯作之⾼級專業⼈才，期許成為⽴⾜南台灣，放眼全世界，連結⾺來
西亞、香港、澳⾨等華⼈地區的⽂化交流，⼤中華區重要的演藝⼈才培育搖籃。於99年由於辦學績效卓著，深獲國內學者專家肯
定，99年榮獲教育部技專院校評鑑⼀等，並於103學年再次通過教育部評鑑之殊榮。

ABOUT OUR VISION
未來展望
表演藝術系畢業⽣，國內外相關碩、博⼠班的研究所之進修管道相當通暢，而在時尚或演藝界，也有多元選擇，包括從事流⾏⾳
樂作詞、作曲、演唱、演奏、節⽬企劃、節⽬製作、編導、演員、電影配樂、動畫配樂、廣告歌曲創作、錄⾳⼯程、⾳效設計、
燈光設計、佈景⼯程、節⽬主持、主播、專業模特兒、及流⾏⽂化產業、娛樂休閒產業、個⼈專業⼯作室等事業。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語⾔或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062 樹德科技⼤學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Dept. of Ar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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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樹德科技⼤學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為全台⼤學院校⾸創，即是國內第⼀所以⼈⽂藝術思維為依歸、現代管理為⼯具，致⼒
培養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創意設計、⽂化策展等產業跨領域創新思維之管理與經紀⼈才之學系。
(⼆)本系課程以「藝術應⽤」與「創新管理」為兩⼤教育核⼼，並分為藝術鑑賞與知能、⽂化政策、⽂創產業、經營管理等四⼤
領域，藉由課程的導⼊為學⽣建⽴有系統的跨領域學習模式。
(三)本系強化校內外實習機制、推動取得多樣化專業證照，並輔導學⽣在校期間創新創業，讓學⽣與產業即時接軌，藉以提升競
爭能⼒。
(四)本系有國際⽣就讀，本地學⽣亦有機會⾄國外當交換⽣，透過國際化共教共學及跨⽂化對話，藉以營造多元⽂化的學習環
境。
產業發展
2009年⾏政院院會通過「創意臺灣—⽂化創意產業發展⽅案（2009∼2013年）」，針對臺灣當前發展⽂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優
勢、潛⼒、困境及產業需求，提出推動策略，期能打造臺灣成為亞太⽂化創意產業匯流中⼼。
隨著2013年華研⾳樂、霹靂國際於上櫃及興櫃掛牌交易，我國⽂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可謂邁⼊⼀個新的⾥程碑，象徵著國內⽂化創
意產業的逐步起⾶。爰此，政府除持續推動「創意臺灣—⽂化創意產業發展⽅案」之各項「環境整備⼯作」與「旗艦產業計畫」
之外，並於2013年提出「價值產值化—⽂創產業價值鏈建構與創新（2013年⾄2016年）」中程計畫，期建構對所有⽂創產業皆
友善之發展環境，使相關產業皆能獲得適當之輔導及協助而成⻑養成為明⽇之旗艦產業。
未來展望
升學管道
進⼊國內外之藝術、表演藝術、藝術管理、公共⾏政或經營管理等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就業管道
視覺藝術、建築設計、⼯藝、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廣播電視、數位內容、廣告、電影、⾳樂與表演藝術、流⾏⾳樂與⽂化
內容、⽂化資產運⽤及展演設施、出版、創意⽣活等產業相關從業⼈員。
公務體系
參加公務⼈員考試進⼊地⽅或中央⽂化部⾨；地⽅或中央所屬場館相關從業⼈員。
招⽣特殊限制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有語⾔或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758 樹德科技⼤學 餐旅與烘焙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and Baking Management
依據校院發展⽬標政府政策並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設定本系定位為『培養具備餐旅管理職能與廚藝技術的⼈才』。本系於專業知
識領域，規劃「餐旅學程」及「廚藝學程」⼆個產業主軸，提供學⽣在餐旅產業職業基礎訓練及專業技能能⼒培養。
未來發展
本系於專業知識領域，規劃「餐旅學程」及「廚藝學程」⼆個產業主軸，提供學⽣在餐旅產業職業基礎訓練及專業技能培養，並
以產業趨勢之特⾊發展，⿎勵學⽣跨領域多元學習，以期在餐旅產業的架構下，培育學⽣多元適性的職場競爭優勢，並訂定本系
教育⽬標如下。
(⼀)、培養餐旅專業知識與技能
(⼆)、強化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
(三)、提升國際視野與產業關懷
(四)、落實職業適應與團隊合作
本系依據產業⼈才需求與產業環境分析，對應校、院中⻑程發展計劃，明確架構本系的發展⽬標、策略、⾏動⽅案及財務預算規
劃。另外依學⽣就業的代表性職業進⾏職能分析，歸納學⽣畢業時應具備的核⼼能⼒，配合本系教育⽬標，制定各能⼒指標的檢
核指標與畢業⾨檻，配合學⽣學習歷程檔案建置，輔導學⽣畢業時能具備業界所需的職能。
1762 樹德科技⼤學 電競產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E-Sport Industry Management Degree Program
國內外電⼦競技e-Sports相關活動及參與⼈數與⽇俱增，⽬前已有四⼗多國將電競列為正式運動項⽬，其中韓國和⼤陸更將電競
視為產業發展的⼀環。根據NewZoo報告，2015年全球遊戲產值達915億美元，2018年將達1,135億美元，電競遊戲已被視為全
球新世代的明星產業，關聯產業涵蓋遊戲代理、配錄⾳、美術設計、專屬配備及轉播平臺等，相關⼈才極需培育養成。植基於
此，本校將於107年新設「電競產業管理」學位學程，招收⾼職設計類與商管類及資電類群相關科別學⽣，針對電競產業跨領域
整合四⼤專業領域：網路硬體平台類、遊戲內容製作、賽事內容製作、數位⾏銷與傳播類，提供業界完整相關之技術⼈才。
本學程於除了進⾏電競實務操作，同時與電競產業、相關遊戲公司聯盟，並廣邀國際電競選⼿進⾏密集講座、教學。透過必選修
課連結電玩產業，讓學⽣及早規劃⽅向。核⼼必修課程為⼤⼀到⼤三「電⼦競賽實務」，共分為「初階、中階、⾼階」，作為電
競選⼿的核⼼訓練課程。必修課程也包含電競賽事的操作、國際組織與競賽觀摩、裁判與教練的養成、以及連結電競組織發展現
況。在選修課分為三⼤類：「遊戲產業設計與遊戲測試分析」、「資訊管理與多媒體應⽤」、「活動策展與媒體⾏銷規劃」。最
後⼀學期將以「業界實務實習」課程安排學⽣赴業界進⾏⾄少半年的實習。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Van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6
聯絡電話 886-3-4515811
地址 32061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1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vn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oaa/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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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4531300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宿舍詳細介紹請參考:http://www.osa.vnu.edu.tw/1661?s=1930
本校⽬前有三個學院（航空暨⼯程學院、設計學院、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包含6個研究所（營科系碩⼠班、環⼯系碩⼠
班、電資所、經管所、資管系碩⼠班、妝品系碩⼠班）及16個系（營科系、環⼯系、資⼯系、航空系、⼯管系、⾞輛
系、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系、企管系、資管系、⾏銷系、商設系、妝品系、時尚系），全校學⽣達9,580⼈，
外籍學⽣達四百餘⼈。我們致⼒精進各種軟硬體設施、教學設備、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等領域，使學校已具⼀流⼤學⽔
準，成效深受教育主管單位讚賞。我們將再接再厲，邁向科技與⼈⽂相輔相成的智慧型校園，為國家及社會造就更多科技
與經建⼈才。 本校特⾊: 1. 航空城⼤學，全國唯⼀:離桃園國際機場最近的科⼤，享有航空產業豐沛合作資源。 2. 教學卓
備註
越，國際認證: 教育部肯定教學卓越⼤學，榮獲IEET國際認證。 3. 雇主最愛，桃園⾸選: 2017年1111⼈⼒銀⾏雇主滿意
度調查，桃園中壢區第⼀。 4. 實習就業，全國第⼀: ⼤四全⾯實習，實習就業無縫接軌，就業率全國科⼤第⼀。 5. 科⼤
⼤學部，國際化第⼀: 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6. 航空餐旅，全國最⼤: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數達7,500⼈，跨兩種以上專
業領域學習，提升國際就業競爭⼒。 7. 設計時尚，國際發光: 師⽣榮獲教育部技職之光，國際IF、Red Dot設計⼤獎，引
領國際設計流⾏時尚。 8. 航空⼯程，快速起⾶: 與航空界⿓頭華航、⻑榮、漢翔、亞航…產學策略聯盟，接軌波⾳、空中
巴⼠等國際⼤廠。 9. 三鐵⼀港，交通便捷: 全國唯⼀三鐵交匯科技⼤學，⾼鐵、台鐵、捷運與機場便利交通網。
系所分則
4153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Department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2013年創⽴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其宗旨以培育航空公司所需之空、地勤服務（運務、票務、定位、派遣）、航運事務等基層
服務⼈員及管理儲備⼈才；此外並延伸⾄台灣陸運服務⽅⾯最具代表性之⾼速鐵路的領域，培育運輸服務基層之從業⼈員，以期
許學⽣能朝向具備專業職能及國際化視野之多元化專⻑發展。
1807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國際服務組 Department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ervice Program
2013年創⽴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其宗旨以培育航空公司所需之空、地勤服務（運務、票務、定位、派遣）、航運事務等基層
服務⼈員及管理儲備⼈才；此外並延伸⾄台灣陸運服務⽅⾯最具代表性之⾼速鐵路的領域，培育運輸服務基層之從業⼈員，以期
許學⽣能朝向具備專業職能及國際化視野之多元化專⻑發展，為更貼近航空運輸服務業市場需求，故新增國際服務組。
4121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基礎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為培育具備觀光與休閒運動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實⽤性、
專業性與國際接軌為課程重點，課程內容以兼具實務與理論，以職場實務環境相結合，並加強學⽣考照能⼒，輔導學⽣通過國家
證照考試，取得專業證照，培育第⼀線觀光與休閒運動從業⼈才。
4154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航空光機電系航空機械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and Opt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viation Mechanical Section
1.本組特⾊在於使學⽣能完整瞭解⾶機空氣動⼒、航空發動機、⾶機結構之功能與原理，得以擔負檢查、測試、維修、操作及故
障排除等任務。
2.提供完整的教學專業教室：⾶機修護棚廠、⾶機修護證照輔導實驗室、⾶機發動機實習區；主要培養「⾶機結構修護」、「航
空發動機修護」、「精密機械加⼯」⼈才。
4156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航空光機電系航空科技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and Opt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viation technology Section
1.本組特⾊在於使學⽣能完整瞭解航空電⼦修護、航空儀表、無⼈機、航空複材修護之原理與技術，得以擔負航電系統、無⼈機
與航空複材相關之檢查、測試、維修、操作及故障排除等任務。
2.本系提供完整的教學專業教室：⾶機修護棚廠、⾶⾏模擬實驗室、電⼦修護實驗室、無⼈⾶⾏載具專題教室、機電整合證照輔
導實驗室、航空複合材料實驗室；主要培養「航電系統修護」、「無⼈機」與「航空複材修護」之⼈才
1768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化妝品應⽤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培育⽬標為培育化妝品科技、整體造型、美容養⽣和醫學美容
專業⼈才，輔導考取專業證照，並設有畢業⾨檻以提昇畢業⽣之素質。
1771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商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培養學⽣對多元化造形語⾔的表達能⼒，及熟習電腦多媒體的
應⽤技術。為培育具備設計專業知識與技能，本系積極結合地⽅資源為發展軸線，⽤創新與整合策略為基礎，建⽴產、官學合作
與學術交流管道，以系統規劃和配套整合技術，提昇設計產業之專業⼈才。並加強實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
注重專業養成教育，培育第⼀線⼯作⼈員與指導⼈才。
1801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時尚造型設計組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design-Fashion
styling design group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 培育時尚美業⼈才，課程包含時尚產業界最流⾏的美甲 美
睫、紋繡-半永久妝、特效妝、新秘、美容美髮、美妝保健、頭⽪管理、流⾏服飾、⾦⼯精品配飾等，將實務技術與職場經營融⼊
教學，從頭到腳全⽅位的時尚整體造型，輔導考取專業證照、競賽精進技藝，輔導就業與創業。
1804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時尚表演藝術組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design-Fashion
performance art group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 以⽂化創意為本，提升表演藝術與國際接軌，培育歌唱戲劇
舞蹈兼具、燈光設計、影⾳錄製編輯、成⾳配樂、作曲編輯幕後製作的專業演藝⼈才。
4762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旅館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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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特⾊：本著『與國際旅館事業接軌，成為旅館產業合作最佳夥伴』為願景，以培育『具有旅館管理事業之專業管理與服務
技能⼈才』為⽬標。本系課程分為『旅館與服務技能』與『旅館與經營管理』兩⼤模組，透過課堂教學，加強國內外專業證照考
試，旅館校內實習課程、與國內外星級旅館產學合作，讓學⽣具備『畢業即就業』的競爭⼒，使學⽣成為全⽅位的旅館專業服務
管理⼈才。
2. 證照輔導:餐旅服務技能、語⾔能⼒、飲料調製、咖啡師、侍酒師、旅館資訊系統、旅館HACCP、國際禮儀接待員、
AHLEI(美國飯店教育協會)專業顧客服務(CGSP)及⼈⼒資源管理國際認證，⺠宿及旅館管理專業⼈員認證。
3. 畢業出路:旅館產業專業技術管理⼈員、旅館餐飲技術管理⼈員、休閒產業專業服務管理⼈員、⺠宿/創業/教育服務管理⼈員、
及旅館經營中階主管。
4149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室內設計與管理組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group
of Interior Design and Management)
本組以實作配合室內空間設計希望同學除有室內設計概念外亦能了解施⼯實作之能⼒，未來將成為具設計-施⼯規劃-實作能⼒之
多元化室內設計⼈才。
4150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group
of 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design)
本組教育⽬標為培育具空間美學能⼒之營建專業設計施⼯⼈才，配合政府相關建設規劃強化軌道施⼯與營運等專業課程，配合專
業實習建⽴職場無縫接軌之教育環境
4132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環境⼯程系環保產業技術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使⽤華語教學，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為培育具備環⼯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採理論
與實務並重，透過環⼯基礎學理之養成，培養學⽣具備進⼀步深造之基礎能⼒，同時輔以各種實習課程及實務專題製作，並輔導
學⽣取得環⼯及⼯安等相關證照，使其具備充分之就業能⼒。

南開科技⼤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8
聯絡電話 886-49-2563489#1595
傳真 886-49-2567031
地址 54243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網址 http://www.nkut.edu.tw
承辦單位 秘書室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pre.nkut.edu.tw/intro4/super_pages.php?ID=intro401
提供全⽅位的⽣活機能 A. 南開宿舍⼤樓為ㄧ棟地上⼋層、地下⼀層的新式建築，約計５３００餘坪。 B. 在⽣活機能⽅
⾯，ㄧ樓包含書店、影印店、閱覽室、教職員⼯聯誼室，地下⼀樓規劃為美⾷街，設有麵包坊、⾃ 助餐、冷熱飲、⽇本
料理麵⾷、複合式麵⾷、素⾷等共計⼗三攤位，提供不同的⽤餐的選擇，另設置學⽣育樂中 ⼼，提供休閒活動空間。 C.
在學⽣宿舍⽅⾯，為四⼈套房式，既有880個床位挑⾼設計，使其⽣活空間更加舒適，每間寢室備有衛浴設備 、冷氣、寬
頻網路、電話，每層樓亦均設有交誼廳、茶⽔間、洗⾐間、等公共空間。 D. 在宿舍安全⽅⾯，進出⼤樓⼀律採⽤電⼦Ｉ
Ｃ卡(學⽣證)刷卡⽅式做為⾨禁管制，且每間房間均以感應ＩＣ卡使 得進出，注重學⽣安全之防護。 E. 南開科技⼤學之
學⽣宿舍符合新穎，安全，學習，整潔，舒適的優良居住環境，歡迎⼤家申請使⽤。
1.本校位於臺灣⼀⽇遊的中⼼點，鄰近⽇⽉潭、阿⾥⼭、台中市逢甲商圈，距離台北市、⾼雄市僅2個小時⾞程。 2.提供
新⽣⼊學免費接機服務。 3.提供⾼額新⽣⼊學獎學⾦。 4.提供⾄知名企業實習之機會，如：王品集團、統⼀集團、上銀
集團及富邦集團等，累積學⽣職場經驗。 5.提供免費瘋台灣之旅，共同留下在臺留學美好回憶。 6.提供校內⼯讀機會，
並建⽴定期輔導機制等⽣活照顧與輔導措施。 7.學⼠班招⽣學系：機械⼯程系⾞輛組、休閒事業管理系、餐飲管理系、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動化⼯程系、⾏銷與流通管理系、多媒體動畫應⽤系、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等。 8.提供校內⼯
讀機會，無須赴校外打⼯，⽅便⼜安全。 9.連續12年榮獲臺灣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累計獎助⾦額超過新臺幣4
億2千萬元，排名全臺公/私⽴科技院校第17名，全臺私⽴科技院校第10名，中區公私⽴科技院校第5名，中區私⽴科技院
校第3名。 10.提供免費課程，積極輔導學⽣取得國際證照，增強就業競爭⼒。
系所分則

4248 南開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培育學⽣具備觀光休閒、運動休閒以及飯店⺠宿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識與證照實務技能，奠定學⽣未來就業實⼒。學⽣畢業就業⽅
向為觀光休閒產業、運動休閒產業、飯店⺠宿產業的就業市場。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B8
聯絡電話 886-2-28927154
傳真 886-2-28956534
地址 11202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網址 http://www.tp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ieec.tpcu.edu.tw/files/11-1040-3080-1.php?Lang=zh-tw
本校提供校內優質住宿環境，宿舍分為6-8⼈雅房及4⼈套房，境外⽣優先安排⼊住校內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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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
位。 三、環境、教室及實驗室設施新穎、舒適。 四、美⾷街提供多樣化的餐飲選擇。 五、男⼥⽣宿舍舒適寬敞備有衛星
備註
電視、光纖網路等設施。 六、本校網⾴：http://www.tpcu.edu.tw/；校址：112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電話：
(02)28927154轉5902。
系所分則
4740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演藝事業系 Degree Program of Performing Arts
培育「表演藝術」及「演藝企製」之專業⼈才，辨⾊⼒異常、肢體及精神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說、讀、
寫者為宜。
本學程培育學⽣具有「表演藝術」、「演藝內容企劃製作」、「演藝事業經營管理」等三項能⼒之演藝⼈才。
本系課程規劃：
表演藝術課程：表演技巧、肢體訓練、⾳樂訓練、演藝專題、演出實務等。
演藝企製課程：影視節⽬企劃與製作、錄⾳實務、⾳樂製作、導演與舞台實務、時尚展⽰實務等。
演藝經營課程：演藝事業經營、演藝經紀管理、演藝事業法規等。
4318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化妝品應⽤與管理系 Dept. of Cosmetic Applications and Management
培育「彩妝造型」及「美容保養」之專業⼈才，辨⾊⼒異常、肢體及精神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說、讀、
寫者為宜。
本系擁有最具時尚之美甲、芳療、彩妝、整體造型、美姿美儀實務操作訓練課程與設備，配合化妝品產業⼈才需求，致⼒提升學
⽣專業知識、技能與品質。
4315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培育優質餐飲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科)為配合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教授餐飲服務及烹飪之基本知識和技能，並以培養經營餐飲事業之專業管理⼈才為⽬標, 未
來配合本系中⻑程發展計劃規劃增設研究所，並逐年增設專業實習教室與設備，及提昇師資和研究環境，以增進教學品質，提供
學⽣⼀個優質的學習場所。藉由產學合作及國際交流，提供更寬廣的學習園地，並充分發揮本⼟特⾊及中華美⾷精華，不僅能突
顯特性，更能聲譽國際。
4261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Baking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本學程以理論與實務結合，將專業課程類分為⼆個模組：專業實務模組和經營管理模組，培育學⽣成為全⽅位的烘焙專業技術及
經營管理⼈才
培育⽬標有三：
1.教育學⽣烘焙之原理、應⽤及實務操作技能，並能以專業與實作經驗來解決實務或研究的問題
2.培訓學⽣具備產品創意研發及經營管理能⼒，熟悉市場變化及烘焙產業之潮流
3.養成學⽣進⼊職場所需之實務經驗與企業倫理觀念，並重視⼈⽂素養、語⽂能⼒、溝通技巧及領導統御之能⼒，使之成為擁有
健全⼈格及國際視野之專業烘焙專業⼈才
4317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觀光事業系 Dep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培育觀光專業領域⼈才，歡迎有興趣之青年學⼦。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特別注重學⽣品德及倫理價值的教育，成為術德兼備之觀光事業服務與管理⼈才。
培育的特⾊在於打造觀光與餐旅產業之優質實務服務與管理⼈才。
4319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休閒事業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培養休閒遊憩產業經營與管理和運動健康產業技術指導之專業基礎⼈才，歡迎有興趣之青年學⼦。考⽣具中⽂聽、說、讀、寫者
為宜。
4936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旅館事業管理學⼠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Hotel Management
1.以學⽣為主體，理論教學、實務訓練和業界實習三軌並進。
2.以通識課程培育⼈⽂思考、美學涵養、團隊精神與重視職場倫理的⼈格。
3.以建構專業化、產業化、全球化之學習教育。
4312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有視覺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重視實作經驗，除提供短期校外實習機會外，本系更積極推動職場接軌就業實習。
期望學⽣畢業後，能將觸⾓延伸⾄平⾯電⼦出版、ＶＲ遊戲設計、電⼦製作等相關產業。
4320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員)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MICE
培養「會展活動企劃」、「展覽服務、商品展銷」等跨領域整合能⼒。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本學程開設會議、展
覽、獎勵旅遊兼容並蓄的特⾊課程、緊密關注會展產業之知識發展、聘請相關師資授課與指導、結合業界資源實習與職場體驗。
以實務、活潑、有效的教學⽅式，使學⽣所受之專業訓練，能夠與現代社會發展及技術進步互相結合。
4316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育術德兼備，創新務實的企業管理幹部。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課程規劃著重於管理及發展多元學習之實務經驗及整合能⼒，兼顧管理理論及實務應⽤研究，以期能符合產業升級及經濟發
展的需求。
據此本系規劃明確之課程架構與地圖。學⽣⾃⼊學到畢業，對各年級應學何課程、應考何證照、應具何能⼒等均⼀⽬瞭然。
4314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應⽤外語系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培育商務外語⼈才、觀光外語⼈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提供赴國外交換留學及實習的機會。
課程多元，學⽣可適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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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培養實體⾏銷、網路⾏銷、運輸物流之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銷課程｣規劃以台上學說話、台下學企劃；｢流通課程｣規畫店前學⾨市、店後學物流。
4311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培育資訊科技、資訊管理、電⼦商務之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在資訊化的時代，資訊已成為企業管理與
營運發展的重要資源。而資訊系統是組織在激烈競爭時代要能⽣存發展的重要武器，如何有效規劃建置與營運管理，更是要真正
發揮資訊系統在組織中的效能之重要課題，也是資訊管理系要研究探討的主題。資管系以培育從事「電⼦商務」、「網際網
路」、「資訊系統」等實務專⻑的技術與管理⼈才為教學⽬標，並以結合產業實務為主要發展⽅向。
1799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流⾏⾳樂事業系 Degree Program of Pop Music
本系育⽬標以「創新內容」、「企劃製作」、「經濟管理」為養成⽬標，透過課程訓練、專業倫理、校外職場體驗與實習之情境
教學過程，替學⽣規劃產業所需之相關訓練與準備，培育流⾏⾳樂創作⼈員、⾳樂⾏政管理⼈員、流⾏⾳樂相關從業及經紀管理
⼈員等才。
考⽣具備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仁科技⼤學 Taj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9
聯絡電話 886-8-7626903
傳真 886-8-7626904
地址 90741屏東縣鹽埔鄉新⼆村維新路20號
網址 https://www.tajen.edu.tw/p/600-1000-1.php?Lang=zh-tw
承辦單位 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LUn5wRmy8N5Xyno-x53dxlYYZL7T1cBz
1.本校擁有兩棟宿舍，僑外⽣優先保留⼀宿C級房型及⼆宿。 2.⼀宿房型及⼆宿房型皆為四⼈⼀間，最⼤差別在於衛浴設
備，⼀宿衛浴設備在房內，⼆宿衛浴設備在外共⽤。 3.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學部計有3個學院、5個碩⼠班、11系3學⼠學位學程，⼊學不拘性別。 ⼆、備有⾼屏地區學⽣專⾞。 三、教
學與⽣活設施完善，有校園網路、圖書資訊⼤樓、學⽣活動中⼼、國際標準攀岩場等。另有學⽣旅館，設備完善，且對於
僑外學⽣⼀律優先保留住宿權利，並提供本校第⼆宿舍住宿每學期只要新台幣5000元的優惠。 四、本校對於僑⽣照顧無
微不⾄，從⼯作證、獎學⾦、居留證等皆協助申請。 五、校址：90741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20號。 六、有關本校教學資
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http://www.tajen.edu.tw，電話：08-7624002。
系所分則

4152 ⼤仁科技⼤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B.A.)
本系致⼒於於結合學校⽬標與教育理念，迎合時代趨勢、建⽴系獨有特⾊。本系之特⾊如下：
(⼀) 體現在地學習、在地實習、在地就業
本校地處國境之南的屏東地區，熱帶⾃然景觀相當豐富，各項休閒遊憩資源亦相當完備，特別是在屏東縣境內有墾丁國家公園、
⼤鵬灣國家⾵景區，以及萬巒沿⼭休閒農業區等休閒遊憩專區，鄰近區域休閒產業市場之需求相當充裕。有鑑於此，本系以「在
地就業」為系之特⾊，積極推動學⽣參與證照研習、在地產業參訪與實習等，以達成本系之「在地就業」特⾊。實際推動作法包
括與在地企業建⽴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建置⾼屏地區校外實習基地，以及⿎勵學⽣參與社區關懷服務，建⽴良好在地關係等，近
年來學⽣多數均能在⾼屏地區就近實習與就業，成果豐碩。
(⼆) 鏈結⽔域專業
屏東地區三⾯環海，海洋資源與⽣態景觀充沛，境內墾丁國家公園與⼤鵬灣國家⾵景區均為國際知名⽔域休閒運動之場所；再
者，台灣為標準的島嶼國家，豐富多元的⽔域活動⾃然成為島國主要的發展特⾊。依據此⼀外部優勢與機會，本系將「⽔域專
業」設定為系之獨有特⾊，實際推動作法包括結合⽔域休閒活動業者進⾏策略結盟；⿎勵學⽣考取如游泳、⽔上摩托⾞、潛⽔等
⽔域相關證照；並將急救之證照設定為學⽣畢業⾨檻；協同⽔域休閒產業業者進⾏協同教學與產學合作；以及⿎勵與協助對⽔域
休閒活動具興趣之學⽣前往相關產業實習等。⽬前本系已和⼤鵬灣國家⾵景區之帆船業者，以及墾丁國家公園之衝浪業者進⾏產
學合作，並建置校外實習基地，積極推動⽔域專業之特⾊發展，並以學⽣實習就業無縫接軌為主要發展⽬標。
(三) 實踐⾼齡照顧
本校之基本素養以橘⾊關懷為出發，基於對社會與⼈⽂之關懷為出發點，並且配合台灣步⼊⾼齡化社會之現況，本系將「⾼齡照
顧」設定為系發展特⾊之⼀，⼒求與政府機關和⺠間機構合作，積極推動⾼齡休閒活動與體適能之發展，結合樂齡教育課程規劃
樂齡休閒活動。實際推動作法包括設計⾼齡休閒相關產業參訪活動、與⾼齡休閒產業簽署策略聯盟、教師帶領學⽣前往社區關懷
據點進⾏社區服務、建構⾼齡體適能情境模擬教室、⿎勵學⽣考取⾼齡休閒相關證照等，並結合本校基本素質進⾏各項志願服
務，讓⾼齡照顧之發展特⾊融⼊系之課程與活動中，達到「時時⽤⼼、處處關懷」的⽬標。
⼀、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三、餘依⼀般限制。

健⾏科技⼤學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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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95

聯絡電話 886-3-4581196

傳真 886-3-2503900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32097桃園市中壢區健⾏路229號
網址 http://www.uch.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合作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其他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
備註
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eb.uch.edu.tw/uchdorm/）
系所分則
4112 健⾏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應外系課程以奠定學⽣紮實之英、⽇雙外語基礎，強化職場之外語應⽤能⼒為主。以多種英、⽇語教學軟體以及數位輔助教材，
教授各種專業領域之英、⽇語溝通技巧，積極培養符合現代經貿、觀光、餐飲及兒童教育等專業英、⽇語⼈才。 課程分三⼤模
組：「職場英語」、「兒童英語教學」、「職場⽇語」，可配合每位學⽣之專⻑與需求，彈性選擇並發展未來的職涯。 本系課程
具有下列特⾊： (1)配合時代潮流、社會經濟脈動與企業環境，教授以職場為導向之專業外語課程 (如旅遊英語) (2)強調E化教
學，以達成「知識開發」與「科技應⽤」結合資訊化的外語教學 (3)配合相關理論，邀約業界專業⼈⼠蒞校演講，以傳承實務經
驗，充實教學內容 (4)配合企業界承認之各種英、⽇⽂檢定考試，提供外語檢定考試訓練課程
4115 健⾏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以全⼈教育理念為根基，培養有國際觀、具獨⽴思考、創新、溝通能⼒，兼備資訊專業、經營管理之專業⼈才。 （⼀）系所特⾊
: (1)94年榮獲教育部評鑑⼀等。(2)課程規劃為：資料庫管理、程式設計及企業電⼦化等三個學程，協助學⽣取得資管相關證照。
(3)96年成⽴資管所，規劃數位學習、資訊安全規劃、電⼦化企業與⾏動商務及知識管理與智慧型決策等四個領域為教學研究特
⾊。 （⼆）師資陣容 :本系師資由國內外資訊管理、資訊⼯程及企業管理等領域組成。 （三）專業級實驗室 (1)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際級認證考場。(2)經濟部資訊專業⼈員鑑定(ITE)國家級考場。 （四）學⽣畢業可擔任資訊管理顧問、專案
經理、企業⼈員、程式設計師、系統分析師、資料庫管理師等職務。 （五）依⼀般限制。
4116 健⾏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教育⽬標：培育理論基礎及實務能⼒兼具的⾏銷與流通管理⼈才，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之需求，促進⾏銷與流通管理在⼯商業界
的創新應⽤。 教學重點：奠定學⽣正確的⾏銷觀念與技巧之外，另⼀⽅⾯強調⾏銷企劃實作能⼒、市場開拓、網路⾏銷、連鎖企
業及零售業經營管理、商店經營與流通服務管理等能⼒的養成。 畢業⽣進⼊企業上班就能⽴即上⼿，成為理論實務兼備熾⼿可熱
的職場贏家。 課程規劃：分為⾏銷企劃、商店經營與管理與流通服務管理等三⼤學程，而以管理與資訊應⽤為教學基礎技能訓
練。 教學重點：以奠定學⽣正確的⾏銷觀念與技巧之外，則強調⾏銷企劃實作能⼒、市場開拓、網路⾏銷、連鎖企業管理、零售
業經營管理、商店經營與流通服務管理等能⼒的養成。依⼀般限制。
4117 健⾏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所之教育⽬標為培養具備『⽣產與作業、⾏銷、研發、財務、⼈⼒資源、資訊…等』各專業領域管理知識，更強調企業經營
管理所需具備『統合性管理知識與能⼒(有利於職場晉升與職涯發展)』的培育」。 本所主要發展重點與特⾊如次： （⼀）以宏觀
的視野培育具備企業經營所需「專業領域的管理知能，更強化企業經營的統合管理知能」。（⼆）強調理論與實務運⽤的結合。
（三）強化跨領域與跨產業課程的規劃4.統合性觀點規劃本所課程與專業領域分流。 （四）依⼀般限制。
4118 健⾏科技⼤學 ⼯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Service Management Division
⼯管簡介：培養結合⼯程、管理、⾨市服務的跨界⼈才，(⽣管、品管、勞安)廠⻑及(⾨市服務)店⻑的搖籃。⼯業管理師就是產
業的現場管理師，是替產業找出問題，解決問題，幫助產業節省成本、創造利潤的魔法師。 ⼯管榮譽榜：101年⾄今累積獲得國
際發明展 10⾦、7銀、3銅、1項⼤會發明⼈特別獎： 內容包括：「2012義⼤利國際發明展」1⾦、1銀,「2012第⼋屆烏克蘭國際
發明展」 4⾦、 1銀、1 項⼤會發明⼈特別獎,「 2012波蘭國際發明展」2⾦2銀、「 2012東京發明展」1⾦1銀,「2013捷克國際發
明」2銀1銅,「201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1⾦1銅,「 2014波蘭國際發明展」 1銅, 「 2015俄羅斯阿基⽶德國際發明展」 1
⾦。 ⼯管學什麼：⽣產與作業管理(產業的醫⽣-⼯業⼯程師)、品質技術及管理(產業的把關者-品質⼯程師)、⼯業安全管理(員⼯
安全的守護者-勞⼯安全衛⽣管理員)、企業電⼦化管理(e化的神奇魔⼿-電⼦化⼯程師)、服務管理(服務業管理者-連鎖⾨市店⻑)。
4119 健⾏科技⼤學 ⼯業管理系資訊應⽤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IT Applications Division
⼯管簡介：培養結合⼯程、管理、⾨市服務的跨界⼈才，(⽣管、品管、勞安)廠⻑及(⾨市服務)店⻑的搖籃。⼯業管理師就是產
業的現場管理師，是替產業找出問題，解決問題，幫助產業節省成本、創造利潤的魔法師。 ⼯管榮譽榜：101年⾄今累積獲得國
際發明展 10⾦、7銀、3銅、1項⼤會發明⼈特別獎： 內容包括：「2012義⼤利國際發明展」1⾦、1銀,「2012第⼋屆烏克蘭國際
發明展」 4⾦、 1銀、1 項⼤會發明⼈特別獎,「 2012波蘭國際發明展」2⾦2銀、「 2012東京發明展」1⾦1銀,「2013捷克國際發
明」2銀1銅,「201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1⾦1銅,「 2014波蘭國際發明展」 1銅, 「 2015俄羅斯阿基⽶德國際發明展」 1
⾦。 ⼯管學什麼：⽣產與作業管理(產業的醫⽣-⼯業⼯程師)、品質技術及管理(產業的把關者-品質⼯程師)、⼯業安全管理(員⼯
安全的守護者-勞⼯安全衛⽣管理員)、企業電⼦化管理(e化的神奇魔⼿-電⼦化⼯程師)、服務管理(服務業管理者-連鎖⾨市店⻑)。
4353 健⾏科技⼤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銷組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以輔導學⽣取得證照、上機實務操作、商場語⾔學習與企業實習等為主軸，培養具國際化、資訊化與創新化的國際觀光與航空⼈
才。透過與專業⾶航訓練機構-安捷⾶航訓練中⼼之合作，培養出航空業極為⽋缺之⺠航客機師⼈才。
4354 健⾏科技⼤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休閒組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觀光⾏銷與休閒管理組 : 結合商管與觀光休閒專⻑師資，將「觀光(旅遊)管理」、「休閒遊憩」與「管理」相結合，挺進觀光、
旅遊與休閒⼈⼒市場，有系統地培育經營觀光休閒事業之專業管理⼈才。
4355 健⾏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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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教育理念為根基，培養有國際觀、具獨⽴思考、創新、溝通能⼒之多媒體應⽤專業⼈才。 （⼀）系所特⾊ : (1)94年榮獲
教育部評鑑⼀等。(2)課程內容著重在使⽤多媒體素材於網⾴設計並達到有效⾏銷的相關課程，所有課程設計著重實務作品的產
出，且結合多媒體國際證照的考取。(3)96年成⽴資管所，規劃數位學習、資訊安全規劃、電⼦化企業與⾏動商務及知識管理與智
慧型決策等四個領域為教學研究特⾊。 （⼆）師資陣容 :本系師資由國內外資訊管理、資訊⼯程及企業管理等領域組成。 （三）
專業級實驗室 (1)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際級認證考場。(2)經濟部資訊專業⼈員鑑定(ITE)國家級考場。 （四）
學⽣畢業可擔任網⾴設計師、多媒體動畫設計師、網站及多媒體程式開發⼈員等職務。 （五）依⼀般限制。
4356 健⾏科技⼤學 財務⾦融系投資理財組 Dept. of Finance
教育⽬標在於培育學⽣成為具有專業化、實務化、國際化與競爭⼒的⾦融專業⼈才。 （⼀）投資理財組主要培育個⼈理財及公司
理財(財務管理)之專業⼈才。課程設計包括基礎學科及專業課程規劃，基礎學科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及法學常識等商學
基礎科⽬，而專業課程則包括投資管理模組及公司理財模組。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原則，加強證券與投資理財等各
⽅⾯專業知識，並協助學⽣參加⾦融研訓院、證券市場發展基⾦會與產(壽)險同業⼯會等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專業類證照考試，以
提升學⽣的就業競爭⼒。 （三）依⼀般限制。
4357 健⾏科技⼤學 財務⾦融系⾦融管理組 Dept. of Finance
教育⽬標在於培育學⽣成為具有專業化、實務化、國際化與競爭⼒的⾦融專業⼈才。 （⼀）⾦融管理組主要培育銀⾏、信託、壽
險、產險等⾦融機構之專業⼈才。課程設計包括基礎學科及專業課程規劃，基礎學科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及法學常識等
商學基礎科⽬，而專業課程則包括⾦融機構模組及財務⼯程模組。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原則，加強⾦融與保險等各
⽅⾯專業知識，並協助學⽣參加⾦融研訓院、證券市場發展基⾦會與產(壽)險同業⼯會等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專業類證照考試，以
提升學⽣的就業競爭⼒。 （三）依⼀般限制。
1719 健⾏科技⼤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培養學⽣具備完整商業⽅⾯之專⾨知識技術能⼒，配合電腦教學，訓練學⽣應⽤電腦於商業實務中，以培養優秀商業管理⼈才。
課程規劃:智慧型建物管理.物業⽣活服務.物業服務管理.物業資產管理.不動產估價.不動產投資.⼟地開發
1720 健⾏科技⼤學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室內設計組 Depart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Section of Interior Design
培養學⽣具備完整室內設計規劃、裝修施⼯⽅⾯之專⾨知識技術能⼒，配合電腦教學，訓練學⽣應⽤電腦於室內設計實務中，以
培養優秀實務⼈才。課程規劃:智慧型建物管理.物業⽣活服務.物業服務管理.物業資產管理.不動產估價.不動產投資.⼟地開發
1721 健⾏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依據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健⾏科技⼤學餐旅管理系以「培育具國際觀、有活⼒、術德兼備之專業餐旅⼈才」為教育⽬標，致⼒於
培育具有競爭⼒、實戰⼒與統整能⼒之專業⼈才。於課程⽅⾯，主要傳授「餐旅服務」、「餐飲製備」與「餐旅⾏政管理」等專
業技能，並安排為期⼀年的校外實習課程，亦有提供赴⽇本、新加坡等國之海外實習機會。此外，本系重視學⽣創新創意的設計
能⼒，積極培育具有餐旅創新研發以及微型創業能⼒的實務型⼈才。
1749 健⾏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ection of Hospitality Planning and Design
依據觀光產業發展趨勢，健⾏科技⼤學餐旅管理系以「培育具國際觀、有活⼒、術德兼備之專業餐旅⼈才」為教育⽬標，致⼒於
培育具有競爭⼒、實戰⼒與統整能⼒之專業⼈才。於課程⽅⾯，主要傳授「餐旅服務」、「餐飲製備」與「餐旅⾏政管理」等專
業技能，並安排為期⼀年的校外實習課程，亦有提供赴⽇本、新加坡等國之海外實習機會。此外，本系重視學⽣創新創意的設計
能⼒，積極培育具有餐旅創新研發以及微型創業能⼒的實務型⼈才。

⿓華科技⼤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8
聯絡電話 886-2-82093211
傳真 886-2-82091468
地址 33306桃園市⿔⼭區萬壽路⼀段300號
網址 https://www.lhu.edu.tw/index2.as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lhu.edu.tw/m/icsc/internationalstudent.html
提供宿舍給所有境外學⽣
⼀、本校於1969創校，迄今已歷50年，於2001升格為「⿓華科技⼤學」，為北臺灣地區第⼀所奉教育部核定升格之私⽴
科技⼤學，2010年教育部技專校院評鑑結果所有科系獲評為⼀等，成績全國最優。 ⼆、本校位於新北市新莊、迴⿓地
區，近台北捷運新莊線終點站，交通便利。 三、與美、⽇等知名學校簽署交換學⽣或雙學位協議，享有免繳對⽅學校學
雜費之優惠。 四、每年遴選約100位競賽或社團績優學⽣，免費參訪國外姐妹校、研習及交流，以擴⼤學⽣國際觀。
五、本校2006⾄2017年連續12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累計獎勵⾦額達新臺幣6億6185萬元，為台灣北區私⽴技職
校院第1名，超越多所公⽴學校。 六、2012年⾄2017年連續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學計畫」成⽴產學研發中⼼，
為台灣技專校院前8名、私⽴科⼤前3名，亦為北臺灣地區私⽴學校唯⼀獲選者。七、2018年榮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1億
414萬元獎助，為台灣台中以北私⽴科⼤第⼀。
系所分則

4486 ⿓華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Science
本系以結合資訊科技、⼈⽂與藝術領域專⻑，期能培育數位遊戲、電腦動畫、網路多媒體、數位影⾳應⽤等整合性技術⼈才，以
達到資訊軟體開發的理性思維與設計創意之感性訴求並重的培育⽬標。 本系已成⽴「MAC 多媒體實驗室」、「多功能遊戲展⽰
及PC遊戲教學教室」、「數位攝影棚」、「數位內容後製作室」、「遊戲設計實驗室」、「數位錄⾳室」「遊戲測試暨專題製作
室-四間」、「數位內容教學實驗室」。以發展「線上遊戲」「互動式多媒體」「虛擬實境」「3D遊戲引擎及電腦動畫」及「⾏
動內容」為主要發展特⾊。
4775 ⿓華科技⼤學 ⽂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igital Media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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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課程設計規劃整合「⽂化創意」、「數位設計」以及「⾏銷」等相關知 識，以培養具備跨領域整合能⼒的⽂化創意產業⼈
才，以因應未來職場⼯作所需。 本系除規劃1間專屬電腦教室以及1間專題製作教室外，並於本校數位內容多媒體技術研發中⼼設
置「⽂化創意衍⽣商品設計製作實驗室」、「3D⽴體成像實驗室」、「快速成型實驗室」，提供學⽣學習衍⽣商品設計製作。未
來在跨領域數位匯流⼈才培育⽅⾯，將與數位內容多媒體技術研發中⼼、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觀光休閒系以及應⽤外語系
密切合作，提昇學⽣專業領域、跨界整合以及國際連結能⼒；在跨領域商品設計⼈才培育部分，將與本校創意成型設計中⼼合
作，提昇學⽣⽂化創意衍⽣商品設計製作能⼒。
4776 ⿓華科技⼤學 觀光休閒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本系在課程設計係以「外語」為基礎，學⽣除修習校必修之英⽂課程外；本系並提供紮實的外語訓練，開設專業英語課程，如：
「觀光英語」。而⽇語訓練提供「基礎⽇語」課程，並開設專業⽇語「觀光⽇語」課程。 以「觀光休閒」為內容，開設3⾨特⾊
課程為，且為培養專業導覽⼈員及領隊與導遊⼈員亦開設實務及法規等課程，以協助學⽣取得相關證照。 且以「⾏銷管理」為⽅
法，並透過「專題製作」與「企業實習」，強化與觀光休閒產業之互動連結，培養⾼素質國際觀光休閒⾏銷⼈才，提供具國際⽔
準之觀光服務。此外，為加強實務訓練，本系秉承本校⼀貫強調之重點，加強產學合作，與旅⾏社、旅館、主題樂園與休閒機構
洽商產學合作，達到使學⽣畢業及就業⽬標。
4485 ⿓華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本系擬定五⼤重點特⾊為現階段及未來努⼒發展之願景: (⼀)多元化學習(⼆)國際學術交流(三)多元證照(四)產學合作(五)專業志⼯
服務與實習。設計四年⼀貫之課程，以落實學⽣之基礎語⽂能⼒及溝通能⼒，第⼀、⼆學年著重基礎語⾔教育，包括聽、說、
讀、寫、譯之基礎語⾔訓練課程。專業領域分為『英語教學組』及『商務經貿組』兩學程，使學⽣應⽤語⽂於此兩領域，以紮實
⾃身之外語溝通及應⽤能⼒。第⼆外語⽂包含⽇、西、法等語⾔之學習。產學合作計畫，使學⽣獲得實際實習機會。專業志⼯服
務學習，展現學⽣⼈⽂關懷精神。而海外研習及交換學⽣機會，可擴展國際視野及培養世界觀。
4484 ⿓華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著重於管理領域之規劃、整合、執⾏與創新等能⼒之激發，結合理論與實務，並以個案研討、實作與演練⽅式，使學⽣從中
學習與體驗。 課程規劃，包括三⼤⾯： 1. 管理技能課程：⼈⼒資源、財務、⾏銷、⽣管研發等。 2. 特⾊實務課程：電⼦商務、
網路⾏銷、運籌管理、顧客關係管理等。 3. 任務導向課程：研究所升學、⾼普考、證照等。 此外，為因應資訊網路與國際化趨
勢，不僅加強學⽣語⽂能⼒與科技運⽤，同時更培養學⽣之⼈⽂素養並提昇個⼈專業能⼒，以其成為具備宏觀與競爭優勢的企管
⼈才。
4483 ⿓華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本系培養學⽣基本的財務⾦融專業知識，並加強學⽣語⽂、⾦融相關法規與多媒體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以期培育全⽅位⾦融
⼈才。 為因應⾦融控股公司之成⽴及⾦融業務整合之趨勢，本系開設⾦融、財務及保險三⼤領域之課程，並加強學⽣語⽂、⾦融
相關法規與多媒體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使學⽣於⾦融各領域可均衡發展。 1.理論與實務並重：著重財務⾦融專業理論外，亦
注重實務應⽤，強調專題製作。 2.證照制度：輔導與⿎勵每位學⽣畢業前均需取得證券、⾦融與保險等相關證照，以跨越就業⾨
檻。
4482 ⿓華科技⼤學 國際企業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的主要⽬標在於培育國際商務專業⼈才。除培養學⽣商管之基礎判斷分析能⼒以及專業語⽂溝通能⼒外，同時加強學⽣國際
商務相關之進階專業理論與實務的知識與技能。 課程內容設計以現今國際商務發展相關之學理科⽬為軸⼼，特別著重國際商務理
論與實務之配合、國際市場之研究與開發、國際營運與國際⾏銷能⼒之涵養、⾦融財務管理以及電⼦商務之應⽤，使學⽣具備國
際商務管理能⼒、成為具有國際觀的專業國際商務⼈才以因應全球競爭的挑戰。 發展特⾊ 1. 國際市場研究與開發 2. 國際商務英
⽂學習與應⽤ 3. 商務資訊應⽤
4480 ⿓華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據培育⽬標規劃四⼤類課程，培養電腦網路、軟體發展、資料庫，以及產(企)業電⼦化等專業資訊管理⼈才。
培育⽬標 1.培育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界所需之軟體發展及維護、網路規劃與管理、資訊庫管理與應⽤，以及產(企)業電⼦化整合
應⽤等專業資訊管理⼈才。 2.養成學⽣獨⽴思考、學習與解決問題之能⼒。 3.加強學⽣表達溝通、團隊合作與外語之能⼒。
發展特⾊ 1.重視倫理與服務學習 2.強調就業⼒ 3.創新創意與資訊管理結合 結合國際I.T.專業證照，要求學⽣在畢業前須取得⾄少
⼀種國際I.T.專業證照，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建⽴學⽣之就業競爭優勢。
4481 ⿓華科技⼤學 ⼯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業管理系以培養產業及企業所需之具有國際化、整合能⼒、資訊科技、以及改⾰創新能⼒的全⽅位管理⼈才為主要⽬標。舉凡
B to B (企業對企業)領域中所需要的管理實務，例如企業資源規畫、供應鏈管理以及顧客關係管理等，皆為本系主要發展特⾊。
因應現今產業發展趨勢及本校快樂學習『123』的校務發展特⾊，本系特別規劃兩項跨院系學程：製商整合學程與供應鏈資訊化
學程，及三項學系特⾊課程：⾏銷流通特⾊課程、⼯業⼯程特⾊課程及經營管理特⾊課程，來協助學⽣獲取第⼆專⻑及提升實務
經驗。經由與企業進⾏產學合作案，建⽴實務教學特⾊，並提供學⽣參與企業實習及建⽴正確職場觀念，將有助於學⽣⽇後繼續
升學、出國深造、或⾃⾏創業之準備。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6
聯絡電話 886-3-6102220
傳真 886-3-6102214
地址 30015新⽵市香⼭元培街306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y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afe.ypu.edu.tw/p/412-1012-619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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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準宿舍房間為2⼈⼀間或單⼈房。 2. ⽣活費⼀個⽉約需新台幣5,000~6,000元。 每學期住宿費⽤(以108學年度第1學
期為例) 項⽬/新台幣 學校宿舍∕$10,500 ~ 18,500 校外租屋∕$18,000 ~ 30,000 ⽣活費∕$30,000 ~ 36,000 註： 1. 學⽣
宿舍 進住及搬離宿舍的時間均依照學校⾏事曆之時程。校外住宿通常以六個⽉為期。 2. 個⼈⽣活費⽤不包括⾐服、娛樂、旅
⾏及交通等費⽤。 上述費⽤的估計以109學年度（2020-2021）進⾏評估，110學年度（2021-2022）的費⽤也許稍有不
同，視個⼈的花費差異而定。
元培秉持創校⼈蔡炳坤先⽣的創校理念，以培養⽣醫科技、健康管理與醫療福祉產業之專業技術⼈才為⽬標，共設⽴10
個碩⼠班、1個碩⼠學位學程、15個系、3個學⼠學位學程，分屬於醫護、健康、福祉產業3個學院。學校教學設備及實驗
室多元而充⾜，並設有資訊中⼼、通識教育中⼼及光宇藝術中⼼等單位，圖書資訊暨⽣物技術⼤樓更擁有⼀流的圖書資訊
備註
設備及豐富的軟硬體設施、健身運動設施；多元優質教學結合產業策略聯盟，與超過30家⼤型醫院及五星級飯店建教合
作，提供學⽣實習最佳環境。 元培提供校園E化、⼈⽂、科技、書海的多元學習環境，就讀元培讓您在⽇新⽉異的時代中
掌握產業脈動，蘊含更豐厚而獨具的競爭實⼒。
系所分則
4236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醫務管理系醫療產業管理組 Division of Medical Industr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成⽴於1965年，為台灣⾸創之醫管科系，培育具備醫務⾏政管理、病歷管理暨醫療資訊管理及健康管理的⼈才，強調實務化教
學，聘請產業專家授課或協同教學，以培養符合產業需求之知識與技能；並與醫療產業機構建⽴策略聯盟，促進與業界之交流，
提供產學合作及學⽣實習與就業機會；每年定期赴⽇本與其他海外姐妹校進⾏⾒習參訪等異地學習，擴展學⽣國際視野。
4223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醫務管理系健康管理組 Division of Health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成⽴於1965年，為台灣⾸創之醫管科系，培育具備醫務⾏政管理、病歷管理暨醫療資訊管理及健康管理的⼈才，強調實務化教
學，聘請產業專家授課或協同教學，以培養符合產業需求之知識與技能；並與醫療產業機構建⽴策略聯盟，促進與業界之交流，
提供產學合作及學⽣實習與就業機會；每年定期赴⽇本與其他海外姐妹校進⾏⾒習參訪等異地學習，擴展學⽣國際視野。
4231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培訓具餐飲製備專業技能、餐飲管理及外語、資訊能⼒之專業⼈才；與國賓、喜來登等五星級飯店合作，提供學⽣實習最佳環
境；餐飲實務實習之外，本校餐飲實習教室為技術⼠術科考場，輔導學⽣考取餐飲專業證照；掌握業界營運型態及脈動，培育具
⾃主創業、餐飲經營管理、餐飲製備策畫與執⾏能⼒的優秀⼈才。
4230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台灣唯⼀以智慧健康產業相關資訊應⽤為主，並以智慧健康相關產業進⾏產學合作，直接投⼊產品應⽤開發之實務經驗。課程發
展特⾊為資訊技術應⽤與服務、數位創新及數位設計⾏銷，⽬標為培育數位創新服務與數位設計之資訊應⽤技術⼈才。結合國際
專業證照，除了設計具特⾊的課程，亦透過課程輔導學⽣考取國際級專業證照，以提⾼學⽣的就業實⼒。
4233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師資百分百有博⼠學位、有豐富的產業或專業證照及教學熱忱，更重要的是⽼師與產業的關係佳，可以提供學⽣很多的實務經
驗。每年都投⼊⼤量資⾦進⾏教學軟、硬體的設備更新，使學⽣可以在優良的環境中學習。畢業學⽣創業的很多，或受雇從事銷
售或⾏銷、⾨市服務、科技業、電⼦業及醫療產業等經營管理相關的職務。
4235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運動休閒組 Divition of Exercise Leisur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Leisure Management
主要在培育健康促進及休閒養⽣保健之專業指導⼈才。跨領域師資整合，培養學⽣具備完整預防保健知識及執⾏健康促進技能。
成⽴雲端健康管理及量化數據的健康促進平台，推動智慧健康⽣活應⽤教學。課程連結產、官、學、醫等外部資源，達到整合創
新的訴求。延攬產業師資進⾏協同教育，並與36家產業合作進⾏⼈才培訓、職場實作技能訓練。
4232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健康保健組 Division of HealthCar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Leisure Management
主要在培育健康促進及休閒養⽣保健之專業指導⼈才。跨領域師資整合，培養學⽣具備完整預防保健知識及執⾏健康促進技能。
成⽴雲端健康管理及量化數據的健康促進平台，推動智慧健康⽣活應⽤教學。課程連結產、官、學、醫等外部資源，達到整合創
新的訴求。延攬產業師資進⾏協同教育，並與36家產業合作進⾏⼈才培訓、職場實作技能訓練。
4234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成⽴於2006年，結合本校醫事專業及管理特⾊，提供商務、醫事、觀光、餐旅等多元學程，整合專業知識與英⽂職能，以培養健
康商旅事業專業外語⼈才為⽬的；為鍛鍊學⽣職場實務經驗，製造直接就業機會，與相關產業界合作提供「企業實習」課程。另
設有「拔尖⼈才培育專班」，針對語⾔能⼒達到雅思6級以上學⽣，提供獎學⾦補助，取得元培醫⼤+紐西蘭商學院+林肯⼤學三
聯學位；並協助申請海外研習獎⾦，推薦⾄德國、紐西蘭、⽇本名校交換。
4096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元培醫事科技⼤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是全台唯⼀以「觀光醫療」為主軸的觀光科系，以培育學⽣成為觀光醫療產業所需之整合型
專業⼈才為教育⽬標，培養學⽣具備醫療旅遊規劃與解說之能⼒，為了與產業接軌，將持續邀請觀光醫療領域之學者與業界專
家，參與規劃本系課程並共同授課，讓學⽣更了解實際產業需求，為顧客規劃更貼近實際需求的身、⼼、靈醫療旅遊服務，同時
也注重學⽣的⼈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國際禮儀與外語溝通能⼒，讓學⽣具備能前進國際醫療旅遊市場發展之競爭⼒。本系將主動
接洽各⼤美容與健檢機構、休閒度假中⼼、⽣態休閒農場、⽣態⽔療中⼼、溫泉養⽣會館等，規劃與安排學⽣之校外實習場所，
更⿎勵學⽣選擇海外作為校外實習，體驗不同國家觀光⽂化與⺠俗⾵情。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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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E1

聯絡電話 886-6-2674567-276

傳真

886-6-336-2469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71703台南市仁德區⽂華⼀街89號
網址 http://www.hwai.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oa.hwai.edu.tw/p/405-1013-37882,c1275.php?Lang=zh-tw
宿舍 國際學⽣保障四年宿舍，但須事先申請。如中途搬出，即不再給予保留。
本校成⽴於西元1968年，1999年8⽉1⽇改制為中華醫事學院，2007年2⽉改名為中華醫事科技⼤學。本校共計有3學
院，19系與4碩⼠班(10系組)。 招收⽇間部四年制⼤學之系有：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護理系、語⾔治療系、視光系、製
備註 藥⼯程系、餐旅管理系、幼兒保育系、⾷品營養系、環境與安全衛⽣⼯程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寵物照護與美容系、職
業安全與衛⽣系。 招收⽇間部⼆年制⼤學之系有： 職業安全衛⽣系、護理系、醫學檢驗⽣物科技系、調理保健技術系、
⾷品營養系 本校距離中⼭⾼速公路仁德交流道只有5分鐘，離台南⽕⾞站約15分鐘的⾞程，交通便捷，⾵景優美。
系所分則
4498 中華醫事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業界樂⽤的餐旅產業服務管理⼈才為⽬標，透過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多元化整合型課程及為期⼀年帶薪校外實習的規
劃，培育學⽣具備健康餐飲廚藝與管理及餐旅服務與管理的能⼒。
4499 中華醫事科技⼤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以培育⼈才，讓運動、健康與休閒能夠結合為⼀，不僅能夠延伸運動的本質，更能融⼊新的休閒與健康知能，真正落實領域學⾨
整合的⽬標，讓理論與實務並重、⼈⽂與科技兼具之全⽅運、健、休規劃之管理專業⼈才。
4497 中華醫事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ing and Education
透過專業與廣博教育課程之搭配，多元化傑出師資之延聘及優質教學之實施，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並附設幼兒園，提供學⽣就
近實習與⾒習的機會，結合理論與實務，讓學⽣在畢業之前就熟悉職場環境與運作過程，培育專業幼保⼈才。
4270 中華醫事科技⼤學 寵物照護與美容系 Department of Pet Care and Grooming
本系學⽣於修習課程後，將具有考取寵物美容師證照資格。畢業⽣就業管道將可以從事寵物美容、寵物⽤品量販店、連鎖寵物
店、⼤型寵物⽔族店及獸醫院擔任助理⼈員等⼯作，或可⾃⾏創業。畢業⽣升學管道可報考國內外研究所碩⼠班。國內進修可⾄
⼤專院校獸醫、動物、⽣物相關等研究所進修。國外進修⾄⽇本、歐美寵物美容等相關⾏業與學校深造與技能研習。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9
聯絡電話 886-2-27821862
傳真 886-2-27827249
地址 11581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245號
網址 http://www.c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備有男⼥⽣宿舍。 ⼆、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擴學
⽣宏觀視野，落實全⼈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及通
宿舍
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檢定」，⽅得畢業。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
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校區校址：31241新⽵縣橫⼭鄉橫⼭村中華街200號電話：+886-3-5935707。
⼀、本校備有男⼥⽣宿舍。 ⼆、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擴學
⽣宏觀視野，落實全⼈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及通
備註 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檢定」，⽅得畢業。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
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校區校址：31241新⽵縣橫⼭鄉橫⼭村中華街200號電話：+886-3-5935707。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1850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a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餐旅產業包括餐飲業、住宿業和休閒旅遊業等相關業別，本系以「培育餐旅服務產業技術⼈才」為⽬標，課程主軸以「廚藝技
術」與「餐旅服務與經營管理」為主要專業領域課程。開設烘焙實務、咖啡飲品調製、中餐烹飪實務、西餐烹飪實務、餐旅服務
技術、房務管理實務、客務管理實務等基礎實作課程，加強⾷品衛⽣安全、HACCP、餐旅⼈⼒資源管理、連鎖加盟經營管理、
督導實務、旅遊經營與遊程設計、旅館管理、⺠宿與度假村經營管理、溫泉旅館經營等專業知識與技能。學校積極推動外語⽂教
學與國際觀學習環境，本系結合專題製作、校外實務實習等活動，協助學⽣⾯對餐旅業全球化的⾼度競爭與發展之挑戰時，展現
競爭⼒。
4259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強調「務實致⽤、技能優先」之教學內涵，精進「課程結合證照、證照推動實習、實習接軌就業」之學習路徑。培育具備國際視
野、創新觀念、科技應⽤、務實態度、完整⼈格等特質之優秀⾏銷與流通管理⼈才。
4257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航空服務管理系(新⽵校區) Dept. of Aviation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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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特⾊是教學與實習課程整合，著重於培養學⽣航空產業實務之應⽤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四最後⼀年實施校外實習，全職
帶薪⾄航空產業實習，同時輔導同學就業。餘依⼀般限制。
1849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創與數位多媒體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Culture Creation and Multimedia
本系結合⽂化創意、數位多媒體技術、商品設計、經營管理及產品⾏銷設計等課程，培育⽂創產業鏈──⽂化、創意、產業之跨
領域⼈才。期望能透過專題製作及教師產學合作，加強學⽣實務經驗，培養專業策展⼈才為⽬標。優質的策展⼈才不只是要有藝
術的知識、選件的好眼⼒、⽂字撰述傳播和口語溝通的能⼒、展覽呈現和處理物件的技術、創意和解決問題的能⼒，更要具備團
隊合作的精神、組織領導的魅⼒，和⼀個職業該有的倫理和道德觀。
新課程⽅向為強化學⽣撰寫計劃書能⼒，結合「⽂案企劃與⾏銷」課程；⾏銷媒體策略結合「數位多媒體⾏銷」課程；空間整合
規劃結合「視覺傳達設計」課程。讓學⽣充分掌握展覽製作及創造展覽空間的⽬的及⽅法。
4099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企業資訊與管理系 Dept.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為配合國家產業昇級，企業除需要經營與管理⼈才外，更需要⼤數據分析⼈才以協助企業掌握巨量資料資訊，研定前瞻性企
業策略，永續經營。鄰近南港軟體園區及內湖科學園區，配合國家精進資通訊⼈才培育策略，培育具備產業電⼦化及資訊管理技
術整合運⽤之專業⼈才。

環球學校財團法⼈環球科技⼤學 TransWorld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6
聯絡電話 886-5-5370988 # 2230~2236
傳真 886-5-5370989
地址 64063雲林縣⽃六市嘉東⾥鎮南路1221號
網址 http://www.tw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ia.twu.edu.tw/downloads/laws200218140330a.pdf
新⽣保障住宿,其他
⼀、男⼥兼收。 ⼆、本校備有全新套房宿舍，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 三、本校提供僑外⽣學雜費半免及全免獎助學
⾦。 四、本校設有管理學院、設計學院、觀光學院及健康學院，系所完備、師資優良、設備精良。本校更致⼒於校內、
校際及國際之整合與學術研究合作，以提昇學術⽔準，培育優秀⼈才。 五、本校網址：
http://www.twu.edu.tw/index.html。校址：640雲林縣⽃六市嘉東⾥鎮南路1221號。電話：+886-5-5370988 ext
2230~2236。僑外⽣申請Facebook: https://goo.gl/kCQAel
系所分則

4591 環球學校財團法⼈環球科技⼤學 餐飲廚藝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溝通能⼒。
（⼆）本系成⽴係以培養廚藝知識與烹調技術能⼒之實作⼈才為主，使學⽣具備中西餐烹調理論與技術，並輔以餐飲管理知識及
電腦應⽤操作能⼒，而成為具有廚藝品德涵養的技術⼈員。

吳鳳科技⼤學 WuFe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0
聯絡電話 886-5-2267125#21931~21933
傳真 886-5-2260213
地址 62153嘉義縣⺠雄鄉建國路⼆段 117 號
網址 http://www.wf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
無僑⽣專屬獎學⾦
外國學⽣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宿舍。 4⼈1間，含：獨⽴空調、Wi-Fi、獨⽴衛浴。
⼀、唯⼀以「安全」為核⼼特⾊之技職校院，且全校可無線上網。 ⼆、專業訓練實驗室及20億打造全新校園－世界第⼀
⾼樓（台北101）建築師李祖原等設計！ 三、延攬台⼤、清⼤、交⼤、成⼤、中正、中央、嘉⼤、國北師、市北師、彰師
⼤、警⼤等校優質師資團隊，發展為雲嘉南地區技職校院之指標學校。 四、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
學⼠學位。 五、全校教室均設有冷氣，且具備有男⼥⽣宿舍、每間宿舍均為冷氣房間並連接學術網路。 六、學雜費依教
育部核定標準辦理收費。 七、對於經濟困難者，本校提供的協助措施：（⼀）獎助學⾦（⼆）⼯讀機會。
系所分則

4334 吳鳳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為因應政府推動觀光政策，培育專業餐飲旅館業管理⼈才為系主要發展⽅向。課程依學⽣職涯發展⽅向，分為「廚藝創作」
與「餐旅管理」兩⼤模組，並配合教學實務實習，培養學⽣帶著走的職場就業能⼒。 ⼆、本系備有符合國家級考場之現代化新穎
的專業教室計15間，學習情境完全符合職場實務運作，並禮聘國內外餐旅實務專精之師資群團隊到校授課。 三、須具備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 四、餘依⼀般限制。
4339 吳鳳科技⼤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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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台灣觀光休閒產業之特⾊及地區觀光產業特⾊，本系之課程安排以貼近產業發展為主軸，以休閒遊憩、觀光旅運管理
⼆⼤領域為課程發展特⾊及⽬標。 ⼆、本系專業教室均採情境擬之現代e化教室，契合職場實務運作，專業軟體設備新穎。
4342 吳鳳科技⼤學 應⽤數位媒體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Digital Media
⼀、培育學⽣應⽤數位媒體來進⾏數位內容及⽂化創意等產業媒體製播、設計及數位⾏銷。 ⼆、須具備基礎中⽂聽、說及表達能
⼒。 三、餘依⼀般限制。
1824 吳鳳科技⼤學 ⻑期照護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ong Term Care
課程規劃--1.⻑期照護管理模組主要培養⻑期照護管理⼈才
2.⻑期照護服務模組主要培訓理論與實務兼備之⻑期照護⼈才
教學特⾊--以培育⻑期照護管理師為核⼼，教導學⽣尊重⽣命及⼈⽂關懷，促進健康照護專業，促進產學合作。
4341 吳鳳科技⼤學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smetology and Hair Styling
⼀、因應政府視⽂創產業為政府重點扶持發展產業，本系以培育具國際觀之全⽅位，形象美學及時尚整體造型設計與管理領域之
⾼等專業技術⼈才為發展⽅向，提昇本系畢業⽣在就業職場的競爭⼒。課程依學⽣職涯發展⽅向及場域特性規劃，分別為「形象
美學模組」與「時尚設計經營模組」。 ⼆、本系專業教室均採情境模擬之現代e化教室，契合職場實務運作，專業軟體設備新
穎。 三、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四、餘依⼀般限制。
4333 吳鳳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幼兒保育系：配合國家幼兒保育教育政策，培育e世代優質教保專業⼈才，依據學⽣個⼈興趣，分為「課後照顧組」、「創
新與產業組」等模組課程。 ⼆、另有幼兒體能與遊戲 (提供學⽣同時學習體能運動及幼兒遊戲相關知識) 與兒童美語教學 (提供學
⽣同時學習兒童美語及幼兒教保相關知識) 跨科系學程，增加學⽣就業機會及競爭⼒。 三、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 四、餘依⼀般限制。
4338 吳鳳科技⼤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為配合國家運動休閒活動的推廣，提昇⺠眾⽣活品質，為運動健康推廣與諮詢、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休
閒遊憩事業經營與管理等產業，提供專業⼈才。每年定期結合產、官、學界舉辦國際⼤型運動健康與休閒研討會，並辦理多場業
界實務研習及講座，以增進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學⽣職場專業之技能。本系在⼈才培育規劃上分為兩⼤區域：
⼀、運動健康領域：以體育教師、運動教練、體適能指導員、健身指導員(教練)、幼兒律動指導員…等。
⼆、運動休閒領域：外(華)語導遊及觀光領隊、休閒渡假村管理⼈員、休閒運動指導⼈員、休閒遊憩指導員、休閒運動指導員(⼾
外體驗教育、極限運動)…等。

德明財經科技⼤學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5
聯絡電話 886-2-26585801
傳真 886-2-27991368
地址 11451台北市內湖區環⼭路⼀段56號
網址 http://www.takming.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男⼥兼收。 ⼆、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申請住校。 三、位於台北市，緊鄰內湖科技園區，搭乘捷運⽂湖線⾄
西湖站下⾞步⾏約8分鐘可到達。 四、教學設備完善，學⽣可以無限上網，本校設有OK便利商店、ATM提款機，餐廳多
樣化且周邊⽣活機能便利；學⽣宿舍提供冷氣與宿網。 五、學⼠班新⽣必修習服務學習⼀學期課程，英⽂課程採分級分
班授課。 六、學⼠班學⽣應通過基本技能認證及各系專業認證，始能達到畢業資格；另本校各系亦有實施校外實習的課
程。 七、設有急難救助⾦，提供各類獎助學⾦、⼯讀助學⾦等協助措施。 ⼋、學校之教學資源概況，請查閱本校資訊
網。（網址：http://www.takming.edu.tw）。九、本校簡介：看⾒德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wLJNbPHMYNc
系所分則

4394 德明財經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90 德明財經科技⼤學 財政稅務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89 德明財經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706 德明財經科技⼤學 財務⾦融系不動產⾦融與投資管理組 Finance and Finance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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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 德明財經科技⼤學 財務⾦融系數位⾦融組 Finance and Banking Department of Digital Finance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91 德明財經科技⼤學 ⾵險管理與財富規劃系 Insurance Finance Management Department
1.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般限制。
4395 德明財經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181 德明財經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時尚經營管理組 Enterprise Management Fashion Management Group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96 德明財經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97 德明財經科技⼤學 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組 Circul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Franchise Group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99 德明財經科技⼤學 ⾏銷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400 德明財經科技⼤學 ⾏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Exhibi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744 德明財經科技⼤學 國際貿易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93 德明財經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1. 部份課程使⽤華語教學，應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189 德明財經科技⼤學 應⽤外語系⽇⽂組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Group
1. 部份課程使⽤華語教學，應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98 德明財經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1836 德明財經科技⼤學 資訊科技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 餘依⼀般限制。
4392 德明財經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1. 先具備藝術創作媒材之基本能⼒(素描、彩繪技法、⽔墨書畫等)。
2.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3. 餘依⼀般限制。

致理科技⼤學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C3
聯絡電話 886-2-22580500
地址 22050新北市板橋區⽂化路1段313號
網址 http://www.chihlee.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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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2588518

本校為培育卓越商務實務⼈才之創新學習型⼤學，致⼒於培養具國際視野之商務管理、商貿外語、創新設計卓越商務⼈
才；且地處⼤臺北都會中⼼，是全臺灣交通最便利的學校。本校注重品德教育，獲頒教育部學務⼯作之最⾼榮譽「友善校
園」榮銜，且多次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命教育」等績優學校，更是佛光⼭「三好典範校園」學
校。在專業能⼒培養⽅⾯，本校連續9年專業證照考取數全臺第⼀，深受學⽣及家⻑喜愛，故近6年新⽣註冊率保持在
95％以上，更是培養諸多政府與企業領袖、國會議員的優秀學府。 在教學品質及學術聲望⽅⾯，本校2017年評鑑，全校
各系、碩⼠點、⾏政類全數獲得通過，並連續10年（2008-2017）榮獲「教學卓越計畫」⼤學，其中2018年榮獲⾼教深
耕計畫新臺幣6,571萬元補助，2019年再獲教育部肯定為優等⼤學，增加新臺幣1,000萬元補助。另外2007-2019年期間
榮獲教育部頒發「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體育績優學校」、「勞作教育」、「服務學
習」績優學校、「友善校園」榮銜及星雲⼤師教育基⾦「三好校園典範學校」。2019年時報週刊與1111⼈⼒銀⾏調查，
「企業最滿意⼤學」項⽬，繼2016年、2017年、2018年連續第四年榮獲臺灣私⽴科技⼤學組第1名。 國際認證與競賽⽅
⾯，本校創新設計學院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6年認證、商務管理學院通過 ACCSB 5年認證、商貿外語學院通
備註 過台灣評鑑會5年認證。學⽣參加國際競賽優異表現如下： 1.連續9年專業證照考取數全臺灣第1名。 2.2015~2017年榮獲
「亞洲會展青年競賽」2次冠軍、1次亞軍。 3.2015-2016獲10項德國紅點設計獎 其中3項為最佳設計獎 （Best of the
Best），2020再獲5項設計獎。 4.2018年世界盃電腦技能⼤賽榮獲世界冠軍。 5.2019年榮獲國際iF設計⼤獎。 6.榮獲⽇
本、⾺來西亞、莫斯科、波蘭、烏克蘭等多項國際發明展⾦牌、銀牌獎。 畢業⽣出路⽅⾯，⽬前與美國舊⾦⼭州⽴⼤學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合辦五年⼀貫碩學⼠MBA雙聯學制，與愛爾蘭的愛爾蘭國家學院（National
College of Ireland）、泰國的宣素那他皇家⼤學（Suan Sunandha Rajabhat University）合辦學⼠學位雙聯學制，
與美國的西南明尼蘇達州⽴⼤學（Southwest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MBA雙聯學制將於2021年正式推⾏。與
英國的密德薩斯⼤學（Middlesex University)、桑德蘭⼤學（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澳洲科廷⼤學（Curtin
University）雙聯學制皆將陸續開展，未來將提供更多學⼠雙學位、碩⼠雙學位等多元升學途徑。 國際化程度⽅⾯，⽬
前與中國⼤陸、美、⽇、澳，以及東協國家越南、泰國等105所學校締結交流協議，積極推動國際及兩岸合作。 港澳⽣輔
導機制⽅⾯，學校針對境外⽣設有專屬「⼤天使」的輔導機制，各班亦有導師可協助學業輔導，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則設有
專⼈負責港澳⽣辦理居留證、⼊出境、獎學⾦申請等等，使學⽣無後顧之憂，安⼼求學。
系所分則
4374 致理科技⼤學 休閒遊憩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本系學⽣成就具「三⾼」特⾊:就業率⾼、證書取得數⾼及雇主滿意度⾼，績效卓越。以「就業導向、樂活思維、創新能⼒、科技
應⽤」培育休閒服務管理專業⼈才。課程規劃務實致⽤，發展「旅遊服務管理」及「渡假服務管理」專業領域，並開設「獎勵旅
遊規劃與服務」學分學程，迎合休閒產業⼈⼒需求。專業教室多元精進，建置複合式渡假服務教學環境，結合完善實習機制，落
實「做中學、學中做」宗旨。
4372 致理科技⼤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通過IEET國際認證，課程受國際承認。本系著重跨領域⼈才培養，發展特⾊包括：跨境電⼦商務、數位⾏銷、雲端商務管理、物
聯網、⼤數據分析與APP開發。教學績效亮眼，競賽屢獲國際⼤獎，重要獲獎包括：第⼗屆波蘭發明展銀牌、第廿⼋屆⾺來西亞
ITEX國際發明創新科技展獲1⾦牌1銀牌、第⼗三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獲銀牌。採多元創意教學，為兩岸同學提供最佳的學習環
境。
4366 致理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通過IEET國際認證，課程受國際承認。課程設計包含智慧體驗服務課程模組、電⼦商務服務課程模組、雲端資訊服務課程模組，
結合⾏動雲端、⼤數據、物聯網、商務安全管理的線上、線下虛實整合服務，打造「線下實體展場、線上電商與⾏動終端」融合
為⼀的創新商業模式，培育全通路跨境電商⼈才。本校亦為阿⾥巴巴在台灣跨境電⼦商務的孵育基地。
4367 致理科技⼤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通過IEET國際認證，課程受國際承認。教學資源豐富，師資陣容堅強，優質多元學習：強化「數位影⾳」及「互動媒體」兩⼤主
軸，扎根專業基礎訓練，規劃多元實務課程，培育具創新設計與資訊科技整合能⼒的多媒體設計⼈才。教學績效亮眼，競賽屢獲
國內外⼤獎：如韓國⾸爾國際青年影展提名、2016德國紅點設計獎6件、⼊圍10餘項國內外影展獎項、2015紅點設計及iF學⽣設
計獎5件。
4364 致理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以「創新企劃與創業實務」、「精實營運與智慧管理」及「組織經營與⾏政資源管理」為主要專業職能發展⽅向，形成課程
模塊，開設專業課程，並主導本校「會展及活動管理」、「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跨域學分學程之開設，跨越傳統以企業
機能為導向的課程規劃，配合強化外語及信息能⼒專業輔導，以及實務專題製作與專業實習(作)課程訓練，全⽅位打造⼀個以
「畢業即就業」為⽬標的課程內容與學習環境。
4371 致理科技⼤學 應⽤⽇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本系學⽣表現突出，近年榮獲多項全國⽐賽冠亞軍佳績。除培養學⽣⽇語聽、說、讀、寫、譯「五技」紮實技能外，亦加強培養
學⽣跨領域的專業實務應⽤能⼒，積極輔導學⽣取得⽇語、資訊以及其他專業能⼒證書，並開設產業實務講座和實習課程，提升
學⽣就業競爭⼒。本系積極拓展與⽇本的交流，已選派77位學⽣赴⽇留學，211位參加訪⽇研修，64位赴⽇海外實習，開拓學⽣
的國際視野。
4365 致理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學⽣考取TOEIC證書張數連續多年全台灣第⼀名。本系由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全⾯落實技職教育與產業接軌，並推動職場實習及
海外實習，培育學⽣與職場無縫接軌，以及與產業界密切合作，學⽣可擔任美語教學、會展、休閒旅遊等實習⼯作。
4368 致理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開設財⾦CEO課程，邀請產官學⼤師蒞校講授國際財⾦資訊。協助學⽣發展核⼼能⼒以利未來就業，特訂定三⼤學習模塊：理財
規劃課程(培育⾦控理財專員、銀⾏/保險從業⼈員等)、投資分析課程(培育證券/期貨從業⼈員、投資分析研究員等)、企業財務課
程(培育財務管理、企業財務資源、租稅規劃等⼈才)，特別著重養成各模塊學⽣的移動⾦融服務、⼤數據分析與社群媒體分析等
三⼤能⼒。從校內學習、校企合作教學、企業⾒習、校外實習等，培育學⽣與職場「無縫接軌」。
4363 致理科技⼤學 國際貿易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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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2015年奉准成⽴國際貿易系碩⼠班，績效已受社會各界肯定，「多元教學、實務導向、彈性課程」為本系特⾊。本系著重
國際化課程、校企合作與實習，成⽴台灣獨特的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配合原有兩岸、東南亞課程規劃，課程結合貿易服務經
營、國際市場開發、跨境電商運籌等三⼤領域，讓學⽣擁有良好的學習視野及能⼒，擁有連結兩岸貿易實務教學與運⽤的最佳環
境。
4369 致理科技⼤學 會計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本系以培養中⾼階會計專業⼈才為⽬標，會計⼄級檢定、記帳⼠專業資格通過⼈數，名列全國前茅。發展特⾊：(⼀)以品德教育
為基礎(⼆)培養學⽣基本核⼼能⼒、推動考照之⾵氣、落實學⽣實習⼯作(三)開拓國際視野，提升學⽣外語能⼒、推動兩岸會計
學術交流活動與國際會計接軌。本系專任教師皆具實務經驗及專業證書。教學設備採最新會計軟件、企業資源規劃軟件、電腦稽
核軟件、持續性稽核平台軟件等，配合會計資訊系統教學。
4373 致理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培育學⽣具國際視野、創新觀念、科技應⽤、務實態度之優秀⾏銷流通整合⼈才。三⼤特⾊：1.創造學⽣佳績，具優良「四⾼」
傳統--競賽得獎數⾼、證照數⾼、就業率⾼、雇主滿意度⾼。2.落實校外實習，培養學⽣⼈際關係溝通、⼯作態度合作、職場倫
理軟實⼒。3.培養第⼆專⻑，結合會展專業證照考試、校外實習及競賽，培育會議展覽⾏銷優良⼈才；根據「網實通路整合」趨
勢開設網實通路學分學程。

明新科技⼤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1
聯絡電話 886-3-5593142#1467
傳真 886-3-5577682
地址 30401新⽵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網址 http://www.m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教育與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教育與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fg.must.edu.tw/index.aspx
新⽣住宿由學校統⼀分配，學⽣無法⾃⼰挑選想住的宿舍。 所有寢室均備有床位(沒有床墊)、書桌、檯燈、椅⼦、⾐櫥等
固定設備，另外網路、⾃助洗⾐、交誼廳、安全維護設施也⼀應俱全，不過衛浴設備必須共⽤。另外宿舍內沒有廚房。
本校地處新⽵縣新豐鄉，占地逾三⼗公頃，交通便捷、毗鄰⼯業區、科學園區，地理位置優越，本校成⽴超過五⼗年，⼯
學院所屬各系均通過IEET中華⼯程教育學會認證。2016年天下雜誌所屬Cheers期刊公布本校為北台灣技專校院第⼀名。
本校各系男⼥兼收，宿舍內設施完善，亦定期舉辦各項活動，且境外⽣為優先住宿。 教學與⽣活設施完善；校園網路、
圖書館、游泳池、保齡球館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 http://www.must.edu.tw。
系所分則

4074 明新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業⼯程與管理是結合科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等⽅法，⽤以提升組織營運效率的學⾨。標準化、合理化與⾃動化是本專業的理
論基礎，此外系統性與廣泛應⽤的特性，使⼯業⼯程與管理專業對企業的整合能⼒與績效表現影響卓著。本系專業課程重視實作
與應⽤，內容涵蓋組織中⼈資、設備、物料、財務與資訊之規劃與設計，培養具備規劃、改善、協調及整合能⼒之管理⼈員。
4075 明新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教育⽬標旨在配合地區產業需要，培育企業所需兼具資訊技術與管理知識之專業⼈員，訓練學⽣⾃我學習、獨⽴思考與解決
問題之能⼒。課程配合產業需求規劃出三⼤特⾊課程模組：「資訊與網路安全」、「系統開發與管理」及「企業電⼦化」三⼤模
組，並設有相對應的「資通安全學程」、「軟體⼯程學程」及「產業電⼦化學程」三個特⾊學程。
4077 明新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企業管理是學習⾏銷管理、財務管理、⼈⼒資源管理、⽣產與作業管理、以及資訊管理等知識的學科。明新企管系為深化學⽣專
業能⼒，課程規劃以專業導向，配合業界實務，建⽴服務管理、營運⾏政⼆⼤模組。本系所訓練的不是單⼀的⼈才，而是廣博而
專精的跨領域⼈才，具解決問題、溝通協調、系統思考能⼒，畢業出路廣，各⾏各業均有傑出表現。
4078 明新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明新科技⼤學⾏銷與流通管理系著眼於培育產業所需之⼈⼒資源、強化學⽣就業競爭⼒，透過多元課程規劃、專業證照輔導、實
務專題製作、企劃能⼒養成、數位技能培訓、競賽活動參與、產學合作交流以及校外實習推展等⽅式，使學⽣具備專業知識、實
務技能、國際視野以及服務熱忱，成為⾏銷與流通領域之專業⼈才。
4079 明新科技⼤學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因應旅遊服務業發展趨勢，旅館與餐飲從業⼈員之需求⽇殷。本系旨在培養兼具理論基礎與實務知識之旅館、餐飲專才，使其畢
業後即能投⼊相關服務業，以滿⾜業界需求。本系規劃旅館、餐飲及服務管理等分類課程，以充實學⽣具備餐旅從業⼈員應有之
完整知識與專業能⼒，並培養正確的服務倫理與⼯作態度。三年級學⽣須赴旅館實習⼀年，身⼼障礙欲報考者請審慎考慮。
4080 明新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本系成⽴於西元2000年，多年來已培育諸多休閒觀光產業相關領域之⼈才，系上專業師資多元且充沛。不但擁有休閒產業實務經
驗及專業證照，且具有產業經營跨領域整合之教學與研究能⼒。
本系⾃創系以來，以「⽂化休閒」、「健康休閒」與「旅遊休閒」為主要課程模組，伴隨產業發展趨勢再輔以「⽣態教育」、
「會展產業」等特⾊體驗課程作為本系⼈才培訓之重點，整體發展績效卓著。現有教學設備尚包括6處完善之專業教室與器材，
諸如陶藝教室、茶情境教室、中華樂器教室、健康適能教室、多媒體中⼼和電腦中⼼、及作為體驗學習之衝浪與浮潛等設施。
4081 明新科技⼤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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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資專⻑具多元性、學習環境規劃完善優美，課程規劃注重幼保理論與實務之融合，與幼保實務界合作密切，除落實教保實
務實習外並加強學⽣基本電腦資訊處理能⼒之培養，且開設多元化課程助於學⽣依個⼈興趣朝幼兒園、托嬰中⼼、安親中⼼、特
殊兒童教育、兒童藝術、兒童⽂教出版各相關領域發展，期望學⽣未來更具競爭⼒。
4082 明新科技⼤學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Dep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服務事業管理能⼒與⼈⽂素養兼具之專業⼈才為⽬標。本系之專業課程，包括下列領域：預防保健課程、⽼⼈照
護課程、⼼理與溝通課程、⽼⼈福利與社區服務課程、⽣涯規劃與休閒課程、⽼服事業經營與管理課程。
4083 明新科技⼤學 應⽤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本系依明新科技⼤學辦學理念，強調知能並進、學⽤合⼀之教育宗旨，配合業界⽤⼈需求與產業趨勢，整合跨院系教學資源，以
發展務實致⽤之教學⽬標。本系以「英語⽂教」、「企業商務英⽂」、「第⼆外語學習」為課程規劃軸⼼，包含：專業基礎、企
業商務英⽂、英語⽂教、第⼆外語課程。
4084 明新科技⼤學 運動管理系 Dept. of Sports Management
師資陣容充⾜，實務經驗豐富且專⻑多元，校內運動設施完善與課程相互結合進⾏實務教學。課程規劃除基礎的專業課程外，以
專業為導向，分「運動產業經營」、「運動觀光休閒」、「運動技術指導」三⼤領域，以模組化的課程安排，養成在運動產業經
營的知能、活動推廣規劃的動能，以及運動技術指導的技能。
4049 明新科技⼤學 財務⾦融系創意⾏銷組 Department of Finance (Division of Creative Marketing)
請輸⼊系所中⽂描述
4057 明新科技⼤學 財務⾦融系智慧理財組 Department of Finance (Division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請輸⼊系所中⽂描述
4076 明新科技⼤學 時尚造型與設計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請輸⼊系所中⽂描述

僑光科技⼤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C2
聯絡電話 886-4-27016855
傳真 886-4-24514641
地址 40721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網址 http://www.o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3.ocu.edu.tw/admin2/st03/news_view.php?news_id=2657
本校宿舍提供871個床位，分計有⼥⽣宿舍123間，可住647⼈；男⽣宿舍39間，可住224⼈。 境外⽣（包含僑⽣、港澳
⽣）⼤學四年提申請，保證四年提供校內宿舍。提供良好的住宿環境及管理品質，從宿舍家庭化導⼊，達到住宿⽣能⼒社
會化的⽬標。 ⼀、⼈性化的設施－提供網路、空調、餐廳及相關⽣活所需的設備，滿⾜學⽣全⽅位的需求。 ⼆、制度化
宿舍
的管理－專職輔導員愛⼼與細⼼照顧，建制嚴格的⾨禁管制系統，輔以教官與校安⼈員的協助，確保住宿品質及優質安全
管理。 三、客製化的服務－依學⽣需求，建⽴必要的協助與輔導機制，定期辦理住宿⽣座談、競賽及各種節慶活動，增
進社會能⼒的學習效率。
⼀、本校男⼥兼收，提供男⼥宿舍申請。⼆、教學以中⽂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聽講能⼒。三、教學資源概
況、各系所簡介、獎助學⾦及學⽣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ocu.edu.tw）。四、新落成的資訊
設計⼤樓、觀光餐旅⼤樓，提供學⽣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五、校內設有
備註
健身房、撞球室、桌球室、韻律教室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室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六、校內不定期
邀請明星舉辦演唱會、嘉年華會及啦啦隊⽐賽等來豐富您的⽣活。七、本校位於逢甲夜市，鄰⽔湳經貿園區，近中部科學
園區，求學、⼯讀及就業最⽅便。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362 僑光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配合未來產經環境的改變，訂以「餐飲廚藝技能」和「餐飲經營管理」為兩⼤教學模組，鑑於全球餐飲產業發展趨勢，特以咖
啡、彈性雙語（FBI）鐵板燒、⽇式料理、養⽣蔬⾷為發展特⾊，培養學⽣健全餐飲知識，達成廚藝專業技術⼈才有四⼤⽬標：
⼀.宴會餐飲服務專業⼈才、⼆.烘焙創業經營管理⼈才、三.咖啡創業管理與產品研發⼈才、四.綠⾊健康飲⾷設計；使學⽣具備國
際⽔準之專⻑，並強化與產業鏈結的就業與創業能⼒。
4573 僑光科技⼤學 ⽣活創意設計系 Dept. of Innovative Living Design
因應⽣活創意產業新興職場之需求，培育⽂化創意產業、創新服務設計、福祉設計相關產業所需之整合設計專業⼈才。培養學⽣
創意設計能⼒與⽣活美學素養，訓練學⽣與產業接軌之專業實務設計與創意展演技能，提升產業質感並加強⽂化深度之整合性設
計⼈才。
4575 僑光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Design
⼀、教學⽬標：配合國家發展數位內容產業，培育具⼈⽂藝術素養，並能結合影視動畫及互動遊戲之數位媒體設計專業⼈才。
⼆、特⾊發展：結合⼯業4.0發展無⼈⾶⾏載具相關應⽤，藉由空拍、雲端資訊系統、體感互動與動畫製作等專業，開發智慧化
之無⼈載具操控、雲端應⽤與⼤數據分析等產業相關專業技術。
1393 僑光科技⼤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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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標：培育具備語⾔能⼒、溝通技能、團隊合作精神、解決問題能⼒與創新思維之觀光與休閒領域中階管理⼈才。 ⼆、
課程領域：服務管理基礎理論課程、實⽤觀光外語課程、觀光旅遊專業課程、休閒遊憩專業課程及航空服務專業課程等。 三：教
學設施：設置實習旅⾏社、休閒農業遊憩教室、航空運輸服務專業教室、餐飲服務技能專業教室及觀光與休閒資訊專業教室。
1432 僑光科技⼤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Dept. of Hotel and M.I.C.E Management
⼀、教學⽬標：在於培養具旅館與會展管理服務知能、專業外語能⼒及⼈⽂素養之基礎管理⼈才。發展特⾊著重「課程實務
化」、「技術專業化」、「語⾔國際化」及「服務⽣活化」，以期達到「畢業即就業」的境界。 ⼆、師資陣容：陸續聘請國內外
相關科系博碩⼠，與業界具旅館或會展產業管理專⻑之專、兼任教師協同教學。 三、教學設備：提供獨⽴實習旅館(共13間客
房)、會議廳(8間)、會展模擬教室、博奕專業教室，觀光與餐旅學院並提供實習旅⾏社及符合國家級檢定標準之中西餐、烘焙、
飲調教室，所有專業設備可供學⽣校內教學、實習及檢定之⽤。
1447 僑光科技⼤學 財務⾦融系 Dept. of Finance
⼀、教學⽬標：培育具有職業道德、服務精神、規劃分析能⼒和具專業證照的初、中階財⾦專業⼈才。 ⼆、系所特⾊： (⼀)三師
（本系師資、業師、職務職能師）共同教學 =>增加實務知能。 (⼆)實務課程導向(證券虛擬交易) =>強化學⽣職場實務經驗。
(三)專業證照課程輔導=>提升學⽣專業與就業能⼒。 (五)終⽣財⾦知識養成=>帶動中小學理財、舉辦⾼中理財營與承辦樂齡⼤
學。 (六)學⽣社團活動=>財⾦系學會、ｅ理財研究社、財⾦系籃（系排）。
1485 僑光科技⼤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教學⽬標：配合政府政策、地⽅產業環境及未來服務業⼈才迫切需求，以培育具理論基礎、創新、洞察⼒並可精進經營實務
的管理之專業⼈才。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除了基本的管理科學與研究⽅法，強調數位創意⾏銷、⼈⼒資源教育及財務管理
等課程。 ⼆、師資陣容：博⼠級及實務師資⽐佔67%以上，每位教師均取得多張專業證照、豐碩公⺠營產學計畫、多篇研究論
⽂。
1558 僑光科技⼤學 國際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培育⽬標：基於產業未來趨勢與職場需求，以貿易專業作為系發展之架構，培育具國際視野、國際移動⼒及就業⼒的「貿易
經營⼈才」。 ⼆、師資陣容：擁有多元及堅強師資陣容，助理教授級及實務師資⽐達81%及60%以上，多位⽼師參與國際交流具
國際視野，⽬前每位教師均取得多張專業證照，且產學計畫及論⽂研發成果豐碩。
1562 僑光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教學⽬標：培育具備優良⼈格特質、理論與實務兼備及國際專業視野之⾏銷與流通管理專業⼈才。 ⼆、課程規劃：創意⾏銷
管理群、物流管理學群、⾨市服務學群、⼀般管理學群、校外實習學群等 三、發展特⾊： (⼀)教學活潑化實務化模式：舉辦校園
市集活動、翻轉式教學、業師協同教學 (⼆)輔導學⽣取得多張專業證照：勞委會⾨市服務⼄級證照、國際物流證照、其他多張⾏
銷與流通專業證照 (三)推動學⽣畢業前即就業：辦理畢業⽣就業媒合嘉年華。
1668 僑光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本系系務發展緊密連結外語⽂教、國貿商務及觀光餐旅發展，建構TIE產學鏈結學習機制，規劃職能導向課程，推動職場全⾯實
習，制訂核⼼就業⼒指標，以培育專業創新(專業化)、國際移動(國際化)、E化應⽤(現代化)、全⼈涵養(全⼈化)之應⽤英語⼈
才，使學⽣具備⼈⽂素養、外語⽂教、國貿商務、觀光餐旅知識與實務，落實產學無縫接軌、學習即實習、畢業即就業之技職⽬
標。
1670 僑光科技⼤學 財經法律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1.定位⾼科技、新興及傳統產業，培育本系特⾊
2.專業化教學機制，提升學⽣實務能⼒
3.雙語彈性教學提升學⽣國際化及全球化環境下之語⾔能⼒
4.利⽤全程產學鏈結機制，建⽴企業法務專業職能基準、業師授課及實習制度

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5
聯絡電話 (02)2805-9999
傳真 (02)2805-2796
地址 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
網址 http://www.tumt.edu.tw/bin/home.ph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
無僑⽣專屬獎學⾦
1. 宿舍房間形式為五⼈套房，設有獨⽴衛浴設施。 2. 房內配備：床鋪、書桌、⾐櫃、空調設備、網路節點插座。 3. ⾨禁
設置指紋辨識系統，以維護宿舍安全。 4. 各樓層亦設有交誼廳供學⽣休憩使⽤。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
位。 三、教室均設有冷氣空調與e化教學設備，教學環境優良。 四、男⼥⽣宿舍舒適寬敞備有網路等設施。 五、設有各
項獎助學⾦，學⽣可依規定辦理申請。 六、本校兩校區位於⼤台北地區交通便捷。 本校網⾴：
http://www.tumt.edu.tw/ 校本部：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電話：886-2-28059999。 ⼠林校區：
11174 台北市⼠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電話：886-2-28109999。

系所分則
4471 台北海洋科技⼤學 海洋運動休閒系 Department of Aquatic Sport and Recreation
本科（系）課程設計以海洋運動技術與休閒管理為主軸，以培養海洋運動與休閒遊憩專業及管理⼈才為導向。
4466 台北海洋科技⼤學 海空物流與⾏銷管理系 Department of Air&Sea Logistics and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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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整合「海空物流營運管理」與「海空物流⾏銷業務」思維，為專⾨以海運、空運為主軸之物流與⾏銷專業⼈才培育科系，有
明顯之就業市場區隔。學⽣畢業多朝機場、港口、船公司、航空公司、國際物流公司發展，職涯規劃定位明確。
4467 台北海洋科技⼤學 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ravel Management
1.在課程上，強調實⽤性、專業性以符合技職教育所需專業⼈才。
2. 在實習上，⼤四學⽣安排為期⼀年之校外實習。與旅⾏業、觀光餐旅相關⾏業相結盟，以增強學⽣實務經驗與專業技能。
3. 在教學上，藉由多元化教學⽅式，以及備有各類優良專業教室及應⽤軟體的輔助，有效提升教學和學習效益。
4. 在輔導上，強化學⽣證照輔導考試。
4111 台北海洋科技⼤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請輸⼊系所中⽂描述 本系之設立宗旨為培育具備⽂化、美學、創新及卓越素養的表演藝術專業⼈才，並以培養「流⾏藝術」、
「數位演藝」⼈才為教育⽬標。為呼應學校層級及學院層級的核⼼能⼒，經過全系師⽣的討論，本系設定七個核⼼能⼒：「創意
思考設計能⼒」、「舞台表演展現能⼒」、「數位媒體經營能⼒」、「展演策劃執⾏能⼒」、「多元發展藝術能⼒」、「流⾏藝
術實踐能⼒」、「團隊合作協調能⼒」。
本系的七項核⼼能⼒充分的反映在課程規劃上，課程與核⼼能⼒之間有完整的對照，本系課程包括通識課程、系核⼼課程、學術
專業課程等三個部分，合計128 學分，本校辦學總⽬標與本系總⽬標與學⽣核⼼能⼒對應指標表列如表1、圖1、圖2。
1.總⽬標：
以培育具備⽂化、美學、創新及卓越素養的表演藝術專業⼈才，結合表演藝術、專業戲劇、舞台展⽰與規劃及媒體產業管理的專
業課程，並考量未來就業與升學市場所需之競爭⼒，規劃「流⾏藝術」、「數位演藝」兩⼤課程模組，期使能培養符合社會需求
與脈動之⼈才。
2.專業能⼒⽬標：
(1) 培養學⽣對於社會環境之現況及發展趨勢之敏感度及理解能⼒。
(2) 培養學⽣對於表演藝術之相關議題，深⼊理解之能⼒。
(3) 培養學⽣理解與掌握⽂化藝術產業趨勢的能⼒。
(4) 培養學⽣具備執⾏舞台活動與促進⽂化產業⽅案之能⼒。
(5) 培養學⽣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能⼒。
(6) 培養學⽣⾃主學習能⼒。
3.教學特⾊：
(1) 倫理素養之陶冶與⽅法訓練兼籌並重，並採⽤問題導向與翻轉式教學。
(2) 專業知識與實作並重，讓學⽣在畢業後能夠迅速勝任⼯作。
(3)加強與實務界之聯繫，除聘請⽂化藝術產業資深實務⼯作者/管理者任教之外，亦著
重與相關機構建⽴⻑期合作關係，以增進學⽣之實習機會。
(4) 強調多元⽂化之薰陶與培養，使學⽣在⾯對不同舞台活動展演需求時，皆能發揮多
元能⼒展現之態度與能⼒。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1
聯絡電話 886-4-24961100#6430
傳真 886-4-24961191
地址 41280臺中市⼤⾥區⼯業路11號
網址 http://www.h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外國學⽣獎助學⾦辦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pisj.hust.edu.tw/mypis/portal.jsp#6
提供付費學校宿舍，房型、費⽤及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s://student.hust.edu.tw/guidance?
item=12&custom=3445&type=detail&isEn=0
1、校內備有男、⼥⽣宿舍，全宿舍均有冷氣設備。 2、全校冷氣教室。 3、國際學⽣有提供全額及半額獎助學⾦。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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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企業經營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培育具有企業經營學識及管理技術之專業⼈才，並具備企業國際化與管理電腦化的宏觀視野。在專業訓練中能具備企業經營診斷
與決策分析、財務規劃分析與控制的能⼒。
4443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本系/所旨在培育務實致⽤之⼈⼒資源管理與發展專家。基於企業組織⼤型化的專業與分⼯、國際化的運籌帷幄以及服務與觀光休
閒產業蓬勃發展的需求，企業組織需要更多優質且合適的⼈⼒資源來創造價值與優勢。本系/所以「專業、價值與⼈性」為核⼼理
念，⽬的在培育專業⼈⼒資源管理與發展專家，從培育學⽣⼈⽂的價值與素養開始，重視對⼈的專業敏感度，並結合相關理論架
構如，選、⽤、育、留等⽅法與技術，除了以著重實務導向為特⾊外，並以體驗學習為⼈⼒資源發展特⾊模組，提供更專業的教
學與產業服務，此外，本系/所亦結合中部業界⼈⼒資源單位的實習與合作，養成兼具理論與實務能⼒的⼈⼒資源管理與發展專
家。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7
聯絡電話 886-2-77387708
傳真 886-2-77386471
地址 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段58號
網址 http://www.oi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政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a.oit.edu.tw/files/11-1004-3011.php
新⽣保障住宿(碩⼠班無提供宿舍)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三、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
理。四、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請⾄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獎學⾦)或⽣活輔導組(助學⾦)網站瀏覽。（網址：
http://sa.oit.edu.tw/bin/home.php）
系所分則

4306 亞東技術學院 ⼯業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亞東技術學院⼯業管理系成⽴於1973年；由於歷屆師⽣共同努⼒的結果，使得本系畢業⽣多有優異的表現，在業界贏得不少肯定
及讚譽。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學⽣「成為經營決策或作業流程領域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基層管理⼈才」。祈使同學發揮本校「誠、勤、
樸、慎、創新」校訓的精神，具備「團隊合作、資訊科技、外語基礎、解決問題、創新創意」等契合校訓的五項核⼼能⼒。在課
程規劃⽅⾯分成「企業經營決策」與「作業流程管理」兩⼤主軸，透過「務實致⽤」的專業科⽬，以及「核⼼通識」與「博雅通
識」的⼈⽂素養薰陶，加上「服務學習」融⼊專業課程的執⾏，可形塑「⼈⽂為體、專業為⽤」的特質。
在學⽣輔導⽅⾯包括「學習輔導、⽣活輔導與職涯輔導」等三個⾯向。提升學⽣實務能⼒之具體措施則包括：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就業學程－共通核⼼職能課程計畫、實務專題研究、企業講座、校外參訪與校外實習。
由於無論任何產業（製造業、服務業、商業及農業等）中的公司或企業均需要管理⼈才，學⽣在畢業後可選擇的典型代表性⼯
作，包括：1.⼯業⼯程，2.資訊及通訊技術服務管理，3.供給、配送及倉儲管理，4.⾏銷、公關及技術銷售專業，5.商店銷售有
關，6.與批發及零售場所經理等⼈員，因此⼯管系畢業⽣擁有最寬廣的就業空間。
4309 亞東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 Commercial Design
⼯商業設計系是⼀個同時強調⼯業設計與商業設計並重的專⾨科系。我們教育學⽣在產品開發過程中負起社會跟環境責任，並同
時兼負創新創業與協同合作的精神。本系透過專業訓練培養學⽣創意思考、美學素養與國際觀點做教學導向，並經由產學合作及
專題設計強化設計實務能⼒，培育未來企業設計⼈才。
4310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培育具備能說、能寫、能做之務實致⽤的現代化醫務管理⼈才。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4307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課程規劃涵蓋多媒體整合、資訊專案開發與決策應⽤三⼤領域，強調以⾏動化、服務化與智慧化的執⾏策略，培養能建構智慧⽣
活加值應⽤的現代化資訊管理⼈才。此外，透過「雲端資訊服務」與「智慧加值服務」模組，進⾏課程深化，並搭配企業實習、
專業證照、與畢業專題，以厚植產業競爭⼒。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4308 亞東技術學院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培育國際⾏銷及流通、零售、連鎖加盟等事業之專業管理⼈才，強化同學對國際⾏銷市場及流通零售的專業認識，符合現代企業
之需求。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東南科技⼤學 Tungn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C1
聯絡電話 +886-2-86625948-9
地址 22202 臺灣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網址 http://www.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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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6621923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綜合業務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a.tnu.edu.tw/zh_tw/page3/req1
宿舍 境外⽣保障住宿
⼀、全校冷氣教室，並備有⼀應俱全之宿舍，裝有冷氣及網路。⼆、本校各系均有其獨⽴系館，並均設有⼀間以上之電腦
網路教室。三、緊鄰北⼆⾼深坑交流道，經信義快速道路約⼗餘分鐘即可到達台北101⼤樓，交通便利;設有校內學⽣汽
備註
⾞/機⾞專⽤停⾞場。四、聯營公⾞236、251、660、666、912、819、679、795、949、1076、1558直達本校，並設有
到校、離校接駁⾞;捷運⽂湖線轉⾞約5分鐘即可到校。五、本校收費標準係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4344 東南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因應⽬前休閒產業的發展趨勢，本系訂定下列三⼤領域為特⾊主軸。⼀、觀光旅遊；⼆、地⽅休閒；三、運動遊憩。⼤⼀⼤⼆為
基礎訓練，使同學修習具備前往業界實習所需之理論及基本技能，⼤三安排半年前往業界實習，⼤四則安排實務專題製作或選修
海外參訪實習課程。其教學⽬標在培養⾄少具備三⼤主軸之⼀之休閒產業管理⼈才。依⼀般限制。
4937 東南科技⼤學 表演藝術系 Dept. of Performing Arts
本系主要在於培育具表演藝術素養與創意設計能⼒之專業⼈才，在定位上以「表演藝術專業與創作」及「表演藝術造型設計」為
⼆個主要發展重點。基於深信兩個專業領域密不可分，⼀動⼀靜相輔相成的理念上，願積極栽培學⽣在兩領域中全⾯發展，使其
在創造、創意、創新上做最有深度的演出與呈現。1.「表演藝術專業與創作」以發展表演藝術理論與實務為⽅向，並培育⾳樂⼯
作者如演奏家、歌唱家、詞曲創作者、演藝⼈員、戲劇表演者、編劇、劇場導演、舞蹈表演、舞蹈創作、表演藝術⾏政等跨領域
表演藝術專業⼈才。2.「表演藝術造型設計」以舞台上服裝、髮型、彩妝配合各樣道具等的創意呈現為發展⽅向，培育表演服裝
設計與製作師、表演造型設計師、舞台彩妝設計師、髮型與造型設計師、整體造型設計師、彩繪藝術師、時尚攝影師等專業⼈
才。
1873 東南科技⼤學 應⽤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本系重點發展與本系教育⽬標 (1) 本系之教育⽬標因應時代脈動、產業需求及校、院之教育⽬標，以培養企業之⾏政及秘書⼈
才，觀餐外場接待⼈才和英語⽂教事業⼈才為職志。本系培育學⽣重視核⼼能⼒培養， 使畢業學⽣的專業能⼒得以和產業需求結
合。 (2) 本系之⼆⼤主軸教學領域為「觀餐商⽤實務英⽂」及「英語⽂教事業」，而教學內容除了英⽂主體外，並增加實⽤之電
腦資訊與經貿商務知識，以及觀餐商⽤英⽂、⽂化和英語教學知能等。
4262 東南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以傳授學⽣餐旅專業知識與實務訓練為宗旨，並配合建全⼈格養成與國際視野之開拓，達成全⽅位的教育訓練⽬標。教學與
訓練強調理論與實務技能並重，除融⼊資訊e化教學外，加強學⽣外語能⼒，並藉由外語能⼒的提升，培養學⽣之國際觀，以期
與國際餐旅管理趨勢及潮流接軌；再者培育學⽣敬業與團隊合作精神，具備餐旅管理學術與實務操作技術之研發能⼒，作為培養
全⽅位餐旅專業管理⼈才的搖籃。
4349 東南科技⼤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主要因應快速發展之數位內容產業⼈才需求所設置。課程以數位內容設計為主，結合「數位藝術」、「電⼦出版」、「動畫設
計」、「影像視訊」及「3D媒體」等領域之專業知識與技術培育課程，養成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創新設計⼈才及核⼼製作流程中
務實應⽤之專業⼈才。本系主要特⾊領域及就業職位包含：媒體傳達設計：以「網⾴製作師」為代表性職稱，相關就業領域包含
平⾯設計、美編⼈員、廣告設計、網⾴設計師、美術設計、包裝設計、設計助理、排版⼈員、資訊助理⼈員等。培育學⽣具備平
⾯設計、素描、⾊彩學、影像處理、電腦動畫原理、2D繪圖軟體等專業技能，進⾏網路商⽤廣告設計、數位教材設計、⼈機介⾯
設計、數位建模產業之專業虛擬模型製作及⼈物⾓⾊製作等⼯作。依⼀般限制。
4350 東南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本系擬訂核⼼課程計畫，結合美學設計與科學應⽤的技術性，培養學⽣具有創造思考與符合⼈體功學適⽤之設計能⼒，使設計具
備⽂化內涵及社會潮流並進之特⾊，同時針對永續發展之⽬標，整合健康、⽣態與節能之觀念，融⼊於室內設計之專業領域中。
依⼀般限制。
4634 東南科技⼤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國際經濟競爭⽇益激烈，產品創新設計及開發將是臺灣產業未來發展主要⽣存之道。當前政策已積極協助產業發展具特⾊的設計
產品，期使臺灣設計能走出⾃⼰的道路，並成為全球創意產業之設計重鎮。而正值臺灣產業轉型對設計⼈才急迫需求的關鍵時
期，本系在學校⼤⼒的⽀持下，經過三年籌設，師資與設備皆已建置完善，本系以培育兼具創新能⼒、美學素養、科技知識與國
際視野之跨領域產品設計與開發⼈才。依⼀般限制。
4263 東南科技⼤學 數位遊戲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Game Design
數位遊戲設計系以培育「遊戲開發設計」與「遊戲企劃⾏銷」⼈才為教育發展之重點，在「遊戲開發設計」⼈才培育⽅⾯規劃遊
戲開發實務、⼈機互動介⾯、2D/3D遊戲美術、虛擬實境、擴增實境、互動遊戲、體感互動裝置整合等課程；在「遊戲企劃⾏
銷」⼈才培育⽅⾯規劃遊戲企劃、遊戲攻略、劇本與創意開發、電競節⽬製播、週邊商品製作等課程。
數位遊戲設計系將聚焦於數位互動設計、遊戲企劃⾏銷及新科技設備整合，以期能具體符合資訊、商業、媒體、娛樂整合之創意
數位遊戲產業的發展趨勢。藉由本校多年來的教育發展基礎上，有效整合校內之軟硬體與教師資源，培育學⽣成為⼀位能在遊戲
設計與技術的基礎上，建⽴美感與科技整合的思維，並與國際遊戲產業接軌之⼈才。培育學⽣具備數位遊戲設計者所需之「想像
創造能⼒、動⼿實作能⼒、資訊應⽤能⼒、遊戲開發整合能⼒」。

⽂藻外語⼤學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學校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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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7-350-8591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80793⾼雄市三⺠區⺠族⼀路900號
網址 http://www.wz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境外學⽣事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境外學⽣事務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d021.wzu.edu.tw/category/148144
宿舍 新⽣保障住宿
⽂藻外語⼤學創⽴於1966年，由天主教聖吳甦樂會創辦，是全台灣獨⼀無⼆的外語⼤學。本校教育著重開拓學⽣多元國
際觀、培育個⼈獨特價值以及陶冶全⼈發展的品格；課程設計以外語能⼒及專業知能並重為原則，期能強化學⽣的就業競
爭⼒。⼀、本校為全台灣唯⼀外語課程以全外語授課（聽、說、讀、寫）之學府。⼆、各系學⽣除完成畢業學分外，均須
備註 通過規定之相關語⾔測驗成績⾨檻；另外，國際企業管理系學⽣須通過ERP證照⾨檻，以及數位內容應⽤與管理系學⽣須
通過資訊相關證照⾨檻。三、本校與全球逾270所學校簽訂學術合作計畫，成績優異之學⽣可經由甄選成為交換⽣，擴充
外語、⽣活及⽂化經驗。四、備有男⼥⽣宿舍，學⼠班僑⽣可以提出申請。五、設有境外學⽣事務組，協助僑⽣⼊學前的
接機、校園環境介紹，以及⼊學後的⽣活輔導與⼼理諮商。
系所分則
4719 ⽂藻外語⼤學 英國語⽂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本系課程以全英語授課，強調語⾔加專業的跨領域培育，增強學⽣國際競爭⼒與移動⼒，以期學⽣畢業後能在多⽅專業領域裡持
續探索或發展個⼈職涯。透過多元教學⽅式，(例如：對話、遊戲、討 論、戲劇表演、網路教學、上台報告、⼼得分享等)，創造
多元活⽤英⽂環境與機會，並提⾼學⽣學習效果與動機，使學⽣在本校英語環境中⽿濡⽬染、潛移默化，逐漸成為語⾔專業⼈
才。
4720 ⽂藻外語⼤學 法國語⽂系 Department of French
本系的教育⽬標在於培養培育具有邏輯思考與整合應⽤能⼒的法、英語雙外語專業⼈才。⼀、⼆年級著重聽、說、讀、寫之基礎
語⾔訓練，同時加強英⽂課程，以培育雙外語⼈才；三、四年級則以法語系國家的史地、政經、社會⽂化等課程相佐，學⽣再依
個⼈志趣在三⼤學分學程選修主攻專業。
4721 ⽂藻外語⼤學 德國語⽂系 Department of German
本系的教育⽬標在於培養德、英語並重的雙外語⼈才。四年制⼤學部的課程設計：⼀、⼆年級著重基礎語⾔課程，三、四年級則
以德語區的歷史、⽂化、社會、政治、經濟等社會⽂化課程為根基，並將「經貿商務」以及「觀光餐旅」作為專業模組重點課
程，以拓展同學就業之機會。
4722 ⽂藻外語⼤學 西班⽛語⽂系 Department of Spanish
1.報考者之語⾔能⼒應具西語檢定DELE- B1(含)以上證照或同等語⾔能⼒證明。
2.課程規劃：除訓練西班⽛⽂聽、說、讀、寫能⼒外，更著重於歐洲商務、歐洲會展與翻譯及歐語⽂教跨領域學分學程；另外，
更規劃⽂化、翻譯、傳播、觀光等專業選修課程。發展特⾊：1.實施西、英雙語語⾔能⼒檢定，設⽴西班⽛語⾔能⼒檢定中⼼；
2.創新教學設計與⽅法，善⽤多媒體設備，推動網路學習，編製教材，提升教學效果；3.拓展與西語系國家⼤學之學術交流，並
建⽴姊妹校關係。
4723 ⽂藻外語⼤學 ⽇本語⽂系 Department of Japanese
課程規劃：1.培育聽說讀寫譯之⽇語專業⼈才，系上設有語⾔與⽂化、翻譯及商業實務三類課程；2.全⽅位⽇本探索，對⽇本社
會⽂化、企業經營、政經情勢等各⽅⾯作深⼊探討；3.畢業前可修習實習課程，增加職場體驗。
發展特⾊：1.推展⽇語教學研討會、⼯作坊及各項⽇語競賽，以提升學習與研究⾵氣；2.拓展產學合作，增加學⽣實習機會；3.
推動與姐妹校之國際交流，與⽇本的⼤學進⾏交換留學計劃。
4271 ⽂藻外語⼤學 應⽤華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課程規劃：本系課程重點有⼆：⼀、培育華語教學師資，⼆、以國際視野學習華語及中華⽂化。結合外語⼤學之特⾊，可以其他
外語為輔系。通過語⾔、⽂化、數位遠距等密集濃縮課程，學⽣可充分掌握當代知識與職場實務需求。發展特⾊：培養中外語⽂
能⼒兼⻑的⼈才，輔以實務性課程，使學⽣具備華語教學之專業，也專精採訪、寫作、編輯等語⽂應⽤能⼒。
4724 ⽂藻外語⼤學 外語教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課程規劃：除基本的語⾔訓練外，更提供教學相關專業課程，包含外語教學概論、課程設計、教學評量、班級經營、閱讀教學、
寫作教學、聽⼒與會話教學、教學科技與英語教學、電腦輔助外語教學、語⽂能⼒整合教學、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外語教學專
題研究寫作、兒童與青少年⽂學、語⾔學概論、成⼈外語教學、畢業專題等。發展特⾊：強調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經驗，並使⽤
全英語環境教授專業課程。在學期間，必須參與校內、外的教學實習，達到學⽤合⼀。
4272 ⽂藻外語⼤學 翻譯系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教學⽬標
⽂藻外語⼤學翻譯系在全⼈教育的理念指導之下，為學⽣提供完整的專業知能、技能及⼈格⽅⾯的專業翻譯教育課程。本系除了
以英語為主、其他外語為輔的語⾔教學之外，更加強專業翻譯理論課程及口、筆譯實務訓練。除了紮實的課程設計，也⿎勵學⽣
⾄業界實習，使翻譯系畢業⽣成為各⾏各業推動國際化的⽣⼒軍，提昇台灣整體國際競爭⼒。
課程設計
核⼼課程包含口筆譯基礎課程，也規劃相關專業課課，包含科技英⽂、商業英⽂、國際事務英⽂、新聞媒體筆譯、法律⽂件筆
譯、國際事務口筆譯，跨⽂化溝通、影視翻譯、商業口筆譯、科技口筆譯等。
4276 ⽂藻外語⼤學 國際事務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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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現象擴⼤了國際事務與跨國貿易活動的範疇，而國際事務系⾃建⽴以來即持續以提供政府與業界所需求具外語能⼒與專精
國際事務的⾼素質⼈才。本系有超過10%的在學⽣來⾃全球各國。本系發展⽬標在於培養具備⽂化與外語特⾊的國際政治經濟⼈
才，課程類別概分為共同必修課程、系定必修課程及系定選修課程；系定選修課程包含國際政治、國際⽂化及國際經濟三學群。
本系教學以廣泛國際事務知識為導向，以紮實英語能⼒為基礎，強調國際⽂化視野，並以公私部⾨職場需求及升學考量為課程設
計之依據。本系提供多所歐美⼤學交換學習機會，包括英國Loughborough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蘇格蘭
的Strathclyde University、美國的University of St. Thomas以及⽇本的新潟縣⽴⼤學。
4273 ⽂藻外語⼤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本系課程涵蓋基礎商管知識，包括管理學、經濟學、⾏銷管理、⼈資管理、財務管理等；以及進階商管知識，包括策略管理、
企業個案研究、企業經營模擬等。
2.本系提供各項國際交流機會，包括實習、交換、研習等，學⽣得以培養國際視野與國際移動⼒
3.本系亦重視實務學習，因此安排學⽣⾄國內外各⼤企業實習，體驗企業實境，同時增加就業競爭⼒。
4274 ⽂藻外語⼤學 數位內容應⽤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Content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規劃以三個選修模組：「媒體動畫設計模組」、「數位教材與遊戲模組」、「數位加值模組」，以培養學⽣在2D與3D
電腦動畫、數位教材、數位遊戲、網⾴設計與數位⾏銷企畫等跨領域的專業能⼒。
發展特⾊：
1. 國際化校園：可副修本校多國語⾔，例如英語、法語、德語、西班⽛語、⽇語、東南亞語種…等。
2. 師徒制培訓：菁英競賽訓練⽅式，指導學⽣參加全國與國際競賽，提升專業知能。
3. 專業主流軟體及⾼階實驗室設備的學習環境：本系有虛擬實境（VR）設備、擴增實境（AR）設備、混合實境(MR)設備、
Maya 3D動畫製作軟體、Adobe系列影像處理及影⽚製作軟體、電⼦書製作軟體、3D遊戲引擎、網⾴製作軟體、動作擷取系
統、專業⾳樂製作系統、3D列印機及⼈臉辨識系統等。
4. 與業界實務接軌的實習輔導機制：與多家知名企業簽訂產學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在學⽣校外實習、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以及
產學研究等⽅⾯進⾏合作。
4275 ⽂藻外語⼤學 傳播藝術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本系致⼒於培養學⽣的藝術和⼈⽂知識以及他們的創造性思維和外語技能，並為他們在數位媒體領域的職業發展做好準備。本系
任務是培訓精通外語和藝術並能關注社會的⼤眾傳播專業⼈員。系所師資擅⻑傳播和藝術，並具有實際的業界經驗，為全國少⾒
以藝術為內容之傳播系所，並以「談藝術、為藝術、做藝術」(Communication of Arts, Communication for Arts,
Communication by Arts) 作為本系所之精神與特⾊。
4101 ⽂藻外語⼤學 東南亞學系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本校積極推動「複合式」培育理念，以「外語」加上「專業」並重⽅式進⾏。低年級先著⼒於英語及東南亞語⾔雙軌訓練，中⾼
年級則強化學⽣跨領域專業學科的知識，並⿎勵學⽣敞開⼼胸，勇敢走出台灣，走向東南亞，將「雙外語」及「跨領域」知識直
接應⽤在東南亞場域，更成為未來深化專業的有利⼯具。
課程主軸包含東南亞語⾔：完成⼀種東南亞外語主修；東南亞政府與企業研究：提供⼤學⽣東南亞政治、社會及企業管理等跨領
域課程，此系訂必修為「全英語授課」；東南亞海外交換或實習的畢業⾨檻:每位學⽣都需要參加⾄少累積⼀學期以上赴東南亞交
換或實習的計畫，以提升國際⾏動⼒。

