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及系組招生規定目錄

學校名稱
序
號

國立臺灣大學1

國立成功大學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4

國立中興大學5

國立嘉義大學6

國立東華大學7

國立政治大學8

國立清華大學9

國立中正大學10

國立交通大學11

國立中央大學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3

國立中山大學14

國立臺北大學15

國立宜蘭大學16

國立高雄大學17

國立聯合大學18

國立臺南大學19

國立金門大學20

國立臺東大學21

國立陽明大學22

國防醫學院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24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2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7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28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2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30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31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32

國立體育大學3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3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3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36

中國文化大學37

       56       165       228

        1        57       166       229

       58       167

        1        59       168       229

       60       168       230

        2        60       169       231

        2        61       170       232

       62       171       232

        3        64       171       232

        3        65       172       232

       66       173       233

       66       174       233

       67       175       233

        4        67       175       234

        4        68       176

       69       176       234

       69       177       234

        4        70       178

        5        70       178       235

       71       179

        5        72       179       235

        6       180       235

      236

        7        73       180       236

        7        74       181       237

        7        74       181

        9        75       181

        9        75       182       237

       10        76       182       237

       10        76       182

       11        77       237

       11

       12        77       238

       12

       14        78

       15

       16        78       183       238

頁碼

個人申請 第一類組 第三類組第二類組



學校名稱
序
號

淡江大學38

銘傳大學39

東海大學40

逢甲大學41

實踐大學42

義守大學43

輔仁大學44

靜宜大學45

亞洲大學46

長榮大學47

真理大學48

世新大學49

元智大學50

中華大學51

中原大學52

大葉大學53

開南大學54

台灣首府大學55

南華大學56

東吳大學57

明道大學58

康寧大學59

華梵大學60

大同大學61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62

玄奘大學63

佛光大學64

法鼓佛教學院65

興國管理學院66

中山醫學大學67

高雄醫學大學68

中國醫藥大學69

臺北醫學大學70

慈濟大學71

長庚大學7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7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7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7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76

       80       184

       17        81       185       239

       18        83       185       239

       19        84       186

       21        85       187       240

       23        86       188       240

       27        88       188       240

       27        90       189       241

       91       189       241

       29        92       189       242

       31        93       190

       94

       31        96       190

       97       191

       31        98       191       242

       32        99       192       242

       32       100       243

      101

       33       102       193

       33       103       193       243

       33       104       194       243

      105

       35       106       194

       36       106       194       244

      107       195       244

       37       108

      109       195

      110

      110       195

      111       196       244

      246

      247

      248

      111       196       248

      112       196       249

      112       197       250

      113       197

       38       113       198

      11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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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序
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77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78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7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8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81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8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83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84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85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86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87

南台科技大學88

朝陽科技大學89

中國科技大學90

大仁科技大學91

建國科技大學92

明新科技大學93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94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95

東南科技大學96

聖約翰科技大學97

遠東科技大學98

高苑科技大學99

嶺東科技大學100

醒吾技術學院101

樹德科技大學102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103

致理技術學院104

萬能科技大學10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106

輔英科技大學107

中臺科技大學108

南亞技術學院109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110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111

和春技術學院112

清雲科技大學113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11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115

       39       114       200

      115       201

      115       201

       39       116       201      250

      116

       40       117       202      251

      118       202

      118       203

      119

       40       119       203

      120

       40       121       203

      122       204      251

      123       205

      124      252

      125       205

      125       206

      126

      127       206

      128       207

      128       208

      129       208

      130       209

       42       130       209

      131

      132       210

      133       210

      134

      135       210

       44       136

      137       211      252

      138       212      253

      138       212

      139       212

      140      253

      141       213

      142       213

      143       214      253

      144       21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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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頁碼序

號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116

大華技術學院117

正修科技大學118

蘭陽技術學院119

吳鳳科技大學120

南榮技術學院121

大漢技術學院122

臺灣觀光學院123

南開科技大學124

景文科技大學125

弘光科技大學126

僑光科技大學12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128

崑山科技大學129

亞東技術學院130

德霖技術學院131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132

黎明技術學院133

元培科技大學13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135

慈濟技術學院136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137

永達技術學院138

華夏技術學院139

大同技術學院140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41

文藻外語學院142

龍華科技大學143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144

明志科技大學145

崇右技術學院146

      145       215

      145       216

      146       217

        44       147       217

        47       148       218

      148       218

      149

      150       219

        47       150       219

        49       151       220       255

        49       152       220

      153       220

        52       153       221

      154       221

      154       222

      155       255

      156       222

      156       223       255

      157

      158       223       256

      158

        52       158       223       256

      159       224

      160

      160       224       257

      160

      161       225

        54       162       225

      226

      163

      144       215       254

個人申請 第一類組 第三類組第二類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148       226       257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147         55       164

      164



柒、個人申請制學校及系組招生規定

一、欲查詢表列101學年度公私立大學個人申請制名額（適用期間：西元2011年11月至西元2012年4月），請至海外聯招
       會網頁（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query）查詢。至公私立大學各學系招生系組如有異動，本會另
       將公告於海外聯招會網頁（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二、修業年限除各校有特別規定外，皆為四年。
三、所謂「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個人申請制校系不分類組別招生．申請就讀表列之個人申請校系者（選填此類志願至多3個），須依簡章貳、申請方式之三、
    繳交表件以及表列志願校系「個人申請應繳資料」規定備妥相關文件資料，於報名時（12月底前），併同申請表件向受理申
   請單位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如表列之志願校系另行規定加考術科或來臺面試，申請人應主動與志願校系聯繫並於規定期限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2
886-6-2757575
886-6-2766409

70101 臺南市大學路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一、為培養本校學生勤勞服務的人生觀，並培育成大人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人文關懷之校園環境，本校招收的新
生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一）（二）（三）。二、本校入學新生應於修業期間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文檢定測驗門檻。檢定未通過者
，應修習「補強英文」課程，否則不得畢業。詳細規定請至：http://www.ncku.edu.tw/~lang/chinese/bulletin.htm瀏覽。三、有關
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cku.edu.tw。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2023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Dept. of Earth Science

審查資料：1.高中畢業證書影印本一份（應屆生免繳）。2.高中歷年
成績單正本。3.推薦函二封。4.自傳一份。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
資料。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地質調查活動、顯微鏡觀察及化學分析等作業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
臟病者，宜請慎重考慮，有前述障礙將影響野外地質活動及顯微鏡
之觀察。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7
886-2-77341185
886-2-23635695

10610 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教務處企劃組

http://www.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學士班學生在校期間，得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畢業後若擬擔任教學或其他教育專業
工作，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影響教學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三、92學年度入學後之學士班學生，欲
取得教師資格者，悉依91年7月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四、男女生宿舍，以僑生為優先，不分公、自費
生均須繳交住宿費。五、校址：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六二號；國際與僑教學院之上課地點：林口校區（244臺北縣林口鄉仁
愛路1段2號）。六、網址：http://www.ntnu.edu.tw。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10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Design

於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設計及美術
經歷及未來學習目標，以電腦打字，字數約1500字。（二）個人作品
集：作品集內容至少需備齊20件作品（作品需標示不同創作年代、材
質、尺寸等），限以列印或照片方式呈現。（三）所繳交之作品集須
由指導（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創作之證明。（四）審查資料請以
A4規格裝訂成一冊。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
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通過術
科書面審查，始有機會錄取分發。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本系應慎重考慮
。

11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西畫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於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美術經歷及
未來學習目標。（二）個人作品集：作品集內容至少需備齊20件作品
（作品需標示不同創作年代、材質、尺寸等）。（三）所繳交之作品
集須由指導（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創作之證明。考生所繳交資料
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
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通過術科書面審查，始有機會錄取分發。辨
色力異常者選填本系應慎重考慮。

11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國畫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於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美術經歷及
未來學習目標。（二）個人作品集：作品集內容至少需備齊20件作品
（作品需標示不同創作年代、材質、尺寸等）。（三）所繳交之作品
集須由指導（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創作之證明。考生所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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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術科考試或來臺面試。



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
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通過術科書面審查，始有機會錄取分發。辨
色力異常者選填本系應慎重考慮。

11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Department of Music

於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
未來學習目標。（二）個人演奏影音資料（錄影帶或VCD或
DVD）：15至20分鐘之個人演奏影音資料乙份，曲目不限。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
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通過術科書面審查，始有機
會錄取分發。

306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一、申請體育學系於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一）個人自傳一份。
（二）在校歷年成績單。（三）相關有利審查資料證明文件。二、申
請體育學系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
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通過書面審查
，始有機會錄取分發。三、報考體育學系者，需具正常辨色能力及適
合從事多元類項激烈運動者為宜；畢業後若擬擔任教學或其他體育相
關專業工作者，若有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的情形
，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3
886-5-2717040
886-5-2717043

60004 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教務處

http://www.ncyu.edu.tw

國立嘉義大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一、本校實施服務學習制度，新生必須參加服務學習。二、本校有開設中等教育學程及國民小學教育學程。三、持有托福成績
550分以上證明或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複試合格者，可辦理抵免大一英文學分，免修大一英文。四、本校各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畢
業前，須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力及資訊能力基本要求，未通過者須加修英語、資訊輔導課程，方可畢業。五、本校對於經濟
上有困難之同學，除有急難救助金，還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等協助措施。六、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可優先住校。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047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選填本校音樂學系考生，請於報名時備妥下列資料，一併寄送
。       1、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得獎紀錄、家庭概況、
個人基本資料、自我介紹等。       2、DVD、VCD、CD (三者備一即
可)10-15分鐘之個人演奏影音光碟資料一份。     3、所繳之影音光碟
資料須由指導（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演出之證明。       4、成績
證明。（二）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影音光碟
資料及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三）重度
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將嚴重影響演奏之學習，選填音樂學系時
宜慎重考慮。

1048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Dept. of Visual Arts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應
先具備藝術創作媒材之基本能力（如素描、彩繪技法、水墨書畫⋯等
）。（三）書面審查資料：作品集（最少10件，以A4大小呈現，每件
作品必須附上作品名稱、媒材、尺寸及年代，並加封面，封面上請註
明姓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8
886-3-8635000
886-3-8632140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2段1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宿。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各學系網頁及學生事務處網頁。四、本校全面實施課程學程化，相關資訊請至教務處網頁查詢。五、本校學士
班學生除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並依規定修習「服務學習」課程，方得畢
業。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133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重度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學業及演奏，選
填時宜慎重考慮。（二）申請本系，須具備中文溝通能力，並需繳交
以下資料：1.自傳(佔30%)：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須包括主修、
副修項目及修習時間)及未來學習目標。2.錄影VCD(格式：mpeg;使用
軟體及版本：media player 9.10)(佔70%)：10~15分鐘之個人演奏錄
影光碟乙份(包括主修與副修項目；包括主修至少12分鐘、副修至少
3分鐘的演奏時間)。3.所繳交之錄影光碟須由指導老師出示學生本人
演出之證明。（三）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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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影)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
，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四）資料審查通過者，即有機會錄取本系
就讀。

1134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t. of Arts and Design

（一）申請本系者，須具中文溝通能力，並繳交個人資料及作品資料
：1.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及未來讀書計畫（佔10％）。2.高中
成績單（佔50％）。3.創作作品及曾經得獎事蹟證明文件（佔
40％）。（二）所有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
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開除學籍
，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三）資料審查通過者，始有機會錄取
本系就讀。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7
886-3-5712861
886-3-5721602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本校網址：http://www.nthu.edu.tw。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2196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ysics Division)

在校成績證明(含全校名次及百分比對照表)、自傳、讀書計畫、科學
活動資料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本系除了從事各項尖端研究之外，在教學方面以培育學術界及產業
界領導人才與研發人力為目標，特別著重師生互動、基礎課程、以
及研究能力的培養。歡迎所有對探索宇宙萬物規律、對創新人類科
學技術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就讀。

2197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otoelectric Division)

在校成績證明(含全校名次及百分比對照表)、自傳、讀書計畫、科學
活動資料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本系除了從事各項尖端研究之外，在教學方面以培育學術界及產業
界領導人才與研發人力為目標，特別著重師生互動、基礎課程、以
及研究能力的培養。歡迎所有對探索宇宙萬物規律、對創新人類科
學技術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就讀。本組另特別加強光學、電子學及相
關實驗課程。

2198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請詳列個人申請書面審查資料：
項目: 1.成績單 2.自傳 3.讀書計畫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說明: 有利審查資料如: 優良事蹟、社團參與、競賽成果等，至多3項

本系學生必須做化學實驗，基於安全理由，色盲及嚴重弱視者(視力
小於0.3)不宜報考。化學系除了基礎化學外，也提供材料與化學生
物等跨領域的相關課程。

2199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項目:在校成績證明、自傳、讀書計畫、社團參與、競賽成果、學生幹
部、成果作品、考生個人資料表。
說明:倘有藝術、人文或體育方面之得獎紀錄者，請附上得獎證明。

本系以培育引領科技產業發展人才為使命，將必修的學分減至最低
程度，並提供各類專修學程，充分尊重每位學生的興趣及個性，使
其畢業後能成為各尖端科技領域的菁英。本系研究領域廣泛，涵蓋
精密製程技術、尖端材料、高分子科學與工程、生物技術、奈米科
技、光電科技、與能源環境科技等前瞻領域，請參考本系網頁
：http://www.che.nthu.edu.tw。

2202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在校成績證明(含名次)、自傳(含申請本系緣由1頁500字內)、讀書計
畫、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師長推薦函、作品集等)。書面資料限A4大
小，總頁數20張以內。
說明：審查方式以書面審查資料為主，必要時本系會以電話或視訊方
式訪談。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本系旨在培養具備現代科學管理知識及
生產製造技術之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專才。著重工工/工管課程，強
調資訊化、自動化及人性化的訓練。並鼓勵學生就電機、資工或經
濟等科系中修習相關課程取得輔系或雙學位，或修讀本校先導整合
學程。有視覺重度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6
886-5-2720411
886-5-2721481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cu.edu.tw

國立中正大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一、僑生大一至大四均可住校。二、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建議在大二結束前)修完兩學期 0學分服務學習課程。三、本
校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四、
依一般限制。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077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2、自傳(1500字內)及讀書計畫(1000字內
)。3、成果作品。4、競賽成果。5、社團參與。6、學生幹部或公共
服務紀錄

安排古典與現代文學相關課程，希望學生在紮實的學術訓練下，從
中國傳統汲取養料，並靈活地運用於現實生活，未來能夠成為藝文
界、教育界、新聞界傑出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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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繳交之各項評分資料，限高中時期之資料2.歷年成績單繳交
正本3.成果作品含已發表之著作或已完成之稿件4.競賽成果含各類受
獎紀錄。

2084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歷年成績單(一式2份、含正本1份)
2.自傳(內含：一、申請動機，二、讀書計畫，三、未來展望）

機械夙有工業之母之稱，本系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一流機械人
才為目標，並和我國重要產業與未來科技如光機電整合工程、生醫
工程、奈米及微機電工程、精密機械、能源工程等結合。

3475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Dept. of Athletic Sports

就讀高中期間參加網球、羽球、桌球、高爾夫、撞球、跆拳道、射箭
、游泳、田徑等運動項目比賽證明。

本系是全國綜合大學中首創的運動競技學系，有別於國內其他體育
專業學校，能提供一個更全面、更多元的教育環境。特色包括培育
重點項目運動選手、具備運動競技優良師資、實施晨間體能訓練活
動、教學與訓練並重、理論與實務兼顧、加強國內外訓練比賽、注
重品德教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9
886-7-5252000
886-7-5252920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一、男女生兼收。二、備有宿舍，新生優先住校。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251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音樂學系主修限選： １．鋼琴。 ２．絃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
琴、低音提琴。 ３．聲樂。 ４．管樂：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
音管、法國號、小號、長號。 ５．擊樂。 ６．創作與應用。（一
）申請音樂學系須於報名時繳交以下資料：1.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
音樂經歷及未來目標。2.影音資料：10-15分鐘之個人演奏DVD一份
，主修創作與應用者則繳交作品演奏之CD或DVD及該作品之樂譜一
式三份。所繳交之CD或DVD須由指導（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演
出之證明。3.音樂學系收到考生審查資料後，由音樂學系相關領域之
教師組成審查小組進行相關資料審查，審查分數未達80分，不予分發
。(二)所繳交之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影音資料或
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三)資料審查通過
者，得有機會分發至本系就讀。(四)重度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
將嚴重影響演奏之學習，選填音樂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0
886-2-86741111-66120
886-2-86718006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pu.edu.tw

國立臺北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本校現有法律、商學、公共事務、社會科學、人文、電機資訊計6學院，下設16學系。60年來本校畢業生在各類國家考試成績輝
煌，校友遍佈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司法部門、檢調警政體系、律師界與各大會計師事務所、金融控股集團等。無論在各企業團
體組織中，臺北大學校友都肩負重要使命、擔任領導與中間骨幹角色。近來本校積極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加強英文能力教學，開
設各項跨領域課程，培養學生具有「專業」、「人際」、「倫理」及「國際觀」之素養。本校亦與世界知名大學簽約，加強國際
學術合作與交流，教學與研究成果非凡。「追求真理、服務人群」是本校校園精神，我們永遠致力於教育菁英學生，服務社會大
眾！
★宿舍、獎學金等入學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ntpu.edu.tw/exam/admission.php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155  國立臺北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1.推薦函
2.自傳與研究計畫書
3.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本系課程分為三大學群：（一
）史料與史學方法學群；（二）本國史學群；（三）世界史學群。
需具備相當國文、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6
886-37-330674
886-37-324207

36003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uu.edu.tw

國立聯合大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一、助學金：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僑務委員會清寒僑生工讀助學金、本校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協助申請-校內工讀)二、獎
學金：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學金、僑務委員會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協助申請華僑救國總會僑生獎學金。三、住宿服務
：保障優先住宿(至少4年)，提供農曆春節留宿加菜金補助。四、急難救助：申請本校學生急難救助金與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五
、TUTOR教學：一對一或多對一幫助僑生適應生活環境，專業學科課後輔導，加強中文溝通能力。六、校外教學：每學年至少一
次校外教學參訪，參觀企業、公私立博物館，體驗在地風情民俗。七、文康活動：每學期至少一次文藝活動研習，專業講師指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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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傳統中華文化。八、校際聯誼：每學年至少一次中區大學校院之僑生聯誼活動，校際交流。九、家長聯繫：每學年至少一次
專函祝福卡片郵寄海外家長，不定時電話及E-MAIL聯絡海外家長，傳達校方關心。十、竭誠歡迎僑生申請入學。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2187  國立聯合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應繳資料：個人基本資料、高中成績單(含校排、班排)、自傳、其他
有助審查資料。
審查項目：學科能力(成績)、表達與組織能力(個人資料&自傳)。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不宜錄取
。二、本系以發展材料科學與工程之專業人才為主，提供紮實的理
論基礎與實作訓練，並有完善的教學與研究設備。主要發展方向包
括：半導體材料、奈米材料、金屬材料、玻璃材料、陶瓷材料、光
電材料及高分子材料等領域。

2188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應繳資料：1.推薦信1封、2.高中成績單及名次證明、3自傳及讀書計
畫、4.中文能力證明、5.其他有助於申請之資料。
審查項目：如應繳資料所示。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
二、本系培育以永續城鄉及綠能生態的創新建築設計人才為特色發展
主軸及教學重點。

修業五年，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8
886-6-2133111
886-6-2149605

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教務處企劃組

http://www.nutn.edu.tw

國立臺南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5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生交誼廳、自修室
、自助餐廳、書局、日常生活供應俱全，近火車站生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生均可依規定參加教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
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四、修業期限以4年為原則，所修學分總數至少128學分，若修習雙主修或教育學程者
其畢業學分依相關規定辦理。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239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申請本系，須繳交以下資料進行資料審查：1.自傳（佔
30％）：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未來目標。2.錄影DVD或
VCD（佔70％）：10-15分鐘之個人演奏錄影帶一份。3.所繳之
DVD或VCD須由指導（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演出之證明。（二
）所繳交之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DVD或VCD如發
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

1240  國立臺南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一）申請本系須繳交以下資料：作品集（A4尺寸，含:代表作品最
多5件及其他參考作品）。如作品為影像或動畫，請另附作品光碟。
（二）依一般限制。

1241  國立臺南大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Dept. of Drama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一）特定資格：1.高中總平均及相關主要學科成績均在C或70分以
上；2.具有中文(華僑)學校、國際語言機構或考試所提供之中文口語
及書寫中級程度之證明文件。（二）資料審查：1.自傳；2.讀書計畫
；3.中文能力證明文件。

本系因應國際「應用戲劇」和文化創意產業之趨勢，及表演藝術師
資需要，培養跨領域文創人才及學校表演藝術教師，課程重點為兒
童青少年劇場、戲劇教育、應用戲劇、社區劇場等，學生未來將應
用戲劇於多元的工作場域如學校、文學館、博物館、幼托及老人等
機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0
886-89-318855
886-89-517336

95092 臺東縣臺東市西康路2段36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tu.edu.tw

國立臺東大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本項招生提供名額係屬大學部自費生名額，且不屬師資培育學生。
三、一年級新生必須修習勞動服務課程，修畢始得畢業。
四、本校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含)以上或其他相關語文檢定(請參閱本校學生畢業英語能力標準實驗計畫)始
能達到畢業資格。
五、本校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初級急救員訓練(自費訓練)並取得證照為本校學生基本能力。
六、本校學士班學生應取得服務學習時數。
七、本校分為台東校區及知本校區，101學年度新生上課及住宿地點，屆時依本校搬遷進度而定。台東校區地址:95002臺東市中華
路一段684號。知本校區地址:95092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八、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256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在校歷年成績單。
2.自傳。

幼兒教育學系旨在培養具備幼兒教育專業知能、多元文化與社會關
懷之幼教專業師資，以及具備獨立思考、人文涵養與科學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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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讀書計畫。
4.成長與學習檔案。

之優秀幼教產業人才。學生得依興趣選修成為幼兒教師、早期療育
、家庭教育與幼兒文教產業等相關工作者，畢業後能夠在幼兒教育
、幼兒文教創意產業、以及幼兒與家庭服務事業等專業領域發展。
本校凡師培學系畢業生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
規定辦理。餘皆依一般限制。

1261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申請音樂學系者需繳交下列資料進行審查：（一）自傳(佔
30%)：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未來學習目標。（二）奏鳴曲或協
奏曲獨奏一樂章以上，錄音CD或錄影VCD(佔70%)：10-15分鐘之錄
音(影)光碟一份。（三）所繳之錄音(影)光碟須由指導(主修)老師出示
學生本人演出之證明。
二、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
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三、餘皆依一般限制。

一、系所目標:本系成立宗旨在培養學生擁有良好表現音樂內涵與本
質之能力，進而成為一個專業、稱職、快樂的全方位音樂專業人或
音樂教育工作者。無論是全方位音樂專業人或音樂教育工作者，本
系教學目標為培訓學生至少具備下列三個條件:1.音樂專業展演能力
。2.音樂教學理念與素養。3.健全人格與藝術人文素養。
二、系所特色:
1.為加強音樂專業能力，每學期舉辦系列音樂會與講座。
2.落實美感教學，由音樂的美出發，結合藝術教育與戲劇教育之教
學，強化美感經驗的培養，養成高度的音樂性。
3.強調實務教學，使理論與教學實務配合，讓各種教學理論落實
，強調教學之效度信度與實用性。
4.結合原住民音樂中心蒐集改編推廣原住民音樂。
5.加強音樂專業展演之推廣，配合實習輔導處、校友會，並透過各
種管道予以推廣。

1262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Dept. of Art Industry

一、申請美術產業學系者，需繳交下列資料進行審查:
(一)自傳(佔30%)：請詳述個人美術學習歷程及未來學習計畫。
(二)、作品集(佔70%)：以A4版面呈現，限20頁。
二、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
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三、餘皆依一般限制。

一、培育多元美術創作專業能力:培育具有美術創作基本能力、洞察
社會趨勢、應時代潮流、藝術市場的迭變，兼具多元及專業能力的
高水準藝術創作人才。二、整合資訊科技與藝術的專業能力:配合資
訊媒體時代思潮，整合尖端科技與數位媒體，培育具有現代專業的
數位及美術創作人才，開拓藝術產業市場，使藝術創意產品產業化
及國際化。三、結合及發展圖像與數位產業:結合圖像與數位產業
，並整合本校兒童文學研究所教學研究資源，開拓圖像書寫和閱讀
的產業新領域及建立學術地位。四、融合臺灣原住民圖像藝術產業
:臺東擁有臺灣六大原住民族群，運用多元豐富族群文化資產，結合
地方政府和研究推廣單位，創造出具有族群特色的圖像藝術產業。

4044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1.在校歷年成績單。
2.自傳。
3.讀書計畫。
4.社團活動或有利審查之資料。
5.運動競賽成果。

體育學系以培育國小師資為主，每學年度招收新生中有45名核定得
修習國小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另結合
臺東山林及海洋的特色，規劃52學分培養戶外體驗教育之領導人才
。須修習運動術科，故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精神障礙
者，在報名時宜慎重考慮。餘皆依一般限制。

3451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1.在校歷年成績單。
2.自傳。
3.其他有利審核之資料。

生命科學系分為生態資源領域、有機農業生物技術領域、中草藥功
能性研究領域。生態資源產業領域的內容包含生態資源的調查研究
、生態復育及永續利用、原住民採集狩獵與粗耕文化產業、生態社
區營造、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等。有機農物生物技術領域中將賦予
學生具有植物基因轉殖技術、食品生物技術、有機農業開發技術、
保健食品應用與微生物發酵技術等能力。中草藥功能性研究領域以
開發傳統及藥用植物做為保健產品，該領域將讓同學們充分學習藥
用植物功能性成分之分離純化技術、細胞生物學、蛋白質體學與實
驗動物操作技術等。餘皆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1
886-2-28267000
886-2-28250472

11221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2段155號
招生組

http://www.ym.edu.tw

國立陽明大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各系（含護理學系）均男女兼收。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2233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審查資料：
1.托福及GRE成績或英文能力相關證明。2.報名表。3.應考資格文件
證明。4.學經歷表。5.大學歷年成績單。6.自傳(包含求學動機與目標
600字內)。7.讀書計畫。8.推薦函2封。9.研究計畫。
注意事項：
1.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
以影響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2.選填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高中宜修過數學、化學及物理等三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
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一、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
，足以影響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二、選填生物醫學工
程學系，高中宜修過數學、化學及物理等三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
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114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i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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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績證明
2.自傳(300-600字以內)
3.社團參與或學生幹部或社會服務證明

高中宜修過化學及生物等二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選
填時宜慎重考慮。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
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醫護或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本系修業四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3
886-4-7232105
886-4-7211261

50007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教學資源組

http://www.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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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案提供名額係屬大學部自費生名額，且不屬師資培育學生。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與義務
，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四、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至少須通過一項外語能力檢定或修習相關外語課程。五、本
校實施「資訊能力檢定」之畢業門檻，除應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資訊能力檢定」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六、本校
實施「通識護照」辦法，包含兩部分；（1）志工服務（2）藝文與學術活動，入學學生均需參加並獲通過。七、本校備有男女生
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宿。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27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Art

一、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
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二、辨色力異常、嚴重口吃者、將不
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三、美術學系術
科審查：（一）書面審查資料：素描作品 (以幻燈片或電子檔呈現
（電子檔案規格：jpg檔或avi檔或DVD），並附作品清單，註明姓名
、命題、年代、媒材、尺寸)。（二）聯絡單位：美術學系，湯惠美
，2703分機。Email: art@cc.ncue.edu.tw。

312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學系 Dept. of Sport Pedagogy

一、運動學系術科審查：書面資料審查：歷年運動參賽成績影印本
，並附歷年運動成績清單。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
，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三、辨色
力異常、嚴重口吃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
慎重考慮。考生宜衡量自己之體能狀況可參與激烈運動。四、聯絡單
位：運動學系，鄭伊玲，1972分機。Email: pe@cc.ncue.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4
886-8-7226141
886-8-7229527

90003 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pue.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閱
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eb.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四、錄取本校之學生皆為非師資培育生，可參與教育學程遴選，但不得申請卓越師培獎學金，相關資訊請參閱網址
http://cte.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五、 學生須達到本校「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基本能力評核辦法」之規定，方可畢業。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287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申請本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
及未來學習目標。(二)錄影DVD或VCD（格式：mpeg；使用軟體版本
；media player 9.10）：10-15分鐘之個人演奏光碟乙份，需含自選
曲3首。(三)所繳DVD或VCD須由指導（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演出
證明。二、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的錄音（影
）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令
退學並註銷學籍。三、資料審查通過者，即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1.有聽覺障礙宜慎重考慮。
2.非師培學系。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6
886-4-22183199
886-4-22183130

40306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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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申請住校，視床位數予以核定。三、本校僑生係屬大學部自費生，且不
屬於師資培育學生。若欲修習教育學程，全師培學系，需以外加名額專案報部核准，其餘各系需參加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之
甄選，通過後才得以修習教育學程並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惟仍不得參加本國辦理之教師檢定考試，無法取得本國教師證書
。四、本校學生須通過學校及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其能
力及素質。五、清寒僑生就讀本校只要學業成績及格、操行成績80分以上，並檢具清寒證明，享有住宿費減免或獎助學金，並可
優先申請校內生活學習助學金（原校內工讀）等就學優惠。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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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審查資料：1.最高學歷中文或英文成績單正本一份。2.自傳一份。
3.讀書計畫一份。4.推薦函一份。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如：語文
證明文件)。6、報名費：美金20元、繳費方式。國內報名：請利用郵
政劃撥方式繳費，繳費收據附於報名表件中併寄。帳號：22392971、
戶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外報名：請將美金支票與報名表件同寄
。支票抬頭請寫：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本系以培養具有幼兒教育專業之優秀幼教人才為目標，希望
招收有志從事幼兒教育之工作者。（二）幼稚園教師負教學輔導之
責，若有嚴重口吃、視、聽障、肢障、色盲、法定傳染病或精神病
者，請慎重考慮。（三）錄取為自費生且不屬於師資培育生。

130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1.須參加教育部「華語能力測驗」達中級以上者。
2.繳交個人檔案（含讀書計畫、競賽成果或作品）。
3.最高學歷中文或英文成績單。
4.報名費：美金20元、繳費方式。國內報名：請利用郵政劃撥方式繳
費，繳費收據附於報名表件中併寄。帳號：22392971、戶名：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
國外報名：請將美金支票與報名表件同寄。支票抬頭請寫：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有視覺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本學位學程以培養文化
創意產業之創意產品設計、生產與管理經營人才為目標。教學上採
工作室師徒制小班教學，課程內容跨文化產品設計與文化事業營運
雙領域，與就業緊密結合，是多重專長人才培育新搖籃。

131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所繳交之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CD或VCD及
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二、資料審查未達
通過者，將不予分發。三、重度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將嚴重影
響演奏之學習，選填音樂學系時宜慎重考慮。◎附註：音樂學系主修
限選：1.鋼琴。2.絃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南胡
。3.聲樂。4.管樂：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法國號。5.理論作曲
。6.擊樂。7.報名費：美金20元、繳費方式。國內報名：請利用郵政
劃撥方式繳費，繳費收據附於報名表件中併寄。帳號：22392971、
戶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外報名：請將美金支票與報名表件同寄。
支票抬頭請寫：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重度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將嚴重影響演奏之學習，選填音樂
學系時宜慎重考慮。音樂學系主修限選：1.鋼琴。2.絃樂：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南胡。3.聲樂。4.管樂：雙簧管、
單簧管、低音管、法國號。

131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1.A4格式撰寫自傳或創作理念800字。2.包含3種不同媒材15張以上的
作品集。3.個展、聯展、得獎相關資料。4.中文成績單。5.報名費
：美金20元、繳費方式。國內報名：請利用郵政劃撥方式繳費，繳費
收據附於報名表件中併寄。帳號：22392971、戶名：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國外報名：請將美金支票與報名表件同寄。支票抬頭請寫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有視覺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本系設立目標乃在培育
具創作與理論修養之美術教育與專業藝術人才，除延續傳統精萃
，更設置當代藝術媒材之技術課程與理論課程，以增進對藝術產業
及國際藝術活動之參與。

225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推薦書2封。
2.自傳（含個人學經歷）1份。
3.中文或英文讀書計畫書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社團參與、競賽成果、成果作品等）。
5.報名費：美金20元、繳費方式。國內報名：請利用郵政劃撥方式繳
費，繳費收據附於報名表件中併寄。
帳號：22392971、戶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外報名：請將美金支票與報名表件同寄。
支票抬頭請寫：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
慎重考慮。(一)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二)以培養資訊專業人才為
宗旨，專注於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重點為：網際網路、計算機架
構、智慧型軟體系統、嵌入式系統、無線網路、軟體工程等。(三
)本系網址：http://www.ntcu.edu.tw/cis。

225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Dept. of Science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1.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及成績單一份。
2.推薦書一份、讀書計畫書一份。
3.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例如得獎紀錄、發表文章、、、、等等。
4.本系授課包含中文與英文，請自行斟酌中英文讀寫能力是否勝任。
5.報名費：美金20元、繳費方式。國內報名：請利用郵政劃撥方式繳
費，繳費收據附於報名表件中併寄。
帳號：22392971、戶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外報名：請將美金支票與報名表件同寄。
支票抬頭請寫：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
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本系以培養科學研究或科學推廣專業人
才為宗旨，教學重點為：基礎科學學科知識、科學教育相關課程等
。本系網址：http://www.ntcu.edu.tw/science/。

225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1.中學成績單正本一份，並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年限。(報名時以
應屆畢業身分申請者，如應屆當學期成績尚未取得，免附該學期成績
單)。2.推薦書二份。3.中文或英文留學計畫書一份。４.其他有利審查
之參考資料。5.報名費：美金20元、繳費方式。國內報名：請利用郵
政劃撥方式繳費，繳費收據附於報名表件中併寄。帳號
：22392971、戶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外報名：請將美金支票與報名表件同寄。支票抬頭請寫：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
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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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7
886-7-7172930
886-7-7262447

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knu.edu.tw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英語、地理、教育、特教、美術、音樂、化學、物理、工教及體育等10系為師資培育學系，國文（應中組
）、事經、視設、光通、工設、軟工等6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僑生入學後可依各學系所訂相關辦法，或經由師資培育中心考試修
讀教育學程。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僑生未取得本國國民身分證
，不得参加教師資格檢定。四、住宿申請請依本校大學部學生宿舍核配作業規定辦理（優先核配宿舍）。五、本校實施「英語文
能力檢測」之畢業門檻，學士班學生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語文能力檢測」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六、本學
年度錄取文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之新生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七、本學年度錄取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新生上課地點
：在本校燕巢校區。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31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二）檢附
作品集及各項檢定得獎事蹟證明。

131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Design

（一）非師資培育學系。 （二）檢附作品集及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
明。 （三）有視覺、聽覺障礙或辯色力異常、精神障礙者，填志願時
宜慎重考慮。

478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報名時須繳交：
1. a. 演奏/唱主修：10分鐘以上現場背譜演奏/唱DVD乙份（範圍如下
）
  b. 理論作曲主修：作品集乙份（範圍如下）
2.二封推薦函。
3.在校歷年成績單
4.個人簡介。
5.比賽獲獎情形。(如無可免附)
-----------------------------
演奏/唱主修：
鋼琴：
1.巴赫（J. S. Bach）原創鍵盤作品一首。
2.從海頓（J. Haydn）、莫札特（W. A. Mozart）、貝多芬（L. v.
Beethoven） 奏鳴曲作品中任選快板樂章一首。
3.自選曲一首（不得選巴赫、海頓、莫札特及貝多芬之作品）。
聲樂：
1.自選曲至少三首（限中外藝術歌曲及民謠、歌劇選曲、宗教歌曲之
中任選），歌劇及神劇選曲不得移調。
絃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1.練習曲二首，一快一慢，可包括巴赫（J. S. Bach）無伴奏奏鳴曲或
無伴奏組曲中之樂章。
2.自選曲一首或奏鳴曲/協奏曲之一個完整樂章
管樂（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小號、長號、法國號、低音
號）：
1.練習曲二首，一快一慢
2.自選曲一首或奏鳴曲/協奏曲之一個完整樂章
敲擊樂：
1.小鼓、定音鼓與木琴至少各一首演奏曲或練習曲（鍵盤樂器須背譜
，鼓類樂器可看譜）。
理論作曲主修：
1.作品集須包含三首不同編制原創作品之總譜（請勿附電子合成音檔
，但可附上現場演奏之CD/DVD），作品風格不拘、長度不限。

如有視覺、聽覺障礙及重大肢體殘缺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313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資料審查：繳
交體育成績、體育相關資料、自傳、近三年體育運動學術科成就表現
。三、本系須修習運動術科，有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精
神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5
886-2-23113040
886-2-23146811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tmue.edu.tw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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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297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申請音樂學系者須繳交以下資料進行審查：（一）自傳（佔
30％）：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未來學習目標。（二）樂譜或影
音資料乙份（佔70％）：1.主修「理論與作曲」者，請繳交音樂創作
之樂譜（若有創作之影音資料，請隨件附上）；創作若為電子／多媒
體作品，請繳交影音資料。2.其餘各組主修，請繳交個人演奏(唱)之
影音資料，其演奏(唱)內容規定如下：（1）鋼琴組： a.任選一組大、
小調【和聲小音階】音階、琶音、終止式（四個八度上下行一次，不
反覆）。b.巴赫原創鍵盤作品一首。c.從海頓、莫札特、貝多芬鋼琴
奏鳴曲作品中任選快板樂章一首。d.浪漫時期作品一首或現代時期作
品一首。（2）聲樂組：自選曲二首。（3）弦樂組：a.小提琴、中提
琴、大提琴：任選一首巴赫無伴奏奏鳴曲或組曲任選一個樂章及浪漫
時期協奏曲一首之第一樂章。b.低音提琴：自選曲一首。 （4）管樂
組：二首不同曲風之樂曲，總長不得少於15分鐘。（5）擊樂組：小
鼓、定音鼓與木琴各任選一首演奏曲或練習曲（鍵盤樂器需背譜，鼓
類樂器可看譜）。（6）傳統樂器組：自選曲二首。（三）所繳之錄
影DVD須由（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演出之證明。（四）考生所寄
送影音光碟資料如有瑕疵無法讀取者，請自行負責，本系不接受補件
。二、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錄影作品如發現
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
學籍。三、資料審查通過者，即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9
886-3-5213132
886-3-5617287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註冊組

http://www.nhcue.edu.tw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男女兼收，保障優先住宿。二、錄取名額皆為自費生。三、依據現行（94年10月3日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
師資格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依
證明書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加本考試。僑生如不具中華民國國民，則無法參加師資檢定考試取得教師資格。四、本校為輔導學
生校外生活，凡學生住宿校外者，經家長切結同意後，由學務處、學系或導師予定期或不定期之訪視。五、本校以培育優質教育
與文創人才的博雅大學，學生入學後，必須遵守經全校師生代表共同制定的所有規範。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314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一、選填本校體育學系學生，請於報名時備妥下列資料，一併寄送。
（一）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二）運動經歷資料。二、歡迎對體育
及運動有興趣且身體健康之學生。三、本系學科、術科並重，有視覺
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肢體、精神等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
慎重考慮。四、資料審查通過者，始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8
886-2-27321104轉2225/2223
886-2-23777008

1067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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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學生在校期間，欲修習教育學程者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及參加甄選，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三
、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悉依「師資培育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之。另依
前揭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報考者須為中華民國國民。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申請安排床位。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32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 Dept. of Arts and Design（Arts Program）

(一)申請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組需繳交以下資料：
1.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或創作經歷及未來學習目標（請用電腦打字
輸出，字數請在A4紙張二頁以內，並親筆簽名）。（20%）
2.繳交作品照片10件，並說明照片內作品名稱、材質、尺寸、年代。
（40%）
3.繳交視覺藝術領域相關論述一篇。（請用電腦打字輸出）（40%）
(二)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人
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
(三)資料審查通過並經分發者，始得錄取本系就讀。
(四)本系課程含括視覺藝術與工藝創作，故有視覺、聽覺障礙或辨色
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是本校於民國81年成立之
藝術學系與93年成立的造形設計學系合併而成立，是臺灣藝術發展
源流最具代表的藝術學系。本系的前身始自於日治時代國語學校中
的美術課程，其後經歷藝術科、藝師科、美勞組、美勞教育學系、
藝術與藝術教育學系、藝術學系等更名歷程，歷屆校友中多有臺灣
藝術史中重要知名之藝術家。至97學年度起與造形設計學系合併更
名為「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本系設有大學部及碩士班，大學部共四個年級，每年級二班。大學
部課程分為「藝術組」與「設計組」各一班，大二時依組別共分成
五個領域：「藝術教育」、「藝術創作」、「藝術理論與評論」、
「創新工藝設計」、「產品設計」等。

133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名額: 管樂主修2名、弦樂主修1名(限小、中、大、低音提琴)。(二
）繳交資料：1.約15分鐘自選曲，現場錄音錄影DVD或VCD有聲資料
(皆需背譜演奏(唱))。請先行至本系網頁(http://music.ntue.edu.tw)下
載考試曲目表，填妥後一併寄回。2.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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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習目標。3.高中成績單。(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三）甄選方式：依審查結果，擇優錄取。（四）評分標準：以主修
術科100分計(自傳及高中成績只供參考)。（五）具中文聽、說、讀、
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六）本系以培育具有豐富藝術文化素養人
才及國民小學音樂師資，並奠立專業的音樂表演藝術與創作為教育目
標。（七）本系除術科主修外，尚須修習副修：
第1副修為鋼琴、第2副修為聲樂。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0
886-4-22213108
886-4-22250758

40404 臺中市雙十路1段16號
招生組

http://www.ntcpe.edu.tw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一、運動管理學系、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於嘉義校區上課。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優先提供僑生住宿。三、學系概況請參閱本校網
站http://www.ntcpe.edu.tw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342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舞蹈學系 Department of Dance

一、對舞蹈有興趣且具有中國舞、芭蕾舞或現代舞等舞蹈基礎者。二
、報名時須繳下列書面審查資料：  （一）個人舞蹈表演（中國舞、
芭蕾舞或現代舞等均可）之光碟，時間長度約三分鐘。  （二）個人
公開演出之證明文件（含節目冊或得獎紀錄等），文件上需名列有考
生之姓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1
886-2-28718288
886-2-28752726

11153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101號
教務處

http://www.tpec.edu.tw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男女不拘。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3152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陸上運動學系 Department of Athletics

（一）具備田徑、體操、舉重、射箭、射擊、拔河或自行車任何一項
專長皆可。  （二）請準備近二年之比賽成績影本乙份及自傳〈
1000字內〉。（三）資料審查通過者，始得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3153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水上運動學系 Dept. of Aquatic Sports

（一）本系招生項目包括：划船、游泳、輕艇、水球、鐵人三項等五
項。（二）資料審查：1、中文能力證明(正本)。 2、高中歷年成績單
3、近二年本系專長項目相關比賽獲獎紀錄其他特殊表現獎項(須檢附
證明文件影本)佔總成績80%。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佔總成績
20%。5.資料審查通過者，始得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所繳資料一律不
退件，請自留原件。

3154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球類運動學系 Dept. of Ball Sports

（一）專長項目包括：橄欖球、籃球、羽球、網球、及壘球等五項。
（二）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佳為宜。  （三）資料審
查：       1、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經歷及就讀本系動機。       2、檢附
高中歷年成績單及報考專長項目之成績獎狀或證明影本各乙份。〈前
列各項資料如發現偽造，即取消入學資格〉       3、所繳資料一律不
退件，請自留原件。  （四）資料審查通過者，始得有機會錄取本系
就讀。

3155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技擊運動學系 Dept. of Martial Arts

1.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英文正本（須蓋有該校教務處章戳）。
2.運動比賽或參演成績證明影本。
3.空手道、柔道、跆拳道等項目須具段位證書影本。
4.中文及英文能力證明。
※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3156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Sport Management

（一）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二）曾擔任社團幹部或運動比
賽成績優異者〈需附證明〉。  （三）學生自傳、含申請本系之動機
〈至多2頁〉。（四）資料審查通過者，始得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3157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學系 Dep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學校及系組規定 - 11 -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佳為宜。  （二）資料審
查：       1、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經歷及就讀本系動機。       2、在校
歷年成績單正本       3、曾擔任社團幹部或參加競賽成績獎狀證明影
本。  （三）資料審查通過者，始得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3158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舞蹈學系 Department of Dance

（一）本系專長項目包括：芭蕾、現代舞、中國舞、世界舞蹈。（二
）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三）曾擔任社團幹部或舞蹈展演、比
賽成績優異者（檢附相關資料）。（四）學生自傳及申請本系動機
（至多2頁）。（五）資料審查通過者，始得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

3159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動態藝術學系 Dept. of Exercise Performing Arts

（一）招生項目：民俗運動(含獅藝、鼓藝)、街舞、特技舞蹈、模特
兒。（二）審查資料：1.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2.自傳暨進修計
劃書。3.近三年內比賽獲獎紀錄或展演紀實及其他特殊表現獎項(均需
檢附證明文件影本及影音資料)。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5.資料審
查通過者，始得有機會錄取本系就讀。備註: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
，請自留原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2
886-3-3283201
886-3-3971897

33301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su.edu.tw

國立體育大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本校原名為國立體育學院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籌備處正式成立，並於七十六學年度開始招生，又於九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改名國
立體育大學。大學部有運動技術三系：陸上、球類及技擊運動技術學系。一般學系：體育推廣學系、運動保健學系、休閒產業經
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4個學系。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3165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Dept.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Athletics

（一）請準備近三年之比賽成績影本乙份及自傳（所繳資料一律不退
件）。（二）需有全國性比賽項目前3名之成績。

(一）本系之教育目標係在培養國家級運動選手、運動技術研究人才
、專業運動教練及運動事業人才。
（二）本系運動項目包括：田徑、舉重、體操、射箭。

3166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Dept.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Balls

須繳交近三年運動競賽成果比賽成績證明影本乙份及自傳（所繳資料
一律不退件）。

（一）本系之教育目標係在培養國家級運動選手、運動技術研究人
才、專業運動教練及運動事業人才。
（二）本系運動項目僅包括桌球、高爾夫、羽球、網球、棒球、男
子籃球。
（三）考生須具備該項運動競賽成果之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前八名
成績。

3167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Dept.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備審資料：須繳交近三年運動競賽成果比賽成績證明影本乙份及自傳
（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

（一）本系之教育目標係在培養國家級運動選手、運動技術研究人
才、專業 運動教練及運動事業人才。
（二）本系運動項目包括跆拳道,柔道,武術,射擊。
（三）考生須具備該項運動競賽成果之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前八名
成績。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3
886-2-28961000
886-2-28938891

11201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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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修業年限4年。
二、各學系男女兼收。
三、凡報考本校需加考術科之學系，本校於書面審查通過後，將以視訊、電話等方式進行考試，考生必須參加並通過此項考試
，否則不予錄取進入本校就讀（請考生務必詳閱附錄：「101學年度僑生回國升學分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書面審查資料及術科考試
內容」之規定）。
四、有關學校提供之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 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http://student.tnua.edu.tw/ 。
五、有關本校學雜費之繳納標準，請參考本校學雜費專區網站http://exam.tnua.edu.tw/tuition/tuition.htm。
六、考試諮詢：886-2-2893-8809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34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一、申請音樂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報考主修類別： 請依本學系
招收主修項目填寫。(二)自傳：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報考動機及
未來目標。(三)主修應試曲目表：請依本系各主修考試曲目要求準備
與填寫。(四)有聲資料：主修「理論與作曲」者，請繳交作品演奏錄
音（影）之有聲資料及作品之樂譜。其餘各組主修，請繳交個人演

音樂學系主修項目為：（一）理論與作曲、（二）鍵盤（鋼琴）、
（三）聲樂、（四）絃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豎琴（五）管樂：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薩克斯風、法
國號、小號、長號、上低音號、低音號、（六）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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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唱）影音光碟資料，並一律"背譜"演奏，其演奏內容請與（附錄
）所列各主修內容要求相同。
二、注意事項：(一)所有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考生自留原件，所寄送
影音光碟資料（DVD檔案格式，需存成所有電腦均可讀取之檔案）如
有瑕疵無法讀取者，請自行負責，本校不接受補件。(二)所提供之影
音光碟資料及作品若由他人代作或抄襲，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
試錄取資格；入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134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Dept. of Theatre Arts

一、申請戲劇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1000字左右，詳述個
人求學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等與學習相關之說明。(二)戲劇或
相關藝文活動之個人詳細履歷：如展演節目單、剪報等圖文資料之影
本。(三)戲劇或相關藝文創作作品：如DVD、CD、圖片、劇本、論文
等等均可，註明個人參與項目。(四)其他有助於審查委員瞭解考生性
向、能力之相關資料。
二、注意事項：(一)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考生自留原件。(二)考
生提供之創作作品須為本人自創，若有抄襲或由他人代作者，放榜前
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資格；入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
現者取消學位。

一、戲劇學系基礎課程除理論、創作等學科之外，包括傳統戲劇動
作、肢體表演等劇烈肢體術科課程，專業技術課程則包括劇場各技
術部門之實習與操作；故凡視覺、聽力、語言、行動有障礙者，報
考戲劇學系時，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二、報考本校戲劇學系之考生，須通過書面資格審查方得參加第二
階段之專業術科考試，術科考試不須來臺應試，須透過視訊、電話
等方式進行。術科考試內容（詳如附錄）。

135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學系 Dept. of Theatrical Design and Technology

一、申請劇場設計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1份（敘明報考緣由
）。(二)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需加註該校註冊組或同等單位驗
證戳章）(三)創作及相關資料數件。
二、注意事項：(一)請以紙本方式呈現。所有繳交資料請自留備份
，恕不退件。[紙本] 作品以相片或圖片呈現均可，並加註文字說明。
書面資料請以A4或Letter Size為規格，需打字並裝訂成冊。(二)報考
者之作品或資料，應遵守誠信原則，若有抄襲或由他人代作情形，放
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入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
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一、專業課程包括劇場各技術部門之實習與操作，故凡視覺、聽力
、語言、行動有障礙者，報考劇場設計學系時，宜慎重考慮，以免
影響將來學習。
二、本學系以書面審查為主，必要時得依實際需要進行術科考試。
術科考試不須來臺應試，得透過視訊、電話等方式進行。
三、專業科目考試，乃藉面談瞭解學生之人格、性向、潛能，與繳
交書面資料的提問與諮詢等。

135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Dept. of Dance

一、申請舞蹈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專業作品(1式2份)─1.芭蕾舞
技巧呈現10~20分鐘（含把桿、中央、流動）2.現代或當代舞技巧呈
現10~20分鐘3.其他舞蹈技巧呈現3~10分鐘（各類技巧皆可）※專業
作品繳交注意事項：(1)以上影音資料必須以DVD光碟片繳交（其它形
式一概不接受），如有瑕疵無法讀取者，請自行負責。(2)影像內容需
清晰可辨，請準備可充份展示自身舞技能力及表演特色之片段，每一
段作品皆需有音樂搭配。 (二)書面資料(1式2份)─1.自傳：詳述個人
學習舞蹈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2.高中成績單（含1份正本）。
二、所繳資料一律不退還，請自行保留原稿。所提供之影音光碟資料
及作品若由他人代作或抄襲，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
；入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凡生理機能無法負荷劇烈肢體活動者，報考舞蹈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以免影響將來學習。二、通過專業作品及書面資料審查者，始可
錄取分發進入本校就讀。必要時得透過電話、視訊等方式進行口試
。

135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一、申請美術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紙本作品集一份及10件作品
幻燈片或微軟WINDOWS系統可讀取之作品圖片電子檔，內容須含
：1.素描作品至少4件；2.其他自選類型媒材作品；3.創作自述
（1000字以內）。(二)高中在校歷年成績單、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如競賽成果證明等）。
二、注意事項：(一)光碟資料請注意保護措施，以免寄送時破損。(二
)各審查資料未符規定者，不予受理。(三)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
自留原件。(四)報考者之作品或資料，應遵守誠信原則，若有抄襲或
由他人代作情形，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入學後被
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凡辨色力異常或視聽力有嚴重障礙，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報考美
術學系時，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135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傳統音樂學系 Dept. of Traditional Music

一、申請傳統音樂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高中成績單：正本
1份。（二）自傳：1份；請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
目標。（三）錄影資料：1份；請繳交個人演奏錄影資料，其主修演
奏錄影資料內容如下：1.古琴：以古琴演奏，任選古琴曲目一首。
2.琵琶：以琵琶演奏，任選琵琶曲目一首。3.南管樂：藝術音樂之演
奏或唱，曲目任選。4.北管樂：藝術音樂之演奏或唱，曲目任選。
5.音樂理論：藝術音樂之演奏或唱，曲目任選。
二、注意事項：(一)所有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考生自留原件。(二)所寄
送影音光碟資料（DVD檔案格式，需存成所有電腦均可讀取之檔案
）如有瑕疵無法讀取者，不予受理，本校不接受補件。(三)所提供之
錄影資料若由他人代作，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入
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傳統音樂學系主修項目為：（一）古琴、（二）琵琶、（三）南管
樂、（四）北管樂、（五）音樂理論。

458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Dept. of Filmmaking

一、申請電影創作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述(1式3份)：300字左
右，除簡單自我介紹外，請說明考生自認應被本學系錄取之理由與考
生未來之人生規畫。(二)高中歷年成績單1式3份(1份含正本)。

本學系以書面審查為主，必要時得依實際需要進行口試，術科考試
不須來臺應試，可透過視訊、電話等方式進行。面試內容為所交書
面資料的提問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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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分鐘內之自我介紹影片，限以DVD格式呈現(1式3份)。(四)作品
集(1式3份)：限電影、電視、錄像、動畫、戲劇、音樂或相關藝文創
作內容，自選1至2類，每類作品限繳1件。動態與靜態影像作品限繳
交可於一般DVD播放機播放之DVD光碟，聲音作品限繳交CD，文字
作品限繳交A4尺寸之印刷品。(四)其他有助審查委員瞭解考生性向、
能力之相關資料(1式4份)。二、注意事項：(一)所有資料一律不退件
，請考生自留原件。(二)所寄送影音光碟資料（CD或DVD檔案格式
，需存成所有DVD播放機或一般電腦影音播放軟體均可讀取之檔案格
式）如有瑕疵無法讀取者，請自行負責，本校不接受補件。(三)考生
繳交之每件作品須註明個人參與項目，作品若為個人創作並須繳交作
品切結書證明確為個人創作。切結書若有虛偽不實者，考生須自負刑
責；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入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
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切結書格式請至本學系網頁下載
：http://filmmaking.tnua.edu.tw

458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Dept. of New Media Art

一、申請新媒體藝術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詳述個人相關
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式2份。(二)高中歷年成績單一式
兩份(一份含正本)。(三)作品集1份。(如影音創作、攝影、錄像、美術
、音樂、動畫、設計、網頁、工藝等。任一項相關作品資料，格式與
媒材不限)。(四)作品著作權切結書：請至本系網頁/招生訊息下載格式
。切結書若有虛偽不實者，考生須自負刑責；考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
報考資格；入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二
、各審查資料未符規定者，不予受理。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
留原件。三、報考者之作品或資料，應遵守誠信原則，若有抄襲或由
他人代作情形，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入學後被發
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凡重度視力、聽力、語言及手部機能障礙，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
，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4847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Dept. of Animation

一、申請動畫學系需繳交以下資料：(一)自傳：詳述個人相關學習經
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式2份。(二)高中歷年成績單1式2份(1份
含正本)。(三)作品集1份。(主要作品如動畫創作、動態速寫、美術、
攝影。輔助作品如影音創作、平面設計、空間設計、立體雕塑等。作
品可製作為DVD可播放格式，或儲存於CD、DVD光碟片內可供所有
電腦均可讀取之檔案)
二、各審查資料未符規定者，不予受理。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
自留原件。
三、報考者之作品或資料，應遵守誠信原則，若有抄襲或由他人代作
情形，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入學後被發現者開除
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凡重度視力、聽力、語言及手部機能障礙，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
，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4
886-2-22722181#1153
886-2-89659515

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1段5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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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僑生優先保留學校宿舍
2.本校設有獎助學金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35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審查資料: 1. 學歷證件(需駐外單位認證)2.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3.系所指定繳交作品資料:近三年之素描.水彩.繪畫皆可,共計10件以上
,以A4規格完成編排裝訂成冊(4×6吋可彩色列印或黏貼照片,作品照片
應註明編號.姓名.題目及創作材質.年代)4.若有相關創作.研究成果亦可
附加。上述項目皆須通過審查,系所指定繳交資料,不論錄取與否,皆不
退件,請自行備份存檔。
請務必留下正確之聯絡方式，以利必要時以電話或視訊方式訪談。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肢體障礙、心臟病者宜慎重考慮。

135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Dep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s

1.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2.自傳一份。3.系所指定繳交作品資料
：近三年內之水墨、書法與篆刻相關作品照片【4×6吋】每人10件
，並裝訂成冊（作品可拍照或電腦彩色列印，又繳交之作品照片應予
註明編號、姓名、題目及創作年代。）如有相關的創作、研究成果亦
可附加。5.系所指定繳交資料，不論錄取與否，皆不退件，請自行備
份存檔。

1.本系招生以水墨及書法篆刻專長為優先考量，透過專業的水墨、
書篆教學，培育優秀創作與理論兼修人才，精研中、西繪畫理論與
技巧，充實學生學理與創作內涵為教學目標。2.無相關術科基礎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選考慮。

136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Dept. of Sculpture

書面審查資料：1.立體作品照片4件，並註明尺寸、名稱、材質及創作
年代；2.素描作品4張，題材內容不拘；3.學歷證件（需駐外單位認證
），以A4紙張裝訂成冊。請務必留下正確之連絡方式，以利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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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電話或視訊方式訪談。教學常使用重型機具、氣體(氧氣、二氧化
碳、氬氣、乙炔)，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心臟病者
，宜慎重考慮。

136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宜慎重考慮
，請檢附以下審查資料：1.學歷證件、2.推薦書二封、3.作品集4.讀書
計畫5.成績單。必要時採電話或視訊方式訪談。

136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設計學系 Dept. of Crafts & Design

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宜慎重考慮
，請檢附以下資料：學歷證件（需駐外單位認證）、推薦書二封、成
果作品集需通過審查。各項資料皆以A4規格製作並依序裝訂成冊，成
果作品集限以相片或列印方式呈現，必要時，本系將以電話或視訊方
式訪談。

136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Dept. of  Drama

審查資料：（1）個人介紹（自傳）（2）戲劇或劇場演出相關證明及
影片或書面資料。以上繳交資料須一式三份。凡四肢及體能有嚴重障
礙及重度視障、色盲，呼吸道及心肺功能疾病者，致影響學習及作業
者，選填本學系時宜慎重考慮。必要時採電話或視訊方式訪談。

1364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1.學歷證件影本3份(需駐外單位認證)2.推薦信2份3.高中歷年成績單
３份4.自傳１式３份5.表演類：近三年演出影音及曲目相關資料. 創作
類：作品三首(可提供影音資料)

136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 Dept. of Chinese music

自傳、畢業證書影本、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個人演出DVD、節目單
及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推薦函、獲獎紀錄等)。書面審查後如需
視訊或電話訪談，另行通知。聽力、重度視障及手部機能障礙，致影
響學習及作業者，宜慎重考慮。

136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Dept. of Dance

審查資料(1式2份)：
1.自傳。
2.推薦函。
３.高中歷年成績單(含班組排名)。
4.芭蕾基本動作(10分鐘)、現代舞基本動作(10分鐘)、自選舞(3-5分鐘
)DVD
5.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如:展演活動、社團等證明文件)
若身體骨骼異常、扁平足、心臟病、氣喘病及精神官能症者，宜慎重
考慮。
書面審查後如需視訊或電話訪談，另行通知。

136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Animation Arts

（一）檢送下列審查資料各一份：1.自傳。2.作品集：素描、繪畫等
平面作品或動畫作品DVD光碟（須存為可自動播放之格式）。（二
）欲報考本系之學生，需經過資料審查後，方可申請就讀。（三）有
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四）所繳交資
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集內容如發現為他人代作
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

1368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Dept. of Motion Picture

繳交書面審查資料如下：（一）影像作品(佔40%)。平面資料請以
A4尺寸裝訂成冊；影像作品請考生自行剪接30 分鐘內之精華呈現【
須以DVD影片方式呈現】，並附作品清單，註明姓名、年代及作品中
擔任之職務。（二）中學成績單一份(佔30%)。（三）自傳與讀書計
畫一份(佔30%)。（四）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
之錄音（影）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已
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五) 應具備高中程度中文聽、說、讀
、寫能力。（六）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致影響學習及作
業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5
886-6-6930100#1212
886-6-6930151

72045 臺南市官田區大崎里66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tn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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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位於臺南市官田區，毗鄰珊瑚潭水庫風景區，是臺北地區以外國內唯一的高等藝術教育學府。
本校成立於民國八十五年，辦學特色風格獨具，力求精緻與專業，校園環境充滿視覺美感與人文氣息，教師均為藝術名家或專業
學者，陣容堅強。學生參加國際或國內藝術創作競賽迭獲大獎，已成為國內藝術專業教育中優質教學與創作的代表性學府。
本校現有5個學系，12個獨立研究所，以高階之研究所階段藝術教育為主軸，並發展大學部及七年一貫制之教學單位，目前學生總
人數一千餘人，以專精與品質取勝。歡迎有志同學踴躍報考。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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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官田區大崎里66號
66,Daci Village ,Guantian District,Tainan City,72045
Tel：886-6-6930100#1211
Email：angela@mail.tnnua.edu.tw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37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應用音樂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Music

一、本系分「音樂行政組」、「音樂工程創作組」兩組。考生須擇一
組別報考，未註明者不予受理，並於作品資料封面註記報考系別及組
別。二、申請本系者，須繳交個人資料及作品，才可進行資料審查與
面試，且具中文聽、說、讀、寫能力；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
聽覺障礙、肢體障礙之考生，宜慎重考慮。 （一）自傳（佔
50％），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及未來讀書計畫。（二）高中成績單及學
歷證件影本。（三）作品繳交（佔50％）： 1.音樂行政組作品：繳交
與音樂行政相關之表演活動企劃案數件。 2.音樂工程創作組作品：繳
交聲音錄音製作之CD/DVD與製作過   程書面報告，格式：限電腦可
播放之自動播放程式，限定Media    Player（其餘一律不接受）。
（四）所繳之作品須由該校老師或指導老師出示證明。二、所繳資料
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
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勒令退學並註銷學籍，並負起相關法
律責任。三、若考生未達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四、本系電話
：06- 693-0100轉2411或2415。

137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史學系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1.採書面審查作為評分依據，繳交資料及所佔比例如下：（1）自傳
1份（A4紙打字，約1000字）佔10%（2）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1份佔35%（3）學習計畫書1份（A4紙打字，約3000字）佔
45%（4）如有其他得獎成果請附證明佔10%。2.系所說明：（1）以
藝術史學為專業主體，並兼重文物修護與博物館之基礎訓練。（2）
培養兼具藝術史學、文物保存修護以及博物館蒐藏管理與展示能力之
基礎人才為目標。（3）一、二年級不分組，三年級起可選擇主修藝
術史學組、博物館學組或文物修護組。3.報名繳交資料，請自行備份
，報名所有繳交資料經審核後，錄取與否概不退還。4.聯絡電話：06-
6930100轉2611聯絡信箱：em2632@mail.tnnua.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6
886-2-28610511#11302、11304
886-2-28611147

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本校學士班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外，尚須依規定完成「服務學習」及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
「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方可畢業。外國語文相關學系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外，另訂有各該系相關語文能力畢業門檻，請參閱各
系分則說明。
2.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之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考生可至本校教務處網頁查閱該辦法。
3.為協助經濟困難之學生，使其順利完成學業，並獎勵各類優秀學生，訂有「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詳細內容
，請隨時點選本校首頁網站 ---> 公告系統 --->獎助學金之下查詢。
4.本校備有宿舍，僑生優先。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408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Dept. of Advertising

1.本系教育目標在培育具有人文素養的廣告專才，並建構具宏觀實用
之廣告學術研究能量，為配合考生就業及深造，本系共分三個學群
：（1）廣告企劃策略學群。（2）廣告創意表現學群。（3）創意產
業行銷學群。
2.書面審查需繳交考生個人之素描、水彩或海報設計作品各至少一件
以上。
3.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及口吃
者，宜慎重考慮。

1409  中國文化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1.書面審查需繳交考生個人之素描、水墨畫及水彩作品各至少一件以
上。2.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410  中國文化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1.書面審查需繳交考生個人主修項目兩首以上不同時期曲目之錄影或
錄音。主修項目包括鋼琴、聲樂、弦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低音提琴、豎琴）、管樂（薩克斯管、長笛、單簧管、雙簧管、低音
管、法國號、小號、長號、低音號）、理論作曲、擊樂，任選一項。
2.有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411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 Dept. of Chinese Music