遠東科技⼤學 Far East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5
聯絡電話 886-6-5979566#7005
傳真 886-6-5977010
地址 74448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49號
網址 http://www.fe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流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feu.edu.tw/adms/rd/IIC/news.asp
新⽣保障優先住宿１~4宿，每學期費⽤：1、3宿8,500元；2宿10,000元、4宿13,000元
遠東科技⼤學位於台南新市⽕⾞站前，距省道台⼀線僅百餘公尺，距國道⼋號新市交流道約五分鐘⾞程，無論鐵路、公
路，均交通便利，且臨近南部科學園區及多項重點⼯業區，故學校著重以學術理論與實際運⽤相結合之教學與研究。遠東
科技⼤學近年來不論在教師、學⽣、課程、教學環境與制度等⾯向皆有相對卓越的進步，其中績效顯著且最有發展潛⼒的
特⾊就是三創教育。 本校三創教育主要是以創造⼒教育為基礎，提升創新技術研發與實務技能為介⾯，以創業能⼒之培
養為標的，期能培養學⽣成為具有三創能⼒之實踐家。近年來經全校師⽣的努⼒，校務發展已獲得相當豐碩之成果，已然
成為國內三創教育之標竿⼤學。 在創意教育⽅⾯：培養學⽣「想得到」「能想」的能⼒，專利申請與核准16年全國⼤學
第⼀； 在創新教育⽅⾯：培養學⽣「做得出」「能做」的能⼒，全國專題製作競賽屢獲佳績，國際發明展獲得638⾯獎牌
(其中212⾯⾦牌)，聚焦藍⾊技術研發，產學合作備受業界推崇； 在創業教育⽅⾯：培養學⽣產品「賣得掉」「能溝通」
的能⼒，⾄⽬前為⽌創業競賽獲得獎⾦已超過3,300萬元。
系所分則

4221 遠東科技⼤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
本系課程特⾊說明如下：本系以 運動健康促進為教學核⼼領域，以培育具備運動健康實務技術之⼈才為主要，課程包含健身教
練、健康體適能促進、運動處⽅及專業運動教練，輔修課程以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為主，包含運動商品零售業、健康俱樂部經營、
休閒農場及⺠宿經營、節慶專案活動企劃與微型創業管理等商管領域課程。
4191 遠東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Develop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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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電⼦競技、遊戲產業發展、⾏銷應⽤」為三⼤特⾊，成⽴遠⼤鷹學⽣電競戰隊、直播隊、實況隊、VR隊等，讓同學們
可依據⾃身興趣與需求進⼊各戰隊實習，在108學年度取得⼤專盃傳說對決冠軍、LSC英雄聯盟校園聯賽亞軍，建⽴良好的訓練
環境及訓練課程，培養具備職業⽔準的電競選⼿及專業⼈員。在課程規劃的部分，包含基礎核⼼、多媒體技術、遊戲技術、電競
技術與設計⾏銷等五⼤模組，涵蓋培養遊戲及電競產業⼈才所需之課程。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Meiho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7
聯絡電話 886-8-7799821 #8198
傳真 886-8-7782663
地址 91202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網址 http://www.meiho.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處(僅提供學⼠班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b010.meiho.edu.tw/files/11-1010-218.php?Lang=zh-tw
僑⽣暨港澳⽣⼊學第⼀年免住宿費，第⼆年起依學業成績得申請減免。2020年住宿費參考：(1)男⽣宿舍：每學期新臺幣
9,000元，4⼈⼀間、公共衛浴設備；(2)⼥⽣宿舍：每學期新臺幣12,000元，4⼈⼀間、獨⽴衛浴設備。含網路費，⽔電另
外依使⽤額度計費。
「美和科技⼤學」於1966年奉准設⽴招⽣，為我國第⼀所私⽴護理專科學校。為適應社會環境變遷，⽬前發展成為具有
三個學院、⼗四個系(含五個碩⼠班)，學⽣約6,700名，教職員⼯約352名。 本校的治校理念如下： ⼀、 發揚「美而有
禮，和而好學」美和傳統；深化「五倫五靜，學⾏並進」品德培育；掌握「專業化、全⼈化、國際化」教育⽅針；堅持
「證照第⼀、就業優先」技職教育⽬標。 ⼆、 持續「學⽣為本、實做創新、永續發展」⼯作使命；貫徹「⼀切為學⽣，
為學⽣⼀切」教育理念；打造優質環境，建⽴友善校園，培養學⽣具分析思考、解決問題能⼒，迎接⼈⼯智慧時代的創新
挑戰。 三、 採取「優質教學、效能⾏政、穩健財務、⼈本出發」策略；形塑「學習型組織」⽂化，提升教學⾏政效能，
迎戰險峻競爭環境；激發同理⼼，建構⽣命共同體；經營特⾊精緻學校品牌，發展美和國際學術地位。 於2015及2016年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技優設備更新暨獎補助款共計2億元經費。在國際化發展上，本校與中國、東南亞、⽇本等產
學機構積極進⾏交換學⽣、海外實習、成⽴境外專班、締結姊妹校，除積極強化學⽣的國際競爭⼒，更是⼀所深耕在地、
尊重多元、胸懷世界的國際化友善校園。 提供多項獎補助措施，包含宿舍費⽤減免、優惠⼯讀⾦、研究助理、獎學⾦
等，設有專責單位協助學⽣申請及學習輔導。 更多資訊請參考本校網站：http://www.meiho.edu.tw/bin/home.php
系所分則

4867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社會⼯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系上特⾊：
1.教師專業證照多，社⼯師及諮商⼼理師執照者分別是9⼈及5⼈。
2.積極承接產官學合作計畫，提供學⽣⼯讀機會及經濟弱勢學⽣獎學⾦。
3.課程與社團相輔相成，成⽴3⼤社團「仕馨社會服務隊、志願服務隊、社⼯系學會」。
4.課程規劃3⼤模組「兒少暨家庭社⼯組、⽼⼈暨身⼼障礙社⼯組、⼼理衛⽣社⼯組」，每年暑假安排學⽣⾄柬埔寨進⾏國際志⼯
服務。
5.輔導考取證照：近5年約100位學⽣考取國家專技⾼考社會⼯作師。
6.多元實習：分為3階段，分別是「實習準備教育、暑假機構實習、⽅案實習」；實習單位包括兒童及少年、身⼼障礙者、⽼⼈、
婦⼥、新移⺠、原住⺠等社會福利單位等。
7.優異的競賽成績：2017年全國科技⼤學社會⼯作⽅案設計與執⾏成果競賽「兒童及少年福利組第1名、社區福利組第1名、家庭
福利組第2名」。

崇右影藝科技⼤學 Chung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學校代碼
E6
聯絡電話 +886-2-24237785#218、219
傳真 +886-2-24284410
地址 20103基隆市義七路40號
網址 http://www.cufa.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本校提供宿舍 住宿設備: 1.房間有冷氣、⾐櫥、書桌、座椅、床舖（不含床墊)。 2.設有交誼廳、冰箱、每層樓設有投幣
式洗⾐機、脫⽔機、烘乾機。 3.每個樓層設有衛浴設備。 4.宿舍為6⼈⼀間。 5.每學期(⼀學期總計18周)住宿費為新台幣
9700元。
崇右影藝科技⼤學是全國唯⼀影藝⼤學，聚焦影藝專業，建置【表演藝術學院】演藝事業系、表演藝術系、影視傳播系、
時尚造型設計系、⽂化創意研究所。 本校位於台灣北部的基隆市中⼼與⾸都台北市知名的101⼤樓僅距20分鐘⾞程，藉由
與台北⾸都相隔為鄰的地理優勢，交通便捷，可快速往返⼤台北地區，學⽣對表演藝術、影視實務、流⾏時尚、⽂創設計
之資訊管道豐富且多元，⼯讀機會多，在⺠⽣消費上也較⼤台北地區低。 在師資上聘請⼤量影藝圈知名明星、導演、攝
影師、編劇、導播、經紀⼈等擔任專兼任教師，將業界實務經驗導⼊課程，強⼒鏈結職場，帶領認真學習有潛⼒的學⽣到
備註
影藝圈有實習演出機會。並精準輔導學⽣參加國內外競賽屢獲⼤獎，為培育優質專才之最佳搖籃，歡迎有志青年學⼦加⼊
本校，抓住成為⼈⽣勝利組的機會。 本校教學舞台燈光、⾳響設備器材完備，展演空間完善，全部開放給學⽣⾃由租借
使⽤。教室全⾯e化並裝設冷氣，校園內提供無線網路環境；男、⼥學⽣宿舍新穎、安全舒適，每間寢室均設有冷氣、
Wi-Fi無線上網、多元娛樂空間，讓外⽣有如宿如居的歸屬感。 校內設有便利商店及多元化複合式餐廳，鄰近⾦融機構、
商業百貨及飲⾷小吃，此外，更與聞名中外的廟口夜市僅距3分鐘⾞程，校園周邊機能多元而便利。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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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1615 崇右影藝科技⼤學 表演藝術系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表演藝術系隸屬於本校表演學院，設⽴的宗旨在於培育影藝產業表演專才。108學年度完成院內科系表演專項分⼯，本系側重於
「流⾏舞蹈」（街舞）、「前衛動態藝術」、「模特 兒」等表演專才之養成，除了讓上述三項志趣明確的⽣源擁有適性揚才的學
習空間外，於跨域學習時，本系亦與本校「演藝事業系」（戲劇表演、歌舞劇、流⾏⾳樂、劇場技術）、「影視傳播系系」（影
視製作、鏡頭表演）、「時尚造型設計系」（影藝造型）等科系於課程安排與實務演出製作時緊密結合，創造跨表演藝術領域交
流學習機會。
本系以「流⾏舞蹈」與「前衛動態藝術」、「模特兒」三⼤藝術領域為教學發展主軸。
⼀、 「流⾏舞蹈」：以當代且具市場性的街舞表演為核⼼。
Old School：BREAKING、POPPING、LOCKING
Free Style：HOUSE、JAZZ Funk、URBAN Dance、Waacking
⼆、 「前衛動態藝術」：泛指跨古典與流⾏歌唱舞蹈、肢體節奏等新穎的綜合藝術表演形式，（如踢踏舞、⾮洲⿎、佛朗明哥、
雜技、脫口秀、網路小品、節⽬主持⼈等）強調個⼈表演專項才能之養成。
三、 「模特兒」：伸展台、平⽚、偶像造星培訓、藝⼈經紀。
配合課程規劃，本系「流⾏舞蹈」學分學程為國內相關表演藝術系中「街舞」類課程開設最為全⾯完整的系，滿⾜街舞專才對基
礎與進階及不同舞⾵的需求；同時適性揚才量身打造， 每位同學皆具備個⼈專項的前衛綜藝類表演專⻑。本系展現強烈企圖⼼，
除了超⾼的業界師資⽐，於各項產學合作案中緊密與國內外主藝、流娛樂傳媒與藝⽂界接軌，以成⽴「表演藝術⼈才庫」的形式
打造全媒體偶像藝⼈造
1614 崇右影藝科技⼤學 演藝事業系 Department of Popular Performing Arts
崇右影藝科技⼤學演藝事業系為全國⾸創綜合流⾏歌、舞、劇、跨界表演的⼤學科系，也是因應國際影視娛樂產業蓬勃發展趨勢
而成⽴，⽬的在培育年輕世代的學⽣具備投身多元的流⾏表演產業織專業能⼒。
就業市場包含各項娛樂產業幕前與幕後所需的⼈才，於「流⾏⾳樂」、「戲劇表演」、「⾳樂歌舞劇」、「劇場技術」等演藝專
才之養成。
除了讓上述志趣明確的⽣源擁有適性揚才的學習空間外，於跨域學習時，本系亦與本校「表演藝術系」（流⾏舞蹈、前衛動態藝
術、模特兒）、「影視傳播系」（影視製作、鏡頭表演）、「時尚造型設計系」（影藝造型）等科系於課程安排與實務演出製作
時緊密結合，創造跨表演藝術領域交流學習機會。
1610 崇右影藝科技⼤學 影視傳播系 Department of Film and TV
影視傳播系以【專業藝⼈演員培訓】、【影視幕後全才訓練】為本系極欲培養之⼈才，
強調「做」中學，⼤量累積實務經驗，聘請業界超強師資，強⼒連結職場。
兩⼤學習主軸：
「影視表演」 及「影視製作」
⼀、「影視表演」為國內⽬前唯⼀以“鏡頭表演 ＂為主的表演訓練科系，培訓成為全⽅位藝⼈及專業影視表演者。
幕前課程(影視表演)：
鏡頭表演、⾓⾊分析實作、綜藝表演、表演聲⾳、影視導演培訓、網紅⾃媒體訓練試鏡技巧、新媒體棚內實務、影視劇本編創、
經紀⼈培訓。
⼆、「影視製作」之學習主軸，著重影視幕後全⽅位技術及製作能⼒訓練，從劇組實務出發，實務傳授影視各類型節⽬之製作、
拍攝、燈光、後製、剪接、特效⾏銷、包裝等完整之幕後技術。
幕後課程(影視製作)：
影視導演培訓、導播實務、攝影棚多機訓練、影視技術培訓(攝影、燈光、剪輯、收⾳)、新媒體棚內實務、影視劇本編創、紀錄
⽚製作、後製動畫特效、節⽬企劃製作、經紀⼈培訓、提案⾏銷技巧、影視美術、影視三妝、錄⾳室混⾳。
1878 崇右影藝科技⼤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本系以培養新世代整體造型⼈才及影藝造型⼈才為主，選才以預備投⼊整體造型(整體造型、婚宴造型、美睫、美甲或半永久化
妝)或影藝造型（⾓⾊化妝、特效化妝、噴槍化妝、商業彩妝）為志向的同學為考量。
進⼊本系學習後，將根據學⽣的專⻑，提供美睫及半永久化妝基礎課程免材料及⼯具費⽤，並規劃安排進⼊幕後（電影、電視、
舞台劇、演唱會、唱⽚公司、劇團）實習與就業接軌，讓專業技術成就未來，於⼤學期間即累積創業基⾦，開展夢想的未來。

明志科技⼤學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97
聯絡電話 886-2-29089899
地址 24301新北市泰⼭區⼯專路84號
網址 http://www.mcut.edu.tw
承辦單位 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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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9084511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ia.mcut.edu.tw/?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
⼀、憑藉良好辦學績效，本校於2004年獲准改名為科技⼤學，除了仍致⼒傳承既有的教育理念與作為，並將「產學合
作」列為學校發展重點，整合各學院資源成⽴特⾊研究中⼼，加強各項研究之質與量，進而將成果回饋業界，謀求達成教
育功能與協助產業界科技能量同步向上提升的雙贏效果。⽬前設有⼯程學院、環境資源學院、管理暨設計學院等3個學
院、1個博⼠班學位學程、12個研究所碩⼠班與10個系之規模，『各系均參加IEET或ACCSB認證與國際接軌』，為⼀深
備註
具優良傳統與辦學績效卓越之技職學府。 ⼆、本校男⼥兼收，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各
系畢業⽣均有相關研究所可供報考。 三、四技⽇間部學⽣規定住校，備有男⼥宿舍，宿舍均安裝電話及網路，並統⼀供
餐每⽇141元。 四、本校四技部學⽣需參加校外⼯讀實習，擔任實習⼯程師⼀年（建教公司約120家），每⽉平均薪資約
21,000元。校外⼯讀期間依教育部規定繳交全額學費與⼋成雜費。

獎學⾦

系所分則
4169 明志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B.S.,M.S.)
培養對⼯業⼯程與管理有興趣之青年，傳授⼯程與管理結合，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使其成為⼯業⼯程專業之管理⼈才。
4159 明志科技⼤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B.S.,MBA)
培育對經營管理領域有興趣之青年，使其成為優秀之專業經理⼈才。
4166 明志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B.D.,M.D.)
培養對⼯業設計有興趣之年輕學⼦，施以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業設計教育訓練，培養成為符合產業需求之跨領域創新設計⼈才。
4172 明志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B.A.,M.A.)
培育對視覺傳達設計、平⾯設計、多媒體創作、影⾳創作、3D動畫製作有興趣之青年，使其成為優秀視覺傳達設之⼈才。

醒吾科技⼤學 Hsing W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4
聯絡電話 886-2-26015310#1201
傳真 886-2-26011532
地址 24452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段101號
網址 https://www.hw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住宿保障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三、設置專責輔導單位統籌辦理學⽣⽣活輔導、課業輔導
及其他相關事項，降低新進學⽣學習與⽣活的困擾，儘快融⼊校園⽣活。四、設有「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專責說明諮商輔
導功能及介紹各項資源，歡迎及⿎勵學⽣充分利⽤。
系所分則

4171 醒吾科技⼤學 流⾏⾳樂創作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of Popular Music Program
本學程之教育⽬標為培養具「多元⽂化素養、⾳樂創作能⼒」的優秀流⾏⾳樂⼈才，所訓練之學⽣可從事流⾏⾳樂產業鏈中專業
創作、歌唱演藝、產製研發及⾏銷經營等職務，為地⽅影視⾳產業發展之基⽯。課程除演唱、樂器等專業主修課程外，並規劃了
創作、⾳樂、⽂化、藝術、應⽤等概念課程。
4139 醒吾科技⼤學 表演藝術系 Dept. of Performing Arts
表演藝術系之教育⽬標乃為提升專業⼈⽂素養，優化產業⼈⼒資源，培植表演藝術⼈才，充實⽂創產業鏈結。本系發展主軸以培
育表演藝術領域之專業⼈才，作為發展特⾊；並⽴基於校址所在之「新北林口影視城」與影視產業群聚效應的地利條件，⼀同與
政府打造臺灣「好萊塢」的⽬標邁進。
4384 醒吾科技⼤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貫徹本校培育具「專技素養、國際視野、⼈⽂關懷」的教育理念及觀餐學群培育「具專技服務、經營管理與研發之⼈才」，
因應國家社會的發展，配合21世紀餐旅產業的需求，以培育具有餐飲旅館專業務實致⽤之服務與管理⼈才為⽬標。有視覺障礙或
辨⾊⼒異常者，不宜選填餐旅管理系。
4385 醒吾科技⼤學 觀光休閒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本系之教育⽬標係依據當前技職教育政策，配合產業發展⼈⼒需求，以培育具有觀光休憩專業知識之中、⾼階管理⼈才。為達此
⼀⽬標，本系以管理課程為基礎，觀光休閒事業經營管理、觀光休閒活動規劃設計⼆⼤課程模組為輔，並加強資訊應⽤，外語能
⼒及產業整合之觀念。
4382 醒吾科技⼤學 新媒體傳播系 Dept.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主要培育「時尚影視創作」、「流⾏傳播設計」專業技術⼈才，以「實務與創作結合、專業與全⼈並重」為⾸要⽬標。策略是建
⽴「以學⽣為本，追求教學卓越以提升學⽣未來競爭⼒」，在課程設計規劃符合國際產業需求。
特⾊：「國內第⼀所⿊魔法影視後製國際課程教學系所」、「國內第⼀所⽔下攝影國際認證課程教學系所」及「⼤學⽣，你VR
了沒!」。
4386 醒吾科技⼤學 旅運管理系 Dept. of Trave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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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培育旅運管理經營基礎專業⼈⼒以及為旅運實務⼈才養成作精緻規劃之設⽴宗旨，醒吾旅運管理系教學⽬標在落實「專業
能⼒」、「實務能⼒」與「基本外語能⼒」的觀光產業教育。
4388 醒吾科技⼤學 商業設計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以追求卓越設計為宗旨，積極輔導學⽣參與國際設計競賽及激發創作潛能，強調美學、科技、⼈⽂藝術與設計之結合。培養「視
覺傳達設計」、「⽂創商品設計」之專業設計⼈才，以及兼具⼈⽂藝術之涵養，實務與技術並重，以作育符合產業界需求之優秀
商業設計專業能⼒。
4387 醒吾科技⼤學 時尚造形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1.以美學經濟而⾔－培育時尚造型設計⼈才。 2.以規劃執⾏而⾔－培育時尚展演規劃⼈才。 3.以市場分析而⾔－培育時尚產業連
鎖加盟⼈才。 4.以宏觀國際而⾔－培育具有國際專業能⼒之時尚產業⼈才。 5.以⼯作態度而⾔－培育敬業、樂群、專業的從業⼈
才。
4179 醒吾科技⼤學 時尚產業經營管理系 Dept. of Fashion Industry Management
本學系旨在培育內外兼修、具⼈⽂藝術涵養，能服務於時尚或設計產業之設計與管理⼈才，在技職體系強調「務實致⽤」的前提
下，運⽤課程務實化、技能證照化，提升學⽣就業⼒與國際化的視野與能⼒。
4603 醒吾科技⼤學 數位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Design
本系以追求卓越設計為宗旨，配合國家⽂創政策與新北林口影視城發展，課程聚焦專業『數位影視與動畫設計』，兼顧實務與學
術能⼒之課程設計，強調數位科技之⼯具運⽤、⼈⽂藝術涵養與設計美學之結合。以⽂化為基礎，透過創意、科技與產業接軌，
培養具實務責任感之『影視動畫內容設計與製作專業創作⼈才』。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7
聯絡電話 886-4-835-9000#1240
傳真 886-4-8344542
地址 51003彰化縣員林市⼭腳路三段2巷6號
網址 http://www.ccut.edu.tw
承辦單位 招⽣⼊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cie.ccut.edu.tw/upload/files/202005120405344027.pdf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1.修業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授予學⼠學位。 2.中州科技⼤學是⼀所強調理論與實務教學型卓越學府。設有⼯學
院、觀光與管理學院、健康學院共9個系。 3.本校設有專責單位協助瞭解⽣活環境及適應校園⽂化，提供新⽣與系所師⻑
溝通橋樑。 4.舉辦年節活動、寒暑假⽂化參訪活動。由本校師⻑與教職員擔任國際接待家庭。 5.校內提供各類獎學⾦、
校內⼯讀機會，建⽴安⼼就學學習環境。 6.中州科技⼤學國際交流中⼼聯絡⽅式如下： Email: cie.ccut@gmail.com
電話：+886-4-8359000 ext 1541、1545、1546、1549 傳真：+886-4-8399655
系所分則

4241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餐飲廚藝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餐飲廚藝系之教學⽬標為培育製作健康餐飲之廚藝專業⼈才，訓練學⽣具有各種特⾊之廚藝技術，以中式廚藝、西式廚藝和烘焙
為主軸，於課程中加⼊健康養⽣元素，以訓練全⽅位之健康餐飲廚藝專業⼈才。延聘具專業背景和豐富經驗之業界師資，擔任本
系術科課程專任師資，除致⼒於教學外，並培訓學⽣積極參與各項廚藝競賽，於國內外之廚藝競賽中屢獲佳績，在培訓過程中不
但精進廚藝更增加學⽣⾃信⼼。
4098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餐旅商務⾏銷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and Commercial Marketing
1. 「餐旅商務⾏銷系」教育理念植基在「商業4.0」和「⾏銷4.0」的產業發展趨勢。
2. 課程設計以「數位餐旅商務」、「創意餐旅商務」及「餐旅商務⾏銷」為架構。
3. 「餐旅商務⾏銷系」具體的教育培育⽬標有三點：
◎培育餐旅服務業『數據分析』和『數位⾏銷』餐旅商務與餐旅專業⼈才。
◎培育具『物聯網科技整合與應⽤能⼒』餐旅商務專業⼈才。
◎培育具『餐旅創意商品設計與開發能⼒』餐旅商務專業⼈才。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D2
聯絡電話 886-2-24372093#614/616
地址 基隆市中⼭區復興路336號
網址 http://www.cku.edu.tw
研發處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承辦單位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處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a.cku.edu.tw/files/15-1028-27017,c82-1.php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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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4368038

⼀、具當地⾼中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可經由海聯會或本校獨招管道就讀本校四年制⼤學部。 ⼆、須具備中⽂聽、說、
讀、寫B1級(CEF)以上能⼒。 三、備有全新宿舍，僑⽣與外籍⽣可優先申請住校。 四、有關本校各系資源概況，請參閱
備註
本校網⾴www.cku.edu.tw 五、有關本校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國際組網⾴
http://ia.cku.edu.tw/bin/home.php
系所分則
4450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Leisure and Health
本系朝課程系統化、教學專業化、教學設施普及化，並開拓教育資源，透過社會團體、企業機關、觀光遊憩中⼼、健身俱樂部提
供實習之場地、資訊、物⼒，並簽訂建教合作達到設系⽬標。本系亦將規劃成⽴學術研究小組，積極開發與本系相關之學術研究
計劃案，並與⼤台北地區之醫療院所及學術研究機構交流合作，以吸收專精提昇學術研究⽔準。 ⾏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
病（如癲癇等）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宜審慎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宏國德霖科技⼤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C8
聯絡電話 886-2-22733567 轉 688-695
傳真 886-2-22611462
地址 23654新北市⼟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網址 http://www.hdu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四技修業年限為四年，及格授予學⼠學位。 ⼆、校園優雅，坐擁森林公園，軟硬體設備完善，教室全⾯空調。 三、
本校為促進產學合作，掌握產業脈動，全⼒設置各類專業中⼼，並置多元的圖書資訊及電⼦期刊資料庫，提供e化的學習
環境。 四、提供各類獎助學⾦及⼯讀機會。 五、辦理⼤專及技專校院就業(學)課程計畫。 六、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
備註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網址:http://www.hdut.edu.tw） 七、本校交通便捷，鄰近北⼆⾼中和、⼟城交流道；可搭乘聯
營公⾞245、656、657、262及275正線直達學校；或搭捷運BL板南線【南港展覽館－頂埔】⾄海⼭站由3號出口，再轉乘
聯營公⾞656可直達學校。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427 宏國德霖科技⼤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務實致⽤的旅遊及休閒運動服務暨管理⼈才』為發展⽬標，
訂定『涵養敬業的服務態度及職場倫理』、『具備旅遊及休閒運動的專業
知識技能』及『拓展多元視野與培養終身學習能⼒』等三⼤教育⽬標，
並發展六項特⾊：
(⼀) 多元輔導學⽣進⾏校內外實習，畢業即就業之接軌。
(⼆) 學⽣適性參與產學合作及辦理休旅重要活動，增進實務技能。
(三) 以⾃⾏⾞活動結合『旅遊』與『休閒運動』內容，展現系科特⾊。
(四) 運⽤社區資源實施『社區化』服務學習，落實在地關懷，獲得各界肯定。
(五) 開拓海外實習與參訪，增加國際視野與交流。
(六) 師⽣共同參與專題、產學研究合作計畫和參與國內外競賽，揚名國內外。

東⽅學校財團法⼈東⽅設計⼤學 TUNGFANG DESIGN UNIVERSITY
學
校
基
本
資
料
獎
學
⾦
宿
舍

學校代碼
D0
聯絡電話 +886-7-6939541
地址 82941臺灣⾼雄市湖內區東⽅路110號
網址 http://www.tf.edu.tw/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
http://testweb.tf.edu.tw/sites/default/files/ao_files/%20%E6%96%B0%E7%94%9F%E5%85%A5%E5%AD%B8%E7%8D%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創⽴於1966年，為國內唯⼀的設計⾼等學府，以「設計美學」與「國際宏觀」作為教育主體，以培育學⽣成為國際設計領航⼈才
驗開始，提昇學⽣對於美的敏銳、品味及軟實⼒。學制有⽂化創意設計研究所博⼠班、⽂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美術⼯藝 系碩⼠班、室
備
專科部、進修部、進修專校及進修學院等不同學制，提供學⽣升學及進修的多元化選擇。校內福⽥繁雄設計藝術館，典藏被譽為「世
註
往下扎根，同時企求精進，以建構⼀個更⾼遠的設計平台。並採取「⼯坊式教學」，強調「做中學、學中做」的務實精神，除⼤量延
只是口號，而是東⽅學⼦充滿就業⾃信的「即戰⼒」。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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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東⽅學校財團法⼈東⽅設計⼤學 設計⾏銷系 Department of Design Marketing
教學特⾊：
以產品設計與⾏銷創新服務為學⽣未來就業主軸。學習「設計」和「⾏銷」之相關知識與分析解決問
題的能⼒。
畢業出路：
商品⾏銷企劃、開發設計服務、品牌設計整合⾏銷、公共關係服務、創業展店服務業、廣告⾏銷等⾏業。
1854 東⽅學校財團法⼈東⽅設計⼤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教學特⾊：
紮實的實作訓練與證照取得能⼒/餐飲衛⽣安全的管理應⽤能⼒強化餐飲美學的創意能⼒/實習教學結合與職場就業能⼒/經營團隊
合作與溝通能⼒
畢業出路：
●餐飲經營與管理專業⼈員
各式餐飲業內場採購、製作、產品開發設計、衛⽣管理⼈員，外場⾏銷、服務管理⼈員。⾃⾏創
業特⾊餐飲業者。
●餐⾷供應製作公司經營與管理專業⼈員
各式中央廚房、團膳公司、中/西式點⼼/麵包製作、飲料調製等烹調、採購、產品開發設計、衛⽣
管理⼈員。

黎明技術學院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4
聯絡電話 886-2-29097811#1546
傳真 886-2-22964276
地址 24305新北市泰⼭區黎明⾥泰林路3段22號
網址 http://www.li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lit.edu.tw/files/13-1033-30005.php?Lang=zh-tw
新⽣優先⼊住宿舍，宿舍内均有空調、衛浴。
⼀、本校⼤學部共有12個系招收僑⽣。 ⼆、備有學⽣宿舍，僑⽣申請可優先住校。 三、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僑外⽣
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www.lit.edu.tw)
系所分則

4527 黎明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配合產業發展⼈⼒需求及產業專精化服務精緻化之趨勢，以培育具備餐飲管理專業知識之基礎與進階階管理⼈才。⼆、以華
語教學，對餐飲烹飪有興趣同學。
4110 黎明技術學院 觀光休閒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本系期許培育學⽣具備專業倫理及重視服務精神之觀光休閒專業之服務⼈才。
4113 黎明技術學院 表演藝術系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備創作⼒的「多⽅位表演藝術」專業⼈員。 由本系教育⽬標所訂定出學⽣之基本核⼼能⼒共有6項： 具備
基本與進階的表演學術理論 藝術與⼈⽂相關知識 專業表演企劃理論能⼒ 專業技術與實務之能⼒ 舞台、銀幕表演或製作⼯作之應
⽤能⼒ 影視產業相關知識
1770 黎明技術學院 影視傳播系 Deparment of Film and TV
⼀、發展重點及特⾊
為培養學⽣具備傳播藝術領域的專業學習與發展，培訓影像創作、節⽬企劃製作、燈光⾳響技術等實作訓練課程，打造藝術群科
強調原創、專業、團隊精神，整合創意⽂化產業與新媒體⾏銷內容，積極培育學⽣成為優秀的影像傳播專業從業⼈員。未來將整
合產業界、中央與地⽅政府機構、學術界、研究單位和社會團體等資源，積極發展成為北臺灣最具競爭⼒之影像傳播專業⼈才培
育中⼼。
⼆、教育⽬標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備創作⼒的「多⽅位表演藝術」專業⼈員。
由本系教育⽬標所訂定出學⽣之基本核⼼能⼒共有6項：
具備基本與進階的傳播產業理論
藝術與⼈⽂相關知識
專業媒體⾏銷理論能⼒
專業技術與實務之能⼒
節⽬與活動幕後⼯程之應⽤能⼒
傳播產業相關知識
1772 黎明技術學院 戲劇系 Department of Drama &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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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重點及特⾊
本系發展強調技職體系所主張的「為職場培育⼈才」、「以職場⼯作為核⼼」的教育⽬標，加強「實作演練」、「業界實習」及
「就業接軌」，以期培育符合產業需求的基層與中階戲劇藝術/劇場藝術專業⼈才。著重「專業性、原創性、團隊精神、內涵與表
現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重」五⼤特⾊，期望賦予學⽣理性與感性並具，藝術與科學兼學的全⼈學習。
⼆、教育⽬標
本系之教育⽬標為培育「戲劇表演專業⼈才」、「劇場技術從業⼈才」、「戲劇藝術創作⼈才」、「演出製作⾏政⼈才」及「戲
劇應⽤執⾏⼈才」，並針對此教育⽬標訂定：「戲劇表演專業能⼒」、「劇場技術執⾏能⼒」、「戲劇編導創作能⼒」、「演出
製作⾏政能⼒」、「戲劇作品的評析能⼒」及「戲劇跨領域應⽤能⼒」六⼤核⼼能⼒，及「專業態度」、「創新思維」、「⼈⽂
美學」、「資訊運⽤」、「國際觀點」、「團隊合作」六⼤⼈⽂素養的要求，期望藉此培育戲劇藝術及劇場藝術各部⾨所需之優
秀專業⼯作者。
⼗⼤核⼼能⼒指標：
(1)⼈⽂與美學基本素養
(2)戲劇表演理論素養
(3)戲劇表演元素認知及表達技能
(4)戲劇藝術創新與編導技能
(5)劇場技術設計認知與製作技能
(6)藝術⾏政企劃與執⾏技能
(7)戲劇/劇場藝術及傳播媒體整合與表現技能
(8)戲劇藝術作品之反思與批判能⼒
(9)展演經營管理及溝通協調能⼒
(10)戲劇應⽤於其他領域之技能

⾼苑科技⼤學 KAO YU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0
聯絡電話 886-7-6077777
傳真 886-7-6077788
地址 82151⾼雄市路⽵區中⼭路1821號
網址 http://www.kyu.edu.tw/
承辦單位 研發處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處國際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rd.kyu.edu.tw/kyuord/in401.html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1.本校為座落在⾼雄科學園區內之產業型科技⼤學，附近有許多⾼科技公司提供參訪與實習機會。 2.⾼雄市中⼼⾄本校交
通便捷，有捷運、巴⼠、⽕⾞等交通⼯具迅速抵達本校;⾼雄國際機場⾄本校只需30分鐘。 3.⾼苑科技⼤學榮獲教育部
102-108年度⾼教深耕/教學卓越計畫總計補助經費逾2億6仟6佰萬元。 4.本校設有產業學院，發展成為全國唯⼀⼀所整合
科技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養畢業⽣具百分之百就業能⼒的⼀流科技⼤學。
5.本校僑⽣專責單位為國際交流中⼼，配合校內其他協助單位，為每位遠道而來之海外僑⽣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6.本校備
有男⼥⽣宿舍，境外⽣有優先保留床位之權⼒，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 7.有關本校各系所教學資源及師資概況，請參
閱各系所網⾴。
系所分則

1776 ⾼苑科技⼤學 數位經營管理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anagement
具備專業證照及豐富實務經驗的特⾊師資
本系擁有具國內外知名⼤學碩博⼠學位之專任師資
多數師資具有管理與數位資訊相關領域之專業證照，並具備豐富之實務經驗
課程特⾊
培育學⽣具備數位製造業管理、服務創新基礎知識
數位化企業管理功能構⾯的基本訓練
培養學⽣統整企業管理與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的能⼒
實習與畢業出路
擔任⾼科技產業數位製造⼈員、⾦融⾏銷⼈員、數位⾏銷、樂齡產業等相關服務業之專業⼯作及擔任⼀般企業之經營管理⼯
作。
可報考與就讀企業管理、經營管理、服務事業管理或是相關管理科系之研究所。
⽬標是通過教授學⽣⼯商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培養和培養管理專家和未來的商業領袖，培養具有⾼⽔平職業道德的服務精
神，平衡他們的⽂科技能和科學素質。 還致⼒於培養學⽣在管理國際商業管理⽅⾯的專業和實踐能⼒。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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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B4

聯絡電話 886-3-8572158

傳真 886-3-8465413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973302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段880號
網址 https://www.tcust.edu.tw/?Lang=zh-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b.tcust.edu.tw/p/406-1012-43079,r730.php?Lang=zh-tw
1.本校建置三棟宿舍，共計2300餘床，提供同學申請。 2.宿舍分為男/⼥，⼀學期費⽤【⼥⽣】新台幣5000元，【男⽣】
宿舍 新台幣6500元，三棟各安排四位舍監24小時輪值，提供安⼼學習環境。 3.室內增設冷氣機(使⽤者付費)，週⼀⾄週四晚
間20時安排晚⾃習時段，培養規律⽣活作息。 4.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修業年限四年，條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三、男⼥
⽣兼收。四、收費項⽬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成績優秀新⽣⼊學獎助
備註
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績優學⽣獎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三）
⼯讀學⽣獎助學⾦。六、本校學⽣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七、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系所分則
4287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Dept.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本系為東台灣地區僅有之健康管理相關科系，結合慈濟醫療體系與健康產業在地優勢與豐沛的資源，提供臨床實習與演練操作的
絕佳素材與環境，符合國家與地區重點發展之產業。
培養學⽣具備撰寫實務專案及思考分析之知能；醫務⾏政管理與健康管理之專⻑；國際觀與跨領域之專⻑；醫療與健康產業實務
應⽤之就業能⼒；⼈⽂素養與⼤愛感恩之胸懷。
課程結合醫療體系與健康產業與⻑期照護管理的實務專家與業師，培養學⽣具備跨領域整合能⼒並提供臨床實習與演練的操作環
境與設備。
外國⽣畢業後在台與回國後可於醫療機構或健康產業機構之⾏政管理⼯作。
4288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培養具有⼈⽂素養、創意思考、團隊合作、跨⽂化視野與重視職場倫理的管理⼈才，以發展學⽣「網路⾏銷與傳播企劃」、「流
通客服與國際商務」、「創業規劃與整合實務」領域之中英雙語與商務能⼒。
專業特⾊包括：
1.培育跨域性、創意性、產業共通性之能⼒
2.與產業鏈結發展綠⾊⾏銷、企業社會責任、社會創新
3.營造專業實務化、在地化、與國際化環境
4.實務專題結合教師產學合作、業師協同教學、輔導證照強化專業，媒合國內外實習機會，提升就業⼒。
強調涵育學⽣的⼈⽂素養，引⼊環境友善綠⾊思維，培養跨領域整合能⼒，並接軌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管理之國際潮流；提
供國外實習、研習、⼈⽂交流、雙聯學位等多元學習機會，擴展國際視野。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學校代碼
FF
聯絡電話 886-2-77498888
傳真 886-2-26019671
地址 24449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段2號
網址 https://www.nups.ntnu.edu.tw/
承辦單位 僑先部僑教推廣暨校友服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僑⽣先修部學務組/僑⽣先修部教務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nups.ntnu.edu.tw/scholarships-tuition-2
宿舍 新⽣保障住宿，每間宿舍可容納4位學⽣，每間寢室均提供冷氣、床、書桌及⾐櫃，宿舍均有無線網路。
⼀、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前身為國⽴僑⽣⼤學先修班，創設於⺠國44年，於95年3⽉22⽇與國⽴臺灣師範⼤學合
併後，僑⽣先修部仍維持原「國⽴僑⽣⼤學先修班」之功能，協助僑⽣完成⼤學先修教育後，分發⾄臺灣各⼤學校院。
⼆、 本校僑⽣先修部校區達23公頃，⾏政⼤樓、⼤禮堂、圖書館、科學館、⼤型餐廳、體育館、資訊與教學⼤樓等各1
棟，教室6棟，游泳池、各項球類運動設施⼀應俱全。 三、兩校合併後，僑先部獲得教育部與臺師⼤各項經費挹注，持續
進⾏並已完成多項校舍整建⼯程；另增設數位化教室，整建多功能E化圖書館並增購圖書；⽬前全校區已有免費無線上網
等多項軟硬體設施，以期提升學習環境與學習成效。 四、男⼥兼收，學⽣⼀律在校住宿，宿舍4個⼈⼀間。 五、僑先部提
備註 供各種獎助學⾦、⼯讀⾦及急難救助⾦給優秀、清寒或急難病困之學⽣，每學年領助學⾦與⼯讀⽣⼈數，超過總學⽣⼈數
40％。 六、僑先部秋季班每年9⽉⼊學，翌年6⽉結業，春季班每年2⽉⼊學，與秋季班⼀同結業，並依成績及志願分發⾄
臺灣各⼤學校系。 七、本校僑先部設先修班修業年限⼀年，參照⼤學校系劃分為:第⼀類組:⽂、法、商等 (修讀科⽬: 國
⽂、英⽂、數學、歷 史、地理、公憲)、第⼆類組:理、⼯(修讀科⽬: 國⽂、英⽂、數學、物理、化 學) 、第三類組:醫、農
(修讀科⽬: 國⽂、英⽂、數學、物理、化學、⽣物)。 ⼋、課程安排: (⼀)先修班:各類組課程為銜接國內⾼中及⼤學課程
而設計。 (⼆)特別輔導班:因學⽣華語⽂需要而設⽴，修業⼀年後，再升⼊先修班。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4999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第⼀類組 Divis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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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班修業⼀年。⼆、第⼀類組必修科⽬：國⽂、英⽂、數學、歷史、地理、公憲。三、結業後依其成績及志願分發⾄臺灣
各⼤學校系（⽂、法、商等）。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Min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0
聯絡電話 886-3-592-7700#2345
傳真 886-3-5925477
地址 30743新⽵縣芎林鄉⼤華路1號
網址 http://www.mitust.edu.tw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
無僑⽣專屬獎學⾦
1、國際學⽣(新⽣)保障⼊住。 2、本校國際學舍，為全新打造之飯店級四⼈式冷氣套房，內附個⼈床組、書桌櫃椅及⾐
櫃，每層樓均有獨⽴⾨禁系統，衛浴乾溼分離。 3、備有⾃助洗、烘⾐設備、洗⾐間、茶⽔間、交誼廳及曬⾐場。 4、專
⼈舍監輔導，不定期舉辦交誼、節慶聚會活動，聯絡宿舍同學情誼。 5、設施完善、視野遼闊，提供學⽣安全舒適的優質
住宿環境。 6、國際學舍住宿費，⼀學期新臺幣(NT$)11,000元(四⼈房)；(NT$)14,000元(⼆⼈房) (不含保證⾦新臺幣
(NT$)1,000元及冷氣費、電費)。
⼀、男⼥兼收。 ⼆、本校備有男⼥⽣宿舍，僑⽣(新⽣)均可優先住校。 三、校內設有圖書館、休閒活動中⼼、⾃修室、
⾃助餐廳、便利商店、⽇常⽣活供應俱全，校區設有公⾞站，鄰近⾼鐵站，⽣活機能便利舒適。 四、本校網址：
http://www.mitust.edu.tw/
系所分則

1794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1、培育學⽣具備專業廚藝技術、餐飲機構經營管理與服務、餐飲知能與資訊，以及健康餐飲等專業技能。
2、培育學⽣在社會科學、藝術、⽂化、經濟、⼈格發展等⼈⽂涵養之餐飲基礎與創新知能，以精進餐飲產業服務品質
3、塑造優質健康餐飲學習氛圍，以因應未來多元化餐飲產業就業市場之需求。
4、校外實習與附近產業結合，以便將教學理論與實務操作結合，更能提升學⽣職場競爭⼒及考照能⼒。
5、寒暑假期間舉辦國內外參訪活動，加強外語能⼒與培養世界觀。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9
聯絡電話 886-3-4361070
傳真 886-3-4658965
地址 32091桃園市中壢區中⼭東路三段414號
網址 http://www.nany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證住宿（需提出申請）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三、教學以中⽂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聽講能⼒。四、有關教學資
源概況、各系所簡介、獎助學⾦及學⽣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nanya.edu.tw）。五、提供健
身房、桌球室、韻律教室及符合室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另有新落成的觀光餐旅⼤樓，提供學⽣
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六、本校鄰近中壢⼯業區，求學、⼯讀及就業最⽅
便。
系所分則

181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 Education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餘依⼀般限制。
三、本系獲教育部審認通過為培育幼兒園教保員之學術單位，故以培育優質之幼兒園教保員為⾸要⽬標，設置多間專業教室，課
程內容涵蓋幼兒教保、嬰兒照護、特殊教育、課後照顧、兒童產業等領域。並輔導學⽣取得保⺟⼈員技術⼠證照，使學⽣具備照
護、保育及教育0⾄12歲兒童之多元知能，以拓展學⽣之就業職場。學⽣畢業後可擔任幼兒園教保員、托育⼈員、特殊教育助理
員、課後照顧中⼼服務⼈員等教保相關⼯作⼈員，亦可報考幼兒保育、幼兒教育、兒童福利等領域之碩⼠班，持續進修。
1851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餘依⼀般限制。
三、本系專業課程均具專業與實務取向，發展在地飲⾷⽂化，為適應國際化與全球化社會型態遽變之趨勢，重點發展之特⾊為：
1.藉由情境式實習環境與餐廳籌設規劃課程，建⽴學⽣⾃⾏創業能⼒，並開設地⽅性特⾊課程符合地⽅產業需求。 2.循序漸進，
設備完整輔導學⽣考取技能檢定專業證照。 3.跨國際建教合作與產學合作推動地區發展。 本系學⽣在畢業前完成校外餐飲廚藝相
關實習課程，藉此加強學⽣專業能⼒，並培養良好的⼯作態度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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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技術學院 LAN 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3
聯絡電話 886-03-9771997
傳真 886-03-9777027
地址 26141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79號
網址 http://www.fi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學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以「蘭陽3S」為教學⽬標：專業能⼒與資訊能⼒（Skill）、服務學習能⼒與體適能⼒（Service）、中⽂能⼒與英⽂
能⼒（Speaking），讓每⼀位學⽣畢業前即整備完成、調適妥當，順利銜接職業⽣涯。 本校的教學聚焦於北部地區最有
發展潛⼒的餐旅休閒產業，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豐碩，並積極推動證照制度，⽬前共擁有10個國家及餐飲檢定術科考
場；落實「在校時取得⼀證⼀照，畢業後能⽴刻就業或繼續深造」。 校園環境幽靜，空氣清新，學⾵⾃由，擁有⼆⼗餘
個學⽣社團，每年舉辦⽂藝、才藝、體育競賽活動及偶像明星演唱會。本校專業教師皆具有各類職業證照及相關實務經
驗。⿎勵教師從事研究、獎勵發展學術著作及進修，定期舉辦研討會、專題演講及校外參觀，擴⼤學術交流活動，提升研
究成果。擴⼤推廣教育及職業訓練，提供社區多元化學習管道，增進學⽣就業能⼒。 其他資訊：交通便捷，台北經北宜
⾼（雪⼭隧道）⾄本校僅約50分鐘⾞程，乘坐⽕⾞台北⾄頭城約80分鐘⾞程，頭城⽕⾞站⾄本校步⾏約10分鐘。每天亦
備有交通接駁⾞來回礁溪轉運站-本校間及宜蘭縣內每天亦有交通專⾞接送。備有電話、冷氣、網路等設備之男⼥⽣宿
舍。
系所分則

1858 蘭陽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餐旅管理系經教育部核准於103學年度所延伸成⽴的獨⽴創系，餐旅管理系為因應社會經濟繁榮與國際⽣活品質之提升，全球所
追求的觀光旅遊及經商的需求促使餐旅產業蓬勃發達，有鑑於此，為提升餐旅產業之專業經營與品質的提升，因而創⽴了【餐旅
管理系】，以培育具備專業餐旅技能之專業⼈才。
⼀、使命：
培育優秀專業技術與良好從業態度的餐旅⼈才。
⼆、教育⽬標：
培養學⽣具備餐旅專業與倫理、服務之能⼒。
三、特⾊：
1. 培養應具備的六⼤核⼼能⼒： 餐旅專業實務能⼒、餐旅實務創新能⼒、團隊服務能⼒、責任倫理能⼒、資訊應⽤能⼒、表達溝
通與外語解說能⼒。
2. 已建置⼗項術科檢定考場：中餐烹調(⼄、丙級)、烘培⾷品(⼄、丙級)、西餐烹調丙級、飲料調製(⼄、丙級)、中式麵⾷(⼄、
丙級)。積極訓練學⽣學習餐旅服務及內場廚藝的專業技能，輔導取得專業證照。
3. 教室空間設備優良，推廣蘭陽飲⾷⽂化及創意餐飲。
4. 進階的訓練與提升服務精神、職業道德、管理知識及專業技術，未來將在變動快速之餐旅產業，成為觀光飯店與餐廳之優秀⼈
才。
5. 培訓開發餐旅相關的創新能⼒，重視⼈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能⼒的養成，成為全⽅位之餐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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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聯合分發之學校及系組招⽣規定－－－第⼆類組
⼀、 欲查詢表列 110 學年度公私⽴⼤學聯合分發制名額（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西元 2021 年 8 ⽉），請⾄海外
聯招會網⾴（https://student.overseas.ncnu.edu.tw/quota）查詢。⾄公私⽴⼤學各學系招⽣系組如有異動,
本會另將公告於海外聯招會網⾴（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 修業年限除各校有特別規定外,皆為四年。
三、 所謂「依⼀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四、 身⼼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應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
及⽣活照輔措施，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1
聯絡電話 886-2-33662007#356
傳真 886-2-23620096
地址 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網址 https://www.n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僑⽣及陸⽣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ocfs.osa.ntu.edu.tw/service/page3
保障僑⽣⼊學第⼀學期可優先住宿，請逕洽本校學⽣住宿服務組，網址：https://osa_dorm.ntu.edu.tw/
臺⼤⽬前已有11個學院及3個專業學院，共約55學系、134研究所，另設有50餘個各學術領域之國家級或校級研究中⼼，
是臺灣規模最⼤的綜合性⼤學。學⽣總⼈數現今已達32,000多⼈，其中⼤學部近17,000⼈，研究⽣15,000餘⼈，⽐例接
近⼀⽐⼀，已經成功轉型為研究型⼤學。臺⼤培養出眾多學術界頂尖學者，包含臺灣第⼀位諾⾙爾獎得主李遠哲博⼠，以
及多位的正副元⾸、企業領導⼈，是臺灣最具影響⼒的學校。
系所分則

2001 國⽴臺灣⼤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數學是近代科學之基⽯。本系深信具備分析清晰的思考能⼒是每⼀位成功者所必需。因此課程以訓練學⽣嚴格的數學証明的能⼒
為主要訴求。除了分析、代數與幾何等經典的傳統純粹數學領域，本系亦同時發展應數、計算以及統計科學等實⽤領域，提供這
些領域的完整課程。關於就讀本系所需具備的中學數學知識, 申請者可參考本系招⽣考古題，⾃評答題率達 50% 以上者較宜申
請。
考古題及相關資訊: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for the past exams
http://www.math.ntu.edu.tw/resources/previousexams/highschool
And for the Lectures Videos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math.ntu.edu.tw/public/multimedia
2002 國⽴臺灣⼤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本系教學與研究，兼顧理論和實驗之相互⽀援及配合，舉凡物理之核⼼基礎及前瞻性領域，均有教師從事各領域研究與教學課
程。
2003 國⽴臺灣⼤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國⽴臺灣⼤學前身是臺北帝國⼤學，成⽴於⺠國⼗七年三⽉，是臺灣最具歷史性的⼤學。初創時期，理農學部的⼗個講座中，理
論及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物理學三個講座屬化學科。師資⽅⾯，本系⽬前有專任教師33位，與中央研究院及本校合聘之教授6
位，特聘研究講座5位、特聘講座教授3位；並時常聘請國際知名學者為客座講習。在分析、有機、無機、物理化學、化學⽣物學
五個學⾨的基礎上發展跨領域之教學研究合作計畫。另有助教及教學約⽤幹事15位，職技員⼯23位，協助處理⼀般學⽣實驗及⾏
政事務。⽬前研究⽣博⼠班約120名，碩⼠班約200名，⼤學部學⽣約280名。
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實驗結果判定，選填化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2004 國⽴臺灣⼤學 地質科學系 Dept. of Geosciences
地質科學系為臺灣⼤學創校理學部四科系之⼀，其傳統特⾊即是為國家社會培育礦產資源探勘，以及探究各種地質現象奧秘的⼈
才。之所以歸屬理學院，主要因為地質資源的探勘及地質現象的分析，需要利⽤各種科學與技術，故而與理學院中其他各系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彼此間互動頻繁。由於此項傳統，地質系多年來對於院 內與校內各種事務熱⼼參與，本系故中央研究院院⼠阮
維周教授、陳正宏教授及羅清華教授，曾任理學院院⻑，陳正宏教授曾榮任臺⼤副校⻑，而羅清華教授現榮任臺⼤副校⻑是本系
開放且樂於服務系⾵的最好說明。
本系早已體認進⼊⼆⼗⼀世紀後，⼈類對於環境的保護及關⼼，與對地球資源的渴求同等重要，甚⾄更為重視，因此數年前即積
極轉型，不但延聘了多位環境科學的專家來系任教，並在研究所成⽴應⽤地質組，希望能配合「全球變遷」，及「環境保育」等
世界性的研究課題，使本系的學術研究與全世界契合， 亦使未來學⽣的⼯作能與所學相結合。然而對於傳統地質學如岩⽯成因、
地體構造，或是資源探勘的研究也未曾放鬆。與國外著名⼤學或研究機構，亦有密切交流與⻑期合作，經常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
刊發表論⽂，⾜⾒本系在地質科學研究領域承襲傳統與開創新局皆有⻑⾜進展。
辨⾊⼒異常無法辨別礦物之顯微⼲涉⾊者及四肢有嚴重障礙而無法從事⼭地野外實習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005 國⽴臺灣⼤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Dept. of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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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探討地表現象的空間分布與成因，是⾃然科學，也是社會科學；關⼼⼈類與環境的關係，是溝通⾃然與⼈⽂世界的橋樑。
⾃然地理的研究主題涵蓋邊坡穩定、坡地⽔⽂、⽣態環境、集⽔區經營管理。⼈⽂地理則包含都市發展、跨界投資、空間與社會
不平等、全球化與地⽅⽂化。環境議題也是焦點，關注著⼟地利⽤變遷、⼭坡地及海岸管理、受災居⺠的識覺及調適等。此外，
由於地理資訊科技的進展，現代的地理學者廣泛利⽤資訊來整合地表的⾃然與⼈⽂現象，從地表環境的觀測、紀錄、分析到決策
⽀援⼀氣呵成。⾯對全球環境變遷帶來⽇益嚴重的衝擊，地理學是永續發展研究的關鍵領域。
臺灣⼤學地理學系創⽴於西元1955年，隸屬於理學院。創⽴之初分為地理學組與氣象學組兩組。西元1972年氣象學組獨⽴成為
⼤氣科學系，地理學組也成為地理學系。西元1981年增設地理學研究所碩⼠班，西元1989年再增設博⼠班，⾄此，地理系發展
為⼀個完整的教學與研究單位。西元2000年本系更名為「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並增設碩⼠在職專班，回應學術潮流與社會需
求。西元2003年從醉⽉湖畔的舊黃樓搬遷⾄⿅鳴廣場現址，進⼊另⼀個發展階段。配合系名更改，在師資聘任及學科領域界定上
有更寬廣的空間。
本系⽬前有18位專任與4位兼任教師。依教師研究興趣與專⻑，分成⾃然地理、⼈⽂地理、地理資訊科學三⼤領域。發展⽬標有
三：
1. 教育卓越-⽴⾜地理，結合跨領域知能，培養環境議題領導⼈才。
2. 研究卓越-深耕本⼟議題，爭取國際能⾒度，建⽴亞太地區學術重鎮地位。
3. 關懷社會-貢獻專業知能，建⽴產官學研交流平台，致⼒國⼟永續發展。
本系在國⼟與環境監測、都市與區域發展、空間資訊及運⽤、環境資源經理共四個領域上提供良好的深造及⼈才養成環境，以因
應學術研究，及相關中⾼等教育、政府、公營機關及產業界的就業需求。展望未來，本系將持續致⼒於教學、研究質與量的累
積，以培育專業⼈才，並提升本系的國際學術地位；除此之外，也將持續積極地融⼊社會，提升本系的社會影響⼒，在社會服務
上作出貢獻，成為具有⾏動⼒與開創性的系所。
2006 國⽴臺灣⼤學 ⼤氣科學系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氣科學系是⼀⾨兼容理論與應⽤的科學，課程內容⾸重於數學、物理、化學及資訊科學的基礎訓練與應⽤。
2007 國⽴臺灣⼤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臺⼤⼟木系於1943年即已設⽴，歷年所培育出之⼤學部及碩、博⼠班畢業⽣服務國內外各學術機構及⼯程技術單位，本系在國內
屬於⼤型系所之⼀，在學術研究及⼯程建設⽅⾯多居於領導地位。根據國際QS排名，本系也名列全球前40名。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50餘名，教學及研究領域均衡而專精，包括⼤地⼯程、結構⼯程、⽔利⼯程、交通⼯程、電腦輔助⼯程、營建
⼯程與管理、測量及空間資訊等領域。本系與本校的環境⼯程學研究所、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及應⽤⼒學研究所有密切的教學和
研究合作。也與國際知名⼤學⼟木⼯程相關系所有許多教育與研究合作，致⼒提供國際化之優質學習環境。
本系以培養⼟木⼯程專業⼈才，進⾏前瞻性學術研究為⽬標，⻑期以來接收各公私⽴機構委託及科技部研究計畫，並將研究成果
應⽤在⼯程實業界，為國家建設盡⼀份⼼⼒。
實驗課程必須進⾏儀器設備之操作，肢體殘障及視覺嚴重障礙學⽣，儀器操作不易，且易⽣危險，宜慎重考慮。
2008 國⽴臺灣⼤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與研究並重，研究⽅向分為固體⼒學、機器設計、機器製造、熱學暨流體⼒學、航空暨系統控制等五個領域；主要⽬標
在因應科技與⼯業之發展趨勢，以培養具前瞻與領導能⼒之優秀機械⼯程⼈才為宗旨。
為顧及學⽣安全，曾有癲癇病史學⽣宜慎重考慮，本課程內有⼯廠機械操作部份，易⽣危險。
2009 國⽴臺灣⼤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主要課程如：普通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有機化學、化⼯動⼒學等課程均涉及化學反應，如辨⾊⼒異常，對於有關實驗之
學習將有困難及安全之虞，另化學⼯業因⼯作及安全之需要，辨⾊⼒異常者較不易發展。
系上的教授們的研究領域⾮常的多樣化，有⾼分⼦科學、界⾯科學、材料科學、⽣化及⽣醫⼯程、程序系統⼯程、輸送現象和粉
粒體技術、觸媒及反應⼯程、電化學等。台⼤化⼯系在研究⽅⾯以粉粒體技術、界⾯科技、分離技術、⽣物技術、系統程序⼯
程、⾼分⼦與材料科學為主軸，與其他重點領域和基礎研究密切合作，提供整合性的優良教學研究環境。
2011 國⽴臺灣⼤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國⽴臺灣⼤學材料科學與⼯程學系⻑期致⼒於傑出的研究與教學⼯作。臺⼤材料系由約45名的教職員、博⼠後研究員與訪問學
者，以及超過400位⼤學部與研究所學⽣所組成。臺⼤材料系每年錄取約50位來⾃全國頂尖⾼中的⼤學部學⽣。依據⼤學⼊學考
試排名，材料系持續為科學、⼯程與科技類組⼤學⼊學志願的全國前五名科系。臺⼤材料系亦有⻑期國際布局規劃，現階段的主
要規畫為與世界頂尖學術機構簽訂學⽣與教授的交換協議、雙聯學⼠與研究所學位協議、以及博⼠學位共同指導協議。
臺⼤材料系的研究⼯作涵蓋了⼯程材料的主要領域，包括⾦屬、陶瓷、⾼分⼦、軟質材料、電⼦材料、⽣醫材料、⼆維材料及固
態元件材料等。臺⼤材料系的研究經費每年約⼀億⼆千萬元，來源為科技部研究計畫、產學研究計畫、以及⼤規模的國際合作計
畫(例如歐盟科技研發架構計畫)。臺⼤材料系的歷史發展⼀直都⽴⾜在材料科學與⼯程教育及研究的最前線，也培育了學界與業
界無數的傑出系友。臺⼤材料系持續與時俱進地調整⽅向，以確保能帶領學⽣們走在研究趨勢的尖端，並致⼒於成為全球材料學
界的頂尖研究與教學機構。
請注意，材料系實驗課程必須操作多項儀器設備，如辨⾊⼒異常，對於相關實驗之學習將有困難及安全之虞，宜慎重考慮。
2010 國⽴臺灣⼤學 ⼯程科學及海洋⼯程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Ocean Engineering
本系的教學研究特⾊為電機、資訊、機械、船舶海洋⼯程跨領域專業科技⼈才培育，教學⽬標乃在提供跨專業及跨領域科技之基
礎⼯程教育以及多種專業學程學習環境。
教學研究領域涵蓋「光機電資訊」與「船舶海洋應⼒計算」兩⼤領域。研究主題涵蓋：離岸⾵⼒發電、海洋能源、⽔下載具、船
舶⼯程、海洋⼯程、複合材料、⽔下聲學、振動與超⾳波、應⽤聲學、先進流體傳動控制、⽣醫光電、智慧型無線感測網路、智
能結構設計、壓電電源、光機電系統、⾼效率電路及系統、奈⽶光電 、健康醫療計算模擬、多媒體網路、⽣物資訊與電腦輔助設
計等。
畢業⽣皆能於半導體、光電、電機、電⼦、資訊、離岸⾵⼒發電、智慧機械、船舶及海洋科技領域深造與就業，多元發展，出路
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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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6 國⽴臺灣⼤學 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醫學⼯程學系係結合醫學、⼯程科技與基礎科學等知識，應⽤於疾病的診斷與防治、及醫療器材研發的專⾨學科。本系研究特⾊
在於融合⽣物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程科學等⽣物醫學⼯程知識，涵蓋分⼦、基因、細胞、組織等⽣物醫學範疇，及材
料、⼒學、電⼦、資訊等⼯程領域，不論在教學或研究上均能真正落實跨領域之結合，讓學⽣達到多⽅⾯多層次之訓練與啟發。
畢業後擬繼續進修者可選擇醫⼯、材料、⽣醫機械、⽣醫電⼦、⽣醫光電、⽣醫材料、醫療器材、醫學物理等領域之研究所；就
業⽅⾯有醫學⼯程師、⽣醫產業、醫療器材、醫學電⼦、醫學資訊等等。
2014 國⽴臺灣⼤學 ⽣物環境系統⼯程學系 Dept. of Bioenvironmental Systems Engineering
實驗課程必須進⾏儀器設備之操作，肢體殘障及視覺嚴重障礙學⽣，儀器操作不易，且易⽣危險，宜慎重考慮。
2015 國⽴臺灣⼤學 ⽣物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融合機電整合學、⼯程科學及⽣物應⽤知識並以促進⼈類福祉與永續為發展⽬標。研究所教育特⾊為具備機電整合與⼈
⼯智慧思維之⽣物⼯程進階學習，碩、博⼠⽣在教授指導下以農業、⽣醫、機器⼈或能源等應⽤領域發展論⽂主題，並根據選定
專⻑深度修習機械系統、機電控制、⼈⼯智慧或⽣物程序領域之核⼼課程與選修課程。同時藉研究計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活動
與論⽂發表，專精專業知識、養成跨領域合作、產學結合及獨立解決問題的能⼒。進而培養領導⼒、管理規劃及重視專業倫理與
社會責任之素養並深植產業概念、全球視野與終身學習思維。綜⾔之，我們的願景是培育具備跨領域精神及思維與產業應⽤能⼒
的卓越整合與創新⼯程領導⼈才，並為⼈類福祉與環境永續持續深耕學術研究與協助產業發展。
2824 國⽴臺灣⼤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管理包含了應⽤資訊系統協助管理，以及對於資訊系統本身的管理兩個主要的層⾯，在現今這個⾼度仰賴資訊系統實⾏企業
管理的時代，愈加顯得這個學⾨的重要性。因為，從資訊的⾓度與從管理的⾓度所看出來的，往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如何
使這兩⾨學問相互助益，從中迸發出更為燦爛的⽕花，是我們⼀直所要探討的課題。
本系教育⽬標依⼤學部、碩⼠班及博⼠班不同階段而有所不同，⼤學部教育⽬標為使學⽣具備：1.紮實的資訊科技基礎 2.熟練的
專業管理素養 3.寬廣的綜覽全局視野 4.關懷社會的全⼈品格。
2016 國⽴臺灣⼤學 ⼯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商管理學系成⽴於1959年、商學研究所碩⼠班成⽴於1972年、博⼠班成⽴於1987年。
本系所五⼤學術領域組織⾏為與⼈⼒資源、⾏銷管理、策略管理、營運與決策管理(營運與商業數據分析)、科技與創新管理。
教師們的研究教學成果與同學們的傑出表現，屢獲國內外各界的佳評美譽。本系所獲選天下Cheers雜誌評⽐為企業管理類研究所
學術聲望第⼀名，是臺灣⾸屈⼀指的企業管理系所。
本系所提供多元及契合實務之管理課程，核⼼必修課程授與同學均衡的管理知能，另⼀⽅⾯也規劃了專精的模組課程(⾏銷管理、
營運與商業數據分析、⼈⼒資源與組織管理、科技與創新管理領域課程)，同學依興趣選修，以厚積未來就業所需之專業實⼒。
本系所提供多元及契合實務之管理課程，核⼼必修課程授與同學均衡的管理知能，另⼀⽅⾯也規劃了專精的模組課程(⾏銷管理、
營運與商業數據分析、⼈⼒資源與組織管理、科技與創新管理領域課程)，同學依興趣選修，以厚積未來就業所需之專業實⼒。
2012 國⽴臺灣⼤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發展重點以多元化為⽬標。本系以廣博的基礎整合研究能量，在適當時機延聘師資，投⼊重要新科技的研發，培養電機領域
專業⼈才，提升研發能⼒，並躋身世界之林。因應引領國際研究趨勢。讓學⽣能在⼤學部廣泛接觸各個領域，藉以開拓視野，增
廣⾒聞。
2013 國⽴臺灣⼤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資訊產業為全球最重要的產業之⼀，臺⼤資訊系扮演培育未來頂尖技術⼈才及領導者的搖籃，並從事跨硬軟體及醫學領域的研
究。本系課程概分為下列七⼤領域：計算機理論、計算機軟體、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網路、智慧系統、多媒體系統、⽣醫資訊。
學⼠班課程以培養同學前四⼤領域的扎實基礎為主，輔以對各領域的基本認識。碩⼠班以及博⼠班課程則提供同學於專精領域的
進⼀步訓練，以為未來從事資訊研究⼯作而鋪路。本系畢業學⽣可從事之就業類別如：資訊類（電腦與通訊）、網際網路系統研
發、技術創新，或從事資訊設計師、資訊系統管理師、研究⼈員及教師等相關⼯作。經過數⼗年之耕耘，本系系友廣佈於產官學
界各⾓落並有相當傑出的表現。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2
聯絡電話 886-6-2757575
傳真 886-6-2766430
地址 70101臺南市⼤學路1號
網址 https://web.nck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僑⽣與陸⽣事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12-1069-19840.php?Lang=zh-tw
⼤學四年保證住宿(須每年提出申請)
⼀、為培養本校學⽣勤勞服務的⼈⽣觀，並培育成⼤⼈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關懷之校園環境，本校招
收的新⽣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三)。 ⼆、本校⼊學新⽣應於修業期間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檢定測驗⾨檻。檢定未
通過者，應修習「線上補強英⽂」課程，否則不得畢業。詳細規定請⾄本校註冊組網⾴/相關法規第15項查詢。 三、有關
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cku.edu.tw。
系所分則

2019 國⽴成功⼤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學部的重點是傳授物理學的基本知識，教導物理學的實驗，讓學⽣能清楚了解基本物理學的精髓，奠定往後繼續深造或到社會
上⼯作所需的物理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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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國⽴成功⼤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多數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化
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021 國⽴成功⼤學 地球科學系 Dept. of Earth Sciences
臺灣位處歐亞⼤陸之前緣，屬年代較新的地塊，⼜因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接處，板塊運動等新期地質活動頻繁，具有
獨特且有別於中國古陸塊之地質環境，如：沈積環境、地層、地史、古⽣物化⽯、礦物岩⽯及地質構造。教學研究分三⼤領域：
岩礦地化、地球物理、應⽤地質。
2041 國⽴成功⼤學 光電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本系的整體⽬標在培育光電⼈才，重點是以基礎及整合教育為主軸，使畢業⽣有良好之學術與技術背景，以從事前瞻性的學術研
究及產業科技研發，亦有能⼒配合電⼦、資訊及通訊產業之發展。具體的教育與研究重點將著重在基礎光電及前瞻的光電科技課
程，例如：奈⽶光學、太陽能光電、光學設計、光電信號處理、光電材料、元件模組、系統及光資訊儲存、光電通訊及平⾯顯⽰
器等相關之應⽤，其最⼤特⾊是上、中及下游整合，兼顧產業應⽤與學術前瞻性。
2025 國⽴成功⼤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宗旨為傳授機械⼯程學及其他有關之專⾨知識，使其畢業時具有解決機械⼯程問題之雄厚基礎，經過實際⼯作後更能成
為優秀機械⼯程師。
2027 國⽴成功⼤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 化⼯系歷史悠久，學⼠、碩⼠、博⼠班皆為台灣⾸創，系友廣佈，⼀直都是企業界的最愛。專任教師共36位，陣容龐⼤，研究
領域多元化，包括⽣物科技與⼯程、光電材料與奈⽶⼯程、⾼分⼦材料、能源技術與程序系統⼯程等，且量能與⽔準皆可與世界
⼀流化⼯系並駕⿑驅，對於培養各種專業素養及未來繼續深造或就業提供相當良好的條件。
2. 本系除⼀般化⼯課程外，另設有⽣物科技與⼯程、光電材料與奈⽶⼯程、⾼分⼦材料、能源科技與程序系統⼯程四個學程供學
⽣⾃由選修。
2028 國⽴成功⼤學 資源⼯程學系 Dept. of Resources Engineering
本系的宗旨定位在資源的開發、利⽤、管理、保育、及再⽣回收的教育及研究機構，著重於礦物資源、⽯油資源等，將教學、研
究及服務社會融為⼀體。本系的特⾊在於兼具專業及多元化，包含資源開發與地質⼯程、礦物材料科學⼯程、資源再⽣⼯程以及
資源經濟及管理。
2029 國⽴成功⼤學 材料科學及⼯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專精於奈⽶、⾦屬、陶瓷、⾼分⼦材料與功能性材料，如:半導體、光電、複合、超導、能源及⽣醫材料之教學與研究。本系
之專任教師幾乎全為世界名校博⼠畢業，對學⽣畢業後到國外繼續深造或進⼊⾼科技公司及世界⼤廠就業皆提供相當有利的條
件。
2030 國⽴成功⼤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學部以培養優秀⼟木⼯程師為⽬標，藉四年教育，奠定確實之⼯程科學基礎，良好的⼟木規劃分析、設計與試驗能⼒，並傳授
適當的實務知識。碩⼠班著重學⽣對結構⼯程、⼯程⼒學、⼤地⼯程、交通⼯程、⼯程材料及⼯程管理各領域專業能⼒。博⼠班
強調深⼊之獨⽴研究發展，旨在培育學術創新之能⼒。
2032 國⽴成功⼤學 ⽔利及海洋⼯程學系 Dept. of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1.本系為臺灣唯⼀的⽔利及海洋⼯程學系，以培育全⽅位的⽔利及海洋⼯程專業⼈才為⽬標，使其具有創新能⼒、⼈⽂素養、領
導能⼒及國際觀。
2.研究及教學⽅向包含⽔資源開發利⽤、防洪及排⽔⼯程、⽔⼟保持、⽣態⼯程、海岸（洋、港）⼯程及⽔海相關災害防治等。
3.本系具有師資完整、研究設備優良、研究成果豐碩、產學合作傑出、國際交流頻繁等特⾊。
2033 國⽴成功⼤學 ⼯程科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與電機、機械、資訊等之⽐較，電機、機械、資訊等分別在其各⾃之領域中作專精之研究，但本系卻是學習集合這三⽅⾯研究之
基礎知識，再依所需專精或走向系統整合。本系學⽣必需具備資訊⼯程、控制與通訊⼯程及應⽤⼒學三⽅⾯的基礎知識，進而選
擇其中領域為其專⻑或兼備上述三領域的科技整合專⻑。
2510 國⽴成功⼤學 能源⼯程國際學⼠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ar Degree Program on Energy Engineering
本學程為全英語授課之學位學程，針對學⽣在能源領域的未來發展，規劃完整的基礎課程及專業課程，內容涵蓋傳統能源、再⽣
能源、節能科技、環境科技、能源新利⽤、電能管理、以及能源經濟與策略，結合本校傑出的能源領域研究能量與國際化的教學
環境，協助學⽣建⽴能源科技的完整知識，了解能源技術前瞻發展，具備參與未來全球能源運動的國際觀，從而建構紮實的綠⾊
能源技術專業。
2034 國⽴成功⼤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程學系 Dept. of Systems and Naval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系統及船舶機電⼯程學系依發展⽅向分為機電系統組與船舶設計組：其中，機電系統組，強調電控系統與機電系統設計雙專業，
涵蓋電機、機械、控制、通訊之整合訓練；船舶設計組，強調智慧船舶與⽔下載具設計之雙專業，包括流⼒分析、穩定結構設
計、熱流技術與⽔下載具技術。兩組學⽣均能符合業界實際需求，達成培育系統科技與跨領域⼈才為⽬標。
2026 國⽴成功⼤學 航空太空⼯程學系 Dep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本系教學與研究概分為以下領域：流體⼒學與空氣動⼒學、燃燒 / 熱傳與噴射推進、結構與材料、導航與控制、⺠航技術、太空
科技、微奈⽶機電等；未來並加強跨領域之合作發展，使學⽣具備深⼊之科技專業與廣闊之尖端知識，除傳統之⾶機及衛星科技
外，亦朝微⾶機及微衛星的系統發展，引領我國航太科技橫跨巨觀及微觀雙世界。
2031 國⽴成功⼤學 環境⼯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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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制領域完整、師⽣同⼼、社會評價⾼。
2. 各項教研儀器設備精良，具國際頂尖⽔準。
3. 廣納國際知名教授，推動教學研究國際化。
4. 與校內外頂尖研究中⼼「永續環境實驗所」整合發展。
5. 發展尖端環保科技，提昇產業競爭⼒。
6. 通過IEET認證規範：建⽴教研之「⾃我檢討」、「持續改善」及「⾃我管理」之機制。
7. 本系課程涵蓋多項實驗，須親⾃操作及團隊合作，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適合細⼼沉穩、具良好溝通能⼒者。
2035 國⽴成功⼤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Dept. of Geomatics
本系之研究教學專業領域包含了地球空間資訊的收集、分析、解讀、管理及應⽤科技。從專業領域的相關性來分類，本系可分為
三個代表性專業領域:全球定位系統、衛星遙測以及地理資訊系統，通稱為3S (GPS, RS and GIS) 科技。
2047 國⽴成功⼤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本系⼊學後，依興趣來選課，共分「⽣物⼒學」與「醫學電⼦資訊」等19個實驗室。以培育醫⼯專業⼈才，建⽴南台灣的醫療器
材產業。強化並擴⼤現有國際合作的規模及對象，深化合作團隊的交流與發展，期望將成⼤醫⼯系發展成國際⼀流教學中⼼。
2036 國⽴成功⼤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教育⽬標:
1.奠定深厚專業知能:教育學⽣專業學識，並具備創新、分析、設計及實踐四⽅⾯能⼒，以養成其深厚之電機⼯程專業知能、賡續
學術研究及跨領域整合之能⼒。
2.加強團隊合作能⼒：教育學⽣具備寬廣之知識、溝通技巧與團隊精神，以迎接不同⽣涯發展之挑戰，並對終身學習之必要性有
所認知。
3.實踐多元領域學習:提供學⽣⾜以適應國際化及社會需求之優質教育內容，並教育學⽣瞭解電機⼯程師於社會、環境、倫理⽅⾯
之⾓⾊及責任。
2037 國⽴成功⼤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師資健全、設備優良致⼒於培育新⼀代資訊科技⼈才，積極研究和開發電腦軟/硬體及資訊應⽤相關技術，結合國內產官學研
之各項資源，並與國際接軌，提升國內之產業技術，並且極⼒爭取建教合作，讓理論與實務並重，提供優良學習環境，以培育全
能資訊專業⼈才為⽬的。
2038 國⽴成功⼤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本系學習內容包含設計與圖，須具備⾊彩、圖像辨識能⼒。本系分為建築設計組(5年制)及建築⼯程組(4年制)，⼊學時不分組，
⼤三才分組，並依據「成⼤建築系學⼠班4、5年制分轉組作業準則」分組(請參閱建築系網⾴->法規資訊->「成⼤建築系學⼠班
4、5年制分轉組作業準則」)
2039 國⽴成功⼤學 都市計劃學系 Dept. of Urban Planning
本系以培養兼備⼯程、管理、⼈⽂與美學素養的都市及區域規劃設計⼈才為主，並以整合發展設計智能及多媒體空間資訊科技為
主要特⾊。學⼠班教學以奠定空間規劃設計專業基礎為主，進階研究為輔；碩博⼠班旨在培育⾼階空間規劃設計專業⼈才。歡迎
關⼼公共事務與具備跨領域、多元化學習興趣者加⼊。
2040 國⽴成功⼤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設系本著「仁」本主義理念，創造舒適、安全及環保的產品與環境為⽬標，期透過完整的⼈⽂、科技、設計等課程，培育專業
的設計與企劃⼈才。本系配合⼯廠實習、設計實務與企業建教合作，期以理論與實際相互配合，以求對我國⼯業產品的研究開發
具實際貢獻。
2022 國⽴成功⼤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提供⾼品質的教學與學習環境，著重於統計⽅法之應⽤及電腦統計軟體之使⽤，以奠定良好的統計基礎，使學⽣將來能持續貢獻
所學於各⾏各業，成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統計專才。
2023 國⽴成功⼤學 ⼯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教學以數量⽅法和資訊科技為重⼼，應⽤於⼯業界之⽣產與管理，注重專業課程與實務模擬，養成學⽣正確的管理哲學思想
和研究創新精神，期與⼯程技術⼈員配合，構成現代⼯業主體。
2024 國⽴成功⼤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本系發展重點在培養國際化運輸與電信之專業⼈才、⿎勵國際期刊發表，提升學術研究⽔準與整合學術與實務，提⾼研究能量，
協助企業增進經營效率。

國⽴暨南國際⼤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04
聯絡電話 886-49-2918305
地址 54561南投縣埔⾥鎮⼤學路1號
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ia.ncnu.edu.tw/
學⼠班保障4年住宿；碩⼠班保障2年住宿；博⼠班保障4年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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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9-2913784

⼀、本校為臺灣各⼤學海外聯合招⽣事務主辦學校，培養僑界菁英⼈才為本校設校宗旨之⼀。根據天下雜誌報導，本校外
籍學⽣⽐例在國⽴⼤學中最⾼。⼆、本校學雜費收費全國最低，學⽣負擔輕，同時校內⼯讀機會多。 三、本校提供「優
秀僑⽣獎學⾦」，符合資格者將核發新台幣5萬元。以「師資培育專案」錄取者，免收4年學雜費及師培課程學分費。除
成績優秀獎學⾦外，另提供多項僑⽣獎助學⾦。 四、本校備有學⽣宿舍，保障新⽣優先住宿，並成⽴各國僑⽣社團，定
備註 期舉辦⽂化交流活動。 五、本校注重學⽣職涯規劃與學⽤合⼀能⼒，根據商業週刊報導，本校畢業⽣就業率達71.33%，
排名⾼居公⽴綜合⼤學第2名。 六、本校校務評鑑全數通過，科技學院並獲IEET認證通過，學術專業與國際接軌。 七、
本校榮獲「世界綠⾊⼤學」評⽐全台綜合⼤學第⼀名，表現優異。⼋、本校校園廣闊宜⼈，學⽣擁有平均最⼤校地，並有
最新穎體育健身設施及豐富圖書資源。 九、本校結合地⽅環境資源，推動划船(⽇⽉潭輕艇)、射箭、⾼爾夫、國標舞等特
⾊運動。
系所分則
2052 國⽴暨南國際⼤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對資訊科技之理論及應⽤均相當重視，歡迎有志成為未來科技尖兵，培養資訊、通訊及⾳樂科技專⻑者，加⼊我們的⾏列。
2053 國⽴暨南國際⼤學 ⼟木⼯程學系 Dept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以⼟木⼯程及環境規劃管理為教學研究重點，同時致⼒於培養具理論及實務之⼟木⼯程、規劃與管理之⼈才。歡迎對⼟木⼯程、
規劃與管理有興趣的同學加⼊。
2054 國⽴暨南國際⼤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以電⼦、系統、通訊三⼤領域為教學研究⽅向，同時致⼒於培養積體電路製造、IC設計、IC測試、通訊、控制、資訊、光
電、微機電、⽣物晶⽚等電⼦科技研發⼈⼒，進而提升本產業之研發能量。 ⼆、本系成績優異學⽣可修讀五年⼀貫碩⼠學位。
2055 國⽴暨南國際⼤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本系的設⽴以培育應⽤化學⼈才為⽬標外，並計畫整合台灣中部地區⽣醫科技及材料分析之教育與研究資源，發展具創造性的前
瞻研究，突破傳統教學下理論與實務的藩籬。藉由培育各地學⼦使其成為優良的專業⼈才，繼而帶動台灣學術研究的國際化。 因
基於實驗安全顧慮，需具有良好移動能⼒ ，並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
⼒、能控管⾃身情緒。
2056 國⽴暨南國際⼤學 應⽤材料及光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erials and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培養具材料背景之光電科技⼈才，以有機/⾼分⼦光電材料與元件、奈⽶光電材料與元件、半導體材料與元件為發展的主軸。
未來發展為半導體、光電、材料及電⼦產業等研發或⼯程⼈員，或繼續進修，或⾄教育及研究機構⼯作。本系適合對於數理化有
興趣的同學就讀。
2541 國⽴暨南國際⼤學 科技學院學⼠班 Bachelor Program of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校科技學院學⼠班整合院內五科系的教學資源，由五系整合「AI⼈⼯智慧」與「永續環境與能源」兩⼤跨領域學程，同時，本
學院積極發展跨領域特⾊研究，包括「農業永續⽣產」、「⼤學社會責任實踐」及「⼈⼯智慧與機器⼈」，也搭配開設相關實作
專業課程與實地⾒習場域，學⽣在不同科系的⽼師共同指導下參與學習及探索⾃我，而能有適性揚才的發展，使學⽣不再侷限於
專⼀領域，而有機會跨兩個領域或多個領域的學習，以能培育出跨領域溝通與創新的π型⼈才，進而提升學⽣的就業競爭⼒與國
際移動⼒。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7
聯絡電話 886-2-7749-1283
傳真 886-2-2362-5621
地址 10610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網址 http://www.nt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goo.gl/kAvwWH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國⽴臺灣師範⼤學以「跨域整合、為師為範」為願景，培養涵蓋教育、語⽂、資訊、藝術、⼈⽂、理⼯科技及運動休
閒等各領域⼈才為宗旨。⼆、積極拓展國際⾼等教育交流，與全球各國知名⼤學締結姊妹校逾374所，使臺師⼤躋身國際
知名⼤學之列。三、本校於2016年起與國⽴臺灣⼤學、國⽴臺灣科技⼤學成⽴「臺⼤系統」，分享課程資源，跨校選
課、輔系、分享圖書、電腦軟硬體及系統等資源。四、本校位於臺北市交通樞紐中⼼，便捷的⼤眾運輸縮短了追求知識、
體驗⽂化的距離。 五、若有意成為師資⽣之僑⽣、港澳⽣，於⼊學後可洽各系所辦公室。六、校址：教育學院、⽂學
院、藝術學院、科技與⼯程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樂學院、管理學院，位於臺北市⼤安區和平
東路1段162號。理學院、運動競技學系，位於臺北市⽂⼭區汀州路4段88號。 聯 絡電話：886-2-7749-1111。僑⽣先修部
位於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段2號。聯絡電話：886-2-7749-8888。

系所分則
2078 國⽴臺灣師範⼤學 數學系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招收對數學有能⼒、有興趣，並有志於從事數學教學或數學研究⼯作的學⽣。
※聯絡資訊：沈希諴小姐, Tel:886-2-7749-6601, email: shen .hh@ntnu.edu.tw
2079 國⽴臺灣師範⼤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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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習重點包括⾊彩辨認，須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圖像或⾊彩。
本系的重點研究領域包括：凝態物理、光電與奈⽶科學、⾼能與粒⼦物理、⽣物物理及物理科學教育。
2080 國⽴臺灣師範⼤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1. 招收對化學有能⼒、有興趣，並有志於從事化學教學或化學研究的學⽣。
2. 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識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
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離危險現場。
2081 國⽴臺灣師範⼤學 地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本系經常有野外考察實習，如：步⼊⼭溝、溪⾕、礫⽯灘、珊瑚礁、攀爬⾼⼭等地形障礙，需具有良好體能、移動能⼒。
※聯絡資訊：林純綿小姐/886-2-7749-6375/esadmin@deps.ntnu.edu.tw
2082 國⽴臺灣師範⼤學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本系的任務之⼀在培育中學⽣活科技教師以及企業界電腦應⽤或⼈⼒資源專業⼈才。本系部分課程強調⼯場實作且須親⾃操作,故
必須具備動⼿實作與⾃我保護的能⼒。
2083 國⽴臺灣師範⼤學 圖⽂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Graphic Arts and Communications
本系教學內容包括影像傳播科技與印刷出版科技⼆領域，以培育多媒體影像與印刷出版科技⼈才為宗旨。
2084 國⽴臺灣師範⼤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本系旨在整合電⼦、電機、資訊、控制等多學⾨之⼯程技術，以『系統晶⽚』、『多媒體與通訊』、與『智慧型控制與機器
⼈』等三⼤領域為核⼼發展⽅向，培育具備跨領域系統整合能⼒之電機電⼦科技⼈才為⽬標。
2.本系實驗需具有相當程度之視覺功能以辨識相關⾊彩。
3.因本系實驗場地之限制，須具備良好體能及移動能⼒。
※所繳交之資料⼀律不退件。
聯絡資訊：鄭小姐/886-2-7749-3531/u6550907@ntnu.edu.tw
2085 國⽴臺灣師範⼤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規畫完整的資訊⼯程與科學之學習課程，並配合優秀的師資及實驗研究設備，以培育能獨⽴思考、積極負責、樂觀進取的資
訊⼯程及科學專業⼈才為⽬標。
2000 國⽴臺灣師範⼤學 ⼯業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本系學⼠班主要培育能源應⽤及⾞輛技術領域專業⼈才，培養學⽣具專業領域理解分析與問題解決能⼒，以及奠定繼續進修研究
之能⼒。本系課程需操作儀器設備，需具備⾊彩辨識、獨⼒操作與安全維護能⼒。
2536 國⽴臺灣師範⼤學 光電⼯程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1. 2017年7⽉教育部核准通過本學⼠學位學程成⽴， 並於2018年開始招⽣。
本學程結合專業學習資源，包含電機⼯程學系、光電⼯程研究所的師資與設備等等。學⽣在學四年，可學習數、 理、化及英⽂之
基礎能⼒，以及半導體、光電、⽣技，及綠能領域之專⾨知識。最終可獲得學⼠學位，成為社會所需之光電科技⼯程專業⼈才。
2. 操作實驗為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知識與實驗技能。
聯絡資訊: 陳小姐
+886 2 7749 6730
upeoe@ntnu.edu.tw
2494 國⽴臺灣師範⼤學 ⾞輛與能源⼯程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Vehicle and Energy Engineering
本學程旨在培育⾞輛與能源應⽤專業領域⼈才，核⼼課程涵蓋⾞輛、能源、機電整合等領域。透過學術與技術導向專業課程，培
養具備⾞輛與能源相關理論分析與實作能⼒之⼈才。以期學⽣畢業後能投⼊⾞輛⼯程與技術及能源⼯程與技術等相關產業。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7
聯絡電話 886-3-5715131
傳真 886-3-5721602
地址 300044新⽵市光復路2段101號
網址 http://www.n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宿，其他請詳洽本校學⽣住宿組網站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
⼀、本校設有各類獎學⾦，特⾊獎學⾦如：還願獎學⾦、逐夢獎學⾦，申請⾦額不限，可以個⼈狀況及計畫實質內容核定
⾦額；另針對僑⽣身份⼊學者，除可申請教育部相關僑⽣獎學⾦外，本校還提供申請新僑⽣獎學⾦、兼任⾏政助理⼯讀獎
學⾦，以及減免學雜費類獎學⾦等各項僑⽣獎學⾦陸續增加中，詳情請⾒http://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校致⼒開發多種跨領域學習課程，除教育學程外，另設有45個跨院系的學分學程，提供
更為多元化及客制化的學習機會。在課業之餘，校園內尚有⽂藝、⾳樂、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不同性質的社團，學⽣
可培養多元興趣(請⾒本校課外活動組網⾴http://dsa.site.nthu.edu.tw/)。三、本校在多項學術指標如：國內⼤學學術
聲譽排名、理⼯學院聲譽排名、最佳研究所排名、國內企業最愛的⼤學⽣等評⽐上均名列前茅，為國內頂尖學府。2021
年英國QS世界⼤學排名，本校為168名，其排名各項指標表現為全國數⼀數⼆之成績。 四、⾮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
宿，校園景觀優美，⼈稱⽔木清華，全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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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2172 國⽴清華⼤學 數學系甲組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Division A (Mathematics Division)
本系對基礎數學訓練和其科學應⽤並重，數學組強調數學的核⼼領域如分析、幾何與拓樸、代數與數論等；應⽤數學組提供⽅
程、動態系統、科學計算、機率等跨領域的訓練，培養數理能⼒，以造就數學研究和教育的學術⼈才，及跨⾜資訊、⾦融、保險
等⾼科技產業的專業⼈⼠。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math.nthu.edu.tw。
2174 國⽴清華⼤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rogram of Physics)
本系除了延攬國際傑出知名教授，從事各項尖端研究之外，在教學⽅⾯以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領導⼈才與研發⼈⼒為⽬標，特別
著重師⽣互動、基礎課程、以及研究能⼒的培養。歡迎所有對探索宇宙萬物規律、對創新⼈類科學技術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就讀。
2175 國⽴清華⼤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rogram of Optics and Photonics)
本系除了延攬國際傑出知名教授，從事各項尖端研究之外，在教學⽅⾯以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領導⼈才與研發⼈⼒為⽬標，特別
著重師⽣互動、基礎課程、以及研究能⼒的培養。歡迎所有對探索宇宙萬物規律、對創新⼈類科學技術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就讀。
本組另特別加強光學、電⼦學及相關實驗課程。
2176 國⽴清華⼤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本系學⽣必須修習化學實驗課程，基於安全考量，視覺障礙或辨⾊能⼒異常者請慎重評估是否適合。除基礎化學外，化學系亦提
供材料化學與⽣物化學等跨領域相關課程。
2177 國⽴清華⼤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引領科技產業發展⼈才為使命，將必修的學分減⾄最低程度，並提供各類專修學程，充分尊重每位學⽣的興趣及個
性，使其畢業後能成為各尖端科技領域的菁英。本系研究領域廣泛，涵蓋精密製程技術、尖端材料、⾼分⼦科學與⼯程、⽣物技
術、奈⽶科技、光電科技、與能源環境科技等前瞻領域。
2178 國⽴清華⼤學 動⼒機械⼯程學系 Dept. of Powe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動⼒機械⼯程學系旨在培育機械與電機⼯程整合應⽤之科技⼈才。歡迎具優異數理基礎且有興趣於機電整合、光機電系統、微奈
⽶機電系統、電機控制、動⼒系統、精密機械、智慧機械與製造、及⽣醫⼯程等⼯程應⽤領域的學⽣申請。
2179 國⽴清華⼤學 材料科學⼯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國⽴清華⼤學材料科學⼯程學系⼤學部及碩⼠班成⽴於西元1972年8⽉，是國內第⼀個成⽴的材料科學⼯程系所，其後於西元
1981年成⽴博⼠班，亦為國內第⼀個材料博⼠班。本系是少數擁有五⼤空間及世界級研究設備的系所，在產、官、學、研各界，
都居於領導地位。兼及理論與應⽤，橫跨⼯程與科學，並具有跨領域的整合性，在⾼科技產業中扮演關鍵的地位。歡迎加⼊清⼤
材料系。
2180 國⽴清華⼤學 ⼯業⼯程與⼯程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本系旨在培養具備現代化科學管理知識及⽣產製造技術之⼯業⼯程與⼯程管理專才，在課程設計上，本系除了注重⼀般⼯業⼯程
與⼯程管理的課程教育外，尚強調「資訊化」、「⾃動化」及「⼈性化」等專⻑訓練。因此，本系⿎勵學⽣就讀電機、資⼯或經
濟等科系的⼯⼯相關課程以取得雙學位或輔系學位，或者修讀學校所提供的「全球供應鏈與運籌管理」、「計量財務」、「電⼦
商務」等先導整合學程，以培養⼀個具有專業知識且可塑性⾼的⼯業⼯程與⼯程管理⼈才。有視覺重度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183 國⽴清華⼤學 ⼯程與系統科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and System Science
本系⼤學部分為甲、⼄兩組：甲組教學特⾊為低碳綠能科技，以核能系統/醫學物理、太陽光電、燃料電池為三⼤重點；⼄組教學
特⾊為智慧奈⽶系統，特⾊是整合機械、電⼦、材料、物理等領域的核⼼課程，應⽤於AI晶⽚所需的上游系統設計、中游製程技
術、與下游奈⽶檢測。本系學⽣不但能學有專精，並能具備跨領域知識及系統整合能⼒，成為未來的科技領袖菁英。
2182 國⽴清華⼤學 ⽣醫⼯程與環境科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本系⼤⼀、⼤⼆及⼤三上著重物理、化學及⽣物之跨領域基礎教育，⼤三下及⼤四則提供分⼦⽣醫⼯程與材料、⽣醫影像⼯程等
之跨領域應⽤科學專⻑訓練。
2181 國⽴清華⼤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本系著重培養前瞻資訊⼯程與應⽤之⼈才。師資及課程規劃強調領域整合、理論與實務兼備，並能與國際接軌。配合資訊、電⼦
產業需求，規劃各種專業領域課程，包含雲端計算、多媒體系統、網路、IC設計、嵌⼊式系統等領域課程。提供成績優秀學⽣獎
學⾦赴國外⼤學交換學習、規劃學⽣逾五年完成學⼠及碩⼠雙學位。經本招⽣管道⼊學後為本系⼄組（資訊⼯程組）學⽣。
2184 國⽴清華⼤學 計量財務⾦融學系 Dept.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係以培養具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經濟分析能⼒之財務⾦融⼈才為⽬的。本系特別強調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經濟理論的基礎訓
練，以期培養出來的畢業⽣，有較深厚的財務與經濟理論基礎，以及資訊應⽤的知識。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05
聯絡電話 886-4-22840216
地址 40227臺中市南區興⼤路145號
網址 https://www.n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資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學⽣安全輔導室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arm/
學⼠班⼀年級保證住宿，相關規定請與本校學⽣安全輔導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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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2857329

⼀、中興⼤學創⽴於1919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綜合型⼤學，校友遍及⼠農⼯商各領域，擔任職場要職，表現優異。
中興校友，秉持優良傳統，照顧學弟妹、發揮⼤⼿牽小⼿、傳承誠樸精勤優良校⾵，貢獻所學。 ⼆、設有⽂、管理、法
政、理、⼯、電機資訊、農資、⽣命科學、獸醫等9個學院，系所完備，校務均衡發展。全校專任及兼任教師超過1,000
⼈、學⽣⼈數超過15,000⼈。 三、在農業科技、植物與動物科學、化學、⼯程、材料科學、⽣物與⽣物化學、臨床醫
備註
學、藥理與毒理學、環境與⽣態學等9⼤領域表現優異，名列基本科學指標全球前1%。 四、學⼠班學⽣須通過本校英⽂
能⼒畢業標準檢定始得畢業。 五、本校各項獎助學⾦(如中低收⼊⼾學⽣助學⾦、清寒勤學獎勵⾦、績優學⽣獎學⾦、各
學系所獎學⾦、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般性獎學⾦、產學合作獎學⾦等獎項共⼆百多項)及學⽣住宿資訊，查詢
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
系所分則
2854 國⽴中興⼤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良好中⽂聽、說、讀、寫能⼒。
學系特⾊：為了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學⽣，課程安排是以⼈⼯智慧(AI)與資料科學、資訊管理與資訊安全等⼆⼤學群為主要⽬
標。
學⽣畢業後可選擇擔任系統分析師、軟體⼯程師、資料分析師、管理規劃顧問⼈員、以及不同領域（資訊科技、資訊安全與管
理、服務科技與管理）的程式開發⼈員。
2057 國⽴中興⼤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本系實驗課程極為重要，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彩）判定之需要，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學系特⾊：
教學及研究並重之單位，為科技部中部貴重儀器中⼼、中部化學圖書服務中⼼。
本系研究領域涵蓋廣泛，包括藥物合成、材料、分析及催化研究，學⽣必修科⽬包含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無機化
學、⽣物化學、化學數學及物理化學等科⽬。
未來就業選擇性廣：化學技師、品管⼯程師、環保與⼯安技師、特⽤化學品研發技師、半導體產業製程⼯程師、教職（⼤學、⾼
中、國中）等。
2058 國⽴中興⼤學 應⽤數學系應⽤數學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依⼀般限制。
2232 國⽴中興⼤學 應⽤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依⼀般限制。
2059 國⽴中興⼤學 物理學系⼀般物理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依⼀般限制。
學系特⾊：
於1987年成⽴，除⼀般物理、光電物理外，奈⽶科技及⽣物物理列為研究發展重點。本系培養學⽣除了具備基礎物理知識，更加
強培養動⼿作實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並具問題分所及邏輯推理、溝通、⾃我充實的技巧。畢業⽣除繼續升學外，主
要就業狀況有半導體製造與研發、積體電路設計、光電材料與⼯程技術、電腦程式設計、中學與⼤學教師、基礎科學與技術研究
開發⼈員等。
2826 國⽴中興⼤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依⼀般限制。
學系特⾊： 於1987年成⽴，除⼀般物理、光電物理外，奈⽶科技及⽣物物理列為研究發展重點。本系培養學⽣除了具備基礎物
理知識，更加強培養動⼿作實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並具問題分所及邏輯推理、溝通、⾃我充實的技巧。畢業⽣除繼
續升學外，主要就業狀況有半導體製造與研發、積體電路設計、光電材料與⼯程技術、電腦程式設計、中學與⼤學教師、基礎科
學與技術研究開發⼈員等。
2061 國⽴中興⼤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主要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優之⼯程⼈才為⽬標，並和我國重要產業與未來科技如精密機械、光機電整合⼯程、⽣醫⼯程、奈⽶及
微機電⼯程、熱流與能源科技、精密製程技術與先進製造科技等數個領域結合。使學⽣畢業後兼具學理探討與實作之能⼒，投身
於機械⼯程相關領域之研究與開發。詳細特⾊請參考http://www.me.nchu.edu.tw。
2060 國⽴中興⼤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本系著重基礎學科（如微積分、⼒學等）的培育及⼯程應⽤學科（結構⼯程、⽔利⼯程、⼤地⼯程、測量資訊、營建管理等）的
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需具備⼀定之中⽂閱讀溝通能⼒。
2062 國⽴中興⼤學 環境⼯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實驗課程須具備相當之視覺及辨⾊能⼒、聽覺功能以及運⽤肢體操作儀器並隨時能移動遠離危險。
本系以培育環境永續發展及污染防治專業⼈才為宗旨，著重基礎學科（數學、物理、化學、⽣物等）的培育及⼯程應⽤學科（含
⽔資源、空氣資源管理、再⽣能資源、⼟壤與地下⽔、環境管理與監測、綠能科技等領域）的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
礎，較能勝任學習。
2064 國⽴中興⼤學 化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本系發展特⾊涵蓋⽣醫與⽣化⼯程、⾼分⼦與奈⽶及尖端材料與精密製程。課程之設計以培養學⽣成為⾼科技產業炙⼿可熱的⼈
才與學術研究領域上的新秀為核⼼。
2065 國⽴中興⼤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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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般限制。
學系特⾊：
發展重點：
1. 材料製程：以各種製程及加⼯技術在材料科技之應⽤為教學與研究之重點，包含奈⽶技術、微機電、電漿製程、厚膜、薄膜、
⾦屬加⼯、表⾯⼯程技術和材料接合技術。
2. 功能材料：針對具有特殊物理與化學特性之材料為教育與研究之重點，包含奈⽶材料、光電材料、感測材料、⽣醫材料、資訊
材料、能源材料和⾼溫材料。
2063 國⽴中興⼤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需修習實際操作儀器設備之實驗課程。
學系特⾊：設有五個專業學程(通訊學程、資訊學程、控制與電⼒學程、固態光電學程、電⼦電路學程)，提供學⽣紮實的理論基
礎與實作能⼒。
2066 國⽴中興⼤學 ⽣物產業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本系是將機械、電機、資訊、機電整合、電⼦化及各種⼯程技術應⽤於⽣物及農業產業上。本系之教學⽬標及任務為培養⽣物產
業及農業發展所需之各類⼯程⼈才，以促進產業之發展。
本系課程包含製圖、機電相關實習及機械操作，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2067 國⽴中興⼤學 ⽔⼟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學系特⾊：
以「⾃然災害防治與⽔⼟資源保育」為重點，並搭配現今資訊化的科技發展與管理趨勢，規劃全⽅位的⽔⼟保持基礎教育、專業
研究及實務操作等課程，以培育獨當⼀⾯的⽔⼟保持專業⼈才為宗旨。就業⽅向多在政府機構，如農委會、環保署、⽔保局、林
務局、⽔利署等，亦可加⼊⼤型顧問公司及⾃⾏開設技師事務所，從事⽔⼟保持相關⼯作⽐例⾼達95%以上。

國⽴政治⼤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3
聯絡電話 886-2-29387892、886-2-29387893
傳真 886-2-29387495
地址 116011臺北市⽂⼭區指南路⼆段64號
網址 https://www.nccu.edu.tw/app/home.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事務暨僑⽣輔導組/僑⽣輔導業務/新僑⽣⼊學專區/住宿與獎助學⾦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nccu.edu.tw/tw/
⼀、⼤學部(學⼠班)：⼤⼀僑⽣係本校學⽣宿舍優先分配對象，⼤⼆以上學⽣可申請參與抽籤。 ⼆、研究所(碩⼠班、博
宿舍
⼠班)：就讀本校碩博⼠班之新⽣且未曾在國內取得⼤學以上學位之外籍⽣及僑⽣，得保障⾸年住宿。
備註 ⼀、男⼥兼收。 ⼆、以中五學制⼊學學⽣，應增加12學分應修之畢業學分數，始得畢業。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132 國⽴政治⼤學 地政學系⼟地測量與資訊組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本系學科經常要到室外操作測量儀器、校外及野外資料蒐集與調查。
⼆、地政系為結合⼈⽂社會與理⼯科技之學系，本組較著重於遙感探測、全球定位系統、地理資訊系統等測量理論與技術，以及
測量資訊科學與⼟地管理及規劃結合之教學，並注重實務訓練，期能培育公⺠營機構具有⼟地測量與⼟地資訊之⼈才。
2136 國⽴政治⼤學 ⾦融學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本系以培養⾦融專業⼈才為宗旨，課程內容理論與實務並重，並積極培育國內、外⾦融機構之管理⼈才，其餘依⼀般限制。
2135 國⽴政治⼤學 統計學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本系⼤學部的教育⽬標在培養兼具統計專業與商業應⽤知識(如⼤數據、資料科學等)之全⽅位經營⼈才。
2827 國⽴政治⼤學 ⾵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第2類組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本系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的在培養具有⾵險管理與保險專業之⾼階經理⼈。
2133 國⽴政治⼤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重視專業基礎訓練，提供學⽣多元發展。
2134 國⽴政治⼤學 資訊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國⽴政治⼤學資訊科學系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系統化核⼼課程，包括⼈⼯智慧，機器學習，資料科學，⼈機介⾯，安全和隱私，
通訊，多媒體等。此外，本系在以⼈⽂法商、社會、傳播，教育等領域最著名的政治⼤學，提供了系上學⽣可依⾃⼰的興趣進⾏
跨學科研究的充分機會。在政治⼤學，雙學⼠並⾮夢想，而是⼀個可達到的⽬標。
再者，政⼤宗旨是強化學⽣國際移動能⼒。本校國際⽣⼈數遠超過各⼤學平均。政⼤並與許多國際知名⼤學簽屬雙聯學位或短期
進修交換⽣。
我們擬於2021年成⽴資訊學院(名稱暫定)，並相信在不久將來課程與研究的選擇性與機會將會⼤幅擴增。
政治⼤學位於台北市郊區、依⼭傍⽔，充滿愜意放鬆的氛圍。我們期待你加⼊這個美麗⼜令⼈收穫滿滿的校園。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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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11
聯絡電話 886-3-5131390
傳真 886-3-5131598
地址 30010新⽵市⼤學路1001號
網址 http://www.nc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與國⽴陽明⼤學正進⾏合校程序，預定110年2⽉合校，合校後校名預定為「國⽴陽明交通⼤學」。 ⼈⽂社會學系及
傳播與科技學系在本校六家校區上課(校區間有交通⾞)，地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其餘學系皆在新⽵光
備註
復校區上課，地址：300新⽵市⼤學路1001號。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108 國⽴交通⼤學 電機⼯程學系⼄組 Dep.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交⼤電機系是ECE(兼顧電機與資訊雙專業)，⼗五⼤領域課程(含實驗)包含：導體元件及⼯程、固態與量⼦物理、電⼦設計⾃動
化、智慧與感測元件、系統晶⽚設計、多媒體訊號處理、⼈⼯智慧與計算機⼯程、通訊科學、資訊通訊、無線科技、電⼒電⼦、
AI機器⼈、系統控制、⽣醫⼯程、類⽐電路與系統，培養學⽣實作的能⼒與未來創業的潛⼒，讓學⽣未來就業之路更寬廣與紮
實。
2109 國⽴交通⼤學 光電⼯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招收具跨領域光電科技(含數學、物理、化學、電機、材料、奈⽶、⽣命科學)志趣的⾼中⽣。本系課程結合基礎科學與⼯程應
⽤。師資與研究教學設備具世界級⽔準，與產業界和國外著名⼤學密切合作。
2113 國⽴交通⼤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除培養學⽣機械⼯程基礎能⼒外，亦規劃系列課程：「能源與熱流」、「機械與⽣物⼒學」、「感測與控制系統」、「機械
設計與製造技術」以提供完整的專業領域訓練。本系課程強調實習、實驗、實作，學⽣須具備獨⽴操作及安全維護能⼒。
2114 國⽴交通⼤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本系特⾊為所有必修課程均為全英語授課，以建⽴學⽣國際觀與和國際接軌的能⼒，並⿎勵本組學⽣⾄國外⼀流⼤學深造攻讀雙
聯學位或爭取國外⼟木相關⼯作機會。本系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之國際⼯程教育認證，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
除⼒學基礎課程、實驗及設計應⽤等課程，亦含括⼟木、⽔利與建築⼯程技術、資通訊及管理技術之結合，並提供專題研究與跨
領域學程。
2115 國⽴交通⼤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歡迎對光電、半導體、⾼分⼦及奈⽶材料有興趣的同學報考。本系除了有豐富的選課資源外，且著重研究實驗。⼤⼆即可開始從
事專題研究與操作精密昂貴之儀器設備，更有機會與教授在研究上有深⼊的互動。
本系課程強調實驗、實作，學⽣須具備獨⽴操作及安全維護能⼒。
2116 國⽴交通⼤學 電⼦物理學系電⼦物理組 Dept. of Electrophysics (Program of Electrophysics)
本系在教學及研究兼具理論物理、凝態、半導體電⼦、光電、及奈⽶科學，培養具紮實學理基礎之跨領域⾼科技⼈才。在多元化
的專業課程安排下，讓學⽣能廣泛接觸各領域，藉以開拓視野，增廣⾒聞。其中電⼦物理組強調理論物理、材料、凝態與電⼦相
關物理基礎學理與科技發展。光電與奈⽶科學組著重於光電、奈⽶、以及半導體相關物理基礎學理與科技發展。歡迎對物理及應
⽤物理有興趣的學⽣申請。
2117 國⽴交通⼤學 電⼦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科學組 Dept. of Electrophysics (Program of Photonics and NanoSciences)
本系在教學及研究兼具理論物理、凝態、半導體電⼦、光電、及奈⽶科學，培養具紮實學理基礎之跨領域⾼科技⼈才。在多元化
的專業課程安排下，讓學⽣能廣泛接觸各領域，藉以開拓視野，增廣⾒聞。其中電⼦物理組強調理論物理、材料、凝態與電⼦相
關物理基礎學理與科技發展。光電與奈⽶科學組著重於光電、奈⽶、以及半導體相關物理基礎學理與科技發展。歡迎對物理及應
⽤物理有興趣的學⽣申請。
2118 國⽴交通⼤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以培養⼆⼗⼀世紀跨領域數學科學⼈才為⽬標。發展⽅向為：科學計算、數學建模、動態系統、組合數學、財務⼯程及其他
相關數學領域。
2119 國⽴交通⼤學 應⽤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本系以培養跨領域科技⼈才，發展⽅向為分⼦科學、材料化學、有機合成化學、綠⾊能源、⾼分⼦化學及⽣物分析化學，課程兼
具純化學與應⽤化學之特⾊。本系課程強調動⼿實驗、實作，學⽣須具備獨⽴操作及安全維護能⼒。
2121 國⽴交通⼤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本系為⼀跨學域學⾨，為國內運輸領域排名第⼀之學系，課程含運輸、資訊、管理等，就業與升學管道多元，研究含陸海空運輸
規劃與營運管理、智慧型運輸、物流管理、全球運籌，就業遍及交通部⾨、⾼科技製造、服務業及學術機構。
2122 國⽴交通⼤學 ⼯業⼯程與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系教學及研究均具前瞻性，除⼯業⼯程之基礎課程外，尚有管理、統計、電腦與⾃動化、作業研究、⼈因⼯程、及其他資訊相
關課程。本系亦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畫，以加強學⽣就業之競爭⼒。本系研究發展重點分為：⽣產系統管理、製造⼯程、系統決
策及⼈因⼯程四⼤項。
2095 國⽴交通⼤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融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inanc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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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充分利⽤交⼤在資訊⽅⾯的優勢，結合資訊管理與財務⾦融的學習環境，透過跨領域的課程規劃，強化學⽣知識學習的廣度
與深度，讓學⽣在未來不論升學或就業，都更具彈性與競爭⼒。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9
聯絡電話 886-2-24622192 分機 1068
傳真 886-2-24634786
地址 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網址 https://www.nto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事務組、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stu.ntou.edu.tw/SCROOT/Page_Show.asp?Page_ID=21539
在學期間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台海⼤為全球最具完整海洋特⾊且⼤學排名最前⾯之「國際化的頂尖海洋⾼等學府」。位於⼤台北地區之基隆市，濱臨海
洋，⼭海校園，獨特的⿓崗⽣態園區與⾬⽔公園，交通便捷、學術氛圍、⽣活機能與學習環境極優。 ⼀、 海⼤共有7個學
院，設有22個學系， 27個碩⼠班，19個博⼠班，在商船、輪機、航管、運輸、河⼯、造船、海洋、⾷品與⾷品安全、養
殖、漁業、海洋⽣物與⽣態、海洋事務等領域尤其著名。 ⼆、 海⼤各系皆有特定的產業⽀持，尤其海洋相關產業，學⽣
有特定的就業職場與管道，學⽣競爭⼒與就業⼒⾼。 三、 海⼤備有男⼥宿舍，僑⽣及港澳⽣享有免抽籤住宿的權利及優
先住校之福利並提供各項清寒獎勵、各項獎助學⾦、服務學習機會，讓每⼀位同學都有機會勇敢逐夢。 四、 海⼤重視學
⽣實作與校外實習、培養創新創業與就業能⼒，並推動跨領域次專⻑制度及微學分，俾適應未來複雜就業職場需要。
五、 海⼤加強學⽣英⽂與中⽂能⼒，設有英⽂畢業⾨檻。學⽣修習中⽂課程時，每年必須選讀24篇課外⽂章並撰寫4篇作
⽂。 六、 海⼤重視學⽣適性發展，特別實施轉系以「興趣」為主的政策；並取消1/2不及格退學措施，改採取以修⾜必要
學分畢業之措施，實施⾃我調整進度的教育節奏。 七、 海⼤具有設施最完善之室內外運動設施，包括最新完成之⼈⼯草
⽪運動場、壘球場、沙灘排球場及2座體育館等，另有完善之⽔上運動設施及帆船與獨木⾈等。 ⼋、 海⼤校園最具國際
化，有許多外籍⽣、僑⽣(獨招、個⼈申請、聯合分發、外籍⽣)、陸⽣(學位⽣與交換⽣)，已發展成為⼀所以專業及海洋
為最⼤特⾊的「社會上不可或缺的學校」及以學⽣為主體⼈⽂關懷的「令⼈感動的學校」，繼續秉持「活⼒創新、海⼤躍
進」之理念，朝「國際級的海洋頂尖⼤學」邁進。
系所分則

2096 國⽴臺灣海洋⼤學 輪機⼯程學系能源應⽤組 Dept. of Marine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Applied Energy)
（⼀）本系以⾃動化理念，培養能源與動⼒系統研究、開發與應⽤實作⼈才，歡迎對能源應⽤或動⼒系統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
考。（⼆）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及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及辨⾊⼒異常者，請審慎
選填。
2097 國⽴臺灣海洋⼤學 輪機⼯程學系動⼒⼯程組 Dept. of Marine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本系以⾃動化理念，培養能源與動⼒系統研究、開發與應⽤實作⼈才，歡迎對能源應⽤或動⼒系統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
考。（⼆）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及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及辨⾊⼒異常者，請審慎
選填。
2099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Dep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歡迎對海洋科學、環境監測及資訊處理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考。（⼆）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辨⾊⼒異常者、重度肢體
障礙或精神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2100 國⽴臺灣海洋⼤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分為固⼒材料、熱流、機電控制、設計製造、微系統、實務、及船舶與海洋⼯程等七個教學領域來修習課
程，另外學⽣亦可選修跨領域學程，如：「海洋能源科技」及「海洋⼯程建造科技」等學程。（⼆）中⽂能⼒未具聽、說、讀、
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餘依⼀般限制。
2101 國⽴臺灣海洋⼤學 系統⼯程暨造船學系 Dep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Naval Architecture
（⼀）本系教學⽬標在培育整合⼯程系統觀念之專業⼯程師，學習領域涵蓋機電與⾃動控制系統、結構與振動噪⾳系統、熱流系
統及船舶⼯程與管理系統。（⼆）中⽂能⼒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
選填。
2102 國⽴臺灣海洋⼤學 河海⼯程學系 Dept. of Harbor and River Engineering
（⼀）教學⽬標：培育發展海港、海岸、海洋⼯程、⽔資源、河川、⼤地、結構運輸之專⾨⼈才，並從事相關學理技術之研究與
發展。（⼆）特⾊：本系除⼟木⼯程專業課程外，並針對本學系的教育⽬標開授河川及海洋⼯程⽅⾯的⼀系列課程，並加強⼯程
實務與⼯程管理，為全國唯⼀具河海⼯程特⾊之系所，創系五⼗餘年來培育許多⼯程實務與學術研究之⼈才。（三）中⽂能⼒未
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宜慎重考慮。（四）本系所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hre.ntou.edu.tw。
2103 國⽴臺灣海洋⼤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有視覺障礙或辨⾊能⼒異常、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本校電機系係培育電機⼯程專業⼈才，課程設計與其他⼤學電機系⼀致，並設有完整碩、博⼠班。系友分佈於各⼤⺠營公
司，從事半導體、通訊、電腦網路及週邊等科技產業，電⼒、電信等公營事業，教育、學術研究單位及政府機構等研究發展。相
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ee.ntou.edu.tw/。
2104 國⽴臺灣海洋⼤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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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著重在專業資訊⼈才培育，為了讓學⽣適性發展，本系設有四⼤領域，學⽣可依興趣增加廣度及深度，課程領域如下：
1. 計算機系統領域：Verilog硬體描述語⾔、計算機系統設計、計算機結構、組合語⾔等。
2. 軟體領域：Python程式語⾔、程式競賽技巧導論、網⾴程式設計、ASP.NET程式設計、JAVA程式設計、⼈⼯智慧、網際服
務軟體⼯程、軟體⼯程實務、物件導向軟體⼯程等。
3. 智慧科技(AI)與資訊安全領域：電腦圖學、影像處理、物聯網導論、資訊安全實務與管理、3D遊戲程式設計、進階資料庫等。
4. 計算科學領域：數值分析、圖論演算法、組合論等。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http://www.cse.ntou.edu.tw/。"
2105 國⽴臺灣海洋⼤學 通訊與導航⼯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本系旨在培育兼具通訊、導航及控制領域之專業⼈才。
研究領域涵蓋：導航與資訊科技、控制及通訊與訊號處理。系友分佈於各⼤公司，從事航電、電⼦、資訊及通訊產業之製造及研
發⼯作，或進⼊教育、學術單位及政府機構從事教學與研究。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s://cnce.ntou.edu.tw/。"
2855 國⽴臺灣海洋⼤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Optoelectronics and Materials Technology
（⼀）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有視覺障礙或辨⾊能⼒異常、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本校為培育優秀光電與材料專業⼈才，經報教育部核准，於2018年8⽉整併本校光電所與材料並新成⽴「光電與材料科技
學系」。光電所與材料所分別成⽴於1997與1993年，畢業學⻑姊或分佈於各⼤⾼科技公司，從事光電、半導體、材料、電⼦等
技術研發，或進⼊教育、學術單位及政府機構從事教學與研究。相關資訊請參考本學程網站http://www.omt.ntou.edu.tw/。
2018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程科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Ocea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教學⽬標致⼒於培養海洋能源、海事⼯程、海洋機電、海事施⼯船舶裝備等跨領域之⼯程科技⼈才，以因應海洋能源開發建
設與產業需求。（⼆）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宜慎重考慮。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6
聯絡電話 886-5-2720411
傳真 886-5-2721481
地址 621301嘉義縣⺠雄鄉⼤學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學⼠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碩⼠班於修業三年期間、博⼠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
⼀、本校學⼠班學⽣須於畢業前(建議在⼤三結束前)修完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請依各系規定修習。⼆、
本校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應修滿學系應修畢業學分並符合學校規定之畢業條件，⽅得畢業。三、依⼀般限制。
系所分則