1.書面審查請將考生個人主修及副修演奏錄製成VCD或DVD，項目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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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修：彈弦琴箏類（古琴、箏、豎琴），彈弦琵阮類（琵琶
、柳琴、三弦、阮咸），擦弦類（高胡、南胡、板胡、中胡、大提琴
、低音提琴），管樂類（笛、笙、管、嗩吶），擊樂類（鑼鼓及木琴
：所有調性包括C大調的音階與琵音），擊弦類（揚琴），聲樂類
（中國民謠與藝術歌曲各一首），以上各類自選曲兩首。
　（2）副修：鋼琴、聲樂或主修樂器外之另一種中國樂器。
2.有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412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Dept. of Chinese Drama

1.書面審查需親筆書寫自傳及拍攝個人影片錄影帶或光碟各一份。內
容如下：
（一）自傳（其中請包含求學過程中最影響你戲劇表演的人或事）。
（二）考生表現一段戲劇表演能力紀錄片（以表現悲、喜兩種戲劇情
節為對象）。
（三）肢體及韻律舞蹈能力的展現，共五至八分鐘表演紀錄片（包含
快與慢的不同節奏）。2.扁平足、骨骼異常、肢體障礙、異常及體能
狀況不佳或曾受傷開刀者，宜慎重考慮。

1413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學系 Dept. of Dance

1.拍攝個人舞蹈影片錄影帶或光碟一份及600字以上之中文自傳一份
。影片內容：芭蕾舞、現代舞或中國舞蹈，任選二項，時間不得少於
5分鐘。
2.扁平足、骨骼異常、肢體障礙、異常及體能狀況不佳或曾受傷開刀
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8
886-2-28824564
886-2-28809706

11103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mcu.edu.tw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1.本校於2010年11月18日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技院高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
2.設有「僑生暨陸生輔導組」，作為僑生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學生宿舍，供學生申請住宿。
4.有關獎學金之詳細類別，請自行參考本校網站進入學務處網頁查詢。
5.各招生學系課程、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等，請上各系網頁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 – 9
  傳真號碼：(02)28809706
桃園校區：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5號
  電話：(03)3507001 – 2
  傳真號碼：(03)3593852
8.網址：http://www.mcu.edu.tw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456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申請需繳交書面審查資料(含書面或光碟作品集及高中成績單)。
1. 作品集規範：任何相關創作之作品均可，例如：以繪畫、電腦多媒
體等。
2. 審查方式：書審成績為系主任召集本系相關教師共三名組成審查委
員會。
3.評分標準：作品集50%，高中成績50%。上述兩項成績之加總需高
於(含)70分。

1. 本系與一般工業設計或產品設計類別科系相近。教學採理論與實
務並重，學生在校期間除可鑽研設計理論，更可學習設計實務經驗
；畢業出路既廣且佳，除可擔任產品設計師外，亦可擔任各種設計
領域相關工作或繼續求學深造。2.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
障礙者宜慎重考慮。3. 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1457  銘傳大學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於桃園校區上課。請繳交書面審查資料：1.高中或同等學歷歷年成績
單。2.修課及專題分析（內容以A4紙繕打，不超過15頁，其中應包含
:（1）進修動機；（2）對氣候異變、災害環境影響、全球各地災後重
建、地區發展、環境變遷、都市設計及房地產開發、全球化城市、性
別規劃（gender planning）⋯等相關議題，擇一項案例作討論
；（3）未來3-5年生涯規劃）。3.有利審查作品及證明(如，參與社團
、運動、各項比賽獲獎或擔任幹部之證明；或服務地方社區活動、參
與公共事務等事蹟證明)。4.評分標準：歷年成績單10%，修課及專題
分析70%，有利審查作品及證明20%。

主要結合城市規劃與設計、地區數位災害管理，以及資訊化地理資
訊系統(GIS)三種科技整合領域；企圖培育在社區環境設計、城鎮國
土規劃和災害管理之專業的通才。在桃園校區上課。

1463  銘傳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在桃園校區上課。申請需繳交書面審查資料(含書面或光碟作品集及高
中成績單)。1.作品集規範：以平面、包裝、電腦多媒體等設計或繪畫
(水墨、水彩、素描)、插畫等作品為宜。作品件數至少10件以上。2.
審查方式：書審成績為系主任召集本系相關教師共三名組成審查委員
會。3.評分標準：作品集70%，高中成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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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1) 申請需繳交書面審查資料：書面作品集或光碟及高中成績單。(2)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成績為系主任召集本系教師三名以上組成審查委
員會。(3) 評分標準：作品集60%，高中成績40%

本系配合國家數位內容產業政策發展，推動數位創意及美術人才培
育，並針對數位化的設計教育與數位產業之設計人才所需設立；課
程主要以人文藝術設計涵養為基礎，結合電腦科技應用，以培養未
來數位設計之人才；課程採漸進式教學，大一基礎設計教育課程
，著重設計基本概念、美學及數位音樂之基礎培養，大二、大三為
專業課程，大四結合理論與實務操作並進之畢業製作實務課程。專
業課程分為「多媒體暨互動設計」、「動畫設計」與「數位遊戲設
計」等三個專業學組，學生可依興趣跨組選讀；另為使同學能具有
多元及跨文化的設計視野，每年皆招收不少外籍生就讀，並積極舉
辦學生國際交流及展覽活動，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本系於桃園校
區上課。

1465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申請須繳交書面審查資料(含書面或光碟作品集及高中成績單)
1.作品集規範：A.任何相關創作作品均可，例如繪畫、電腦多媒體等
。B.短文一篇500字內左右，談論您對建築的觀點。
2.審查方式：書審成績為系主任召集本系相關教師共三名組成審查委
員會。
3.評分標準：作品集60%，高中成績40%
備註：由於有諸多實作課程，所以有肢體嚴重殘障者不宜申請。在桃
園校區上課。

以全方位的創造性設計為主：（一）以創造性之生活空間設計為主
，以技術、理論、手藝、表現法、電腦等為基礎，更著重人性創新
與時代性，透過不只是設計理論、還包含跨領域的思考、東西文化
、時代性的觀察，及環境的關懷而成為設計的視野。（二）課程的
導向兼具就業與深造的基礎。本系修業年限為五年。在桃園校區上
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9
886-4-23598900
886-4-23596334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招生組

http://www.thu.edu.tw

東海大學     Tungha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一年級男女生一律住校。
三、二年級以上男女生可申請住校。
四、本校實施勞作教育，新生必須參加基本勞作一學年，兩學期勞作成績均及格者方能畢業。
五、自100學年度入學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學生必須通過本校之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請參閱東海大學英文能力畢業門檻
實施辦法 http://academic.thu.edu.tw/chinese/down.php?hDFile=tw_law01283411534.pdf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481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應繳資料：1.成績單。2.二位師長推薦函各一份。3.各項檢定或得獎
事蹟。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
http://ba.thu.edu,tw

1487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本系強調創作自由與思想開放，鼓勵追求個人獨特風貌與多元化風格
。除以進階方式逐步提升技能的圓熟外，同時加強美術史及理論的知
識與訓練。報考美術系需繳交以下資料：1.成績單：在校成績單2.作
品集：以書面或光碟片呈現。3.自傳：請詳述個人學習藝術創作經歷
及未來學習計畫。4.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fineart.thu.edu.tw/

1488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招收下列樂器主修：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
提琴、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小號、長號、法國號、低音
號、擊樂、作曲、電子琴。採不分組招生。(一)應具中文聽說讀寫的
能力。(二)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音樂理論基礎，否則將在學習上發生
困難，另重度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者，選填時應慎重考慮。(三
)繳交申請資料：1.自傳: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學習目標。2.DVD錄
影資料：個人一年內演奏(唱) 錄影DVD乙份，時間長度達10-15分鐘
。錄影內容為三種不同風格的古典音樂曲目，並附演出書面資料。
3.所繳交之錄影資料須由指導(主修)教師出示學生本人演出之證明。
4.學生在校成績單。5.術科(主修)教師推薦函。6.擬以作曲為主修者
，提供三首已完成主要作品，其中至少包含以下三類作品之一: 室內
樂、重唱或合唱曲、管絃樂作品。請同時繳交作品演出的影音資料。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music.thu.edu.tw

2329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成績單。2.二位師長推薦函各一份。3.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4.自傳
或讀書計畫。5.社團參與、學生幹部、成果作品等。

辨色能力異常、四肢嚴重障礙及腦性麻痺等會影響實驗者，選填本
系時請審慎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
頁。http://www.envsci.thu.edu.tw/

2331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審查資料：1.在校成績單。2.二位教師推薦函各一份。3.作品集。4.各
項檢定或得獎事蹟。5.社團參與證明。6.自傳。

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修業年限五年。依一般限制
。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arch.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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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4
886-4-24517250轉2185
886-4-24512908

40724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招生組

http://www.fcu.edu.tw

逢甲大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1.男女兼收。
2.優先分配新生住宿。
3.本校設置各項優渥獎學金，獎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
4.本校連續七年榮獲教學卓越獎勵，並獲選為「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中心學校，負責建立中部13所大學資源共享平台。
5.本校在Cheers雜誌2010年「企業最愛的大學生總排名」再次榮列全國TOP 10，私校排名第二。
6.本校所有工程學系辦學品質皆獲得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國際教育認證。
7.本校系所評鑑全數通過，創全國公私立大學首例。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591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育高級會計及財務管理決策人才以服務社會。課程規劃在參酌國
內外大學內容與企業界需求後，設計六大系統：會計及審計專業課
程、財經課程、電腦資訊課程、管理學課程、商法課程、數理計量
課程。

1592  逢甲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育具國際觀之貿易與商管人才，以具備國際經營與貿易專業知識
、溝通表達能力、分析能力及專業英文能力。此外，並鼓勵學生修
習跨領域學程，亦加強廣大傑出的國貿系友與在校學子的聯繫，藉
以增進學生國貿經驗的體會，以及職場先備知識的瞭解。

1593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育財稅專業人才，以因應在財政部門及企業稅務之需求。本系課
程規劃著重財政、租稅、會計、兩岸租稅、金融、投資等領域，並
鼓勵學生修習跨領域的學程。

1594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學系 Dept. of Cooperative Economics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養事業之「經營管理」人才為宗旨。課程規畫除了教導事業內部
之管理技能外，更重視事業外部之經營生態分析，務使學生兼備「
經濟分析」與「經營管理」之雙重能力，並秉持「社會關懷」與「
社會責任」之使命，教育同學成為術德兼備的時代青年。

1595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養具有統計資訊分析能力的專才，訓練學生使用套裝軟體的能力
，以及資料庫的建立與應用。訓練方向包括：計量財務、精算、行
銷資訊、科技應用等領域，並鼓勵學生修習「精算」、「計量財務
」二學程。本系有全國首創的統計精算碩士班，畢業的人才為業界
的最愛。

1596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為台灣中部地區唯一具有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完整經濟
學系，目的在於培養兼具經濟分析、商業技能與商業專業的基礎人
才。本系課程規劃特色有三：其一、規劃一系列嚴謹有序的經濟理
論與應用實務課程，期使學生能夠認知經濟體系及金融市場的運作
機制，以作為未來掌握經濟脈動與商業投資決策的基礎；其二、課
程包含實用性的基礎商業技能與分析工具之訓練，奠定學生從事商
業或學術研究的基本技能；其三、課程尚提供多元化的選修課、輔
系，雙主修及各種商業相關學程，讓學生可以量才適性地發展個人
商業專業能力。

1597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增進學生對企業管理分析、預測與決策之能力，著重學、問、思、
辨，運用個案研討與商業自動化軟體等輔助教學，激發學生之創造
力，培育經營診斷及企業管理專業人才。
1598  逢甲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Bachelor's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nglish Program)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1.本學程培育專業英語國際商管人才，專業課程皆採英語授課。2.
外籍生(含僑生)大四可選擇是否出國研修，出國有機會完成雙學位
。出國費用須自行負擔。3.選擇不出國研修之外籍生(含僑生)應修習
BIBA及其他系(學程)開設之課程以補足畢業學分。4.提供出國研修
獎學金及姊妹校學費互免(班上歷年成績前30%者)。未獲獎學金者
，可申請出國當年度之出國研修助學金(金額為全額學雜費之3/4)。

1599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主要培養以行銷為導向的未來大中華領導經營人才。使學生夢想受
到鼓勵，秉賦受到啟發，學習創新設計及商品化之能力、行銷企劃
力、跨文化國際市場分析，並鼓勵至英美日姐妹校當交換學生，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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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到大陸名校交流並探索大中華市場，成為中西合璧為大趨勢所需
求的人才。

1600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育財務金融專業人才為目的。為因應金融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之
發展趨勢，以公司財務、投資管理、國際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商
品及金融機構經營與管理為主要教學與研究之領域。

1601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 Insuranc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育具備風險管理與保險經營能力之專長，以因應保險市場國際化
之人才需求。本系課程除風險管理、產險、壽險、財務管理等基礎
理論之外，並加強實務應用之配合。專業保險課程涵蓋風險控制與
風險理財保險財務、保險經營、保險法規與行銷管理等領域。

1602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配合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將課程規劃分「唐代文化」、「中
文專業」、「中文應用」、「華語教學」四個區塊，強調專業特色
與實務應用並重，厚植語文能力，增加學生深造及就業競爭力。

1603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國際英文能力證明)。

採小班制教學，英文寫作每班15人為原則，精心打造每一位學生。
文學與語言並重，並提供口譯及筆譯訓練，未來深造與就業皆宜。

1604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Dept. of Land Management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以土地管理法規、政策、經濟等知識傳授為基礎，結合不動產管理
、景觀與遊憩、地理資訊等領域之綜合性人才培育學系，理論與實
務兼顧，並可修習第二專長學程。

1605  逢甲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是一個整合科技與管理的科系，面對新、舊運輸系統交替的時代
，本系的發展新方向包括：智慧型運輸系統、物流的發展、運輸安
全等領域。另可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例如地理資訊應用、電子
商務、供應鏈管理等學程。

1606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都市計畫組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Urban Plann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1.為一科技整合的學系，以培育規劃師與空間資訊專業人才為目標
。2.課程包括：國土及城鄉規劃、都市設計、社區營造、空間資訊
、經營管理等。另可修習不動產及景觀遊憩等專業學程等院共同第
二專長學程。

2367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育1.電腦輔助設計分析與製造、2.材料成型加工與新製造技術、
3.自動控制與機電整合、4.動力熱能與流體機械、5.機械元件設計與
機構分析等專業人才。

2368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Dept. of Fiber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除開設基礎教學課程使學生能符合社會需求外，另開設研究教學課
程使學生能有多元之學習機會。並根據辦學理念及配合國家經濟建
設暨產業發展策略，以培訓學生對高分子、纖維、奈米、複合材料
及染整專業技能、專業管理能力、就業技能及獨立思考與研發能力
為目標。

2369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Systems Management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主要發展方向為產品製程與服務系統之設計、科技管理、供應鏈與
運籌管理及企業系統電子化，培育學生分析問題、評估問題及解決
問題之核心能力。

2370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社會及業界現狀之需求，所規劃開設的課程，除了化工製造程序相
關之基礎課程外，亦就「製程」、「材料」、「生化」、「能源」
等四大領域開授選修課程，以供學生依其志向選擇。

2371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Dept. of Aerospa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因應高科技人才的需求與產業發展的趨勢，本系以培育航太工程、
飛行控制、噴射推進、電腦輔助工程、微機電系統、電子構裝、奈
米科技與能源工程等領域之專業人才。並以訓練學生具獨立思考及
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力為目標。

2372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養數學能力出發，訓練學生具備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力
，進而導入學程，強化職場競爭力。相關學程有計算科學、精算、
計量財務及資通安全學程。對數學、工程、財務或資訊有興趣的同
學。

2373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

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系，由材料基礎科學至尖端科技，培養學生
宏觀視野。課程規劃有高性能合金領域、能源領域、微電子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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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亦有多元化之專業課程，可供選修，歡迎加入本系行列。

2374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歡迎對環境科學、環境工程以及對環境教育有熱忱之學生，來參加
申請入學。

2375  逢甲大學 光電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培育產學所需的光電人才為目標，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
除光電基礎課程外，學生可選擇進階以成為光電元件、光顯示、光
儲存、光通訊、太陽光電、照明光電或光電學術等領域的準備專業
人才。

2377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根基深厚，創系近41年，設有博碩學士班，學制完整；為全國第一
個榮獲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通過之資工系，具國際競爭力；學程
化教學(電腦系統、軟體工程、網際網路)，注重專題製作，學生可
獲專精的理論與實務訓練。

2378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基礎課程兼顧基礎與專業兩方面，以電子電路一系列課程為重點
；專業方向則提供半導體與電子元件及IC設計等二大領域為主修學
程，俾使學生具較深厚之積體電路、電子元件與尖端科技等知識
，提高於研究所深造或於高科技產業就業之競爭優勢。

2379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以培育電機工程專業人才為宗旨，基礎課程以電子學、電磁學
及電路學課程為重點並搭配相關實驗；專業課程方向則分為：電磁
與能源、電波、光電等領域，並配合畢業專題製作及發表，使學生
獲得專精的學理及實作訓練。

2380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Dept. of Automatic Control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課程兼顧基礎與專業兩方面，以電子電路一系列課程為重點；專業
方向提供半導體與電子元件及IC設計等二大領域為主修學程，使學
生具較深厚之積體電路、電子元件且連結奈米、光電、生物、綠能
等新科技，提高研究所深造或高科技產業之競爭優勢。

2381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主要特色在培育無線通訊、網路通訊及多媒體通訊等通訊核心領域
之尖端科技人才，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俾使學生於畢業後順利接
軌研究所的深造與增進就業的競爭力。

2382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1.培訓土木業界最愛之土木工程人才。教學研究特色在於結合社會
需求，發展非破壞檢測、隔減震、耐震及結構補強、火害及地滑等
技術。2.課程含結構、大地、測量與資訊及營建物業管理等四大領
域。另可修習院第二專長學程。

2383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nd Conservation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1.培育具備實務性規劃、設計、管理及監造能力之水利工程專業人
才。2.課程有流力水理、水文水資源及水土保育等三項專業領域。
另可修習院共同第二專長學程。

2384  逢甲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1.本系為一
整合建築、室內、景觀之相關設計領域之專業訓練學系，課程領域
分為建築理論實驗、城鄉規劃、建築設計、建築科技四大領域。另
可修習院共同第二專長學程。2.修業年限五年。
2385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空間資訊組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Spatial Information)

1.入學申請表、2.高中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須確定能
於入學前取得畢業證書)、3.高中最後三年成績單正本、4.簡要自傳
(1000字)、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1.為一科技整合的學系，以培育規劃師與空間資訊專業人才為目標
。2.課程包括：國土及城鄉規劃、都市設計、社區營造、空間資訊
、經營管理等。另可修習不動產及景觀遊憩等專業學程等院共同第
二專長學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0
886-2-25381111
886-2-25339416

10462 台北市大直街70號
教務處

http://www.usc.edu.tw

實踐大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在臺北校區上課，備有女生宿舍；高雄校區上課，備有男女生宿舍。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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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 Dept. of Music (Taipei)

※主修限選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豎琴、低音提琴
、古典吉他、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法國號、薩克斯管、
小號、長號、上低音號、低音號、敲擊樂。
（一）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音樂理論基礎，否則將在學習上發生困難
，另重度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學習及演奏，選
填時宜慎重考慮。
（二）申請者須繳交個人一年內演奏錄影資料。
（三）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錄影及作品如發
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
銷學籍。

1515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學系(臺北) Dept. of Fashion Design (Taipei)

(一) 本學系因教學課程中需使用機械設備，故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
、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 各項設計
課程均須口頭發表，宜具備基本中文表達能力。(三) 設計製作必須通
過系上總評展演，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四) 申
請本系須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1.基本資料表影印本一份    2.個
人作品集（以下資料請務必依序列印輸出裝訂成冊）(1) 最高學歷之
歷年成績單正本(2) 自傳(1千字以內)(3) 讀書計畫(2千字以內) (4) 資格
檢定或證照或近三年競賽成果之證明文件(5) 近三年之作品（相關藝
術或設計之作品編輯整理）(7)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書面審
查資料經審查後一概不予退還（申請者請自行留存備份），如為電子
檔案，請務必列印輸出裝訂成冊。

1516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第1類組(臺北) Dept. of Architecture  (Taipei)

（一）本系創作基礎及模型製作課程內容有關空間裝置設計，需工廠
實習，考生如有視覺、肢體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對專業課程學習
將有影響，選填時宜慎重考慮。各項設計課程均需口頭發表，宜具備
基本中文能力。（二）畢業製作必須通過系上對外展演發表，並需達
到國際設計水準，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三
）申請本系須繳交「書面審查」資料：1.基本資料表影印本一份。
2.歷年成績單一份。3.繳交個人作品集，原寄作品集經審查後一概不
予退還（申請者請自行留存備份）。（四）應繳交個人作品集，相關
考試規定請與本校聯絡。作品集係指學生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
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力者，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計亦為考量評
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面編
輯呈現。（相關學系諮詢，請洽學系辦公室）（五）建築設計學系修
業年限為五年。

1517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第1類組(臺北)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Taipei)

（一）創作基礎課程及產品設計課程內容，需使用工廠機具設備，考
生如有視覺、肢體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將影響專業課程學習，選
填時宜慎重考慮。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須具備中文口語表達
與書寫能力。（二）畢業製作必須通過展演發表，並須達到設計水準
審核，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三）申請本系須
繳交「書面審查」資料：1.基本資料表影印本一份。2.歷年成績單一
份。3.繳交個人書面作品集一份(規格為10-20張A4或Letter大小列印
輸出及裝訂)，原寄作品集經審查後一概不予退還，申請者請自行留存
備份。4.自傳約500-1000字（附個人照片）。（四）個人書面作品集
係指學生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力者
，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計亦為考量評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
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面編輯呈現。（相關學系諮詢，請洽
各學系辦公室；相關考試規定，請與本校連絡）

1518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數位3D動畫設計組(臺北) Dept. of Communications Design (Division of Digital 3D Animation Design)
(Taipei)

（一）本學系創作基礎課程需工廠實習，考生如有視覺、聽覺、肢體
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對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選填時宜慎重考
慮。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二）畢業製作必須通過系上對外展演發表，並須達到國際設計水準
，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三）申請本學系須繳
交「書面審查」資料：1.基本資料表影印本一份。2.歷年成績單一份
。3.個人作品集一份(規格為10-20張A4或Letter大小列印輸出及裝訂
；原寄作品集經審查後一概不予退還，申請者請自行留存備份)。4.自
傳一份(500-1000字，附個人照片) 。（四）應繳交個人作品集，相關
考試規定請與本校聯絡。作品集係指學生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
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力者，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計亦為考量評
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面編
輯呈現。（相關學系諮詢，請洽學系辦公室）

1519  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新媒體設計組(臺北)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Design Creative Media Design  (Taipei)

（一）本學系創作基礎課程需工廠實習，考生如有視覺、聽覺、肢體
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對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選填時宜慎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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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二）畢業製作必須通過系上對外展演發表，並須達到國際設計水準
，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三）申請本學系須繳
交「書面審查」資料：1.基本資料表影印本一份。2.歷年成績單一份
。3.個人作品集一份(規格為10-20張A4或Letter大小列印輸出及裝訂
；原寄作品集經審查後一概不予退還，申請者請自行留存備份)。4.自
傳一份(500-1000字，附個人照片) 。（四）應繳交個人作品集，相關
考試規定請與本校聯絡。作品集係指學生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
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力者，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計亦為考量評
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面編
輯呈現。（相關學系諮詢，請洽學系辦公室）

1520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 Dep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一）本學系因教學課程中需使用機械設備，故有視覺障礙、聽覺障
礙、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各項
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宜具備基本中文表達能力。（三）畢業製作
必須通過系上總評展演，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
（四）申請本系須繳交「書面審查」資料：1.基本資料表影印本一份
。2.自傳與歷年成績單。3.個人作品集(作品集內容可包含相關藝術或
設計之作品編輯整理規格為10-20張A4或Letter大小列印輸出及裝訂
)，原寄作品集經審查後一概不予退還(申請者請自行留存備份)。（五
）應繳交個人作品集，相關考試規定請與本校聯絡。作品集係指學生
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力者，作品集
之編輯整理設計亦為考量評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術或設計
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面編輯呈現。

2336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第2類組(臺北) Dept. of Architecture  (Taipei)

（一）本系創作基礎及模型製作課程內容有關空間裝置設計，需工廠
實習，考生如有視覺、肢體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對專業課程學習
將有影響，選填時宜慎重考慮。各項設計課程均需口頭發表，宜具備
基本中文能力。（二）畢業製作必須通過系上對外展演發表，並需達
到國際設計水準，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三
）申請本系須繳交「書面審查」資料：1.基本資料表影印本一份。
2.歷年成績單一份。3.繳交個人作品集，原寄作品集經審查後一概不
予退還（申請者請自行留存備份）。（四）應繳交個人作品集，相關
考試規定請與本校聯絡。作品集係指學生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
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力者，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計亦為考量評
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面編
輯呈現。（相關學系諮詢，請洽學系辦公室）（五）建築設計學系修
業年限為五年。

2337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第2類組(臺北)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Taipei)

（一）創作基礎課程及產品設計課程內容，需使用工廠機具設備，考
生如有視覺、肢體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將影響專業課程學習，選
填時宜慎重考慮。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須具備中文口語表達
與書寫能力。（二）畢業製作必須通過展演發表，並須達到設計水準
審核，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三）申請本系須
繳交「書面審查」資料：1.基本資料表影印本一份。2.歷年成績單一
份。3.繳交個人書面作品集一份(規格為10-20張A4或Letter大小列印
輸出及裝訂)，原寄作品集經審查後一概不予退還，申請者請自行留存
備份。4.自傳約500-1000字（附個人照片）。（四）個人書面作品集
係指學生歷年來之「創作相關成果」可資證明其性向、興趣或能力者
，作品集之編輯整理設計亦為考量評分之重要參考。作品集內容與藝
術或設計相關內容均可，並以平面編輯呈現。（相關學系諮詢，請洽
學系辦公室；相關考試規定，請與本校連絡）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1
886-7-6577711
886-7-6577056

84001 高雄縣大樹鄉學城路1段1號
招生組

http://www.isu.edu.tw

義守大學     I-Shou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生宿舍。二、提供各項獎助學金，詳情可上網查詢(http://www.sa.isu.edu.tw/extact/index.php)。三、
醫務管理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及健康管理學系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四、大一新生必修學生服務教育課程。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523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旨在培養二十一世紀有競爭力的管理者，課程範圍兼具創意廣告與
行銷物流、人力資源與經營策略等管理領域。樂觀、進取、自我期
許高而且又腳踏實地的學生，都是我們願意全力培養的人才。依一
般限制。

1524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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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學生如何使用資訊技術於企業經營管理，使理論結合實務
，並以開發、設計、評估及維護資訊與管理系統為教育目標。依一
般限制。

1525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養財務金融專長的學生為主。學生畢業後可從事商業相關工作
且能投入財務規劃、金融市場分析及財務專案管理或繼續進修之基
礎。依一般限制外，有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視覺障礙者，宜慎重
考慮。

1526  義守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財務會計、審計稅務及理財規劃人才為目標，輔以各相關領
域證照之取得，使本系學生能在職場上發揮會計、稅務及理財等專
業優勢。依一般限制外，有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視覺障礙者，宜
慎重考慮。

1527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養國際貿易及國際企業經營之人才為目標，歡迎具有外國語文
能力，能放眼天下，願從事國際性經濟暨貿易行為之學生加入。依
一般限制。

1528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是以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作為二大發展主軸，並以知識經濟與
「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為推動以上兩項主軸之背景。教學特色
強調廣博的跨學門社會科學訓練，以不同角度切入公共治理議題。
本系重點特色課程「公共管理實習」，從親身經驗強化對公共事務
領域學理的深刻認識，並進行短期公部門的工作體驗及研究訓練
，為全國首創，目前已成為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界之楷模。本
系為第一批通過大學系所評鑑之公共事務系所並於2007年成立研究
所。本系以培訓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方面的人才，認為未來不論是
公共部門、「非營利組織」或「私人企業組織」，皆需要嫻熟公共
事務運作及全球化趨勢的政策分析人員或管理者。並培養及鼓勵學
生繼續進入研究所或出國深造的能力。

1529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教育的核心課程，在於培訓學生成為具備外語能力、專業知識
、國際觀及獨立思考能力之現代化國民，為落實教育目標，本系發
展之重點包括：
1. 持續提升英語教學、口筆譯等相關專業學科之教學與研究工作
，以增進學生之學習成效。
2. 與外系合作規劃開設各專業領域之學程，如「國際文化與管理學
程」、「外語導遊學程」、「數位語言教材製作學程」等。
3. 更新現有多媒體語言教學設備，並研發多媒體語言教材，以結合
語言分析或教材與測驗工具之理論與實務。
4. 持續擴展工商業界、觀光業、教育文化事業及出版業等領域之實
習參訪活動。
5. 推動國際交換學生，以擴大學生之視野，並提供學生體驗當地之
文化生活，培植業界所需具備國際觀之英語專才。

1530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1.學校推薦函、2.當地高中會考、3. 得獎、4.競
賽、5.公平考試、6.證照、7.檢定、成果作品、9.參與社團、10.學生
幹部。)

歡迎對日本語文、日語教學、日華翻譯、日本商務經貿、觀光日文
、日本文化等日文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同學加入。依一般限制。

1531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歡迎對新聞編輯採訪、平面、電子、數位多媒體等傳播實務及研究
，以及公關廣告行銷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的行列。依一般限制外
，有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532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醫療事務行政管理專才為目標，學生可至醫療機構或衛生行
政機構實習，以增進從事實務工作之能力，歡迎對醫療組織管理效
能有興趣之學生加入。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依一般限制。

1533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Management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健康管理專才為目標，歡迎對健康管理、健康促進、衛生教
育等有興趣的學生來報考。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依一般限制外
，有聽覺障礙或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534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全國唯一直接與國際連鎖加盟旅館(IHG)接軌的餐旅系，強調餐飲及
旅館理論與實務的整合，講究情境教學並與業界密切合作，藉以培
養優秀餐旅進階之管理專才。入學後將依不同操作課程需著指定服
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配合課程規劃須至業界實習。網址
：http://www.hm.isu.edu.tw/

1535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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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以休閒專業知識及產業管理與經營技能並重，融入文化創意之
趨勢與都會休閒之發展，輔以語文與資訊能力，並結合產業實習之
課程，以提高就業競爭力；入學後將依不同課程、活動須穿著指定
服裝，以具備休閒產業專業服務素質與水準。依一般限制。

1536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Dept. of Tourism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具備國際觀與進階管理能力之觀光專業人才為目標，課程規
劃以「旅遊行程規劃」與「會議展覽籌劃」為主軸，並加強外語與
資訊能力訓練。部分課程及學術活動須著指定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
儀容標準；另須配合課程規劃至業界實習六個月。依一般限制。
1537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學院）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設立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觀的財金人才。課程規劃目標，在
於培養學生良好的財金專業知識、語文能力及多元化國際觀。本系
隸屬國際學院，其90%之必選修專業課程採英語教學。大三時可選
擇出國修讀學分或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
修讀與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註冊費。每學期學費新台幣72,500元
，但實際金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依一般限制。

1538  義守大學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學院） Dep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設立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觀的財金人才。課程規劃目標，在
於培養學生良好的財金專業知識、語文能力及多元化國際觀。本系
隸屬國際學院，其90%之必選修專業課程採英語教學。大三時可選
擇出國修讀學分或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
修讀與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註冊費。每學期學費新台幣72,500元
，但實際金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依一般限制。

1539  義守大學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Dep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課程規劃結合餐旅與旅遊二領域之課程，並極重視語文能力的
訓練，以培育具外語溝通能力與觀光產業整合規劃能力的管理人才
。本系隸屬國際學院，其90%之必選修專業課程採英語教學。大三
時可選擇出國修讀學分或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
加海外修讀與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註冊費。每學期學費新台幣
72,500元，但實際金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依一般限制。

4536  義守大學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國際學院) Dept. of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llege)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設立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娛樂事業經營人才。課程
規畫著重於娛樂事業經營專業知識、溝通能力及培養國際觀。本系
隸屬國際學院，其90%之必選修專業課程採英語教學。大三時可選
擇出國修讀學分或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
修讀與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註冊費。每學期學費新台幣72,500元
，但實際金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依一般限制。

4537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以媒體設計為中心之多元學習領域，配合數位內容產業之需求
，以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力、嚴謹邏輯思考之數位媒體創意與設計專
才。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538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以商品設計的多元價值及創意發展為核心，藉由學習設計理論
及設計實務經驗，培養具有多元文化及創意設計之專才。有視覺障
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539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本系強調菜餚製備理論基礎與實際製作能力之整合，並與業界密切
合作，藉以培養具有國際化視野與現代化經營管理之廚藝專才。基
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
病者，宜慎重考慮。

4540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 Dep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電影、電視為媒體通路，重視影音專業素養與學理之養成，歡迎
對電影與電視媒體傳播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的行列。有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759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培養學生之邏輯分析、工具應用與整合三大能力，課程規劃以統計
方法、生產與品質管理、資訊應用、物流與儲運管理為重點。

2340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電機電子相關高科技產業人才為目標，課程涵蓋能源與系統
科技、通訊與光電、控制與訊號處理等領域。除依一般限制外，選
填本系，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341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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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為了培育學生擁有專業能力並學以致用，達到與產業無縫接軌，本
系除了必修課程外，專業選修課程更規劃了三大特色領域： (1)光電
特色領域，(2)微電子技術特色領域，(3)系統整合特色領域，以達到
「電子一二三，就業很簡單」的目標。本系於九十六年通過教育部
評鑑，九十七年通過中華工程認證，前述有效期均為通過五年。

2342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養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備的資訊專業人才為目標，課程規劃
三個主要方向：（一）多媒體系統，（二）網路與通訊，（三）嵌
入式系統。本系於九十六年通過教育部評鑑，九十七年通過中華工
程認證，前述有效期均為通過五年。

2343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養通訊專業人才為目標，教學研究重點為通訊電路設計、通訊
系統、寬頻網路、無線通訊及微波與光纖通訊等領域。本系於九十
六年通過教育部評鑑，九十七年通過中華工程認證，前述有效期均
為通過五年。

2344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招收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及相關領域之優秀青年，施以有系統之教育
訓練，使其具有實務、理論研究等能力兼備之人才。本系於九十六
學年度通過教育部評鑑，九十七學年度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協會認證
，有效期為四年。

2345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人才為目標，除化學工程基礎訓練外，並
著重於生物技術、材料科技及清淨製程等方面研究。本系於九十四
年通過中華工程認證，有效期為六年除依一般限制外，選填本系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346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課程設計與研究重點方向包含「金屬材料」，「電子及光電材料」
與「多功能新材料」等領域，培養學生成為兼備理論知識與創新務
實能力的專業人才，同時具備未來升學、就業的競爭力。歡迎對材
料科學與工程(含光電、電子、半導體、金屬、陶瓷、奈米、高分子
材料)有興趣，且未來擬進入相關產業服務之有志青年加入。

2347  義守大學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土木與生態工程是國家發展與永續經營的基礎。隨著人與環境生態
互相尊重的觀念推展，本系將成為國家基礎建設人力的培訓場所。
除依一般限制外，選填本系，有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348  義守大學 應用數學系資訊科學組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in Computer Science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給予學生基本的數理邏輯之素養，進而培養學生數值計算、資訊科
學及程式設計之能力，希望每一位畢業學生都是一個具數理、資訊
能力之資訊專業人才。

2351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生物醫學工程之專業人才為目標，學生可依個人興趣，從三
個重點方向（生醫電資整合、生物力學暨福祉科技、及生醫材料暨
組織工程）擇一學習，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3193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最新分子生物學理論基礎，培訓生物科技產品研發之專業人才為
目標，並規劃「生物醫藥」與「生物工程」兩大特色領域課程，讓
學生可依性向選擇生物科技產業應用領域，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3194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具護理專業人才為目標，歡迎具有服務熱忱、責任感，對健
康照護有興趣的學生。除依一般限制外，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
、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在本校燕巢分
部上課。

3195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國內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技術之專業人才為目標，並以醫學
影像、放射診斷、放射治療、核子醫學、同位素追蹤技術、放射藥
物之研發、超音波診斷、醫學物理和輻射安全防護等技術為專業發
展方向，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3196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旨在培養具有遠見的專業物理治療師，從紮實的基礎醫學、臨床醫
學至臨床物理治療專業知識的養成，以達到物理治療所獨立開業經
營與管理之教育，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3197  義守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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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職能治療專業人才，以兒童、成人與心
理領域之職能治療專業知識的養成為基本教育目標，並以社區、長
期照護發展及輔具研發等技術為未來專業發展方向，本系需完成長
達39週的臨床實習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學生加入。

3198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在校成績及其他表現(例：學校推薦函、當地高中會考成績、或其它得
獎、.競賽、公平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參與社團、學生幹
部資料等)

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營養與食品科技專業人才為目標，課程規
劃包含營養組與食品組兩個特色領域，營養組著重培養臨床、膳食
與社區三個次領域之營養師，食品組著重培養食品業負責研發、衛
生安全管理之食品技師，依學生職涯性向輔導，專業就業出路廣泛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加入。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5
+886-2-29053142
+886-2-29049088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fju.edu.tw

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宿舍，僑生優先提供。三、本校將中文、英文與資訊等三項基本能力列入畢業條件。四、申請人需具備
中文聽、說、讀、寫之能力。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639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設有主修器樂個別課程（含鋼琴、聲樂、弦樂、管樂、敲擊樂及作曲
主修），故須具備樂器演奏及樂理之能力，否則在學習上將發生困難
，選填時宜慎重考慮；重度聽力障礙者，將嚴重影響學習及演奏，宜
慎重考慮。（一）申請本系需繳交以下資料：1.自傳（30％）：請詳
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及未來學習目標。2.個人演奏影音資料（錄影帶
或VCD或DVD（70％）： 15至20分鐘之個人演奏影音資料乙份，曲
目不限。3.所繳之影音資料需由（主修）老師出示學生本人演出之證
明。4.高中學歷證明文件。5.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二）所繳交資
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影（影）音作品等相關資料如
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
銷學籍。（三）書面資料審查通過者，即有機會錄取分發本系就讀。

1640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Dept. of Applied Arts

一、申請本系需繳交書面審查資料：1.自傳、讀書計畫各限打字
500字左右。
2.作品集：彙整6件代表作品之圖片(美術、工藝、家政、設計相關均
可)，以A4尺寸裝冊並附說明，不收原作，平裝即可。3.高中學歷證明
文件。4.高中歷年成績單正本。5.英文檢定證明文件(無則免繳) 。二
、患有重度上肢殘障及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2
886-4-26328001
886-4-26526602

43301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號
國際事務處

http://www.pu.edu.tw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一、本校正式成立於1956年，現有5個學院、22個學系、21個碩士班及2個博士班。
二、大學部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文聽講能力。三、為鼓勵僑生就讀本校，凡經海外僑生聯招錄取就讀者
，第一學年每學期發給學費同額獎學金。第二至第四學年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含）以上、無懲處紀錄，得續領獎學
金。四、校址：43301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號 國際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五、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
可優先住校。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542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訓練學生優良之英文聽說讀寫技巧及應用能力，並提供英美文學、
語言學、英語教學、電影、戲劇等專業課程，培養學術及實務人才
。

1543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Dep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主要目標在於訓練學生流暢之西班牙語聽、說、讀、寫能力。培養
西文專長的人才。除西語國家文學、語言學、西語教學、文化等課
程外，並設計各種實務如貿易、政治、觀光、新聞、時事、藝術等
課程。

1544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一)培養日本語文、日本學專長的人才，凡對日語有興趣的學生
，都歡迎申請。(二)要求嚴格，申請者須具認真向學精神及接受嚴
格教育訓練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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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以古典與現代中文之訓練為基礎，另強調古典文學及文學傳播兩特
色，各開授創意課程，且與各文學團體及媒體機構合作，力求以典
雅中文為本位，而積極與本土化就業趨勢相結合。

1546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and Child Welfare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生涯想像，一式2份。
(三) 英文相關檢定資料。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依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之雙主軸課程發展方向，規劃與開設能
系統性拓展符合學生性向之專業課程。

1547  靜宜大學 台灣文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本系期於現有基礎上，招收對台灣文學具熱情理想的優質學生，且
以成為中台灣台灣文學研究與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自我期許。除文
學專業訓練外，本系積極規劃課程的多樣性，期能使學生受到更豐
富而多元的訓練。本系與大眾傳播學系，合作推動「台文系、大傳
系雙學制度」，學生可於「四年」內循序修畢相關課程，並取得「
台灣文學系」與「大眾傳播學系」雙學位，以深厚的文學、文化素
養跨足大眾傳播領域，成為文化產業機構及大眾傳播領域渴求的人
才。

1549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本系培養具宏觀社會文化視野之影視內容創製與新聞傳播人才，並
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大眾傳播人才，促進中台灣傳播教育與產
業發展為宗旨。

1550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除基礎專業課程教育外，也開設四年專業英文課程以加強學生外語
能力，同時也著重跨國企業的經營管理與其他國際化課程以培養國
際化人才；另外也特別注重學生除了應具備專業知識外，更重要的
是培養學生的服務倫理觀。

1551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課程係理論與實務並重，所提供之專業科目包括國際經濟、國際企
業管理、國際行銷、國際財務管理、國際貿易實務與國際經貿法規
等相關之課程。

1552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為培育現代高等會計人才，本系課程設計除會計專業課程外，並規
劃稅法學程、會計資訊系統學程、國際會計學程、以及金融與管理
等專業課程，供學生發展各項輔助專長。本系並與會計師事務所合
作開設實務課程，藉由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訓練，以提升學生之專業
能力。

1553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三) 英文相關檢定資料。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課程主要分為：旅遊產業管理學程、休閒遊憩規劃管理學程、餐旅
館管理學程，學生自二年級起可依興趣選修。並重視外語、資訊與
管理能力的訓練。
惟辨色力異常或視聽重度障礙者，可能造成部份課程之學習困難並
有安全之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554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三) 英文相關檢定資料。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課程主分為金融機構管理學程、公司財務決策學程、財務工程學程
、投資理財管理學程四大學程，理論與實務並重。

1555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本系以具有健全品格、專業學養為方向，培育具有研發、管理及整
合資訊系統能力之專業人才 。課程規劃資訊與管理兼備，理論與實
務並重；除了基礎必修課程外，另提供資訊軟體、資訊應用、電子
商務、企業資源規劃、及數位內容等五大專業學程。

1556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配合國家培育數位學習、數位內容及網路通訊等科技人才策略，以
結合知識傳播與無線通訊作為主要的發展特色；發展重點為數位學
習（E-Learning）、網路與行動通訊技術、數位媒體內容設計、知
識傳達與管理等。
2354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計算數學組 Dept. of Financial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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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本系以培育具備「基礎應用數學核心競爭力」的跨領域人才為目標
，依發展方向分為「財務工程組」及「計算數學組」二組。課程著
重訓練學生具備基礎應用數學能力、嚴謹的邏輯推理能力及優越的
科學計算能力。二組課程得互為選修。
2355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財務工程組 Dept.of Financial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採計算與動態數學、財務工程分組招生，紮實的數理基礎訓練，結
合資訊、財金等多元的領域，為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資訊、工程
計算、財務金融等專才為依歸。二組課程得互為選修。

2356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必修課程中，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等課程均
涉及化學反應，如有辨色力異常者，對於相關實驗將有安全顧慮及
學習困難等缺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357  靜宜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cs Science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以紮實的統計理論課程為主，輔以軟體應用及實務操作，並鼓勵同
學有第二專長，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統計分析專才。

2358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發展重點為生物資訊科技、影像處理與資訊安全、積體電路設計與
崁入式系統設計、行動通訊網路，以及分散式計算，並透過紥實的
專業課程培育頂尖的資訊人才。

3201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Dept. of Food and Nutrition Divis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本系以強化基礎與應用課程，連結理論與實務之訓練，培育食品與
營養專業兼備之人才為教育目標。畢業生大多分佈於食品工業界、
醫院營養界、衛生及教育研究單位及餐飲業等。有視覺障礙或辨色
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可能影響實驗安全及學
習成效者，宜慎重考慮。
3202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Dept. of Food and Nutrition Division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本系以強化基礎與應用課程，連結理論與實務之訓練，培育食品與
營養專業兼備之人才為教育目標。畢業生大多分佈於食品工業界、
醫院營養界、衛生及教育研究單位及餐飲業等。有視覺障礙或辨色
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可能影響實驗安全及學
習成效者，宜慎重考慮。

3203  靜宜大學 生態學系 Dept. of Ecology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結合自然與人文、強調生態與哲學；紮根本土研究、放眼全球觀點
，崇尚學術自由與多元文化，培育積極、熱情、無私且具世界格局
的社會菁英。

3204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Dept. of Cosmetic Science

報名時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 (含一份正本)。
(二)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一式2份。
考生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

本系教育目標為培養化粧品專業人才。課程涵蓋化粧品原料開發、
化粧品生產與製造、化粧品檢驗與分析、包裝設計與經營管理、應
用美學等。理論與實務教學並重。惟變色力異常者，可能會造成實
驗課程之學習障礙並有安全之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6
886-6-2785123
886-6-2785111

71101 臺南市歸仁區長榮路1段396號
綜合發展組

http://www.cjcu.edu.tw

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一、僑生入學獎勵措施：（一）對入學具本校學籍之僑生，補助第一年機票(交通)補助金最高新台幣貳萬元整。（二）凡無法取得
台灣政府任何公費獎、助學金之僑生，本校比照公立學校學雜費收費。詳細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三）對生活有困難之僑生
，本校給予工讀助學。二、學生入學一般規定：（一）日間部新生一律住校。（二）本校鄰近台南高鐵站，台鐵支線行經本校
，並設置「長榮大學站」，交通極為便利。（三）本校與美、法、奧、加、日等世界名校（共計78所）締結姊妹校、密切國際合
作與交換學生；並訂有「學生競爭力培育要點」，期望有效提升學生表達、領導、規畫能力、強化學生競爭力與彈性及創新之精
神。（四）新生必修「勞務教育」課程（包含「勞務實習/訓練」之實習課），須參與晨間校園整潔維護勤務工作。（五）本校訂
有英語畢業條件，詳情請參閱語文教育中心網站。（六）本校為基督教大學，重視人文與教會關懷精神。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644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Dep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書面資料審查：1.中英語言能力檢定相關證明。2.中英文自傳。3.在
校成績單。4.推薦函。5.其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一）有視覺障礙或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考生分發後
請儘速與學系聯絡。

1645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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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資料審查：1.師長推薦函。2.自傳。3.成績單。
招收關懷社會正義，對促進社會福祉有強烈意願，能深入自省並有
志於服務人群者。

1646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Dept. of Computer Aided Media Design

書面資料審查：1.在校成績單。2.自我簡介。3.作品集及其它有助於
審查之資料〈作品集內容以美術、設計及其他媒體設計科技相關之作
品為主〉。

色盲、弱視者較不適宜。

1647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書面資料審查：【必繳資料：1.在校成績單。2.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
料。】【選繳資料：中文或日文能力證明。】

（一）本系於大三、大四開設經貿方面與日本語文、教育方面課程
供同學依興趣修習。（二）本系為語言類學系，故聽障、視障、口
語表達能力有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三）本系設有碩士班，歡迎
大學部畢業生報考。

1650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書面資料審查：1.在校成績證明。2.自傳〈手寫或打字皆可〉。3.讀
書計畫〈手寫或打字皆可〉。4.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如：在校操
行成績、競賽活動、獲獎紀錄等〉。

需具備中文聽、說、讀能力可適應者。

1651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書面審查資料：1.成績單。2.自傳。3.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1653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Dept. of Aviat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書面資料審查：1.中學成績單。2.自我介紹及讀書計畫〈3~5頁〉。
3.特殊經歷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是培養海運及空運專業人才之科系，自大二起，學生可依興趣
選擇主修海運或空運。本系重視實務訓練，於暑假期間安排學生至
航空站、航空公司、碼頭、海運公司、貨物承攬運送公司等航運相
關單位實習。目前畢業校友多返回僑居地就業於航運相關企業，如
澳門航空等。

1654  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Dept. of Land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書面資料審查：1.成績單。2.自傳。
（一）本學系部分課程含戶外實地調查，因此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
活與學習者，較不適合申請本學系。（二）本學系強調透過專案管
理、資訊科技、開發投資分析進行土地管理與開發，並結合環境管
理與防災觀念，培育土地管理與開發之專業人才。歡迎有興趣且具
高度學習熱忱之學生，加入本系行列。（三）需具備中文聽、說、
讀、寫能力。

1655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書面資料審查：1.自傳。2.讀書計畫。3.成績單。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1656  長榮大學 運動休閒管理學系 Dept. of Sports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書面資料審查：1.中文自傳。2.中文書寫研究計畫書。3.運動成績證
明文件。

本學系分「運動教練組」與「運動推廣組」，凡對運動教練與運動
推廣相關事業有興趣並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歡迎加入。

1657  長榮大學 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書面資料審查：1.自傳。2.在校成績單。3.讀書計畫。4.其它有利於審
查之資料。

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1658  長榮大學 神學系 Dept. of Theology

書面資料審查：1.個人學習計畫及自傳。2.教會推薦函。招生基督徒學生，培育神職人員與教會服事同工。

1659  長榮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書面審查請包括中文自傳、中文書寫研究計劃書、五張作品照片。
本系著重術科之基礎訓練，課程分水墨、西畫、立體三大領域，注
重藝術創作訓練及理論探討。

1660  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書面資料審查：1.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4.其它有利審查之資
料。

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4630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書面資料審查：1.成績單。2.自傳。
（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二）大三暑假可選修
至相關機構實習八週。（三）本系課程包含多門檢測課程，對於肢
障、聽障及視障者恐有學習困難，宜慎重考慮。

4712  長榮大學 書畫藝術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s

書面審查請包括中文自傳、中文書寫研究計劃書、五張作品照片。
本學程以學術創作與市場導向並重，追求清新高雅的台灣水墨風格
為教育目標，與豐年企業合作，設有10名獎學金，每名每學期5萬
元，4年均可申請，畢業後可獲得書畫學士學位，優先考入美術研
究所，參加「長榮豐年畫苑」接受高級精質創作培訓。

4989  長榮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Leisure Industry Management

書面審查資料：1.在校成績證明。2.自傳〈手寫或打字皆可〉。3.讀
書計畫〈手寫或打字皆可〉。4.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在校操行
成績、競賽活動或得獎紀錄等〉。

需具備中文聽、說能力可適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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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2  長榮大學 數位內容創作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Digital Contents Creation

書面審查資料：1.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4.其他有利審查之資
料。

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3221  長榮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書面資料審查：1.在校成績證明。2.自傳及讀書計畫〈手寫或打字皆
可〉。3.其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說明：在校成績證明需含歷年成
績；其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競賽獲獎證明、社團參與、學生幹部
、證照證明等。】

（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能適應。（二）大三暑假需至生
技相關機構實習八週。（三）本系課程包含多門實驗課程，對於肢
障、聽障及視障者恐有學習困難，宜慎重考慮。

3222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Psychology

書面資料審查：1.在校成績證明。2.自傳〈手寫或打字皆可〉。3.讀
書計畫。4.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說明：自傳、讀書計畫限1000字
以內，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如：競賽、獲獎證明、社團參與、志工、
學生幹部、證照等。】

課程包含實驗及實習科目，對於聽障、視障者恐有學習困難，並可
能有就業困難，申請時宜慎重考慮。

3223  長榮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書面資料審查：1.成績單。2.自傳。3.其它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須能適應。（二）大三暑假需至營
養相關機構實習448小時。（三）本系課程包含多門實驗課程，對
於肢障、聽障及視障者恐有學習困難，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3
886-2-26290228
886-2-86318024

25103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32號
招生組

http://www.au.edu.tw

真理大學     Alethei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應用數學系、資訊工程學系、統計與精算學系均在台北校區上課。四、有關本校教學
資源、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網站。(台北校區網站http://www.au.edu.tw，台南校區網站
http://www.mt.au.edu.tw)。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588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 Dept. of Applied Music

(一)自傳:闡述主修「音樂應用」的動機與自身的音樂背景、經歷。
(二)成果作品:「音樂作品或演出」之VCD或DVD(需二~三首不同曲目
)。

一、依一般限制。二、音樂應用學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三、音樂應
用學系設有音樂主修課程，學生須具備演奏(唱)的基礎。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7
886-3-4638800
886-3-4354604

32003 桃園縣中壢市內壢遠東路135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yzu.edu.tw

元智大學     Yuan Ze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生宿舍。
二、本校設有僑生獎學金，詳細資訊請參閱網頁http://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content/view/1355/893/。
三、元智大學為國際化雙語大學，凡大一新生必須參加暑期「挑戰極限」全英語營隊，以強化修讀全英語課程之能力，表現合格
者，將取得通識英語課程學分。
四、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文能力」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834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設計組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Digital Media Design)

申請本系者，須繳交以下資料審查：    （一）資料審查項目為：歷年
成績單、自傳、競賽成果、作品集。作品集內容包括：繪畫、多媒體
、網頁設計、攝影、廣告設計等。但如為電腦檔案請事先以平面列印
輸出，作品件數以十件為限。    （二）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
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三）資料審查通過並經分發
者，始得錄取本系就讀。

旨在培養多媒體、動畫、遊戲之美術創作人才，學生須無視覺障礙
，對繪畫創作、多媒體設計，與電腦應用有基礎與熱忱。
http://www.infocom.yzu.edu.tw/、分機2133。

1835  元智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Dept. of Art and Design

申請本系者，須繳交以下資料審查：    （一）資料審查項目為：歷年
成績單、自傳、作品集內含代表作品最多五件。作品集請以照片或電
腦輸出的方式，連同其他資料書面化（以A4 裝訂成冊）。    （二
）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所提供之作品如發現為他人代
作或抄襲，即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本系主要以探索當代的藝術趨勢與設計美學為方向，採取跨藝術/設
計雙專長與主軸的 教學路線，強調活力、創意並與社會脈動結合的
特色，期能結合藝術與設計，培養學生靈活的美學、創意思考及設
計運用能力。網址 http://web2.yzu.edu.tw/yzu/dc/，分機3301。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1
886-3-2652014
886-3-2652019

32023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cycu.edu.tw

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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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兼收。二、優先分配新生住宿。三、僑生新生第1年每學期均核發獎學金，金額等同該學期之學費。僑生第二年起（不含
延肄生及研究生）每學期依其前一學期之學業表現核給獎（助）學金，相關資料請上網查詢（http://www.icare.cycu.edu.tw/ 最新
消息/獎勵入學/僑外生）。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899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Dep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一、高中在校成績證明  20％
二、社團參與證明          20％
三、作品集（競賽成果及成果作品，以A4規格整理成冊）20％
四、中文能力證明          40％

本校應用華語文學系是全國第一個培養華語文教師的大學專業科系

，以全人教育理念培育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教師，僑生同學畢業後將成為教授外籍人士和海外華人華
語文的專業師資，工作場所遍及海內外，兼有中文系的學養氣質
，與世界性的實用專業。

2475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一、建築學系：本系致力培育兼具改革理想、創新思維、整合能力之
國際化建築專業人才，歡迎具備藝術、設計及創作潛能，並有獨立思
考能力的學生選擇本系。二、審查方式及評分標準：在校成績證明
（含簡單履歷、自傳）30%、社團參與20%、作品集（競賽成果及成
果作品，以A4規格整理成冊）50%。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9
886-4-8511888
886-4-8511666

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dyu.edu.tw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無。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711  大葉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書面審查檢附文件以成績單、師長推薦函、各項檢定及得獎事蹟證明
。聯絡電話：886-4-851-1888，分機6011，Email:
de5210@mail.dyu.edu.tw

1714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作品集：請將作品拍成照片、電腦輸出或影印，註明命題、年代、媒
材、尺寸，以A4格式裝訂成冊。

(一)本系教學旨在培育未來設計新秀，使之具備：1.美學知識與涵養
；2.工程科技之應用能力；3.使用者導向之創新能力；4.跨領域創新
整合能力；5.創意表達與溝通能力。(二)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
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三)學系網址
：http//www.dyu.edu.tw/~id5030。電話：04-8511888轉5011。

1715  大葉大學 造形藝術學系 Dept. of Plastic Arts

（一）素描作品三件~五件，以A4格式製作成冊，均需註明作品名稱
、年代、尺寸、材質。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6
886-3-3412500分機1332
886-3-2705720

33857 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1號
招生暨就業事務部

http://www.knu.edu.tw

開南大學     Kainan University

開大目前已有商學、運輸觀光、資訊、人文社會、健康照護管理五大學院，共計21個學系、14個研究所，學生9,500人、教職員近
500人，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比例高達96.53%，在管理領域已有相當紮實的基礎。由於開大位居桃園國際機場、中山高速公路、
臺灣鐵路與高速鐵路交通匯集樞紐，是故國際化與商務運籌管理是開大得天獨厚的特色。未來本校發展目標將持續邁向專業化與
國際化，從而培育出高素質具國際觀的人才，為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男女兼收；住宿方面本校備有宿舍，歡迎僑生
申請。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800  開南大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Program)

（一）歷年成績單。（二）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歷。（三）中英文
需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企業管理課題有興
趣的海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1804  開南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一）歷年成績單。（二）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力。（三）中英文
需具基本的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會計資訊相關課題有興
趣的海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4762  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創業管理組Dep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Program

（一）歷年成績單。（二）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歷。（三）中英文
需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中小企業創業管理
課題有興趣的海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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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希望招收對造型藝術－包括繪畫、雕塑、工藝設計以及藝術應
用等具濃厚興趣之學生，培養藝術創作實務或理論研究之學子，以其
個人將來具良好發展基礎，國家社會或有用人才．希望進入本系之學
生，生活重點以課業為重，無不良嗜好，並且具有積極進取之學習及
生活態度．(二)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三)
學系網址 http://www.dyu.edu.tw/~pd5070/(四)連絡電話: 
04-8511888分機5131



4763  開南大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Management Program)

（一）歷年成績單。（二）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歷。（三）中英文
需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科技管理課題有興
趣的海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0
886-5-2720188
886-5-2720234

62249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教務處招生中心

http://www.nhu.edu.tw

南華大學     Nanhu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網頁，網址:http://www.nhu.edu.tw。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885  南華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一）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精神障礙、心臟病者，宜慎重考慮
。（二）本系學生須具備素描、創意表現之基礎能力，報名時請一併
繳交下列資料，通過者始得有機會入學就讀；所繳交之資料一律不退
還，如發現成果作品為他人代作或抄襲者，取消其入學資格，已入學
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1.讀書計畫：闡述修讀「創意產品設計學
系」的動機、計畫與自身的美術設計相關背景。2.成果作品：美術設
計相關作品或競賽得獎作品，請以拍照的方式將作品資料製作成冊。
3.推薦函一份。

1886  南華大學 民族音樂學系 Dept. of Ethnomusicology

（一）必須提供主修、副修專業，足以證明有音樂專業能力之影音資
料（兩項合計60分鐘以上）供本系審核。（二）必須檢附自傳、成績
單、歷年比賽或演出記錄。

1887  南華大學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Dept. of Visual and Media Arts

藝術相關作品集或報告皆可。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5
886-2-28819471
886-2-28838409

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招生組

http://www.scu.edu.tw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一）法律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其餘各學系修業四年，男女兼收。（二）人文社會、外國語文及理學院學生在台北市士林區臨溪
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商學院學生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三）為使學生得以充分運用教學與各
項生活資源，法商學院一年級新生每週規劃部分課程至外雙溪校區上課。（四）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
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其能力與素質
。（五）部分學系規劃有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六）本校備有學生宿舍，並可租用附近民房。有關本校宿舍及學雜費收費
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頁（http://www.scu.edu.tw）查詢。（七）相關獎助學金請至本校生活輔導組網頁
（http://www.scu.edu.tw/life）查詢。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945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 Dept. of Music

1.除海外聯招會規定繳交資料外，報考同學須另繳交自傳、教授推薦
函、創作作品(作曲組)或影音檔案(演奏/唱組)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
2.考生提供之創作作品須為本人自創，若有抄襲或由他人代作，錄取
前發現者，取銷其報名資格；錄取後發現者，取銷其錄取資格或開除
學籍，亦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勒令繳銷其學
位證書，並公告取銷畢業資格。
3.考生繳交資料一律不予退件，請自留原件或備份。

1.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2.本校招收樂器別有：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
音提琴、豎琴、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小號、法國號、
長號、低音號、敲擊樂、作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4
886-4-8876660
886-4-8871542

52345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招生事務處

http://www.mdu.edu.tw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就讀期間，保證提供學校宿舍。
三、提供寒暑假學生宿舍免收住宿費。
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及優秀僑生獎學金（學雜費全免）
五、專責輔導單位，提供免費專業及華語輔導課程。
六、設有專責輔導單位。
七、校址：52345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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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網址：http://www.mdu.edu.tw。
九、電話：886-4-8876660、傳真：886-4-8871542。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770  明道大學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 Dep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本系「結合學術與實務，培養具有創新知能與就業競爭力之經營管
理人才」為教育目標，並以「建立完善的就業輔導機制，以取得證
照落實專業實務」為特色。採模組化課程，學生依個人興趣與學習
能力進行商業管理課程組合，包含基礎管理學、知識管理、科技管
理、創新管理、行銷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作業管理、
資訊運用等課程，再加以就業學程輔助，使得畢業生成為產業之最
愛。

1771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承辦宏都拉斯總統來華訪問國宴，或外交部邀請至泰國、澳洲、紐
西蘭示範台灣美食。擁有國家級級檢定場專業教室，大三由學校安
排6個月至五星級酒店專業實習（月薪約NT$18000元）。課程實務
與理論並重，有多名具五星級酒店高階主管獲行政主廚資歷名師
，輔導考取餐飲專業證照。

1772  明道大學 休閒保健學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Holistic Wellness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培養休閒產業經營、戶外教育活動指導及身心靈保健養生的專業人
才。提供多元學習方式，透過理論、實務、證照及就業的四合一教
學模式，與政府機關及企業合作，提供同學實務實習機會，由實作
中驗證理論，並藉以培養未來進入職場的就業力。擁有許多專業場
地：獨木舟、攀岩場、漆彈場、探索教育場及SPA館。

1773  明道大學 國際行銷與運籌學系 Dept. of Global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教學特色以實務實作為主，訓練行銷策略、商品創意開發、通路管
理、行銷企劃與整合行銷傳播等全方位行銷能力。透過「網路商城
」、「格子舖」、「模擬企業」、「市集實戰」等課程設計，驗證
所學理論，同時提供學生在學時就可以在「網路商城」、「格子舖
」、與「觀光市集」實際進行「創業」歷程，不僅讓你在畢業前擁
有兩年工作經驗，還可學習到寶貴的創業經驗，成為「學生創業家
」。

1774  明道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課程設計導入全國首創「實務操盤戰術」，由老師指導學生學習實
務操盤分析，輔導各項財務金融專業證照考試，舉辦投資理財講座
，提供政府機關、銀行、證券公司及保險司等實習機會，及獎助學
金補助。

1775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Design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作品集、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
明，或榮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應世界潮流所趨，為全台首創，針對數位媒體與3D動畫等領域為教
學重點。課程著重「美學」、「實務演練」、「數位資訊」、「影
音剪接」，建構三大學程：設計創作、媒體傳播及互動科技。涵蓋
CIS設計、視覺傳達、工業設計、產品設計、空間設計、動畫、電
影、數位多媒體、網路設計、虛擬實境、遊戲設計及藝術創作等。

1776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Dept. of Fashion Imaging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作品集、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
明，或榮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因應時代趨勢、落實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理念，從理論紮根
，藉由實務印證，進而養成就業或攻讀碩士班的能力，專任師資美
、加、德、英、法、日等國內外知名大學相關科系，培養學生更多
機會涵養多元國際時尚觀，課程領域包含「核心必修課程」、「時
尚創作學程」、及「時尚展演學程」，設有金工、玻璃、服裝、織
品及整體造型五大工坊，培養專業技巧，畢業生除在國內外研究所
攻讀碩士以上學位，亦可在整體造型、珠寶配飾、彩妝髮型、展演
規劃及經營時尚產業等領域就業。

1777  明道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景觀設計是綜合美學、工藝、工程及園藝設計等的21世紀熱門專業
。位處台灣最重要的精緻園藝及景觀設計中心，主要學程包含「景
觀設計學程」-基礎藝術、庭園景觀、景觀實務規劃設計等；「景觀
規劃」-景觀風水專論、環境影響評估、都市及區域計畫概論等；「
景觀營建」-景觀模型及複合媒材創作、工程圖學、景觀專業實習
，並增加電腦輔助影像處理、公共藝術等專業程。落實真實案例課
堂操作，強化師徒制小組教學，及鼓勵海內外參與式研究。

1778  明道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系 Dept. of Design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一）以自然保育、生態旅遊及環境設計為重點，注重實務操作及
校外教學體驗，培養具一技之長的專才。（二）每年與業界合作
，提供2個月暑期專業實習機會，及早進入職場實習，提供就業保
證。（三）課程規劃可報考相關領域技師、軟體證照及設計領域研
究所，提供多元就業及升學管道。（四）每年提供新台幣14萬元專
屬獎學金，供本系學生申請。（五）課程包含綠環境學程、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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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綠設計學程，培養綠能、有機、健康的綠領人才。

1779  明道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參考資
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譽及得
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秉持明道注重人文教育之精神，將中文教育與實際生活、工作相結
合。課程培養語文教學、編輯採訪及口語表達能力。與「明道文藝
社」、「明道現代文學館」合作，拓展文學及文學藝術教育，辦理
「華語師資培訓班」、「作文教師研習班」，培訓語文師資專業
，並與知名出版社合作，安排實習課程。另有「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供同學畢業後深造。

1780  明道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摒除制式傳統西洋文學的艱澀與狹隘，把英語教育貼近學生生活中
，穩固學生英語的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的基礎。配合學術講座
、專題製作、戲劇演出等方式，培養多面向發展英語語文專業能力
。培育科技及經貿英語實務人才、及英語教學專業師資。畢業出路
：商務經貿人才、英語教學專業師資、資訊傳播之編譯及廣播人才
、進入研究所深造。

1781  明道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Studies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以廣泛兼顧日語文各面向之專業課程，強化日語聽、說、讀、寫、
譯等五項能力。多樣輔助學程培養第二專長，結合日語及專業能力
，強化就業競爭力。定期舉辦日本短期留學、交換學生，營造日語
實況，拓展國際視野。

2433  明道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本系結合數位傳播行銷、網路媒體經營、電腦遊戲製作、人機互動
設計，以適性適才學習、重實務自我挑戰為特色，培育電腦程式設
計、數媒行銷、網路技術整合、專案企劃與執行及跨領域整合等核
心能力，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與團隊精神之專業人才。

2434  明道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本系以「培育全方位基礎教材之通才教育，養成具備先進功能材料
製程與分析能力之材料工程師」為發展目標。並以「薄膜/奈米技術
為學術研究核心，強化學生材料分析與真空製程實務之操作能力」
為發展特色，發展方向將以奈米材料、光電半導體材料、薄膜材料
及能源材料為標的，本系並以薄膜太陽能技術與實務為研究教學特
色。

2435  明道大學 光電暨能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本系以能源光電技術（如太陽能光電、光電檢測、照明設計、立體
顯示等）及能源系統（太陽能、風力發電、燃料電池、節能技術等
）為課程主軸，強調理論和實務並重，培育綠色能源科技之專才。

3239  明道大學 精緻農業學系 Dept. of Post-Modern Agriculture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唯一位於農業精華區內的農學系，校內有1.5公頃果園、0.6公頃設
施農場、12公頃有機生產農場及500m2專業實驗室。師生住校朝夕
孺慕，理論實際並重。以有機農業、設施農業與生技農業為發展特
色，造就摩登農場樂活達人，開創農業科技新世代。

3240  明道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必繳資料：200字自傳（含申請原因）、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參考資料：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或社團表現，或社會服務證明，或榮
譽及得獎紀錄、或能力檢定證書。

本系以生物科技之「後基因體」為課程規劃主軸。並以「生物資源
學程」、「生物資訊與系統生物學程」與「生技香妝品學程」為本
系特色，經由與現代生物科技接軌之課程內容，培植生物技術與生
技產業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2
886-2-26632102
886-2-26633763

22301 新北市石碇區華梵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hfu.edu.tw

華梵大學     Huafan University

一、本校男女兼收，備有男女宿舍，一年級新生享有優先住宿權利。二、一年級須接受服務教育，修習及格者始能畢業。三、本
校以闡揚儒佛思想、融合人文科技為目標。歡迎認同本校創校理念「覺之教育」與創校宗旨「人文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生
」之青年學子報考。四、本校開設各校級、院級相關就業學程，延攬業界專業師資，讓學生所學的知識理論與未來職場接軌。五
、本校校內設置二十餘種獎助學金，另有校外獎學金八十餘種，獎助名額多。校內各單位並提供工讀機會，協助同學養成獨立自
主精神，擴展學習領域。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907  華梵大學 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1.自傳2.成績單3.自我表現報告(請將自己的潛力、特色及能力表現成
果編輯成冊)。

係配合全球經濟浪潮，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積極培養台灣社會所
需之高級空間文化建設人才，以及跨足國際（特別是大陸）市場之
高級空間設計師。報考建築學系者，須辨色能力正常。本系已通過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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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Division of  Product Design

個人作品集、歷年成績單等有助審查之資料。
教學內容主要分為生活科技產品設計、時尚商品設計、設計藝術創
作三大領域，著重創意啟發與設計知識之應用。有視覺障礙或辨色
能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909  華梵大學 美術與文創學系美術創作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Division of Fine Arts

個人作品集、歷年成績單等有助審查之資料。
除基礎美術專業訓練外，強調同學性靈的啟發與人文哲思的培養。
重視東方書畫藝術與西方當代藝術之結合，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
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910  華梵大學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環境設計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Hazards-resistant Design

在校成績證明、自傳、讀書計畫。
著重在自然環境之生態景觀與防災設計，期培育具永續發展觀之環
境設計人才。
4770  華梵大學 美術與文創學系文創設計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Divis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個人作品集、歷年成績單等有助審查之資料。
文創設計組旨在培養文化創意產業專才，課程著重創意設計與文化
主題的企劃，執行和行銷，使修業學生建構全方位的文創能力，具
備職場競爭力。
4771  華梵大學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環境防災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Hazards-resistant Design：Division of  Environment
Hazards-Resistant

在校成績證明、自傳、讀書計畫。
著重在自然環境之生態保育與防災設計，期培育具永續發展觀之環
境設計人才。

4965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交通工具設計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Division of  Transprotation Design

個人作品集、歷年成績單等有助審查之資料。
交通工具設計所需的環境不同於產品，製作模型的傳統也異於其它
，本系是全台唯一有完整交通工具設計學程的科系，透過互動式引
導教學，逐步涉略關於交通工具設計的專業知識及思維，建立交通
工具設計師必備之基礎。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3
886-2-25925252
886-2-25855215

10452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40號
註冊組

http://www.ttu.edu.tw

大同大學     Tatung University

本校位於台北市中心，鄰近捷運站，生活機能佳。
榮耀：
全校系所皆通過系所評鑑/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榮獲教育部「爭取企業產學經費與效率」私校第一名
榮獲德國iF設計大獎、紅點設計競賽大獎
全國首座WiMAX校園網路

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學金
學業成績進步獎學金
出國獎學金
僑委會獎學金

*僑生優先住宿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914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自傳
2.足以表彰個人優點之紀事
3.歷年成績單

能接受中文授課。

1915  大同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1.歷年成績單
2.中英文自傳
3.特殊表現或得獎紀錄
4.其他競賽成果或檢定證明, 可自由提供

依一般限制。

1916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 Dept. of Media Design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Division

1.作品集
2.自傳
3.歷年成績單
4.特殊表現或得獎紀錄

需要正常之辨色能力。

1917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Dept. of Media Design Digital Game Design Division

1.作品集
2.自傳
3.歷年成績單
4.特殊表現或得獎紀錄

需要正常之辨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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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2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Division

1.自傳
2.足以表彰個人優點之紀事
3.歷年成績單
4.推薦函
5.讀書計畫

(一)本系組著重機械應用於電子產業能力之養成，培育電子產業所
需之專業人才，提升機電控制、電子韌體與電子散熱等能力。(二
)需工廠實習課程，凡有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483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echatronics Division

1.自傳
2.足以表彰個人優點之紀事
3.歷年成績單
4.推薦函
5.讀書計畫

(一)本系組著重系統整合與設計能力之養成，培育精密產業製程、
設備、研發及設計人才，提升工程分析與機械設計等能力。(二)需
工廠實習課程，凡有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484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
3.推薦函2封
4.其他特殊表現

本系課程設計涵蓋積體電路、控制系統、電力能源、通訊與訊號處
理、網路、天線與微波工程、光電半導體等領域。教學注重理論與
實驗並行，實驗設備完善，學生一人一組，教授親自指導。教育目
標在培養學生成為具備獨立思考、主動學習與力行實踐能力的高科
技人才。

2485  大同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歷年成績單(含班級名次百分比)
（一）需要正常之辨色能力。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 或肢體障
礙者, 宜慎重考慮（二）本系擬招收有志於學習化學工程相關知識
之學生. 在新興產業中如半導體製程, 光電高分子材料, 生物科技及
能源技術等, 均牽涉到許多化工相關製造. 有志成為高科技產業之工
程師, 而又具有化學與數理興趣者, 將是本系招生與培養的對象.