2068 國⽴中正⼤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數學不僅是⼀種學⾨，它更是⼀種解決科學問題的⼯具。凡對理論數學有興趣者或有志於將數學⽅法應⽤⾄解決科學與⼯程的問
題，歡迎選擇科學之基礎科系－數學系。
2071 國⽴中正⼤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Dept.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本系旨在培養地球與環境科學專業⼈才，課程含野外實察、實驗操作、辨識圖像等，需有良好體能、獨立操作能⼒。
2069 國⽴中正⼤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本系秉持培育⾼科技產業所需之⼈才之整體教育⽬標，並以凝態物理及量⼦資訊、磁性物理、奈料材籵及表⾯物理、光電物理、
原⼦分⼦物理及電漿物理等六⼤領域為研究主軸。整體而⾔，物理系畢業出路無虞，就業市場寬廣。本系因課程需要，學⽣於就
學期間須具備並學習操作儀器、移動身軀遠離危險、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2070 國⽴中正⼤學 化學暨⽣物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本系的教學與研究⽅向除涵蓋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等四項基礎的研究領域外，同時亦包含了材料化學及⽣
物化學兩項重點研究領域。本系現有專任教師17位，皆具博⼠學位，富教學熱忱，師⽣互動頻繁。⽬前每位⽼師⾄少都有⼀個研
究計畫在執⾏，帶領著碩、博⼠班研究⽣及學⼠班專題⽣從事科研⼯作。同時本系亦⿎勵藉著團隊合作⽅式，開創新的跨領域研
究。本系著重基本科學知識訓練，並規劃⽣物化學及材料化學等學程，操作實驗為學習重點，學⽣透過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
業知識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化學實驗、藥品皆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離危險現
場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2072 國⽴中正⼤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標在培養學⽣具有紮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及專業創造能⼒，讓學⽣習於⾃我挑戰、獨⽴思考與終身學習，並具備關懷社會的情操
與⼈⽂素養、國際觀與奉獻社會國家及⼈類之涵養。
2073 國⽴中正⼤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學⼠班課程，傳授學⽣電機⼯程基本與專業相關知識，訓練學⽣具有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培養分⼯合作發揮團隊⼒量的
能⼒，並瞭解國內外相關產業之現狀與需求。部分課程係以英語授課。
2074 國⽴中正⼤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機械⼯程學⾨包含各種⼒學、熱⼒學、設計與製造、控制⼯程、結構分析、光機電整合、⼯程材料、新興科技等基礎理論與實務
內容。是⼀切精密機械、機器⼈、⾞輛船舶以及航太⼯業的重要基礎。機械⼯程師在新興⼯程如⽣醫⼯程、奈⽶及微機電⼯程、
半導體製程、顯⽰器與3C產業、能源⼯程亦皆是炙⼿可熱的⼈才。本系以先進的設備、⼀流的師資以及與產業密切結合研究之充
裕資源，可培養出兼具理論實務之⼀流機械⼯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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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 國⽴中正⼤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以化⼯基礎教育及專業科⽬為本，另外特別加強材料、奈⽶及⽣物技術之課程，期使學⽣成為優秀的科技⼈才。
2076 國⽴中正⼤學 通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本系學⼠班課程，傳授學⽣通訊⼯程基本與專業相關知識，訓練學⽣具有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培養分⼯合作發揮團隊⼒量的
能⼒，並瞭解國內外相關產業之現狀與需求。部分課程係以英語授課。
2077 國⽴中正⼤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之⽬標在培養學⽣獨⽴思考能⼒，強調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和系統整合之專業能⼒，並因應全球資訊產業發展，培育具有資訊
科技應⽤與管理能⼒之⼈才。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3
聯絡電話 886-5-2717296
傳真 886-5-2717297
地址 60004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cyu.edu.tw/oia
僑⽣新⽣保障住宿
⼀、本校實施服務學習制度，新⽣必須參加服務學習。 ⼆、本校有開設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及國⺠小學教育學程。 三、本
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住校。 四、政府單位,⺠間團體或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之同學，提供急難救助⾦、各類獎
助學⾦、⼯讀申請等協助措施。
系所分則

2042 國⽴嘉義⼤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本系追求「資訊管理涵養」、「專業科技知識」及「電⼦化企業」的教學與研究發展，同時結合電⼦商務、⼤數據、雲端運算及
物聯網等科技趨勢，本系設⽴9個專業實驗室以提供師⽣優質的實作環境，落實培育管理專業知識與系統應⽤實務能⼒兼具之全
⽅位訊管理⼈才。
2044 國⽴嘉義⼤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以數學理論與應⽤之研發為主軸，分別建⽴和計算科學、資訊科學、機率統計等相關的研究團隊，應⽤研究涵蓋微奈⽶計算
模擬、雲端計算、動態系統模擬、科學計算與建模、資訊數位內容、⼈⼯智慧及應⽤資訊軟體元件、⽣物統計、⼯業統計、品質
控制、數學科普等重點⽅向。並配合⾼科技趨勢及多元化發展，開設相關的專題製作及專業課程，並提供⼀個跨領域學習的「⽣
物統計資訊分析學程」。本系學⽣畢業後可從事數學或資訊軟體(教具)設計研發、⽣物科技、⼯業設計、臨床試驗、財務分析、
品質控制、保險精算及數學教育等⼯作。若選擇繼續深造，則可投考應⽤數學、資訊⼯程、統計學、財務⾦融、⼯業⼯程與管理
及數學教育研究所等。熱情歡迎您的加⼊。
2043 國⽴嘉義⼤學 電⼦物理學系 Dept. of Electrophysics
本系的教育⽅向與⽬標是以建⽴學⽣深厚的物理基礎，並加強電⼦相關的訓練，配合光電及半導體相關的課程，使學⽣在四年的
學習過程中有很好的物理理論背景，且在光電及半導體領域有很好的認知，並培養他們動⼿的技術與分析問題的能⼒。本系學⽣
畢業後，可以報考物理、光電、電⼦、電機、材料等研究所，在就業⽅⾯也是在光電、半導體等相關⾼科技產業服務。本系所並
已與半導體及光電⼤廠在教學及研究上進⾏合作，學⽣未來的就業與深造管道相當暢通。
2045 國⽴嘉義⼤學 應⽤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1.有視覺障礙、辨⾊⼒異常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系發展重點為：化學知識應⽤於⽣物科技相關之發展。本系以研發⽣物與能源應⽤科技為導向，著重於⽣化及材料相關物質
之合成、分析、感測及特性研究，期能展現創新活潑多元之化學新⾵貌。
2048 國⽴嘉義⼤學 ⽣物機電⼯程學系 Dept. of Bi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訓練學⽣具備機械、電機、機電整合等基本專業知識，應⽤機電科技於⽣物產業相關領域。學⼠班是以培養具廣泛知識基
礎之機電⼯程⼈才為⽬的，期使學⽣在完成專業課程後，有能⼒依個別興趣在機電系統設計與製造、⾃動化技術及⽣物產品加⼯
與貯運等領域繼續接受進⼀步的專業訓練或進⼊產學界應⽤。
2046 國⽴嘉義⼤學 ⼟木與⽔資源⼯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1.以符合國際觀兼具本⼟環境需求教學理念、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傳授，以培育⼟木與⽔資源⼯程領域之專業⼈才，以因應國家公
共⼯程建設及社會發展需求，提升⽔⼟資源永續利⽤、國家經濟發展及全⺠福祉。
2.本系著重基礎學科(如微積分、⼯程數學、⼒學等)的培育及⼯程應⽤學科(結構⼯程、⽔利⼯程、⼤地⼯程、⽔⼟保持，測量與
營建管理)等的訓練 ，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並需具備⼀定之中⽂閱讀溝通能⼒。
2049 國⽴嘉義⼤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發展重點是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且有⼈⽂素養及社區關懷情操，並具創新進取精神與整合應⽤能⼒的資訊科技⼈才。⽬前
已建⽴軟體⼯程及知識⼯程、互動多媒體和網路及資訊安全等三個領域研究團隊，配合產業界⾼科技發展趨勢，開發電腦系統、
影⾳數位內容、電腦遊戲動畫、資訊安全、電腦網路、⼈⼯智慧與機器學習、軟體⼯程等相關課程，學⽣除了可在專業科技上學
習外，還可從事軟體開發、系統設計及資訊教育等相關⼯作。誠摯歡迎您的加⼊。
2050 國⽴嘉義⼤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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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育中⾼級電機科技⼈才為⽬的。在教學理念除了注重理論的探討之外並強調實際動⼿的能⼒，以期待培育出具有深厚電
機基礎與專業並能實際應⽤的電機⾼科技⼈才。在專業必修中涵蓋所有電機系所需之基礎理論，並分電⼦與系統設計學程、通訊
與訊號處理學程與計算機與控制系統學程三專業模組課程來發展。本系學⽣畢業後，升學⽅⾯可以報考本國電機、電⼦、通訊或
計算機等相關研究所，或申請國外電機相關研究所，在就業⽅⾯也可往電機、電⼦、半導體、資訊、通訊、科技專利等相關⾼科
技產業服務或報考電機相關公職，學⽣未來的升學、就業管道相當寬廣，本系誠摯歡迎您的加⼊。
2051 國⽴嘉義⼤學 機械與能源⼯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1. 能源與機械主宰⼈類⽂明發展，兩者結合直接或間接提供每⽇的⽣活所需；機械的運轉需要能源，而能源的產製需要機械。本
系之設⽴基於配合國家的綠⾊能源政策與地⽅產官學整合發展，以培育產業未來所需的專業⼈才為⽬標，以機械⼯程為主體架
構，發展精密機械、能源機械系統、⼯業節能技術、與綠⾊能源開發。
2.無特殊限制。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5
聯絡電話 886-3-4227151轉57141
傳真 886-3-4223474
地址 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cu.edu.tw/index.php/tw/2013-03-21-10-17-02/2013-03-21-10-19-58.html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年級僑⽣均可保障全額住校。三、⼤⼀新⽣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系所分則

2154 國⽴中央⼤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請參考本系網⾴。中⽂閱讀撰寫能⼒不⾜者，不宜選讀。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
考慮。
2145 國⽴中央⼤學 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Division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請參考本系網⾴。
2259 國⽴中央⼤學 數學系計算與資料科學組 Division of Computational and Data Sciences,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請參考本系網⾴。
2146 國⽴中央⼤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請參考本系網⾴。
2147 國⽴中央⼤學 化學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請參考本系網⾴。
如肢體機能嚴重障礙會影響實驗操作者，不宜選填本系。
2148 國⽴中央⼤學 光電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Optics and Photonics
請參考本系網⾴。
2150 國⽴中央⼤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請參考本系網⾴。
2152 國⽴中央⼤學 機械⼯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Advanced Materials and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請參考本系網⾴。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151 國⽴中央⼤學 機械⼯程學系光機電⼯程組 Opt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請參考本系網⾴。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153 國⽴中央⼤學 機械⼯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Design and Analysis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請參考本系網⾴。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149 國⽴中央⼤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具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佳，且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如辨⾊⼒異常，會影響實驗觀察或肢體機能
嚴重障礙會影響實驗操作者，宜慎重考慮。
2305 國⽴中央⼤學 ⼯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College of Engineering

- 第 681 ⾴ -

本班以培育「智慧機械」、「能源材料」、「永續防災」、「綠⾊科技」等跨域、創新⼈才，及挹注國家推動產業升級之⼈才需
求為⽬標。相關資訊請參網站http://ipe.ec.ncu.edu.tw。
備註：如辨⾊⼒異常，會影響實驗觀察或肢體機能嚴重障礙會影響實驗操作者，不宜選填本班之「綠⾊科技」與「能源材料」領
域。
2155 國⽴中央⼤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請參考本系網⾴。
2157 國⽴中央⼤學 通訊⼯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請參考本系網⾴。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
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303 國⽴中央⼤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請參考本系網⾴。
2158 國⽴中央⼤學 ⼤氣科學學系 Atmospheric Sciences Program
請參考本系網⾴。
2160 國⽴中央⼤學 地球科學學系 Dept. of Earth Sciences
請參考本系網⾴。
2457 國⽴中央⼤學 ⽣醫科學與⼯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請參考本系網⾴。

國⽴臺北⼤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0
聯絡電話 886-2-86741111#66122
傳真 886-2-86718006
地址 23741新北市三峽區⼤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nt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僑⽣及陸⽣組(當學年度以僑⽣及陸⽣組公告為準)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ntpu.edu.tw/chinese/laws/law.php?dep=97&class_id=3
新⽣優先分配住宿,請逕向國際事務處先⾏提出申請。
國⽴臺北⼤學前身為國內極富盛名之「中興法商學院」，在2000年改制後，承繼優良學⾵傳統，並開創嶄新局⾯，成為
⼀所擁有6學院18學系之綜合型⼤學。校本部座落於新北市三峽區鳶⼭際，⾵景清新優美，校舍建築新穎，並經網路票選
為「⼗⼤最美⼤學校園」之⼀；校圖書館因外側呈現波浪型，極具設計感，其「空中廊道」之建築設計可看到⼭湖交織的
美麗景⾊。2009年起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2015-2016年獲1億2,000萬元補助，為國⽴⼤學中最⾼，2018
年~2020更獲得教育部⾼教深耕計畫將近2億435萬元補助；與國⽴臺北科技⼤學、臺北醫學⼤學、國⽴臺灣海洋⼤學組成
「臺北聯合⼤學系統」；亦另與國⽴臺灣藝術⼤學辦理策略聯盟，提供師⽣跨界跨領域學習研究之寬廣機會。 ★宿舍、
獎學⾦等⼊學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ntpu.edu.tw/exam/admission.php ★為提升競爭⼒，本校學⼠班學
⽣尚須依規定修畢程式設計課程與取得跨領域學習證書（微學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項），⽅可畢業，詳情請
查閱本校⾸⾴/⾏政單位/教務處/教務規章/學則。
系所分則

2106 國⽴臺北⼤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為培養⾼級資訊⼯程⼈才，專業訓練注重資訊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研究領域分網路、多媒體兩⼤研究群。設有影像與視訊處
理實驗室、無線暨⾏動網路、綠能通訊網路、數位學習、密碼編碼與計算理論、模擬與網際空間、智慧型多媒體、分散及⾏動計
算、資訊隱藏、嵌⼊式系統與應⽤、網路防駭、社交隱私安全實驗室。需修滿 132學分⽅得畢業，授予學⼠班⼯學學⼠學位。
詳⾒本系網站http://www.csie.ntpu.edu.tw/
2770 國⽴臺北⼤學 通訊⼯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本系備有優秀的師資，充實而完整的課程與新穎的空間與設備，同時鄰近北部數個主要⾼科技園區。旨在培養學⽣通訊專業技能
與實務能⼒兼備的科技⼈才。
詳⾒本系網站http://www.ce.ntpu.edu.tw/
2771 國⽴臺北⼤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特⾊：外籍教師英語教學，招收對電機、電⼦相關領域有興趣且有志從事產品研發與設計⼯作之學⽣，發展重點以晶⽚
設計、電腦⼯程、系統⼯程為主。
⼆、本系電話：886-2-86741111#68882。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08

聯絡電話 886-3-89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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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8900170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學路⼆段⼀號

網址 http://www.ndh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dhu.edu.tw/oversea-chinese-student/o-chinese-scholarship
宿舍 保障境外⽣⽣在學期間住宿。
備註 有關教學資源概況、課程、獎助學⾦及住宿等資訊，請參閱各系所、教務處、國際事務處及學⽣事務處網⾴。
系所分則
2091 國⽴東華⼤學 應⽤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電腦設備及藏書豐富。課程安排有利學⽣往各領域發展。學⽣修習基礎數學與統計課程外，依興趣選讀財經、管理及資訊等課
程。希望培養機率統計、數學或計算科學⽅⾯基礎研發能⼒，養成利⽤科學思考、⽂獻、計算⼯具整合問題解決能⼒，以及量化
資訊分析等⼈才。數學、統計精選軟體計算課程：程式設計(C、C++)、軟體實作(Python、MATLAB)、數值⽅法(MATLAB、
R)、統計軟體與實務應⽤(SAS、R)、程式設計⼆(Swift)。本系以中⽂授課。
2092 國⽴東華⼤學 應⽤數學系統計科學組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Statistics
電腦設備及藏書豐富。課程安排有利學⽣往各領域發展。學⽣修習基礎數學與統計課程外，依興趣選讀財經、管理及資訊等課
程。希望培養機率統計、數學或計算科學⽅⾯基礎研發能⼒，養成利⽤科學思考、⽂獻、計算⼯具整合問題解決能⼒，以及量化
資訊分析等⼈才。數學、統計精選軟體計算課程：程式設計(C、C++)、軟體實作(Python、MATLAB)、數值⽅法(MATLAB、
R)、統計軟體與實務應⽤(SAS、R)、程式設計⼆(Swift)。本系以中⽂授課。
2088 國⽴東華⼤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化學系師資專業，在⽣化、藥物、分析、無機能源材料和物理化學等各領域都有相當獨到的表現，為同學們奠定深厚的根基，未
來學成後亦可勝任電⼦、⽣醫、綠⾊化學與能源科技等相關產業⼯作。
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
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089 國⽴東華⼤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ivision of Physics, Dept. of Physics (Bachelor)
以專業視野與競爭⼒為教育核⼼⽬標，強調學⽣本位與職涯規劃。特別擬定跨領域之奈⽶與光電物理學程、理論與計算物理學程
及⽣物與材料物理學程。旨在提供學⽣發掘⾃我興趣，培養專業素養與能⼒，未來可投⼊半導體、光電、材料研發等相關產業或
繼續從事學術深造。
2093 國⽴東華⼤學 物理學系奈⽶與光電科學組 Division of Nano and Photoelectric Science, Dept. of Physics
(Bachelor)
以專業視野與競爭⼒為教育核⼼⽬標，強調學⽣本位與職涯規劃。特別擬定跨領域之奈⽶與光電物理學程、理論與計算物理學程
及⽣物與材料物理學程。旨在提供學⽣發掘⾃我興趣，培養專業素養與能⼒，未來可投⼊半導體、光電、材料研發等相關產業或
繼續從事學術深造。
2285 國⽴東華⼤學 資訊⼯程學系資⼯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資訊⼯程學系(包含學⼠班資⼯組(中⽂授課)、學⼠班國際組(中英⽂雙語授課)、碩⼠班資⼯組、碩⼠班國際組、碩⼠在職專班、
博⼠班等學制):主要研究重點為⼈⼯智慧與機器學習、雲端運算與⼤數據分析、多媒體、電腦網路與分散式系統、資料庫與知識
庫系統、VLSI與嵌⼊式系統設計、平⾏與分散算式計算、⾏動與普及計算、軟體⼯程、密碼學與資訊安全、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機互動系統、程式語⾔與編譯系統、⽣物資訊、最佳化與決策⽀援、學習科技等多元範疇。同時結合本校⾃然資源、環境以及
⽣物科技等領域，從事整合性研究。教學上強調學術與應⽤並重、⿎勵學⽣參與產學計畫，注重獨⽴思考與創新能⼒，以培育基
礎與尖端資訊⼈才。本系課程採模組化學程制，設有多媒體與智慧計算學程、網路與系統學程、與智慧科技跨領域應⽤與實作學
程，讓同學⾃由選讀。在輔導同學修課及參與各類證照考試之外，並設有縮短修業年限之「學、碩⼠五年⼀貫學程」，可在5年
內
同時取得學⼠與碩⼠雙學位。本系經營國際化頗有成效，⽬前共有近百位來⾃世界各地的國際⽣就讀學⼠、碩⼠及博⼠班國際
組。國際組之必修課程皆為英語授課。全體教授皆積極參與國際論⽂發表及研究計畫。系址位於理⼯⼆館，使⽤空間廣達3,000
平⽅公尺。除了四間具備多媒體互動教學功能之電腦教室外，另有雲端與⼤數據伺服器教室、⾏動運算電腦教室、影像與視訊處
理實驗室、網路創新技術實驗室等⼆⼗⼆間實驗室，均具備充實完善之軟
硬體設備。本系畢業後就業選擇廣，薪資⾼，如軟體開發、 雲端服務、⾏動應⽤、IC與硬韌體設計、系統分析、遊戲企劃製作
等，範圍廣及各⾏業資訊部⾨。系友分佈於⼯研院、資策會、台積電、宏達電、華碩、⽟⼭銀⾏、中鋼等公私⽴機構。更多詳
情，請參閱學系網址：http://www.csie.ndhu.edu.tw/
2107 國⽴東華⼤學 資訊⼯程學系國際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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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程學系（包含學⼠班資⼯組(中⽂授課)、學⼠班國際組(中英⽂雙語授課)、碩⼠班資⼯組、碩⼠班國際組、博⼠班、碩⼠
在職專班等學制）：
主要研究為多媒體、⼈⼯智慧與機器學習、數位棋藝與遊戲、網路與嵌⼊式系統、⾏動與雲端運算、⼤數據資料處理、軟體系統
與應⽤等多元領域。同時結合本校⾃然資源、環境以及⽣物科技等領域，從事整合性研究。教學上強調學術與應⽤並重、⿎勵學
⽣參與產學計畫，注重獨⽴思考與創新能⼒，以培育基礎與尖端資訊⼈才。
本系已設有多媒體與智慧計算學程、網路與系統學程、與智慧科技跨領域應⽤與實作學程，讓同學⾃由選讀。除輔導同學參與各
類證照考試之外，並設有縮短修業年限之「學、碩⼠五年⼀貫學程」，可在5年內同時取得學⼠與碩⼠雙學位。
本系經營國際化頗有成效。⽬前共有60多位來⾃世界各地的國際⽣就讀學⼠及碩⼠班國際組。國際組之必修課程皆為英語授課。
全體教授皆積極參與國際論⽂發表及研究計畫。
系址位於理⼯⼆館，使⽤空間廣達3,000平⽅公尺。除了四間具備多媒體互動教學功能之電腦教室外，另有雲端與⼤數據伺服器
教室、⾏動運算電腦教室、影像與視訊處理實驗室、網路創新技術實驗室等⼆⼗⼆間實驗室，均具備充實完善之軟硬體設備。
系友分佈於公私營公司，從事通訊、網路、軟體設計、多媒體等科技產業，及各類學術研究單位及政府機構等。更多詳情，請參
閱學系網址：http://www.csie.ndhu.edu.tw/
2090 國⽴東華⼤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專業⼈才培育、多元教育規劃、創新思維啟發、國際視野養成」之教育⽬標，積極規劃未來之教育與研究特⾊。研究領
規劃為「系統⼯程」及「微電⼦」等兩個組別，在此組別架構下，每組各有多名專任教師，能凝聚各領域的研究能量、以及充實
各領域研究特⾊的⼈⼒，朝向精緻研究的發展特⾊。申請本系者，須具備中⽂溝通能⼒。
2086 國⽴東華⼤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學⼠班之課程為學程化設計，使學⽣能更清楚理解學科分類及所學專⻑，並提供追求其性向發展選項的彈性。在課程規劃
上，著重不同種類之材料如⾦屬、陶瓷、⾼分⼦、半導體的基礎學科訓練，為未來材料科學與⼯程的學習奠定厚實的基礎。在教
學實驗上的規劃，除了傳統之⾦屬、陶瓷實驗，額外加⼊⼀學年的半導體實驗（微電⼦製程）和材料分析實驗。這是如何整合基
礎知識⾄應⽤的必要訓練，為國內⼤學材料系少有之特⾊。
1. 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材料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
果，申請者需有辨別⾊彩能⼒。材料實驗具有⼀定危險性，申請者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 申請本系者，須具備中⽂溝通能⼒。
2094 國⽴東華⼤學 光電⼯程學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師資年輕且有教學熱忱，以太陽光電半導體、照明顯⽰與光電應⽤等⽅向為研究範疇，能源領域表現卓越。同時維持廣度，
如光觸媒氫能、燃料電池、應⽤矽基半導體元件的模擬與設計、⽣醫光電、軟物質光材料、光學模擬與應⽤及產學應⽤皆有觸
及。積極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進⾏研究合作計畫和學術訪問來強化研究深度與廣度。結合東台灣貴儀中⼼、本校能源科技中⼼
的設備，具備完整的光電領域相關研究平台。對光電領域有興趣的同學，我們都誠摯的歡迎您加⼊本系。
※教師採口語教學為主。本系課程含個⼈及分組實驗操作，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備獨⽴操作能
⼒及個⼈安全維護能⼒、團體溝通與控管⾃身情緒相當之抗壓能⼒，以及具視覺功能。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9
聯絡電話 886-7-5252000
傳真 886-7-5252920
地址 80424⾼雄市⿎⼭區蓮海路70號
網址 http://www.nsy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sysu.edu.tw/index.php
本校備有校內宿舍，學⽣提出申請，優先安排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西⼦灣畔，倚坐壽⼭，前瞻⾼雄港，以「海洋」教育與研究為發展特⾊，建校三⼗餘年來，已成為⼀所⼈
⽂與科技並重的精緻研究型⼤學，同時躋身全國重點研究型⼤學⾏列。近年來，本校成⻑茁壯，國際學術成果表現亮麗，
充分具備⼈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能量與競爭優勢，已成為國際知名⼀流⼤學。 國⽴中⼭⼤學以「讓⽣命在中⼭轉彎」為
宗旨，堅守⼈本關懷的教育價值，以追求學術卓越、促進社會流動為發展⽅向，訂定「培育具前瞻思維領導菁英，促進社
會流動」、「創造卓越學術價值，提升國際學術競合⼒」及「引領區域升級發展動能，創建社會與經濟福祉」三⼤⽬標。
未來，我們將秉持著這份信念與對社會的責任，使中⼭⼤學成為莘莘學⼦嚮往，優秀⼈才聚集，校友引以為傲的⼀流學
府，繼續在台灣締造更多輝煌成就，在不斷挑戰、蛻變、躍升之際，擔當起南台灣學術、⽂化、⼈才培育及產業發展的發
動機。
系所分則

2191 國⽴中⼭⼤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本系致⼒於啟發學⽣在科學主題中習得⾜可⽤於⾯對未來世界挑戰的硬與軟實⼒，透過完善的課程設計與科學研究培養學⽣成為
洞悉前瞻科學、⾼科技研究、或科技趨勢等專業的翹楚，從而更上層樓，也能在更綜合性的領域扮演領導的⾓⾊。本系追求卓
越，學術專⻑着重於與凝態物理相關的半導體物理、光電學、磁學、超導物理學，以及更廣義的理論物理、天⽂物理等領域。
2192 國⽴中⼭⼤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學部提供充實的數學、機率統計及科學計算課程，奠定學⽣紮實的學科基礎。本系設有⾦融⼯程、軟體⼯程、⼈⼯智慧與
數學及巨量資料分析學程，提供學⽣跨領域學習及能⼒培養。
2190 國⽴中⼭⼤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 第 684 ⾴ -

系上成員致⼒發展的研究⽅向，主要區分為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四⼤領域。基於安全考量，辨⾊⼒異常影
響實驗觀察者或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193 國⽴中⼭⼤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為求落實完整之電機教育，平衡發展電機⼯程之各類技術，本系教學研究概括七⼤領域：電⼦、控制、網路多媒體、電⼒、電
波、訊號應⽤及系統晶⽚，使學⽣能廣泛的涉獵電機相關課程，除⼀般課程講授外亦配合舉辦⼯廠參觀，強調動⼿實驗製作能
⼒，使學習能與務實配合，爾後不論是就業或深造皆有紮實的基礎。實驗課程需實際操作，安全考量頗為重要，故身體嚴重障礙
或⾊盲、重聽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2194 國⽴中⼭⼤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主要研究領域有熱流、固⼒、⾃動控制、設計製造、微奈⽶系統。強調基礎理論學習，重視實務及⼯程上之應⽤，經常舉辦
⼯廠參觀活動，以強化⼯程學識及實務技能。有實習相關課程，需從事儀器設備實作，且具危險性，須具備獨⽴操作器械、能辨
別聲⾳、影像之能⼒。
2195 國⽴中⼭⼤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的專業課程設計強調理論、應⽤、實務三者並重。⼤學部的課程，除了基礎數學、程式設計等課程之外，還包含電腦軟體、
硬體的理論和應⽤。使學⽣畢業之後，不但有充分的能⼒進⼊就業市場，也可以進⼊研究所繼續深造。
碩⼠班的教學⽬標是配合本系教師的專⻑和學⽣的興趣，選擇⼀個合適的研究領域從事深⼊的研究，使學⽣在理論和應⽤上均可
獲得更進⼀步的訓練。畢業之後，可更容易進⼊就業市場擔任較重要的⼯作，或有能⼒進⼊博⼠班繼續追求更⾼深的學識。
博⼠班的教學以培養具有獨⽴研究能⼒的⼈才為⽬標，使畢業⽣均能在他的研究領域中繼續發展，成為國家學術研究的主⼒。
2197 國⽴中⼭⼤學 光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Photonics
國⽴中⼭⼤學光電研究所，創⽴於1993年，並於2008年成⽴⼤學部。師資研究領域涵蓋雷射物理、光電半導體材料、有機材
料、平⾯顯⽰、光通信、系統及應⽤。光電系/所在執⾏教育部卓越計畫、矽島計畫及頂尖研究中⼼之計畫⽀持下，無論在研究、
教學等各⽅⾯之質量已打下堅實基礎，持續以培育優秀⼈才為核⼼，發展創新光電技術為⽬標。
2196 國⽴中⼭⼤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and Optoelectronic Science
國⽴中⼭⼤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共有專任教師共20位，碩、博⼠班學⽣約⼀百五⼗名，⼤學部學⽣約⼆百名。系上另有四位專
任技術員及科技部編制的⼆位技師與四位研究助理，負責本系⼗數台貴重分析儀器的操作與維護。
本系的基礎課程讓學⽣建⽴材料科學與光電物理的基本概念，同時提供多樣的專業課程，使學⽣得以在不同的材料與光電科技應
⽤範疇內，選擇架構⾃⼰的專⻑。因此跨領域學習成為本系的⼀⼤特⾊。
本系學⽣在⼤三及⼤四階段，可以加⼊各教授的實驗室參與專題研究，為未來進⼊研究所深造厚植實⼒。此外，本校亦有五年學
碩⼠⽅案，表現優秀的同學可以在五年內完成學⼠與碩⼠學位。為了使⼤學部專題⽣與碩博⼠研究⽣得到最佳的指導與照顧，本
系不僅堅持教學與研究品質，也讓同學有充裕的貴重儀器使⽤時間，以培養獨⽴研究的能⼒。
本系研究⽅向包括以下重點：1.光電半導體材料與元件2.光電及功能性⾼分⼦材料3.功能性陶瓷材料4.輕⾦屬與鋼鐵材料5.光電晶
體成⻑技術6.奈⽶材料與應⽤7.材料組織分析8.能源材料。
2198 國⽴中⼭⼤學 海洋環境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
課程包含⼟木、⽔利及環境⼯程之基礎學科；畢業⽣授予⼯學⼠學位。身體嚴重障礙、視覺障礙或辨⾊⼒異常，以致無法從事儀
器觀測操作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2199 國⽴中⼭⼤學 海洋科學系 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研究領域：海洋⽣物、海洋化學、海洋地質、海洋物理。
◎學⼠班以中⽂授課為主。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0
聯絡電話 886-8-766-3800
傳真 886-8-721-6520
地址 90003 屏東市⺠⽣路4-18號
網址 http://www.np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無僑⽣專屬獎學⾦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修業年限四年。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申請住校。 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
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nptu.edu.tw)。 四、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資源：特殊教育中
⼼、完善圖書設備、多媒體教室及各系專業教室等。 五、學校對於經濟困難學⽣，提供減免學雜費、獎學⾦等多項協助
措施。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2844 國⽴屏東⼤學 科學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結合過去在數理教育所累積的豐碩成果與資源，整合⼤學內相關的系所⼈⼒與設備的資源，設⽴全國第⼀個培育科普傳播專業⼈
才的學系，以培育未來科普研究⼈才、作家、媒體⼯作者、⽂教推廣⼈才而努⼒。
2812 國⽴屏東⼤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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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研究專業領域包含奈⽶化學、結構化學、材料化學、⽣物科技、⽣物化學、環境科學、天然物化學、科學教育等。
⼆、實驗課程為本系學習之重點之⼀，學⽣均須透過親⾃進⾏實驗以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
讀分析實驗數據。
三、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2830 國⽴屏東⼤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以培養優秀的應⽤數學、計算數學、統計與精算⼈才為主。
⼆、具備中⽂聽、說、讀、寫基本能⼒為宜。
2822 國⽴屏東⼤學 應⽤物理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本系著重光電、奈⽶科技、材料、⼈⼯晶體⽣⻑技術研發及計算物理，設有各種現代實驗室，供學⽣學習⾼科技產業技術，
本系雖⾮為師資培育學系，但仍可提出申請，參加遴選，修習各類教育學程。
⼆、 實驗課程為本系學習之重點之⼀，學⽣均須透過親⾃進⾏實驗以奠定物理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
讀分析實驗數據。
三、 為⾮師資培育學系。
2474 國⽴屏東⼤學 電腦與通訊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電腦與通訊學系以培養專業之電腦與通訊⼈才為⽬標，並致⼒於相關領域應⽤之研究與發展，因應資通訊產業的需求。
2214 國⽴屏東⼤學 資訊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本系以「智慧雲端應⽤系統開發」為研發重點，整合系上教師在各個領域的專⻑，包括多媒體應⽤、網路應⽤、數位學習、智慧
型運算、資訊安全、教育科技等，共同發展系上特⾊。此外，藉由培訓學⽣⾏動應⽤程式的開發能⼒和數位遊戲程式的開發能
⼒，使學⽣具備雲端應⽤開發的實作技能，藉由教學相⻑，共同激盪與創新。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網址：http://www.cs.nptu.edu.tw
2537 國⽴屏東⼤學 智慧機器⼈學系 Computer and Intelligent Robot Program for Bachelor Degree
本學系培養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之⼈才為⽬標，教學重於理論實務結合應⽤，使學⽣具備有控制、智慧型機器⼈設計與資訊能
⼒。畢業⽣就業市場可從事機器⼈領域、資訊與控制等相關產業。

國⽴陽明⼤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886-2-28267000 #2299(學⼠班),
2268(研究所)
地址 11221臺北市北投區⽴農街2段155號
網址 https://web.ym.edu.tw/bin/home.php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活事務暨僑⽣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ss.ym.edu.tw/files/11-1207-2243-1.php
新⽣保障住宿
各系均男⼥兼收。
學校代碼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21

聯絡電話

傳真 886-2-28250472

系所分則
2203 國⽴陽明⼤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物醫學⼯程系為新興⼯程科系，本系主要之教育⽬的為培養優秀醫學⼯程⼈才。⽣物醫學⼯程係利⽤科學及⼯程專業知識，針
對⽣物及醫學領域的問題來進⾏系統性的分析、設計、製造及解決，以達到對臨床診斷、治療、照護及⽇常健康管理提供全⾯性
的⾰新與改良。
選擇進⼊⽣物醫學⼯程領域的學⽣需具備完善的基礎科學與⼯程知識，擁有服務⼈群的熱忱，以增進⼈類福祉為⽬標。⼀位專業
的⽣物醫學⼯程師在⽇常⼯作中，會與其他醫療專業及醫療器材研發⼈員密切合作，並以團隊的⽅式針對社會⼤眾提供完善的健
康照護及醫療服務。我們期望本系的畢業⽣均具備完整的知識與專業技術，並能靈活應⽤於解決⽣物醫學及醫療照護的問題。

國⽴聯合⼤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16
聯絡電話 886-37-381134
傳真 886-37-381139
地址 36063苗栗市南勢⾥聯⼤⼆號(⼋甲校區)36003苗栗市恭敬⾥聯⼤⼀號(⼆坪⼭校區)
網址 http://www.nuu.edu.tw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a04.nuu.edu.tw/p/405-1036-16905,c1716.php
⼀年級保障住宿，⼆年級以上經申請，可優先住宿（⾄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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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助學⾦：僑務委員會清寒僑⽣學習扶助⾦、教育部清寒僑⽣助學⾦。 2.獎學⾦：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獎學⾦、僑務
委員會學⾏優良僑⽣獎學⾦、華僑救國總會僑⽣獎學⾦、國⽴聯合⼤學僑⽣獎學⾦。 3.住宿服務：⼀年級保障住宿，⼆
年級以上經申請，可優先住宿（⾄少4年）。 4.急難救助：本校學⽣急難救助⾦與僑務委員會僑⽣醫療急難及喪葬慰問
備註 ⾦。 5.TUTOR教學：⼀對⼀或多對⼀幫助僑⽣適應⽣活環境，專業學科課後輔導，加強中⽂溝通能⼒。 6.校外參訪：每
學年⾄少⼀次校外教學參訪，參觀企業、公私⽴博物館，體驗在地⺠情⾵俗。 7.⽂康活動：每學期⾄少⼀次⽂康活動，
體驗傳統中華⽂化。 8.校際聯誼：每學年⾄少⼀次中區⼤學校院之僑⽣聯誼活動，與他校交流。 9.家⻑聯繫：如有任何
疑問，歡迎來電洽詢或E-MAIL聯絡。 10.竭誠歡迎您申請就讀本校
系所分則
2163 國⽴聯合⼤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本系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並具備良好專業倫理與持續學習能⼒之機械⼯程⼈才為⽬標，發展重點在精密機械設計與製造、
微/奈⽶技術、機電整合及能源⼯程等。
2.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2161 國⽴聯合⼤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
當之抗壓能⼒。
2.本系發展特⾊涵蓋⽣化⼯程、⾼分⼦與奈⽶及材料⼯程與精緻化⼯。課程設計以培養
學⽣成為⾼科技產業⼯程和研究之⼈才與學術領域上的新秀為⽬標。
2164 國⽴聯合⼤學 ⼟木與防災⼯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Engineering
1.培養⼟木與防災專業⼈才，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備的教學訓練課程與設備，涵蓋結構、⼤地、營建管理、材料、環境⽔⼒與⽔資
源、地震⼯程、⼟木防災等專業課程。
2.設有碩⼠班，以培養更⾼深的⼟木及防災科技專業⼈才。
3.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2165 國⽴聯合⼤學 材料科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本系以發展材料科學與⼯程之專業⼈才為主，提供紮實的理論基礎與實作訓練，並有完善的教學與研究設備。主要發展⽅向包
括：半導體材料、奈⽶材料、⾦屬材料、玻璃材料、陶瓷材料、光電材料、⽣醫材料及⾼分⼦材料等領域。
2.本系有數⾨必修實驗課程，學⽣經常須使⽤精密顯微鏡觀察細微結構，因此須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辨識、分析圖像或影像
結果。實驗課程繁瑣且具有⼀定危險性，須具相當之抗壓能⼒且能於遭遇危險時⾃⾏遠離危險現場。
2162 國⽴聯合⼤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學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2.本系為全國現有公私⽴綜合⼤學體系中，唯⼀具有培育環境⼯程與⼯業安全衛⽣兩種專業領域⼈才之系所。
2171 國⽴聯合⼤學 能源⼯程學系 Dept. of Energy Engineering
1.因應全球化⽯能源逐漸耗盡以及對環境和⽣態所造成的衝擊，以及永續發展需求，台灣亟需培養能源科技⼈才。
2.本系課程設計旨在培養具有永續、潔淨能源相關科技知識的⼈才。學⽣可以就⾃⼰興趣選取能源材料製作或是系統整合應⽤的
學程。內容包括︰太陽光電、⾵⼒發電、燃料電池、儲能技術、節能技術、電動⾞等等專業課程以及能源基礎課程。這些課程均
輔以相關實驗與專題製作，讓學⽣能由實作過程中對所學能有更深的體驗。
3.本系學⽣亦舉辦能源相關營隊，參加各項科展與能源創意競賽，能將所學發揮應⽤，渡過充實⼜多元化的⼤學⽣活。
2170 國⽴聯合⼤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電機⼯程學系於⺠國92年本校改名國⽴聯合⼤學時設⽴，前身為61年創⽴之私⽴聯合⼯商專科學校電機⼯程科。
2.本系每年招收⼤學部、四技部各兩班與碩⼠班(93年設⽴)1班，其中⼤學部屬⾼教體系，四技部則屬技職體系。課程⽅⾯，除參
酌⼀般⼤學體系之課程外，同時開設有技職體系之專業實務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其規劃涵蓋機電控制、電能及3C 整合等領
域。
3.本系特別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提供紮實的理論基礎、豐富的實驗課程與多元的通識課程，並以實務專題引導學⽣融合理論與
實務，成為具實務訓練之電機⼯程技術⼈才，以培育國家未來經建及社會發展所需。
4.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2167 國⽴聯合⼤學 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研究：半導體、RF量測、信號處理、資訊⼯程等。
2.教學：在專業課程上，規劃微電⼦、通訊與資訊三個專業領域及豐富的理論及實務課程，提供全⽅位學習，同學可依⾃⼰的性
向與興趣，打造⼀份屬於⾃⼰的學習計畫。
3.師資：本系聘有教授9⼈、副教授14⼈及助理教授2⼈及講師1⼈，共26位專任師資。
4.設備：本系擁有完善之教學研究設備。除特⾊與教學實驗室 (積體電路設計實驗室、⾼頻量測實驗室、通訊實驗室、計算機硬
體發展實驗室、計算機軟體發展實驗室、物聯網整合應⽤實驗室、網路系統發展實驗室等) 外，每位教師配有專屬之研究型實驗
室及設備，供師⽣專題研究使⽤。
5.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2168 國⽴聯合⼤學 光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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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電是⼀⾨新興的產業，是國家重點發展科技之⼀，光電業產值逐年成⻑，其產
業⼈才需求殷切。
2.本系致⼒於研究光電半導體材料及元件之開發及應⽤，發展薄膜光學及顯⽰器等
⼯程技術。
3.本學系要求學⽣廣泛學習，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辨別顏⾊能⼒，且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
相當之抗壓能⼒。
2169 國⽴聯合⼤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所專任教授之研究專⻑包含：數位訊號處理、語⾳與⾳訊處理、多媒體資料擷取、多媒體安全與保護、影像與視訊處理、資訊
安全、嵌⼊式系統、⾏動運算、資料探勘等資訊相關領域。本所經費充裕，儀器設備新穎⿑全，充分滿⾜師⽣研究所需。本所特
⾊優勢為「多媒體學群」與「網路通訊學群」兩⼤重點研究領域。
2166 國⽴聯合⼤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1.修業五年。
2.本系致⼒於培養建築專業領域的通才，從基礎的美學到建築物的構造，甚⾄都市的環境設計相關知識都為學習範圍，歡迎對建
築設計與理論、永續建築與環境、建築⽣產與安全有興趣或潛⼒學⽣。
3.專業課程範疇寬廣，提供學⽣⾃由學習、多元選擇的機會。此外，⼤⼀建築表現法、建築圖學與各學期建築設計課同採小班制
分組教學。
4.畢業前學⽣須⾄優良的建築師事務所進⾏建築設計實務實習，吸收最新實務新知。更積極⿎勵與輔導學⽣參加建築師證照與研
究所考試，每年指導學⽣參加國際學⽣設計⼯作坊，推動國際化教學等活動。
5.本系因課程需求，學⽣須具備繪圖設計、製作模型、辦別顏⾊、協調溝通等能⼒，實習課程均須親⾃操作，選填時請慎重考
慮。
6.系教育⽬標與學⽣核⼼能⼒請參酌系網(http://www.arch.nuu.edu.tw)。
7.設有碩⼠班培養建築專業⼈才。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0
聯絡電話 02-2871-8288 EXT 7505
傳真 02-28752726
地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博愛校區）11153臺北市⼠林區忠誠路2段101號（天⺟校區）
網址 http://www.utaipei.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保障僑⽣住宿 博愛校區：每學期5,500元（含住宿費4,500元、網路費1,000元）。 天⺟校區：4⼈房每⼈每學期10,000元
（含住宿費9,000元、網路費1,000元）、6⼈房每⼈每學期8,500元（含住宿費7,500元、網路費1,000元）。
臺北市⽴⼤學在臺北市政府的政策指導下於2013年正式進⾏整併，⽬標朝國際⼀流城市⼤學邁進。臺北市⽴⼤學⽬前的
學系、研究所與學院包含了⼈⽂藝術、教育、科學、公共⾏政、體育等領域。在我們過去的培養下，已有許多校友在所屬
的領域成為專業領袖，在社會貢獻所⻑。最近五年內全校教授的學術研究快速發展，著作廣泛受到其他國際學者引⽤已達
數千次，對拓展⼈類的尖端知識範疇展現實質貢獻，逐漸奠定我們邁向國際⼀流⼤學的基礎。臺北市⽴⼤學位於極具活⼒
的國際城市臺北，⽬前校園包括位於市中⼼的博愛校區與天⺟校區。誠摯邀請您參觀我們的校園與設施，參與我們的學術
活動並加⼊成為我們的⼀份⼦。
系所分則

2852 臺北市⽴⼤學 應⽤物理暨化學系電⼦物理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and Chemistry (Electrophysics
group)
本系課程規畫著重於物理、化學兩個領域發展，循序漸進之課程設計培養低年級學⽣基礎知識，⾼年級之專業課程培養學⽣未來
繼續升學或就業所需之專業知識。畢業後可從事專業學術研究、出國進修或科學園區⾼科技產業⼈才。
2877 臺北市⽴⼤學 應⽤物理暨化學系應⽤化學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and Chemistry (Program of Applied
Chemistry)
本系課程規畫著重於物理、化學兩個領域發展，循序漸進之課程設計培養低年級學⽣基礎知識，⾼年級之專業課程培養學⽣未來
繼續升學或就業所需之專業知識。畢業後可從事專業學術研究、出國進修或科學園區⾼科技產業⼈才。
2853 臺北市⽴⼤學 數學系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本系專任教師專⻑包含數學、統計及數學教育。教育⽬標為：1.培養良好數學、統計及數學教育研究⼈才。2.培養能將數學理論
與統計理論應⽤於科學、財經及其他領域的⼈才。3.培養具中小學階段數學教育專⻑之⼈才。
2218 臺北市⽴⼤學 資訊科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本系設⽴宗旨為培育具有資訊科學基礎理論、技能與卓越態度的資訊科技⼈才，教導學⽣能利⽤資訊科技進⾏跨領域之軟體
開發及程式設計、網路及多媒體應⽤，且結合本校教育專業與⼈才培育之優勢，培養資訊教育和數位學習科技應⽤及研究⼈才，
藉此願景逐步發展出本系特⾊。 ⼆、本系特⾊為養成紮實的資訊基礎能⼒，⼀切從基本功做起，以因應資訊時代的快速變遷。強
化學⽣程式設計實務能⼒、跨領域整合應⽤能⼒或接軌國際能⼒等，以便學⽣能與⼯作職場、其他領域和國際社會做良好互動與
銜接。

國⽴⾼雄⼤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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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12

聯絡電話 886-7-5919000#8240~8243

傳真 886-7-5919111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81148⾼雄市楠梓區⾼雄⼤學路700號
網址 https://www.nuk.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楠梓區，提供多項新穎教學設施，除各類運動場地與設施外，尚有親⽔⽣態公園、棒壘球場、游泳
池、SPA及健身房、健步及⾃⾏⾞專⽤⾞道等休閒設施，並設置國際會議廳與⼤型演講廳。⼆、⾼雄國際機場每週均有固
定⾶機航班往返港、澳及東南亞各⼤都市，⽅便同學返家。三、安排「導師時間」固定指導學⽣。海外學⽣若有任何疑
問，歡迎與本校僑⽣與外籍⽣輔導組聯繫，TEL：886-7-5919065。四、備有男⼥學⽣宿舍，獎學⾦、⼯讀機會多、社團
備註
活動活潑化。五、開設院際、系際學程，建⽴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多元之通識課程，以提供學⽣學習之需求。
六、本校學⽣，於畢業前應通過本校所訂或各學系⾃訂之英⽂能⼒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標準及應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
⼒資格檢定，成績須達60分(含以上)。七、學⽣每學期所繳學雜費與其他各項費⽤、學⽣因學業成績因素退學規定及其它
未盡事宜，詳⾒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
系所分則
2124 國⽴⾼雄⼤學 亞太⼯商管理學系⼯業管理組 Dept. of Asia-Pacific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Industrial Management Program)
(⼀)政府為促使台灣南北⾼等教育均衡發展，配合經貿國際化與⾃由化發展之趨勢、因應中國⼤陸及東南亞地區市場的崛起、加
強台商的核⼼能⼒並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協助⾼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與⽀援我國傳統產業外移所需技術與管理⼈才，於2001年
8⽉設⽴本系。
(⼆) 本系⼯管組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具有紀律、創新及前瞻性的亞太區域商業領導⼈。本系教育策略除了傳授領導與管理觀念之
外，更注重全才領導⼈技能組合的養成。
(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2126 國⽴⾼雄⼤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發展著重於應⽤層⾯極廣與未來發展性極⾼的機率統計、組合數學、科學計算及數據科學。
(⼆)本系擁有專⽤之電腦教室及3D列印數位教室與多媒體數位教室。教師研究成果優良，均執⾏科技部計畫，且教學認真與學⽣
互動良好。畢業⽣多數進⼊國內應數、統計、資訊、通訊、電機、⼯⼯、流⾏病學等領域的國⽴⼤學研究所深造。歡迎具備數學
基礎能⼒及對數學有強烈興趣之同學加⼊本學系。
(三)詳細內容請參閱本系網址：https://math.nuk.edu.tw/。
(四)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2125 國⽴⾼雄⼤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應⽤化學系的訓練範圍涵蓋實⽤與理論，除化學系核⼼課程的基礎訓練為必修之外，著重於合成化學、材料化學、奈⽶材料
檢測及藥物分析化學。
(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2127 國⽴⾼雄⼤學 應⽤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本系因應⽬前科技發展之趨勢，在教學上著重實驗與理論並重的教育⽅式，在研究特⾊及依教師專⻑，⽬前主要有兩個重點發展
⽅向: 即為「奈⽶光電」、「固態材料」此⼆⽅⾯的專業應⽤領域發展與研究，並積極加強與「產業界的合作與交流」，以開放
及專業的校園學術氣息與週邊的產業環境資源融為⼀體，使學⽣有更多的機會實際地參與產業的發展。本系教師研究成果豐碩，
均執⾏科技部或教育部等專題研究計劃。本系另有課程地圖及業界實習專區，詳細內容請參⾒本系網址:
http://ap.nuk.edu.tw。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2128 國⽴⾼雄⼤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審查資料：
1.中、英⽂⾃傳。
2.中、英⽂讀書計畫
3.師⻑推薦函2份。
4.中、英⽂能⼒說明或相關證明⽂件。
5.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2129 國⽴⾼雄⼤學 ⼟木與環境⼯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本系將朝向⼟木及環境⼯程領域並重發展，培養具有環境永續經營發展之⼯程師，內容涵括⾼科技防災、⾮破壞檢測與監測、地
震⼯程、⽣態⼯程、環境系統分析、污染防治及復育、環境決策⽀援、電腦輔助⼯程等課題，除加強基礎理論，亦安排各項⼯程
實務及設計課程。本學系強調⼟木與環境⼯程領域之整合發展，培養具有環境永續經營發展之⼯程師，以建造符合現代需求之⾼
品質社會，凡具基本理⼯基礎且充滿對環境⼈⽂關懷之學⼦，均歡迎加⼊本學系。
2130 國⽴⾼雄⼤學 化學⼯程及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為化⼯與材料系之整合或跨領域學系。許多⾼科技產業諸如：半導體、電⼦、光電、奈⽶、複合材料、⽣醫、能源等，極需
同時具備化⼯與材料專⻑的⼈才，本系乃應⾼科技⼈才的需求，將傳統化⼯與材料系結合，成⽴化學⼯程及材料⼯程學系。本系
旨在培育學⽣同時具備化學⼯程與材料⼯程之學識與專⻑，並具備研究創新的能⼒。本系之發展重點為：（⼀）奈⽶與分⼦⼯
程，（⼆）尖端功能性材料，（三）⽣醫⼯程及材料。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審查資料: 1.⼤學歷年成績單正本。2.推薦函⼆封。3.⾃傳與研究計畫書。4.中⽂或英⽂能⼒證明。5.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2131 國⽴⾼雄⼤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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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育⽬標為培育⾼素質之資訊科技⼈才。教育重點為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訓練，引導學⽣獨⽴思考分析能⼒，兼具有⼈⽂素養
及團隊合作之精神，本系之發展重點以智慧型計算與系統為主軸，輔以網路多媒體與資訊服務，以及嵌⼊式系統，期能建⽴培育
專業⼈才之智慧型計算中⼼。其他未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2286 國⽴⾼雄⼤學 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建築學系包含有⼤學部、碩⼠班與碩⼠在職專班等三個學制。為因應城市和建築社會的世界潮流和任務變化，本系特⾊為：1.國
際化和多樣化的師資陣容
2.建築與都市永續的研究特⾊
3.空間數位化設計的培養環境
4.⼯程科技與專案管理的整合
5.社會與⼈⽂內涵的專業養成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8
聯絡電話 886-6-2133111
傳真 886-6-2149605
地址 70005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網址 http://www.nutn.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企劃組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備有男⼥⽣宿舍，相關規定請參閱http://www2.nutn.edu.tw/gac320/2016site/dorms.html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約5000~7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
交誼廳、⾃修室、⾃助餐廳、書局、⽇常⽣活供應俱全，近⽕⾞站⽣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均可依規定參加教
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
系所分則

2185 國⽴臺南⼤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原為數學教育學系，主要⽬標為培育國小數學教育師資，但因應社會變遷及少⼦化趨勢，本系於99學年度正式更名為應⽤數
學系。應⽤數學系仍將保持數教⽅向，但將主⼒放在應數中代數、離散及科學計算。同時為了拓展學⽣就業⽅向，亦培育基本程
式設計能⼒。
2186 國⽴臺南⼤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成⽴於93 年8 ⽉，為國內第⼀個擁有學⼠、碩⼠與博⼠完整數位學習科技⼈才培育單位。
啟動資訊科技與⽣活學習的碰撞，玩AR、VR、MR、桌遊、體感遊戲，做教學；設計光雕、互動藝術搭配慶典演出；寫程式開
發系統、⼿機app，上架推廣做創業；連線雲端、探勘⼤數據，建⽴物聯模式找市場；還能⽤⼼理學算命，從⼤腦腦波透視內
⼼；成為國家前瞻發展科技軟體園區中，規劃、整合、開發應⽤性資訊系統與數位內容之專業三創⼈才。
2828 國⽴臺南⼤學 材料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本系之教學，採材料科學理論與實作並重，特別重視教學氛圍與學習環境之營造，教師之間的良好互動與師⽣的和諧關係是本系
的優良傳統特點，在相互合作、互相激勵的學習環境中，培養學⽣具有關懷社會的情操，並具備材料科學研究與發展的能⼒。
2187 國⽴臺南⼤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特⾊為理論及實務並重，軟、硬體課程兼顧，於電腦科學基礎理論上，課程涵蓋程式設計、數理基礎、軟體系統與硬體
系統等基礎資訊學科。並規劃有雲端網路、應⽤資訊與智慧計算三個領域學程加強引導學⽣修習完整專業領域課程。
2188 國⽴臺南⼤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電控與晶⽚」、「電波與通訊網路」、「光電與半導體」為發展重點領域，將課程分為「智慧電網控制與運轉」、「IC
設計」、「固態電⼦」、「電波」、「智慧機器⼈」、「物聯網」6個模組。現有專任教師10位，另有多位具豐富實務經驗的業
界兼任教師。所有教師均具博⼠學位，學術專精。多位教師加⼊國內頂尖研究團隊跨校合作，每年主持或跨校共同主持計畫共獲
補助1千餘萬。教師指導學⽣參加校際專題競賽每年獲獎10多項，顯⽰本系研究⾵氣⿍盛。
2189 國⽴臺南⼤學 綠⾊能源科技學系 Dept. of Greenergy
本系主要培養綠⾊能源科技之實務及研究⼈才，進⾏綠⾊能源科技整合研究，及促進綠⾊能源科技之⺠⽣應⽤，以謀求能源、環
境、經濟之均衡發展。

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20
聯絡電話 886-89-517873
傳真 886-89-517529
地址 95092臺東縣臺東市⼤學路⼆段369號
網址 http://www.nttu.edu.tw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d.nttu.edu.tw/p/404-1007-84179.php?Lang=zh-tw
宿舍 僑⽣及港澳⽣保證住宿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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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修業期限：4⾄6年，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https://www.nttu.edu.tw/)。
系所分則

2087 國⽴臺東⼤學 綠⾊與資訊科技學⼠學位學程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Gree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國⽴臺東⼤學「綠⾊與資訊科技學⼠學位學程」因應新興產業所需技術，跨領域整合資訊與綠⾊科技，透過教學、產學合作與研
發積極推動相關知識的推廣與應⽤，以迎向科技產業全球化與現代化的世界潮流。本學位學程在研究與教學上聚焦於「巨量資料
技術應⽤」與「綠⾊產業技術應⽤」兩⼤專業領域發展巨量資料技術應⽤：主要發展⽅向包括「巨量資料與雲端服務」、「商業
智慧系統」、以及「物聯網技術應⽤」等次領域。
綠⾊產業技術應⽤：主要發展⽅向包括「光電與數位系統」、「綠⾊產品技術」、以及「綠⾊材料與能源技術」等次領域。
2202 國⽴臺東⼤學 應⽤科學系化學及奈⽶科學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Science(Division of Chemistry and
Nanoscience),Bachelor of Science
本系有應⽤物理組與化學及奈⽶科學組2個班別，每年共招收90名學⽣，並有14位專任⽼師，平時⽤⼼教學外，亦帶領學⽣進⾏
科技部、教育部、農委會、核能研究所與縣政府等單位的委託計劃，透過參與計劃強化學⽣的理論基礎與實作能⼒。本系課程強
調理論與實務應⽤並重，除基礎課程外，還有奈⽶科技、光電材料、新興能源、農產品檢驗等課程。本系亦於103年度起招收碩
⼠班學⽣，讓對學術有興趣的學⽣可以繼續深造。本系學⽣的課外活動，如寒假的「冬令兒童科學營」已舉辦⼆⼗多年，五⽉有
科學週與專題研究論⽂展，另有球類與聯誼活動，培養學⽣多元的⼈格特質。
2201 國⽴臺東⼤學 應⽤科學系應⽤物理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Science(Division of Applied Physics),Bachelor of
Science
本系有應⽤物理組與化學及奈⽶科學組2個班別，每年共招收90名學⽣，並有14位專任⽼師，平時⽤⼼教學外，亦帶領學⽣進⾏
科技部、教育部、農委會、核能研究所與縣政府等單位的委託計劃，透過參與計劃強化學⽣的理論基礎與實作能⼒。本系課程強
調理論與實務應⽤並重，除基礎課程外，還有奈⽶科技、光電材料、新興能源、農產品檢驗等課程。本系亦於103年度起招收碩
⼠班學⽣，讓對學術有興趣的學⽣可以繼續深造。本系學⽣的課外活動，如寒假的「冬令兒童科學營」已舉辦⼆⼗多年，五⽉有
科學週與專題研究論⽂展，另有球類與聯誼活動，培養學⽣多元的⼈格特質。
2200 國⽴臺東⼤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Bachelor of Science
應⽤數學系前身為數學教育學系及數學系，2015年更名為應⽤數學系，著重安排數學專⾨課程，使學⽣對數學專業知識有更深的
造就，進而成為數學專業⼈員。並引導學⽣在理論數學的基礎下，學習應⽤數學、統計、財務、電腦軟體、⼤數據與雲端計算等
知識。且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滿⾜學⽣成⻑的需要及未來就業或報考研究所之準備。
2111 國⽴臺東⼤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Bachelor of
Science
本系⽬標為培育具完整資訊專業訓練且能獨⽴思考分析之優秀⼈才，課程設計兼顧軟體應⽤與網路通訊及硬體結構，理論與實務
並重。教學與研究聚焦於「軟體設計與應⽤」、「網路通訊與應⽤」和「嵌⼊式系統與應⽤」等領域，提供滿⾜學⽣就業或升學
需求之良好的學習環境，培養專業的資訊軟硬體⼈才。此外，本系以培育⾼級資訊科技⼈才，引進相關國際證照輔導與考證制
度，讓學⽣得以掌握業界最新脈動，為踏⼊資訊⼯作職場做最好的準備；重視地⽅產業發展，強調資訊科技應⽤與地⽅產業結
合，⿎勵師⽣參加程式能⼒檢定(CPE)、程式設計競賽(NCPC、ICPC)、資訊科技應⽤相關競賽以培養師⽣團隊研究精神，增進
師⽣的凝聚⼒和向⼼⼒，提升教學和學習的成效。

國⽴宜蘭⼤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4
聯絡電話 886-3-9317073
傳真 886-3-9320992
地址 26047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ni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2.niu.edu.tw/files/13-1014-9573.php
新⽣能保證⼊住(須提出申請) 請參閱 http://niuosa.niu.edu.tw/ezfiles/4/1004/img/103/156893477.pdf 或
http://isa.niu.edu.tw/article/detail/sn/17/webSN/21（點選中⽂版⾴⾯）
⼀、本校是⼀所綜合型⼤學，設有⽣物資源學院、⼯學院、⼈⽂及管理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所有系所全數通過評鑑，⼯
學院、電機資訊學院各系所均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國際認證(EAC)，畢業⽣可持本校學歷於華盛頓協定
(Washington Accord, WA)會員國(如美、加、英、澳、紐、⽇、韓、香港、新加坡、⾺來西亞等)參加亞太⼯程技師考
試，具有國際競爭⼒。 ⼆、四個學院除開設⽣物技術與保健、綠⾊科技及休閒產業等跨領域特⾊學程外，另搭配研發技
術垂直整合計畫培育跨領域⼈才，同時輔以紮實的語⾔教學及豐富的專題實作訓練，在宜蘭⼤學您可透過理論與實務並重
的課程，學習到豐富的知識與技能。 三、學⽣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學分外，尚需通過英⽂、體適能及多元學習
能⼒基本要求，⽅得畢業，詳情請⾒http://www.niu.edu.tw/acade/register/freshmen/index.html。 四、本校教學
特⾊、教學資源概況、收費標準等其他資訊，歡迎⾄本校網⾴http://www.niu.edu.tw查詢。
系所分則

2137 國⽴宜蘭⼤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養⼟木專業⼈才為⽬標，課程以結構⼯程、⼤地⼯程、材料⼯程、⽔資源⼯程、測量及空間資訊、營建管理等領域，著
重公共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及建築設計施⼯(Building Design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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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8 國⽴宜蘭⼤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為配合國家⼯業發展之需求，本系除教授學⽣⼀般機械與機電設計、製造、控制、機電整合及電腦輔助系統等專業的理論與應⽤
課程外，並開設智慧機械設計與製造學分學程、熱流與能源⼯程學分學程、機電整合學分學程之相關課程。學⼠班畢業學⽣應修
滿最低畢業總學分共 128 學分包含通識必修30 學分，專業必修69及專業、⼀般選修等;其中學⽣依據興趣選向亦需於上述三個學
分學程中選讀⼆個學程，並於每個學程中⾄少獲得21學分。
2139 國⽴宜蘭⼤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專業知能與實務應⽤並重，並推展於⾼分⼦、⾦屬及奈⽶材料之開發與應⽤、⽣化與化學⼯程、綠⾊科技與能源技術。
2140 國⽴宜蘭⼤學 環境⼯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
環境⼯程學系研究特⾊主要分為三個領域:污染防治技術研發與應⽤、環境品質監測及管理技術應⽤提昇與能源及資源再⽣研究與
開發。
2141 國⽴宜蘭⼤學 ⽣物機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1.操作實習為本系重點課程，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習技能，部分儀器需透過⾊彩判定操作。而操作
實習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避開危險。
2.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2142 國⽴宜蘭⼤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培養學有專精、理論與實務並重之電機⼯程⾼級⼈才，由三電(電⼦學、電路學、電磁學)的主架構課程延伸發展⾄涵蓋控制、通
訊、光電、電⼒、網路、⼈⼯智慧、機電控制以及物聯網等領域，期望達成向下紮根、層級發展的⽬標，以因應電機領域產業之
需要。
2143 國⽴宜蘭⼤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 電資學院全院課程學程化，提供學⽣全⽅位修課選擇。
2.電⼦系招收對電⼦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學⽣，強調軟硬體之整合，培養產業所需⼈才。
3.發展重點：積體電路設計、半導體模型與製程、⼈⼯智慧、⾏動與無線網路通訊、5G射頻積體電路與天線設計、智慧物聯網、
雲端計算、嵌⼊式系統、APP設計等。
2144 國⽴宜蘭⼤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電資學院全院課程已學程化，提供學⽣全⽅位選課。資⼯系的教育⽬標在培育具備專業知識與終身學習能⼒之⼈才，課程設計兼
顧理論與實務，注重跨領域整合與團隊合作，更期許能培育學⽣具備國際觀與社會關懷之素養。

國⽴⾦⾨⼤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0
聯絡電話 886-82-313734
傳真 886-82-313733
地址 89250⾦⾨縣⾦寧鄉⼤學路1號
網址 http://www.nq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qu.edu.tw/orgstudent/index.php?
code=list&flag=detail&ids=2647&article_id=34259
住宿空間男、⼥均為四⼈房。僑⽣在學期間全期保障住宿，亦有費⽤減免優惠可供申請。
⾦⾨位處台灣與中國⼤陸中介，向為兩岸交流往來的重要橋樑，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僑鄉，閩南⽂化的基因庫，也是申請
世界⽂化遺產的重要節點。本校定位為小而精、小而優、小而美之精緻型⼤學，同時結合地⽅產業發展特⾊，善盡⽂化遺
產保存與發揚的責任。⾯對新世紀的兩岸競合與全球化的衝擊挑戰，⾦⾨⼤學將是學術、⽂化與教育交流的關鍵與核⼼。
本校優先對僑⽣分配住宿，並提供住宿費減免、僑⽣獎學⾦等獎助措施，另外，⾦⾨縣政府每年提供「就學津貼」、「交
通圖書券」等補助，並對祖籍⾦⾨之僑⽣，提供學雜費補助等優惠。歡迎僑⽣與來⾃港澳地區的學⽣投⼊⾦⾨⼤學這個⼤
家庭。
系所分則

2475 國⽴⾦⾨⼤學 ⾷品科學系 Food Science
本系著重培養⾷品⼯業技術⼈才，期能擔負⾷品之加⼯、製造、分析、檢驗、⽣產和管理等任務，同時輔導學⽣參加⾷品技師、
技術⼠證照考試，並培育學⽣具備繼續進⼊國內外⾷品、化⼯、營養、⽣物技術等有關研究所深造的能⼒。因授課內容涉及多項
實驗實習課程，需要動⼿操作儀器和實驗設備，肢體殘障及視覺辨⾊能⼒嚴重障礙學⽣，宜慎重考慮。
2476 國⽴⾦⾨⼤學 ⼟木與⼯程管理學系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過去20年來本系已發展成小而精緻且活⼒旺盛之系所，教學專業領域分為(⼀)⼒學與結構，(⼆)⼟壤與基礎⼯程，(三)材料與施
⼯，(四)營建管理，(五)流⼒與⽔利，(六)空間資訊，然而本系亦強調先端之⼟木⼯程科技，如建築資訊模型(BIM)，虛擬實境
(VR)與⼈⼯智慧(AI)等，我們相信努⼒與思考，本系歡迎願與我們共同發掘⼟木⼯程終極科技的同學加⼊。本系實驗課程必須進
⾏儀器設備之操作，肢體殘障及視覺嚴重障礙學⽣，儀器操作不易，且易⽣危險，宜慎重考慮。
2477 國⽴⾦⾨⼤學 建築學系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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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傳統聚落、軍事遺址、⺠居建築以及多樣化的⼈⽂與⾃然⽣態是建築學習的豐富養分。本系以此為涵養，培育空間設
計、構築技術、⽂化遺產保護及社會關懷之理論與實踐並重、公私部⾨協調合作的⼈才。並透過設計課程、研究議題及⼯作坊的
⽅式，常態性地與廈⾨、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建築相關學系與機構進⾏交流。本系⼤學部是以建築設計為核⼼課程的五年制建築學
⼠學位，碩⼠班則著重在歷史保存、永續發展及規劃設計等研究⾯向。
2478 國⽴⾦⾨⼤學 資訊⼯程學系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以發展資訊創新技術與提升科技應⽤為⽬標，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本⼟區域與兩岸發展的國際化趨勢，落實資訊科技
技術之研究，強調數位學習理念及提昇⾃主學習能⼒，教育⽬標重點是培養學⽣成為具備軟體設計與應⽤素養之資訊專業⼈才或
具備資訊與⾏動式系統整合能⼒之⾼級專業⼈才。
2479 國⽴⾦⾨⼤學 電⼦⼯程學系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成⽴於2003年，電⼦⼯程研究所成⽴於2007年。在本系之研究包含三個領域：(1) 通訊與系統應⽤領域、(2) 固態與積體電
路領域。
1. 通訊與系統應⽤領域：研究和教學重點在數位訊號處理、數位影像處理、通信系統⼯程、數位通信系統、應⽤程式設計。
2. 固態與積體電路領域：研究和教學重點在FPGA 系統設計、類⽐積體電路設計與模擬、 前瞻性類⽐積體電路佈局設計、射頻積
體電路與模擬、固態分析技術、新能源技術、半導體元件與物理、再⽣能源薄膜⼯程、太陽能發電⼯程。
2363 國⽴⾦⾨⼤學 ⼯業⼯程與管理學系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系課程著重智慧製造趨勢下的⼯程技術與管理科學，以培養具國際觀、創新思維及問題解決能⼒之⼈才為⽬標，積極推動企業
參訪及實習，就業巿場廣泛。歡迎加⼊我們的⾏列。
2369 國⽴⾦⾨⼤學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Urban Planning and Landscape
本系為因應海峽兩岸龐⼤的城鄉規劃與景觀專業⼈才之需求，以及⾦⾨豐富的傳統建築、⽂化景觀、島嶼⽣態、⽂創產業等特性
而設⽴，本系以培養具紮實規劃設計知識與專業技能及全球視野的⼈才為⽬的。本系教學⽬標旨在培育兼具空間規劃設計、景觀
規劃設計及環境管理能⼒之專業⼈才，並重視獨⽴思考能⼒及都市與景觀⽅⾯研究能⼒的提升，以滿⾜同學就業及繼續深造的多
元需求。本系因⾦⾨特殊的地理位置，為銜接海兩岸城鄉規劃及景觀專業發展的重要橋梁，也提供同學多元的就業機會。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3
聯絡電話 886-4-7232105
傳真 886-4-7211154
地址 50007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網址 http://www.nc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及教學資源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ca.ncue.edu.tw/?locale=zh
新⽣保障住宿，舊⽣在學期間優先登記分配住宿，詳情逕洽本校。
⼀、 本校設有中等教育及特殊教育學程，學⼠班僑⽣及港澳⽣可透過以下⽅案修習相關課程： (⼀) ⽅案⼀：於每學期開
學前依本校公告期間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完成登記申請並修畢相關學分之學⽣，本校將開⽴修課學分證明書以供返回
僑居地或原籍地使⽤。 (⼆) ⽅案⼆：本校14個師資培育學系僑⽣及港澳⽣，得於⼤⼀下學期提出外加師資⽣資格申請，
經師資培育中⼼專案報請教育部核定通過，並修畢所有應修學分者，本校將開⽴修畢證明書；後續有關本國教師資格取得
之程序及權利與義務，則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加⼊海聯會辦理之『緬甸華校⾼中畢業⽣來臺就
讀⼤學校院學⼠師資培育專案』，積極參與培育海外師資⼈才，並提供緬甸學⼦第⼀年免學雜費及住宿費之優惠。有關教
師資格之取得及權利與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三、本校戮⼒推動國際化，姊妹校涵蓋世界各地，
與世界名校簽屬雙聯學制，提供更多出國交換、實⾒習與獲取國外學位的機會，培養學⽣國際視野，詳洽國際處，網址：
http://oica.ncue.edu.tw/。 四、本校分進德、寶⼭⼆校區，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學院、管理學院學⽣以在寶⼭校
區上課為原則。
系所分則

2204 國⽴彰化師範⼤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以「培育具數學、統計及資訊專業知識，獨⽴思考與數理邏輯推理能⼒之⼈才，並培育中等學校師資以及相關學術研究⼈才」為
教育⽬標。
1.對師培學⽣：培育優秀之數學科師資，並融⼊各科教學之中，以提升整體之教學效率與效益。
2.對⾮師培學⽣：加強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相關領域之專題研究，以期培養多⽅向之專業⼈才。
2206 國⽴彰化師範⼤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ure Physics Program)
【系所分則】課程兼顧理論與應⽤，可精實學⽣物理知能與研究能⼒，使其成為學術、科技或教育界的傑出⼯作者。
【課程領域】提供兼顧理論與應⽤的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提供學⽣多元化及全⽅位選課。
【⽣涯規劃】利⽤「學理基礎」配合「實驗訓練」使學⽣在物理專業技能上能學理與實驗並重。培養學⽣具有專業倫理與團隊精
神，可凝聚群體⼒量解決問題。學⽣未來可從事科技、教育、研究或其他須具備科學素養的領域的⼯作。
2207 國⽴彰化師範⼤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Dept. of Physics (Photonics Program)
【系所分則】課程兼顧理論與應⽤，可精實學⽣物理知能與研究能⼒，使其成為學術、科技或教育界的傑出⼯作者。
【課程領域】提供兼顧理論與應⽤的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提供學⽣多元化及全⽅位選課。
【⽣涯規劃】利⽤「學理基礎」配合「實驗訓練」使學⽣在物理專業技能上能學理與實驗並重。培養學⽣具有專業倫理與團隊精
神，可凝聚群體⼒量解決問題。學⽣未來可從事科技、教育、研究或其他須具備科學素養的領域的⼯作。
2205 國⽴彰化師範⼤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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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資素質⾼，除研究論⽂質量優秀外，於執⾏教育部及科技部計畫之成果也相當豐碩。並⿎勵學⽣參與專題研究，拓展學⽣
畢業後出路。
本系教育⽬標為：
1.培育化學專業學術研究⼈才。
2.培育優質的各級學校師資。
3.培養企業專業研發⼈才。
註：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
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208 國⽴彰化師範⼤學 機電⼯程學系 Dept.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本系提供『機電控制』與『光電應⽤』⼆⼤領域優質課程，教育學⽣具備機械、控制、電⼦、光電、奈⽶與機器⼈、⼈⼯智慧系
統整合科技產業之知識，以培育學⽣成為相關產業之優秀⼈才。
2210 國⽴彰化師範⼤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主為培育綠⾊能源科技、光電通訊領域之電機專業知能及系統整合設計⼈才，並成⽴綠⾊能源科技中⼼及協助中華⺠國綠⾊
能源科技協會，促進產官學研合作機制。學⼠班課程以培育學⽣具有基礎電機專業知能、基礎電機實作能⼒、團隊合作與溝通能
⼒及專業倫理與國際視野為特⾊。另外，本系⿎勵學⽣逕修讀碩⼠及博⼠學位，除提供獎助學⾦外，更積極協助就業。註：考⽣
宜考慮本系操作性課程對於身⼼健康狀況之基本要求。
2209 國⽴彰化師範⼤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系統晶⽚設計、固態電⼦及微波與通訊等三個領域為發展重點。系統晶⽚設計涵蓋計算機系統架構、可重組計算機系統、
編譯技術、作業系統、平⾏處理以及VLSI等。固態電⼦領域涵蓋半導體元件、半導體材料、光通訊元件、微電⼦與光電特性分
析、半導體雷射、分⼦束磊晶成⻑等。微波與通訊領域涵蓋微波與通訊相關技術，包括通訊編碼技術、通訊安全、關鍵性射頻前
端模組之開發、無線網路、天線設計、波導元件、微波主動與被動電路設計等。
2211 國⽴彰化師範⼤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之主要⽬標為培育國家未來之資訊⼈才，訓練其兼具深厚之理論基礎與扎實之基本能⼒；其次，再依其興趣，選擇網路通
訊、軟體開發或系統整合領域為主要修習領域。本系設有專題製作課程，為理論為實務兼具之學習。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7
聯絡電話 886-7-7172930
傳真 886-7-7263332
地址 和平校區：80201⾼雄市苓雅區和平⼀路116號 燕巢校區：82444⾼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
網址 http://www.nk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學⽣事務暨國際開發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國⽂、英語、地理、教育、特教、美術、⾳樂、數學（數學組）、化學、物理、⽣物、⼯教(科技教
育與訓練組)及體育等13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數學（應數組）、事經、視設、⼯教（能源與冷凍空調組）、電機⼯程、
⼯設、軟⼯、電⼦等8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所;僑⽣⼊學後可依本校師資培育⽣甄選及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辦法及各學系所
訂相關辦法，或經由師資培育中⼼考試修讀教育學程。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僑⽣未取得本國國⺠身分證，不得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四、住宿申請請依本校學⽣宿舍核配作業規定
辦理。五、本校實施「英語能⼒檢定」之畢業⾨檻，學⼠班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語能⼒檢定」能⼒檢定
必須達到學校規定，⽅得畢業。六、本學年度錄取⽂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錄取
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燕巢校區。七、本說明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2759 國⽴⾼雄師範⼤學 數學系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Pure Mathematics)
1.數學組為師資培育學系組，教育課程列為必備課程。
2.若有嚴重身⼼障礙，可能影響教學⼯作者，請慎重考慮。
3.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2760 國⽴⾼雄師範⼤學 數學系應⽤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Applied Mathematics)
1.應⽤數學組為⾮師資培育學系組。
2.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2223 國⽴⾼雄師範⼤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
2227 國⽴⾼雄師範⼤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本系為師培與⾮師培並⾏學系，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2224 國⽴⾼雄師範⼤學 ⼯業科技教育學系能源與冷凍空調組 Dep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Education(Energy and
Heating Ventilation, Air-Conditioning(E＆HVAC) Section)
1.能源與冷凍空調組為⾮師資培育組。
2.本系因課程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具備並學習操作儀器、配置藥劑、使⽤顯微鏡、⾊彩判定、團隊溝通、移動身軀遠離危
險、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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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 國⽴⾼雄師範⼤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或嚴重身⼼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本系學⽣畢業前須通過全⺠英檢中⾼級檢定(或等同之國際標準化測驗)。
2226 國⽴⾼雄師範⼤學 軟體⼯程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軟體⼯程與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或軟體系)於2007年8⽉成⽴，並以培養資訊軟體⼈才為⽬的。除了以⼀般資訊科系之計算機
科學暨資訊⼯程技術為發展⽅向之外，同時訓練學⽣具有紮實的軟體⼯程理論及團隊溝通與合作的能⼒，將軟體⼯程技術投⼊於
特定應⽤領域，如⼈⼯智慧、物聯網、醫療資訊等，或是結合本校師資培育課程成為資訊科技⽼師。
本系於2015年8⽉與本校教育學院之資訊教育研究所合併，改名為軟體⼯程與管理學系。軟體系的核⼼⽬標，在於培養具有
管理及開發軟體系統能⼒的軟體⼯程師。本系與⼀般的資訊⼯程系的不同之處，除了專注於軟體相關技術之研究創新之外，還強
調以合作學習養成學⽣溝通與分享的觀念，以及運算技術之外的主題如專案管理、品質保證等。隨著軟體開發觀念與平台之演
進，未來我們會加強以敏捷式軟體⼯程⽅法應⽤在雲端軟體之開發與維運上，也就是DevOps概念之實踐。
2228 國⽴⾼雄師範⼤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本系主要⽬標在：
1.培養專精的⽣活產品設計師。
2.培養具產品開發企劃能⼒的設計師。
除培養學⽣產品設計的能⼒外，並加強學⽣產品製造及⾏銷⽅⾯的能⼒，建構設計製造與⾏銷⼀貫。產品設計與開發整合，理論
與實務並重的科系特⾊。
2761 國⽴⾼雄師範⼤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師資培育學系
（⼆）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三）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6
聯絡電話 886-4-22183456
傳真 886-4-22181023
地址 40306臺中市西區⺠⽣路140號
網址 http://www.ntcu.edu.tw/newweb/index.htm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rd.ntcu.edu.tw/OCstudents/file.php
新⽣優先安排住宿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申請住校。三、本校僑⽣係屬⼤學部⾃費⽣。四、本校學⽣須通
過各學系規定之外語能⼒畢業標準⽅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升其能⼒，以符標準。五、清寒僑⽣就讀本
校符合學業成績及格、操⾏成績80分以上，並檢具清寒證明，資格經審核通過者，得以申請免費住宿或獎助學⾦(名額以
全校僑⽣總數百分之三⼗原則)。六、幼教系、特教系及教育系僑⽣若欲修習教育學程，需以外加名額⽅式報部核准後，
才得以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七、語教、區社、數教、科教、美術、⾳樂、體育、臺語、英語及諮⼼系10個系僑⽣可
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僑⽣修畢教程並參加半年全時實習後，如未具中華⺠國身分證，仍不得
參加中華⺠國教師證考試。
系所分則

2222 國⽴臺中教育⼤學 數學教育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專業學習重點包含：理論推導、計算、解決問題的推理與邏輯思考，適合細⼼穩重、能控管⾃身情緒者。
2220 國⽴臺中教育⼤學 科學教育與應⽤學系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
本系的設⽴宗旨如下:
⼀、整合科學、科學教育、環境教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建構優質的教學與學術環境，培育跨領域的科學及教育⼈才。
⼆、致⼒於研究創造新知、推廣科學與環境教育，並善盡社會引導及服務責任。
本系在操作實驗時，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實驗具
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219 國⽴臺中教育⼤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培養資訊⼯程專業⼈才為宗旨，專注於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重點為：網際網路、雲端運
算、智慧型軟體系統、嵌⼊式系統、無線網路、軟體⼯程等，適合細⼼沉穩、能控管⾃身情緒者。
2221 國⽴臺中教育⼤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Dept. of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y
本系以培育數位內容之設計與研發⼈才為主要⽬標，課程規劃整合科技、設計與數位學習，課程內容以培養學⽣分析、設計、發
展、整合、評鑑與⾏銷之能⼒為主軸，適合細⼼穩重、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國⽴臺北教育⼤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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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28

聯絡電話 886-2-66396688轉82015

傳真 886-2-23777008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10671臺北市⼤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網址 http://www.nt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視床位狀況優先提供住宿申請。
⼀、本校學⽣在校期間，欲修習教育學程者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及參加甄選，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費⽤。⼆、有關教
備註 師資格之取得，悉依「師資培育法」、「⾼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之。另依前
揭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報考者須為中華⺠國國⺠。
系所分則
2229 國⽴臺北教育⼤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主修數學及數學教育，著重數學、資訊與教育知能之整合與應⽤。惟就讀本組，應具中⽂聽、說、
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231 國⽴臺北教育⼤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智慧與資訊教育組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智慧與資訊教育組主修資訊及資訊教育，著重創新科技應⽤、數位教材設計、資訊與教育知能之整合與
應⽤。惟就讀本組，應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且宜具備適當的資訊基礎能⼒較能勝任學習。
2230 國⽴臺北教育⼤學 ⾃然科學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然科學教育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課程具創意而多元發展，具備⽣物、化學、物理、地球科學課程的內涵，培養學⽣畢業後，
能有多⾯向的職場就業，學⽣可以申請修習教育學程，擔任課程開發、研發教材或報考相關科系研究所擔任科技研發⼈員。本系
以培養優質之⾃然科學領域專業⼈才及⾃然與⽣活科技領域之師資為⽬標。凡選讀本系，華語之聽說讀寫應具⼀定程度，⾃然科
學之成績必須優良，否則不宜選讀，以免半途而廢。
2112 國⽴臺北教育⼤學 資訊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資訊科學系以培養⾼科技資訊科學⼈才為主要的教育⽬標，教學研究發展⽅向為網路與多媒體、計算機系統、智慧型科技等三⼤
教學⽅向。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學⽣須修習通識、專⾨課程⾄少128學分。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758 國⽴臺北教育⼤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sign
本系以培育具備數位科技設計及製作能⼒之專業⼈才為⽬標，以⼈⽂及⽣活哲學為創意思考之基⽯，融合美學、藝術與⼼理學，
培養學⽣具有整合電腦資訊、多媒體與數位遊戲等領域之設計統合能⼒。凡選讀本系，華語之聽說讀寫及表達能⼒應具⼀定程度
以上。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5
聯絡電話 +886-2-29053074
傳真 +886-2-29049088
地址 24206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網址 http://www.fj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現有12個學院、51個學系，是⼀所基礎學科與應⽤學科並重的綜合⼤學，提供豐富多元的課程，學⽣可⾃由選
讀輔系與雙主修，重視身⼼靈整合的全⼈教育，且為世界天主教⼤學聯盟之成員，在國際上著有聲譽。 ⼆、本校重視教
學創新與師⽣互動，連續多年獲得教育部獎助教學卓越計畫之肯定。 三、本校僑⽣優先提供四年住宿，寢室除提供應有
設備外，另附設專⽤電話、24小時宿舍網路等。宿舍附近均有餐廳、超商等，⽣活機能⽅便。 四、校內、外獎助學⾦資
訊,請上網（http://life.dsa.fju.edu.tw/scholarship.html）查詢。 五、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歷資格⼊學
⼤學學⼠班者，應增加其應修習之畢業學分數。增加之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各學系訂定之。
系所分則

2098 天主教輔仁⼤學 數學系資訊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Information Mathematics Section)
對資訊數學相關領域有興趣者歡迎報考。
2267 天主教輔仁⼤學 數學系應⽤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Applied Mathematics Section)
對數學相關領域有興趣者歡迎報考。
2216 天主教輔仁⼤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ysics Section)
本系教學⽬標為培養學⽣健全的⼈格，成為具物理科學精神的⼈才。提供暑期產業實習，協助學⽣確⽴⽣涯規劃。與美國休⼠頓
⼤學物理系簽訂協議，提供博⼠班全額獎學⾦。為協助弱勢學⽣專⼼向學，設有「郝思漢神⽗還願助學⾦」。提供五年⼀貫學、
碩⼠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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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天主教輔仁⼤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Opto‐Electronic Physics Section)
本系教學⽬標為培養學⽣健全的⼈格，成為具物理科學精神的⼈才。提供暑期產業實習，協助學⽣確⽴⽣涯規劃。與美國休⼠頓
⼤學物理系簽訂協議，提供博⼠班全額獎學⾦。為協助弱勢學⽣專⼼向學，設有「郝思漢神⽗還願助學⾦」。提供五年⼀貫學、
碩⼠學位學程。
2324 天主教輔仁⼤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 (實驗操作需具備辨⾊能⼒，實驗意外發⽣時能聽到逃⽣指引廣
播)
資料審查: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
2.⾃傳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2326 天主教輔仁⼤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學部⼤部分課程以中⽂授課，申請者須具備良好中⽂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1份。
3.讀書計畫書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2325 天主教輔仁⼤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上肢活動能⼒。
資料審查:
Documents Review：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
2.⾃傳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2858 天主教輔仁⼤學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上肢活動能⼒。

逢甲⼤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4
聯絡電話 886-4-24517250轉2184
傳真 886-4-24512908
地址 40724台中市西屯區⽂華路100號
網址 http://www.fcu.edu.tw
承辦單位 招⽣⾏政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admission.fcu.edu.tw/wSite/public/Data/f1552117733627.pdf
新⽣優先分配住宿
1. 男⼥兼收。 2. 優先分配新⽣住宿。 3. 設置僑外⽣獎助學⾦，分⼀學年12萬元、6萬元及⽣活津貼等三種，以獎勵優秀
僑⽣及港澳⽣就讀本校。 4. 連續兩年(2020年和2019年)天下雜誌USR⼤學公⺠獎評選結果，本校榮獲私⽴⼤學第⼀。 5.
2020年遠⾒雜誌台灣最佳⼤學排⾏，本校打破醫科霸權，國際化程度僅次台⼤。 6. 2020年Cheers雜誌「最佳⼤學指
南」調查，本校辦學績效獲全國第五。 7. 2019年遠⾒雜誌「台灣最佳⼤學排⾏榜」，本校於綜合類⼤學位居全國⼗⼀，
私校第四，校⻑互評辦學績效部分，本校更獲選為私校第⼀。 8. 2019年教育部公布「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
果，本校核定件數名列私校第⼀、全國第⼆。 9. 2019年Cheers 雜誌「最佳⼤學指南」調查，本校辦學績效獲全國第
⼆。 10. 2018年教育部⾸度提供各⼤專校院「就學穩定率」，全國⾼於95%以上者共有20校，本校以95.44%位居⼀般⼤
學之⾸。 11. 2018年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發布「世界⼤學學科排名」，本校於「⼯程與技術」排名全球601-800、
全國第14、私校綜合⼤學第⼀；「電腦科學」排名全球601+，全國第12、私校綜合⼤學第⼀；「物理科學」排名全球
601-800、全國第9、私⽴綜合⼤學第⼀；「商業與經濟」排名全球401-500、全國第12、私校綜合⼤學第三。 12. 2018年
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本校位居全國第⼋、私校之冠。 13. 2018年教育部公布「⾼教深耕計畫」審查結
果，本校經費補助獲全國綜合私校第⼀。 14. 商學院、⾦融學院皆獲得AACSB國際商管教育認證。 15. 所有⼯程相關系
所皆通過IEET國際⼯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16. 本校⽇間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應修科⽬與學分數(含⾮本系
⾄少9學分)，並通過本校及該系、學位學程規定之各項考核(畢業條件)成績合格者，始得畢業授予學位。 17. 就讀於華語
授課學系之僑外⽣(港澳、⾺來西亞地區學⽣除外)，畢業前華語能⼒須達華語⽂能⼒測驗(TOCFL) Level 4以上程度，以
符合畢業要求。
系所分則

2306 逢甲⼤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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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1.電腦輔助設計分析與製造、2.材料成型加⼯與新製造技術、3.⾃動控制與機電整合、4.動⼒熱能與流體機械、5.機械元件設
計與機構分析、6.智慧製造與系統整合等專業⼈才。
2307 逢甲⼤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Dept. of Fiber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重點研究項⽬、特⾊發展、課程領域與產學合作可分為⾼分⼦、纖維、奈⽶、複合材料、⽣醫綠能、染⾊整理。以纖維與複合材
料為主，⾼分⼦、奈⽶、⽣醫綠能、染⾊整理為輔，整合資源研究群聚之動能與亮點，並協助產業升級發展，系友7000餘⼈分佈
於世界各地，服務於產官學研訓各領域。
2309 逢甲⼤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本系開設的課程，包括化學反應與化⼯製造程序相關基礎課程，以及⺠⽣化材、綠⾊製程、⽣化⽣醫、能源技術等領域之選修課
程。期望培育學⽣具有可⽤於光電、半導體、電⼦、⾼分⼦、⽯化、材料、⽣化、能源等產業發展所需之化學與⼯程製造相關專
業知識與計畫管理技能。尤其強調實驗課程，加強學⽣之實作與整合能⼒。
2310 逢甲⼤學 航太與系統⼯程學系 Dept. of Aerospa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因應⾼科技⼈才的需求與產業發展的趨勢，本系以培育航太⼯程、⾶⾏控制、流體⼒學與空氣動⼒學、燃燒/熱傳/噴射推進、結
構與材料、奈⽶科技、電腦輔助⼯程、微機電系統、電⼦構裝、⼯業4.0⼤數據分析技術、無⼈機系統整合與動態分析等領域之
專業⼈才，並以訓練學⽣具獨⽴思考及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為⽬標。
實驗操作為本系學習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進⾏測試與量測以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因此須具有相當視覺與
聽覺功能、須運⽤肢體操作儀器以及須具有⼈際互動溝通協調及情緒控管能⼒。
2831 逢甲⼤學 精密系統設計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Precision System Design
設計是⼯程科技的發展核⼼，本學程辦學特⾊在於培養學⽣透過核⼼能⼒的建⽴，進而開展不同屬性的⼯程運⽤。學⽣依循定錨
課程的基礎，延伸各類專精課程，不僅透析理論課程的精義要點，並且以組織⼒引導專案設計，串聯理論之事與實務操作，將設
計理念化為⽣產價值。本學程與業界緊密結合，集結全世界消費動態以及技術核⼼訊息，發展前瞻性跨領域教學體制，將成為未
來⾼等教育的先驅主流。我們不但培育設計專業⼈才，更重視⼈才⻑遠發展性，嶄新的精密系統設計學⼠學位學程，是21世紀實
踐學⽤合⼀⼈才培育的最佳典範。
2311 逢甲⼤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以培養學⽣具數學、統計、資訊科學之綜合能⼒為⽬標，訓練學⽣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並透過跨領域學程、專題
實作、專業證照及競賽等，強化職場競爭⼒。歡迎有興趣數學建模、數據科學及⼈⼯智慧領域的同學，加⼊本系⾏列。未來可擔
任數據分析師、機率⼯程師、⼈⼯智慧⼯程師等產業專業⼈才。
2312 逢甲⼤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系，由學習材料基礎理論、材料製程技術與尖端科技應⽤的歷程，培養學⽣宏觀視野。課程規劃有⾼
性能合⾦與積層製造、奈⽶電⼦元件與智慧感測、再⽣能源材料與永續發展等三⼤領域，亦有多元化之專業課程可供選修。本系
與多家海內外企業聯盟，提供等同修習9學分課程之⼀學期專業實習，縮短學⽤落差。
實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須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材料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
果。材料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須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313 逢甲⼤學 環境⼯程與科學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為培育兼具環境科學基礎與環境⼯程應⽤之專業⼈才為主之學系，課程特⾊兼具⼯程與科學領域，注重實驗操作及實習體驗，歡
迎對環境科學、環境⼯程以及對環境教育有熱忱之學⽣，來參加申請⼊學。
實驗操作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身⼼穩定來動⼿親⾃操作儀器與藥品調配，部分課程需要透過⾊彩、或聽⼒判定實驗結
果。實驗有⼀定危險性，需有靈活的能⼒來應變處理。
2314 逢甲⼤學 光電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本系以培育產學所需的光電⾼科技⼈才為⽬標，課程設計強調⼯程應⽤，內容涵蓋雷射、綠能、資訊三⼤光電主軸，並百分之百
提供學⽣專題實作或企業實習的機會，提升就業競爭⼒。畢業⽣近半數繼續深造，其餘從事光電與半導體相關產業。
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須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光電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功率雷射及⾊彩
判定實驗結果。且光電相關實驗具有⼀定的危險性，需有能⼒及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315 逢甲⼤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1969年創系，根基深厚，設有博碩學⼠班，學制完整；為全國第⼀個榮獲中華⼯程教育學會認證通過之資⼯系，具國際競爭
⼒；培養學⽣多元專⻑，⿎勵學⽣⼊學後⾃選系上專業課程，依照興趣搭 配出專屬學習套餐，注重專題製作，學⽣可獲專精的理
論與實務訓練。
2316 逢甲⼤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1972年成⽴，為⼀歷史悠久、聲譽卓著與電⼦科技產業相關之系所，系友遍佈國內外科技公司、教育界以及政府部⾨，⻑期
對⾼科技產業貢獻良多。本系師資優良、教育體系完備，持續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為國際認證之優秀⼯程教
育系所。課程設計著重於當前電⼦產業科技基礎與專業課程訓練，以及未來智慧電⼦應⽤與系統整合知識，主要著重於電⼦相關
之半導體/IC設計/智慧電⼦與電路系統等相關專業知識，強化學⽣⾃我發展及主動求知之軟能⼒。畢業專題研究的終端課程激發
學⽣CDIO創新技能與實務能⼒養成。本系著重於「半導體與電⼦元件領域」與「IC設計、電路與智慧電⼦相關領域」，培養學
⽣在半導體、電路系統與智慧電⼦相關產業之專業技能。
2317 逢甲⼤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電機⼯程專業⼈才為宗旨，基礎課程以電⼦學、電磁學及電路學課程為重點並搭配相關實驗；專業課程⽅向則分為：
電磁與能源、電波、光電等領域，並配合畢業專題製作及發表，使學⽣獲得專精的學理及實作訓練。
2318 逢甲⼤學 ⾃動控制⼯程學系 Dept. of Automatic Contro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動化系統整合專業⼈才為宗旨，⽬前本系專任師資共17位，其專⻑領域涵蓋控制、光電、機電整合、感測系統、影
像處理、⽣醫⼯程、穿戴式裝置、嵌⼊式系統、信號處理等領域學者，其未來可應⽤於智慧物聯網、機器⼈、智慧機械與⾃動
化、⾞⽤電⼦、⽣醫儀器與⼤數據等相關產業。提供同學⾃由多元的專業修習選擇，並藉由畢業專題之要求，訓練學⽣⾼科技專
業實作與系統整合能⼒，以提升學⽣升學與就業之競爭⼒。
2782 逢甲⼤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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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電學⼠班之設計採『延後分流』的機制，學⽣可有⼀年緩衝的時間，在完善的輔導下發掘⾃身興趣與能⼒，⼤⼀結束依本身
意願⾃由選擇資電學院所屬任⼀學系（資訊，電機，電⼦，⾃控，通訊），於⼤⼆時分流進⼊所選學系就讀，畢業取得該學系學
⼠學位。
2319 逢甲⼤學 通訊⼯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本系的教學以⼤電機領域為基礎、通訊⼯程為特⾊，並結合跨領域學習的⽅針，以培育無線通訊、網路通訊及多媒體信號處理等
通訊核⼼領域之尖端⼈才，俾使學⽣於畢業後可順利⾄通訊、電⼦相關產業就業，或接軌國內外研究所繼續深造。另外為了幫助
各位同學快速了解通訊⼯程到底在學什麼，我們將在⼤⼀上學期進⾏新鮮⼈計畫(freshmen project)，以⽬前最熱⾨的物聯網為
例，利⽤九週上課的時間，帶領⼤家走⼊通訊⼯程的世界。
2320 逢甲⼤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1.培訓規劃、設計、監造及管理等能⼒之⼟木⼯程專業⼈才。教學研究特⾊在於結合產業及社會需求，並發展⼟木檢測、防災、
隔減震耐震、結構補強及地滑防治等技術。
2.課程含結構、⼤地、測量與資訊及營建與物業管理等四⼤領域。另可修習院第⼆專⻑學程如營建資訊模擬(BIM)等學程。
2321 逢甲⼤學 ⽔利⼯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nd Conservation
1.培育具備實務性規劃、設計、管理及監造能⼒之⽔利⼯程及⽔⼟保育專業⼈才。
2.課程含⽔利⼯程及⽔⼟保育等⼆項專業領域。另可修習院共同第⼆專⻑學程。
2322 逢甲⼤學 建築專業學院學⼠班 General Program, School of Architecture
建築專業學院下分三組(建築學位學程、室內設計學位學程、創新設計學位學程)，學位學程採⼤⼀、⼤⼆課程不分流，讓所有的
學⽣接受基礎建築設計訓練，⼤三以上提供不同的課程模組讓學⽣選擇修讀建築學位學程(五年制)、室內設計學位學程(四年
制)、創新設計學位學程(四年制)，各課程模組之間可互相串連。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215 逢甲⼤學 美國普渡⼤學電機資訊雙學⼠學位學程 Purdue-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1. 本雙學⼠專班，採全英語授課，前⼆年於逢甲⼤學修習電機⼯程與資訊⼯程的共同課程，後⼆年於美國普渡⼤學可選擇電機⼯
程或資訊⼯程各⾃的主、選修及核⼼課程，4年滿⾜兩校畢業條件後可獲得逢甲⼤學與普渡⼤學兩校的學⼠學位。
2. 本專班師資為國內外優秀師資組成之國際團隊。
3. 本專班畢業後可取得在美國1年的實習許可，STEM學位學⽣可再申請24個⽉延⻑許可，⾄多可在美停留3年。
4. 與本專班合作之美國普渡⼤學， 2016年與⿇省理⼯學院、史丹佛⼤學等校名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美前10名⼯學院，
國際聲望極⾼。
5. 有關學費及課程規劃請⾄本院官網http://www.istm.fcu.edu.tw/
2261 逢甲⼤學 美國加州聖荷西州⽴⼤學⼯程雙學⼠學位學程 SJSU-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Engineering
1. 本學程學⽣順利通過在本校修習的⼤⼀、⼤⼆相關課業要求後，將可赴加州聖荷西州⽴⼤學電機學系繼續就讀⼤三、⼤四。完
成畢業條件的學⽣將可獲得兩校的學⼠學位。
2. 依據美國政府⽬前實⾏政策，學⽣畢業後可申請在美從事相關領域⼀年實習⼯作許可，STEM學位學⽣⾄多可另外申請24個⽉
延⻑許可。
3. 本學程由逢甲⼤學國際學院與全美著名的”加州聖荷西州⽴⼤學⼯程學院”合作，結合兩校優秀師資、教研設施、及矽⾕實務
資源，進⾏電機⼯程相關領域之全英語課程辦學。
4. 相關辦學規劃、課程、學費..等資訊請參考本院官網 http://www.istm.fcu.edu.tw/
2544 逢甲⼤學 美國加州舊⾦⼭州⽴⼤學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SFSU-FCU 2+2 Bachelor's Program in Computer
Science
美國加州舊⾦⼭州⽴⼤學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1.雙學位規劃：逢甲⼤學與美國加州舊⾦⼭州⽴⼤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合作，共同推出雙學⼠學位學程。
2.世界頂尖學府：美國加州舊⾦⼭州⽴⼤學為全美最佳公⽴⼤學第12名 (2020)
3.國際師資：國內外優秀師資組成之國際團隊
4.國際課程：採全英語授課，學⽣在逢甲⼤學進⾏資訊⼯程的基礎與核⼼課程培育，⼤三赴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後
於資訊⼯程領域繼續修習。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36
聯絡電話 886-2-28610511 #11309
傳真 886-2-2861-8701
地址 11114台北市⼠林區華岡路55號
網址 http://www.p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ma.pccu.edu.tw/ezfiles/249/1249/attach/78/pta_51142_3107277_20241.pdf
境外新⽣前兩年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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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2020《遠⾒》雜誌⽂法商⼤學全國排名第9名、2020《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學全國排名第9名、
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評⽐觀光休閒類全國排名第2名、雇主最滿意⼤學遊憩與運動學群排⾏榜全國排名4
名。 ⼀、本校獲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與⾼教深耕計畫、教育部補助⼤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教育部頒發服
務學習⽰範計畫優等獎學校。⼆、本校設有獎勵優秀學⽣及清寒學⽣之獎助學⾦相關辦法，請點選本校網站 -> 公告系統
->獎助學⾦查閱。三、本校備有男⼥⽣宿舍 ，供學⽣申請住宿。 四、學⼠班學⽣除修畢應修科⽬及學分數（依必修科⽬
備註 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 本校學⼠班修業期限，除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修業五年外，其他修業年限
均為四年，修業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及各學系組「畢業修業規定」。 (⼆)在學期間須參與服務學習、全⼈學習護照各
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並修習「倫理課程」、「中華⽂化專題」，另需依規定通過全球競爭⼒檢定(英⽂能⼒檢定)標準
(如多益450分以上)。 (三)外國語⽂學院各系除英語能⼒畢業⾨檻外，另訂有相關語⽂能⼒⾨檻，請參閱系組分則說明。
(四)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者，於原學分總數外，應依學則增修12學分。

系所分則
2233 中國⽂化⼤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1.本系分為應⽤數學、統計科學與計算機科學三個學群，滿⾜修課要求則授予學群修業證書。2.本系必修課程只有42學分，儘量
開多元選修課程，讓學⽣可⾃由選讀有興趣的課程。3.本系⿎勵同學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
2234 中國⽂化⼤學 光電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Optoelectric Physics
以光電科學及計算光電物理為重點課程,注重實驗技巧的培養；招收具有物理潛⼒及興趣的學⽣,以培養理論與實驗素養兼具、跨
物理、資訊與⽣醫光電領域之優秀⼈才。
2235 中國⽂化⼤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化學系於1971年成⽴，教學著重於化學理論基礎和實驗實做的教學。課程結構涵蓋化學的五個專⻑領域，學系⼜依據教師的研究
專⻑，將⼤學部的科⽬規劃成，材料化學及⽣物有機化學兩個學群。學系內除六個⼤學部實驗室外，另建⽴⼗⼆個教師專業研究
實驗室，及四間化學系的貴重儀器實驗室。化學系的教學資源、研究資源、及圖書儀器資源相當完備，尤其是化學儀器的設置與
教學，更提供學⽣就業或攻讀碩⼠班的完整專業基礎。
2236 中國⽂化⼤學 地理學系第2類組 Dept. of Geography
本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是依教育宗旨與⽬標、社會發展與市場需求，設計學⽣核⼼能⼒之培養課程，再斟酌學⽣個⼈興趣，
輔導其加修專業務實課程，厚植學⽣實⼒，培育地理資訊、地理教育、休閒觀光、環境評估及景觀規劃等專業⼈才。
2237 中國⽂化⼤學 ⼤氣科學系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本系課程主要有三個學群：1.劇烈天氣；2.氣候變遷；3.氣象應⽤發展。擁有完整師資並設有⾼速計算機實驗室、⾃動天氣觀測
系統以及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所認證之氣象預報許可證，提供本系學⽣進⾏天氣預報實習與氣象節⽬播報實習等活動，亦同時提
供⼤氣科學研究，是兼顧研究與作業實務之優良學習環境。
2238 中國⽂化⼤學 地質學系 Dept. of Geology
本系於⺠國五⼗九年四⽉獲准創⽴，歷經49年的規劃付出，圖書、儀器、設備及師資等均逐年擴充與改善。本系辦學⽬標在培養
地質專業⼈才及培植有志研究深造之優秀⼈才，以⽀應國家各項地質⼯作之需求，課程安排除了基礎理論課程之學習外，亦積極
落實學⽣實作能⼒之訓練，特別著重於環境能源等相關議題以培養出具專業化、資訊化、國際化之⼈才，強化在就業上的優勢。
2239 中國⽂化⼤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獲中華⼯程教育協會認證,學位受到美英⽇澳等23各國家承認；姊妹校涵蓋美英⽇澳等國,學⽣可選擇雙學位或交換⽣以拓展
國際視野。另有五年⼀貫學制,學⽣得於五年內取得學、碩學位。
2240 中國⽂化⼤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養電信、光電、⽣醫電⼦、IC設計、計算機與智慧⽣活科技⽅⾯的⼈才為主，未來將在現有產學合作基礎下，逐步達成
課程分流的⽬標，使同學都能順利完成升學或就業的規劃。本系亦獲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與世界⼀流⼤學及國際⼯
程聯盟相互認可，使學⽣升學及就業可與國際無縫接軌。
2241 中國⽂化⼤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的設⽴宗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機械⼯程⼈才」,學⽣對⼯程問題有興趣、喜歡動⼿設計與實作、空間認知能⼒與數理
基礎好者尤佳。更多本系相關資訊、修課規定及畢業條件等請參閱本系網⾴:http://crenme.pccu.edu.tw/
2242 中國⽂化⼤學 紡織⼯程學系 Dep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本系教育⽬標以培育紡織⼯業所需⼈才，並配合產業從事相關研究，課程內容採多元化教學為原則，期使學⽣對紡織⼯程科技，
並延伸⾄上游紡織材料科學與下游之服裝設計創作之專業能⼒與⾏銷管理有全⾯性了解。
2243 中國⽂化⼤學 資訊⼯程學系第2類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資訊⼯程為當前最⽕紅的專業,海峽兩岸及世界各地對資訊科技專業⼈才需求熱切。台灣資訊與電⼦產業舉世聞名,主要是因為有
各⼤學培育出⽀優秀資訊、電⼦⼈才。本系20幾年來所培養之資訊⼈才對此產業之發展有極⼤的貢獻。 本系之教育⽬標有三：
(1)奠定資訊⼯程基礎專業知識。(2)培養資訊⼯程實務應⽤技能。(3)訓練團隊合作與終身學習能⼒。本系課程規劃包含3⼤專業
課程學群：「⼈⼯智慧與多媒體」、「網路通訊與資訊安全」、「崁⼊式系統與晶⽚設計」,藉以強化同學們在資訊⼯程之基礎教
育,提供札實之軟體與硬體訓練,及建⽴豐厚的理論基礎和實務能⼒。本系所有專任教師均為國內外⼀流⼤學之博⼠學位,,並皆具備
豐富之產業界經驗,且熱⼼教學。本系並引⼊數位業界教師參與實務課程之授課,使同學可以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本校位於陽明
⼭，鄰近陽明⼭國家公園，⼭明⽔秀，空氣清新；而且擁有優良之E化設施與教室，以及館藏⾮常豐富的圖書館，將可提供學⽣
優質的學習與研究環境。

淡江⼤學 Tamk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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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37
聯絡電話 886-2-26215656
傳真 886-2-26209505
地址 25137新北市淡⽔區英專路151號
網址 http://www.tku.edu.tw
承辦單位 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境外⽣輔導組及學務處⽣活輔導組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獎學⾦ Guidance Section and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Guidance Section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eie.tku.edu.tw/zh_tw/LinkStudent/Scholarships
⼀、學校學⽣宿舍有松濤館(⼥⽣宿舍)及淡江學園(男、⼥宿舍)，相關介紹可進⼊本校住宿輔導組網⾴瀏覽
http://spirit.tku.edu.tw/tku/main.jsp?sectionId=8。 ⼆、僑⽣新⽣上網https://bit.ly/2rvgNii線上繳交新⽣床位定
宿舍
⾦即可確保可⼊住本校學⽣宿舍。 三、若是校外租屋，建議可瀏覽本校住宿輔導組網⾴，點選左下⽅「雲端租屋網」參
考有關校外租賃資訊。
⼀、2020年連續23年獲天下《Cheers》雜誌評選為「企業最愛⼤學⽣」，蟬聯私校第1名。 ⼆、2020年獲《遠⾒》雜誌
評選為「企業最愛⼤學⽣」私校第1名；於「台灣最佳⼤學」之「⽂法商類⼤學」排名全國第3名，私校第1名。 三、
2020年世界⼤學網路排名私校第1；泰晤⼠⾼等教育亞洲⼤學第400+、⾼等教育世界⼤學第1001+。 四、2015年本校獲
教育部「⼤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被評定為國際化典範⼤學。 五、2009年本校榮獲中華⺠國第19屆國家品質
備註 獎。 六、各項僑⽣獎助學⾦、住宿資訊及注意事項，請參閱本校學⽣事務處資訊網(網址：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1)⽣輔組(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
sectionId=2)、住輔組網⾴(網址：http://spirit.tku.edu.tw/Housing_Guidance/)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
(http://www.oieie.tku.edu.tw)。 七、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
規定之外語能⼒畢業⾨檻始得畢業。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110 淡江⼤學 數學學系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Section of Mathematics
本系培養數學、統計及相關科學之專業⼈才，經由學習培養學⽣思考、組織、分析與表達之能⼒。
2120 淡江⼤學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Dept. of Mathematics-Section of Data Scienc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本系培養數學、統計及相關科學之專業⼈才，經由學習培養學⽣思考、組織、分析與表達之能⼒。
2244 淡江⼤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Division of Electro-Optical Physics
強調實驗與理論並重，培育具有理論基礎及應⽤技術的科技⼈才。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需具備獨⽴
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2248 淡江⼤學 物理學系應⽤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Division of Applied Physics
強調實驗與理論並重，培育具有理論基礎及應⽤技術的科技⼈才。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需具備獨⽴
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2250 淡江⼤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物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Division
化學學系必修課程之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儀器分析等實驗，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
備獨⽴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2249 淡江⼤學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Material Chemistry Division
化學學系必修課程之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儀器分析等實驗，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
備獨⽴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2387 淡江⼤學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Advanced Material Sciences
(⼀)本學位學程培養奈⽶、光電、⽣醫及⾼分⼦材料之專業⼈才。
(⼆)必修課程之普通化學實驗與材料科學實驗，均涉及化學反應，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備獨⽴
操作、辨別顏⾊及個⼈安全維護能⼒。
2252 淡江⼤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本系⼤學部發展是以教學為主，強調具有整合⼒的設計專業訓練，透過以建築設計為主軸的教學，培養學⽣建築基礎專業知能，
引發學⽣的創造⼒與熱情，發展兼具真實與實驗性的設計主題。落實國際化及拓展學⽣國際視野，推動與國外名校的交換⽣機
制，邀請知名建築師舉辦國際⼯作營與演講；增聘外籍客座教授，並開辦全英⽂授課課程以強化學⽣的外語溝通能⼒。
2253 淡江⼤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本學系以培育具備⼟木專業知識和資訊科技應⽤能⼒兼備之現代⼯程技術和營建業相關之企業經理⼈才為⽬的。課程設計除著重
於⼟木⼯程專業，使學⽣具備良好之營建技術能⼒外，亦開設營管、資訊、⼯程法律等課程，使學⽣具跨域知識和宏觀思維。畢
業⽣可成為⼟木⼯程師或相關專業技師，未來亦可成為相關企業之經理⼈才。
2251 淡江⼤學 ⽔資源及環境⼯程學系⽔資源⼯程組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Division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資源⼯程組旨在培養具有⽔資源專業實務或學術研究能⼒之⼈才，配合全球與本地環境演變，培養具有跨領域，並具有關懷⽔
資源環境與持續學習能⼒，以適應全球氣候變遷之發展與需求。
2338 淡江⼤學 ⽔資源及環境⼯程學系環境⼯程組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環境⼯程組旨在培養具有環⼯專業實務或學術研究能⼒之⼈才，配合環境演變、產業發展全球化，培養具有跨領域，並具有關懷
環境與持續學習能⼒，以適應產業全球化發展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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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 淡江⼤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Division of Opto-Mechatronics,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著重於機械⼯業及尖端科技之⼈才培育。必修課程以基礎專業素養為主，選修課程則兼顧光機電產業脈動和應⽤。課程規劃著重
於光電⼯程與光機電整合，包括光機電基本學理、光機電元件、光機電系統、智慧型機械⼈、光學量測、系統驅動與控制及光⼦
晶體等。光機電整合學程制度完整（含本科、碩博⼠班），為有⼼朝更⾼層次光機電整合學理鑽研的學⽣，提供完善的教育與學
習環境。
2256 淡江⼤學 機械與機電⼯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Division of Precisi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著重於機械⼯業及尖端科技之⼈才培育。必修課程以基礎專業素養為主，選修課程則兼顧精密機械產業脈動和應⽤。課程規劃包
括精密製造、材料科學與⼯程、精密機械設計、微機電系統、微/奈⽶級精密加⼯、精密量測及表⾯⼯程、電腦輔助⼯程、振動學
及熱傳學等。精密機械學程制度完整（含本科、碩博⼠班），為有⼼朝更⾼層次精密機械學理鑽研的學⽣，提供完善的教育與學
習環境。
2331 淡江⼤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具備化⼯製程與材料應⽤等專業知識⼈才為⽬的。課程內容包括化學⼯程與材料科學等理論及實驗，強調專業整合之
訓練。部份實驗課程要求學⽣能夠有顏⾊辨別⼒。
2257 淡江⼤學 電機⼯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Division of Electrical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Dep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以培育電機、電⼦、資訊、通訊以及⼈⼯智慧物聯網領域之⾼科技⼈才為⽬標，教學⽅⾯提供「希望⼯程列⾞」系列措施，在不
同階段予以學⽣協助/補助，並提供多樣的國際交流機會，系上學⽣在國際競賽、科技部⼤專⽣專題以及畢業專題實作⽅⾯皆有極
為傑出的表現；本組課程包含電機基礎課程、⼈⼯智慧物聯網基礎課程、通訊系統、微波天線、信號處理、通訊網路、光纖通訊
及通訊系統晶⽚設計等領域，強調理論與實務並重之訓練，落實軟體與硬體整合，使學⽣具備多元競爭⼒
2265 淡江⼤學 電機⼯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Division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ep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以培育電機、電⼦及資訊、通訊領域之⾼科技⼈才為⽬標，特⾊發展⼈⼯智慧、⼤數據、物聯網與⼈⼯智慧晶⽚設計，教學⽅⾯
提供「希望⼯程列⾞」系列措施，在不同階段予以學⽣協助/補助，並提供多樣的國際交流機會，系上學⽣在國際競賽、科技部⼤
專⽣專題以及畢業專題實作⽅⾯皆有極為傑出的表現；本組課程包含電機基礎課程、超⼤型積體電路、系統晶⽚設計、無線通訊
網路、網路多媒體及嵌⼊式系統等領域，強調理論與實務並重之訓練，落實軟體與硬體整合，使學⽣具備多元競爭⼒。
2323 淡江⼤學 電機⼯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Division of Electric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Dep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以培育電機、電⼦、資訊及智慧機器⼈領域之⾼科技⼈才為⽬標，教學⽅⾯提供「希望⼯程列⾞」系列措施，在不同階段予以學
⽣協助/補助，並提供多樣的國際交流機會，系上學⽣在國際競賽、科技部⼤專⽣專題以及畢業專題實作⽅⾯皆有極為傑出的表
現；本組課程包含電機基礎課程、系統晶⽚設計、⼈⼯智慧、嵌⼊式系統、智慧型控制、智慧機器⼈及系統整合等領域，強調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訓練，落實軟體與硬體整合，使學⽣具備多元競爭⼒。
2263 淡江⼤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學系以培育具備電腦、通訊及資訊專業知識及產業應⽤能⼒兼備之IT科技⼈才為⽬的。本系亦開設物聯網/無線網路、⼤數據
分析、⼈⼯智慧、嵌⼊式系統、電腦視覺、資訊安全技術等幾個⾯向相關專業選修，讓學⽣有⼀套完整的訓練體系。
2262 淡江⼤學 航空太空⼯程學系 Dept.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本系建⽴以「奠定航太⼯程專業，厚實⼯程師素養」為主，並培育航太相關領域科技⼈才。
2542 淡江⼤學 資訊⼯程學系全英語學⼠班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nglishTaught Program)
本學系以培育具備電腦、通訊及資訊專業知識及產業應⽤能⼒兼備之IT科技⼈才為⽬的。本系亦開設物聯網/無線網路、⼤數據
分析、⼈⼯智慧、嵌⼊式系統、電腦視覺、資訊安全技術等幾個⾯向相關專業選修，讓學⽣有⼀套完整的訓練體系。全英語學⼠
班畢業需通過托福iBT61、雅思5.5或多益700分。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61
聯絡電話 886-3-2651712
傳真 886-3-2651729
地址 32023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網址 http://www.cy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touch.cycu.edu.tw/active_system/query_data/student/ssgogo.jsp
全校共五棟宿舍，包含⼒⾏宿舍、信實宿舍、恩慈宿舍、良善宿舍及熱誠宿舍，共提供約5000床位，境外新⽣⼤⼀保證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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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榮獲私⽴⼤學第⼀名。 ⼆、2019連續三年榮獲1111⼈⼒銀⾏公布「企業最
愛⼤學」私⽴⼤學第⼀名。 三、2019年連續六年榮獲世界⼤學排名中⼼（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簡
稱CWUR）排名，台灣私⽴綜合⼤學第⼀名。 四、勇奪2019學科正規化引⽂影響⼒指標(CNCI)，全國綜合⼤學薄膜科
學、化學領域全國第⼀！材料科學、⼯程領域私校第⼀！全領域全國第三！ 五、2016年上海交通⼤學兩岸四地⼤學排
名，連續六年榮獲全台私⽴綜合⼤學第⼀名。 六、104⼈⼒銀⾏公布全臺⼤專院校畢業⽣就業率排名，中原⼤學名列私⽴
綜合⼤學之⾸。 七、地理位置最便利，距桃園機場30分鐘、臺北市區50分鐘⾞程。⾷、⾐、住、⾏等⽣活機能俱優。
⼋、具多元國際學習機會，每年有超過1000個赴海外學習機會，可申請⾄美國、韓國、⽇本等多國姊妹校成為交換學⽣
備註 或獲得雙聯學位。 九、2019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商學管理雙學⼠學位學程。 ⼗、2020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
威斯康⾟⼤學密爾⽡基分校電機與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連續六度榮獲中國⼯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
優」獎，今年再榮獲私校⾸獎。 ⼗⼆、相關資訊詳⾒中原⼤學官網http://www.cycu.edu.tw/ 【⼤學部僑外⽣助學⾦】
⼤學部僑外新⽣於個⼈申請階段得檢具申請表及相關⽂件申請助學⾦，經過審查通過者，依⽐序於⼊學後之第⼀學期核發
下列相關助學⾦： ⼀、學雜費全額減免。 ⼆、學雜費減免⼆分之⼀。 三、助學⾦新台幣16,000元。 在校僑外⽣學期學業
成績達該年級系排名前百分之⼆⼗五者，得檢附成績證明⽂件於次⼀學期初申請助學⾦，經過審查通過者，依⽐序核發前
項助學⾦。