2487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推薦函
2.歷年成績單
3.自傳
4.讀書計畫

本系設有6大學程---資通安全學程、通訊與訊號處理學程、嵌入式系
統學程、計算機結構學程、網路多媒體學程、全球網技術學程。歡
迎有興趣的同學選讀。

2488  大同大學 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1.推薦函
2.自傳
3.歷年成績單
4.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成立於民國72年，目標是
培育對高分子、電子、金屬、陶瓷等領域有專長之人才，對國家工
業發展有所貢獻。現有專任師資17人皆畢業於國內外知名大學，研
究領域涵蓋表面改質、陶瓷、金屬、電子材料、複合材料、奈米材
料、儲能材料及生醫材料。

2490  大同大學 資訊經營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
3.讀書計畫
4.推薦函一封

本系課程結合資訊科技與商業管理, 就業領域包括資訊系統開發與
服務.
特色課程包括企業資源規劃(ERP), 商業智慧, 手機程式設計等.

3258  大同大學 生物工程學系 Dept. of Bioengineering

1.歷年成績單
2.手寫自傳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因應生物科技
與生物產業發展之需求，配合生物基礎學理與生技產程製程之相關
課程，培養能從事生物科技產業之工程師、科學家與經營者為目標
。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9
886-3-5302255
886-3-5391288

30092 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48號
招生服務處

http://www.hcu.edu.tw

玄奘大學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一.位於新竹市科學園區，距離桃園機場30分鐘、新竹高鐵站20分鐘。二.交通便利，國光客運從校區直達台北市只要90分鐘。三
.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新台幣2億元，教育資源豐沛。四.系所評鑑榮獲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全數通過認證
。五.僑外生保證都有住宿床位，五人一間，房間內設有獨立衛浴並有網路、冷氣⋯等等。六.專人機場接送服務，並設有僑外生聯
誼社，提供生活照料。七.學雜費低廉，平均每年約新台幣9萬至11萬，另設有僑外生獎助學金及減免優惠。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851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1.歷年成績單
2.師長推薦函
3.作品集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以培育傳播內容創意及產製人才為基本目標，教學設計以「智
德奠基創意啟發→創意呈現→廣播電視戲劇產製→內容管理與行銷
→傳播欣賞與批評」為軸心，聘請專精教授使用先進之數位電視攝
影棚、廣播錄音室等進行教學及實務操作，並與業者進行產學交流
。

1853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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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年成績單
2.師長推薦函
3.作品集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以平面設計為基礎，結合數位媒體設計之專業技術；應用於廣
告企劃、視覺設計、包裝、多媒體設計、影音剪輯、2D與3D動畫
等文化創意與數位內容產業，培育具藝術創意、美學素養、科技創
新的國際級設計人才。

4501  玄奘大學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Dept. of Art and Creative Design

1.歷年成績單
2.師長推薦函
3.作品集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以培養文化創意展演產業發展人才為方向，以實用開發價值與
展現美學藝術經濟為教學重點，重視學生藝術、行銷與創新能力
，並以提升未來與國際合作的專業能力，鼓勵並率領學生參加國際
藝術創意設計比賽。

4502  玄奘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1.歷年成績單
2.師長推薦函
3.作品集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本系目標在於培育數位內容產業所需創意設計人才，以影視廣告數
位動態片頭、數位多媒體、網頁以及動畫相關之影音製作為教學重
點，重視學生合作思考、行銷與創新能力。未來將著重與跨國展演
數位媒體的合作交流，並鼓勵及率領學生參加國際性比賽。

4874  玄奘大學 影劇藝術學系 Dept. of Performing and Screen Arts

1.歷年成績單
2.師長推薦函
3.作品集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為使學生具有專業編導製播的硬實力與融合文化展演的軟實力，本
系的人才培育區分「影視編導製作」與「秀場時尚展演」兩大特色
主軸，以學分學程的模組型態提供同學劇本創作、編劇、導演、導
播、節目企劃與行銷，及秀場舞台規劃與時尚展演營運等相關專業
課程。

4875  玄奘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1.歷年成績單
2.師長推薦函
3.作品集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因應美學經濟社會，本系積極培養具有流行、創意、美感與實務能
力的時尚產業設計、展演與營運人才。「整體造型」、「時尚精品
」為本系特色，提供妝髮服飾造型、精品袋包設計等專業課程，輔
以展演、營運訓練，養成學生微型創業實力、立足流行文化產業核
心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2
886-5-5372637
886-5-5372638

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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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備有學生宿舍。
二、本校訂有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三、在交通方面，無論是火車或高速公路至本校均非常便利，另本校每日有7班次校車提供全校師生往返斗六火車站接送服務（每
次10元）。
四、101學年度學雜費之收費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學費：工業類
$16,979；商業類$16,833。雜費：工業類$10,866；商業類$7,349。
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獎助學金、工讀機會可供申請。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196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1.成績總表正本1 份。
2.自傳1份。
3.推薦信2 份。
4.學習研究計畫書1 份。
5.作品集1份。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
為宜。

252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成績總表正本1 份。
2.自傳1份。
3.推薦信2 份。
4.學習研究計畫書1 份。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具備數理基礎。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

294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Architecture Design Program

1.成績總表正本1 份。
2.自傳1份。
3.推薦信2 份。
4.學習研究計畫書1 份。
5.作品集1份。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
為宜。

294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Interior Design Program

1.成績總表正本1 份。
2.自傳1份。
3.推薦信2 份。
4.學習研究計畫書1 份。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
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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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品集1份。
6.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1
886-2-27376113
886-2-27376661

10607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註冊組

http://www.ntust.edu.tw/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本校師生近年師生表現：
(一)世界大學排名351，全國第五。(英國泰晤士報) (二)亞洲大學排名56，全國第五。(2010英國QS)(三)德國iF設計獎：大學排名
全國第一，全球第ㄧ。(四)台灣11所頂尖大學之一。(五)最有潛力職場黑馬：全國第四。(2009遠見雜誌與人力銀行)(六)出入職場
最優秀新鮮人：全國第五。(2009遠見雜誌與人力銀行)(六)歐盟科研架構國家據點台灣辦公室：台灣唯一。
二、本校位於台北市文教區，鄰近公館捷運站，學風鼎盛，生活便利。
三、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優先住校。
四、對於經濟上有需要之學生，本校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含清寒僑生助學金）。
五、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251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文
能力、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本系宗旨在培育國際一流的化學工程研發及技術人才暨進行尖端創
新之研究。本系發展方向包含熱力學、觸媒與反應工程、表面、界
面及奈米科學、光電材料、能源材料及技術、高分子科學與工程、
生化及生醫工程、環境工程、程序系統工程及潔淨技術等。

251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文
能力、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的教學研究發展方向，分為有機高分子材料、
材料製程及無機固態材料等三領域，有機高分子材料領域研究開發
功能性高分子、高性能有機材料、複合材料、高分子薄膜材料、先
端高分子材料合成、有機光電元件、生醫材料及綠色能源材料，發
展最新之奈米、光電及生醫等先端科技。材料製程領域研究開發材
料加工製程技術、製造系統之CAD/CAM、電腦整合製造及相關工
程設計與生產自動化技術。無機固態材料領域研究開發金屬玻璃、
電子陶瓷材料、非晶質合金、金屬/陶瓷功能梯度材料、半導體薄膜
材料、高溫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微感測器、發光及被動電子元件
及太陽能電池材料。

251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Dep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文
能力、成果作品、特殊才能、學科成績特優及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
資料等）。

本系之研究發展著重於營建管理、大地工程、結構工程、營建材料
及資訊科技等五方向，並特別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及跨領域之科技
整合。

251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文
能力、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本系的發展涵蓋了政府大力扶持的兩兆雙星及具前瞻性的電子科技
，如無線通訊與信號處理技術、類比電路及IC設計、嵌入式系統、
半導體技術、奈米材料、光電系統、影像顯示技術與照明等。

281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文
能力、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本系之目標在培育建築專業人才、改善國內建築設計技術、提高建
築生產力，提昇建築品質。發展方向包括電腦輔助建築設計、規劃
設計自動化、建築計畫、都市設計、建築環境科技、建築思維與建
築文化等項目，各有特色的實驗室及研究室。

286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sign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及讀書計畫。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社團參與、學生幹部、證照、競賽成果、語文
能力、成果作品、特殊才能等。）

本校工商業設計系成立於1997年，分為工設與商設組，1992年成立
碩士班，2000年開設博士班。學術特色趨向創新設計研發：產品設
計、視覺行銷設計、數媒互動設計、設計管理，整合各領域專業課
程與師資，教學多元具特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7
886-6-9264115
886-6-9264265

88046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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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雜費全國最低。
二、教學預警措施：於期中及期末成績公布後，針對課業成 績不佳學生進行輔導。
三、每學期設有成績優良前三名獎學金。
四、設有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工讀機會、學雜費減免等獎助措施提供學生申請。
五、新生優先安排住宿。
六、本校設有專責人員，負責安排到校後的各項生活協助。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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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54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Dept. of  Marine Sports and Recreation

1.自傳。2.高中成績單正本一份。3.中文能力證明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7
886-7-3617141
886-7-3648154

81157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研究發展處

http://www.nkmu.edu.tw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本校為一所培育海洋相關專業人才的專門學府，以中文教學為主，教育目標將秉持大學教育的傳統精神，並以「發展海洋實用科
技」為主要訴求，希望培養學生具有海洋人之廣闊視野與健全胸襟，成為台灣最具海洋特色之科技大學。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本校肩負國家賦予海洋開發與培植人才的責任，培植海洋人才，在此基礎理念之下，本校以培育海洋
科技與水產相關之專業技術與經營人才為教育範疇，綜合海運、運籌、海事工程、水圈科技形成一個具有『橫向交集』的共同體
，發展海洋科技；除了傳授專業技術之外，亦特別重視科技人才所需要的求真精神。重視人文教育，透過通識課程比重的合理化
與內容的精緻化，希望培育出符合社會需求之海洋人才，具備忠、信、勤、勇之傳統美德，徹底提昇大學教育所要求之向善與審
美之基本素養，厚植海洋台灣的永續發展基礎。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343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生物技術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申請者請檢附下列資料:
1. 高中職學歷成績單正本。
2. 自傳、履歷及讀書計畫(須簡述選擇就讀本系之動機與目的)。
3. 相關著作或作品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語文能力證明等)。

本系有完善之課程規劃，以培養具有生物技術基礎理論、實務應用
及研發能力之生技專業人才為目標。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2
886-4-22195678
886-4-22195111

40401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教務處課務組

http://www.ntit.edu.tw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本校自民國八年創校迄今，已有九十餘年歷史，畢業校友逾十六萬人，為國內重要培植商業技術人才，並具有優良傳統校譽
之學校。
二、本校設有商業、管理、設計、語文、資訊等五學群，統合各系所教學及研究資源，並推動實務實習及專題製作，成效良好。
三、本校因應國際化趨勢，特成立【語言中心】，包含新建置六間多媒體語文教學空間及數位網路平台自學中心，提供全方位外
語學習環境。
四、對經濟有困難之學生，提供各項獎助學金。(相關獎助學金資訊:http://163.17.145.136/student20/03award.asp)
五、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約1400多床位，提供遠道學生申請。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03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Multimedia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檢附作品
集及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三）繳交內容不得代筆，若非本人
作品經查證屬實得取消其錄取資格。（四）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
者、不宜。（五）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7
886-6-2533131
886-6-2537622

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尚頂里南台街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stut.edu.tw

南台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南台科技大學係前總統府國策顧問吳三連先生為響應政府鼓勵私人興學，培植工商專業人才，並以辦理「第一流」學府為創辦職
志。本校校風清純，勤奮辦學，成效卓著。民國80學年起，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頒發辦學績優學校，為工商類私立專校獲獎全國
最多之最優良學府。 98年度更獲得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中全國最優。2006~2012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總共獲教育部補助4.78億，為
全國私立科技大學第一名。2011年7月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為全國科大第一。學雜費收費比照國立大學(每學期NT24,100元)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073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本系設計校外三明治教學，實施英文能力認證，與日本、英、美、
紐、澳等國外知名大學締結姐妹校。進入本系就讀之學生，必須訂
作招待及服務服裝以配合教學實習時數及相關戶外教學，並鼓勵學
生參加國外參訪實習及研習。

4074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從事校外三明治教學，與日本、英、美、紐、澳等國外知名大學締
結姐妹校。進入本系就讀之學生，必須訂作餐旅專業實習服裝以配
合教學實習，必須訂作招待及服務服裝以配合教學實習時數及相關
戶外教學，並鼓勵學生參加國外參訪實習及研習。

4075  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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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076  南台科技大學 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Dept. of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dustrial Management Program)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077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078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Care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080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ommercial Design Program)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4081  南台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Entertainment Science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4700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702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703  南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704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Electronic Business Program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705  南台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706  南台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4707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4709  南台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4710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2596  南台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2903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utomatic Control Program)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2907  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ntrol and Chip Program)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2908  南台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無視、聽之能力障礙者。

2909  南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 Program)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學校及系組規定 - 41 -



2910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2911  南台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2925  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ower and Information Program)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2926  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Biomedical Electronics Program)

審查資料：1.高中歷年成績總表正本1份。2.自傳1份。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1
886-4-2389-2088
886-4-23845208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ltu.edu.tw

嶺東科技大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一、有關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ltu.edu.tw）。二、本校一年級新生
必須修習「勞作教育」（1學年、0學分、必修）。三、辨色力異常者報考本校設計學院各系(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
流行設計系、科技商品設計系)，宜慎重考慮。四、依一般限制。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200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培育具企劃力、執行力、領導力，集三力於一體的優質管理人才。

4201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因應休閒與觀光產業發展之需求，培育具休閒資源規劃、深度旅遊
、觀光語文與服務品質創意等之專業人才。

4202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因應企業發展趨勢，培養優秀之國際企業人才。

4203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培育企業所需具備創新與務實觀念之專業行銷與流通管理人才。

4204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企業需要，培育具優質外語能力之專業人。

4205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

為因應國際金融市場愈趨整合的發展趨勢，本系將培養具有規劃、
分析及實際操作能力的高級財務金融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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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4206  嶺東科技大學 財政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培育兼具財政稅法專業知識，與企業理財規劃能力之專業人才。

4207  嶺東科技大學 金融與風險管理系 Dept. of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企業需要，培育理論與實務的專業金融與風險管理人才。

4208  嶺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企業所需會計相關人才，培育會計與相關專業知識之理論和實
務兼備，並具國際觀、崇高職業道德及溝通表達能力之全方位會計
專業人才。

4209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工商企業之需要，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科技與藝術合一之平
面設計、廣告、繪畫、展示、多媒體等視覺傳達設計專業人才。辨
色力異常者報考宜慎重考慮。

4210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Content Design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國家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結合動畫、影視、多媒體應用傳播之
理論與實務，加強學生美學素養、科技應用與人文社會關懷，培養
兼具跨領域整合與創意傳播之國際化設計尖兵。辨色力異常者報考
宜慎重考慮。

4211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國家發展美學經濟及流行產業之國際化與科技化，整合服裝、
髮型、化妝、飾品等之全方位整體造型流行設計，培育兼具創意企
劃與製作行銷之設計人才。辨色力異常者報考宜慎重考慮。

4212  嶺東科技大學 科技商品設計系 Dept. of Technological Product Design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國家推動工業產品設計暨創新發明發展計劃，結合產品設計理
論與實務、電腦輔助設計製造與消費者情感與需求探討，培養具有
設計創新創意工業產品能力的頂尖工業設計人才。辨色力異常者報
考宜慎重考慮。

2670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Dept. of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System Administration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工商企業之需要，培養學生具企業網路規劃設計與管理之能力
、數位家庭感測網路與居家照護之規劃設計能力、電子商務網站規
劃設計與管理之能力、網路應用軟體開發之能力。

2671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本系以培育資訊與管理兼具、技術與人文兼備之全人化人才。包括
企業經營管理與電子化、企業資訊系統設計與開發、以及企業資訊
系統維護與管理之專業人才。

2672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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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資料及審查項目：
一、必繳：1. 在校歷年成績單、2.自傳、3.讀書計畫。
二、選繳：1. 書面學習成果（如作品集或研究報告等）、2. 師長推薦
函、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社團參與、相關證照或學生幹部證明等
）。
三、上列資料各1份，統一以A4格式製作裝袋及繳交。

配合工商企業之需要，培養學生具有將資訊充分應用於行動科技研
發能力，充分瞭解並掌握最新科技技術，將知識融入生活中之技能
。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4
886-6-253-5643
886-6-2541309

71002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招生組

http://www.tut.edu.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本校（原台南科技大學）位於台南市永康區，距中山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約1公里，交通便捷、生活機能完善。
(二)校園寧靜優美，充滿人文氣息，校園角落隨處可見各種藝術雕像與作品展覽；各類競賽表現卓越，學生社團活躍，屢獲教育部
績優社團評鑑佳績。
(三)教學設施完善而充足，教室備有冷氣與視聽設備，圖書館藏書豐富且設備新穎。校園設有運動場、籃球場、網球場⋯等健康活
動場所。
(四)本校備有冷氣空調宿舍，僑生可優先入住。
(五)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www.tut.edu.tw/webmaster/TUTExam/index.asp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24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可在未來就讀時跨其他設計系科（室內設計系、商品設計系、多
媒體動畫系）選修課程，使成為全方位之創意設計人才。(二)申請本
系者，須於報名時繳交以下資料進行書面資料審查：1.個人自傳、簡
歷。2.個人作品集（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3.以中文
進行溝通為原則（包含書面資料以及爾後學習生活語言能力）。(三
)辨色力異常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餘一般限制。

424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一)可在未來就讀時跨其他設計系科（室內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多媒體動畫系）選修課程，使成為全方位之創意設計人才。(二)申
請本系者，須於報名時繳交以下資料進行書面資料審查：1.個人自傳
、簡歷。2.個人作品集（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3.以
中文進行溝通為原則（包含書面資料以及爾後學習生活語言能力）。
(三)辨色力異常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餘一般限制。

4246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Dept. of Multimedia & Animation

(一)可在未來就讀時跨其他設計系科（室內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商品設計系）選修課程，使成為全方位之創意設計人才。(二)申請
本系者，須於報名時繳交以下資料進行書面資料審查：1.個人自傳、
簡歷。2.個人作品集（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3.以中
文進行溝通為原則（包含書面資料以及爾後學習生活語言能力）。(三
)辨色力異常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

424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術系 Dept. of Fine Arts

(一)自傳(二)作品集（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三)以中
文進行溝通為原則（包含書面資料以及爾後學習生活語言能力）。(四
)辨色力異常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餘一般限制。

453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舞蹈系 Dept. of Dance

請附上獨舞或雙人舞1-3分鐘DVD。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2.心臟病、氣喘病、
嚴重脊椎畸型或嚴重運動害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0
886-5-226-7125
886-5-2260213

6215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
國際交流中心

http://www.wfu.edu.tw/

吳鳳科技大學     WuFeng University

一、唯一以「安全」為核心特色之技職校院，且全校可無線上網。二、20億打造全新校園－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建築師李
祖原等設計的呦！、延攬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中正、中央、嘉大、國北師、市北師、彰師大、警大等校優質師資團隊，發
展為雲嘉南地區技職校院之指標學校。四、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五、全校教室均設有冷氣，且
具備有男女生宿舍、每間宿舍均為冷氣房間並連接學術網路。六、學雜費依教育部核定標準辦理收費。七、對於經濟困難者，本
校提供的協助措施：（一）獎助學金（二）工讀機會。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374  吳鳳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一、幼兒保育系：配合國家幼兒保育教育政策，培育e世代優質教
保專業人才，依據學生個人興趣，分為「課後照顧組」、「創新與
產業組」等模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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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二、另有幼兒體能與遊戲 (提供學生同時學習體能運動及幼兒遊戲
相關知識) 與兒童美語教學 (提供學生同時學習兒童美語及幼兒教保
相關知識) 跨科系學程，增加學生就業機會及競爭力。
三、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四、餘依一般限制。

4375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為因應政府推動觀光政策，培育專業餐飲旅館業管理人才為系
主要發展方向。課程依學生職涯發展方向，分為「廚藝創作」與「
餐旅管理」兩大模組，並配合「三明治」教學實務實習，培養學生
帶著走的職場就業能力。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4727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本系的教育理念與教育目標，在於充分遵照國家重點科技與產業升
級政策，同時關心學生畢業後就業的需求，以安排「最後一哩」的
課程觀點，配合本校發展「安全」理念的策略，在教學與實習中導
入與安全相關的實用觀念，據以擬定下列發展目標：
一、結合資訊與商務管理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培養學生具備資訊專
業的就業職能。
二、結合資訊與商務專業領域的理論與實務技能，培養學生具備採
購最適化資訊系統的應用能力。
三、結合數位與平面媒體的知識與技術，使學生在數位內容創作領
域有編製與開發產品的「專案規劃能力」。
四、主動爭取專案建置經費，導入區域工商活動的發展需求課程
，專門提供各種商務管理與商務資訊化的教育訓練。

4729  吳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以培育兼備創意能量、數位製播能力
和通路管理技術之專才，並著重於服務與業務能力之養成，以強化
學生就業時與就業後之競爭力。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的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4730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二大發展領域：兒童美語教學、觀光休閒。兒童美語教學觀光
休閒：以「兒美實務教學」、「兒美教材編制」與「兒美補教經營
管理」為重點發展方向。
　　觀光休閒：以「飯店觀光商務」與「導遊領隊訓練」為重點發
展方向。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4731  吳鳳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為配合國家運動休閒活動的推廣，提昇民眾生活
品質，為運動健康推廣與諮詢、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休閒遊憩事
業經營與管理等產業，提供專業人才。每年定期結合產、官、學界
舉辦國際大型運動健康與休閒研討會，並辦理多場業界實務研習及
講座，以增進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學生職場專業之技能。本系在人材
培育規劃上分為兩大區域：
一、運動健康領域：以體育教師、運動教練、體適能指導員、健身
指導員(教練)、幼兒律動指導員⋯等。
二、運動休閒領域：外(華)語導遊及觀光領隊、休閒渡假村管理人
員、休閒運動指導人員、休閒SPA輔導員、休閒運動指導員(戶外體
驗教育、極限運動)⋯等。

4734  吳鳳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為符合台灣觀光休閒產業之特色及地區觀光產業特色，本系之
課程安排以貼近產業發展為主軸，以休閒遊憩、觀光旅運管理二大
領域為課程發展特色及目標。
二、本系專業教室均採情境擬之現代e化教室，契合職場實務運作
，專業軟體設備新穎。

4735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培育兼具日語、管理與電腦知識之專業人士，並可跨足觀光旅
運業之日語人才。
二、課程依據學生個人興趣，分為「語言文化」、「觀光」、「商
業」等模組課程。
三、與國內外企業簽訂產學合作關係，於每年寒暑假選派學生赴日
本及國內企業實習。
四、訓練學生日語能力，畢業具備日語檢定1、2級程度之實力。
五、輔導學生參加各類技能檢定考試，取得日語領隊、導遊等專業
證照。
六、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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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2  吳鳳科技大學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smetology and  Hair  Styling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因應政府視文創產業為政府重點扶持發展產業，本系以培育具
國際觀之全方位，形象美學及時尚整體造型設計與管理領域之高等
專業技術人才為發展方向，提昇本系畢業生在就業職場的競爭力。
課程依學生職涯發展方向及場域特性規劃，分別為「形象美學模組
」與「時尚設計經營模組」。
二、本系專業教室均採情境模擬之現代e化教室，契合職場實務運
作，專業軟體設備新穎。
三、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四、餘依一般限制。

4973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數位媒體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Digital Media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培育學生應用數位媒體來進行數位內容及文化創意等產業媒體
製播、設計及數位行銷。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2758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學系 Department of Fire Science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培養學生具備消防基本學能，可以應用於消防及防災工作，成
為消防專業人才。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2920  吳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培養學生具備有運用電腦科技從事機械相關領域的製圖、分析
與創新設計的能力。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2921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課程規劃以綠色能源、控制與資訊整合為主軸，強調實務與技
能檢定、創意開發與專利，培養學生動手做、做中學之習慣與能力
。
二、建置有全國唯一之「線性電機」、「積木仿真暨控制應用」特
色實驗室。
三、設立機電整合、室內配線、電器修護、電腦硬體裝修、
AutoCAD電腦輔助設計等檢定與訓練教室。
四、成立全國唯一之「西門子(SIEMENS)南區技術及訓練中心」、
「歐姆龍(OMRON)教育訓練中心」，提供自動化與驅動技術專業實
務教學。
五、與業界產學合作，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以培育學生具備高
度就業競爭力。
六、畢業生出路佳，可投入電機資訊相關產業發展，更可進入前景
看好之綠色能源新興產業。

2922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遊戲科技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Game Technology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配合國家數位內容發展政策與遊戲產業的人才需求，培育學生
成為優秀的遊戲設計人才。課程的規劃包括遊戲軟體設計與遊戲的
硬體技術，使學生具備完整的遊戲設計相關實務能力，擴大求職的
範圍，迎合就業市場需求。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2923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一、規劃「網路科技」與「橘色科技」兩項專業領域，以基礎與實
務教育方式培養學生就業及升學能力。
二、成立『Adobe-ACA』、『AutoDesk 3ds Max Design』、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MTA)、IC3國際認證考場，積極輔
導學生取得國際高階證照。
三、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四、餘依一般限制。

2924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ecurity Technology & Management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正本)。
2.自傳及履歷表(請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1份。
3.讀書計畫1份
4.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如證照及競賽獎狀等)

今日社會安全意識抬頭，民眾對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和
財產安全保障日益提高，安全產業成為未來最有潛力的新興發展行
業。因此本校於93學年度起首創以理論為基礎，結合產業為導向的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以培育安全產業的專業人才。本系自創系
以來，已為安全產業培育出優秀的安全管理中高階菁英。安全科技
與管理系之發展目標，在於培育學生具備安全科技與安全管理領域
專業知識與技能，提供國內安全產業市場優質技術與管理人力，提
升我國安全產業競爭力與國民居家安全。安全科技與管理系並自近
年開始，逐步強化安全科技與安全經營專案管理課程規劃，以提供
學生多元化選擇之職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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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9
886-6-652-3111
886-6-6534527

73746 台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78號
教務處

http://www.njtc.edu.tw/

南榮技術學院     Nan Je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447  南榮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1.歷年成績單。
2.讀書計畫及自傳。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學術作品、競賽成果、作品集、專
題研究報告、社團或幹部證明等。

招收對室內設計有興趣者投入，整合室內設計與建築設計之空間塑
造與機能結構，強化電腦三度空間之模擬，並配合視覺多媒體製作
以達到商業行銷之需求。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餘依一般限制。

2822  南榮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歷年成績單。
2.自傳。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學術作品、競賽成果、作品集、專
題研究報告、社團或幹部證明等。

1、發展目標：以能源開發與管理為核心，控制與通訊為輔，配合
整體產業政策，全力發展本系的特色與研究重點。2、發展特色
：(1)電力與電能：電力電子與能源科技、電力設備事故預測與診斷
技術。(2)控制與通訊：機電整合、通訊技術與影像處理。(3)技能檢
定考照與輔導：單晶片能力認證檢定場、工業配線、變壓器乙級裝
修、 室內配線、自來水管配管與裝修、自動化工程師等。3、師資
與研究領域：(1)本系共12位專任教師，8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
2位講師， 其中3位進修博士學位中。1 位留美資深兼任助理教授。
(2)研究領域涵蓋電力電子、能源工程、非破壞性檢測與設備檢驗、
可程式控制與人機介面、嵌入式晶片控制、機電整合、技能檢定乙
級考照輔導等。4、就業產業：能源科技、半導體、電力電子、通
訊、光電及生物科技、政府機關等。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3
886-2-8212-2000
886-2-82122199

23154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教務處

http://www.just.edu.tw/

景文科技大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
二、本校近年來完成圖資大樓及研究教學大樓，各種教學設備完善，各類教室均裝設冷氣空調及視聽設備，另提供校園無線網路
。
三、本校備有冷氣、網路等設施完善之學生宿舍，新生優先申請。
四、有關本校之各類教學資源概況及各項獎學金之提供，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just.edu.tw。
五、本校日間部學雜費為國內所有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中收費最低，工學院48,420元、商學院42,110元。
六、本校交通便利，有新店客運「綠10」經新店捷運線大坪林站至本校校門口，另安坑特一號道路已動工，屆時由安坑交流道到
本校門口僅需1分鐘，預計民國101年5月完工。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310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入學學生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工
作。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2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入學學生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工
作。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五、海外參訪研習為必修學分，入學學生需自費完成該課程。

4313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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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部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二、本校實施服務學習教育、公民教育護照活動；男女兼收。三、本校距中山
高速公路新營(鹽水)交流道約3公里，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完善。 四、本校備有美食街、餐廳、超商及男女生宿舍，並裝設冷氣空調及校園無
線網路。 五、本校教室均為冷氣教室。 六、本校著重學術與實務教學，擁有合格術科技能檢定場。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4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5  景文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6  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7  景文科技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Tax Planning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8  景文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9  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Dept. of Environment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22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2722  景文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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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2723  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學歷證明影本。
二、高中、職校成績單正本。
三、自傳：包括個人資料、讀書與工作經驗、報考動機、將來展望。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六、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
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七、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
，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3
886-4-2631-8652
886-4-26520314

43302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34號
招生組

http://www.hk.edu.tw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目前設有護理研究所、營養醫學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環境工程研究所、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食品科技研究所、化妝品科技研究所及健康事業管理研究所。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134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一）學歷證明文件
（二）高中成績單
（三）自傳
（四）讀書計畫
（五）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二）若領有殘障手冊者，因本系之日間部實習為必修科目，實習
期間必須負擔幼兒之照護與安全維護，考生宜考慮完成該科目學習
之可行性。

2623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學歷證明文件
（二）高中成績單
（三）自傳
（四）讀書計畫
（五）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具中文聽、說及寫能力。（二）本系限於教學學習環境與設
備之故，僅招收能自行操作學習及行動能自理之肢體殘障生，其他
障礙生請審慎考慮。（三）本系三大教育目標，培養學生「資訊技
術應用能力」、「資訊系統開發能力」及「人文關懷與持續精進能
力」，培育「資訊技術應用」、「網際網路系統開發」及「嵌入式
系統開發」三大類人才，落實實務教學，強化專業技術、學術研究
及人文素養，使其兼具弘毅、博愛、關懷生命等人格特質。

2627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一）學歷證明文件
（二）高中成績單
（三）自傳
（四）讀書計畫
（五）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具中、英文聽、說、讀、寫能力者。（二）專業課程涵蓋醫
學電子、生物力學與輔具科技、醫學影像與醫學資訊、生醫感測技
術、組織工程、醫療器材法規等領域。（三）大三升大四暑假期間
須至校外實習2個月。（四）本系獲IEET準通過認證。自2007 �
IEET 成為國際工程教育協定Washington Accord 會員後，國內通過
IEET 認證系所及其畢業生即與國際接軌，受Washington Accord 其
他12 個會員國認可。這12 個國家分別為美國、加拿大、英國、愛
爾蘭、澳洲、紐西蘭、香港、南非、日本、新加坡、韓國及馬來西
亞。

3474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一）學歷證明文件
（二）高中成績單
（三）自傳
（四）讀書計畫
（五）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心理、精神狀況、視覺、辨色異常、言語、聽力及行動有障
礙足以妨礙護理工作者，請勿申請。
（三）本系課程設計在培育護理臨床實務人才，落實理論與實務之
結合，安排醫療機構實習至少1016小時，考生宜考慮完成學習之可
行性。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2
886-4-2701-6855
886-4-24527824

40721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教務處

http://www.ocu.edu.tw/

僑光科技大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一、本校男女兼收，提供男女宿舍申請。二、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文聽講能力。三、有關教學資源概況、
各系所簡介、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ocu.edu.tw）。四、提供健身房、撞球室、桌球
室、韻律教室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室內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另有多功能運動休閒中心及實習旅館餐廳興建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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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學生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五、校內不定期邀請明星舉辦演唱會、嘉年
華會及啦啦隊比賽等來豐富您的生活。六、本校位於逢甲夜市，鄰水湳經貿園區，近中部科學園區，求學、工讀及就業最方便。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387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招收對資訊管理、價值管理、電子商務及多媒體方面有興趣之優秀
學生。

4388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本系分為觀光旅遊與休閒遊憩兩大主軸，設有完善的生態旅遊實驗
室與實習旅行社及航空訂位系統ABACUS資訊教室。

4389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ogistics(ITL)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以培育跨國界之全球運籌經貿專業人才為主軸，致力於育成具備高
度專業知識力、國際語言溝通能力，以及兼備21世紀全球化敏銳度
之新時代商務人才。

4390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培育具語言專長以及兒童英語教學專業或國貿商務專業知識兼具之
人才。

4391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深耕地方文化，放眼華人世界」，以華語文課程為主，文化創意
課程為輔，致力培育具本土關懷與國際視野的華語文應用人才。

4611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培育會計、審計及財富管理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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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4612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培育具職業道德、服務精神、規劃分析能力和專業證照之財金人才
。

4613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培育理論、創新、洞察力且可精進經營管理實務的管理者。

4614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Marketing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行銷肺腑之中」、「流通千里之外」1.培養具備「優良人格特質
」、「理論與實務兼俱」、「國際視野」學生。2.聚焦「創意生活
行銷」、「國際物流運籌」專業領域。3.重視校外實習與專業證照
取得。

4615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一、師資齊全：多位老師留學日、德、美，助理教授逾七成，學有
專精。二、適性發展：可以去外系選修10個學分課程，抵免本系課
程。例如，選修日文、德文。三、加強民、刑、訴訟法教學及到台
中地方法院實習。

4616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配合產業未來趨勢，培育國家所需之優質資訊人才，除研究資訊科
技之基本理論及其應用外，研究主軸以多媒體遊戲設計、互動式網
頁、多媒體內容、企業資訊系統為主，並結合資訊技術至其他領域
如數學、工程技術以及數位創新產業等各領域。

4904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主要培養餐飲服務與基礎管理人才，並提升學生餐飲服務涵養 、餐
飲經營知能及訓練中西餐廚藝、烘焙與調酒等專業技術操作。

2840  僑光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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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資料：1.審查費用收據影本2.簡要自傳(個人學習經歷及報考動機
)3.高中成績單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25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併
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1.銀行 名稱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chung Branch
2.銀行匯款號碼 (SWIFT Code)：TWIBTWTP
3.收款人戶名：僑光科技大學
4.收款人帳號：00701071105200
5.收款人電話：886-4-27016855
6.繳款諮詢：886-4-27016855分機1405

培育具備工程實作、管理技能及系統整合規劃之工程與管理的中、
基層專業人才。使其能有效整合工程、管理與科技等系統之資源
，以擔負未來工商企業界與服務業界，在生產與系統工程、生產與
系統管理，以及品質管理方面之相關職務。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8
886-6-2727175#221
886-6-2050152

71003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4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ksu.edu.tw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一、 男女兼收。
二、 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087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報名審查資料:1.學歷證書影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2.自傳一份3.推
薦函一封4.個人作品集，以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依一般限制。

4090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Dept. of Motion Picture and Video

報名審查資料如下：(1)歷年成績單一份。(2)師長推薦信一封。(3)作
品集資料或相關能力證明。(4)自傳一份。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5
886-8-723-3733
886-8-7233794

90942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316號
國際事務中心

http://www.ytit.edu.tw/

永達技術學院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一、男女兼收，四技修業四年。二、本校圖書教學設備完善，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電腦教室、各系有專業的視聽教室，並
設立體育健康休閒中心，具備室內溫水游泳池、三溫暖、SPA水療⋯等休閒健身設施，提供師生課餘休閒活動。三、對經濟上有
困難的海外僑生及港澳生提供各項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另有多種工讀機會提供學生申請。四、本校備有設備完善的男女生宿
舍，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329  永達技術學院 企業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課程特色：
1.餐飲連鎖經營課程模組2.通路與門市服務3.餐飲實務4.創業學程
5.企業經營模擬。
升學與就業：
可從事餐飲服務業、觀光休閒業、通路物流業、連鎖型企業之餐飲
作業、休閒服務、行銷、專案管理、經營與改善企畫、微型企業與
創業經營。

4331  永達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本系目標是培育觀光休閒產業行銷及旅行業經營管理之專業人才
，並配合產業界做校內外實習，達到訓用合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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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4332  永達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教授計算機處理資訊之理論與技術，使學生具備應用與開發商業資
訊系統之能力，並培養資訊倫理觀念與服務。特色為管理課程與資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訊科技課程並重、加強多媒體、網路管理、程式與資料庫管理的設
計與應用、輔導技能檢定、專題製作，並輔導學生升學。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4129  永達技術學院 時尚美容系 Dept. of Fashion and Cosmetology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傳授專業知能，培養美容美髮專業管理技術人才。
■指導規劃創作流程理念，落實培育時尚美容彩妝流行領導者。
■培育儲備美學應用及創意人才，提升時尚美學專業素養。
■強化學生時尚美容的應用與實務開發能力。

2729  永達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本系以培育具有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資訊科技類專業人才為目標，並
在兼顧實務教學與學術研究下，建構全方位的多元化課程、專業化
師資及先進設備來導向教育目標，培養兼具資通訊科技應用能力專
業人才課程設計以「嵌入式系統」、「光電與綠能」、「電能系統
」為發展主軸，強調訓練以能直接投入資訊產業的科技人才為教學
目標，並配合國家總體科技發展計畫，加強資訊與科技整合之技能
。

2731  永達技術學院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本系特色為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資訊時代，使學生具有專業電腦
技術，獨立處理建築有關實務。本系學生畢業後可報考國內外大學
校院建築等相關系所，或投入職場擔任建築設計、營造施工及管理
等相關行業。

2263  永達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Dept. of Aviation Mechanical Design & Manufacturing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培育生產機構自動化、精密機械零件製造及輕型飛機設計製造、
飛機結構修護之專業技術人才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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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因應核心技術之學習，特別規劃機電氣壓整合控制、類比數位控

制、電腦數值控制、飛機結構修護、複合材料製作與修補等特色實
驗室。
升學與就業：
■可報考國內外之機械、車輛、航太、造船、鋼鐵、環工等相關研
究領域繼續升學。
■就業方面可適合從事生產設備製造、精密機械製造、模具、航太
工業、機電控等之產業。

2266  永達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航空組 Dept. of Aviation Mechanical Aircraft Maintanance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培育生產機構自動化、精密機械零件製造及輕型飛機設計製造、
飛機結構修護之專業技術人才而規劃。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因應核心技術之學習，特別規劃機電氣壓整合控制、類比數位控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制、電腦數值控制、飛機結構修護、複合材料製作與修補等特色實
驗室。
升學與就業：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可報考國內外之機械、車輛、航太、造船、鋼鐵、環工等相關研
究領域繼續升學。
■就業方面可適合從事生產設備製造、精密機械製造、模具、航太
工業、機電控等之產業。

2268  永達技術學院 車輛工程系 Dep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課程特色：
■整合機械設計、製造、控制、感測與電子等技術於車輛工程上
，設置專業實驗室及實習工廠進行實習教學。
■教授車輛工程常用的工程應用相關軟體，如AutoCAD、
Inventor、Pro-E、Catia、Mastercam與Matlab等，使學生具備車輛
零組件之繪圖、設計、分析及修護等專業領域之技術能力。
■培養學生實務技術與原理整合應用的能力，建立學生設計、製造
及研發的潛力，以及車輛檢測、行銷管理、售後維修等技術能力。

3477  永達技術學院 生物科技暨化妝品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 Cosmetics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本科師資陣容堅強，均學有專精並具教學熱誠，目前專任教師共計
10位，以學歷來看，其中9位具有博士學位；以職級來看，其中8位
具副教授，2位具助理教授資歷。系館現有生物化學、微生物、普
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儀器分析、專題研究等實驗室及圖
書館、專題研討室，並規劃發酵工程、生物純化分離與生物環境工
程實習工廠等實驗室，各實驗室與實習工廠設備完整精良，可滿足
學生實驗實習課程所需。

3479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t. of Sports, Health & Leisure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成績單影本 2.師長推薦函一封 3.審查費用匯款影本(美金25元)
■非應繳資料但列入書面審查之部分：
4.作品集 5.影音檔案 6.各項檢定或得獎事蹟證明。
■匯款帳戶：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屏東分行 戶       名：永達技術學院

課程特色：
1.水域休閒
  ■水域專業技能與培養，如游泳、浮潛、潛水、水中有氧、

SPA水療等水域相關休閒活動。
2.運動技術指導
  ■各項運動技術指導
  ■各項運動裁判、教練講習訓練
  ■運動傷害預防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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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1
886-4-2496-1100#6111
886-4-24961174

41280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11號
招生事務組

http：//welcome.h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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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校內備有男、女生宿舍，全宿舍均有冷氣設備；僑生均可優先住宿。三、全校冷氣教室。四、本校訂有服務
學習辦法，日間部新生每週需修習二小時零學分服務學習課程。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4464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1.歷年成績暨學歷(力)證明。
2.自傳、讀書計畫。
3.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一、【選系說明】
 本系招收高中或高職畢業生，以培養下列人才為主：
   1.進入英語學習相關行業，成為優秀英語教學人才。
   2.導覽國內外風景名勝，成為觀光旅遊人才。
   3.負責商務工作，成為公司行號的行政人才。
   4.協助公司處理國際商務工作，成為英文秘書人才。
二、【入學限制】
  無特殊限制

SWIFT Code：LBOTTWTP034
帳號：036-005-03131-6
Name of Bank：LANDBANK OF TAIWAN PINGTUNG BRANCH
Beneficiary's Name: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SWIFT Code：LBOTTWTP034
Account NO.：036-005-03131-6

3.體適能健康指導
  ■中高齡運動健康指導、體適能專業指導
  ■健身指導教練、有氧運動教練
  ■運動處方開設與諮詢
  ■運動按摩、傳統整復
  ■人體塑身、體重控制、健康減肥指導
4.經營管理
  ■俱樂部、休閒場館、運動場館管理
  ■休閒遊憩、導覽解說
  ■活動設計與規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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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特色：
1. 全國唯一的數位內容大學：數位內容產業是21世紀的明星產業，高鳳為配合產業脈動與社會需求，培育數位內容人才，奉教育

部核准成立全國唯一的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內容設備與師資完整，可提供同學良好的學習環境，畢業生出路佳。
2. 就業保證：集中資源專注發展本校兩大強項─文創設計與行銷，以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力為教學設計目標，紮實專業技能，培

養敬業態度，加上產學合作實習、專業技能證照輔導等具體作為，以落實就業保證。
3. 精緻辦學：全校擁有53間專業實習教室，平均每位學生擁有的實習教室間數，在全國名列前矛。設備新穎先進，提供學生良好

的實習場所。
4. 真誠關懷：自99學年起校長、主任秘書與多位老師一起住學生宿舍，與學生生活在一起，此創舉展現貼近關懷學生的決心。
5. 重視實務教學：充分運用校內充實良好的實習設備，並與優良廠商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務教學與實習，與一般大學強調理論

不同。

備
註

系所分則 個人申請應繳資料

5. 重視實務教學：充分運用校內充實良好的實習設備，並與優良廠商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務教學與實習，與一般大學強調理論

4168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流行工藝設計系 Department of Techno-Craft Design
報名時應繳交下列資料  1.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
來目標、一式2份。  2.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含一份正本）。  3.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10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
併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銀行名稱：UNION BANK OF TAIWAN  收
款人帳號：077-50-8112688   收款人戶名：財團法人高鳳數位內容學
院  收款人電話：886-8-7626365 # 3022（繳款諮詢）886-8-
7626365 # 1013（考試諮詢）  4. 作品集，可將作品集燒錄為光碟。

教育目標  流行工藝設計系於本校2004年8月草創時即設立，為屏東
地區大學校院唯一產品設計與生活工藝美學之系科。配合政府大力
推動「提升產業產品設計能力」與「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且本校
鄰近工業區域及文化園區部落，因此本系發展方向以培育「流行產
品設計」及「工藝設計創作」人才為目標。

4169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遊戲創作系 - 創意組 Department of Digital Game Design
報名時應繳交下列資料  1.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
來目標、一式2份。  2.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含一份正本）。  3.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10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
併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銀行名稱：UNION BANK OF TAIWAN  收
款人帳號：077-50-8112688   收款人戶名：財團法人高鳳數位內容學
院  收款人電話：886-8-7626365 # 3022（繳款諮詢）886-8-
7626365 # 1013（考試諮詢）  4. 作品集，可將作品集燒錄為光碟。

教學目標  1. 培育遊戲故事創意師、腳本設計師、遊戲動畫繪圖師
、遊戲企劃師、遊戲      程式設計師等業界人才。  2. 發展新一代遊
戲手機為方向，配合產學合作，提高學生創新能力。  3. 經由專題
製作參展化與企業實習化與業界結合， 提升學生就業機會。  4. 與
美澳大學建立教學合作, 推薦同學至國外研究所留學。

4187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數位影音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Audio and Video Design
報名時應繳交下列資料  1.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
來目標、一式2份。  2.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含一份正本）。  3.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10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
併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銀行名稱：UNION BANK OF TAIWAN  收
款人帳號：077-50-8112688   收款人戶名：財團法人高鳳數位內容學
院  收款人電話：886-8-7626365 # 3022（繳款諮詢）886-8-
7626365 # 1013（考試諮詢）  4. 作品集，可將作品集燒錄為光碟。

教學目標  因應數位內容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整合媒體、動畫、
遊戲等數位設計相關學系之教學資源，注入動態影像攝影及數位音
樂創作等專業技能訓練，以培育數位影像創作、數位音樂設計及影
音廣告製作之專業創作人才。

4199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報名時應繳交下列資料  1.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
來目標、一式2份。  2.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含一份正本）。  3.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10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
併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銀行名稱：UNION BANK OF TAIWAN  收
款人帳號：077-50-8112688   收款人戶名：財團法人高鳳數位內容學
院  收款人電話：886-8-7626365 # 3022（繳款諮詢）886-8-
7626365 # 1013（考試諮詢）  4. 作品集，可將作品集燒錄為光碟。

教學目標  結合全球化專業經營實務經驗與專業設備，兼顧產業界
與學生就業需求，與各大流通業者合作，實施多元校外實習，以培
養行銷與流通管理、物流專業人才。

4213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餐旅事業管理系 - 觀光休閒組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報名時應繳交下列資料  1.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
來目標、一式2份。  2.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含一份正本）。  3.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10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
併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銀行名稱：UNION BANK OF TAIWAN  收
款人帳號：077-50-8112688   收款人戶名：財團法人高鳳數位內容學
院  收款人電話：886-8-7626365 # 3022（繳款諮詢）886-8-
7626365 # 1013（考試諮詢）  4. 作品集，可將作品集燒錄為光碟。

教學目標  本系專業課程分為餐飲管理與觀光休閒兩大模組，以簡
餐製作、創意飲料設計、旅館管理資訊系統操作及全球航空旅遊訂
位系統操作為主要特色。

4223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餐旅事業管理系 - 餐飲管理組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報名時應繳交下列資料  1.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
來目標、一式2份。  2.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含一份正本）。  3.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10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
併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銀行名稱：UNION BANK OF TAIWAN  收
款人帳號：077-50-8112688   收款人戶名：財團法人高鳳數位內容學
院  收款人電話：886-8-7626365 # 3022（繳款諮詢）886-8-
7626365 # 1013（考試諮詢）  4. 作品集，可將作品集燒錄為光碟。

教學目標  本系專業課程分為餐飲管理與觀光休閒兩大模組，以簡
餐製作、創意飲料設計、旅館管理資訊系統操作及全球航空旅遊訂
位系統操作為主要特色。

4224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遊戲創作系 - 設計組 Department of Digital Game Design
報名時應繳交下列資料  1. 自傳：詳述個人學習經歷、報考動機及未
來目標、一式2份。  2. 高中成績單：一式2份（含一份正本）。  3.
審查費用收據：請先電匯審查費（美金10元），並檢附電匯收據影本
併同書面審查資料繳送   銀行名稱：UNION BANK OF TAIWAN  收
款人帳號：077-50-8112688   收款人戶名：財團法人高鳳數位內容學
院  收款人電話：886-8-7626365 # 3022（繳款諮詢）886-8-
7626365 # 1013（考試諮詢）  4. 作品集，可將作品集燒錄為光碟。

教學目標  1. 培育遊戲故事創意師、腳本設計師、遊戲動畫繪圖師
、遊戲企劃師、遊戲      程式設計師等業界人才。  2. 發展新一代遊
戲手機為方向，配合產學合作，提高學生創新能力。  3. 經由專題
製作參展化與企業實習化與業界結合， 提升學生就業機會。  4. 與
美澳大學建立教學合作, 推薦同學至國外研究所留學。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9
886-8-7626365
886-8-7627882

90841屏東縣長治鄉復興村新興路38號
教務處

http://www.kfcdc.edu.tw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KAO FONG COLLEGE OF DIGITAL CONTENTS



捌、聯合分發制學校及系組招生規定－－－第一類組
一、如欲查詢本學年度公私立大學各學系名額配置情形（適用期間：西元2011年11月至西元2012年8月底），請至海外聯招
       會網頁（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query）查詢（預訂於西元2011年11月中旬公告）。至公私立大學各
       學系招生系組如有異動，本會另將公告於海外聯招會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二、修業年限除各校於學士班系所分則欄有特別規定外，皆為四年。
三、所謂「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1
886-2-33663366
886-2-23638200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註冊組

http://ww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校址：文學院、管理學院、法律學院及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哲學系位於台北市思源街18號
。政治系、經濟系位於台北市徐州路21號。理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及生命科學院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醫學院位於台
北市仁愛路1段1號、公共衛生學院位於台北市徐州路17號。二、電話：文學院、管理學院及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02）33663366，法律學院（02）33668900 ，政治系、經濟系（02）23519641。理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命科學院
（02）33663366，醫學院（02）23123456、公共衛生學院（02）33668012。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001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002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1003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一）強烈建議中文程度應達「華語文能力測驗」(TOP)第4級以上。（二）本系課程須閱讀大量中文古籍與歷史資料，文言文閱讀能力不
佳者，請勿選填本系。
1004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1005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Dept. of Anthropology

1006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Dep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007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008  國立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   Dept. of Drama and Theatre

1012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Theory Division

1013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1014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1015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016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1017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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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Dep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1018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020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1019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1009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of Legal Science

（一）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二）本系重視國語文能力，且畢業學分為150學分，課業繁重，如本國語文
能力不佳或無法應付繁重課業者，請勿申請。
1010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一）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二）本系重視國語文能力，且畢業學分為150學分，課業繁重，如本國語文
能力不佳或無法應付繁重課業者，請勿申請。
1011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of Economic and Finanual Law

（一）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二）本系重視國語文能力，且畢業學分為150學分，課業繁重，如本國語文
能力不佳或無法應付繁重課業者，請勿申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2
886-6-2757575
886-6-2766409

70101 臺南市大學路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一、為培養本校學生勤勞服務的人生觀，並培育成大人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人文關懷之校園環境，本校招收的新
生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一）（二）（三）。二、本校入學新生應於修業期間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文檢定測驗門檻。檢定未通過者
，應修習「補強英文」課程，否則不得畢業。詳細規定請至：http://www.ncku.edu.tw/~lang/chinese/bulletin.htm瀏覽。三、有關
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ck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024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025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026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課程兼顧中國史、台灣史及世界史的均衡發展，每一領域至少須修滿12學分。

1027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必修台灣語言（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三選二，計6學分）。

1029  國立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028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ancy

1030  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1031  國立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032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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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4
886-49-6008072
886-49-6008071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cnu.edu.tw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一、本校設立於1995年，僑生教育為本校重要發展特色之一。
二、本校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提昇就業競爭力，特與美國、日本、英國、澳洲、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的優秀大學簽署
學術交流計畫。
三、本校提供華語文能力檢定（TOP），並依照僑生的華語文程度開設難易不同的華語文課，設立初、中、高級三班，依入學測
驗之程度予以分班上課，提昇其華語能力。
四、配合地方資源，重點推動射箭、馬術、(日月潭)輕艇、高爾夫球等運動。
五、外語方面，實施「大一新生英文測驗」，分級分班授課。2003年起，透過網路英語教室，提供無間斷學習英語的環境。
六、本校提供多項工讀機會，凡有興趣的同學皆可提出工讀申請。
七、男女兼收，備有男女生宿舍。本校僑生於大學四年修業期間，享有住宿保障免抽籤。八、本校提供在學大學部僑生獎、助學
金。獎學金標準：學期學業平均成績70分-79分，每人每學期5,000元。80分-89分，每人每學期6,000。90分以上，每人每學期
8,000元。助學金依申請所附家境清寒證明文件及面談審查核定，每系至少一名，逾十名者（含十名）得增設助學金一名，並得累
計。每名每學期新台幣伍仟元整。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05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課程著重中國文化，學習中國文學、文字、思想等領域。並規劃學生三方面學習發展導向：「研究」、「創作」、「實務」，學生可配合本
身志趣、專長，自由選擇學習重點。本系在課業方面要求「非常嚴格」，歡迎真正有興趣的同學加入。
105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課程以外語能力訓練、文學作品研讀及世界文化之認識為重點。

105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旨在統合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領域相關實務知能與理論分析之教育培訓，以培育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人才。

105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旨在培養公共事務管理與政治經濟分析能力，並在結合理論、實務與問題前題下，培育行政專才。

105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著重十五世紀以後東西文明互動下，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變遷。據此規劃出中國經濟史、社會文化史、海洋發展史、海外華人史、台灣社會
文化史及世界文明史六大領域課程。
105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教學研究重點在培育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人才，課程著重世界主要國家教育制度的現況與發展，並注重英語、第二
外語(法、德、西、日)及電腦資訊能力的訓練。
105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旨在結合教育政策與行政領域專業理論與實務方面之系統化培育課程，培養具有行政專業素養、創新能力和卓越行政能力之教育管理及領導
人才。
105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國際企業學系以培育具有國際視野(internationalization)、創新思維(innovation)、與實務技能(industrialization)的國際企業經營3i人才，課程
以國際企業管理、國際行銷、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與國際財務管理為主，並注重外語能力的訓練。
1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課程規劃涵蓋理論研究、金融實務及政策導向三個次領域。其中，理論研究強化繼續升學的基礎；金融實務透過學程，培養金融業就業
力；政策導向深化公職與企業所需之經濟專業能力。
106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教學研究以資訊技術為核心，並強調運用相關理論與模式，以輔助組織之運作與管理決策。

106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以研究企業財務管理、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的管理問題及財務工程方面的理論與管理策略。

106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Studie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以休閒事業管理為核心主軸，教學課程規劃旅遊電子商務與創新與創業次領域課程二選一，以及觀光休閒之專業選修學程，務期培養兼具觀
光專業與管理知能、多元整合與創新思維、國際視野與產業關懷之管理人才。
464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餐旅管理學系以培育餐飲與旅館管理產業之專業人才為目標，在課程設計上特別重視理論與實務的平衡，同時設計上注重專業性、本土性與
國際性。教學課程融入餐飲與旅館管理產業為主軸的專業必修課程、外國語文課程與重視實務學習，預期培養兼具國際宏觀與規劃能力、理
論與實務相互結合之餐旅管理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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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7
886-2-77341185
886-2-23635695

10610 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教務處企劃組

http://www.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學士班學生在校期間，得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畢業後若擬擔任教學或其他教育專業
工作，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影響教學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三、92學年度入學後之學士班學生，欲
取得教師資格者，悉依91年7月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四、男女生宿舍，以僑生為優先，不分公、自費
生均須繳交住宿費。五、校址：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六二號；國際與僑教學院之上課地點：林口校區（244臺北縣林口鄉仁
愛路1段2號）。六、網址：http://www.ntn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5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政治與經濟組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Politics and Economics division

本系教學研究具跨學科、跨語言、跨文化的特色，以期反映東亞多元主題及跨領域交流，訓練學生多元學習，並具備跨學科領域的知識能力
。本系分為下列兩組：(1)漢學與文化組：從跨文化的視野，深入研究東亞地區的文化與思想。(2)政治與經濟組：認識及理解東亞地區的政
治、經濟以及主要國家的政經體制與發展。※本系部分課程採英語授課，上課地點位於林口校區。
491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本系以培養學校輔導教師、諮商輔導人員、文教事業人員為主。課程內容包括教育心理、輔導與諮商、測驗與評量、實習等。畢業後除可擔
任教師外，亦可至輔導相關機構任職，或從事人力資源規劃，或繼續進修成為心理師，或從事學術研究。
109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本系以培養教育行政人員、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民間文教事業人員為主。主要課程包括教育原理、教學方法、教育行政與學校管理、課程
設計與評鑑、教學媒體設計與製作等。
109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本系以培養社教機構、文化事業、非營利組織之專案管理、行銷公關、人力資源發展、方案規劃、導覽解說和社會倡議人才為主。課程包含
成人發展與終身學習、教育方案規劃、行政管理、經營行銷、文化活動企劃、媒介製作與應用等。
109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育組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Program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若有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09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Program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若有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1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本系專業課程分為「師資培育」及「非師資培育」兩種，前者含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後者含法政、財經、高等教育
學生事務和露營/戶外遊憩課群。如有意擔任國中公民及童軍教師、高中公民與社會教師者，需依規定加修相關課程。
110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以培養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才為主，課程內容包括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教育兩大類。其中身心障礙綜合組為必修組別，其他尚有聽障、視
障、重障、資優等四組，可依興趣自由選修。
11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修讀本系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錄取之新生，入學後須通過本系規定之外語能力檢定標準，始符合畢業資格。