系所分則
2370 中原⼤學 應⽤數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分數學、統計及資訊科學等三個學程，招收對數學有興趣的學⽣，培養其對數學之基本觀念，然後對⾼深學理作深⼊的探
討、將數學應⽤於各領域，並期能造就優秀的數學⼈才。
2371 中原⼤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Physics Program
本系為中原⼤學創校學系之⼀，多年來致⼒於培育具物理紮實基礎訓練，並具獨⽴思考及創造⼒之學術與科技專業⼈才。光電與
材料組特重在物理基礎訓練下，提供光電及材料科技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學習環境。
2372 中原⼤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Department of Physics, Photon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Program
本系為中原⼤學創校學系之⼀，多年來致⼒於培育具物理紮實基礎訓練，並具獨⽴思考及創造⼒之學術與科技專業⼈才。光電與
材料組特重在物理基礎訓練下，提供光電及材料科技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學習環境。
2373 中原⼤學 化學系化學組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Division
本系旨在培養具有專業知識和創造⼒的優秀化學和材料化學⼈才，奠⽴學⽣堅實之基礎，提昇其再學習的能⼒，具有均衡的身⼼
素質。學⽣應具備學術研究和技術研發能⼒，以服務⾏業，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
2374 中原⼤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Materials Chemistry Division
本系旨在培養具有專業知識和創造⼒的優秀化學和材料化學⼈才，奠⽴學⽣堅實之基礎，提昇其再學習的能⼒，具有均衡的身⼼
素質。學⽣應具備學術研究和技術研發能⼒，以服務⾏業，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
2725 中原⼤學 化學⼯程學系綠能製程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Green-Energy Processing Division
本系教師之專⻑除傳統化⼯外、亦涵蓋材料、⽣化、能源及污染防治領域，故設⽴三⼤特⾊組別：綠能製程組、⽣化⼯程組與材
料⼯程組。綠⾊科技強調能源的製造來⾃於可再⽣性與環境友善的製程，且於產業設計與改善朝低汙染與節能減碳的⽅向。此組
將以製程最佳化設計與能源系統整合，及⽣質與再⽣能源的開發與應⽤等為課程重點。未來出路除可⾄傳統化⼯製造業及程序⼯
程設計公司外，亦涵蓋⽣質能產業、薄膜系統設計等相關研發部⾨。
2726 中原⼤學 化學⼯程學系⽣化⼯程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Division
本系教師之專⻑除傳統化⼯外、亦涵蓋材料、⽣化、能源及污染防治領域，故設⽴三⼤特⾊組別：綠能製程組、⽣化⼯程組與材
料⼯程組。
⽣化⼯程組之課程規劃以應⽤化⼯知識於⽣物技術產業、⽣醫材料製造業及製藥產業為原則，並將修習⽣化⼯程及蛋⽩質⼯程，
三個特⾊必修科⽬。
未來出路可在⾷品加⼯產業、農產加⼯產業、⽣物技術產業 、⽣醫材料製造業、及製藥產業擔任製造⼯程師、品管⼯程師、產品
研發⼯程師。
2727 中原⼤學 化學⼯程學系材料⼯程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Engineering Division
本系教師之專⻑除傳統化⼯外、亦涵蓋材料、⽣化、能源及污染防治領域，故設⽴三⼤特⾊組別：綠能製程組、⽣化⼯程組與材
料⼯程組，並設有薄膜中⼼且研發成果享譽國際並與產業無縫接軌。
材料⼯程組課程規劃涵蓋有機材料與無機材料，著重化⼯專業知識於材料製造之應⽤。
材料為各⼯業之基礎，出路很廣，相關產業從半導體、光電、⾯板等電⼦產業，⽣醫產業，薄膜分離技術無不需要材料⼈才。
2375 中原⼤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1. 本系擁有獨棟系館提供舒適的學習及研究環境，研究所旨在培養學⽣更具專精之⼟木⼯程專業知識和紮實的研究基礎。本系師
資陣容堅強，有16位專任⽼師及20餘位具實務經驗的兼任⽼師。研究所的課程規劃區依師資的專⻑分為結構⼯程、⼤地⼯程、⽔
利⼯程與運輸⼯程等四個主要領域。
2. 各領域課程以⼟木⼯程之基本專業知識與資訊技術為基礎，延伸⾄各領域⼯程之專業課程。本系亦擁有完善之實驗設備，諸如
⼯程材料實驗室、⽔利⼯程實驗室、結構實驗室、⼟壤⼒學實驗室及測量儀器室
等。
2376 中原⼤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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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學機械系擁有如下特⾊：
1.學制完整，除⼤學部之外，擁有堅強的碩⼠班及博⼠班。
2.歷史悠久，資源豐富，系館空間上千坪，圖書館專書上百萬冊。
3.德智體群四育發展均衡，具有樸實努⼒、榮譽、⾃⽴⾃強的優良傳統。
4.系友眾多，表現傑出者不勝枚舉，為國家社會盡⼒貢獻所學。
5.課程先進、完整且系統化、⾰新化，包括機電整合類課程，精密機械類課程，先進製造類課程，光機電系統類課程，電腦輔助
設計製造類課程，先進控制類課程。
6.學術研究表現優異，論⽂發表、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均在全國排序中名列前茅，發明、專利、技術轉移成果豐碩。
7.學術⾵氣良好，學⽣畢業後再深造⽐例達七成，92及93年連獲1111⼈⼒銀⾏評⽐為企業界最歡迎之新鮮⼈第⼆、三名，與成⼤
機械及台⼤機械系同列鰲頭。
8.研究⽣可申請獎助學⾦及研究津貼。
9.研究成果豐碩，發表論⽂質量評⽐均達到國際名校以及台清交成機械系之⽔準，遠勝於國內平均值。
10.研究計畫每年超過五⼗件，研究⽣⼈⼈有研究計畫可執⾏，理論與實務同步學習，畢業後謀職為企業界之最愛。
2377 中原⼤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醫學⼯程係將⼯程原理與醫學及⽣物學結合，以設計並創造出健康照護所需的儀器設備和軟硬體。有興趣成為醫學⼯程師的學⽣
應修過數學、物理及化學等科⽬。中原⼤學⽣物醫學⼯程學系成⽴於1972年，是台灣第⼀所通過IEET認證之學系。⽬的在培育
兼具⼯程及⽣物醫學跨領域知識與實作經驗之醫學⼯程師。因此，⼤學部課程著重在⼯程設計以及實作訓練。並提供醫院與醫療
器材產業實習機會，讓學⽣提早為就業做準備。本系畢業⽣具有多⾯向的⼯作選擇，除了在醫院擔任臨床⼯程師或醫療設備技
師，也在醫療器材產業擔任儀器設備研發、維修及⾏銷⼯作，或在從事醫療器材法規認證、智慧財產權等相關⼯作。竭誠歡迎您
加⼊中原醫⼯的⼤家庭!
2835 中原⼤學 環境⼯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本系培育兼具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跨領域協作與國際視野之環境⼯程專業⼈才。課程規劃為七⼤學程：1.環境實務⼯程;2.環境
監測智慧化;3.環境安全衛⽣;4.⼟壤與地下⽔污染整治;5.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6.環境教育;7.循環經濟。本系提供多元化⼯程參
訪、暑期實習、企業實習，與專業導師式專題研究，強化學⽣實作經驗與能⼒。系上教師與產業與公部⾨鏈結強，海峽兩岸、東
亞及東南亞國際合作交流熱絡，提供多元國內外進修升學及就業管道。竭誠歡迎您加⼊環境⼯程系⼤家族！
2728 中原⼤學 ⼯業與系統⼯程學系⼯程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Division
本系創設於1964年，歷史悠久，為全國第⼆個成⽴⼯業⼯程系之學校，現有⼤學部3班、碩⼠班、博⼠班、碩⼠在職專班(碩專
班)及國際碩⼠班。系友資源豐富，⾄今已達萬⼈，傑出系友遍佈國內外⾼科技、製造、服務與教育業。專任教師19位，均畢業
於國內外知名⼤學，產研成果與經驗豐富，授課與研究分管理技術、⽣產系統、品質管理、作業研究、資訊系統、⼈因⼯程領
域。2004年本系為全國第⼀個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程科技教育認證之⼯⼯系，與國際接軌。本系於2005年隸屬電機
資訊學院，並於2008年從「⼯業⼯程學系」更名為「⼯業與系統⼯程學系」。2015年成⽴國際碩⼠班招收外籍⽣並採英語授
課，帶領全系邁向國際化。
2379 中原⼤學 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成⽴於1966年，旨在培育電⼦⾼科技⼈才，以從事光電元件、半導體、積體電路、⽣醫感測、多媒體、通訊系統等相關主題
之研發與整合應⽤。
本系提供⼀理想學習環境，課程結構涵蓋電⼦電機領域之基礎內容，且特別強調與電⼦產業需求趨勢密切結合。在教學上基礎學
理與實務運⽤並重，培養學⽣獨⽴思考、創新求新、主動解決問題之能⼒，並養成其團隊、敬業之精神，特別強調訓練學⽣動⼿
實作能⼒。同時，課程符合⼯程科技教育認證規範並積極與國際接軌。
2380 中原⼤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本系所設⽴的宗旨是在培育具備誠信、負責與創意特質之優秀資訊專業⼈才，課程著重學理與實作的配合，期能使畢業⽣具備優
秀資訊⼯程師的專業素養。本系所⾃九⼗三學年度起即完成具國際公信⼒的⼯程科技教育認證，為全國最早通過認證的資訊領域
學系。
2381 中原⼤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成⽴於1972年，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電機系之⼀，2017年以零缺點通過IEET⼯程教育認證最⾼評價。本系教學重視倫理與
⼯程實務養成，以培養具備電機、資訊、⼈⼯智慧技能的優秀⼈才為職志；畢業校友數千⼈，在各⾏各業中皆有極佳表現，台灣
⼈⼒銀⾏評⽐為企業最愛、薪資最⾼系所之⼀，眾多傑出校友為本系的珍貴資產，為學弟妹的楷模並奠定良好就業基⽯。
本校位處桃園市中⼼，交通⽅便、物價低廉，距離桃園國際機場、台北市區均⼀小時⾞程以內，校區⽐鄰中原夜市，⽣活機能極
佳。
2383 中原⼤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為因應科技發展，希冀培養具廣博知識及⾼度整合能⼒之跨領域⼈才，以「學程制」⽅式修習，共有⽣產管理、品質管理、經營
管理、半導體、電路設計、資訊軟體、資訊硬體、資訊應⽤、電⼒、控制、通訊等11個學程，學⽣⼤⼆開始可於11個學程中，選
擇任2個主修學程及任1個副修學程。完成本班修業規定後取得「電機資訊學院學⼠班」之畢業學位。
n027 中原⼤學 中原⼤學美國威⼤密爾⽡基分校電機與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Undergraduate Dual Degree Program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2+2專班學⽣於前兩年學習中原⼤學電資學院基礎與進階課程，⼤三起⾄威斯康⾟⼤學密爾⽡基分校學習相關專業課程。兩校均
為華盛頓公約(Washington Accord, WA)會員國：中原⼤學為中華⼯程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IEET)；美國威斯康⾟⼤學密爾⽡基分校為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BET)，此⼯
程認證確保兩學院之教育⽔準能持續改善，並提升學院之國際知名度。兩學院已完成相互課程之鏈結，並同時注重品格、創業與
國際化之教育。
2+2 學程打造具獨⽴性的全球型專業⼈才，讓你接軌國際。四年即可獲得中原⼤學與美國⼤學雙學⼠學位⽂憑，同時僅需兩年赴
美國學習，可節省花費。2+2學程讓你無需參加SAT測驗。
2382 中原⼤學 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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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創於1960年，為全台灣第1所五年制建築學系。結合專任教師與業界教師，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訓練。每年提供海
外移地教學及赴國外⼤學交換⽣的機會。教學內容包括建築設計、都市環境、科學技術、歷史理論、專業通識等領域。在校⽣與
系友作品得獎無數，連續多年獲得雜誌媒體評選為台灣建築Top 4。畢業後可擔任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結構技師、景觀設計
師、建設公司、營造廠、顧問公司、公務員、學術研究。歡迎具備藝術、設計及創作潛能，並有獨⽴思考能⼒的學⽣選擇本系。
x396 中原⼤學 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Product Design Section
(⼀)本系創⽴於1984年，為全台灣第⼀所於⼤學成⽴的商業設計系。商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培養學⽣產品設計與開發、⼈因設
計、互動設計、產品⾏銷規劃之能⼒。畢業⽣就業包含⽂創產品設計、使⽤者介⾯設計、產品形象及策略、輔具設計、策略設
計、設計管理、及社會設計等領域。(⼆)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者、中⽂能⼒聽說讀寫有困難者，宜慎重考慮。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9
聯絡電話 886-4-23598900
傳真 886-4-23596334
地址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道四段1727號
網址 http://www.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ep.t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2
新⽣保障住宿
東海⼤學2020年獲泰晤⼠報世界⼤學影響⼒排名，東海全球總排名101-200、全國第三、私校第⼀。東海⼤學2013年獲
｢未來事件交易所｣評鑑為全國私校第⼀，是⼀所結合專業知識與博雅教育的⾼等學府，⾃1955年創校⾄今，為社會培育
了無數的優秀⼈才。課程內容豐富多元、教學與研究設備先進新穎，既可滿⾜您追求專業的知識，更可提供您多元跨領域
的學習機會，並重視學⽣國際視野的拓展，透過與姊妹校的海外交流與實習，可以完成您與全球連結的夢想。 本校擁有9
⼤學院與38個系(所)，校園規劃完善，位於台灣的樞紐位置－台中市，經由⾼速鐵路到台北或⾼雄只需50分鐘，距離清泉
崗機場約30分鐘，南來北往交通⼗分便捷，是台灣佔地⾯積最⼤之私⽴⼤學。沈靜典雅的路思義教堂、綠樹成蔭的⽂理
⼤道、古⾊古香的唐式教室建築，提供您完美的學習與⽣活空間。 本校提供新⽣保障住宿，⼆年級以上男⼥⽣可申請住
校；新⽣必須參加勞作教育，勞作成績及格者⽅能畢業；學⼠班學⽣必須通過本校之英⽂能⼒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國
外或香港澳⾨地區，相當於臺灣⾼級中學⼆年級之應屆中五學制之畢(結)業⽣，以同等學⼒資格⼊學學⼠班後，依本校學
則規定應增加畢業學分數⼗⼆學分。 本校設有僑⽣輔導專責單位，安排僑⽣住宿及⽣活所需，選擇東海是您⼈⽣最重要
的抉擇，本校全體師⽣誠摯地歡迎您加⼊我們學習的⾏列，透過我們的熱情與專業，相信您的⼤學⽣活必定可以繽紛多
彩。
系所分則

2269 東海⼤學 應⽤物理學系 Dept. of Applied Physics
現有專任師資16名（教授6位、副教授9位、助理教授1位）。有8位⽼師從事理論與計算模擬研究，領域涵蓋凝體物理、⽣物物
理、⾼能物理與⼈⼯智慧在物理的應⽤。本系⾼速計算實驗室，提供計算物理領域絕佳之教學與研究平台。另外8位⽼師，分別
從事光電科技、奈⽶科技及材料物理等領域的研究。在⽼師們的努⼒下，逐年購置X-Ray繞射儀、掃描電⼦顯微鏡、穿透式電⼦
顯微鏡等貴重儀器，提供系上⽼師及學⽣進⾏尖端之實驗教學與研究。教學⽅⾯，除了傳統物理學系之基礎與專業課程外，亦開
設論⽂專題選修課程，以培養學⽣進⾏專題研究與發表成果報告的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2271 東海⼤學 化學系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Division)
1.理論與實驗並重，不但加強學⽣的學理基礎，更訓練學⽣親⼿實作，使學⽣具備從事化學研究必須之基本能⼒。 2.本系教師開
授課程要求嚴格，除重視教學品質外，在⽣活輔導及研究上更為重視。 3.學術交流頻繁，每學期均安排多位校外專家學者來系發
表學術演講、產業發展，擴展師⽣化學視野，並吸收最新專業知識。
學⽣均需親⾃操作儀器培養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
危險。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chem.thu.edu.tw)。
2272 東海⼤學 化學系化學⽣物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cal Biology Division)
1.理論與實驗並重，不但加強學⽣的學理基礎，更訓練學⽣親⼿實作，使學⽣具備從事化學研究必須之基本能⼒。 2.本系教師開
授課程要求嚴格，除重視教學品質外，在⽣活輔導及研究上更為重視。 3.學術交流頻繁，每學期均安排多位校外專家學者來系發
表學術演講、產業發展，擴展師⽣化學視野，並吸收最新專業知識。
學⽣均需親⾃操作儀器培養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
危險，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chem.thu.edu.tw)。
2273 東海⼤學 應⽤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設
備：系圖書室藏書逾七千冊，專屬電腦教室、3D列印實驗室、機械⼿臂控制實驗室、靜謐舒適的閱讀空間。
應⽤⽅向：3D列印、精機控制、數學建模、數據分析。
獎助學⾦：學科成績優異獎學⾦，東海⼤學葉芳栢教授 H-infinity紀念獎學⾦，兼任助教或⼯讀助學⾦。
輔導機制：家族導師綜合輔導、必修數學課助教習題演⽰與輔導。
跨域選擇：系必修學分數低，校內跨領域修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選擇多。
系友資源：傑出校友遍及精算、財⾦、資訊、半導體、⾃動控制等多項領域。
產學合作：鄰近台中精密機械創新園區、中部科學園區、台中榮總醫院等，合作機會多。
2275 東海⼤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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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符合國際IEET認證規範。
2.師資優良，聲譽卓著。
3.重視國際化：與國外著名⼤學簽訂學⽣交換與雙聯學位。
4.教學與研究具特⾊且多元化：注重製程與能源科技、材料科技與⽣化科技等三⼤領域。
5.產學互動密切，提供產業實習機會，學⽣就業順暢。
6.升學就業⽐例約為3：2。
2276 東海⼤學 ⼯業⼯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1.教學領域為智慧設計與⽣產，與智慧經營與管理。
2.橫跨⼯程及管理⼆⼤領域，培養未來產業需要的⼯業⼯程、資訊系統、經營管理跨界⼈才。
3.參與國際IEET⼯程教育認證：以課程搭配實驗室的作法，建⽴完整的學習機制。
4.學術研究：著重理論與實務結合，畢業後將同時具備產業界的經驗及學術理論背景。
5.產學合作：與台灣中部各產業領域均有合作。
6.國際化：積極辦理國際研習計畫，觸⾓已拓展到美、荷、義、⽇本、中國，與東南亞等國⼤學與企業。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www.ie.thu.edu.tw)。
2280 東海⼤學 環境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特⾊從地球環境⾄個⼈健康，以環境⽣態與⾃然保育、環境污染防治、環境化學及環境規劃與管理為教學⽅向，均衡發展各
領域，培養學⽣專業表達能⼒及提升國際觀。本系優勢1.師資結構優良;2.中部地區唯⼀同時具備環境⼯程、科學與管理專業的系
所;3.創系已逾30年為台灣最早成⽴環⼯系所之⼀且具有傳統形象優勢;4.系所教學設備健全;5.校院級研究多樣且完備有利跨領域
研究與教學;6.理論與實務兼顧;7.環保各專業領域之師資完整;8.教師建教合作績效強;9.教師研究能量佳;10.完備的⾏政組織運作
與⾃我改良機制;11. IEET⼯程認證通過。
本系教學為理論學習及實務操作並重，故含有⽣物、化學及物理實驗操作(空污、⽔污、廢棄物檢測、噪⾳等)、野外採樣及數據
分析等課程。因課程學習需要，學⽣需具備觀測及辨識圖像、⼿動操作儀器設備、耐久站等特質。此外，學⽣需細⼼沉穩、具備
⼈際互動與溝通協調等能⼒，以利觀測研究數值變化，或於實驗發⽣意外時做出適當的緊急應變反應。課程與畢業關規定請參閱
本系網⾴(http://www.envsci.thu.edu.tw)
2277 東海⼤學 資訊⼯程學系資電⼯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ivision)
培養「資訊⼯程」與「電機⼯程」跨領域專業⼈才，具備軟、硬體系統整合設計能⼒，奠定智慧物聯網(AIoT)、嵌⼊式系統專業
⼈員之基礎，並訓練出具有電腦領域知識與應⽤領域相關知識，為⼈⼯智慧、物聯網與嵌⼊式系統整合應⽤產業培育健全之⼈
才。
2260 東海⼤學 資訊⼯程學系⼈⼯智慧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培養「智慧應⽤」、「數位創意」與跨領域專業⼈才，結合資訊科技、數位創新、⼈⼯智慧、⼤數據、數位資訊應⽤等領域，培
養具備深厚資訊⼯程能⼒的跨領域⼈才，使之能創造及定義下⼀代智慧⽣活的各項創新應⽤。
2278 東海⼤學 資訊⼯程學系軟體⼯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Engineering Division)
培養「資訊技術」與「⼯程管理」跨領域專業⼈才，本組有先進的軟體資訊技術課程，並具備與業界接軌的⼯程訓練、全球創新
的實習虛擬公司訓練，⽬標為培養⼤小型軟體開發技術與專案管理能⼒⼈才，將成為專業⼈才培養的搖籃。
2281 東海⼤學 電機⼯程學系 Tunghai University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發展領域明確，兼顧未來產業發展動向與本校環境，並訂定「無線通訊技術」、「積體電路設計」、「奈⽶電⼦材料」、
「智慧製造系統」、「⽣醫電⼦資訊」⼈才為主，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之訓練，並培養學⽣分析及解決問題、跨領域溝通協調及
團隊合作等能⼒。 本校鄰近「中科園區」、「台中⼯業區」、「台中航太園區」、「台中軟體⼯業園區」，無論是傳統產業升
級，新興產業發展，均需⼤量電機⼯程領域⼈才。學⽣於本系就學期間可獲得與產業互動及赴產業界⾒習之機會，課程與畢業相
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ee.thu.edu.tw)。
2274 東海⼤學 統計學系巨量資料管理組 Dept. of Statistics (Division of Big Data Management)
本系⽼師教學經驗豐富且積極從事研究，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本系未來發展之⽅向⼤致可分為：
1.統計理論：繼續深造、從事研究⼯作為⽬標。
2.管理科學統計：⼯商管理包括精算師、銀⾏資訊⼈員之培育。
3.⼯業統計：培養品管、研發、製程等⼈才。
4.⽣物統計：包括資料採礦、⼈口學、醫藥衛⽣、遺傳學和農學⽅⾯的應⽤。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stat.thu.edu.tw)。
2282 東海⼤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小而精緻的教學體系：獨棟的系館和開放的⼯作室空間培育出獨⽴思考與創作，專注投⼊的專業教師更是實踐教育理想的推
⼿。
⼆、以⼈⽂創新為教學⽬標：將⼈⽂、藝術、社會和科技的融合視為思考和創新表現的原動⼒。
三、藉環境薰陶啟迪創意：綠意盎然及融合著中西⽂化與現代建築特⾊的校園，是培育建築創意⼈才的最佳搖籃。
四、國際化的視野與前程：與歐美及亞洲多所學校密切的交流活動推動國際化。
五、其他：修業年限五年，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arch.thu.edu.tw)。本系為理論與實務並⾏的科系，但
實作課程占⽐⾼，需要良好體能、肢體及細微動作的操作能⼒、辨識顏⾊與形狀等視覺功能，具溝通協調能⼒與情緒控管之抗壓
能⼒，以對抗學習過程中沉重的作業壓⼒。
2283 東海⼤學 ⼯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本系設計課程安排與教學⽅式，經由體驗、設計思考啟發、及親⾃動⼿實作的設計過程，為學⽣兼具專業的訓練及創新的理念。
每年級的設計課程，由三位教授分組同堂指導，學⽣與不同領域教師進⾏討論，以激發其創造思考能⼒，並加強有關藝術造形與
⼯程製造之知識和訓練，使本系學⽣兼具科學、⼯程、市場與藝術之厚實基礎，達成創意⼒、美感⼒、科學⼒、學學⼒、辨證⼒
的培育⽬標。 本系常與廠商及政府單位建教合作，學⽣有參與產界合作、培養實務經驗的機會。與⽇本千葉⼤學締結姊妹校，每
年均有國際交流設計營，並選派交換學⽣。本系因設計實作需求，需具相當之視聽、肢體操作、口語表達、⾊彩辨識能⼒。本系
網⾴：http://id.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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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東海⼤學 永續科學與⼯程學⼠學位學程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gram
1. 永續學程課程設計是以全球的觀點，討論我國⾯臨永續發展的瓶頸及解決⽅案。對境外⽣而⾔，則以區域性議題吸引學⽣並引
導其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2. 需修習國際學院既有的Global Leadership Honors Program，培養綠⾊博雅的價值觀。
3. 提供基礎數學及科學、基礎商業知識、管理與⼯程基礎能⼒的訓練。
4. 學程專業課程涵蓋之關鍵永續發展議題包括：氣候變遷與調適、能源與資訊管理、環境污染防治與控制、永續治理與政策、永
續性的經濟與社會體系。
5. ⾼年級課程著重於個案分析、實作實習、針對特定議題提出創新性且符合永續發展的解決⽅案。
6. 培育能與國際接軌之永續⼈才。詳參考網⾴：http://ic.thu.edu.tw/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5
聯絡電話 886-2-28819471
傳真 886-2-28838409
地址 111002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
網址 http://www.sc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ae.scu.edu.tw/index.php/zh-hant/ocs-app/scholarship
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情請逕洽本校學⽣住宿中⼼ http://web-ch.scu.edu.tw/housing
●2020《遠⾒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學⽣私⽴⼤學第4名；【社會⼈⽂類】私校第2、全國第5；【法政類】私⽴⼤學第
1、全國第3；【商管類】私⽴⼤學第1、全國第4。 ●2020《Cheers雜誌》調查2000⼤企業最愛⼤學⽣，私⽴綜合⼤學
第6名。 ●2020《1111⼈⼒銀⾏》企業最愛⼤學，私⽴⼤學第三名。 ●2019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全校62位學⽣獲
得補助，通過率⾼於全國平均值。 ●2018-2020連續3年表現卓越，榮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2018-2019補助⾦
額各為8,968萬元，2020更⾼達9,579萬元)。 ●2018教育部評選為北區唯⼀「品德教育特⾊學校」。 ●2018 QS亞洲最
佳⼤學評鑑，臺灣私⽴綜合⼤學前5名。 ●2018 QS亞洲最佳⼤學評鑑，教師研究每篇論⽂被引⽤率排名臺灣第3。
●2005—2017 連續13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額合計⾼達9億元以上。 ●1999—2019 連續舉辦20屆東吳國際超
級⾺拉松 (4度獲IAU⾦牌賽事)。 ● 全國⾸創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碩⼠完整學習體系。巨量資料管理學院學位學程經教
育部核定於110學年度起調整為《資料科學系》。 ● 成⽴東吳富蘭克林⾦融科技開發中⼼，並設⽴「⾦融科技學程」，
掌握最新的⾦融科技 (Fin Tech) 發展實務，培育未來的⾦融專業⼈才。 （⼀）法律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其餘各學系修業
四年，男⼥兼收。（⼆）本校有兩校區：⼈⽂社會學院(中⽂、歷史、哲學、政治、社會、社⼯、⾳樂、⼈權碩⼠學位學
程)，外國語⽂學院(英⽂、⽇⽂、德⽂)，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微⽣物、⼼理)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資料科學系)學
⽣在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學院(法律學系)及商學院(經濟、會計、企管、國貿、財精、資管)學⽣
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三）為使學⽣得以充分運⽤教學與⽣活資源，法、商學院⼀年級新⽣
每週規劃部分課程⾄外雙溪校區上課。 （四）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科⽬與學分外，尚
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資訊能⼒、美育活動畢業標準，⽅可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
其能⼒與素質。（五）本校備有學⽣宿舍，並可租⽤附近⺠房。有關宿舍及學雜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
（http://www.scu.edu.tw）查詢。（六）相關獎助學⾦資訊請⾄本校德育中⼼網⾴（http://www.scu.edu.tw/life）
查詢。
系所分則

2355 東吳⼤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1.著重數學基礎訓練，並兼顧實際應⽤，使學⽣具備研究進修及跨領域的⼯作知能。
2.重點課程採小班精緻教學。輔導機制完善，師⽣關係融洽。
3.優秀系友遍布各⾏業，貢獻社會良多。
4.位於台北市⼠林區，交通便捷，⾃然、⼈⽂景觀豐富。鄰近中影⽂化城、故宮博物院，陽明⼭國家公園，芝⼭岩⽣態保護區、
⼠林官邸、⼠林觀光夜市等。
2356 東吳⼤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1.秉崇理務實的精神，著重物理基礎教育，並兼顧實際應⽤，使學⽣具備研究進修及跨領域的⼯作知能。
2.辦學績效良好，具良好之社會名望與優質形象。
3.教師教學嚴謹而懇切，小班精緻教學；輔導機制完善，師⽣互動融洽，學習成效佳。
4.物理演⽰特⾊教學，「物理演⽰教材之設計與創作」，帶領學⽣製作演⽰教材，成績卓然可觀。5.傑出優秀系友遍布學術、教
育、⼯業、商業等各⾏業，尤以在科技產業多有表現，貢獻社會良多。
6.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聲⾳判定實驗結果。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
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357 東吳⼤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1.以培養優秀化學⼈才為⽬的，訓練學⽣使其在化學知識領域中，具備紮實的理論與實驗操作基礎，依個⼈性向並配合社會脈
動，學⽣可選擇修習不同課程，以期未來可發揮所⻑，更在發展之進程中⾃然融合成不同之研究群，彼此⽀援，落實學術研究成
果於⼈類。
2.化學為基礎科學，相關從事⾏業⼗分廣泛，如⾷品、醫藥、材料等，畢業⽣除在學術研究單位任職外，在化學相關⼯廠、電⼦
儀器公司、醫院等處⼯作之⼈數眾多，就業前景極佳。
3.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
軀，遠離危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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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1 東吳⼤學 資料科學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1.學系特⾊：本系採院系合⼀制，而本院為國內「Big Data」設⽴學院之先例，院務發展以「整合」與「創新」為核⼼，以「實
務運⽤」為導向，創設結合校內五院軟硬體資源，並積極引進產官學界最新能量與知識，以先⾏者的姿態，打造掌握未來趨勢之
「資料科學家」孕育平台。
2.課程設計：為符合時代之趨勢，參考國內外知名⼤學作法，研訂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課程內容。重點如下：A.⼤⼀、⼤⼆修讀學
院共通課程，強化基礎實⼒；B.⼤⼆選讀學群選修課程，發展專業⽅向；C.⼤三、⼤四實務應⽤課程，引進企業實務教師; D.⼤
四進⾏整合性專題研究，落實產業實習與實務應⽤。
3.未來發展：本系落實學⽤合⼀的教學理念，透過積極開發的學習資源和相關應⽤，學⽣在學習過程裡，可以有機會幫助企業解
決⽬前所⾯臨⼤數據收集分析的難題，也可從產學合作內，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讓學⽣畢業即具備職場即戰⼒。
2818 東吳⼤學 財務⼯程與精算數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Actuarial Mathematics
1.本系在保險精算領域已發展數⼗年，在實務界及相關單位均獲⾼度評價，極具競爭⼒。
2.近⼗年來更跨界財務⼯程領域，不僅使學⽣出路更廣，在國內相關系所和領域，亦是唯⼀具有完整師資和課程的保險精算學
系。在⼤學⼊學招⽣與招收國際學⽣⽅⾯，具有相當的吸引⼒。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2
聯絡電話 886-4-26328001
傳真 886-4-26526602
地址 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網址 http://www.p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sa.pu.edu.tw/osa/files/scholarship/S04F1_557.pdf
新⽣保障住宿
⼀、本校正式成⽴於1956年，現有6個學院、24個學系(含學位學程)、23個碩⼠班及3個博⼠班。 ⼆、⼤學部教學以中⽂
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講能⼒。 三、為⿎勵僑⽣就讀本校，僑⽣新⽣(不含境外學分班學⽣)第⼀學年可獲
雜費同額獎學⾦；僑⽣來⾃聯盟學校者可獲學費同額獎學⾦。⾃第⼆學年起，若無懲處紀錄，依前⼀學期班排名成績核發
助學⾦，⾄多三年：(⼀)前1-10名者：獲學、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前11-20名者：獲學
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三)前21-30名者：獲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四、校址：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 五、本校
備有男⼥⽣宿舍，僑⽣第⼀年保障住校。
系所分則

2302 靜宜⼤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發展重點為⽣物資訊科技、影像處理與資訊安全、物聯網與崁⼊式系統設計、⾏動通訊網路、⼤數據分析，以及分散式計算，並
透過務實的專業課程培育頂尖的資訊⼈才。
2298 靜宜⼤學 財務⼯程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1.課程結合數理基礎、資訊計算、財務⾦融實務應⽤三種⾯向訓練,輔導考取國際專業證照, 培養⾦融科(FinTech)知能. 2. 可申請
企業實習，掌握就業先機 3.可申請⾄國際姐妹校交換，增加國際視野.
2300 靜宜⼤學 應⽤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必修課程中，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等課程均涉及化學反應，如有辨⾊⼒異常者，對於相關實驗將有安全顧
慮及學習困難等缺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301 靜宜⼤學 資料科學暨⼤數據分析與應⽤學系 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Analytics and Application
本系以培育資料科學(⼤數據)與⼈⼯智慧⼈才為⽬標。以紮實的數理涵養(統計、數學)為根基，輔以資訊計算技能的訓練(data
mining、AI)，並將其應⽤在各實務領域 (⾦融FinTech、醫療、⼯業製造、物聯網…)，培育理論與實務兼備之⼈才。開設不同
發展⾯向之分流學程群，使學⽣及早確⽴發展⽅向:「資料科學實務學程」、「⼈⼯智慧與深度學習學程」、「⼯業4.0學程」、
「科學計算學程」及「⾦融科技學群」等學程。著重產學與就業的連結，開設各種實務課程，輔導考取(國際)證照，並⿎勵學⽣
跨領域選修輔系，提升就業競爭⼒。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38A
聯絡電話 886-2-28824564#2247
傳真 886-2-28809774
地址 11103台北市⼠林區中⼭北路五段250號
網址 http://web.m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桃園⾏政處學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mcu.edu.tw/zh-hant/content/scholarship#僑⽣清寒獎學⾦
新⽣保障前兩年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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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於2010年11⽉18⽇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2016年6⽉24⽇通過MSCHE
再認證審核，取得該認證最⻑的⼗年期認證，再度蟬連全台灣唯⼀擁有美國認證⼤學，同時是亞洲第⼀所美國認證⼤學地
位。 2.設有「僑⽣暨陸⽣輔導組」，作為僑⽣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兼收並備有男、⼥學⽣宿舍，供學⽣申請住
宿。 4.有關獎學⾦之詳細類別，請⾃⾏參考本校網站進⼊學務處網⾴查詢。 5.各招⽣學系課程、教學特⾊、教學資源概
備註
況等，請上各系網⾴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
台北市⼠林區中⼭北路5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9 傳真號碼：(02)28809774 桃園校區：桃園市⿔⼭區⼤同⾥德明
路5號 電話：(03)3507001‒2 傳真號碼：(03)3593852 ⾦⾨校區：⾦⾨縣⾦沙鎮德明路105 號 電話：(082)355233 傳真號
碼：(082)355663 8.網址：http://web.mcu.edu.tw
系所分則
2266 銘傳⼤學(桃園)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以培養資訊科技專業⼈才為主旨，除奠⽴學⽣理論⽅⾯的基礎外，並強化實務課程的訓練。在桃園校區上課。
2308 銘傳⼤學(桃園)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系所以培養電⼦⼯程之專業⼈才為⽬標，強調紮實的理論基礎與實務經驗，課程規劃以計算機系統應⽤、光電及半導體為三⼤發
展重點。在桃園校區上課。
2268 銘傳⼤學(桃園) 電腦與通訊⼯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以培養結合資訊與通訊⼯程之專業⼈才為⽬標，強調學理與實務並重，課程教學與研究⽅向分為網路技術、通訊技術及嵌⼊式系
統三⼤領域。在桃園校區上課。
2543 銘傳⼤學(桃園) 資訊科技應⽤與管理學⼠學位學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Program
本學程⾃91學年度成⽴國際班，95學年度成⽴學位學程，隸屬「國際學院」(本校國際學院為國內第⼀個⼤學四年全英語授課的
教學單位)，學程整體發展計畫係秉持銘傳創校五⼗⼋年培育⼈才的優良傳統及教育⽬標『⼀念三化』(即「⼈之兒⼥已之兒⼥」
之理念，與「卓越化，專業化，國際化」)，與院之教育⽬標『啟發優質學習、提升國際教育、服務國家及國際社會』為基礎，並
深化校之『國際化』與院之『服務國際社會』之⽬標，訂定本學程的教育⽬標。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7
聯絡電話 886-4-23323456 轉 6298
傳真 886-4-23394140
地址 41354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網址 http://www.asia.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學院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
1.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THE)公布世界⼤學評⽐，本校榮獲2020年「 THE 世界⼤學」排⾏全台⾮醫⼤第1名，全
台第11名，私校排名第4名。「2020 THE千禧年成⽴全球最佳年輕⼤學」評⽐本校排名坐落於151-200名，全台排名第3
名，私校排名第1名。本校辦學績優，未來將朝全球最佳500⼤⽬標邁進。 2.亞洲⼤學⽬前設有7個學院、29個⼤學部學
系、4個博⼠班、19個碩⼠班；成⽴國際學院，開辦全英語授課學程，積極落實「亞⼤318國際化⽬標」：培育學⽣『具
備3種語⾔能⼒』、『⼤學期間⾄少出國1次』及『8種出國途徑』。 3.本校積極⿎勵學⽣出國參加國際競賽：參加巴黎、
⽇內⽡等國際發明展，⾄今已獲117⾦、144銀、100銅、41特別獎、5次⼤會⾸獎、5次國際最⾼獎；參加國際設計競賽
中，迄今獲85件紅點獎，其中16件為最佳獎、8件IF獎。 4.(1)本校男⼥兼收。(2)學⽣宿舍床位約有4,400床，提供⾜夠
數量之宿舍安排，為4⼈之冷氣套房。(3)本校為禁菸校園。
系所分則

2332 亞洲⼤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標是培養學⽣具備資訊專業訓練以及就業能⼒，申請者以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343 亞洲⼤學 ⾏動商務與多媒體應⽤學系 Department of M-Commerce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秉持「實⽤資訊、媒體應⽤、社會關懷」之理念，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培育具備⾏動商務系統操作管理與多媒體應⽤能⼒
之專業⼈才。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進⼊本系學⽣可依興趣修習本系規劃之特⾊學程。
2346 亞洲⼤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因應當前資訊與傳播科技、⼤數據、⼈⼯智慧之發展趨勢，培育學⽣於新媒體環境中之學術研究與專業能⼒。結合來⾃平⾯、廣
播、電視媒體及中部影視基地之業界師資協同教學，推動實習7+1學制讓學習與就業無縫接軌。
2349 亞洲⼤學 室內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9

聯絡電話 886-4-851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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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8511007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51591彰化縣⼤村鄉學府路168號

網址 http://www.d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學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reg.dyu.edu.tw/unit_index.php?page=2&unit=2950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葉⼤學是「德國式師徒制」綜合⼤學，在台灣連續⼗年獲政府核定為⾼教界「教學卓越⼤學」，更是全國補助經費⾦額
連年成⻑的學校，2015以來獲教育部獎勵⾦額逐年創新⾼，名列全國第三，2018年最新⼀期教學卓越計畫(⾼教深耕)名
列全國新興⼤學第⼆名，超過27所國⽴⼤學。 ⼤葉師⽣厚實的學術研發實⼒也屢獲德國紐倫堡發明展、義⼤利發明展、
備註 ⽇本東京發明展等國際獎項肯定。2017年榮登iF全球頂尖設計⼤學前50⼤，囊括12座iF與紅點設計⼤獎。此外，國際極
具權威的西班⽛Webometrics 2017年世界⼤學網路排⾏榜，在全球超過24,000所⾼教機構中，⼤葉⼤學⾼居全球前7%
領先席次。 據臺灣ESI論⽂統計，本校⼯程領域進⼊世界前1%(以論⽂被引⽤次數計算)；而WOS論⽂統計，亦顯⽰本校
機械學⾨、農學類、材料類、⽣物及免疫類等領域均已蓄積相當之研究能量。
系所分則
2335 ⼤葉⼤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招收對光電半導體元件、奈⽶技術、天線與微波系統、通訊系統、訊號處理、綠⾊能源、系統單晶⽚設計、控制設計及應⽤、
電⼒電⼦、以及嵌⼊式系統等領域有興趣之學⽣。教學理念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以期培育具理論基礎及實務經驗之電機⼯程師。
為強化學⽣就業能⼒，⼤學部可⾄企業全職實習。 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餘依⼀般限制。 2.Email：ee504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161
2333 ⼤葉⼤學 機械與⾃動化⼯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1.⼤葉⼤學機械與⾃動化⼯程學系本系秉持「理論與實務並重」、「科技整合」與「師徒制」之教學理念，強調教育⽬標在於知
識傳授與技術訓練，培育具思維創新、團隊精神、全球視野之產業菁英機械⼯程⼈才。更榮獲全國⼤專院校『環保節能⾞⼤賽』
之破記錄殊榮及2015-2019年囊括⼤部份冠軍獎項及電動⾞六連冠榮譽及2020年電動⾞優等獎、全國⼤專院校『精密⼯具機⼤
賽』冠軍、『發明競賽與發明專利』⼤獎以及榮獲科技部⼤專⽣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殊榮……等，歷年來已經造就無數的⾞輛、
精密機械與機電⾃動化領域菁英。本系以『⾞輛科技與能源科技』、『微機電與精密機械』、『機電整合』為教學重點，1/3課
程由企業專家協同教學，進⾏實務訓練與技術傳承。本系已通過最新IEET國際⼯程教育認證，辦學成效斐然。本系另有研究所
碩、博⼠班供學⽣繼續深造。 2.E-mail：me501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101
2336 ⼤葉⼤學 環境⼯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培育「綠⾊科技」、與「職業安全管理」專業⼈才，也兼顧「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之養成。強化理論與實務並重，安排全
職實習與證照輔導，以強化學⽣就業及研發競爭⼒，期使畢業⽣能夠達到全⾯就業或再進修升學。本系聯絡電話：04-8511888轉
2351。系網⾴http://ev.dyu.edu.tw/
2392 ⼤葉⼤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資訊⼯程學系主要⽬的是讓學⽣了解軟體⼯程的基本知識和其應⽤領域。為了提升教學內容與品質，本系教師持續投⼊於幾個先
進領域的研究，如：智聯網(AIoT)及雲端運算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餘依⼀般限制。
E-mail：if5100@mail.dyu.edu.tw；Tel：+886-4-8511888 ext. 2401
2545 ⼤葉⼤學 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1.醫學⼯程學系結合醫學、⽣醫資訊、醫學材料的知識，其教學⽅向(1)AI智慧醫療(2)醫學材料(3)醫學影像，以實務教學著重AI
智慧醫療與醫學技能的課程，培養堅實的醫學影像處理師，⽣物醫學⼯程師的專業知能，未來考取醫學⼯程證照及投⼊醫學機構
就業。
2.E-mail:dbe5243@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2621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5
聯絡電話 886-3-2118800
傳真 886-3-2118700
地址 33302桃園市⿔⼭區⽂化⼀路259號
網址 http://www.cg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egulation.cgu.edu.tw/p/406-1057-58471,r1837.php
在學期間皆可申請學⽣宿舍。申請⽅式與台灣學⽣相同。
1.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學⽣需參加學系安排之實習。 2.本校學⼠班學⽣需通過英⽂畢業⾨檻，始具畢業資格，相關規
定請參考本校語⽂中⼼網⾴公告。 3.本校僑⽣輔導專責單位，為學務處就僑組。 4.僑⽣⼊學⼀律為中⽂授課，僑⽣聽說
讀寫之中⽂語⽂能⼒需為必備。 5.中英⽂版本如有出⼊時，以中⽂版為準。

系所分則
2395 ⻑庚⼤學 電機⼯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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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班級必修課程外，電機系⽬前共分「資訊與通訊領域」、「電⼒與控制領域」、「醫電與電路系統領域」3個專業領域選修，
可進⼀步深⼊專業學習。
2.本校有充沛的教學研究資源及優於國⽴⼤學的設備與師資。在2018年世界⼤學學術排名(NTURanking)中本校「電機領域」之
學術研究為全國電機領域排名第9名，私⽴校院排名第1名。
2745 ⻑庚⼤學 機械⼯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通過 IEET ⼯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教學品質有保障，並與國際接軌。 與多所國外⼤學（如：美國明尼蘇達⼤學、韋恩州立⼤
學、韓國延世⼤學、⽇本岡⼭⼤學、⼭形⼤學、新加坡國⽴⼤學等）簽訂學術研究合作協定，提供學⽣出國研究、學習機會。實
作與實務學習為本系課程之特⾊，學⽣需親⾃進⾏電腦製圖，操作實驗設備與機台，並參與⼯廠實習。相關機械設備需⼿腳並
⽤，且操作時要能察覺設備作動並即時反應。
2397 ⻑庚⼤學 化⼯與材料⼯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1.本系以培養化學⼯程與材料⼯程之專業⼈才為主旨，超低⽣師⽐，使學⽣獲得專業化之訓練。課程融合理論與實務操作，內容
涵蓋綠⾊技術製程、尖端材料設計與製備，⽣化與⽣醫的應⽤等。
2.本系仿照美國⿇省理⼯學院之實習制度，於⼤三暑假期間⾄國內知名廠商及研究機構實習，強化學⽣將課堂所學運⽤於職場的
能⼒，培養學⽣成為具備獨⽴思考及解決問題能⼒之科學⼯程師。
3.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本系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
果。各項實驗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現場。
2398 ⻑庚⼤學 電⼦⼯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學習領域包括⾼頻通訊電⼦、⽣醫電⼦、半導體元件與製程、綠⾊照明及智慧晶⽚系統。
*完整配備之矽製程無塵室，獨⽴之化合物半導體及⾼階微波通訊量測設備。
*提供新穎完善的設計、模擬、製程及量測研究實驗環境。
*鄰近台北與華亞園區半導體產業聚落。
2399 ⻑庚⼤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資⼯系提供紮實的專業訓練，課程包含⼈⼯智慧、物聯網、軟硬體設計、通訊網路、⽣醫資訊與⼯程等資訊科技重要知識。畢業
後可擔任程式設計師、資料分析師、網路⼯程師和系統⼯程師等軟硬體開發和管理職務。本系積極與台塑集團、⼯研院、凌華、
英業達、廣達、仁寶、新普、東元及西⾨⼦等國內外知名企業建⽴產學合作關係，透過專題研究與企業實習的課程導⼊，達到理
論與實務結合的⽬的，讓⻑庚資⼯系的學⽣可以於就學期間就與企業⾼階主管互動，贏在就業起跑點。
2400 ⻑庚⼤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1
聯絡電話 886-7-6577711
傳真 886-7-6577477
地址 84001⾼雄市⼤樹區學城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is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醫學院區⼤⼀新⽣(第⼀年)皆⼊住校本部宿舍，於⼤⼆再返回醫學院區。 宿舍簡介：(住宿費⽤包含⽔費、網路費，不含
冷氣費或電費) ⼀、校本部 (⼀)第⼀宿舍四⼈房：每學期為10,9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國際
學舍三館三⼈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2,800元，下學期(3~7⽉)19,000元，另繳保證⾦3,800元，寒、暑假可續住，電
費按表計費。 ⼆、醫學院 (⼀)校區三⼈套房：每學期為17,5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義⼤醫
院宿舍區雙⼈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7,000元，下學期(3~7⽉)22,500元，另繳保證⾦4,500元，寒、暑假可續住，電
費按表計費。
⼀、男⼥兼收，並備有男⼥⽣宿舍。 ⼆、提供各項獎助學⾦，詳情可上網查詢：義守⼤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
本校⼤⼀新⽣(含醫學院學系)在校本部上課及住宿。 四、⼤⼀新⽣必修學⽣服務教育課程。
系所分則

2287 義守⼤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以培育學⽣成為專業電機⼯程師為⽬標，專業領域除了訓練學⽣具有傳統電機⼯程知能外，課程亦涵蓋多項全世界蓬勃發展的新
穎科學及技術，包括能源⼯程、通訊和網路、光電科技、信號與資訊、控制系統。本系著重國際化視野之培養，系上教授之研究
與美、加、⽇、英、港、澳等國有密切之交流，我們也培養學⽣具備獨⽴學習與英⽂報告之能⼒。
2288 義守⼤學 電⼦⼯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教授電⼦⼯程專業知識，及培育建設所需之電⼦科技專業⼈才為主要⽬標。教育⽅式採理論與實務並重並培養國際觀，教
學課程涵蓋(1)光電技術、(2)微電腦應⽤技術等，以培育綠能光電、智慧電⼦及⼈⼯智慧⼈才。
2289 義守⼤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課程設計兼顧理論與實務，以「嵌⼊式系統」、「網路與通訊系統」、「多媒體與⼈⼯智慧系統」為三個主要⽅向，包括嵌⼊式
系統技術、⼿機程式設計、雲端計算、Linux作業系統、資訊安全、多媒體資訊網路、多媒體資料庫設計、影⾳壓縮、糾錯編
碼、影⾳通訊系統等項⽬。並設有「資訊技術與管理」、「網路與通訊」、「智慧型機器⼈ 」、及「⽣物醫學資訊 」等多個跨
領域的學程。藉由專題與實作來落實學習成效，以提升學⽣的就業競爭⼒。
2290 義守⼤學 智慧網路科技學系 Dept. of Intelligent Network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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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5G通訊、物聯網(IoT)、⼈⼯智慧(AI)的技術已經是銳不可擋的趨勢，各國重點⼤學無不把這項技術列為不可或缺的重點發
展項⽬。本系以培養智慧科技與⼿機通訊專業⼈才為⽬標，教學研究重點為⼈⼯智慧、物聯網、⼤數據、⾏動App。學⽣學習整
合有智慧技術特⾊的物聯網、基地台及相關應⽤軟件(軟體)。過往，本系畢業校友已陸續在通訊電⼦廠、軟件公司、無線網路通
訊廠、半導體廠任職、或赴歐美⽇攻讀研究所。
2291 義守⼤學 機械與⾃動化⼯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招收機械與⾃動化⼯程及相關領域之優秀青年，施以有系統之教育訓練，使其具有實務、理論研究等能⼒兼備之⼈才。
2292 義守⼤學 化學⼯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以培養理論與務實並重之⼈才為⽬標，除化⼯基礎訓練外，並著重於⽣物技術、材料科技及清淨製程等⽅⾯研究。化學⼯程教育
是提供⽣物技術、綠⾊能源、奈⽶與電⼦、特⽤性⾼分⼦及醫學等⼯業所需⼈才，產值佔總體製造業三分之⼀， 就業容易且廣
泛。本系著重實驗操作及實習，並輔導學⽣創新、創業，歡迎對實作及學理應⽤有興趣的同學加⼊。
2293 義守⼤學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通過IEET認證，並擁有完整規模實驗室及設備(⾼解析電⼦顯微鏡、多功能X光繞射儀、各類熱分析儀器、各類製程設備及
性質檢測儀器、光電薄膜材料鍍膜系統、合⾦熔煉及熱處理爐)。教學課程涵蓋⾦屬、電⼦光電與多功能材料等領域，就學四年會
連結義联集團及區域科技產業資源，提供學⽣豐富的實習場域及畢業⽣多元的就業機會。本系畢業⽣系友廣布，分別於半導體、
光電、⾦屬、鋼鐵、⽣醫、塑化等產業服務，表現優異且薪資待遇佳。
2294 義守⼤學 ⼟木⼯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木⼯程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隨著全球暖化與⽣態環境惡化，⽣態永續在⼯程建設上的落實更形重要。本系以培育具備⽣態
與永續理念之⼟木⼈才為⽬標，畢業⽣在國際⼤舉推動基礎建設之際將可⼤展所⻑!本系已經爭取到教育部新⼯程教育⽅法實驗計
劃，新⼊學的學⽣將享有更多資源並體驗新課程的實務教學。
2296 義守⼤學 資料科學與⼤數據分析學系 Dept. of 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課程融合數理邏輯、⾦融科技與資料科學等專業，理論與實務並重，培養跨域能⼒，訓練同學成為具備數理分析能⼒的⾦融、資
訊專業⼈才。本系教學設施完善，規劃完整的數理、⾦融、資訊等基礎與進階課程，輔導取得專業證照，提供企業實習機會。未
來可依個⼈興趣從事⾦融產業、統計分析、軟體開發、多媒體製作、⼤數據/資料科學等⼯作或報考相關研究所。本校與海外多所
⼤學合作，可申請海外交流學習，增廣國際視野，提升國際競爭⼒。
2297 義守⼤學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1.本系以培育國內⽣物醫學⼯程專業⼈才為⽬標，為南台灣第⼀所⽣物醫學⼯程學系，另設有碩⼠班。2.本系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以提升學⽣就業競爭⼒，搭配未來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規劃⽣醫電⼦暨醫學資訊、⽣醫材料暨組織⼯程、⽣物⼒學暨福祉科
技特⾊領域，並開設醫⼯領域跨臨床醫學產學合作課程，培養學⽣醫療器材創新能⼒。3.聯絡電話：07-6151100轉7453，網址：
www.bme2.isu.edu.tw。

實踐⼤學(⾼雄) Shih Chi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0A
聯絡電話 +886-7-6678888
傳真 +886-7-667-9999
地址 84550⾼雄市內⾨區內南⾥⼤學路200號
網址 https://www.kh.usc.edu.tw/
承辦單位 ⼊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activity.kh.usc.edu.tw/p/412-1014-662.php?Lang=zh-tw
⾼雄校區，備有男⼥⽣宿舍，網址：https://sls.kh.usc.edu.tw/index.php?Lang=zh-tw 男⽣宿舍：4⼈~5⼈/1間，每
學期收費NT10,000~13,500/⼈ ⼥⽣宿舍：4⼈/1間，每學期收費NT10,000/⼈ 宿舍免費設施包含：Wifi、洗⾐曬⾐場
所、飲⽔機、電⾵扇等設施 宿舍付費設施包含：冷氣、洗⾐機、烘⾐機、脫⽔機、⾃動販賣機等設施 詳細資訊可洽詢：
LINE：@khusc Email：khusc002@gmail.com Tel：+886-7-667-8888 ext3191-3196
1. 本校分臺北、⾼雄兩校區，臺北校區網站：https://www.usc.edu.tw/，⾼雄校區網站：
https://www.kh.usc.edu.tw/ 2. ⾼雄校區各項僑⽣⼊學輔導、獎助學⾦、校內外⼯讀及住宿訊息，請參考網⾴：
https://dsa.kh.usc.edu.tw/ 3. 依本校學則第13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
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以同等學⼒⼊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修⾄少12 個畢業學分。其增加之學分數與修習科
⽬，由各學系(組)訂之。
系所分則

2284 實踐⼤學(⾼雄)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實踐資通，保證就業！本系通過IEET國際⼯程教育認證，致⼒於培育資訊科技與網路通訊專業⼈才。課程規劃有「創意互動媒
體」和「物聯網創新應⽤」兩⼤特⾊模組。教學兼具⼋⼤特⾊：1.實⽤型課程，聯網應⽤與服務導向。2.⾒學廣闊，國際學院交
換就讀。3.資訊技術與⽂創觀光跨領域整合專題。4.通⾏海內外，⼤四帶薪實習。5.保障⼯讀機會，研究計畫和產學合作案並
⾏。6.正字招牌快樂學習社團：航空攝影社、視訊直播社、APP創作設計社。7.就業、升學、證照與競賽全⽅位課外加強輔導。
8.業師聯合授課，培訓職場實戰能⼒。

元智⼤學 Yuan Ze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57

聯絡電話 886-3-4638800-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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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4624202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32003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網址 http://www.yzu.edu.tw
承辦單位 全球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全球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8
宿舍 本校學⽣宿舍男⼥兼收，僑⽣新⽣優先分配住宿，並保障住宿⼆年，第三年起可申請優先住宿。
本校特⾊： ◎ 五⼤學院皆有英語專班，同時開發新雙語課程（英語+程式語⾔）為必修課程。 ◎ 推動國際交換學⽣計
畫、雙聯學位計畫及專業實習計畫等學習活動，培養學⽣的國際視野。 ◎ 提供多種跨領域學程，開放全校學⽣跨域選
讀，按照興趣培養多項專⻑！ ◎ 企業辦學，與遠東集團合作產學實習暨⼈才培訓計畫，提供元智學⽣海內外實習名額，
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及開闊職涯規劃。 1.建構雙語⼤學，⼤⼀新⽣得報名暑期挑戰極限全英語營隊，合格取得通識英語
學分。培育新雙語⼈才，除原雙語教學外，程式語⾔列通識必修。 2.本校部分課程採英語授課，以提升專業領域上的英
語能⼒。 3.本校設有僑⽣獎學⾦，⼤學部就讀本校第⼀學期可申請獲NT$30,000獎助學⾦，第⼆學期起依前學期成績表
現最⾼可獲得每學期NT$10,000〜NT$30,000不等獎助學⾦。 4.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尚須通
過「英⽂能⼒檢定」、游泳能⼒檢定(25公尺)、⼼肺適能檢定(3000公尺跑⾛)，⽅得畢業。 5.為全⾯提升學⽣⼈⽂素養及
備註
訓練學⽣獨⽴思考能⼒，推動並落實「經典五⼗」教育，⼤學部學⽣需於畢業前必修⼆學分之「經典五⼗」必修通識課
程，課程學習點數須達50 點。 6.為瞭解學⽣健康狀況，依據學校衛⽣法第⼋條及元智⼤學學則第七條規定，新⽣⼊學時
應參加本校實施之健康檢查。 7.本校2018-2020榮獲教育部補助「⾼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提升⾼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計畫」。 8.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2011本校獲排名全球前400；2012-2013本
校擠⾝「全球前百⼤年輕潛⼒⼤學」；2013-2014蟬連「亞洲前百⼤最佳⼤學」。2015元智續獲全球最佳⼤學排⾏前800
⼤。2016「亞洲前200名最佳⼤學」，元智台灣排名第13，榮登⾮醫學類私⽴⼤學第⼀名。2018年，獲泰晤⼠報評選為
亞洲⼤學排⾏第200名、全球最佳年輕⼤學排名前250名。 9. 2013、2015年榮獲⾦磚五國與新興經濟體（BRICS &
Emerging Economics）前百⼤最佳⼤學。
系所分則
2780 元智⼤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本系教學⽬標為培育育樂整合應⽤的專業⼈才、互動媒體開發的設計⼈才、電腦遊戲設計⼈才、數位學習環境開發⼈才、與運⽤
資訊媒材的科技藝術⼈才。歡迎對資訊技術與媒體設計有興趣者申請。網址： http://www.infocom.yzu.edu.tw/，聯絡電話：
886-3-4638800 ext.2133。
2362 元智⼤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及研究領域涵蓋資訊科學與⼯程相關領域，主要包括(1)晶⽚設計與內嵌式系統；(2)軟體⽅法論及系統；(3)網路、物聯
網與雲端計算；(4)多媒體系統、⼈機互動與動畫科技；(5)數據科學與計算智慧 以及(6)⽣物與醫學資訊等重點⽅向。近年更發展
「跨領域」整合型研究，例如：物聯網、⼤數據分析、寬頻無線通訊軟體、4C科技整合、系統晶⽚設計、數位內容及開放原始碼
等。課程規劃配合產業脈動與時俱進，同時深化⼤學部及研究所課程間之關聯性，發展⼤數據科學與⼯程，重視師⽣互動，培養
學⽣團隊精神及發展⼈際關係的能⼒，落實導師制度，⽀援⼤學部學⽣課後輔導，確保本系的教學品質。網址：
http://www.cse.yzu.edu.tw，聯絡電話 : 886-3-4638800 ext: 2351、2378。
2359 元智⼤學 ⼯業⼯程與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系通過IEET⼯程教育認證，教育理念為培育「⼯程技術」與「管理科學」之系統整合⼈才；以運籌管理、資訊系統、製造技術
及品質設計為教學重點，著重學⽣在理論基礎與實務驗證之訓練，研究發展五⼤重點領域則為智慧型⽣產、⼤數據分析、⾏動科
技與雲端運算、⼈因⼯程與設計、全球運籌管理。本系參與遠東集團產業實習暨⼈才培育計畫、推動企業參訪及實習、海外學園
活動，以提升學⽣就業及國際競爭⼒。畢業⽣就業市場廣泛，就業率近100％，可投⼊科技研發、製造、物流或資訊等產業。⼯
管系網址：http://www.iem.yzu.edu.tw/。
2360 元智⼤學 化學⼯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1.通過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並提供⾼⽐例之英語授課，與國際接軌。
2.多元學程選擇(綠⾊科技、功能性材料、⽣物技術、與跨領域等學程)。且⼤⼆起可選擇五年⼀貫(⼊學五年即能獲取學⼠與碩⼠
雙學位)與雙聯學位學程(同時可以取得國外學⼠學位)。
3.優異學⽣可提供豐富的獎學⾦。
4.具有完整的精密儀器中⼼與特⾊實驗室。
因實驗安全需求，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觀測、辨識實驗結果。http://www.che.yzu.edu.tw/，分機2575。
2361 元智⼤學 機械⼯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標為培養學⽣「創新實作」能⼒，使具備創新思維與動⼿解決問題的意願與能⼒。因應現代科技潮流結合產業需求，
重點研究領域包含：綠⾊能源、智慧製造、⽼⼈福祉科技。提供學碩⼠五年⼀貫、國外交換、產業實習等機會。本系因⼯廠實習
及實驗需能親⾃操作儀器，且部分操作具⼀定危險性，需有能⼒及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159 元智⼤學 ⼯程學院英語學⼠班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Engineering for Bachelor
本班專業必修課程以英語授課為原則，在提升學⽣專業知識的同時，增進其外語能⼒，以培養具備國際競爭⼒之⼈才。學⽣可於
⼤⼀時先瞭解各⼯程領域的學習內容及發展⽅向，再依據個⼈興趣，⼤⼆時就「機械⼯程」、「化學⼯程與材料科學」、「⼯業
⼯程與管理」三個領域中選擇⼀個主修學程或「雙專⻑」，提供延後分流的機會。本班規劃完善的課程內容，可協助學⽣在畢業
學分內，就上述三個領域中選擇⼀個領域完成主修學程學位，或選擇⼆個領域完成「雙專⻑」學位，多元化的課程組合，可培養
學⽣成為跨領域及全球流通的專業⼯程⼈才。網址：http://www.de.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2451、
2452。
2366 元智⼤學 電機⼯程學系甲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rogra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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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成⽴於1989年，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學位資格與國際接軌，畢業⽣⾄少可就業於電機、電⼦、電⼒、資
訊、通訊、光電等相關產業，出路⾮常寬廣。本系教授優秀，包含IEEE Fellow、IET Fellow、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及吳⼤猷先⽣
紀念獎得主，並連續兩年榮獲中國電機⼯程學會「傑出電機⼯程教授獎」。近年世界⼤學科研論⽂質量評⽐，與本系相關之電
機、資訊領域排名屢獲肯定。2015年榮獲⾦磚五國與新興經濟體（BRICS & Emerging Economics）前百⼤最佳⼤學。2016年
亞洲⼤學排⾏台灣24所上榜元智為私⽴⼤學⾮醫學類排名第⼀名。本系奠基於⼤學教育使命，設計完整之基礎、理論與實驗課
程，並輔以相關之專業學程與專題研究，以培養學⽣為世界科技產業之重要研究發展⼈才。網址：
http://www.en.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7102。
2365 元智⼤學 電機⼯程學系⼄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rogram B)
本系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畢業學⽣資格受國際認可，得以與國際接軌。電機⼯程⼄組主要發展⽅向為(1)物聯網。
(2)機器學習。(3)寬頻無線網路。(4)天線與微波電路設計。(5)微波電路與被動元件設計(包括射頻積體電路設計、訊號完整性研
究、毫⽶波被動元件設計、天線設計、電波⼯程等)。(6)通訊系統（數位通訊、通訊信號處理、MIMO系統）。(7)⾏動通訊（無
線通訊、5G⾏動通訊傳輸與網路）。(8) 網路資訊 (包括機器學習、視訊分析、影像處理、圖型識別、⼤數據分析、軟體定義網
路、⾃然語⾔與語⾳處理、軟體⼯程等)。師資陣容堅強且具國際觀，學術與實務經驗豐富，與全球知名⼤學密切合作。斥資逾億
建構精良的實驗室設備，提供⼀流的學習環境，與台灣三⼤電信營運商之⼀的遠傳電信有密切的合作關係。畢業校友升學就業表
現極為優異，皆受產業界及學術界歡迎。
2364 元智⼤學 電機⼯程學系丙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rogram C)
考⽣須具備中英⽂語⽂能⼒。本組教學與研究發展⽅向為：『半導體暨綠能』及『光機電系統與光資訊』等⼆⼤領域。其中『半
導體暨綠能』包含：薄膜技術、發光⼆極體材料及元件、有機光電半導體與元件、共軛⾼分⼦材料、顯⽰科技⾼分⼦材料、與奈
⽶科技、太陽能電池、光電半導體元件與製程等。『光機電系統與光資訊』包含：光學設計、光機設計、光學機構3D列印、單晶
⽚系統應⽤、⽣醫檢測、光纖感測、紅外系統⼯程、精密雷達及雷射雷達、⾼速半導體雷射、光學影像偵測、光學信號處理與識
別、⾊彩學、數位影像與計算照相術等。本系除了組建研究團隊，並集中資源建置該⼆⼤領域之教學與研發設備，結合產業界需
求，培養學⽣理論與實務並重，在全球化流通的趨勢下，除了使畢業⽣具備⼤電機領域專⻑，更特別加強學⽣的英⽂能⼒，以培
養⼤電機領域之國際流通⼈才。網址： http://www.eo.yzu.edu.tw/，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7501。
2173 元智⼤學 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班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Electrical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for
Bachelor
本校為具國際聲望的雙語⼤學及應⽤導向研究型⼤學，所在的桃園地區是政府建構「亞洲矽⾕」的核⼼區域。本院教學與研究涵
蓋電機、通訊、光電、⼈⼯智慧等⼤電機領域，此領域產業為台灣主要經濟命脈之⼀。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台灣產業對於具備
聽、讀、說、寫英語能⼒的⼈才需求更顯殷切。本班除了使畢業⽣具備⼤電機領域專⻑，更特別加強學⽣的科技英⽂能⼒，培養
⼤電機領域的國際流通⼈才。專業課程設計包括⼤電機領域的基礎科⽬與專⻑學程，專業必修課程以英語授課為原則，強調整合
性與跨領域性的學習，提供團隊研究經驗與增進團隊溝通之能⼒，為學⽣邁向國際化奠定基礎。網址：
http://www.en.yzu.edu.tw/?page_id=1197，聯絡電話：886-3-4638800 ext.7901。

真理⼤學 Alethe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3
聯絡電話 886-2-26290228
傳真 886-2-86318024
地址 25103新北市淡⽔區真理街32號
網址 http://www.au.edu.tw
承辦單位 招⽣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ia.au.edu.tw/index.php?Lang=zh-tw
新⽣保障住宿，詳情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本校男⼥兼收，備有男⼥⽣宿舍，錄取僑⽣享有優先安排住宿之福利。本校極重視僑⽣的輔導與服務，有關⽣活適
應、獎助學⾦等事宜，請洽詢國際事務中⼼。⼆、本校現有⼈⽂、觀光休閒與運動、管理、財經、資訊與商業智慧等五個
學院，內含⼆⼗⼆個學系(組)及⼋個碩⼠班。 三、本校位於新北市淡⽔區，距離台北市中⼼僅23公⾥，搭乘捷運淡⽔線
即可連接，交通便捷，教學、運動、休閒等設施⿑全。 四、本校網址http://www.au.edu.tw。
系所分則

2304 真理⼤學 資訊⼯程學系(臺北)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設⽴之宗旨在培育資訊⼯程⼈才,使其具備資訊科技軟硬體專業素養,理論與實務能⼒兼備,並具有終身學習能⼒及良好之品格,
以滿⾜資訊社會之需求。此外,本系「系所合⼀」,積極⿎勵學⽣申請「五年⼀貫」攻讀計畫,可於五年內直接取得學⼠與碩⼠學
位。本系並於2013 與 2015 年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之「國際⼯程教育認證」。通過此認證除代表本系教學品質之保證
外;本系畢業⽣之學歷更為國際所認可,可於眾多國家直接申請⼯程師專業證照及就業。更多資訊請參閱本系網址。

⻑榮⼤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46
聯絡電話 886-6-2785123
地址 71101臺南市歸仁區⻑⼤路1號
網址 http://www.cjcu.edu.tw
承辦單位 ⼊學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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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6-2785601

獎學⾦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服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dweb.cjcu.edu.tw/overseas_student/article/2855

宿舍 四年住宿優先權
⼀、新⽣⼊學須知： （⼀）⽇間部新⽣⼀律住校。（⼆）本校鄰近台南⾼鐵站，台鐵⽀線⾏經本校，並設置「⻑榮⼤學
站」，交通極為便利。（三）本校是亞洲基督教⼤學聯盟(ACUCA)會員學校之⼀，與美、法、奧、加、⽇等世界各校締
備註 結姊妹校(100餘所)，密切國際合作與交換學⽣（四）本校訂有英語及資訊⼒畢業條件，詳情請參閱語⽂教育中⼼及計網
中⼼網站。（五）本校為基督教⼤學，重視⼈⽂與教會關懷精神。 ⼆、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本
校學⼠班者，於原學分總數外，應⾄少增修12個學分。
系所分則
2340 ⻑榮⼤學 消防安全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Fire Safety Science
1. 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
2. ⼤四下學期可選修⾄相關機構實習。
3. 本系包含多⾨檢測課程，操作消防相關設備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設備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技能，操作設
備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329 ⻑榮⼤學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班(資訊⼯程組)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
需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資⼯組適合對資訊有興趣之學⽣就讀，發展重點為⼈⼯智慧、物聯網與軟體設計。本組設
備新穎，學⽣可學到資訊領域的知識，⽇後可以成為資訊⼯程師、網路⼯程師、軟體⼯程師、物聯網⼯程師或多媒體設計師等，
就業與升學路途⼗分寬廣。
2497 ⻑榮⼤學 無⼈機應⽤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Applie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echnology )
本學程培養無⼈機應⽤專業⼈才，藉由實務教育訓練學⽣具備以下能⼒:1)⺠航局無⼈機專業操作證。2)專業無⼈機的設計、開發
與製作。3)專業無⼈機任務規劃、執⾏與管理。4)無⼈機於各場域(綠能、消防、職安)應⽤規劃及取得資料的加值處理。學程之
課程設計著重產學合作與實務經驗培養，畢業⽣具備就業即戰⼒，成為無⼈機應⽤產業的中堅或創業者。
2264 ⻑榮⼤學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Gree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本學系著重培養綠能與環境科學專業技術與規畫管理⼈才：
1.培養綠⾊能源相關理論、技術與實作兼具的專業⼈才，配合國家綠能政策，以及沙崙綠能科學城在地發展的特⾊，提供學⽣畢
業即就業的優勢就業⼒。2.培養跨領域的環境科學新⼈才，成為國家永續發展⽬標中重要的資源規劃管理階層。3.畢業⽣可報考
⾼普考、環⼯技師、環境教育⼈員、環境規劃師等相關證照，保障就業機會。4.本系⼤學部學⽣可預修研究所課程。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3
聯絡電話 886-2-77364604
傳真 886-2-25855215
地址 10452台北市中⼭北路三段40號
網址 http://www.ttu.edu.tw
承辦單位 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turule.ttu.edu.tw/rulelist/showcontent.php?rid=892
新⽣保障住宿
本校由林尚志先⽣創⽴於1956年，並以⼯程、設計及商業管理為主要領域。本校與許多公司產學合作密切，為國內知名
的建教合⼀、研究發展的優質⼤學，學校特⾊為:1、本校位居臺北市中⼼，校區緊鄰北美館及花博公園，步⾏可⾄⺠權西
路、圓⼭及中⼭國小捷運站，⽣活機能完善，是有志向學者的理想學習環境。2、本校建校60多年來以培養國家發展所需
的科學家、設計師、⼯程師與事業經營者著稱，傑出校友遍佈產官學研各領域。3、辦學績效優異，榮獲教育部⾼等教育
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各系所皆通過教育部系所評鑑與 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並榮獲德國紅點(Red Dot)、iF設計評
⽐優質設計學校，更多次榮獲中國⼯程師學會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4、積極發展與海外姊妹校之雙向交流，並
與國內外⼀流企業進⾏密切產學交流，培育務實致⽤⼈才。5、獎助學⾦：僑⽣及港澳地區學⽣⼊學獎學⾦、品學兼優獎
學⾦、學業成績進步獎學⾦、出國獎學⾦、教育部核發⾼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助學⾦、教育部補助⼤學校院設置研究
所優秀僑⽣獎學⾦、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僑⽣回國就讀⼤學校院獎學⾦、僑務委員會補助僑⽣⼯讀⾦、僑務委員會獎勵學
⾏優良僑⽣獎學⾦等。
系所分則

2386 ⼤同⼤學 機械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學系介紹：本系於2021年由機械⼯程學系與材料⼯程學系合併，設⽴⼤學部、碩⼠班及博⼠班。以培育具國際視野、主動創新、
務實致⽤之機械與材料⼯程專業⼈才，注重動⼿實作、跨域學習與團隊合作，⿎勵學⽣參與專題研究與產學合作。因課程有⼯廠
實習及學習機器操作，考⽣宜考量身體活動能⼒。
2389 ⼤同⼤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學系第⼆類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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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介紹、教學與課程特⾊:本系通過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領域涵蓋化⼯製程、能源技術、⾼分⼦應⽤、⽣物化學、⽣醫
材料、植物組織培養、⾷品與製藥等領域，培育學⽣具備基礎學識理論。透過實作課程訓練學⽣具備發掘問題、分析整合與運⽤
⼯程技術之能⼒。⿎勵系統性及深⼊思考、有效團隊溝通、互助合作、啟發創新精神。強化英、⽇語能⼒，培養國際視野。強調
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提供多元學習歷程，發展健全的身⼼與奮發進取的終身學習信念。⼤學成績優秀之學⽣，可申請於五年內
拿到學、碩⼠學位，並設有⼤學部推薦甄試（含五年⼀貫）獎學⾦等供學⽣申請。
2553 ⼤同⼤學 ⼯程學院學⼠班 First-year Engineering Undeclared Program
本校位居台北市中⼼，鄰近花博公園、台北⾞站、⺠權西路捷運站、圓⼭捷運站、中⼭國小捷運站，⽣活機能完善，是理想的學
習環境。本班基於培育⼤⼀基礎專業通才之⼯程教育理念，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使學⽣能於⼤⼆分流時⾃由選擇⾃⼰理想的專
業領域，包括機械與材料⼯程、化學⼯程與⽣物科技，亦可選擇轉系⾄電機及資⼯等相關科系。轉系與修業規定依各科系之辦法
實施。
2388 ⼤同⼤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學系介紹:本系課程規劃由基礎⾄實務以循序漸進的⽅式授與專業課程，提升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通過IEET認證
(https://www.ieet.org.tw)，教學品質有保證。除電機基礎必修課程外，規劃七⼤學程：電⼒能源、控制系統、計算機與網路、
積體電路、通訊與訊號處理、天線與微波⼯程、光電半導體。學⽣須選修⾄少⼀學程，亦可依興趣選修，以提升主修領域之深度
與知識之廣度。教學注重理論與實務並⾏，認真⽤⼼，實驗設備完善，畢業⽣進修或就業極具競爭⼒。良好國際交換學⽣環境，
設有出國獎助學⾦獎勵優秀學⽣出國進修。對於⼤學部優秀應屆畢業⽣修讀本系碩⼠班設有優秀研究⽣獎學⾦，此外同學可申請
於5年內取得學、碩⼠學位(五年⼀貫)。歡迎有志學⽣，加⼊本系的⾏列。
2391 ⼤同⼤學 資訊⼯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學系介紹:本系課程涵蓋軟體/硬體設計、網路通信、影像處理、⼈⼯智慧、物聯網與資訊安全等領域，⽬前提供⼈⼯智慧、物聯
網與資訊安全等3個學程。除了理論基礎外，本系課程特別注重實作。軟、硬體實驗室設備⿑全，除了基本軟、硬體課程搭配實
驗外，進階專業選修課程也搭配實驗，如資訊安全實驗、RFID實驗、電腦視覺實驗、嵌⼊式系統實驗等。本系研究所設有碩⼠
班與博⼠班，讓有志鑽研資訊科技的學⽣繼續攻讀。
2390 ⼤同⼤學 ⼯業設計學系第2類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業設計學系介紹：本系成⽴於1973年，為台灣最早設⽴⼯業設計學系的學校。本校獲評為亞太區前10名、全球前20名設計學
校。教育⽬標在於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嚴謹邏輯思考能⼒及深厚美學素養之產品設計與開發⼈才。教學特⾊注重實務與理論的
結合、小組教學讓學⽣獲得充分的個別指導、多元之學習領域、國際交流機會多幫助學⽣拓展國際視野、配合業界需求之職能教
育。本系有⼯廠實習及學習機器操作，考⽣宜考量身體活動能⼒，並需具備繪圖設計及辨別顏⾊能⼒。

中華⼤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0
聯絡電話 886-3-5186221
傳真 886-3-5377360
地址 30012 新⽵市五福路⼆段707號
網址 http://www1.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試務與招⽣專業化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中華⼤學於1990年成⽴，在歷來董事會及校內主管精⼼擘劃之下，學校有下述成果與特⾊： 1.就業型三⾼學府: 依據教育
部、104⼈⼒銀⾏、1111⼈⼒銀⾏最新調查顯⽰，中華⼤學畢業⽣具有「就業率⾼、薪資⾼、企業滿意度⾼」的三⾼表
現。其中，本校學⽣就業率為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綜合型⼤學第1名，在104⼈⼒銀⾏統計中，有超過半數畢業⽣平均薪
資⾼於全國私⽴⼤學畢業⽣平均薪資，並已連續5年名列1111⼈⼒銀⾏企業最滿意私⽴⼤學前10名。 2.⽵苗地區唯⼀取得
國際AACSB及IEET雙認證私⽴⼤學 中華⼤學為⽵⽵苗地區唯⼀獲得美國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AACSB）認證及中華⼯
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之私⽴⼤學。學⽣修得之學位、學分可以通⾏全球。 本校管理學院不僅躋身世界前5%頂尖商
管學院之列，2020年英國⾼等教育調查公司QS評⽐中，本校躍進亞洲地區⼤學前450名，亦名列台灣綜合型私⽴⼤學第
11名。 3.本校設有資訊電機學院、管理學院、建築與設計學院、⼈⽂社會學院、觀光學院及創新產業學院等6個學院、共
28個學系/學位學程，專任教師230⼈，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達90%以上，學⽣⼈數約6500⼈之⼤學(含有學位陸⽣、短期
研修陸⽣交流⽣，並有近300餘國際學位⽣、僑⽣、港澳⽣、華語⽣及海青班學⽣)，在國際化推動成效榮獲教育部獎助全
國⾼教體系通過計畫之優異⼤學。 4..⾥程碑: ◾世界⼤學排名中⼼（CWUR）2019-2020年全球前2000⼤⾼等學府排名，
本校排名世界前2000⼤，躋身全球前10%卓越⼤學。◾英國QS評⽐，本校躍進亞洲地區⼤學前350名，名列台灣綜合型私
⽴⼤學第9名。◾1111⼈⼒銀⾏2019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9名。◾獲得教育部⼤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補助。◾
遠⾒雜誌「2017台灣最佳⼤學」TOP 20國際化⼤學。◾1111⼈⼒銀⾏2020年企業最滿意私⽴⼤學第10名。◾全台灣第⼀
所取得美國國際AACSB新制認證之私⽴⼤學，管理學院躋身世界頂尖前5%商管學院之列。 5.僑⽣專責單位：本校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專責協調校內各單位與資源，針對僑⽣在出⼊境申請、學習輔導及⽣活輔導等各⽅⾯協助。 6.本校設有教
學助理TA、諮商輔導中⼼、⽣活輔導組及住宿輔導組，對於學習及⽣活⽅⾯提供協助。 7.每學期學雜費：資電學院、建
築與設計：新台幣54,580元；管理及觀光學院：新台幣47,821元；⼈⽂社會學院：新台幣47,142元(平安保險費新台幣
300元/每學期)。2021學年實際收費請以本校網⾴公告為準。 8.住宿費：依宿舍別有不同收費標準，費⽤為每學期新台幣
8,400~18,600元(內含網路及熱⽔費⽤，但冷氣費⽤另計) 。 9.住宿⽅⾯，新⽣均已保留床位，宿舍內床具、書桌椅、櫥
櫃、宿舍網路及冷氣⼀應俱全。
系所分則

2339 中華⼤學 電機⼯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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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電機專業領域的發展，本系的課程規劃以通訊、控制系統、電⼦電路和光電四⼤領域為主軸。系上設計的課程，強調實務與
理論並重，引導學⽣進⼊充滿無限發展可能的電機⼯程領域。為培養學⽣電機基礎知識，本系建⽴了電⼦電路、微處理機、邏輯
設計、綠能電⼦、智慧型控制與VLSI設計等電機重點整合實驗室。這些具備業界⽔準的全數位化儀器與模擬軟體的實驗室可以協
助學⽣實現儀器控制與電⼦電路設計⾃動化的能⼒，藉由⼤量精緻的實驗課程與任課⽼師熱情細⼼的教學來培養學⽣的⾃信⼼，
加強學⽣動⼿實作的能⼒，以帶薪的電⼦產業實習為輔，為學⽣專業知識建⽴扎實的基礎，並於畢業後能在⼼⽬中理想的專業領
域任職成為專業的電機技術⼯程師，或者進⼊研究所繼續深造。電話: 03-5186391，03-5186419
2342 中華⼤學 資訊⼯程學系資訊⼯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組培育理論與實務兼具之資訊⼯程⼈才，如物聯網、智慧檢測、多媒體技術及⾏動計算等。本系有地區性之私⽴⼤學資訊領域
最佳師資陣容，與新⽵科學園區廠商產學合作互動頻繁，且積極與新⽵地區科研機構及其他⼤學展開學術與技術交流，以培養⾼
素質資訊科技⼈才。(03)5186417, http://cs.chu.edu.tw/
2352 中華⼤學 資訊⼯程學系⼈⼯智慧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本組旨在培育理論與實務兼具之⼈⼯智慧⼈才，如⼈⼯智慧、機器學習、智慧檢測及深度學習等。本系有地區性之私⽴⼤學資訊
領域最佳師資陣容，與新⽵科學園區廠商產學合作互動頻繁，且積極與新⽵地區科研機構及其他⼤學展開學術與技術交流，以培
養⾼素質資訊科技⼈才。(03)5186417, http://cs.chu.edu.tw/
2327 中華⼤學 資訊⼯程學系智慧軟體設計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Intelligent
Software Engineering）
本組培育理論與實務兼具之資訊軟體設計⼈才，如⾏動裝置APP、網際網路、資料庫及⼤數據分析等。本系有地區性之私⽴⼤學
資訊領域最佳師資陣容，與新⽵科學園區廠商產學合作互動頻繁，並且積極與新⽵地區科研機構及其他⼤學展開學術與技術交
流，得以培養⾼素質⼈才。(03)5186417, http://cs.chu.edu.tw/
2538 中華⼤學 機械⼯程學系智慧⾃動化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gram of Intelligent Automation)
本組將招收對智慧⾃動化領域有興趣之學⽣，教學規劃著重⾃動化設備設計與製造、訊號感測、巨量資料處理、⼈⼯智能及⾃動
控制等專業技術的傳授，注重實作能⼒的養成，⽬標是使學⽣具備整合⾃動化硬體與智慧化軟體能⼒之優質智慧⾃動化⼈才。電
話: 886-3-518-6507
2245 中華⼤學 機械⼯程學系智慧機械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Intelligent Machinery)
本組將招收對精密機械領域有興趣之學⽣，教學規劃著重機械設計與製造、光學、精密製造與量測等專業技術的傳授，培養實作
能⼒的養成，⽬標是使學⽣具備整合能⼒之精密機械產業設計⼈才。電話: 886-3-518-6507
2254 中華⼤學 機械⼯程學系航空技術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viation Technology)
本組將招收對對航空技術領域有興趣之學⽣，教學規劃著重航空零組件製造、3D列印、微感測技術與應⽤、⼈⼯智能及預測保養
等專業技術的傳授，注重實作能⼒的養成，⽬標是使學⽣具備航空零組件製造及維修能⼒之優質技術⼈才。電話: 886-3-5186507
2270 中華⼤學 光電與材料⼯程學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s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以單⼀專⻑就業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無論是⼤型企業或新興產業，跨領域⼈才正是最夯的話題。跨領域學系的開設，便是成為
跨界⼈才的新選擇，透過課程之重新設計與「教、學、做」之結合，使學⽣能夠打破以往單⼀學系的思維框架，擁有⼀身帶著走
的好本領。光電與材料學系之設計即是⼀跨領域學習之學系，本學系配合全球產業發展之趨勢，奉准於⺠國⼀0七年招⽣。
本學系之特⾊如下:1、跨領域學習:透過彈性的課程規劃，可學習光電與尖端材料科技之專業知識。2、強調動⼿實作訓練:除專業
知識之教授外更重視做中學，從動⼿實作中獲取知識。3、企業實習:同學於⼤四於校外企業或校內與企業合作之實驗室實習，使
學⽣在學與就業可無縫接軌，提⾼學⽣之就業競爭⼒，⽬前與聯華電⼦及矽格等知名⾼科技公司簽定實習合作合約。
本學系電話:03-5186509。
2347 中華⼤學 ⼟木⼯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本系旨在培養科技新時代之⼟木⼯程師，使其具有規劃設計、施⼯、監造與營運維護的⼟木⼯程專業能⼒，除可應⽤於建築、道
路、橋樑、隧道與⽔壩等新建⼯程，亦能因應災害防治與復建⼯程需求，保障⺠⽣安全。本系已通過IEET之⼯程教育認證，教學
研究符合國際教育標準。相關細節請參考本系網⾴，聯絡電話：03-518-6701。

南華⼤學 Nanhu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0
聯絡電話 886-5-2721001分機1711
傳真 886-5-2427168
地址 62249嘉義縣⼤林鎮南華路⼀段55號
網址 http://www3.nh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學院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學院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eurl.cc/Ezr9kv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申請學校宿舍。三、有關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及學⽣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網⾴，網址: http://www3.nhu.edu.tw/。
系所分則

2368 南華⼤學 資訊⼯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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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致⼒於為推動資⼯專業⼈才培育，每年以獲得國內外重要設計競賽與發明為⽬標，以資⼯系『創意發想創客實驗室』為主體
與四⼤專業實驗室來培訓學⽣提出Ideas、Inventions，繼而研發New Products。同時，結合四年完整的寒暑課程教學與實務
訓練，能有效精進學⽣理論與實作，促成學⽤合⼀，達成產、學、研，三⽅完整接軌。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0
聯絡電話 886-3-8565301
傳真 886-3-8562490
地址 97004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
網址 http://www.t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a.tcu.edu.tw/?page_id=2180
新⽣保障住宿。
1.本校⼤⼀新⽣除特殊狀況經核准外，⼀律住宿，⼆年級以上按「本校學⽣住宿辦法」辦理。 2.本校學⽣應穿著校（制）
服。 3.本校餐廳僅提供素⾷。 4.學⽣須通過「英語能⼒」及「運動技能」之學校規定，始得畢業。 5.本校重視通識教
育，學⽣於專業科⽬外，亦能在⼈⽂、社會、美學與藝術、⾃然四⼤領域獲得均衡的學習。 6.本校設有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提供僑⽣新⽣接機、居留證申請及延期、健保申請、課業輔導申請、⼯作證申請及其他在台學習⽣活各項服務。 7. 以
上各項說明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委員會決議處理。
系所分則

2862 慈濟⼤學 醫學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Bachelor Program）
著重⽣物醫學與資訊的跨領域學習，以資訊技術為基礎，⽣物醫學應⽤為⽬標。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研究領域涵蓋醫療臨
床輔助診斷、醫學影像分析、決策分析、醫院資訊系統、嵌⼊式系統、資訊安全、電⼦病歷、醫療⽂獻檢索、⽣理訊號量測與分
析、遠距醫療、疾病與基因之關聯網路、次世代定序、計算⽣物學、結構⽣物學、⽣物資訊⼯具設計、⽣物資訊檢索等⽅向。本
系畢業⽣不論在升學與就業均表現優異，學⽣遍布在各⼤醫院資訊單位、資訊科技公司及研究單位。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6
聯絡電話 886-4-24730022
傳真 886-4-24754392
地址 40201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1段110號
網址 http://www.cs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sa.csmu.edu.tw/p/405-1011-33604,c1880.php?Lang=zh-tw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男、⼥兼收。 ⼆、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三、從迎新接待⾄⽣活照顧，包含社團活動、獎助學⾦、居
留證及出⼊境輔導、基本學科學業輔導、保險、⼯讀等，使從世界各國⾄本校就讀之同學，得以能安⼼向學，進而發展其
備註 個⼈職涯之規劃。 四、有關各系所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
http://www.csmu.edu.tw/。 五、僑⽣輔導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332。 六、招⽣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112、11130、11118。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403 中⼭醫學⼤學 醫學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
醫學資訊學是跨領域的重要科學，藉由學習多元資訊技術、醫療臨床知識與⼈⼯智慧應⽤以促進⾼品質的⽣活，歡迎同學加⼊我
們的⾏列。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5
聯絡電話 886-7-3814526#19026
傳真 07-396-1245
地址
80778
⾼雄市三⺠區建⼯路415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nk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kust.edu.tw/p/412-1010-1894.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住宿,第⼆年起須配合宿舍積分活動，才享有抽籤宿舍權利(請以學校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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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規定⼤學部學⽣修習服務教育課程，為必修零學分，成績及格⽅准畢業。 ⼆、本校⼤學部實施英語畢業⾨檻。
第⼀校區：本校交通便捷，近國道1號、3號，可由交流道快速抵達。⾼雄捷運都會公園站及青埔站，均有接駁公⾞進⼊
校區。鄰近台灣⾼鐵及小港國際機場，搭機返國便利。 楠梓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紅線⾄後勁站(R20)步⾏約
5分鐘即可到達。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6、29號公⾞（楠梓⽕⾞站搭⾞）於⾼雄海洋科技⼤學下⾞。市公⾞
28、301（⾼雄⽕⾞站搭⾞）於後勁國中站下⾞。 旗津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橘線⾄西⼦灣站(O1)，步⾏約2
分鐘⾄⿎⼭渡輪站搭乘渡輪前往旗津，下船後步⾏約5分鐘即可到達旗津校區。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1、248號
備註
公⾞（⾼雄⽕⾞站搭⾞）⾄⿎⼭渡輪站下⾞，搭渡輪⾄旗津，轉市公⾞紅9號公⾞於旗津國小下⾞，或沿中洲三路步⾏約
10分鐘可抵旗津校區。 建⼯校區 路線1：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路 → 建⼯路 路線2：
下中正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中正路 → ⼤順路 → 建⼯路 路線3：小港機場往⾼雄市區⽅向 → 中⼭路
→ 博愛路 → 同盟路 → 建⼯路 路線4：⾼鐵左營站 → 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
路→ 建⼯路 路線5：捷運後驛站 → 公⾞紅３０建⼯幹線 燕巢校區 http://www.kuas.edu.tw/files/13-1000542.php?PreView=1
系所分則
2446 國⽴⾼雄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448 國⽴⾼雄科技⼤學 電⼦⼯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研究積體電路、綠能科技及光電系統整合實現為主、並結合射頻電路、微處理機控制、電⼦電⼒及通訊技術等，強調理論
與實務合⼀，加強通識及⼈⽂教育，培養優秀電⼦⼯程⼈才為宗旨。
2756 國⽴⾼雄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選系說明：依現代產業的發展分通訊與多媒體、電腦與網路、晶⽚與電路三領域，各領域課程縱貫全程並有橫向課程配合，
以培養具有實務能⼒的電腦、通訊與晶⽚設計⼯程師，以及具有整合能⼒之⾼級研發⼈才。系上師資皆為國內外著名⼤學相關博
⼠，並具有多年國內外相關實務經驗。課程重實習，每⼈⼀組；⼤⼀⾄⼤三每週⾄少⼀⾨實習課；⼤三下⾄⼤四上必修實務專
題，培養實作能⼒。課程內容重活⽤：以具體實例從分析、設計到完成實現。
⼆、限制：熟悉中⽂、英⽂聽說讀寫的能⼒。
2762 國⽴⾼雄科技⼤學 營建⼯程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866 國⽴⾼雄科技⼤學 ⼯業設計系(第⼀校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以學⽣的需求⽴場思考教育本質，提供⼀個讓學⽣有感、幸福學習設計的好所在。
1）師資有感
延聘具有超強設計（實務）專業、認真教學、關⼼學⽣，讓學⽣有感的好⽼師。
2）學習有感
規劃執⾏可讓學⽣積極思考，動⼿勤做，與產業需求接軌，讓學⽣有感的務實課程。
3）情境有感
規劃提供讓學⽣有感的設計學習空間。
2449 國⽴⾼雄科技⼤學 電機⼯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具中⽂聼、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3.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
2450 國⽴⾼雄科技⼤學 電⼦⼯程系資訊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對電⼦、資訊科技有興趣或特殊才能之學⽣，能經由此管道進⼊本系繼續進修，發揮其潛能，為國家、社會栽培⼈才。
2422 國⽴⾼雄科技⼤學 資訊⼯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招考並培育對電腦資訊與網際網路有興趣或具有相關專⻑之學⽣
2452 國⽴⾼雄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系招考對⼯業管理有興趣之學⽣，養成學⽣具備有關⼯業⽣產及服務機構所需之知識與技能，以協助公司提升品質、作業效率
及成本控管等相關績效。協助學⽣成為製造與服務管理⼯作之專業⼈才。
2453 國⽴⾼雄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招考並培育有志從事化⼯及材料相關產業之專才，從事製程規劃設計、⽣產管理與產品開發研究等⼯作。
2455 國⽴⾼雄科技⼤學 電⼦⼯程系(建⼯&燕巢校區) Electronic Group,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對電⼦、資訊科技有興趣或特殊才能之學⽣，能經由此管道進⼊本系繼續進修，發揮其潛能，為國家、社會栽培⼈才。
2458 國⽴⾼雄科技⼤學 模具⼯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
招考對模具⼯業有興趣且有志提昇模具⼯業⽔準之學⽣，培育成為模具產業之⾼級⼯程師
2459 國⽴⾼雄科技⼤學 模具⼯程系光電模具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Photoelctric
Field
招考對模具⼯業有興趣，且有志於從事光電產業之學⽣，培育成為模具產業之⾼級⼯程師
2460 國⽴⾼雄科技⼤學 模具⼯程系精微模具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Precisive
and Microscopic Field
對模具相關產業有興趣，且有志於從事精微模具之設計製造與成形分析之學⽣，培育成為模具產業之⾼級⼯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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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1 國⽴⾼雄科技⼤學 機械⼯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招考有志於學習機械相關領域課程，並以此為基礎應⽤於機械設計與製造、精密製造、檢測、預兆診斷等專業領域整合之學⽣。
2462 國⽴⾼雄科技⼤學 機械⼯程系機電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MechanicalElectrical field)
招考有志於學習機械相關領域課程，並以此為基礎應⽤於光電技術、機電整合、控制系統與微機電系統等領域之學⽣
2463 國⽴⾼雄科技⼤學 機械⼯程系微奈⽶技術組(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icro-Nano
Technology Division
招考有志於學習機械相關領域課程，並以此為基礎應⽤於包括材料科學基礎研究、電⼦材料、微奈⽶材料之製備、能源科技、熱
流及微奈⽶技術等領域之學⽣
2456 國⽴⾼雄科技⼤學 電⼦⼯程系電信與系統組(建⼯&燕巢校區) Communication and System Group,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對電⼦、資訊科技有興趣或特殊才能之學⽣，能經由此管道進⼊本系繼續進修，發揮其潛能，為國家、社會栽培⼈才。
2425 國⽴⾼雄科技⼤學 半導體⼯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icroelectronics Engineering
（1）修過基本電學/物理中電學部分課程
（2）修過基本程式撰寫課程
（3）中⽂溝通無礙
2465 國⽴⾼雄科技⼤學 造船及海洋⼯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本系是⼀⾨融合造船、輪機、電腦、⼟木、材料科學及海洋⼯程科技等之綜合⼯程學系。主修課程：造船原理、船舶設計、船體
結構、船體計算與製圖、船模製作、⼯程⼒學（應⼒、材⼒、流⼒）、⼯程材料、⼯程應⽤軟體、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遊艇設
計、電⼯學、⾃動控制、機電整合、船舶檢驗、⾮破壞檢測、造船實務（實習）、熱⼒學、輪機⼯程、海洋科技導論、⽔下技術
概論、數值分析、數位信號處理、海洋結構動⼒學、逆向⼯程、海洋產業材料、⽔下聲學、⼈因⼯程、海洋⼯程等。實習：造船
廠（中信船廠、慶富船廠等）、遊艇廠（⾼⿍、嘉鴻等）及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等。
2466 國⽴⾼雄科技⼤學 海洋環境⼯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本系之教育⽬標主要為培育具備海洋環境保育概念及海洋環境污染防治、分析、監測、操作及維護等專業技術⼈才，以解決海洋
及海岸環境污染問題，增進國⼈⽣活環境品質。申請各⼈應繳資料：⾃傳、歷年成績單、讀書研究計畫及其他專業能⼒或成就之
證明⽂件。
2467 國⽴⾼雄科技⼤學 航運技術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hipping Technology
1.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學⽣之學識與技能，使符合『航海⼈員訓練發證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之規範，成為素質更⾼的
甲板部⾼級船員，或航運公司及海上運輸相關企業之經理⼈才。 2.本系在課程安排除了海上⼯作專業知識外(如船藝學、航海
學、電⼦航儀、船舶通訊、貨物裝卸等)，也加強航業相關知識及技能(海運學、航運業務、租傭船業務等)，讓同學具有海上及陸
上⼯作的相關知識及專業。 3.在海上實習⽅⾯，本系規劃短期實習有台華輪(3天)及育英⼆號(10~12天)，⻑期實習於四年級⼀年
(365天)的海上實習。 招收性別：限男性，中⽂聽說讀寫佳。 *有關交通部航海⼈員測驗考試及海上實習皆需符合相關規定始可參
加。
2468 國⽴⾼雄科技⼤學 輪機⼯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Engineering
本系現有五專(各年級⼀班)、四技(⽇間部⼆班、進修部⼀班)、⼆技(各年級⼀班)、研究所(各年級⼀班)及碩⼠在職專班(各年級
⼀班)等學制，其中，五專、四技⽇間部、⼆技、研究所及碩⼠在職專班位於旗津校區，而四技進修部則位於楠梓校區。近幾年
來，隨著本系師資陣容的提升，研究能⼒的增強，產學合作的對象已擴及公、⺠營企業機構與政府研發單位，例如：台電、中科
院海發中⼼、中船、中油、農委會、市政府、國科會……等。此外，本系⾃97學年度增設「產學合作專班(四技)」⼀班，並於96
學年度開始向教育部申請增設「博⼠班」⼀班，以使海事相關⼈才能夠有更完善的升學管道。招收性別：限男性。
2867 國⽴⾼雄科技⼤學 海事資訊科技系(楠梓&旗津校區) Institute of Maritim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海事資訊科技系暨研究所」結合海事與資訊科技領域之發展⽅向與專⻑訓練，⼈才之培育領域，除海事安全與航⾏技術等領域
之外，亦強調海事相關數位資訊、動畫影像、虛擬實境、計算模擬等資訊科技之運⽤技能與創新研究能⼒。因此，本系畢業⽣之
專⻑，除可符合航運界之海事⼈才需求，亦符合當今最蓬勃發展之資訊科技業的⼈才需求。可契合海洋產業與其他⼀般產業對海
事與資訊⼈才之需求，有助本系學⽣擴⼤就業範圍與就業機會。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有海事技能與資訊科技相融之跨領域專
⻑、科學理論與實務技術並重、創新研發與實務應⽤能⼒兼備之研究⼈才，以配合國家資通訊科技與海洋⽴國之重點發展⽅向。
願景則為以培育⾼級專業⼈才，從事海洋科技之研發與推廣，將創新科技與海洋產業結合，協助海洋產業發展，提升國際競爭
⼒。
修習中⽂1年以上或具相當之中⽂聽寫能⼒。
2212 國⽴⾼雄科技⼤學 ⼟木⼯程系（建⼯&燕巢校區）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培育具有將智慧⼯程、資訊科技應⽤於⼟木、建築等跨領域整合知
識與科技之專業⼈才
1.具備數理能⼒。
2.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3.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
2123 國⽴⾼雄科技⼤學 商務資訊應⽤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因應智慧資訊科技與雲端運算發展趨勢及U化時代的來臨，本系旨在培育符合業界發展趨勢與市場需求的資訊專業⼈才。
2868 國⽴⾼雄科技⼤學 電訊⼯程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 第 720 ⾴ -

電訊⼯程系為全國少數針對通訊發展的研究所之⼀，為因應亞太營運中⼼通訊發展之需要及國內通訊市場的開放，本所在未來的
發展上將涵蓋⾏動通訊，船舶通訊，衛星通訊及衛星導航等陸、海、空通訊領域，並積極與電腦相結合，朝新型數位通訊的領域
發展而努⼒。為配合我國電⼦通訊相關技術為主軸，配合海洋科技⼤學特⾊，發展與海洋電訊⼯程應⽤相關之研究。並整合現有
的教學與研究資源，將教學及研究⽅向區分為系統與信號處理、通訊技術領域⼆⼤領域。
TOEIC:500分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4
聯絡電話 886-8-7703202
傳真 886-8-7740457
地址 91201屏東縣內埔鄉⽼埤村學府路1號
網址 https://wp.npust.edu.tw/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pust.edu.tw/bin/home.php?Lang=zh-tw
住宿費⽤： （⼀）住宿費：每⼈每學期6,630元。 （⼆）宿舍網路使⽤費:每學期499元。 本校宿舍優先保留給⼀年級新
宿舍 ⽣，⼆年級以上學⽣須採抽籤⽅式決定是否能繼續住宿。 住宿⽣未經允許不可任意變更房間。 住宿⽣禁⽌在房間裡製造
噪⾳、吸煙、烹飪、熨燙或使⽤電氣設備等...。 學⽣如不服從宿舍的規定將除名，不予再以登記。
⼀、男⼥兼收。 ⼆、為培養本校學⽣勤勞服務的⼈⽣觀，並營造整潔優雅的校園環境，新⽣必修「⽣活服務教育」課程1
學年0學分始可畢業。 三、本校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訂有學⽣英⽂能⼒畢業最低
⾨檻(參閱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及英⽂能⼒檢定獎勵辦法)。 四、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
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之教務處及學務處，網址：https://wp.npust.edu.tw/。 五、國際事務處電話：08備註
7703202#6280 ，學⽣輔導中⼼並備有相關之輔導措施，以照顧指導學⽣。 六、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學程，連結知
識、科技、專業，創新與社會，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 七、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
理。 ⼋、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學雜費：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27,340元；⼯學院
$27,580元；管理學院$24,000元、⼈⽂暨社會科學院$24,000元。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440 國⽴屏東科技⼤學 環境⼯程與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教學理念及特⾊
本系教育⽬標以培養環境科技、⼯程及管理技術⼈才為宗旨。教育特⾊為理論
與實務⿑備，通識和專業並重，國內及國際⾯向兼顧。除著重⼤學部基礎教育
外，亦以碩、博⼠班專業學術⼈才訓練為發展重點。本系以環保產業趨勢規劃
課程，特別加強環境檢測分析、污染處理復育及規劃管理之教學，並辦理各種
環保證照訓練班，使學⽣畢業後具有⼟壤、⽔、空氣、廢棄物之污染防治及資
源回收等環境問題之技術與知識，以培育務實、敬業且具環境保護實務經驗的
均衡科技⼈才。
發展⽅向
積極規劃跨領域與科系之整合性課程，充實實驗設備及強化實務專題內容以提
昇教學品質，並加強產學合作、推動環境科技類研發型整合計畫來提昇學術研
究的質與量，發展整合性環境污染預防及整治管理相關技術。
就業類別
本系畢業⽣可經國家考試途徑擔任公職或職業技師，或擔任環境⼯程顧問公
司、⾼科技及傳統產業環保⼯程師，環境教育訓練講師或各級學校教師，或負
責其他環保相關領域管理、規劃、設計、操作、檢測、教學及社會服務等⼯
作。
2441 國⽴屏東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國⽴屏東科技⼤學機械⼯程系創始於⺠國80年，系友表現傑出並遍布世界各地與產官學界，由於各⾏各業都需要機械⼯程師，屏
科⼤機械⼯程系沒有找不到⼯作的畢業⽣。⽬前有專任教授6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3位，每年招收⼤學⽣135名和碩⼠研究⽣
25名。
2442 國⽴屏東科技⼤學 ⼟木⼯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國⽴屏東科技⼤學⼟木⼯程系創始於⺠國80年，系友表現傑出並遍布世界各地與產官學界，⽬前有專任教授6位，副教授4位，助
理教授2位，每年招收⼤學⽣100名、碩⼠研究⽣12名和博⼠研究⽣4名。
2443 國⽴屏東科技⼤學 ⽔⼟保持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本系前身為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保持科，始創於1965年，在森林科之下分設森林組與⽔⼟保持組，1976年8⽉獨⽴為⽔⼟
保持科，於1991年7⽉1⽇改制為國⽴屏東技術學院，奉准成⽴⼆年制資源保育技術系，復於1995年8⽉1⽇再奉准改制為⽔⼟保
持技術系。1997年本校改名為國⽴屏東科技⼤學，本系設⽴在⼯學院中，於1998年8⽉改制為四年制⽔⼟保持系學⼠班，於1999
年8⽉成⽴碩⼠班；並奉准於2005年8⽉與⼟木⼯程系共同成⽴「坡地防災與⽔資源⼯程研究所」博⼠班。
本系現有專任教授5⼈，副教授3⼈，助理教授1⼈，9位教師均具有博⼠學位。
2444 國⽴屏東科技⼤學 ⾞輛⼯程系 Departmen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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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本系創⽴於⺠國85年，成⽴之初設⽴⼆年制學⼠班，89年度起設⽴四年制學⼠班，91年度起設⽴碩⼠班，93年度起停招⼆年制學
⼠班，94年成⽴四技進修部，97年度通過⼯程與科技教育認證，99年度起停招四年制進修部，⽇間部四技增為2班。⽬前有碩⼠
班2班，⼤學部⽇間部四技8班，學⽣約400⼈。
◎師資
教授12位，副教授1位，助理教授2位，專案助理教授1位，所有師資皆來⾃國內外名校博⼠，多位兼具產業實務經歷。
◎教學與研究實驗室
本系共有23間教學及專業實驗室。教學實驗室包括⾞輛實習⼯廠、底盤⾺⼒試驗室、引擎⾺⼒試驗室、電腦輔助⼯程分析實驗
室、⾞輛電⼦教學實驗室、熱流教學實驗室及⾞輛機電系統實驗室。專業實驗室包括⾞輛機構實驗室、機電整合實驗室、⾞輛控
制實驗室、智慧型載具實驗室、運動控制實驗室、複合材料與輕結構實驗室、計算固⼒實驗室、數值模擬實驗室、熱流分析實驗
室、雷射加⼯實驗室、能源與資源實驗室、⾞輛微系統整合實驗室、電動⾞輛實驗室、載具模擬識別與故障診斷實驗室、應⽤數
學實驗室、 模組化智能系統實驗室等。
◎發展特⾊
本系理念與特⾊為：積極的系，強韌的學⽣(Robust students from dynamic department)。在教學上，有積極熱誠的教授
群，完備的教學改善與輔導機制。在研究⽅⾯，以產業應⽤研究為主，基礎研究為輔。本系發展⽅向共分為綠⾊動⼒系統、⾞輛
電⼦、⾞輛結構與材料三個⽅向，⽬標為發展出綠⾊、智慧、安全的新世代綠⾊動⼒⾞輛。在綠⾊動⼒系統領域，主要為綠⾊能
源系統與新型態⾞輛（含全電動⾞輛、混合動⼒⾞輛）、及節能型綠⾊電動⾞空調系統等。在⾞輛電⼦領域，則包括汽⾞感測器
晶⽚與汽⾞創新功能晶⽚的應⽤、⾞輛控制模組與⾞輛通訊（含駕駛資訊系統(Telematics)與安全駕駛輔助系統）、影像辨識及
無⼈駕駛以及汽⾞智慧型LED陣列頭燈等。在⾞輛結構與材料領域，著重在⾞輛輕量化結構之設計分析、複合材料、新結構接合
⽅法以及⾞體安全設計的研究與開發等。
◎課程規劃
本系主要根據全球⾞輛產業之發展趨勢，培養所需⼯程⼈才，課程規劃區分為結構與材料領域、電動機動⼒及散熱技術領域、及
⼈⼯智慧及影像辨識與機電整合領域等三⼤領域的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同時配合產學合作資源，修習⾞輛製造與檢測⽅⾯之相
關課程，如精密加⼯技術、電腦輔助⼯程製造、⾞輛實習與⾞輛測試⽅法等，最後再以實務專題檢驗各課程基礎能⼒之整合成
效，以培養學⽣全⽅位的知能與⾞輛⼯程之應⽤能⼒。
◎未來出路
◎升學
國內外⾞輛研究所、機械研究所、機電研究所、材料研究所、航太研究所、造船研究所等。
◎就業
本系畢業⽣就業領域包含⾞輛相關產業、⾼科技產業、⾼職汽⾞科教師等
⾞輛相關產業：台鐵、本⽥汽⾞、華創⾞電、⾞王電⼦、光陽⼯業、裕隆汽⾞、⼭葉機⾞、三陽機⾞、豐⽥汽⾞、中華汽⾞、
⾦屬⼯業研發中⼼、精密機械研究中⼼等。
⾼科技產業：台積電、⼠林電機、⽇⽉光、奇美電⼦、友達光電、聯華電⼦、久允科技、東元電機、華亞科技、宣德科技、聯
相光電、華新科技等。
⾼職汽⾞科教師：⾼雄⾼⼯、台南⾼⼯、岡⼭農⼯、桃園農⼯及東港⽔產職業學校等。
2445 國⽴屏東科技⼤學 ⽣物機電⼯程系 Department of Bi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1、 系所簡介:
本系教育⽬標是訓練學⽣具備機械、電機、機電整合等基本專業知識，應⽤機電科技於⽣物產業相關領域。以培養具廣泛知識基
礎之機電⼯程⼈才為⽬的，以機電科技為主，⽣物應⽤為輔，將機電科技應⽤於⽣物產業上。
2、 課程領域:
本系的課程將以基礎科學為主，應⽤科學為輔，並注重不同知識領域間之整合⼯作，藉由知識融通，厚植學⽣應⽤知識的能⼒。
配合國內⽣物產業發展之需求，加強機電控制、檢測及製造的課程 。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包括：微積分、普通物理學、普通物理
學實驗、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圖學、機械⼯作法實習、電⼯學、電⼯實習、⽣物、靜⼒學、動⼒學、材料⼒學、⼯程數
學、⽣物產業機械、⽣物產業機械實習、熱⼒學、⽣物材料物理性質、⾃動控制、電⼦電路學、感測器原理與應⽤、微處理機原
理與應⽤、流體⼒學、機電整合等。
3、 未來發展:
本系畢業⽣可從事於⽣物產業相關的⼯程系統設計製造和維護；而升學管道可⾄⽣機、機械、電機、醫⼯和⾷品等研究所進修。
2354 國⽴屏東科技⼤學 先進材料學⼠學位學程 Department of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Advanced Materials
本學程教育⽬標培育先進材料領域之⾼科技⼈才，兼顧理論與實務，以 「4+2 師徒」理念，帶領先進材料的種⼦，成為專業⼈
才。學習重點主要為半導體製程及封裝技術、⽣醫材料、奈⽶材料、能源材料及物聯網感測器技術。

國⽴臺北科技⼤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73
聯絡電話 886-2-27712171
傳真 886-2-87731879
地址 10608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號
網址 https://www.nt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tut.edu.tw/p/412-1032-9284.php?Lang=zh-tw
在臺北市和新北市區內，國⽴臺北科技⼤學擁有不同的學⽣宿舍，包含校區宿舍(東校區宿舍)及⾮校區宿舍(新北宿舍及
南港宿舍)。房間皆為4⼈⼀間，每間房間提供電話和網路服務，在學期⼀開始必須繳交宿舍費⽤，僑⽣享有半價優惠，每
學期約需5000元，此費⽤不包含寒、暑假期住宿。新⽣可申請宿舍住宿，前⼆年享有保障，第⼀年保障以東校區宿舍為
主，第⼆學年起男性保障以新北宿舍為主，⼥性以南港宿舍為主，第三年開始由抽籤決定⼊住，因此第三學年開始，學⽣
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臺北科技⼤學擁有最後分配住宿的權⼒。 申請⽅式: 在確認⼊學後，新⽣可在回覆就讀意願時，同
時回覆是否想要住宿於臺北科技⼤學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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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北科技⼤學（⼜名臺北科⼤，原臺北⼯專），創⽴於1912年。⽇治時期為訓練⼯科技師的講習所，成⽴⼀百
多年來，在臺灣經濟起⾶轉型的時代，扮演著重要的⼯業推⼿，培育無數優秀⼈才投⼊⼯商產業，⽬前臺灣企業
中，10%的中小企業創辦⼈、董事與執⾏⻑，皆為臺北科技⼤學畢業的校友，因此本校素有「企業家搖籃」之美稱，深
獲社會好評。 ⼆、本校為實務研究型⼤學，擅⻑⼯程領域，在設計、研發以及技職教育也居領先地位，務實致⽤的教學
與研究⼀直是本校特⾊，教師與⼯、商、科技業界往來密切，擁有最⾼⽐例的產學研究案。本校也格外強調實習實作，學
⽣在學期間有業界教師輔導，所學為企業所需，畢業前皆已有業界實習經驗，為企業晉⽤⼈才⾸選，應屆畢業⽣就業率⾼
達97%。近年於《遠⾒》及《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專校院畢業⽣調查中，本校於各項排名均名列前茅，更為企業最
愛公⽴科技⼤學。 三、本校因與世界各國交流頻繁，國際學⽣眾多，⽬前約有1000位境外⽣分別來⾃超過世界50個不同
國家。為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臺北科⼤也特別增加英語授課，同時與許多世界頂尖⼤學及學術機構締結姊妹校與學術研
備註
究合作，提供學⽣出國交換留學、國際合作交流及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機會，培養學⽣國際觀與國際移動⼒。 四、本校全
數⼯程系所皆獲IEET認證通過，學歷被Washington Accord會員國（包含⾺來西亞、新加坡、香港、⽇、韓、美、
加、英、澳、紐等）承認，管理學院獲AACSB國際認證，畢業⽣具國際競爭⼒。 五、本校位於台北市中⼼，雙線捷運交
會口，左鄰繁華的東區流⾏商場及影城，右近華⼭⽂創園區及全台最⼤的3C資訊批發賣場-光華電腦商圈，交通便捷，資
訊發達，⽣活機能完整。 六、本校備有男、⼥學⽣宿舍，新⽣優先安排住宿，並享有住宿費減半優惠，宿舍床位前2年享
有保障，第3學年起，宿舍床位之申請將以抽籤⽅式決定，學⽣在進⼊第3學年之前，應有校外住宿的準備。 七、本校額
外設有每年發放⼀次之「國⽴臺北科技⼤學僑⽣獎學⾦」，供成績優異之學⽣提出申請。 ⼋、接獲分發通知後，錄取通
知書及就讀意願調查將以電⼦郵件⽅式寄發，報名時請留下正確的電⼦郵件地址，並依電⼦郵件指⽰，在期限內回覆是否
就讀，未回覆者視同放棄就讀。
系所分則
2424 國⽴臺北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國⽴臺北科技⼤學位居國内科技⼤學的⿓頭地位，也是世界⼀流的⼯業⼤學，機械系更是學校最⼤與最核⼼的科系，肩負學校發
展的重責⼤任，配合本系師資專⻑及研究設備，以未來科技趨勢、國家產業需求為⽬標，研究重點有六⼤領域：1. 精密機械；2.
機電整合技術、智慧機械、⼯業4.0；3. 微光機電系統；4. 先進薄膜與奈⽶技術；5. 半導體技術與⽣物晶⽚；6. 醫⼯與醫療輔助
器材技術研發、智慧醫療⻑期照護。
本系優勢及特⾊：
1.師資健全：38名專任師資均具博⼠學位，陣容堅強，研究及教學成效普獲好評。
2.課程完善：強調紮實的實務經驗，配合專題領域及校外實習，達到學⽤合⼀的⽬標。
3.資源完善：40間特⾊實驗室，先進儀器設備⿑全，含各式精密量測設備、3D列印製程設備、數值控制⼯具機、機械⼿臂教學與
應⽤模組、電⼦顯微鏡等。
4.系友眾多：本系歷史悠久，校友遍及各⾏業，結合為龐⼤⼈⼒資源後盾。
2426 國⽴臺北科技⼤學 ⾞輛⼯程系 Dep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輛⼯程系所的研究與教學發展⽬標係在培育⾞輛產業所需專業⼯程⼈員，並針對⾞輛產業之零組件研發、設計、製造、裝配，
以及⾏銷管理、售後維修以及⾏⾞安全與肇事重建等各項技術進⾏相關教學及研究，以開發先進⾞輛零組件增進⾞輛性能及安全
性。
⾞輛⼯程知識具系統整合特⾊，尤其是先進⾞輛更是⾞輛、電⼦與通訊等整合領域知識之綜合體，相關學理基礎有⾞輛類的圖
學、固⼒、熱流、材料、機設，與電學類的電機、電⼦、控制，應⽤則包含針對⾞輛特有的科⽬如懸吊系統、煞⾞系統、⾞輛測
試法等。
每年全國⼤專校院超級環保⾞⼤賽，本系在電動⾞、超級省油⾞及⾞輛製作等⽅⾯屢獲佳績。
2351 國⽴臺北科技⼤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程系 Dept. of Energy and Refrigerating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ing
本系為機、電、建築、能源⼯程整合之科技理論，與實務密切配合之科技，故本系之教學⽬標為使學⽣具有廣泛機電⼯程技術能
⼒，課程配合專業之所需，使學⽣具有考取冷凍空調⾼考等專業證照之學識與實務能⼒。
2437 國⽴臺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教授電機⼯程專業知識及培育國家建設所需之電機科技專業⼈才為主要⽬標。本系主要分為電⼒與系統兩⼤範圍。其中電
⼒領域細分為「電⼒與能源」及「電⼒電⼦」兩個專業領域，而系統領域分為「控制」、「通訊」及「計算機」三個系統專業領
域，可⾒本系共分五⼤專業領域：電⼒與能源⼯程、電⼒電⼦⼯程、控制⼯程、通訊⼯程、計算機⼯程。除電⼒與能源專業領域
較著重傳統的電機專業外，其餘電⼒電⼦、控制系統、通訊⼯程及計算機⼯程四個專業領域與⽬前尖端的電⼦科技產業環環相
扣。北科電機的實作技術訓練及紮實的理論基礎，在全國性的各種競賽中常領先群倫，獲得佳績。
2427 國⽴臺北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電⼦系教學⽬標為配合⼯業經濟發展與產業界的需求，積極為國內產業界培育⾼等電⼦專業技術⼈才，其發展的重點以計算機⼯
程(含軟體、硬體、韌體、多媒體、⼈機介⾯、及單晶⽚微處理)、無線通訊 (含無線傳播、⾏動通訊、信號處理及網路應⽤)、電
波⼯程(含數值電磁、⾼頻電路、微波傳播、微波積體電路設計、光電系統、光通訊及光纖有線電視雙向互動影⾳傳輸)與晶⽚系
統(晶⽚設計、電腦輔助、設計⾃動化、軟硬體共同設計)等四⼤領域，並強調計算機、通訊、電波及積體電路等技術之整合與應
⽤。
2428 國⽴臺北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對於⼤學部的基礎訓練，以「語⾔與軟體」、「數學與演算」，以及「計算機系統」等三⼤基礎課程為主軸，規劃能深植電腦科
學與資訊⼯程之觀念與學理的基礎課程，並安排在⼤⼀、⼤⼆進⾏，以養成學⽣全⾯的基本能⼒。為落實這三⼤領域的基本訓練
及配合資訊相關產業現況與⼈⼒需求，另外規劃了「軟體系統」、「多媒體與嵌⼊式系統」與「網路系統」等三個專業領域，結
合基本課程，提供基礎理論與實作應⽤兼備的訓練與發展環境。這三個專業領域的訓練規劃在⼤⼆與⼤三之間開始進⾏，使其訓
練與基本課程有適當的銜接，利⽤實務與學理的承接與整合，達成以實作活化基礎學理的培養，並以基礎學理強化實作能⼒的⽬
標。⼤三、⼤四課程安排則以專業領域訓練為主，將⼈才導向資訊科技市場，俾使未來畢業⽣成為資訊領域之中堅研發⼈才。
2429 國⽴臺北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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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重點發展之特⾊：
1.光通訊： 研究主題包括微波光纖傳輸系統、分波多⼯光纖網路、光纖有線電視系統、⻑波⻑單光⼦元件與應⽤、慢光效應於光
訊號處理之應⽤。
2. 光學⼯程： 主要研究及開發光學元件與系統，其中之技術包含光學設計、鍍膜、光電量測、短脈衝雷射、近場光學、繞射光
學、光資訊處理、與⽣醫等領域之應⽤。
3. 顯⽰器⼯程： 研究液晶顯⽰器以及有機發光元件之相關技術，主要探討其光電與物理特性並針對顯⽰品質的改良，開發新型的
顯⽰模式。
4.光電材料與元件： 主要研究⽅向為研發新穎的三元及四元化合物、發光⼆極體(LED)、檢光元件、太陽能電池、積體光學元
件、光電材料薄膜及奈⽶結構製程開發。
2430 國⽴臺北科技⼤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創⽴於西元1917年，歷史悠久且教學品質卓越，以培養專精務實，具⽣物科技素養之化學⼯程師為⽬標。課程及教師研究之
⽅向為四⼤領域：化學程序⼯程、⽣化與⽣醫⼯程、材料與奈⽶⼯程、光電能源與環境。
本系除加強傳統化⼯教育，以提升化學⼯業⽣產、操作及設計之技術⽔準外，並因應化⼯之新領域，配合未來產業發展特⾊，重
點發展⽣物科技、奈⽶科技、材料⼯程、半導體製造科技、特⽤化學品、分離程序、清潔⽣產、燃料電池、先進⾼分⼦材料、相
平衡、電化學、程序⼯程等。 辨⾊⼒異常者，不宜申請本系。
2431 國⽴臺北科技⼤學 分⼦科學與⼯程系 Dept. of Molecula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以綠⾊製程與材料、能源材料、光電分⼦材料、⽣醫分⼦材料、柰⽶材料、⾼科技紡織品為發展重點。為圖⻑期發展以配合
快速變遷中的潮流時尚，其採取的策略是系內學程制，並以知識和技能並重的⽅式，以造就智能全備的學⼦。期盼學⽣在系上專
業多元化以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訓練下，成為⾼科技產業急需的全⽅位專業⼈才。 辨⾊⼒異常者，不宜申請本系。
2432 國⽴臺北科技⼤學 ⼟木⼯程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木系教學⽬標為培育⼟木⼯程專業技術⼈才，使能從事⼟木⼯程有關之規劃、調查、測繪、設計，施⼯、檢驗及維護管理等專
業⼯作，進而培養學⽣具有⼟木專業領域之進修研究能⼒。
本系未來之教學及研究．將繼續著重於結構、⼤地、營建、管理、⽣態與防災資訊、⽔資源等⽅向發展，期能培養專業技術⼈
才，以改進⼟木⼯程環境，提昇⽣產⼒及⼯程品質。
本系畢業之學⽣可從事⼟木建築⼯程之規劃設計、監造及施⼯、交通運輸、⽔利⽔保⽣態⼯法、防災規劃等⼟木相關領域，歷屆
系友在⼯程界獲得極⾼之評價。
2433 國⽴臺北科技⼤學 材料及資源⼯程系材料組 Dept. of Materials and Mineral Resources Engineering (Materials
Program)
本系亦是全國唯⼀將材料科學與資源⼯程整合的學術單位，配合現代材料科技與資源永續發展，提供材料⽣命週期所需之專業知
識與⼈⽂素養，由資源之開發、處理、應⽤、再⽣，以⾄於材料製程、組織、性質、性能與應⽤等專業實務科技，使學⽣得以進
⼊科技或學術領域發展。
材料組之發展及研究重點在於培育材料⼯程之專業技術⼈才，使能擔負材料之製造、設計、處理、加⼯、品質管制及檢驗等任
務。主要教學及研究⽅向在⾦屬、陶瓷及其複合材料之組成、微觀組織、製程及性質間之相互關係，材料之性能與應⽤，以及材
料之防蝕與保固研究，研究之材料依功能性主要可以分為電⼦、奈⽶、⽣醫、能源、⺠⽣材料為主。
2341 國⽴臺北科技⼤學 材料及資源⼯程系資源組 Dept. of Materials and Mineral Resources Engineering (Mineral
Resources Program)
本系是全國唯⼀將材料科學與資源⼯程整合的學術單位，配合現代材料科技與資源永續發展，提供材料⽣命週期所需之專業知識
與⼈⽂素養，由資源之開發、處理、應⽤、再⽣，以⾄於材料製程、組織、性質、性能與應⽤等專業實務科技，使學⽣得以進⼊
科技或學術領域發展。
資源組培育各種資源的開發、處理、應⽤、回收及再⽣等領域的專業⼈才，特別著重⼯業廢棄物(資源)之再⽣及處理、礦物 材料
及陶瓷原料之合成及應⽤、地質⼯程技術等領域之教學。本系資源組主要教學及研究⽅向在資源開發及地質⼯程、資源應⽤及材
料合成、以及資源處理及材料製程等三⼤領域。
2435 國⽴臺北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建築系歷史悠久，為國內最早成⽴的建築科系。其創設可溯⾃1912年（⼤正1年）⼯業講習所時代，九⼗多年來，為台灣建築、
營造界培育了無數的⼈才，畢業⽣除了開設建築師事務所擔任建築師外，並為營造⼯程實務界中的翹楚與基幹。因此⼤學部的特
⾊重點著重於建築各領域的均衡訓練課程，包括通識、計畫、史論、構造、結構、景觀、都市、規劃、多媒體、理論等領域課
程，以培養全⼈的建築設計與實務⼈才，同時因應21世紀之需要，培養綠建築、⽣態環境保育與控制、都市規劃設計等⽅⾯的⾼
級技術⼈才。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
2438 國⽴臺北科技⼤學 ⼯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 Design Program)
系上分為「產品設計」及「家具與室內設計」兩組，採精兵制小班教學。除通識教育課程外，專業科⽬分兩組教學。
產品組與家室組共同必修課程：設計圖學、設計概論、⼈因⼯程、平⾯設計、試作技術、⽴體設計、專題設計。
產品設計組必修課程：設計素描、透視圖學、⾊彩學、設計素描、⼯業設計史、⾏銷學、產品設計、製造程序、設計表現法、設
計⽅法、⼯程材料與實習、產品設計、設計⼯學、產品開發、商品計畫、設計管理。
本系學⽣作品年年皆奪得德國紅點與iF國際設計⼤獎，使本校成為全台設計國際排名領先學校。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廠機具操作，視障及四肢殘障者請⾃⾏評估。
2439 國⽴臺北科技⼤學 ⼯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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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分為「產品設計」及「家具與室內設計」兩組，採精兵制小班教學。除通識教育課程外，專業科⽬分兩組教學： 共同必修課
程 設計圖學、設計概論、⼈因⼯程、平⾯設計、試作技術、⽴體設計、專題設計。
家具室內設計組必修課程：⾊彩學、設計素描、透視圖學、⼈因設計、家具史、家具製圖、室內建築學、家具設計、家具結構與
實習、家具設計表現技法、室內設計史、室內設計表現技法、室內設計原理、室內設計圖學、照明學、家具製造程序。
本系學⽣作品年年皆奪得德國紅點與iF國際設計⼤獎，使本校成為全台設計國際排名領先學校。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廠機具操作，視障及四肢殘障者請⾃⾏評估。
2436 國⽴臺北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系主要以製造與供應鏈、產業電⼦化與資訊應⽤及管理科學與決策等三個學術領域為主要發展⽅向，並期逐步形成特⾊。
系上特⾊如下： 1. 著重⼯業⼯程之基礎與專業課程並重，加強⾃動化，數位化及整合製造系統之規劃設計與執⾏能⼒。 2. 電⼦
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開發及設計，使之有分析與制定管理決策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3. 著重電⼦化知識商務，企業經營管理與
服務系統實務與加強創新管理等課程培育及演練。
2865 國⽴臺北科技⼤學 資訊與財⾦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Finance Management
本系錄取分數為全國科技⼤學商管第⼀名，也是國內第⼀個培養兼具資訊技術與財務⾦融管理⼈才的科系。課程教學以理論與實
務兼顧的⽅式進⾏，使學⽣⼀⽅⾯具備獨⽴開發、管理資訊系統的能⼒，⼀⽅⾯對財⾦管理具備相當的知識。研究⽅向與特⾊有
三：1. ⾦融科技：主要是應⽤資訊科技，讓⾦融服務更完善、更有效率。2. 資訊管理：結合企業⽬標建構資訊系統，並應⽤資訊
技術於管理實務之上。3. 財務⾦融管理：主要以⾦融市場與機構管理、財務管理與資訊應⽤、投資決策管理、⾦融⾵險管理、財
務計量分析。

國⽴雲林科技⼤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72
聯絡電話 886-5-5372637
傳真 886-5-5372638
地址 640301 雲林縣⽃六市⼤學路3段123號
網址 https://www.yuntech.edu.tw/index.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dx.yuntech.edu.tw/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61&Itemid=627
宿舍 1.第⼀年保障住宿，第⼆年起須參加在校⽣抽籤。 2.⼤學部為四⼈⼀室。
⼀、本校備有學⽣宿舍。⼆、本校訂有學⽣英語能⼒要求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三、在交通⽅⾯，無論是⽕⾞或
⾼速公路⾄本校均⾮常便利，另本校每⽇有8班次校⾞提供全校師⽣往返⽃六⽕⾞站接送服務。四、110學年度學雜費之
備註 收費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學費：⼯業類NT$16,979；商業類
NT$16,833。雜費：⼯業類NT$10,866；商業類NT$7,349。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
外獎助學⾦及⼯讀機會可供申請。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836 國⽴雲林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具備數理基礎。
2.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2415 國⽴雲林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本系以培養電⼦⼯程及前瞻科技專業⼈才為主要⽬標，著重基礎理論與實務教學。
2.發展⽅向包括：晶⽚設計、半導體、⼈⼯智慧、軟硬體系統、⾞⽤電⼦、⽣醫感測、光電應⽤等領域。
3.課程規劃強調實務與理論結合，教育學⽣具備積極創新、多元思考及處理問題之能⼒，培養學⽣成為具有實務能⼒之電⼦⼯程
相關產業之專業⼈才。
4.報考學⽣須具備⾼中以上數理基礎及中⽂聽、說、讀、寫與表達之能⼒。
2418 國⽴雲林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以軟體為主，硬體為輔，強調資訊技術在「多媒體系統」、「嵌⼊式系統」及「電腦網路系統」之應⽤整合學習，並以「智
慧⽣活」為發展主軸，持續發展影像辨識、機器學習、⼤數據分析、AI、資訊安全、物聯網與嵌⼊式系統設計技術，強化「資訊
智慧服務」，培養具實務能⼒之優秀資訊⼯程專業⼈才。
2416 國⽴雲林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 須具備數理基礎。
2.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3. 本系課程需操作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須有能⼒即時移動遠離危險現場，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
本系旨在培養學⽣具備基礎數理及⼯程專業能⼒，使符合產業界需求之環安衛⼈才，及培養關懷環境及持續終身學習精神。
2837 國⽴雲林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現有16位專任教師，均具博⼠學位，其中教授11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3位，未來將增聘⾄18位專任教師。本系所師資涵
蓋⽣物化學、電化學⼯程、材料化學、污染防治、分離技術、⾼分⼦複合材料、⽣醫⼯程與災害防治等領域。
2417 國⽴雲林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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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備數理基礎。
2.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2419 國⽴雲林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1.具備描繪能⼒。
2.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基礎。
2420 國⽴雲林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BS in Architecture
Design Program)
本系以培養學⽣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之專業能⼒，訓練具備藝術⼈⽂素養與科技運⽤能⼒，熟練實務操作與研究發展之專業⼈
才。在學校發展的策略下，朝向產業化、國際化、資訊化之⽬標，呼應產業與社會的發展趨勢，孕育符合國家社會所需的專業能
⼒。
2421 國⽴雲林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BS in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本系以培養學⽣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之專業能⼒，訓練具備藝術⼈⽂素養與科技運⽤能⼒，熟練實務操作與研究發展之專業⼈
才。在學校發展的策略下，朝向產業化、國際化、資訊化之⽬標，呼應產業與社會的發展趨勢，孕育符合國家社會所需的專業能
⼒。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8
聯絡電話 886-5-6315108
傳真 886-5-6310857
地址 632301雲林縣虎尾鎮⽂化路64號
網址 https://www.nfu.edu.tw/zh/
承辦單位 綜合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scholarship-news.html
本校備有學⽣宿舍，並保障新⽣住宿；依⽬前住宿辦法，僑⽣及港澳⽣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學⽣宿舍相關規定辦理，詳情逕洽本校⽣活輔導組，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life.html
國⽴虎尾科技⼤學創⽴於1980年，已有近40年的歷史，本來為國⽴雲林⼯專，是過去台灣三⼤⼯專之⼀，於2004改名為
現在校名。⽬前本校有四個學院：⼯程學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共有21個系組，18個碩⼠班，3個博⼠
班，學⽣約8,500⼈。本校的優點：1. 歷史悠久，辦學績優(持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典範科⼤補助。2. 因為是公
⽴學校，因此學費較低廉。3. 依⽬前住宿辦法，僑⽣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4.本校居雲林縣中⼼位置之虎尾
鎮市區，交通⽅便，距雲林⾼鐵站15分鐘，78號快速道路5分鐘，中⼭⾼15分鐘，客運⾞站就在學校旁邊。
系所分則

2655 國⽴虎尾科技⼤學 機械設計⼯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Engineering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術之訓練，培育系統整合設計⼈才，以機械設計為本，整合機電、⾃動化及⼯程資訊相關技
術。
2654 國⽴虎尾科技⼤學 動⼒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Powe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甄選對⾼科技產業之能源科技、機電整合、微機電應⽤、精密傳動系統、⽣醫⼯程、創意設計有興趣之學⽣。
2869 國⽴虎尾科技⼤學 ⾃動化⼯程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以機電光系統整合、⾃動控制、設計製造管理等技術為教育⽬標，培訓學⽣使其成為具備⾃動化系統規劃、設計、製造與整
合能⼒之⼯程科技⼈才。
2647 國⽴虎尾科技⼤學 ⾞輛⼯程系 Departmen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提升⾞輛⼯程相關之理論與實務能⼒。
2652 國⽴虎尾科技⼤學 ⾶機⼯程系航空電⼦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vionic Section)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術之訓練，為國家培育電⼦、通訊、導航與電機控制等專業⾼級技術⼈才。
2653 國⽴虎尾科技⼤學 ⾶機⼯程系機械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s Section)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術之訓練，為國家培育⾶機⼯程專業⾼級技術⼈才。
2807 國⽴虎尾科技⼤學 材料科學與⼯程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因應⾼科技發展，培育⾼科技材料專業⼈才（培育太陽能科技、電⼦科技、⾦屬⼯業、功能陶瓷、綠能產學等 ⼯業之專業⼈
才）。
2656 國⽴虎尾科技⼤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專業學識與技術之訓練，培育精密機械設計與製造、精密模具與成型、光機電整合與檢測及
CAD/CAE/CAM等領域之⾼級科技⼈才。
2784 國⽴虎尾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甄選有興趣與能⼒之學⽣，進⼊本系接受電機專業技術訓練，為現代電機科技⼯程培育專業⼈才。
2472 國⽴虎尾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of Electro-Optics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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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優秀學⽣進⼊本系接受事業學識與技術訓練，為國內光電科技與產業培育⾼級技術⼈才，使具備光電、半導體、平⾯顯⽰器
等相關知識與技術。
2358 國⽴虎尾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本系所研究領域依教師專⻑領域分成積體電路設計與製程、微電⼦與光電⼯程、通訊系統等三⼤⽅向。
2808 國⽴虎尾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甄選優秀學⽣進⼊本系培育網路多媒體、資訊系統、系統設計等專業技術。

國⽴臺灣科技⼤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1
聯絡電話 886-2-27301190
傳真 886-2-27376661
地址 10607台北市⼤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網址 http://www.n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及研教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詳情逕洽本校
⼀、本校創⽴於西元1974年，為臺灣第⼀所技術職業教育⾼等學府，設置6個學院(⼯程、電資、管理、設計、⼈⽂社
會、應⽤科技等)、24個系所(如簡章所列)，近年辦學成就卓越，於2019亞洲⼤學排名第61名(全臺灣第四)；2020年QS世
界⼤學排名251名(全台灣第五)；德國iF國際設計獎世界⼤學積分(2010⾄2015年)，連續5年蟬聯全球第⼀。 ⼆、本校位
於台北市⽂教區，鄰近公館捷運站，交通便利及⽣活機能優越。本校與臺灣⼤學、臺灣師範⼤學組成「國⽴臺灣⼤學聯
盟」，共享教學資源，學⽣可跨校選課。 三、對於經濟上有需要之學⽣，本校提供各類獎助學⾦(含清寒僑⽣助學⾦)或校
內⼯讀機會。
系所分則

2405 國⽴臺灣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的在培育具有⾼度技術基礎的機械⼯程師，其課程內容涵蓋機械⼯程之固⼒設計、製造、熱流、控制與材料等五⼤領
域。學⽣除了接受機械⼯程基本學科訓練外，還要學有專精，系所內亦提供「校外⼯廠實習」課程，藉由業界⼯廠提供⼯讀機
會，使本系學⽣在學術理論外獲得之實際⼯廠實作訓練，以培育機械系畢業⽣得以在⼯業界職場時迅速發揮其潛能。歡迎具電
機、電⼦、機械、化⼯、材料、醫⼯、數學、物理、化學等相關⼯程領域的同學報考。
2407 國⽴臺灣科技⼤學 材料科學與⼯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材料科學與⼯程系的教學研究發展⽅向，分為有機⾼分⼦材料、材料製程及無機固態材料等三領域，有機⾼分⼦材料領域研究開
發功能性⾼分⼦、⾼性能有機材料、複合材料、⾼分⼦薄膜材料、先端⾼分⼦材料合成、有機光電元件、⽣醫材料及綠⾊能源材
料、⾼分⼦發泡材料，發展最新之奈⽶、光電及⽣醫等先端科技。材料製程領域研究開發材料加⼯製程技術、製造系統之
CAD/CAM、電腦整合製造及相關⼯程設計與⽣產⾃動化技術。無機固態材料領域研究開發⾦屬玻璃、電⼦陶瓷材料、⾮晶質合
⾦、電晶體元件、半導體薄膜材料、燃料電池、微感測器、發光及被動電⼦元件及太陽能電池材料。
2408 國⽴臺灣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本系之研究發展著重於營建管理、⼤地⼯程、結構⼯程、營建材料及資訊科技等五⽅向，並特別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及跨領域之
科技整合。
2406 國⽴臺灣科技⼤學 化學⼯程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本系宗旨在培育國際⼀流的化學⼯程研發及技術⼈才，暨進⾏尖端創新之研究。本系教師之研究專⻑包含分⼦科學與⼯程、界⾯
科學及奈⽶技術、光電與能源技術、清潔⽣產技術等領域，涵蓋產品與製程的設計、施作、與優化。本系具充沛研究能量，強調
學習與產業應⽤之連結。教學部份兼顧基礎理論與專業技能知識，並提供學⽣實際動⼿作之實務課程、暑期實習、與整學期的實
習等機會。本系積極推動國際化，提供⼤學部以及研究所英語課程、與國際化學習環境，以培育具有宏觀視野的化學⼯程專業⼈
材。
2409 國⽴臺灣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本系的發展涵蓋了許多前瞻性的電⼦科技，如綠能電⼦、無線通訊與信號處理技術、類⽐電路及IC設計、雲端科技、數位家庭、
半導體技術、奈⽶材料、光電元件、次系統與系統、影像顯⽰技術與照明、⽣醫電⼦等。
2410 國⽴臺灣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為實現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在各專業科⽬上加重理論薰陶之⽐重。可分為電⼒與能源、電⼒電⼦、系統⼯程、積體電路與系
統、資訊與通訊、電信⼯程等領域。
2411 國⽴臺灣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之教學⽬標強調資訊理論及技術的研發，並使其成功地運⽤在產業中。課程內容以培養資訊⼯業所需⼈才為主。並強調跨領
域之結合、建⽴相關課程之實驗室，加強理論與實務之配合教學、強調計算機軟硬體系統之實務，以落實教學及研究成果。
2412 國⽴臺灣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本系之⽬標為培育具⼈⽂關懷、創意思考與國際競爭⼒之建築專業⼈才，學習領域主要包括：(1)建築設計與計畫(2)建築歷史與
⽂化(3)建築思維與理論(4)建築經營管理(5)建築數位科技(6)建築環境科技(7)智慧綠建築(8)建築構造與防災(9)都市設計 (10)室內
設計等。

國⽴澎湖科技⼤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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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D7
聯絡電話 886-6-9264115
傳真 886-6-9264265
地址 88046澎湖縣⾺公市六合路300號
網址 https://www.n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學雜費全國最低。 ⼆、教學預警措施：於期中及期末成績公布後，針對課業成績不佳學⽣進⾏輔導。 三、每學期設
備註 有成績優良前三名獎學⾦。 四、設有獎助學⾦、急難救助、⼯讀機會、學雜費減免等獎助措施提供學⽣申請。 五、新⽣
優先安排住宿。 六、本校設有專責⼈員，負責安排到校後的各項⽣活協助。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710 國⽴澎湖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校資訊⼯程系專注於實務課程，希望訓練出來的學⽣能於電⼦資訊領域成為⼀位優秀的⼯程師。學⽣們接受四年的⼤學教育
後，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不論是繼續升學或是就業，均能有很好的發展。本系的課程發展重點為「物聯網技術與應⽤」與「數
位內容與應⽤」等兩⼤⽅向，並以「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為本系發展特⾊，進⾏跨領域的教學研究。
2708 國⽴澎湖科技⼤學 電信⼯程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為國內少數通訊專業科系，設⽴⽬的在培育具有基礎電⼦素養，以及「通訊與信號處理」和「射頻及微波」領域專業能⼒
之⼈才，以提升國內通訊產業技術⽔準。
．本系設備新穎，尤其重視無線通訊關鍵之射頻設備，如：電⼦實驗室、數位信號處理實驗室、寬頻通訊實驗室、射頻電路實驗
室、電波無反射室、光纖通訊實驗室...等，並設有通信技術⼄、丙級合格證照考場。
2709 國⽴澎湖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系所特⾊
1. 本系是以電機電⼦之系統設計與控制等技術課程為主軸，培育具有電機、電⼦、電腦、電⼒、能源以及儀器系統設計之專業技
術⼈才。
2. 本系以電⼒⼯程、儀表系統設計與⾃動控制為系課程本位之三⼤發展主軸，並與綠⾊能源應⽤與開發為系發展特⾊。
3. 本系設有電⼦學實驗室、微處理機系統實驗室、數位邏輯實驗室、⼯業配線⼄丙級實習教室、機電整合⼄丙級實習教室、電⼒
電⼦⼄丙級實習教室、太陽光電設置⼄級技術⼠訓練場、數位電⼦實驗室、小型⾵⼒機設計實驗室等專業教室，另有光電展⽰
室、⾵⼒機展⽰室以及小型⾵⼒機測試場等。
專業課程
數位邏輯設計、數位邏輯設計實習、⼯業配線實務、計算機程式、微處理機、微處理機實習、電⼦學、電⼦學實習、電路學、控
制系統、電⼒電⼦學、電機機械、機電整合實務、數位信號處理、⾵光能源發電原理、遠端監控系統實務、電⼒系統、儀器電⼦
學、單晶⽚系統與設計、太陽光電系統組裝與檢測實務、⾵機系統組裝與檢測實務、⾵機系統設計等。
畢業出路
升學:報考國內外各⼤專院校電機、電⼦、資訊相關領域之研究所進修深造。
就業:電機、電⼦、電腦、綠能、資訊相關公司之產品設計、技術研發、⾃動控制以及綠能產業。其相關職務如研發設計⼯程師、
維修⼯程師、測試⼯程師、電⼒系統規劃⼯程師、智慧家庭規劃⼈員、數位內容企劃與能源開發與應⽤⼯程師。

國⽴臺中科技⼤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2
聯絡電話 886-4-22195755
傳真 886-4-22195761
地址 40401臺中市北區三⺠路三段129號
網址 http://www.nutc.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無僑⽣專屬獎學⾦
境外學⽣住宿保障：境外新⽣享有優先住宿分配,就學期間符合相關規定者即可續住。
【⼀】 本校⺠國8年創⽴，迄今餘百年歷史，奉准⾃⺠國100年12⽉1⽇由前身「國⽴臺中技術學院」與「國⽴臺中護理專
科學校」合併，改名為「國⽴臺中科技⼤學」。 【⼆】 本校設有6個學院：商學院、設計學院、語⽂學院、資訊與流通學
院、中護健康學院及智慧產業學院，涵蓋22個系所。採⽤專業理論與實務技能並進之教學策略，推動實習課程，多軌並
進培育各領域之⼈才。 【三】 「語⾔中⼼」建有多媒體語⾔教室及數位網路平台⾃學中⼼，提供全⽅位學習環境，並辦
理各項提升學⽣外語能⼒之檢定活動及實⾏輔導機制。 【四】 設⽴「英⽂能⼒畢業⾨檻及輔導辦法」，學⼠班學⽣達到
學校規定⾨檻⽅得畢業，確⽴本校學⽣之英⽂能⼒。
(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304/107020477.pdf) 【五】 提供僑⽣在臺⽣活暨獎助資訊，⿎
勵優秀僑⽣、協助經濟弱勢僑⽣安⼼求學。 (https://oia.nutc.edu.tw/files/13-1074-44662.php) 【六】 本校宿舍約
1400多床位，優先提供境外新⽣申請。 【七】 本校畢業校友達⼆⼗餘萬⼈，為培育技術⼈才之重要搖籃。依國內具公信
⼒機構之歷年調查，在「畢業⽣表現」、「企業主最愛校系」、「學校聲望」、「畢業⽣⼯作表現符合企業所需」中均名
列前茅。
系所分則

2485 國⽴臺中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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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國際資訊⼯業的蓬勃發展及「中部科學園區」的設⽴，對資訊⼯程⼈才需求殷切，本系期望以堅強的師資陣容、完善的軟硬
體教學設備與先進的教學理念，⽀援中部科學園區之⼈才需求，培育出質量兼優的資訊⼯程技術⼈才，⼀⽅⾯可以滿⾜產業界⽬
前及未來的需求，建構學⽣於學校及產業界的溝通橋樑，另⼀⽅⾯則可以加速國內資訊⼯業的發展。本系學⼠班教育⽬標：
(1)培育學⽣成為資訊⼯程領域之專業⼈才。
(2)培育學⽣成為具備團隊合作能⼒之⼈才。
(3)培育學⽣成為⼈⽂、科技兼備之⼈才。畢業規定：須符合本系畢業條件，詳⾒網⾴公告(網址：http://csie.nutc.edu.tw/)。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學校代碼
85
聯絡電話 886-2-28227101ext.2733
傳真 886-2-28206729
地址 11219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網址 http://www.ntunhs.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ntunhs.edu.tw/files/13-1002-15374.php
宿舍 僑港澳⽣保障住宿、優先分配住宿及在學期間優先申請權
本校創⽴于1947年，是臺灣專⾨培育國家護理與健康科技⼈才之國⽴⼤學。本校配合⼈在⽣命週期所呈現不同階段的健
康照護需求，培育從出⽣到終⽼階段所需相關護理、健康照護⼈才。⽬前設有護理學院、健康科技學院、⼈類發展與健康
學院，下設⼗⼆系⼗⼆研究所和⼀中⼼。 ⼀、辦學績效 1.本校畢業⽣就業率達95%，排名全國⼤學之冠。 2.本校護理系
獲選為臺灣黃⾦科系第⼀名!! 3.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學 4.榮獲教育部評選為典範⼤學 ⼆、教學特⾊ 1.提供多元
備註
學習管道/專業機構實習機會 2.提供學⽣取得國際專業證照與國家證照 3.培養學⽣專業與實務能⼒，畢業等於就業 4.開設
海外研修課程，提升學⽣國際競爭⼒ 三、僑⽣就學優惠條件 1.學費：國⽴⼤學收費，每學期約新臺幣2~ 3 萬元。 2.設置
僑⽣獎學⾦與優先⼯讀機會。 3.住宿：保障住宿優先權，住宿費每學期臺幣 8,000 - 18,000元。 4.交通: 位於台北市中
⼼，步⾏5分鐘即可達捷運站。 5.國外學習：提供海外研修課程與國際雙學位課程，提供出國獎學⾦補助。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843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設有四技及研究所，本系之教育⽬標乃在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且符合⽬前產業需求與未來發展趨勢的資管技術⼈員和管理
⼈才，以促進資訊科技在商業、企業、醫療領域的應⽤創新，並具備運⽤醫護、資訊與管理各項理論，技術與實務來發掘問題、
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培養醫療及健康事業相關的資訊管理⼈才，以落實應⽤資訊科技實現事前「健康管理」理念。 特
⾊: 本系努⼒⽅向將涵蓋醫療資訊、管理決策以及資訊科技等重要領域。醫療資訊領域著重於醫療、資訊管理相關之重要領域知
識，及組織如何有效地運⽤資訊科技，來解決因引進資訊科技對組織造成衝擊等。管理決策領域著重於企業資訊之分析解讀及資
訊化決策分析模式之建⽴等。資訊科技應⽤領域著重於商管相關資訊科技與技能之培育，⽬標在解決組織引進資訊科技時之技術
規劃與系統開發設計等問題。

國⽴勤益科技⼤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1
聯絡電話 886-4-23924505
傳真 886-4-23939845
地址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中⼭路⼆段57號
網址 http://www.nc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web2.ncut.edu.tw/files/14-1003-41385,r470-1.php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為臺灣中部地區唯⼀典範科技⼤學，連續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辦學績效卓著。 ⼆、學校地址：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中⼭路⼆段57號。 三、電話：04-23924505。 四、網址：http://www.ncut.edu.tw。 五、
本校男⼥兼收。 六、備有學⽣宿舍。 七、本校實施校外實習必修。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系修業期限，⼆技⼆年，
四技四年，並修滿各該系規定之學分（⼆技⾄少七⼗⼆學分，四技⾄少⼀百⼆⼗⼋學分），⽅得畢業。如在修業期限內未
能修⾜應修學分，得延⻑修業期限⼆年。各系畢業⽣應修總學分數、必修科⽬之名稱、學分數及配置年度，均依本校各系
（組）規定為準。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以同等學⼒資格
⼊學⼤學部⼀年級者，除前項規定之畢業應修學分數外，應另增加畢業應修學分數⾄少⼗⼆學分。
系所分則

2480 國⽴勤益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四技學⼠班課程規劃如下：1、多媒體科技學程：以多媒體基本概念為基礎，資訊理論為體、實務技術為⽤，著重於
多媒體與資訊科技理論及實務技術之研究與發展。2、智慧型嵌⼊式技術學程：以基本晶⽚以及嵌⼊式電路設計為基礎，應⽤晶
⽚理論為體、以實務應⽤晶⽚電路技術為⽤，著重在可程式化晶⽚設計以及嵌⼊式系統設計結合多媒體技術之研發與整合。
（⼆）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三）本系⽇四技訂有證照與技能畢業⾨檻。（四）基於
實驗及實作課須進⾏儀器設備操作，身⼼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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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1 國⽴勤益科技⼤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Department of Refrigera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Energy
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Control Program)
基於實習及實驗需要，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請審慎考慮。
2842 國⽴勤益科技⼤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組 Department of Refrigera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Energy
Engineering(Energy Applications Program)
基於實習及實驗需要，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請審慎考慮。
2482 國⽴勤益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的發展⽅向將以「精密機電」，「精密製造科技」，「精密機械設計」，「能源熱流技術」，「電腦應⽤技術」及「微奈⽶
科技」為主，並注重⼯程實際應⽤，將學術與實務結合，以提⾼機械⼯程技術教育之層次。（⼀）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基於實驗課程必須進⾏儀器設備之操作，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儀器操作不
易，且易⽣危險，請審慎考慮。
2483 國⽴勤益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規劃及⼈才培育⽅⾯，依據國家經濟發展、新興產業趨勢、地區產業特⾊及系教育⽬標，本系課程規劃以「電能
科技」、「機電控制」及「計算機應⽤」為教學及研究重點發展⽅向。
（⼆）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三）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
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2839 國⽴勤益科技⼤學 電⼦⼯程系智慧機器⼈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ntelligent Robot
(⼀)本系課程規劃共分為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智慧機器⼈等三個學程，所有課程均包含理論基礎與實務
技術等內涵。（⼆）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2748 國⽴勤益科技⼤學 電⼦⼯程系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Network multimedia
and game machine
(⼀)本系課程規劃共分為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智慧機器⼈等三個學程，所有課程均包含理論基礎與實務
技術等內涵。（⼆）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2840 國⽴勤益科技⼤學 電⼦⼯程系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ntegrated Circuit
and System Application
(⼀)本系課程規劃共分為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網路多媒體暨遊戲機、智慧機器⼈等三個學程，所有課程均包含理論基礎與實務
技術等內涵。（⼆）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為宜。
2838 國⽴勤益科技⼤學 化⼯與材料⼯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規劃以化學⼯程及材料科學為教學重點，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基於實驗課程必須接觸化學藥劑及進⾏儀器設備之操作，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儀器操作不易，且易⽣危險，請審慎
考慮。
2481 國⽴勤益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對產業電⼦化、全球運壽、⼈因製造及品管有興趣的學⽣。（⼆）使⽤華語教學，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
者為宜。（三）基於實驗及實作課須進⾏儀器設備操作，身⼼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0
聯絡電話 886-6-2664911
傳真 886-6-2668920
地址 71710台南市仁德區⼆仁路⼀段60號
網址 http://www.cn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ca.cnu.edu.tw/USER/Userfile/file/ff170624165213687887.pdf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本校緊鄰台南機場、⾼鐵台南站及奇美博物館，鐵公路交通便捷。三、教學與⽣活設施完善，擁有圖
書資訊⼤樓、學⽣活動中⼼、體育館、游泳池、SPA館等。四、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設備新穎完
善，男⼥學⽣宿舍共計約有五千個床位，宿舍及所有教室均備有網路及冷氣空調設施。五、校址：台南市仁德區⼆仁路⼀
段60號。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nu.edu.tw。七、電話：06-2664911。
系所分則

2524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醫藥化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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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醫藥相關化學之研發、製造及品管分析專業科技⼈才。
教學以實務為主、理論為輔，安排實務專題及校外實習之訓練，並延聘業界協同教學，以提升學⽣就業競爭⼒。
課程包括:有機化學、⽣物化學、藥物化學、藥物合成、儀器分析、藥物分析、有機光譜、質譜學、層析應⽤技術、分析實務、材
料分析、應⽤界⾯化學、特⽤化學品概論等。教學設備全部e 化，設有專業實驗教室，並備有相關之貴重儀器如: GC-Mass, FTIR、FT-NMR、GC、UV、HPLC、AA 等。
醫藥化學系課程安排上會有許多實驗課，由於在實地操作時會有些許的危險性，基於安全上考量，如有辨⾊⼒異常，影響實驗判
斷者，及四肢嚴重障礙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時宜審慎考慮
2520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化粧品應⽤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本系成⽴於1993年，為國內最早成⽴之化粧品專業科系，畢業⽣數千⼈，任職於化粧品各相關產業。本系辦學績效良好，在94學
年度及99學年度皆經教育部科技⼤學評鑑為優等。本系⽬前有30位專任教師，教師⼈數為全國化粧品相關科系之冠，專業領域涵
蓋化粧品製造、化粧品評估(物性、安全性與有效性評估等)、化粧品原料開發、化粧品⾏銷、專業美容保養與彩粧等⽅⾯。本系
於2003年奉准成⽴化粧品科技研究所，亦為國內最早成⽴的化粧品專業研究所，多年來培養許多化粧品產業⾼階⼈才。化粧品科
技研究所於2013年更名為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化粧品科技碩⼠班。⽬前更與奇美醫院及嘉義基督教醫院合作，由該院遴選優秀醫
師⾄本系任教，提供學⽣更扎實的專業訓練。為了開拓學⽣國際視野，本系近年來積極與中國⼤陸及其他國家進⾏學術交流。
2011年與泰國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KMUTT)簽訂研究所雙聯學制與碩⼠雙聯學位，可同時
擁有兩校畢業證書;與⽇本東京農業⼤學及星加坡理⼯⼤學均簽訂合作協議書;並與韓國昌信⼤學建⽴學⽣交流管道。
2519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Informatics and Multimedia
整合多媒體設計、虛擬實鏡 V.R.、3D動畫設計、互動體感設計、發展全⽅位遊戲、動畫⼈才。
2521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職業安全衛⽣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因應國際潮流趨勢，職業安全衛⽣已成主流價值，基於企業必須守護⾃我的形象及勞⼯的安全健康，以培育理論及實務兼備之職
業安全衛⽣專業管理⼈才為主要⽬標，學習各職場作業環境危害認知、評估及控制技術，提升安全衛⽣意識，增進溝通管理能
⼒，防⽌職業災害，保障⼯作者安全與健康。
2522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環境⼯程與科學系環境應⽤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pplie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訓練學⽣成為合格的環境⼯程師，具有環境品質監測、給⽔⼯程、廢⽔⼯程、廢棄物⼯程、空氣污染防制⼯程、⼟壤/地下⽔污染
整治⼯程之規劃設計與操作的能⼒，並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及追求永續環境為職涯使命。
2328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環境⼯程與科學系環境科技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訓練學⽣成為合格的環境⼯程師，具有環境品質監測、給⽔⼯程、廢⽔⼯程、廢棄物⼯程、空氣污染防制⼯程、⼟壤/地下⽔污染
整治⼯程之規劃設計與操作的能⼒，並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及追求永續環境為職涯使命。
2518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環境資源管理系涵蓋環境技術開發、綠⾊⼯業規劃設計與⾃然資源管理等專業教育，致⼒培育低碳時代之環境管理專業⼈才。本
系課程設計主軸，包括：產業綠⾊管理、環境品質管理與⾃然資源管理等三⼤領域。本系應屆畢業⽣之⼯作機會 ，包括：資源永
續經營、循環經濟與綠⾊設計、綠⾊產業管理、環境監測與分析、氣候減緩等⼯作。申請本系之學⽣，除了⼀般之申請要件外，
外籍⽣應具備中⽂聽、說、讀、⼀般能⼒。
2401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and Fire Science
教育⽬標：
1.消防安全技術領域: 培育具有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檢修』實務技術之⼈才。
2.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技術領域: 培育具有從事『建築物設備安全』、『防⽕避難設施』設計、檢修實務技術之⼈才。
本系特⾊：
1.教育⽬標明確，藉由『菁英教育』、『學⽣畢業⾨檻』等的⽅案實施，培育學⽣考取消防、公安、升降機裝修、室內裝修證
照，達到『⼀⼈⼀照』的⽬標。
2.師資陣容堅強，助理教授以上師資16位，兼具學術與實務。
3.設有全國⼤專校院唯⼀之合格升降機術科考場，⽅便學⽣取得相關證照，與就業接軌。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7
聯絡電話 886-6-2533131
傳真 886-6-2546743
地址 710301台南市永康區尚頂⾥南台街1號
網址 https://www.s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無僑⽣專屬獎學⾦
請有意願申請住宿之境外學⽣⾃⾏上網⾄本校新⽣專區登記，再由⽣輔組確認後請學⽣預先繳床位費後，再統籌安排。
南臺科技⼤學秉著「發展科技與⼈⽂並重的多元學習學程，培養學養兼具的優質⼈才」及「⽴⾜台灣、放眼世界的國際化
佈局」的理念進⾏辦學，並以成為國際頂尖科技⼤學為⽬標。 商管學院各系皆已通過AACSB認證，⼈⽂社會學院於台灣
教育部科⼤評鑑中皆獲得通過，⼯學院全數系所及數位設計學院通過IEET⼯程及教育認證。2018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
補助，核定⾦額達1億7,276萬元，為私⽴科技⼤學最⾼、全國科⼤第六；2019年再度獲得補助⾦額1億8,357萬元 。
2006~2017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8億1,381萬元，累計補助全國科⼤第⼆，私⽴科⼤第⼀；教育部「發展典
範科技⼤學計畫」私校最⾼補助累計5.22億元，全國私⽴科⼤第⼀，在全國科⼤中亦名列第五。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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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8 南臺科技⼤學 機械⼯程系⾃動化控制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utomatic Control Program)
本系組教學在培養學⽣具廣泛⾃動化技術、機電整合實務及電腦整合設計與製造為⽬標，使具有協助廠商⽣產⾃動化及產業升
級，研發⽣產機具與維修之能⼒。
2344 南臺科技⼤學 機械⼯程系先進⾞輛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dvanced Vehicle Program)
本系組教學在培養學⽣具有先進⾞輛設計、感測與控制、及汽⾞檢修等實務技能，以從事⾞輛之研發設計、製造、檢驗、⾏銷、
維修、技術諮詢、開發新型⾞輛及汽⾞經營管理等。
2499 南臺科技⼤學 電機⼯程系控制與晶⽚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ntrol and Chip Program)
本系組在培養統合電機⼯程與先進科技的⼯程師，具備獨⽴解決問題、結合⼯程與管理、及創意研發與系統整合之能⼒；並致⼒
於學理與實務兼備之應⽤技術，從事電機⼯程及相關領域的研發，結合產業趨勢與前瞻願景，促進電機⼯程之廣泛應⽤；擬定智
慧型機器⼈控制應⽤、嵌⼊式晶⽚設計、及智慧型控制應⽤為本班發展的領域。
2504 南臺科技⼤學 電機⼯程系電能資訊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ower and Information Program)
本系組在培養統合電機⼯程與先進科技的⼯程師，具備獨⽴解決問題、結合⼯程與管理、及創意研發與系統整合之能⼒；並致⼒
於學理與實務兼備之應⽤技術，從事電機⼯程及相關領域的研發，結合產業趨勢與前瞻願景，促進電機⼯程之廣泛應⽤；擬定綠
⾊能源、電⼒電⼦應⽤、及智慧電網為本班發展的領域。
2505 南臺科技⼤學 電機⼯程系⽣醫電⼦系統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Biomedical Electronics System
Program)
本系組在培養統合電機⼯程與先進科技的⼯程師，具備獨⽴解決問題、結合⼯程與管理、及創意研發與系統整合之能⼒；並致⼒
於學理與實務兼備之應⽤技術，從事電機⼯程及相關領域的研發，結合產業趨勢與前瞻願景，促進電機⼯程之廣泛應⽤；擬定醫
療照護、檢測/診斷型醫療器材、及⾼階醫療器材為本班發展的領域。
2501 南臺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 Program)
本系教學之發展⽬標，主要是為培育國家所需之硬體⼯程師、系統規劃⼯程師、程式設計⼯程師、韌體設計⼯程師、產品開發⼯
程師、業務⼯程師。本組教學分為「系統應⽤」學程及「系統整合」學程，課程內容都是與軟硬體設計、單晶⽚或嵌⼊式系統應
⽤相關。
2500 南臺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標在培養光電⼯程領域之優秀⼯程師，具備實務專業技能、創新思考、獨⽴解決問題、⼯程系統整合之能⼒，並培養
具備規劃、管理、協調、整合能⼒之⼈員，結合產業趨勢與前瞻願景，促進光電⼯程之專業應⽤，期使具備宏觀視野、終身⾃我
學習成⻑與社會關懷之專業⼈才，提升⾯對⾼科技快速變遷之競爭⼒。
本系為光電與半導體學系，在學習課程中有動⼿操作實作之設備，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與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與溝通能
⼒，運⽤肢體操作半導體儀器。
2502 南臺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以資訊科技系統整合與程式設計應⽤之教育⽬標。我們強調實務與理論並重的學習，從事基礎性、應⽤性、前瞻性、與整合
性之學術研究，並透過實際的產品研發程序培養資訊科技系統應⽤⼈才。

景⽂科技⼤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3
聯絡電話 886-2-82122000
傳真 886-2-82122199
地址 23154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網址 https://www.j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203.64.67.223/rule/rules/A003-107-5-22-1hg.pdf
新⽣優先分配住宿,其他
⼀、男⼥兼收。 ⼆、本校教學設備完善，所有教室皆有e化週邊及投影機設備。專業教室設有軟硬體廣播系統以提升教學
品質。校園並建置有無線上網及教室有線網點設備。 三、本校備有冷氣、網路等設施完善之學⽣宿舍，遠地新⽣優先申
請。 四、有關本校之各類教學資源概況及各項獎學⾦之提供，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s://www.just.edu.tw。
五、本校⽇間部學雜費為國內所有私⽴科技⼤學及技術學院中收費較低，2020年⼯學院49,628元、商學院43,160元。
六、本校交通便利，有新店客運「綠10」經新店捷運線⼤坪林站4號出口及指南客運「897」經中和新蘆線景安站⾄本校
校⾨口，另開⾞由安坑交流道經由安⼀路到本校僅需5分鐘。 七、世界第⼀所ISS國際安全學校認證通過之科技⼤學。國
際化成果豐碩，屢獲教育部海外國際遊學志⼯、海外體驗學習獎助學⾦等經費補助。 ⼋、2020《1111⼈⼒銀⾏》企業最
看好年輕潛⼒⼤學，北區第⼀。 九、教育部2014年⾸次辦理之科技⼤學認可制評鑑，本校校務類、專業類系所全數通
過。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系所分則

2649 景⽂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為電腦通訊相關課程，需⼤量使⽤資訊儀器，同學均須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通訊基礎專業知識及實驗技能。
三、本系實習課程為選修課程，校外教學、參訪融⼊課程，⽏需負擔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2650 景⽂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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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為資訊相關課程，需⼤量使⽤資訊儀器，同學均須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資訊基礎專業知識及實驗技能。
三、本系實習課程為選修課程，⽏需負擔費⽤。
四、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畢業前應取得之專業能⼒點數及語⽂能⼒測驗，則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2
聯絡電話 886-7-7811151
傳真 886-7-7830546
地址 83102⾼雄市⼤寮區永芳⾥進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fy.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ntlstudent.fy.edu.tw/files/13-1059-7853.php?Lang=zh-tw
新⽣保障住宿,其他
⼀、 1958年成⽴，台灣領先發展的醫護優質品牌科技⼤學，世界網路⼤學排名(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 排名台
灣科⼤Top 10，醫護專業排名Top 3，教育部評鑑訪視全部通過，⼯程相關系科IEET國際認證，近萬名學⽣規模。 ⼆、
台灣唯⼀具有附設醫院之科技⼤學，設置國際⽔準之健康照護、醫學檢驗、物理治療、美容、⾷品營養、幼兒保育、環境
檢驗等醫護與技能檢定中⼼。 三、 本校與多個上市產業合作，上百間多元實習訓練機構，提供國內國外有薪實習機會。
業界雙師教學，讓你理論與實務兼備。 四、 台灣教育部公佈⼤學畢業⽣就業率，輔英全台第3，90%雇主對畢業⽣所學
滿意。護理師、助產師、物理治療師、醫檢師、職業安全衛⽣管理等專⾨技術⾼考證照，輔英考證通過率⾼於台灣各⼤學
平均值，護理師、營養師、⼯礦技師等更榮獲榜⾸。 五、 保證⾼額獎學⾦，個⼈申請第⼀志願錄取本校享第⼀年學雜費
全免，第⼆年後依成績可續享學雜費半免或全免（獎學⾦詢問⽅式：E-MAIL：OIA@fy.e du.tw；聯絡電話：+886-7781-1151，分機：2402。
系所分則

2532 輔英科技⼤學 環境⼯程與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1.培育具備「專業、務實、跨域、美感」特質環境實務專業⼈才為⽬標。
2.課程設計涵蓋環境中⽔質、空氣、廢棄物、⼟壤、地下⽔、環境教育、節能等構⾯，全⽅位了解環境問題與解決⽅案。
3.強調實務能⼒學習，每學期均開設環境污染物檢測分析、⼯程圖說、環⼯機電、環⼯實務、實務專題等實作課程。
4.強調實務致⽤，畢業即就業，全⾯推動⼤四整年有薪實習，畢業後合作企業優先錄⽤。
5.強調證照輔導課程，協助學⽣畢業前取得「勞動部下⽔道設施操作維護-機電設備」⼄級技術⼠證照、「下⽔道設施操作維護⽔質檢驗」、「環保署環境教育⼈員資格」、「勞動部⼄級技術⼠應考資格」。
2534 輔英科技⼤學 職業安全衛⽣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1.培育全⽅位安全衛⽣管理及技優專業⼈才為⽬標。
2.強調⾼職機械、電機、資電類群學⽣之學習銜接，開設基本電學、電⼯實習、環控空調模組等銜接課程。
3.課程設計涵蓋安全、衛⽣、消防、環控冷凍空調、節能等構⾯，全⽅位了解作業環境之安全衛⽣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的問題與
解決⽅案。
4.強調實務能⼒學習，每學期均開設作業環境測定實習、衛⽣管理實務、通⾵與空調實習、專業實習、實務專題等實作課程。
5.畢業即就業，全⾯推動⼤四整年有薪實習，畢業後合作企業優先錄⽤。
6.強調證照輔導課程，協助學⽣畢業前取得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管理」⼄級技術⼠證照、「安全衛⽣業務主管」，以及消防局
「防⽕管理⼈」等證照10張。
7.每年開設海外實習課程，增進學⽣國際視野與就業能⼒。
2533 輔英科技⼤學 應⽤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
1.培育IEET國際認證專業化學⼯程師：全國科技⼤學唯⼀以化學專業結合材料技術的課程模組：培育以「化學為本，材料為⽤」
之產業專業⼈才，與科技產業產學攜⼿開設產業學院，引進業師協同教學，提供實習及就業機會，同時取得IEET國際認證⽂憑，
培育國際級化學技術及材料科技之產業專業⼈才。
2.培育國家證照級⾷品安全檢驗⼈員：本系為南部⼤學唯⼀同時具有化學、⾷品檢驗⼄丙級國家級證照考場，專業輔導化學、⾷
品檢驗⼄丙級證照現場即評考照，畢業即持有化學、⾷品檢驗⼄丙級專業證照，可成為⾷品藥妝與⺠⽣化⼯產業的專業品管⼯程
師。
3.培育⺠⽣產業之發酵釀造創業⼈才：教育部南區綠⾊化學教育資源中⼼，以「低資源、低汙染、低耗能、無毒性」為跨領域學
程課程核⼼技術、應⽤於⾷品發酵、酒類釀造、醋品製造等傳統產業，育成學⽣具備微型產業創新創業的能⼒。
2535 輔英科技⼤學 ⽣物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1.本系教學⽬標乃在於培育我國⽣技醫藥產業中應⽤⽣技與製藥產業所需之「產品開發」與「科技檢驗」專業⼈才。教學特⾊具
有完善教學之管控，並適才教導，奠定學⽣優質的專業技能，提供產業優質⼈才。
2.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之⼯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為臺灣⽣物科技相關學系少數通過之學系，畢業⽂憑為國際認可，具
有申請國際專業證照與升學之⾨檻。
3.本系課程規劃以發展學⽣專業知識與技能需求之相關課程，發展特⾊包括基因科技、醱酵量產、⽣物製劑開發、農業⽣技以及
⽣物醫學應⽤，校友皆任職於⽣物製劑、農業⽣技、⽣技化妝品、⽣技⾷品等專業⼈員。校友皆任職於⽣物製劑、農業⽣技、⽣
技化妝品、⽣技⾷品等專業⼈員。
2402 輔英科技⼤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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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系發展特⾊：
(1)因應⾼速成⻑⾏動電⼦商務時代，培養數位⾏銷管理⼈才。
(2)因應龐⼤多元雲端應⽤服務商機，培養雲端技術應⽤⼈才。
(3)雲端物聯網技術整合，培養智慧健康資訊⼯程⼈才。
2.學系重要辦學績效：
(1) 本系通過IEET國際認證，課程教學品質受肯定，本系學歷國際通⾏無阻，畢業後就業選擇更多元。
(2)旗勝科技公司捐資數百萬，於本系成⽴「未來世界學習館」，打造⾼雄地區最完備的VR未來學習教室，產學合作以課程、專
題、實習⼀條⿓⽅式，培育VR優質專業⼈才。
(3)榮獲教育部⼀千九百⼋⼗萬補助，建置跨院系智能化精準醫療實作場域，培育精準醫療優質專業⼈才。
(4)本系學⽣每學年考取近百張國際專業證照，⼤幅提⾼學⽣職場競爭⼒。
(5) 系上強化課程與產業接軌，規劃多元實習課程，並全⾯推動⼤四整年有薪實習，畢業後合作企業優先錄⽤，畢業就業無縫接
軌。
(6)推動競賽導向專題實作計畫：菁英選⼿培訓計畫、專題實作制度改⾰、專題與實習場域結合計畫等等，提升學⽣競爭⼒。
(7)推動「學⽣學習社群」，提⾼學⽣學習成效。
(8)本系教學設備已達國家考試⽔準，六間教室提供「考選部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電腦試場」考試。
(9)推動電⼦商務規劃師證照輔導班、ACA 證照輔導班、MTA 證照輔導班、CCENT 國際證照輔導班、OCPJP國際證照輔導班、
iClone 3D 動畫⼈才國際認證輔導班等，提⾼學⽣證照通過率。
(10)申請通過勞動部補助⼤專校院辦理物聯網應⽤整合、⼤數據資料分析⼈才培育等相關就業學程，透過實務導向訓練課程，提
升學⽣就業能⼒。
(11)課程融合數位與醫療資訊，培養南台灣數位內容與醫療產業的資訊精英。
(12)透過業師協同教學、業師指導專題、業界參訪、校外實習、產學合作、就業學程，打造就學與就業互融環境，使學⽣沒有學
⽤落差並順利與職場接軌。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86
聯絡電話 886-4-23323000
傳真 886-4-23742317
地址 413310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y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sc.cyut.edu.tw/p/404-1008-20519.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第1學年住宿床位
⼀、 本校榮登2020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全球最佳⼤學排名1000+、全球最佳年輕⼤學排
⾏榜400+、亞太地區最佳⼤學排名300+、世界⼤學影響⼒排名301-400、全球新興經濟體⼤學排名401-500、亞洲地區最
佳⼤學排名400+、全球電腦科學領域排名600+，7項排名均為臺灣唯⼀進榜之私⽴科⼤。 ⼆、僑⽣及港澳⽣⼊學後，得
向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申請獎助學⾦。依本校海外華裔學⽣暨外國學⽣獎助學⾦設置辦法，每名學⽣得依成績申請成績
績優獎學⾦，⾄多可享學雜費全額補助 。 三、⾸次抵臺提供接機服務並保障第1學年宿舍床位。 四、 協助境外學⽣辦理
備註 就學期間之新⽣接機、⼊住宿舍、註冊說明、體檢、居留證件申辦、⼿機⾨號申辦、聯誼活動、參與社團活動、參加校外
活動及銀⾏開⼾等各項作業。 五、 提供新臺幣8,000餘萬元獎助學⾦，如策略聯盟⼊學獎學⾦、海外遊學、交換學⽣、學
⾏優良及波錠獎學⾦等。 六、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95%，博⼠學位師資佔83%，師資結構領先臺灣私⽴學校，且優於部
份臺灣國⽴⼤學。 七、 《Cheers雜誌》國際及兩岸交流能量調查排名，「赴海外交換學⽣⼈數」TOP 20，連續3年蟬聯
私⽴科⼤第⼀。 ⼋、 本校設計學院連續兩年勇奪德國紅點⼤獎最⾼榮譽(Best of the Best)。 九、 國家圖書館公布台灣
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統計，本校學位論⽂被引⽤次數連續7年蟬聯全台科⼤之冠，論⽂書⽬被點閱總次數及論⽂全⽂下載
次數皆為私⽴科⼤第⼀。 ⼗、本校與國際學府簽訂交換學⽣及雙碩⼠，提供學⽣取得本校與國外名校碩⼠學位之機會。
⼗⼀、實施勞作教育，培養學⽣愛護校園與關懷社區精神。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404 朝陽科技⼤學 營建⼯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專業特⾊：
整合資源從事具有特⾊之建築和⼟木相關領域技術研發與應⽤、發展防救災研究並參與協助地⽅政府之防災⼯作、推動綠⾊
科技之研究。
⼆、課程特⾊：
本系實施因材施教理念的本位課程分流制度，學⽣可依據個⼈興趣與程度選擇「規劃設計」、「施⼯監造」、以及「營建管
理」等三⼤領域的課程模組修習。此外，本系更透過「校外實習」、「產學雙師」、「企業講座」等⽅式來提昇同學的實務技能
以及開拓其視野。
2486 朝陽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專業特⾊：
以精密機械、⼿⼯具、⾃⾏⾞、⽣物科技、半導體及中小型製造等產業為重點實作對象，訓練學⽣能夠運⽤理論及技術，以
解決⽣產、製造、經營、管理及服務等領域所⾯臨的實務問題。
⼆、課程特⾊：
以適切完整的課程規劃、優秀的專業師資與精良的儀器設備，培育符合相關產業所需的⼯業⼯程與管理專業⼈才，學程設計
以務實為導向，注重專業素養及職業倫理的訓練，研究⽅向以產業需求的應⽤導向及跨領域整合的研究為主，以期培養學⽣的實
務能⼒。
三、視障及⾊盲者，宜審慎考慮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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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 朝陽科技⼤學 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專業特⾊：
整合化學技術基礎，開發化學⼯業、農業製劑、妝藥製備與分析及品管等關鍵技術，在重點科技發展趨勢中能依興趣與規
劃，獲得最具前瞻性之專業訓練，開設企業學程與就業學程全⾯銜接實務需求。本系設置「健康農糧中⼼」，透過「費洛蒙中
⼼」、「亞洲穀物檢驗中⼼」及「農產加⼯驗證中⼼」三項平台，積極整合資源，發展產學合作。
⼆、課程特⾊：
以化學為基礎架構，輔以材料化學與⽣化技術為應⽤，並以「普通化學」與「科技英⽂導讀」銜接課程協助不同背景之學⽣
學習，並循序漸進開設基礎課程、專業與進階選修等課程，使學⽣成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之應⽤化學⼈才。
2870 朝陽科技⼤學 環境⼯程與管理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1. 專業特⾊：本系整合⼯程技術、經濟與管理學等學⾨，訓練具有理論及實務並重的環境⼯程與管理⼈才，不但擁有環⼯技術且
能研擬各項管理決策，提升產業國際競爭⼒。為有效達成此跨領域訓練與研究，本系集環保科技、經濟和管理的專業教師於⼀
堂，以執⾏環境⼯程為主軸、環境管理/監測和環境資訊應⽤為輔的學程，使畢業⽣善於從事企業及政府部⾨的環境⼯程及管理業
務。
2. 課程特⾊：臺灣第⼀個培訓具備環保技術與綠⾊管理⼈才的系所，整合⼯程技術與環境管理專業，並透過產學合作培養學⽣環
保研發及實務⼯作能⼒。
3. 師資特⾊：專任教師11位，均具博⼠學位，教師專⻑涵蓋空、⽔、廢、⼟、毒物與環境管理各相關領域。
4. 研究或產學特⾊：擁有⾼規格研究環境及先進環境分析儀器，包括：空氣污染實驗室、⽔分析實驗室、廢棄物資源化實驗室、
⼟壤及地下⽔⽣物復育實驗室、環境管理暨系統分析實驗室。
2490 朝陽科技⼤學 建築系建築組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 專業特⾊：
以「建築設計」為核⼼課程，強調實務理論與操作，師資遴聘對象均為台灣具備豐富產業與實務界經驗之知名建築師與設計
師，採⼯作坊形式上課。本學位培養有關環境規劃、建築設計、及營建管理等領域⼈才，經四年的訓練，使學⽣除具備充實之專
業知識與實務技術之外，更培養適合進階研究深造之獨⽴思考與判斷能⼒。
⼆、 課程特⾊：
考量學⽣專業背景及未來產業需求，學⽣除修習基礎智能核⼼的建築設計課程外，同時視個⼈性向及⽣涯規劃，可選擇修習
「環境規劃與建築設計」、「⼯程科技與智慧互動」及「綠⾊環保與設備控制」等三種專業學程範疇，以具備參與建築師國家證
照考證及國際間專業認證考試能⼒。同時為突顯技職體系⼈才養成特質，教學內涵強化實務技術與情境適應，將持續積極與業界
合作提供學⽣實習機會，落實三明治教學「學⽤合⼀」之理念。
2495 朝陽科技⼤學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Bachelor of Interior Design ）
⼀、專業特⾊：
以「室內設計」為核⼼課程，強調實務理論與操作，師資遴聘對象均為台灣具備豐富產業與實務界經驗之知名建築師與室內
設計師，採⼯作坊形式上課。本學位之所有課程在於培育具有「空間層級整合」、「綠建築與環境保育」、「⽂創空間與展
⽰」、「BIM數位互動媒材應⽤」等先進概念之專業⼈才。
⼆、課程特⾊：
考量學⽣專業背景程度及未來產業需求，本學位規劃⼆年級以前著重於提升建築環境基礎知識與實體空間感知經驗，三年級
以上則視個⼈性向及⽣涯規劃，擇修實務次專⻑課程。本課程架構期望能幫助未來室內設計師跳脫⼯匠窠⾅並提升技藝層次，以
建構與庶⺠⽣活最為密切之優質環境。
2488 朝陽科技⼤學 ⼯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1. 專業特⾊：
著重實務與理論結合之「作中學」教育特⾊，學⽣在設備與管理完善的⼯廠與實驗室、具實務經驗的教師與聚焦的專業課程
安排下，完成⼯業設計師的⼈格培育。
2. 課程特⾊：
實施因材施教理念的專業課程規畫，學⽣可依個⼈興趣與性向選擇「⼯業產品設計」與「⽂化創意設計」等兩⼤領域的專業
課程編組修習。此外，更透過「校外實習」、「產學雙師」、「企業講座」與「服務學習」等特殊課程安排，提昇學⽣實務職能
及開拓學⽣視野。
2496 朝陽科技⼤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專業特⾊：
本系設有專業設計教室及植栽實習苗圃，實踐景觀設計教學的理論與應⽤，透過設計、種植及管理等系列性的實作教學，強
化學⽣的設計實務與專業整合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規劃以「設計課」為各年級核⼼課程，採小組教學，並以「做中學」為主要教學模式，強化設計及實務能⼒之訓
練；專業課程則強調「景觀」及「都市」兩⼤領域知識的建構與整合；低年級著重實作與⼿繪基礎，⾼年級強化進階理論及銜接
數位與多媒體之電腦應⽤。
2454 朝陽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專業特⾊：
本系為台灣技職教育中第⼀個創⽴的資訊⼯程系，整合電機、電⼦及資訊科學三⼤領域，並且著重在「資訊技術」和「晶⽚
技術」⼆⼤⽅向，培養學⽣系統整合及問題解決之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分為「資訊技術」和「晶⽚技術」⼆⼤學程，「資訊技術」著重程式設計、⼈⼯智慧、影像處理、智慧型裝置程式
開發。「晶⽚技術」則著重超⼤型積體電路VLSI/FPGA設計、晶⽚設計及測試、嵌⼊式系統設計與⽣醫電⼦系統設計。本系授
課內容與⽬前產業實際需求結合，⽬前已引進百萬元之⼯業⽤機械⼿臂與精密機械平台，以培育精密機械產業所需之資訊技術⼈
才。
2464 朝陽科技⼤學 資訊與通訊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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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特⾊：
重視學⽣實務課程的訓練，藉由參與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來訓練學⽣獨⽴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並具備整合網路、通訊
及系統相關技術，使師⽣成為能解決產業遭遇問題之技術研發⼈才。
⼆、課程特⾊：
以網路管理與規畫、⼿機程式設計、嵌⼊式系統及通訊系統技術等四種核⼼課程為基礎，發展物聯網、雲端服務與⼿機等相
關資通訊系統應⽤，使成為網路⼯程師、⼿機程式設計師、嵌⼊式系統⼯程師或通訊系統⼯程師等；課程設計另有三學期之實務
專題製作、專題成果展⽰及程式能⼒檢定。

華夏學校財團法⼈華夏科技⼤學 Hwa Hs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3
聯絡電話 886-2-89415100#1432
傳真 886-2-29415730
地址 23568新北市中和區⼯專路111號
網址 http://www.hwh.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新⽣第⼀年免住宿費
本校由趙聚鈺博⼠於⺠國55 年創辦，旨在培育專業技能與⼈⽂素養兼具之宏觀科技⼈才。為達此⽬標，本校持續加強師
資陣容，改善學習環境，強化教學研究設施，期使學⽣能於學習領域中出類拔萃，並能迅速因應快速的科技發展與多變的
社會環境。華夏的教育係以學⽣為中⼼，全⼒提供穩定、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俾為學⽣提供獨特的受教經驗。本校以
WISE-123 為教育標竿：W 代表Worldview ( 世界觀)，旨在培育學⽣之世界觀；I 代表Innovation( 創新)，旨在提升學
⽣之創造⼒；S 代表Skill( 技能)，旨在培養學⽣多元的專業技能；E 代表Employment( 就業)，旨在強化學⽣的就業競
爭⼒，而123 指的是1 項專業技術( 專業領域)、2 張學程證書( 跨領域學程、就業學程) 及3 種能⼒證照( 職能、外語、資訊
證照)。期使學⽣畢業離校後，均能具體表現本校培育成果。本校為中永和地區唯⼀的⼤學，座落於新北市中和區( 南勢
⾓) ⼯專路111 號，距離台北⽕⾞站(Taipei Main Station) 僅有25 分鐘的⾞程。由於北⼆⾼及捷運南勢⾓站就在附近，
加以多線公⾞經過本校鄰近區域，因此對外交通相當便利。本校提供碩⼠學位課程、四年制學⼠學位課程( ⽇夜四技)、⼆
年制學⼠學位課程( ⽇夜⼆技、職⼆技)、五年制 副學⼠學位課程( 五專)、⼆年制副學⼠學位課程( 夜⼆專、職⼆專)。另
外，也附設進修學院及進修專校，開設⼆年制假⽇進修專校課程( 假⽇⼆專) 及⼆年制假⽇進修學院課程( 假⽇⼆技)，提
供多樣化的進修機會。
系所分則

2706 華夏學校財團法⼈華夏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獲得教育部重要特⾊領域⼈才培育計畫及特⾊典範計畫經費補助，以培育多媒體程式設計與網路管理科技⼈才為發展特⾊，
以系列化連貫課程培育學⽣專業能⼒，並輔導學⽣考取專業證照。
2567 華夏學校財團法⼈華夏科技⼤學 智慧⾞輛系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Robotics
本系為本校109學年度成⽴之最新學系，本系以【汽⾞修護實務技術】及【電動⾞輛實務技術】為發展重點。最重要⽬標是訓練
學⽣於四年⼤學期間在國際汽⾞⼤廠取得汽⾞原廠專業技能認證，為畢業後的職涯奠定扎實的基礎。與國際汽⾞⼤廠共同合作成
⽴汽⾞修護、汽⾞鈑⾦和汽⾞噴漆等產學合作基地，並由汽⾞公司對外營運，讓本系的學⽣能同時兼顧校定基礎理論與產業實務
應⽤兩⽅⾯的課程，以實現在學即就業的真正產學合作之⼀貫汽⾞專業技能學程，未來也會將智慧電動⾞納⼊合作項⽬。

嶺東科技⼤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A1
聯絡電話 886-4-23892088
傳真 886-4-23845208
地址 408213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網址 http://www.l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admin.ltu.edu.tw/News/NewsContent?gpid=50&mid=6032&cid=15822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有關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ltu.edu.tw）。 ⼆、
備註 本校⼀年級新⽣必須修習「基本勞作教育」（1學年、0學分、必修）。 三、報考本校設計或時尚相關各系(視覺傳達設計
系、數位媒體設計系、流⾏設計系、創意產品設計系、服飾設計系)，須具備辨別顏⾊能⼒。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597 嶺東科技⼤學 資訊科技系⾏動與系統應⽤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am of Mobile and System
Application
配合⼯商企業之需要，培養學⽣具有將資訊充分應⽤於⾏動科技研發能⼒，充分瞭解並掌握最新科技技術，將知識融⼊⽣活中之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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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3
聯絡電話 886-4-22391647
傳真 886-4-22391697
地址 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
網址 http://www.ctust.edu.tw
承辦單位 招⽣及國際合作中⼼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 ● 宿舍床位：本校居安樓宿舍以四技及⼆技新⽣為主，本校房型有5⼈套房、6⼈及8⼈雅房，並設有身⼼
障礙寢室，為協助⼤⼀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避免因對學校周遭不熟悉致校外租屋不便，將保留床位予⽇間學制⼤學部
⼀年級新⽣，但須依規定時間内⾄教學務系統之學⽣宿舍管理系統中提出各項申請，如⼤⼀新⽣申請⼈數超過保留之床位
數，將以抽籤籤號之排序依序核准住宿資格。舊⽣住宿資格每學年以抽籤決定。公共設施 ● 公共設施：⼀樓會客⼤廳、
⼆樓多功能廳視聽休閒區、三樓會議討論區、四樓視聽休閒區、五樓閱讀區、五樓閱讀室，投幣式洗⾐機及烘⾐機、脫⽔
機、飲⽔機、電鍋、微波爐。 ● 寢室設備：床、⾐櫃、書桌、冷氣、宿舍網路(需⾃備網路線)。相關寢具⽤品請⾃⾏購
買。
1.本校男⼥兼收，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說、讀、寫之能⼒。2.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3.本校設
有海外僑⽣社包含新⽣座談會、社團活動、獎助學⾦、居留證及出⼊境輔導、保險等相關僑⽣輔導機制，請參閱本校學務
處網站http://stuaff.w4.ctust.edu.tw/files/11-1005-1863.php?Lang=zh-tw。4.依本校規定，四技⽇間部畢業時需通
過英⽂畢業⾨檻、資訊及專業能⼒畢業⾨檻，詳情請參閱各系課程規劃標準。5.相關本校教學資源、學系概況等事宜請參
閱本校網站 http://www.ctust.edu.tw。 6.校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電話：886-4-22395079 教務處招
⽣及國際合作中⼼。
系所分則

2604 中臺科技⼤學 ⽛體技術暨材料系 Dept. of Dental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本系以培育精密⽛科膺復物，矯正裝置物之設計與製作及材料研發之科技⼈才。（⼆）⾊盲及上肢障礙者審慎選填。
2605 中臺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配合現階段新興產業需求，以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技術、⼯業安全、⼯業衛⽣、防災及新能源開發等為主軸。 （⼆）從事
環境保護專業研究，培育學⽣具備⽔處理、空氣污染物控制、廢棄物清除與處理、新能源開發與應⽤、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等專業
能⼒。（三）從事⼯業安全及⼯業衛⽣專業研究及專業知識之培育。（四）強化實場實務之操作訓練、專業證照的取得以及環境
科學與⼯程實務管理之技能。
2563 中臺科技⼤學 ⼈⼯智慧健康管理系 Dep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ealth Management
請輸⼊系所中⽂描述

中國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8
聯絡電話 886-3-6991111
傳真 886-3-6991110
地址 台北校區：11695台北市⽂⼭區興隆路三段56號；新⽵校區：30301 新⽵縣湖口鄉中⼭路三段530號
網址 http://www.cute.edu.tw
承辦單位 新⽵校區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cnt1.cute.edu.tw/intel/page05_3.html
台北校區提供校內⼥⽣宿舍；新⽵校區提供校內男⼥宿舍，詳情請洽本校。
◎辦學績效： ★2018-2020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7,260，7,210、7,360萬元。 ★2006〜2017年連續12年榮獲
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額逾4億元。 ★2020獲1111⼈⼒銀⾏調查「企業最愛⼤學」全國技專校院第8名。
◎產學鏈結：專業理論與產業實務結合的教學模式，透過產學合作的建⽴，培育實務與理論兼具之菁 英⼈才。構建「證
照路徑圖」結合專業課程教學，培育學⽣專業證照能⼒。 ◎競賽獲獎：輔導學⽣參與國內外競賽，平均每年獲獎600⼈次
★「2020 Taiwan Top Star視覺設計獎」榮獲3座新⼈獎、1座評審特別獎。 ★「教育部2020全國學⽣圖畫書創作獎」榮
獲⼤專組優勝⾸獎。 ★「2020韓國設計⼤學K-DESIGN AWARD」榮獲視覺傳達設計類WINNER獎。 ★「2020第六屆
探索台灣120h永續好⾏競賽」榮獲全國第1名。 ★「2020年德國紅點設計獎」榮獲16個獎項，全國第1。 ★「2020⾦點
新秀設計獎」共有66項作品⼊圍，⼊圍總數名列全國第⼆。社會設計類獲「2020全國⾦點新秀設計獎」肯定。 ★「2020
新⼀代設計產學合作專案」榮獲⾦獎。 ◎特⾊學程：配合產業脈動，開設「綠建築」、「結構物安全與防災」、「⽂化
創意設計」、「⾦控營運管理」、「資產管理」、「微型創業」、「全球運籌管理」、「IoT 科技應⽤」、「資訊安全」
等特⾊學程，培育學⽣第⼆專⻑。 ◎雙聯學位：與美國州⽴⼤學(MSU)合辦跨國雙聯「3+1」學⼠學位學程，⼤學部學⽣
於本校就讀前三年、⼤四赴MSU就讀⼀年，可取得兩校學⼠學位。 ◎獎助學⾦(兩校區) ：就讀新⽵校區或未於新⽵校區
設置系所之台北校區僑新⽣⼊學第⼀年，學雜費收取依國⽴科技⼤學為標準。在校僑、港、澳⽣則以前⼀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或班級名次作為申請標準。

系所分則
2577 中國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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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課程規劃分為「建築⼯程與科技實務」與「建築規劃與設計實務」等兩⼤專業領域，著重實務與理論的綜合應⽤並配合建築
領域重要議題，開設⽂化資產保存、都市更新、環境規劃、⾼科技防災、綠建築等特⾊課程。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助學⾦及⽣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http://www.cute.edu.tw)。
2578 中國科技⼤學 ⼟木與防災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Hazard Mitigation
109學年度本系更名為⼟木與防災系。⾃102學年起全新規劃，本系設有⽇間部、進修部及碩⼠班，建⽴「⼟木專業、防災及B
IM雙特⾊」的特⾊課程。本系廣招⼟木建築群、機械群、綜合群、普通⾼中等有志青年就讀，並提供專業⼈⼠碩⼠班進修管道。
本系獲IEET (⼯程教育)認證通過，所修學分皆獲得國際承認。此外，亦結合IT技術，成⽴跨領域3C(⼟木+通訊+控制)試驗室，
加強⾃動化及數位化之應⽤，同時積極參與學術研究計畫與實務建教案，並加強推廣與社會需求結合之教育訓練課程。冀能在培
育學⽣於專業領域具有分析、判斷、組織與規劃之能⼒，為⼈處世⽅⾯具有成熟理性之特質之外，亦能培養學⽣專業外國語⽂能
⼒，以因應國際化之競爭需求。
2579 中國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中國科技⼤學室內設計系成⽴於2002年，⽬前為全國最⼤設計相關系所，⽬前學⽣數超過1100⼈。教學⽬標分為：「室內空間
規劃與設計」、「室內裝修與管理⼯程」、「空間陳設藝術與家飾」、及「智慧⽣活空間與科技」，積極訓練學⽣成為室內設計
專業，為室內設計業界培育⼈才。
2582 中國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本系以設計、美學、⼈⽂藝術為基礎。系所發展⽅向依據數位時代之⼈才發展⽅向，規劃「視覺企劃設計」、「數位影像設
計」、「跨界⽂創設計」三種課程模組，以符合現今視覺傳達設計相關產業之專業⼈才需求。⽬標在於培育具有視覺傳達設計能
⼒的專業⼈才。 並以⼈⽂藝術為內涵、應⽤數位科技為基礎進而整合具各設計領域的統合能⼒。學⽣將具備視覺傳達設計核⼼領
域之廣告企劃設計、市場⾏銷、包裝設計、編輯設計、展⽰設計、媒體設計及網⾴、動畫等專業知識與實務製作技能。
2583 中國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為前瞻數位娛樂產業培育菁英⼈才，是全國最具規模的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內容包含: 遊戲設計、電腦動畫、數位⾳樂、數
位科技藝術創新應⽤等。本系導⼊最新虛實整合科技(AR/VR/MR)、數位⾳樂、創意⾏銷與虛擬網紅直播、電競數位傳播等技
術。教學上，與業界合作密切，邀請業師授課或共同指導專題及實習等，為學⼦營造優質的創作、創業多元之環境。在教師多年
務實經營下，屢獲教育部、⽂化部等重⼤補助計畫。學⽣在各重要競賽獲獎連連，如新⼀代設計展、全國技專校院學⽣實務專題
製作競賽、放視⼤賞與國際動畫節參展競賽等均有亮麗成績。近年積極推動國際學校交流，以期擴展學⽣之國際視野。
2393 中國科技⼤學 影視設計系 Department of Film & TV Design
本系著重於培養具備⼈⽂藝術素養及資訊科技能⼒，並兼具電影、電視製作與創造⼒之中⾼階專業設計⼈才，積極推動影視藝術
之教學發展，以發展具在地⽂化⽂創產業之特⾊。
●視製作組：電影導演、電視導播、專業攝影師、影⽚剪接師、燈光特效師、配⾳創作⼈員、 美術專業指導、影視特效師、劇
（場）⼈員、電影電視製⽚等等專業⼈才。
● 企劃編劇組：電視節⽬企劃、電視節⽬內容撰寫、電影劇本創作、電影⾏銷宣傳、廣告媒體企 劃、廣告公關⾏銷企劃、廣告
設計師、專案企劃經理⼈等等專業⼈才。請參閱本系網⾴
2580 中國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資訊⼯程系成⽴於2002年，本系之教育⽬標為培育職場需求之資訊專業⼈才、建⽴具備實務執⾏能⼒、培養團隊合作敬業態度。
課程規劃著重：「智慧型數位化科技」結合「雲端⼤數據應⽤」及「物聯網整合技術」⼆⼤領域。
近年來，本系以智慧物聯網技術與應⽤(AIOT)為發展特⾊，不僅有優秀專業師資，充⾜的設施與實驗室，提供學⽣「做中學」並
時引進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提昇學⽣就業競爭⼒。本校獲得研揚科技公司董事⻑莊永順捐贈中國科技⼤學⼀億元，協助中國科⼤
創新轉型為特⾊科技⼤學，培育更多優秀技職⼈才，成為技職校院典範楷模。
學⽣畢業後可取得資訊⼯程學⼠學位，並從事資通訊領域相關熱⾨⼯作，如：物聯網、雲端及巨量資料科技應⽤、軟體開發、
AIOT及⼤數據等等。
2584 中國科技⼤學 室內設計系(新⽵分部)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中國科技⼤學室內設計系成⽴於2002年，⽬前為全國最⼤設計相關系所，⽬前學⽣數超過1100⼈。教學⽬標分為：「室內空間
規劃與設計」、「室內裝修與管理⼯程」、「空間陳設藝術與家飾」、及「智慧⽣活空間與科技」，積極訓練學⽣成為室內設計
專業，為室內設計業界培育⼈才。
2585 中國科技⼤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分部)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本系以設計、美學、⼈⽂藝術為基礎。系所發展⽅向依據數位時代之⼈才發展⽅向，規劃「視覺企劃設計」、「數位影像設
計」、「跨界⽂創設計」三種課程模組，以符合現今視覺傳達設計相關產業之專業⼈才需求。⽬標在於培育具有視覺傳達設計能
⼒的專業⼈才。 並以⼈⽂藝術為內涵、應⽤數位科技為基礎進而整合具各設計領域的統合能⼒。學⽣將具備視覺傳達設計核⼼領
域之廣告企劃設計、市場⾏銷、包裝設計、編輯設計、展⽰設計、媒體設計及網⾴、動畫等專業知識與實務製作技能。
2586 中國科技⼤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分部)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為前瞻數位娛樂產業培育菁英⼈才，是全國最具規模的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內容包含: 遊戲設計、電腦動畫、數位⾳樂、數
位科技藝術創新應⽤等。本系導⼊最新虛實整合科技(AR/VR/MR)、數位⾳樂、創意⾏銷與虛擬網紅直播、電競數位傳播等技
術。教學上，與業界合作密切，邀請業師授課或共同指導專題及實習等，為學⼦營造優質的創作、創業多元之環境。在教師多年
務實經營下，屢獲教育部、⽂化部等重⼤補助計畫。學⽣在各重要競賽獲獎連連，如新⼀代設計展、全國技專校院學⽣實務專題
製作競賽、放視⼤賞與國際動畫節參展競賽等均有亮麗成績。近年積極推動國際學校交流，以期擴展學⽣之國際視野。
2876 中國科技⼤學 影視設計系(新⽵分部) Department of Film & TV Design
本系著重於培養具備⼈⽂藝術素養及資訊科技能⼒，並兼具電影、電視製作與創造⼒之中⾼階專業設計⼈才，積極推動影視藝術
之教學發展，以發展具在地⽂化⽂創產業之特⾊。
●視製作組：電影導演、電視導播、專業攝影師、影⽚剪接師、燈光特效師、配⾳創作⼈員、 美術專業指導、影視特效師、劇
（場）⼈員、電影電視製⽚等等專業⼈才。
● 企劃編劇組：電視節⽬企劃、電視節⽬內容撰寫、電影劇本創作、電影⾏銷宣傳、廣告媒體企 劃、廣告公關⾏銷企劃、廣告
設計師、專案企劃經理⼈等等專業⼈才。請參閱本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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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科技⼤學 Kun Sh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8
聯絡電話 886-6-2727175 #221
傳真 886-6-2050152
地址 710303台南市永康區崑⼤路195號
網址 http://www.k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eb.ksu.edu.tw/DAIO000/page/41421
僑⽣新⽣優先保留宿舍
⼀、崑⼭科技⼤學定位為「親產學之科技⼤學」，現有⼯程、商業管理、創意媒體、⺠⽣應⽤及國際等5個學院，培育⼗
萬多名優質產業界⼈才，投⼊各領域⾏業皆有優秀表現。由於臨近臺南科學園區、路⽵科學園區、⾼雄軟體園區等科技發
展重鎮，在地緣環境的利基下，依據其產業特性，發展「綠⾊科技」、「⽂化創意」、「智慧⽣活」和「精密機械」四⼤
特⾊教學與應⽤研究，並與超過1200 家廠商建⽴產⽣夥伴關係，提供學⽣多元學習與實習機會。⼆、由於辦學績優，崑
⼭榮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補助，每位學⽣平均受益經費為全國私⽴科⼤第⼀，更是臺南唯⼀獲得國際競爭⼒Global
Taiwan研究中⼼的技職校院，並連續⼗⼆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連續六年「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通過數量技職第
⼀、「技職⾵雲榜總積分商業及管理類」私⽴科⼤第⼀，根據Cheers 雜誌調查，崑⼭更是企業最愛私⽴技職Top 3。學
校除了強化產學實務計畫、規劃企業實習課程，也持續投⼊硬體設備的更新，提供更優質的教學環境，達到與產業無縫接
軌的⽬標，並致⼒打造數位化校園，在2015 年世界網路⼤學排名，機構典藏科技⼤學更是全國技職第⼀。三、現有男⼥
⽣宿舍共四棟現代化建築，提供2013床位，皆為冷氣房，宿舍⼤樓公共設施完善，隨時連接網路，僑⽣新⽣優先保留宿
舍。四、居⼤臺南中⼼位置，毗鄰⾼速公路⼤灣、臺南交流道、臺南及永康⽕⾞站、⾼鐵站，市公⾞可直達，交通便利，
⽣活機能完備。
系所分則

2506 崑⼭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為順應時代潮流及國家社會的需求，近年重點發展特⾊有 1.智慧製造組、2.機電綠能組、3.精密機械設計組、4.智慧⾞輛
組。⽬前實驗室包括﹕微精密製造中⼼、智慧⾞輛中⼼、潔淨能源中⼼、影像檢測及伺服控制等實驗室。
2509 崑⼭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智慧型電⼦產品與系統之開發與製作為研發重點，含⼆個主題：(⼀)物聯網應⽤電⼦系統整合與開發，(⼆)綠能電⼦與晶
⽚系統整合與開發。發展特⾊包括下列特⾊教學領域：
A.⼯業⾃動化與儀器量測系統研製-養成產業⾃動化所需之儀器系統與控制系統設計與維護⼈才。
B.健康照護系統開發與製作-養成⽣醫電⼦⼯程之專業基礎與醫療儀器之設計與維護⼈才。
C.微控制器與嵌⼊式系統研製-養成4C電⼦、⽣醫電⼦以及綠能電⼦產業所需之微控制器韌體與嵌⼊式軟體設計⼈才。
D.⾏動裝置與商品整合應⽤-養成⽂化創意與⾏動應⽤創新產業所需之⾏動裝置應⽤與開發⼈才。
E.綠能與機電、監控系統整合設計-養成綠⾊能源產業應⽤整合所需之具智慧化與綠能化跨領域整合設計⼈才。
F.太陽能光電應⽤系統設計-養成太陽能光電產業應⽤整合所需之跨領域整合設計⼈才。
G.數位積體電路雛型設計與應⽤-養成數位控制產業所需之積體電路雛型設計與應⽤⼈才。
H.類⽐積體電路設計與佈局-養成VLSI全客⼾式設計與佈局⼈才所需之軟、硬體技術。
2507 崑⼭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為配合南部科學園區之發展，以及因應⾼科技產品不斷的推陳出新，新舊技術替代頻繁的發展趨勢，本系所的發展重點主要
朝以機電系統的整合性發展為主要研究課題，並輔以半導體⼯程等技術。此⼀研究課題能夠整合系統控制技術、電⼒電⼦技術、
電⼒管理與監控技術以及其他電機電⼦科技技術，開發創新的⾼精密度、⾼⾃動化、⾼智慧型的科技產品，並實際應⽤於再⽣能
源與電能科技、⼯業4.0與機電整合系統。
2512 崑⼭科技⼤學 環境⼯程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本系為掌握發展趨勢，規劃包括奈⽶及環境材料應⽤領域、永續資源及安全科技發展領域、污染防治及⽣物科技應⽤領域及環境
策略規劃領域等四⼤重點研發領域。同時配合⼯程學院－保健科技、奈⽶研發、潔淨能源及產品開發技術四⼤研究中⼼，進⾏跨
領域之整合研究及產品之開發實務研究。
2508 崑⼭科技⼤學 材料⼯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以往在材料⼯程領域有傑出發展，包含在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超級電容之合成及檢測、功能性⾼分⼦材料、⽣物可分解聚
乳酸複合材料、防閃燃或防焰然氣凝膠複材製備、及染料混成材之製備. 未來，本系發展⽅向將著重在1.功能性材料、及2.綠⾊材
料、綠⾊能源材料、及綠⾊材料的認證及製程設計。
2515 崑⼭科技⼤學 智慧機器⼈⼯程系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Robotics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範圍是以⼯業4.0的技術應⽤為主，包含智慧機器⼈、物聯網應⽤與無線通訊應⽤等三⼤⽅向。⽬前已購買的⼯業級機
器⼿臂有5種知名品牌22⽀以上，以做中學的⽅式來進⾏教學。使學⽣可以經由實作與理論的結合達到快速學習的效果，並與廠
商配合進⾏產學合作與學⽣實習，提供實務的優良環境培育優秀⼈才。
2513 崑⼭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標定為培養具有運⽤資訊科技之系統設計與實作能⼒的科技⼈才，課程融⼊資訊相關的科技－嵌⼊式系統、⾏動網
路、物聯網、機器⼈、資訊安全、⼈⼯智慧與⼤數據分析。本系以產學合作⽅式，增加學⽣實務經驗與提供中⾼階資訊⼈才就業
機會。
2559 崑⼭科技⼤學 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in Computer and Gam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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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充裕電競產業升級轉型所需⼈才，於109學年度起創設電腦與遊戲發展科學學⼠學位學程，以培育電競產業⼈才為主要任
務，整合校內創意媒體學院、⼯程學院及商業管理學院共同教學能量，建⽴電競能⼒鑑定體制及擴⼤辦理電競⼈才第⼆專⻑項
⽬，以學⽣在校期間取得經濟部核發能⼒「營運智慧分析師」或「⾏動遊戲程式設計師」鑑定證書為教學⽬標，同時以促進企業
優先⾯試或聘⽤為教育⽬的。
2514 崑⼭科技⼤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本系以「適性發展」、「⼈⼒品質」、「實務能⼒」、「專業證照」為教育理念。教學重點與發展⽬標，以『數位媒體與科技』
與『數位學習與典藏』之應⽤為兩⼤主軸，培育具備資訊技術應⽤與多媒體內容製作競爭能⼒的⼈才。本系招收多元背景的學
⽣，透過團隊專題的製作，以訓練學⽣創意發想與整合的能⼒。學⽣經由共同製作結合資訊技術與數位內容的作品，以培養他們
具有獨⽴作業與團隊合作的經驗。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3
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傳真 886-4-26314074
地址 43302台中市台灣⼤道6段1018號
網址 http://www.hk.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sc.hk.edu.tw/page2/super_pages.php?ID=page202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 ⼆、本校⽬前設有⼤學部19系、8研究所，學⽣⼈數近13,000⼈，⾼教深耕教育部補助1億1263萬，連續
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補助，並且獲得典範科技⼤學補助。 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 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2234。
系所分則

2295 弘光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1.具中⽂聽、說、讀及寫能⼒。 2.本系三⼤教育⽬標，培養學⽣「資訊技術應⽤能⼒」、「資訊系統開發能⼒」及「⼈⽂關懷與
持續精進能⼒」3. 課程兼顧跨學科及整合性領域之培育⽬標，提供學⽣多元專業領域之學習場域，專業課程包含進階機器視覺實
務、進階影像處理與圖形識別應⽤、物聯網系統實務、雲端應⽤服務開發、⾼等醫學儀表與量測等。

正修科技⼤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4
聯絡電話 886-7-7358800
傳真 886-7-7358895
地址 83347⾼雄市⿃松區澄清路840號
網址 http://www.cs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現有三個學院，分別為⼯學院、管理學院、⽣活創意學院，提供學⼠班、碩⼠班、博⼠班等不同學制。
系所分則

2551 正修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秉持「技術與實務導向」的教學研究⽬標，培養學⽣「電⼦專業」的實務能⼒，並以微電⼦⼯程、光電⼯程、綠能科技應⽤⼯
程，三⼤領域為教學研究的主要範疇。結合本校「載具及電⼦科技中⼼」⼤⼒推動產學建教合作、推廣教育、技能檢定等以掌握
產業脈動，交換實務經驗，確保學⽣具有專精技術實⼒，符合產業就業所需之職能。
2552 正修科技⼤學 機械⼯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以培育具有⾼度專業技能及專業道德之機械⼯程師⽬標。以精密設計製造及機電系統整合為技術發展核⼼，特⾊實驗室包含有設
計製造整合中⼼( 逆向⼯程實驗室、三次元檢測實驗室、數控⼯具機實驗室、CAD/CAM 實驗室、快速模具實驗室)、多軸加⼯實
驗室( 五軸加⼯機及⾞銑複合機)、機電整合實驗室、感測器與訊號處理實驗室等計25 間實驗室。系所推動產學計畫之⼯程研究科
技中⼼為全國認證基⾦會TAF 之認證實驗室，實驗室編號為0844、2242 號，設備獲國際認可。未來本著已有之良好教學及研究
基礎，繼續推動機械、機電領域之專案研究計劃及實務產學研究，並舉辦⼤型國內及國際型研討會以提昇教學及研究品質。
2550 正修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秉持配合國家資訊科技產業發展⽅向，培育優秀資訊⼯程科技⼈才的教育理念，採「理論與應⽤」並重、「理論與實務」並
⾏的雙軌教學⽅針，以「嵌⼊式發展系統」及「⾏動網路系統」等⼆個領域為本系教學研究範疇，並據以發展本系之特⾊，藉由
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完整課程規劃、落實⼈才培訓及創新思考與研究發展的教育紮根⼯作，培養學⽣創新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並利⽤本系研究設備，提供諮詢服務，建⽴學術與產業界之橋樑，以促進產業升級，提昇全球競爭⼒。
2547 正修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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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主要學習⽬標在於培養各類電機設備或專業技術⼈才，執⾏有關設計、製造、運⽤及維護等任務。⽬前以『電⼒⼯程』、
『控制⼯程』及『光電⼯程』發展本系特⾊，本系教學⽬標在因應⾼科技發展及國家建設需要，為社會培育專業技術⼈⼠。此外
為配合網路資訊時代來臨，本系亦將特別著重在電腦對於電機專業領域之分析與應⽤。除了提昇教育品質及加強相關設施使學⽣
具備電機專業知識與技能外，並希望加強學⽣英⽂語⽂能⼒，且增進學⽣⼈⽂素質以涵養其優雅氣質，因應社會多元化之發展趨
勢。本系⽬前區分為電機與控制組、產業技術組與光電⼯程組，培育未來產業需求之專業技術⼈才。
2549 正修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系旨在培養具⼯業⼯程與管理學識之專業⼈才，藉由⽣產管理、品質管理、資訊應⽤及經營管理四個主要領域的學習，使學⽣
具有系統整合的觀念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本系相關課程規劃及設計理念，涵蓋⽣產系統、經營管理及資訊應⽤三⼤領域，並
積極規劃各類就業學程，強化產學合作，有效增進學⽣就業⼒。
2546 正修科技⼤學 ⼟木與空間資訊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本系以培育⼟木⼯程相關領域中級⼯程⼈員為⽬標，奠定學習中級技術專業知能之基礎能⼒，並具備繼續進修之能⼒，期能達成
下列⽬標： ⼯程規劃、設計、施⼯、監檢測及營建維護之⼯程實務訓練，以及⼟木營建、測量製圖、空間資訊及遙測科技之⼯程
實務訓練。
2548 正修科技⼤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本系以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業界實際⼈才需求，於建築設計組⽅⾯分別以設計、規劃、設備、結構、史論、景園、電腦輔助設
計等基本領域培養藝術與美學兼備之建築設計⼈才；室內設計組分別以平⾯設計、空間設計、造園、設備、構法、史論、電腦輔
助設計等基本領域培養藝術與美學兼備之室內設計⼈才。並強化⼯程實務管理、⾼階設計技巧整合，與業界合作實務專題，以達
到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標。

樹德科技⼤學 Shu-Te University
學校
基本
資料
獎學
⾦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9
聯絡電話 886-7-6158000
傳真 886-7-6158020
地址 82445⾼雄市燕巢區橫⼭路59號
網址 https://www.s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國際交流事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
https://www.oica.stu.edu.tw/%e6%a0%a1%e5%85%a7%e7%8d%8e%e5%8a%a9%e5%ad%b8%e9%87%91/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住宿費： 1. 六⼈房：每學期新台幣11,000元 2. 四⼈房：每學期新台幣16,000元
⼀、以上各系男⼥兼收，修業年限以4年為原則。 ⼆、僑⽣獎學⾦可申請最⾼⾦額上限為學雜費的50%。
系所分則

2517 樹德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系所簡介
為配合⾼科技產業現況，秉持學⽤並重及⼈⽂科技之理念，全⼒栽培本系所學⽣具備電通專業技術及⼈⽂關懷素養，以成為資訊
與通訊領域之全⽅位⼈才。本校資訊學院於2001年創⽴電腦與通訊研究所、2002年成⽴四技⽇間部、2005年成⽴進修部。本系
教師共同努⼒之⽬標，是使本系成為培育微電腦應⽤、通訊⼯程與電⼦電路三⼤專業領域⼈才的搖籃；教導學⽣就業與升學所需
的本位能⼒並提供學⽣快樂學習的完善環境。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2516 樹德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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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系所之發展⽬標與產業需求、未來趨勢、知識發展、技術進步的相關程度：
為提升台灣知識與創新能⼒，政府於91年推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晝」，促進經濟成⻑、創造就業機會及提升⽣活品質
等多重效益。其中多項⼦計畫帶動了台灣產業發展。⾏政院於100年5⽉核定之產業發展綱領，擬定經濟部2020年產業發展策略，
以「創新經濟、樂活台灣」作為願景，朝「傳統產業全⾯升級」、「新興產業加速推動」及「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國際化科技
化」等三⼤主軸，推動產業發展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並在「102-105年國家發展計畫」的「推動產業多元創新」⽅
案中，選定第⼀階段推動之五⼤亮點產業中包含「資訊服務」與「智慧⽣活」兩項資訊相關產業。從經濟部102年提出未來3年
「重點產業專業⼈才需求調查」報告整理出「資訊相關重點產業與⼈⼒領域關聯圖」，如下圖所⽰，對於電機電⼦資訊科技領域
的專業⼈⼒需求亟為殷切。
因此，從國家發展會及經濟部的研究報告中所得到的結論與未來就業市場職類需求成⻑的預測結果，企業在短、中期間對於資訊
⼯程相關領域的⼈⼒需求將逐年成⻑，此⼀趨勢對於資訊相關系(所)的經營，將有正⾯的助益。本系所規畫之網路⼯程技術、應
⽤程式設計、數位遊戲設計三個學程的培育⽬標，完全符合重點產業⼈⼒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系所發展⽬標、重點發展領域及中⻑程發展計畫：
系(所)發展的定位，取決於產業趨勢與環境、所培育學⽣的基礎條件、系(所)可投⼊的資源(⼈⼒、設備、空間和預算等)和所培育
⼈才的終端職場領域。從產業趨勢與環境來看，資訊產業的產品主要為電腦與其相關的軟體應⽤。當電腦的硬體越趨於普及時，
軟體應⽤相關產業的產值也隨之⼤幅成⻑。因此軟體產業已成我國繼資訊硬體產業後，另⼀項重點發展的產業。
從產業分⼯的⾓度來看，資訊軟體產業可再細分為：資訊軟體設計業、資訊軟體製造業、資訊軟體⾏銷業與資訊軟體服務業等。
軟體的架構層級也可分為系統軟體、⼯具軟體與應⽤軟體等。就各種軟體從業⼈數與對從業⼈員素質的要求來看，應⽤軟體的從
業⼈員需求數量最多。從所需要的從業⼈員素質條件來看，企業對於應⽤軟體從業⼈員的素質要求仍然⼗分重視。
發展願景
本校之願景為「使畢業⽣成為業界優先選⽤⼈才，以落實學術、知性、快樂、希望的校訓，建構⼀所培育優職技職⼈才的⼤
學」。校定位為「教學為主，研究為要。具研究應⽤能⼒之教學型科技⼤學，成為⾼屏地區學⽣⾸選之學校」。治學⽬標為「樹
德與術⼈，培養學⽣成為術德兼備的新公⺠」。
資訊學院為因應本校願景⽬標之達成，訂定發展願景為「成為南台灣優秀資通訊技術與管理⼈才的專業培育機構」。資訊學院的
定位為「發展創新資通訊技術與培育資通訊應⽤與管理⼈才，以資通訊技術協助相關產業發展與應⽤，⽀援各學院發展資通訊技
術應⽤與產學合作」。治學⽬標為「培育具有資通訊產業所需⼯作技能與態度之專業⼈才，建立與資通訊產業的合作關係，開拓
就業市場的範圍，營造穩定的教育與⽣活環境」。
為配合本校與資訊學院願景⽬標的達成，本系的願景為「發展本系成為南台灣技專校院中，培育績效廣受企業肯定的資訊⼯程系
(所)，且所培育的資訊⼯程專業⼈才素質，符合資訊相關產業的需求，樂於為企業所聘⽤」。定位發展本系成為「南台灣私⽴科
⼤中，學⽣、家⻑、企業⾸選的資訊⼯程系」，教學⽬標為「培育網路⼯程技術、應⽤程式設計及數位遊戲設計三個資訊技術領
域的從業⼈員」。
三、教育⽬標、學⽣核⼼能⼒指標：
本系學⽣教育的⽬標為：
l 改善學⽣的本質符合產業需求: 使學⽣能夠畢業即就業。
1. 改造學⽣使具備就業競爭優勢: 運⽤有效的引導機制，落實本位課程⽬標。
2. 引領學⽣落實能⼒本位的⽬標: 能滿⾜產業職能要求與學⽣⽣涯規劃。
3. 為使得本系所辦學之績效能廣受企業肯定，且所培育學⽣的資訊⼯程專業⼈才素質，能符合資訊相關產業的需求，樂於為企業
所聘⽤，本系之教學與學⽣輔導，主要培養學⽣之核⼼能⼒如下：
4. 資訊基礎與程式設計
5. 資訊專業與網路實務
6. 專題製作與⽂件寫作
7. 職涯發展與職場適應
8. 技術整合與研發創新
這些核⼼能⼒結合校訂的語⽂表達與資訊應⽤、⼈⽂關懷與美學涵養、健全⼼智與團隊合作及組織領導與⼈際溝通四項基本能⼒
指標，可歸納為：基本資訊技能、語⽂能⼒(中⽂與英⽂)、⼯作態度及職場所需之資訊專業能⼒等四⼤類，其對應關係如圖3所
⽰。
在課程設計上，系上所開設之每⾨課程，均須由授課⽼師在校務系統上填寫課程⼤綱，及該⾨課教學所要教學培訓學⽣之能⼒，
並訂定系核⼼能⼒指標之權重百分⽐，讓學⽣在選課前，能瞭解待修畢該⾨課程，學⽣能學到的專業能⼒素養與對⾃⼰核⼼能⼒
有何加分之效果。
招⽣特殊限制
1. 具中⽂聽、說、讀、寫能⼒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Vanu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6
聯絡電話 886-3-4515811
傳真 886-3-4531300
地址 32061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1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vn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oaa/3119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宿舍詳細介紹請參考:http://www.osa.vnu.edu.tw/1661?s=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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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前有三個學院（航空暨⼯程學院、設計學院、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包含6個研究所（營科系碩⼠班、環⼯系碩⼠
班、電資所、經管所、資管系碩⼠班、妝品系碩⼠班）及16個系（營科系、環⼯系、資⼯系、航空系、⼯管系、⾞輛
系、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系、企管系、資管系、⾏銷系、商設系、妝品系、時尚系），全校學⽣達9,580⼈，
外籍學⽣達四百餘⼈。我們致⼒精進各種軟硬體設施、教學設備、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等領域，使學校已具⼀流⼤學⽔
準，成效深受教育主管單位讚賞。我們將再接再厲，邁向科技與⼈⽂相輔相成的智慧型校園，為國家及社會造就更多科技
與經建⼈才。 本校特⾊: 1. 航空城⼤學，全國唯⼀:離桃園國際機場最近的科⼤，享有航空產業豐沛合作資源。 2. 教學卓
備註
越，國際認證: 教育部肯定教學卓越⼤學，榮獲IEET國際認證。 3. 雇主最愛，桃園⾸選: 2017年1111⼈⼒銀⾏雇主滿意
度調查，桃園中壢區第⼀。 4. 實習就業，全國第⼀: ⼤四全⾯實習，實習就業無縫接軌，就業率全國科⼤第⼀。 5. 科⼤
⼤學部，國際化第⼀: 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6. 航空餐旅，全國最⼤: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數達7,500⼈，跨兩種以上專
業領域學習，提升國際就業競爭⼒。 7. 設計時尚，國際發光: 師⽣榮獲教育部技職之光，國際IF、Red Dot設計⼤獎，引
領國際設計流⾏時尚。 8. 航空⼯程，快速起⾶: 與航空界⿓頭華航、⻑榮、漢翔、亞航…產學策略聯盟，接軌波⾳、空中
巴⼠等國際⼤廠。 9. 三鐵⼀港，交通便捷: 全國唯⼀三鐵交匯科技⼤學，⾼鐵、台鐵、捷運與機場便利交通網。
系所分則
2571 萬能學校財團法⼈萬能科技⼤學 環境⼯程系⽣態與環境資源管理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Program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培育具備環控⽣物技術、能源與資源管理之專業⼈才，課程內容採理論與實務並重，透過環⼯基礎學理之養成，使學⽣具備進⼀
步深造之基礎能⼒，同時輔以實習、實務專題及校外實習等課程，讓學⽣於畢業前取得環⼯及⼯安等相關證照，養成符合產業界
需求的⼈才。

南開科技⼤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8
聯絡電話 886-49-2563489#1595
傳真 886-49-2567031
地址 54243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網址 http://www.nkut.edu.tw
承辦單位 秘書室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pre.nkut.edu.tw/intro4/super_pages.php?ID=intro401
提供全⽅位的⽣活機能 A. 南開宿舍⼤樓為ㄧ棟地上⼋層、地下⼀層的新式建築，約計５３００餘坪。 B. 在⽣活機能⽅
⾯，ㄧ樓包含書店、影印店、閱覽室、教職員⼯聯誼室，地下⼀樓規劃為美⾷街，設有麵包坊、⾃ 助餐、冷熱飲、⽇本
料理麵⾷、複合式麵⾷、素⾷等共計⼗三攤位，提供不同的⽤餐的選擇，另設置學⽣育樂中 ⼼，提供休閒活動空間。 C.
宿舍 在學⽣宿舍⽅⾯，為四⼈套房式，既有880個床位挑⾼設計，使其⽣活空間更加舒適，每間寢室備有衛浴設備 、冷氣、寬
頻網路、電話，每層樓亦均設有交誼廳、茶⽔間、洗⾐間、等公共空間。 D. 在宿舍安全⽅⾯，進出⼤樓⼀律採⽤電⼦Ｉ
Ｃ卡(學⽣證)刷卡⽅式做為⾨禁管制，且每間房間均以感應ＩＣ卡使 得進出，注重學⽣安全之防護。 E. 南開科技⼤學之
學⽣宿舍符合新穎，安全，學習，整潔，舒適的優良居住環境，歡迎⼤家申請使⽤。
1.本校位於臺灣⼀⽇遊的中⼼點，鄰近⽇⽉潭、阿⾥⼭、台中市逢甲商圈，距離台北市、⾼雄市僅2個小時⾞程。 2.提供
新⽣⼊學免費接機服務。 3.提供⾼額新⽣⼊學獎學⾦。 4.提供⾄知名企業實習之機會，如：王品集團、統⼀集團、上銀
集團及富邦集團等，累積學⽣職場經驗。 5.提供免費瘋台灣之旅，共同留下在臺留學美好回憶。 6.提供校內⼯讀機會，
並建⽴定期輔導機制等⽣活照顧與輔導措施。 7.學⼠班招⽣學系：機械⼯程系⾞輛組、休閒事業管理系、餐飲管理系、
備註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動化⼯程系、⾏銷與流通管理系、多媒體動畫應⽤系、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等。 8.提供校內⼯
讀機會，無須赴校外打⼯，⽅便⼜安全。 9.連續12年榮獲臺灣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累計獎助⾦額超過新臺幣4
億2千萬元，排名全臺公/私⽴科技院校第17名，全臺私⽴科技院校第10名，中區公私⽴科技院校第5名，中區私⽴科技院
校第3名。 10.提供免費課程，積極輔導學⽣取得國際證照，增強就業競爭⼒。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621 南開科技⼤學 ⾃動化⼯程系 Dep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培養學⽣具有現代⼯業⾃動化的理論與實務之知識，成為智慧⾃動化產業需求的專業⼈才。課程設計主要包含1.⾃動化機構設計
製造 2.機電整合系統 3.機器⼈系統 4.微處理機系統 5.智慧⾃動化⽣產系統。並將務實、創新之辦學理念融⼊所有課程中，積極
輔導學⽣研發相關創新的專利產品、參加各項專業技能檢定與全國性專題競賽，並安排學⽣於寒暑假期與學期期間⾄企業界實
習。
本系現有專業師資16位，其中包含教授5位、副教授5位、助理教授3位與講師3位；105學年度本系學⽣參加實務專題競賽共8隊獲
獎、產業實習65⼈次，並考取⼄級專業證照34張，⾃動化⼯程師證照level_1證照16張，丙級專業證照186張，丙級資訊證照36
張，英檢證照12張。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B8
聯絡電話 886-2-28927154
地址 11202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網址 http://www.tpcu.edu.tw
國際交流中⼼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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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8956534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ieec.tpcu.edu.tw/files/11-1040-3080-1.php?Lang=zh-tw
宿舍 本校提供校內優質住宿環境，宿舍分為6-8⼈雅房及4⼈套房，境外⽣優先安排⼊住校內宿舍。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
位。 三、環境、教室及實驗室設施新穎、舒適。 四、美⾷街提供多樣化的餐飲選擇。 五、男⼥⽣宿舍舒適寬敞備有衛星
備註
電視、光纖網路等設施。 六、本校網⾴：http://www.tpcu.edu.tw/；校址：112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電話：
(02)28927154轉5902。

獎學⾦

系所分則
2666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世界第1座機器⼈博物館。同學經由與機器⼈的互動，可以了解機器⼈原理與製作⽅法。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以機器⼈技術為核⼼，除電機基礎課程外，另開設電⼦、資訊、機械等各領域之課程，同學具有多元的學習選擇；並整合本
系師資，以跨領域應⽤整合為導向，⿎勵教師相互合作，組成研究團隊，爭取各項計畫案，並輔導學⽣參加國際發明展、各項競
賽、 各項專業證照、申請專利及考取。
2665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若有機械、⾞輛相關背景者佳，其他並無限制。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在於培養務實致⽤之⼈才，能善⽤電腦為輔助⼯具，結合產業研發能量，創造⾃身研發特⾊，成為符合業界需求的優秀專業
⼈才。
2669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機械⼯程系⾞輛組 Dept.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Division of Vehicle
Engineering
若有機械、⾞輛相關背景者佳，其他並無限制。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輛組致⼒於培養⾞輛專業⼈才，從⾞輛⼯程學⾄⾞輛的控制及檢驗，提供學⽣實際操作的機會。
本校亦與多家⾞輛廠商合作：如法拉利、BMW等，提供學⽣許多校外實習機會。
2667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培育「多媒體與網際網路應⽤」與「嵌⼊式與單晶⽚系統應⽤」之優秀專業⼈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本系課程以「多媒體與網際網路應⽤」與「嵌⼊式與單晶⽚系統應⽤」⼆⼤領域為課程規劃發展⽅向，結合理論教學與實務實習
之訓練，輔導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並積極⿎勵學⽣參與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專題製作競賽、國際發明展與申請國家專利，使學
⽣具備企業所需之技術能⼒與職場競爭⼒為教育⽬標。
2668 城市學校財團法⼈臺北城市科技⼤學 電腦與通訊⼯程系 Dept.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甄選並培育對電腦網路及通訊領域之專業優秀⼈才。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專業導向：培育具有整合無線通訊技術與電腦資訊科技的專業⼈才。
學技合⼀：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認知學習，產學合作訓練之技術培養。
前瞻養成：以嵌⼊式單晶⽚應⽤的核⼼能⼒為基礎，涵養具有無線通訊的⼈才。

健⾏科技⼤學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5
聯絡電話 886-3-4581196
傳真 886-3-2503900
地址 32097桃園市中壢區健⾏路229號
網址 http://www.uch.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合作處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其他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eb.uch.edu.tw/uchdorm/）
系所分則

2554 健⾏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lnformation Engineering
教育⽬標為培養學⽣在資訊⼯程領域基本理論的理解、分析、規劃設計與解決問題的能⼒，使在求新求變的專業領域中持續發展
與學習。 訓練與⿎勵學⽣考取資訊專業證照，習得獨⽴開發與團隊合作之智能，為執⾏⼯程實務及成為團隊領導者做準備。培養
進⼊資訊⼯程領域研究所繼續進修之能⼒。 培養倫理意識、社會責任及專業技術等三者並重，在服務社會時成為負責任的公⺠及
領導者。依⼀般限制。
2555 健⾏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 培育智慧型控制、物聯網應⽤技術、⽔電專業技術、綠⾊能源科技以及衛星通訊技術的⼈才。 2. 開設「綠⾊能源學分學
程」、「室內配線學分學程」、「產業機構⾃動化學分學程」及「物聯網應⽤學分學程」，「五年⼀貫」學程在五年內同時取得
學、碩⼠學位。 3. 桃園地區唯⼀開設室內配線專業輔導班與衛星電視接收系統架設訓練班。 4. 每年獎勵多位學⽣到莫斯科國⽴
⼤學與阿帕拉契州⽴⼤學參加研習活動，擴展國際視野。 5. 依⼀般限制。
2556 健⾏科技⼤學 ⼟木⼯程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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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系簡介:本系於1964年專校成⽴迄今，在台灣已培養眾多中,⾼階級⼯程設計及現場施⼯監造⼯程師、⼯地主任、專業技師及
營造廠⽼闆。本系⼤學部及研究所專兼任授課教師包括教授3位，副教授5位，助理教授5位，資深講師（具有技師證照）2位以
上。2010年本系成⽴「⾮破壞檢測中⼼」，每年產學合作計畫案件達台幣1000萬元以上。 技術本位：本系⾃2009年起，以全球
⼟木建築發展趨勢為主，導⼊「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術本位，訓練學⽣以「⽴體圖形」及
「動態影像」軟件，結合展現先進的專業技術能⼒。⼤學部課程涵蓋⼟木建築「結構分析與設計」，「施⼯規劃與監造管理」，
「建物⾮破壞檢測與監測維修」三⼤領域。研究所碩⼠班課程涵蓋「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管理」技術本位。 課程特⾊：本系專業
實務課程採⽤五階段上課⽅式：1.講解基礎理論及法規規範、2.扎實導引專業BIM軟件操作訓練、3.研究型實驗室硬體設備實際
操作驗證、4.⼤三專題實務製作、5.暑期及⼤四校外實習。 教育認證：通過2008年IEET⼯程教育認證。
2557 健⾏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系依⼀般限制，有嚴重四肢障礙者除外。本系以培養具備機械設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實務能⼒的機械專業技術⼈才為學
⽣學習成就⽬標。在實務能⼒⽅⾯，透過實⽤⼜彈性的課程規劃，輔以液氣壓、電腦繪圖、CNC銑床等⼄級證照訓練，可以讓學
⽣在很短的時間內投⼊職場，為企業所歡迎。在理論基礎⽅⾯，可以讓學⽣在畢業後即使⾃修或進修深造都能掌握問題核⼼，迅
速建⽴研發的能⼒，藉由推甄或⼊學考試可升上本系研究所碩⼠班。依⼀般限制。
2558 健⾏科技⼤學 應⽤空間資訊系 Dept. of Applied Geomatics
以空間資訊及電腦科技的創新理念，作為課程設計之思考⽅向，並以全球定位系統（GPS），遙感探測（RS）以及地理資訊系統
（GIS），作為空間資訊專業知識之教育核⼼；另進⼀步結合無線網路通訊及⾏動計算設備之運⽤，發展以位置、影像及地圖為
基礎之資訊服務、管理及應⽤系統。應⽤空間資訊系規劃有完整之空間資訊科技相關課程，提供學⽣良好的學習環境，在學期間
另提供「3D空間視覺技術」學分學程、「災害防救科技」學分學程及「空間資訊應⽤」就業學程，以訓練學⽣具備空間資料蒐集
及處理、資訊系統開發及建置以及空間資訊整合及應⽤之基礎能⼒，以符合科技產業之發展趨勢。依⼀般限制。
2560 健⾏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電⼦⼯程技術⼈才，使其具備各種電⼦設備之研發、設計、製作、應⽤及修護能⼒，本系將以IC
設計、光電應⽤、通訊科技及資訊媒體技術為教學與實務之四⼤訓練主軸，以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產業提昇競爭之需求。依⼀
般限制。
2561 健⾏科技⼤學 電機⼯程系綠⾊能源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reen Energy Division
1. 以太陽光電發電、⾵⼒發電及燃料電池發電為三⼤核⼼技術，建⽴學⽣理論與實作並重的專業技能。 2. 學習電⼒電⼦、電⼒
系統、電⼒品質、監控系統、電能轉換、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計、⾵⼒發電、燃料電池應⽤、智慧型電網等技能，「五年⼀貫」
學程在五年內同時取得學、碩⼠學位。 3. 擁有全國唯⼀的專業太陽光電系統架設訓練場與⼄級證照檢定場。 4. 每年獎勵多位學
⽣到莫斯科國⽴⼤學與阿帕拉契州⽴⼤學參加研習活動，擴展國際視野。 5. 依⼀般限制。
2562 健⾏科技⼤學 資訊⼯程系網路技術組 Networking Technology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教育⽬標為培養學⽣在資訊⼯程領域基本理論的理解、分析、規劃設計與解決問題的能⼒，使在求新求變的專業領域中持續發展
與學習。訓練與⿎勵學⽣考取資訊專業證照，習得獨⽴開發與團隊合作之智能，為執⾏⼯程實務及成為團隊領導者做準備。培養
進⼊資訊⼯程領域研究所繼續進修之能⼒。培養倫理意識、社會責任及專業技術等三者並重，在服務社會時成為負責任的公⺠及
領導者。依⼀般限制。
2484 健⾏科技⼤學 電⼦⼯程系光電應⽤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lectro-Optical Applications
Division
⽬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電⼦⼯程技術⼈才，使其具備各種電⼦設備之研發、設計、製作、應⽤及修護能⼒，本系將以IC
設計、光電應⽤、通訊科技及資訊媒體技術為教學與實務之四⼤訓練主軸，以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產業提昇競爭之需求。依⼀
般限制。
2487 健⾏科技⼤學 電⼦⼯程系應⽤資訊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pplied Information Division
⽬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電⼦⼯程技術⼈才，使其具備各種電⼦設備之研發、設計、製作、應⽤及修護能⼒，本系將以IC
設計、光電應⽤、通訊科技及資訊媒體技術為教學與實務之四⼤訓練主軸，以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產業提昇競爭之需求。依⼀
般限制。
2348 健⾏科技⼤學 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Program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配合政府推動綠⾊能源科技及精密製造產業的發展，本學程之專業領域將與綠⾊能源材料、航太汽⾞材料、精密製造及製程技術
相結合，培育在太陽能電池材料、鋰電池材料、航太汽⾞材料與精密製造技術領域具有系統整合能⼒之⼈才。
2350 健⾏科技⼤學 機械⼯程系⾞輛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Section of Vehicle
課程規劃分為電動⾞技術.機電整合.⾞輛整合等三⼤⽅向,以培養學⽣具⾞輛專業領域核⼼能⼒.教學特⾊:1.以培養具備電動⾞輛
設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實務能⼒的機械專業技術⼈才2.透過實⽤⼜彈性的課程規劃,讓學⽣受企業所歡迎,並迅速建⽴研發能
⼒.