110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本系課程大多以英文授課，且畢業門檻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檢定或等同之國際標準化測驗，故修習本學系以具備優良之英文聽、說、
讀、寫能力者為佳。
11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課程內容包括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及其他類學群，如有意修習教育學程，需依師資培育之相關規定申請。

110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若有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時應慎重考慮。

11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漢學與文化組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Sinology and Culture division

本系教學研究具跨學科、跨語言、跨文化的特色，以期反映東亞多元主題及跨領域交流，訓練學生多元學習，並具備跨學科領域的知識能力
。本系分為下列兩組：(1)漢學與文化組：從跨文化的視野，深入研究東亞地區的文化與思想。(2)政治與經濟組：認識及理解東亞地區的政
治、經濟以及主要國家的政經體制與發展。※本系部分課程採英語授課，上課地點位於林口校區。
11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以具中英文雙語聽、說、讀、寫能力者為佳；畢業後，可赴海外從事華語文教學工作。(本系上課地點位於林口校區)。

110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學位學程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除傳授學生管理專業知識外，亦側重人格養成及品德教育，以培育具全球視野的未來管理人才。

41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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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涵蓋文學、語言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傳播學等，以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培養多元化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5
886-4-22873181
886-4-22857329

40227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招生暨資訊組

http://www.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學士班學生須通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始得畢業。二、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同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三、
本校設有文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獸醫學院，系所完備、師資優良
、設備精良，為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設有多種跨領域課程並舉辦各式講座，邀請國內外之學術巨擘、產業菁英蒞校演講，開擴學
生宏觀視野，落實全人教育理念。四、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金，如中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清寒勤學獎勵金、績優學生獎學金、
各學系所獎學金、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一般性獎學金、產學合作獎學金等獎項共二百多項。五、本校為鼓勵學生努力向
學，協助同學身心平衡發展，每學期提供多項工讀機會，幫助同學順利完成學業，凡有興趣的同學可提出工讀申請。查詢獎助學
金及工讀申請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osa/grwork/，聯絡電話：04-22840243。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065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選填本系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

1066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有嚴格的篩選制度及畢業門檻，歡迎對文學及語言有興趣者申請。英文程度不佳者，請勿申請。

1067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選填本系者應具備一定水平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068  國立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較高級之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069  國立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選填本系應具備較高級之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070  國立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一）本系採嚴格篩選制度，對法學修習無興趣者請勿申請。（二）本系重視本國語文能力，若語文能力不佳者，建議勿申請。

1071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依一般限制。

1072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依一般限制。

1073  國立中興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依一般限制。

1074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本系大學部課程除校訂必修、系訂必修外，另分農業經濟領域、產業經濟領域及資源與環境領域及共同必選修課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3
886-5-2717040
886-5-2717043

60004 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教務處

http://www.ncyu.edu.tw

國立嘉義大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一、本校實施服務學習制度，新生必須參加服務學習。二、本校有開設中等教育學程及國民小學教育學程。三、持有托福成績
550分以上證明或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複試合格者，可辦理抵免大一英文學分，免修大一英文。四、本校各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畢
業前，須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力及資訊能力基本要求，未通過者須加修英語、資訊輔導課程，方可畢業。五、本校對於經濟
上有困難之同學，除有急難救助金，還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等協助措施。六、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036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無限制條件，歡迎有志從事幼兒教學及兒童文教事業教育青年加入。

4558  國立嘉義大學 行銷與運籌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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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能力，歡迎有志從事助人專業輔導工作之有為青年加入 。

1038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Dept. of E-lear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本系培育數位學習的人才，未來可就業於數位科技產業，需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039  國立嘉義大學 史地學系   Dep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無特殊限制。

1040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Teaching Track

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期末前，自行參加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全民英檢或托福或校內GEPT模擬測驗等英語能力檢定，其成績
須達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傳統托福527分（含）或其他標準化測驗之等同標準，未達標準者須加修「高級英文聽力與閱讀」課程
（2學分），成績及格方可畢業。
1041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Track

本系學生須於大四上學期期末前，自行參加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全民英檢或托福或校內GEPT模擬測驗等英語能力檢定，其成績
須達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傳統托福527分（含）或其他標準化測驗之等同標準，未達標準者須加修「高級英文聽力與閱讀」課程
（2學分），成績及格方可畢業。
1042  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具有良好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以及基本的漢學常識與古文能力。

1043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044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io-industry and Agri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045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046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8
886-3-8635000
886-3-8632140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2段1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宿。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各學系網頁及學生事務處網頁。四、本校全面實施課程學程化，相關資訊請至教務處網頁查詢。五、本校學士
班學生除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並依規定修習「服務學習」課程，方得畢
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115  國立東華大學 華文文學系   D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1.具備基礎中文聽說讀寫能力。2.本系宗旨在開拓學生的文學視野，涵跨古典與現代、兩岸與海外華文文學與文化文本的研習。重視理論與
方法，結合當代文化議題，強調文學與文化的多元跨界整合。開設文學創作與文化創意產業課程，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歡迎同學報考有
全新視野的華文文學系。
1116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本系採小班教學進行英語基礎語言訓練，注重英文書寫能力的培養，並以學程修讀方式加強學生英美經典文學、西洋文化與理論思潮的背景
知識。學生可依興趣選修文類研究、視覺文化、應用英語與英語教學等相關課程；學程設計容許學生有發展第二專長空間。
1117  國立東華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2.本系以培養學生有宏觀人文歷史視野、瞭解古今中外歷史經驗的能力，兼備史學專業方法之人才為目標。
配合國家社會之需求，訓練專業文史人材，活用歷史學之方法藉以提昇社會人文素養，促進文化事業發展。歡迎對歷史有濃厚興趣且願意接
受史學專業訓練之同學報考。
1118  國立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具中英文聽說讀寫能力。2.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之母，以溫暖的心冷靜的頭腦來檗劃國家或個人的經濟活動。本系設立的宗旨在教導學生熟
悉經濟學的理論，培養作經濟推理的直觀能力與對社會科學議題的敏感度，養成應用經濟學思考方法於個人生活與公共事務的習慣。
1131  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具備基礎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中等程度)。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多元，課程設計從傳統出發兼顧現當代。最高目標係以結合理論與應用為導向
，逐步深耕青年對中國文化與時代思潮之體認，進而掌握兩岸文化發展與全球中文熱潮之脈動，期能厚植學生面對未來深造或就業全方位之
實力與學養。
4622  國立東華大學 臺灣文化學系   Dept.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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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是臺灣研究相關科系中唯一具亞太區域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英文授課），藉由區域研究與國際接軌的科系。其特色在幫助學生掌握
有關臺灣文化的內涵與特色，並擴及對鄰近地區的理解。課程規劃兼具臺灣主體與國際視野，培育具新視野的人文社會領域人才。
1132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and Public Affairs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本系旨在培育社會學及公共行政專業之優秀人才，課程以學程架構進行設計，兼具理論、實務與專業能力之培
養。除社會與公共政策科學之課程，也包括兩岸、國際與公共事務等專業課程，歡迎有志於社會參與及公共服務的學生加入本系行列。
1119  國立東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依一般限制。2.本系除提供策略、生管、行銷、財務、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管理等企管之專業課程外，並注重邏輯推理與計量能力之培養
。此外，亦規劃實務講座、企業實習等學習方案，期以改變學生之學習態度，加強未來在職之競爭�。
1120  國立東華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有前途的專業。可服務於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金融機構，擔任專業會計人員、稅務人員、證券分析師等。歡迎勇於接受挑戰者加入本系。

1121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依一般限制。2.本系以培育兼具資訊技術與管理專長之人才為目標，系上師資理論與實務並重，兼具管理與資訊之豐富學養與教學經驗。
未來出路包括升學或從事資訊、高科技、製造、金融、服務等相關產業之管理與資訊職務，竭誠歡迎有志於培養多元專長與勇於接受挑戰之
學生報考。
1123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旨在培養跨國企業經理人及創業知能，設有國際商務、創新管理及服務管理三個學程。課程著重外語訓練，由國際化的師資進行紮實學
術訓練外，並提供企業實習機會，使學生具備創業、攻讀碩博士及跨國企業經營之多元能力。
4621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Dept. of Tourism, Recreation and Leisure Studies

具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優先。本系致力培育具有國際觀與在地觀之觀光休閒遊憩經營管理人才，提昇相關管理問題之解決能力，協
助政府觀光發展，制定相關政策。本系規劃開設課程以休憩管理與觀光產業發展為兩大發展主軸。
1122  國立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提供公司理財、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國際金融等專業師資與課程，積極培養中高級財務金融專業人才。本系學生透過甄選：可到國
外姐妹校成為交換生或至本校以全英語授課的國際學士班就讀。本系非常具備國際化，歡迎海外華人子弟就讀。
1126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Dept.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1.依一般限制。2.本系主要以原住民語言保存與發展及傳播技能與權利的培養與省思為宗旨，希望達到原住民傳播權的提升及語言與文學的
發揚。學生除了接受豐富紮實的社會與人文學科的訓練之外，尚能結合地方文史、影像、新聞或電台的傳播工作，無論就業或升學都能提供
足夠的能力。
1124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Dep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1.依一般限制。2.本系跨越單一學科，提供學生修習族群研究以及原住民文化與藝術等的專業課程。師資涵蓋有人類學、社會學、族群藝術
、文化研究和歷史等專業。課程著重在培養對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具敏感度和專業訓練之人才，未來可以投入族群與多元文化之相關研究或
實務工作。
1125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1.依一般限制。2.本系除以民族發展理論與問題進行教學與研究，培育民族研究及建設人才外，並順應多元社會的發展趨勢，培育具多元文
化視野及服務能力的社工專才。藉由相關專業學科的訓練及結合相關公、私部門的實務工作經驗，以培育具有就業能力及升學專業知能之學
生。
1128  國立東華大學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Dept.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Human Potentials Develop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依本招生管道入學之學系新生皆為非師資培育生。本系的特色是培養優秀課程設計師或潛能開發師，並提供「
課程設計與教學科技學程、潛能開發學程、文化與科學學程」三個學程，畢業後可在企業界從事教育訓練，或創立有特色的教育事業或潛能
開發班。
1129  國立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依本招生管道入學之學系新生皆為非師資培育生。課程有幼兒師資、幼兒藝術創意及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培育等
三學程。
1130  國立東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1.具備基礎中文聽說讀寫能力。2.依本招生管道入學之學系新生皆為非師資培育生。3.本系旨在培育優良的特教師資及研究人才、深化特教
研究、培養優良的身心障礙輔助科技人才。4.各項教學設施良好、學習活動多元，並結合理論與實務，擴展生涯視野。
1127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依本招生管道入學之學系新生皆為非師資培育生。本系課程涵蓋教育及一般行政之理論與實務，培養學生具有
從事文教事業經營的能力及教育與行政學術研究能力。
4652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Dep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achelor)

依一般限制。本系以藝術創意為核心規劃「民族藝術創意學程」、「藝術教育產業學程」、「藝文產業經營�銷學程」三大主軸，培育藝術
創意產業人力。透過傳統與創新、創意與產業結合，開發藝術文化創意事業及產業的可能性，與全球文創產業競爭。
4888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Kinesiology

具備中文聽、說、寫基本能力。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3
886-2-29393091
886-2-29379611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64號
教務處綜業組

http://www.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僑生係本校學生宿舍優先分配對象。三、本校自98學年度起具僑生及港澳生身分之學士班學生，應排除其國
籍之官方語言後，適用本校「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及95學年度起實施「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一）（二）」為必修0學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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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生需符合前項標準始得畢業。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176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依一般限制。

1177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依一般限制。

1178  國立政治大學 哲學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依一般限制。

1202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旨在培養中學學校師資、教育行政人才及教育學術人才，畢業後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教育系學生畢業若擬
擔任教學或其他教育專業工作，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致影響教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4753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依一般限制。

1179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常以英文書籍教學，並配合中文討論，故中、英程度較佳者，較適合就讀。其它依一般限制。

1180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依一般限制。

1181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課程設計著重公共事務專業知識、技能與理念之培養，旨在培育學術研究、行政實務工作，及跨部門管理之各類人才。依一般限制。

1183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口吃、語言障礙及腦性麻痺者，宜慎重考慮。2.地政系為結合人文社會與理工科技之學
系，本組較著重於土地資源之規劃與利用，且特別注重規劃實務的訓練，以便學生能參與都市計畫行政、都市計畫技術、都市計畫技師等國
家考試，以培育公私部門具有國土規劃、區域計畫、都市規劃與不動產開發規劃之專業人才。
1182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管理組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口吃、語言障礙及腦性麻痺者，宜慎重考慮。2.地政系為結合人文社會與理工科技之學
系，本組較著重於土地政策與法制、房地產投資與仲介、土地測量、土地估價與土地金融等土地管理之教學、以培育公民營機構之土地行政
、房地產投資與仲介、估價、測量與不動產開發等專業人才。
4750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依一般限制。

1184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係國內培養民族事務專業人才之學系，以培養民族工作及民族研究之人才為宗旨。教學內容包括：民族學、民族誌、民族史、民族理論、民
族政策、民族文學、民族教育、民族藝術、民族語言、民族宗教。
1203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教育目標在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以培養國際事務研究與管理人才。課程則以國際關係為主體，涵蓋政治、外交及區域研究等，並鼓勵學生赴
國外進修、學習第二外語及第二專長，以期養成具現代化知識之公民。有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185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課程設計旨在培育高級國際經貿、國際企業經營管理人才，並注重語文之訓練及國際經貿理論與法規專業知識之傳授。有一般限制之情形及
有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751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依一般限制。

1186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旨在招收有志成為頂尖會計領導人才之青年學子。

4901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本系教育目標旨在培養具統計專業與商業知識，以期成為全方位之商業經營人才。有視覺、聽覺嚴重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餘依一般
限制。
1187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

1188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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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旨在訓練同學成為企業資訊經理人，強調理論方法與實務應用的相互配合，重視科技整合與推動商學自動化，以及探討資訊產業發展的
策略。依一般限制。
1189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旨在培養財務管理人才，進而成為企業領導人。

1190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本系旨在培養風險管理與保險專業之高等人才。有視覺、聽覺嚴重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

4722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

傳播學士學位學程與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廣告學系、廣播電視學系共同實施「學程制」，全院課程整合。依一般限制。

1191  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1.新聞學系與傳播學院廣告學系、廣播電視學系及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共同實施「學程制」，全院課程整合。2.本系以中文授課為主，輔以英
文教材，中英文需達一定程度，較適合就讀。3.依一般限制。
1193  國立政治大學 廣告學系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廣告學系與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廣播電視學系、傳播學士學位學程共同實施「學程制」，全院課程整合。本系以中文授課為主，輔以英文教
材，中、英文需達一定程度以上者，較適合就讀。依一般限制。
1192  國立政治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Department of Radio & Television

培養數位內容創製與媒介經營管理人才為宗旨。視聽重度傷殘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本系與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廣告學系共同實施「學程
制」，全院課程整合。
1194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以培養英美文學、語言學或英語教學之人才為宗旨，學生得依志趣選修相關課程。英文科成績必須優良，否則不宜選讀。

4752  國立政治大學 阿拉伯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阿文系以阿文、中文授課為主，搭配中文或英文討論，中、英文需達標準以上者，較適合就讀。

1195  國立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以培養俄語及其他斯拉夫語文人才為宗旨，歡迎對俄羅斯及東歐事務有濃厚興趣者申請。

1196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Japanese

以培育日語文專才及通曉日本歷史、文化、文學、社會思想之研究人才為目標。歡迎對此有興趣的同學申請。

1197  國立政治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以培育韓國語文人才為宗旨，歡迎對韓國事務有興趣者申請。

1198  國立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Turk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以培養土耳其語文化人才為宗旨，歡迎對於土耳其世界(土耳其、北賽浦路斯、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士庫曼)所處之土
耳其與中亞地區之語言、文化及相關研究有興趣之同學申請就讀。
1199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依一般限制。

1200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依一般限制。

1201  國立政治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西班牙文組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依一般限制。

4890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除一般限制外，因本系授課以中文為主，中文需達標準之上者，較適合就讀。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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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7
886-3-5712861
886-3-5721602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本校網址：http://www.nthu.edu.tw。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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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學校及系組規定 - 64 -



1.本系課程特色在於多元發展，領域涵蓋古典文學、學術思想、近現代文學、文化研究、文學理論、語文學以及專業寫作訓練等。一方面提
供基礎訓練，培育中國文學專業研究人才；另方面也開發各項分組選修學程，提供學生研究及就業的指引。另外亦規畫一些中文系專長延伸
的實用課程，培養職場競爭力。2.本系每年均有十數名同學獲得獎助，參與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出國研習兩個月至一年，國際交流十分密切
。3.本系與圖書館人社分館同位於人社院院館內，館藏豐富多元的人文社會學科書籍與國內外期刊，擁有台北地區之外最豐富的人文社會藏
書，本系師生可就近使用，極為方便。4.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cl.nthu.edu.tw。
1226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學士班教學以培育外國語言及文學人才為首要目標。本系課程分為三個主要範疇: 基礎語文訓練課程、文學類及語言學和語言教學等課程
，提供學生充分的選修機會。另提供第二外國語課程(日語、德語、法語、西語)供學生修習。有聽覺障礙、精神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1227  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本學士班採取「院進院出」方式。一/二年級不分系，進行對人文社會知識整合。三年級分流到九個專業學程，包括歷史、哲學、社會、人
類、政治經濟、文學與創作、語言、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等，做為學生主/副修選擇(後面四個學程只提供副修)。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
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dhss.nthu.edu.tw
1228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econ.nthu.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6
886-5-2720411
886-5-2721481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cu.edu.tw

國立中正大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一、僑生大一至大四均可住校。二、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建議在大二結束前)修完兩學期 0學分服務學習課程。三、本
校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四、
依一般限制。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077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安排古典與現代文學相關課程，希望學生在紮實的學術訓練下，從中國傳統汲取養料，並靈活地運用於現實生活，未來能夠成為藝文界、教
育界、新聞界傑出的專業人才。
1078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著重訓練學生能隨心所欲地使用英文。聽、說、讀、寫，將是本系的學習重點，並提供文化、文學、文化與文學並重的課程，以培養傑出的
英語專業人才。
1079  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一、以培養會通人文學科的歷史知識份子及高級研究人才為目標。
二、師資均具國內外知名大學之博士學位，具備傑出的研究能力。
三、本系學、碩、博士班課程皆已完備。
四、中國中古史、明清史、台灣史為本系教學與研究之三大範疇。
五、空間寬敞、藏書豐富，教學電腦等設備先進。
1080  國立中正大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師資陣容堅強，專長領域：邏輯、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科學哲學、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政治哲學⋯等。

1081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之社會福利政策人才為主。希望對社會問題有興趣、關心不同群族福址與具有服務人群熱忱的學生報考。我們衷心希望對
社會福利有興趣的學生加入我們的行列。
1082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   Dept. of Labor Relations

其教學和研究方向係以建構我國的勞資關係理論為目標，一方面探討本土的勞資關係重要議題，另一方面參考國外經驗，致力形塑一個有助
於整體社會和諧發展的勞資關係制度，並積極培養勞工關係與人力資源管理的人才。
1083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教師素質優異，均取得國外博士學位，以政治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統計之基礎訓練，以公共行政與政策、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三大領域之專
業訓練，培養政治學相關領域與公私部門之人才。本系空間寬敞，圖書館書籍典藏豐富，電腦軟硬體等教學儀器設備完備且先進，師生間互
動密切融洽。
1084  國立中正大學 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本系針對未來因傳播科技所帶動之數位整合媒體發展趨勢，著重實務製作能力與相關背景知識的養成，培育學生於未來的媒體環境中具備從
事第一線實務製作、企畫、管理工作之能力，畢業後可繼續研究深造或進入相關傳播媒體工作。
視覺或聽覺重度傷殘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量。
1085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教師均為美、日、英、澳、比利時國際知名大學或臺灣大學之博士，教學認真。除了培育學生具備專業分析能力，本所國際經濟領域的
堅實訓練，也可以培養學生適應更競爭的全球化環境。
1086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以培育具備基本財務金融學識及國際視野之財金人才為目標。本系特色、研究及發展重點：財務金融領域為國家建設與市場發展倚重之程度
，可以從畢業生謀職的順利及每年入學考試報名人數的居高不下略窺一二。本系之特色不僅展現於多樣化之教學領域，歷屆畢業生之就學或
就業上傑出之表現亦是有目共睹的。本所師資背景涵蓋金融市場各方脈動之所需，課程規劃以多元化學習及理論實務並重為導向，且部份課
程採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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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旨在培養新世紀的管理專業人才。學生必修習作業管理、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管理及財務管理等相關課程，經由理論與實務課程
的訓練，開發學生的管理潛力。
1088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以培養能在資訊科技環境下，充分發揮會計專業知識之管理人才為目標。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主動到本系徵才，也是公司會計部門、資訊部門
或管理部門之重要幹部，並且具有參加國內外各級專業證照考試之專業能力，學生畢業後有更寬廣的前景。
1089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Legal Science

以培養法學研究人才及司法實務從業人員為主要目標。

1090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法制組   Dept. of Law Division: Legal Institutions

以培養立法學與公法學領域之專業人才及司法實務從業人員為主要目標。

1091  國立中正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以培養具財經法律專長之人才為目的，本系提供之課程，除基礎法學外，另以財經法學作為專業必修或選修科目，如金融法、財稅法、生物
科技法、國際貿易法以及歐洲聯盟法。
1092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Dep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本系的願景為「向著標竿，竭力追求－開創成高新視界」，在此願景下，本系的發展使命在於使本系成為成人及高齡教育的理論研究先驅、
教學創新的基地、實務推廣的苗圃，以及政策規劃的智囊。故本系將培育大學部學生：1.語文與資訊能力，2.思考能力與人文素養，3.探索
生涯發展目標，4.認識成高教育的本土與國際趨勢，5.具備企劃、執行及評鑑能力。而師資陣容全國最堅強，專長領域包括：成人心理、教
學、老化、企劃、行銷、社區、人力資源與知識管理，強化學生全球化職場需求能力。年輕優秀的教授潛心輔導學生讀書方法與生涯規劃並
認識國際成人教育實務，以培育傑出成人教育及非營利組織的教學行政管理與研究人才為目標。
1093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   Dept. of Criminology

師資陣容全國最強，學習領域包括:犯罪學、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工作、矯正科學、刑事法學、精神醫學等。畢業出路：擔任觀護人（少
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監獄官、政風人員、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警官、少年矯正學校輔導員、中小學教師暨輔導員
、社工人員，及國內外相關研究所進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1
886-3-5131399
886-3-5131598

30010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教務處綜合組

http://www.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158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第1類組   Dept. of Management Science

本系課程涵蓋（一）行銷管理、（二）財務管理、（三）資訊管理、（四）作業管理、（五）人力資源管理，就業及升學管道多元。

1160  國立交通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本系除訓練外語詮釋與溝通能力外，另側重文化、文學及語言分析，課程力求多元。基礎訓練之外並以輔修學程機制，鼓勵學生培養其他領
域之專業能力。畢業後無論就業與升學皆有相當之彈性。本系師資陣容堅強，研究重點以新興文學、電影研究、語法語意與語音分析為主。
1161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Dep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為培養學生跨領域的人文與社會專業知識，具備前瞻、創新與獨立思維的能力，本系提供<人類學與社會學>、<族群與文化>、<客家社會文
化>、<文化產業>共四個學程。這些完整且多元的專業領域學程設計，將使學生在未來的全球化與多元族群的社會，更具競爭潛力與彈性
，奠定實務工作領域或學術研究深造的基礎。本系擁有堅強的師資陣容，以人文社會科學的跨領域，與台灣、西南、華南、東南亞的區域與
族群研究為強項。
1162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本系旨在培養傑出的傳播研究與專業人才，讓學生同時擁有理論知識與媒體專業技能，並強調傳播與科技結合，將所學應用在全球網路社區
傳播、多元社會、與客家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之上。本系提供互動式教學環境。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5
886-3-4227151轉57141
886-3-4223474

32001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c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一年級僑生均可保障全額住校。三、大一新生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210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教學以古典科目為主，如古文閱讀及中文撰寫能力不足者，不宜選讀。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
重考慮。患有嚴重口吃及重度視力、聽力障礙者，不宜學習中文。
1211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患有嚴重口吃及重度視力、聽力障礙者，不宜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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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國立中央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患有嚴重口吃及重度視力、聽力障礙者，不宜學習法語。已具
高級法語能力但中文掌握偏弱，或不具文學興趣者，不宜就讀法文系。
1213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依一般限制。

1214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依一般限制。

1215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尚無有關聾、啞、盲及精神異常等特殊教育之教學設備，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9
886-2-24622192
886-2-24620724

20224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國際學生事務組

http://www.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一、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每學期皆可申請宿舍床位保留，享有優先住校之福利。二、本校有僑生工讀機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13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Dep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一)本系教學目標在培育航運業、物流業之經營與專業人才。（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餘依一般
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9
886-7-5252000
886-7-5252920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一、男女生兼收。二、備有宿舍，新生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244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245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有嚴格的篩選制度，鼓勵對文學及語言有興趣者申請，申請者應具高標準的英文程度。

1246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Dept. of Theatre Arts

旨在培養專業劇場人員，並對多元文化及人文精神有所深切體認，除專業理論課程，更強調實務經驗的養成。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精神
障礙者，因參與演出和製作的困難度高，宜慎重考慮，申請者宜具基礎的中、英文程度。
1247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一）基礎的管理知識(general knowled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二）理解能力與溝通能力(effective comprehension and
communication)。（三）團隊合作能力(team effectiveness)。（四）道德觀與同理心(ethical practice and compassion)。（五）國際觀
(global perspective)。
1248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大學部課程有許多程式設計與技術方面的課程，申請者宜具較佳之數理基礎。

1249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Dept. of Finance

財務管理學系網址  http://www.finance.nsysu.edu.tw/

1250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Economy

本系特色為重視跨域學習與整合性視野，重視培養學生紮實的理論分析與實證能力，並結合政治與經濟領域之專長，以培養公私部門管理人
才。
4629  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本系特色有三：海洋社會學、性別與文化、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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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0
886-2-86741111-66120
886-2-86718006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pu.edu.tw

國立臺北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本校現有法律、商學、公共事務、社會科學、人文、電機資訊計6學院，下設16學系。60年來本校畢業生在各類國家考試成績輝煌
，校友遍佈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司法部門、檢調警政體系、律師界與各大會計師事務所、金融控股集團等。無論在各企業團體
組織中，臺北大學校友都肩負重要使命、擔任領導與中間骨幹角色。近來本校積極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加強英文能力教學，開設
各項跨領域課程，培養學生具有「專業」、「人際」、「倫理」及「國際觀」之素養。本校亦與世界知名大學簽約，加強國際學
術合作與交流，教學與研究成果非凡。「追求真理、服務人群」是本校校園精神，我們永遠致力於教育菁英學生，服務社會大眾
！
★宿舍、獎學金等入學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ntpu.edu.tw/exam/admission.php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140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ivision of Law, Dept. of Law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課程學習多元化，須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並須具備相當的理解能力與邏輯
思維。本系各組課業繁重，專業必修學分達88學分，最低畢業學分134學分，須用功研讀，並採嚴格淘汰，請於選系前審慎考慮。
1141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司法組   Division of Judicial Studies, Dept. of Law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課程學習多元化，須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並須具備相當的理解能力與邏輯
思維。本系各組課業繁重，專業必修學分達88學分，最低畢業學分134學分，須用功研讀，並採嚴格淘汰，請於選系前審慎考慮。
1142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Division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Dept. of Law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課程學習多元化，須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並須具備相當的理解能力與邏輯
思維。本系各組課業繁重，專業必修學分達88學分，最低畢業學分134學分，須用功研讀，並採嚴格淘汰，請於選系前審慎考慮。
1143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務，包括四個學程（一）財務金融；（二）行銷與國企；（三）資訊與作管；（四
）組織與策略。本系自二年級起，學生得按志趣選擇任一組為主修。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佳。
1144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ancy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且須具備良好的理解及分析能力。本系專業課程繁重，請
於選系前審慎評估。
1145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本系課程規劃兼具理論與實務，並自二年級起將選修課程規劃為(1)醫學統計；(2)財務統計；(3)商業統計
；(4)數理統計四個專業選修學程，同學可依其志趣選修。為培養統計分析能力，需數學能力佳，且須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
力佳者。
1146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Dept. of Recreational Sport Management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課程規畫兼顧理論與實務，包括專業學科（休閒管理、運動管理）及術科。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
表達能力佳者為佳。
1147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務，區分為4個學群：（一）行政管理；（二）公共政策；（三）公民社會；（四
）政治經濟與政府。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148  國立臺北大學 財政學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本系專業領域學群分為2組：財政與金融管理組及租稅制度與實務組，本系學生自二年級起須任選一組修
習。
1149  國立臺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Dept. of Real Estate and Built Environment

本系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自三年級開始分為「不動產」、「城鄉規劃」、「空間資訊」、「環境生態與文化休閒」、「土地行政管理」等
五群組，學生應至少修習完畢一個群組之全部必選課程方可畢業，最低畢業學分142學分。有視覺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具備中英
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佳。
1150  國立臺北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151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

1152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於三年級第二學期及三年級升四年級暑假，需修習「社會工作實習」課程，至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實習。

1153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發展重點為傳統與現代之銜接，人文與科技之結合，本土與國際會通，理論與實際貫通，歡迎僑生前來就讀。

1154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本系鼓勵對語言應用及翻譯有興趣者申請。本系同時注重中文與英文程度，要求大量的閱讀、思考與實務
演練，請慎填志願。
1155  國立臺北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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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學生都在三峽校區上課。2.本系課程分為三大學群：（一）史料與史學方法學群；（二）本國史學群；（三）世界史學群。需具備相
當國文、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4
886-3-9357400
886-3-9315137

2604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iu.edu.tw

國立宜蘭大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一、本校是一所綜合型大學，設有生物資源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人文及管理學院。所有設系超過一年之系所在96年教
育部評鑑時即全數通過，通過比率為全國之冠。四個學院另開設生物技術、綠色能源、數位內容、休閒產業管理、奈米科技等跨
領域特色學程，輔以紮實的語言教學及豐富的專題實作訓練，在宜蘭大學您可透過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學習到豐富的知識與
技能。二、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學分外，尚需通過英文、體適能及多元學習能力基本要求，方得畢業，詳情請見
http://www.niu.edu.tw/acade/register/index_04.asp。三、本校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收費標準等其他資訊，請逕至本校網頁
http://www.niu.edu.tw 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761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管理組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Division of Management

一、本系以培養具廣泛應用經濟與管理基礎之規劃、評估及分析能力為目標，暨培育能善用現代科學工具之專業人才，以因應當前產業經濟
與企業經營等問題。二、本系部份課程採個案教學，需要書面及口頭報告，有視覺、聽覺、口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三、本系網址
：http://age.niu.edu.tw/main.php。
1206  國立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一、有視覺、聽覺、口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本系課程中需閱讀大量英/外語原文書籍與資料、聆聽教師以英語授課與指導，並以口
語進行表達及演練，故上述障礙考生需有心理準備。三、自九十八學年度起入學生設有畢業門檻，須於畢業前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為最
低標準（或其他同級具公信力之英文能力檢定考試）。四、本系網址：http://doflal.niu.edu.tw/intro/index.php。
1207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組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Division of Applied Economics

一、本系以培養具廣泛應用經濟與管理基礎之規劃、評估及分析能力為目標，暨培育能善用現代科學工具之專業人才，以因應當前產業經濟
與企業經營等問題。二、本系部份課程採個案教學，需要書面及口頭報告，有視覺、聽覺、口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三、本系網址
：http://age.niu.edu.tw/main.php。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2
886-7-5919000
886-7-5919049

81148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uk.edu.tw

國立高雄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一、本校位於高雄市楠梓區，提供多項新穎教學設施，除一般各類運動場地與設施外，尚有親水生態公園、棒壘球場、游泳池、
SPA及健身房、健步及自行車專用車道等運動休閒設施，並設置完成國際會議廳與大型演講廳。二、高雄國際機場每週均有固定
飛機航班往返港、澳及東南亞各大都市，方便同學返家。三、安排「導師時間」固定指導學生。海外學生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與
本校僑生與外籍生輔導組聯繫，TEL：886-7-5919064。四、備有男女學生宿舍，獎學金、工讀機會多、社團活動活潑化。五、開
設院際、系際學程，建立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符合時代潮流之通識課程，以提供學生多元學習之需求。六、本校學生
，於畢業前應通過本校所訂或各學系自訂之英文能力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標準及應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力資格檢定，成績須
達60分(含以上)。七、學生每學期所需繳交學雜費與其他各項費用、學生因學業成績因素退學規定及其它未盡事宜，請詳見本校教
務處網站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165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Dept.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需具備相當基礎的英文聽說讀寫譯能力，課程以文學、文化及語言學為主，以配合嚴謹的外語訓練。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4723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Japanese Group)

(一)申請本系之僑生，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日、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規定須有一學期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習二〇〇小
時。(二)除各組主修和全校共同必修之英語及中文必修課程外，需再選修系上所開其他一組語言為第二外語，修滿13學分方能畢業。(三)僑
生須符合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參閱本校教務處規定）及日語能力檢定考試二級或韓語能力檢定考試四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
規定）。(四)重度視力、聽力及語言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五)聯絡單位
：東亞語文學系蔣小姐，電話：07-5919000#1601，傳真：07-5919762。E-mail: donya@nuk.edu.tw，網址
：http://www2.nuk.edu.tw/eastasia/。(六)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4724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Korean Group)

(一)申請本系之僑生，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日、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規定須有一學期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習二〇〇小
時。(二)除各組主修和全校共同必修之英語及中文必修課程外，需再選修系上所開其他一組語言為第二外語，修滿13學分方能畢業。(三)僑
生須符合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參閱本校教務處規定）及日語能力檢定考試二級或韓語能力檢定考試四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
規定）。(四)重度視力、聽力及語言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五)聯絡單位
：東亞語文學系蔣小姐，電話：07-5919000#1601，傳真：07-5919762。E-mail: donya@nuk.edu.tw，網址
：http://www2.nuk.edu.tw/eastasia/。(六)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4725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越語組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Vietnamese Group)

(一)申請本系之僑生，可在名額限制內選擇日、韓、越語組就讀，在學期間規定須有一學期在各該語組國家留學，另需在企業實習二〇〇小
時。(二)除各組主修和全校共同必修之英語及中文必修課程外，需再選修系上所開其他一組語言為第二外語，修滿13學分方能畢業。(三)僑
生須符合本校規定之最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參閱本校教務處規定）及日語能力檢定考試二級或韓語能力檢定考試四級合格證明（參閱本系
規定）。(四)重度視力、聽力及語言機能障礙者，因本校無完善設備可供輔助學習，為免影響學習進度，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五)聯絡單位
：東亞語文學系蔣小姐，電話：07-5919000#1601，傳真：07-5919762。E-mail: donya@nuk.edu.tw，網址
：http://www2.nuk.edu.tw/eastasia/。(六)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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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  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1168  國立高雄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Law

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1169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D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一）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培養學生的經濟敏銳度與分析方法，養成學生對社會、經濟、政治與管理問題的關懷。（二）教學與研
究方向著重在「產業組織與金融市場」、「公共議題與經濟政策」二個學程。(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1170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Asia-Pacific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Program)
(一)政府為促使台灣南北高等教育均衡發展，配合經貿國際化與自由化發展之趨勢、因應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市場的崛起、加強台商的核
心能力並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力、協助高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與支援我國傳統產業外移所需技術與管理人才，於2001年8月設立本系。(二) 本
系組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具有紀律、創新及前瞻性的亞太區域商業領導人。本系組的教育策略除了傳授領導與管理的觀念之外，更注重全才
領導人技能組合的養成。(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1171  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的發展方向，將依短、中、長期之規劃重點，致力於培養與訓練具備學術理論基礎與實務實習經驗之財金專業人才。其他詳細之課程規
劃與本系之發展前景，歡迎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fin.nuk.edu.tw。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1172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College of Management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The Department currently offers a 4-
year bachelor degree and a 2-year master degree programs. The Department provides modern curriculum that cover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aining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It is equipped with five state-of-the-art research labs and
two distance learning conference rooms. The programs are supported by 11 full-time all Ph.D. faculties with stro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itment that have published over 400 publications and projec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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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0016
886-37-330674
886-37-324207

36003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uu.edu.tw

國立聯合大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一、助學金：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僑務委員會清寒僑生工讀助學金、本校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協助申請-校內工讀)二、獎
學金：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學金、僑務委員會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協助申請華僑救國總會僑生獎學金。三、住宿服務
：保障優先住宿(至少4年)，提供農曆春節留宿加菜金補助。四、急難救助：申請本校學生急難救助金與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五
、TUTOR教學：一對一或多對一幫助僑生適應生活環境，專業學科課後輔導，加強中文溝通能力。六、校外教學：每學年至少一
次校外教學參訪，參觀企業、公私立博物館，體驗在地風情民俗。七、文康活動：每學期至少一次文藝活動研習，專業講師指導
，DIY體驗傳統中華文化。八、校際聯誼：每學年至少一次中區大學校院之僑生聯誼活動，校際交流。九、家長聯繫：每學年至少
一次專函祝福卡片郵寄海外家長，不定時電話及E-MAIL聯絡海外家長，傳達校方關心。十、竭誠歡迎僑生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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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218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一、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及精神障礙者，較不適宜。二、本系依產業價值鍊發展創新、營運、行銷等三個特色學群，培育學
生具組織經營與整合能力。
1219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本系以培養具多元發展與創新能力的資訊管理人才為目標，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課程內容，並設計三個特色學群做為學生的修課指引
，包括商業智慧與決策、數位內容與創意及電子化行銷。二、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及精神障礙者，較不適宜。
4579  國立聯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一、本系以培養具專業倫理及負責任的財金專業人才為目標，課程分企業財務決策、投資策略管理及金融機構與市場等三個領域，培育學生
具多元整合分析能力。二、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及精神障礙者，較不適宜。
1220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較不適宜。二、本系方向為科技產品與文化商品設計，因此歡迎具有創新精神與對科技、美學
有興趣的年輕人加入我們行列。
1221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Dep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1222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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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0018
886-6-2133111
886-6-2149605

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教務處企劃組

http://www.nutn.edu.tw

國立臺南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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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5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生交誼廳、自修室
、自助餐廳、書局、日常生活供應俱全，近火車站生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生均可依規定參加教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
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四、修業期限以4年為原則，所修學分總數至少128學分，若修習雙主修或教育學程者
其畢業學分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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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231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嚴重口吃、精神疾病或其他障礙足以影響教學工作者，宜慎重考慮。

1232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1233  國立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以招收有志從事幼兒教育工作者為目標，入學不得申請轉系，無此興趣者，請勿選填。

1234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235  國立臺南大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視覺、語言、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236  國立臺南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1237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Dept. of 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本系課程注重地圖繪製、解說導覽、文獻閱讀、戶外調查，故視覺、語言、聽覺障礙、行動不便較嚴重者，宜慎重考慮。

1238  國立臺南大學 經營與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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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0080
886-82-313734
886-82-313733

89250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
研發處國際暨兩岸事務組

http://www.nqu.edu.tw

國立金門大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宿舍，僑生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11  國立金門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本系為培養優秀之英語人才以因應國家國際互動及兩岸交流之人才需要，除不斷充實師資與設備外，並逐年配合社會需求，持續檢討課程結
構，改進教學品質，務期結合理論與實務的訓練，確實達成培育兼具專業智能與國際宏觀的優質英語人才的教育目標。本系設立之宗旨乃在
培養優質之外語人才，為國家社會提供因應兩案交流與國際互動所需之外語人力。具體之培育目標包括；(一) 培養具國際宏觀之優秀英語人
才；(二) 培養學生電腦資訊運用與設計能力；(三) 培養學生英語教學專業能力；(四) 培養學生商業管理英語文能力；(五) 培養學生出國深造
英語能力；(六) 培養學生認真、負責、敬業、合群等優良工作態度。
4007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Dept. of Sport & Leisure

本系的教育目標在培養運動與休閒產業專業服務與研究人才。課程規劃為「產業經營」、「休閒與健康促進」、「資訊應用」等三大課群
，依據學生性向教授並使其具備課群要求的學科知能，嫻熟課群內的產業經營事務，促使本學系成為兩岸運動與休閒產業人才培育的重點學
校。
4008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注重加強外語能力（如英文、日文等）、強調企業實務實習、訓練專題論文寫作能力、輔導就業證照取得、設計企業管理學程，每年舉
行台灣、金門、大陸之企業參訪活動，進行相關貿易、管理公司與大型企業組織之參觀與訪問，讓學生提早接觸就業環境。沒有特別限制
，學生應當兼具中文與英文之語言能力及數理基礎能力。
4009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注重學生英、日文能力培養，以及觀光專業領域實作學習，以獲得實務操作之能力，此外，本系強調敬業樂群之態度和人際關係處理技巧的
培養，及鼓勵學生繼續進入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4010  國立金門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China Affairs

培養兼具國際政經與大陸事務等專業知識之全方位人才，同時強化學生具備繼續深入國際政經、東亞、大陸研究等相關領域學門之研究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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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0
886-89-318855
886-89-517336

95092 臺東縣臺東市西康路2段36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tu.edu.tw

國立臺東大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本項招生提供名額係屬大學部自費生名額，且不屬師資培育學生。
三、一年級新生必須修習勞動服務課程，修畢始得畢業。
四、本校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含)以上或其他相關語文檢定(請參閱本校學生畢業英語能力標準實驗計畫)始
能達到畢業資格。
五、本校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初級急救員訓練(自費訓練)並取得證照為本校學生基本能力。
六、本校學士班學生應取得服務學習時數。
七、本校分為台東校區及知本校區，101學年度新生上課及住宿地點，屆時依本校搬遷進度而定。台東校區地址:95002臺東市中華
路一段684號。知本校區地址:95092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八、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977  國立臺東大學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Industry and Digital Media

本系以創意思考策略培育應用數位媒體專業設計人才，並以文教產業為應用領域，開拓數位科技、教育訓練的應用市場。

4978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Dep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本系於100學年度新成立，並設有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碩士班(93年成立)及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92年成立)。本系位處於臺東，為臺灣最為
邊陲，卻是族群文化最為豐富之地區，不但可提供最立體的教學現場，亦有助於研究公共與文化事務相關議題。在教學上，重視在地議題與
社會變遷的關連，訓練學生具有科際整合與獨立思考之能力，期望透過課程規劃，結合地方資源，訓練學生關心環境與社會議題，成為具備
文化素養、在地關懷與比較視野的公共事務人才；在研究上，銜接學術思潮與社會脈動，培養全球視野與在地關懷，並致力於南島民族社會
文化研究與人才之培育。
4044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學系以培育國小師資為主，每學年度招收新生中有45名核定得修習國小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取得教師資格；另結合臺東
山林及海洋的特色，規劃52學分培養戶外體驗教育之領導人才。須修習運動術科，故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在報
名時宜慎重考慮。餘皆依一般限制。
4045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Dept. of Somatics and Sport Leisure Industry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係將身心合一的健康養生觀念與運動休閒產業結合，配合自然景觀與休閒旅遊，發展身心調整的健康產業。運
動休閒產業組培養運動休閒健身俱樂部、運動行銷管理、溯溪、獨木舟、野溪溫泉、攀岩、潛水、自行車等之指導與產業規劃人才；身心健
康調整產業組培養瑜珈、養生、氣功、彼拉提斯、身心療法、SPA、按摩等技巧之指導與產業規劃人才。須修習運動術科，故肢體障礙、視
覺障礙、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在報名時宜慎重考慮。餘皆依一般限制。
1254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教育學系為培育國小教育師資，培養具有教育專業素養、熱忱及研究、創新能力之國民小學教師或教育與學校行政人員，同時並養成具有輔
導諮商、課程與教材研發、系統化教學設計及教學科技專長的教育專業人員。本校凡師培學系畢業生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依師資培育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餘皆依一般限制。
1256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兒教育學系旨在培養具備幼兒教育專業知能、多元文化與社會關懷之幼教專業師資，以及具備獨立思考、人文涵養與科學創新能力之優秀
幼教產業人才。學生得依興趣選修成為幼兒教師、早期療育、家庭教育與幼兒文教產業等相關工作者，畢業後能夠在幼兒教育、幼兒文教創
意產業、以及幼兒與家庭服務事業等專業領域發展。本校凡師培學系畢業生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餘皆依一
般限制。
1257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特殊教育學系為培育國小特殊教育師資，請考量本身人格特質與性向，宜慎重選填。本校凡師培學系畢業生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依師資培
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餘皆依一般限制。
1258  國立臺東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英美語文學系旨在訓練學生英語聽說讀寫之能力，專業課程方面分各種英語語文相關課程及第二外國語言課程。本系學生應通過全民英檢
(GEPT)中高級初試(含)以上或其他相等相關語文檢定(請參閱本系「英語能力畢業標準檢定」檢核標準)始能達到畢業資格。餘皆依一般限制
。
1259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華語文學系以培育學生華文方面聽、說、讀、寫的專業能力為宗旨，以傳統文化為學術基礎，著重關懷本土文化、貼近社區生活，以使
學生具備語文創作、教學、研究的多元能力。二、餘皆依一般限制。
1260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Systems

本系以資訊系統科技結合管理科學為核心，培育管理決策、商務管理、及資訊系統規劃之開發與應用整合專長的資訊管理人才；基於東部具
備永續發展與優質生活之條件，結合地方樂活及環境經濟產業，執行整合應用研究及產學合作，創造數位機會之服務內容與成效。
1262  國立臺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   Dept. of Art Industry

一、培育多元美術創作專業能力:培育具有美術創作基本能力、洞察社會趨勢、應時代潮流、藝術市場的迭變，兼具多元及專業能力的高水
準藝術創作人才。二、整合資訊科技與藝術的專業能力:配合資訊媒體時代思潮，整合尖端科技與數位媒體，培育具有現代專業的數位及美
術創作人才，開拓藝術產業市場，使藝術創意產品產業化及國際化。三、結合及發展圖像與數位產業:結合圖像與數位產業，並整合本校兒
童文學研究所教學研究資源，開拓圖像書寫和閱讀的產業新領域及建立學術地位。四、融合臺灣原住民圖像藝術產業:臺東擁有臺灣六大原
住民族群，運用多元豐富族群文化資產，結合地方政府和研究推廣單位，創造出具有族群特色的圖像藝術產業。
1255  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Dep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eisure Industries

本系以培養學生具備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之專業知識管理人才為宗旨，訓練學生具備升學研究、休閒遊憩事業與經營及社區發展服務之工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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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3
886-4-7232105
886-4-7211261

50007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教學資源組

http://www.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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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案提供名額係屬大學部自費生名額，且不屬師資培育學生。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與義務
，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四、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至少須通過一項外語能力檢定或修習相關外語課程。五、本
校實施「資訊能力檢定」之畢業門檻，除應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資訊能力檢定」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六、本校
實施「通識護照」辦法，包含兩部分；（1）志工服務（2）藝文與學術活動，入學學生均需參加並獲通過。七、本校備有男女生
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26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學校輔導與學生事務組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School Counseling and Student
Affairs program)
1.本系學生的畢業出路包括：修習教育學程以擔任國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高中職
   輔導老師或生涯規劃科教師、學生事務人員、社區輔導機構人員、企業人力資源與
  員工協助方案人員、復健諮商人員、通過高考成為觀護人或社會工作師、或進修碩
  士成為諮商心理師等。
2.本組課程主修學校輔導與學生事務，但可以跨組選修社區諮商與社會工作。
126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諮商與社會工作組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Community Counseling and Social
Work program)
1.本系學生的畢業出路包括：修習教育學程以擔任國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高中職
    輔導老師或生涯規劃科教師、學生事務人員、社區輔導機構人員、企業人力資源與
   員工協助方案人員、復健諮商人員、通過高考成為觀護人或社會工作師、或進修碩
   士成為諮商心理師等。
2.本組課程主修社區諮商與社會工作，但可以跨組選修學校輔導與學生事務。
126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嚴重口吃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
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466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嚴重口吃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
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126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嚴重口吃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
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126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Dept. of Geography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
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嚴重口吃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127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經錄取管理學院者英文能力須符合管理學院
「大學及研究所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獎勵辦法」之規定。
127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嚴重口吃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
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經錄取管理學院者英文能力須符合管理學院「大學及研究所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獎勵辦法」之規定。
474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formation Management）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經錄取管理學院者英文能力須符合管理學院
「大學及研究所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獎勵辦法」之規定。
474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數位內容科技與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Management）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經錄取管理學院者英文能力須符合管理學院
「大學及研究所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獎勵辦法」之規定。
127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共事務組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The Division of Public Affairs)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
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嚴重口吃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127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公民教育組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The Division of Civic Education)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
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嚴重口吃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127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學系   Dept. of Business Education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將不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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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4
886-8-7226141
886-8-7229527

90003 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pue.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閱
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eb.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四、錄取本校之學生皆為非師資培育生，可參與教育學程遴選，但不得申請卓越師培獎學金，相關資訊請參閱網址
http://cte.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五、 學生須達到本校「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基本能力評核辦法」之規定，方可畢業。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278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1.屬於師培學系,但經此管道入學之學生不具師資生身份。
2.具較佳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128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本系目標以培養應用心理相關領域、專業諮商輔導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從業人才。

1279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本系為師培學系,但經此管道入學之學生不具師資生身份。
2.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128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為師培學系，但經此管道入學之學生不具師資生身份。

1282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本系為非師培學系。
2.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強者為宜。
128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Dept. of Social Development

1.本系非師培學系。
2.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基本能力為宜。
1284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1.有視覺、聽覺、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本系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至少中高級檢定或同等級之國際標準化測驗。詳情參見本系網頁http://english.npue.edu.tw。
128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Dept. of Visual Arts

1.非師培學系。
2.本系注重在藝術創作、數位藝術研究等領域。
128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1.非師培學系。
2.本系重視整合能力培養，跨領域的師資群，提供文化創意產業的博學基礎與競爭實力訓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6
886-4-22183199
886-4-22183130

40306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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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申請住校，視床位數予以核定。三、本校僑生係屬大學部自費生，且不
屬於師資培育學生。若欲修習教育學程，全師培學系，需以外加名額專案報部核准，其餘各系需參加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之
甄選，通過後才得以修習教育學程並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惟仍不得參加本國辦理之教師檢定考試，無法取得本國教師證書
。四、本校學生須通過學校及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其能
力及素質。五、清寒僑生就讀本校只要學業成績及格、操行成績80分以上，並檢具清寒證明，享有住宿費減免或獎助學金，並可
優先申請校內生活學習助學金（原校內工讀）等就學優惠。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30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NTCU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130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Dep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有嚴重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130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Dept. of Reg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二）依一般限制規定。

130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學校及系組規定 - 74 -



（一）本系以培養具有幼兒教育專業之優秀幼教人才為目標，希望招收有志從事幼兒教育之工作者。（二）幼稚園教師負教學輔導之責，若
有嚴重口吃、視、聽障、肢障、色盲、法定傳染病或精神病者，請慎重考慮。（三）錄取為自費生且不屬於師資培育生。
130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一)依一般限制(二)歡迎對國小特殊教育（含身心障礙教育及資優教育）及相關產業有興趣者、有熱忱者加入。

130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一、本系課程全程以閩南語授課，要求學生應具備閩南語基本聽、說、讀、寫能力，若無該項能力者，請慎重考慮。二、本系畢業生畢業前
須完成實習，實習時間：300小時。三、本系畢業生畢業前須通過以下檢定：（一）閩南語：中高級。（二）客語： 初級。（三）英語：中
級。（四）日語：五級。
130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Applied Psychology

本系以培育諮商與輔導相關領域之專業人才為目標，故口語表達不佳者，較難以勝任，宜慎重考慮。

130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1. 本系以培育優秀英文人才為目標。有視覺、聽覺、精神、學習障礙者，宜慎重考慮。2.本系學生畢業前應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能力
測驗。
1308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一)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二)本系主要在培養具有國際觀、能運用管理專業知識和技能解決企業問題的中高階國際企業經營管理人才為
主要目標。課程規劃包括「國際企業與行銷」、「國際財務金融」、「創新與電子商務模組課程」三大模組，可兼顧學生學習興趣與未來發
展。本系實施思辨式個案教學，以培養學生主動思考、溝通表達能力，增加學習效果；輔導學生報考國際專業證照及外語能力鑑定，以增加
就業競爭力。（三）本系歡迎英文程度佳者加入。（四）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130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有視覺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本學位學程以培養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意產品設計、生產與管理經營人才為目標。教學上採工作室
師徒制小班教學，課程內容跨文化產品設計與文化事業營運雙領域，與就業緊密結合，是多重專長人才培育新搖籃。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7
886-7-7172930
886-7-7262447

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knu.edu.tw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英語、地理、教育、特教、美術、音樂、化學、物理、工教及體育等10系為師資培育學系，國文（應中組
）、事經、視設、光通、工設、軟工等6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僑生入學後可依各學系所訂相關辦法，或經由師資培育中心考試修
讀教育學程。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僑生未取得本國國民身分證
，不得参加教師資格檢定。四、住宿申請請依本校大學部學生宿舍核配作業規定辦理（優先核配宿舍）。五、本校實施「英語文
能力檢測」之畢業門檻，學士班學生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語文能力檢測」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六、本學
年度錄取文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之新生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七、本學年度錄取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新生上課地點
：在本校燕巢校區。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3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Dept. of Chinese，Group of Applied Chinese

（一）非師資培育學系（二）若有嚴重身心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131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一）若有嚴重身心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二）本系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或等同之國際標準化測驗）。

131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Dept. of Geography

本系野外實察課程很多，身心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414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若有嚴重身心障礙，可能影響教學工作者，請慎重考慮。

415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若有嚴重身心障礙，可能影響教學工作者，請慎重考慮。

131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一）非師資培育學系（二）本系屬商業類科系。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5
886-2-23113040
886-2-23146811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tmue.edu.tw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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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29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自費為主。本系歷史悠久師資優異，課程多元且學術活動頻繁。強調在學期間到教育機關或文教事業參觀、見習與
實習，提供國際交流及海外實習機會，理論與實務並重。畢業後輔導學生往學校任教、行政與文教單位任職或從事學術研究等發展。
1291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以培育特殊教育師資及特教相關專業人才為宗旨，課程兼重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教育之理論與實務，包含特教理念與發展、特教學生身
心特質、評量與鑑定、教學設計及教材教法等完整專業內容。畢業後可往學校、特教行政部門和身心障礙療育機構任職，亦可報考相關研究
所繼續進修。
129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以培養幼教相關專業人才為宗旨。課程涵蓋「兒童研究」、「幼兒教育」、「兒童與媒體」、「兒童服務」、「兒童與家庭」等領域之
理論與實務外，亦強調大學通識教育的涵養。畢業後在幼教職場上極具競爭力，亦可往文教及兒福單位、學術研究方向發展。
1293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具備一般大學中文系、國文系應有之課程，同時兼具鄉土語文（含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兒童創作等應用語文之課程，適合對中國文
學、語文教學、鄉土語文有興趣者就讀。
1294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Dep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本系課程規劃著重於歷史、地理兩個領域發展。畢業後可從事文史工作者、觀光導遊解說、地理資源規劃或出國進修。

1295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英語教學系   Dep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本系包含一般英語學系課程內容，惟其主軸以培育國小優良英語師資及英語教學研究人才為宗旨。本系師資除外籍講師外，其餘師資皆具博
士學位，課程皆採小班制，呈現精緻化與多元化教學。
1296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Dept. of Social and Public Affairs

(一)本系以培養公共事務人才為主，及相關政府機關應試就業之增能課程。(二)須具備中國語文基本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9
886-3-5213132
886-3-5617287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註冊組

http://www.nhcue.edu.tw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男女兼收，保障優先住宿。二、錄取名額皆為自費生。三、依據現行（94年10月3日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資格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依證
明書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加本考試。僑生如不具中華民國國民，則無法參加師資檢定考試取得教師資格。四、本校為輔導學生
校外生活，凡學生住宿校外者，經家長切結同意後，由學務處、學系或導師予定期或不定期之訪視。五、本校以培育優質教育與
文創人才的博雅大學，學生入學後，必須遵守經全校師生代表共同制定的所有規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33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為加強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本系特別設計「學習科技類」課程，課程達36學分以上，可申請該類課程學分認證，歡迎未來想從事學習科
技工作者，報考本系；若有嚴重身心障礙者，請慎重考慮。
1335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旨在培養幼兒教育機構及相關產業之專業人員，歡迎喜歡與幼兒相處，並具主動學習精神、獨立思考能力與有創意的學生。

1334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旨在培養學前階段與國民小學階段特殊教育人員，歡迎對特殊教育有興趣，具積極學習與服務熱忱的學生。

1336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本系課程包括基礎心理學、研究方法及與學校、社區、民間、企業等有關之心理與輔導諮商課程，畢業後可至輔導相關機構任職、擔任各領
域心理學及教育有關之工作。未來亦可繼續進修成為心理師、人力資源管理師或從事輔導諮商與心理學相關之研究等。須具備基本中文聽、
說、讀、寫能力。歡迎具主動學習精神、獨立思考能力與有創意的學生加入。
1337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基本能力。

1338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以環境及文化跨領域課程為主，歡迎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學生。

4980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英語教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Instruction

本系以培育和英語語文相關之文化教育領域的專業人才為目標。學生須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始得畢業，畢業後可從事美語教師、教材研
發、傳播、出版、翻譯、旅遊等行業。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8
886-2-27321104轉2225/2223
886-2-23777008

1067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ue.edu.tw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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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學生在校期間，欲修習教育學程者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及參加甄選，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三
、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悉依「師資培育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之。另依
前揭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報考者須為中華民國國民。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申請安排床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0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本系以開發都市文化創意體驗空間為主，此整體性文化體驗經濟，依據空間區域條件，創意組合環境資源、多元人力資源、跨領域藝術文化
資源、及創意經營行銷等，以達提高生活品質、提高場所區域價值及產值。
本系學生，需要對變動社會及時尚風格消費具高度興趣，並需要具有一定品味鑑賞、創意思考、人際溝通、外語溝通、及領導整合資源等能
力。
132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本系充滿博雅、關懷、專業、實踐與創新精神，具備溫馨的學習環境及濃厚的學術研究風氣，並提供多樣的學習活動及實用的多軌課程，能
培養同學在學校教學、學術研究、教育行政及相關教育文化產業創新經營（如出版編輯、媒體製播、安親補教經營、學習活動規劃、人力資
源發展等）等不同領域的卓越表現能力。
132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Dept. of Soc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透過多元化的師資，整合理論與實務，結合自然與人文面向，培育學生關懷多元文化、性別與族群、社區營造、環境規劃、文史導覽等不同
尺度的社會與區域發展課題，以建構台灣永續經營且具競爭力的環境。
132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本系課程係以培育「特殊教育」專業工作人員為核心目標，學生在修業期間可依個人志趣和相關規定，取得合格特殊教育教師(含身心障礙
與資賦優異二類)資格，畢業後可擔任特殊教育或相關服務領域之專業工作人員。
132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and Family Education

本系教師對於幼兒教育哲學、課程與教學、幼兒教育政策、兒童發展、學前特教與家庭教育均有豐沛的經驗與活潑的思考。師生、同儕討論
頻繁，既能共創團體益處，又能展現個人風格。課程含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兩種進路，學生可從事幼兒教育或其他與幼兒教育、家庭教育
專業知能相關的產業。
132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本系主要培養心理諮商人才，課程規劃結合理論與實務，因此學生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132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師資組   Dep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Language Education ）

本組為師資培育組，以培育國小師資為主要目標，另經由系列課程之設計與規劃，也著重其他能力之培養，冀能增強學生未來發展與就業能
力。
132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文學創作組   Dep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 ）

本組為非師資培育組，課程以文學創作為基底，結合理論與實務，並廣納編輯與採訪、華語文教學、寫作實務、作文教學等學程，以培養具
有實務能力的語文專業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0
886-4-22213108
886-4-22250758

40404 臺中市雙十路1段16號
招生組

http://www.ntcpe.edu.tw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一、運動管理學系、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於嘉義校區上課。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優先提供僑生住宿。三、學系概況請參閱本校網
站http://www.ntcpe.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31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對運動體育傳播有興趣者，表達及聽力正常。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於嘉義校區上課。

1341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 Management

對運動及管理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運動管理學系於嘉義校區上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2
886-3-3283201
886-3-3971897

33301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su.edu.tw

國立體育大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本校原名為國立體育學院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籌備處正式成立，並於七十六學年度開始招生，又於九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改名國
立體育大學。大學部有運動技術三系：陸上、球類及技擊運動技術學系。一般學系：體育推廣學系、運動保健學系、休閒產業經
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4個學系。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757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Dept. of Sport Promotion

本系以培養運動教育推廣及指導人才為主要目標;兼顧專業學科、術科指導、實務與實習課程，強調人類健康價值與社會服務，歡迎對運動
、休閒、推廣、指導、活動企劃、賽會管理及教育工作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本系的行列。
1345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Dept. of Recreation and Leisure Indust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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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培養具備企業經營的知能，嫻熟休閒產業事務，並能融合兩領域之經營管理、行銷企劃及新聞資訊傳播人才，分運動管理、休閒遊憩以
及運動健康傳播三大領域，授予管理學學士學位，學生可依興趣選擇各領域之必選修課程進行深入學習，成為具專業水準之各類人才，本系
師資多元、設備充裕，歡迎喜愛休閒運動，有志於休閒產業經營的同學加入本系。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4
886-2-22722181#1153
886-2-89659515

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1段5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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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僑生優先保留學校宿舍
2.本校設有獎助學金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3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Department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Arts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肢障、聽障、視障或辨色能力異常等嚴重者，於實習工廠實習或參與實作課時，易遭遇學習困難，請詳加考慮。

135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Dep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6
886-2-28610511#11302、11304
886-2-28611147

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本校學士班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外，尚須依規定完成「服務學習」及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
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方可畢業。外國語文相關學系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外，另訂有各該系相關語文能力畢業門檻，請參閱各系
分則說明。
2.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之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考生可至本校教務處網頁查閱該辦法。
3.為協助經濟困難之學生，使其順利完成學業，並獎勵各類優秀學生，訂有「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詳細內容，請
隨時點選本校首頁網站 ---> 公告系統 --->獎助學金之下查詢。
4.本校備有宿舍，僑生優先。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375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1376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Classics Program

1377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1378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1379  中國文化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規定外，本系學生尚需通過日本國際教育協會舉辦之日語能力鑑定考試第二級以上，始得畢業。2.有視、聽覺障礙
、精神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1380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Dep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規定外，本系學生尚需通過韓國語文能力測驗（TOPIK）中級以上，始得畢業。2.有聽覺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
慮。
1381  中國文化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Dept.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本系以培養具備人文素養之俄語專業人才和嫻熟俄國事物人才，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表達能力，並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培養學生國際
觀為目標。 2.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規定外，本系尚需通過或至少參加過一次俄語能力檢定第一級（含）以上，始得畢業。
1382  中國文化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需托福新制測驗（TOEFL-IBT）成績達74分（或等同之其他英語測驗）以上，始得畢業。。

1383  中國文化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規定外，本系學生於畢業前尚需通過「全球法語鑑定文憑考試」（DELF-DALF）A2級（含）以上或「法語能力測
驗」（TCF）2級（含）以上或FLPT法語能力測驗105分（含）以上或E.TEF考試A2級（含）以上之規定，方可畢業。2.有聽覺障礙、口吃
者，宜慎重考慮。
1384  中國文化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Dep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規定外，本系學生尚需通過德語能力檢定A2級（含）以上，始得畢業。2.有聽覺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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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  中國文化大學 地理學系B組   Dept. of Geography（B Section）

因地理系野外實察（自然與人文）以及地圖繪製等課程，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386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Dept. of Law－Science of Law Program

1387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Dept. of Law－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Program

1388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有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389  中國文化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有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390  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   Dept. of Labor Relations – Labor Management  Program

本組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勞資關係專業人才為教學目標，與人力資源組基礎科目相同，專業課程可依個人之生涯規劃跨組選修，以培育
多元之專業人才。
1391  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Dept. of Labor Relations – Human Resources Program

本組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勞資關係專業人才為教學目標，與勞資關係組基礎科目相同，專業課程可依個人之生涯規劃跨組選修，以培育
多元之專業人才。
1392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1393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Dep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1394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   Dept. of Applied Science of Living

本系課程包含生活經營管理、餐飲經營管理及整體造型三大學群，供學生依興趣修習。畢業可從事優質樂活生活、餐飲、美容、造型等相關
產業。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 、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395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396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397  中國文化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398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Industry