⿓華科技⼤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D8
聯絡電話 886-2-82093211
傳真 886-2-82091468
地址
33306桃園市⿔⼭區萬壽路⼀段300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s://www.lhu.edu.tw/index2.as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lhu.edu.tw/m/icsc/internationalstudent.html
宿舍 提供宿舍給所有境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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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1969創校，迄今已歷50年，於2001升格為「⿓華科技⼤學」，為北臺灣地區第⼀所奉教育部核定升格之私⽴
科技⼤學，2010年教育部技專校院評鑑結果所有科系獲評為⼀等，成績全國最優。 ⼆、本校位於新北市新莊、迴⿓地
區，近台北捷運新莊線終點站，交通便利。 三、與美、⽇等知名學校簽署交換學⽣或雙學位協議，享有免繳對⽅學校學
雜費之優惠。 四、每年遴選約100位競賽或社團績優學⽣，免費參訪國外姐妹校、研習及交流，以擴⼤學⽣國際觀。
備註
五、本校2006⾄2017年連續12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累計獎勵⾦額達新臺幣6億6185萬元，為台灣北區私⽴技職
校院第1名，超越多所公⽴學校。 六、2012年⾄2017年連續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學計畫」成⽴產學研發中⼼，
為台灣技專校院前8名、私⽴科⼤前3名，亦為北臺灣地區私⽴學校唯⼀獲選者。七、2018年榮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1億
414萬元獎助，為台灣台中以北私⽴科⼤第⼀。
系所分則
2711 ⿓華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為因應機械業及製造業之⾼速化及精密化之發展，本系以發展精 密製造，精密快速設計以及機電整合技術為⽬標，配合區域產業
特⾊ ，加強電腦輔助設計、製造與分析，CNC加⼯，機構設計， 3D CAD/CAM，塑膠模具設計製造，模流分析，精密鑄造，
精密量測，精密定位，可程式控制器，及微處理機之應⽤， 並加強機電整合之訓練。
在教學⽅⾯，機械⼯程系除強調學⽣外 語能⼒以及電腦使⽤技能外，依學⽣選修之 課程，分為精密製造，精密快速設計以及 機
電整合學程。為配合教學，精密快速設計 與製造學程在電腦設計製圖，及電腦輔助設 計⽅⾯，全⼒推展使⽤機械業需求殷切之
3D CAD系統，例如Pro/E軟體，並利⽤電腦 輔助模流分析，培養學⽣設計及分析的能⼒ 。在機電整合學程⽅⾯，加強可程式控
制器 之應⽤，機電整合，並利⽤DSP做精密及⾼ 速之控制，及使⽤雷射做精密定位之應⽤。
在⼤學部，每位畢業⽣應有的核⼼能⼒包括： 養成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之能⼒。 養成敬業樂群及應⽤專業職場倫理
之態度。 養成⼈⽂素養及關懷社會及尊重多元觀點，以善盡社會責任。 具備多元語⽂能⼒、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實務技術對環
境、社會及全球影響之國際視野，並培養⾃主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 確認、分析和解決實務技術問題的能⼒。 具備機械⼯程
專業與應⽤資訊之知能。 運⽤創意思考於實務技術之能⼒。 熟⽤專業技能所需之知識、技術、技能及⼯具的能⼒。 確實執⾏標
準作業程序，並執⾏、分析、解釋與應⽤實驗於改善實務技術的能⼒。
2712 ⿓華科技⼤學 化⼯與材料⼯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時代潮流以及未來產業發展之所需 ，本系除加強化⼯基礎課程教育外，尤其著重在光電材料 、電漿技
術、能源與綠⾊材料、奈⽶材料製備與檢測、環 境科技與防災教育等專業技術的研究與應⽤。加強實務性 課程的安排，注重學
⽣英語能⼒與國際觀，協助學⽣考取 專業證照，訓練及培養產業所需⼈才為⽬標。
本系教學及實驗設備新穎且完整，除⼀般教學實驗室外， 特⾊實驗室有「電漿應⽤技術實驗室」、「精密儀器分析 中⼼」、
「奈⽶材料科技實驗室」、「粉末科技實驗室」 、「半導體及光電實驗室」、「環境科技實驗室」、「⼯ 安實驗室」與「材料
加⼯實驗室」等，整合發展材料科技 與環境科技。在⼀流的師資帶領下，有系統、有效率的學習。⽇後可因在校期間學有專精而
且無學⽤落差之紮實訓 練，而能在各⾏各業之職場中能得⼼應⼿。 103學年度本 系如含外加名額計算註冊率為100%。
2713 ⿓華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電機⼯程系特重實務性與理論性教學，並提供學⽣良好的學習環境。本系課程依照當前國家科技建設發展需求分成：電機控制⼯
程、電信⼯程、計算機網路⼯程與電⼦電路⼯程等四⼤領域，學⽣可依個⼈興趣與需要安排⾃⼰的課程規劃。 本系提供九間設備
完善的實驗室供教學使⽤，分別為⾃動控制實驗室、電機機械實驗室、計算機軟體實驗室、微波元件實驗室、電⼦電路實驗室、
微處理機實驗室、積體電路設計實驗室、無線感測實驗室與電⼒電⼦實驗室，配合完善的學程規劃，期使本系可培養出⾼級電機
技術⼈才。
2714 ⿓華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教育⽬標為「培育具實務能⼒之電⼦⼯程技術⼈才」，碩⼠班研究所之教育⽬標為「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電⼦⼯程專業⼈
才」，科技⼤學系所評鑑⼀等，並已通過IEET技術教育認證，完成與國際接軌。
現有專任教師19位，獨⽴三樓系館⼀棟，其中包括學⽣實習教室與研究⽣研究室共16間，教師研究室26間。
本系根據⼯程學院中⻑程發展計畫及師資之專⻑與發展，進而擬定「通訊電⼦系統」、「微電腦系統應⽤」及「電腦網路應⽤」
三個重點發展項⽬為本系教學與研究之發展⽬標。
除培育電⼦⼯程專業⼈才外，因應國家經濟發展之需求、落實與政府倡導之新興產業接軌、並結合地區產業特⾊，本系另設有進
修四技班、與宏達電及東⾙光電等知名企業合作之產學攜⼿合作計畫專班及雙軌旗艦訓練計畫專班。
2811 ⿓華科技⼤學 資訊網路⼯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具備資訊與網路專業技能之⼈才為宗旨，提供之專業課程分為以下四⼤類： 1.網路架構課程包含：網路原理、網際網
路應⽤、網路⼯程、網站建構與管理…等。 2.程式設計課程包含：程式設計、視窗程式設計、資料結構、演算法、軟體⼯程…
等。 3.網際網路程式設計課程包含：Java程式設計、PHP程式設計、ASP程式設計…等。 4.系統管理與應⽤課程包含：資料庫
管理與應⽤、資訊安全、多媒體應⽤…等。 本系教學著重理論與實務並重，特別強調網際網路程式設計的技術，並將網際網路的
應⽤做為本系的研究主軸。我們期待能培育出具有網站建構、網站管理、網路安全、多媒體應⽤、程式設計等能⼒的專業⼈才。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6
聯絡電話 886-3-6102220
傳真 886-3-6102214
地址
30015新⽵市香⼭元培街306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y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afe.ypu.edu.tw/p/412-1012-619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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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準宿舍房間為2⼈⼀間或單⼈房。 2. ⽣活費⼀個⽉約需新台幣5,000~6,000元。 每學期住宿費⽤(以108學年度第1學
期為例) 項⽬/新台幣 學校宿舍∕$10,500 ~ 18,500 校外租屋∕$18,000 ~ 30,000 ⽣活費∕$30,000 ~ 36,000 註： 1. 學⽣
宿舍 進住及搬離宿舍的時間均依照學校⾏事曆之時程。校外住宿通常以六個⽉為期。 2. 個⼈⽣活費⽤不包括⾐服、娛樂、旅
⾏及交通等費⽤。 上述費⽤的估計以109學年度（2020-2021）進⾏評估，110學年度（2021-2022）的費⽤也許稍有不
同，視個⼈的花費差異而定。
元培秉持創校⼈蔡炳坤先⽣的創校理念，以培養⽣醫科技、健康管理與醫療福祉產業之專業技術⼈才為⽬標，共設⽴10
個碩⼠班、1個碩⼠學位學程、15個系、3個學⼠學位學程，分屬於醫護、健康、福祉產業3個學院。學校教學設備及實驗
室多元而充⾜，並設有資訊中⼼、通識教育中⼼及光宇藝術中⼼等單位，圖書資訊暨⽣物技術⼤樓更擁有⼀流的圖書資訊
備註
設備及豐富的軟硬體設施、健身運動設施；多元優質教學結合產業策略聯盟，與超過30家⼤型醫院及五星級飯店建教合
作，提供學⽣實習最佳環境。 元培提供校園E化、⼈⽂、科技、書海的多元學習環境，就讀元培讓您在⽇新⽉異的時代中
掌握產業脈動，蘊含更豐厚而獨具的競爭實⼒。
系所分則
2615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物醫學⼯程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本系成⽴於⺠國83年⾄今已超過20年，並於⺠國101年成⽴福祉科技與醫學⼯程碩⼠班。本系榮獲102年教育部評鑑科技⼤學系所
⼀等，並於103年通過IEET國際⼯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本系畢業校友遍佈各⼤醫院醫⼯部及醫療器材商，許多醫院醫⼯部⾨主管
皆為本系系友，顯⾒本系對台灣臨床⼯程⼈才培育之貢獻。
2616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環境⼯程衛⽣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Health
教學與發展特⾊
1. 歷次系所評鑑均榮獲教育部評鑑⼀等，亦為全國第⼀個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之私⽴技職院校的環境類科
系，並獲得教育部環境類系科本位課程發展訪視通過。
2. 北部地區技職體系唯⼀結合環境⼯程與環境衛⽣之科系，落實專業課程與實務經驗傳授與訓練，旨在培育具備健康⾵險管理之
環境保護專業技術⼈才，養成環境調查、分析、監測與管理技術，提供⽵科、中科等⾼科技園區環境、⼯安、廠務需求。
專業證照
1. 環境⼯程技師、⼯礦衛⽣技師
2. 職業安全衛⽣管理員、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管理師
3. 空氣污染防制、毒性化學物質、廢⽔處理、廢棄物清除、廢棄物處理專責⼈員
4. 下⽔道設施操作維護⼈員
5. 化學性因⼦/物理性因⼦作業環境測定技術⼠
未來發展
1. 報考國內外環境⼯程與衛⽣領域相關之研究所。
2. 參加公職⼈員⾼普考於政府單位任職，或於環境⼯程顧問公司、環境⼯程業、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各事業機構之環保、⼯安衛
部⾨、研究機構從事環安相關⼯作或⾃⾏創業。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1
聯絡電話 886-6-2674567-276
傳真 886-6-336-2469
地址 71703台南市仁德區⽂華⼀街89號
網址 http://www.hwai.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oa.hwai.edu.tw/p/405-1013-37882,c1275.php?Lang=zh-tw
國際學⽣保障四年宿舍，但須事先申請。如中途搬出，即不再給予保留。
本校成⽴於西元1968年，1999年8⽉1⽇改制為中華醫事學院，2007年2⽉改名為中華醫事科技⼤學。本校共計有3學
院，19系與4碩⼠班(10系組)。 招收⽇間部四年制⼤學之系有：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護理系、語⾔治療系、視光系、製
藥⼯程系、餐旅管理系、幼兒保育系、⾷品營養系、環境與安全衛⽣⼯程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寵物照護與美容系、職
業安全與衛⽣系。 招收⽇間部⼆年制⼤學之系有： 職業安全衛⽣系、護理系、醫學檢驗⽣物科技系、調理保健技術系、
⾷品營養系 本校距離中⼭⾼速公路仁德交流道只有5分鐘，離台南⽕⾞站約15分鐘的⾞程，交通便捷，⾵景優美。
系所分則

2434 中華醫事科技⼤學 ⾷品營養系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著重執⾏技術業務及開發新技術，結合社區發展，讓國⼈具有衛⽣與安全之概念，加強⾷品科技之知識與技能，發展⾷品⽣物技
術及⾷物機能應⽤研究，培育具有⾷品科技之專業技術研發⼈才。
2723 中華醫事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artmen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培養學⽣樹⽴正確的環境與職安衛倫理觀，強調⼈與⾃然環境、⼯作環境的和諧，減少環境衝擊和危害⾵險，以提昇⼯程效益、
降低⼈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培育具備環安衛與專業實務技能之管理⼈才。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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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A9

聯絡電話 886-2-27821862

傳真 886-2-27827249

學校基
本資料

地址 11581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245號
網址 http://www.c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備有男⼥⽣宿舍。 ⼆、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擴學
⽣宏觀視野，落實全⼈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及通
宿舍
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檢定」，⽅得畢業。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
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校區校址：31241新⽵縣橫⼭鄉橫⼭村中華街200號電話：+886-3-5935707。
⼀、本校備有男⼥⽣宿舍。 ⼆、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擴學
⽣宏觀視野，落實全⼈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及通
備註
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檢定」，⽅得畢業。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
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校區校址：31241新⽵縣橫⼭鄉橫⼭村中華街200號電話：+886-3-5935707。
系所分則
2628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依教師專⻑分為設計、製造、熱流、材料及機電整合等領域，整合本系的師資、設備及課程，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之機械
⼯程⼈⼒。加強學⽣專題實作訓練，以落實技職院校實作能⼒教育之養成。積極與業界合作，聘請業界專家開授實務講座，本系
在學⽣專業能⼒⽬標上，設定在建⽴學⽣精密機械製造與設計、熱流技術、材料科技及機電整合之能⼒，畢業後除具⼀般機械⼯
程師能⼒外，並能勝任材料科技、綠⾊能源技術、光電及半導體產業之機電⽣產設備及製程相關產業之需求。
2631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建築系因應當代建築產業之發展現況及現有潮流趨勢，教育⽬標皆以 「綠建築、健康環境與空間創意設計」為發展主軸，培育學
⽣畢業後具有「綠建築設計、健康室內環境創造以及數位媒體運⽤」的能⼒。
課程規劃分為建築、室內設計兩⼤領域，並結合數位媒體技術訓練。未來發展包括就業與升學。就業⽅向包括建築、室內設計、
施⼯或空間創意設計等相關⾏業。
2469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本系為培養⾷品科學專業技術⼈才，特別注重新穎性⾷品加⼯技術、⾷品分析檢驗、保健營養及藥膳養⽣⾷品製造實務能⼒之養
成及醱酵⾷品與酒類、烘焙實務實作技術，以及⾷品⾏銷能⼒之培養。此外本系亦規劃許多職場相關務實致⽤課程，包括校內實
驗（習）、校外實習及專題製作等，實質提昇就業競爭⼒。 發展特⾊：本系特別著重⾷品專業職能、證照考試輔導及產學合作研
發，以強化學⽣就業之能⼒；同時配合跨領域學程，加強經營、管理與⾏銷之訓練，以因應全球⾷品市場⼈才的需求。此外，本
系在雲林『產學合作實習校區』，將逐步與進駐之⽣技、⾷品廠商結合，形成保健⾷品與⽣技研發團隊，同時亦提供本系學⽣實
習就業、模擬創業、築夢圓夢的育成空間。
2633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物科技系⽣物科技組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鑑於世界科技發展趨勢與國內⽣技相關產業之需求，本系之培育⽬標強調「研究與實務並重，⽣產與管理兼顧之⼈才培育」，透
過教學、實習及專題研究等活動，訓練學⽣從⽣化、細胞與分⼦之層次去了解各種⽣命現象與理論基礎，並以培育研發「⺠⽣⽣
技」⼈才為主要⽬標，以保健⽣技、微⽣物⽣技與化妝品⽣技為發展重點。本系學制區分為「⽣物科技組」與「化妝品⽣技組」
⼆組，⽣物科技組持續著重於⽣物科技之基礎課程，並加重天然物(中草藥)⾷品或藥品之⽣技研發、⽣質能源及燃料電池、⽣物
復育技術之研發、⽣物檢測技術之研發及⽣物資訊等應⽤課程。
2636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航空機械系(新⽵校區) Dept. of Aviati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養⾶機及發動機維修、航空零組件製造、航空安全技術等科技專業⼈才及研究發展。擁有全國最具規模之航空實習⾶
機、發動機及系統實習研究設備，為全國唯⼀取得本國⺠航局CAA-147及歐盟JAA-147航空維修證照之學校，並結合國內各⼤航
空公司實習機會。推動畢業⽣⼀證多照制度，著重學⽣技術⼠證照及升學，取得航空業界認定及廣為接受的專業智識。
2638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航空電⼦系(新⽵校區) Dept. of Avionics
本系特⾊是以⾶機上的通訊、導航、儀表、電器等各種航電系統為教學藍本，使理論與實務能結合，並輔導同學在求學過程中，
考到⾶機維修⼄/丙級證照，以培育對航空電⼦設備軟硬體具有系統設計、製作、維修、檢測能⼒的⾼級系統整合⼈才。
2334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物科技系化粧品⽣技組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化妝品⽣技組則以⽣物技術為基礎，增加抗⽼防皺成分之篩選與研發、美⽩化妝品之開發、⾼效滲透之微脂體包覆技術、美妝彩
繪之設計與藝術概念、整體造型創意開發、美妝產業經營與連鎖管理之建⽴等課程，並積極與⽣醫、⽣技及妝品業界等多元化公
司進⾏產學合作，除了促進研發能量，亦可使學⽣親⾃⾄職場環境，學習實務經驗使理論與實務相互配合，達到技職教育「做中
學，學中做」的⽬的，成為育成專業⽣物科技⼈才之搖籃。
2337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遊戲系統創新設計系 Department of game design
本系成⽴特⾊是在培養實務之遊戲設計技能。課程內容著重在遊戲設計及遊戲動畫，學⽣以學習遊戲業界的實務課程，畢業後能
投⼊遊戲業界之相關就業市場。
2564 中華學校財團法⼈中華科技⼤學 電機與資訊⼯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本系特⾊是配合產業需求與新興科技發展的課程，培養學⽣備妥就業和發展所需能⼒。專業能⼒以培養電機與資訊⼯程為主，涵
蓋電能與電⼒電⼦技術、資訊與控制應⽤、通訊與光電應⽤，電⼦與晶⽚應⽤，並加強學⽣專業證照之取得、升學及就業能⼒之
培養。

吳鳳科技⼤學 WuFe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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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C0
聯絡電話 886-5-2267125#21931~21933
傳真 886-5-2260213
地址 62153嘉義縣⺠雄鄉建國路⼆段 117 號
網址 http://www.wf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外國學⽣在學期間優先申請宿舍。 4⼈1間，含：獨⽴空調、Wi-Fi、獨⽴衛浴。
⼀、唯⼀以「安全」為核⼼特⾊之技職校院，且全校可無線上網。 ⼆、專業訓練實驗室及20億打造全新校園－世界第⼀
⾼樓（台北101）建築師李祖原等設計！ 三、延攬台⼤、清⼤、交⼤、成⼤、中正、中央、嘉⼤、國北師、市北師、彰師
備註 ⼤、警⼤等校優質師資團隊，發展為雲嘉南地區技職校院之指標學校。 四、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
學⼠學位。 五、全校教室均設有冷氣，且具備有男⼥⽣宿舍、每間宿舍均為冷氣房間並連接學術網路。 六、學雜費依教
育部核定標準辦理收費。 七、對於經濟困難者，本校提供的協助措施：（⼀）獎助學⾦（⼆）⼯讀機會。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677 吳鳳科技⼤學 消防系 Department of Fire Science
⼀、培養學⽣消防基本學能，應⽤於消防及防災⼯作。 ⼆、須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三、餘依⼀般限制。
2679 吳鳳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課程規劃以綠⾊能源、控制與資訊整合為主軸，強調實務與技能檢定、創意開發與專利，培養學⽣動⼿做、做中學之習慣與
能⼒。 ⼆、建置有全國唯⼀之「線性電機」、「積木仿真暨控制應⽤」特⾊實驗室。 三、設⽴機電整合、室內配線、電器修
護、⽤電設備檢驗、電腦硬體裝修、AutoCAD電腦輔助繪圖、數位電⼦等檢定/訓練教室。 四、成⽴全國唯⼀之「西⾨⼦
(SIEMENS)南區技術及訓練中⼼」、「歐姆⿓(OMRON)教育訓練中⼼」，提供⾃動化與驅動技術專業實務教學。 五、與業界產
學合作，提供學⽣校外實習機會，以培育學⽣具備⾼度就業競爭⼒。 六、畢業⽣出路佳，可投⼊電機資訊相關產業發展，更可進
⼊前景看好之綠⾊能源新興產業。 七、須具備基本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678 吳鳳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培育具有專業知識、創新思維、實務能⼒、安全理念的現代機械科技⼈才，以服務社會與提昇國家競爭⼒。專任教師均具有
⼄級證照與實務經驗，在學術交流、論⽂發表、計畫取得和國際競賽的成果上表現相當傑出。具有⾼品質教學與研究設備，著重
在「電腦輔助繪圖設計與製造」及「智慧型⾞輛載具」等兩個主軸，將「趣味」融⼊教學的活動中，讓學⽣在輕鬆的氣份中學習
到專業的知識。本系重視學⽣專題實作、輔導學⽣創新能⼒與各類技能檢定。

明新科技⼤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1
聯絡電話 886-3-5593142#1467
傳真 886-3-5577682
地址 30401新⽵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網址 http://www.m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教育與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教育與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fg.must.edu.tw/index.aspx
新⽣住宿由學校統⼀分配，學⽣無法⾃⼰挑選想住的宿舍。 所有寢室均備有床位(沒有床墊)、書桌、檯燈、椅⼦、⾐櫥等
固定設備，另外網路、⾃助洗⾐、交誼廳、安全維護設施也⼀應俱全，不過衛浴設備必須共⽤。另外宿舍內沒有廚房。
本校地處新⽵縣新豐鄉，占地逾三⼗公頃，交通便捷、毗鄰⼯業區、科學園區，地理位置優越，本校成⽴超過五⼗年，⼯
學院所屬各系均通過IEET中華⼯程教育學會認證。2016年天下雜誌所屬Cheers期刊公布本校為北台灣技專校院第⼀名。
本校各系男⼥兼收，宿舍內設施完善，亦定期舉辦各項活動，且境外⽣為優先住宿。 教學與⽣活設施完善；校園網路、
圖書館、游泳池、保齡球館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 http://www.must.edu.tw。
系所分則

2525 明新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培育具專業技能、團隊精神、⼈⽂素養與國際觀的機械科技⼈才，使能擔負產業中有關機械之設計、製造、管理、檢驗及控
制等任務；以期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厚植國⼒，造福社會。基於深耕於⾃動化整合及精密製造技術領域之理念，本系(所)課程特
別著重相關專業課程之銜接：「基礎課程」注重機械基本學識理論基礎與實務探討；「進階課程」則著重與新⽵地區⾼科技產業
之結合。
2526 明新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電機⼯程系⼤學部教育⽬標為『培育科技與⼈⽂素養兼具之電機⼯程專業⼈才』，具體實踐本校「全⼈教育」理念，培育專業與
通識、學養與⼈格、個⼈與群體、身⼼靈皆能平衡之全⼈。研究所教育⽬標則為『培育具備電機專業、獨⽴研究、團隊合作及宏
觀視野之⼯程與研發⼈才』，結合區域產業發展，實務與理論並重。
課程以專業導向，制訂『電源、系統、通訊』三⼤模組課程，推展太陽能、⾵⼒發電及電能監控等綠⾊節能技術。
2527 明新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為因應⼤新⽵地區⾼科技產業特性及業界對⼯程技術⼈才之需求，⼤學部旨在培育具備電⼦專業、職場操守與⼈⽂素養之⼯
程技術⼈才，研究所則以培育具備電⼦專業、獨⽴研究、團隊合作及宏觀視野之跨領域⼯程與研發⼈才為⽬標。本系理論課程涵
蓋：電⼦學、電路學、電磁學、⼯程數學、半導體元件、積體電路設計、半導體製造技術等。本系特別著重：電⼦實習、積體電
路設計實習、積體電路佈局實習、積體電路製程與元件模擬實習、積體電路量測實習、微處理機實習、實務專題等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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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 明新科技⼤學 ⼟木⼯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本系培育⼈才以「注重環境⽣態、關懷社會需求、永續節能減碳、持守專業倫理」為⽬標之『綠⾊⼯程師』，學⽣四年教育中以
落實「服務」、「實作」為基礎，引導學⽣發掘問題及學習思考解決⽅法。以就業為考量的課程安排，使同學習得終身受⽤⼯作
知識，並配合實務教學與實習⽅式培養學習興趣。本系專業課程以培育出「⼯程現場管理⼈員」、「專案內業⼯程師」及「⽔⼟
保持經理⼈」為專業訓練的三⼤主軸。
2529 明新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科技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及社會需要。以培育兼具專業技能、⼈⽂素養與宏觀視野的化⼯與材料科技⼈才為本系之教育⽬
標。新⽵區域產業特⾊與學⽣就業導向規劃符合時代潮流與未來趨勢之專業課程。課程專業以化⼯技術與電⼦材料製程技術，奈
⽶材料⼯程，循環經濟與⽣化⼯程與綠⾊科技能源技術領域為發展重點，並結合明新科⼤⼯學院，訓練跨領域⼈才。
2530 明新科技⼤學 光電⼯程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 System Engineering
本系以光學及光電材料與元件之理論為基礎，並強化系統機構與電⼦⼯程⽅⾯之訓練，依學⽣之興趣培養其成為熟悉四⼤光電產
業之⼯程實務⼈才：精密光學元件與數位影像系統、顯⽰元件與系統、綠能光電與光電元件、光電資訊處理與⽣醫光電。
2531 明新科技⼤學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及資訊相關產業，本系著重訓練學⽣具有實務能⼒、前瞻國際科技趨勢、並且能⾃我創新學習與引領資
訊應⽤潮流的課程。除了資訊⼯程的基礎課程外，本系特別設計出⼀系列有關軟體⼯程、嵌⼊式系統、網路⼯程、資料庫系統、
多媒體資訊、智慧型⼿機、管理資訊系統等課程。除了強調基本理論外，也特別著重實務及應⽤，由學習及實作過程中，引導學
⽣發掘問題及學習思考解決⽅法。
2330 明新科技⼤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Development
本系設⽴⽬標為配合國家發展數位內容產業，培養具數位科技、美術設計以及遊戲競技媒體傳播技術之多媒體遊戲創意應⽤⼈
才，具體教育⽬標為：以⼈⽂、美學為內涵，結合資訊科技應⽤，以培育學⽣數位創作能⼒與素養，訓練學⽣與多媒體與遊戲產
業接軌之專業實務設計與創作技能，培養國家社會所需之數位多媒體與數位遊戲設計之專業⼈才。

僑光科技⼤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2
聯絡電話 886-4-27016855
傳真 886-4-24514641
地址 40721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網址 http://www.o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3.ocu.edu.tw/admin2/st03/news_view.php?news_id=2657
本校宿舍提供871個床位，分計有⼥⽣宿舍123間，可住647⼈；男⽣宿舍39間，可住224⼈。 境外⽣（包含僑⽣、港澳
⽣）⼤學四年提申請，保證四年提供校內宿舍。提供良好的住宿環境及管理品質，從宿舍家庭化導⼊，達到住宿⽣能⼒社
會化的⽬標。 ⼀、⼈性化的設施－提供網路、空調、餐廳及相關⽣活所需的設備，滿⾜學⽣全⽅位的需求。 ⼆、制度化
的管理－專職輔導員愛⼼與細⼼照顧，建制嚴格的⾨禁管制系統，輔以教官與校安⼈員的協助，確保住宿品質及優質安全
管理。 三、客製化的服務－依學⽣需求，建⽴必要的協助與輔導機制，定期辦理住宿⽣座談、競賽及各種節慶活動，增
進社會能⼒的學習效率。
⼀、本校男⼥兼收，提供男⼥宿舍申請。⼆、教學以中⽂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聽講能⼒。三、教學資源概
況、各系所簡介、獎助學⾦及學⽣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ocu.edu.tw）。四、新落成的資訊
設計⼤樓、觀光餐旅⼤樓，提供學⽣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五、校內設有
健身房、撞球室、桌球室、韻律教室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室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六、校內不定期
邀請明星舉辦演唱會、嘉年華會及啦啦隊⽐賽等來豐富您的⽣活。七、本校位於逢甲夜市，鄰⽔湳經貿園區，近中部科學
園區，求學、⼯讀及就業最⽅便。
系所分則

2246 僑光科技⼤學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本系之課程規劃以「跨平台雲端⾏動應⽤」及「智慧化數位互動設計」為發展主軸，重視理論及實務的整合運⽤，並積極結合學
校、業界資源，推廣產學合作，辦理各種學術活動。有鑑於跨領域科技應⽤為國家未來發展趨勢，本系為配合⾏政院於104年9⽉
發布之「⽣產⼒4.0發展⽅案」，更於兩⼤模組內發展「系統網路⼈員」、「⼤數據分析⼈員」、「雲端服務⼈員」、「智慧化
物聯網⼈員」、「⼈機互動⼈員」等特⾊專業課程，以銜接未來我國⽣產⼒提升政策之⼈⼒需求。
本系師資兼具理論與實務，重視學⽣就業進路；學⽣畢業後出路相當多元，可朝巨量資料⼯程師、巨量資料分析師、雲端應⽤⼯
程師、物聯網應⽤⼯程師、物聯網資訊整合⼯程師、APP⾏程應⽤⼯程師、網路⼯程師、UI/UX設計師、資訊安全⼯程師等發
展，也可繼續升學深造。在中⻑期發展上，落實優質的專業教育，並藉由教育部核准通過之「扎根⾼中職資訊科學教育計畫」，
廣招⾼職⽣加⼊本系⾏列，持續培育具備資訊科技專業能⼒、資訊科技應⽤與問題解决能⼒資通⼈才，為中台灣之資訊產業發展
作出更多貢獻。
2247 僑光科技⼤學 電腦輔助⼯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Dept. of Computer-Aided Industrial Design-program in product
design
本系配合台灣中部區域性重點產業，以電腦數位技術運⽤為核⼼⼿段，整合「⼈性」、「科技」與「創意」，培育具備設計專業
知識、科技應⽤、設計製作能⼒、整合創意與創新能⼒並具有國際觀及⼈⽂關懷之中階⼯業設計⼈才，以因應產業及升級轉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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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5
聯絡電話 (02)2805-9999
傳真 (02)2805-2796
地址 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
網址 http://www.tumt.edu.tw/bin/home.php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
無僑⽣專屬獎學⾦
1. 宿舍房間形式為五⼈套房，設有獨⽴衛浴設施。 2. 房內配備：床鋪、書桌、⾐櫃、空調設備、網路節點插座。 3. ⾨禁
設置指紋辨識系統，以維護宿舍安全。 4. 各樓層亦設有交誼廳供學⽣休憩使⽤。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
位。 三、教室均設有冷氣空調與e化教學設備，教學環境優良。 四、男⼥⽣宿舍舒適寬敞備有網路等設施。 五、設有各
項獎助學⾦，學⽣可依規定辦理申請。 六、本校兩校區位於⼤台北地區交通便捷。 本校網⾴：
http://www.tumt.edu.tw/ 校本部：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電話：886-2-28059999。 ⼠林校區：
11174 台北市⼠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電話：886-2-28109999。
系所分則

2850 台北海洋科技⼤學 ⾷品健康科技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Food Technology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1.培育⾷品鑑驗、⾷品品保及⾷品⾏銷⼈才。
2.輔導學⽣取得⾷品產業相關證照。
3.具有三項合格訓練場所。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D1
聯絡電話 886-4-24961100#6430
傳真 886-4-24961191
地址 41280臺中市⼤⾥區⼯業路11號
網址 http://www.h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外國學⽣獎助學⾦辦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pisj.hust.edu.tw/mypis/portal.jsp#6
提供付費學校宿舍，房型、費⽤及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s://student.hust.edu.tw/guidance?
item=12&custom=3445&type=detail&isEn=0
1、校內備有男、⼥⽣宿舍，全宿舍均有冷氣設備。 2、全校冷氣教室。 3、國際學⽣有提供全額及半額獎助學⾦。
系所分則

2794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要求下，本系課程特⾊強調語⾔訓練、藝術涵養、科技整合，以及⼈⽂素養，⽬標為培育影⾳傳播科技、數
位內容及資訊應⽤等相關領域的專業⼈才。教學重點則依據國家產業走向，配合數位設計與媒體傳播領域之發展，專業課程可區
分為影⾳傳播科技、電腦動畫、繪畫設計、多媒體創作等四⼤領域。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實務專題製作，融⼊課程設計，⼒求學
以致⽤，建⽴全⽅位數位媒體設計⼈才之養成教育。
2353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培育具有「電腦輔助⼯程、設計、製造、分析」及「機電整合」等實⽤知能，使學⽣能擔任機械設計、製造、整合、檢測、管理
等⼯作，並能具有操作、維修等實⽤技能之⾼級機械技術⼈才，並能因應國家發展及產業升級的需要。積極加強產學合作及回流
教育之推廣，建⽴良好產學合作關係，兼重理論與實務結合，借重產業界之現有設備及技術，使學⽣能獲得產業界最新的實⽤技
術及知識，達到技職教育之⽬標並符合企業之需求。
2367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機械⼯程系智慧⾞輛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telligent
Vehicle Group
智慧⾞輛組擁有汽⾞修護甲⼄級檢定場，汽⾞修護甲級檢定場更是全國唯⼀，實習設備完善，同學可在校內獲得完整之專業技術
訓練並取得專業證照，智慧⾞輛組也與多家知名⾞廠合作，提供⼤四實習及畢業就業機會，讓同學畢業即就業。
2378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業⼯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系學⽣所學包含⼯程領域與管理領域，畢業後可以成為企業裡經營改善的醫⽣，就業⽅⾯涵蓋了製造業與服務業，是企業最愛
的⼈才。
課程領域分成「精實⽣產與作業管理」、「產業經營與資訊應⽤」以及「安全衛⽣與現場改善」三⼤⽅向。
2384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電機⼯程系(以下簡稱本系)以培育職涯知能並兼具設計、製作、研發及維修知識與技術的中、⾼級電機⼯程技術⼈才為主。
本系發展規劃，以電機控制與應⽤，電能運⽤與管理及晶⽚實務與應⽤三⼤⽅向為主軸。涵蓋的領域有：微電腦介⾯控制系統、
機電整合系統設計、電⼒品質監控及電⼒電⼦與電能應⽤、積體電路設計、晶⽚系統與應⽤、光電半導體技術、電⼦材料等。
2385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電⼦⼯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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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訊產業發展迅速，就業市場需求強勁。為配合中部地區的光電半導體、資訊及平⾯顯⽰器等國家產業政策，規劃本系發展
⽅向以「光電技術及⼈⼯智慧電⼦應⽤」為兩⼤主軸。「光電技術」⽅⾯包括:(⼀)綠能科技、(⼆)光電技術、(三)電⼦材料⼯
程，「⼈⼯智慧電⼦應⽤」⽅⾯包括:(⼀)⼈⼯智慧應⽤、(⼆)3D建模列印、(三)雲端物聯網。本系積極擴充軟硬體設施及強化教
授群師資極具成效，近年獲得政府補助及⺠間產學合作研發計畫經費亦逐年增加。
2394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資訊網路技術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ing Technology
本系的教學與研究以通訊網路技術、系統分析與應⽤開發以及系統管理三⼤類為發展的重點。強調教學理論與實務之結合，並推
廣與產業企業之校外實習，融⼊課程設計，以求學以致⽤。除此之外，建置『CCNA、ITE、Android、無線網路、網路安全、
IOT、Linux』國際認證教學環境，將認證的教材融⼊課程的規劃，讓學⽣在修習學分的同時也具備考取國際認證的能⼒。以建
立全⽅位之網路通訊⼈才培育管道。
2396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的教學⽬標，於培育學⽣資訊服務系統之分析與規劃的能⼒與潛⼒，使成為具備『整合資訊系統應⽤、網路科技與商業管理
實務』的資訊管理專業⼈才。依據本系教學重點，在加強培養學⽣資訊系統的實務整合分析能⼒。本系課程規劃為資訊系統設計
與管理(SDM)及企業資源規劃(ERP)課程⼆⼤主軸領域，以資訊平台技術與管理(IPT)為內涵，並將⼆⼤主軸建⽴在資訊管理基礎
課程(IMF)之上，藉以涵蓋資訊管理之各主要研究與應⽤⽅向，使學⽣可在主軸課程中習得完整的理論與實務，並依本身興趣⾃
選專⻑領域適性選擇學習，並強化輔導同學於課堂講授後實習實作，熟悉⼯商業界軟硬體及整體規劃的能⼒。
2447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本系於2005年成⽴，培育「批發零售」、「倉儲物流」、「廣告⾏銷」業所需具備通識⼈⽂素養與管理資訊能⼒的初、中階「⾏
銷企劃」與「流通營運」專業服務⼈才；並傳授「⾏銷企劃與數位應⽤」、「流通營運與⾨市管理」⼆⼤類專業知識，使能有效
成為專業職場達⼈。本系除了學習理論課程之外，⼤四學⽣的實務專題製作與校外實習的課程設計，有助於學⽣深⼊了解業界的
經營狀況，以求實務與理論之相互印證。
2489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應⽤⽇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培育具有中、⾼級⽇語能⼒，秘書實務與觀光休閒旅遊知識之專業⼈才。課程設計除強化學⽣⽇語聽、說、讀、寫、譯之能⼒
外，並規劃經貿商業、秘書實務、觀光休閒旅遊等相關領域課程。本系注重輔導學⽣取得⽇語能⼒檢定；推動建教合作，使學⽣
能學以致⽤；並積極與⽇本各⼤學締結姊妹校，進⾏交換留學⽣等學術⽂化交流，增進對⽇本歷史⽂化及社會現況之瞭解，以提
昇學⽣升學或就業之競爭⼒。
2491 修平學校財團法⼈修平科技⼤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本系致⼒建置「觀光旅遊事業經營」與「渡假遊憩事業經營」⼆⼤專業知識領域學習環境與設備，以觀光⼯廠概念，結合⼆⼤專
業知識，配合旅遊、烘焙、飲調、創意設計、博奕等相關課程，輔以海外暨國內實習，透過「快樂學習、實作教學、雙核課程、
多元證照、國內外實習、全⽅位產學合作教學」六⼤教學特⾊，培育出具備服務精神(Service)、宏觀視野(Macro)、創新思維
(Innovation)、專注學習(Learning)、主動熱忱(Enthusiasm)的專業⼈才。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7
聯絡電話 886-2-77387708
傳真 886-2-77386471
地址 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段58號
網址 http://www.oi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政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a.oit.edu.tw/files/11-1004-3011.php
新⽣保障住宿(碩⼠班無提供宿舍)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三、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
理。四、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請⾄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獎學⾦)或⽣活輔導組(助學⾦)網站瀏覽。（網址：
http://sa.oit.edu.tw/bin/home.php）
系所分則

2663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材料應⽤科技組 Dept.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Materials Applied Technology
Section
以⾼分⼦材料與纖維產業，培育務實的專業技術⼈才。藉由基礎課程、⾼分⼦材料與纖維等專業課程培養學⽣具備核⼼產業技術
才能。經由多元化的課程安排與產業交流，並強化材料的研究開發和管理實務課程的整合，使學⽣具有跨領域創新之能⼒。申請
條件依⼀般限制。
2664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課程規劃以機械設計、精密加⼯、⾞輛服務為發展主軸，強調學⽣基礎學科能⼒及專業知識，結合專題研究及校外實習制度，強
化學⽣實務能⼒，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優秀⼯程⼈才。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2660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結合電⼒、控制及計算機等專業知識，發展電能科技、系統與控制、嵌⼊系統等技術，並輔以實務能⼒、校外實習及業界專題等
課程，以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訓練、創新能⼒、科技與⼈⽂之電機⼯程⼈才。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2661 亞東技術學院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國際化、資訊化、創新化、實務化、⼈⽂化的教育理念，建構智慧電⼦系統設計模組及⽣醫電⼦應⽤模組課程，整合電通
學群與管理暨健康學群之教學資源，培養具專業理論及實務能⼒的電⼦⼯程⼈才。申請條件依⼀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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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2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程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以微波系統與多媒體通訊為發展主軸，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並依通訊科技的產業發展，適時更新課程內容。申請條件依⼀般
限制。

東南科技⼤學 Tungn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1
聯絡電話 +886-2-86625948-9
傳真 +886-2-26621923
地址 22202 臺灣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網址 http://www.t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綜合業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a.tnu.edu.tw/zh_tw/page3/req1
境外⽣保障住宿
⼀、全校冷氣教室，並備有⼀應俱全之宿舍，裝有冷氣及網路。⼆、本校各系均有其獨⽴系館，並均設有⼀間以上之電腦
網路教室。三、緊鄰北⼆⾼深坑交流道，經信義快速道路約⼗餘分鐘即可到達台北101⼤樓，交通便利;設有校內學⽣汽
⾞/機⾞專⽤停⾞場。四、聯營公⾞236、251、660、666、912、819、679、795、949、1076、1558直達本校，並設有
到校、離校接駁⾞;捷運⽂湖線轉⾞約5分鐘即可到校。五、本校收費標準係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2685 東南科技⼤學 機械⼯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另設有⾞輛組)(所)之教育⽬標為配合國家科技發展，培養中⾼階機械專業⼈才；⼒⾏實務教學，重視專業倫理，提升⼈⽂
素養，使學⽣能吸收多元化知識，培養獨⽴思考的能⼒，達成全⼈教育的理念。機械⼯程系是東南科技⼤學歷史最悠久，師資陣
容最堅強，教學研究成果最豐富，教學態度最認真，且榮獲教育部評鑑連續三次⼀等的優質學系。 並於2004年成⽴研究所，研
究⽅向為精密製造及材料領域、機電整合及控制兩⼤領域，就讀本系畢業後無論是選擇就業或是升學，⽬標明確而且管道順暢。
依⼀般限制。
2688 東南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教授應⽤電⼦與電腦⼯程等專業知識及培育國家所需電⼦技術⼈才為宗旨。教學特⾊著重於：1.應⽤電⼦(嵌⼊式系統、智
慧型控制系統、影⾳技術、通訊產品設計、光電元件與系統、智慧型感測器)。2.電腦⼯程(網路建置、系統分析、網路程式設
計、網路安全、動態網⾴設計、C++、JAVA、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並強調電腦、資訊、通訊及光電等⽅⾯之整合與應⽤，以培
育⾼等電⼦技術⼈才。依⼀般限制。
2683 東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之教育⽬標著重於培育中、⾼階實務專業科技⼈才，學習包含電⼒監控、量測與控制、電⼒電⼦與系統等四⼤專業領域的技
能和增進⼈⽂素養教育的薰陶；養成畢業學⽣具有專業理論、實務能⼒和倫理道德兼備的實⽤專業技術⼈才。本系以提升教學品
質，建⽴優良實驗室，⼒⾏實務專題課程做為本系的重點教育特⾊，以培育理論和實務兼備的科技⼈才；同時為促進產學合作，
提昇教師研究⾵氣，本系並積極推動校級電⼒電⼦研究中⼼之業務發展，以照明、電能轉換器、再⽣能源和功率IC設計等作為研
發⽅針。依⼀般限制。

明志科技⼤學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7
聯絡電話 886-2-29089899
傳真 886-2-29084511
地址 24301新北市泰⼭區⼯專路84號
網址 http://www.mcut.edu.tw
承辦單位 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ia.mcut.edu.tw/?lang=zh-tw
新⽣保障住宿
⼀、憑藉良好辦學績效，本校於2004年獲准改名為科技⼤學，除了仍致⼒傳承既有的教育理念與作為，並將「產學合
作」列為學校發展重點，整合各學院資源成⽴特⾊研究中⼼，加強各項研究之質與量，進而將成果回饋業界，謀求達成教
育功能與協助產業界科技能量同步向上提升的雙贏效果。⽬前設有⼯程學院、環境資源學院、管理暨設計學院等3個學
院、1個博⼠班學位學程、12個研究所碩⼠班與10個系之規模，『各系均參加IEET或ACCSB認證與國際接軌』，為⼀深
具優良傳統與辦學績效卓越之技職學府。 ⼆、本校男⼥兼收，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各
系畢業⽣均有相關研究所可供報考。 三、四技⽇間部學⽣規定住校，備有男⼥宿舍，宿舍均安裝電話及網路，並統⼀供
餐每⽇141元。 四、本校四技部學⽣需參加校外⼯讀實習，擔任實習⼯程師⼀年（建教公司約120家），每⽉平均薪資約
21,000元。校外⼯讀期間依教育部規定繳交全額學費與⼋成雜費。

系所分則
2871 明志科技⼤學 機械⼯程系精密機械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B.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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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具備機械⼯程專業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為教育⽬標學⽣，以提供機械產業之技術⼈才。配合國家產業發展趨勢，本系
課程以「精密機械」、「光機電」與「⾞輛⼯程」為發展⽅向。
2872 明志科技⼤學 機械⼯程系光機電組 Dept. of Mechancial Engineering-Precision Machinery Group(B.S.,M.S.)
培養具備機械⼯程專業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為教育⽬標學⽣，以提供機械產業之技術⼈才。配合國家產業發展趨勢，本系
課程以「精密機械」、「光機電」與「⾞輛⼯程」為發展⽅向。
2873 明志科技⼤學 機械⼯程系⾞輛組 Dept. of Mechancial Engineering-Vehicle Engineering Group(B.S.,M.S.)
培養具備機械⼯程專業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為教育⽬標學⽣，以提供機械產業之技術⼈才。配合國家產業發展趨勢，本系
課程以「精密機械」、「光機電」與「⾞輛⼯程」為發展⽅向。
2874 明志科技⼤學 電機⼯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B.S.,M.S.)
培育對電機電⼦有興趣之青年，使其成為優秀之科技⼈才。
2572 明志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B.S.,M.S.)
培養具備電⼦⼯程專業知識與實務能⼒之專業⼈才為培育⽬標，以提供電⼦產業之技術⼈才。配合國家發展趨勢本系⼤學部課程
以「系統」與「微電⼦」領域為發展⽅向。
2875 明志科技⼤學 化學⼯程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B.S.,M.S.)
透過專業的理論與實務教學，並強化學⽣實務專業技能，累積實務⼯作經驗。培育學⽣成為公⺠營機構爭相聘⽤的⼀流化學⼯程
師。
2574 明志科技⼤學 環境與安全衛⽣⼯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B.S.,M.S.)
培養對環保及⼯安衛有興趣之青年，施以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教育，使其成為優秀之環安衛⼈才。
2573 明志科技⼤學 材料⼯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B.S.,M.S.)
培育對材料科學有興趣之青年，使其成為優秀材料⼯程⼈才。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7
聯絡電話 886-4-835-9000#1240
傳真 886-4-8344542
地址 51003彰化縣員林市⼭腳路三段2巷6號
網址 http://www.ccut.edu.tw
承辦單位 招⽣⼊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cie.ccut.edu.tw/upload/files/202005120405344027.pdf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1.修業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授予學⼠學位。 2.中州科技⼤學是⼀所強調理論與實務教學型卓越學府。設有⼯學
院、觀光與管理學院、健康學院共9個系。 3.本校設有專責單位協助瞭解⽣活環境及適應校園⽂化，提供新⽣與系所師⻑
備註 溝通橋樑。 4.舉辦年節活動、寒暑假⽂化參訪活動。由本校師⻑與教職員擔任國際接待家庭。 5.校內提供各類獎學⾦、
校內⼯讀機會，建⽴安⼼就學學習環境。 6.中州科技⼤學國際交流中⼼聯絡⽅式如下： Email: cie.ccut@gmail.com
電話：+886-4-8359000 ext 1541、1545、1546、1549 傳真：+886-4-8399655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2470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智慧⾃動化⼯程系電機組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gram
培育以產業實務為基礎，科技發展趨勢為導向之各類電機專⻑⼯程師，於產業界中執⾏有關研發、製造、維修之任務，提升產業
界之競爭⼒。由基礎原理講解及實習操作，紮實學⽣之基本能⼒，再配合專題製作訓練、校外實習經驗，培養學⽣獨⽴思考與創
作能⼒，以勝任產業界之各項需求。本系學⽣在教師⿎勵與學習⾵氣薰陶下，具有參加校外專業項⽬競賽之優良傳統，歷年之競
賽成就斐然。更獲得教育部再造技優「⼯業智動化⼈才培育計畫」補助，發展⼯業4.0相關課程與技術。
2471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智慧⾃動化⼯程系機械組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gram
發展機械領域之設計製造、⾃動化、以及電動⾞等相關技術為⽬標。特⾊為：
⼀、「智慧設計與製造」：以電腦輔助應⽤為技術核⼼，配合創意製品的發展，向上拓展CAD/CAM與模具技術，並以電腦輔助
⼯程分析為輔，向下拓展產品⾼值化製造技術。
⼆、「智慧⾃動化」：結合機械、電機、電⼦、資訊等相關領域知識，針對各種特定⽣產製程機械，發展機電整合、檢測系統、
監控系統等技術。以及「電動⾞輛」特⾊，以配合綠能環保趨勢，發展電動⾞動⼒與控制技術、⾞輛檢測與維修能⼒，以符合未
來發展潮流。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學校基

學校代碼
D2
聯絡電話 886-2-24372093#614/616
地址 基隆市中⼭區復興路3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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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4368038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cku.edu.tw
承辦單位 研發處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處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a.cku.edu.tw/files/15-1028-27017,c82-1.php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具當地⾼中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可經由海聯會或本校獨招管道就讀本校四年制⼤學部。 ⼆、須具備中⽂聽、說、
讀、寫B1級(CEF)以上能⼒。 三、備有全新宿舍，僑⽣與外籍⽣可優先申請住校。 四、有關本校各系資源概況，請參閱
備註
本校網⾴www.cku.edu.tw 五、有關本校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國際組網⾴
http://ia.cku.edu.tw/bin/home.php
系所分則
270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品保健系 Dept. of Food and Health Science
以「保健製備及產程管理」、「保健⾏銷及企劃服務」、「保健研發及教育推廣」三⼤就業市場為導向。 具有『⾷品分析與檢
驗』、『中餐烹調』及『烘焙⾷品』等職訓局認證合格考場，實地模擬學⽣專業證照之通過率⾼。課程設計強調科技與⼈⽂之統
整與應⽤，重視學⽣進⼊就業職場競爭⼒之培養安排學⽣⾄⾷品保健相關產業、醫療機構、衛⽣單位及研究機構實習。 辨⾊⼒異
常者宜審慎考慮。

宏國德霖科技⼤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8
聯絡電話 886-2-22733567 轉 688-695
傳真 886-2-22611462
地址 23654新北市⼟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網址 http://www.hdu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四技修業年限為四年，及格授予學⼠學位。 ⼆、校園優雅，坐擁森林公園，軟硬體設備完善，教室全⾯空調。 三、
本校為促進產學合作，掌握產業脈動，全⼒設置各類專業中⼼，並置多元的圖書資訊及電⼦期刊資料庫，提供e化的學習
環境。 四、提供各類獎助學⾦及⼯讀機會。 五、辦理⼤專及技專校院就業(學)課程計畫。 六、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網址:http://www.hdut.edu.tw） 七、本校交通便捷，鄰近北⼆⾼中和、⼟城交流道；可搭乘聯
營公⾞245、656、657、262及275正線直達學校；或搭捷運BL板南線【南港展覽館－頂埔】⾄海⼭站由3號出口，再轉乘
聯營公⾞656可直達學校。
系所分則

2345 宏國德霖科技⼤學 園藝系 Dept.of Horticulture
園藝系發展主軸及培育⽬標如下：
1.療癒景觀園藝
園藝系在園藝療癒與景觀園藝架構下，培育學⽣除了具備景觀造園維護的專業能⼒之外，更近⼀步培養具備園藝治療能⼒的專業
⼈才，以符合社會⼤量需求。
2.林下農業⽣產
政府對林下農業⽣產政策的⼤⼒推動，以創造出更⾼的經濟價值。園藝系積極發展林下經濟的⽣產，例如菇類、咖啡、油茶、⼟
雞、養蜂及資源昆蟲等，並結合⽣態旅遊與⾷農教育的發展，培育學⽣具備林下農業⽣產的專業能⼒，以符合未來產業發展之需
求。
3.休閒農場經營
由於⺠眾對休閒⽣活的相對重視，因此園藝系積極培育學⽣具備園藝⽣產及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的基本能⼒，以符合⼤台北地區相
關休閒產業在園藝及休閒農場經營之⼈才需求，提供⺠眾精緻豐富之休閒⽣活。

黎明技術學院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4
聯絡電話 886-2-29097811#1546
傳真 886-2-22964276
地址 24305新北市泰⼭區黎明⾥泰林路3段22號
網址 http://www.li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lit.edu.tw/files/13-1033-30005.php?Lang=zh-tw
新⽣優先⼊住宿舍，宿舍内均有空調、衛浴。
⼀、本校⼤學部共有12個系招收僑⽣。 ⼆、備有學⽣宿舍，僑⽣申請可優先住校。 三、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僑外⽣
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www.l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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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2511 黎明技術學院 ⾞輛⼯程系 Deparment of Vechicle Engineering
發展重點
本校辦學理念以「誠樸精勤」為中⼼主軸，實踐與落實的⽅式，充分展現技職學校的特⾊。⾞輛⼯程系課程規劃除了兼顧理論與
實務外，強調技職體系所主張的「為職場培育⼈才」，「以職場⼯作為核⼼」的教育⽬標，加強「實作演練」、「業界實習」及
「就業接軌」。課程設計以「多⽅位技術」為主軸教育外，並搭配動⼒機械應⽤課程，以期培育符合產業需求的基層與中階專業
汽機⾞技術⼈才。在教學⽅⾯，開設此領域專業之課程，在實作技術⽅⾯，期望結合與廠商的產學合作研究案，並⿎勵學⽣參與
國內、外各種相關競賽。
課程規劃與特⾊
本系主要以培育研發、設計、製造與維修之⾞輛⼯程技術⼈才為⽬標，透過｢⾞輛⼯程、引擎動⼒」、｢CAD/CAM、電腦輔助機
構設計」及｢⾞輛機電整合、⾃動控制」等三⼤領域，導引學⽣成為具有務實能⼒及專業證照之中階⾞輛⼯程⼈員。同時透過產
學合作與校外實習，學⽣可與產業界無縫接軌直接就業。

⾼苑科技⼤學 KAO YU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0
聯絡電話 886-7-6077777
傳真 886-7-6077788
地址 82151⾼雄市路⽵區中⼭路1821號
網址 http://www.kyu.edu.tw/
承辦單位 研發處國際交流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處國際交流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rd.kyu.edu.tw/kyuord/in401.html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1.本校為座落在⾼雄科學園區內之產業型科技⼤學，附近有許多⾼科技公司提供參訪與實習機會。 2.⾼雄市中⼼⾄本校交
通便捷，有捷運、巴⼠、⽕⾞等交通⼯具迅速抵達本校;⾼雄國際機場⾄本校只需30分鐘。 3.⾼苑科技⼤學榮獲教育部
102-108年度⾼教深耕/教學卓越計畫總計補助經費逾2億6仟6佰萬元。 4.本校設有產業學院，發展成為全國唯⼀⼀所整合
科技與⼈⽂並重、學術與產業結合、貼近產業需求、與產業無縫接軌，培養畢業⽣具百分之百就業能⼒的⼀流科技⼤學。
5.本校僑⽣專責單位為國際交流中⼼，配合校內其他協助單位，為每位遠道而來之海外僑⽣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6.本校備
有男⼥⽣宿舍，境外⽣有優先保留床位之權⼒，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 7.有關本校各系所教學資源及師資概況，請參
閱各系所網⾴。
系所分則

2451 ⾼苑科技⼤學 電⼦⼯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結合在地產業特⾊，推動產業之智慧化電⼦技術專業課程，保證學⽣與產業無縫接軌。並積極與在地電⼦企業交流，落實學
⽣課業、實習與就業之輔導及⽣涯規劃，增進學⽣就業機會與職場競爭⼒。
本系所之研究與教學之發展⽬標為：
1.配合教育政策及產業發展⽅向，以培養理論與實作兼備符合「電⼦相關產業」所需之製造、設計、研究及⼈⽂素養 的專業科技
⼈才為⽬標。
2.培養電⼦設計與製造之能⼒。
3.培養電⼦儀器操作、管制及維護之能⼒。
4.培養使⽤電腦輔助電⼦⼯程相關軟體之能⼒。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4
聯絡電話 886-3-8572158
傳真 886-3-8465413
地址 973302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段880號
網址 https://www.tcust.edu.tw/?Lang=zh-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b.tcust.edu.tw/p/406-1012-43079,r730.php?Lang=zh-tw
1.本校建置三棟宿舍，共計2300餘床，提供同學申請。 2.宿舍分為男/⼥，⼀學期費⽤【⼥⽣】新台幣5000元，【男⽣】
新台幣6500元，三棟各安排四位舍監24小時輪值，提供安⼼學習環境。 3.室內增設冷氣機(使⽤者付費)，週⼀⾄週四晚
間20時安排晚⾃習時段，培養規律⽣活作息。 4.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修業年限四年，條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三、男⼥
⽣兼收。四、收費項⽬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成績優秀新⽣⼊學獎助
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績優學⽣獎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三）
⼯讀學⽣獎助學⾦。六、本校學⽣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七、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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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2651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本系的培育⽬標為:1.培養具⼈⽂素養與重視職場倫理之資訊⼈才。2. 培養資訊科技與管理之資訊⼈才。3. 培養系統整合及問題解
決能⼒之資訊⼈才。4. 培養跨領域及國際觀之資訊⼈才。5. 培養學⽣具備邏輯思考及語⽂運⽤之能⼒。。教學兼顧理論與實務應
⽤，結合慈濟志業資源及現今產業⼈才需求，以3D虛擬實境互動多媒體、雲端網路應⽤、⾏動APP開發、AI⼤數據與新媒體為
主軸，著重專業倫理、敬業樂群精神及專業資訊技能培育，以增強學⽣畢業後就業競爭⼒。升學規劃積極推動⽇本東京⼯藝⼤學
與遼寧科技⼤學等國外知名學府交換學⽣交流與雙聯學位簽署；就業規劃積極與慈濟醫院、慈濟基⾦會、靜思⼈⽂、⼤愛電視
台、⼤愛感恩科技、英業達公司、愛迪斯科技、秀傳醫院、等知名企業簽署建教合作、海外實習及就業規劃。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F
聯絡電話 886-2-77498888
傳真 886-2-26019671
地址 24449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段2號
網址 https://www.nups.ntnu.edu.tw/
承辦單位 僑先部僑教推廣暨校友服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僑⽣先修部學務組/僑⽣先修部教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nups.ntnu.edu.tw/scholarships-tuition-2
新⽣保障住宿，每間宿舍可容納4位學⽣，每間寢室均提供冷氣、床、書桌及⾐櫃，宿舍均有無線網路。
⼀、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前身為國⽴僑⽣⼤學先修班，創設於⺠國44年，於95年3⽉22⽇與國⽴臺灣師範⼤學合
併後，僑⽣先修部仍維持原「國⽴僑⽣⼤學先修班」之功能，協助僑⽣完成⼤學先修教育後，分發⾄臺灣各⼤學校院。
⼆、 本校僑⽣先修部校區達23公頃，⾏政⼤樓、⼤禮堂、圖書館、科學館、⼤型餐廳、體育館、資訊與教學⼤樓等各1
棟，教室6棟，游泳池、各項球類運動設施⼀應俱全。 三、兩校合併後，僑先部獲得教育部與臺師⼤各項經費挹注，持續
進⾏並已完成多項校舍整建⼯程；另增設數位化教室，整建多功能E化圖書館並增購圖書；⽬前全校區已有免費無線上網
等多項軟硬體設施，以期提升學習環境與學習成效。 四、男⼥兼收，學⽣⼀律在校住宿，宿舍4個⼈⼀間。 五、僑先部提
供各種獎助學⾦、⼯讀⾦及急難救助⾦給優秀、清寒或急難病困之學⽣，每學年領助學⾦與⼯讀⽣⼈數，超過總學⽣⼈數
40％。 六、僑先部秋季班每年9⽉⼊學，翌年6⽉結業，春季班每年2⽉⼊學，與秋季班⼀同結業，並依成績及志願分發⾄
臺灣各⼤學校系。 七、本校僑先部設先修班修業年限⼀年，參照⼤學校系劃分為:第⼀類組:⽂、法、商等 (修讀科⽬: 國
⽂、英⽂、數學、歷 史、地理、公憲)、第⼆類組:理、⼯(修讀科⽬: 國⽂、英⽂、數學、物理、化 學) 、第三類組:醫、農
(修讀科⽬: 國⽂、英⽂、數學、物理、化學、⽣物)。 ⼋、課程安排: (⼀)先修班:各類組課程為銜接國內⾼中及⼤學課程
而設計。 (⼆)特別輔導班:因學⽣華語⽂需要而設⽴，修業⼀年後，再升⼊先修班。
系所分則

2999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第⼆類組 Division 2
⼀、先修班修業⼀年。⼆、第⼆類組必修科⽬：國⽂、英⽂、數學、物理、化學 。三、結業後依其成績及志願分發⾄臺灣各⼤學
校系（理、⼯）。 四、100學年度起⼊學之⼆類組學⽣，若加修⽣物課程者，可跨填三類組之志願。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Min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0
聯絡電話 886-3-592-7700#2345
傳真 886-3-5925477
地址 30743新⽵縣芎林鄉⼤華路1號
網址 http://www.mitust.edu.tw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
無僑⽣專屬獎學⾦
1、國際學⽣(新⽣)保障⼊住。 2、本校國際學舍，為全新打造之飯店級四⼈式冷氣套房，內附個⼈床組、書桌櫃椅及⾐
櫃，每層樓均有獨⽴⾨禁系統，衛浴乾溼分離。 3、備有⾃助洗、烘⾐設備、洗⾐間、茶⽔間、交誼廳及曬⾐場。 4、專
⼈舍監輔導，不定期舉辦交誼、節慶聚會活動，聯絡宿舍同學情誼。 5、設施完善、視野遼闊，提供學⽣安全舒適的優質
住宿環境。 6、國際學舍住宿費，⼀學期新臺幣(NT$)11,000元(四⼈房)；(NT$)14,000元(⼆⼈房) (不含保證⾦新臺幣
(NT$)1,000元及冷氣費、電費)。
⼀、男⼥兼收。 ⼆、本校備有男⼥⽣宿舍，僑⽣(新⽣)均可優先住校。 三、校內設有圖書館、休閒活動中⼼、⾃修室、
⾃助餐廳、便利商店、⽇常⽣活供應俱全，校區設有公⾞站，鄰近⾼鐵站，⽣活機能便利舒適。 四、本校網址：
http://www.mitust.edu.tw/
系所分則

2565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智慧⾞輛與能源系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an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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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輛之發展⽅興未艾，本系即因應智慧⾞輛之發展趨勢，以培養智慧⾞輛相關之專業⼯程與技術⼈才為⽬標，課程涵蓋新能
源⾞與⾃動駕駛之基礎學理，以及⾞輛開發與製造所需之知識，並強化實務操作之學習與企業應⽤，以切合智慧⾞輛產業之所
需。
2566 ⼤華學校財團法⼈敏實科技⼤學 智慧製造⼯程系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規劃以「⽣產系統智慧化」為核⼼思考，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內容涵蓋多知識領域課程，如「⼈⼯智慧」、「機器學
習」、「深度學習」、「巨量資料分析」、「物聯網」、「精實管理」、「機器⼈實務」、「機電整合」、「感測系統」、…
等，實務⽅⾯規劃智慧製造相關實習課程，導⼊機器⼈與機聯網應⽤，使學⽣具備智慧製造系統整合與應⽤之專業技能，熟悉智
慧⼯廠產線與資訊監控技術，同時輔以專業技術證照培訓，規劃⼤⼀⼤⼆前往海內外⼯廠參訪⾒習，⼤三參與產學合作專題，⼤
四開始實習，搭配敏實集團未來⼯廠實際場域訓練，培育具有未來視野、紮實知識和豐富經驗的新⼀代AI⼯程技術⼈才。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9
聯絡電話 886-3-4361070
傳真 886-3-4658965
地址 32091桃園市中壢區中⼭東路三段414號
網址 http://www.nanya.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證住宿（需提出申請）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三、教學以中⽂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聽講能⼒。四、有關教學資
源概況、各系所簡介、獎助學⾦及學⽣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nanya.edu.tw）。五、提供健
身房、桌球室、韻律教室及符合室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另有新落成的觀光餐旅⼤樓，提供學⽣
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六、本校鄰近中壢⼯業區，求學、⼯讀及就業最⽅
便。
系所分則

250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 餘依⼀般限制。
三、 配合社會與區域性產業之需求，並與國家發展重點特⾊接軌，培育學⽣成為具有機械設計、製造及⼯廠管理等現代化機械專
業職能的⼈才，能善⽤電腦輔助設計(CAD)、電腦輔助分析(CAE)、電腦輔助製造(CAM)以及精密量測等技能，本系將朝「製造
技術」以及「機械設計技術」等⽅向發展。並已成⽴5個技能證照考場（含機器腳踏⾞修護⼄級術科測試考場），藉以達成就業
與研究能⼒向上提昇，教學品質向下紮根之⽬標。
252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程系⾞輛⼯程組 Vehicle Engineering Program,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 餘依⼀般限制。
三、 配合社會與區域性產業之需求，並與國家發展重點特⾊接軌，培養學⽣在⾞輛服務業能從事⾞輛銷售、診斷維修、⾞輛檢
驗、零件管理、經營服務管理，⾞輛組將朝「⾞輛檢修與管理」以及「⾞輛控制技術」等⽅向發展。並已成⽴5個技能證照考場
（含機器腳踏⾞修護⼄級術科測試考場），藉以達成就業與研究能⼒向上提昇，教學品質向下紮根之⽬標。
2493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餘依⼀般限制。
三、本系發展特⾊涵蓋「環境技術與管理」及「災害防救技術與管理」⼆領域，前者培養學⽣環境⼯程與新興綠能科技專業技
能，後者培養學⽣具備職業安全衛⽣及災害防救等專業技能。本系師資優良，整合環⼯與防災專業申請產學計畫。本系擁有8間
實驗室，提供學⽣良好之學習與技能培訓環境。本系輔導學⽣取得專業證照，提供學⽣校外實習機會，學⽣具備升學及就業優
勢；本系已連續五次（20年）獲教育部評鑑⼀等，辦學績效卓著。
2492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聽、說、讀、寫⼀般能⼒。
⼆、餘依⼀般限制。
三、以「AIoT⽣活科技應⽤」為本系發展特⾊主軸，包含：1.⼈⼯智慧機器⼈：使⽤⼈⼯智慧技術來提升機器⼈的應⽤能⼒，使
學⽣可以將⼈⼯智慧機器⼈應⽤於⽣活中。2.物聯網⼯業4.0：著重於物聯網與⼯業4.0應⽤之設計與實作，訓練學⽣開發物聯網
的⽣活應⽤程式及實作⼯業4.0的各項智慧製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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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聯合分發之學校及系組招⽣規定－－－第三類組
⼀、 欲查詢表列 110 學年度公私⽴⼤學聯合分發制名額（適⽤期間：西元 2020 年 11 ⽉⾄西元 2021 年 8 ⽉），請⾄海外
聯招會網⾴（https://student.overseas.ncnu.edu.tw/quota）查詢。⾄公私⽴⼤學各學系招⽣系組如有異動,
本會另將公告於海外聯招會網⾴（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 修業年限除各校有特別規定外,皆為四年。
三、 所謂「依⼀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四、 身⼼障礙學⽣如欲申請赴臺升學，應先了解並⾃⾏評估各校系能否依不同需求類別及程度，提供學習輔具資源
及⽣活照輔措施，以作為選填志願之參考，以免造成無法順利就學之困擾。

國⽴臺灣⼤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1
聯絡電話 886-2-33662007#356
傳真 886-2-23620096
地址 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網址 https://www.n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僑⽣及陸⽣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ocfs.osa.ntu.edu.tw/service/page3
保障僑⽣⼊學第⼀學期可優先住宿，請逕洽本校學⽣住宿服務組，網址：https://osa_dorm.ntu.edu.tw/
臺⼤⽬前已有11個學院及3個專業學院，共約55學系、134研究所，另設有50餘個各學術領域之國家級或校級研究中⼼，
是臺灣規模最⼤的綜合性⼤學。學⽣總⼈數現今已達32,000多⼈，其中⼤學部近17,000⼈，研究⽣15,000餘⼈，⽐例接
近⼀⽐⼀，已經成功轉型為研究型⼤學。臺⼤培養出眾多學術界頂尖學者，包含臺灣第⼀位諾⾙爾獎得主李遠哲博⼠，以
及多位的正副元⾸、企業領導⼈，是臺灣最具影響⼒的學校。
系所分則

3001 國⽴臺灣⼤學 ⼼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本系於⺠國38 年正式成⽴，隸屬於理學院。成⽴宗旨除了培養⼼理學專業⼈才以服務⼈群社會之外，並積極發展學術研究，使⼼
理學程為理論與實⽤兼備的科學。創系⾄今，已有七⼗年的歷史，其間於⺠國50 年成⽴了⼼理學研究所，招收碩⼠班的學⽣，並
於⺠國60 年增設博⼠班，為有志於⼼理學研究的青年，提供深造的機會。
本系創建以來，除了教學之外，⼀向⼗分重視學術研究及其開創精神，臺灣重要的⼼理學研究期刊，包括中華⼼理學刊，本⼟⼼
理學研究；重要的學術研討會，諸如華⼈⼼理學家國際研討會、華語⽂研討會都是在本系誕⽣的。教學領域則以多元發展為⽬
標，含括基礎⼼理學，社會、⽂化及差異⼼理學，以及臨床⼼理學三⼤領域，或是認知與知覺、⽣理、發展、⼈格與社會、計
量、⼯商及臨床等七個次領域。本系屬於中型規模⼼理學系，現有專任教師有25 名 , 榮譽與合聘教師 16 名，兼任與實務教師20
餘名，致⼒於培養各種⼼理學專業與領導⼈才，以貢獻社會；畢業系友散居全球各地，任職各學術機構、醫療單位、政府部⾨及
企業組織等等，都頗能發揚⼼理學之助⼈利他的基本精神。近年來，雖然也著重各新發展領域的開發，例如腦科學、本⼟⼼理
學，但「各科均衡發展，集體邁向卓越」，仍是本系的特⾊。
3002 國⽴臺灣⼤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修業年限六年。本系部份課程透過顯微鏡判讀進⾏，必須具備⾊彩觀察及辨識能⼒。部分課程以小組討論進⾏，宜具有⼈際互
動、溝通協調之能⼒。部分臨床課程須久站以照顧病患、具備抗壓能⼒、與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必需具備適當之視
覺、聽覺、口語表達、溝通以及個⼈安全維護的能⼒。
3003 國⽴臺灣⼤學 ⽛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修業年限六年。本系部份課程透過顯微鏡判讀進⾏，必須具備⾊彩觀察及辨識能⼒。部分課程以小組討論進⾏，宜具有⼈際互
動、溝通協調之能⼒。部分臨床課程須久站以照顧病患、具備抗壓能⼒、與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必需具備適當之視
覺、聽覺、口語表達、溝通以及個⼈安全維護的能⼒。
3004 國⽴臺灣⼤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修業年限六年。須具備⾊彩觀察及辨識能⼒。部分課程以小組進⾏討論，宜具有⼈際互動、溝通協調之能⼒。部分臨床課程須久
站以照顧病⼈、具備抗壓能⼒、與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須具備適當之視覺、聽覺、口語表達、溝通以及個⼈安全維
護的能⼒。
3005 國⽴臺灣⼤學 醫學檢驗暨⽣物技術學系 Dep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s and Medical Biotechnology
本系於⺠國45年成⽴迄今已有六⼗餘年的歷史，造就⼀千餘名畢業⽣，服務於醫學檢驗與相關學術等領域，皆有卓越表現。本系
於⺠國76年成⽴研究所碩⼠班，已培育⼆百多名畢業⽣，而博⼠班則於⺠國91年成⽴。⽬前專任師資共有教授⼋名，副教授三
名，助理教授三名，及助教⼀名。專任教師學歷：博⼠⼗三名、碩⼠⼆名。全系現有⼤學部學⽣⼀百三⼗⼋名，五⼗六名碩⼠班
研究⽣，及⼗六名博⼠班研究⽣。
在教學⽬標⽅⾯本系著重於：１．提⾼醫學檢驗之⽔準；２．培養⾼級醫事技術⼈才，包括醫學檢驗、環保⾷物藥品檢驗、衛⽣
化驗及實驗室管理等⼈才；３．培養從事醫事技術學⾨之研究⼈才及師資；４．培養⽣物技術⼈才。
本系近五年所發表之論⽂共計147篇，其中⼤多數發表於SCI排名之國內外雜誌上，研究成果相當豐碩。
未來發展重點為：１．積極強化研究；２．強化博⼠班的教學與培育；３．研究開發具有潛⼒的檢驗⽅法與試劑。４．推動與⽣
技產業間的互動。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對於有關醫技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作有安全之虞，故不適合於選填。]
3008 國⽴臺灣⼤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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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有實驗、實習過程之判別，宜具備⾊彩之觀察與辨識能⼒，以便保護⾃⼰與他⼈
免受傷。2.臨床實習課程相當著重同學小組討論、和病患溝通，需具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達獨⽴實習能⼒及⾃身與他⼈安全
之維護
3006 國⽴臺灣⼤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物理治療屬健康照護的專業，領域包括⾻科（含體育競技傷害）、神經（含⽼年醫學）、呼吸循環及小兒物理治療等。服務對象
包含新⽣到⽼年各年齡層，當其運動和功能受到損傷、⽼化、疾病或環境因素的威脅時，以實證執業的精神與科學⽅法評估、分
析，制定治療計劃，利⽤運動、儀器、操作、輔具、教育諮詢的⽅法，以鑑別診斷、預防促進及治療，來改善健康狀況，以增進
社會參與。
本系提供六年制⼤學部養成教育及碩博⼠的專業後教育課程，以培育本國物理治療師⼈才，及培育優秀物理治療相關專業⼈才及
師資為宗旨。
3007 國⽴臺灣⼤學 職能治療學系 Schoo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職能治療是透過幫助個案選擇、安排或執⾏⽇常的職能活動，進而提昇其⽣活品質。職能治療的對象包括因⽣理、⼼理及社會功
能障礙、發展遲緩、學習障礙、⽼化或因不當社會⽂化環境使其⽇常能⼒受損者。
本系成⽴於1970年，前身為臺⼤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1992年獨⽴為職能治療學系，教育⽬標為培育具有專業學識與技能之
職能治療師，並具有終身學習、專業倫理及⼈⽂關懷之內涵。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互動的特性，學⽣於就學期間須與病患、照顧者及醫療團隊溝通、協助病患運⽤肢體、
移⾏、建⽴醫病關係等，因此，學⽣必需具有良好之視覺、聽覺、口語表達、互動溝通能⼒，需能運⽤肢體協助病患、能迅速移
動，具⼈際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並具相當之抗壓能⼒。
3009 國⽴臺灣⼤學 農藝學系 Dept. of Agronomy
本系研究⽅向著重於 (A) 遺傳與分⼦育種、(B) 作物⽣理與⽣物技術、(C) 作物⽣產與管理、
(D) ⽣物統計與⽣物資訊等四個領域。教學⽬標是提供學⽣基本且全⾯性的作物科學知識，以助其建構將來的就業⽣涯。⼤學部
的課程規劃為讓學⽣在作物科學的各個相關領域發展或更進⼀步深造；研究所的課程規劃為讓學⽣在取得碩、博⼠學位後，擔任
教學及研究⼯作。本系必修課程包含植物辨識及病蟲害判讀等，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
3010 國⽴臺灣⼤學 農業化學系 Dept.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農業化學系是以化學及⽣物為基礎，探索⽣物相關的問題與產業應⽤。教學研究⽅向包括⼟壤環境科學、植物⽣理與化學、微⽣
物與⽣物技術及⽣物資源利⽤，並將其應⽤於農業⽣產環境保護及資源永續利⽤，以提⾼⼈類⽣活品質為⽬的。有視覺障礙及辨
⾊⼒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013 國⽴臺灣⼤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必修課程需⾄野外實習，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約臺灣的⼟地有58%為森林所覆蓋，是以森林為臺灣⾮常重要的⾃然的資源。因此，森林的專業知識和技能的研究與訓練對於
臺灣森林及⾃然資源的經營⾮常重要。本系基於此基礎，提供森林及⾃然資源有關的科學訓練。
3017 國⽴臺灣⼤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系為⼀兼具教學、研究、及推廣等功能之 園區。設⼤學部及碩、博⼠班，培養具動物科學 專⻑之⼈才。配合國際趨勢及社會
發展，本系訂 定教育⽬標為培育具備經濟、實驗及伴侶動物飼 養管理能⼒、熱衷應⽤科學研究、符合環境及產 業需求、兼顧動
物與⼈類福祉之⼈才。逐年逐步 修正課程規劃⽅向為固守基礎課程，以「乳⽜、 豬、家禽、伴侶動物、實驗動物」為課程主
軸， 基礎與應⽤科學課程為輔助。
本系有多⾨化學實驗課程，以及動物解剖學、動物個論 (乳⽜學、豬學、家禽學)、乳品學、⾁品學等多⾨接觸動物及⼯廠操作課
程。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良好之⼈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並有相當之抗壓能⼒，得運⽤肢體操作儀
器設備、能迅速移動身體，具備維護⾃身安全之能⼒。
3015 國⽴臺灣⼤學 農業經濟學系 Dep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本系是以經濟學為核⼼的應⽤科學，應⽤的對象主要為農業及其上下游相關產業，同時，農業及相關產業與⼤⾃然環境的互動、
與政府整體政策研擬的走向，均是本系學⽣未來可發展的⽅向。並與美、法、⽇等國⼤學農業經濟相關系所有眾多的國際交流機
會。
本系部份課程需實際操作，如有四肢嚴重障礙不良於⾏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016 國⽴臺灣⼤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本系必修課程：果樹學、蔬菜學、花卉學、加⼯學、造園學等之學習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及辨別顏⾊能⼒。各課程實習須於⽥
間實作，需具有良好之體能、移動能⼒。
3014 國⽴臺灣⼤學 獸醫學系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修業年限五年。動物診療實習課程需有良好的辨⾊能⼒以及四肢靈活度和體能，選填本系時宜考量⾃身狀況。
3012 國⽴臺灣⼤學 昆蟲學系 Dept. of Entomology
臺⼤昆蟲學系以昆蟲為教學研究標的，內涵包括⽣命科學及應⽤⽣物科技領域。學⽣可以學到昆蟲細胞之分⼦機制及族群變動的
⽣命現象，以及有害昆蟲之管理理論與實務。本系具優質軟硬體設備，畢業⽣在基礎研究或專業應⽤皆具⾼度競爭⼒。因本系必
修課程須透過顯微鏡來觀察昆蟲之形態與組織，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以觀測辨識圖像或影像。因本系有必修之野外實習課
程，如：步⼊森林、溪⾕等地形，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請報名時斟酌⾃身狀況。
3011 國⽴臺灣⼤學 植物病理與微⽣物學系 Dept. of Plant Pathology and Microbi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18 國⽴臺灣⼤學 公共衛⽣學系 Dept. of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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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public health），是⼀⾨以社會集體⼒量，致⼒於促進⼤眾健康的學科，而健康的內涵不僅⽌於預防疾病或延⻑壽
命，更要積極促進身⼼理與社會層⾯的健康福祉，並降低健康不平等。舉凡疾病防治、環境衛⽣、職業安全健康、⾷品及藥物安
全、健康照顧制度、社區健康促進等等，無不屬於公共衛⽣基礎建設的範圍。在現代國家，健康被視為是基本⼈權的⼀環，而公
共衛⽣基礎建設的發展與⼈⺠健康平權狀況，也反應社會的⽂明進步程度。
本系創設於⺠國61年（1972），歷史悠久，並有學術研究結合社會服務的優良傳統。過去半世紀以來，本系為臺灣社會培育眾多
公衛⼈才，系友不僅活躍於衛⽣⾏政、環保⾏政、勞動與職業安全衛⽣⾏政等政府部⾨，也在健康照顧、環保科技、醫藥⽣技等
相關產業、⺠間⾮營利組織，以及⾼等教育與研究機構發揮專⻑。
本系原隸屬於臺⼤醫學院，⾄⺠國82年（1993）轉隸於獨⽴設⽴的臺⼤公共衛⽣學院。臺⼤公共衛⽣學院⽬前設有⼀學⼠班（本
系）、五研究所（流⾏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健康⾏為與社區科學研究
所、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及⼆學程（公共衛⽣學位學程、全球衛⽣碩⼠學位學程）。本系合聘全院六⼗餘位專任教師，教學
資源豐沛。
在本院師⽣同仁的共同努⼒之下，臺⼤公共衛⽣學院於106年（2017）通過美國「公共衛⽣教育委員會」 （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Public Health，簡稱CEPH）評鑑，成為北美洲以外第⼀所獲得CEPH授證的學院。此認證不僅代表台⼤公衛學
院的教學品質獲得國際公衛教育學界的肯認，也代表著本院師⽣致⼒於提升國際能⾒度與國際參與能量的決⼼。
公共衛⽣係屬整合性科學，核⼼學科包涵「⽣物統計與⼈口學」、「流⾏病學與健康科學」、「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社會
與⾏為科學」、「政策與管理科學」五⼤類。對於公衛研究者與實務⼯作者而⾔，跨領域知識與團隊合作，乃是不可或缺的能
⼒。鑑於公共衛⽣與社會發展及全球因素緊密扣連，公共衛⽣教育亦強調社會關懷、多元⽂化與全球視野。
本系參考美國「公共衛⽣學院學程聯盟」（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Programs of Public Health, ASPPH）指引，設計五
⼤專業領域核⼼課程：⽣物統計、流⾏病學、環境與職業衛⽣、社會⾏為科學、健康⾏政與管理。課程內容強調資訊溝通、體認
多元⽂化、領導能⼒、專業能⼒、制定計畫、公共衛⽣⽣物學以及系統性思考等跨領域統整能⼒。
本系教育宗旨，在於培育具備核⼼能⼒與專業知識的公共衛⽣專才，並積極⿎勵以下核⼼價值（CITE）：
• Compassion關懷：關⼼公共事務、關懷社會弱勢
• Integrity求真：追求真理、勇於揭弊
• Team 團隊：能與他⼈團隊合作
• Equality平等：重視平等
3019 國⽴臺灣⼤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本系的教育⽬標聚焦於培育基礎⽣命科學各領域研究與產業發展⼈才。課程規劃強調均衡發展現代⽣物科學的各主要領域，如分
⼦⽣物學、基因體學、細胞⽣物學、神經⽣物學、⽣物系統模式、理論⽣態學、及⼤數據分析。
3020 國⽴臺灣⼤學 ⽣化科技學系 Dept. of Bio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系教學因應臺灣⽬前及未來的⽣化科技發展，培育基礎及⾼級⽣命科學研發⼈才。
課程規劃有分⼦⽣物學：4學分、⽣物技術核⼼實驗：4學分、專題討論⼀：1學分、專題討論⼆：1學分...等等。
畢業⽣未來發展：
1. 產業界：應⽤⽣化科技於⽣物醫農相關產業研發、製程、品管等。
2. 學術界：⽣物化學、微⽣物學、營養⽣化學之教學與學術研究。
3. 其它：⽣化科技相關政策規劃管理、專利法律、投顧評估等。
辨⾊⼒異常者不易辨別動、植物形態及顏⾊以及各種染⾊的切⽚與標本，也影響對各種化學分析的辨別，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
慮。

國⽴成功⼤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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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verseas.oia.ncku.edu.tw/p/412-1069-19840.php?Lang=zh-tw
⼤學四年保證住宿(須每年提出申請)
⼀、為培養本校學⽣勤勞服務的⼈⽣觀，並培育成⼤⼈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關懷之校園環境，本校招
收的新⽣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三)。 ⼆、本校⼊學新⽣應於修業期間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檢定測驗⾨檻。檢定未
通過者，應修習「線上補強英⽂」課程，否則不得畢業。詳細規定請⾄本校註冊組網⾴/相關法規第15項查詢。 三、有關
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cku.edu.tw。
系所分則

3024 國⽴成功⼤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護理教學的特⾊著重有效的學習情境之設計，教導學⽣思考社會變遷對全⺠健康及護理專業的影響；應⽤整體性連性的概念於個
⼈，包括個⼈、家庭、團體與社區照顧；訓練學⽣應⽤護理過程解決個案的健康問題，並加強學在領導及護理研究⽅⾯的能⼒。
護理學系的設⽴，除培育國內所缺之部份護理領導⼈員與師資，儲備進修⼈才外，並將配合全國醫療網及醫療合作計劃，協助南
部地區醫療、教育機構之護理⼈員及護理教師之在職進修，以達全⾯提升護理品質，推動護理專業之改進及創新之⽬標。
3022 國⽴成功⼤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學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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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班以協調臨床檢驗在臨床醫療的專業，培養基礎醫學研究⼈才為⽬標，以符合國家⽣物醫學技術發展的需要。
3026 國⽴成功⼤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成⼤醫學系的教育⽬標是培育能夠提供完備的醫療照護能⼒的醫師，這樣的醫師必需具備相當的⼈⽂素養及醫學倫理精神，並有
豐富的醫學知識良好的溝通能⼒及能利⽤科學⽅法解決問題；他（她）具有終身學習的態度，因此既是科學家也是社會的公⺠。
成⼤醫學系畢業時應具有之基本素養與核⼼能⼒，其中基本素養包含：⼈⽂素養、醫學倫理專業、負責之公⺠，國際視野；核⼼
能⼒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病⼈照顧、⾃我及終身學習、醫學專業知識、臨床決斷技能、科學⽅法解決問題。
本系課程資訊請⾒網⾴http://med.hosp.ncku.edu.tw/
3025 國⽴成功⼤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不僅囊括⾻科、神經、⼼肺、小兒物理治療等四⼤專業，系上師資專⻑還包括⽼⼈物理治療、運動醫學、以
及⼈體動作科學等。
本系注重物理治療臨床專業之發展，並與研究理論結合。2016年更在成⼤醫院成⽴物理治療中⼼，使系所與臨床實務更加緊密結
合。同時與成⼤臨床學科、基礎醫學、以及醫學⼯程等系所均有良好的合作關係，旨在培養全⽅位之物理治療專業⼈才，可進⼊
不同職業場域提供專業服務。因此，凡對物理治療、⼈體動作科學、運動醫學、⾏為醫學在醫療或保健上有興趣之學⽣，均歡迎
加⼊本系團隊，體驗跨領域學習樂趣。
3023 國⽴成功⼤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培養卓越且與時並進之職能治療專業⼈才為本系的重要教學⽬標。
本系已符合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WFOT)教育標準之課程，在綜合型⼤學中提供跨專業學習環境，並與成⼤附設醫院緊密結合；
關⼼並參與校園鄰近社區之醫療健康相關事務，扎根在地化經驗，據此與國際交流。
課程上同時著重⼈⽂教育，專業領域知識與專業技能訓練，培養⾏政管理概念，以及知識更新與統整應⽤能⼒；透過臨床實習教
學和專題討論課程，使學術與臨床結合，持續開發專業的無限潛⼒。
3064 國⽴成功⼤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藥學系的學程結合基礎醫學與藥物科學的知識，培訓健康照護與製藥科技的技能，並養成仁智兼備的專業態度，使畢業⽣得以從
事健康醫療相關之藥事服務與製藥產業之研究發展。
3027 國⽴成功⼤學 ⼼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理學是⼀⾨跨⾃然與⼈⽂社會學科的現代化科學。本系致⼒其他學科的整合，發展重點涵蓋：認知神經科學、應⽤⼼理學。本
系強調培養學⽣國際觀、語⾔能⼒、溝通技巧、團隊合作經驗、深厚⼈本關懷以及獨⽴學習能⼒。（詳細請⾒本系網⾴：
http://psychology.ncku.edu.tw/）
3021 國⽴成功⼤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本系旨在培養具備整體⽣命科學知能及⽣活基本知識涵養的現代公⺠。
1.教學上重視理論與實作課程配合，並積極推動與產業界相互之連結。
2.研究上主要分為⽣物醫學、新農業科技、⽣態學等三⼤領域。
歡迎對探討⽣命科學有興趣之青年申請。
3377 國⽴成功⼤學 ⽣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and Bioindustry Sciences
本系配合校內外學術及產業資源，培育學⽣具備深厚學理基礎、倫理素質、領導⼒、產業前瞻視野、團隊合作⼒、勇於挑戰、創
新⼒與突破⼒等⽣技產業實務能⼒之⽣物科技菁英領導⼈才，在「需求趨動科技創新、加速產業升級」的新思維，具體貢獻於世
界⽣技研發及產業發展。因課程學習所需，學⽣於就學期間須學習樣本採集、⾊彩判定、結果分辨與檢測判讀等，因此需具有相
當之視覺及辨⾊能⼒。

國⽴臺灣師範⼤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7
聯絡電話 886-2-7749-1283
傳真 886-2-2362-5621
地址 10610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網址 http://www.nt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goo.gl/kAvwWH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國⽴臺灣師範⼤學以「跨域整合、為師為範」為願景，培養涵蓋教育、語⽂、資訊、藝術、⼈⽂、理⼯科技及運動休
閒等各領域⼈才為宗旨。⼆、積極拓展國際⾼等教育交流，與全球各國知名⼤學締結姊妹校逾374所，使臺師⼤躋身國際
知名⼤學之列。三、本校於2016年起與國⽴臺灣⼤學、國⽴臺灣科技⼤學成⽴「臺⼤系統」，分享課程資源，跨校選
課、輔系、分享圖書、電腦軟硬體及系統等資源。四、本校位於臺北市交通樞紐中⼼，便捷的⼤眾運輸縮短了追求知識、
體驗⽂化的距離。 五、若有意成為師資⽣之僑⽣、港澳⽣，於⼊學後可洽各系所辦公室。六、校址：教育學院、⽂學
院、藝術學院、科技與⼯程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樂學院、管理學院，位於臺北市⼤安區和平
東路1段162號。理學院、運動競技學系，位於臺北市⽂⼭區汀州路4段88號。 聯 絡電話：886-2-7749-1111。僑⽣先修部
位於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段2號。聯絡電話：886-2-7749-8888。

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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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9 國⽴臺灣師範⼤學 健康促進與衛⽣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本系是國內唯⼀培養衛⽣教育專業⼈才的場所。我們注重對⼈的關懷、對⽣命的尊重，強調
提⾼健康品質與預防疾病，讓教育、輔導能優於治療及復健。
3061 國⽴臺灣師範⼤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本系招收對⽣命科學具特殊性向與才能者，期能培育優秀的⽣命科學⼈才。系所必修課程兼含⽣態與演化、⽣理學、細胞⽣物暨
分⼦醫學領域，另有實驗研究及師資培育相關課程，協助學⽣探尋未來發展⽅向。
本系必修課包含實驗儀器操作，需具⾊彩辨識、親⾃操作及個⼈安全維護能⼒。
3281 國⽴臺灣師範⼤學 營養科學學⼠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nutrition science
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乃以因應國⺠營養⼯作之需求、落實教育部師範校院轉型政策、符合未來社會保健⽣技相關服務產業之⼈
才需求，並拓展學⽣⽣涯發展範圍及就業機會為宗旨。
聯絡電話：886-2-7749-6275

國⽴清華⼤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7
聯絡電話 886-3-5715131
傳真 886-3-5721602
地址 300044新⽵市光復路2段101號
網址 http://www.n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宿，其他請詳洽本校學⽣住宿組網站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
⼀、本校設有各類獎學⾦，特⾊獎學⾦如：還願獎學⾦、逐夢獎學⾦，申請⾦額不限，可以個⼈狀況及計畫實質內容核定
⾦額；另針對僑⽣身份⼊學者，除可申請教育部相關僑⽣獎學⾦外，本校還提供申請新僑⽣獎學⾦、兼任⾏政助理⼯讀獎
學⾦，以及減免學雜費類獎學⾦等各項僑⽣獎學⾦陸續增加中，詳情請⾒http://gsa.site.nthu.edu.tw/p/412-12533222.php?Lang=zh-tw。 ⼆、本校致⼒開發多種跨領域學習課程，除教育學程外，另設有45個跨院系的學分學程，提供
更為多元化及客制化的學習機會。在課業之餘，校園內尚有⽂藝、⾳樂、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不同性質的社團，學⽣
可培養多元興趣(請⾒本校課外活動組網⾴http://dsa.site.nthu.edu.tw/)。三、本校在多項學術指標如：國內⼤學學術
聲譽排名、理⼯學院聲譽排名、最佳研究所排名、國內企業最愛的⼤學⽣等評⽐上均名列前茅，為國內頂尖學府。2021
年英國QS世界⼤學排名，本校為168名，其排名各項指標表現為全國數⼀數⼆之成績。 四、⾮本國籍學⽣優先分配住
宿，校園景觀優美，⼈稱⽔木清華，全國第⼀。
系所分則

3080 國⽴清華⼤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本系於基礎⽣物科學、⽣物醫學及⽣物技術等不同領域之教學及研究⼯作均有傑出表現，期望能培育具有深厚理論基礎及豐富實
驗經驗的⽣物科技通才。
3082 國⽴清華⼤學 醫學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Science
1.本系旨在培育新⼀代具備堅實理⼯基礎與⼈⽂素養之醫學科學⼈才，研究與教學以⼈體醫學相關為核⼼。2.本系⾮為醫師或醫
療相關國家考試及證照培訓之單位。
3081 國⽴清華⼤學 ⽣命科學院學⼠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Life Science
⽣命科學院學⼠班旨在培育具有跨領域、雙專⻑院能⼒的學⽣。學⽣以⽣命科學或醫學科學為第⼀專⻑，再根據⾃⼰的性向及志
趣選擇本校其他學系為第⼆專⻑，在修業⾄少128學分後，即能擁有具雙專⻑之學位。
3107 國⽴清華⼤學 運動科學系 Dept. of Kinesiology
⼀、本系著重培養前瞻運動科學、體育與休閒之專業⼈才，歡迎獨⽴⾃主，對運動及體育有熱情的同學。
⼆、本系課程學科與術科、理論與實務兼備，以運動科學為核⼼，應⽤於提升健康與運動表現。
三、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肢體、精神等障礙、⼼臟病等⼈⼠，宜慎重考慮。

國⽴中興⼤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05
聯絡電話 886-4-22840216
地址 40227臺中市南區興⼤路145號
網址 https://www.nc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資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學⽣安全輔導室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arm/
學⼠班⼀年級保證住宿，相關規定請與本校學⽣安全輔導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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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22857329

⼀、中興⼤學創⽴於1919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綜合型⼤學，校友遍及⼠農⼯商各領域，擔任職場要職，表現優異。
中興校友，秉持優良傳統，照顧學弟妹、發揮⼤⼿牽小⼿、傳承誠樸精勤優良校⾵，貢獻所學。 ⼆、設有⽂、管理、法
政、理、⼯、電機資訊、農資、⽣命科學、獸醫等9個學院，系所完備，校務均衡發展。全校專任及兼任教師超過1,000
⼈、學⽣⼈數超過15,000⼈。 三、在農業科技、植物與動物科學、化學、⼯程、材料科學、⽣物與⽣物化學、臨床醫
備註
學、藥理與毒理學、環境與⽣態學等9⼤領域表現優異，名列基本科學指標全球前1%。 四、學⼠班學⽣須通過本校英⽂
能⼒畢業標準檢定始得畢業。 五、本校各項獎助學⾦(如中低收⼊⼾學⽣助學⾦、清寒勤學獎勵⾦、績優學⽣獎學⾦、各
學系所獎學⾦、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般性獎學⾦、產學合作獎學⾦等獎項共⼆百多項)及學⽣住宿資訊，查詢
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
系所分則
3043 國⽴中興⼤學 農藝學系 Department of Agronomy
本系課程包含實驗室內及⽥間實務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
維護能⼒。
學系特⾊：
研究領域分為：作物科學、遺傳育種、⽣物統計三⼤主軸。學⽣將可奠定⽣物領域學科之基礎與農業⽣產的專業知識，及具備研
發新品種與創新農業科技之基礎專業知能。
畢業⽣除繼續深造，亦可投考公職，擔任國⾼中職、⼤專校院教職，進⼊台肥、台糖、公賣局、商品檢驗局等國營企業，或選擇
進⼊⽣物科技、農友種苗、興農等各⺠營企業發展。
3044 國⽴中興⼤學 園藝學系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本系必修課程包含植物巨、微觀型態觀察及顏⾊辨識能⼒，並有顯微操作、藥劑配置等實驗室內及⽥間實務操作之內容，需具備
獨⽴操作及個⼈安全維護之能⼒。
3045 國⽴中興⼤學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Department of Forestry, Division of Wood Science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及⼯廠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
護能⼒。
學系特⾊：
設⽴宗旨在培育國家森林經營管理、森林⽣物與保育、林產物與⽣物材料永續利⽤研發所需⾼級⼈才。
木材科學組：除林產物⽣產加⼯實務為主要教學⽬標外，因應趨勢擴張研究教學主題⾄所有可再⽣之⽣物材料與⽣質能源。
3046 國⽴中興⼤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Department of Forestry, Division of Forest Science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及⼯廠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
護能⼒。
學系特⾊：
設⽴宗旨在培育國家森林經營管理、森林⽣物與保育、林產物與⽣物材料永續利⽤研發所需⾼級⼈才。
林學組：以森林⽣態系為教學、研究對象，主要探討森林⽣物學及森林經營學兩⼤領域。
3047 國⽴中興⼤學 植物病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及實驗室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
學系特⾊：
教育⽬標為培育具微⽣物專業特⻑之植物醫學⼈才。課程重點強調：植物病原微⽣物（含真菌、細菌、病毒、線蟲）之⽣態、⽣
理、⽣化特性及其與植物之交互作⽤、植物病害之防治、⽣物技術在微⽣物操作上之應⽤、有益微⽣物在農業與環境保育之應
⽤。
畢業⽣可從事植物檢疫、防疫、⽣物技術或其他微⽣物產業相關之公務或個⼈事業，亦可從事植物醫學及更⾼深之植物病理學、
微⽣物學、植物與微⽣物交互作⽤及基因⼯程學等相關科學之研究。
3048 國⽴中興⼤學 昆蟲學系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及實驗室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
3049 國⽴中興⼤學 動物科學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本系包含遺傳育種、繁殖⽣理、飼料營養、畜產加⼯及畜產經營等研究領域，⼤學部學⽣均需修習相關之基礎課程。
本系課程包含農場及實驗室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
3050 國⽴中興⼤學 ⼟壤環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教育⽅向多元，包括環境資源與資訊、環境化學與污染防治、環境微⽣物與⽣態、⼟壤肥⼒與植物營養四⼤領域，除基礎專業科
⽬外，亦重視實作技術之訓練，學⽣⼤三暑假須⾄農業相關公私⽴機構接受⼀個⽉的實習訓練，以增進實務經驗及競爭⼒。
畢業⽣進⼊職場除在⼤專校院任教及農業相關機構服務，亦有跨⾜環保、環檢、醫藥、⽣物科技及材料化⼯等領域。
3042 國⽴中興⼤學 ⾷品暨應⽤⽣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需進⾏許多化學實習課程，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含⾊彩判定）、聽覺、口語表達及溝通能⼒，或需久站及運⽤肢體操作儀器
以奠定專業實驗技能，如無法負荷需審慎考量。
3054 國⽴中興⼤學 景觀與遊憩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Landscape and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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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般限制。
本學程因應社會對景觀規劃、設計、⽣態保育、環境經營管理等相關專業⼈才之⾼度需求，在環境景觀規劃設計與遊憩規劃管理
的⼯作範疇中，訓練學⽣實質空間的規劃及設計專業能⼒，及對遊憩需求之永續發展規劃專業能⼒。因此，不論景觀設計領域或
是遊憩規劃管理等相關技能等，皆為本學程訓練學⽣成為專業規劃設計者所應具備之條件，以因應社會景觀遊憩產業發展之專業
⼈才市場需求。
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具有跨院整合之選修課程系統，核⼼課程在於訓練學⽣跨領域整合能⼒，不侷限於單⼀領域之發展，採小班
教學，媒合不同領域之議題進⾏研討及操作，畢業後具宏觀之跨領域視野，此為頂尖⼤學中最具特⾊之學位學程。
3051 國⽴中興⼤學 ⽣物科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Biotechnology
依⼀般限制。
3052 國⽴中興⼤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本系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功能，具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學系特⾊：
為將植物學系與動物學系合併而成，整合各領域師資、相關智庫與技術⽀援，打造出優質學習與研究環境。
課程及研究⽅向：
(1)⽣物多樣性學群：研究海洋⽣態、溼地⽣態、陸域⽣態、野⽣動物保育、系統演化分類、⽣態環境復育與⽣態模式等。
(2)⽣命機能學群：以分⼦⽣物學、⽣物化學、細胞⽣物學、分析化學、電⼦顯微鏡及組織學等⽅法，探討⼈類與其他動植物的⽣
理功能與機制。
(3)⽣物科技學群：推動⽣物醫藥、蛋⽩⽣化科技、幹細胞、發育⽣物學及環境微⽣物學。
3053 國⽴中興⼤學 獸醫學系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本系專業課程包含須親⾃操作之實習課程，學⽣須具備相當之視覺、顏⾊判定、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際互動溝通協
調能⼒，且能控管⾃身情緒及相當之抗壓能⼒。
（⼆）修業年限五年。
學系特⾊：
⽬標在培養學⽣具「誠樸精勤」、「關懷⽣命」特質，強化「醫療技術」經驗之專⾨職業獸醫師及動物醫學專業⾼級⼈才。
特⾊課程：(1)校外實習及參訪(2)定期推薦⼤四及研究⽣⾄國外姊妹校交流(3)依不同產業就業需求，邀請產、官、學專家蒞臨演
講授課。
畢業⽣考取獸醫師後可⾃⾏開業、執業或應聘駐牧場獸醫師，醫學、藥學、動物醫學、公共衛⽣等科系研究⼯作，學術、實驗動
物單位病理獸醫師，獸醫師⾼普考試，藥廠、飼料廠、農會獸醫專業⼈員或海外服務。
根據香港獸醫管理局Veterinary Surgeons Board of Hong Kong(VSB)獸醫註冊規則，臺灣獸醫畢業⽣⾃2023年12⽉31⽇之後
頒授的獸醫學⼠學位學歷及考照，將不會直接獲得「認可註冊為香港獸醫的資格」。

國⽴政治⼤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3
聯絡電話 886-2-29387892、886-2-29387893
傳真 886-2-29387495
地址 116011臺北市⽂⼭區指南路⼆段64號
網址 https://www.nccu.edu.tw/app/home.php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事務暨僑⽣輔導組/僑⽣輔導業務/新僑⽣⼊學專區/住宿與獎助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sa.nccu.edu.tw/tw/
⼀、⼤學部(學⼠班)：⼤⼀僑⽣係本校學⽣宿舍優先分配對象，⼤⼆以上學⽣可申請參與抽籤。 ⼆、研究所(碩⼠班、博
⼠班)：就讀本校碩博⼠班之新⽣且未曾在國內取得⼤學以上學位之外籍⽣及僑⽣，得保障⾸年住宿。
⼀、男⼥兼收。 ⼆、以中五學制⼊學學⽣，應增加12學分應修之畢業學分數，始得畢業。
系所分則

3074 國⽴政治⼤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1.本系為臺灣培育⼼理學⼈才的重要機構，積極⿎勵具有⼈⽂社會關懷的跨領域研究；從在地的關懷，延伸⾄與國際接軌，也呼
應國際學術發展的趨勢。
2.依研究領域分四⼤組：實驗與發展、社會與⼈格、⼯業與組織、臨床；除要求學⽣對個別領域專精的知能，也要求其他領域知
識的修習。
3.理論與實務結合，「學」與「術」並重，奠定就業或深造之深厚競爭⼒。

國⽴交通⼤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11
聯絡電話 886-3-5131390
地址 30010新⽵市⼤學路1001號
網址 http://www.nct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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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5131598

本校與國⽴陽明⼤學正進⾏合校程序，預定110年2⽉合校，合校後校名預定為「國⽴陽明交通⼤學」。 ⼈⽂社會學系及
傳播與科技學系在本校六家校區上課(校區間有交通⾞)，地址：302新⽵縣⽵北市六家五路1段1號；其餘學系皆在新⽵光
備註
復校區上課，地址：300新⽵市⼤學路1001號。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系所分則
3071 國⽴交通⼤學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物科技是⼀極具發展潛⼒之新興跨領域學⾨，本系除致⼒於⽣物醫學及製藥、蛋⽩質⼯程、分⼦及細胞⽣物等領域之發展外，
並積極投⼊⽣物電⼦及⽣物資訊跨領域之教學與研究。

國⽴臺灣海洋⼤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9
聯絡電話 886-2-24622192 分機 1068
傳真 886-2-24634786
地址 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網址 https://www.nto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事務組、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stu.ntou.edu.tw/SCROOT/Page_Show.asp?Page_ID=21539
在學期間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
台海⼤為全球最具完整海洋特⾊且⼤學排名最前⾯之「國際化的頂尖海洋⾼等學府」。位於⼤台北地區之基隆市，濱臨海
洋，⼭海校園，獨特的⿓崗⽣態園區與⾬⽔公園，交通便捷、學術氛圍、⽣活機能與學習環境極優。 ⼀、 海⼤共有7個學
院，設有22個學系， 27個碩⼠班，19個博⼠班，在商船、輪機、航管、運輸、河⼯、造船、海洋、⾷品與⾷品安全、養
殖、漁業、海洋⽣物與⽣態、海洋事務等領域尤其著名。 ⼆、 海⼤各系皆有特定的產業⽀持，尤其海洋相關產業，學⽣
有特定的就業職場與管道，學⽣競爭⼒與就業⼒⾼。 三、 海⼤備有男⼥宿舍，僑⽣及港澳⽣享有免抽籤住宿的權利及優
先住校之福利並提供各項清寒獎勵、各項獎助學⾦、服務學習機會，讓每⼀位同學都有機會勇敢逐夢。 四、 海⼤重視學
⽣實作與校外實習、培養創新創業與就業能⼒，並推動跨領域次專⻑制度及微學分，俾適應未來複雜就業職場需要。
五、 海⼤加強學⽣英⽂與中⽂能⼒，設有英⽂畢業⾨檻。學⽣修習中⽂課程時，每年必須選讀24篇課外⽂章並撰寫4篇作
⽂。 六、 海⼤重視學⽣適性發展，特別實施轉系以「興趣」為主的政策；並取消1/2不及格退學措施，改採取以修⾜必要
學分畢業之措施，實施⾃我調整進度的教育節奏。 七、 海⼤具有設施最完善之室內外運動設施，包括最新完成之⼈⼯草
⽪運動場、壘球場、沙灘排球場及2座體育館等，另有完善之⽔上運動設施及帆船與獨木⾈等。 ⼋、 海⼤校園最具國際
化，有許多外籍⽣、僑⽣(獨招、個⼈申請、聯合分發、外籍⽣)、陸⽣(學位⽣與交換⽣)，已發展成為⼀所以專業及海洋
為最⼤特⾊的「社會上不可或缺的學校」及以學⽣為主體⼈⽂關懷的「令⼈感動的學校」，繼續秉持「活⼒創新、海⼤躍
進」之理念，朝「國際級的海洋頂尖⼤學」邁進。
系所分則

3358 國⽴臺灣海洋⼤學 ⽣命科學暨⽣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特⾊為「海洋⽣物+⽣物科技+應⽤化學」尤其重視學⽣跨領域應⽤能⼒。並與中研院訂有「分⼦整合⽣物」教學合作計
畫，引進中研院師資與設備，給予學⽣最實⽤與廣泛的訓練。 本系訂有「學碩⼠五年⼀貫學程」，學⽣可直接申請報考本校研究
所碩⼠班，可於五年內獲得碩⼠學位。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dbb.ntou.edu.tw/bin/home.php (⼆)中⽂能
⼒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或有重度肢體障礙或有視覺障礙或辨⾊⼒異常，不宜化學相關實驗課程，宜慎重考
慮。"
3067 國⽴臺灣海洋⼤學 ⽔產養殖學系 Dept. of Aquaculture
（⼀）本系教學⽬標為培育學⽣成為⽔產養殖與⽣物科技之專⾨技術與研發⼈才；歡迎對⽔⽣⽣物及養殖或⽣物科技相關領域有
興趣者或家中從事或本身曾參與⽔產養殖⼯作者參加申請。（⼆） 中⽂能⼒未具聽、說、讀、寫等能⼒或表達困難者，或有重度
肢體障礙或視覺障礙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
3068 國⽴臺灣海洋⼤學 ⾷品科學系⾷品科學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Food Science Division)
⼤學部之教學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培育⾷品科學和⾷品⽣物科技的專業⼈才，課程以配合本校「具有海洋特⾊綜合
型⼤學」之定位。
3069 國⽴臺灣海洋⼤學 ⾷品科學系⽣物科技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Biotechnology Division)
⼤學部之教學以基礎養成教育與專業訓練為主，培育⾷品科學和⾷品⽣物科技的專業⼈才，課程以配合本校「具有海洋特⾊綜合
型⼤學」之定位。
3070 國⽴臺灣海洋⼤學 環境⽣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Biology and Fisheries Science
本系⾃⺠國 42 年創辦迄今，培育海洋漁業⾏政、經營⼈才已逾 2 千⼈。初名為臺灣省⽴海事專科學校三年制漁撈科，⺠國 53 年
改制為臺灣省⽴海洋學院漁業學系，⺠國62 年增設漁業研究所碩⼠班，⺠國 68 年升格為國⽴臺灣海洋學院漁業學系暨研究所，
⺠國76 年設⽴漁業研究所博⼠班，⺠國 78 年改制為國⽴臺灣海洋⼤學漁業學系暨研究所，⺠國82 年更名為漁業科學學系暨研究
所。⺠國 89 年增設碩⼠在職專班海洋環境與⽣物資源組，⺠國 91 年本系奉准更名為環境⽣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暨研究所，發展⽅
向以漁業科學為主體，並著重海洋環境⽣物與⽣態之系所。希望藉由⼆⼤領域之均衡發展，開創出保育與開發兼顧的海洋科技，
使海洋資源能在合理管理制度下永續利⽤。
3060 國⽴臺灣海洋⼤學 海洋⽣物科技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Marine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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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有實驗課程，須具備辨別顏⾊能⼒以正確判定實驗結果。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國⽴中正⼤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6
聯絡電話 886-5-2720411
傳真 886-5-2721481
地址 621301嘉義縣⺠雄鄉⼤學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學⼠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碩⼠班於修業三年期間、博⼠班於修業四年期間均可住宿學校宿舍。
⼀、本校學⼠班學⽣須於畢業前(建議在⼤三結束前)修完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請依各系規定修習。⼆、
本校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應修滿學系應修畢業學分並符合學校規定之畢業條件，⽅得畢業。三、依⼀般限制。
系所分則