本系以培育觀光事業之專業人才為目標。為提升學生外語能力，以因應國際觀光市場快速變化之挑戰，故要求本系學生須通過語文檢定門檻
，始得畢業，語文門檻相關規定及辦法請見學系網址→點選「語言門檻」。
1399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400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Banking & Finance

1401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本系需托福網路測驗（TOEFL-IBT）成績達54分（或等同之其他英文語文能力測驗成績）以上，始得畢業。

1402  中國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教育目標：培育具學術內涵，兼備多元專業技能之傳播人才。以人文素養為基礎之思辨思維能力(critical thinking)，具有傳播專業(公共傳播
/音像傳播/傳播理論)，並兼備專業整合能力之人才。
1403  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學系   Dept. of Theatre Art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404  中國文化大學 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   Dept. of Urban Affairs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因應課程教學特色需求，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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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本系以培養學生應用自然及人文景觀之科學知識與藝術技巧創造適意環境，學生須對公共事務及總體生態環境有興趣，對環境美質具敏感度
。因課程對於野外調查為經常性作業，請斟酌自身體力及健康；另因應課程教學特色需求，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406  中國文化大學 教育學系   Dept. of Education

本系為培育教育學術與中等教育務實人才為目標，學生可利用輔系與雙主修選讀符合自已性向與興趣的第二專長，只要把自己的能力儲備好
，未來的發展將無可限量。
1407  中國文化大學 心理輔導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本系以培養心理輔導相關學術和實務的基礎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7
886-2-26215656
886-2-26209505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招生組

http://www.tku.edu.tw

淡江大學   Tamkang University

一、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請於規定期限內向境輔組提出申請。
二、獎學金：除提供校內獎學金25種及校外獎學金約139種供全校學生申請外，另有專供僑生申請之獎學金5種。
三、助學金：提供清寒助學金及工讀助學金，供家境清寒之學生申請工讀。
四、各項僑生注意事項、獎助學金及住宿資訊，請參閱本校學生事務處資訊網（網址：http://spirit.tku.edu.tw）生輔組、住輔組網
頁及國際處資訊網(網址：http://www.oieie.tku.edu.tw/main.php）境輔組網頁。
五、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門檻始得畢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423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致力建構完善之國際化教學環境，培育學生具有(一)外語運用能力 ；(二)國際經貿、國際企業之專業能力及(三)審視國內外經濟情勢演變之
通才能力。(四)只限中文班。
1416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願景為（一）深化與發揚中國文學與思想體系的新詮釋與新研究。（二）結合中國傳統與文化創意產業，創新中國文化的價值。

1417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本系課程安排採史論與史實並重之原則，以培養史學研究人才及應用人才為宗旨。

1418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一）旨在培養具科技資訊素養的優秀圖書館員及資訊專才。（二）盲生請審慎報考。（三）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

1419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作育跨越媒體界線之專業人才（全盲者請審慎報考）。

1420  淡江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教育目標為培育新媒體人才（色盲者請審慎報考）。

1421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本系終極目標，希望培養能掌舵未來、深具國際觀的e世代財金專業人才。

1422  淡江大學 保險學系   Dept. of Insurance

本系茲在培育金融保險業及企業所需之保險專業人才。

1424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教學採理論與實務並重探討台灣產業發展現況與產業經濟理論及企管、行銷相關課程。

1425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藉有系統之邏輯推理訓練，建立同學獨立分析經濟社會問題之能力。申請者須具一定程度之英文、數學能力，英文、數學能力不佳者，請慎
重考慮。
1426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本系以培養會計、審計及財務專業人才及研究人才為目的。

1427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本系以培育統計專業知識和相關資訊能力之資料分析管理人才為目的，申請者須具一定程度之數學能力，數學能力不佳者，請慎重考慮。

1428  淡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養企業與一般機構組織所需之專業經理人與創業家，學習內容涵蓋產業與企業經營及行銷、人力、財務、資訊及作業等主要企管專業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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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  淡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因應國際學術潮流及國內實務需求，培育深具敬業態度與團隊精神之優越資訊技術、資訊應用、管理與規劃人才。

1430  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為跨學域科系，課程內容涵蓋路、海、空客貨運輸系統之規劃、設計與營運管理。

1431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招收對公共事務及公共議題有興趣之青年。課程包括政治、行政、法律三大領域。

1432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具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

1433  淡江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Dept. of Spanish

中文聽、說、讀能力佳及基礎中文寫作能力者。

1434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rench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

1435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Dept. of Germa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

1436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t. of Japanese

以培育日語人才為宗旨，實施大三學生赴日姐妹校留學一年制度。提供多項系友捐贈之清寒獎助學金。

1437  淡江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Dept. of Russian

1438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Dep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一）本系培養數位學習及教育訓練之專業人才。歡迎在美術、語文、資訊以及其他各項才藝方面有突出表現之同學申請。 （二）中文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8
886-2-28824564
886-2-28809706

11103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mcu.edu.tw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1.本校於2010年11月18日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技院高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
2.設有「僑生暨陸生輔導組」，作為僑生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學生宿舍，供學生申請住宿。
4.有關獎學金之詳細類別，請自行參考本校網站進入學務處網頁查詢。
5.各招生學系課程、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等，請上各系網頁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 – 9
  傳真號碼：(02)28809706
桃園校區：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5號
  電話：(03)3507001 – 2
  傳真號碼：(03)3593852
8.網址：http://www.mcu.edu.tw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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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441  銘傳大學 傳播學院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本校傳播學院採不分系錄取，一、二年級修習傳播基礎專業課程，二年級下學期再依前三學期修課成績，選填新聞學系、廣播電視學系、廣
告學系、傳播管理學系之一就讀，在台北校區上課。
1442  銘傳大學 觀光學院   School of Tourism

本校觀光學院採大一大二不分系錄取，一、二年級以修習校定共同必修科目及部分院定專業基礎課程，二年級下學期再依前三學期之學業成
績、操性成績及學生個人志願為準則，大三分系至觀光事業學系、休閒遊憩管理學系、餐旅管理學系之一就讀，在桃園校區上課。
1444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一、在桃園校區上課。二、教育目標1.培養中國文學專業知識與學術研究的人才2.培養中國文學或華語文教學的人才3.培養文書行政與文化
事業的人才4.培養宏觀視野與服務社會的人才。三、宗旨:培育能「學以致用」的中國文學研究與應用的語文人才。四、核心能力1.具備良好
口語表達的能力2.具備語文寫作的能力3.具備文學鑑賞的能力4.具備文書處理的能力
1445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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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用英語學系，目標培育精通英語能力之人才，並應用於專業領域。專業選修分<1>翻譯<2>國際企業<3>觀光<4>英語(語言)教學，以
因應國家社會之需求。學生自二年級開始依志願與一年級第一學期成績，申請選修一組專業課程。二、本系在本校桃園校區上課。
1446  銘傳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招生目標：本系的宗旨在培養通曉日語並具有誠實的品德、國際觀、了解異文化之人材。未來能成為台日兩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本系
在桃園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成績優秀者可修習碩士班課程，協助學生提前規劃專業與學術研究方向。
1447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招生目標：培育有志趣於國際貿易、國際企業經營、國際行銷與國際投資等領域之新世紀跨國企業經營人才。本系設有碩士班，成績優秀者
可修習碩士班課程，協助學生提前規劃專業與學術研究方向。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1448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本系課程規劃設計將培養同學五大構面之專業知識與能力：1.金融機構經營與風險管理，2.結構化企
業金融，3.行為財務學與資產管理，4.衍生性金融商品創新、交易與行銷，5.財富與風險管理。畢業生具有深造及就業之良好機會。
1449  銘傳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招生目標：本系擬招收具有細心、耐心、毅力、思路敏捷、判斷果敢之青年,並培養下列五大構面之專業知識與能力1.財務會計與審計2.成本
與管理決策3.租稅申報與規劃4.會計資訊應用5.財務管理與分析。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
1450  銘傳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招生目標：培育全方位風險管理與保險經營人才。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畢業生具有金融市場就業與海內外深造之良好機會
。
1451  銘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本系為因應國家知識經濟的發展與企業全球化的衝擊，全力培養俱備創新、整合與國際觀的管理專業人才，以充分配合產業與企業的轉型
需求，造就全方位的管理幹部。2.本系在台北校區上課。
1452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   Dept.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主要在訓練具處理及客觀分析資料能力之專業人才，課程含商業統計資訊、工業統計資訊及生物統計資訊三個領域。在桃園校區上課。

1453  銘傳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培育具備問題研析及世界觀之經濟專才。在桃園校區上課，並設有研究所、成績優秀者可修習碩士班課程，協助學生提前規劃專業與學
術研究方向。
1454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在桃園校區上課。 以培育能運用資訊科技、思考及解決管理問題之整合性專業人才為宗旨，強調理論教育與實務訓練並重，並培養學生具
備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力、具團隊合作與多元化及國際性視野的精神。
1455  銘傳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以培育資訊網路、媒體整合與學習科技之專業人才為宗旨，重視理論教育與實務訓練，並培養學生具備創作及問題解決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
，在桃園校區上課。
1458  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   Dept. of Public Affairs

本系教育宗旨在培養公共事務管理人才，兼顧本土關懷及全球視野，理論與實務並重，期透過科際整合之訓練，使學生具備處理公共議題之
能力，在桃園校區上課。
1459  銘傳大學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提供「諮商心理學」與「工商心理學」之跨領域課程，藉由理論反思及實務應用訓練，培養具人文涵養、社會關懷及國際視野之專業人才。
歡迎對心理專業有興趣且對人群社會具有關懷熱忱者加入，在桃園校區上課。
1460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   Dept. of Security Management & Social Work

課程安排包括警察勤務、犯罪心理及預防、保全等安全管理相關學科外，包括綜合逮捕術等體技課程，在桃園校區上課。

1461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   Dep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因應國際社會對華語文學習的需求，本校於2006年成立華語文教學學系，其宗旨為：培養優秀的對外華語師資及雙語人才，以便「立足台
灣，放眼全球」。
華語文教學學系學習目標:1. 研究華語做為第二語言之學習理論與教學法。
2. 培養雙語教學能力。3. 推廣華語文教學國際市場。4. 實行海內外實際教學實習制度。本系在桃園校區上課。
1462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1.本系的宗旨在於積極培育具有資訊能力與醫務管理專長的優秀人才，使其具備國家與醫療產業需求之醫療資訊與醫務管理之能力。課程內
容涵蓋醫療相關課程、專業資訊課程、專業管理課程。2.在桃園校區上課。
4643  銘傳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1.本系課程之設計除著重法律學專業素養外，亦全力培養學生未來就業能力，因此課程設計除法律專業必修外，亦著重實務及科際整合課程
。 2.在台北校區上課。
4645  銘傳大學 財金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Law

有鑑於近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蓬勃，政府亦將金融產產業列為國家發展之重要產業，然而金融業受到國家法令高度規範，故就業市場上對於
財務金融法律人才一直存在著高度需求。有關財經金融事務於工商業社會發展中，扮演極具份量的角色，而規範此類事務的法律本質上具有
相當的專業技術性質。故本系之課程設計除包含基礎法學課程（如商事法科目中的公司、票據、保險等）以及財務金融法律之獨特專業的法
學領域課程（如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等）之外；另還包括經濟學、會計學、財務報表分析等財務金融領域相關課程。此等課程
設計之主要目的，即在朝向培育國內法律與財務金融知識兼具之法律人才之專門教育機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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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9
886-4-23598900
886-4-23596334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招生組

http://www.thu.edu.tw

東海大學   Tungha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一年級男女生一律住校。
三、二年級以上男女生可申請住校。
四、本校實施勞作教育，新生必須參加基本勞作一學年，兩學期勞作成績均及格者方能畢業。
五、自100學年度入學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學生必須通過本校之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請參閱東海大學英文能力畢業門檻
實施辦法 http://academic.thu.edu.tw/chinese/down.php?hDFile=tw_law01283411534.pdf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468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依一般限制。課程及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chinese.thu.edu.tw

1469  東海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以培養英美文學人才為宗旨，並著重於學術性思考及研究能力之培養與訓練。語言方面則著重於聽、說、讀、寫之嚴格訓練。如對英美文學
沒興趣或英文能力不佳者，報考時宜慎重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flld.thu.edu.tw
1470  東海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history.thu.edu.tw

1471  東海大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philo.thu.edu.tw

1472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藉由多元化、專業化之課程設計，培養學生成為「台日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流的能手」。為養成同學終身學習的習慣，從一年級的基礎日語
開始即採用自律學習的觀念與習慣，進行嚴格的語言訓練。其他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japan.thu.edu.tw

1473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General Theory Sec.)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politic.thu.edu.tw

1474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politic.thu.edu.tw

1475  東海大學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Dept.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pmp.thu.edu.tw/main.php

1476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一般經濟組   Dept. of Economics (General Economics Sec.)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查閱本系網頁。http://economic.thu.edu.tw

1484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fin.thu.edu.tw/main.php

1477  東海大學 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Dept. of Economics (Industrial Economics Sec.)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economic.thu.edu.tw

1478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查閱本系網頁。http://soc.thu.edu.tw/

1479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sociwork.thu.edu.tw

1480  東海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九十三學年度起學生於畢業前需通過中高級全民英文檢定第一階段測驗（或其他類似檢定），未通過者有其他替代方案。詳情請見本系網址
：http://inttrade.thu.edu.tw。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
1481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ba.thu.edu,tw

1482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acc.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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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社會組   Dept. of Statistics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stat.thu.edu.tw

1485  東海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im.thu.edu.tw/

1486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law.thu.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4
886-4-24517250轉2185
886-4-24512908

40724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招生組

http://www.fcu.edu.tw

逢甲大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1.男女兼收。
2.優先分配新生住宿。
3.本校設置各項優渥獎學金，獎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
4.本校連續七年榮獲教學卓越獎勵，並獲選為「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中心學校，負責建立中部13所大學資源共享平台。
5.本校在Cheers雜誌2010年「企業最愛的大學生總排名」再次榮列全國TOP 10，私校排名第二。
6.本校所有工程學系辦學品質皆獲得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國際教育認證。
7.本校系所評鑑全數通過，創全國公私立大學首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591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培育高級會計及財務管理決策人才以服務社會。課程規劃在參酌國內外大學內容與企業界需求後，設計六大系統：會計及審計專業課程、財
經課程、電腦資訊課程、管理學課程、商法課程、數理計量課程。
1592  逢甲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培育具國際觀之貿易與商管人才，以具備國際經營與貿易專業知識、溝通表達能力、分析能力及專業英文能力。此外，並鼓勵學生修習跨領
域學程，亦加強廣大傑出的國貿系友與在校學子的聯繫，藉以增進學生國貿經驗的體會，以及職場先備知識的瞭解。
1593  逢甲大學 財稅學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培育財稅專業人才，以因應在財政部門及企業稅務之需求。本系課程規劃著重財政、租稅、會計、兩岸租稅、金融、投資等領域，並鼓勵學
生修習跨領域的學程。
1594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學系   Dept. of Cooperative Economics

培養事業之「經營管理」人才為宗旨。課程規畫除了教導事業內部之管理技能外，更重視事業外部之經營生態分析，務使學生兼備「經濟分
析」與「經營管理」之雙重能力，並秉持「社會關懷」與「社會責任」之使命，教育同學成為術德兼備的時代青年。
1595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培養具有統計資訊分析能力的專才，訓練學生使用套裝軟體的能力，以及資料庫的建立與應用。訓練方向包括：計量財務、精算、行銷資訊
、科技應用等領域，並鼓勵學生修習「精算」、「計量財務」二學程。本系有全國首創的統計精算碩士班，畢業的人才為業界的最愛。
1596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本系為台灣中部地區唯一具有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完整經濟學系，目的在於培養兼具經濟分析、商業技能與商業專業的基礎人才。本
系課程規劃特色有三：其一、規劃一系列嚴謹有序的經濟理論與應用實務課程，期使學生能夠認知經濟體系及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以作為
未來掌握經濟脈動與商業投資決策的基礎；其二、課程包含實用性的基礎商業技能與分析工具之訓練，奠定學生從事商業或學術研究的基本
技能；其三、課程尚提供多元化的選修課、輔系，雙主修及各種商業相關學程，讓學生可以量才適性地發展個人商業專業能力。
1597  逢甲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增進學生對企業管理分析、預測與決策之能力，著重學、問、思、辨，運用個案研討與商業自動化軟體等輔助教學，激發學生之創造力，培
育經營診斷及企業管理專業人才。
1598  逢甲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英語專班）   Bachelor's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nglish Program)

1.本學程培育專業英語國際商管人才，專業課程皆採英語授課。2. 外籍生(含僑生)大四可選擇是否出國研修，出國有機會完成雙學位。出國
費用須自行負擔。3.選擇不出國研修之外籍生(含僑生)應修習BIBA及其他系(學程)開設之課程以補足畢業學分。4.提供出國研修獎學金及姊
妹校學費互免(班上歷年成績前30%者)。未獲獎學金者，可申請出國當年度之出國研修助學金(金額為全額學雜費之3/4)。
1599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主要培養以行銷為導向的未來大中華領導經營人才。使學生夢想受到鼓勵，秉賦受到啟發，學習創新設計及商品化之能力、行銷企劃力、跨
文化國際市場分析，並鼓勵至英美日姐妹校當交換學生，輔導到大陸名校交流並探索大中華市場，成為中西合璧為大趨勢所需求的人才。
1600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培育財務金融專業人才為目的。為因應金融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之發展趨勢，以公司財務、投資管理、國際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及金
融機構經營與管理為主要教學與研究之領域。
1601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 Insurance

培育具備風險管理與保險經營能力之專長，以因應保險市場國際化之人才需求。本系課程除風險管理、產險、壽險、財務管理等基礎理論之
外，並加強實務應用之配合。專業保險課程涵蓋風險控制與風險理財保險財務、保險經營、保險法規與行銷管理等領域。
1602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本系配合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將課程規劃分「唐代文化」、「中文專業」、「中文應用」、「華語教學」四個區塊，強調專業特色與實務
應用並重，厚植語文能力，增加學生深造及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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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採小班制教學，英文寫作每班15人為原則，精心打造每一位學生。文學與語言並重，並提供口譯及筆譯訓練，未來深造與就業皆宜。

1604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   Dept. of Land Management

以土地管理法規、政策、經濟等知識傳授為基礎，結合不動產管理、景觀與遊憩、地理資訊等領域之綜合性人才培育學系，理論與實務兼顧
，並可修習第二專長學程。
1605  逢甲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是一個整合科技與管理的科系，面對新、舊運輸系統交替的時代，本系的發展新方向包括：智慧型運輸系統、物流的發展、運輸安全等領域
。另可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例如地理資訊應用、電子商務、供應鏈管理等學程。
1606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都市計畫組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Urban Planning)

1.為一科技整合的學系，以培育規劃師與空間資訊專業人才為目標。2.課程包括：國土及城鄉規劃、都市設計、社區營造、空間資訊、經營
管理等。另可修習不動產及景觀遊憩等專業學程等院共同第二專長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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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在臺北校區上課，備有女生宿舍；高雄校區上課，備有男女生宿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492  實踐大學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臺北)   Dept. of Family Studi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Taipei)

本系選才重點在對兒童與家庭研究有興趣者，需到專業機構實習。

1491  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   Dept. of Restaurant and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Taipei)

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對專業實習課程學習將有影響，選填時請審慎考慮。

1493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臺北)   Dept. of Social Work (Taipei)

對助人工作和弱勢團體服務無興趣者，請考慮其適應性。

1494  實踐大學 會計學系(臺北)   Dept. of Accounting (Taipei)

本系設立宗旨乃在培育具國際觀、敬業樂群、崇高職業道德暨有效溝通表達能力之理論與實務兼備的中、高級會計、審計、稅務人才，以配
合政府機關、民營企業、會計師事務所及非營利機構會計相關人才之需求。相關資訊請至http://account.usc.edu.tw。
1497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ipei)

本系課程目標在培育國際貿易及跨國經營管理所需之專業人才，並提供大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包括建教合作之彈性學習與歐美姊妹校交換
學生等計劃。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相關檢定或修畢6學分以上之國際交流學程課程。本系相關資訊請至
：http://www.itrade.usc.edu.tw。
1496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臺北)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Taipei)

本組旨在培養尊重企業倫理，兼備理論與實務及國際思惟的管理人才，提供同學企業實習與至國外姊妹校留學機會。學生畢業前必須修畢一
種「行業模組」，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上相關檢定。網址：http://www.bm.usc.edu.tw
4524  實踐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國際企業管理組(臺北)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ipei)
本組旨在培養尊重企業倫理，兼備理論與實務及國際思惟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除部分通識課外，課程都以英語講授。本組鼓勵同學參與企
業實習並於畢業前自費前往國外姊妹校參加一學期或一學年雙學位之進修。學生畢業前需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含)以上相關檢定。網址
：http://www.bm.usc.edu.tw
1498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   Dep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Taipei)

本系與多家大型金控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契約，並於93年10月成立「金融保險專業實習教室」，99年8月增設「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希望
透過理論與實務整合，培育「專業化」、「國際化」、「資訊化」與「整合化」的金融專業人才。網址
：http://finance.usc.edu.tw/main.php
1495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Taipei)

本系的發展目標與特色，在於培養風險管理與保險專業人才，並將理論和實務結合表現在核心課程設計與規劃之中。本系相關資料請至
：http://insurance.usc.edu.tw/。
1499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Taipei)

本學系課程規劃旨在培育具外語能力之專業人才。課程架構涵蓋商務應用英語、英語教學與語言學以及文學與翻譯等模組。除鼓勵同學修習
國際交流學程、參與交換計畫外，亦提供大四學生至專業機構實習以及參訪之機會。相關資訊請參看：http://www.afl.usc.edu.tw/。
1500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aipei)

本系課程規劃為「資訊管理」與「資訊科技」兩大領域，培養軟體設計、網際網路設計、網路管理、數位媒體設計、企業E化、商務E化等
六種人才。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並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包括在業彈性學習（建教合作）、至國外姊妹校攻讀雙學士學位等。本系並設
有碩士班，相關資訊請至：www.itm.usc.edu.tw。
1501  實踐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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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立宗旨為「培育具國際視野的經貿人才」，並以基礎商管學養之傳授，達成「培養國際經濟分析能力、培養會展產業行銷能力、培養
國貿實務操作能力」之教育目標，為後ECFA時代提供最優秀的國貿人才；教學特色為「師資教學國際化、外語學習多元化、貿易運籌實務
化、會展行銷專業化、升學推甄專題化」，使您具有百分之百的就業能力。
1502  實踐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高雄)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Kaohsiung)

會計不是數學，是企業的語文，是商業之母，強化會計專業品質，提昇管理溝通能力，是我們培養學生的方向，課程設計強調「實務化」、
「證照化」及「資訊化」，青春不留白，畢業即就業是我們的口號。相關資訊請參看：http://dept.kh.usc.edu.tw/ais/。
1503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Kaohsiung)

本學系強調以「在地產業 創新行銷」為發展特色及教學研究的主軸，以栽培學子具備「以創新創意行銷在地產業的知識、技能和應用能力
」為宗旨。本學系結合同學未來發展的多元需求，訂定教育目標如下：(一)厚植理論基礎、掌握市場脈動，培養學生持續學習與問題解決的
基本能力。(二)結合行銷與創業知識活絡地方性產業，培養學生創新創業的基本能力。(三)推動多元化學習與鼓勵考取證照，培養學生職涯
發展的基本能力。(四)培養學生敬業態度、審美能力與商業倫理認知的基本素養。歡迎有志於成為行銷人才之海外青年就讀，相關資訊請參
考網址http://dept.kh.usc.edu.tw/mm/
1504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高雄)   Dept. of Finance (Kaohsiung)

本系以培育現代金融專業人才為目標。重視基礎財務、投資與金融知識的札根；著重輔導金融證照考試。透過實習、參訪、講座等實務課程
，教導金融實務。配合金融E化實驗室之資訊教學，提升學生升學、就業競爭力。網址：http://dept.kh.usc.edu.tw/dfo。
1505  實踐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Kaohsiung)

本系課程強調實務導向，以培養國際企業管理及國際商務所需人才為目標，著重之專業領域包括：國際行銷與全球運籌管理、國際經貿環境
分析、電子商務與資訊科技，並以提昇就業競爭力為導向。網址：http://dept.kh.usc.edu.tw/ib/。
1506  實踐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高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Kaohsiung)

本系課程規劃以電子商務及商業智慧為主，設有課程模組提供學生選擇修習，亦可至國外擔任姊妹校交換學生，相關資訊請參考資管系網頁
：http://dept.kh.usc.edu.tw/im/。啟開夢想與科技的對話，實踐資管系邀請您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您的專業知識和未來前程及將由本系為
您塑照。
1507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   Dept. of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Design (Kaohsiung)

隨著網際網路、數位化多媒體及資訊科技的不斷發展，全方位整合設計與資訊二大領域是必然的趨勢。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自九十三學年度
成立後，即以培養兼具資訊與創意設計能力的人才為目標。本系教學著重在於培養學生具備數位內容、互動式媒體、視覺化模擬、電腦動畫
、遊戲整體企劃設計及製作展示之能力；因此，除教授學生人文美學與資訊科技專業知識外，更重視學生團隊合作精神的訓練。此外，本系
亦結合課程內容輔導及獎助學生考取Adober及3ds Max國技專業證照。其他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dept.kh.usc.edu.tw/csd/。
1508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Kaohsiung)

一、本系分為兩大模組：餐飲旅館與觀光旅遊組。
二、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對專業實習課程學習將有影響，選填時請審慎考慮。
1509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高雄)   Dept. of Recreation Management (Kaohsiung)

本系課程規劃強調現代管理的專業知能，專業課程有休閒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休閒產業管理、體適能管理等，人文、環境素養課程
，如人文社會教育、藝術與休閒、解說教育、人文觀光、休閒與環境保育等，使學生成為具創造與整合能力的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人。教學以
培育休閒遊憩規劃、休閒運動指導相關領域所需之管理人才，使學生成為輔導全民有正規化之休閒活動，培育產業所需中階人才作為我們的
標的。相關資訊請參考網址http：//dept.kh.usc.edu.tw/rm/。
1510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   Dep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erchandising (Kaohsiung)

（一）辨色能力異常者，請考慮其適應性。（二）各項設計課程均須口頭發表，宜具備基本中文表達能力。（三）設計製作必須通過系上總
評展演，無法接受嚴格教育之學習者，宜慎重考慮。本學系網址http://dept.kh.usc.edu.tw/fdm/。
1511  實踐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Kaohsiung)

無特別限制，惟本系近五成外籍師資，上課多以全英語教學，且本系授課科目以實用性科目為主，文學、學術類為輔。請選系同學注意。相
關資訊請參看：http://dept.kh.usc.edu.tw/office/foreignlanguages/。
1512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高雄)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Kaohsiung)

本系設立宗旨在實踐中華文化的創新價值。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在開發創意思維，成為一個「說
故事的人」，進而協助傳統工業、技術工業轉型發展，創造更高的產品價值。專對海外學生，本系將專擇本地學生輔導，一對一進行課業及
生活等協助。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dept.kh.usc.edu.tw/acl/chinese_1.html。
1513  實踐大學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Kaohsiung)

本系重在培養深厚之基礎能力、國際溝通能力，著重實務運用的日語專業人才，發展以下特色：1.建構學生日語基礎，以通過一級日語能力
檢定為指標。2.鼓勵修讀雙聯學制，以通過全民英檢中級為指標。3.落實觀光旅遊產業及商務貿易之日語應用能力。學系網址
：http://dept.kh.usc.edu.tw/aj/index.html。（選系注意事項：需具備基本中文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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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I-Shou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生宿舍。二、提供各項獎助學金，詳情可上網查詢(http://www.sa.isu.edu.tw/extact/index.php)。三、
醫務管理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及健康管理學系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四、大一新生必修學生服務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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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  義守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本系是以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作為二大發展主軸，並以知識經濟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為推動以上兩項主軸之背景。教學特色強調
廣博的跨學門社會科學訓練，以不同角度切入公共治理議題。本系重點特色課程「公共管理實習」，從親身經驗強化對公共事務領域學理的
深刻認識，並進行短期公部門的工作體驗及研究訓練，為全國首創，目前已成為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界之楷模。本系為第一批通過大學
系所評鑑之公共事務系所並於2007年成立研究所。本系以培訓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方面的人才，認為未來不論是公共部門、「非營利組織
」或「私人企業組織」，皆需要嫻熟公共事務運作及全球化趨勢的政策分析人員或管理者。並培養及鼓勵學生繼續進入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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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1537  義守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學院）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本系設立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觀的財金人才。課程規劃目標，在於培養學生良好的財金專業知識、語文能力及多元化國際觀。本系隸屬國
際學院，其90%之必選修專業課程採英語教學。大三時可選擇出國修讀學分或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修讀與實習時
，仍須繳交本校註冊費。每學期學費新台幣72,500元，但實際金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依一般限制。
1523  義守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旨在培養二十一世紀有競爭力的管理者，課程範圍兼具創意廣告與行銷物流、人力資源與經營策略等管理領域。樂觀、進取、自我期許高而
且又腳踏實地的學生，都是我們願意全力培養的人才。依一般限制。
1524  義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以培育學生如何使用資訊技術於企業經營管理，使理論結合實務，並以開發、設計、評估及維護資訊與管理系統為教育目標。依一般限制。

1525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以培養財務金融專長的學生為主。學生畢業後可從事商業相關工作且能投入財務規劃、金融市場分析及財務專案管理或繼續進修之基礎。依
一般限制外，有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526  義守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以培育財務會計、審計稅務及理財規劃人才為目標，輔以各相關領域證照之取得，使本系學生能在職場上發揮會計、稅務及理財等專業優勢
。依一般限制外，有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527  義守大學 國際商務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以培養國際貿易及國際企業經營之人才為目標，歡迎具有外國語文能力，能放眼天下，願從事國際性經濟暨貿易行為之學生加入。依一般限
制。
4759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培養學生之邏輯分析、工具應用與整合三大能力，課程規劃以統計方法、生產與品質管理、資訊應用、物流與儲運管理為重點。

1532  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以培育醫療事務行政管理專才為目標，學生可至醫療機構或衛生行政機構實習，以增進從事實務工作之能力，歡迎對醫療組織管理效能有興
趣之學生加入。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依一般限制。
1533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Management

以培育健康管理專才為目標，歡迎對健康管理、健康促進、衛生教育等有興趣的學生來報考。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依一般限制外，有聽覺
障礙或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534  義守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全國唯一直接與國際連鎖加盟旅館(IHG)接軌的餐旅系，強調餐飲及旅館理論與實務的整合，講究情境教學並與業界密切合作，藉以培養優
秀餐旅進階之管理專才。入學後將依不同操作課程需著指定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配合課程規劃須至業界實習。網址
：http://www.hm.isu.edu.tw/
1535  義守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本系以休閒專業知識及產業管理與經營技能並重，融入文化創意之趨勢與都會休閒之發展，輔以語文與資訊能力，並結合產業實習之課程
，以提高就業競爭力；入學後將依不同課程、活動須穿著指定服裝，以具備休閒產業專業服務素質與水準。依一般限制。
1536  義守大學 觀光學系   Dept. of Tourism

以培育具備國際觀與進階管理能力之觀光專業人才為目標，課程規劃以「旅遊行程規劃」與「會議展覽籌劃」為主軸，並加強外語與資訊能
力訓練。部分課程及學術活動須著指定服裝並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另須配合課程規劃至業界實習六個月。依一般限制。
4539  義守大學 廚藝學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本系強調菜餚製備理論基礎與實際製作能力之整合，並與業界密切合作，藉以培養具有國際化視野與現代化經營管理之廚藝專才。基於產業
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宜慎重考慮。
1531  義守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歡迎對新聞編輯採訪、平面、電子、數位多媒體等傳播實務及研究，以及公關廣告行銷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的行列。依一般限制外，有聽
覺障礙、精神障礙、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540  義守大學 電影與電視學系   Dep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以電影、電視為媒體通路，重視影音專業素養與學理之養成，歡迎對電影與電視媒體傳播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的行列。有視覺障礙、聽覺
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537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本系以媒體設計為中心之多元學習領域，配合數位內容產業之需求，以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力、嚴謹邏輯思考之數位媒體創意與設計專才。有
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538  義守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本系以商品設計的多元價值及創意發展為核心，藉由學習設計理論及設計實務經驗，培養具有多元文化及創意設計之專才。有視覺障礙或辨
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529  義守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本系教育的核心課程，在於培訓學生成為具備外語能力、專業知識、國際觀及獨立思考能力之現代化國民，為落實教育目標，本系發展之重
點包括：
1. 持續提升英語教學、口筆譯等相關專業學科之教學與研究工作，以增進學生之學習成效。
2. 與外系合作規劃開設各專業領域之學程，如「國際文化與管理學程」、「外語導遊學程」、「數位語言教材製作學程」等。
3. 更新現有多媒體語言教學設備，並研發多媒體語言教材，以結合語言分析或教材與測驗工具之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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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續擴展工商業界、觀光業、教育文化事業及出版業等領域之實習參訪活動。
5. 推動國際交換學生，以擴大學生之視野，並提供學生體驗當地之文化生活，培植業界所需具備國際觀之英語專才。
1530  義守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歡迎對日本語文、日語教學、日華翻譯、日本商務經貿、觀光日文、日本文化等日文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同學加入。依一般限制。

1538  義守大學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學院）   Dep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本系設立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觀的財金人才。課程規劃目標，在於培養學生良好的財金專業知識、語文能力及多元化國際觀。本系隸屬國
際學院，其90%之必選修專業課程採英語教學。大三時可選擇出國修讀學分或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修讀與實習時
，仍須繳交本校註冊費。每學期學費新台幣72,500元，但實際金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依一般限制。
1539  義守大學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Dep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本系課程規劃結合餐旅與旅遊二領域之課程，並極重視語文能力的訓練，以培育具外語溝通能力與觀光產業整合規劃能力的管理人才。本系
隸屬國際學院，其90%之必選修專業課程採英語教學。大三時可選擇出國修讀學分或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修讀與
實習時，仍須繳交本校註冊費。每學期學費新台幣72,500元，但實際金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依一般限制。
4536  義守大學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國際學院)   Dept. of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llege)

本系設立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娛樂事業經營人才。課程規畫著重於娛樂事業經營專業知識、溝通能力及培養國際觀。本系隸屬國
際學院，其90%之必選修專業課程採英語教學。大三時可選擇出國修讀學分或雙學位，亦可選擇於國內或海外實習，參加海外修讀與實習時
，仍須繳交本校註冊費。每學期學費新台幣72,500元，但實際金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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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宿舍，僑生優先提供。三、本校將中文、英文與資訊等三項基本能力列入畢業條件。四、申請人需具備
中文聽、說、讀、寫之能力。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609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基本能力。

1610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依一般限制。

1611  輔仁大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依一般限制。

1612  輔仁大學 新聞傳播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依一般限制。

1613  輔仁大學 廣告傳播學系   Dept. of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希望招收語文能力佳、有創意、能獨立思考與分
析能力的學生。（三）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語能力測驗檢定考試，成績並應達 CEF之B1進階級或其他測驗相對應之同等級標準
（相當於TOEIC550 分以上、全民英檢中級等），未達上述標準者，須於大三學年結束前補考一次，若仍未達標準者，畢業前再考一次（成
績不計是否達到標準）始具有畢業資格。
1614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rts

（一）有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請務必先行上網瀏覽本系網站，瞭解本系之課程設計與學分
規定。（三）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語能力測驗檢定考試，成績並應達CEF之B1進階級或其他測驗相對應之同等級標準（相當於
TOEIC550 分以上、全民英檢中級等），未達上述標準者，須於畢業前選修「進階傳播英文」，選修通過者始具有畢業資格。
1615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Dep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一）以培養圖書資訊服務及資訊組織與管理人才為宗旨。課程涵蓋圖書資訊學與電腦、網路及多媒體等領域，畢業後可從事圖書館及資訊
領域相關專業工作，例如：知識管理、程式暨多媒體設計、網路管理、圖書資訊服務、文教出版及工商企業資料管理等專業職務。101學年
度入學新生畢業英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二）本系網址：http://web.lins.fju.edu.tw/。
1617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患有重度上肢殘障及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618  輔仁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本系課程全面英語授課，課程內容以語言學及文學深入討論為主，並非
教授基礎英文課程，請慎重考量英語能力是否可負擔本系課業。強烈建議英語能力不佳者避免選填本系。（二）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英
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
1619  輔仁大學 德語語文學系   Dep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一）依一般限制。（二）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德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

1620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Dep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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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選讀西班牙語文學系者，請務必先行上網瀏覽該系網站，瞭解該系課程之設計是否合乎興趣及能力。（二）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
業西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
1621  輔仁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Culture

（一）依一般限制。（二）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法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

1622  輔仁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一）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基本能力。（二）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日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

1623  輔仁大學 義大利語文學系   Dept. of Ital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二）以培養學生學習及研究義語語言及文化為宗旨。（三）二、三、
四年級可依其意願，甄選赴義大利姊妹校修習學分。（四）本校提供多項獎學金與清寒助學金，可供優秀或清寒學生申請。（五）本系網址
：http://www.italy.fju.edu.tw。（六）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義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
1624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設計組   Dep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Textile Design Section)

（一）織品設計屬視覺設計領域，包括色彩、造形、質感與圖案等，因此辨色力異常者會影響學習狀況。（二）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英
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三）視覺障礙者宜考慮。
1625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設計組   Dep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Fashion Design Section)

（一）服飾設計屬視覺設計領域，包括色彩、造形、質感與圖案等，因此辨色力異常者會影響學習狀況。（二）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英
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三）視覺障礙者宜考慮。
1626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行銷組   Dep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 Fashion Marketing Section )

（一）本組培育織品服飾行銷企畫、推廣及管理等專業人才。（二）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英語檢定能力之規定請見本系網站公佈。（三
）視覺障礙者宜考慮。
1627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Dep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依一般限制。

1630  輔仁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一）專業科目均需使用數學分析模型，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本身數學能力。（二）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語能力測驗檢定考試
，成績應達CEF之B1進階或其他測驗相對應之同等級標準，未達上述標準者，須於大三結束前再考一次，仍未通過者，大四必需修讀本系
規定之英語課程且成績及格始具有畢業資格。
1631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依一般限制。

1632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一）中文、英文須具有相當程度，學習上沒有問題。（二）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成績並應達CEF之B2高階級
（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未達上述標準者，則須於大三學年結束前補考一次，若仍未達標準者，則須於畢業前再考一次（成績不計是
否達到標準）始有畢業資格。
1633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   Dept. of Religious Studies

依一般限制。

1634  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成績並應達CEF之B2高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未達上述標準者，則須於大
三學年結束前補考一次，若仍未達標準者，則須於畢業前再考一次（成績不計是否達到標準）始有畢業資格。（二）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需
至少選修一門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1636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一）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成績並應達CEF之B2高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未達上述標準者，則須於大
三學年結束前補考一次，若仍未達標準者，則須於畢業前再考一次（成績不計是否達到標準）始有畢業資格。（二）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需
至少選修一門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1637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一）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基本能力。（二）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成績並應達CEF之B2高階級（相當於
TOEIC成績750分），未達上述標準者，則須於大三學年結束前補考一次，若仍未達標準者，則須於畢業前再考一次（成績不計是否達到標
準）始有畢業資格。（三）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需至少選修一門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1638  輔仁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上肢嚴重障礙及重度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成績並應達CEF之B2高階級
（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未達上述標準者，則須於大三學年結束前補考一次，若仍未達標準者，則須於畢業前再考一次（成績不計是
否達到標準）始有畢業資格。（三）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需至少選修一門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4092  輔仁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一）學生須於大二學年結束前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成績並應達CEF之B2高階級（相當於TOEIC成績750分），未達上述標準者，則須於大
三學年結束前補考一次，若仍未達標準者，則須於畢業前再考一次（成績不計是否達到標準）始有畢業資格。（二）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需
至少選修一門本院開設之「以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始有畢業資格。
4106  輔仁大學 心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依一般限制。

學校及系組規定 - 89 -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2
886-4-26328001
886-4-2652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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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一、本校正式成立於1956年，現有5個學院、22個學系、21個碩士班及2個博士班。
二、大學部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文聽講能力。三、為鼓勵僑生就讀本校，凡經海外僑生聯招錄取就讀者
，第一學年每學期發給學費同額獎學金。第二至第四學年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含）以上、無懲處紀錄，得續領獎學
金。四、校址：43301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號 國際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五、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
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542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訓練學生優良之英文聽說讀寫技巧及應用能力，並提供英美文學、語言學、英語教學、電影、戲劇等專業課程，培養學術及實務人才。

1543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Dept. of Span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主要目標在於訓練學生流暢之西班牙語聽、說、讀、寫能力。培養西文專長的人才。除西語國家文學、語言學、西語教學、文化等課程外
，並設計各種實務如貿易、政治、觀光、新聞、時事、藝術等課程。
1544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培養日本語文、日本學專長的人才，凡對日語有興趣的學生，都歡迎申請。(二)要求嚴格，申請者須具認真向學精神及接受嚴格教育訓
練的心理準備。
1545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以古典與現代中文之訓練為基礎，另強調古典文學及文學傳播兩特色，各開授創意課程，且與各文學團體及媒體機構合作，力求以典雅中文
為本位，而積極與本土化就業趨勢相結合。
1546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and Child Welfare

依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之雙主軸課程發展方向，規劃與開設能系統性拓展符合學生性向之專業課程。

1547  靜宜大學 台灣文學系   Dep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本系期於現有基礎上，招收對台灣文學具熱情理想的優質學生，且以成為中台灣台灣文學研究與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自我期許。除文學專業
訓練外，本系積極規劃課程的多樣性，期能使學生受到更豐富而多元的訓練。本系與大眾傳播學系，合作推動「台文系、大傳系雙學制度」
，學生可於「四年」內循序修畢相關課程，並取得「台灣文學系」與「大眾傳播學系」雙學位，以深厚的文學、文化素養跨足大眾傳播領域
，成為文化產業機構及大眾傳播領域渴求的人才。
1548  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課程著重於理論與實務並重，其發展方向：（一）財經法及社會法領域並重。（二）開發學生學習與研究潛能。（三）積極促成國內外學術
交流與合作。
1549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本系培養具宏觀社會文化視野之影視內容創製與新聞傳播人才，並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大眾傳播人才，促進中台灣傳播教育與產業發展
為宗旨。
1550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除基礎專業課程教育外，也開設四年專業英文課程以加強學生外語能力，同時也著重跨國企業的經營管理與其他國際化課程以培養國際化人
才；另外也特別注重學生除了應具備專業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服務倫理觀。
1551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課程係理論與實務並重，所提供之專業科目包括國際經濟、國際企業管理、國際行銷、國際財務管理、國際貿易實務與國際經貿法規等相關
之課程。
1552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為培育現代高等會計人才，本系課程設計除會計專業課程外，並規劃稅法學程、會計資訊系統學程、國際會計學程、以及金融與管理等專業
課程，供學生發展各項輔助專長。本系並與會計師事務所合作開設實務課程，藉由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訓練，以提升學生之專業能力。
1553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課程主要分為：旅遊產業管理學程、休閒遊憩規劃管理學程、餐旅館管理學程，學生自二年級起可依興趣選修。並重視外語、資訊與管理能
力的訓練。
惟辨色力異常或視聽重度障礙者，可能造成部份課程之學習困難並有安全之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1554  靜宜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課程主分為金融機構管理學程、公司財務決策學程、財務工程學程、投資理財管理學程四大學程，理論與實務並重。

1555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以具有健全品格、專業學養為方向，培育具有研發、管理及整合資訊系統能力之專業人才 。課程規劃資訊與管理兼備，理論與實務並
重；除了基礎必修課程外，另提供資訊軟體、資訊應用、電子商務、企業資源規劃、及數位內容等五大專業學程。
1556  靜宜大學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配合國家培育數位學習、數位內容及網路通訊等科技人才策略，以結合知識傳播與無線通訊作為主要的發展特色；發展重點為數位學習（E-
Learning）、網路與行動通訊技術、數位媒體內容設計、知識傳達與管理等。

學校及系組規定 - 90 -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7
886-4-23323456
886-4-2332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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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asia.edu.tw

亞洲大學   Asi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一年級新生除特殊情況，一律住宿，宿舍設備新穎，為4人之套房。三、本校一年級新生需修習「服務與
學習」課程(一學年、0學分、必修)。四、本校為禁菸校園。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713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662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本系一年級分組為健康產業管理組及醫療機構管理組，學生自二年級開始依組別選讀「醫療機構管理學程」、「長期照護學程」二大學程擇
一研習。
1663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著重專業理論與實務技能，鼓勵同學考取專業證照，以企業財務決策、投資策略管理、金融機構經營管理為三大教學主軸，除需依學籍
分組選讀學程， 餘者學分得由本系其他學程選修之。
1664  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為宜；學生二年級可自「國際行銷管理」、「國際企業經營」及「國際財務管理」三學程中，擇一專精研習
。
1665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系為教育部核定之師資培育學系，進入本系學生可依興趣修習本系規劃之三個特色學程，分別為幼兒文創產業、幼教師資及特幼照顧。課
程設計以就業與升學兼備為導向，成績優秀者可申請獎學金。。
1666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課程以語言教學及文學與翻譯學程為主，期培育高級專業英語人才及優良英語教學師資。

1667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佳為宜，三升四年級暑期必修「社會工作實習」，學生需有六週的時間全時無薪在社福單位實習。

1668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本系積極發展數位內容製作、媒體科技及創新整合之跨領域教育。畢業可從事網路傳播、數位娛樂、網路廣告、互動多媒體等數位媒體專業
。
1669  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進入本系學生可依興趣修習本系規劃之四個特色學程，分別為企業資訊整合學程、軟體工程
學程、媒體整合學程、學習科技學程。
1670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開設會計稅務應用學程、管理資訊應用學程，課程多元化，學生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671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一年升二年級暑期必修「休閒產業實習」。

1672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本系以培育財經及法律專才為目標，學生除須完成本系之系定核心課程及依興趣選讀「財稅金融法學程、智慧財產及資訊法學程、企業經營
法學程」之任一學程外，亦得另選上述之其他學程之課程，以增加多元之學習機會，使學生有多元力之發展，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1673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結合理論與實務，以「科技與作業管理」、「行銷與網路商務」及「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三大領域為發展主軸，學生須具備中文聽、說、
讀、寫能力。
1674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675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1676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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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一、僑生入學獎勵措施：（一）對入學具本校學籍之僑生，補助第一年機票(交通)補助金最高新台幣貳萬元整。（二）凡無法取得
台灣政府任何公費獎、助學金之僑生，本校比照公立學校學雜費收費。詳細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三）對生活有困難之僑生
，本校給予工讀助學。二、學生入學一般規定：（一）日間部新生一律住校。（二）本校鄰近台南高鐵站，台鐵支線行經本校
，並設置「長榮大學站」，交通極為便利。（三）本校與美、法、奧、加、日等世界名校（共計78所）締結姊妹校、密切國際合
作與交換學生；並訂有「學生競爭力培育要點」，期望有效提升學生表達、領導、規畫能力、強化學生競爭力與彈性及創新之精
神。（四）新生必修「勞務教育」課程（包含「勞務實習/訓練」之實習課），須參與晨間校園整潔維護勤務工作。（五）本校訂
有英語畢業條件，詳情請參閱語文教育中心網站。（六）本校為基督教大學，重視人文與教會關懷精神。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643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色盲、聽障、視障者較不適合申請本學系。

1644  長榮大學 翻譯學系   Dep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一）有視覺障礙或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考生分發後請儘速與學系聯絡。

1645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招收關懷社會正義，對促進社會福祉有強烈意願，能深入自省並有志於服務人群者。

1646  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Dept. of Computer Aided Media Design

色盲、弱視者較不適宜。

1647  長榮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一）本系於大三、大四開設經貿方面與日本語文、教育方面課程供同學依興趣修習。（二）本系為語言類學系，故聽障、視障、口語表達
能力有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三）本系設有碩士班，歡迎大學部畢業生報考。
1648  長榮大學 哲學與宗教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需具備中、英文聽說能力（佳），讀寫能力（可）。

1659  長榮大學 美術學系   Dept. of Fine Arts

本系著重術科之基礎訓練，課程分水墨、西畫、立體三大領域，注重藝術創作訓練及理論探討。

1649  長榮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一）本系旨在透過管理活動促進醫療服務品質與效率，期望甄選關心醫療衛生事務、具有愛心、願意關懷病人及家屬，具有良好溝通能力
與服務社會熱忱的學生。（二）本系大三升大四暑假需至醫療機構實習十週。（三）中文聽說讀寫需可適應。
4630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二）大三暑假可選修至相關機構實習八週。（三）本系課程包含多門檢測課程，對於肢障、聽
障及視障者恐有學習困難，宜慎重考慮。
1650  長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需具備中文聽、說、讀能力可適應者。

1651  長榮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1652  長榮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

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1653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Dept. of Aviat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本系是培養海運及空運專業人才之科系，自大二起，學生可依興趣選擇主修海運或空運。本系重視實務訓練，於暑假期間安排學生至航空站
、航空公司、碼頭、海運公司、貨物承攬運送公司等航運相關單位實習。目前畢業校友多返回僑居地就業於航運相關企業，如澳門航空等。

1654  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Dept. of Land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一）本學系部分課程含戶外實地調查，因此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與學習者，較不適合申請本學系。（二）本學系強調透過專案管理、資
訊科技、開發投資分析進行土地管理與開發，並結合環境管理與防災觀念，培育土地管理與開發之專業人才。歡迎有興趣且具高度學習熱忱
之學生，加入本系行列。（三）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1655  長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1656  長榮大學 運動休閒管理學系   Dept. of Sports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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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系分「運動教練組」與「運動推廣組」，凡對運動教練與運動推廣相關事業有興趣並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歡迎加入。

1657  長榮大學 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4989  長榮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Leisure Industry Management

需具備中文聽、說能力可適應者。

1660  長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4022  長榮大學 數位內容創作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Digital Contents Creation

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1658  長榮大學 神學系   Dept. of Theology

招生基督徒學生，培育神職人員與教會服事同工。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3
886-2-26290228
886-2-86318024

25103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32號
招生組

http://www.au.edu.tw

真理大學   Alethei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應用數學系、資訊工程學系、統計與精算學系均在台北校區上課。四、有關本校教學
資源、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網站。(台北校區網站http://www.au.edu.tw，台南校區網站
http://www.mt.a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559  真理大學 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   Dept.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學系培養學生宗教學術與管理能力，藉宗教學理論及實務課程，栽培學生成為宗教學術及宗教行政管理人
才，並輔導學生到本系碩士班、國內外各大學研究所深造。
1560  真理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學系旨在加強學生基本英語技能、培養英美文學作品之賞析能力、東西文化之認知與薰陶，使成為具人文
素養及國際觀的英語專業人才。課程設計兼顧研究所之深造和實務課程之強化，俾利同學畢業後之升學及就業。
1561  真理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主要在培養日語能力之外，還具有日本文化、商業、經濟等專業知識，以誠信的態度，樂觀進取之人才
。
1562  真理大學 人文與資訊學系   Dept. of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s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學系旨在培育學生具有人文、美學及資訊等跨領域素養與整合能力，藉由創意思維，數位資訊應用能力的
訓練，創造未來各領域文化事務工作的人力資源。
1563  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系   Dept. of Taiwan Literature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旨在培育台灣文學的創作及研究人才。四年課程涵蓋：散文、詩、小說、戲劇、文學理論、台灣文化等
六大領域。台灣文化課程特色在：台語文學、客語文學、原住民文學、傳記文學、報導文學及網路文學等。
1566  真理大學 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旨在培育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之專業人才，重視倫理教育之確實養成，期望每位畢業生具備卓越之生涯
與職場競爭力。本系教育目標：培養團隊學習態度、引導學習工業管理與經營資訊專業知識、深植專業領域之研討才能、培育專業倫理之人
文素養。
1567  真理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重視學生專業知能之培育，理論與實務整合性的學習，具備五管專業之知能。重視學生品格陶冶，強調
學生品德修養，正直、誠信、言行能一貫，具專業、有教養的好學生。學生學習方面重視學生具團隊精神之學習型組織：能溝通、協調、互
助、合作學習之素養。
1568  真理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培育具備整合資訊科技與管理能力的資管專才。培育重點以資訊系統應用於電子企業、電子商務、智慧
型資訊系統、數位學習為主。學生畢業後可往資訊工程、資訊金融、資訊經營、電子商務或一般管理等工作發展。
1569  真理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培養學生能有效運用現代資訊工具，迅速取得會計數字，正確讀取會計語言，判斷攸關會計資訊，提供
決策者作出正確決策。配合本校方針，提高學生專業能力，期望學生在畢業時能夠取得多項證照，作為個人專業能力之佐證，讓本系畢業生
成為中小企業的最佳選擇。
1570  真理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因應金融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之趨勢，本系擬招收對財務金融資訊具有敏銳觀察力，並希望培養具財金分析
能力，有志從事財金工作之人才。
1571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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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般限制。在淡水校區上課。透過教學與生活結合，培養兼具專業及有教養的成熟人格，並具國際觀及外語溝通能力，成為擁有全球商務
溝通、協調以及國際經貿學術研究知能之人才。本系學生所學除適合從事國際貿易與金融、國際運務、國際經營等，亦適合報考商管財經有
關研究所。
1572  真理大學 財政稅務學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本系以培養公、私經濟理財專業人員，及優質稅務管理人才；輔導學生在學當中取
得會計、稅務、財務等相關專業證照俾供畢業後求職之用。
1573  真理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學系以培養書記官、法官、檢察官與地政士、律師等法律專技人才，以及金融機構法務人員為最主要目標
。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已與各地律師事務所、法律扶助基金會，及與淡水區中小學簽訂建教合作實習契約，提供完整的法律人培育機會。

1574  真理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培養能獨立思考，用嚴謹邏輯正確分析問題，並且能夠正確而迅速解決問題能力之財經專業人才。

1575  真理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Dept. of Tourism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配合國家全力發展觀光業的政策，本學系以44年的優良傳統，歡迎各方青年加入此大家庭，共創輝煌的未
來。
1576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知識學系   Dept. of Tourism Information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學系以整合觀光旅遊知識與數位資訊科技應用為發展方向，講求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並重，以培育高階觀
光資訊專業人才為目標。
1584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Dept. of Sport Management

部分實務課程涉及運動技能操作，對於肢體或視、聽覺障礙者有所不便，請慎重考慮。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重視學生全球化的適應力，廣
邀各國人士，傳遞多元文化觀，也幫助同學通過英語檢定。本系在淡水校區，校內外運動管理實習機會特多，重實務。本系教師群參與全球
各洲運動管理協會，國際學術關係佳，視野廣闊。本系教師對運動有熱情、課程與時並進。
1585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Spor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依一般限制。在台北校區上課。本系重視學生學習之規劃，執行每個階段專業技能的要求包括學生實習成果、三D動畫、影片專題等成果發
表會，培養學生學習技能成果發表的能力。本系的學習精神，在於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思考與敏銳的觀察力
。
1577  真理大學 休閒遊憩事業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Studies

依一般限制。在台南校區上課。本系旨在培養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之休閒產業經營管理人才，本系亦設置碩士班，提供繼續深造進修管道。

1578  真理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在台南校區上課。本系旨在培育兼具人文素養與實務經驗之餐旅專業管理人才。

1579  真理大學 航空運輸管理學系   Dept. of Air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在台南校區上課。本系教師來自航空產業、交通管理、交通運輸與企業管理等領域透過四年課程規劃，以及廣泛密集與產業結
合之演講及參訪，讓學生得以經由修業深植航空產業專業知識。本系另設有校外實習機制，俾使同學藉由線上實務操作對課堂所學充份理解
。
1586  真理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Dept. of Sports, Health & Leisure

依一般限制。在台南校區上課。本系提供運動健康與休閒所需之課程教學、創造學生職場上的競爭優勢。建立完整之學術研究訓練，厚實學
生理論基礎與涵養。培養學生發展多元之管理知識與服務技能。加強語文能力，提升學生之國際視野。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8
886-2-22368225
886-2-22362684

11604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shu.edu.tw/

世新大學   Shih Hsin University

一、大學部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校各系組者，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為佳。二、選填前務請詳閱各學系網
站，瞭解各系教育目標與相關課程後再申請。
三、本校施行服務教育課程，必須修畢通過方能畢業。
四、本校創設「新鮮人守護神」計畫，以小班制方式提供一年級新生適應大學生活並協助其探索未來生涯與專業發展。
五、各學系申請條件均依一般限制。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679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   Dept. of Journalism

1680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組   Dep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Division of Radio

1681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視組   Dep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Division of Television

1682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   Dept. of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Division of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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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  世新大學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   Dept.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s and Digital Publishing

1684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Dep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1685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   Dep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1686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1687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Arts Division of Animation Design

1688  世新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遊戲設計組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Arts Division of Game Design

1689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1690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691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692  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科技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1693  世新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1694  世新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1695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餐旅經營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696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旅遊暨休閒事業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Travel and Leisure Management

4807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觀光規劃暨資源管理組   Dept. of Tourism Division of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1697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698  世新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699  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系   Dept. of Social Psychology

1700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Dept. of English

1701  世新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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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703  世新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7
886-3-4638800
886-3-4354604

32003 桃園縣中壢市內壢遠東路135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yzu.edu.tw

元智大學   Yuan Ze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生宿舍。
二、本校設有僑生獎學金，詳細資訊請參閱網頁http://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content/view/1355/893/。
三、元智大學為國際化雙語大學，凡大一新生必須參加暑期「挑戰極限」全英語營隊，以強化修讀全英語課程之能力，表現合格
者，將取得通識英語課程學分。
四、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文能力」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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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715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企業管理)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為建構專業化的商業管理學院，自99學年度起，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整併原有的四個學系（企業管理、財務金融、國際企業、會計），成立
「管理學院學士班」，以期朝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習環境」、「與國際同步的商管專業學院」、和「強化國際交流與企業接軌」的目
標邁進。特色： 1.學生為主的多元化學習環境，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之機會。 2.學程設計概念，有系統之整合性課程設計，配合產業與企
業人力資源需求因應調整。3.管理專業與產業實務能力並重之訓練，有利學生適性發展。http://www.cm.yzu.edu.tw/bba/，分機6081。依一
般限制。
4716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財務金融)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Finance)
為建構專業化的商業管理學院，自99學年度起，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整併原有的四個學系（企業管理、財務金融、國際企業、會計），成立
「管理學院學士班」，以期朝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習環境」、「與國際同步的商管專業學院」、和「強化國際交流與企業接軌」的目
標邁進。特色： 1.學生為主的多元化學習環境，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之機會。 2.學程設計概念，有系統之整合性課程設計，配合產業與企
業人力資源需求因應調整。3.管理專業與產業實務能力並重之訓練，有利學生適性發展。http://www.cm.yzu.edu.tw/bba/，分機6081。依一
般限制。
4717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國際企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為建構專業化的商業管理學院，自99學年度起，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整併原有的四個學系（企業管理、財務金融、國際企業、會計），成立
「管理學院學士班」，以期朝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習環境」、「與國際同步的商管專業學院」、和「強化國際交流與企業接軌」的目
標邁進。特色： 1.學生為主的多元化學習環境，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之機會。 2.學程設計概念，有系統之整合性課程設計，配合產業與企
業人力資源需求因應調整。3.管理專業與產業實務能力並重之訓練，有利學生適性發展。http://www.cm.yzu.edu.tw/bba/，分機6081。依一
般限制。
4718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主修：會計)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Major in
Accounting)
為建構專業化的商業管理學院，自99學年度起，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整併原有的四個學系（企業管理、財務金融、國際企業、會計），成立
「管理學院學士班」，以期朝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習環境」、「與國際同步的商管專業學院」、和「強化國際交流與企業接軌」的目
標邁進。特色： 1.學生為主的多元化學習環境，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之機會。 2.學程設計概念，有系統之整合性課程設計，配合產業與企
業人力資源需求因應調整。3.管理專業與產業實務能力並重之訓練，有利學生適性發展。http://www.cm.yzu.edu.tw/bba/，分機6081。依一
般限制。
4719  元智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英語專班)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English Program)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自99學年度起，開設學士英語專班，精心打造國際化學習環境，採專業課程與語言能力雙軌並重的課程設計，目的為培
育具備良好的外語能力與寬闊世界觀的經營管理/財金領域專業人才。課程設計包括四年專業課程全英語授課，多元文化的體驗與外語訓練
、同時採用國外商管教育主流的學程設計，設有「國際財務金融學程」和「全球經營管理學程」（二選一），學生可依興趣與專長選擇不同
的領域強化自身能力與培養專業知識。目標在提昇學生專業英語的溝通能力、具備團隊合作能力、培養多元文化的涵養領袖精英特質、解決
問題之能力。申請者具基本英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為宜。http://www.cm.yzu.edu.tw/ebba/ 或洽分機:6091。
4928  元智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科技組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teractive Edu-tainment Technology)

目標為培育：育樂整合應用的專業人才、互動媒體開發的設計人才、電腦遊戲設計人才、數位學習環境開發人才、與運用資訊媒材的科技藝
術人才。有意成為具數理技術與藝文思維均衡素養工作者均可申請。http://www.infocom.yzu.edu.tw/、分機2133。依一般限制。
1830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第1類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具基本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為宜。資訊應用已成為今日企業及組織維持生產力與競爭力的重要關鍵，本系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
、熟悉資訊技術、明瞭企業特性、發展資訊系統、推廣資訊應用」之人才為目的。著重加強學生基礎理論與觀念之培養、訓練學生系統實作
之能力及實施多元化專業實習制度，以兼顧升學或就業需求。師資堅強，設備齊全，且畢業校友無論進修或就業，表現均極為優異。
http://www.mis.yzu.edu.tw/、分機2601。依一般限制。
1831  元智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本系力求帶學生進入中文知識殿堂，充實中語、華語、資訊及中文基礎課程，培養日後研究高
深學問及華語文教學與中文數位資訊處理之實力，成為未來中國語文領域研究、創作及推廣人才。http://cl.hs.yzu.edu.tw/、分機2706。依
一般限制。
1832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Dept. of Social and Policy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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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基本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為宜。本系宗旨為從事精密的社會研究，推動博雅教育，期許學生具備充實的社會學、政策科學知識與人
文素養，懷抱宏遠的願景，參與社會實踐與國家發展。http://sc.hs.yzu.edu.tw/、分機2161、2162。依一般限制。
1833  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英語能力達到CEFR-B1程度者為宜。學生畢業需達到CEFR-B2之程度。本系以英、日語雙主修課程為主幹佐以語
言教育、翻譯技巧、多媒體應用與經貿外語等課程，提供對外語學習與專業應用有興趣的同學一個理論、應用與實務兼顧的完全語言學習環
境。http://fl.hs.yzu.edu.tw、專線：03-4555211。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0
886-3-5186222
886-3-5377360

30092 新竹市東香里6鄰五福路二段707號
教務處招生試務組

http://www.chu.edu.tw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718  中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1719  中華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1720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Dept. of Administration

1721  中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722  中華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Dept. of Finance

需略懂中文書寫。

1723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系   Dept.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1724  中華大學 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一）為迎接全球運籌及行動商務時代的來臨，本系目前的發展重點為「整合運輸科技、資訊及通訊技術等三大領域，融合運輸物流作業體
系，培育智慧型運輸及物流系統之相關人才。」在未來海峽兩岸交流日趨密切且競爭更加白熱化之下，本系所培育的專業人才，將在各類產
業供應鏈體系中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二）電話：03-56186523。（三）網址:http://www.tlm.chu.edu.tw。（四）Objectives of
Education：1. Foster students to be modern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that a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perations, theory development, and system integration. 2. Cultivate students to have the capabilities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cooperation as well as innovation, and the mentality of international-thinking.

1725  中華大學 應用統計學系   Dept. of Applied Statistics

1726  中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727  中華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1728  中華大學 國際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729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議展覽學士學位學程   Program of Tourism and MICE Management

1730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731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環境規劃與經營管理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Urban Environm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Group）

（一）環境規劃與經營管理組組之研究發展方向係針對目前國際、生態、資訊化之競爭趨勢，就環境規劃、建築空間設計、地理資訊系統、
數位化設計、都市及建築防災等之研究，加強環境資訊規劃管理、防災避難系統模擬與不動產管理經營等之推動。（二）修業四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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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ww.arch.chu.edu.tw。（四）限制：須辨色能力正常。

1732  中華大學 營建管理學系   Dep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對於建築、土木等工程管理，以及專案管理知識有興趣之學生。

4742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4743  中華大學 創新設計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Innovative Design and Management

4894  中華大學 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Dept.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1
886-3-2652014
886-3-2652019

32023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cycu.edu.tw

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優先分配新生住宿。三、僑生新生第1年每學期均核發獎學金，金額等同該學期之學費。僑生第二年起（不含
延肄生及研究生）每學期依其前一學期之學業表現核給獎（助）學金，相關資料請上網查詢（http://www.icare.cycu.edu.tw/ 最新
消息/獎勵入學/僑外生）。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890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具優良傳統及堅強師資陣容，除企業管理一般性知識外，更有七大學程(行銷管理學程、財務管理學程、人力資源管理學程、科技管理
學程、服務業管理學程、高科技產業管理學程、創新創業學程)供學生彈性選擇。本系進修資源亦極豐富，有碩士班(MBA,EMBA)及博士班
，構成一完整的企業管理教育體系。
1891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為全球第一個獲得ISO-14001的學術機構，秉持「踐履篤實」之精神及「全人教育」之理念，致力於知識之傳授與人格之塑造，旨在培
養具有國際觀，能解析國際經貿情勢，熟諳國貿實務與國際金融管理，並具有環境觀之優秀經貿人才。
1892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本系教學除強調會計專業，也重視學生思考判斷、發掘問題與團隊合作能力。畢業學生可擔任會計師、政府會審/財稅人員、金融服務專業
、內部稽核人員等。為增強學生科際整合與職場競爭力，系上也分設四大專業學程（管理、稅法、資訊稽核、政府及非營利學程）及七大職
業學程（會計師、內部稽核師、證券分析師、記帳士、公務人員-會計類、公務人員-審計類、公務人員-財稅行政類），為學生之最佳選擇。

1893  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旨在培養能運用資訊科技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之人才，故歡迎對資訊科技之商學應用與管理有興趣者，加入本系的行列。目前本系在電
子商務以及電子化企業的理論與實務方面，不僅頗受產官、學、研各界的肯定，同時也在全國性的競賽中屢獲佳績。此外，本系的數位服務
結合了專業與服務，不僅培養學生具備相當紮實的專業能力，同時也讓本系成為最具特色的系所。
1894  中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在金融國際化與自由化的衝擊下，財金環境日益嚴峻。面對嶄新財務紀元的挑戰，多元金融商品的創新和國外資金的籌措等，需精確掌握各
項風險，以採取因應措施，而投資決策的重要性亦影響企業財務績效之良寙。本系旨在財務金融專業人才的培育養成。掌握趨勢脈動，引領
財金潮流，加入中原財金，是你最佳的選擇。
1895  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一) 有視覺障礙或辦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 室內設計系重視空間美學與文化視覺，理論與實務並重；畢業生未來就業可以橫跨室內
設計、商店設計、家具設計、展演設計、廚具規劃、美術編輯、櫥窗設計、社區營造、古蹟活化等文化創意產業。
1896  中原大學 商業設計學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招生目標：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創作、行銷與設計企劃之能力。

4739  中原大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一)具備藝術、設計及創造創作潛能，以及具有獨立思能力的學生。(二)具中文溝通能力。

1897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歡迎對特殊教育工作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本系課程規劃採雙軌制，設有擔任教職者及不擔任教職者。學生亦可選修社會工作、聽覺口語法及
數位學習設計與應用學程，增進就業競爭力。
1899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Dep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本校應用華語文學系是全國第一個培養華語文教師的大學專業科系，以全人教育理念培育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教師
，僑生同學畢業後將成為教授外籍人士和海外華人華語文的專業師資，工作場所遍及海內外，兼有中文系的學養氣質，與世界性的實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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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9
886-4-8511888
886-4-8511666

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dyu.edu.tw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49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旨在培育能整合各項管理功能及發展多元能力的專業經理人，著重管理專業知識及英語能力之培養、實務課程之訓練，培養學生具備專
業能力包括企業經營之一般管理能力、整合創新能力、診斷改善能力及策略規劃能力等，而成為企業所樂於雇用之理論與實務兼具的中堅管
理人才。電話(04)8511888轉3011。http://www.dyu.edu.tw/~ba5110/
1707  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的系所特色為(一)企業e化實務人才培育(二)實習與畢專雙軌訓練。學系網址：http://im.dyu.edu.tw。

4545  大葉大學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Dep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Public Relations

(一）本系所設立宗旨是以培育兼具組織溝通與關係管理之人力資源管理專才。發展方向基本上建立在人力資源管理專業之學習主軸架構
，重點為理論與實務相配合，加強溝通與關係管理訓練，增進職場競爭之能力。 (二）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dyu.edu.tw/~hrpr
4543  大葉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本系之教育宗旨為「誠信、專業」，其中專業係期望本系畢業生能整合會計專業與資訊專業，以符合業界之需求；誠信則是特別強調會計倫
理之潛移默化，而本系之教育目標為培養具會計倫理之會計資訊專業人才及培育具「SQ－社會智商」核心能力之企業夥伴人才。特色係強
調會計原則與國際接軌、會計與資訊整合、會計倫理之養成、落實「最後一哩」計劃與企業接軌，並加強「SQ－社會智商」核心能力的培
育，都高度符合校院之願景、宗旨、目標與核心能力。（一）有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聯絡單位：會計資訊學系，04-
8511888分機3251；Email: at5140@mail.dyu.edu.tw
4560  大葉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具有「國際宏觀視野」的優秀國際企業管理專業人才為目標。教學特色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依課程屬性分別赴企業進行校
外參訪，落實體驗教學。課程著重「國際觀的培養」、「外語能力的奠基」，設立英語、日語完整四年的外語課程，研究所同學與外籍生共
同修課，交叉學習，藉此培養跨文化尊重，且針對大學部及研究所設立多重畢業門檻，鼓勵並獎勵同學參與各類證照考試，且設有縮短修業
年限之「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期望藉由各種激勵措施強化學生未來之競爭職能。（一）有視覺障礙者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二）網址：http://ibm.dyu.edu.tw，聯絡電話04-851888轉3191。
4544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in Management　

藉由「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教學」、「產學合作」、「推廣休閒教育」、「活動規劃與執行」、「推動證照考取」的課程特色，培育具有「具
有領袖魅力的人才」、「充滿活潑動力的人才」、「主動投入的人才」、「精簡方法工作的人才」、「身體心理強健的人才」人格特質的學
生。本系課程多項戶外活動，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857  大葉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 Business Management

本系宗旨為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運動休閒、運動觀光、運動行銷專業管理人才，聯絡電話:04-8511888轉3491 網址
:http://www.dyu.edu.tw/~sm5170。
1708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的教育宗旨為「培育企業所需之財務金融專業人才」，並致力於培育學生的核心能力(WE CARE)：職場專業財金技能(W)，探索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E)，財金資訊蒐集與分析能力(CA)及責任感與倫理素養(RE)，使其成為專業的財金人才，而為企業所樂於雇用。相關資訊請參
閱，http://fm.dyu.edu.tw。
1709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建築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辨色能力異常者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量。

4635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學系室內暨景觀設計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辨色能力異常者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量。

1710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一）本系強調「影像媒體」、「平面暨多媒體設計」與「數位動畫創作」等領域，培養敏銳觀察力並訓練能獨立思考，以人文藝術涵養為
基礎，養成具專業技術與個人特質的創作思考與思辨力。（二）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三）學系網址
：http://www.dyu.edu.tw/~vd5090。電話：04-8511888轉5071。
1712  大葉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本系特色為師徒指導、情境體驗、企業參訪、交換留學、課後輔導、專題製作。本系聯絡電話：04-8511888轉6071，本系網址
：http://www.dyu.edu.tw/~dj5220/
1713  大葉大學 歐洲語文學系   Dept. of European Languages

（一）有聽覺障礙、口吃者，宜慎重考慮。（二）本系依學生志願及學習動機輔導學生選擇修習德語或法語為第一專長語言，英語為本系共
同第二外語。（三）本系以培養具國際視野與歐語能力的專業人才為目標。（四）本系與德、法國大學訂有「交換學生合作協議」，自三年
級起學生有機會赴歐洲留學一學期。（五）聯絡電話04-8511888轉6051；Email:euld@mail.dyu.edu.tw；系所網址
：http://www.dyu.edu.tw/~euld/index.html/~de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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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6
886-3-3412500分機1332
886-3-2705720

33857 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1號
招生暨就業事務部

http://www.knu.edu.tw

開南大學   Kainan University

開大目前已有商學、運輸觀光、資訊、人文社會、健康照護管理五大學院，共計21個學系、14個研究所，學生9,500人、教職員近
500人，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比例高達96.53%，在管理領域已有相當紮實的基礎。由於開大位居桃園國際機場、中山高速公路、
臺灣鐵路與高速鐵路交通匯集樞紐，是故國際化與商務運籌管理是開大得天獨厚的特色。未來本校發展目標將持續邁向專業化與
國際化，從而培育出高素質具國際觀的人才，為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男女兼收；住宿方面本校備有宿舍，歡迎僑生
申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800  開南大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歷。（三）中英文需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企業管理課題有興趣的海
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4762  開南大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創業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歷。（三）中英文需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中小企業創業管理課題有
興趣的海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4763  開南大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Management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歷。（三）中英文需具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科技管理課題有興趣的海
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1803  開南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歷。（三）中英文需具基本的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跨國企業相關課題有興趣的海
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1804  開南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一）依一般限制。（二）需具有高中或同等學力。（三）中英文需具基本的說、讀、寫能力。（四）歡迎對會計資訊相關課題有興趣的海
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1805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組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Financial Management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聽覺障礙、視覺障礙者不予考慮。（三）本系組以商學相關管理核心課程為基礎，結合財經理論、財務金融、財
金法規等相關知識領域，運用專業課程奠定學生進入財務管理領域之良好根基，歡迎對財務領域有興趣之同學加入。
1806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組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聽覺障礙、視覺障礙者不予考慮。（三）本系組以商學相關管理核心課程為基礎，結合財經理論、財務金融、財
金法規等相關知識領域，運用專業課程奠定學生進入金融管理領域之良好根基，歡迎對金融領域有興趣之同學加入。
1807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不動產與風險管理組   Dept. of Banking and Finance(Real Estate and Risk Management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聽覺障礙、視覺障礙者不予考慮。（三）本組以培育具有不動產經營管理、風險管理、企業倫理、團隊精神及國
際觀之不動產與風險管理專業人才為目標。本組分為不動產管理及風險管理二學程，教學重視不動產管理、不動產投資、財務金融、風險管
理學術發展與市場需求開設課程，以期學生在升學與就業方面之競爭能力不斷地提升。本組以商學相關管理核心課程為基礎，不動產管理學
程結合財務金融、地政、不動產金融、不動產投資、不動產估價、風險管理學程則與保險精算、風險管理、保險法規等相關知識領域結合
，運用專業課程奠定學生進入不動產與風險管理領域之良好根基，歡迎對不動產與風險管理領域有興趣之同學加入。
1809  開南大學 行銷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一）依一般限制。（二）具備中英文說、讀、寫之能力。（三）對行銷相關課題有興趣之海外青年加入。

1810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具基本說、讀、寫之能力。

1811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科技應用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具基本說、讀、寫之能力。

1812  開南大學 多媒體與行動商務學系   Dept. of Multimedia & M-Commerce

（一）依一般限制。（二）具備基本中英文說、讀、寫之能力。（三）對互動式多媒體技術與行動商務應用發展有興趣的同學加入。

1813  開南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須具基本說、讀、寫能力。（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815  開南大學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   Dept. of Logistics and Shipping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力。（三）歡迎對物流與航運相關課題有興趣的海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4032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觀光旅遊組   Dep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Tourism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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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須具備基本聽、說、讀、寫能力。（三）觀光產業為全球趨勢，歡迎對觀光旅遊發展有興趣的同學投入觀
光的行列。
1816  開南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餐飲旅館組   Dep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Hospitality Program)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須具備基本聽、說、讀、寫能力。（三）觀光產業為全球趨勢，歡迎對餐飲旅館管理有興趣的同學投入觀
光的行列。
1817  開南大學 空運管理學系   Dept. of Air Transportation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須具基本說、讀、寫能力。

1818  開南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力。（三）歡迎對運輸管理相關課題有興趣的海外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1819  開南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須具基本聽、說、讀、寫能力。（三）患有其他一些不適實習課程的疾病者(如暈眩、貧血症等)，宜慎重
考慮。
1820  開南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聽、說、讀、寫須具備基本能力。

1821  開南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Dept. of Public Affairs and Management

（一）除依一般限制外，有聽覺障礙、視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具備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
）本系旨在培養具備行政素養，全球視野，多元思考與公共事務分析及管理能力之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之專業人才。
1822  開南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一）報考資格不分國籍、性別。（二）申請本系須具備至少800個中文詞彙量，並能用中文溝通者。（三）歡迎對日文學程有興趣的海外
青年們參加學習的行列。
1823  開南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一）報考資格不分國籍、性別。（二）申請本系須具備至少800個中文詞彙量，並能用中文溝通者。

1824  開南大學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養生療癒組   Dept. of Health Developing and Health Marketing in Healthy Environmental Developing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具基本說、讀、寫能力。（三）歡迎對養生療癒、健康行銷有興趣之海外青年們加入我們的行列。

1825  開南大學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健康行銷組   Dept. of Health Developing and Health Marketing in Health Marketing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具基本說、讀、寫能力。（三）歡迎對養生療癒、健康行銷有興趣之海外青年們加入我們的行列。

1826  開南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Industry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具基本說、讀、寫能力。（三）歡迎對健康產業管理有興趣之海外青年們加入我們的行列。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1
886-6-5718888
886-6-5712587

72153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168號
招生中心

http://www.tsu.edu.tw

台灣首府大學   Taiwan Shoufu University

一、三大學院，十八系所，78%博士師資，打造『一所以休閒產業為特色的教學型大學』。二、擁有亞洲最大五星級教學飯店『
蓮潭國際會館』，由五十位專業飯店經理人擔任學生職場導師。三、13萬平方米大建設，含12棟教舍及現代化宿舍，新穎、安全
、便利。四、60萬冊巨擘藏書，並有30萬冊簡體書，為中國境外最多簡體字館藏。五、「教學、實習、就業」三步驟，每位學生
皆可到教學飯店各部門學習。六、4x4全生涯輔導計畫，提升學生升學及就業的競爭力。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33  台灣首府大學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Hotel Management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35  台灣首府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36  台灣首府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日語組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37  台灣首府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英語組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一、依一般限制。

1738  台灣首府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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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39  台灣首府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40  台灣首府大學 休閒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41  台灣首府大學 資訊與多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Multimedia Design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42  台灣首府大學 數位娛樂與遊戲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and Game Design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43  台灣首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44  台灣首府大學 休閒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45  台灣首府大學 健康與美容事業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and Beauty Industry Administration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1746  台灣首府大學 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   Dept.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0
886-5-2720188
886-5-2720234

62249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教務處招生中心

http://www.nhu.edu.tw

南華大學   Nanhu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網頁，網址:http://www.nh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869  南華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有聽、視覺及語言障礙、辨色力異常及精神障礙者不宜填寫。

1870  南華大學 管理經濟學系   Dept. of Managerial Economics

無。

1871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學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一）培養具文化、美學、生態等涵養的旅遊人才。（二）培養具國際語言能力的旅遊人才。（三）培養具管理知識的旅遊人才。（四）本
系另設有碩士班，可提供學生直接升學的另一種管道。（五）本系推動產學合作，可提供豐富的職場就業機會。
1873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無。

1874  南華大學 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and Life Education

無。

1875  南華大學 文學系   Dept. of Literature

（一）本系與一般中文系相似而別具特色。首先突破傳統中文系藩籬 ,將研究對象涵蓋中國古典文學、台灣現代文學及世界文學，以配合世
界文學研究脈動。其次重視培養詩、散文、小說寫作能力。第三是兼顧實務課程，如編輯採訪、報導文學、文化書寫等，提升未來就業能力
。（二）聽力障礙、視力障礙不便錄取。(三) 餘依一般限制。
1876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   Dep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無。

1877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有聽力、視力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1878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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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1879  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本系有廣播、電視實作課程，有視覺、聽覺障礙者，不宜申請。

1880  南華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a Studies

本系乃全國唯一提供國際政治經濟貿易與中國政治經濟貿易專業訓練之學系，成立宗旨在於為政府與企業培養優秀人才。教學以應用為主
，理論為輔，並強調聽、說、讀、寫之外語能力的訓練。本系有許多合作機構可提供獎學金，歡迎有志於往國際或中國發展之學生申請本系
1881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Dept. of Applied Sociology

無。

1882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依一般限制。

1883  南華大學 電子商務管理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Management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依一般限制。

1884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本學系首創將人文學術與設計美學作結合，以人文養成教育，開拓新的環境視野，並落實在文化生活，景觀藝術與建築空間的規劃與設計上
，特別重視社區營造和培養具人文素養的建築與景觀規劃設計師。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5
886-2-28819471
886-2-28838409

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招生組

http://www.scu.edu.tw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一）法律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其餘各學系修業四年，男女兼收。（二）人文社會、外國語文及理學院學生在台北市士林區臨溪
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商學院學生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三）為使學生得以充分運用教學與各
項生活資源，法商學院一年級新生每週規劃部分課程至外雙溪校區上課。（四）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
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其能力與素質
。（五）部分學系規劃有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六）本校備有學生宿舍，並可租用附近民房。有關本校宿舍及學雜費收費
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頁（http://www.scu.edu.tw）查詢。（七）相關獎助學金請至本校生活輔導組網頁
（http://www.scu.edu.tw/life）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784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85  東吳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86  東吳大學 哲學系   Dept. of Philosophy

1.課程多使用英文課本或參考書，報考學生應有適當背景。哲學系擁有全國唯一之「中國哲學（外文系列）資料中心」，研究資料豐富，並
在當代「知識論」方面有豐富的圖書資源，歡迎對此領域有興趣者就讀。
2.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87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1.課程多使用英文課本或參考書，報考學生應有適當背景。
2.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88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89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ork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90  東吳大學 英文學系   Dep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91  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92  東吳大學 德國文化學系   Dep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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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五年。

1794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Dept. of Economics

1.大部份課程使用英文教科書；微積分與經濟數學必修，報考學生應有適當背景。
2.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95  東吳大學 會計學系   Dept. of Accounting

1.大部份課程使用英文教科書，報考學生應有適當背景。
2.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96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1797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部份課程使用英文教科書，本系亦開設多門數量化課程，包括：微積分、統計學等必修課程，報考學生應有適當背景。為增進國際競爭力
，學生需通過英語能力畢業標準才能畢業。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多益650分或紙筆托福500分或電腦托福173分或新托
福61分或IELTS5.0分。
2.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4
886-4-8876660
886-4-8871542

52345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招生事務處

http://www.mdu.edu.tw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就讀期間，保證提供學校宿舍。
三、提供寒暑假學生宿舍免收住宿費。
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及優秀僑生獎學金（學雜費全免）
五、專責輔導單位，提供免費專業及華語輔導課程。
六、設有專責輔導單位。
七、校址：52345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八、網址：http://www.mdu.edu.tw。
九、電話：886-4-8876660、傳真：886-4-8871542。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771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承辦宏都拉斯總統來華訪問國宴，或外交部邀請至泰國、澳洲、紐西蘭示範台灣美食。擁有國家級級檢定場專業教室，大三由學校安排6個
月至五星級酒店專業實習（月薪約NT$18000元）。課程實務與理論並重，有多名具五星級酒店高階主管獲行政主廚資歷名師，輔導考取餐
飲專業證照。
1772  明道大學 休閒保健學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Holistic Wellness

培養休閒產業經營、戶外教育活動指導及身心靈保健養生的專業人才。提供多元學習方式，透過理論、實務、證照及就業的四合一教學模式
，與政府機關及企業合作，提供同學實務實習機會，由實作中驗證理論，並藉以培養未來進入職場的就業力。擁有許多專業場地：獨木舟、
攀岩場、漆彈場、探索教育場及SPA館。
1773  明道大學 國際行銷與運籌學系   Dept. of Global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教學特色以實務實作為主，訓練行銷策略、商品創意開發、通路管理、行銷企劃與整合行銷傳播等全方位行銷能力。透過「網路商城」、「
格子舖」、「模擬企業」、「市集實戰」等課程設計，驗證所學理論，同時提供學生在學時就可以在「網路商城」、「格子舖」、與「觀光
市集」實際進行「創業」歷程，不僅讓你在畢業前擁有兩年工作經驗，還可學習到寶貴的創業經驗，成為「學生創業家」。
1770  明道大學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   Dep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本系「結合學術與實務，培養具有創新知能與就業競爭力之經營管理人才」為教育目標，並以「建立完善的就業輔導機制，以取得證照落實
專業實務」為特色。採模組化課程，學生依個人興趣與學習能力進行商業管理課程組合，包含基礎管理學、知識管理、科技管理、創新管理
、行銷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作業管理、資訊運用等課程，再加以就業學程輔助，使得畢業生成為產業之最愛。
1774  明道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課程設計導入全國首創「實務操盤戰術」，由老師指導學生學習實務操盤分析，輔導各項財務金融專業證照考試，舉辦投資理財講座，提供
政府機關、銀行、證券公司及保險司等實習機會，及獎助學金補助。
1775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Design

應世界潮流所趨，為全台首創，針對數位媒體與3D動畫等領域為教學重點。課程著重「美學」、「實務演練」、「數位資訊」、「影音剪
接」，建構三大學程：設計創作、媒體傳播及互動科技。涵蓋CIS設計、視覺傳達、工業設計、產品設計、空間設計、動畫、電影、數位多
媒體、網路設計、虛擬實境、遊戲設計及藝術創作等。
1776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Dept. of Fashion Imaging

因應時代趨勢、落實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理念，從理論紮根，藉由實務印證，進而養成就業或攻讀碩士班的能力，專任師資美、加、
德、英、法、日等國內外知名大學相關科系，培養學生更多機會涵養多元國際時尚觀，課程領域包含「核心必修課程」、「時尚創作學程」
、及「時尚展演學程」，設有金工、玻璃、服裝、織品及整體造型五大工坊，培養專業技巧，畢業生除在國內外研究所攻讀碩士以上學位
，亦可在整體造型、珠寶配飾、彩妝髮型、展演規劃及經營時尚產業等領域就業。
1777  明道大學 景觀設計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景觀設計是綜合美學、工藝、工程及園藝設計等的21世紀熱門專業。位處台灣最重要的精緻園藝及景觀設計中心，主要學程包含「景觀設
計學程」-基礎藝術、庭園景觀、景觀實務規劃設計等；「景觀規劃」-景觀風水專論、環境影響評估、都市及區域計畫概論等；「景觀營建
」-景觀模型及複合媒材創作、工程圖學、景觀專業實習，並增加電腦輔助影像處理、公共藝術等專業程。落實真實案例課堂操作，強化師
徒制小組教學，及鼓勵海內外參與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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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  明道大學 綠環境設計學系   Dept. of Design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一）以自然保育、生態旅遊及環境設計為重點，注重實務操作及校外教學體驗，培養具一技之長的專才。（二）每年與業界合作，提供
2個月暑期專業實習機會，及早進入職場實習，提供就業保證。（三）課程規劃可報考相關領域技師、軟體證照及設計領域研究所，提供多
元就業及升學管道。（四）每年提供新台幣14萬元專屬獎學金，供本系學生申請。（五）課程包含綠環境學程、綠資訊學程及綠設計學程
，培養綠能、有機、健康的綠領人才。
1779  明道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秉持明道注重人文教育之精神，將中文教育與實際生活、工作相結合。課程培養語文教學、編輯採訪及口語表達能力。與「明道文藝社」、
「明道現代文學館」合作，拓展文學及文學藝術教育，辦理「華語師資培訓班」、「作文教師研習班」，培訓語文師資專業，並與知名出版
社合作，安排實習課程。另有「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供同學畢業後深造。
1780  明道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摒除制式傳統西洋文學的艱澀與狹隘，把英語教育貼近學生生活中，穩固學生英語的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的基礎。配合學術講座、專題
製作、戲劇演出等方式，培養多面向發展英語語文專業能力。培育科技及經貿英語實務人才、及英語教學專業師資。畢業出路：商務經貿人
才、英語教學專業師資、資訊傳播之編譯及廣播人才、進入研究所深造。
1781  明道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Studies

以廣泛兼顧日語文各面向之專業課程，強化日語聽、說、讀、寫、譯等五項能力。多樣輔助學程培養第二專長，結合日語及專業能力，強化
就業競爭力。定期舉辦日本短期留學、交換學生，營造日語實況，拓展國際視野。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2
886-6-2552500
886-6-2551656

70970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五段188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ukn.edu.tw

康寧大學   University of Kang Ning

一、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生宿舍。二、海外僑生及港澳生住宿4年免費。三、本校實行服務學習課程，須修畢通過後方能畢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750  康寧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本系成立宗旨為配合全球國際化趨勢與增加國家競爭力以培養專業英語人才。 本系課程除奠定學生英語聽、說、讀、寫之專業英文能力
，加強電腦科技知識與操作能力外，並提供日語與法語之第二外語課程，以培養學生掌握多種語言的能力，拓展學生的國際觀。此外，課程
包含英語教學或商管等職場所需之課程。 注重英語能力證照的輔導。 本系畢業生多從事英語教學或國貿工作。
1753  康寧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結合科技、藝術、文化之數位媒體設計展現，培育數位內容創作與網路傳播的整合性專業人才，將知識以數位化、視覺化、創意化之形式呈
現，並經由網路傳播來強化數位內容之加值整合與服務經營。課程著重數位媒體設計、2D與3D動畫製作、影視製作與專案企劃、互動式網
頁設計、虛擬實境、網路資料庫、數位行銷傳播、知識之創意加值應用等。
1754  康寧大學 數位應用學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Applications

數位應用學系之課程係針對現代數位內容產業而設計，強調多媒體影音、3D動畫、遊戲設計、數位學習、網路應用及數位生活各領域所需
之理論與技能，並藉由專題製作課程將學習成果逐一展現，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
1755  康寧大學 休閒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休閒為全球趨勢，本系以全球化視野與本土化經營角度，設計休閒資源規劃、休閒服務品質管理、休閒活動企劃與遊程設計等專業學程，及
外語能力課程。提供商業與遊憩管理、會展產業、導遊領隊培訓整合學程，期能培養休閒產業經營、遊憩資源規劃專業人才。
1756  康寧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因應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及後現代健康照護觀念轉變，本系重視醫務管理、中高齡人口健康照護及社區健康照護服務事業之發展，強調「以人
為本、關懷生命」之理念與精神，發展「健康維護與社會福祉」特色，並以「醫療及健康產業管理與行銷」、「健康照護與社會福祉」兩大
目標為發展願景，培養具備全方位、多元化健康產業管理、行銷、促進、照護及社會福祉工作之專業能力。
1757  康寧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餐飲管理學系之課程特色是「餐飲之品質管理」、「餐飲之經營管理」、「環保健康餐飲之規劃」、「餐飲技能之提昇」四大方向，餐飲理
論與實務並重，培育兼具專業技能之餐飲管理人才。
4670  康寧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Science and Managment

本系為培育具備化粧品配方製作實務能力與成為高階美容師、彩妝師及美容展店店長之化粧品專業人才。分為兩大模組：化粧品技術應用模
組、美容技術與管理模組。
4685  康寧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本學系以培育時尚設計之專業人才為目標，包括飾品設計師、整體造型設計師、展演規劃師及走秀動態藝術展演之專業人才。

4974  康寧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培養學生除自律管理外，有基礎的企業管理能力和加強(產學一條路)之理念。在教學方面強調師徒制及家族制，畢業就業之技能與專業
度的培養。本系已開設相關就業學程如；連鎖加盟學程，服務學程等。本系有創業創新中心且每學期開設創業創新講座來幫助學生就業與創
業諮詢。海外參訪及國內相關企業參訪與定期研討會；如每年之大陸與東南亞研討會等。大三實習與專題提升學生研究視野與學術精神。本
系另強調全人類關懷心如志工活動參與和社會關懷等。畢業前並通過托福等的外語檢定與3張以上相關管理的證照。
4975  康寧大學 保健美容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Beauty

本系以培育保健美容相關產業基礎及專業人才為目標，提昇台灣養生、美粧、調護之學術研究能力並配合實務應用以為發展主軸。分為三大
模組：美體保健、彩妝造型和美容產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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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2
886-2-26632102
886-2-26633763

22301 新北市石碇區華梵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hfu.edu.tw

華梵大學   Huafan University

一、本校男女兼收，備有男女宿舍，一年級新生享有優先住宿權利。二、一年級須接受服務教育，修習及格者始能畢業。三、本
校以闡揚儒佛思想、融合人文科技為目標。歡迎認同本校創校理念「覺之教育」與創校宗旨「人文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生
」之青年學子報考。四、本校開設各校級、院級相關就業學程，延攬業界專業師資，讓學生所學的知識理論與未來職場接軌。五
、本校校內設置二十餘種獎助學金，另有校外獎學金八十餘種，獎助名額多。校內各單位並提供工讀機會，協助同學養成獨立自
主精神，擴展學習領域。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02  華梵大學 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兼重生命主體之安立及傳統中文領域之專業訓練。凡對宇宙人生真諦、自我生命開發、儒佛義理思想及文學美學鑑賞等課題，有興趣並嚮往
者，皆所歡迎。
1903  華梵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外文系以英美語文和第二外語為主，著重專業語言訓練及西洋文化知識學養，旨在拓展學生的國際觀和提升學生的競爭力。本系因應社會需
求與國際趨勢提供多元化之選修課程，讓學生日後能在就業及升學領域做完整接軌。學生必選一門第二外語，至少修讀二年。本校亦提供五
年一貫學位、雙主修、輔系、各類學程及海外姐妹校遊學、交換學生等學習機會供學生選擇。
1904  華梵大學 哲學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本系由中研院勞思光院士帶領一群學術研究實力堅強的年輕教授群，以文化哲學及中西哲學基本問題為重心，每屆畢業生超過四分之ㄧ進入
哲學、教育、新聞、藝術等研究所攻讀學位。重視社會中堅人材培養，強調語文、邏輯、理論架構、表達能力，並可選讀應用傳播學程、文
化評論寫作學程、教育學程等，提昇職業競爭力，目前系友多任職於文化學術機構、新聞媒體、政府單位等。
1905  華梵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以因應高科技產業發展趨勢之需求，致力於培養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高科技專才及現代化之優秀經營管理人才為主要教育目標，並加強電腦
資訊科技的應用，有效達成知識整合及技術提昇之目的。本系已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與國際接軌。
1906  華梵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發展方向著重於資訊技術及管理理論之結合，再配合企業發展需求，精心規劃：資訊技術、資通安全、商業智慧三個特色學程，旨在培養資
訊管理人才，具備管理涵養與資訊設計之技術能力，能發覺企業經營問題，思索解決困難之方法，從導入、建置、評估與績效管理著手，增
進管理資訊系統之效益，為企業組織增加競爭力與創造利潤。本系已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與國際接軌。
1907  華梵大學 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係配合全球經濟浪潮，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積極培養台灣社會所需之高級空間文化建設人才，以及跨足國際（特別是大陸）市場之高級空
間設計師。報考建築學系者，須辨色能力正常。本系已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與國際接軌。
1908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Division of  Product Design

教學內容主要分為生活科技產品設計、時尚商品設計、設計藝術創作三大領域，著重創意啟發與設計知識之應用。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
常者，宜慎重考慮。
4965  華梵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交通工具設計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Division of  Transprotation Design

交通工具設計所需的環境不同於產品，製作模型的傳統也異於其它，本系是全台唯一有完整交通工具設計學程的科系，透過互動式引導教學
，逐步涉略關於交通工具設計的專業知識及思維，建立交通工具設計師必備之基礎。
1909  華梵大學 美術與文創學系美術創作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Division of Fine Arts

除基礎美術專業訓練外，強調同學性靈的啟發與人文哲思的培養。重視東方書畫藝術與西方當代藝術之結合，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
，宜慎重考慮。
4770  華梵大學 美術與文創學系文創設計組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Divis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文創設計組旨在培養文化創意產業專才，課程著重創意設計與文化主題的企劃，執行和行銷，使修業學生建構全方位的文創能力，具備職場
競爭力。
4771  華梵大學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環境防災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Hazards-resistant Design：Division of  Environment
Hazards-Resistant

著重在自然環境之生態保育與防災設計，期培育具永續發展觀之環境設計人才。

1910  華梵大學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環境設計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Hazards-resistant Design

著重在自然環境之生態景觀與防災設計，期培育具永續發展觀之環境設計人才。

1911  華梵大學 佛教學系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將配合本校「覺之教育」的創校理念，在學術與知識的傳授之外，強調學生具有宏通的偉抱與器識，高尚的德操與禪定的修為，以期造就德
學養兼備的佛教宗教師及學術專業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3
886-2-25925252
886-2-25855215

10452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40號
註冊組

http://www.ttu.edu.tw

大同大學   Ta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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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位於台北市中心，鄰近捷運站，生活機能佳。
榮耀：
全校系所皆通過系所評鑑/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榮獲教育部「爭取企業產學經費與效率」私校第一名
榮獲德國iF設計大獎、紅點設計競賽大獎
全國首座WiMAX校園網路

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學金
學業成績進步獎學金
出國獎學金
僑委會獎學金

*僑生優先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14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能接受中文授課。

1915  大同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依一般限制。

1916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互動媒體設計組   Dept. of Media Design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Division

需要正常之辨色能力。

1917  大同大學 媒體設計學系數位遊戲設計組   Dept. of Media Design Digital Game Design Division

需要正常之辨色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8
886-5-3622889
886-5-3622505

61363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51號
招生中心

http://www.toko.edu.tw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Toko University

一、本校為2001年8月創校的嶄新大學，擁有全國唯一的西班牙典雅建築之歐洲風格校園，緊鄰極具發展潛力的嘉義縣府特區、故
宮分院、高鐵太保站及長庚醫院，為一座新興科技、文化、大學城，與國家最新發展同步脈動。
二、本校備有學生生宿舍一棟，提供四人房型共計1304床位，每間寢室皆配置獨立式冷氣設備、24小時網路系統、室內電話，每
人各有床、衣櫥、書桌、枱燈、置物架。房內附衛浴設備。另有完善的交誼廳、餐廳、書店、便利商店，所有新生均享有住宿權
。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31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數位時尚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Fashion Design

本學系教育目標為「培養具數位科技應用專業的產品設計人才」，特別是具「數位設計專才」又兼具「藝術創意理念」的設計人才。其餘依
一般限制。
1838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發展重點方向為培育目前及未來最夯的中小企業電子化及電子商務之專業人才。其餘依一般限制。

1839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動畫遊戲設計學系   Dept. of Animation and Game Design

著重整合先進資訊科技之應用與遊戲程式設計、2D/3D數位動畫影音特效製作、人文素養與編導企劃三大領域之前瞻實用學系。其餘依一般
限制。
1840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大一至大二課程著重於基礎專業法律科目教學，三至四年級除因應工商業發展需求，強化商事法及財稅法研討，發揮所學，養成律師、司法
官及各界法務人才。其餘依一般限制。
1842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休閒遊憩與旅運管理學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 Travel Management

著重培養休閒遊憩及旅遊活動人才等方面專業的規劃與管理技能，並強化語文能力，協助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其餘依一般限制。

1843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運輸物流與行銷管理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 T/L

本學系教育目標訂為「培養具備行銷管理能力之運輸物流經理人」。學系發展特色上，為順應就業市場發展之趨勢、人才培育發展特色，教
學內容不但具備一般運輸物流管理之專業知識，且輔以行銷管理、工業管理等專業，並配合教學內容輔導學生考取行銷、物流、金融、電腦
技能相關證照。其餘依一般限制。
1844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本學系以培育優良之幼兒教師及相關行業如兒童社教機構、文教行政、兒童文學創作與童玩設計等人才為目的。其餘依一般限制。

1845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Elderly Welfare & Social Work

本系為國內大學院校系統開創高齡福祉事業與社會工作專才領域的一所先驅學系，發展重點為—（一）培育健康老人生活經營規劃人才（二
）培養具備專業知能之社會工作人才（三）培育具高度熱忱之助人專業人才。(四)其餘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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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諮商心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本系以培育心理與諮商人才為目的，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以因應國內各機構與社區對於專業心理諮商人才之急迫需求。其餘依一般限制。

1847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餐旅專業之服務、技術與創意研發人才，建立融合實務與管理知識之教學體系，積極與餐旅業建教合作，加強學術與實務之交流
。其餘依一般限制。
1848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傳播藝術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rts

培育「具藝術創意之傳媒製作人才」與「具傳播學養之藝術設計人才。四大特色：一、訓練影視製作的實務能力，二、致力藝術設計的潛能
開發，三、具美學涵養的媒體製作人，四、具藝術創意的廣告設計人。三大教育目標：一、傳播事業與社會服務結合，二、傳播科技導入專
業本位，三、藝術設計為創造力的開發。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9
886-3-5302255
886-3-5391288

30092 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48號
招生服務處

http://www.hcu.edu.tw

玄奘大學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一.位於新竹市科學園區，距離桃園機場30分鐘、新竹高鐵站20分鐘。二.交通便利，國光客運從校區直達台北市只要90分鐘。三
.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新台幣2億元，教育資源豐沛。四.系所評鑑榮獲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全數通過認證
。五.僑外生保證都有住宿床位，五人一間，房間內設有獨立衛浴並有網路、冷氣⋯等等。六.專人機場接送服務，並設有僑外生聯
誼社，提供生活照料。七.學雜費低廉，平均每年約新台幣9萬至11萬，另設有僑外生獎助學金及減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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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860  玄奘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在文、史、哲等方面各有專精。課程安排由傳統國學乃至現代文學及台灣文學皆兼顧並重。各類學制由大學部、碩士班
、碩士專班至博士班一應俱全，發展空間寬廣。畢業後可報考研究所、擔任教師、作家、秘書及參加高普考等。
1861  玄奘大學 宗教學系   Dept. of Religious Studies

本系在培養宗教學術研究人才，並提供宗教旅遊業、宗教樂活產業、宗教文化創意產業與非營利組織之專業訓練。理論與實務並重，課業與
品德兼修，提供深入了解宗教的最佳學習環境。設有碩士班，升學管道暢通。
1862  玄奘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英語組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Major)

為建立學生紮實的英文基礎能力，培育語言學、英語教學等語言領域之專才及增強學生多元的專業知識。「升學、就業」雙核心競爭力的養
成為本系最重要的課程特色。本系設有碩士班，畢業生可選擇繼續深造或直接進入職場任職。
4873  玄奘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日語組   Dept.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Japanese Major)

日本籍的博士學者加上國人到東京大學獲碩博士的名師，以及各具特色專長的優良師資，必可培養優秀的學生。到本系就學可保證就業，或
更上一層樓再進碩士班就學深造。另可選修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語文課程，成為具國際觀的導遊、商場高手、或翱翔全球的日本通。
1864  玄奘大學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   Dept. of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本系以培育鉅視社會工作基層直接服務人才為目標。學生將具備社會政策、社會行政及社會工作等基本知識技能。特色在於學生畢業後，可
直接報考社會工作師專業證照，或服務於政府相關福利部門及民間社會福利單位。有志從事學術發展之學生，本系設有碩士班。
1863  玄奘大學 應用心理學系   Dept. of Applied Psychology

本系乃全國唯一以「應用」為名之心理學系所，強調能將心理學的知識活學、活用，以利學生適性發展其就業出路。本系設有「助人」、「
犯罪」與「運動」等三大學分學程，培養畢業生從事心理師、觀護人、工商管理師、運動諮商師及人因工程師等各種當紅行業。
1866  玄奘大學 法律學系   Dept. of Law

本系之教學任務在於栽培各式公職〈如法官、檢察官、三、四、五等法務人員與公務員〉及私有經濟之專業管理及法務幹部。為使學生得以
追逐各自的職業願景，本系不僅傳授一般法律學的基礎訓練課程，同時提供新興資訊和科技法律、專業法律倫理及實務實習等課程。
1851  玄奘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Dept. of Mass Communication

本系以培育傳播內容創意及產製人才為基本目標，教學設計以「智德奠基創意啟發→創意呈現→廣播電視戲劇產製→內容管理與行銷→傳播
欣賞與批評」為軸心，聘請專精教授使用先進之數位電視攝影棚、廣播錄音室等進行教學及實務操作，並與業者進行產學交流。
1852  玄奘大學 新聞學系數位內容製播組   Dept. of Journalism, Digital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 Group

本系結合國內最先進的虛擬攝影棚、廣播及影音剪輯設備等數位平台，廣泛運用於電子報、數位電視、廣播、網路、手機、iPad、廣告、公
關、數位典藏之傳播實務人才，並致力教導學生任職各類媒體，期能培養學生成為新時代數位傳播人才。
1854  玄奘大學 新聞學系圖書資訊管理組   Dept. of Journalism,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Group

本系藉由生動活潑和情境教學的學習環境，結合理論與實務訓練，以培育圖書館館員、數位典藏人員、出版及資訊服務與行銷人員。學生畢
業後可就讀國內外圖書資訊學、博物館學、資訊管理學等領域的研究所,或參加圖書館、博物館職系國家考試或地方基層特考,或從事數位出
版產業企劃行銷,入口網站資訊分類編輯,專利服務業專利檢索,數位媒體資料庫管理,圖書資料庫公司產品經理等工作。
4874  玄奘大學 影劇藝術學系   Dept. of Performing and Screen Arts

為使學生具有專業編導製播的硬實力與融合文化展演的軟實力，本系的人才培育區分「影視編導製作」與「秀場時尚展演」兩大特色主軸
，以學分學程的模組型態提供同學劇本創作、編劇、導演、導播、節目企劃與行銷，及秀場舞台規劃與時尚展演營運等相關專業課程。
1853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本系以平面設計為基礎，結合數位媒體設計之專業技術；應用於廣告企劃、視覺設計、包裝、多媒體設計、影音剪輯、2D與3D動畫等文化
創意與數位內容產業，培育具藝術創意、美學素養、科技創新的國際級設計人才。
4502  玄奘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本系目標在於培育數位內容產業所需創意設計人才，以影視廣告數位動態片頭、數位多媒體、網頁以及動畫相關之影音製作為教學重點，重
視學生合作思考、行銷與創新能力。未來將著重與跨國展演數位媒體的合作交流，並鼓勵及率領學生參加國際性比賽。
4501  玄奘大學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Dept. of Art and Creative Design

學校及系組規定 - 108 -



本系以培養文化創意展演產業發展人才為方向，以實用開發價值與展現美學藝術經濟為教學重點，重視學生藝術、行銷與創新能力，並以提
升未來與國際合作的專業能力，鼓勵並率領學生參加國際藝術創意設計比賽。
4875  玄奘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因應美學經濟社會，本系積極培養具有流行、創意、美感與實務能力的時尚產業設計、展演與營運人才。「整體造型」、「時尚精品」為本
系特色，提供妝髮服飾造型、精品袋包設計等專業課程，輔以展演、營運訓練，養成學生微型創業實力、立足流行文化產業核心
1855  玄奘大學 財富管理學系   Dept. of Wealth Management

為因應金融環境變化，本系以紮實的課程設計，兼重實務操作，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財務管理、金融服務與證劵投資能力之財富管理人才。並
融入證劵、理財、銀行等專業證照考試內容，提升學生畢業後就業或繼續升學之競爭力。
1857  玄奘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Dept. of  Management,  Management Group

本系以培育企業經營與投資管理人才，課程設計結合企業管理理論與投資管理實務並重，培養學生具備企業組織之行銷規劃能力與投資管理
操作之實務技能，並融入企管專業證照考試內容，以提升學生就業或研究所升學之競爭力。
1858  玄奘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觀光行銷組   Dept. of  Management, Tourism Marketing  Group

本系以培育觀光與行銷專業人才，課程設計結合行銷理論與產業物流管理實務並重，培養學生具備觀光之行銷規劃能力，與管理操作之實務
技能，並融入行銷專業證照考試內容，以提升學生就業，或研究所之升學競爭力。
1859  玄奘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旨在奠定學生紮實之資訊管理與應用能力，以「多媒體應用與遊戲設計」及「電子商務」為發展方向，結合本校管理與傳播科系之資源
，提供學生多樣性學程，藉以培育出具跨領域整合及決策能力之資訊專業人才。
4876  玄奘大學 旅館管理學系   Dept. of Hotel Administration

本系特色之ㄧ為培育現代管家之旅館高級專業服務人才，以提供高層次客人的無縫隙服務，實現客人高度滿意的服務經驗。特色二為培育服
務高齡長者之餐旅管理人才，使學生具有認識高齡者、瞭解其需求的專業知能，進而提供高齡休閒產品的設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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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4
886-3-9871000
886-3-9874800

26247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http://www.fgu.edu.tw/

佛光大學   Fo Guang University

一、本校位於宜蘭縣礁溪鄉，有關本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閱本校網頁。(網址為 http://www.fgu.edu.tw)。
二、男女兼收、備有男女宿舍。三、本校聯絡電話886-3-9871000轉11132、11133、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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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本系學士班之發展重點為「文學設計」，以培養學生投入文創產業的能力為目標。在課程規劃上，對於所學的科目，無論是詩、詞、曲、小
說或戲劇，重點在於讓學生學會將中國文學的材料，運用到生活和職場中，以寫出具有創意的作品。訓練學生成為一個充滿創意的「文化創
意產業」專業人員，並協助學生及早與業界建立關係，以利求職或進修。
4573  佛光大學 歷史學系   Dept. of History

本系在學習領域上著重基礎歷史學、史學經典與圖像史學三方面，從經典中汲取歷史學的源泉，重視歷史學的傳統學問，同時開啟圖像、音
樂、電影、戲劇與歷史之連結學習，使歷史學科在文化、藝術與實作面向上，能讓學生所學與社會脈動同步，同時也開啟歷史學的新風貌。
1920  佛光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統整其聽、說、讀、寫與翻譯的能力，且運用多元的語言教學法，幫助學生理解有關英語/文的文化內涵。透過輔修各種文化課程，全面提
昇其學術及專業英語的溝通及應用能力，藉其對文化差異的認識來加強國際上的溝通技巧，以達到國際職場、文化之間的正面交流，並培養
學生拓展國際視野及發展參與國際事務之能力。
1921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Dept. of Cultural Assets and Reinvention

文化資產的創新利用是目前最有前景的領域，相關的產值有驚人的成長，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發展，非常需要人力投入。本系掌握世界潮流
，設立學士班及碩士班，致力培養相關人才。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每年暑假均安排實習課程，加強學生的實作能力，並協助學生及早與業
界建立關係，以利求職或進修。
1926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經貿組   Dept. of Economics (Division of Economics and Trade)

結合產官學專家，促進經濟學科際整合並開發中西兼容的經濟學理論新視觀。對科際整合當代研究的多面議題，進而開發經濟學與地方社會
資源結合的新局。
4830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組   Dept. of Economics (Divis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結合產官學專家，促進經濟學科際整合並開發中西兼容的經濟學理論新視觀。對科際整合當代研究的多面議題，進而開發經濟學與地方社會
資源結合的新局。
1927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   Dept. of Sociology

本系立基於蘭陽地區，一方面結合學校整體發展的結構，一方面建立區別於其他大學社會系的特性，將發展放置在以下三個基本社會認識上
，即因應全球社會與區域新秩序的趨勢、轉型中的教育改革與社會正義、新興文化現象等議題。在這些基本認識上，本系強化三個特色與方
向：(1)全球化與地方社會；(2)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3)多元社會與新興文化。
1928  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重視傳播實務的運用，研析新媒介時代的傳播行為與社會發展的關係，開展傳播國際化視野。

1929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Dept. of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Program)

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以培育服務業所需兼具人文素養與管理知識的專業人才為使命，發展願景是以服務業管理為主軸，輔以觀光旅遊新興產
業，培養具人文素養，嫻熟經營管理與財務金融管理知識之專業人才。並且，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之教學原則，以求專業管理理論基礎知識
之學習與經營管理技術能力之養成同時並重。經營管理組之教學目標為服務業培育具有通識能力、語文能力、資訊能力、專業能力與職場能
力的一般經營。

學校及系組規定 - 109 -



4574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組   Dept. of Management (Finance Program)

管理學系財務金融組以培育服務業所需兼具人文素養與管理知識的專業人才為使命，發展願景是以服務業管理為主軸，培養具人文素養，嫻
熟經營管理與財務金融管理知識之專業人才。並且，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之教學原則，以求專業管理理論基礎知識之學習與經營管理技術能
力之養成同時並重。財務金融組之教育目標為服務業培育具有通識能力、語文能力、資訊能力、專業能力與職場能力的財務金融管理人才。
1923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學系資訊系統與管理組   Dept. of Applied Informatics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Group)

本組的課程規劃除了基本資訊專業必修課程外，選修課程則以「資訊系統與管理」為主要領域。本系訓練出來的畢業生以其專業能力，無論
在升學或就業，都能有良好的表現。
1930  佛光大學 佛教學系   Dept. of Buddhist Studies

基礎知識完善，除了佛教專業課程，還有文史哲、社會管理學門及世界文化等通識課程訓練。以及國際語言訓練，含佛學研究必備的梵、巴
、藏文，另著重日文的學習。廣泛開設佛教倫理學、佛教心理學、佛教藝術、領導學、演講學等課程。運用現代科技教學，提供美、澳、巴
西等多所大學網路互惠課程。學期中在校園內實習，寒暑假可輪流至佛光山台灣各別分院、事業單位實習。本系只招收35歲以內（1977年
1月1日以後出生）之未婚者。每學期提供每名大學生獎助學金新台幣伍萬元整，以四年為限。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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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組(學士班)

http://www.ddbc.edu.tw

法鼓佛教學院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本校特色：
一、以中華佛學研究所25年辦學經驗為基礎，融合漢傳、南傳與藏傳佛教之精華開創佛教研修之新紀元。
二、運用佛學數位典藏與知識管理系統，建立佛教資訊學程。
三、重視梵、巴、藏之佛典語文的訓練，及加強英、日語之學習，並建立佛典翻譯學程。
四、研究與修行並重，傳統與創新相融，發展科際整合課程，並提供學生參與各項研修之機會。
五、以國際化教學為導向，結盟國外18所知名院校，建立海外進修管道，提昇學生國際視野。
六、師資陣容堅強，圖書資訊豐富，校園環境幽雅，生活機能完備。
課程內容：
一、本學士班將戒、定、慧三學融合於佛法修持與弘化實務之課程規劃中。並重視漢傳佛教等各宗派義理之教學，輔以英、日語
及梵、巴等佛典語文之訓練，以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傳統與創新相融、具有國際宏觀視野的宗教師及學術文化兼具的佛教弘化
人才。
二、佛教實踐與課外活動︰結合法鼓山國際佛教園區之教學資源。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51  法鼓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一)本系招收適合宗教研修學院之培養宗教師與宗教人才宗旨者，有重度肢體、精神障礙及口吃者，入學後易面臨學習與適應困難，請考生
慎重考慮。(二)本系課業繁重，如本國語文能力不佳者，請勿申請。(三)本學士班將戒、定、慧三學融合於佛法修持與弘化實務之課程規劃
中。並重視漢傳佛教等各宗派義理之教學，輔以英、日語及梵、巴等佛典語文之訓練，以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傳統與創新相融、具有國際
宏觀視野的宗教師及學術文化兼具的佛教弘化人才。(四)結合法鼓山國際佛教園區之教學資源，開設禪修、儀 軌、禮懺、弘化、社會關懷、
佛教藝術、朝暮課誦等各類課程，學習各類修行方法的理論與實務，醞釀研究與修行並重的學風。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3
886-6-2870026
886-6-2873536

70963 台南市安南區台江大道3段60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hku.edu.tw/

興國管理學院   Hsing Kuo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網路教學設備完善，學生宿舍提供冷氣與宿網，餐廳新穎便利。三、協助學生辦理就學貨款、就學優待
減免、學雜費減免、中低收入戶學生共同助學金等手續，並提供學生獎助學金工讀機會。請參閱http://recruit.hku.edu.tw/。四、校
園全面網際網路化，並擁有最先進之PC電腦教室、伺服器級專業教室及Server Farm(IBM RS6000 S85 超級電腦、IBM Shark
800 企業級儲存主機)、IBM Linux 網格式運算(grid computing )平台。五、本校為全國唯一整合IBM教育訓練中心、微軟資訊教育
學院、思科網路學院及MAYA 3D動畫教學展示中心之大學。六、本校設立「財金風險模擬投資實驗室」、「網路應用專業教室」
、「語言學習教室」等多種專業教室，並與IBM、Microsoft、Cisco、新光金控等多家企業建教合作，設置「管理名人講座」，開
辦證券、期貨、債券、投信(顧)證照考試研習及相關金融實務課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17  興國管理學院 文化創意與觀光學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結合文化創意與觀光旅遊兩大領域之科系，旨在培養品學兼備，且對社會國家有良好貢獻的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事業人才。

4801  興國管理學院 時尚設計與創業學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培養學生專業設計實力，建立設計品味與時尚美感。
透過電腦輔助之專業設計能力，培養織品相關的流行飾品、生活家飾與飾品之設計開發人才，以迎合世界潮流、社會趨勢和消費型態的轉變
，並保持台灣的產業優勢。
掌握流行趨勢，著重時尚產業之經營管理，並順應國際時尚產業結構變遷及資訊化的時代，提升時尚行銷暨經營管理能力。
4805  興國管理學院 模特兒與展演學系   Department of Model and Performance

模特兒已成為各行各業商品展示不可或缺的美麗大使，也是塑造企業形象與品牌行銷的重要要代言人，本系著重學生的專業涵養，並積極推
動產學合作以掌握時代流行脈動。
1760  興國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養企業管理人才，發揚本校「興學興國」精神，強調知識與學習之重要性，期望達成「強調專業化、國際化、溝通力與資訊力之培養以達
到誠信 為上，自利利他」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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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  興國管理學院 行銷與物流管理學系   Dept. of Marketing & Logistics Management

本系設立之宗旨乃在結合資訊科技，培育事業單位之「行銷管理」、「物流管理」與「門市服務」專業人才。

1765  興國管理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拓展法學的觸角與視野，並著重於財經實務與法學理論兼容並蓄之教學，培育謹守專業規範倫理，實踐社會正義，具備世界觀與國際化並且
符合時代潮流的財經專業法律人才，以因應我國當前之國家發展政策。
1766  興國管理學院 應用日語學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培養同時具有「語言技能」、「正確國際觀念」以及「深厚人文素養」之優秀應用日語人才為主，同時藉由專業日本研究教師群組織之日本
研究學群，積極致力學術研究，以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與國際合作之需求。
1767  興國管理學院 珠寶學系   Dept. of Gemology Design and Management

加強一般傳統珠寶業飾品製作之風格，以加入時尚創意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之前提，珠寶學系的創立，為了改變傳統設計概念外，並融合珠寶
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更強調品牌經營、時尚行銷管理等為珠寶精品業挹注完整的珠寶元素。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6
886-4-24730022
886-4-24754392

40201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1段110號
招生註冊組

http://www.csmu.edu.tw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優先住校。
三、從迎新接待至生活照顧，包含社團活動、獎助學金、居留證及出入境輔導、基本學科學業輔導、保險、工讀⋯等，使從世界
各國至本校就讀之同學，得以能安心向學，進而發展其個人職涯之歸劃。
四、有關各系所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http://www.csmu.edu.tw/)。
五、僑生輔導服務電話：04-24730022分機11332。
六、招生服務電話：04-24730022分機11118(學士班)、11112(碩博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36  中山醫學大學 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本系以培養資訊化之醫務管理實務人才，以加強學生實作訓練、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學方式。本校附設醫院為本系學生重要的實習場所，經
由本系與本校附設醫院的合作關係，對於提升附設醫院的資訊化及制度建立皆有很大的關係。本系在既有醫療背景與管理領域的優秀師資之
外賡續延攬，配合學校齊全的軟硬體設備，營造優質教學與研究環境，追求卓越表現。本系學生除了專業知識之學習，並加強英語文能力、
人文素養以及生命關懷教育。
1937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醫學社會學組   School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Division of Medical Sociology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938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組   School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Division of Social Work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939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英文組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Division of English

一、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具有台灣高中生以上之英文程度。
1940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日文組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Division of Japanese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941  中山醫學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Schoo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一、具台語或客語，聽、說能力佳者為宜。
二、具一般漢文書寫表達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0
886-3-8565301
886-3-8562490

97004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tcu.edu.tw

慈濟大學   Tzu Ch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大一新生除特殊狀況經核准者外，一律住宿，學校宿舍為四人一間的套房；二年級以上按「慈濟大學學
生住宿辦法」分配宿舍床位。三、本校學生須穿著校(制)服。四、本校餐廳僅提供素食。五、學生修業期間必須通過運動技能檢定
：1.在校期間前三年參加心肺適能檢定，達校定標準三次，校定標準及施行方式請參閱本校體育技能檢定辦法及實施細則、2.游泳
五十公尺檢定合格，始可畢業。六、本校實施「英語能力檢測」之畢業門檻：全校各學系須達全民英檢中級初複試(含以上)；或相
當程度之托福或其他英語檢定能力考試，方得畢業。七、大學部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國語文基本能力檢測」及 「資訊基本能力檢
測」，檢測項目及檢測標準請參閱本校共同教育處網頁之各項基本能力檢測實施要點。八、以上各項說明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
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44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以人類學與心理學二個學術領域為基礎，探討人類生命各階段的發展原理與問題，提供學生一個寬廣而多元的學術視野。所有課程分為下列
六個學群：全系共同必修之「人類發展基礎學群」課程，以及選修學群：「認知發展學群」、「臨床諮商學群」、「應用人類學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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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人類學學群」以及「人資與生涯學群」。因本系課程含括心理學與人類學之實驗設計與操作，有聽覺、視覺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
慮。
1945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   Divi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依一般限制。

1946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   Divis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依一般限制。

1947  慈濟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兼顧英美文學與語言的訓練，旁及實用語文，使學生更具發展潛力與就業機會。本系有優秀的師資陣容，有優良的讀寫聽說的綜合課程(主
由外籍師資擔任)，有涵蓋戲劇、小說、詩歌等文類的豐富的文學課程。本系主旨為培養有紮實英語能力、西方文學修養的文化人才，畢業
生除從事文化工作外，亦可勝任與英語有關的各種行業。
1948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學生須具備中文說寫能力，對助人工作有興趣。

1949  慈濟大學 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本系開設數門新聞採訪寫作相關課程，學生需具備中文寫作能力。

1950  慈濟大學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以培育具人文素養之兒童與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為實踐目標，並且依循學生升學、就業等方向，設置不同專長領域，除加強系專業課程外，並
規劃群組課程，如：學前教育與托育組、家庭教育與諮詢組、兒童輔導與特殊教育組，以培養各專長領域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5
886-3-2118800
886-3-2118700

33302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9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gu.edu.tw

長庚大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學生需參加學系安排之實習。三、本校學士班學生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始具畢業
資格，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語文中心網頁公告。四、本校設有僑生輔導專責單位為學務處就僑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33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社會組   Dep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管將有困難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4
886-8-7703202
886-8-7740457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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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為培養本校學生勤勞服務的人生觀，並營造整潔優雅的校園環境，新生必修「生活服務教育」課程1學年0學
分始可畢業。三、本校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訂有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最低門檻及提升英文
能力輔導辦法。四、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之教務處及學務處。
五、國際事務處電話：08-7703202#6280 ，學生輔導中心並備有相關之輔導措施，以照顧指導學生。六、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
學程，連結知識、科技、專業，創新與社會，以拓展學生之學習領域。七、10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
合辦理。10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學雜費：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27,340元；工學院$27,580元
；管理學院$24,000元；人文暨社會科學院$24,000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6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無限制。中文能力適當。

197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無限制依一般規定。

452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無限制，中文能力適當。

197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無限制依一般規定。

197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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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或患有法定傳染病者不宜推薦，本系學生入學後需購買一套外場服及一套廚師服。

197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無限制依一般規定。

197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550分以上或同等級測驗（如TOEFL iBT、IELTS等測驗）方能畢業。

197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無限制，依一般規定。

197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al Sport and Health Promotion

具運動休閒專業證照及經驗者尤佳。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6
886-7-3814526分機2311
886-7-3961284

80778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招生業務組

http://www.kuas.edu.tw/front/bin/home.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一、男女兼收。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新生可優先住校。二、本校以中文授課為主，未具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不宜
選讀。三、本校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將參酌教育部規定辦理。10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工學院、電
資學院約26279元，人文社會學院約22819元，管理學院約22814元。四、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
獎助學金、工讀機會可供申請。五、本校為全國第一所「親產業優質大學」，產學合作企業高達百家以上，與產業聯結緊密，就
業有保障。碩博士班學制齊全，升學管道暢通。榮獲教育部99學年度科大評鑑一等通過率全國科大排名第1，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連續五年南部國立科大第1，教學成效與品質獲教育部及社會各界高度肯定。重視國際化，與全球各地三十多所大學締結姐妹
校，每年均有教師、交換學生等實質交流，並提供學生短期出國研習獎學金。六、其他資訊請參閱本校網址。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8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三、依一般限制。

462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會計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三、依一般限制。

462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三、依一般限制。

462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三、依一般限制。

484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三、依一般限制。

484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一、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三、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2
886-5-5372637
886-5-5372638

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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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備有學生宿舍。
二、本校訂有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三、在交通方面，無論是火車或高速公路至本校均非常便利，另本校每日有7班次校車提供全校師生往返斗六火車站接送服務（每
次10元）。
四、101學年度學雜費之收費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學費：工業類
$16,979；商業類$16,833。雜費：工業類$10,866；商業類$7,349。
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獎助學金、工讀機會可供申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88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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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95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450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專案管理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95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會計系   Dept. of Accounting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96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具中文能力證明者為優。

196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D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489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96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449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Design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3
886-2-27712171
886-2-87731879

10608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國際事務處

http://www1.ntut.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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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注重學生基礎學科能力之培養，英文、微積分等基礎學科分級教學，且實施多項措施提升基礎學科能力
。學生不分科系，均著重電腦基礎能力之加強。三、本校實施畢業英文門檻，每位學生畢業前應符合該門檻規定，方得畢業。四
、本校備有男、女學生宿舍，僑生優先安排住宿。五、本校設有校內僑生獎學金，供成績優異之學生提出申請。六、鑑於往年因
健保局規定來臺滿四個月方能申辦健保，此期間醫療均需自費，為確保其醫療品質，建議海外僑生入學前（不含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僑生先修部結業生），可自行辦理相關海外醫療保險。七、一百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機電、電資、工程、設計學院及工業
工程與管理系約新台幣26,240元，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系、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約新台幣22,770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6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申請經營管理系具英文聽、讀能力，且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196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文系   Dept. of English

一、申請者應具英文聽、說、讀、寫能力。二、自98學年度起，本系新生需符合下列任何一項英文能力測驗標準，始得畢業：1. 全民英檢
中高級（含）以上、2. TOEIC 750以上、3. IELTS 5.5以上、4. TOEFL 527以上、5. TOEFL-CBT 197以上、6. TOEFL-iBT 71以上、7. 於
本系三年級下學期開設之「英文實務」（1小時/1學分）課程及格（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者，始得修習本課程）。
463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Dep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或中英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尚可，但有特殊才藝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1
886-2-27376113
886-2-27376661

10607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註冊組

http://www.ntust.edu.tw/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本校師生近年師生表現：
(一)世界大學排名351，全國第五。(英國泰晤士報) (二)亞洲大學排名56，全國第五。(2010英國QS)(三)德國iF設計獎：大學排名
全國第一，全球第ㄧ。(四)台灣11所頂尖大學之一。(五)最有潛力職場黑馬：全國第四。(2009遠見雜誌與人力銀行)(六)出入職場
最優秀新鮮人：全國第五。(2009遠見雜誌與人力銀行)(六)歐盟科研架構國家據點台灣辦公室：台灣唯一。
二、本校位於台北市文教區，鄰近公館捷運站，學風鼎盛，生活便利。
三、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優先住校。
四、對於經濟上有需要之學生，本校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含清寒僑生助學金）。
五、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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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之教學研究目標強調「資訊技術」與「管理技能」的整合應用，配合國家產業電子化推動政策，培養優秀的資訊管理人才。

453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本系以教授及研究工業管理相關應用科學與技術，培養企業發展所需之經營與管理人才為宗旨。最大特色在滿足企業經營效率化、資訊化及
全球化的需求，目前所提供的課程涵蓋傳統產業轉型與ｅ化的解決方案，亦提供傳統製造業邁向服務業化的重要經營策略與概念。
195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本系教學目標在於培養語言敏感度，啟發自發性及批評性思考，建立全方位外語能力，聽、說、讀、寫、譯⋯等，以孕育具有流暢英 ( 外 )
語能力之專業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1
886-4-23924505
886-4-23922926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路二段57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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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住址：(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路二段57號。
二、電話：04-23924505。
三、網址：http://www.ncut.edu.tw。
四、本校男女兼收。
五、備有女生宿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1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對企業組織現代化所需應用之資訊技術與商管知識有興趣的學生。（二）使用華語教學，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
宜。（三）依招生簡章規定之。
401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景觀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一、 願景：培育能銜接景觀設計及工程施作之專業人才。二、教學目標：培育學生具有景觀設計、工程、管理、環境情境模擬之能力。三
、教學特色：永續設計及景觀實務。四、實務實習：於一年級寒假、二升三年級暑假、三升四年級暑假皆有景觀實務實習必修課程，透過「
學中做、做中學」的教學法，增進實務能力。五、辨色力異常者請審慎考慮。六、本系備有畢業門檻。七、使用華語教學，具備中文聽、說
、讀、寫表達能力者為宜。
401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本系備有畢業門檻。