3058 國⽴中正⼤學 運動競技學系 Dept. of Athletic Sports
本系是全國綜合⼤學中⾸創的運動競技學系，有別於國內其他體育專業學校，能提供⼀個更全⾯、更多元的教育環境。特⾊包
括：1.專業堅強的師資陣容、2.全國頂尖的學習環境、3.實務與理論並重的學術培養、4.多元及跨領域的修課選擇、5.保證申請修
讀教育學程的資格、6.創造與產業接軌的實習機會。
3056 國⽴中正⼤學 ⽣物醫學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本系之教學與研究特⾊是以⽣物醫學(Biomedical Sciences)為發展⽅向。教學上著重⽣物化學、分⼦⽣物學、與細胞⽣物學等
基礎領域之紮實訓練。配合後基因體時代之重要發展⽅向，開設有基因體學(genomics)、蛋⽩質體學(proteomics)、幹細胞學
(stem cell biology)等課程。研究上包含癌症⽣物學、基因治療、蛋⽩質結構和功能、發育⽣物學、病毒學、表基因體學、奈⽶
醫學、系統⽣物學等重點領域。
3057 國⽴中正⼤學 ⼼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系所特⾊、研究及發展重點：⼀、認知⼼理學涵蓋知覺、注意、記憶及語⾔、⼈因⼯程。⼆、⽣理⼼理學涵蓋睡眠、⾃主神經系
統、學習與記憶及渾沌理論之應⽤。三、發展⼼理學偏重認知與情意之互動、嬰幼兒發展、青少年發展、認知發展、全⼈發展及
諮商⼼理學。四、社會⼼理學涵蓋社會認知、⼈際關係、性格結構與發展、組織⾏為及⼯商⼼理學。五、計量⼼理學著重試題反
應理論與電腦化適性測驗。六、臨床⼼理學涵蓋健康⼼理學與睡眠醫學、臨床兒童、臨床神經⼼理學及⼀般精神醫學領域。

國⽴嘉義⼤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3
聯絡電話 886-5-2717296
傳真 886-5-2717297
地址 60004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cyu.edu.tw/oia
僑⽣新⽣保障住宿
⼀、本校實施服務學習制度，新⽣必須參加服務學習。 ⼆、本校有開設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及國⺠小學教育學程。 三、本
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住校。 四、政府單位,⺠間團體或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之同學，提供急難救助⾦、各類獎
助學⾦、⼯讀申請等協助措施。
系所分則

3349 國⽴嘉義⼤學 植物醫學系 Dept. of Plant Medicine
本系以培育優秀植物病蟲害診斷及植物醫學科技⼈才為⽬標，除研究基礎植物醫學課程外，以結合雲嘉南區各項作物、蔬菜花
卉、果樹及森林經濟產業特點，致⼒於培養學⽣⽥間植物疫病蟲害與營養診治的實務經驗、植物檢疫與疫情監控之研究，以及強
化安全使⽤農藥及⾮農藥資材防治疫病蟲草害之能⼒，達到植物健康管理與增進國⺠健康為⽬標。
就業⽅⾯可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及各項農業有關機構之特考。亦可進⼊⺠間農園藝、農業化學、⽣物技術等相關企業，亦可⾃
⾏創業經營農園藝作物病蟲害診斷、環境有害⽣物防治等相關產業或加⼊國外農企業經營或海外農技團任農業顧問。此外可進⼊
國內外植物醫學、昆蟲學、植物病理學研究所或農業化學相關研究所就讀。
3028 國⽴嘉義⼤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alth & Recreation
1.本系為因應國內體育學術及運動產業之發展，也培養具備體育運動學術基礎⼈才、運動管理能⼒⼈才等⽅⾯，以促進就業市場
之多元化，作為培養體育運動學術研究的先備⼈才之機構。
2.本學系具備術科課程，故不招收身⼼障礙⽣。
3031 國⽴嘉義⼤學 森林暨⾃然資源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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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竭誠歡迎對森林內的動植物充滿興趣，且同時想更進⼀步瞭解如何從事森林資源經營管理及未來有志投⼊林業建設及資源保
育的同學們，加⼊我們森林暨⾃然資源學系的⾏列。本系以森林經營、森林⽣物、植物分類與⽣態三個⽅向為研究發展重點，其
⽬標在培養森林經營與⾃然資源保育及管理之⾼等技術⼈才。強調以森林⽣態系經營為指導原則之永續法則，期使學⽣對森林資
源保育、⽣物多樣性、空間資訊科技與⽣物技術等原理與實務，均能融會貫通，發揮所學於實⽤。
3029 國⽴嘉義⼤學 農藝學系 Dept. of Agronomy
1.培育優質作物栽培管理和具專業素養之育種改良中堅⼈才，著重學理基礎與實務操作經驗，學⽣學成後能直接投⼊農業服務⼯
作，推廣新技術及參與試驗研究和作物改良。
2.無特殊限制。
3030 國⽴嘉義⼤學 園藝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發展領域:園藝學系領域包含果樹學、蔬菜學、花卉學、造園景觀、園產品處理和加⼯等為專業核⼼。基礎科學包括植物學、遺傳
學、園藝作物育種學、統計學、⽣物化學等相關課程。
3032 國⽴嘉義⼤學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Dept. of Wood Based Materials and Design
1.善⽤天然木材資源，在兼顧科技與環保的理念下，應⽤於家具設計與製造、造紙、養⽣保健、⽣活⽤品、室內裝修、景觀與園
藝及建築等室內外環境，著重木質材料的科學研究與產品設計製造，成為綠⾊科技⼈才。
2.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33 國⽴嘉義⼤學 動物科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動科系歷時悠久，對本校發展具有巨⼤貢獻， 是嘉義⼤學農學院最出⾊的系所之⼀。
3034 國⽴嘉義⼤學 獸醫學系 Dep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1.本系之理念為培育優秀的臨床獸醫師與獸醫科技⼈才，致⼒於獸醫基礎醫學、動物疫病之診治、疫情監控之研究，強化動物疫
病之防治能⼒，以增進動物及⼈類之福祉。研究重點以經濟動物及伴侶動物並重，並加強培育各動物類別之臨床獸醫師。
2.本系修業五年，⼤五時參與診療實習，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應慎重考慮。
3035 國⽴嘉義⼤學 ⽣物農業科技學系 Dept. of Bioagricultural Science
1.本系教學研究著重於整合分⼦⽣物、⽣物技術和農業科技等知識，發展農業⽣物科技。培養學⽣具⽣命和農業科學素養，深⼊
的分⼦⽣物學和⽣物技術知識，具有整合⽣物科技、作物科學、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和微⽣物等跨領域能⼒，應⽤⽣物技術於農
業之創意研究。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36 國⽴嘉義⼤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本系是⽬前國內國⽴⼤學校院中最先設有景觀專業之⼤學，配合本校原有的「農學⾃然資源經營」之背景，結合藝術、休閒、
⼟木與⽔資源、森林、園藝、農學及經營等系所，當可有效整合發揮資源與專業之功效，未來將朝向國內中南部地區景觀相關領
域之教學與研究中⼼發展。
2.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39 國⽴嘉義⼤學 ⾷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1.本系以培養兼具⾷品科學理論專業知識與實⽤技能之⼈才，以期為⾷品⼯業界提供專才。教學上設計了基礎學科（有機化學、
分析化學、⽣物化學、微⽣物學）、專業基礎課程（⾷品化學、⾷品微⽣物、營養學、⾷品⼯程、⾷品單元操作）、實⽤課程
（罐頭製造學、⾷品原料學、⾷品添加物、發酵學等均配合實驗或實習）。
2.本系並備有⾷品加⼯實習⼯廠及各型⾷品教學與研究之現代化儀器。
3.本系教學除傳統的⾷品加⼯與研究外，也強化在⾷品⽣技、健康⾷品、慢性病預防⾷品等新興項⽬之研究與開發。
3038 國⽴嘉義⼤學 ⽣化科技學系 Dept. of Bio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化科技學系的研究與課程領域涵蓋⽣物技術、⽣物化學、分⼦⽣物學、微⽣物學、神經科學、腫瘤⽣物學、蛋⽩質⼯程、藥
理學、組織⼯程、與藥物傳遞。積極爭取政府研究計畫，並與產業合作。
2.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37 國⽴嘉義⼤學 ⽔⽣⽣物科學系 Dept. of Aquatic Biosciences
⽔⽣⽣物科學系在兼顧⽔族⽣態環境與保育之原則下，進⾏教學、研究與實務技能之培育，期望學⽣成為⽔域⽣命科學及其相關
產業之全⽅位⼈才。
3041 國⽴嘉義⼤學 ⽣物資源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1.本系以引導學⽣明瞭地球上物種的多樣性及⽣態系統功能為始，進而探討⽣物資源的永續利⽤，且對已遭到威脅之物種研究其
保育及管理之⽅法。本系設有環境教育學程，培育環境教育⼈才。
2.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40 國⽴嘉義⼤學 微⽣物免疫與⽣物藥學系 Dept.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Biopharmaceuticals
1.本系的教學⽬標在培育微⽣物、免疫、⽣物醫學及⽣物藥學⽅⾯研究及產業發展所需之⼈才，故課程規劃以使學⽣具有堅實的
⽣物與化學基礎知識、微⽣物、免疫與細胞⽣物基礎研究及醫藥⽣技產品開發及⽣產之應⽤技術為主要⽬的。
2.所繳資料⼀律不退件，所提供之資料及作品如發現為他⼈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學資格。

國⽴中央⼤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15
聯絡電話 886-3-4227151轉57141
地址 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路300號
網址 http://www.ncu.edu.tw
教務處招⽣組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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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3-4223474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cu.edu.tw/index.php/tw/2013-03-21-10-17-02/2013-03-21-10-19-58.html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備註 ⼀、男⼥兼收。⼆、⼀年級僑⽣均可保障全額住校。三、⼤⼀新⽣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獎學⾦

系所分則
3079 國⽴中央⼤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1.本系以後基因體時代的⽣物科技為主，發展環境⽣物及⽣醫科技等領域，在國際知名期刊上發表了優秀的研究論⽂。 我們的使
命是教育學⽣和年輕科學家獨⽴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 除了必修課程，如通⽤⽣物學，⽣物化學，微⽣物學，細胞⽣物學，⽣理
學，遺傳學，分⼦⽣物學，⽣態學和有機化學，還有許多選修課和實驗課，涵蓋⽣命科學和⽣物技術⽅⾯的課程。
2.詳細之師資與課程資料，請上網查詢。本系網址：http://www.ncu.edu.tw/~ls。

國⽴東華⼤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08
聯絡電話 886-3-8905114
傳真 886-3-8900170
地址 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學路⼆段⼀號
網址 http://www.ndh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dhu.edu.tw/oversea-chinese-student/o-chinese-scholarship
保障境外⽣⽣在學期間住宿。
有關教學資源概況、課程、獎助學⾦及住宿等資訊，請參閱各系所、教務處、國際事務處及學⽣事務處網⾴。
系所分則

3063 國⽴東華⼤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本系成⽴於1997年，並於2012年遷⼊全新系館，擁有現代化的細胞⽣技研究設施，⼤學部課程提供細胞⽣技學程及⽣物產業學
程，以細胞⽣物學、分⼦⽣物學及⽣物化學為核⼼基礎，利⽤學程化群組相關課程，提供學⽣有系統地了解⽣命現象及現代⽣物
科技。⾼年級同學需修習專題研究，擇⼀學習本系教師研究領域，包含：幹細胞、癌症⽣物學、真菌學、病毒學、奈⽶醫學、分
⼦⽣理學、轉殖植物、藥學、⽣物資訊學等相關研究。歡迎對⽣命科學有興趣者報考。
3065 國⽴東華⼤學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D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1. 全中⽂授課，需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 歡迎喜愛⾃然、關懷環境的同學加⼊。以培養兼具科學與⼈⽂素養之⾃然資源暨環境研究與管理⼈才為⽬標。課程設計採模組
式的學程制，由基礎學程為學⽣奠⽴基礎的⽣態學與環境科學知識，由核⼼學程建⽴⾃然資源與環境研究上必要的⾃然與社會科
學概念，及統計與地理資訊的技術，由專業選修學程進⼀步為學⽣提供就業或深造進修的準備。

國⽴中⼭⼤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9
聯絡電話 886-7-5252000
傳真 886-7-5252920
地址 80424⾼雄市⿎⼭區蓮海路70號
網址 http://www.nsy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sysu.edu.tw/index.php
本校備有校內宿舍，學⽣提出申請，優先安排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西⼦灣畔，倚坐壽⼭，前瞻⾼雄港，以「海洋」教育與研究為發展特⾊，建校三⼗餘年來，已成為⼀所⼈
⽂與科技並重的精緻研究型⼤學，同時躋身全國重點研究型⼤學⾏列。近年來，本校成⻑茁壯，國際學術成果表現亮麗，
充分具備⼈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能量與競爭優勢，已成為國際知名⼀流⼤學。 國⽴中⼭⼤學以「讓⽣命在中⼭轉彎」為
宗旨，堅守⼈本關懷的教育價值，以追求學術卓越、促進社會流動為發展⽅向，訂定「培育具前瞻思維領導菁英，促進社
會流動」、「創造卓越學術價值，提升國際學術競合⼒」及「引領區域升級發展動能，創建社會與經濟福祉」三⼤⽬標。
未來，我們將秉持著這份信念與對社會的責任，使中⼭⼤學成為莘莘學⼦嚮往，優秀⼈才聚集，校友引以為傲的⼀流學
府，繼續在台灣締造更多輝煌成就，在不斷挑戰、蛻變、躍升之際，擔當起南台灣學術、⽂化、⼈才培育及產業發展的發
動機。
系所分則

3085 國⽴中⼭⼤學 ⽣物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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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研究領域主要涵蓋：⽣態多樣性與系統分類學、分⼦與細胞⽣物學。⽬標為兼顧基礎及應⽤⽣命科學的教學和研究⼯作，以
培養⽣物科學的研究及教學⼈才。
1. ⾼中宜修過⽣物及化學等⼆科基礎課程。
2. 部分必修實驗課程，需要正常辨⾊能⼒，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086 國⽴中⼭⼤學 海洋⽣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本系以海洋科學為主，並著重海洋⽣物科技的專業，希望能招收到對化學⽣物科學有興趣的學⽣；此外，辨⾊⼒異常者將不易辨
認海洋⽣物有關之形態或切⽚，且對於化學有關實驗反應現象之觀察亦將有困難，⼜海洋⽣態學實驗課程須⾄野外採集和觀察，
對於肢體機能障礙者將有所不便，故辨⾊⼒異常及肢體機能有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本系學⼠班課程以中⽂授課為主

國⽴屏東⼤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0
聯絡電話 886-8-766-3800
傳真 886-8-721-6520
地址 90003 屏東市⺠⽣路4-18號
網址 http://www.npt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無僑⽣專屬獎學⾦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修業年限四年。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可優先申請住校。 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
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nptu.edu.tw)。 四、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資源：特殊教育中
⼼、完善圖書設備、多媒體教室及各系專業教室等。 五、學校對於經濟困難學⽣，提供減免學雜費、獎學⾦等多項協助
措施。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3103 國⽴屏東⼤學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本系培養運動保健科學⼈才，休閒遊憩管理⼈才和運動教育⼈才
備註：
本系課程除了⼀般靜態之學科外，亦包含動態之課程(本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

國⽴陽明⼤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886-2-28267000 #2299(學⼠班),
2268(研究所)
地址 11221臺北市北投區⽴農街2段155號
網址 https://web.ym.edu.tw/bin/home.php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活事務暨僑⽣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ss.ym.edu.tw/files/11-1207-2243-1.php
新⽣保障住宿
各系均男⼥兼收。
學校代碼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21

聯絡電話

傳真 886-2-28250472

系所分則
3088 國⽴陽明⼤學 醫學系 Faculty of Medicine
1. ⾼中宜修過數學、化學及物理等三科基礎課程，否則學習將有困難。
2. 課程中包含多項「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語⾔及⽂字能⼒為重要學習要素。
3. ⼊學後由系主任及導師為同學辦理中⽂程度測試及⾯談，未通過者須另⾏取得「華語⽂能⼒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 流利級5級以上證書或其他同等測驗證明」後⽅能修習第三年課程。
4. 授課語⾔以中⽂為主，英⽂為輔。
5.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6. 本系⼊學新⽣，修業期限為6年(含臨床實習)，課程內容依原醫學系修業辦法之規定辦理。
3089 國⽴陽明⼤學 ⽛醫學系 Dept. of Dentistry
本系為修業6年的醫療相關學系，旨在培養⽛醫臨床、研究之專業⼈才；就學期間須進⾏⼤體解剖、使⽤顯微鏡、⾊彩辨識、許
多⽛科臨床精巧操作技術之實驗，臨床實習時之診斷、巡房、與病患及醫療團隊進⾏溝通，以建⽴良好的團隊合作及醫病關係；
因此各項感官、知覺及肢體操作動作需敏銳靈巧，常需久坐或久站，及具備口語表達、溝通協調能⼒、控管⾃身情緒及抗壓⼒
等，使能勝任。
3090 國⽴陽明⼤學 醫學⽣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i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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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宜修過化學及⽣物等⼆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本系整合基礎科學、臨床醫學、⽣物科技等跨領域知識，培育醫
療院所的檢驗專業⼈才，以及⽣物科技公司的研發⼈員。本系為醫學臨床相關科系，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需具有相
當之辨⾊能⼒以判定實驗結果，並且須具口語表達、⼈際互動協調溝通能⼒，靈活運⽤肢體操作儀器、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
之抗壓能⼒。本系修業4年。
3091 國⽴陽明⼤學 ⽣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素養。因課程學習需要，學⽣於就學
期間須使⽤顯微鏡、⾊彩判定、⼤體解剖、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各項感官皆須較為敏銳；因此，必需具有
相當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久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
管⾃身情緒、具有相當之抗壓能⼒；學⽣畢業後將進⼊醫院協助治療及照顧病患。
3092 國⽴陽明⼤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本學系為六年制課程之醫療相關學系，培養兼具物理治療及輔助科技應⽤之醫學及⼯程跨領域臨床專業⼈才。於就學期間須使⽤
顯微鏡、⾊彩判定、症狀判定、⼤體解剖、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等學習，故需具備敏銳之視覺與聽覺、口語表達與⼈際互動、
情緒控管與抗壓性等。
3093 國⽴陽明⼤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課程中包含多項「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語⾔及⽂字能⼒為重要學習要素，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
溝通能⼒；臨床⼯作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本系修業4年。
3378 國⽴陽明⼤學 ⽣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Dept. of Life Sciences
⾼中宜修過數學、化學、英⽂及物理等四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實驗課程極為重要，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與結
果判定之需要，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本系強調⽣醫科學領域的⼈才培養，課程內容涵蓋整合性基礎科學、資訊能⼒培養及⽣物醫學專業領域，並⿎勵跨領域、雙主修
的學習。本系修業4年。
3298 國⽴陽明⼤學 藥學系 Doctor of Pharmacy
1. ⾼中宜修過數學、⽣物、化學及物理等四科基礎課程，以免學習有困難。
2. 本系課程含有許多化學與藥學相關實驗課，基於考量實驗操作之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需具備⾃我安全防護與獨⽴操
作及判讀實驗之能⼒ (如使⽤化學藥品，顯微鏡、⾊彩判定等)，此外學⽣也需具備團隊合作與溝通之能⼒。
3. 授課語⾔以中⽂為主，英⽂為輔。
4. 本系⼊學新⽣，修業期限為6年(含臨床實習)，課程內容依藥學系修業辦法之規定辦理。

臺北市⽴⼤學 University of Taipei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0
聯絡電話 02-2871-8288 EXT 7505
傳真 02-28752726
地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博愛校區）11153臺北市⼠林區忠誠路2段101號（天⺟校區）
網址 http://www.utaipei.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保障僑⽣住宿 博愛校區：每學期5,500元（含住宿費4,500元、網路費1,000元）。 天⺟校區：4⼈房每⼈每學期10,000元
（含住宿費9,000元、網路費1,000元）、6⼈房每⼈每學期8,500元（含住宿費7,500元、網路費1,000元）。
臺北市⽴⼤學在臺北市政府的政策指導下於2013年正式進⾏整併，⽬標朝國際⼀流城市⼤學邁進。臺北市⽴⼤學⽬前的
學系、研究所與學院包含了⼈⽂藝術、教育、科學、公共⾏政、體育等領域。在我們過去的培養下，已有許多校友在所屬
的領域成為專業領袖，在社會貢獻所⻑。最近五年內全校教授的學術研究快速發展，著作廣泛受到其他國際學者引⽤已達
數千次，對拓展⼈類的尖端知識範疇展現實質貢獻，逐漸奠定我們邁向國際⼀流⼤學的基礎。臺北市⽴⼤學位於極具活⼒
的國際城市臺北，⽬前校園包括位於市中⼼的博愛校區與天⺟校區。誠摯邀請您參觀我們的校園與設施，參與我們的學術
活動並加⼊成為我們的⼀份⼦。
系所分則

3240 臺北市⽴⼤學 ⼼理與諮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理與諮商學系提供學⽣完整的諮商輔導與教育⼼理課程，專精於兒童、青少年的問題處理，並著重個體在⽣理、⼼理、社會三
層⾯的整體健全發展。本系在務實中求精進，共創產學師⽣多贏局⾯，學⽣不僅能學到最紮實的輔導實務與最實⽤教育⼼理觀
念，更可以追求進階的⼼理治療知能與學術研究發展。
⼤學部教育⽬標：
1.培育⼼理諮商⼈才。
2.培育教育⼼理⼈才。
3.培育⼼理及教育領域所需之學術研究⼈才。
3104 臺北市⽴⼤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本校於⺠國九⼗⼆年成⽴體育研究所碩⼠班，於⺠國九⼗四年設⽴體育學系，⺠國九⼗五年系所合⼀，規劃運動管理與休閒、運
動教練與指導、體育教學、體育⾏政等專⻑領域。主要為培育學⽣對運動教育與體育教學之研究能⼒，及培養從事體育研究的專
業⼈才為⽬標。課程設計則以學群為單位，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注重學術整合，以期培育學⽣具有現代化的體育研究理念。
本系師資陣容相當卓越，⽬前有11位專任教師，各有所⻑且與學⽣相處融洽；以職級而分，其中包括4位教授、3位副教授、2位
助理教授、2位講師。教師皆學有專精、具教學熱誠，且專注於學術研究，今後將朝向博⼠班的⽅向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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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 臺北市⽴⼤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Sport Management
⺠國87年整併運動管理學系與休閒運動學系為⽬前的休閒運動管理學系，⺠國93年增設休閒運動管理學系碩⼠班，⺠國96年復增
設碩⼠在職專班。本系成⽴之宗旨，除了培養學校、社會體育及學術⽅⾯的專業⼈才外，積極負培育國家運動績優⼈才。⽬前本
系培養的運動專⻑項⽬，包括撞球、溜冰(競速溜冰、花式溜冰)、法式滾球、運動舞蹈（國標舞）、⾃由⾞等五⼤類6種運動項
⽬。未來朝向加強產官學合作及國際交流，定期舉辦活動研習坊、學術研討會以及專業講座暨論壇等，充分整合校內外與校友資
源，俾培育更具多元專業⼒與競爭⼒的⼈才。
3118 臺北市⽴⼤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s
本系成⽴於⺠國92年，⼈才培育三⼤⽬標為培養運動健身指導⼈才、運動傷害防護專業⼈才及運動健康科學研發⼈才，⽬的在培
育優秀健身指導教練與運動傷害防護專才，提升運動員及各族群身體健康與⽣活品質，維護國家級選⼿與熱愛運動⼈口之運動安
全。因應⾼齡化社會之來臨，對年⻑者健康維護與加強其獨⽴⾃主⽣活能⼒，培育推廣⾼齡者適當運動健康⾼階⼈才，藉著運動
模式協助年⻑者增進健康與維護⽣活品質則為運動健康科學系宗旨。

國⽴⾼雄⼤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2
聯絡電話 886-7-5919000#8240~8243
傳真 886-7-5919111
地址 81148⾼雄市楠梓區⾼雄⼤學路700號
網址 https://www.nuk.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
⼀、本校位於⾼雄市楠梓區，提供多項新穎教學設施，除各類運動場地與設施外，尚有親⽔⽣態公園、棒壘球場、游泳
池、SPA及健身房、健步及⾃⾏⾞專⽤⾞道等休閒設施，並設置國際會議廳與⼤型演講廳。⼆、⾼雄國際機場每週均有固
定⾶機航班往返港、澳及東南亞各⼤都市，⽅便同學返家。三、安排「導師時間」固定指導學⽣。海外學⽣若有任何疑
問，歡迎與本校僑⽣與外籍⽣輔導組聯繫，TEL：886-7-5919065。四、備有男⼥學⽣宿舍，獎學⾦、⼯讀機會多、社團
活動活潑化。五、開設院際、系際學程，建⽴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多元之通識課程，以提供學⽣學習之需求。
六、本校學⽣，於畢業前應通過本校所訂或各學系⾃訂之英⽂能⼒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標準及應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
⼒資格檢定，成績須達60分(含以上)。七、學⽣每學期所繳學雜費與其他各項費⽤、學⽣因學業成績因素退學規定及其它
未盡事宜，詳⾒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
系所分則

3359 國⽴⾼雄⼤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本系的教學及研究領域包括：(1)動物科技：⽔產養殖、⿂類學、⽣殖⽣理學、動物疫苗、電腦模擬及藥物設計、⽣態學、⽣
物多樣性。(2)植物暨微⽣物科技：蘭花及藥⽤植物⽣物科技、植物逆境⽣理、植物病理學、天然物研究、酵素學及抗菌活性物質
開發。(3)跨領域⽣物科技學程。（⼆）辨⾊⼒異常影響實驗觀察者，或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慎選本系。(三)其他未
盡事宜均依⼀般限制規定辦理。

國⽴臺南⼤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18
聯絡電話 886-6-2133111
傳真 886-6-2149605
地址 70005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網址 http://www.nutn.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企劃組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備有男⼥⽣宿舍，相關規定請參閱http://www2.nutn.edu.tw/gac320/2016site/dorms.html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約5000~7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
交誼廳、⾃修室、⾃助餐廳、書局、⽇常⽣活供應俱全，近⽕⾞站⽣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均可依規定參加教
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
系所分則

3083 國⽴臺南⼤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本系宗旨為培養體育師資、運動選⼿、教練與裁判⼈才、運動產業經營管理⼈才、體育⾏政⼈才、體育運動研究⼈才。
3084 國⽴臺南⼤學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本系以臺南地區⽣物產業技術發展應⽤為藍本，採⽣物科技研究與教學實務並重，並積極結合校內相關系所之研究基礎與特⾊，
加強學⽣有關環境、農漁業、微⽣物及醫業科技之訓練與學習。
3360 國⽴臺南⼤學 ⽣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營造具實⽤性的學習環境，並訓練出兼具專業性與能夠解決⽣態問題的⼈才，從事⾃然保育、環境保護、環
境教育、⽣態旅遊、⽣態調查等相關產業，以及研究發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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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東⼤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0
聯絡電話 886-89-517873
傳真 886-89-517529
地址 95092臺東縣臺東市⼤學路⼆段369號
網址 http://www.nttu.edu.tw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d.nttu.edu.tw/p/404-1007-84179.php?Lang=zh-tw
僑⽣及港澳⽣保證住宿
修業期限：4⾄6年，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及學⽣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https://www.nttu.edu.tw/)。
系所分則

3087 國⽴臺東⼤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Bachelor of Science
⽣命科學系分為⽣態資源領域、有機農業⽣物技術領域、中草藥功能性研究領域。⽣態資源產業領域的內容包含⽣態資源的調查
研究、⽣態復育及永續利⽤、原住⺠採集狩獵與粗耕⽂化產業、⽣態社區營造、環境教育與⽣態旅遊等。有機農物⽣物技術領域
中將賦予學⽣具有植物基因轉殖技術、⾷品⽣物技術、有機農業開發技術、保健⾷品應⽤與微⽣物發酵技術等能⼒。中草藥功能
性研究領域以開發傳統及藥⽤植物做為保健產品，該領域將讓同學們充分學習藥⽤植物功能性成分之分離純化技術、細胞⽣物
學、蛋⽩質體學與實驗動物操作技術等。

國⽴宜蘭⼤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14
聯絡電話 886-3-9317073
傳真 886-3-9320992
地址 26047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ni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2.niu.edu.tw/files/13-1014-9573.php
新⽣能保證⼊住(須提出申請) 請參閱 http://niuosa.niu.edu.tw/ezfiles/4/1004/img/103/156893477.pdf 或
宿舍
http://isa.niu.edu.tw/article/detail/sn/17/webSN/21（點選中⽂版⾴⾯）
⼀、本校是⼀所綜合型⼤學，設有⽣物資源學院、⼯學院、⼈⽂及管理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所有系所全數通過評鑑，⼯
學院、電機資訊學院各系所均通過中華⼯程教育學會(IEET)國際認證(EAC)，畢業⽣可持本校學歷於華盛頓協定
(Washington Accord, WA)會員國(如美、加、英、澳、紐、⽇、韓、香港、新加坡、⾺來西亞等)參加亞太⼯程技師考
試，具有國際競爭⼒。 ⼆、四個學院除開設⽣物技術與保健、綠⾊科技及休閒產業等跨領域特⾊學程外，另搭配研發技
備註
術垂直整合計畫培育跨領域⼈才，同時輔以紮實的語⾔教學及豐富的專題實作訓練，在宜蘭⼤學您可透過理論與實務並重
的課程，學習到豐富的知識與技能。 三、學⽣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學分外，尚需通過英⽂、體適能及多元學習
能⼒基本要求，⽅得畢業，詳情請⾒http://www.niu.edu.tw/acade/register/freshmen/index.html。 四、本校教學
特⾊、教學資源概況、收費標準等其他資訊，歡迎⾄本校網⾴http://www.niu.edu.tw查詢。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075 國⽴宜蘭⼤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3076 國⽴宜蘭⼤學 ⽣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Animal Science
⼀、本系有許多操作與實習課程，需具有良好的視覺、聽覺及活動能⼒。
⼆、本系規劃三⼤領域：
1. ⽣物技術學程。
2. 動物科技學程。
3. 保健產品學程。
三、本系重視實驗室訓練，三年級開始必須進⼊教授研究室接受專業訓練。
3077 國⽴宜蘭⼤學 森林暨⾃然資源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本系注重森林與⾃然資源保育、⽣態系經營及資源在⽣活上的應⽤，給予學⽣完整之⾃然資源經營與⽣活環境⽣態化的充實學
養。
3078 國⽴宜蘭⼤學 園藝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爲佳。

國⽴⾦⾨⼤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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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80
聯絡電話 886-82-313734
傳真 886-82-313733
地址 89250⾦⾨縣⾦寧鄉⼤學路1號
網址 http://www.nq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nqu.edu.tw/orgstudent/index.php?
code=list&flag=detail&ids=2647&article_id=34259
宿舍 住宿空間男、⼥均為四⼈房。僑⽣在學期間全期保障住宿，亦有費⽤減免優惠可供申請。
⾦⾨位處台灣與中國⼤陸中介，向為兩岸交流往來的重要橋樑，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僑鄉，閩南⽂化的基因庫，也是申請
世界⽂化遺產的重要節點。本校定位為小而精、小而優、小而美之精緻型⼤學，同時結合地⽅產業發展特⾊，善盡⽂化遺
產保存與發揚的責任。⾯對新世紀的兩岸競合與全球化的衝擊挑戰，⾦⾨⼤學將是學術、⽂化與教育交流的關鍵與核⼼。
備註
本校優先對僑⽣分配住宿，並提供住宿費減免、僑⽣獎學⾦等獎助措施，另外，⾦⾨縣政府每年提供「就學津貼」、「交
通圖書券」等補助，並對祖籍⾦⾨之僑⽣，提供學雜費補助等優惠。歡迎僑⽣與來⾃港澳地區的學⽣投⼊⾦⾨⼤學這個⼤
家庭。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364 國⽴⾦⾨⼤學 護理學系 Nursing
本系為因應全世界護理⼈⼒需求，及回應⾦⾨地區⺠眾的醫療需求，教育理念為「專業、關懷、同理、樂群、堅忍」，除堅實的
課室學習與臨床實習外，並藉由與在地、⼤陸及美國醫院與健康照護機構的合作與學術交流，以培育具備護理照護技能、基礎⽣
物醫學科學、關愛、溝通與合作、批判性與創造性思考能⼒、倫理素養、堅忍與克盡職責及終身學習等專業核⼼素養的專業護理
⼈才，進而提升服務對象的健康。
本學系招收關懷⼈群健康，對服務⼈群健康有興趣者，課程包含教室教學、實驗、醫院/社區實習，畢業後擔任護理專業⼯作，故
有視覺（辨⾊⼒異常）、語⾔、聽覺、⾏動、精神障礙者，對執⾏⼯作業務會有困難，不宜申請。

國防醫學院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2
聯絡電話 886-2-87926692
傳真 886-2-87924811
地址 114臺北市內湖區⺠權東路六段161號
網址 https://www.ndmctsgh.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員⽣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ndmc.ndmctsgh.edu.tw/unit/100025/32
⼤學部全體學⽣均須住校。
⼀、僑⽣暨港澳⽣就讀本學院之⼊學資格、報考⽅式，依國防部核定之「國防醫學院⼤學部僑⽣暨港澳⽣⼊學規定」辦
理。 ⼆、僑⽣係指經僑務委員會依「僑⽣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審查核定為僑⽣身份者，港澳⽣係依據「香港澳⾨居⺠
來臺就學辦法」之定義，不得有⼤陸地區學⽣⼊學就讀。 三、報考本學院之僑⽣暨港澳⽣要求思想純正、品德良好，且
體格檢查須符合海外聯合招⽣委員會招⽣簡章所定標準。 四、經合格錄取之僑⽣暨港澳⽣，應依本學院公告或通知期限
內報到⼊學，逾期取消⼊學資格。 五、配合教育需要，僑⽣暨港澳⽣應⾃⾏具備基礎中⽂溝通能⼒。 六、本學院醫學
系、⽛醫學系及藥學系修業6年，護理學系及公共衛⽣學系修業4年。 七、僑⽣就讀本學院，須按軍事學校教育需要接受
管理，其教育訓練及新⽣⼊伍訓練均與本學院其他學⽣相同，未完成新⽣⼊伍訓練者，將取消⼊學資格。 ⼋、⼊學新⽣
於報到後，應併同本地⽣在校接受新⽣調適教育，並赴陸軍官校參加聯合⼊伍訓練。 九、如有視⼒、語⾔、聽⼒、⾏
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異常等，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操作或臨床實習時有困難，或無法參與醫療⼯作者，可能
影響修習學分、臨床實習資格或證照考試資格之取得，選填本學院科系時宜慎重考慮。 ⼗、錄取新⽣於來校報到前，應
於僑居地完成健康檢查（效期須為3個⽉內），並攜帶經我國外交部駐外館處證明之「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表」，無
法提供者將於來校報到之後，由本學院統⼀辦理體檢事宜。 ⼗⼀、請錄取新⽣提早來臺辦理體檢及居留證，以利新⽣報
到時繳交相關資料；如提早來臺有住宿⽅⾯需求，請逕向本學院聯繫。 ⼗⼆、有關新⽣報到之確切時間，依本學院「招
⽣專區」網⾴公告為準(https://wwwndmc.ndmctsgh.edu.tw/unit/100143/1861)。
系所分則

3095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6年。
3096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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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6年。
3097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6年。
3099 國防醫學院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4年。
3098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學系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年齡：17歲⾄25歲（⾃1996年1⽉1⽇以後⾄2004年12⽉31⽇以前出⽣者）。
⼆、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有重⼤不良紀錄者。
三、男性身⾼：160⾄19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31。
四、⼥性身⾼：155⾄185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17⾄26。
五、身體質量指數(BMI)計算公式：體重（公⽄）除以身⾼（公尺）平⽅，例：體重80公⽄、身⾼170公分，BMI為「80 /
(1.7)^2 = 27.68」。
六、年齡、身⾼及身體質量指數不符規定者，請勿報考本學院，錄取⽣於⼊學報到後發覺者，⼀律撤銷錄取資格。
七、本系修業4年。

國⽴彰化師範⼤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3
聯絡電話 886-4-7232105
傳真 886-4-7211154
地址 50007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網址 http://www.ncue.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及教學資源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ca.ncue.edu.tw/?locale=zh
新⽣保障住宿，舊⽣在學期間優先登記分配住宿，詳情逕洽本校。
⼀、 本校設有中等教育及特殊教育學程，學⼠班僑⽣及港澳⽣可透過以下⽅案修習相關課程： (⼀) ⽅案⼀：於每學期開
學前依本校公告期間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完成登記申請並修畢相關學分之學⽣，本校將開⽴修課學分證明書以供返回
僑居地或原籍地使⽤。 (⼆) ⽅案⼆：本校14個師資培育學系僑⽣及港澳⽣，得於⼤⼀下學期提出外加師資⽣資格申請，
經師資培育中⼼專案報請教育部核定通過，並修畢所有應修學分者，本校將開⽴修畢證明書；後續有關本國教師資格取得
之程序及權利與義務，則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加⼊海聯會辦理之『緬甸華校⾼中畢業⽣來臺就
讀⼤學校院學⼠師資培育專案』，積極參與培育海外師資⼈才，並提供緬甸學⼦第⼀年免學雜費及住宿費之優惠。有關教
師資格之取得及權利與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三、本校戮⼒推動國際化，姊妹校涵蓋世界各地，
與世界名校簽屬雙聯學制，提供更多出國交換、實⾒習與獲取國外學位的機會，培養學⽣國際視野，詳洽國際處，網址：
http://oica.ncue.edu.tw/。 四、本校分進德、寶⼭⼆校區，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學院、管理學院學⽣以在寶⼭校
區上課為原則。

系所分則
3100 國⽴彰化師範⼤學 ⽣物學系 Dept. of Biology
⽣物學系以培育⽣物科學專業⼈才、中學⽣物類科之優秀師資及⽣物教育及其研究⼈才為教育⽬標。學⽣畢業後擔任國中或⾼中
⽣物教師、⽣物產業研發、⽣物技術研發等相關⼯作，系所有16位教師，學習環境佳。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
⼒異常者，本系實驗課程學習需要具備辨⾊和獨⽴完成實驗的能⼒。
3101 國⽴彰化師範⼤學 運動學系 Dept.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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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兼具學科與術科能⼒之體育師資。
⼆、培育具外語與多元專業能⼒之運動產業與研究⼈才。
三、提供適性學習發展機會，養成具職場熱忱之專業⼈才。
四、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

國⽴⾼雄師範⼤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7
聯絡電話 886-7-7172930
傳真 886-7-7263332
地址 和平校區：80201⾼雄市苓雅區和平⼀路116號 燕巢校區：82444⾼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
網址 http://www.nk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學⽣事務暨國際開發組
無僑⽣專屬獎學⾦
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國⽂、英語、地理、教育、特教、美術、⾳樂、數學（數學組）、化學、物理、⽣物、⼯教(科技教
育與訓練組)及體育等13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數學（應數組）、事經、視設、⼯教（能源與冷凍空調組）、電機⼯程、
⼯設、軟⼯、電⼦等8系組為⾮師資培育學系所;僑⽣⼊學後可依本校師資培育⽣甄選及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辦法及各學系所
訂相關辦法，或經由師資培育中⼼考試修讀教育學程。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僑⽣未取得本國國⺠身分證，不得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四、住宿申請請依本校學⽣宿舍核配作業規定
辦理。五、本校實施「英語能⼒檢定」之畢業⾨檻，學⼠班學⽣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語能⼒檢定」能⼒檢定
必須達到學校規定，⽅得畢業。六、本學年度錄取⽂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錄取
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新⽣上課地點：在本校燕巢校區。七、本說明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3106 國⽴⾼雄師範⼤學 ⽣物科技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物系之必修實驗課程，因
辨⾊⼒異常者，對於有⾊彩變化之實驗分析難以觀察且有危險性，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3105 國⽴⾼雄師範⼤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本系須修習運動術科，有肢體障礙、聽覺障礙、視覺障礙或變⾊異常者、精神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國⽴臺中教育⼤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26
聯絡電話 886-4-22183456
傳真 886-4-22181023
地址 40306臺中市西區⺠⽣路140號
網址 http://www.ntcu.edu.tw/newweb/index.htm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rd.ntcu.edu.tw/OCstudents/file.php
新⽣優先安排住宿
⼀、男⼥兼收。⼆、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申請住校。三、本校僑⽣係屬⼤學部⾃費⽣。四、本校學⽣須通
過各學系規定之外語能⼒畢業標準⽅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升其能⼒，以符標準。五、清寒僑⽣就讀本
校符合學業成績及格、操⾏成績80分以上，並檢具清寒證明，資格經審核通過者，得以申請免費住宿或獎助學⾦(名額以
全校僑⽣總數百分之三⼗原則)。六、幼教系、特教系及教育系僑⽣若欲修習教育學程，需以外加名額⽅式報部核准後，
才得以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七、語教、區社、數教、科教、美術、⾳樂、體育、臺語、英語及諮⼼系10個系僑⽣可
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僑⽣修畢教程並參加半年全時實習後，如未具中華⺠國身分證，仍不得
參加中華⺠國教師證考試。
系所分則

3355 國⽴臺中教育⼤學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學部每年級招收⼀班，學⽣專⻑特⾊多元，有擅⻑各式各樣運動專⻑的學⽣（如激流、網球、巧固球、籃球、排球、⽻球、桌
球、⼿球、游泳、⽥徑、⽔上芭蕾、扯鈴、舞⿓舞獅、⾃由⾞……等 ），亦有以⾮運動專⻑個⼈申請⼊學而學科特優質的學⽣。
本系這些招⽣措施⽬的在營造相互學習、彼此帶動的教育環境。碩⼠班課程分「運動科學」及「運動⼈⽂社會」⼆組，教育⽬標
在培育運動科學及運動⼈⽂社會學術研究⼈才。在職進修專班的設⽴⽬的在提供業餘更多進修的機會，充實其體育專業學術。除
此，本系亦訂有「⼀貫修讀學、碩⼠學位」辦法，提供⼤學部優質學⽣直攻碩⼠學位。
本系為培育體育師資學系，有各項體育技能訓練課程，並有⼤量劇烈體能活動 。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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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30
聯絡電話 886-4-22213108
傳真 886-4-22250758
地址 40404臺中市北區雙⼗路⼀段16號
網址 http://www.ntupes.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tudent.ntupes.edu.tw/index.php?
code=list&flag=detail&ids=1297&article_id=18059
每學期住宿費⽤新台幣：6,000元。宿舍資訊請參閱網址:
宿舍
http://guidance.camel.ntupes.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38
備註 ⼀、本校備有男、⼥⽣宿舍優先提供僑⽣住宿。 ⼆、學系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s://www.ntupes.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108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體育學系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學系肩負學校體育教師、體育⾏政專業⼈員培育的傳統使命，為了因應時代變遷和社會職場需求的多元化，本系增加⾼齡運
動、幼兒體育、健身運動指導等領域為選修課程。此外，本系開設肢體與口說表演藝術、視覺媒體製作等課程，旨在厚植學⽣結
合體育與美學的素養具備渲染能⼒，俾使思想的傳遞更有效率。另⾯臨⼤數據決策與⼈⼯智慧市場的興起，本系開設運動⼤數據
學程，通過親⾃動⼿做充實數位科技、資訊邏輯的知能。亦可在精彩的⼤學四年課程學習後選擇攻讀碩⼠、博⼠學位或就業，成
為未來運動專業場域的尖兵。
3361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技擊運動學系 , Depentment of combat sport
⼀、對體育及運動(⾓⼒、射箭、跆拳道、柔道、拳擊、擊劍、空⼿道)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 ⼆、具有⾓⼒、射箭、跆拳道、柔
道、拳擊、擊劍、空⼿道等七項專項運動之⼀⽐賽經驗且達運動技能⽔準者。 三、除配合本校⼀般專⻑課程外，並能接受課餘時
間之專項運動訓練，如晨間訓練、夜間訓練及假⽇訓練等。
3109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 Department of Exercise Health Science
⼀．對體育及運動健康科學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 ⼆．多元化、國際化及理論與實務兼備，是本系師資的最⼤特⾊。本系教師橫
跨運動⽣理、運動⼼理、運動防護、運動營養及運動健康促進等多項領域，同時具備有專業研究教師與運動術科專⻑教師，進而
發展出理論與實務兼備的教學特⾊。 三．教育⽬標為：1.培養健康促進領導⼈才2.培養運動防護⼈才3.培養運動健康科學研究⼈
才

國⽴體育⼤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2
聯絡電話 886-3-3283201
傳真 886-3-3971897
地址 33301桃園市⿔⼭區⽂化⼀路250號
網址 http://www.nts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無
本校原名為國⽴體育學院於⺠國七⼗五年九⽉籌備處正式成⽴，並於七⼗六學年度開始招⽣，⼜於九⼗⼋年七⽉三⼗⼀⽇
改名國⽴體育⼤學。⼤學部有運動技術三系：陸上、球類及技擊運動技術學系;⼀般學系：體育推廣學系、運動保健學
系、休閒產業經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4個學系;碩⼠班:體育研究所、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運動科學研究所、國際
體育事務研究所、運動保健學系、體育推廣學系、休閒產業經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8個系所;博⼠班為:體育研究所、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系所分則

3121 國⽴體育⼤學 運動保健學系 Dept. of Athletic Training and Health
本系結合運動科學與保健醫學理念，培養運動保健專業⼈才。經由⼤學基礎教育與專業實習之後，學⽣具備維護運動員及⼀般⼤
眾之健康與運動安全之相關知識與技能。
本系分為運動防護及運動健康促進兩⼤領域，課程架構為「訓練課程-專業考證-產業結合」，希望對於運動防護、健身運動指
導、肌⼒與體能訓練、⾼齡者運動健康促進指導及傳統整復推拿等有興趣的同學加⼊本系⾏列。
3122 國⽴體育⼤學 適應體育學系 Dept. of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本系之設⽴⽬標，係在培育身⼼障礙者及特殊族群之適應體育專業指導與運動照護⼈才；因此，修讀本系課程之學⽣，除需具備
相當的運動基本能⼒之外，尚需具備上述對象之服務熱誠。

天主教輔仁⼤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5
聯絡電話 +886-2-29053074
地址 24206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學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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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2-29049088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fj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現有12個學院、51個學系，是⼀所基礎學科與應⽤學科並重的綜合⼤學，提供豐富多元的課程，學⽣可⾃由選
讀輔系與雙主修，重視身⼼靈整合的全⼈教育，且為世界天主教⼤學聯盟之成員，在國際上著有聲譽。 ⼆、本校重視教
學創新與師⽣互動，連續多年獲得教育部獎助教學卓越計畫之肯定。 三、本校僑⽣優先提供四年住宿，寢室除提供應有
備註
設備外，另附設專⽤電話、24小時宿舍網路等。宿舍附近均有餐廳、超商等，⽣活機能⽅便。 四、校內、外獎助學⾦資
訊,請上網（http://life.dsa.fju.edu.tw/scholarship.html）查詢。 五、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歷資格⼊學
⼤學學⼠班者，應增加其應修習之畢業學分數。增加之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各學系訂定之。
系所分則
3153 天主教輔仁⼤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課程學習過程及畢業後臨床⼯作，需具有適當之視覺、聽覺、口語表達溝通、情緒管理及肢體活動能⼒。
（⼆）三、四年級課程是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 PBL）」為主要教學⽅式，中英⽂及⽂字能⼒為
重要要素。
（三）⼊學新⽣修業規則，請⾒本系網站公佈。
（四）本系修業六年。
3154 天主教輔仁⼤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實習課程需在醫院從事醫護⼯作，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須具備護理知能、相當之視覺、聽覺、口語表達及肢體迅速
反應與移動能⼒，能控管⾃身情緒與相當之抗壓能⼒。
（⼆）各國護理專業認證模式不同，報考時宜慎重考慮。
3155 天主教輔仁⼤學 公共衛⽣學系 Dept. of Public Health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英⽂⾃傳。
3.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料(如獲獎紀錄) 。
3156 天主教輔仁⼤學 臨床⼼理學系 Dep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中⽂須聽說讀流利。
※⼤部分課程以中⽂授課，申請者須具備良好中⽂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英⽂⾃傳。
3.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如、獲獎紀錄等）。
3157 天主教輔仁⼤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
（⼆）應具備中⽂聽、說、讀、寫之基本能⼒。
（三）本系修業四年（第四年實習）。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英⽂⾃傳。
3.華語⽂能⼒測驗進階級以上之證書或其他相當之華語能⼒證明 （中⽂語系國家學⽣或在中⽂語系國家獲得前⼀學位之申請者免
繳）。
4.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如獲獎紀錄等）。
3158 天主教輔仁⼤學 呼吸治療學系 Dept. of Respiratory Therapy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
（⼆）本系特⾊：具有充⾜之呼吸治療儀器等設備及實驗室，不僅著重於呼吸治療專業課程之教授，更重視專業臨床實務之實習
課程訓練，使專業知識能與臨床實務整合，以提升學⽣專業與技術之養成。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中英⽂⾃傳。
3.其他可供證明之相關資料（如獲獎紀錄等）。
3159 天主教輔仁⼤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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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累積豐富的「教學與研究」及「產學合作」經驗，課程涵蓋基礎及各專業領域，提供⽣命科學全⽅位的課程學習(含⽣
態演化、⽣質能源、基因⼯程技術、細胞及組織⼯程技術、⽣物資訊、神經科學、及免疫中草藥)，並有⽣技產業實習，為你奠定
良好的⽣科專業知識及實驗基礎。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辨別顏⾊的能⼒。
申請本系需繳交書⾯審查資料：
1.⾼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含全校名次及百分⽐對照表)正本1份。
2.⾃傳1份。
3.讀書與研究計畫書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件。
3160 天主教輔仁⼤學 ⾷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研究發展⽅向著重新產品/新加⼯技術、安全/檢測系統及⽣技/保健⾷品等三⼤類。因應新科技發展、傳統產業轉型及社會
需求，持續開發新學程及新技術，培育⾷品專業優秀⼈才；每年教師研究計畫發表居全校之冠。
3161 天主教輔仁⼤學 營養科學系 Dept. of Nutritional Science
(⼀)本系研究發展⽅向及重點為營養保健與慢性病預防、健康⽼化及⻑期照護、健康體位管理。著重於營養素及⾷品特殊⽣理機
能性、致慢性病因⼦及其致病機制之探討，營養保健、醫院或居家⻑期病患之營養⽀持的改善。此外，因應新科技之發展，傳統
產業的轉型及社會之需要，除了營養師養成教育之外，繼續開發新學程，如：⽼⼈學學程、營養與運動健康促進學分學程。
(⼆)申請⼈應具有正常的聽⼒、視⼒、顏⾊辨別⼒、四肢活動能⼒、口頭表達、溝通和協調能⼒、良好的情緒管理和抗壓⼒能
⼒。
Applicants should have normal hearing, vision, color discrimination, arm and leg movements, oral expressio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skills, good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stress resistance.

中國⽂化⼤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36
聯絡電話 886-2-28610511 #11309
傳真 886-2-2861-8701
地址 11114台北市⼠林區華岡路55號
網址 http://www.pc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ma.pccu.edu.tw/ezfiles/249/1249/attach/78/pta_51142_3107277_20241.pdf
境外新⽣前兩年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榮獲2020《遠⾒》雜誌⽂法商⼤學全國排名第9名、2020《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學全國排名第9名、
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評⽐觀光休閒類全國排名第2名、雇主最滿意⼤學遊憩與運動學群排⾏榜全國排名4
名。 ⼀、本校獲教育部獎勵⼤學教學卓越計畫與⾼教深耕計畫、教育部補助⼤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教育部頒發服
務學習⽰範計畫優等獎學校。⼆、本校設有獎勵優秀學⽣及清寒學⽣之獎助學⾦相關辦法，請點選本校網站 -> 公告系統
->獎助學⾦查閱。三、本校備有男⼥⽣宿舍 ，供學⽣申請住宿。 四、學⼠班學⽣除修畢應修科⽬及學分數（依必修科⽬
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 本校學⼠班修業期限，除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修業五年外，其他修業年限
均為四年，修業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及各學系組「畢業修業規定」。 (⼆)在學期間須參與服務學習、全⼈學習護照各
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並修習「倫理課程」、「中華⽂化專題」，另需依規定通過全球競爭⼒檢定(英⽂能⼒檢定)標準
(如多益450分以上)。 (三)外國語⽂學院各系除英語能⼒畢業⾨檻外，另訂有相關語⽂能⼒⾨檻，請參閱系組分則說明。
(四)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者，於原學分總數外，應依學則增修12學分。
系所分則

3126 中國⽂化⼤學 ⽣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本系以⽣命科學通才教育為主軸，培育具有⽣物學、⽣態與演化、細胞與分⼦⽣物知識及技能的⼈才，具備進修或從事基礎醫
學、⽣物科技、環境⽣態等⼯作所需之專業能⼒。本系專任⽼師之研究包括植物⽣理學、植物⽣態學、⽔域⽣態學、動物學、遺
傳學、細胞⽣物學、蛋⽩質體學以及神經科學等。設有教學實驗室，貴重儀器室以及教師研究室，先進的儀器設備如即時定量聚
合連鎖反應器、流式細胞儀、共軛焦顯微鏡、⼆維電泳、冷光影像分析系統等。
3127 中國⽂化⼤學 園藝暨⽣物技術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以「培育果樹、蔬菜與花卉等園藝作物之研究改良、⽣產利⽤及⽰範推廣之教學研究及創業⼈才。」為設⽴宗旨。經由園藝
作物栽培及觀察能⼒的養成,以及遺傳基因、物種個體及⽣態群落的研究訓練,期使學⽣成為「安全農業」、「精緻農業」與「療
癒農業」的專業⼈才。
3128 中國⽂化⼤學 動物科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本系創⽴於1970年，以培育專業之動物科技與動物⽣產管理⼈才為⽬標。教學與研究針對經濟動物(乳⽜、豬、家禽、⽺等)及伴
侶動物完整規劃成動物遺傳育種、⽣理、營養與飼養、產品加⼯及⽣物科技五個領域，同學們可以在本系找到⼈⽣的志趣，並有
相當亮麗的職涯發展。動物科學是21世紀的科學，本系專業課程理論與實際並重，從各專業實習課程、專題研究、產業實習及專
題討論等⼀系列特⾊課程，培養同學成為現代動物科學的專業⼈；同時本系開設「動物產業經營管理」與「伴侶動物保健與照
護」等專業學分學程，培育同學第⼆專⻑的能⼒，並開設移地教學課程汲取國際學習經驗。本系畢業⽣遍佈國內外動物科學相關
領域，在農業⾏政與研究、教育界及實業界與⾃營產業均表現傑出。
3131 中國⽂化⼤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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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之教育⽬標在培育具⾷品背景之營養保健專業⼈才，培養學⽣宏觀視野和微觀體驗⼈⺠健康的重要，持續培植營養師⼈才，
並就相關知識及專業來養成⾷品技師的訓練。課程設計注重⾷品與保健營養基礎科學及實務訓練，利⽤校外參觀和實習，增加學
⽣對職場的瞭解和實務經驗，並提供專題研究課程，培養學⽣主動學習能⼒。本系畢業學⽣得以勝任營養師及從事保健營養相關
產品研發與營養教育⼯作。同時可勝任保健⾷品諮詢師、保健營養科學/⽣物科技研發⼈員、保健⾷品推廣⼈員和⾷品分析⼈員。
3132 中國⽂化⼤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本系成⽴之初旨在培養體育學術研究⼈才、優良運動教練、各級學校體育師資以及體育⾏政⼈才。近年來隨著時代與社會環境的
改變，則以培養優秀專業教師、運動員、運動指導員及運動企管⼈才為⽬標。
3133 中國⽂化⼤學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Dept. of Martial Arts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在臺灣的⼤學眾多學府中⼀枝獨秀，它是全國唯⼀培養技擊運動暨國術專業⼈才的科系。教育⽬標為培育技
擊運動專業⼈才、培育國術專業⼈才培育、培育運動防護暨⺠俗調理⼈才、培養體育⾏政暨維安⼈才。
3343 中國⽂化⼤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Promotion
本系著重透過產學合作⽅式，提供學⽣實務實習機會，強化學⽤合⼀之學習成效，以培養學⽣投⼊全球「運動與健康促進產
業」、「跨領域運動創意產業」的能⼒。本系專業師資具有專業教學知能，妥善規畫健康促進議題，創造協同教學機制，並和⼤
型醫院、衛⽣局、健康中⼼、體能俱樂部⻑期進⾏健康促進合作計畫，具有良好社區關係與合作。

中原⼤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1
聯絡電話 886-3-2651712
傳真 886-3-2651729
地址 32023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網址 http://www.cyc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touch.cycu.edu.tw/active_system/query_data/student/ssgogo.jsp
全校共五棟宿舍，包含⼒⾏宿舍、信實宿舍、恩慈宿舍、良善宿舍及熱誠宿舍，共提供約5000床位，境外新⽣⼤⼀保證
住宿。
⼀、2019遠⾒雜誌「企業最愛⼤學⽣」調查，榮獲私⽴⼤學第⼀名。 ⼆、2019連續三年榮獲1111⼈⼒銀⾏公布「企業最
愛⼤學」私⽴⼤學第⼀名。 三、2019年連續六年榮獲世界⼤學排名中⼼（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簡
稱CWUR）排名，台灣私⽴綜合⼤學第⼀名。 四、勇奪2019學科正規化引⽂影響⼒指標(CNCI)，全國綜合⼤學薄膜科
學、化學領域全國第⼀！材料科學、⼯程領域私校第⼀！全領域全國第三！ 五、2016年上海交通⼤學兩岸四地⼤學排
名，連續六年榮獲全台私⽴綜合⼤學第⼀名。 六、104⼈⼒銀⾏公布全臺⼤專院校畢業⽣就業率排名，中原⼤學名列私⽴
綜合⼤學之⾸。 七、地理位置最便利，距桃園機場30分鐘、臺北市區50分鐘⾞程。⾷、⾐、住、⾏等⽣活機能俱優。
⼋、具多元國際學習機會，每年有超過1000個赴海外學習機會，可申請⾄美國、韓國、⽇本等多國姊妹校成為交換學⽣
或獲得雙聯學位。 九、2019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天普⼤學商學管理雙學⼠學位學程。 ⼗、2020年新增中原⼤學與美國
威斯康⾟⼤學密爾⽡基分校電機與資訊⼯程雙學⼠學位學程。 ⼗⼀、連續六度榮獲中國⼯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
優」獎，今年再榮獲私校⾸獎。 ⼗⼆、相關資訊詳⾒中原⼤學官網http://www.cycu.edu.tw/ 【⼤學部僑外⽣助學⾦】
⼤學部僑外新⽣於個⼈申請階段得檢具申請表及相關⽂件申請助學⾦，經過審查通過者，依⽐序於⼊學後之第⼀學期核發
下列相關助學⾦： ⼀、學雜費全額減免。 ⼆、學雜費減免⼆分之⼀。 三、助學⾦新台幣16,000元。 在校僑外⽣學期學業
成績達該年級系排名前百分之⼆⼗五者，得檢附成績證明⽂件於次⼀學期初申請助學⾦，經過審查通過者，依⽐序核發前
項助學⾦。
系所分則

3179 中原⼤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本系課程特⾊為基礎理論與應⽤實務並重，歡迎有興趣探索⼈類⼼理、思考、性格及⾏為的同學加⼊我們⾏列。
3180 中原⼤學 ⽣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招收對⽣物學領域有興趣之學⽣。
本系學⼠班規劃有『⽣醫科技』與『保健科技』⼆⼤⽅向
⽣醫科技：培育具備⽣物科技理論與實務操作的科技⼈才，每⼀年級皆規劃⼀⾨和⽣物科技相關的基礎⽣物醫學核⼼課程，包括
普通⽣物學、⽣物化學、⼈體⽣理學，同時開設其他輔助的必修與選修課程，包含分⼦⽣物學、細胞⽣物學、⽣物資訊等，藉此
培育學⽣在⽣物醫學主幹知識有扎實的基礎。
保健科技：除基礎與核⼼課程外，另開設營養學、中醫藥學、⾷品化學、保健⾷品概論、⽣技保健⾷品等選修，提供學⽣保健科
技之相關知識。

東海⼤學 Tungha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39
聯絡電話 886-4-23598900
地址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道四段1727號
網址 http://www.th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策略中⼼

- 第 780 ⾴ -

傳真 886-4-23596334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ep.thu.edu.tw/page6/super_pages.php?ID=page602
宿舍 新⽣保障住宿
東海⼤學2020年獲泰晤⼠報世界⼤學影響⼒排名，東海全球總排名101-200、全國第三、私校第⼀。東海⼤學2013年獲
｢未來事件交易所｣評鑑為全國私校第⼀，是⼀所結合專業知識與博雅教育的⾼等學府，⾃1955年創校⾄今，為社會培育
了無數的優秀⼈才。課程內容豐富多元、教學與研究設備先進新穎，既可滿⾜您追求專業的知識，更可提供您多元跨領域
的學習機會，並重視學⽣國際視野的拓展，透過與姊妹校的海外交流與實習，可以完成您與全球連結的夢想。 本校擁有9
⼤學院與38個系(所)，校園規劃完善，位於台灣的樞紐位置－台中市，經由⾼速鐵路到台北或⾼雄只需50分鐘，距離清泉
崗機場約30分鐘，南來北往交通⼗分便捷，是台灣佔地⾯積最⼤之私⽴⼤學。沈靜典雅的路思義教堂、綠樹成蔭的⽂理
備註
⼤道、古⾊古香的唐式教室建築，提供您完美的學習與⽣活空間。 本校提供新⽣保障住宿，⼆年級以上男⼥⽣可申請住
校；新⽣必須參加勞作教育，勞作成績及格者⽅能畢業；學⼠班學⽣必須通過本校之英⽂能⼒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國
外或香港澳⾨地區，相當於臺灣⾼級中學⼆年級之應屆中五學制之畢(結)業⽣，以同等學⼒資格⼊學學⼠班後，依本校學
則規定應增加畢業學分數⼗⼆學分。 本校設有僑⽣輔導專責單位，安排僑⽣住宿及⽣活所需，選擇東海是您⼈⽣最重要
的抉擇，本校全體師⽣誠摯地歡迎您加⼊我們學習的⾏列，透過我們的熱情與專業，相信您的⼤學⽣活必定可以繽紛多
彩。
系所分則
3139 東海⼤學 ⽣命科學系⽣物醫學組 Dept. of Life Science: Biomedical Science Division
1.本組成⽴的⽬的在於培養⽣物醫學研究與從業⼈才；建構基礎醫學及⽣物學專業理論與知識，並整合實驗課程。2.研究重點及
特⾊包括：發育⽣物學、癌症⽣物學、病毒學、免疫學、⼼⾎管疾病、神經⽣理學、神經退化性疾病、轉譯醫學等。修習課程及
操作實驗需具視覺、辨⾊能⼒及聽覺功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http://biology.thu.edu.tw/main.php)。
3140 東海⼤學 ⽣命科學系⽣態暨⽣物多樣性組 Dept. of Life Science: Ecology and Biodiversity Division
1. 本組著重台灣本⼟⽣物與⽣態保育之教學與研究；致⼒於基礎⽣物與⽣態環境之資料調查與分析。2.研究重點包括各類群⽣物
之分⼦⽣態、⾏為⽣態、⽣理⽣態、保育⽣態、族群⽣態、⽣態系⽣態、熱帶⽣態及親緣系統、⽣物多樣性等。為國內⽣命科學
領域最完整的學習環境。修習課程及操作實驗需具視覺、辨⾊能⼒及聽覺功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biology.thu.edu.tw/main.php)。
3136 東海⼤學 畜產與⽣物科技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擁有最⼤規模之實習農牧場可供學⽣實習與教師研究，有經濟規模之⽜乳加⼯廠，可供學⽣從收乳、加⼯、品管、⾏銷、研
發、管理等⼀整套之實習，亦可供相關教師之研究與推廣，同時具有⼤規模之乳⽜場，可以供學⽣從事完整實習，教師研究，並
有⿅、雞、豬、駝⿃、其他禽類等養殖場，在各⼤專院校中最為⿑全。本系專業學習重點除課堂教學之外，亦著重實驗室試驗及
實習現場養殖需親⾃操作，適合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及能運⽤肢體操作儀器設備者，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animal.thu.edu.tw)。
3137 東海⼤學 ⾷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本系所注重化學及⽣物科學的基礎學科，針對⾷品產業發展趨勢，以⾷品科技專業課程為核⼼，以⾷品安全及⾷品產業管理課程
為輔，培育⾷品加⼯製造、⾷品檢驗分析、⾷品衛⽣安全、⾷品營養保健、⾷品⽣物技術、及⾷品產業管理等領域之⾷品專業⼈
才。 教師均採口語教學，建議聽⼒須能以助聽器矯正為宜。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foodsci.thu.edu.tw)。
3138 東海⼤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以培養餐旅專業營運管理⼈才為⽬標，有理論實務經驗兼具的教學團隊，並備有五間設備完整的教學空間（實習廚房、廚藝
⽰範教室、飲務教室、客房操作教室、語⾔⾃學區），另設有32間客房之校友會館可供學⽣實習。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
系網⾴(http://thotel.thu.edu.tw/tw/index.php)。
3241 東海⼤學 ⾼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of Science in Senior Wellness and Sports Science
本學程整合學校和各院系以及校外資源，針對學⽣、業界及社區之需求，結合健康科學與資訊與科技為基礎，訂定教學與課程發
展特⾊並確⽴三⼤培育⽅向：（⼀）運動醫學、（⼆）⾼齡 健康管理、（三）創新科技產業。更多課程及畢業相關規定請參考本
系網站(http://swss.thu.edu.tw)
3141 東海⼤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景觀學系是⼀⾨⾼度科技整合之專業學科，本系教育⽬標乃植基於⼈與⾃然環境間之永續和諧，進而培育能精通提升⼈類⽣活環
境品質，同時兼顧保育⾃然與⽂化遺產的環境規劃及設計專才。除景觀專業理論知識的傳授外，本系更提供⼀系列Studio導向的
景觀專業課程，從小尺度的景觀設計到⼤尺度的景觀規劃，循序漸進學習。而小班制教學更能兼顧學⽣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創
系⾄今歷40年，畢業系友除在台灣執景觀業界之⽜⽿，更遍及歐、美、亞等地區，為當今華⼈世界景觀專業教育最富盛名的標竿
系所。本系需具有相當之基本能⼒含繪圖設計、構想能⼒、視覺、辨別顏⾊能⼒。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http://la.thu.edu.tw)。

東吳⼤學 Soochow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學校代碼
55
聯絡電話 886-2-28819471
地址 111002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
網址 http://www.sc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 第 781 ⾴ -

傳真 886-2-28838409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ae.scu.edu.tw/index.php/zh-hant/ocs-app/scholarship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詳情請逕洽本校學⽣住宿中⼼ http://web-ch.scu.edu.tw/housing
●2020《遠⾒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學⽣私⽴⼤學第4名；【社會⼈⽂類】私校第2、全國第5；【法政類】私⽴⼤學第
1、全國第3；【商管類】私⽴⼤學第1、全國第4。 ●2020《Cheers雜誌》調查2000⼤企業最愛⼤學⽣，私⽴綜合⼤學
第6名。 ●2020《1111⼈⼒銀⾏》企業最愛⼤學，私⽴⼤學第三名。 ●2019科技部⼤專學⽣研究計畫，全校62位學⽣獲
得補助，通過率⾼於全國平均值。 ●2018-2020連續3年表現卓越，榮獲教育部⾼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2018-2019補助⾦
額各為8,968萬元，2020更⾼達9,579萬元)。 ●2018教育部評選為北區唯⼀「品德教育特⾊學校」。 ●2018 QS亞洲最
佳⼤學評鑑，臺灣私⽴綜合⼤學前5名。 ●2018 QS亞洲最佳⼤學評鑑，教師研究每篇論⽂被引⽤率排名臺灣第3。
●2005—2017 連續13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額合計⾼達9億元以上。 ●1999—2019 連續舉辦20屆東吳國際超
級⾺拉松 (4度獲IAU⾦牌賽事)。 ● 全國⾸創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碩⼠完整學習體系。巨量資料管理學院學位學程經教
育部核定於110學年度起調整為《資料科學系》。 ● 成⽴東吳富蘭克林⾦融科技開發中⼼，並設⽴「⾦融科技學程」，
備註 掌握最新的⾦融科技 (Fin Tech) 發展實務，培育未來的⾦融專業⼈才。 （⼀）法律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其餘各學系修業
四年，男⼥兼收。（⼆）本校有兩校區：⼈⽂社會學院(中⽂、歷史、哲學、政治、社會、社⼯、⾳樂、⼈權碩⼠學位學
程)，外國語⽂學院(英⽂、⽇⽂、德⽂)，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微⽣物、⼼理)及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資料科學系)學
⽣在台北市⼠林區臨溪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學院(法律學系)及商學院(經濟、會計、企管、國貿、財精、資管)學⽣
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三）為使學⽣得以充分運⽤教學與⽣活資源，法、商學院⼀年級新⽣
每週規劃部分課程⾄外雙溪校區上課。 （四）學⽣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科⽬與學分外，尚
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資訊能⼒、美育活動畢業標準，⽅可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
其能⼒與素質。（五）本校備有學⽣宿舍，並可租⽤附近⺠房。有關宿舍及學雜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
（http://www.scu.edu.tw）查詢。（六）相關獎助學⾦資訊請⾄本校德育中⼼網⾴（http://www.scu.edu.tw/life）
查詢。
系所分則
3175 東吳⼤學 微⽣物學系 Dept. of Microbiology
課程以微⽣物學及基礎⽣命科學為主軸，以環境、⾷品、醫藥和⼯業⽅向，提供解決問題、⾃主學習、獨⽴思考和團隊合作實際
經驗，培養拓展學術領域或到企業界發展的⼈才。實驗課施⾏小班教學，學⽣需使⽤顯微鏡、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並藉由雙
⼿操作奠定實驗技能。
3176 東吳⼤學 ⼼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1.師資堅強且多元，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學習訓練，培育臨床/諮商⼼理師、公職機構或⼯商企業專才，就業領域寬廣，未來發
展前程似錦。
2.課程完整且實⽤，涵蓋實驗、認知、社⼼、⼈格、計量、發展、臨床、諮商、⼯商等⼼理領域，培育優秀具市場競爭⼒之專
才。
3.設備完善且資源豐沛，擁有全國最多樣之⼼理測驗⼯具，及各種實驗儀器（如：rTMS、腦波儀、⽣理回饋儀、眼動儀等），
提供學⽣紮實的基礎訓練及專業技能。

靜宜⼤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2
聯絡電話 886-4-26328001
傳真 886-4-26526602
地址 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網址 http://www.p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sa.pu.edu.tw/osa/files/scholarship/S04F1_557.pdf
新⽣保障住宿
⼀、本校正式成⽴於1956年，現有6個學院、24個學系(含學位學程)、23個碩⼠班及3個博⼠班。 ⼆、⼤學部教學以中⽂
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講能⼒。 三、為⿎勵僑⽣就讀本校，僑⽣新⽣(不含境外學分班學⽣)第⼀學年可獲
雜費同額獎學⾦；僑⽣來⾃聯盟學校者可獲學費同額獎學⾦。⾃第⼆學年起，若無懲處紀錄，依前⼀學期班排名成績核發
助學⾦，⾄多三年：(⼀)前1-10名者：獲學、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前11-20名者：獲學
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三)前21-30名者：獲雜費同額助學⾦，每學期需完成10小時服務學習。
四、校址：43301台中市沙⿅區台灣⼤道七段200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 五、本校
備有男⼥⽣宿舍，僑⽣第⼀年保障住校。
系所分則

3150 靜宜⼤學 ⾷品營養學系⾷品與⽣物技術組 Dept. of Food and Nutrition Division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品與⽣物技術組以⾷品科學為基礎，應⽤多元化的⽣物資源作為材料，結合⾷品科技與⽣物技術，以培育⾷品產業從業及⾷品
研究⼈才，未來可從事⾷品技師、⾷品⼯廠管理、研發⼈員及⾷安稽查⼯作等。⾷品組同學榮獲由台灣⾷品科學技術學會舉辦之
2014~2017「台灣⾷品產業新⼀代創新產品競賽」全國第⼀名、第三名，中國⾷品科學技術學會所舉辦的2015~2017「杜邦營養
與健康學⽣創新競賽」第⼆名、第三名，也獲頒「優秀組織獎」。
3149 靜宜⼤學 ⾷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Dept. of Food and Nutrition Divis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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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保健組提供多元之營養科學基礎及營養實習訓練，以營養產業從業及研究⼈才之培育為⽬標，未來可從事營養師、保健營
養諮詢及保健品研發⼯作等。系友表現⾮常優秀，在全國營養相關科系畢業⽣中，系友擔任營養師之⽐例佔全國第⼀位。
3152 靜宜⼤學 化粧品科學系 Dept. of Cosmetic Science
本系以綠⾊化學為理念，材料與藥物之開發、分析與應⽤為主要特⾊，課程與研究加⼊永續概念與技術，培育具「化學專業知
能」及「優質職場倫理」之化學⼈才。必修課程中，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等課程均涉及化學反應，如有辨
⾊⼒異常者，對於相關實驗將有安全顧慮及學習困難等缺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銘傳⼤學(桃園) Ming Chua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38A
聯絡電話 886-2-28824564#2247
傳真 886-2-28809774
地址 11103台北市⼠林區中⼭北路五段250號
網址 http://web.m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桃園⾏政處學務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mcu.edu.tw/zh-hant/content/scholarship#僑⽣清寒獎學⾦
宿舍 新⽣保障前兩年住宿
1.本校於2010年11⽉18⽇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2016年6⽉24⽇通過MSCHE
再認證審核，取得該認證最⻑的⼗年期認證，再度蟬連全台灣唯⼀擁有美國認證⼤學，同時是亞洲第⼀所美國認證⼤學地
位。 2.設有「僑⽣暨陸⽣輔導組」，作為僑⽣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兼收並備有男、⼥學⽣宿舍，供學⽣申請住
宿。 4.有關獎學⾦之詳細類別，請⾃⾏參考本校網站進⼊學務處網⾴查詢。 5.各招⽣學系課程、教學特⾊、教學資源概
備註
況等，請上各系網⾴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
台北市⼠林區中⼭北路5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9 傳真號碼：(02)28809774 桃園校區：桃園市⿔⼭區⼤同⾥德明
路5號 電話：(03)3507001‒2 傳真號碼：(03)3593852 ⾦⾨校區：⾦⾨縣⾦沙鎮德明路105 號 電話：(082)355233 傳真號
碼：(082)355663 8.網址：http://web.mcu.edu.tw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134 銘傳⼤學(桃園)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以⽣命現象為基礎，提供現代⽣物科技新知，進而培育⽣物醫學之傳統研究領域或⾷品⽣技之庶⺠⽣技應⽤之專業⼈才。在桃園
校區上課。
3135 銘傳⼤學(桃園) ⽣物醫學⼯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本系之宗旨在於培育⽣物醫學⼯程領域之專業⼈才。強調跨領域的實務學習，強化同學的就業競爭⼒。 在桃園校區上課。

亞洲⼤學 Asi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7
聯絡電話 886-4-23323456 轉 6298
傳真 886-4-23394140
地址 41354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網址 http://www.asia.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學院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
1.英國泰晤⼠報⾼等教育專刊(THE)公布世界⼤學評⽐，本校榮獲2020年「 THE 世界⼤學」排⾏全台⾮醫⼤第1名，全
台第11名，私校排名第4名。「2020 THE千禧年成⽴全球最佳年輕⼤學」評⽐本校排名坐落於151-200名，全台排名第3
名，私校排名第1名。本校辦學績優，未來將朝全球最佳500⼤⽬標邁進。 2.亞洲⼤學⽬前設有7個學院、29個⼤學部學
系、4個博⼠班、19個碩⼠班；成⽴國際學院，開辦全英語授課學程，積極落實「亞⼤318國際化⽬標」：培育學⽣『具
備3種語⾔能⼒』、『⼤學期間⾄少出國1次』及『8種出國途徑』。 3.本校積極⿎勵學⽣出國參加國際競賽：參加巴黎、
⽇內⽡等國際發明展，⾄今已獲117⾦、144銀、100銅、41特別獎、5次⼤會⾸獎、5次國際最⾼獎；參加國際設計競賽
中，迄今獲85件紅點獎，其中16件為最佳獎、8件IF獎。 4.(1)本校男⼥兼收。(2)學⽣宿舍床位約有4,400床，提供⾜夠
數量之宿舍安排，為4⼈之冷氣套房。(3)本校為禁菸校園。
系所分則

3301 亞洲⼤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健康產業管理組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Division of Health
Systems Management)
依據世界衛⽣組織積極推動「全⺠⽣理、⼼理與社會健康」之理念，順應我國及國際衛⽣體系的發展，以及⺠眾對醫療照護的需
求；本系期望能培養具備健康政策及機構管理專業的卓越⼈才，以協助國家健康政策規劃、產業發展、醫療照護機構管理。本系
提供跨領域多元學習，⼤學部設有公共衛⽣核⼼課程，主修⻑期照護管理專業學程的「健康產業管理組」，以及主修醫療機構管
理專業學程的「醫療機構管理組」。本系亦設有⻑期照護及健康管理碩⼠班，以及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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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7 亞洲⼤學 ⾷品營養與保健⽣技學系⾷品營養組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Biotechnology(Program of Food and nutrition)
本系分為⾷品營養組與化妝品組，學⽣須符合課程規劃表，於畢業前修習完成「⾷品營養學程」、「保健化妝品與醫美產業學
程」之規定學程始得畢業。
3319 亞洲⼤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管理組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依據世界衛⽣組織積極推動「全⺠⽣理、⼼理與社會健康」之理念，順應我國及國際衛⽣體系的發展，以及⺠眾對醫療照護的需
求；本系期望能培養具備健康政策及機構管理專業的卓越⼈才，以協助國家健康政策規劃、產業發展、醫療照護機構管理。本系
提供跨領域多元學習，⼤學部設有公共衛⽣核⼼課程，主修⻑期照護管理專業學程的「健康產業管理組」，以及主修醫療機構管
理專業學程的「醫療機構管理組」。本系亦設有⻑期照護及健康管理碩⼠班，以及博⼠班。
3328 亞洲⼤學 ⾷品營養與保健⽣技學系保健化妝品組 Department of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Biotechnology(Program of Cosmetics)
本系分為⾷品營養組與化妝品組，學⽣須符合課程規劃表，於畢業前修習完成「⾷品營養學程」、「保健化妝品與醫美產業學
程」之規定學程始得畢業。
3166 亞洲⼤學 醫學檢驗暨⽣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醫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學習需要，
培育具專業醫事檢驗師及⽣物科技研發⼈才，特別重視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因各項器官皆須較為敏銳，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視
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336 亞洲⼤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本系旨在致⼒於⼼理學專業⼈才之培育，並兼顧⼼理學知識之推廣與社區服務之社會責任，具備中英⽂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佳者為優。
3196 亞洲⼤學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1.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本系操作課程以及校外實習課程皆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辨⾊⼒、聽覺功能，具良好
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迅速移動、運⽤肢體操作儀器設備，具⼈際互動溝通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知抗壓能⼒。
2. 本學系課程秉持知能合⼀及學⽤並重的原則，以臨床教學為導向，落實理論與實務之銜接性，培養具身⼼健康、⼈⽂關懷、博
雅創新，並具業界所需知識與技能之護理專業⼈才。"
3243 亞洲⼤學 聽⼒暨語⾔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Audiology and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本系為培育「語⾔治療師」及「聽⼒師」，使其具備聽語專業能⼒、實務能⼒、以及醫學⼈⽂素養，服務語⾔障礙、吞嚥障礙及
聽⼒障礙的孩童、成⼈及老⼈。，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醫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
學習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使⽤聽⼒篩檢儀、語⾔治療評估⼯具等，需與個案溝通、建⽴醫病閽係等，為判定病患病因各項戚
官皆須較為敏銳；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
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學⽣畢業後能進⼊醫療院所、學校、早期療育機構、⻑期照護
機構、聽語輔具公司等⼯作。
3151 亞洲⼤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 本系以培育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之職能治療專業⼈才為⽬標，學⽣以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學⽣除須
完成所有畢業學分外，尚須通過⼤四⼀整年的醫院實習使得畢業。畢業後能進⼊醫療院所、早期療育機構、學校特殊教育團隊、
⻑期照護機構、輔具中⼼、社區精神醫療機構等⼯作。
2. 本系操作課程以及校外實習課程皆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良好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迅速移動、運⽤肢體操
作儀器設備，具⼈際互動溝通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知抗壓能⼒。
3119 亞洲⼤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物理治療系是⼀個職業導向的專業學系，其教育宗旨為培養⼀位具「健康⼒」、「關懷⼒」、「創新⼒」、「卓越⼒」的物理治
療師，其透過在校所授之專業實證與臨床實務知識，以加強培養獨⽴⾃主物理治療、臨床推理及處置能⼒，其最終⽬的⽀持失能
個案恢復健康，避免併發症發⽣且增加其活動參與。
3363 亞洲⼤學 ⽣物資訊與醫學⼯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具備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葉⼤學 Dayeh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49
聯絡電話 886-4-8511888
傳真 886-4-8511007
地址
51591彰化縣⼤村鄉學府路168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dy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學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reg.dyu.edu.tw/unit_index.php?page=2&unit=2950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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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學是「德國式師徒制」綜合⼤學，在台灣連續⼗年獲政府核定為⾼教界「教學卓越⼤學」，更是全國補助經費⾦額
連年成⻑的學校，2015以來獲教育部獎勵⾦額逐年創新⾼，名列全國第三，2018年最新⼀期教學卓越計畫(⾼教深耕)名
列全國新興⼤學第⼆名，超過27所國⽴⼤學。 ⼤葉師⽣厚實的學術研發實⼒也屢獲德國紐倫堡發明展、義⼤利發明展、
備註 ⽇本東京發明展等國際獎項肯定。2017年榮登iF全球頂尖設計⼤學前50⼤，囊括12座iF與紅點設計⼤獎。此外，國際極
具權威的西班⽛Webometrics 2017年世界⼤學網路排⾏榜，在全球超過24,000所⾼教機構中，⼤葉⼤學⾼居全球前7%
領先席次。 據臺灣ESI論⽂統計，本校⼯程領域進⼊世界前1%(以論⽂被引⽤次數計算)；而WOS論⽂統計，亦顯⽰本校
機械學⾨、農學類、材料類、⽣物及免疫類等領域均已蓄積相當之研究能量。
系所分則
3170 ⼤葉⼤學 ⽣物醫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物醫藥產業是全球性產業，在⼈口⾼齡化及精準醫療的發展趨勢下，成⻑與⼈才需求皆較⼀般產業更為穩健。分⼦⽣物科技為
⽣物醫藥產業發展的基礎，本系教學研究重點是運⽤分⼦⽣物科技，於醫療及動植物⽤藥與檢驗技術創新開發，理論與實務並
重，致⼒於培育⽣物醫藥產業所需關鍵⼈才。
⽣物醫藥組：醫療與動植物等⽣物醫藥創新及開發之教學與研究
醫學檢驗組：藉由科學設備與分析技術，對個體的⽣理功能與疾病等進⾏精準檢測與評估，涵蓋⼀般醫學檢測及分⼦檢驗等技
術。
E-mail：dmb6510@mail.dyu.edu.tw
Tel：+886-4-8511888 ext. 4251 4.網址:http://dmb.dyu.edu.tw
3055 ⼤葉⼤學 ⾷品暨應⽤⽣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1.⼤葉⼤學⾷品暨應⽤⽣物科技學系，以⾷品、⽣物與化學之知識，發展⼤健康產業，特別是⾷品⽣技產業所需的技術與平台，
培養「⾷品」、「醫學美容」及「⽣醫保健」產業及研究專業所需能⼒的⼈才。本系為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科系，設有整合型
「茶學」、「醫美」及「保健」三個特⾊研究基地，學制多元含⼤學部、碩⼠班及博⼠班。
2. E-mail：bti5051@mail.dyu.edu.tw
3. Tel：+886-4-8511888 ext. 2281
3172 ⼤葉⼤學 藥⽤植物與保健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Botanicals and Health Applications
因應課堂需求，申請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功能及其控管⾃身情緒能⼒。本系培育⽅向如下:中藥保健組培養學⽣對中藥資源在保健
的應⽤，建⽴⽣物科技與保健產業應⽤之關連性、藥粧經絡組培養學⽣對建構藥⽤化粧品經絡保健產業所需的技術平台，並開發
符合現代潮流的藥⽤化妝品系列產品及保健相關產業之產品，配合完善的產學合作，建⽴學⽣具有⽣技產業、經絡保健產業之經
營與管理技能。 2.E-mail：dmh5250@mail.dyu.edu.tw 3.Tel：+886-4-8511888 ext. 6230.6231
3168 ⼤葉⼤學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1.護理學系本著「全⼈全程的關懷照護」理念，結合學界與業界資源，以培育具備⼈⽂關懷、專業素養與「肯學、肯做、肯付
出、肯負責」特質的護理學⽣為基礎，提供優質健康照護專業⼈才，以增進全⺠健康福祉。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聽覺障
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臟病、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網站：http://don.dyu.edu.tw；E-mail：
don@mail.dyu.edu.tw 4.Tel：+886-4-8511888 ext. 7205
3335 ⼤葉⼤學 視光學系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1.以「培育優質視光醫護專業⼈才」為⽬標，訓練學⽣具有眼睛健康照護與預防保健諮詢、視⼒與視覺功能檢查和評估、及運⽤
光學矯正或訓練改善視覺品質的專業能⼒。 2.有視覺障礙或辨⾊⼒異常、肢體障礙及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 e-mail
:opt@mail.dyu.edu.tw 4.Tel: +886-4-8511888 ext.7231

⻑庚⼤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5
聯絡電話 886-3-2118800
傳真 886-3-2118700
地址 33302桃園市⿔⼭區⽂化⼀路259號
網址 http://www.cg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就業服務暨僑外⽣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regulation.cgu.edu.tw/p/406-1057-58471,r1837.php
在學期間皆可申請學⽣宿舍。申請⽅式與台灣學⽣相同。
1.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學⽣需參加學系安排之實習。 2.本校學⼠班學⽣需通過英⽂畢業⾨檻，始具畢業資格，相關規
定請參考本校語⽂中⼼網⾴公告。 3.本校僑⽣輔導專責單位，為學務處就僑組。 4.僑⽣⼊學⼀律為中⽂授課，僑⽣聽說
讀寫之中⽂語⽂能⼒需為必備。 5.中英⽂版本如有出⼊時，以中⽂版為準。
系所分則

3182 ⻑庚⼤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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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化⾬•承先啟後
(⼀) 本系擁有充裕的教育經費、熱誠的教師、優良的教材、注重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結合之教學與研究；具備有多樣化及完整的
教學病例及良好的學習環境等。
(⼆) 禮聘優秀基礎醫學⽼師、通識⽼師與臨床醫師擔任班導師。另聘⼀百位臨床典範醫師擔任學⽣之家族導師，肩負醫療典範傳
承責任，醫學⽣從⼊學新⽣起⾄畢業，⻑期接受典範醫師教導，期望醫學⽣之學業、⽣活與態度能傳承典範。
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三) ⼀、⼆年級主要為通識全⼈教育與醫學⼈⽂教育課程，⽬標是先學做好社會公⺠⼈，包括:能養成尊重與欣賞他⼈；語⽂閱
讀、理解與表達應⽤；⺠主素養與思辨；協調、溝通與團隊合作⼒；獨⽴思考與負責任；⾃我省思、關懷社會；終身學習等核⼼
能⼒。
(四) 三、四年級為基礎醫學教育，引進以問題為導向學習之小組教學⽅式，增加以臨床問題為導向之學習，整合基礎醫學及臨床
醫學各領域課程，強調⾃我學習並建構完整之基礎醫學觀念。
(五) 五、六年級為臨床醫學課程與實習，除完整與最新之課程外，五年級起以⻑庚醫院豐富的教學資源和優良的醫療品質，採實
際照護病⼈、學習者為中⼼與小組討論教學⽅式，獲取以⼈為本的寶貴臨床經驗。同時積極進⾏醫學教育改⾰與國際接軌，加強
醫學研究、醫學⼈⽂、醫病關係、醫學倫理、實證醫學與醫療品質等課程，激發醫學⽣多元發展及主動學習精神，培養以病⼈為
中⼼之群策群⼒、終⽣學習和解決問題能⼒。
登⾼⾃卑•⾏遠⾃邇
(六) 本系注重整合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教學與研究，並有世界⼀流的⻑庚醫療體系為臨床實習的後盾，也提供本⼟醫學研究最
佳的素材。舉凡本⼟性癌症醫學(如口腔癌、⿐咽癌、肝癌等)、各型肝炎(B肝、C肝等) 、慢性腎臟病、器官與臍帶⾎移植、整形
重建醫學、川崎病及藥物過敏等研究都在國際具有⼀席之地。⻑庚的教師們讓醫學⽣們可以順利到達頂尖的領域，站在巨⼈的肩
膀絕對能夠看得更⾼、更遠。
本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學習及判定病患病因需要，需具有相當之視
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及協調能⼒，也需久站、移動及操作儀器，能控管⾃身情緒、具抗壓能⼒，以進⼊醫院學習治
療及照顧病患。
3334 ⻑庚⼤學 中醫學系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本系因課程學習需要，需使⽤顯微鏡、⾊彩判定、⼤體解剖、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
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際互動溝通協調能⼒及相當之抗壓能⼒。
2.本系修業年限七年。
3.中醫課程需研讀典籍，報考者需具備流利(Effective Operation Proficiency)的華語⽂能⼒，並具備典籍背誦能⼒。
4.基礎醫學課程使⽤英⽂教材，本校並訂有英⽂畢業⾨檻，需具備⼀定的英⽂能⼒。經由此招⽣管道⼊學之學⽣，依「⻑庚⼤學
中醫學系修讀醫學系為雙主修審核辦法」規定申請雙主修。
3183 ⻑庚⼤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本系本著全⼈照護之理念，課程中包含⼤量觀察、溝通及儀器操作的特性。為評估病患症狀及徵象，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彩判
定、及聽覺功能；為了解病患需求及提供健康指導，需具良好口語溝通能⼒，為提供直接照護，需久站、迅速移動、運⽤上肢操
作儀器，同時⼯作中需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184 ⻑庚⼤學 醫學⽣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Bio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1.教學著重於基礎醫學、檢驗醫學及⽣物技術背景之瞭解，以培養學⽣臨床實驗室操作及學術研究能⼒。
2.學⽣實習場所係全國⾸屈⼀指的⻑庚醫療體系醫院檢驗醫學部，為培育優秀檢驗⼈才的搖籃。
3.學⽣可選擇不同專題研究的領域，包括預防醫學檢驗、轉譯癌症醫學暨分⼦檢驗、 檢驗試劑研發和感染疾病研究等，藉以開拓
學⽣之第⼆專⻑以及增加就業機會。
4.軟硬體設備完善、學習空間寛敞，提供⼀流的學習與研究環境。
5.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就學期間須使⽤顯微鏡、⾊彩判定、團隊溝通及與病患互動。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
達、溝通能⼒，運⽤肢體操作儀器且能迅速移動、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186 ⻑庚⼤學 物理治療學系 School of Physical Therapy
1.應具備華語聽說讀寫能⼒，以因應本系通識課程與在地臨床實習課程。
2.需具備適當的英⽂能⼒，以符合本校英⽂畢業⾨檻、及修習專業課程之英⽂教材內容。
3.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需具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有相當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能⼒，具⼈際溝通協調能
⼒，能控管⾃身情緒。
4.本系藉由完整的基礎醫學和物理治療專業的學習，培育訓練優秀物理治療師及提升專業素養，以拓展多元化物理治療與復健相
關專業學術研究⾵氣為⽬標。
3187 ⻑庚⼤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醫學、治療理論、輔具製作及⼈際溝通互動等課程內容，需具有相當之身體感覺、視覺與聽覺功
能、口語表達及溝通能⼒、維持久站，迅速移動及肢體運⽤能⼒；⼈際互動及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並具相當之壓⼒處理能
⼒。學⽣畢業後將進⾏個案治療及照護之⼯作。
2.本系需完成臨床實習課程，應具備中⽂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強烈建議中⽂程度應達國內「華語⽂能⼒測驗」TOCFL進階⾼階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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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9 ⻑庚⼤學 呼吸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Therapy
◎全國⾸創呼吸治療學系
◎完善軟硬體教學設備如儀器設備、實驗教室、⽰範病房且⾮與教學醫院共⽤
◎建教合作醫院20多家，提供學⽣完善的實習環境
◎專題實作培養學⽣獨⽴思考與解決問題能⼒
◎選送學⽣⾄海外臨床實習
◎畢業⽣參加呼吸治療師專技⾼考及格率達90％以上
備註:
1.宜具備華語聽說讀寫能⼒，以因應本校通識課程與臨床實習課程。
2.學⽣在學期間因課程規畫須使⽤醫療、實驗室相關設備並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故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及
口語表達能⼒。實習期間需久站、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能控管⾃身情緒及抗壓能⼒。
3188 ⻑庚⼤學 ⽣物醫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1.本系著重⽣物醫學重要新興領域,強調訓練同學獨⽴進⾏研究⼯作的能⼒，並且開設多項跨領域課程，提供許多海外⼤學研修及
⽣技產業實習機會。
2.學⽣在畢業前可⾃由選擇『⽣醫研究學組』、『⽣物科技產業學組』或『基礎臨床試驗學組』任⼀⽅向修習,使同學同時具備基
礎研究與產業應⽤兩⽅⾯的優勢，畢業後選擇繼續深造或進⼊⽣技產業就業皆可勝任。
3185 ⻑庚⼤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1. 本系設⽴的宗旨為培育優良的醫事放射師 (簡稱醫放師)、醫學物理師，以及醫學影像與放射科學的研究⼈才。
2. 本系的特⾊為基礎學科及臨床訓練整合極佳，⽣師⽐低 (⼤學部約134:15，碩⼠班約15:15，博⼠班約10:15)，師資為醫學影像
及放射科學領域的專家，並包含專任臨床醫師，師資專⻑符合教育⽬標。在教學與研究上，擁有⻑庚醫療體系豐富醫療資源的⽀
援，學⽣皆能接受紮實的基礎及臨床訓練。
3. 本系為第三類組學系，需有⾼中⾃然組之⽣物、化學、物理、數學課程之基礎，請⾮⾃然組學⽣審慎選填。
4. 因課程學習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接觸並使⽤放射醫療儀器、⾊彩判定、⼤體解剖等，為使⽤放射醫療儀器及與病⼈溝通，
各項感官皆需較為敏銳；必須具有相當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且能運⽤肢體操控儀器、迅速移動。
3190 ⻑庚⼤學 醫務管理學系⾃然組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Medical Health Group
1.醫務管理乃綜合健康照護產業管理與發展的應⽤科學，⼤學部以全⼈教育為基礎，培育學⽣健康產業管理的基礎專業，課程除
基本⼈⽂科學素養外，專業領域強調管理與健康服務理論與實務之應⽤。 2.本系有校外實習課程，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
能，具口語表達、溝通及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抗壓能⼒。

義守⼤學 I-Shou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1
聯絡電話 886-7-6577711
傳真 886-7-6577477
地址 84001⾼雄市⼤樹區學城路1段1號
網址 http://www.isu.edu.tw
承辦單位 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醫學院區⼤⼀新⽣(第⼀年)皆⼊住校本部宿舍，於⼤⼆再返回醫學院區。 宿舍簡介：(住宿費⽤包含⽔費、網路費，不含
冷氣費或電費) ⼀、校本部 (⼀)第⼀宿舍四⼈房：每學期為10,9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國際
學舍三館三⼈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2,800元，下學期(3~7⽉)19,000元，另繳保證⾦3,800元，寒、暑假可續住，電
費按表計費。 ⼆、醫學院 (⼀)校區三⼈套房：每學期為17,500元，寒、暑假須離宿(冷氣空調使⽤儲值卡)。 (⼆)義⼤醫
院宿舍區雙⼈冷氣套房：上學期(9~2⽉) 27,000元，下學期(3~7⽉)22,500元，另繳保證⾦4,500元，寒、暑假可續住，電
費按表計費。
⼀、男⼥兼收，並備有男⼥⽣宿舍。 ⼆、提供各項獎助學⾦，詳情可上網查詢：義守⼤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
本校⼤⼀新⽣(含醫學院學系)在校本部上課及住宿。 四、⼤⼀新⽣必修學⽣服務教育課程。
系所分則

3143 義守⼤學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以培育優秀的⽣物科技⼈才為⽬標，發展⽣物醫藥及⾷品⽣技專業，學⽣可依興趣學習先端⽣物技術。每年並選拔優秀學⽣參
加學海及學⽂獎學⾦出國交換及遊學。學⽣可以選擇直升攻讀本系碩、博⼠班。
2.整合教師之⽣技研發技術及實驗儀器，建⽴「⽣技產品研發⽰範教學平台」，並與義⼤醫院醫師及研究醫療群進⾏研究合作，
與中研院院⼠合作學⽣可⾄中研院實習。
3.研究包括標靶藥物與⽣技⾷品、⽣醫材料與再⽣醫療，微膠囊與奈⽶技術等。
3144 義守⼤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以培育具護理專業⼈才為⽬標，歡迎具有服務熱忱、責任感，對健康照護有興趣的學⽣。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護理
專業知識與照護技能。因學習需要，需具有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能⼒，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抗壓與⼈際互動
溝通能⼒。
有鑑於各國對於取得護理師執照的臨床實習時數要求不同，本系將以台灣要求之護理臨床實習時數為主，無義務依各國規定增加
學⽣之護理臨床實習時數。
3145 義守⼤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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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旨在培育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之專業⼈才，並以醫學影像、放射診斷、放射治療、核⼦醫學技術與輻射防護等為專業發展⽅
向。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控管⾃身情緒
且具相當之抗壓能⼒。規劃醫院⾒習與實習課程，透過課程引導，培育專業之醫事專業⼈才。
3146 義守⼤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1.本系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物理治療師，提供紮實的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臨床物理治療專業知識及訓練，以達到能
獨⽴作業之職場能⼒。
2.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因課程學習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能⾊彩判定、⼤體解剖、與病
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
能迅速移動，且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於修課及臨床實習時須中⽂口語溝通。
3147 義守⼤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職能治療專業⼈才，以兒童、成⼈與⼼理領域之職能治療專業知識的養成為基本教育⽬標，並以社區
職能治療之發展及輔具研發等技術為未來專業發展⽅向，本系需完成臨床實⾒習課程，以完備職能治療師的培育，歡迎有興趣的
學⽣加⼊。
3148 義守⼤學 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本系課程與教學活動之規劃，係以培育營養專業⼈才為⽬標，使學⽣具備從事臨床營養、保健營養、社區營養照護與推廣、團膳
製備實務、⾷品與⽣技產品製造等⽅⾯之能⼒。輔導報考營養師、⾷品技師、HACCP、⾷品分析檢驗技術⼠、中餐烹調技術
⼠、烘焙技術⼠等多張證照。畢業後可⾄醫院、各級學校、健康中⼼、⻑照機構、團膳公司、⾷品與⽣技公司等⾏業就業。
3114 義守⼤學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旨在結合醫學檢驗和⽣物技術，以培養知識和技術並重之實驗專業⼈才。課程設計兼具理論與實務，著重臨床醫學檢驗技術之訓
練，使學⽣具備紮實的知識與技術。畢業後可以參加台灣與美國專業證照考試，未來⼯作發展相當多元性，歡迎對⽣物、化學有
興趣的同學加⼊。因⼯作屬性，需具有相當的視覺功能以執⾏顏⾊辨別與型態辨識之專業課程訓練。

實踐⼤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臺北校本部：+886-2傳真 25339416/ ⾼雄校區：+886-7667-9999
地址 台北校區：104336台北市中⼭區⼤直街70號 / ⾼雄校區：845050⾼雄市內⾨區內南⾥⼤學路200號
網址 https://www.usc.edu.tw
承辦單位 台北校區：⼊學服務⼀中⼼/ ⾼雄校區：⼊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210.70.94.83/web_module/news/news_list.aspx?d_sn=116&ss_sn=5015
臺北校區，備有男⽣（校外）⼥⽣（校內）宿舍， 網址：http://210.70.94.83/web_module/?d_sn=163 ⾼雄校區，備
有男⽣（校外）⼥⽣（校內）宿舍， 網址：http://c004.kh.usc.edu.tw/bin/home.php
1. 本校分臺北、⾼雄兩校區。 2. 各項僑⽣⼊學輔導、獎助學⾦、校內外⼯讀及住宿訊息，請參考網⾴：(1) 臺北校區：
http://www.sao.usc.edu.tw/ (2)⾼雄校區：https://dsa.kh.usc.edu.tw/ 3. 依本校學則第13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
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以同等學⼒⼊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修⾄
少12 個畢業學分。其增加之學分數與修習科⽬，由各學系(組)訂之。
學校代碼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40

聯絡電話

臺北校本部：886-2-25381111/ ⾼雄
校區：886-7-6678888

系所分則
3142 實踐⼤學 ⾷品營養與保健⽣技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Nutrition, and Nutraceutical Biotechnology (Taipei)
從事⾷品科學與營養科學之研究。

⻑榮⼤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46
聯絡電話 886-6-2785123
傳真 886-6-2785601
地址 71101臺南市歸仁區⻑⼤路1號
網址 http://www.cjcu.edu.tw
承辦單位 ⼊學服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服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dweb.cjcu.edu.tw/overseas_student/article/2855
四年住宿優先權
⼀、新⽣⼊學須知： （⼀）⽇間部新⽣⼀律住校。（⼆）本校鄰近台南⾼鐵站，台鐵⽀線⾏經本校，並設置「⻑榮⼤學
站」，交通極為便利。（三）本校是亞洲基督教⼤學聯盟(ACUCA)會員學校之⼀，與美、法、奧、加、⽇等世界各校締
結姊妹校(100餘所)，密切國際合作與交換學⽣（四）本校訂有英語及資訊⼒畢業條件，詳情請參閱語⽂教育中⼼及計網
中⼼網站。（五）本校為基督教⼤學，重視⼈⽂與教會關懷精神。 ⼆、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以同等學⼒資格⼊學本
校學⼠班者，於原學分總數外，應⾄少增修12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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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3163 ⻑榮⼤學 ⽣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中⽂聽、說、讀、寫能⼒須能適應。（⼆）本系課程包含實驗課程，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
技能，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3165 ⻑榮⼤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中⽂聽、說、讀、寫能⼒須能適應。（⼆）課程包含多⾨實驗及實習科⽬，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
與實驗技能，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及溝通能⼒。
3164 ⻑榮⼤學 健康⼼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Psychology
課程包含實驗及實習科⽬，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及溝通能⼒
3362 ⻑榮⼤學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s Industry
本學系課程設計著重基礎醫藥知識的培養與醫藥⾏銷管理實務、證照考試的訓練，使學⽣具備升學與就業所需之臨床、研發及產
業跨領域整合的專業素養，同時提供國內外產業與學術機構實習機會，選送學⽣國際交流，並與優良廠商建教合作，表現優異者
畢業即就業。
3162 ⻑榮⼤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須中⽂聽、說、讀、寫能⼒可適應者。（⼆）招⽣關懷⼈群健康，對服務⼈群有強烈意願者。（三）課程包含實驗及實習
科⽬，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需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及溝通能⼒。
3111 ⻑榮⼤學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Health Care
1.課程包含臨床實作科⽬，需運⽤肢體操作儀器，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2.需具備中英⽂聽、說、讀、寫能⼒可適應
者。
3300 ⻑榮⼤學 蘭花產業應⽤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Orchid Industry Application
本學程以蘭花栽培實務、蘭花商務管理與蘭花⽣活應⽤為課程重點，結合台灣與⾺來西亞之教學研究能量以及國內、外產學合作
蘭園之實務實習，培育具有國際移動⼒之供應鏈管理與服務、展覽商務與管理以及⽣活美學與應⽤之蘭花產業應⽤國際⼈才。
3094 ⻑榮⼤學 職業安全與衛⽣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1. 本學系之教育⽬標在於培育職業安全與衛⽣專業⼈才，使學⽣了解職場中的物理性、化學性、⽣物性、⼈因性及社會⼼理性等
有害因⼦及理論，並熟悉評估職場危害的檢測技術，最後綜合所學來防⽌⼯作者的職業病與職業災害。
2. 本系重視學⽣的實務學習，不僅提供實習機會，並透過豐富的產學合作計畫帶領同學做深⼊且多元的實務實作，本系亦提供產
業界⼈員教育訓練及專業認證。
3. 詳細資料請⾄本系網⾴查詢。http://sites.cjcu.edu.tw/osh/
3102 ⻑榮⼤學 環境與⾷品安全檢驗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Environment and Food Safety
Laboratory Science
本學程課程之設計⽬的在培養環境與⾷品安全檢驗與管理的專業⼈才，以符合產業需求。本學程課程特⾊為：
1. 理論與實務結合，增進畢業⽣就業競爭⼒。
2. 提供產業實習增進實務經驗。

⼤同⼤學 Tatung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3
聯絡電話 886-2-77364604
傳真 886-2-25855215
地址 10452台北市中⼭北路三段40號
網址 http://www.ttu.edu.tw
承辦單位 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教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turule.ttu.edu.tw/rulelist/showcontent.php?rid=892
新⽣保障住宿
本校由林尚志先⽣創⽴於1956年，並以⼯程、設計及商業管理為主要領域。本校與許多公司產學合作密切，為國內知名
的建教合⼀、研究發展的優質⼤學，學校特⾊為:1、本校位居臺北市中⼼，校區緊鄰北美館及花博公園，步⾏可⾄⺠權西
路、圓⼭及中⼭國小捷運站，⽣活機能完善，是有志向學者的理想學習環境。2、本校建校60多年來以培養國家發展所需
的科學家、設計師、⼯程師與事業經營者著稱，傑出校友遍佈產官學研各領域。3、辦學績效優異，榮獲教育部⾼等教育
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各系所皆通過教育部系所評鑑與 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並榮獲德國紅點(Red Dot)、iF設計評
⽐優質設計學校，更多次榮獲中國⼯程師學會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4、積極發展與海外姊妹校之雙向交流，並
與國內外⼀流企業進⾏密切產學交流，培育務實致⽤⼈才。5、獎助學⾦：僑⽣及港澳地區學⽣⼊學獎學⾦、品學兼優獎
學⾦、學業成績進步獎學⾦、出國獎學⾦、教育部核發⾼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助學⾦、教育部補助⼤學校院設置研究
所優秀僑⽣獎學⾦、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僑⽣回國就讀⼤學校院獎學⾦、僑務委員會補助僑⽣⼯讀⾦、僑務委員會獎勵學
⾏優良僑⽣獎學⾦等。
系所分則

3181 ⼤同⼤學 化學⼯程與⽣物科技學系第三類組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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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介紹、教學與課程特⾊:本系通過IEET⼯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領域涵蓋⽣物化學、⽣醫材料、化⼯製程、能源技術、⾼分⼦
應⽤、植物組織培養、⾷品與製藥等領域，培育學⽣具備基礎學識理論。透過實作課程訓練學⽣具備發掘問題、分析整合與運⽤
⼯程技術之能⼒。⿎勵系統性及深⼊思考、有效團隊溝通、互助合作、啟發創新精神。強化英、⽇語能⼒，培養國際視野。強調
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提供多元學習歷程，發展健全的身⼼與奮發進取的終身學習信念。⼤學成績優秀之學⽣，可申請於五年內
拿到學、碩⼠學位，並設有⼤學部推薦甄試（含五年⼀貫）獎學⾦等供學⽣申請。

開南⼤學 Kaina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56
聯絡電話 886-3-3412500分機1023
傳真 886-3-3413252
地址 33857桃園市蘆⽵區開南路1號
網址 http://www.kn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knuoica.knu.edu.tw/p/404-1004-780.php?Lang=zh-tw
本校備有宿舍，僑⽣均可申請。
開南⼤學⽬前已有商學、觀光運輸、資訊、⼈⽂社會、健康照護管理五⼤學院，學⽣近6千⼈、教職員近400⼈，助理教
授級以上師資⽐例⾼達94.03%，在管理領域已有相當紮實的基礎。由於開⼤位居桃園國際機場、中⼭⾼速公路、臺灣鐵
路與⾼速鐵路交通匯集樞紐，鄰近桃園航空城特區，是故國際化與商務運籌管理是開⼤得天獨厚的特⾊。未來本校發展⽬
標將持續邁向專業化與國際化，從而培育出⾼素質具國際觀的⼈才，為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更⼤的貢獻。男⼥兼收，住宿
⽅⾯本校備有宿舍，歡迎僑⽣申請。
系所分則

3177 開南⼤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中英⽂須具備基本聽、說、讀、寫能⼒。

慈濟⼤學 Tzu Chi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0
聯絡電話 886-3-8565301
傳真 886-3-8562490
地址 97004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
網址 http://www.tc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a.tcu.edu.tw/?page_id=2180
新⽣保障住宿。
1.本校⼤⼀新⽣除特殊狀況經核准外，⼀律住宿，⼆年級以上按「本校學⽣住宿辦法」辦理。 2.本校學⽣應穿著校（制）
服。 3.本校餐廳僅提供素⾷。 4.學⽣須通過「英語能⼒」及「運動技能」之學校規定，始得畢業。 5.本校重視通識教
育，學⽣於專業科⽬外，亦能在⼈⽂、社會、美學與藝術、⾃然四⼤領域獲得均衡的學習。 6.本校設有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提供僑⽣新⽣接機、居留證申請及延期、健保申請、課業輔導申請、⼯作證申請及其他在台學習⽣活各項服務。 7. 以
上各項說明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委員會決議處理。
系所分則

3258 慈濟⼤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Bachelor Program）
1.本系教育宗旨：培養具有慈悲喜捨精神，醫術精良，尊重⽣命，以⼈為本之良醫。2.修業年限六年。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址
http://www.med.tcu.edu.tw/。
3259 慈濟⼤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Bachelor Program）
在視覺、語⾔、聽⼒、⾏動、精神上有嚴重障礙及辨⾊⼒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困難，或對醫療⼯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
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上列狀況考⽣如仍有就讀意願者，經錄取就讀時，應接受學校適當之輔導。
3260 慈濟⼤學 公共衛⽣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Bachelor Program）
辦學宗旨：以慈悲喜捨之精神，為社會培育「尊重⽣命，以⼈為本」懷抱濟世⼈助⼈理念，實踐志⼯服務精神的優秀⼈才。
教育⽬標：培育具備良知良能、濟世胸懷、敬業合群曁服務精神的優秀公共衛⽣⼈才。
3072 慈濟⼤學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Bachelor Program）
在視覺、語⾔、聽⼒、⾏動、精神上有嚴重障礙及辨⾊⼒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困難，或對醫療⼯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
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上列狀況考⽣如仍有就讀意願者，經錄取就讀時，應接受學校適當之輔導。
3264 慈濟⼤學 ⽣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Bachelor Program）
以⽣物科技學理與實作的訓練為基礎，發展「⽣物數據及應⽤」、「藥物研究及發展」及「⽣物資源及應⽤」專業領域，強化與
產業發展相關職場就業⼒的⼈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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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5 慈濟⼤學 分⼦⽣物暨⼈類遺傳學系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Human Genetics（Bachelor
Program）
本系以培養能終⽣學習並具⼈⽂服務精神的分⼦⽣物暨⼈類遺傳之⼈才為⽬標。藉由充實的基礎課程及實驗技術養成，訓練學⽣
具備投⼊研究或產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以期未來能在公私⽴學術單位、醫療院所研究部⾨、⽣技公司與藥廠等參與學術研究、
產品研發、管理及銷售等⽅向發揮所⻑。若結合選修本校傳播及教育⽅⾯教學特⾊課程，也可朝向廣電之科普傳播及中學⾃然科
教師等跨領域⽅向發展。

中⼭醫學⼤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6
聯絡電話 886-4-24730022
傳真 886-4-24754392
地址 40201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1段110號
網址 http://www.cs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sa.csmu.edu.tw/p/405-1011-33604,c1880.php?Lang=zh-tw
新⽣優先分配住宿
⼀、男、⼥兼收。 ⼆、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三、從迎新接待⾄⽣活照顧，包含社團活動、獎助學⾦、居
留證及出⼊境輔導、基本學科學業輔導、保險、⼯讀等，使從世界各國⾄本校就讀之同學，得以能安⼼向學，進而發展其
個⼈職涯之規劃。 四、有關各系所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
http://www.csmu.edu.tw/。 五、僑⽣輔導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332。 六、招⽣服務電話：886-424730022#11112、11130、11118。
系所分則

3191 中⼭醫學⼤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醫學系修業六年。
⼆、申請者年齡40歲(含)以下（1981年1⽉1⽇以後出⽣者）。
三、本系之教學，除教導學⽣追求豐富之醫學知識外，更重視其完整⼈格養成及⼈性關懷，培養具有服務⼈群熱忱、犧牲奉獻精
神的學⽣，能成為醫學界的⽣⼒軍。
3193 中⼭醫學⼤學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本系採多元化教學，除傳統教學法外，更實施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運⽤以問題為導向之小組學習⽅
式，培養學⽣團隊合作與主動解決問題的能⼒。此外為開拓學⽣視野與培養⼈⽂素養，除護理專業訓練，也重視國際交流，每年
有交換學⽣⾄國外姊妹校研習。
3194 中⼭醫學⼤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本系兼重理論與實務，備有豐富醫療及實驗資源，課程以「認知神經科學」與「臨床⼼理學」為主軸，⽬標在訓練⼼理學專業及
應⽤⼈才。本系課程學習需具⼈際溝通協調能⼒及情緒管理能⼒。畢業出路包括：臨床⼼理師、諮商⼼理師、⼈⼒資源管理⼈
員、觀護⼈、⼼理測驗員、身⼼障礙者服務⼈員、教誨師、⼼理輔導員、社福機構⼯作者、廣告設計者、市調分析員、研究⼈員
等。
3192 中⼭醫學⼤學 ⽛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由於中⼭醫學⼤學是以⽛科起家，⽛醫系的教育⽬標以秉持王者⾵範，讓本系所學⽣有淵博的智慧而且具國際性視野，以⾼尚⼈
格⾏使其專業，並隨時有寬⼤為懷的⼼情。為了能夠照顧到國⺠口腔醫療保健的需求，以及回饋社會、關懷弱勢，⽛醫學系積極
培育口腔醫學之教學、研究、醫療等專業⼈才，期待落實全⼈教育理念。本系除擁有全國最完善的實習設備外，與各國之⽛醫學
先進如美國華盛頓⼤學、美國阿拉巴⾺⼤學伯明罕分校(UAB)、⽇本⿒科⼤學、中國北京⼤學口腔醫學院等等訂有姐妹校及合作
關係。
學⽣於就期間須具備並學習操作儀器、使⽤顯微鏡、團隊溝通、解說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本系課程亦含實驗
操作，須具備視覺設計與⾊彩判定能⼒；基於考量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就
學期間需⾃備部份⽛科專業器材。
3199 中⼭醫學⼤學 ⽣物醫學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成⽴宗旨在培養⽣物醫學基礎研究及⽣物技術應⽤之⼈才。核⼼科⽬涵蓋現代⽣命科學、⽣物技術及⽣物醫學領域，並藉多元實
驗及⽂獻討論等課程，訓練學⽣實作、解決問題及資料蒐集、閱讀理解、思考分析、講演溝通及批判等能⼒，奠定未來在⽣醫領
域研發創新基礎。
本系課程學習須具備基本能⼒含有構想能⼒、視覺、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控管⾃身情緒者。
本系課程含實驗操作，基於考量危險性與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備 獨⽴操作能⼒及 個⼈安全維護能⼒ 。
3195 中⼭醫學⼤學 醫學檢驗暨⽣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以培育專業醫事檢驗師以及醫學相關研究⼈才為⽬標。強調基礎與臨床並重、理論與實務結合。課程學習須具備視覺辨⾊、
⼈際互動溝通協調、控管⾃身情緒等能⼒。實驗操作亦為本系之學習重點，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3197 中⼭醫學⼤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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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有具有良好的學習及實習環境，師資與教學頗受肯定，開設多元課程及邀請各領域專家演講，設有專屬物理治療獎學⾦，以
培養具備專業能⼒、⼈⽂關懷、研究創新及終身學習之物理治療⼈才。因課程需要，學⽣須學習疾病判定、建⽴醫病關係等，為
評估個案問題，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口語表達、溝通能⼒及⼈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並具相當之抗壓
能⼒。在未來發展上，物理治療師可以在許多領域和職場從事專業發展，包括醫療院所、私⼈開設物理治療所診所、 居家服務、
學校教育機構、運動場域、 健身機構⼯廠、⻑照養護機構。
3198 中⼭醫學⼤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本系設⽴之⽬的在培育符合社會潮流及國際⽔準，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秀職能治療⼈才。課程連續通過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
(WFOT)認可，使學⽣具備國際化⽔準。並積極與港、澳、⾺、⼤陸等地區合作，進⾏學術與⼈才交流。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
學⽣必須有獨⽴評估的能⼒，能夠聆聽病患及家屬病情之闡述以及具備有效聽、說雙向溝通技巧，並完成臨床醫療院所實習，⽅
能畢業。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須具備職能治療專業知識、治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需要，學⽣須學習病症判
定、建⽴醫病關係等，為評估個案問題，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口語表達、溝通能⼒及⼈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
⾃身情緒並具相當之抗壓能⼒。
3208 中⼭醫學⼤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語⾔治療組 Department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Division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語⾔治療與聽⼒學系(語⾔治療組)是以提升聽語障礙者之溝通能⼒及⽣活品質為⽬的之醫療保健專業，招收對象宜具備下列⼈格
特質：喜歡與⼈互動、獨⽴成熟且耐壓性⾼、具服務身⼼障礙⼈⼠之熱誠；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具有良好體
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3209 中⼭醫學⼤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聽⼒組 Department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Division
of Audiology
語⾔治療與聽⼒學系是以提升聽語障礙者之聽覺與溝通能⼒及⽣活品質為⽬的之醫療保健專業，招收對象宜具備下列⼈格特質：
喜歡與⼈互動、獨⽴成熟且耐壓性⾼、具服務身⼼障礙⼈⼠之熱誠；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具有良好體能、移
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者。
3200 中⼭醫學⼤學 視光學系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本系教學⽬標主要訓練學⽣成為視機能檢測、屈光矯正、與低視能服務的視光專業⼈員。課程設計以「眼球解剖學與眼球病理
學、視光學、隱形眼鏡學、配鏡學、及低視⼒學」為主軸，同時⿎勵學⽣參與社區服務。中⻑程⽬標則以培養視光相關醫學研究
⼈才為⽬的，透過「專題研究」與「專題討論」等課程，訓練學⽣獨⽴思考、規劃、實踐與論述之能⼒。本系課程含實驗操作，
需具相當的視覺、聽覺、以及口語表達的能⼒，⼈際互動、溝通協調與情緒管控亦相當重要。
3201 中⼭醫學⼤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本系教學以臨床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相關技術並重，培育實務與理論合⼀的專業⼈才。畢業⽣可參加醫事放射師國家證照考試。
本系推動新加坡海外醫院實習計畫，⽬前已有11屆同學接受海外實習，迄今計有60幾名畢業⽣於新加坡各⼤醫療院所（SGH、
NUH、CTH、MOH等）就職擔任醫事放射師。因課程學習需要，需操作醫學影像相關儀器、辨別儀器影像、與病⼈及醫療團隊
溝通等；因此，學⽣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做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
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206 中⼭醫學⼤學 公共衛⽣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公共衛⽣之⽬標為預防疾病、延⻑壽命及促進身⼼健康。經社區⼒量從事環境衛⽣、傳染病管制及個⼈衛⽣教育，並結合醫療資
源，使疾病獲得早期的診斷和預防的治療。
課程設計以「流⾏病學、⽣物統計、環境與職業衛⽣、衛⽣⾏政與管理、社會⾏為科學」為主軸，⿎勵學⽣參與社區服務，教育
學⽣具有結合⼈⽂、社會與環境關懷及分析問題之能⼒；通過「公共衛⽣實習」與「專題研究」等課程以訓練學⽣獨⽴思考、規
劃、實踐與論述之⼈才。同時也提供「⾷品安全衛⽣學程」、「環環境證照與檢測學程」與「資料科學家學程」等學程培養專業
能⼒，期使畢業後無論是進⼊職場或繼續深造，皆能有深厚之公共衛⽣學能。
3202 中⼭醫學⼤學 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本系以培育具備⾷品營養與醫學知識之專業⼈才為⽬標。課程內容含基礎醫學、臨床營養、保健⾷品科技三⼤類，畢業後可於各
⼤醫療院所、學校、公職部⾨、藥妝店、團膳公司等從事營養相關⼯作；也可於⾷品、⽣技產業、中央廚房、⽣機⾷品連鎖店等
從事⾷安品管研究相關⼯作。部份課程為實驗操作，學員須具備視覺辨⾊、⼈際互動溝通協調、控管⾃身情緒等能⼒，且基於實
驗結果判斷之需要與考量潛在的危險性，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3203 中⼭醫學⼤學 職業安全衛⽣學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教育⽬標與宗旨
1.本系課程類型分為：基礎課程、通識課程、安全衛⽣核⼼課程、專題課程、專業實驗與實習課程與多元發展選修課程等。
2.提供「輔系」與「雙主修」設計。
3.「專題研究」必修，培養發掘、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
4.「安全衛⽣實務實習」必修，讓理論與實務接軌，培養符合產業界所需之⼈才。
5.「書報討論」必修，閱讀科技英⽂論⽂，促進國際視野的養成及終身學習的能⼒。
3204 中⼭醫學⼤學 健康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Industry Technology Management
本系教學⽬的在於培養保健與餐飲學能兼具的專業⼈才。就學期間，即可參加檢定取得丙級中、西餐廚師證照、烘焙證照等。畢
業後可經由技術管道進⼊餐旅產業。此外配合在本系完整的餐飲及管理學科訓練，將能為醫療體系飲⾷品質以及經營管理發揮⻑
才。課程學習須具備視覺辨⾊、⼈際互動溝通協調、控管⾃身情緒等能⼒。本系課程含實驗操作，基於實驗結果判斷之需要與考
量潛在的危險性，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
3205 中⼭醫學⼤學 醫學應⽤化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Applied Chemistry
本系在醫學⼤學內設⽴，醫學基礎教育的薰陶將是本系在化學教育外的⼀⼤特⾊，⽬標在培養學⽣具備基礎化學知識外，期能將
化學應⽤在醫藥、⽣醫、藥妝品與保健科技上，以因應健康醫學與應⽤化學跨領域科技產業⼈才之需求。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
重點，學⽣均需透過親⾃操作實驗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須透過⾊彩判定實驗結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
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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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醫學⼤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67
聯絡電話 886-7-3121101
傳真 886-7-321-2062
地址 80708⾼雄市三⺠區⼗全⼀路100號
網址 https://www.k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僑、外⽣住宿安排請洽本校學⽣事務處⽣活輔導組：https://goo.gl/r5Q89Y
⼀、本校⼤學部學⼠班為全中⽂授課，學⽣應具備優良中⽂聽、說、讀、寫能⼒。⼆、本校各學系男⼥兼收。三、⼤學部
備有學⽣宿舍。四、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事宜，請參閱https://www.kmu.edu.tw/。五、
本校為獲教育部認定「績效卓著」醫學⼤學。六、本校學⽣修業期滿前，應符合本校英⽂能⼒畢業⾨檻之規定，其標準由
各學系另訂之。七、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系所分則