401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Dep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本系之願景為『成為培育流通管理人才之優質系所』，其中包
括實體通路與虛擬通路。大學部定位在「培育門市營運之經營管理人才」，培育學生流通管理所需之基本知識，包括商流、物流、資訊流及
金流。並配合學校願景「綠色導向優質產業科技大學」暨教育目標「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專業知能及國際視野」而訂定出本系之教育目標
，如下：1、傳授基礎與專業知識，培育具備流通專業基本能力。2、透過實務性教學與實習課程，培養學生兼具理論與實務能力。3、透過
通識之人文與倫理課程，培養學生具人文與企業倫理素養。4、落實服務教育，培育具積極態度與社會服務精神。5、鼓勵多元學習與進行
國際交流、培育前瞻性與國際思維。
4017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Industry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依招生簡章規定之。

4020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一)本系重口語表達，聽障、視障、腦性麻痺及語言不清者，請審慎考慮。(二)本系強調強化基礎英語訓練，和跨領域知能訓練，希望學生
能在畢業後立即投入職場，配合學生的性向加強學生的專業訓練。(三)課程朝「英語教學」及商務管理」兩大模組設計，以培育具人文素養
與國際視野的英語溝通實務人才。
401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Dep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一）視障、腦性麻痺及語言不清者，請審慎考慮。（二）使用華語教學，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5
886-7-6011000#1121
886-7-6011013

82445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教務處

http://www.nkfust.edu.tw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一、本校大學部訂有服務教育辦法，新生每學期須從事2小時服務教育，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二、本校大學部實施英語畢業門檻。
三、本校交通便捷，近國道1號、3號，可由交流道快速抵達。高雄捷運都會公園站及青埔站，均有接駁公車進入校區。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83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Dep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宜。

490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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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正確而有效的培訓計畫，協助技職體系的學生接受一套精心擘劃的嚴格專業訓練，希望所教導出來的學生一進入企業，能立即成為理論
與實務兼備，炙手可熱的職場贏家。
4903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 Insurance

具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佳。

4620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一、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其餘依一般限制。

4664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English

具中文及英文說、聽、讀、寫能力佳者為宜。課程以英語文應用及翻譯為主，並提供第二外語(日語及德語)、商業管理及電子商務等相關課
程。
1983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Dept. of Japanese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能力為佳。
二、課程規劃以實用性為目標，除聽說讀寫譯之進階語言訓練及多樣化課程外，更透過本校校內資源的整合，規劃應用日語、商業管理、電
子商務「三合一」課程，以因應產業多元化的環境需求。
4619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德語系   Dept. of German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7
886-6-9264115
886-6-9264265

88046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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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雜費全國最低。
二、教學預警措施：於期中及期末成績公布後，針對課業成 績不佳學生進行輔導。
三、每學期設有成績優良前三名獎學金。
四、設有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工讀機會、學雜費減免等獎助措施提供學生申請。
五、新生優先安排住宿。
六、本校設有專責人員，負責安排到校後的各項生活協助。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2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527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依一般限制

454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Dept. of  Marine Sports and Recreation

依一般限制

453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依一般限制

452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528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52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Dept. of Transport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3
886-7-8060505
886-7-8060980

81271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kuh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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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原則上僑生優先住校。二、本校實施勞作教育，學生需依本校服儀規定穿著制服，禁止染髮，校內全面禁煙，違
者依本校校規處理。三、採三明治式教學，需至業界實習1年，畢業前實施海外參訪；實習期間，業界提供津貼，海外參訪費用自
理約新台幣72,000元，分期攤繳。四、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交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其餘代辦費另計，請參閱
本校「學雜費專區」資訊。五、實習期間，仍須繳交學費全額，雜費4/5。六、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
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七、�本校國際學程專業科目採全英語教學。八、欲
就讀本校應用日語系者建議於入學前通過日語檢定四級。九、本校四年制學生，須通過本校各系訂定之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及相關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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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7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Tourism Management

培育具良好語言能力並有志於從事國際觀光產業管理之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
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4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Dept. of Travel Management

培育具有堅厚實務基礎、業界管理知能，高尚品格內涵和恢弘國際觀之旅運實務管理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
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須完成本系畢業門檻，方可畢業)
4039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Dept.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為航空及運輸服務業培育專業知識優異、團隊合作圓融、抗壓意識堅強的服務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
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4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 Tourism Management

培育休閒活動企劃領導、渡假俱樂部經營與博奕管理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
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4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培育英語能力良好並將來有志於從事餐旅專業英語之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
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4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培育多元餐旅日語專業人才，欲就讀本校應用日語系者學建議於入學前通過日語檢定四級，以避免學習障礙。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
、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37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培育具國際觀之專業知能、服務道德及敬業樂群之優秀旅館管理專業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
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36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培育具有專業知識、服務熱忱以及國際觀之餐飲中、高階管理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
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38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and Event Management

培育專業餐旅行銷企劃與會展管理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
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687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中餐廚藝系   Dept. of Chinese Culinary Arts

培育現代化中餐廚藝經營者。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
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建議患有Ａ型肝炎疾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3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西餐廚藝系   Dept. of Western Culinary Arts

培育具有西餐廚藝製作技能、餐飲產業經營理論、廚務行政管理知識的西餐專業人才。採三明治教學，每位學生需參與服務學習、校內實習
、一年校外實習及畢業前海外參訪。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
，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建議患有Ａ型肝炎疾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035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烘焙管理系   Dept. of Bak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

培育具有烘焙理論基礎、烘焙產品製作技術、烘焙產品研發及現代化經營管理理念的烘焙專業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
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建議患有Ａ型肝炎疾病者，慎重
考慮就讀本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457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of Chinese Culinary Arts

培育將來有興趣於廚藝相關領域學習發展與良好語文能力之人才。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
，如患有A型肝炎疾病者，建議慎重考慮就讀本校之適宜性，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實習、畢業及就業。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7
886-7-3617141
886-7-3648154

81157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研究發展處

http://www.nkmu.edu.tw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本校為一所培育海洋相關專業人才的專門學府，以中文教學為主，教育目標將秉持大學教育的傳統精神，並以「發展海洋實用科
技」為主要訴求，希望培養學生具有海洋人之廣闊視野與健全胸襟，成為台灣最具海洋特色之科技大學。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本校肩負國家賦予海洋開發與培植人才的責任，培植海洋人才，在此基礎理念之下，本校以培育海洋
科技與水產相關之專業技術與經營人才為教育範疇，綜合海運、運籌、海事工程、水圈科技形成一個具有『橫向交集』的共同體
，發展海洋科技；除了傳授專業技術之外，亦特別重視科技人才所需要的求真精神。重視人文教育，透過通識課程比重的合理化
與內容的精緻化，希望培育出符合社會需求之海洋人才，具備忠、信、勤、勇之傳統美德，徹底提昇大學教育所要求之向善與審
美之基本素養，厚植海洋台灣的永續發展基礎。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89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本系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專業、敬業、樂群的航運及相關事業之經營管理與實務人才，藉以提昇海運業務、港埠作業等人員素質，健全現代化
港務機構、海運公司經營與管理所需人才。
464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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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等畢業條件，始准予畢業。



何謂運籌？運籌是中國固有名詞，出自史記高祖本紀，描述開國戰爭致勝之道，隱含豐富的管理意涵，最近逐漸被發現，取代日本之「流通
」、歐美之「Logistics」。
運籌管理結合運輸管理、工業管理、國際企業等學門，企業善用運籌管理知識與技術，整合資訊、技術、原料、協力廠商，可串聯起整個供
應鏈，在採購成本與品質、生產成本與效能、庫存成本與服務水準配送成本與速度、聯盟合作與全球競爭之間，求取最適的平衡，全面提昇
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本系的教育目標具有五項(1)基本能力的紮根(2)專業能力的養成(3)實務技能之訓練(4)專題研究之學習(5)企業倫理價值觀之建立。
4650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Leisure Management

海洋休閒管理系旨在培養具有海洋休閒管理專業知識及技能與具備國際觀之學生；教育宗旨符合國家開發海洋資源、拓展海洋休閒事業之政
策；發展方向依循政府推動及發揚海洋休閒活動之目標。本系配合國際化趨勢，強調英(語)文教育。學生於本系接受海洋休閒管理專業知能
教育後，未來將朝向海洋休閒管理領域發展事業。本系之教育目標如下：
一、培養教師與學生研究及發展能力，創新及改造業界新風貌。
二、加強產學合作，使學生具備高素質能力，為業界提供人力資源。
三、以海洋運動、休閒事業、海洋休閒資源管理為發展重點，致力於提昇台灣海島文化及培育海洋休閒管理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8
886-5-6315108
886-5-6310857

63201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綜合教務組

http://www.nfu.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一、男女生兼收。二、新生必須修習勞動服務課程，修畢始得畢業。三、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199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甄選優秀學生進入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培育資訊管理專業人才。

199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進入本系接受企業經營理念、哲學、理論、程序、方法與工具之訓練，造就兼具理論與實務之企業經營管理人才。

455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培育政府與產業之財務、金融、保險、證券、投資不動產開發之專門從業人員與分析研究人才。

464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甄選優秀學生進入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培育理論與實務之工業管理人才。

199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Multimedia Design

進入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能訓練，培育多媒體設計(含電腦動畫、電玩軟體、廣告設計、虛擬實境、數位化文化藝術等)專業人才。

455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甄選適性之優秀青年進入本系接受專業知識之訓練與人文教育之陶冶，為國家社會培育專業應用外語人才。

455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Dept. of Leisure & Recreation

甄選對規劃設計及觀光遊憩經營有興趣之學生，以培育休閒事業規劃設計及觀光遊憩經營、城鄉生態、社區營造、景觀與環境規劃之專業人
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9
886-8-7238700
886-8-7235648

90004 屏東市民生東路51號
招生組

http://www.npic.edu.tw/bin/home.php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National Pingtu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一、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二、收費項目及標準：本校除資訊工程系及電腦與通訊系入學新生依
工業類收費外，其餘各系均依商業類收費。三、本校男女兼收，但僅提供女生宿舍（部分裝設冷氣），住宿費每學期約需5,500元
�6,500元。四、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本校圖書教學設備完善，目前擁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電腦教室、多媒體教
室、語言教室、各系專業教室⋯等。五、學校對於經濟困難學生，提供減免學雜費、獎學金等多項協助措施。六、在校期間考取
相關證照，可依本校獎勵辦法申請獎勵金。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50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系   Dept. of Accounting

依一般限制。

1997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依一般限制。

4496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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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依一般限制。

4498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不動產經營系   Dept.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004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497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應用日語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依一般限制。

4002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003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001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系   Dept. of Commerce Automation &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837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4
886-2-23935263
886-2-23226054

10051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
教務處

http://www.ntcb.edu.tw/front/bin/home.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National Taipei College of Business

一、修業年限4年。二、各系男女兼收。三、本校位於台北市中正區，除有多線公車往來，並近捷運善導寺站，距台北車站步行約
15分鐘，交通便利，未另提供學生宿舍。四、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0學年度第1學
期收費標準：四技學費14,980元、雜費6,540元、資訊資源使用費200~400元，對經濟上有困難之學生，學校提供獎助學金、急難
救助金等協助措施。五、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及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tcb.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46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甄選對會計、資訊、稅務、公司治理及金融有興趣的學生，以培養其成為具有國際觀之實務會計專業人才。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
難者不宜選填。
4047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甄選對公司財務管理、資本市場、衍生性商品、國際財務管理領域有興趣的學生，以培養其成為財務金融理論與實務兼顧之高級專業人才
，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4048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財政稅務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 Administration

甄選優秀學生進入本系，授與財政和稅務知能，以為社會培養財稅專業人才。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4049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商務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招收對大陸商務、國際經貿、國際企業經營、國際財務金融、國際商務外語等領域有興趣的學生，為企業培育國際商務及大陸商務的人才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4050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以管理為主、資訊為輔，培育企業所需人才，使其對行銷流通、財務管理、資訊電腦和組織人力等具備基礎能力，須具備良好之溝通與領導
能力，不具備本特質者應慎重考慮。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
4508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培育學生外語(英語為主，日、西、德、法為輔)溝通能力並兼具商業及資訊專業知識、技能之外語經貿人才。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
困難者不宜選填。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2
886-4-22195678
886-4-22195111

40401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教務處課務組

http://www.ntit.edu.tw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本校自民國八年創校迄今，已有九十餘年歷史，畢業校友逾十六萬人，為國內重要培植商業技術人才，並具有優良傳統校譽
之學校。
二、本校設有商業、管理、設計、語文、資訊等五學群，統合各系所教學及研究資源，並推動實務實習及專題製作，成效良好。
三、本校因應國際化趨勢，特成立【語言中心】，包含新建置六間多媒體語文教學空間及數位網路平台自學中心，提供全方位外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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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習環境。
四、對經濟有困難之學生，提供各項獎助學金。(相關獎助學金資訊:http://163.17.145.136/student20/03award.asp)
五、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約1400多床位，提供遠道學生申請。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23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4024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4506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財政稅務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 Taxatio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486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流通管理系   Dep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4505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Dept. of Insurance and Finance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4026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4025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應用統計系   Dept. of Applied Statistics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4029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以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不宜。餘依一般限制。

4030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以致影響學習及作業者，不宜。餘依一般限制。

4028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應用日語系   Dept. of Japanese Studies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畢業規定：須通過「日文檢定證照」或日文能力測驗，詳見網頁公告(網址
:http://jl.ntit.edu.tw/)。餘依一般限制。
4027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畢業規定：須通過「英文檢定證照」或英文能力測驗，詳見網頁公告(網址:
http://fl.ntit.edu.tw/)。餘依一般限制。
4504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應用中文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略具古文閱讀能力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4864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5
886-2-28227101-2320
886-2-28205680

11219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註冊組

http://www.ntun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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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事業管理所與長期照護所上課地點為本校城區部。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5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ar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本系入學生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498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Infant & Child Care

本系入學生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452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入學生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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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s

本系入學生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7
886-6-2533131
886-6-2537622

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尚頂里南台街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stut.edu.tw

南台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南台科技大學係前總統府國策顧問吳三連先生為響應政府鼓勵私人興學，培植工商專業人才，並以辦理「第一流」學府為創辦職
志。本校校風清純，勤奮辦學，成效卓著。民國80學年起，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頒發辦學績優學校，為工商類私立專校獲獎全國
最多之最優良學府。 98年度更獲得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中全國最優。2006~2012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總共獲教育部補助4.78億，為
全國私立科技大學第一名。2011年7月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為全國科大第一。學雜費收費比照國立大學(每學期NT24,100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76  南台科技大學 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組   Dept. of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dustrial Management Program)

4700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4702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703  南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4073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本系設計校外三明治教學，實施英文能力認證，與日本、英、美、紐、澳等國外知名大學締結姐妹校。進入本系就讀之學生，必須訂作招待
及服務服裝以配合教學實習時數及相關戶外教學，並鼓勵學生參加國外參訪實習及研習。
4074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從事校外三明治教學，與日本、英、美、紐、澳等國外知名大學締結姐妹校。進入本系就讀之學生，必須訂作餐旅專業實習服裝以配合教學
實習，必須訂作招待及服務服裝以配合教學實習時數及相關戶外教學，並鼓勵學生參加國外參訪實習及研習。
4704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Electronic Business Program

4705  南台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4075  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4706  南台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4707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4080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ommercial Design Program)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4709  南台科技大學 創新產品設計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4081  南台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Dept. of Multimedia and Entertainment Science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4077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4710  南台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Dept. of Applied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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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8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Care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6
886-4-23323000
886-4-23334711

41349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教務處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cyut.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本校是台灣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學，所設計的課程，專業精緻，系所個個有特色，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教學與研究並重。
二、1111人力銀行公布最新「2010企業愛用校系」排行調查，本校蟬聯全國私立科大第一，2010年yes123公布最有價值研究所
私立科大第一。
三、本校每年提撥新台幣6,800餘萬獎助學金，其中包括培育菁英獎學金、學生校內外各項競賽優勝獎金、學生公共服務績優獎學
金、交換學生獎學金、專業技能傑出學生獎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自強助學金、工讀助學金、急難扶助金、清寒助學金等數十
項獎助學金。
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設備新穎為4人套房，每間寢室均設網路接點與連絡電話，並設有中西餐廳、洗衣房、電冰箱、烘乾
機、交誼廳、便利商店及烹飪室等。
五、本校實施勞作教育及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並輔以英文分級教學。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56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4057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058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Dept. of Insurance

4059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Dept. of Accounting

4060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Services Management

具備華語基本溝通能力。

4061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4070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Dept. of Golden-Ager Industry Management

本系旨在培養銀髮產業管理專業人才，歡迎對高齡化社會所帶動的銀髮商機有興趣之同學報名。

4592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第1類組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4593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第1類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視障或手部肢體障礙者不宜報名。

4064  朝陽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學位學程-第1類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Bachelor of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視障或手部肢體障礙者宜審慎考慮。

4062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辨色力異常、視障者及手部殘障無法繪圖者，宜審慎考慮報考。

4063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1類組   Dep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視障及色盲者，宜審慎考慮報考。

4066  朝陽科技大學 傳播藝術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rts

本校發展目標在培育具創新與創作能力的傳播人才，課程規劃分為核心、發展與功能三大類。核心課程為文學、歷史、藝術等社會科學課程
，開設電影史、傳播史、媒體英文、新文學原理、廣告概論等課程。發展課程則銜接核心課程，培養學生影像與文字創作能力，開設影視編
劇、企劃寫作、新聞採訪與寫作、廣告策略與企畫等課程。功能課程則進一步就傳播領域中不同媒體內容，開設新聞節目／紀錄片製作、電
視／電影劇製作、商業／公益廣告片製作等課程。然而影視拍攝常需搬運器材、運用視力與聽力，故視覺聽障礙，肢體障礙或變色力異常者
，報名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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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7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第1類組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4068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4069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Dept. of Social Work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8
886-2-2931-3416
886-2-2931-2485

11695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教務行政組

http://www.cute.edu.tw

中國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本校特色】
◎辦學卓越：95-101年連續七年榮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歷年皆榮獲教育部獎勵特色典範計畫案多案，有效融整教學
研究資源，提高本校辦學品質。
◎產學鏈結：實施四產一學業界實習、業師協同教學，提升就業力。
◎職涯輔導：提供「學生畢業進路整合平台」，以「就業能力探索互動遊戲」等多元方式導引學生學涯、職涯整合。
◎特色學程：配合產業脈動開設「創意設計」、「綠建築」、「物業管理」、「資訊安全」等特色學程，提升學生就業職能。
【留學機會】
◎本校與美國 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MSU)、美國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日本工業大學、日本流通科學大學等姊妹校簽訂交換學生協議，出國進修可申請獎助學金或享學雜費減免、優惠之禮遇。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62  中國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台北校區)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163  中國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台北校區)   Dept. of Public Finance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164  中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台北校區)   Dept. of Finance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580  中國科技大學 會計系(台北校區)   Dept. of Accounting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581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台北校區)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582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台北校區)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583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台北校區)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165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台北校區)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166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服務業管理組(新竹校區)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Program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141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創業管理組(新竹校區)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Program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584  中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新竹校區)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167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新竹校區)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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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5  中國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新竹校區)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Studie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586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網路行銷組(新竹校區)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ternet Marketing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4142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網站設計組(新竹校區)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eb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9
886-8-762-4002
886-8-7626351

90741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20號
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tajen.edu.tw

大仁科技大學   Tajen University

一、本校大學部計有16系22類組，入學不拘性別。二、備有高屏地區學生專車。三、教學與生活設施完善，有校園網路、遠距教
學中心、圖書資訊大樓、學生活動中心、國際標準攀岩場、餐飲大樓、SPA生活廣場及生命探索教育體驗場等。另新建學生旅館
，設備完善，男女學生宿舍共計有一千七百個床位，所有教室全棟備有冷氣空調設施。四、社團活動活潑化。五、校址：90741屏
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20號。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http://www.tajen.edu.tw，電話：08-7624002。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70  大仁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71  大仁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73  大仁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74  大仁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75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ept. of Recreation and Sports Management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76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組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Division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一、行動不便及有機能障礙者不宜報考餐旅管理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二、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
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四、餘依一般限制。
4177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旅館管理組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Hotel Management）

一、行動不便及有機能障礙者不宜報考餐旅管理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二、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
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四、餘依一般限制。
4178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廚藝組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Culinary  Management）

一、行動不便及有機能障礙者不宜報考餐旅管理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二、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
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四、餘依一般限制。
4179  大仁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飲料管理組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Division of Beverage Management）

一、行動不便及有機能障礙者不宜報考餐旅管理系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二、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
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四、餘依一般限制。
4180  大仁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81  大仁科技大學 時尚美容應用系   Dept. of Fashion and Beauty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82  大仁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Division of English）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83  大仁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Division of Japanese）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84  大仁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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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4185  大仁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Dept. of Social Work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9
886-4-7111111
886-4-7117911

50094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生組

http://www.ctu.edu.tw

建國科技大學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本校位於台灣中部的彰化市，緊臨八卦山，離市區5分鐘車程，生活機能便利。創校卅餘年，學風淳樸，陸續成立四個學院、十六
個系、七個研究所：
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製造科技研究所)、電機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土木工程系(土木與防災研究所)、自動化工程系(所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資訊管理系、國際企業管理系；
設計學院：創意生活應用設計研究所、商業設計系、空間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
生活科技學院：美容科技研究所、應用外語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美容系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71  建國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4672  建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4673  建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4674  建國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677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4678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Department of Spatial Design

4680  建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artment of Kinesiology,Health and Leisure Studies

4681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Department of  Beauty Science

4682  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4838  建國科技大學 觀光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1
886-3-5593142
886-3-5595142

304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must.edu.tw

明新科技大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以上各系男女兼收，修業年限以4年為原則。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宿舍內設施完善，舉凡網路、冷氣、茶水間及曬衣場一應
俱全，亦定期舉辦各項活動，如住宿生慶生會、宿舍歌唱比賽等。三、教學與生活設施完善，校園網路、圖書館、游泳池、保齡
球館等，本校學務處國際學生服務組為僑生輔導單位。四、本校地處新竹縣新豐鄉，占地逾三十公頃，交通便捷、毗鄰工業區、
科學園區，地理位置優越。五、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http://www.must.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12  明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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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114  明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依一般限制。

4115  明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

4116  明新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依一般限制。

4117  明新科技大學 旅館事業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三年級學生須赴旅館實習一年，身心障礙欲報考者請審慎考慮。

4118  明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119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依一般限制。

4120  明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Dep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121  明新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依一般限制。

4122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Dept. of Sports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2
886-37-651188
886-37-652497

36143 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168號
註冊組

http://www.ydu.edu.tw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YU DA UNIVERSITY

本校創校於1999年，座落於風光明媚的苗栗山城，以培養商業、管理之高級專業人力為教育宗旨。本校備有現代化的教學環境
，優美的校園，卓越的師資，畢業生在企業中表現不凡，屢獲佳評。
本校學士班招生系別有: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休閒事業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
學系遊戲開發組、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視覺創意組、餐旅經營系、財務資訊與金融系、國際商務系、財經法律系、應用英語
系、應用日語系、華文傳播與創意系、幼兒保育系、時尚造型設計系、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等17系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94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無特殊限制。

4595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無特殊限制。

4596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 Management

無特殊限制。

4597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無特殊限制。

4598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al Sports Management

無特殊限制。

4599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遊戲開發組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 Game Science – Game Design Group

無特殊限制。

4916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視覺創意組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 Game Science -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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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Group

無特殊限制。

4600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財務資訊與金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無特殊限制。

4601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無特殊限制。

4602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Economic Law

無特殊限制。

4603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無特殊限制。

4604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無特殊限制。

4605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華文傳播與創意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vity

無特殊限制。

4606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 Education

無特殊限制。

4905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餐旅經營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無特殊限制。

4917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無特殊限制。

4918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ork

無特殊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9
+886-2-27821862#126
+886-2-27827249

11581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245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cust.edu.tw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
二、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生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擴學生宏觀視野，落實全人教育理念。
三、本校學生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及通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力檢定」，方得畢業
。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竹校區校址：31241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中華街200號電話：+886-3-5935707。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281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台北校區）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以培育具備推動整合與提升效率能力之工程與管理人才為目標，課程規劃強調培養學生具良好的團隊合作能力，並能以科
學化決策分析方法和資訊技術能力為重心，應用於實務界之管理為主軸，注重專業課程與實務模擬，養成學生正確的管理哲學思想和研究創
新精神，並加強學生專業證照的取得，期與跨功能工程技術人員配合。
4282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台北校區）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特色為教學與實務課程結合，適時規劃學生至企業觀摩實習。目標著重於培養學生基本管理技巧、實務應用與判斷分析，並進一步加強
學生專業證照的取得、後續職場就業與升學深造之能力。依一般限制。
4283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台北校區）   Dept. of Finance

本系特色1理論紮根：培育企業所需之財金專業人才。2證照規劃：重視學生考取專業證照。3金融實務：加強學生之實務操作能力。4國際
視野：培養學生國際觀。5重視學生成就與發展。 課程安排分為三大領域：1.金融管理：著重於貨幣銀行學、金融市場、經濟分析、銀行會
計與實務、國際金融、國際匯兌、金融法規、與銀行行銷。2.財務管理：著重於財務管理、投資學、信用分析、財務報表分析、中級會計、
管理會計、成本會計、會計資訊系。3.風險管理：著重於保險學、保險實務、財產保險、人壽保險、風險管理等一般保險理論與實務。
4284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台北校區）   Dept.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特色是教學與實習課程整合、並規劃結合企業實習機會，著重於培養學生管理和理論與實務之應用及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並加強學生
國際專業級證照、國家級技術士證照的取得及國、內外研究所升學。依一般限制。
4618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台北校區)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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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育具備國際觀、廣博知能之國際經貿與經營管理、全球運籌與流通服務相關產業領域專業技術人才為目標。本系特色為教學與實習
課程整合、並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著重於培養學生國際企業經營管理及全球運籌相關理論與實務之應用，強調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之培養
，並加強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升學。依一般限制。
4285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服務管理系（新竹校區）   Dept. of Aviation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本系特色是教學與實習課程整合，著重於培養學生航空產業實務之應用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大四最後一年實施校外實習，全時全職帶薪至
航空產業實習，同時輔導同學就業。餘依一般限制。
4286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觀光餐旅系（新竹校區）   Dept.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本系發展方向與重點：本系發展方向旨在培育具有高尚品德內涵、深厚實務基礎及恢宏國際觀之二十一世紀餐旅專業管理人才。   本系教學
重點，除強調人格培育、餐旅管理專業知識的養成及學術能力的培養外，讓學生從營運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餐飲管理、行銷管
理、資產管理、管理資訊系統等多元化的餐旅管理領域，選擇適合自己興趣與能力者，得以全力以赴，以收學以致用之效。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1
886-2-86625821
886-2-26643648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tnu.edu.tw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一、全校冷氣教室，並備有一應俱全之宿舍，裝有冷氣及網路線路，歡迎住宿。二、本校各系科均有其獨立系館，並均設有一間
以上之電腦網路教室。三、緊鄰北二高深坑交流道，經信義快速道路約十餘分鐘可到台北101 大樓，交通便利，並設有校內學生
汽車/機車專用停車場。四、聯營公車236、251、660、666、912、819、679、1076、1558直達本校。捷運文湖線轉車約5分鐘
即可到校。五、本校收費標準係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81  東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378  東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

4383  東南科技大學 環境管理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380  東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379  東南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382  東南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865  東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依一般限制。

4866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Dep. of Interior Design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2
886-2-28013131
886-2-28013620

25135  台北縣淡水鎮淡金路四段499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sju.edu.tw

聖約翰科技大學   St. John's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以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實施服務學習課程，並設有畢業門檻及相關輔導機制，未通過者參加相關輔導措施。
三、實施「大一新生英文測驗」，分級分班授課。
四、優質學生宿舍設備，全天候空調，免費宿舍網路，電腦刷卡門禁，女生宿舍備有廚房設備，舍監、教官住校輔導。僑生可優
先住校。
五、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網址:http://www.sj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215  聖約翰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訓練兼具科技與管理素養的資訊管理專業人員，使同學成為企業資訊領導人才。

4216  聖約翰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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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及培育對國際商務有興趣之青年，本系課程設計落實在「國際經貿」與「國際商務發展」二大領域。

4217  聖約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提供學生以企業營運實務理論與技術的探討，運用實務個案研討與專題製作教學方式，培養同學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注重區域性與
國際性、專業性與整合性的通盤教學。此外，配合時代需求，提昇學生組織分析和表達能力，蘊育同學積極、自信、主動參與之管理特質
，增強學生外語能力、電腦技術的培養，規劃完整資訊系列相關課程。
4218  聖約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招收及培育對財務金融有興趣之青年，課程分為「投資理財組」與「公司財會組」。

4219  聖約翰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以培養學生具備行銷企劃能力、門市經營能力與物流服務能力為主要目標，並強調資訊應用、表達溝通與良好的工作態度。

4220  聖約翰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依一般限制。

4221  聖約翰科技大學 數位文藝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Literature and Arts

依一般限制。

4222  聖約翰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Sport & Health Management

針對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等相關產業有興趣的學生，培育其成為具有休閒運動、健康促進及健康餐飲等事業之策劃管理與指導知能的專業優
秀人才。本系實施校外實習，入學學生須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學分。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5
886-6-597-9566
886-6-5977010

74448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49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feu.edu.tw

遠東科技大學   Far East University

一、修業年限四年，男女兼收。二、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本校距新市交流道約6分鐘車程，距台南市約10分
鐘火車車程。四、大學部學生需參加服務教育課程。五、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
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fe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924  遠東科技大學 觀光英語系   Dept. of Tourism English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9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0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1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3  遠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7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Dep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Management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5  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4  遠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8  遠東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Dept. of Cosmetic Applications & Management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4252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   Dep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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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0
886-7-607-7777
886-7-6077788

82151  高雄市路竹中山路1821號
招生組

http://www.kyu.edu.tw

高苑科技大學   KAO YUA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可依規定申請住宿。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各學系網頁。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88  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設計組   Architecture Design Division, Dept. of Architecture

本系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必須獲取要求之證照或於寒暑假期間實習滿60天，方得畢業。

4189  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Interior Design Division, Dept. of Architecture

本系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必須獲取要求之證照或於寒暑假期間實習滿60天，方得畢業。

4190  高苑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目標在訓練學生具備企業經營技能以及培養管理觀念。應具備基本之中文聽說能力。

4191  高苑科技大學 國際商務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無限制。

4192  高苑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English Division,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畢業前須通過本系「語言測驗」門檻之標準。

4193  高苑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Japanese Division,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畢業前須通過本系「語言測驗」門檻之標準。

4194  高苑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無限制。

4195  高苑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ept. of Recreation Sports Management

無限制。

4196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必須依獲取要求之證照，以通過資訊「專業認證」，方得畢業。

4197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辨色力與聽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1
886-4-2389-2088
886-4-23845208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ltu.edu.tw

嶺東科技大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一、有關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ltu.edu.tw）。二、本校一年級新生
必須修習「勞作教育」（1學年、0學分、必修）。三、辨色力異常者報考本校設計學院各系(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
流行設計系、科技商品設計系)，宜慎重考慮。四、依一般限制。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200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育具企劃力、執行力、領導力，集三力於一體的優質管理人才。

4201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因應休閒與觀光產業發展之需求，培育具休閒資源規劃、深度旅遊、觀光語文與服務品質創意等之專業人才。

4202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因應企業發展趨勢，培養優秀之國際企業人才。

4203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培育企業所需具備創新與務實觀念之專業行銷與流通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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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4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配合企業需要，培育具優質外語能力之專業人。

4205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為因應國際金融市場愈趨整合的發展趨勢，本系將培養具有規劃、分析及實際操作能力的高級財務金融專業人才。

4206  嶺東科技大學 財政系   Dept. of Public Finance

培育兼具財政稅法專業知識，與企業理財規劃能力之專業人才。

4207  嶺東科技大學 金融與風險管理系   Dept. of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配合企業需要，培育理論與實務的專業金融與風險管理人才。

4208  嶺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配合企業所需會計相關人才，培育會計與相關專業知識之理論和實務兼備，並具國際觀、崇高職業道德及溝通表達能力之全方位會計專業人
才。
4209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配合工商企業之需要，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科技與藝術合一之平面設計、廣告、繪畫、展示、多媒體等視覺傳達設計專業人才。辨色力異
常者報考宜慎重考慮。
4210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Content Design

配合國家發展數位內容產業，結合動畫、影視、多媒體應用傳播之理論與實務，加強學生美學素養、科技應用與人文社會關懷，培養兼具跨
領域整合與創意傳播之國際化設計尖兵。辨色力異常者報考宜慎重考慮。
4211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配合國家發展美學經濟及流行產業之國際化與科技化，整合服裝、髮型、化妝、飾品等之全方位整體造型流行設計，培育兼具創意企劃與製
作行銷之設計人才。辨色力異常者報考宜慎重考慮。
4212  嶺東科技大學 科技商品設計系   Dept. of Technological Product Design

配合國家推動工業產品設計暨創新發明發展計劃，結合產品設計理論與實務、電腦輔助設計製造與消費者情感與需求探討，培養具有設計創
新創意工業產品能力的頂尖工業設計人才。辨色力異常者報考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4
886-2-26015310#1201
886-2-26011532

24452  台北縣林口鄉粉寮路一段10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hwc.edu.tw

醒吾技術學院   Hsing W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401  醒吾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4402  醒吾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4403  醒吾技術學院 國際商務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4404  醒吾技術學院 理財經營管理系   Dept. of  Wealth Management

4405  醒吾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4406  醒吾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4407  醒吾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4408  醒吾技術學院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4409  醒吾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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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  醒吾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不宜選填餐旅管理系。

4411  醒吾技術學院 觀光休閒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4412  醒吾技術學院 旅運管理系   Dept. of Travel  Management

4849  醒吾技術學院 時尚造形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4850  醒吾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經營系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Management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9
886-7-6158000
886-7-6158020

82445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stu.edu.tw

樹德科技大學   Shu-Te University

一、以上各系男女兼收，修業年限以4年為原則。二、修業期間，依規定申請校內學生宿舍者，可優先安排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93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553  樹德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Dep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094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095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Dept. of Recreational and Sport Manage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096  樹德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551  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097  樹德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與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954  樹德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Dept. of MICE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103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104  樹德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Family Studie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105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4102  樹德科技大學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am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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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098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產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099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100  樹德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101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4552  樹德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Dept. of  Performing Art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語言或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986  樹德科技大學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學位學程   Dept. of Art Management and Ag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有語言或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8
886-2-2892-7154
886-2-28965951

112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tsint.edu.tw/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Technology and Science Institute of Northern Taiwan

一、男女兼收，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二、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環
境、教室及實驗室設施新穎、舒適。四、美食街提供多樣化的餐飲選擇。五、男女生宿舍舒適寬敞備有衛星電視、光纖網路等設
施。六、本校網頁：http://www.tsint.edu.tw/；校址：112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電話：28927154。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56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培育資訊科技、資訊管理之專業人才。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358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培養貿易商品展銷、貿易運輸物流之專業人才。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359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培育商務外語人才、觀光外語人才。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361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育術德兼備，創新務實的企業管理幹部。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357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有視覺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360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有肢體障礙者、精神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362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觀光事業系   Dep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培育觀光專業領域人才，歡迎有興趣之青年學子。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364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t. of Sports Health and Leisure

培養健康體適能管理及休閒遊憩規劃與設計之專業人才，歡迎有興趣之青年學子。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363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Dept. of Cosmetic Applications and Management

培育「彩妝造型」及「美容保養」之專業人才，辨色力異常、肢體及精神障礙者請慎重考慮選填本系。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4646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MICE

培養「會展活動企劃」、「展覽服務�、�商品展銷」等跨領域整合能力。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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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3
886-2-22576167
886-2-22588928

2205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13號
教務處綜合組

http://www.chihlee.edu.tw

致理技術學院   Chihle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
二、大學部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大一英文採能力分班教學。
三、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金，學生可依規定辦理申請。
四、本校位居新北市板橋區區中心，近台鐵及高鐵板橋站、捷運新埔站，並有多線公車行經，交通便利。
五、本校各班教室均設分離式冷氣空調與e化教學設備，教學環境優良。
六、備有男、女生宿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94  致理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受到全球化影響，台灣逐漸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產業界對於經貿人才的需求日增，本系自設立以來便以培育國際經貿所需之專業人才為
目標，整體課程設計強調實務與實用，課程內容分為「國際金融」、「國際行銷」、「國際貿易」等三大領域，更以豐富資源來協助同學發
展外語溝通之能力，課程亦強調資訊運用、網路行銷的能力培養。
3.此外，本系亦安排許多業界實習與產業觀摩的校外學習機會，最終目標是期望能為台灣培養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貿專業人才。
4395  致理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課程規劃從「具有多元整合能力之基層管理通才」的觀點，結合「以課程輔導證照」之策略，重新整合各種企業管理領域之專業知識
，以形塑學生的核心就業能力。以培養「創新企劃與專案管理」能力（會展、專案管理、企劃師等證照）及「企業營運流程管理」能力（門
市服務、物流管理、服務品質等證照）為本系專業能力發展之兩大主軸，跨越傳統企業管理以企業機能為導向的課程分流方式，除企業管理
專業知識課程外，配合強化外語及資訊能力的證照輔導課程，以及實務專題製作與專業實習課程的實務訓練，再輔以學程選修引導形成就業
重點產業（如會展活動、門市營運等），全方位打造一個以「畢業即就業」為目標的課程內容與學習環境。
4561  致理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學生除了通識教育及專業基礎課程外，為使學生能對財金專業知識深入學習，有利未來就業之發展，特將專業課程規劃如下：
(1)財富管理課程：為學習金控理專、證券營業員、壽險從業人員之業務職場，規劃金融市場、理財規劃、金融行銷、電子商務等課程。
(2)投資分析課程:為學習資產管理部門基金經理人、研究員就業之研究能，故規劃投資學、國際經濟分析、證券投資分析、固定收益證券分
析等課程。
(3)企業財務課程：財務是企業的命脈，為學習公司財務管理能力，本系規劃財務管理、國際金融、公司法等課程。
(4)財經資訊課程：為結合財金專業與資訊處理能力，提昇專業效率，規劃財務資訊系統與資料分析等課程。
4562  致理技術學院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為結合會計與資訊課程之綜合科系，規劃之課程內容除加強原有商學科系之會計、管理課程外，並配合資訊系統及商業電腦應用課程
，以擴展學生的學習領域，增加學生將來就業競爭力。
(1)品德教育－通識課程(含人文、社會、自然課程)。
(2)競爭能力－會計專業課程、會計資訊課程、財務管理課程、實務實習課程。
(3)國際視野－語文應用課程、兩岸財會課程。
4396  致理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著重學生知識涵養，融合業界與社會需求，強化進階英文技巧與實際英語應用能力，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達成「畢業即就業
」理想。
3.開設校外實習及產學合作就業學程，將證照輔導融入課程，實施多元創意與實作教學，並開設旅遊規劃與服務學分學程及就業學程，落實
最後一哩。
4.開設會展活動管理（全英文）學分學程與地方政府及產業緊密結合建立長期夥伴關係，並加強海外研習及國際證照培訓。
5.英文寫作及英語會話課程著重小班教學，並推動自學計畫及英語能力提升計畫。
4397  致理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以資訊管理領域為規劃基點，區分技術類與管理類相關課程，發揮課程整合及資源共享之功能，培養具有專業資訊管理人才為基本目
標。
3.課程以知識管理、企業系統、資訊技術、電子商務為主要核心課程，培養學生管理經營資訊，整合企業營運系統，建構資訊技術知識，發
展規劃電子商務為教學目標。
4.日間部畢業生必須修滿至少一個學程(企業營運管理學程、資訊整合技術學程、資訊安全學程)方可畢業，以強化本系特色，同時提升學生
就業競爭力。在探討專業理論外，亦重實務應用，強調製作專題、培養實作與群組合作經驗，未來將可整合管理知識與資訊科技，使學生成
為資訊界技術管理的尖兵，社會國家進步的動力。
4563  致理技術學院 保險金融管理系   Dept. of Insurance of Finance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課程規劃：(1) 保險金融管理基礎課程。(2)保險專業課程。(3)金融專業課程。(4)保險中介課程。
3.本系榮獲2010全國技職保險教育學術研討會實務專題競賽第1名。
4.本系特色：(1)增強風險管理知能，深化保險與金融專業知識。(2)掌握市場動態並增進金融保險新知。(3)培訓學生獲取專業證照及外語能
力檢定考試。(4)透過與金融保險產業產學合作引導學生生涯規劃。(5)重視學生生活態度及品德教育。(6)鼓勵學生參與社團、公益活動、校
內大型活動等。
4564  致理技術學院 應用日語系   Dept. of Appled Japanese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學生近年榮獲多項全國性比賽的前三名和佳作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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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系除了培養學生日語聽、說、讀、寫、譯「五技」紮實的語文能力之外，亦加強培養學生跨領域的專業實務應用能力，積極輔導學生取
得日語、英語、資訊，以及其他專業證照，並開設產業實務講座和校外實習課程，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4.積極與日本的大學推展國際交流，近年已選派21位學生赴日短期留學半年，68位訪日研修，開拓學生的國際觀。
4398  致理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Multimedia Design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不適宜選填。
2.本系教學目標在培養學生深入瞭解多媒體應用領域的發展，同時訓練學生具有多媒體設計的技術本能。在四年學習過程中，首先以素描、
創意發想、多媒體概念及攝影構圖為開端。
3.從基本的文字、聲音、影像、圖片到2D及3D動畫設計製作、視訊音效剪輯處理、數位教材設計製作、互動藝術、虛擬實境應用及展示設
計等。希望學生能兼具理論與實際的多媒體設計長才，將所學應用於數位影音應用及數位學習兩個領域。
4.目前本系教師積極爭取國科會及教育部相關單位或產學合作的設計相關計畫，由教師帶領學生實際參與計畫將理論所學付諸實現，對實務
經驗累積有非常大的幫助。
4565  致理技術學院 商務科技管理系   Dept. of Commerce Automation Management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課程內容是以產業電子化（E-Business）為主軸，包含三個模組的學習路徑：(1)E-Business商務營運模組：主要是培養電子商務規
劃與營運管理能力。(2)E-Business科技整合模組：主要是培養（資訊）系統應用與科技整合能力。(3)E-Business管理企劃模組：主要是培
養專案企劃與行銷服務能力。
3.本系師生參與競賽，屢創佳績：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丙組第三名、第38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牌獎、2010匹茲堡第25屆國際
發明展銀牌獎、2009iENA馬其頓共和國工業財產辦公室特別獎。
4566  致理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課程規劃以培養全球化所需之具國際視野、創新觀念、務實態度以及完整人格等特質的行銷、流通及運籌之整合性專才。重視「理論
基礎」與「職場實務應用」，以「行銷企劃」、「全球運籌管理」、「會議展覽管理」、「英語能力」為核心，課程設計也包括生涯規劃、
人際溝通、企業倫理等全人教育，獲業界肯定。
3.本系重視學生職場核心能力之養成，採多元創意教學，透過理論課程結合專業證照考試、校內實作競賽、校外企業實習、校外競賽等一系
列之規劃，提升學生軟硬實力，因而榮獲多項全國性競賽佳績。
4567  致理技術學院 休閒遊憩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餘依一般限制。
2.本系根據產業環境分析，結合本校優越地理位置及市場需求，規劃培育：(1)「都會休閒－體適能健康企劃及技術指導」專業人才；(2)「
旅遊渡假－活動規劃與服務管理」專業人才，據此規劃本系專業課程模組及跨領域學分學程，培養學生在休閒遊憩管理領域的專業職能，強
調全人教育，兼顧學理知能及實務技能的學習，以強化學生畢業後即能就業的競爭力。
3.本系以完善產學合作實習機制，榮獲教育部99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開設休閒旅遊管理實務專班。為迎合六大新興產業之人力需
求，本系發展特色以「樂活（LOHAS）」為核心理念，拓展及整合多元屬性的運動技能、健康促進、休閒旅遊、活動企劃及服務管理等專
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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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0096
886-3-451-5811
886-3-4531300

32061  桃園縣中壢市萬能路1號
教務處

http://www.vnu.edu.tw

萬能科技大學   Vanung University

一、教育部評鑑各類組壹等數最多：優越的學習環境，師資、教學、圖書、設備與行政績效優異，全國技職大專校院教育部評鑑
各類組壹等數最多，獲國科會及小產學計劃件數多，發表SCI論文數量居技專校院前茅。二、教學卓越重點大學：教育部肯定本校
為教學卓越重點大學，榮獲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獎助金，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就業競爭力。三、優質的校園環境：提供完善網路
頻寬與教學應用環境，設置有無線網路、圖書電子期刊與多媒體視訊教學等服務，並擴展對學術網路頻寬，連接台灣學術網路與
台灣高品質學術網路。四、交通便捷：中山高速公路至內壢交流道口下，到本校約2分鐘；高速鐵路中壢青埔站約15分鐘。另有鐵
路、公車、學生專車，交通便利，並設置汽、機車停車場。五、備有男、女生宿舍，收費低廉，具空調、網路、電話設施，設備
完善，且設有汽、機車停車場，足夠容納千部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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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4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組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Group of Multimedia Design)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培養學生對多元化造形語言的表達能力，及熟習電腦多媒體的應用技術。為培育具備設計專業知識與技能，本系積極結合地方資源為
發展軸線，用創新與整合策略為基礎，建立產、官學合作與學術交流管道，以系統規劃和配套整合技術，提昇設計產業之專業人才。並加強
實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注重專業養成教育，培育第一線工作人員與指導人才。
4936  萬能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化妝品應用組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 Division  of  Cosmetic Application)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培育目標為培育化妝品科技、美容造型和醫學美容專業人才，輔導考取專業證照，並設有畢業門檻以提昇畢業生之素質。
4937  萬能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美容造型組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Division  of  Aesthetic Styling)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培育目標為培育美容造型和醫學美容專業人才，輔導考取專業證照，並設有畢業門檻以提昇畢業生之素質。
4939  萬能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備華語聽、說、讀、寫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產業科學管理知能之工業管理專業人才為目標，使學生對於生產與服務系統或企業經營具有設計、規劃、分析與評估之能力
，進而提高產業品質，促進產業昇級以提升其競爭力。除具備達到務實及創新之學習成效之外，也強調同學能夠落實管理學理技能與資訊整
合工具之連結應用。
4940  萬能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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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華語教學，具備華語聽、說、讀、寫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資訊技術整合能力之工業管理專業人才為目標，使學生對於製造業與服務業電子化及自動化系統之規劃、維護、設計與評估
之能力，進而提高產業品質，促進產業昇級以提升其競爭力。除具備達到務實及創新之學習成效之外，也強調同學能夠落實管理學理技能與
資訊整合工具之連結應用。
4941  萬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一、使用華語教學。
二、人才養成重點特色
   (1)、以系本位課程為基礎，建構「行銷」「流通」「物流」三大模組學程。
   (2)、專業課程與證照輔導配套教學，激發學習動力。
   (3)、每年舉辦商品行銷展活動，具體展現理論與實務整合教學成效。
   (4)、重視產學合作與職場實習，厚植學生就業競爭力與職場即戰力。
   (5)、強調職業倫理與敬業態度，深化專業及人文素養。
三、教學方法特色
   (1)、透過個案研討、實務講座、企業參訪、校外教學等活動，教學內容導入實務經驗。
   (2)、透過競賽輔導、競賽參與及觀摩，激發學習動力。
   (3)、透過實務專題製作與實習，體驗職場文化。
   (4)、透過實作實習，培養企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作能力。
4942  萬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本系秉持篤實與前瞻之理念，配合國家社會需要，以培養具宏觀管理視野並具七管整合應用能力之管理人才為目標。由於專業化及資訊
化為產業發展趨勢，故本系發展重點，在於培養學生具有協助企業經營管理電子化之能力。
二、課程內容均以實務為主，並適當地輔以理論，以期能與實務環境相結合，並加強實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
三、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4943  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以培育具備資訊運用與管理之專業知識與技能人才為目標，以整合化、專業化和行動化為設計重點，課程內容均以實務與理論並重，期
能培育具有理論背景之專業實作能力的學生。並加強實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注重專業養成教育，培育成為企業資訊運
用第一線的專業人才。
4944  萬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實用性、專業性和國際性為設計重點，課程內容均以實務為主，並適當地輔以理論，以期能與實務環境
相結合。並加強實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注重專業養成教育，培育財務金融相關行業與公司財務會計相關部門優質人才
。
4157  萬能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基礎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觀光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實用性、專業性與國際接軌為課程重點，課程內容以兼具實務與理論，以期能與職場實務環境相結
合，並加強學生考照能力，輔導學生通過國家證照考試，取得專業證照，培育第一線觀光從業人才。
4158  萬能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實用性、專業性和國際性為設計重點，課程內容均以實務為主，並適當地輔以理論，以期能與實務環境
相結合。並加強實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注重專業養成教育，培育第一線工作人員與指導人才。
4159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Department of Commercial Design (Group of Commercial Design)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培養學生對多元化造形語言的表達能力，及熟習電腦多媒體的應用技術。為培育具備設計專業知識與技能，本系積極結合地方資源為發
展軸線，用創新與整合策略為基礎，建立產、官學合作與學術交流管道，以系統規劃和配套整合技術，提昇設計產業之專業人才。並加強實
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注重專業養成教育，培育第一線工作人員與指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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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00A4
886-6-253-5643
886-6-2541309

71002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招生組

http://www.tut.edu.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本校（原台南科技大學）位於台南市永康區，距中山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約1公里，交通便捷、生活機能完善。
(二)校園寧靜優美，充滿人文氣息，校園角落隨處可見各種藝術雕像與作品展覽；各類競賽表現卓越，學生社團活躍，屢獲教育部
績優社團評鑑佳績。
(三)教學設施完善而充足，教室備有冷氣與視聽設備，圖書館藏書豐富且設備新穎。校園設有運動場、籃球場、網球場⋯等健康活
動場所。
(四)本校備有冷氣空調宿舍，僑生可優先入住。
(五)其他相關資訊請查閱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www.tut.edu.tw/webmaster/TUTExam/index.asp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23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辨色力異常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

423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Dept. of Styling & Cosmetology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辨色力異常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

423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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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23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Dept. of Food & Beverage Services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2.本系需餐飲設備之實務操作及職場實習，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實
習及就業。
4236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Dept. of Fashion Desig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辨色力異常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

423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Dept. of Living Services Industry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238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of Dynamic Recreation and Health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53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23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24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53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53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24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424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of Hotel Management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
2.基於產業特性，建議行動不便、機能障礙及患有隱性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實習及就業。
424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對美術、設計與創意有興趣者，具中或英文表達能力。辨色力異常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

453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舞蹈系   Dept. of Dance

1.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2.心臟病、氣喘病、嚴重脊椎畸型或嚴重運動害者，報名時請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2
886-7-7811151
886-7-7830546

83102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151號
教務處招生業務組

http://www.fy.edu.tw

輔英科技大學   Fooyi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四技修業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四、本校校園網路骨幹為
超高速乙太(Gigabit Ethernet)網路亦連接各教學大樓及學生宿舍，在校園內提供無線網路服務，對外連接台灣學術網路
（TANet）及網際網路（Internet），並提供多項數位化網路服務。五、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網站。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979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Program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125  輔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126  輔英科技大學 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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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至校外休閒產業機構實習，身心障礙、肢障、精神官能異常或辨色能力異常者，恐有學習上困難，該類考生選填時請慎重考慮。餘依一般
限制。
4127  輔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需至幼兒園所實習，肢障、視障或重度聽障者，會有學習上困難，選填時請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

4128  輔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需做個人或小組口頭報告，功能障礙之考生，選填時請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

4130  輔英科技大學 文教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Program of Cultural Industries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3
886-4-22391647
886-4-22391697

40601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tust.edu.tw

中臺科技大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本校男女兼收，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之能力。
2.本校提供僑生優先住宿(第一年免繳)、清寒僑生助學金、書卷獎及其他獎學金等相關僑生輔導機制，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
http://stuaff.ctust.edu.tw。
3.依本校規定，四技日間部畢業時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及資訊能力畢業門檻，詳情請參閱各系課程規劃標準。
4.相關本校教學資源、學系概況等事宜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tust.edu.tw。
5.校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電話：886-4-22395079教務處招生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13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一)本系旨在培育兼具人文關懷與創新思維之現代醫療機構暨健康產業管理專業人才。(二)課程特色有「醫院經營管理」與「健康照護管理
」兩項模組供學生選修。
4225  中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對企業組織現代化所需應用之資訊技術與商管知識有興趣的學生。

4229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本系課程規劃旨在培育健康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之英語專業人才，歡迎有興趣者提出申請。

4226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一）歡迎對行銷專業及管理知識領域有興趣的學生就讀本系。（二）本系之課程除行銷與管理之專業學分外，尚包括零售產業行銷、休閒
產業行銷及健康產業行銷等三大模組供學生選修。
4227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一）對企業與市場全球化的現代管理及國際企業有興趣者。（二）本系適合各種背景學科系學生就讀。

4228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學系   Dept. of Children Education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本系無限制條件，歡迎有志從事幼兒教學及兒童文教事業教育青年加入。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9
886-3-4361070
886-3-4658965

32091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三段414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anya.edu.tw/

南亞技術學院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本校網址：http://www.nanya.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906  南亞技術學院 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Fashion Design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907  南亞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osmetology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368  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369  南亞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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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367  南亞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908  南亞技術學院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 Education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554  南亞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371  南亞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909  南亞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910  南亞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911  南亞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餐飲管理組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4912  南亞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旅館管理組   Hotel Management Program,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8
886-37-605599
886-37-605594

35153 苗栗縣頭份鎮珊瑚里學府路110號
永續發展處招生組

http://www.apic.edu.tw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Creativity

   本校緣起於1985年，選定於山環水繞環境優美的苗栗縣頭份鎮珊珠湖中港溪畔為校址，初創艱辛，篳路籃縷，歷經數年籌畫
，至1988年5月25日完成立案，並辦理招生事宜。
    1992年「親民工業專科學校」改名「親民工商專科學校」，並於2004年2月改制為「親民技術學院」，分設「工程學群」、「
管理學群」、「設計學群」及「生活與應用學群」。
    2010年8月改名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分設「數位娛樂學群」、「觀光餐旅學群」、「創意設計學群」及「時尚生活學群
」；為響應政府「回流教育」及「終生學習政策」，提供社會在職人員繼續進修機會，成立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及附設進修學院
，目前正朝改名科技大學目標邁進。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58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創新與創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招收對創新與創業管理有興趣之學生。著重在訓練學子創業的思維與行動力，期許學子成為創新的創業者。除了創建自己的事業，也可能是
「接管」既成的事業、創投公司或是成為既存公司的創新經理人，傳遞創業與創新管理的專業知識。
4659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招收對觀光休閒經營管理有興趣之青年學子。為考量國內觀光與休閒事業快速成長，觀光與休閒事業蓬勃發展，本系以學程概念規劃課程
，並以健康休閒為發展主軸，培育觀光與休閒事業，規劃、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為主要目標。
4654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創意生活設計系   Depaartment of Creative Design

招收具有視覺傳達、產品、美工、廣告設計基礎之優秀學生，培育對於文化創意有興趣之優秀人才，整合傳統工藝設計、現代產品設計與文
化創意生活思維的專業知識，賦予學生「創意設計思維」的技巧，孕育具備「創造力」、「執行力」與「藝術文化氣質」的設計人才。同時
給予學生多元化的學程選擇，從金屬、玻璃、陶瓷、珠寶飾品等不同材料的設計創作，到現代化產品的實務應用設計層面，以便寬廣的體裁
，因應文化創意時代的發展趨勢。
4653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tion and Design

招收具有視覺傳達、商業、廣告、包裝、室內、建築設計、影視製作等領域基礎及興趣之優秀學生，著重設計創意與思考之教學與實作，從
紮實基本設計至電腦繪圖並結合網際網路之應用、多媒體動畫與大眾傳播媒體工具，養成同學適應現代化之專業設計能力，就業競爭力與深
造潛力。
4661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餐旅行銷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Management

招收對餐旅行銷經營管理有興趣之青年學子。本系以「有教無類」培育餐旅人才，廣納不同類組之高中畢業學生，透過課程規劃及實習展現
餐旅行銷特色。課程內容多元。課程內容除了傳授同學有關餐旅行銷管理的專業知識外，並側重未來創業能力的養成。
4662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動漫藝術組   Animation & Comics Group of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招收具有多媒體、美工及廣告設計、影視傳播、動漫遊戲設計及室內設計基礎之優秀學生，使其具有3D動畫設計、高畫質影視製作、網路
創業與行銷、流行音樂及動漫遊戲製作相關能力之專門人才。動漫藝術組特別著重美式、日式漫畫的教學與創作、動漫故事的創作、
2D/3D/立體動畫的學習與創作等、動漫遊戲週邊設計包括角色設計、公仔設計及各式潮流商品設計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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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0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流行音樂組   Popular Music Group of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招收具有多媒體、美工及廣告設計、影視傳播、動漫遊戲設計及室內設計基礎之優秀學生，使其具有3D動畫設計、高畫質影視製作、網路
創業與行銷、流行音樂及動漫遊戲製作相關能力之專門人才。流行音樂組特別重視流行音樂表演與後製錄音人才的培育，包括流行樂團表演
、DJ/VJ演出、錄音及音響工程、數位音樂與創作、音樂行銷等多樣化領域。並擁有專業的錄音室、團練室、中型綜合表演廳、戶外舞台等
專業設備。
4741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影視傳媒組   Film and TV Group of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招收具有多媒體、美工及廣告設計、影視傳播、動漫遊戲設計及室內設計基礎之優秀學生，使其具有3D動畫設計、高畫質影視製作、網路
創業與行銷、流行音樂及動漫遊戲製作相關能力之專門人才。影視傳媒組特別重視高清HD影視製作的人才培養，禮聘一線偶像劇業界師資
，從劇本創作、高清電影拍攝實務、商業MV製作等，並提供同學多樣化的片場及傳媒現場實習機會，本組採用與業界同步之SONY EX3高
清攝影系統、多部高清DSLR並將逐步建立高清影視攝影棚等先進設施。影視後製方面則採用業界標準之Mac系統，並擁有25個節點之影視
特效計算叢集，提供本組同學使用。
4657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Depaartment of Applied Cosmetology

招收對化妝品研製與美容、美髮有興趣之學生。培育化妝品研製、檢驗及美容美髮、美姿美儀專業技術人才，提升學生美容美髮、護膚彩妝
及整體造型意識形態，並加強「乙級證照」考試輔導。將高價值化妝產品業相關商品列為發展重點。
4656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保健系   Depaartment of Recreation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

配合目前國人日趨重視休閒活動及社會人口年齡老化，結合保健養生、休閒活動，培養未來社會休閒保健專業指導及導遊領隊人才。

4655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Family Studies

甄選對幼保及家庭服務有興趣之學生。培育俱備幼兒衛生保健、保育專業知能以及家庭服務專業知能的人才，注重理論與實務之結合運用
，期許取得幼兒保育員、保母、家庭照顧服務員相關證照。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6
886-5-5370988 # 2230~2236
886-5-5370989

64063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http://www.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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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
二、校址：640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學生可依規定申請住宿。
三、本校網址：http://www.twu.edu.tw/，本校設有管理學院、設計學院及民生學院，系所完備、師資優良、設備精良。本校更致
力於校內、校際及國際之整合與學術研究合作，以提昇學術水準，培育優秀人才。
四、本校電話：+886-5-5370988 ext 2230~2236。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422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二）專業課程包括造型各技術之實習與操作，故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致影響學習
及作業者，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4423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Dept. of Styling & Cosmetology

（一）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二）專業課程包括造型各技術之實習與操作，故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致影響學習
及作業者，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4424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公關事務設計系   Dept. of Public Relations Design

（一）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二）專業課程包括造型各技術之實習與操作，故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致影響學習
及作業者，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4425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一）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二）專業課程包括造型各技術之實習與操作，故凡辨色力異常或視力有嚴重障礙，致影響學習
及作業者，宜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將來學習。
4427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Dept.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

4428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

4429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

4430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

4431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

4432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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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6
886-7-788-9888
886-7-7887838

83160 高雄縣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1之10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fotech.edu.tw/

和春技術學院   Fortu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同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
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fotech.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35  和春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企管系配合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培養學生經營管理及微型創業的規劃與整合溝通能力。藉由學生執行企劃（撰寫企劃書）及口語簡報的基
本能力培養，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蒐集資料、組織、分析、整合、表達的能力；藉由簡報技術訓練學生台風、儀態、表達、應變、人格、時
間控制等能力；藉由企業模擬課程、股東大會練習表演及實習課程等，培養商務人員基礎技能及微型創業與創新能力，讓學生在多元化課程
規劃與演練中活力學習。此外，訓練學生具備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建構學生正確職場倫理觀，及訓練學生具備經營管理及微型創業
的實作能力。
4336  和春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本系定位於培育台灣觀光與餐飲人才。本系特別規劃台灣本土觀光特色課程及觀光學程、休閒學程。主要培養學生具備領團導覽能力與休閒
規劃能力，並激發學生的創新與創業家精神。本系延續本校特色教學領域「三明治學制」產學合作教育模式，四年在校學習期間，安排有一
學期或一學年到業界的實習課程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限制條件：（一）選填本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
）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4337  和春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本系定位於培育台灣觀光與餐飲人才。本系特別規劃台灣小吃特色課程及餐飲實務課程。主要培養學生具備廚藝實務能力與調飲實務能力。
本系延續本校特色教學領域「三明治學制」產學合作教育模式，四年在校學習期間，安排有一學期或一學年到業界的學生校外實習課程 。
配合教師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限制條件：（一）選填本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
課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4338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管理系旨在培養初中階資訊管理專業人才。學生必修習資訊科技、商業管理基礎與資訊管理等相關課程，經由理論與實務課程的訓練
，培育同學的資管相關能力。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
影響課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4339  和春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以培育在「金融控股」架構下之金融服務業從業人員及培育中小企業所需之財務會計人員，配合本校「全人教育」之教育宗旨，與中小企業
及金融服務業之產業界及相關機構密切互動，並以技職教育之務實導向，規劃本系之系務、教學及課程發展，不好高騖遠，配合同學學習特
質，以就業市場需求為導向，培育適合金融服務業之基層理財服務人員及中小企業之基層財務會計人員。依一般限制。限制條件：（一）選
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4340  和春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由系統化教學，本系培育學生具有流通專業領域(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與人才流等)之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之流通管理人才。配合教師
授課多採口語表述。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
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4341  和春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英語商務組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English Division)

小班制語言能力訓練，並配合小劇場、多媒體語言教室、電腦等設備，以實際應用學習充分開發學生外語潛能，課程規劃以外語教學、商務
為導向。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
慎重考慮。
4342  和春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日語商務組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Japanese Division)

小班制語言能力訓練，並配合小劇場、多媒體語言教室、電腦等設備，以實際應用學習充分開發學生外語潛能，課程規劃以外語教學、商務
為導向。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
慎重考慮。
4343  和春技術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願景：本系依循學校「充分學習、快樂就業」的願景，期望學生在校期間能多方面學習與專業證照的獲得，以提升職場競爭力。教學目標
：培養學生具有「生產與服務」之實務管理作業能力，能成為企業專業的管理人才。教學設備：本系建置有品質與精密量測實習室、人因與
工作研究實習室、職業安全衛生實習室、生產管理與製商整合實習室、物流管理實習室等。限制條件：（一）選填本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
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4345  和春技術學院 物業管理系   Dep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本系定位於培育物業管理服務事業中階管理人才。課程設計著重行銷與溝通技巧、展場規劃與危機處理能力、服務態度與職場倫理等訓練
，培養學生具備人文藝術、綠能概念與管理創意之素養與敏感度，激發學生創新服務與管理之潛能。四年在校學習期間，安排有一學期或一
學年到業界實習課程。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
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4346  和春技術學院 商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教學情境優良，教師教學認真、負責。課程強調理論與實作相對應，以開發生活輔具、推廣綠色環保設計、數位化整合設計及文化創意產業
等為主要發展方向。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
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4347  和春技術學院 傳播藝術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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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本系就讀不需任何特殊專長，四年在校學習期間，經由本系完善的師資和最新設施培訓，學生可以獨當一面擔任傳播與企劃公關等相關
工作。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慎
重考慮。
4348  和春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Dept. of Multi-Media Design

(一）結合複合媒材專長師資推展平面、立體設計教學培育數位動漫畫影片與周邊產品之文化創意產業設計人才。(二）以動漫畫生動活潑特
質，結合互動娛樂、網頁設計與資訊技術而培育數位教學媒材設計人才為重點專業教育目標。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
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5
886-3-458-1196
886-3-4595684