3210 ⾼雄醫學⼤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本系修業六年。
3211 ⾼雄醫學⼤學 運動醫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s Medicine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12 ⾼雄醫學⼤學 呼吸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Therap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13 ⾼雄醫學⼤學 ⽛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本系修業五年，另加實習⼀年。
3214 ⾼雄醫學⼤學 口腔衛⽣學系 Department of Dental Hygiene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15 ⾼雄醫學⼤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本系修業五年。
3216 ⾼雄醫學⼤學 香粧品學系 Department of Fragrance and Cosmetic Science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17 ⾼雄醫學⼤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0 ⾼雄醫學⼤學 公共衛⽣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18 ⾼雄醫學⼤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19 ⾼雄醫學⼤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2 ⾼雄醫學⼤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本學系課程設計內容包含與身⼼障礙者直接互動及教導協助其
獨⽴⽣活之經驗，故學⽣應具備良好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3223 ⾼雄醫學⼤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5 ⾼雄醫學⼤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and Medical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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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1 ⾼雄醫學⼤學 ⼼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4 ⾼雄醫學⼤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作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6 ⾼雄醫學⼤學 醫藥暨應⽤化學系醫藥化學組 Division of Medicinal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and
Applied Chemistry
特⾊：
1. 台灣唯⼀以化學⽅法研究醫藥科技領域的系所。
2. 著重在「醫藥化學」領域中的基礎理論紮根與實驗研究，並訓練具有研發之能⼒。
3. 化學各領域師資皆具，研究成果卓越。
優勢：
1. 化學之基礎知識理論訓練較為完善。
2. 兼具醫藥化學、藥物合成及開發之相關知識以及實驗能⼒。
3. 因兼具化學與醫藥相關背景知識及訓練，畢業學⽣未來就業的出路更加廣泛。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7 ⾼雄醫學⼤學 醫藥暨應⽤化學系應⽤化學組 Division of Applied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and
Applied Chemistry
特⾊：
1. 台灣唯⼀以化學⽅法研究醫藥科技領域的系所。
2. 著重在「應⽤化學」領域中的基礎理論紮根與實驗研究，並訓練具有研發之能⼒。
3. 化學各領域師資皆具，研究成果卓越。
優勢：
1. 化學之基礎知識理論訓練較為完善。
2. 兼具材料化學、儀器分析及尖端奈⽶化學之相關知識以及實驗能⼒。
3. 因兼具化學與醫藥相關背景知識及訓練，畢業學⽣未來就業的出路更加廣泛。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8 ⾼雄醫學⼤學 ⽣物醫學暨環境⽣物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Biolog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29 ⾼雄醫學⼤學 ⽣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3263 ⾼雄醫學⼤學 ⽣命科學院學⼠班 Bachelor Program of Life Science
本校以醫藥衛⽣相關學系為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辨⾊、⾏動、口語
溝通及情緒管理能⼒，以因應⽇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中國醫藥⼤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8
聯絡電話 886-4-22991621
傳真 886-4-22993627
地址 406040 台中市北屯區經貿路⼀段100號
網址 http://www.cmu.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僅限研究⽣申請)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cmucia.cmu.edu.tw/
本校宿舍謹開放給⼤學部學⼠班學⽣。學⼠班⼀年級學⽣可優先獲得學校宿舍安排，宿舍為3-4⼈⼀間，每學期住宿費約
宿舍 新台幣22,500~25,500元/學期/⼈。 詳細住宿資訊請⾄中國醫藥⼤學軍訓暨⽣活輔導組網⾴參閱最新公告
(http://guide.cmu.edu.tw/dorm.php)
⼀、總校區暨北港校區均備有學⽣宿舍供新⽣住宿。 ⼆、醫學系、⽛醫學系、藥學系及中醫學系⼀年級學⽣在總校區上
課，⼆年級後在英才校區上課。其它各學系⼀年級學⽣在北港校區上課，⼆年級後在總校區上課。 三、⼊學前畢業年級
相當於國內⾼級中等學校⼆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地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其畢業應修學分應增加12學分。 四、校
址： (1)總校區：40640台中市北屯區經貿路⼀段100號。 (2)英才：40402台中市北區學⼠路91號。 (3)北港：65152雲林
備註 縣北港鎮新德路123-1號 五、電話：總校區、英才(+886-4-22053366 招⽣業務-國際事務處分機1122或1176,⽣活照應-國
際學⽣中⼼分機1611)；北港（+886-5-7833039）。 六、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學校基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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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3230 中國醫藥⼤學 ⽛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1. 本系為醫療專業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學習須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2. 本系修業五年，另加實習⼀年（需⾃備部分⽛科專業器材）。
3231 中國醫藥⼤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1.本系為醫療專業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學習須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2. 本系修業六年。
3345 中國醫藥⼤學 中醫學系甲組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Division A)
1. 申請者需具有華語⽂能⼒測驗⾼階(含)以上的能⼒，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
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2. 本系為醫療專業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3. 教育⽬標在培育中西醫結合醫師，得依本校中醫學系學⽣修讀醫學系雙主修辦法加修醫學系為雙主修，修業七年(含中醫實習
⼀年) 。
3346 中國醫藥⼤學 中醫學系⼄組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Division B)
1.申請者需具有華語⽂能⼒測驗⾼階(含)以上的能⼒，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
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修課成績或證明替代。
2.本系為醫療專業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3.教育⽬標以培育現代化中醫師，不得申請加修醫學系為雙主修，修業七年(含中醫實習⼀年) 。
3232 中國醫藥⼤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1.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術。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與⼈直接互動的
特性。
2. 具備良好華語溝通能⼒。
3. 本系修業五年或六年，含實習課程。
4. 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
或證明替代。
3234 中國醫藥⼤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具相當之抗壓能⼒。
3235 中國醫藥⼤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1. 本系為醫事相關學系，因課程學習需要，學⽣須具有良好視覺功能使⽤顯微鏡進⾏⾊彩判定，另會接觸病患須具良好聽覺和⼈
際互動溝通能⼒，並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2. 本系著重醫學檢驗與⽣物技術⼈才之培育，本系修業四年，含實習半年。
3236 中國醫藥⼤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1.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學⽣須具備物理治療專業知識、醫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學習
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定、⼤體解剖、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病關係等。為判定病患
因各項感官皆須較為敏銳，因此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親⾃為了他⼈進⾏物理治療，運⽤肢體
操作儀器，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學⽣畢業後將進⼊醫院治療及照顧病患。
2.需具備良好華語溝通能⼒ 。
3.海外台灣學校學⽣或以中⽂為官⽅語⾔之國家或地區申請者，得免附中⽂或華語⽂能⼒證明，或另以中⽂⾃傳或中⽂修課成績
或證明替代。
3237 中國醫藥⼤學 ⽣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系學⽣須學習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包含操作實驗、使⽤顯微鏡與判定⾊彩。
3238 中國醫藥⼤學 運動醫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s Medicine
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
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239 中國醫藥⼤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使⽤顯微鏡、⾊彩判定、病症判斷，與⼈
直接互動的特性。
3242 中國醫藥⼤學 藥⽤化妝品學系 Department of Cosmeceutics
本系學系課程包含調製學實驗、彩妝藝術學等，須具備辨⾊能⼒。
3244 中國醫藥⼤學 ⽣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
1.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術。課程學習需運⽤肢體操作、⾊彩判定，與⼈直接互動的特性。
2. 本系修業四年，含⾒、實習課程。
3246 中國醫藥⼤學 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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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課程以培育營養師為⽬標，須具備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
3245 中國醫藥⼤學 公共衛⽣學院⼤⼀不分系 Interdisciplinary Freshmen Program of Public Health
就讀本系需電腦實作及操作儀器設備，需有相當的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良好體能及移動能⼒。

臺北醫學⼤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69
聯絡電話 886-2-27361661
傳真 886-2-23774153
地址 11031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網址 http://www.tm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my2.tmu.edu.tw/board.php?courseID=24789&f=news
(1)⼤學部：僑⽣⼤學部⾃三年級起即不予保障。 (2)研究所：以第⼀年來台就讀之新⽣為限，且由研究所新⽣床位預留保
宿舍 障男⼀床、女⼀床，申請⼈數超過預留時 以抽籤⽅式決定。 ※申請資格及保障依臺北醫學⼤學學⽣宿舍住宿申請及管理
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醫學系修業年限六年，⽛醫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另加實習⼀年，其餘各學系均為四年。⼆、本校各學系男、⼥兼收。
備註
三、各學系上課語⾔均以中⽂為主，學⽣需具有相當程度之中⽂聽、說、讀、寫能⼒。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247 臺北醫學⼤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1.本學系以「培養具⼈⽂關懷及社會服務熱忱的專業醫師」為教育⽬標。2.學⽣特質需具備「⼈⽂素養與社會關懷」、「多元學
習與專業技能」、「溝通技巧與團隊合作」、「資訊管理與國際視野」、及「思辨創新與追求真理」之能⼒。3.修業年限六年。
3251 臺北醫學⼤學 ⽛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需具有正常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及靈活肢體操作動作以達到學習及照顧病患⽬的。
3253 臺北醫學⼤學 藥學系藥學組 School of Pharmacy (Division of Pharmacy)
1.藥學系藥學組修業年限為四年制。2.本學系因課程及就業需要，須能分辨劑型與劑量、操作調配無菌製劑、⾊彩判定、與病⼈
及醫療團隊溝通。必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口語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迅速移動、互動溝通協調及抗壓能⼒，
以照顧病⼈。3.學系網址：http://pharmschool.tmu.edu.tw。
3248 臺北醫學⼤學 醫學檢驗暨⽣物技術學系 School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1.本學系主要培育醫學檢驗技術⼈才，招收對⽣物醫學有興趣且將來欲從事臨床醫學檢驗或研究的學⽣。
2.因課程學習需要，學⽣於就學期間須親⾃運⽤肢體操作儀器、使⽤顯微鏡、⾊彩判定、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等，因此，必須
具有相當之視覺及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抗壓穩定能⼒，學⽣畢業後將進⼊醫院臨床⼯
作。
3254 臺北醫學⼤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本學系相關課程學習與實習，需有⾼度的⾏動⼒和體能，學⽣特質需具備⼈際互動、溝通協調及抗壓穩定能⼒，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學系修業年限4年。
3256 臺北醫學⼤學 保健營養學系 School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本學系修業年限四年，修習課程包括課堂學習、實驗操作課程及臨床實習，以培育營養應⽤任⼈才，須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
口語、變⾊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設備、迅速移動、互動溝通協調及抗壓能⼒，以照顧病⼈。必要時本學系得以電話或視
訊⽅式訪談。
3257 臺北醫學⼤學 公共衛⽣學系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1.招收對健康議題有興趣學⽣，培養具健康管理與保障健康專業能⼒。2.內容含健康促進及知識、預防疾病、延⻑壽命、健全⼼
理、技能及策略。3.含數據處理，採樣及⼿動實驗操作，要透過親⾃操作電腦及儀器實習。
3249 臺北醫學⼤學 醫務管理學系 School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本學系旨在培養醫務管理⼈才，使其擁有醫學精神內涵和各種管理理論、觀點及技術。歡迎具有⼈⽂素養、樂意服務、並具有⾃
我學習及成⻑能⼒之學⽣。必要時本學系會以電話或視訊⽅式訪談。本學系修業4年。
3250 臺北醫學⼤學 呼吸治療學系 School of Respiratory Therapy
本學系以培養優秀的醫療專業⼈才為主要教育⽬標，期望招收具⾼度服務熱忱、強烈責任感、相當之視覺、聽覺能⼒、辨別顏⾊
能⼒，能控管⾃身情緒者及對呼吸治療領域有興趣的學⽣。本學系修業四年。
3255 臺北醫學⼤學 ⾼齡健康管理學系 School of Gerontology Health Management
本學系課程含實習及實驗操作，基於考量操作危險性結果判斷之需要，學⽣須具備獨⽴操作能⼒及個⼈安全維護能⼒。本學系修
業四年。
3252 臺北醫學⼤學 ⽛體技術學系 School of Dental Technology
本學系因課程學習需要，學⽣就學期間需動⼿操作實驗設備，且需辨識相關內容之顏⾊；因此需具備視覺、聽覺功能，需具口語
表達、溝通能⼒，有時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並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能⼒。
3347 臺北醫學⼤學 口腔衛⽣學系 School of Oral Hyg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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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課程包含影像判讀及顏⾊辨識，須具備⾊彩判定能⼒。本學系課程含實驗操作，基於考量實驗操作危險性，學⽣須具備獨
⽴操作及個⼈安全維護能⼒。
3262 臺北醫學⼤學 ⽣物醫學⼯程學系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本學系部份課程需運⽤⼤量物理、數學或化學計算能⼒與進⾏實際動⼿操作，並安排學⽣⾄校外醫院與企業實習，對於實作能
⼒、⼈際互動或溝通協調學習有困難學⽣宜謹慎考慮。本學系修業課程為四年制，審查時若有需要時得以電話或視訊⽅式進⾏⾯
談審核。
3115 臺北醫學⼤學 ⾷品安全學系 School of Food Safety
本學系學⽣需學習基礎專業知識及實驗技能，故需親⾃操作實驗儀器及技術，部份實驗需辨⾊，且⼀些實驗具⼀定危險性，須有
能⼒判斷及即時遠離危險現場；亦須具備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能⼒，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本學系修業四年。必要時本系得以
電話或視訊⽅式訪談。

⾺偕醫學院 Mackay Medical College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1
聯絡電話 886-2-26360303
傳真 886-2-26365522
地址 25245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46號
網址 http://www.mmc.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本校學⽣宿舍參採國外知名⼤學住宿之書院式教育精神，營造家庭的歸屬感。學⽣宿舍共四棟，宿舍數量⾜以提供同學在
學期間之住宿需求。每⼀層樓有2~6個家庭單位，每個家庭單位可住宿8名學⽣(每⼾4寢，每寢2⼈，床鋪、書桌及櫥櫃均
為平⾯設置)，空間寬敞舒適，設有客餐廳及乾濕分離衛浴，備有電陶爐料理台、冰箱、冷氣與網路接點等設備，⽣活機
能完善，學⽣滿意度⾼。
⼀、本校以延續⾺偕博⼠「寧願燒盡，不願銹壞」之精神和培養兼具愛⼼與服務熱忱之明⽇良醫與優秀醫事⼈員為⽬標，
是基督信仰濃厚的醫學院校。 ⼆、本校各學系男、⼥兼收。 三、醫學系修業年限為六年，護理學系及聽⼒暨語⾔治療學
系則為四年。 四、本校學⼠班學⽣除特殊情形經核准外，全體皆住宿，本校提供極優質的家庭宿舍，相關資訊請參考
http://www.admissions.mmc.edu.tw/dorm.asp。僑⽣專責單位為學務處⽣活輔導組，電話：+886-2-26360303分機
1134。 五、本校招⽣學系有醫學系、護理學系、聽⼒暨語⾔治療學系聽⼒組、聽⼒暨語⾔治療學系語⾔組，皆為培育專
業醫事⼈員的學系，畢業後須參與國家考試，獲得通過後始能以醫師、護理師、聽⼒師或語⾔治療師身份執業。因各地區
的國家考試學歷採認規定不盡相同，請考⽣在報考本校前，⾃⾏確認所屬地區之學歷採認事宜，以免影響⽇後的權益。
系所分則

3350 ⾺偕醫學院 醫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ine
1.110 學年度⼊學之新⽣修業年限為6年(含臨床實習)。
2.⾼中時期必須修習過數學、物理、化學、⽣物、英⽂等學科。
3.因課程中包含「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語⾔及⽂字能⼒為重要學習要素，故⼊學後由系主任及導師為同學辦理中⽂程度測試及
⾯談，未通過者須另⾏取得「華語⽂能⼒測驗(TOCFL)流利級證書或其他同等測驗證明」。
4.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需具相當視覺、聽覺功能、⼈際互動溝通協調及相當之抗壓能⼒；畢業後將進⼊醫院治療及照顧病患。

國⽴⾼雄科技⼤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5
聯絡電話 886-7-3814526#19026
傳真 07-396-1245
地址 80778 ⾼雄市三⺠區建⼯路415號
網址 http://www.nkus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oia.nkust.edu.tw/p/412-1010-1894.php?Lang=zh-tw
新⽣保障住宿,第⼆年起須配合宿舍積分活動，才享有抽籤宿舍權利(請以學校網站公告為主)
⼀、本校規定⼤學部學⽣修習服務教育課程，為必修零學分，成績及格⽅准畢業。 ⼆、本校⼤學部實施英語畢業⾨檻。
第⼀校區：本校交通便捷，近國道1號、3號，可由交流道快速抵達。⾼雄捷運都會公園站及青埔站，均有接駁公⾞進⼊
校區。鄰近台灣⾼鐵及小港國際機場，搭機返國便利。 楠梓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紅線⾄後勁站(R20)步⾏約
5分鐘即可到達。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6、29號公⾞（楠梓⽕⾞站搭⾞）於⾼雄海洋科技⼤學下⾞。市公⾞
28、301（⾼雄⽕⾞站搭⾞）於後勁國中站下⾞。 旗津校區： 1.搭乘捷運：搭乘⾼雄捷運橘線⾄西⼦灣站(O1)，步⾏約2
分鐘⾄⿎⼭渡輪站搭乘渡輪前往旗津，下船後步⾏約5分鐘即可到達旗津校區。 2.搭乘⾼雄市公⾞：⾼雄市公⾞1、248號
公⾞（⾼雄⽕⾞站搭⾞）⾄⿎⼭渡輪站下⾞，搭渡輪⾄旗津，轉市公⾞紅9號公⾞於旗津國小下⾞，或沿中洲三路步⾏約
10分鐘可抵旗津校區。 建⼯校區 路線1：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路 → 建⼯路 路線2：
下中正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中正路 → ⼤順路 → 建⼯路 路線3：小港機場往⾼雄市區⽅向 → 中⼭路
→ 博愛路 → 同盟路 → 建⼯路 路線4：⾼鐵左營站 → 下九如交流道往⾼雄市區⽅向 → 九如路 → ⼤昌
路→ 建⼯路 路線5：捷運後驛站 → 公⾞紅３０建⼯幹線 燕巢校區 http://www.kuas.edu.tw/files/13-1000542.php?Pre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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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3276 國⽴⾼雄科技⼤學 ⽔產養殖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quaculture
1.以科技應⽤與研發為主之技職教育。
2.種苗繁養殖技術研發及開發新的繁養殖⽣物種類。
3.維⽣系統之研發與應⽤，減少⽔資源之依賴，減輕環境負荷。
4.設⽴海⽔養殖場，開發海⽔養殖領域，強化箱網養殖等技術。
5.⽣物技術研發與應⽤於繁養殖領域，提升⽔產養殖技術層次。
6.⽣態平衡與疾病診治防治⽅法之研發，探討養殖環境與疾病防治之關係。
7.研發⽔產養殖物流、⾏銷與經營⽅法，因應經營環境變遷，建⽴⽔產養殖產
銷最佳模式。
3277 國⽴⾼雄科技⼤學 ⽔產⾷品科學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Seafood Science
教育⽬標:培育國內⾷品加⼯、品管檢驗及研究開發之⼈才，使其能在⾷品產業界擔任中、⾼級幹部為⽬標。本系的⽇間部及進修
部設有四技、研究所，經過培育之後成為產業界之專業技術⼈才。研究與發展:本系之發展⽅向著重於⾷品加⼯、檢驗分析和製程
管理等研究及實務教學，並配合⽣物科技研發，以發展我國⽔產⾷品相關之科技及產品。應繳資料：1.歷年成績單 2.⾃傳、履
歷、讀書及研究計畫 3.有助於審查之資料(相關著作及作品或證照)
3171 國⽴⾼雄科技⼤學 漁業⽣產與管理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教育⽬標： (⼀)⼤學部：培育具國際觀之資源永續利⽤及產業經營管理知識與能⼒的漁業專業⼈才。 (⼆)研究所：著重研究開發
與創新能⼒的訓練，以培育漁業⽣產技術研究、漁業⽣物研究、漁業資源保育、⽣產管理及休閒漁業管理等之專業⼈才。 未來發
展：因應漁業潮流趨勢與政府漁業發展政策，並配合學校教育⽬標與中⻑程發展計畫，培育本系學⽣成為「⼈⽂與科技相融」、
「實務與理論兼備」、「⽣產與管理並重」並且具有國際觀的漁業專業⼈才。
3279 國⽴⾼雄科技⼤學 海洋⽣物技術系(楠梓&旗津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本系成⽴於⺠國九⼗年，以培養具有⽣物技術理論、實務應⽤及研發能⼒之⽣技專業⼈才，並能將⽣物技術應⽤於⽔產相關產
業，以提升⽣技產業之競爭⼒並邁向國際化。於九⼗六年成⽴「海洋⽣物技術研究所」，提供海洋⽣物科技關鍵技術教學，並從
事海洋⽣物相關應⽤性研究，培養海洋⽣物技術實務性研究⼈才，應⽤⽣物技術來提昇⽔產資源產業，促進國內⽔產業之升級，
因此最主要發展⽅向及重點將朝向以海洋⽣物為主要研究對象，應⽤基因⼯程、酵素學、免疫學、細胞⽣物學、微⽣物學與分⼦
⽣物學技術，開發新海洋⽣物科技領域。

國⽴屏東科技⼤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4
聯絡電話 886-8-7703202
傳真 886-8-7740457
地址 91201屏東縣內埔鄉⽼埤村學府路1號
網址 https://wp.npust.edu.tw/
承辦單位 綜合業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oia.npust.edu.tw/bin/home.php?Lang=zh-tw
住宿費⽤： （⼀）住宿費：每⼈每學期6,630元。 （⼆）宿舍網路使⽤費:每學期499元。 本校宿舍優先保留給⼀年級新
⽣，⼆年級以上學⽣須採抽籤⽅式決定是否能繼續住宿。 住宿⽣未經允許不可任意變更房間。 住宿⽣禁⽌在房間裡製造
噪⾳、吸煙、烹飪、熨燙或使⽤電氣設備等...。 學⽣如不服從宿舍的規定將除名，不予再以登記。
⼀、男⼥兼收。 ⼆、為培養本校學⽣勤勞服務的⼈⽣觀，並營造整潔優雅的校園環境，新⽣必修「⽣活服務教育」課程1
學年0學分始可畢業。 三、本校學⼠班學⽣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訂有學⽣英⽂能⼒畢業最低
⾨檻(參閱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及英⽂能⼒檢定獎勵辦法)。 四、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
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之教務處及學務處，網址：https://wp.npust.edu.tw/。 五、國際事務處電話：087703202#6280 ，學⽣輔導中⼼並備有相關之輔導措施，以照顧指導學⽣。 六、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學程，連結知
識、科技、專業，創新與社會，以拓展學⽣之學習領域。 七、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
理。 ⼋、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學雜費：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27,340元；⼯學院
$27,580元；管理學院$24,000元、⼈⽂暨社會科學院$24,000元。
系所分則

3274 國⽴屏東科技⼤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Department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學⼠班：
⼀、 本系全部課程均以「英語」教授之教學⽅式，⼤學部學⽣可根據個⼈興趣以及開課時程⾃由選擇選修學分的科⽬,獲得多樣
的基礎農業知識。若學⽣要選擇專業,⽬前本系提供”動物⽣產”以及”植物⽣產”兩種專業。有意選擇專業的學⽣必須於選修學
分中有 (>70%)是來⾃”動物⽣產”或是”植物⽣產”的科⽬,使得在其畢業證書上加註專業領域。
⼆、 四技課程包含：農藝學、園藝學、動物學、⽔產養殖、動物醫學、⾷品科學、農企業管理、植物醫學等學⾨，總畢業學分數
為130學分。學⽣可依據個⼈興趣以及開課時程個選修學分的科⽬，以獲得多元的基礎農業知識。本系提供「動物⽣產」及「植
物⽣產」兩個主修予學⽣選擇。
三、學⽣在完成本系規定之畢業學分及通過英⽂能⼒測驗⾨檻（英語系國家外籍⽣除外）後可獲頒國際學院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
系「學⼠」學位。
3266 國⽴屏東科技⼤學 農園⽣產系 Department of Plan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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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發展熱帶永續農業，並以農園作物之研究發展為特⾊，以果樹、蔬菜、花卉、農藝、特藥⽤作物及園林景觀為主軸，建構
安全農業及⽣態環境。配合熱帶農業發展、政府農業政策規劃、因應社會需求及國際現況，培育兼具現代科學基礎理論及實務應
⽤、永續經營之農園藝專業及領導⼈才。以果樹、蔬菜、花卉、農藝、特藥⽤作物及園林景觀為主軸，配合栽培管理、⽣理、育
種改良、⽣物科技、園產品處理技術及有機農業等科技化課程，培育學⽣之專業技術。⼤學部以培育農園藝⽣產管理及應⽤實務
⼈才，碩⼠班以培育農園藝產業之進階管理及研究⼈才，博⼠班以培育農園藝或植物醫學專業研究領導及管理⼈才為⽬標。就學
期間可能必須⻑時間使⽤顥微鏡觀察﹔以及具備辨識植物栽種各期⽣⻑⾊調與性狀之能⼒。實驗場域包含⽔⽥(泥濘地)、果園、
野外等⾮平整⼟地上的操作課程，故須具備良好體能及⽥林間⾃由⾏走移動之能⼒﹔⽥間野外，也常有蟲、蛇、蜂等較危險物
種，須具備應變能⼒。
3267 國⽴屏東科技⼤學 森林系 Department of Forestry
教育⽬標
本系學制在⼤學部為四技班，碩⼠班則分為⼀般碩⼠班。為配合森林⽣態系永續經營之發展趨勢，本系培育林木資源、遊憩資
源、地理資訊系統、遙感探測及⽣物保育等之經營管理專業⼈才，使森林資源發揮永續性、公益性及經營性之最⼤效益。學⽣可
從各種資源的⽣物學層⾯、技術層⾯及經營管理層⾯獲得資源利⽤與⼈類環境品質之間相互關係的知識。
發展特⾊
⼀、⽣物多樣性科技⽅⾯，以物種棲地保育為基礎，重視珍稀植物保育與森林⽣物多樣性維護。
⼆、森林資源管理⽅⾯，以地理資訊系統、遙感探測為⼯具進⾏森林資源經營，訓練學⽣具備森林資源調查規劃及營造⽣態村落
之能⼒。結合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及其他⾵景遊憩區以及登⼭步道，強調環境教育與解說，資源⻑期保育與當地社區利益的⽣
態旅遊。
三、環境綠化技術⽅⾯著重特殊環境（如都市、海濱等）之⽣態綠化技術，以及熱帶林培育和原⽣林復育等技術。
未來出路
⼀、 就業市場：可參加基層特考及⾼、普考試等，亦可在國內外林業相關機關、公私機構謀職或⾃⾏創業、經營⾃家企業等，可
投⼊⽣態旅遊，觀光遊憩就業市場，可也擔任社區營造相關專業⼯作。
⼆、 升學管道：可報考本校或其他學校之相關研究所，亦可參加留學考試出國深造。從事與經濟動物相關之飼養管理與研發等⼯
作，如飼料研發與⽣產、器具開發、⽣產流程開發、休閒畜牧、實驗動物、⽣物醫學等相關⼯作。
招⽣特殊限制
本系部分學習課程須具備顏⾊辨別能⼒、正常身體機能及移動能⼒，報考時請謹慎評估。
3268 國⽴屏東科技⼤學 ⽔產養殖系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系所沿⾰
本系前身為⺠國67年國⽴屏東農專成⽴之養殖科，80年改制為國⽴屏東技術學院後，更名為⽔產養殖技術系。86年學校更名為國
⽴屏東科技⼤學，改名為⽔產養殖系。⽬前學制為四年制學⼠班，招收海事⽔產、農業職校及醫護職校畢業⽣共45名及外加5名
⾼中畢業⽣，90年度起招收碩⼠班學⽣，100年度起招收博⼠班學⽣。
◆教學⽬標
⼤學部：培育具有⽔族營養與飼料、⽔族繁養殖、經營管理與永續資源保育等專
業知識與應⽤技能，使學⽣具有創業或服務相關產業之能⼒。
碩⼠班：培育具⽔產養殖相關科技研發與應⽤之⾼階⼈才。
博⼠班：培育具備創新實務應⽤及獨⽴技術研發能⼒之⽔產養殖國際⼈才。
3269 國⽴屏東科技⼤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教育⽬標
為提升台灣禽畜產業之競爭⼒，結合畜產科學與⽣物科技，培育具備種畜禽遺傳育種改良技術、⾼效率繁殖⽣產技術、現代化禽
畜舍規劃與飼養管理技術、飼料配⽅設計與製造技術、安全畜產品開發與利⽤技術、實驗動物飼養管理技術及永續禽畜場管理技
術等專業⼈才。同時，應⽤並重之課程模組，養成兼具社會道德倫理與多元⽂化素養之現代化經濟動物⽣產之技術管理⼈才，以
開拓畜產業之新契機。
發展特⾊
⼀、 結合畜產科學與相關⽣物科技研發，培育具競爭⼒之台灣禽畜產業專才。
⼆、 培育具備種畜禽遺傳育種改良技術、⾼效率繁殖⽣產技術、現代化禽畜舍規劃與飼養管理技術、飼料配⽅設計與製造技術、
安全畜產品開發與利⽤技術、實驗動物飼養管理技術及永續禽畜場管理技術等專業⼈才。
三、 培育具備相關產業轉型升級之研發成果應⽤與轉移能⼒之⾼階專業⼈才，並發展永續經營之國際化畜產業。
四、 進⾏熱帶畜產⽣產技術為主軸之相關研究。
未來出路
⼀、 從事與經濟動物相關之飼養管理與研發等⼯作，如飼料研發與⽣產、器具開發、⽣產流程開發、休閒畜牧、實驗動物、⽣物
醫學等相關⼯作。
⼆、 從事畜產品加⼯與研發、畜產檢驗分析與驗證等相關⼯作。
三、 經由公職考試取得與擔任政府部⾨推動農業相關政策與計畫之中堅份⼦。
招⽣特殊限制
報考本系需具顏⾊辨別能⼒、良好體能及移動能⼒﹔另牧場⽣物安全，需防範⼈畜共通傳染病之交叉感染。
3270 國⽴屏東科技⼤學 植物醫學系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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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沿⾰
• 植物醫學系之前身為成⽴於⺠國六⼗四年(1975)⼋⽉之三年制省⽴屏東農業專科學校植物保護科。
• 成⽴之初僅教師六員，由當時之校⻑郭孟祥博⼠兼任主任，科館位於農專北校區之壹棟⽩⾊木造平房。
• ⺠國六⼗⼋(1979)年七⽉科館遷⾄南校區，⼆棟溫室及其⼯作準備室於其後陸續完成。
• ⺠國七⼗⼋(1989)年元⽉底，全科⼜因農專遷校而遷移現址；新系館⾯積達三千五百平⽅公尺，環境優雅，內部設計及設備兼
具教學及研究功能，是訓練農業技術⼈才最理想之場所。
• ⺠國⼋⼗年(1991)，國⽴屏東農專改制為國⽴屏東技術學院時；植物保護科遂改為⼆年制植物保護技術系。
• ⺠國⼋⼗六年(1997)，因國⽴屏東技術學院改制為國⽴屏東科技⼤學，停招⼆年制改為四年制植物保護系。
• ⺠國⼋⼗九年(2000)⼋⽉成⽴碩⼠班。
• ⺠國九⼗七年(2008)⼋⽉⼀⽇，改名為植物醫學系。
發展計畫
• 參與防檢局推動的『健全植物保護體系』計劃。
• 參與農學院推動的保⼒林場、達仁林場『⽣物多樣性調查』計劃。 擬成⽴植物檢疫中⼼
• 加強與『農業⽣技園區』的產業合作
• 繼續招收更多外籍學⽣前來就讀，以提昇本系在國內及國際學術界知名度與能⾒度。
• 加強本系學⽣與外籍學⽣之國際交流活動。
未來展望
• 本系為全國唯⼀的植物保護系，教授學⽣兼具植物病害、蟲害、草害之診斷及管理，與有害⽣物之鑑定之應⽤，訓練研究所學
⽣具有研發診斷、管理鑑定之能⼒。
• 發展本系為南台灣植物保護技術服務。與諮詢重⼼，以服務南部地區農⺠植物防疫⼯作。
• 本系於九⼗⼀學年度設置植物害蟲簡疫隔離設施，協助培育及訓練在校學⽣及防檢疫⼯作⼈員之檢疫技能，研發植物疫病害蟲
檢疫偵測技術，並⽀援植物防檢局⾼雄分局檢疫⼯作。協助我國在加⼊WTO後，激增之進出口植物及其產物之檢疫⼯作，以防
杜國外疫病菌害蟲移⼊，降低國內農作物遭受危害。為落實檢疫偵測技術研發及⽀援植物防檢局⾼雄分局檢疫⼯作。
• 本系⼀百零七年成⽴植物醫學教學醫院，發展本系為國內熱帶作物病蟲害防除管理技術中⼼，做為台商南進東南亞地區推展植
物⽣產事業之植物保護技術服務後盾，並協助訓練管理幹部⼈員之農業作物防疫技術。
畢業出路
• 本系畢業學⽣無論在國內公⽴機構、私⼈企業或海外皆就業情形良好，常有供不應求之勢，在職場上均能學以致⽤，在其⼯作
崗位上貢獻所學，深獲好評。
• 部分同學更進⼊國內外研究所繼續深造並能學有所成。
3271 國⽴屏東科技⼤學 獸醫學系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本系之規劃、建築、設備等均盱衡先進國家獸醫學院之教學發展趨勢，仿效興⾰。積極籌建各種動物住院診療室及試驗研究⽤實
驗動物舍，充分應⽤研究設備、教學陣容、圖書雜誌和電腦網路系統，以強化研究與教學，協助政府與業界解決難題。
本系畢業⽣之就業市場種類：在公家農務執⾏與研究機構、學校單位、飼料廠、藥廠、獸醫儀器設備公司、⾷品廠、⽣技公司、
牧場、動物醫院等。
⼤五須⾄業界實習⼀學期，且⼤四升⼤五的暑假亦須校外實習⼆個⽉，無法配合者，宜慎重考慮報考本系。修業年限5年，⼤四
前之必修科⽬，須全數及格⽅可修習⼤五必修課。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須具備醫療專業知識、醫療技能與⼈⽂素養。因課程學習需要，學⽣於學期間需使⽤顯微鏡、⾊彩判
定、病症判定、⼤體解剖、巡房、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醫⽣畜主關係等，為判定動物病患，各項感官皆需較為敏銳﹔因
此，必須具備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
調能⼒、能控管⾃身情緒，相當之抗壓能⼒﹔學⽣畢業後能進⼊醫院治療及照顧病患。
3272 國⽴屏東科技⼤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Department of Wood Science and Design
⼀、特⾊與課程：木質資源材料及其設計應⽤為本系特⾊，課程以「木質資源材料開發與應⽤」、「產品設計與製造」及「木建
築結構與空間環境規劃」三個學習主軸規劃，並結合本系「木材加⼯廠」實習設施的實作訓練以及「木材加⼯技術服務中⼼」與
科研儀器設備實驗室，彙整科技發展與產業需求之脈動，精進學⽣實務學習與技能，培育「科技與創意產業」結合之優質⼈才，
以及符合職場需求之中⾼階實務管理⼈才。
⼆、未來出路：畢業後適合從事家具及⼯藝產品設計製造，木質綠建材產業，木建築結構、室內裝修與遊艇裝修之設計施⼯，木
材業，製漿造紙業，農林資材利⽤產業。
三、本系重視木材加⼯實務操作，報考本系學⽣宜具有辨⾊能⼒、⾏動能⼒及⼿作能⼒。
3273 國⽴屏東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本系以培育⾷品醱酵⽣技、品管檢驗及加⼯研發⼈才為教學主軸，採理論與實務並重原則，著重基礎能⼒，並加強⾷品專業知識
與技術之傳授以培育⾷品專業⼈才。
*申請就讀本系者，上實習課程時需要能辨識⾊且久站操作。
3275 國⽴屏東科技⼤學 ⽣物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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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物科技系於⺠國100年8⽉由⽣物科技研究所(成⽴於⺠國90年8⽉)與⽣命科學系(成⽴於⺠國93年8⽉)合併成⽴。教學⽬標旨在
培育符合產業界及學術界所需之⽣物科技⼈才。本系專任教師12位，各研究室之研究計畫主題涵蓋微⽣物、植物、動物及中草藥
⽣物技術，包括微⽣物於⽣技產業之應⽤、動物⽼化機制之研究、新藥與保健⾷品之開發研究、中草藥研究分析、植物基因轉
殖、病毒與病理學研究等。學⽣可依其興趣選擇研究主題，以接受更專業之技術、獨⽴思考能⼒之訓練及創造⼒之啟發。研究與
教學聚焦的⽅向為：提⾼專業領域⼈才之相關知識與創新能⼒，加強跨領域學習與國際交流，藉此提升國內產業⾯對未來全球市
場的競爭⼒，並培植符合學術界及產業界所需之⼈才。
發展⽬標：
⽣物技術是⼀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包括醫學，農業，⾷品，環境保護，化學，化學和其他學科。⽣物科技系擁有優秀的師資和
先進而完善的設備與設施，正努⼒結合“⽣物技術”與“產業”，將⽣命科學的研究轉化為實際應⽤和產業化。同時，本系也藉
由廣泛而密集的國際交流來提⾼學⽣的國際視野和全球移動⼒。本系的主要教育⽬標為「訓練學⽣具有⽣物學、⽣態學、⽣物技
術等專業知識，培育⽣物科學及⽣技產業專業應⽤⼈才」。
課程領域：
本系課程強調理論與產業實務的結合，分為基礎課程(系定必修)、專業選修、跨領域微學程等，涵蓋⽣物學、⽣態學、⽣物技術
等專業領域。同時輔以基礎與專業課程的實驗課程、產業實務相關課程、校外實習、實務專題及跨域微學程中的實作課程等，強
化同學產業實務。
未來職涯發展：
升學：國內外⽣物科技相關研究所碩⼠班
就業：
●⽣技產業⽣產⼈員 ●⽣技產品開發⼈員
●⽣技產業銷售⼈員 ●⽣技產品服務⼈員
1.⽣物技術相關公司：任技術研發、品質管制、客服及產品開發⼈員。
2.公⺠營研究機構：從事研究開發或推廣⼯作。
招⽣特殊限制：
本系部分學習課程須具備顏⾊辨別能⼒、正常身體機能及移動能⼒，報考時請謹慎評估。

國⽴虎尾科技⼤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78
聯絡電話 886-5-6315108
傳真 886-5-6310857
地址 632301雲林縣虎尾鎮⽂化路64號
網址 https://www.nfu.edu.tw/zh/
承辦單位 綜合教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scholarship-news.html
本校備有學⽣宿舍，並保障新⽣住宿；依⽬前住宿辦法，僑⽣及港澳⽣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學⽣宿舍相關規定辦理，詳情逕洽本校⽣活輔導組，網址：https://nfuosa.nfu.edu.tw/life.html
國⽴虎尾科技⼤學創⽴於1980年，已有近40年的歷史，本來為國⽴雲林⼯專，是過去台灣三⼤⼯專之⼀，於2004改名為
現在校名。⽬前本校有四個學院：⼯程學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共有21個系組，18個碩⼠班，3個博⼠
班，學⽣約8,500⼈。本校的優點：1. 歷史悠久，辦學績優(持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典範科⼤補助。2. 因為是公
⽴學校，因此學費較低廉。3. 依⽬前住宿辦法，僑⽣第⼀年住宿免費，第⼆~四年半價。4.本校居雲林縣中⼼位置之虎尾
鎮市區，交通⽅便，距雲林⾼鐵站15分鐘，78號快速道路5分鐘，中⼭⾼15分鐘，客運⾞站就在學校旁邊。
系所分則

3116 國⽴虎尾科技⼤學 ⽣物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培育⽣物科技(含⽣物產業技術、遺傳⼯程、⽣物製藥、⽣物奈⽶科技、保健⾷品與⽣技檢驗分析等)專業⼈才。

國⽴澎湖科技⼤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學校代碼
D7
聯絡電話 886-6-9264115
地址 88046澎湖縣⾺公市六合路300號
網址 https://www.n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無僑⽣專屬獎學⾦

傳真 886-6-9264265

宿舍 新⽣優先分配住宿
⼀、學雜費全國最低。 ⼆、教學預警措施：於期中及期末成績公布後，針對課業成績不佳學⽣進⾏輔導。 三、每學期設
備註 有成績優良前三名獎學⾦。 四、設有獎助學⾦、急難救助、⼯讀機會、學雜費減免等獎助措施提供學⽣申請。 五、新⽣
優先安排住宿。 六、本校設有專責⼈員，負責安排到校後的各項⽣活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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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3323 國⽴澎湖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教學⽬標
本系以培育兼具⾷品科學知能及實務經驗之⼈才，並協助澎湖地區產業的發展為⽬標。
教學特⾊
本系教學以⾷品科學技術為基礎，涵蓋農產及⽔產領域。配合澎湖產業特性，發展出海洋資源及地區農產開發應⽤之特⾊，培養
學⽣除了具備傳統⾷品基礎知能外，亦具有開發地區性特⾊產品之能⼒。另外，⾷品安全管理⼈才之培育為本系另⼀特⾊，訓練
學⽣具備⾷品安全及品質管制上之能⼒。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理論及實務並重，以⼯廠實務、⾷品加⼯、⾷品檢驗分析及⾷品安全管制為重點，故著重於各項⼯廠管理、法規、產品
開發、⾷品安全等專業知識及實務，希望培育出來的學⽣，不但具有基本專業素養，於實務經驗有⼀定的⽔準，且具有樂觀、服
務、創意、國際觀等特質，能掌握時代脈動，以符合社會所需。
師資及設備
本系師資均為具多張專業證照、產業實務經驗及博⼠學位的專任教師。系上設有⾷品微⽣物、⾷品檢驗分析和⾷品加⼯等三⼤實
驗教室、品評室及公共儀器室。另具有⽔產機能性胜肽、酵素催化與應⽤、⽣物技術、應⽤微⽣物、⾷品物性暨⼯程、⾷品安全
與微⽣物、穀類加⼯、海洋⽣物化學、⽣化製程、應⽤⽣物科技等專業研究室。
畢業出路
本系畢業⽣在升學⽅⾯，可報考本系及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所，例如：⾷品科學所、⽣技所、應⽤化學所等相關研究所；就業⽅
⾯則可到各⾷品公司、藥廠、⽣化技術公司⼯作或參加各項公職考試；證照則可報考⾷品技師、⾷品檢驗分析、保健⾷品⼯程
師、化學、烘焙、中餐烹調、中式麵⾷、調酒等證照。
未來發展
本系的發展，短期內繼續充實教學實驗室及實習⼯廠，並藉由各項產學合作計劃，增加學⽣實習機會，進而提升就業競爭⼒。本
系已成⽴碩⼠班，未來將結合地⽅與學校資源，積極研究開發，以成為國內海洋及農業資源的研究重鎮。
3324 國⽴澎湖科技⼤學 ⽔產養殖系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系所特⾊
1. 本系為全國技職體系⼤學中唯⼀臨海的⽔產養殖系，以澎湖海域良好的海岸棲地環境及多樣化的海洋⽣物為學習基礎，擔負起
海洋教育，及發展台灣海⽔⽣物養殖的重要教育使命。
2. 本系有九位教師，擁有獨棟的3層樓系館，另有室內外各類⽔族箱、⽔泥池、FRP桶區做為⽔產⽣物繁養殖的⾷物操作空間。
2015年新增5口200噸的HDPE養殖池，可做為較具備規模的量產教學，提供學⽣更完整的學習環境。
3. 安排6個學期的「養殖場實習」課程，讓學⽣具備現場養殖的實務經驗，3個學期的「實務專題」訓練學⽣具備發掘，探討及解
決問題的能⼒，2個⽉的「業界實習」使學⽣親臨業界了解產業現況。
專業課程
業課程涵蓋海⽔⿂、蝦、⾙、藻類繁養殖及海洋⽣態資源永續利⽤等兩⼤領域。包含⽣物學、⽔質學、⿂類學、無脊椎動物學、
⽔⽣植物學、⽔產養殖學、⽔族病理等科⽬及其實習課程。而海洋⽣態學，⽣物多樣性概論等科⽬則列在資源永續利⽤的課程
中。
畢業出路
升學：可報考國內外⽔產、海洋及⽣物等相關領域的研究所。
就業：
產業界—⽔產種苗繁殖場、養殖場、⿂苗仲介、⽔族館、海洋博物館，飼料公司、⽣技公司、儀器公司、⽔產機械公司、⽔產貿
易公司。
政府機關—⾏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產試驗所、（市）政府漁業課及環保局縣、機場海關。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85
聯絡電話 886-2-28227101ext.2733
傳真 886-2-28206729
地址 11219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網址 http://www.ntunhs.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教育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tudent.ntunhs.edu.tw/files/13-1002-15374.php
僑港澳⽣保障住宿、優先分配住宿及在學期間優先申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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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創⽴于1947年，是臺灣專⾨培育國家護理與健康科技⼈才之國⽴⼤學。本校配合⼈在⽣命週期所呈現不同階段的健
康照護需求，培育從出⽣到終⽼階段所需相關護理、健康照護⼈才。⽬前設有護理學院、健康科技學院、⼈類發展與健康
學院，下設⼗⼆系⼗⼆研究所和⼀中⼼。 ⼀、辦學績效 1.本校畢業⽣就業率達95%，排名全國⼤學之冠。 2.本校護理系
獲選為臺灣黃⾦科系第⼀名!! 3.榮獲教育部評選為教學卓越⼤學 4.榮獲教育部評選為典範⼤學 ⼆、教學特⾊ 1.提供多元
備註
學習管道/專業機構實習機會 2.提供學⽣取得國際專業證照與國家證照 3.培養學⽣專業與實務能⼒，畢業等於就業 4.開設
海外研修課程，提升學⽣國際競爭⼒ 三、僑⽣就學優惠條件 1.學費：國⽴⼤學收費，每學期約新臺幣2~ 3 萬元。 2.設置
僑⽣獎學⾦與優先⼯讀機會。 3.住宿：保障住宿優先權，住宿費每學期臺幣 8,000 - 18,000元。 4.交通: 位於台北市中
⼼，步⾏5分鐘即可達捷運站。 5.國外學習：提供海外研修課程與國際雙學位課程，提供出國獎學⾦補助。
系所分則
3365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護理系 School of Nursing
護理系(所)強調「以⼈為核⼼」的健康照護理念，配合⽣命週期中之不同的健康照護需求，並結合跨領域合作以發展創新護理科
技及健康照護模式，融合專業核⼼價值包括關懷、專業倫理、批判性思考、⾃主學習、基礎⽣物醫學科學、護理技能、溝通與合
作、克盡職責、管理與領導、研究及國際視野的教育理念於教學中，以培育稱職的護理師及進階護理專業⼈才。 本系(所)擁有50
多位博⼠層級護理師資，皆兼具國內外學經歷及豐富之實務經驗，連結教學、實務及研究。課程規劃在⼤學部著重學⽣的多元發
展與⽣涯規劃，除培育就業職場的⼈⼒需求，實施以能⼒為導向的課程，提供多個情境模組選習，設置多元學習管道，以增廣學
⽣國際視野，例如實施國際雙學位學程，交換學⽣及海外⾒習等。 ⽬標: （⼀）運⽤專業知能及批判性思考提供護理照護。
（⼆）展現關懷的照護⾏為。 （三）展現溝通與合作的知能。 （四）展現克盡職責的態度與⾏為。 （五）展現專業倫理素養於
護理實務中。 （六）展現終身學習的⾏動。註：本系四年制學⼠班臨床實習總時數為1,140小時，錄取學⽣除完成本系規劃實習
時數，因各國考照規定及時數不同，若有增修實習課程需求，除了加修選修課程之外，尚需延⻑修業時間，敬請⾃⾏查閱。
3278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 Department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因應國內外⻑期照護及早期療育的聽語服務需求，本校聽語系104年核准設⽴，由北護聽語系培養的⼈⼒加⼊市場，畢業⽣通過
專技⾼考獲得語⾔治療師及聽⼒師證照，可⽴即就業，貢獻社會。提供「語⾔治療師考照課程」及「聽⼒師考照課程」。 設⽴
「聽語中⼼」，提供實務教學及臨床研究，並提供國際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提供聽語社區服務與聽語特⾊課程，將課程與社區
資源結合，培養聽語特⾊專⻑，提供聽語障礙特殊族群評估與治療服務。
3366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運動保健系 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s
教學⽬標：本系成⽴⽬的為結合運動科學及保健醫學理念、培養運動保健專業⼈才，為運動員及⼀般社會⼤眾建構完善的健康與
運動安全防護體系。以各項運動及保健的專業基礎科⽬為根基，搭配各項專業核⼼科⽬以及系定科⽬形成⼀完整的運動保健專業
教育，輔以選修科⽬使學⽣能依個⼈興趣、專⻑或未來的走向做補強。教學特⾊擁有完整的體適能中⼼、運動⽣理實驗室、紓壓
理療專業教室。主要針對特殊族群提供完整的保健知能及適宜的運動處⽅，積極培育國內運動保健專業⼈才，於臨床上提供病患
更完美、理想的照顧，增強本校建構健康照護完整性及醫療體系的需求。
3380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齡健康照護系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ical Health Care
⽬標
本系因應⾼齡化社會的發展需求及本校中⻑程計畫，考量⾼齡產業之多元性與跨領域專業整合特性，以及學⽣之⽣涯規劃，使學
⽣能適應全球⾼齡環境與社會銀髮產業脈動，本系冀望培育學⽣成為「具備⼈⽂素養、關懷助⼈及敬業樂群的⾼齡健康照護之專
業實務⼈才」。
特⾊
本系重視學⽣的多元發展與⽣涯規劃，透過紮實⽼⼈照護服務技能訓練，包含營養及養⽣、失智照顧、安寧及癌症照護、照顧服
務管理及科技輔具等五⼤照護專業課程融⼊課程中，使學⽣⾯對未來⾼齡健康照護之各種照護情境，並培育本系學⽣成為(⾼齡健
康促進、照護、管理)的⾼齡健康照護三合⼀專業⼈才，富有就業競爭⼒，成為國內外⾼齡健康照護產業的領航者。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0
聯絡電話 886-6-2664911
傳真 886-6-2668920
地址 71710台南市仁德區⼆仁路⼀段60號
網址 http://www.cn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oica.cnu.edu.tw/USER/Userfile/file/ff170624165213687887.pdf
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本校緊鄰台南機場、⾼鐵台南站及奇美博物館，鐵公路交通便捷。三、教學與⽣活設施完善，擁有圖
書資訊⼤樓、學⽣活動中⼼、體育館、游泳池、SPA館等。四、本校備有男⼥⽣宿舍，僑⽣均可優先住校。設備新穎完
善，男⼥學⽣宿舍共計約有五千個床位，宿舍及所有教室均備有網路及冷氣空調設施。五、校址：台南市仁德區⼆仁路⼀
段60號。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nu.edu.tw。七、電話：06-2664911。
系所分則

3282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藥學系 Department of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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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教育⽬標是培育臨床藥師及藥學產業⼈才，使其具有藥學專⾨技術，如醫院及社區藥局調劑⼯作、製藥技術、藥物分析、
儀器操作技術、藥品⾏銷、⽣藥管理、衛⽣⾏政醫藥資訊等基層藥學⼈才。本系發展為傳授學⽣藥學之實⽤技能及學術理論以培
養能實地操作藥學技術之專業⼈才，使學⽣能發揮所學應⽤於藥學領域⼯作，提昇執業⽔準，進而健全醫藥合作之醫療制度。本
系擁有設備⿑全的實習藥廠、實習藥局及實驗室，使學⽣除了修習藥品製劑、調劑與檢驗等之理論課程外，也能加強實驗、實習
之課程，使學⽣均能學以致⽤。藥學系課程安排上會有許多實驗課，由於在實地操作時會有些許的危險性，基於安全上考量，如
有辨⾊⼒異常，影響實驗判斷者，及四肢嚴重障礙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時宜審慎考慮。
3130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藥粧⽣技產業學⼠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in Cosmeceutical and Biotech
Industry
藥粧⽣技產業學⼠學位學程
【新興科技的結合】
中草藥現代化、⽣物科技、網路與⾏動通訊，是未來⼆⼗年最重要的四⼤產業。⽣技中⼼調查說明，隨著全球⾼齡⼈口增加，也
帶動相關藥物市場的擴展。而「藥粧產業」為⽬前保養品的⼀⼤主流。藥粧品⼀詞，翻譯⾃英⽂Cosmeceutical，結合化粧品
(cosmetics)及藥品(pharmaceuticals)⼆字而得，即含藥化粧品，與⼀般化粧品不同的是除了傳統通路外，常以藥局、診所或
醫院為銷售據點。而這些專業形象所提供的保障，也提供了吸引消費者的因素。
【藥粧⽣技產業將是未來主流】
藥粧⽣技產業的應⽤範圍廣泛，可促進國⼈的美容保健與提升⽣活品質。由於當今社會⾯臨少⼦化及國⼈平均壽命延⻑，⾼齡化
時代提前到來，而醫療保健科技的快速發展，與⽣物科技極具突破性的進展，不僅使⼈類⽣活品質得以提昇，更為健康促進相關
產業注⼊⼀股強⼤促動⼒。因此，由⽣物科技為基礎，結合中草藥及化粧品成為藥粧⽣技保養品，復以健康維護產業及相關加值
型藥物應⽤、⽣技保養品與⾏銷管理，已為現代⽣活需求產業的重⼼，可促進⼈體美、健康，並提升⽣活品質。
【教育⽬標明確】
1.培育中草藥美粧保健⼈才，具備中草藥及化粧品產業相關知識與就業能⼒。
2.培育⽣技製藥美粧開發⼈員，具備⽣技製藥美粧產業相關知識與就業能⼒。
3.培育藥粧⽣技產業管理⼈員，具備熟悉藥粧⽣技產品並結合商務⾏銷與產業管理之就業能⼒。
【就業職場豐富，發展多樣化】
本學位學程以中草藥、化粧品與⽣物科技基礎，將相關科學融⼊其中，培育學⽣成為「藥粧⽣技領域」與「藥粧經營⾏銷領域」
等專業領域的⼈才為主。學⽣畢業後具有(1)中草藥開發與應⽤；(2)藥粧產品開發與品質管理等能⼒；(3)藥粧⽣技產業管理與⾏
銷經營能⼒，可應⽤⾄藥粧⽣技、中草藥保健、⽣技製藥與⾷品等相關產業，從事藥粧品、中草藥⽣技製品及保健⾷品等之研
發、品質管理、寵物保健與美容，或擔任醫美諮詢顧問，技術服務與⾃⾏創業等⼯作。
3283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品科技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培養⾷品檢驗、品保、衛⽣、安全、開發、製造、⾏銷及⽣物科技等專業⼈才。協助「⾷品技師」、「⾷品檢驗師」、「⾷品分
析技術⼠」及⾷品質量安全等專業證照取得。評鑑成績第⼀等。課程符合「⾷品技師」資格認定，設有「⾷品衛⽣安全⼈員」、
「⾷品開發製造⼈員」模組。設置「有機暨保健⾷品科技發展中⼼」，執⾏經濟部乳酸菌計畫。辦理勞動部就業學程，企業實
習，創業計畫，畢業⽴即就業、創業。衛福部⾷藥署「⾷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證照、勞動部「⾷品檢驗分析⼄、丙術科」
及經濟部「保健⾷品初級⼯程師」證照等合格考場。視覺、聽⼒及⾏動障礙者，請審慎選擇。
3284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保健營養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培育營養專業⼈才，從事「團膳營養」、「臨床療養」、「營養教育及諮詢」、「健康促進活動規劃」、「健康飲⾷規劃」、
「保健⾷品研發及⾏銷」等營養專業⼯作，促進全⺠健康，達到「養⽣保健，創造新營養⾷代」為培育最⾼⽬標。
3285 嘉藥學校財團法⼈嘉南藥理⼤學 ⽣活應⽤與保健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Life Science and Health
本系培養「健康服務」與「茶品保健」領域專業⼈才。視覺、語⾔、聽⼒、⾏動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南臺科技⼤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87
聯絡電話 886-6-2533131
傳真 886-6-2546743
地址 710301台南市永康區尚頂⾥南台街1號
網址 https://www.st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無僑⽣專屬獎學⾦
請有意願申請住宿之境外學⽣⾃⾏上網⾄本校新⽣專區登記，再由⽣輔組確認後請學⽣預先繳床位費後，再統籌安排。
南臺科技⼤學秉著「發展科技與⼈⽂並重的多元學習學程，培養學養兼具的優質⼈才」及「⽴⾜台灣、放眼世界的國際化
佈局」的理念進⾏辦學，並以成為國際頂尖科技⼤學為⽬標。 商管學院各系皆已通過AACSB認證，⼈⽂社會學院於台灣
教育部科⼤評鑑中皆獲得通過，⼯學院全數系所及數位設計學院通過IEET⼯程及教育認證。2018獲教育部⾼教深耕計畫
補助，核定⾦額達1億7,276萬元，為私⽴科技⼤學最⾼、全國科⼤第六；2019年再度獲得補助⾦額1億8,357萬元 。
2006~2017連續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8億1,381萬元，累計補助全國科⼤第⼆，私⽴科⼤第⼀；教育部「發展典
範科技⼤學計畫」私校最⾼補助累計5.22億元，全國私⽴科⼤第⼀，在全國科⼤中亦名列第五。
系所分則

3367 南臺科技⼤學 化學⼯程與材料⼯程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1.本系培育化學⼯業、材料⼯業(含有機材料及電⼦化學材料相關產業)所需之製程、檢測分析、研發助理等⼈才；並致⼒於學理
與實務能⼒之養成，以符合相關產業之需求。期許學⽣成為兼具專業能⼒、⼈⽂素養與社會關懷之⼈才。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需透過雙⼿親⾃操作儀器，奠定化學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定結
果。化學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聽覺障礙者，如於配戴調頻助聽器系統(上課時⽼師需配合
佩戴)後就可以聽到，即適宜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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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8 南臺科技⼤學 ⽣物與⾷品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Food Science
1.本系教學⽬標在培養⽣技與⾷品產業所需之產品研發、功效與安全檢驗分析及產程開發等專業能⼒，並致⼒於學理與實務兼備
以及運⽤⽣物技術於⽣技與⾷品相關產業之能⼒。
2.操作實驗為本系學習之重點，學⽣需透過雙⼿親⾃操作儀器，奠定基礎專業知識與實驗技能，部分實驗需透過⾊彩判定結果。
實驗具有⼀定危險性，需有能⼒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聽覺障礙者，如於配戴調頻助聽器系統(上課時⽼師需配合佩戴)後
就可以聽到，即適宜報考。

輔英科技⼤學 Fooyin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92
聯絡電話 886-7-7811151
傳真 886-7-7830546
地址 83102⾼雄市⼤寮區永芳⾥進學路151號
網址 http://www.fy.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暨⼊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ntlstudent.fy.edu.tw/files/13-1059-7853.php?Lang=zh-tw
新⽣保障住宿,其他
⼀、 1958年成⽴，台灣領先發展的醫護優質品牌科技⼤學，世界網路⼤學排名(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 排名台
灣科⼤Top 10，醫護專業排名Top 3，教育部評鑑訪視全部通過，⼯程相關系科IEET國際認證，近萬名學⽣規模。 ⼆、
台灣唯⼀具有附設醫院之科技⼤學，設置國際⽔準之健康照護、醫學檢驗、物理治療、美容、⾷品營養、幼兒保育、環境
檢驗等醫護與技能檢定中⼼。 三、 本校與多個上市產業合作，上百間多元實習訓練機構，提供國內國外有薪實習機會。
業界雙師教學，讓你理論與實務兼備。 四、 台灣教育部公佈⼤學畢業⽣就業率，輔英全台第3，90%雇主對畢業⽣所學
滿意。護理師、助產師、物理治療師、醫檢師、職業安全衛⽣管理等專⾨技術⾼考證照，輔英考證通過率⾼於台灣各⼤學
平均值，護理師、營養師、⼯礦技師等更榮獲榜⾸。 五、 保證⾼額獎學⾦，個⼈申請第⼀志願錄取本校享第⼀年學雜費
全免，第⼆年後依成績可續享學雜費半免或全免（獎學⾦詢問⽅式：E-MAIL：OIA@fy.e du.tw；聯絡電話：+886-7781-1151，分機：2402。
系所分則

3287 輔英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本護理學⼠班的⽬的在於培育具備臨床照護能⼒之護理⼈員，整體課程符合台灣的護理執照考試規定。以下為本系的部分成就與
特⾊。
1.優秀的專業教學成果。2019年代表台灣參加俄羅斯國際技能競賽獲護理照護類優勝；台灣護理技能競賽常勝軍，2018年⾦、
銀、銅牌全數囊擴，是培育台灣及國際級「護理健康照顧」選⼿的搖籃。
2.開拓學⽣國際視野及深植⼈⽂關懷情操，提供國外⻑短期研習、參訪、⾒(實)習及國內外志⼯服務等交流學習。
3.開辦各式特⾊學程，並與業界合作開辦產業及優良就業學程，如：護理資訊、⾼齡照護、臨床照護等學分學程，提升學⽣的就
業競爭⼒。
4.畢業⽣的職場適應⼒全台最佳，台灣多所醫學中⼼⼀半以上護理⼈員是本系畢業⽣。
5.畢業⽣遍佈世界各地，更是台灣護理照護的菁英，從醫學中⼼到⻑期照護，多有本系畢業⽣擔任從副院⻑、護理部主任、督
導、護理⻑、照護機構負責⼈等領導職位；在教育界更有護理學院院⻑、護理系主任等。
3288 輔英科技⼤學 物理治療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1.⾼齡物理治療：台灣⼈口結構邁⼊⾼齡化，在⾼齡⻑期照護⽅⾯的物理治療專業⼈才需求更為迫切化。本系規劃培育⾼齡物理
治療專業⼈才之特⾊學分學程，近年獲得教育部技職再造經費補助2200萬元，以落實本系近中程發展⽬標-「成為南台灣培育⾼
齡物理治療專才的學系」。
2.動作分析：本系動作分析實驗室擁有最完整的動作精密儀器設備，可在肢體之關節部位做標誌，以紅外線攝影機記錄⼈體動作
時之運動軌跡，經由程式運算分析，完成運動學的分析記錄，同時分析肌⼒及關節受⼒。
3.輔具設計：本系開設輔具學與實習課程，讓學⽣瞭解各式輔具的功能並結合⾼齡物理治療概念，⿎勵師⽣研發創新輔具。
3289 輔英科技⼤學 保健營養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
本系秉持「營養預防、保健養⽣」之教學⽬標，配合產業界之需求，培育學⽣成為兼俱紮實營養知識和嫻熟專業技術的保健營養
專業⼈才。⽬前畢業⽣分佈於營養、⽣技、醫藥、護理、餐飲與⾷品等健康促進專業領域。
1.預防保健與營養照護：
本系秉持「營養預防、保健養⽣」之教學內涵，配合當前產業界之需求，培訓具有紮實營養知識、嫻熟專業技術與重視⼈道關懷
的學⽣。
2.強化專業技能與提升學理養成：
教學特⾊為理論與實務結合，透過產學合作、專題製作、業界實務參訪、實作課程，培養學⽣構思與團隊合作能⼒，增進職場技
能與優勢。
3.專業技能與職場結合：
(1)開設專業技能課程，包含：營養模組-強化營養與醫學健康之整合，培養營養產業相關⼈才，輔導證照為專技⾼考與公職「營
養師」。保健⾷品模組-培育保健⾷品及衛⽣檢驗產業⼈才，輔導證照為「保健⾷品⼯程師」、「⾷品分析與檢驗技術⼠」等。健
康餐飲模組-培育健康餐飲產業⼈才，輔導證照為「中餐烹調技術⼠」、「烘焙技術⼠」、「HACCP」衛管⼈員等。
(2)配合營養師考試與專業實務能⼒養成之需求，規劃醫療院所、團膳機構、公私⽴⾷品研究發展、營養⽣醫所之實習課程，提升
學⽣對職場之認識與實務能⼒。
3280 輔英科技⼤學 健康美容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Beauty

- 第 805 ⾴ -

1.全國培育「醫學美容諮詢師及醫學美容師」最專業的⼤學。
本系培育具備
「醫學美容與中醫美容」精緻照護⼈才
「經絡美體與芳療紓壓」健康照護⼈才
「時尚美妝產業微型創業」專業⼈才
2.本系重視產業實習與多家醫美診所、美容、美髮、美體、婚紗企業簽訂MOU實習合約，「基礎醫療」課程與「專業造型」課程
師資強⼤陣容積極拓展實習領域延伸實習課程強化產業師資並開設就業學程提升就業率。
3.積極⿎勵同學全⽅位學習，增加醫學保健知識與技術技能同步學習。醫學保健模組課程：中草藥概論、⼿⾜保養與護理、中醫
美容、美容養⽣藥膳、中華藥美容應⽤、⾃然醫學概論、⽪膚科學、頭⽪與毛髮護理、抗⽼化醫學、藝術治療、特殊芳療。

朝陽科技⼤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86
聯絡電話 886-4-23323000
傳真 886-4-23742317
地址 413310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網址 http://www.cyut.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csc.cyut.edu.tw/p/404-1008-20519.php?Lang=zh-tw
宿舍 新⽣保障第1學年住宿床位
⼀、 本校榮登2020年英國泰晤⼠⾼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全球最佳⼤學排名1000+、全球最佳年輕⼤學排
⾏榜400+、亞太地區最佳⼤學排名300+、世界⼤學影響⼒排名301-400、全球新興經濟體⼤學排名401-500、亞洲地區最
佳⼤學排名400+、全球電腦科學領域排名600+，7項排名均為臺灣唯⼀進榜之私⽴科⼤。 ⼆、僑⽣及港澳⽣⼊學後，得
向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申請獎助學⾦。依本校海外華裔學⽣暨外國學⽣獎助學⾦設置辦法，每名學⽣得依成績申請成績
績優獎學⾦，⾄多可享學雜費全額補助 。 三、⾸次抵臺提供接機服務並保障第1學年宿舍床位。 四、 協助境外學⽣辦理
就學期間之新⽣接機、⼊住宿舍、註冊說明、體檢、居留證件申辦、⼿機⾨號申辦、聯誼活動、參與社團活動、參加校外
備註 活動及銀⾏開⼾等各項作業。 五、 提供新臺幣8,000餘萬元獎助學⾦，如策略聯盟⼊學獎學⾦、海外遊學、交換學⽣、學
⾏優良及波錠獎學⾦等。 六、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95%，博⼠學位師資佔83%，師資結構領先臺灣私⽴學校，且優於部
份臺灣國⽴⼤學。 七、 《Cheers雜誌》國際及兩岸交流能量調查排名，「赴海外交換學⽣⼈數」TOP 20，連續3年蟬聯
私⽴科⼤第⼀。 ⼋、 本校設計學院連續兩年勇奪德國紅點⼤獎最⾼榮譽(Best of the Best)。 九、 國家圖書館公布台灣
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統計，本校學位論⽂被引⽤次數連續7年蟬聯全台科⼤之冠，論⽂書⽬被點閱總次數及論⽂全⽂下載
次數皆為私⽴科⼤第⼀。 ⼗、本校與國際學府簽訂交換學⽣及雙碩⼠，提供學⽣取得本校與國外名校碩⼠學位之機會。
⼗⼀、實施勞作教育，培養學⽣愛護校園與關懷社區精神。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000 朝陽科技⼤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3類組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專業特⾊：
本系設有專業設計教室及植栽實習苗圃，實踐景觀設計教學的理論與應⽤，透過設計、種植及管理等系列性的實作教學，強
化學⽣的設計實務與專業整合能⼒。
⼆、課程特⾊：
本系課程規劃以「設計課」為各年級核⼼課程，採小組教學，並以「做中學」為主要教學模式，強化設計及實務能⼒之訓
練；專業課程則強調「景觀」及「都市」兩⼤領域知識的建構與整合；低年級著重實作與⼿繪基礎，⾼年級強化進階理論及銜接
數位與多媒體之電腦應⽤。

中臺科技⼤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學校代碼
A3
聯絡電話 886-4-22391647
傳真 886-4-22391697
地址 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
網址 http://www.ctust.edu.tw
承辦單位 招⽣及國際合作中⼼
無僑⽣專屬獎學⾦
新⽣保障住宿 ● 宿舍床位：本校居安樓宿舍以四技及⼆技新⽣為主，本校房型有5⼈套房、6⼈及8⼈雅房，並設有身⼼
障礙寢室，為協助⼤⼀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避免因對學校周遭不熟悉致校外租屋不便，將保留床位予⽇間學制⼤學部
⼀年級新⽣，但須依規定時間内⾄教學務系統之學⽣宿舍管理系統中提出各項申請，如⼤⼀新⽣申請⼈數超過保留之床位
數，將以抽籤籤號之排序依序核准住宿資格。舊⽣住宿資格每學年以抽籤決定。公共設施 ● 公共設施：⼀樓會客⼤廳、
⼆樓多功能廳視聽休閒區、三樓會議討論區、四樓視聽休閒區、五樓閱讀區、五樓閱讀室，投幣式洗⾐機及烘⾐機、脫⽔
機、飲⽔機、電鍋、微波爐。 ● 寢室設備：床、⾐櫃、書桌、冷氣、宿舍網路(需⾃備網路線)。相關寢具⽤品請⾃⾏購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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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男⼥兼收，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聽、說、讀、寫之能⼒。2.備有男、⼥⽣宿舍，僑⽣優先住校。 3.本校設
有海外僑⽣社包含新⽣座談會、社團活動、獎助學⾦、居留證及出⼊境輔導、保險等相關僑⽣輔導機制，請參閱本校學務
處網站http://stuaff.w4.ctust.edu.tw/files/11-1005-1863.php?Lang=zh-tw。4.依本校規定，四技⽇間部畢業時需通
備註
過英⽂畢業⾨檻、資訊及專業能⼒畢業⾨檻，詳情請參閱各系課程規劃標準。5.相關本校教學資源、學系概況等事宜請參
閱本校網站 http://www.ctust.edu.tw。 6.校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路666號，電話：886-4-22395079 教務處招
⽣及國際合作中⼼。
系所分則
3302 中臺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視覺（含辨⾊⼒）、⾔語、精神、聽⼒、⾏動及其他身⼼障礙，⾜以影響醫護或實驗⼯作者，不適合於選填醫學檢驗⽣物
技術系。（⼆）選填醫學檢驗⽣物技術系，⾼中宜修過化學及⽣物等⼆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303 中臺科技⼤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以培育醫事放射師為主要⽬的。（⼆）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修業年限四年、⼆年級時需⾄醫院⾒
習1個⽉，四年級需⾄醫院實習7個⽉，成績及格才能畢業。（三）視覺、⾔語、聽⼒、⾏動、精神有障礙及辨⾊⼒異常者，對於
有關醫學影像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臨床醫學影像常需辨⾊、臨床⼯作需搬抬病患、⻑時間站⽴及走動，故有上述不便者
不適合於選填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3305 中臺科技⼤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具⼈⽂素養及⾃我成⻑能⼒的基礎護理專業⼈才。（⼆）視⼒、聽⼒、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
考慮。
3306 中臺科技⼤學 ⾷品科技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系課程統合「⾷品科技」、「⾷品保健」、「餐飲技術」與「⾷品及餐飲經營」，培育⾷品、保健科技管理及餐飲技術
領域之⼈才。 （⼆）視覺（含辨⾊⼒）、⾔語、精神、聽⼒、⾏動及其他身⼼障礙，⾜以影響實驗⼯作者，不適合於選填⾷品科
技系。
3304 中臺科技⼤學 視光系 Dept. of Optometry
（⼀）配合國家衛⽣政策發展，培養驗光、配鏡專業⼈才，提供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課程，使其具有視光技術專業與⼈⽂關懷之能
⼒，並熟悉企業經營與社會服務之視光專業⼈才。（⼆）視覺、語⾔、精神、聽⼒及上肢障礙⾜以影響視光⼯作者較不適宜。
3307 中臺科技⼤學 ⽼⼈照顧系 Dept. of Eldercare
秉承學校校訓「忠、信、篤、敬」之核⼼價值及「技術專業、⼈⽂關懷」之辦學理念，本系以培育優質的銀髮族全⽅位服務照顧
專業⼈才為⽬標，使學⽣具備提供銀髮族「全⼈照顧」的能⼒，以滿⾜銀髮族在身體、⼼理、社會、靈性、⽣活、⽂化、環境及
休閒等層⾯上的需求，促成銀髮族擁有⾼品質的⽣活。 本系必修照顧服務技術及實習，肢體障礙學⽣請審慎考慮。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E5
聯絡電話 886-3-2118999 轉5533
傳真 886-3-2118305
地址 33303桃園市⿔⼭區⽂化⼀路261號
網址 http://www.cgus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組
無僑⽣專屬獎學⾦
提供宿舍
⻑庚科技⼤學「辦學最優 評鑑⼀等 全國第⼀」 設有6系(護理系、⾼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呼吸照護系、幼兒保育
系、化妝品應⽤系、保健營養系)及3研究所(⾼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護理研究所碩⼠在職專
班)。 【學費合理，獎助學⾦資源多】 •學院部各系每學期學雜費約新臺幣46,000元。 •與⻑庚醫院等醫療單位合作，
每年提供數百名「免學費及雜費」之公費⽣名額，與職場無縫接軌。 •⿎勵學⽣專⼼向學，提供豐富校內⼯讀助學⾦、
⽣活助學⾦及獎助學⾦申請。 【全體住宿，⽣活環境優質】 •提供優質住宿環境，四⼈⼀室全套衛浴、無線上網等設
備，住宿費每學期約新臺幣8,100元。 •鄰近⻑庚醫療院區，校醫駐校⾨診服務，便利師⽣就醫。 【交通便捷，⾷⾐住⾏
樣樣全 】 •校園周邊⽣活資源豐富，鄰近臺北都會區，⾞程約30分鐘。 •鄰近桃園國際機場，⾞程約30分鐘，便利學⽣
返鄉。 【務實教學，學⽣職場競爭⼒強】 •全校學⽣100%⾄企業實習，與台塑關係企業、⻑庚醫療體系等240個產業單
位合作。 •建置「臨床技能中⼼」(Clinical Competence Center)、全臺灣唯⼀3D數位解剖教室，增進學⽣務實致⽤能
⼒。 •簽訂國外姐妹校(系)共35所，接軌國際。
系所分則

3376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護理系旨在培育具備紮實專業知能之護理實⽤⼈才，且能為病⼈/家屬及⺠眾所「信任」之「稱職優質」護理師。 1.本系落實理
論與實務結合之課程設計，須完成⾄少1,122小時醫療機構實習，考⽣宜考慮完成學習之可⾏性。 2.⼼理、⾔語、視覺、聽⼒及
⾏動，⾜以完成臨床實習課程。 3.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者。 4.本系設⽴於林口校本部。
3375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AYI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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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分部護理系是全國知名的全⽅位護理教育學府，結合教育課程、實習、研究和科技，實現對社區、家庭以及個⼈的健康促進
承諾，培育具備扎實「專業知能」並「敬業樂群」之優質護理師。歡迎對促進⼈類健康有創新⾒解的學⽣來本校就讀。
1.⽣理、精神、⾔語、視覺、聽⼒及⾏動⾜以完成臨床實習課程。
2.本系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安排醫療機構實習⾄少1,222小時，考⽣宜考慮完成學習之可⾏性。
3340 ⻑庚學校財團法⼈⻑庚科技⼤學 保健營養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1. 本系主要為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營養科學應⽤，同時兼具健康餐飲實務及保健⾷品科技能⼒養成之⼈才為教育⽬標。
2. 課程包含營養照護與科學、⾷品科技與健康餐飲管理等相關領域。
3. 為了增強同學專業競爭⼒，安排專業實習、每年並舉⾏相關專業技能競賽與海外參訪與⾒習。
4. 對於未來從事營養照護與研究、⾷品科技及健康餐飲實務與管理有興趣，且具服務熱忱者為宜。
5. 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6. 本系設⽴於林口本部。

弘光科技⼤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3
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傳真 886-4-26314074
地址 43302台中市台灣⼤道6段1018號
網址 http://www.hk.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csc.hk.edu.tw/page2/super_pages.php?ID=page202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男⼥兼收。 ⼆、本校⽬前設有⼤學部19系、8研究所，學⽣⼈數近13,000⼈，⾼教深耕教育部補助1億1263萬，連續
備註 12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補助，並且獲得典範科技⼤學補助。 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及學⽣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 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2234。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207 弘光科技⼤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t. of Multimedia Gam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本系三⼤教育⽬標
(1)培育學⽣具備「健康知識」、「基礎管理」與「應⽤資訊」的基礎技能，以培養健康事業所需之整合能⼒⼈才。
(2)培育學⽣具備「照護管理」、「醫務管理」或「服務管理」之次專業能⼒，以培養健康事業所需之實務管理⼈才。
(3)培育學⽣具備良好⼯作態度、團隊合作能⼒及國際觀。
3.為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四下安排整學期實習。
"
3291 弘光科技⼤學 物理治療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並能熟悉英⽂閱讀。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
3. 課程內容包括：通識課程、專業基礎學科、物理治療專業課程、多元應⽤選修課程以及臨床實習課程）。
4.本系為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 ，四年級上、下學期安排學⽣⾄合作教學醫療或相關機構進⾏⾄少3648週臨床實習(1,440小
時)。"
3292 弘光科技⼤學 營養系 Dept. of Nutrition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
2.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
3. 三年級升四年級的暑假，安排學⽣⾄醫院及產業界相關機構實習。
4. 本系為醫療相關學系,學習課程具有與⼈直接互動的特性，因課程需要，學⽣需具有視覺、聽覺功能，需久站，具口語表達、溝
通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及具相當之抗壓能⼒
3293 弘光科技⼤學 ⾷品科技系⾷品科技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專業課程涵蓋⾷品科技、烘焙科技及保健⽣技等領域，輔導學⽣取得國家級專技⾷品技
師執照。 3.在專業技術上，提供中餐烹調、烘焙⾷品、中式⽶⾷、中式麵⾷、飲料調製及⾷品檢驗分析等實作技術課程，以取得
相關專業證照。4.設有⾷品相關系所唯⼀國際級TAF認證之「基因檢測認證實驗室」及「⾷品安全及超微量檢驗中⼼」。5.20132018年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學計劃之⾷品相關科系，歷年評鑑皆榮獲⼀等及通過之殊榮。教育⽬標為培育⾷品、烘焙科技理論
及具有實作技能的專業⼈才。6.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
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3294 弘光科技⼤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為宜。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
3.為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安排醫療機構實習⾄少101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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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9 弘光科技⼤學 ⽣物醫學⼯程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1.具中英⽂聽、說、讀、寫基礎能⼒者。
2.⽣物醫學⼯程是⼀⾨與醫療器材相關的專⾨科系，從醫療器材在機構與功能的研發、製造、包裝、滅菌確效、臨床上市、法規
認證、維修保養...等，皆為醫⼯領域的學習範疇，主要相關領域包含：⽣醫電⼦、⽣物⼒學、⽣醫影像、醫學資訊、⽣醫材料、
科技輔具...等，⾮常適合跨領域學習。
3.本系強調理論實作的結合與應⽤，特規劃四⼤專業實驗課程、專題實作、醫療產業實習等課程，逐步提升並強化學⽣動⼿實作
的能⼒與專業素養，以培育醫⼯專業⼈才。
4.本系教學品保通過IEET認證，學歷受國際認可，畢業⽣未來在海外升學或就業皆受到保障。
3321 弘光科技⼤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 Department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佳者宜，並能熟悉英⽂閱讀。
2.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
緒。
3.課程內容包括：通識課程、專業基礎學科、語⾔治療或聽⼒專業課程、多元應⽤選修課程以及臨床實習課程。
4.本系為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在四年級上或下學期安排學⽣⾄合作教學醫療機構進⾏六個⽉或375小時的臨床實習。
3325 弘光科技⼤學 動物保健學⼠學位學程 Program in Animal Healthcare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專業課程著重於寵物健康照護、寵物⾷品營養、寵物美容、寵物繁殖、寵物產業經營管理、創新寵物產品⾏銷等。
3.開設專業證照輔導、實務專題以及專業實習課程。使學⽣可依照興趣發展⾃身專⻑領域，並透過課程輔導證照考試並⾄業界進
⾏專業實習，提升學⽣專業領域的實務能⼒。
3339 弘光科技⼤學 ⾷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k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1.具中⽂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2.專業課程涵蓋⾷品科技、烘焙科技及保健⽣技等領域，輔導學⽣取得國家級專技⾷品技
師執照。 3.在專業技術上，提供中餐烹調、烘焙⾷品、中式⽶⾷、中式麵⾷、飲料調製及⾷品檢驗分析等實作技術課程，以取得
相關專業證照。4.設有⾷品相關系所唯⼀國際級TAF認證之「基因檢測認證實驗室」及「⾷品安全及超微量檢驗中⼼」。5.20132018年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學計劃之⾷品相關科系，歷年評鑑皆榮獲⼀等及通過之殊榮。教育⽬標為培育⾷品、烘焙科技理論
及具有實作技能的專業⼈才。6.需有良好體能、移動能⼒，需具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及口語表達、辨別顏⾊能⼒，具⼈際互動
溝通協調能⼒、能控管⾃身情緒。

⼤仁科技⼤學 Tajen University
學校代碼
99
聯絡電話 886-8-7626903
傳真 886-8-7626904
地址 90741屏東縣鹽埔鄉新⼆村維新路20號
網址 https://www.tajen.edu.tw/p/600-1000-1.php?Lang=zh-tw
承辦單位 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LUn5wRmy8N5Xyno-x53dxlYYZL7T1cBz
1.本校擁有兩棟宿舍，僑外⽣優先保留⼀宿C級房型及⼆宿。 2.⼀宿房型及⼆宿房型皆為四⼈⼀間，最⼤差別在於衛浴設
宿舍
備，⼀宿衛浴設備在房內，⼆宿衛浴設備在外共⽤。 3.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本校⼤學部計有3個學院、5個碩⼠班、11系3學⼠學位學程，⼊學不拘性別。 ⼆、備有⾼屏地區學⽣專⾞。 三、教
學與⽣活設施完善，有校園網路、圖書資訊⼤樓、學⽣活動中⼼、國際標準攀岩場等。另有學⽣旅館，設備完善，且對於
備註 僑外學⽣⼀律優先保留住宿權利，並提供本校第⼆宿舍住宿每學期只要新台幣5000元的優惠。 四、本校對於僑⽣照顧無
微不⾄，從⼯作證、獎學⾦、居留證等皆協助申請。 五、校址：90741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20號。 六、有關本校教學資
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http://www.tajen.edu.tw，電話：08-7624002。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295 ⼤仁科技⼤學 藥學系藥學組 Bachelor of Science in Pharmacy (B.S.)
本系為配合國家醫療保健及發展⽣物科技的政策，旨在培育具備調劑藥品、中西藥製造、臨床藥學、藥局經營和藥品⾏銷…等專
業知識，及具有職業道德、⼈⽂素養、國際觀及能適應環境之畢業⽣為⽬標。
⼀、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三、餘依⼀般限制。
3129 ⼤仁科技⼤學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Doctor of Pharmacy (Pharm.D.)
本系為配合國家醫療保健及發展⽣物科技的政策，旨在培育具備調劑藥品、中西藥製造、臨床藥學、藥局經營和藥品⾏銷…等專
業知識，及具有職業道德、⼈⽂素養、國際觀及能適應環境之畢業⽣為⽬標。
⼀、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三、餘依⼀般限制。
3066 ⼤仁科技⼤學 護理系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動不便及有機能障礙，如：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不宜報考本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中⽂能⼒(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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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餘依⼀般限制。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6
聯絡電話 886-3-6102220
傳真 886-3-6102214
地址 30015新⽵市香⼭元培街306號
網址 http://www.yp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務處⽣活輔導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safe.ypu.edu.tw/p/412-1012-6197.php?Lang=zh-tw
1. 標準宿舍房間為2⼈⼀間或單⼈房。 2. ⽣活費⼀個⽉約需新台幣5,000~6,000元。 每學期住宿費⽤(以108學年度第1學
期為例) 項⽬/新台幣 學校宿舍∕$10,500 ~ 18,500 校外租屋∕$18,000 ~ 30,000 ⽣活費∕$30,000 ~ 36,000 註： 1. 學⽣
進住及搬離宿舍的時間均依照學校⾏事曆之時程。校外住宿通常以六個⽉為期。 2. 個⼈⽣活費⽤不包括⾐服、娛樂、旅
⾏及交通等費⽤。 上述費⽤的估計以109學年度（2020-2021）進⾏評估，110學年度（2021-2022）的費⽤也許稍有不
同，視個⼈的花費差異而定。
元培秉持創校⼈蔡炳坤先⽣的創校理念，以培養⽣醫科技、健康管理與醫療福祉產業之專業技術⼈才為⽬標，共設⽴10
個碩⼠班、1個碩⼠學位學程、15個系、3個學⼠學位學程，分屬於醫護、健康、福祉產業3個學院。學校教學設備及實驗
室多元而充⾜，並設有資訊中⼼、通識教育中⼼及光宇藝術中⼼等單位，圖書資訊暨⽣物技術⼤樓更擁有⼀流的圖書資訊
設備及豐富的軟硬體設施、健身運動設施；多元優質教學結合產業策略聯盟，與超過30家⼤型醫院及五星級飯店建教合
作，提供學⽣實習最佳環境。 元培提供校園E化、⼈⽂、科技、書海的多元學習環境，就讀元培讓您在⽇新⽉異的時代中
掌握產業脈動，蘊含更豐厚而獨具的競爭實⼒。
系所分則

3312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Technology
成⽴於1965年，是台灣第⼀個培育醫學影像技術專業⼈才的科系，專任師資均具有醫事放射師執照、及⾏政院原⼦能委員會輻射
防護師執照；學⽣在校學習醫學影像、核⼦醫學、放射治療、輻射防護與影像處理等診療操作技術，並於畢業前⾄各⼤醫院實習
七個⽉，另外每年選派優秀學⽣赴美國、⽇本、新加坡等國進⾏海外研習⼀個⽉以上，加強實作能⼒與國際就業競爭⼒。
3313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標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之學習⽬標是提供學⽣於臨床實驗室中之診斷、研究、及相關⾏業之必要知識和技能。
介紹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成⽴於1999年，提供四年制理學⼠學位。基於轉制前之五年⼤專課程，我們創造了⼀種學習氛圍，促進及尊
重⼈⽂探究與學術研究。並且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和建⽴了應⽤⽣物技術的研究⽣課程。經過調整課程，配備及新的實驗室儀
器，同時也招募新教師促進專業教學，提⾼教育質量，增⻑研究範圍及其他學術活動。在教師嚴謹準備和指導下，為學⽣們創造
出於臨床和學術均衡的事業版圖。
系所特⾊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乃是新⽵唯⼀之醫療技術⼈員培訓之系所。課程中整合臨床實驗技能與最先進⽣物技術的發展。並結合臨床
實驗室課程和醫院內實際分析項⽬來提⾼學⽣技能。本校結合新⽵科學園區，⽵北⽣科園區和台⼤醫學⽣物研究園，可同時開啟
學⽣在⽣技產業學習上聯合的優勢。
將來計劃
提⾼學⽣在基礎和臨床相關科⽬⽅⾯的知識和專⻑，以及應⽤外語和電腦技能的能⼒，並建⽴⽣技運⽤之研究⽣課程，設⽴預防
醫學研究實驗室以為社區提供疾病篩查服務。同時增進本科系⼤學和研究所專業、研究、創新課程及參與其他相關性學術活動。
3308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培育具備社會⼈⽂關懷能⼒及全⼈照護能⼒之護理專業⼈才；強調理論與實務合⼀，配置基本護理學、內外科護理、身體評估、
產兒護理及社區衛⽣護理等技術⽰範及練習教室，臨床技能中⼼共12間模擬病房，充分提供學⽣各項護理技術練習，並安排⾼年
級學⽣⾄各⼤醫院實習，培養臨床實務⼯作能⼒，畢業後順利銜接職場；教學與考照合⼀，每年考取護理師執照率均⾼於全國平
均值。
3310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視光系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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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灣第⼀所⼤學層級的視光系，以培養維護眼睛健康的專業驗光師為⽬標。
透過具有國內外完整視光專業訓練的師資群，完整的課程設計規劃，充分的驗光配鏡的臨床實務操練以及校外視光產業界和眼科
醫院的實習，建⽴學⽣能順利取得國家驗光師的證照，以及確保畢業即能就業。
畢業後的發展，可⾃⾏開業設⽴驗光診所，眼鏡店或任職服務眼鏡產業，眼科部⾨擔任專業驗光師；亦可任職於⽣物科技、預防
醫學等視光產業發展規劃師；視光及光電科技產業之專案管理師與研發⼯程師。
3309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以「⾷品檢驗與分析」、「⾼值化⾷品加⼯技術」與「保健⾷品開發與評估」為發展特⾊，培育特⾊⾷品專業實務操作能⼒的⼈
才。與近五⼗家⾷品產業相關企業建⽴策略聯盟，所有的學⽣參加企業實習或專題研究，強化師⽣之實務經驗與產品開發能⼒。
台灣唯⼀⾷品科學相關海外實習系所，學⽣每年獲補助前往⽇本企業實習，並與⽇本、德國、澳洲⼤學交換學⽣。
3311 光宇學校財團法⼈元培醫事科技⼤學 ⽣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台灣第⼀個專注於「⽣技製藥」為特⾊的系所，也是唯⼀結合「⽣物科技」與「製藥技術」之系所。建置台灣唯⼀的「cGMP藥
品量產製造中⼼」，並為國內藥廠、⽣技廠與保健⾷品廠，培育「製劑製造與品管⼈才」。與⽇本及美國知名⼤學進⾏學術交
流、學⽣⾒習與交換學⽣。教學與研發以開發「實際產品」為重點，已有多項產品上市；與各⼤⽣技醫藥園區為鄰，更與50餘家
⽣技醫藥公司進⾏產學合作，實習後能無縫接軌與就業。

中華醫事科技⼤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E1
聯絡電話 886-6-2674567-276
傳真 886-6-336-2469
地址 71703台南市仁德區⽂華⼀街89號
網址 http://www.hwai.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oa.hwai.edu.tw/p/405-1013-37882,c1275.php?Lang=zh-tw
宿舍 國際學⽣保障四年宿舍，但須事先申請。如中途搬出，即不再給予保留。
本校成⽴於西元1968年，1999年8⽉1⽇改制為中華醫事學院，2007年2⽉改名為中華醫事科技⼤學。本校共計有3學
院，19系與4碩⼠班(10系組)。 招收⽇間部四年制⼤學之系有：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護理系、語⾔治療系、視光系、製
備註 藥⼯程系、餐旅管理系、幼兒保育系、⾷品營養系、環境與安全衛⽣⼯程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寵物照護與美容系、職
業安全與衛⽣系。 招收⽇間部⼆年制⼤學之系有： 職業安全衛⽣系、護理系、醫學檢驗⽣物科技系、調理保健技術系、
⾷品營養系 本校距離中⼭⾼速公路仁德交流道只有5分鐘，離台南⽕⾞站約15分鐘的⾞程，交通便捷，⾵景優美。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326 中華醫事科技⼤學 醫學檢驗⽣物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配合國內醫療發展之趨勢與國家醫檢⼈才之規劃以培育具醫學理論基礎及醫學檢驗技術的醫事專業⼈才為⽬標，使其瞭解品
質保證的要性，並具獨⽴思考及主動學習醫檢新知的態度。以提升全⺠健康、強化醫療檢驗品質、精進與研發醫療檢驗設備與⽅
法、創新醫療檢驗技術為職志。
3329 中華醫事科技⼤學 視光系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本系所以堅強師資與先進驗光配鏡儀器設備，搭配全學年實習、海外實(⾒)習機會、推動⾄護理系或資管系雙主修、指導實務專
題製作研究與⻑期校外視⼒健檢磨練技能等，以培育具專精視光技術、眼科護理專⻑或⾨市資訊經營管理研究能⼒之⼈才。
3331 中華醫事科技⼤學 製藥⼯程系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全國第⼀且唯⼀的製藥⼈才培育學系，以多樣化的藥劑製造及檢測設備訓練學⽣成為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製藥專業⼈才。畢業⽣可
成為藥劑、化妝品、機能性或健康⾷品製造界的研發、製造、檢驗及管理⼈才，亦可繼續攻讀相關系所。
3330 中華醫事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以溫馨，關懷，尊重，負責為系訓，培育具有專業知能，全⼈照護，社區關懷，⾃我成⻑之護理專業⼈才。
3261 中華醫事科技⼤學 語⾔治療系 Department of Language Therapy
本系主要的教育⽬標在於培養優秀的語⾔治療師，透過國家舉辦的專技考試，畢業⽣可以取得考試院核發的語⾔治療師證書，並
在各縣市政府登記執業。語⾔治療師是有合法地位的醫事⼈員，⼜可以在教育及社會福利機構任職，是薪資待遇良好，充滿助⼈
成就感，受⼈敬重的專業。

台北海洋科技⼤學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學校基
本資料

D5
聯絡電話 (02)2805-9999
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
地址
網址 http://www.tumt.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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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02)2805-2796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
獎學⾦ 無僑⽣專屬獎學⾦
1. 宿舍房間形式為五⼈套房，設有獨⽴衛浴設施。 2. 房內配備：床鋪、書桌、⾐櫃、空調設備、網路節點插座。 3. ⾨禁
宿舍
設置指紋辨識系統，以維護宿舍安全。 4. 各樓層亦設有交誼廳供學⽣休憩使⽤。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 ⼆、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
位。 三、教室均設有冷氣空調與e化教學設備，教學環境優良。 四、男⼥⽣宿舍舒適寬敞備有網路等設施。 五、設有各
備註 項獎助學⾦，學⽣可依規定辦理申請。 六、本校兩校區位於⼤台北地區交通便捷。 本校網⾴：
http://www.tumt.edu.tw/ 校本部：25172新北市淡⽔區濱海路三段150號；電話：886-2-28059999。 ⼠林校區：
11174 台北市⼠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電話：886-2-28109999。
系所分則
3322 台北海洋科技⼤學 ⾷品健康科技系第3類組 Department of Food Technology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1.培育⾷品鑑驗、⾷品品保及⾷品⾏銷⼈才。
2.輔導學⽣取得⾷品產業相關證照。
3.具有三項合格訓練場所。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B7
聯絡電話 886-2-77387708
傳真 886-2-77386471
地址 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段58號
網址 http://www.oit.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務⾏政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a.oit.edu.tw/files/11-1004-3011.php
新⽣保障住宿(碩⼠班無提供宿舍)
⼀、男⼥兼收。⼆、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三、11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
理。四、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請⾄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獎學⾦)或⽣活輔導組(助學⾦)網站瀏覽。（網址：
http://sa.oit.edu.tw/bin/home.php）
系所分則

3178 亞東技術學院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本系以學⽣為中⼼，根據其先備知識，運⽤多元教學策略，輔以學習情境，引導學⽣主動學習及反思，協助學⽣專業能⼒的養成
及激發潛能，並持續⾃我成⻑。本系師資皆具實務經驗與證照，並持續藉由臨床實務、專業研習及產學合作等進⾏實務增能。教
學空間依專業課程設有臨床技能中⼼、實作實驗教室、互動教室及⾃學教室，可提供教師教學、產學合作、研究、學⽣實作、實
務練習及⾃學的場所。藉由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連結，以強化學⽣專業知能，培育符合就業需求之護理實務專業⼈才。

遠東科技⼤學 Far East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A5
聯絡電話 886-6-5979566#7005
傳真 886-6-5977010
地址 74448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49號
網址 http://www.feu.edu.tw
承辦單位 教務處註冊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流中⼼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feu.edu.tw/adms/rd/IIC/news.asp
新⽣保障優先住宿１~4宿，每學期費⽤：1、3宿8,500元；2宿10,000元、4宿13,000元
遠東科技⼤學位於台南新市⽕⾞站前，距省道台⼀線僅百餘公尺，距國道⼋號新市交流道約五分鐘⾞程，無論鐵路、公
路，均交通便利，且臨近南部科學園區及多項重點⼯業區，故學校著重以學術理論與實際運⽤相結合之教學與研究。遠東
科技⼤學近年來不論在教師、學⽣、課程、教學環境與制度等⾯向皆有相對卓越的進步，其中績效顯著且最有發展潛⼒的
特⾊就是三創教育。 本校三創教育主要是以創造⼒教育為基礎，提升創新技術研發與實務技能為介⾯，以創業能⼒之培
養為標的，期能培養學⽣成為具有三創能⼒之實踐家。近年來經全校師⽣的努⼒，校務發展已獲得相當豐碩之成果，已然
成為國內三創教育之標竿⼤學。 在創意教育⽅⾯：培養學⽣「想得到」「能想」的能⼒，專利申請與核准16年全國⼤學
第⼀； 在創新教育⽅⾯：培養學⽣「做得出」「能做」的能⼒，全國專題製作競賽屢獲佳績，國際發明展獲得638⾯獎牌
(其中212⾯⾦牌)，聚焦藍⾊技術研發，產學合作備受業界推崇； 在創業教育⽅⾯：培養學⽣產品「賣得掉」「能溝通」
的能⼒，⾄⽬前為⽌創業競賽獲得獎⾦已超過3,300萬元。
系所分則

3169 遠東科技⼤學 ⾶機修護系 Dept. of Airplane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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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將結合三創教育與維修技術培養，培育⾶機系統維修、發動機維修和⾶機結構維修三⽅⾯的維修技術⼈才，並具有技術創新
和發明維修⼯具與設備的能⼒。學⽣除了可以學得⽬前的⾶機維修相關知識和技術外，也可以融合本校特⾊三創教育，開發新的
維修⼯具和設備。另外也可以針對⽬前快速發展的四軸遙控機或無⼈機，開發個⼈的維修事業。本系的發展重點及特⾊如下：
1. 配合本校既有之創意、創新和創業之發展特⾊，培育⾶機修護相關技術與應⽤之⼈才。利⽤創意與創新思維，開發⾶機修護技
術所需的⼯具或設備，精進⾶機修護能⼒與技術，提⾼台灣整體的⾶機維修能⼒和能⾒度，進而提升台灣整體航太⼯業的能量。
2. 配合本校機械⼯程系、⾃動化控制系、電機⼯程系和資訊⼯程系，共同開發⾃動⾶機維修系統或⾶機維修機器⼈，減少維修⼈
⼒的需求和提升維修的速率，有利於台灣整體航太產業的升級。
3. 結合本校觀光英語系的師資與設備，提升⾶機修護與航太產業外⽂能⼒，將⾶機修護與服務業結合，擴展⾶機修護的能⾒度與
應⽤⾯，增進學⽣就業的機會，創造新的就業領域。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Meiho University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C7
聯絡電話 886-8-7799821 #8198
傳真 886-8-7782663
地址 91202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網址 http://www.meiho.edu.tw
承辦單位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及兩岸交流處(僅提供學⼠班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b010.meiho.edu.tw/files/11-1010-218.php?Lang=zh-tw
僑⽣暨港澳⽣⼊學第⼀年免住宿費，第⼆年起依學業成績得申請減免。2020年住宿費參考：(1)男⽣宿舍：每學期新臺幣
9,000元，4⼈⼀間、公共衛浴設備；(2)⼥⽣宿舍：每學期新臺幣12,000元，4⼈⼀間、獨⽴衛浴設備。含網路費，⽔電另
外依使⽤額度計費。
「美和科技⼤學」於1966年奉准設⽴招⽣，為我國第⼀所私⽴護理專科學校。為適應社會環境變遷，⽬前發展成為具有
三個學院、⼗四個系(含五個碩⼠班)，學⽣約6,700名，教職員⼯約352名。 本校的治校理念如下： ⼀、 發揚「美而有
禮，和而好學」美和傳統；深化「五倫五靜，學⾏並進」品德培育；掌握「專業化、全⼈化、國際化」教育⽅針；堅持
「證照第⼀、就業優先」技職教育⽬標。 ⼆、 持續「學⽣為本、實做創新、永續發展」⼯作使命；貫徹「⼀切為學⽣，
為學⽣⼀切」教育理念；打造優質環境，建⽴友善校園，培養學⽣具分析思考、解決問題能⼒，迎接⼈⼯智慧時代的創新
挑戰。 三、 採取「優質教學、效能⾏政、穩健財務、⼈本出發」策略；形塑「學習型組織」⽂化，提升教學⾏政效能，
迎戰險峻競爭環境；激發同理⼼，建構⽣命共同體；經營特⾊精緻學校品牌，發展美和國際學術地位。 於2015及2016年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技優設備更新暨獎補助款共計2億元經費。在國際化發展上，本校與中國、東南亞、⽇本等產
學機構積極進⾏交換學⽣、海外實習、成⽴境外專班、締結姊妹校，除積極強化學⽣的國際競爭⼒，更是⼀所深耕在地、
尊重多元、胸懷世界的國際化友善校園。 提供多項獎補助措施，包含宿舍費⽤減免、優惠⼯讀⾦、研究助理、獎學⾦
等，設有專責單位協助學⽣申請及學習輔導。 更多資訊請參考本校網站：http://www.meiho.edu.tw/bin/home.php
系所分則

3320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1.本系為全國⾸創私⽴護理專科學校，1966年成⽴迄今，歷屆教育評鑑均榮獲⼀等。
2.具有全國唯⼀學校設⽴獨⽴型居家護理所，⾼科技的臨床模擬教學中⼼與數位化病床。
3.榮獲教育部技職再造技優護理⼈才設備2千萬補助及科技部研究經費，研發醫護知識整合多媒體教材、課程活化教學設計，師⽣
研發作品締造特⾊教學佳績。
4.輔導考取證照：⾼考護理師證照(執業必備資格)、BLS/ACLS等健康照護相關證照、美國註冊護⼠(RN)。
5.多元實習：國外安排⾄⽇本福岡聖惠醫院、幸梅會病院及小樽⻑照機構，國內⾄各⼤教學/地區醫院、衛⽣所、⻑照機構等。
6.優異的競賽成績：
(1)2017年全國專業實務能⼒競賽：榮獲銀牌。
(2)2017年全國⻑期照顧⽣活⾃⽴⽀援實務專題競賽計畫：榮獲第⼆名。
7.選系說明：護理系學⽣特質需具有⼈際溝通協調、情緒管理及壓⼒調適能⼒。為判定病患各種病因須有敏銳的各種感官，如視
覺、聽覺及口語表達及溝通能⼒，並能久站及靈活運⽤肢體以執⾏醫療設備操作或執⾏照護措施。
3373 美和學校財團法⼈美和科技⼤學 ⾷品營養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本科特⾊
1.⾷安把關重鎮：本系科之「農⽔產品檢驗服務中⼼」為全國⼤專院校第⼀所獲得認證的實驗室，延續對⾷品業者檢驗服務之熱
忱及對⾷安把關的重視，積極培育未來⾷品安全守⾨員。
2.系所評鑑優質：榮獲教育部評鑑⼀等優質系所，於104年獲得教育部技職再造-設備更新經費達1,800萬元，亦於107年榮獲教育
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1,800萬元經費，代表國家對本系科的重視及認同。
3.設備完善健全：建⽴⾷品模擬⼯廠，研發新產品並與業界合作⽣產，並更新團體膳⾷製備教室之設備以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
境。
4.具備國考資格、具備國考資格、就業率百分百：本科畢業即具備參加營養師及⾷品技師國考資格，且師資堅強，皆具備業界實
務經驗，積極輔導學⽣考取國家證照，讓理論與實務得以並⽤，並與業界保持良好合作關係，促進就業。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校代碼
A7
聯絡電話 886-4-835-9000#1240
地址 51003彰化縣員林市⼭腳路三段2巷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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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86-4-8344542

學校基
本資料

網址 http://www.ccut.edu.tw

承辦單位 招⽣⼊學服務中⼼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交流中⼼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www.cie.ccut.edu.tw/upload/files/202005120405344027.pdf
宿舍 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1.修業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授予學⼠學位。 2.中州科技⼤學是⼀所強調理論與實務教學型卓越學府。設有⼯學
院、觀光與管理學院、健康學院共9個系。 3.本校設有專責單位協助瞭解⽣活環境及適應校園⽂化，提供新⽣與系所師⻑
備註 溝通橋樑。 4.舉辦年節活動、寒暑假⽂化參訪活動。由本校師⻑與教職員擔任國際接待家庭。 5.校內提供各類獎學⾦、
校內⼯讀機會，建⽴安⼼就學學習環境。 6.中州科技⼤學國際交流中⼼聯絡⽅式如下： Email: cie.ccut@gmail.com
電話：+886-4-8359000 ext 1541、1545、1546、1549 傳真：+886-4-8399655
系所分則
3314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景觀造園與維護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本系為國內第⼀所著重景觀造園能⼒培育的⼤學科系，以訓練務實及具備實作能⼒之景觀造園設計、施⼯與維護管理專⻑，及兼
重藝術美學之技術⼈才為宗旨，本系特⾊發展規劃如下：
◎課程規劃以景觀實務訓練為導向
⊙造園施⼯及植栽維護管理課程，於校園環境動⼿親作，強化做中學成效。
⊙規劃設計課程，除強調個⼈設計特⾊外並培養小組合作。
⊙專題製作結合地⽅產業及產學合作，爭取政府、學校、鄰⾥、業界合作服務機會，增加學⽣實務能⼒。
◎實作訓練以景觀就業能⼒為依歸
⊙輔導技術⼠檢定，造園景觀、電腦輔助建築製圖為發展重點。
⊙推動校內外景觀實作訓練與實習，增加學⽣專業能⼒，以提升職場競爭⼒。
3174 中州學校財團法⼈中州科技⼤學 保健⾷品系 Dept. of Health Food
◎以保健⾷品開發與產製為發展⽅向。
◎重視實務教學，引進業界師資協同教學，重視學⽣實習及輔導學⽣考取證照。
◎發展產學合作，強化學⽣實務操作能⼒。
◎培養學⽣具有⾷品檢驗分析及品質管制能⼒、⾷品營養及安全衛⽣管理能⼒、保健⾷品研發及產製能⼒、保健⾷品⽣物技術應
⽤能⼒、營養保健教育。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學校代碼
D2
聯絡電話 886-2-24372093#614/616
傳真 886-2-24368038
地址 基隆市中⼭區復興路336號
網址 http://www.cku.edu.tw
承辦單位 研發處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研發處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組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ia.cku.edu.tw/files/15-1028-27017,c82-1.php
宿舍 新⽣保障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具當地⾼中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可經由海聯會或本校獨招管道就讀本校四年制⼤學部。 ⼆、須具備中⽂聽、說、
讀、寫B1級(CEF)以上能⼒。 三、備有全新宿舍，僑⽣與外籍⽣可優先申請住校。 四、有關本校各系資源概況，請參閱
備註
本校網⾴www.cku.edu.tw 五、有關本校各項獎助學⾦事宜，請參閱本校國際組網⾴
http://ia.cku.edu.tw/bin/home.php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233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口腔衛⽣照護系 Department of Oral Hygiene Care
⼀、男⼥皆收。
⼆、培育專業口腔衛⽣照護師，與⽛科專家團隊共同⼯作，提供全⺠口腔健康促進、口腔衛⽣照護及口腔衛⽣教育推廣。
三、多元建教合作:與北部各⼤醫療機構⽛科部⾨、⽛醫診所等建教合作，畢業即就業。
四、秉持「配合社會需要、適應世界潮流、培植優秀之口腔衛⽣⼈才，以服務群眾」的理念，加強口腔衛⽣照護系學⽣口腔照護
及預防醫學的知能與實務能⼒，以達「教、考、⽤」合⼀的技職教育⽬標。
3374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1.本學系的教育⽬標明確，且配合全校的發展⽬標與社會潮流需求，由全系教師討論訂定。結合學校重視⼈⽂、⽣態、健康的整
體營造，本系不斷朝課程領域規劃、跨領域研究計畫與增聘新進師資的⽅向努⼒，持續提昇本系科之成⻑動⼒，在學⽣的學習獲
得相當不錯的助益與成果。 2.課程規劃重視護理專業核⼼素養之培育，課程中規劃臨床照護與社區照護(包括健康促進、疾病預
防、與⻑期照顧)⼆⼤領域。⼊學學⽣須完成所規定之臨床護理實習時數始得畢業。⾏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病（如癲癇
等）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宜審慎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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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B4
聯絡電話 886-3-8572158
傳真 886-3-8465413
地址 973302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段880號
網址 https://www.tcust.edu.tw/?Lang=zh-tw
承辦單位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獎學⾦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ib.tcust.edu.tw/p/406-1012-43079,r730.php?Lang=zh-tw
1.本校建置三棟宿舍，共計2300餘床，提供同學申請。 2.宿舍分為男/⼥，⼀學期費⽤【⼥⽣】新台幣5000元，【男⽣】
宿舍 新台幣6500元，三棟各安排四位舍監24小時輪值，提供安⼼學習環境。 3.室內增設冷氣機(使⽤者付費)，週⼀⾄週四晚
間20時安排晚⾃習時段，培養規律⽣活作息。 4.新⽣保障住宿，新⽣優先分配住宿，在學期間優先申請。
⼀、使⽤華語教學，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修業年限四年，條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學位。三、男⼥
⽣兼收。四、收費項⽬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成績優秀新⽣⼊學獎助
備註
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績優學⽣獎學⾦：學⽣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三）
⼯讀學⽣獎助學⾦。六、本校學⽣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七、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學校基
本資料

系所分則
3316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本校⾃2014年開始辦理四技護理系，2018年起招⽣三班。四技護理系的培育⽬標在(1)培育具備⽣命關懷的護理專業⼈才。(2)培
育學⽣成為具備全⼈照護實務能⼒之專業護理⼈員。(3)結合慈濟醫療志業體資源，提供學⽣實習，強化實務經驗。(4)透過國際
交流，強化專業知能，增進國際視野。本系以華語教學為主，考⽣具中⽂聽、說、讀、寫者為宜。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
及格者，授予學⼠學位。收費項⽬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1）績優學⽣獎助學⾦：學
⽣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2）⼯讀學⽣獎助學⾦。本校男⼥⽣兼收。學⽣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備有宿舍，可申
請住宿。
3315 慈濟學校財團法⼈慈濟科技⼤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培養富涵慈濟⼈⽂素養、具備基礎與專業知能、實務操作能⼒、獨⽴解決問題、⾃主與終身學習、團隊合作、創新研究、重視專
業及社會責任的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才。專業能⼒⽬標：1.培養學⽣具備放射診斷、放射治療、核⼦醫學、醫學影像之理論知
識與實務能⼒；2.培養學⽣具備基礎醫學與⽣命科學知識能之第⼆專⻑；3.培養學⽣具備輻射安全防護知識與管理之能⼒，實踐
醫學倫理與⼈⽂關懷之情操；4.培養學⽣具備通過醫事放射師國家考試之能⼒，以取得國家醫事放射師之證照。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學校基
本資料
獎學⾦
宿舍

備註

學校代碼
FF
聯絡電話 886-2-77498888
傳真 886-2-26019671
地址 24449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段2號
網址 https://www.nups.ntnu.edu.tw/
承辦單位 僑先部僑教推廣暨校友服務組
有提供僑⽣專屬獎學⾦，請逕洽本校僑⽣先修部學務組/僑⽣先修部教務組
僑⽣專屬獎學⾦網址：https://www.nups.ntnu.edu.tw/scholarships-tuition-2
新⽣保障住宿，每間宿舍可容納4位學⽣，每間寢室均提供冷氣、床、書桌及⾐櫃，宿舍均有無線網路。
⼀、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前身為國⽴僑⽣⼤學先修班，創設於⺠國44年，於95年3⽉22⽇與國⽴臺灣師範⼤學合
併後，僑⽣先修部仍維持原「國⽴僑⽣⼤學先修班」之功能，協助僑⽣完成⼤學先修教育後，分發⾄臺灣各⼤學校院。
⼆、 本校僑⽣先修部校區達23公頃，⾏政⼤樓、⼤禮堂、圖書館、科學館、⼤型餐廳、體育館、資訊與教學⼤樓等各1
棟，教室6棟，游泳池、各項球類運動設施⼀應俱全。 三、兩校合併後，僑先部獲得教育部與臺師⼤各項經費挹注，持續
進⾏並已完成多項校舍整建⼯程；另增設數位化教室，整建多功能E化圖書館並增購圖書；⽬前全校區已有免費無線上網
等多項軟硬體設施，以期提升學習環境與學習成效。 四、男⼥兼收，學⽣⼀律在校住宿，宿舍4個⼈⼀間。 五、僑先部提
供各種獎助學⾦、⼯讀⾦及急難救助⾦給優秀、清寒或急難病困之學⽣，每學年領助學⾦與⼯讀⽣⼈數，超過總學⽣⼈數
40％。 六、僑先部秋季班每年9⽉⼊學，翌年6⽉結業，春季班每年2⽉⼊學，與秋季班⼀同結業，並依成績及志願分發⾄
臺灣各⼤學校系。 七、本校僑先部設先修班修業年限⼀年，參照⼤學校系劃分為:第⼀類組:⽂、法、商等 (修讀科⽬: 國
⽂、英⽂、數學、歷 史、地理、公憲)、第⼆類組:理、⼯(修讀科⽬: 國⽂、英⽂、數學、物理、化 學) 、第三類組:醫、農
(修讀科⽬: 國⽂、英⽂、數學、物理、化學、⽣物)。 ⼋、課程安排: (⼀)先修班:各類組課程為銜接國內⾼中及⼤學課程
而設計。 (⼆)特別輔導班:因學⽣華語⽂需要而設⽴，修業⼀年後，再升⼊先修班。
系所分則

3999 國⽴臺灣師範⼤學僑⽣先修部 第三類組 Division 3
⼀、先修班修業⼀年。⼆、第三類組必修科⽬：國⽂、英⽂、數學、物理、化學、⽣物。三、結業後依其成績及志願分發⾄臺灣
各⼤學校系（農、醫）。四、100學年度起⼊學之三類組學⽣，可跨填⼆類組之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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