32097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229號
教務處 註冊組

http://www.cyu.edu.tw

清雲科技大學   Ghing Yu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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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7  清雲科技大學 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規劃目標為培育具有下列能力的學生。（一）物業維護方面，強調建物設施管理、維護、檢修、防災及補強等專業訓練與實務操作。（二
）物業經營方面，強調企業經營管理之基本素養、兼具空間規劃、設計與分析的實務訓練。（三）資訊科技技術方面，整合相關資訊技術
，發展營建科技與物業管理所需的知識與應用（電腦輔助繪圖、電腦多媒體技術、設施管理系統、資料處理系統及地理資訊系統等）。（四
）課程跨領域整合：必修課程跨物業維護與物業經營二個領域為主，選修課程則以輔導學生考取證照及修讀輔系為輔。 （五）培養物業管
理中級幹部，成為物業服務管理、不動產經營管理、物業設備維護管理三大主軸的專業經理儲備人才。（五）依一般限制。
4148  清雲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配合時代潮流、社會經濟脈動與企業環境，教授實用之專業外語課程，課程規劃重點分二部分： （一）外語基礎學程（奠定扎實的英、日
語能力）修習科目：英語聽講訓練、英文文法與句型、基礎英文寫作、中級英文寫作、進階英文寫作、進階英語會話、英語演講、簡報英語
、口譯（中譯英）、專業筆譯、電腦輔助翻譯、英文短篇故事、新聞英文、英文散文閱讀、日文、日語發音與聽力、日語聽力、日語會話、
日本事情、時事日文、日語文章選讀、日文閱讀和日文寫作等等。（二）專業外語學程（三大模組）    1、職場英文：商用英語、觀光專業
英語、餐飲英語、財經英語、秘書英語、空服英語、秘書實務、商用英文寫作、財金英       語、專業筆譯、國際禮儀、求職英文等。    2、
兒童英語教學：英語教材教法、英語測驗與評量、多媒體輔助英語教學、兒童英語教材教法、西洋兒童文學繪本教學。    3、職場日語：商
用日語、觀光專業日語、日文文章選讀、商用日語會話、服務業日語、日語二級檢定、日語三級檢定。（三）畢業生的工作前景：應用外語
系畢業生有志於進修者可以報考國內或國外研究所繼續深造，也可按照他們的興趣及專長選擇職業，如在國內或跨國企業服務，擔任行政助
理、公司祕書，或從事旅遊事業、餐飲事業、國際貿易，或在小學或幼稚園從事教職，擔任兒童英語教師。（四）依一般限制。

4149  清雲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專業化、實務化、國際化與競爭力的金融專業人才。（一）主要課程設計包括基礎學科及專業課程規劃，基
礎學科包括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及法學常識等商學基礎科目，而專業課程則包括投資管理、公司理財、金融機構及財務工程四大模組。
（二）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原則，加強金融、證券、保險與投資理財等各方面專業知識，並協助學生參加金融研訓院、證券市場發展
基金會與產(壽)險同業工會等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專業類證照考試，以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三）依一般限制。
4150  清雲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為因應服務業時代的來臨，除共同必修課程如國文、英文、會計、統計、微積分等之外，課程以三個模組為重心，這三個模組是配合台灣未
來產學發展所需。（一）國際行銷模組，課程包括：行銷管理、國際行銷、顧客關係管理、國際服務學行銷管理、網路行銷、電子商務、創
意產學行銷、廣告管理、行銷個案研討、國際商務談判、行銷實務操作、品牌管理、消費者行為。（二）國際財金模組，課程包括：財務分
析、財務管理、國際金融、投資學、保險實務基礎、保險實務進階、証券實務、期貨交易法規與實務、國際財務管理、國際金融操作實務、
貨幣銀行學、衍生性金融商品。（三）國際物流模組，課程包括：國際貿易實務、關務及貿易法規、加工貿易管理系統、作業管理、全球經
貿實務（一）（二）、倉儲物流系統、全球運籌、供應鏈管理、海關模擬系統、通關實務。（四）畢業生的工作前景：國企系畢業生可以依
照個人的專長與興趣選擇職業。行銷模組的學生，可以擔任公司行銷企劃人員、門市服務人員、企業電子化規劃人員、網路行銷人員，國際
財金模組的學生可擔任証券、銀行、保險從業人員或公司財務人員。國際物流模組的學生可以擔任物流公司服務人員、海關人員等。如果有
意進修者也可以報考國內、國外或本校研究所繼續深造。（五）依一般限制。
4152  清雲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教育目標本系以全人教育理念為根基，培養有國際觀、積極進取，具獨立思考、創新、溝通能力，並兼備資訊專業知識與經營管理能力之資
訊管理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一）系所特色 : (1)本系於民國94年榮獲教育部評鑑一等。(2)系課程規劃為：「資料庫管理人員」、「程式
設計人員」及「企業電子化人員」等三個主要學程，並協助學生取得資管相關證照。(3)本系於民國96年成立資訊管理研究所，規劃「數位
學習」、「資 訊安全規劃」、「電子化企業與行動商務」及「知識管理與智慧型決策」等四個領域為教學研究特色。 （二）師資陣容 :
(1)本系師資由國內外資訊管理、資訊工程及企業管理等領域組成，博士級教師比例超出九成。(2)專業教師22位，含博士學位教授、副教授
及助理教授共二十位，碩士學位講師二位。 （三）專業級實驗室 ( 1)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際級認證考場。(2)經濟部資訊專業
人員鑑定(ITE)國家級考場 。 （四）畢業發展 :學生畢業可擔任資訊管理顧問、專案經理、企業人員、程式設計師、系統分析師、資料庫管
理師等職務。（五）依一般限制。
4153  清雲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教育目標為培育理論基礎及實務能力兼具的行銷與流通管理人才，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之需求，促進行銷與流通管理在工商業界的創新應用
。本系的教學一方面除了要奠定學生正確的行銷觀念與技巧之外，另一方面則特別強調行銷企劃實作能力、市場開拓、網路行銷、連鎖企業
管理、零售業經營管理、商店經營與管理與流通服務管理等能力的養成。我們希望所教導出來的學生，一旦進入企業上班就能立即上手，成
為理論實務兼備熾手可熱的職場贏家。本系的課程規劃分為「行銷企劃」、「商店經營與管理」與「流通服務管理」等三大學程，而以「管
理與資訊應用」為教學基礎技能訓練。本系的教學一方面除了要奠定學生正確的行銷觀念與技巧之外，另一方面則特別強調行銷企劃實作能
力、市場開拓、網路行銷、連鎖企業管理、零售業經營管理、商店經營與管理與流通服務管理等能力的養成。依一般限制。
4154  清雲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所之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備『生產與作業、行銷、研發、財務、人力資源、資訊⋯等』各專業領域管理知識，更強調企業經營管理所需具
備『統合性管理知識與能力(有利於職場晉升與職涯發展)』的培育」。本所主要發展重點與特色如次：（一）以宏觀的視野培育具備企業經
營所需「專業領域的管理知能，更強化企業經營的統合管理知能」。（二）強調理論與實務運用的結合。（三）強化跨領域與跨產業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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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4.統合性觀點規劃本所課程與專業領域分流。（四）依一般限制。

4867  清雲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Service Management Division

1.四大專業學群之設計：設立「生產與作業管理」、「品質管理」、「企業電子化」、「人因工安衛」、專業學群。2.特色學程之推動：設
立「品質技術工程師」、「企業電子化管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特色學程。3.現行最新法規政策之接軌：修畢「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員」學程，取得擔任「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執業資格。4.課程、證照與就業三位一體之串聯：「學習地圖」、「證照地圖」、「就業地圖
」，提供學生學習、考照、就業方向。5.學生證照輔導之循序推動：循序開設證照輔導班，日四技學生須取得規定點數之相當證照方可畢業
。
4868  清雲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IT Applications Division

1.四大專業學群之設計：設立「生產與作業管理」、「品質管理」、「企業電子化」、「人因工安衛」、專業學群。2.特色學程之推動：設
立「品質技術工程師」、「企業電子化管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特色學程。3.現行最新法規政策之接軌：修畢「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員」學程，取得擔任「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執業資格。4.課程、證照與就業三位一體之串聯：「學習地圖」、「證照地圖」、「就業地圖
」，提供學生學習、考照、就業方向。5.學生證照輔導之循序推動：循序開設證照輔導班，日四技學生須取得規定點數之相當證照方可畢業
。
4869  清雲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以培養術德兼備之中、高級餐飲及旅館管理人才為教育目標，教學上落實餐旅管理理論與實務之結合，規劃系列課程，包括基礎課程、
管理知能課程、外語課程及專業核心能力課程等，並加強人文素養、外國語文能力以及餐旅業資訊應用能力之培育。同時，除了專業課程之
學習外，搭配健全的餐旅實習合作體系，以培養具備國際觀、理論知識與實務能力兼備之餐旅專業服務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7
886-4-835-9000
886-4-834-4542

51003 彰化縣員林鎮山腳路三段2巷6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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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273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1.對物流有興趣者。2.視覺障礙或辦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966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本系教學與研究均強調以「實用」為圭臬，並參考本校所在地理位置與地方產業特色，加強與企業界、甚至社區間之務實互動，藉以發覺
社會之真正需求。因此本系特將系科特色定位為「企業資源規劃(ERP)」與「顧客關係管理(CRM)」兩大領域。2.無限制。
4272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1.本系以「務實」為本，塑造「創新與服務」的教育特色，應用觀光與休閒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能於相關產業中，以「培養領隊、導遊、旅館
民宿、休閒經濟、觀光商務、金融保險管理的專業人才」為發展目標。推動的相關證照包括：導遊、領隊、 TOEIC、GEPT、攝影、飲料調
製、餐旅服務、Abacus訂位、會展、保險、微軟應用軟體(MOS)、及企業資源規劃(ERP)等職場實務證照。2.視覺障礙或辦色力異常、聽覺
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270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Dept. of Creative Fas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1.對時尚設計有興趣者。2.無限制。

4765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系   Dept. of Motion Pictures and Video Communication

1. 對視訊傳播有興趣者。2. 無限制。

4969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保健食品系   Dept. of Health Food

1.有鑑於世界資訊快速發展與上述外在環境的變化趨勢，培植學生具備營養相關知識、健康促進技能、衛生管理及語文溝通等能力，均成為
本系教育首要發展目標，並以培育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及膳食營養的專業人才為主要發展主軸。 2.視覺障礙或辦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
，宜慎重考慮。
4271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1.家政類、幼保類、生活應用類或一般高中職生。2.無限制。

4764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餐飲廚藝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1. 對餐飲廚藝有興趣者。2. 無限制。

4971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Dep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Promotion

1.秉持推展技職教育的宗旨，規劃以培育學生具備專業運動指導技能及健康管理產業經營管理專業知能達到促進為主要目標。2.無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1
886-6-2674567
886-6-2902464

71703 台南縣仁德鄉文華一街89號
註冊組

http://www.hwai.edu.tw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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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成立於民國57年，民國88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醫事學院，民國96年2月改名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設有醫學檢驗
生物技術系、食品營養系營養組、食品營養系食品科技組、護理系、醫務管理系、職業安全衛生系、幼兒保育系、生物科技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資訊管理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餐旅管理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及視光系。本校距離中山高速公路
仁德交流道祇有5分鐘，離台南火車站約15分鐘的車程，交通便捷，風景優美。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708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Caring and Education

兼顧教保理論與實務，讓學生具有基礎教保理念，並能熟鍊各種教保實務工作。重視教保實習，提供學生多元實習管道，及早進入教保機構
職場體驗，提升專業能力及反思能力。
471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ly Management

本系主要培養學生具備餐廳管理、旅館管理、餐旅服務、中西餐烹飪、烘焙、飲料製備、食品衛生安全、菜單設計等能力。

495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一、配合政府及名間團體之休閒政策與措施，整合社會各項資源，培養運動健康與休閒專業人才。
二、加強健康休閒教育之宣導，提升生活品質，使國人有正確的運動知能，使休閒運動更普及化。
三、重視理論與實際配合，加強建教合作關係，以充實學生之專業能力，確實供應社會需求。
四、整合運動保健與休閒教育資源、推廣全民正當休閒運動以培養專業人才。
五、建立完整休閒證照制度及國際休閒網路的接軌，以確保休閒運動服務品質。
4957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１．本系以培育具「專業、創新、健康、關懷」之特質的人才以服務社會為宗旨。基礎理論之學習與實務技術之培養並重，提供學生繼續深
造之學術基礎，並輔導考取技能檢定證照，培育具創意設計、經營管理理念及人文藝術涵養之優秀人才。

２．未來以配合國家重要經濟政策，朝向發展預防醫學、保健產業與生物科技化妝品應用為主軸，並加強產學合作與交流。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0
886-6-2664911
886-6-3663589

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chna.edu.tw/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台南、高屏地區學生專車。三、教學與生活設施完善，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圖書資訊大樓
、學生活動中心、民生保健中心、健康促進中心、游泳池、SPA館等。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設備新穎
完善，男女學生宿舍共計有四千個床位，宿舍及所有教室全棟備有冷氣空調設施。五、本校備有入學獎學金、工讀機會多、社團
活動活潑化。六、校址：台南縣仁德鄉二仁路一段60號。七、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
：http://www.chna.edu.tw。八、電話：06-2664911。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08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無。

4728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Nursery

無

4570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4569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Dept. of Recreation and Health Care Management

無

4632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Dept. of Social Work

無

4568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一、視覺障礙不宜選填。

4623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無

4714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Dept. of Cultural Activities Development

無

4109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

無。

4720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Dept. of Spor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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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4624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Dep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無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0
886-3-592-7700
886-3-5925477

30743 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1號
招生中心

http://www.thit.edu.tw/

大華技術學院   Ta Hw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6,600元,有冷氣），校內設有圖書館、休閒活動
中心、自修室、自助餐廳、日常生活供應俱全，近高鐵站生活機能便利舒適。三、本校網址：http://www.thit.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929  大華技術學院 觀光管理系 餐飲與烘焙組   The Food, Beverage and Bakery Section of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培育具備國際觀與管理能力之觀光服務管理專業人才，課程以旅遊與會議展覽為重點規劃，並輔以外語訓練及資訊能力培養，期使培養出最
具就業競爭力之專業人才。有身心障礙者，佩帶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4289  大華技術學院 觀光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培育具備國際觀與管理能力之觀光服務管理專業人才，課程以旅遊與會議展覽為重點規劃，並輔以外語訓練及資訊能力培養，期使培養出最
具就業競爭力之專業人才。

4291  大華技術學院 電視與網路行銷管理系   Dept. of Television and Internet Marketing Management

培育國際行銷及流通、零售專業管理人才，強化國際行銷市場及流通零售的專業知識。有身心障礙者，佩帶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4293  大華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對資訊管理、資訊技術、管理專業有興趣的學生。有身心障礙者，佩帶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4294  大華技術學院 商務暨觀光英語系   Dept. of Business and Tourism English

對加強英語專業能力有強烈意願之學生。有身心障礙者，佩帶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4
886-7-731-0606
886-7-7310213

88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國際事務處

http://www.csu.edu.tw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ver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cs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43  正修科技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Program of Digital Contents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無特殊限制。

4144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   Program of Modern Living and Creative Design

無特殊限制。

4145  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Program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無特殊限制。

4976  正修科技大學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The Bachelor Program of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無特別規定

4688  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無特別規定。

4689  正修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無特別規定。

4690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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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特別規定。

4691  正修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無特別規定。

4692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or

無特別規定。

4693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無特別規定。

4694  正修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無特別規定。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3
886-39-771997
886-39-777027

26141 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79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fit.edu.tw

蘭陽技術學院   LAN 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蘭陽3S」的教學目標：專業能力與資訊能力（Skill）、服務學習能力與體適能力（Service）、中文能力與英文能力
（Speaking），讓每一位學生畢業前即整備完成、調適妥當，順利銜接職業生涯。
�積極推動證照制度，目前共擁有甲級3職類及乙丙級檢定術科考場19職類；落實「在校時取得一證一照，畢業後能立刻就業或繼
續深造」。
�本校的教學聚焦於北部地區最有發展潛力的休閒產業，特設「遊憩環境永續發展技術研發中心」，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豐碩
，為「蘭陽休閒」奠定良好基礎。
�校園環境幽靜，空氣清新，學風自由，擁有二十餘個學生社團，每年舉辦文藝、才藝、體育競賽活動及偶像明星演唱會。
�教師具有各類職業證照及實務經驗，鼓勵教師從事研究、獎勵發展學術著作及進修，定期舉辦研討會、專題演講及校外參觀
，擴大學術交流活動，提升研究成果。
�擴大推廣教育及職業訓練，提供社區多元化學習管道，增進學生就業能力。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514  蘭陽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培育務實態度、專業技能與倫理道德兼備的行銷與流通管理專業人才為使命，強化相關技能輔導檢定，積極進行對產業界和社會的行銷與流
通服務之教學訓練，以培養具備「專業、創新、務實」的行銷與流通領域之整合性專才為目標。配合產業需求，以「行銷企劃」、「流通管
理」、「門市服務」為核心能力，特設「行銷企劃學分學程」、「流通管理學分學程」、「門市服務學分學程」三大學程為教學重心。˙培
養同學專業務實的行銷與流通管理觀念和技能，並強調數位化生活、網路科技於行銷與流通管理之應用。 ˙輔導學生取得行銷、流通、門
市服務、電腦應用等專業與技術士證照。
4515  蘭陽技術學院 理財與保險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Insurance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中基層理財與保險管理專業人才為宗旨。其主要目標在培養二專生具有個人理財、保險之分析能力，而二技生、四技生培養具較
高階的投資理財、產業分析、風險管理等能力；教學注重在理論之實際應用，將學術與實務結合，以提高我國金融專才教育之層次。期望學
生於畢業後具備理財與保險之能力與實務經驗，進而直接投入職場就業，以達到學以致用之目的。加強專業能力：加強金融理財與保險商品
的認識與行銷能力。重視產業實務：積極引進業界師資，加強業界實務教學。落實就業導向：透過本位課程設計，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電子化教學：發展電子化學習教學平台。資源整合：重視校內、外資源整合及推動產官學合作計畫，落實理論與實務。溝通能力培養：加強
外語及表達能力的訓練。
4516  蘭陽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著重於資訊技術、管理知能與人際溝通能力之訓練及應用，期望學生於畢業後具備：電腦硬體基本常識、電腦軟體操作使用、網際網路規劃
管理、多媒體設計與應用、電子商務之運用、及資訊管理系統等<<網站建置與管理>>之基礎能力與實務經驗，進而直接投入職場就業。專
精網站設計教學：以『網站建置與管理』為主軸之核心課程。實務導向專題製作：訓練同學之實務開發、團隊合作與協調能力。推動產學合
作：與地方公、民營事業結合，積極推動產官學合作。專業技能檢定：定期舉辦資訊能力學術科能力檢定及比賽，落實證照制度。服務與學
習：鼓勵同學加入資訊志工團隊，投入社會服務工作，建立快樂人生觀。鼓勵社團發展：提供必要之硬體空間與協助，支援社團活動，讓在
學生涯添加歡樂色彩。
4517  蘭陽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數位動畫設計組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Division of Digital Animation Design

本系數位動畫設計組，課程設計著重於2D與3D動畫設計，搭配數位攝影與剪輯之技術，期待訓練學生動畫設計之基礎能力，進而直接投入
職場就業。另外亦包含電腦硬體裝修、電腦軟體操作、網際網路應用、電子商務之運用、及網路行銷等<<網站建置與管理>>之基礎能力與
實務經驗。基礎動畫設計教學：訓練同學之2D及3D動畫設計能力。實務導向專題製作：訓練同學之實務開發、團隊合作與協調能力。推動
產學合作：與地方公、民營事業結合，積極推動產官學合作。專業技能檢定：定期舉辦資訊能力學術科能力檢定及比賽，落實證照制度。服
務與學習：鼓勵同學加入資訊志工團隊，投入社會服務工作，建立快樂人生觀。鼓勵社團發展：提供必要之硬體空間與諮詢協助，支援社團
活動，讓在學生涯添加歡樂色彩。
4518  蘭陽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配合國際化、資訊化之潮流，本系培育擁有健全人格，並精通外語文及具備電腦資訊應用能力之專業人才。使其擁有流利外語文表達、溝通
能力、網際網路應用能力及商業實務能力，並具有企業倫理、職業道德及團隊精神。配合宜蘭地區文化與產業特性，結合觀光旅遊、服務、
商業行政與英語教學，強化學生基礎英語文能力做為教學之中心目標，以培訓「社區企業」需求之外語人才。因應我國兒童英語師資需求
，培育兒童英語教學助理專才。輔導學生取得英、日語文、電腦應用等專業證照。
4519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Leisure Management

配合國家推動觀光旅遊產業政策及休閒旅遊產業之人力資源需求，以「健康促進、數位觀光、生態旅遊」等概念為主軸，融入相關規劃、管
理及經營等專業技能與實習課程，以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人文與科技兼具之休閒產業管理人才。以「健康促進、數位觀光、生態旅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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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並強調「遊程設計」、「運動保健」、「電子商務」與「遊憩環境管理」之相關技術訓練。因應蘭陽地區豐富之休閒產業與學生實務
課程，規劃各類特色課程，諸如導遊領隊實務、觀光溫泉學、水域休閒活動設計、休閒農業與民宿管理等，以強化本系之重點特色。鼓勵師
生取得導遊領隊、電腦技術、健康體適能、急救檢定及外語檢定相關專業證照。在校期間重視社區服務、就業實習，除辦理相旅行社、休閒
農場、健身俱樂部、觀光飯店、主題遊樂區⋯等專業實習之外，畢業後輔導就業。
4520  蘭陽技術學院 健康休閒管理系餐旅組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Leisure Management- Division of Hospitality

因應國、內外餐飲、觀光及旅遊事業發展，以「餐旅行銷、會展管理與數位觀光」等概念為主軸，培育兼具健康養生、餐旅服務與永續發展
概念之專技人員，並配合國家推動觀光旅遊產業政策及休閒產業之人力需求，融入相關餐旅行銷規劃、會議展覽活動設計與餐旅業經營管理
等實習課程，以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人文與科技兼具之餐旅業行銷、管理人才。以跨領域整合為特色，課程規劃涵蓋餐飲、行銷、資訊與
外語等領域，並強調「電子商務」、「餐旅管理」與「觀光行銷」之相關技術訓練。因應蘭陽地區豐富之休閒產業與學生實務課程，規劃各
類特色課程，諸如餐旅行銷專題、旅運管理、飲料管理、民宿管理與國際會議概論等，以強化本系之重點特色。鼓勵師生取得餐旅服務、調
酒咖啡、中西餐檢定及外語檢定相關專業證照。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0
886-5-226-7125
886-5-2260213

6215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
國際交流中心

http://www.wfu.edu.tw/

吳鳳科技大學   WuFeng University

一、唯一以「安全」為核心特色之技職校院，且全校可無線上網。二、20億打造全新校園－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建築師李祖
原等設計的呦！、延攬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中正、中央、嘉大、國北師、市北師、彰師大、警大等校優質師資團隊，發展
為雲嘉南地區技職校院之指標學校。四、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五、全校教室均設有冷氣，且具
備有男女生宿舍、每間宿舍均為冷氣房間並連接學術網路。六、學雜費依教育部核定標準辦理收費。七、對於經濟困難者，本校
提供的協助措施：（一）獎助學金（二）工讀機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74  吳鳳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一、幼兒保育系：配合國家幼兒保育教育政策，培育e世代優質教保專業人才，依據學生個人興趣，分為「課後照顧組」、「創新與產業組
」等模組課程。
二、另有幼兒體能與遊戲 (提供學生同時學習體能運動及幼兒遊戲相關知識) 與兒童美語教學 (提供學生同時學習兒童美語及幼兒教保相關知
識) 跨科系學程，增加學生就業機會及競爭力。
三、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四、餘依一般限制。
4375  吳鳳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一、為因應政府推動觀光政策，培育專業餐飲旅館業管理人才為系主要發展方向。課程依學生職涯發展方向，分為「廚藝創作」與「餐旅管
理」兩大模組，並配合「三明治」教學實務實習，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職場就業能力。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4972  吳鳳科技大學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osmetology and  Hair  Styling

一、因應政府視文創產業為政府重點扶持發展產業，本系以培育具國際觀之全方位，形象美學及時尚整體造型設計與管理領域之高等專業技
術人才為發展方向，提昇本系畢業生在就業職場的競爭力。課程依學生職涯發展方向及場域特性規劃，分別為「形象美學模組」與「時尚設
計經營模組」。
二、本系專業教室均採情境模擬之現代e化教室，契合職場實務運作，專業軟體設備新穎。
三、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四、餘依一般限制。
4973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數位媒體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Digital Media

一、培育學生應用數位媒體來進行數位內容及文化創意等產業媒體製播、設計及數位行銷。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4729  吳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以培育兼備創意能量、數位製播能力和通路管理技術之專才，並著重於服務與業務能力之養成，以強化學生就
業時與就業後之競爭力。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的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4730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一、二大發展領域：兒童美語教學、觀光休閒。兒童美語教學觀光休閒：以「兒美實務教學」、「兒美教材編制」與「兒美補教經營管理」
為重點發展方向。
　　觀光休閒：以「飯店觀光商務」與「導遊領隊訓練」為重點發展方向。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4731  吳鳳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artmen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為配合國家運動休閒活動的推廣，提昇民眾生活品質，為運動健康推廣與諮詢、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休閒遊憩事業經營
與管理等產業，提供專業人才。每年定期結合產、官、學界舉辦國際大型運動健康與休閒研討會，並辦理多場業界實務研習及講座，以增進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學生職場專業之技能。本系在人材培育規劃上分為兩大區域：
一、運動健康領域：以體育教師、運動教練、體適能指導員、健身指導員(教練)、幼兒律動指導員⋯等。
二、運動休閒領域：外(華)語導遊及觀光領隊、休閒渡假村管理人員、休閒運動指導人員、休閒SPA輔導員、休閒運動指導員(戶外體驗教育
、極限運動)⋯等。
4734  吳鳳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一、為符合台灣觀光休閒產業之特色及地區觀光產業特色，本系之課程安排以貼近產業發展為主軸，以休閒遊憩、觀光旅運管理二大領域為
課程發展特色及目標。
二、本系專業教室均採情境擬之現代e化教室，契合職場實務運作，專業軟體設備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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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5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一、培育兼具日語、管理與電腦知識之專業人士，並可跨足觀光旅運業之日語人才。
二、課程依據學生個人興趣，分為「語言文化」、「觀光」、「商業」等模組課程。
三、與國內外企業簽訂產學合作關係，於每年寒暑假選派學生赴日本及國內企業實習。
四、訓練學生日語能力，畢業具備日語檢定1、2級程度之實力。
五、輔導學生參加各類技能檢定考試，取得日語領隊、導遊等專業證照。
六、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4727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的教育理念與教育目標，在於充分遵照國家重點科技與產業升級政策，同時關心學生畢業後就業的需求，以安排「最後一哩」的課程觀
點，配合本校發展「安全」理念的策略，在教學與實習中導入與安全相關的實用觀念，據以擬定下列發展目標：
一、結合資訊與商務管理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培養學生具備資訊專業的就業職能。
二、結合資訊與商務專業領域的理論與實務技能，培養學生具備採購最適化資訊系統的應用能力。
三、結合數位與平面媒體的知識與技術，使學生在數位內容創作領域有編製與開發產品的「專案規劃能力」。
四、主動爭取專案建置經費，導入區域工商活動的發展需求課程，專門提供各種商務管理與商務資訊化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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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6-65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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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http://www.njtc.edu.tw/

南榮技術學院   Nan Je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447  南榮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招收對室內設計有興趣者投入，整合室內設計與建築設計之空間塑造與機能結構，強化電腦三度空間之模擬，並配合視覺多媒體製作以達到
商業行銷之需求。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餘依一般限制。
4576  南榮技術學院 觀光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觀光系採專業外語觀光導遊領隊，會議展覽專業人才，航空運輸業專業人才等課程為走向，因此課程規劃除外語能力訓練外，另輔以觀光方
面的專業知識，並且在課程中結合最新之業界資訊以因應業界人力之需求，更重要的是，觀光產業的文化適應特性極高，因此強化學生的人
文素養，國際觀與跨文明的知識教育，亦是不可或缺的訓練環節，亦可因應國際化之轉變。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餘依一
般限制。
4577  南榮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stration

企業管理系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之需要，培育實用管理人才、訓練創業能力或執行企業相關之行銷、生產作業、財務和人力資源等管理
專業知識，以結合理論與實務教學。本系目前細心規劃出以創業與創意、行銷管理、財務管理等三大核心課程模組為主要教育目標，課程內
容包括創意概論、行銷管理、財務管理、消費者行為、行銷規劃與策略、企業倫理、商事法運用、財務報表分析、組織行為、企業政策、顧
客關係管理等課程。主要辦學理念在於訓練學生面對各種不同問題時，能有蒐集、分析的能力，並提出改善問題的能力，也希望藉由三大核
心課程模組的設計提升學生的就業力、創業力。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餘依一般限制。
4578  南榮技術學院 應用日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1、透過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以訓練學生通過各級日語能力檢定。2、開設觀光日語、導遊日語、餐旅日語⋯⋯等相關課程
，讓學生能朝服務業及觀光餐旅業發展。3、結合日本姊妹校，提供學生相互交流的機會，創造多元的學習環境。4、各項活潑生動的學術
活動，讓學生寓教於樂。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餘依一般限制。
4758  南榮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招收對餐飲廚藝及旅館管理有興趣者，著重理論與實務之結合，遴聘業界實務經驗教師任教，搭配三明治教學（三年級必須至業界實習
一年），培養具備餐旅專業職能符合業界需求之人才。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一般即可）。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
表達能力。餘依一般限制。
4870  南榮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招收對多媒體網頁設計、3D動畫、基本資訊管理有興趣之創意人才加入。餘依一般限制。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餘依一
般限制。
4871  南榮技術學院 數位行銷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arketing

培育數位時代全能力行銷人才，讓想像力成為超能力，歡迎對行銷企劃、創新巧思、整合溝通有興趣之優質青年學才加入。須具備中文聽、
說、讀、寫及表達能力。餘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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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00B1
886-3-82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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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45 花蓮縣新城鄉樹人街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dahan.edu.tw/

大漢技術學院   Da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本校位於花蓮機場旁，交通便捷，環境優美。 二、本校創校30年以上，是東部規模最大的技職院校，有優良的教學經驗，與
時俱進的教學設備及堅強的師資陣容。本校以「就業導向」設計課程，著力產學合作，秉著「入學即就業」的理念辦學。三、本
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優先安排住宿。四、四技一年級新生需修習勞作教育課程。
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獎助學金、工讀機會可供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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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7  大漢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   Dept. of  Leisure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本系以培育有品味、高格調之優質適地適性的休閒事業經營與管理人才，創造與推廣優雅、適意與精緻
的休閒生活模式。除充實休閒遊憩與觀光理論之基礎知識，亦協助學生與產業界互動學習和交流，培育具休閒產業經營管理、遊憩資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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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部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二、本校實施服務學習教育、公民教育護照活動；男女兼收。三、本校距中山
高速公路新營(鹽水)交流道約3公里，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完善。 四、本校備有美食街、餐廳、超商及男女生宿舍，並裝設冷氣空調及校園無
線網路。 五、本校教室均為冷氣教室。 六、本校著重學術與實務教學，擁有合格術科技能檢定場。



發展，以及休閒活動規劃設計等領域之理論基礎與實作技能。培育具有服務熱誠及專業技能的休閒事經營人才，因此在課程規劃上，大一及
大二強調共同科目，並建立休閒及服務產業相關專業基礎，同時輔以語文及資訊之研究分析相關訓練，課程設計以追求理論與實務並重為原
則訂定休閒農業及生態旅遊管理、休閒事業經營管理及創意休閒生活三大學程為課程發展目標。
4610  大漢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系   Dept. of  Recreational Sports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本系課程發展培育目標:綜合理論與實務，培育具備全球視野、人才素養及休閒產業之專業運動指導人
才。灌輸學生正確商業倫理及職業道德觀，教導學生國際禮儀之涵養，強調實務與理論方法的配合，訓練學生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成
為休閒運動專業人才。本系依不同學制設計、規劃不同發展目標以符合產業要求，並且結合學校、師生與企業夥伴資源，以執行推動本系短
中長期計畫。本系教學方式也相當彈性多元，主要透過課堂講授、產業界專題演講、專業實習、企業參訪、作業報告與輔導取得證照等方式
。透過多元培育管道，讓學生達到知識成長與實務技能結合的目的。
4609  大漢技術學院 觀光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觀光事業是當前舉世公認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我國產業結構改變，台灣觀光產業的快速成長，人才培育
乃當務之急。在各界都期待下，本校於九十七學年度成立觀光事業管理系。本校位在全國著名的觀光景點，太魯閣國家公園入口，七星潭附
近。且花蓮觀光業蓬勃發展，花蓮縣政府也以”觀光”為施政的最大方向，因此更急需觀光專業人才之培育，以提昇花蓮及全國觀光水準
，進一步發展無煙囪的工業，積極提升國民生活品質與國家形象。離花蓮機場、鐵路都近的大漢將以花蓮特殊景觀及原住民文化導覽、生態
觀光為主。以培養觀光產業創意設計（如原住民文化）、領隊、導遊人才為目標。積極培育規劃國內外觀光活動、休閒規劃與文化生態觀光
等學有專精之管理人才。
4608  大漢技術學院 珠寶技術系   Dept. of  Jewelry Technology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具前瞻的學系花東地區盛產閃玉、藍紫玉髓、薔薇輝石等，提供了豐富之學習素材。◎珠寶技術系課
程規劃： 一、 基礎課程：創意思考、藝術欣賞、地質科學、地球物質、寶石學、光性礦物學。二、 必修科目：珠寶設計、珠寶鑲嵌、鑽石
學、數位珠寶設計、品牌設計與管理、行銷管理。三、 專業選修：色彩學、寶石優化、珠寶攝影、翡翠寶石學、珠寶價值評估、國貿實務
。◎豐碩產學合作能量珠寶系籌設期間，即執行為期一年之學研大型整合計畫。並與在地之嘉太、寶豐祥、寶東企業（台龍寶石博物館）等
簽訂產學合作計畫。◎未來展望本系將帶動玉石鑑定技術之推廣、珠寶設計與加工、寶石加值優化處理、知識社群經營，提供畢業學生多元
化之就業方向與視野。
4299  大漢技術學院 流通與行銷管理系   Dep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三、歡迎對流通行銷及開店有興趣的僑胞就讀。以物流技術教學為主體，連續十五年獲教育部評鑑第一
等，訓練學生使其具有物流技術及管理之能力。以電腦應用為輔。具有完善專題實驗室，提供學生實作之空間，便其理論與實務兼俱。推動
物流相關產業建教合作，提供人才培育及教育訓練。整體師資年輕富衝勁，教學活潑。94年起與中華民國物流協會合作，推動英國皇家物
流學會之ILT-1物流運輸專業證照之訓練課程，使同學畢業即能獲得物流專業證照。本系目前設有六個專題實驗室，分別為：RFID無線射頻
實驗室、自動化倉儲系統實驗室、電子標籤揀貨系統實驗室、電子商務實驗室、實習商店及全球運籌管理資訊中心等。
4298  大漢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企管系成立於1994至今成立16年，成立宗旨在培養術德兼修的管理人才。學生除了學習一般商業、金
融知識外，尤加強人事、行銷、生產、財務及資訊管理等專業能力，並隨時灌輸服務精神與企業道德，期使學生日後可成為實用管理人才
，以符合學生之生涯規劃暨公、民營企業及機關之需要。本系積極與企業建立實習關係，使學生能及早感受未來工作所需具備之專業知識與
特質，為拓展學生能及早接觸不同的文化及提昇國際視野，提升就業競爭力，僑生教育為本系重要發展之一。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4
886-3-865-3906
886-3-8653120

97498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268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tht.edu.tw/

臺灣觀光學院   Taiwa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llege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
●全國最優質的渡假村校園：結合各項生態資源，環境教育與休閒活動等要素，創造出可遊、可憩、可觀、可體驗的渡假村校園
，享受山與水的美景。
●全國一流的教學設施：結合世界最新潮適時更新各類觀光專業設施，擁有最多、最完善餐旅設備暨檢定場，培育最優質的學生
。
●全國最多專業技術師資：在全國技職院校中聘請最多位觀光餐旅業界技術教師(含國宴主廚阿基師)，擁有最豐富最先進的實務經
驗，專業技術教學全國一流。
●高關懷高倡導師長：從來到東台灣那一刻開始，有全人式開懷與照顧，有學長姊溫馨輔導、宿舍輔導員用心守護，全校師長均
以身教示現觀光服務業專業精神。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479  臺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一）教育目標：1.培育餐飲市場競爭所需的操作性實務操作基礎技能、職業、就業與科技知能。2.備妥在當前及未來餐飲職場中職涯發展
所需管理基礎能力。3.具備人文關懷及宏觀視野的素養餐飲達人。(二)課程目標：專業化、本土化、創意化與國際化，以各類飲品專業課程
為主軸，餐食製作課程為輔，串聯餐飲服務課程，將茶品認識與調製、咖啡專業入門、和酒類知識與品評，授予學生專業知識與特色技能的
培養，且為強化專業語言能力，佐以餐飲服務列為全英課程，更能符應學生未來餐飲就業、創業市場的多元化需求和應用。
4480  臺灣觀光學院 觀光旅遊系   Dept. of Travel Management

（一）教學目標：在培育中高級旅遊服務業專業經理人才，並朝向「旅遊事業經營管理」之專業領域發展，期望可強化東臺灣觀光大縣之觀
光專業服務人才，並協助培育地方產業服務人力，以提升地方服務品質並促進繁榮。（二）教學研究發展及特色：旨在培育具有國際觀、活
潑、專業、服務熱忱之中高級領隊、導遊、領團及旅遊事業經營管理人才。透過三明治建教合作，落實產學互動，深化學習效果以造就社會
可用之專業人才。採多元化教學，延聘具專業之技術教師，落實「技術領先」的技職教育理想。（三）就業發展:就業企業包括旅遊事業、
運輸服務事業、會議展覽事業遊樂園服務業、航空業及運動觀光業等。除了可擔任企業之基層幹部外，亦可從事行銷企劃、規劃設計、研究
發展等工作。並輔導考取交通部觀光局承辦之領隊、導遊人員證照。
4481  臺灣觀光學院 觀光休閒系   Dept. of Resort and Leisure Management

逍遙悠遊、極盡吃喝玩樂新美學，規劃出「渡假村管理模組」及「休閒活動規劃模組」二大模組。一、渡假村管理模組：休閒場館與設施管
理、遊客接待實務訓練、戶外休閒設施管理、餐飲、民宿、財務管理、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媒體公關與促銷活動等。二、休閒活動規劃模
組：團康活動規劃、休閒舞蹈、親子活動、陸上活動、水上活動、娛樂活動規劃、團隊建立與休閒農場等課程。本系各專業課程，皆有聘請
相關之業界師資授課，使學生於在學期間瞭解業界實務狀況，以期學生畢業之後，能夠立即就業發揮所學。
4482  臺灣觀光學院 廚藝管理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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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規劃：1.基礎學程：蔬果雕、中餐、西餐、烘焙、中式米麵、點心、飲料製作。2.進階技能：巧克力製作、拉糖製作、養生料理
、日式料理、套餐製作、宴會料理、融合料理。3.管理學程：成本控制、倉儲採購、廚藝規劃、菜單設計、餐飲法規、餐廳創業、行銷學。
4.情境實務學程：含校內、外實習暨實習餐廳經營。5.生活科技與人文藝術及外語知能與資訊應用學程。（二）發展特色：1.加強與業界建
教合作，開設專業廚藝講座。2.落實「一證在手，希望無窮」之終身技職理念。3.由三十年以上飯店實務經驗國內外專任師資授課。4.擁有
烘焙社、廚藝社、調酒社社團，辦理全國性廚藝競賽與參與國際廚藝競賽，獲無數殊榮。（三）做中學、學中做、實務為先的教學理念，輔
導考取專業證照，培育廚藝專業達人。
4483  臺灣觀光學院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一、系科簡介:培養旅館、餐飲、會展、娛樂規劃與管理人才；並具專業證照與業界經營的專業師資、教學與實務完美結合。二、核心課程
簡介:(一)旅館行銷管理組: 旅館設備與安全、宴會管理、財務管理、公共關係、業務管理與銷售技巧、會展管理、會展資訊管理、俱樂部管
理、事件行銷、進階餐旅行政管理、博奕概論、校內外實習等課程。(二)餐飲服務管理組：中餐烹飪、西餐烹飪、烘焙食品、飲料管理基礎
課程、餐旅創業概論、連鎖業經營管理、餐廳規劃與設計、進階餐服、宴會及會展餐飲..等。三、師資簡介:本系專任教師為皆擁有國內外碩
、博士學位以上具有專業師資擔任授課。是餐旅系定位的最佳諮詢角色，也是與產業結合的發展目標之重要橋樑，足以成為台灣旅館業發展
的後盾。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8
886-49-256-3489
886-49-2567424

5424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kut.edu.tw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本校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宿舍，為學生冷氣套房，可提供882個床位。學生宿舍並具備相當齊備之生活機能設施，如
：美食街、書局、健身房、娛樂中心等。僑生可優先住校。三、本校餐廳備有包括自助餐廳之各式平價餐點，提供同學多元且便
利的生活。四、提供各項獎助學金與工讀機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276  南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4277  南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4278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4701  南開科技大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第1類組   Dept. of Gerontechnolog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4736  南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申請本系應具英文聽、說、讀、寫流利。

4737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esign

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4091  南開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具備初級英文聽寫能力亦可。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3
886-2-8212-2000
886-2-82122199

23154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教務處

http://www.just.edu.tw/

景文科技大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
二、本校近年來完成圖資大樓及研究教學大樓，各種教學設備完善，各類教室均裝設冷氣空調及視聽設備，另提供校園無線網路
。
三、本校備有冷氣、網路等設施完善之學生宿舍，新生優先申請。
四、有關本校之各類教學資源概況及各項獎學金之提供，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just.edu.tw。
五、本校日間部學雜費為國內所有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中收費最低，工學院48,420元、商學院42,110元。
六、本校交通便利，有新店客運「綠10」經新店捷運線大坪林站至本校校門口，另安坑特一號道路已動工，屆時由安坑交流道到
本校門口僅需1分鐘，預計民國101年5月完工。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10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入學學生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工作。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2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Dept. of Hote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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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具校外實習之課程，入學學生需遵守完成所規定之實習工作。
四、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五、海外參訪研習為必修學分，入學學生需自費完成該課程。
4313  景文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4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5  景文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6  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7  景文科技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Tax Planning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8  景文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19  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Dept. of Environment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4322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3
886-4-2631-8652
886-4-26520314

43302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34號
招生組

http://www.hk.edu.tw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目前設有護理研究所、營養醫學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環境工程研究所、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食品科技研究所、化妝品科技研究所及健康事業管理研究所。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34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二）若領有殘障手冊者，因本系之日間部實習為必修科目，實習期間必須負擔幼兒之照護與安全維護，考生宜考慮完成該科目學習之可行
性。
4135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Dept. of Applied Cosmetology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宜。（二）辨色力異常及四肢嚴重障礙者，不宜報考。

4136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患有精神疾病及身體殘障與行動不便者，不得申請。

4137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Dept. of Senior Citizen Welfare and Business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宜。（二）心理、精神狀況、視覺、辨色異常、言語、聽力及行動有障礙防礙老人服務工作者
，請勿申請。（三）本系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因此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需至老人服務相關機構實習，考生宜考慮完成該科
目學習之可行性。
4138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Dep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宜。（二）心理、精神狀況、視覺、言語、聽力有障礙妨礙課業學習者，請勿申請。（三）課
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因此在三年級升四年級的暑假，安排學生至文化產業相關機構實習，無法實習者請勿申請。（四）課程規
劃分為：「文化基礎能力」、「創意轉化與科技運用能力」以及「文化實務能力」三部份。同時與中部地區大型博物館、文化中心、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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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地方文化工作室、藝文團體、數位創意公司等相關文化事業發展機構合作，聘請具實務經驗之業界人士，規劃文化相關專題，以培養學
生實務經驗。
4139  弘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舉凡對英語學門有興趣及身心健康者皆歡迎報考。

4140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Dept. of Hair Styling and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宜。（二）辨色力異常及四肢嚴重障礙者，不宜報考。

4958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ion Management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4726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t. of Health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BA)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若領有殘障手冊者，因本系之日間部大二專業見習與大四專業實習為必修科目
，見習及實習期間必須至校外參訪、實習，考生宜考慮完成該科目學習之可行性。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2
886-4-2701-6855
886-4-24527824

40721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教務處

http://www.ocu.edu.tw/

僑光科技大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一、本校男女兼收，提供男女宿舍申請。二、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文聽講能力。三、有關教學資源概況、
各系所簡介、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ocu.edu.tw）。四、提供健身房、撞球室、桌球室
、韻律教室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室內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另有多功能運動休閒中心及實習旅館餐廳興建中
，提供學生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五、校內不定期邀請明星舉辦演唱會、嘉年華
會及啦啦隊比賽等來豐富您的生活。六、本校位於逢甲夜市，鄰水湳經貿園區，近中部科學園區，求學、工讀及就業最方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89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ogistics(ITL)

以培育跨國界之全球運籌經貿專業人才為主軸，致力於育成具備高度專業知識力、國際語言溝通能力，以及兼備21世紀全球化敏銳度之新
時代商務人才。
4611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培育會計、審計及財富管理專業人才。

4612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培育具職業道德、服務精神、規劃分析能力和專業證照之財金人才。

4613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育理論、創新、洞察力且可精進經營管理實務的管理者。

4387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招收對資訊管理、價值管理、電子商務及多媒體方面有興趣之優秀學生。

4614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Marketing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行銷肺腑之中」、「流通千里之外」1.培養具備「優良人格特質」、「理論與實務兼俱」、「國際視野」學生。2.聚焦「創意生活行銷」
、「國際物流運籌」專業領域。3.重視校外實習與專業證照取得。
4388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本系分為觀光旅遊與休閒遊憩兩大主軸，設有完善的生態旅遊實驗室與實習旅行社及航空訂位系統ABACUS資訊教室。

4390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培育具語言專長以及兒童英語教學專業或國貿商務專業知識兼具之人才。

4615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一、師資齊全：多位老師留學日、德、美，助理教授逾七成，學有專精。二、適性發展：可以去外系選修10個學分課程，抵免本系課程。
例如，選修日文、德文。三、加強民、刑、訴訟法教學及到台中地方法院實習。
4391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深耕地方文化，放眼華人世界」，以華語文課程為主，文化創意課程為輔，致力培育具本土關懷與國際視野的華語文應用人才。

4616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配合產業未來趨勢，培育國家所需之優質資訊人才，除研究資訊科技之基本理論及其應用外，研究主軸以多媒體遊戲設計、互動式網頁、多
媒體內容、企業資訊系統為主，並結合資訊技術至其他領域如數學、工程技術以及數位創新產業等各領域。
4904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主要培養餐飲服務與基礎管理人才，並提升學生餐飲服務涵養 、餐飲經營知能及訓練中西餐廚藝、烘焙與調酒等專業技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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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2
886-2-2437-2093
886-2-24376243

20301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336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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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女生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校。三、必修服務學習課程。四、設有多項技術士乙、丙級考場。五、有
關本校各系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www.cku.edu.tw)。六、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七、學
校重點發展特色－健康產業管理，並設立北區第一所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470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入學學生須完成所規定之校外實習時數始得畢業，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病（如癲癇等）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請勿報名，以免影
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4469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4468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t. of Sport, Health and Leisure

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病（如癲癇等）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請勿報名，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454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Dep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行動不便、機能障礙、患有隱性病（如癲癇等）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請勿報名，以免影響將來學習及就業。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8
886-6-2727175#221
886-6-2050152

71003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4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ksu.edu.tw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一、 男女兼收。
二、 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89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Dept. of Spatial Design

依一般限制。

4088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Dep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依一般限制。

4084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

4589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依一般限制。

4085  崑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依一般限制。

4086  崑山科技大學 不動產經營系   Dept.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590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依一般限制。

4591  崑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依一般限制。

4628  崑山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依一般限制。

4633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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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2  崑山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位學程   Degree Program of Sports,Health and Leisure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7
886-2-77387708
886-2-89670149

22061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58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oit.edu.tw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三、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四、
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金，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瀏覽。（網址：http://recruit.oit.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51  亞東技術學院 工業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培育具有國際觀與系統觀之工業工程與管理及一般產業管理之學識及技術專業人才。申請條件依一般限制。

4511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 Commercial Design

設計產業已是世界各國發展重點，針對國家工商業設計產業需求，本系以培養學生創造思考力、美學知識，及具備國際設計觀與個人專業設
計訓練發展為教學導向，透過產學合作強化設計實務能力，培育未來企業設計人才。申請條件依一般限制。
4512  亞東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培育具備資通訊技術於現代化醫療及管理之應用，增進各健康促進領域之規劃與實作之能力，瞭解產業環境之變化並熟稔相關管理技能之健
康產業經營人才，並具備國際觀與人文關懷的管理人才。申請條件依一般限制。
4352  亞東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課程規劃涵蓋資訊技術、資訊系統、管理知識與計量分析等，希望培育應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分析與決策之資訊管理人才。並設計有數位
內容課程模組與資訊專案開發課程模組，協助進行課程深化，並搭配企業實習、專業證照與畢業專題，以厚植產業競爭力。申請條件依一般
限制。
4353  亞東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培育國際行銷及流通、零售專業管理人才，強化同學對國際行銷市場及流通零售的專業認識，符合現代企業之需求。申請條件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8
886-2-2273-3567 轉 688-693
886-2-22611462

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dlit.edu.tw

德霖技術學院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四技修業年限為四年，及格授予學士學位。二、備有男、女生宿舍供申請，全棟空調、網路設施。三、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及
工讀機會。四、本校軟硬體設備完善，教室全面空調，提供e 化的學習環境。五、辦理大專及技專校院就業(學)課程計畫。六、有
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dlit.edu.tw）七、本校交通便捷，鄰近北二高中和、土城交流道；可
搭乘聯營公車245、656、657及262直達學校；或搭捷運南港展覽館－永寧線至海山站由3號出口，再轉乘聯營公車656可直達學
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746  德霖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沿革與目標：本系前身為工業工程與管理科，設立於民國79年8月，於民國84年改制為企業管理科，並於90學年度增設企業管理系。對於學
生的培育目標為提供流通服務業態度良好、科技應用、創新觀念與注重職場倫理之全方位管理專業人才。
課程規劃：除了共同、專業必修科目外，並將課程劃分為四個模組，以利學生選擇有興趣且適合的課程修讀。1.行銷廣告模組，包括廣告學
、行銷傳播等科目。2.行政管理模組，包括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等科目。3.會計財務模組，包括會計學、財務管理等課程、並輔導會計
證照考試。4.資訊e化模組，包括ERP、電子商務、商業自動化等課程，並輔導電腦軟體應用、EPR與網頁設計等證照考試。
4754  德霖技術學院 國際企業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本系主要培育學生具備「貿易操作能力」、「展覽行銷能力」，以供應專業商務人才的殷切需求。就學過程採用「作中學，學中作」的模式
，安排學生校外參訪、企業實習、專案實作、證照輔導等課程來連結理論與實務間的距離。
4747  德霖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一、培育目標：畢業即就業，鍛造國際餐旅業界優質人力與發展微型創業競爭力。二、招生學制：於92年成立，招生學制含日四技、夜四
技、夜二技、在職二專。三、課程模組：採嚴密且創意之課程規劃，分為「旅館管理」、「餐廳管理」模組。四、課程科目：旅館管理、客
務房務、餐飲服務、餐飲管理、中西餐廚藝、烘焙、調酒、吧台、會議展覽、校內外實習、Fidelio、專業管理課程、專題論文。五、教室設
備：中西餐烘焙廚藝教室、實習烘焙工廠、實習酒吧、實習旅館、實習客房、實習廚房、實習餐廳、餐服教室、電腦多媒體教室。
4748  德霖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系   Dept. of Culinary Arts

本系以培育學生具備餐飲廚藝專業技能、行政管理與創意開發等能力為教學使命，除此以外，本系亦培養學生成熟的人際關係，希望學生具
備表達、溝通、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之能力。進而提昇學生之素養及繼續進修能力，奠定職業與學習生涯永續發展基礎。
4749  德霖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本系以全方位、多元化的休閒事業課程為核心，輔以健康知能及休閒技能等專業課程，對未來進修及就業學生奠定紮實根基；結合本校學區
特殊自然生態及文化特色，加以整合以符合學生興趣及需要。配合休閒相關產業、養生村、主題樂園、休閒農場、渡假民宿、國內公園導覽
解說、遊樂區、餐飲飯店、旅行業、溫泉休閒會館、運動俱樂部、運動行銷、各縣市之運動、休閒健康中心等之發展趨勢，傳授全方位之學
識理論與實務技能，加強服務態度之培養，提昇學子多方位才能，並期每位學生在畢業前能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4755  德霖技術學院 不動產經營系   Dept.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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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育具備良好工作態度、專業知識與技能，並具備國際市場觀之不動產基層實務專業人才」作為教育目標，為北部地區唯一專門培
育不動產專業人才之技職系科。
本系教學強調技職教育實務技能之特色，提供學生暑期及校外實習機會。除與國內知名企業建立產學合作關係外，並規劃帶領學生進入大陸
房地產市場，增加就業市場選擇機會。
本系課程規劃以不動產經紀為重點，培育專業不動產行銷、仲介人員，並規劃有代書、估價及物業管理等課程。除培養學生具備不動產專業
知識及技能外，並輔導學生取得相關證照，同時具備參加政府部門公務人員考試之實力。
本系以國內及大陸為目標市場，產學合作關係密切，實務課程內容豐富，業界教師人才濟濟，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培育學生具備掌握
市場實務能力、建立職場接軌機制，達到迅速進入職場就業之目標。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7
886-8-7799821
886-8-7782663

91202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國際交流處

http://www.meiho.edu.tw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Meiho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
宜，請參閱本校資源網。（網址www.meiho.edu.tw）四、建立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符合時代潮流之通識課程，以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之需求。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013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t. of Finance

本系結合課程理論與實習，輔導學生報考財稅、會計、財金與TQC等相關類別證照，學生畢業後可從事稅務會計、租稅規劃或金融業等相關
工作。
4021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學生在學期間工讀與實習機會，輔導學生報考TQC、MOS、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TBSA商務企劃能力初級檢
定、就業服務技術證照、理財規劃人員等證照。培養學生畢業後可從事生產管理、電子商務、業務行銷、企劃人員、一般行政、人力資源管
理師、理財專員等工作。
4005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Dept. of Health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有悠久歷史、優良師資與完善新穎的教學設備。輔導學生報考病歷管理師、疾病分類技術人員、病歷資料管理師、醫學資訊管理師、醫
務管理師、健康促進管理師、C級與B級體適能運動指導師等相關證照。放眼未來發展趨勢，健康事業為目前最被看好的產業。學生畢業後
能在健康事業相關產業一展長才，更能成為未來健康產業發展的重要人才。
4065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本系於1995年創立，歷史悠久，歷年來接受教育部評鑑皆榮獲一等佳績。培育了無數優質且深受業界肯定的幼教老師與專業保母人員，附
設托兒所更於2010年榮獲幼教金球獎「幼鐸獎」的肯定。近年亦規劃本系學生選修社會工作系相關課程，讓學生在報考證照與就業方面有
更多選擇。
4438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美容系   Dept. of Beauty Science

本系為全國第一所以「美容系」命名的大專科系，已成立滿12年，並連續三次經教育部專業評鑑皆榮獲一等。擁有最尖端最完善五星級的
美容專業儀器設備與優良師資，並與國內多家知名美容美體、醫美中心及美髮連鎖企業建教合作。為培養學生「美容」整體領域之專業技能
，以美膚及美體保健相關領域之學理及實務課程設計為主軸，彩妝及造型設計相關領域學理及實務課程設計為支軸。所培育美容美髮種子選
手參加國內外競賽屢獲佳績，成績顯著。患有色盲、視聽障礙、肢體障礙、精神疾病及法定傳染病者，報考美容系宜慎重考慮。
4051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透過模組化課程設計落實證照輔導融入教學與實務專題製作，輔導學生取得與職場接軌之資管相關專業證照以及強調學生實務實作能力
。學生可報考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TQC(專業級)、IC3、電腦軟體應用(丙級)、網頁設計(丙級核心證照、MOS大師級)、ACA、MCTS、
CCENT、CCNA...等專業證照，畢業後可投身於資訊產業與管理服務相關領域之工作。
4072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   Dept. of Recreational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

本系結合專業課程與實務，輔導學生報考導遊領隊、運動場館經理人、運動經理人、運動傷害防護員、運動急救員、體適能指導員，游泳教
練、救生員、國際潛水教練...等專業證照，學生畢業後可投入相關產業。
4079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Dept. of Social Work

社工系是培育助人專業的科系，本系師資優、設備佳、產學研究豐碩。目前及未來台灣的社工員職缺供不應求，學生畢業後，除可至公部門
、民間社福單位擔任社工員(師)，亦可至企業單位擔任企畫師、公關等工作。
4006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健康產業資訊科技系   Dept. of Health Indust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本系結合本校健康暨護理學院相關系所之教學資源與健康照護特色，將證照與課程結合，以CCNA證照、IC3證照、單晶片乙級認證、電腦
軟體設計乙級、醫療資訊管理師等證照為訓練目標，培養學生具備健康產業所需之資訊科技能力，確立職場發展優勢。
4012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本系結合課程理論與實務，輔導學生報考食品技師、食品檢驗分析乙(丙)級、食品管理、中餐烹調技術士、烘焙技術士、中式點心技術士、
營養師、中餐烹調技術士、烘焙乙(丙)級、中式點心技士...等相關專業證照。本系附設「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亦可提供學生工讀機會
。
4436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餐旅管理系設有中餐、西餐(含鐵板燒)、烘焙、飲料調製、餐服、HACCP實習廚房與餐廳等專業實習教室](含國家級合格檢定考場)、並聘請
多位業界專任教師，指導專業技藝與考證。以健康養生為導向，培育餐旅專業管理與實務應用人才，以符合餐旅業發展需求。
4437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珠寶系   Dept. of Gemology

珠寶相關產業約可分十一類，流行飾品、藝品、珠寶首飾、玉器雕刻、銀飾、鋼飾等都包含在內，每年產值約七十億新台幣，從業人口幾十
萬人，是一個龐大的產業。本校珠寶系為全國首創，擁有專業師資及最先進的專業教室及儀器設備，提供完整課程（寶石鑑定、鑽石鑑定分
級、美學概論、珠寶設計、行銷學、珠寶攝影、珠寶店舖公司經營管理等學科），畢業後可從事珠寶相關行業之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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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4
886-2-29097811
886-2-22964276

24305 台北縣泰山鄉黎明村黎專路2之2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lit.edu.tw

黎明技術學院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並實施服務學習課程，本校設有畢業門檻及相關輔導機制。
二、實施新生英文分班授課。
三、備有學生宿舍，全天候空調、宿舍網路，舍監、教官住校輔導，僑生申請可優先住校。
四、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www.lit.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79  黎明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培育具有潛力且有志從事企業管理相關實務工作之要求。二、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4668  黎明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一、配合個人興趣，培育實務專業技術人才。二、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4522  黎明技術學院 觀光與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一、配合產業發展人力需求及產業專精化服務精緻化之趨勢，以培育具備觀光、餐飲及旅館管理專業知識之中、高階管理人才。
二、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6
886-3-610-2212
886-3-6102214

30015  新竹市香山元培街306號
教務處

http://www.ypu.edu.tw

元培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空調設備、網路等先進設備學生宿舍。全校採用空調、視訊及網路三合一E化教室。三、僑生可優先
住宿。四、收費項目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對於經濟困難學生，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金：（一）清寒獎助學
金：每學期均可申請，名額不限。（二）急難救助金：凡學生家庭突發重大變故，致影響其生活與學業時，均可獲直接協助。
（三）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學生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四）工讀助學金。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262  元培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263  元培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264  元培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管理系   Dept. of Applied Finance

依一般限制。

4265  元培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依一般限制。

4266  元培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t. of Applied English

依一般限制。

4267  元培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   Dept. of Health and Leisur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542  元培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Dept.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5
886-2-26585801
886-2-27991368

11451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takming.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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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
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校。
三、位於台北市，緊鄰內湖科技園區，搭乘捷運文湖線至西湖站下車步行約5分鐘可到達。
四、教學設備完善，學生可以無限上網，餐廳多樣化且周邊生活機能便利；學生宿舍提供冷氣與宿網。
五、學士班新生必修習服務學習一學年課程，且均需參加英文E-lerning網路學習、英文課程採分級分班授課。
六、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基本技能認證及各系專業認證，始能達到畢業資格；另本校各系亦有實施校外實習的課程。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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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設有急難救助金，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等協助措施。
八、學校之教學資源概況，請查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takming.edu.tw）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9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69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69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物流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698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Program of Chain Stores Management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699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63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Exhibi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63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41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41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41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 Financial Management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418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1.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及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3.餘依一般限制。
4419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1.部份課程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具有台灣高中生以上之英文程度。
3.視、聽覺嚴重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4.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4
886-3-857-2158
886-3-8578941

97005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註冊組

http://www.tccn.edu.tw/front/bin/home.

慈濟技術學院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二、修業年限四年，條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男女生兼收
。四、收費項目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對於經濟困難學生，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金：（一）清寒獎助學金
：每學期均可申請，名額不限。（二）急難獎助學金：凡學生家庭突發重大變故，致影響其生活與學業時，均可獲直接協助。
（三）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學生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四）工讀學生獎助學金。（五）教育部中低收入戶學生之
各項補助措施。六、本校學生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七、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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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  慈濟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Dept.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培養具人文素養之優秀醫務行政幹部。重度肢體障礙或嚴重視聽覺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4326  慈濟技術學院 會計資訊系   Dept. of Accouting Information

培養具有人文素養與會計職業道德之優秀會計專業人才。重度肢體障礙或嚴重視聽覺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0
886-7-6939514
886-7-6936946

82941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110號
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

http://www.tf.edu.tw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Tung Fang Desig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宿舍，僑生優先住校，另設有「外國學生獎學金」供申請。三、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四、本校迄今已舉辦過多場國際性的學術活動，其中與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等進行多場學術交流及國際
合作研討會，例如馬來西亞新紀元藝術學院（NEW ERA College）、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學術交流合作成效顯著。五、本校辦學卓越榮獲教育部補助多項國際專案計畫，如「邁向新世紀，打開華文設計世界之窗」
國際合作活動、「國際整體造型研討會」、「國際漢字海報邀請展」、「國際華文石鼓設計大賞」「華文世界向美走-發現亞洲設
計之美、國際研習營」、「國際亞洲設計教育研討會」成效顯著。六、本校榮獲國際平面設計大師福田大師捐贈近億元藝術作品
供本校教學研究並成立「福田繁雄設計藝術館」，提升本校設計教學品質。七、本校交通方便近高速鐵路、鐵路、高速公路、機
場，生活機能設施完善便利。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249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影視藝術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rts

以影視多媒體製作理論與技術為基礎培養學生具備藝術創作及影視傳播領域實務應用能力。
培養敬業樂群、創新卓越、理論知識與實務操作兼備之動態影像內容創作和製作之傳播藝術與表演經紀人才。
4451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美術工藝系   Dept. of Arts and Crafts

為培養學生具備視覺美術設計與工藝設計之創作能力及專門技能。

4452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流行商品設計系   Dept. of Product Design

為培養學生具備設計創新能力，並結合流行設計與傳統工藝創造設計的新趨勢視野。

4455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為培養學生具備餐旅管理、旅運管理、休閒遊憩管理優秀人才。

4456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系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為培養室內、景觀及建築等空間專業設計能力，同時面對社會文化意涵之空間設計人才。

4156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餐飲管理系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為培養學生具備餐飲管理、餐飲食品製作之優秀人才。

4160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Dep. of Cosmetic Applications and Management

培育化妝品科技與整體造型設計之專業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5
886-8-723-3733
886-8-7233794

909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316號
國際事務中心

http://www.ytit.edu.tw/

永達技術學院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一、男女兼收，四技修業四年。二、本校圖書教學設備完善，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電腦教室、各系有專業的視聽教室，並
設立體育健康休閒中心，具備室內溫水游泳池、三溫暖、SPA水療⋯等休閒健身設施，提供師生課餘休閒活動。三、對經濟上有
困難的海外僑生及港澳生提供各項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另有多種工讀機會提供學生申請。四、本校備有設備完善的男女生宿
舍，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29  永達技術學院 時尚美容系   Dept. of Fashion and Cosmetology

■傳授專業知能，培養美容美髮專業管理技術人才。
■指導規劃創作流程理念，落實培育時尚美容彩妝流行領導者。
■培育儲備美學應用及創意人才，提升時尚美學專業素養。
■強化學生時尚美容的應用與實務開發能力。
4329  永達技術學院 企業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課程特色：
1.餐飲連鎖經營課程模組2.通路與門市服務3.餐飲實務4.創業學程5.企業經營模擬。
升學與就業：
可從事餐飲服務業、觀光休閒業、通路物流業、連鎖型企業之餐飲作業、休閒服務、行銷、專案管理、經營與改善企畫、微型企業與創業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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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1  永達技術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本系目標是培育觀光休閒產業行銷及旅行業經營管理之專業人才，並配合產業界做校內外實習，達到訓用合一的效果。

4332  永達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教授計算機處理資訊之理論與技術，使學生具備應用與開發商業資訊系統之能力，並培養資訊倫理觀念與服務。特色為管理課程與資訊科技
課程並重、加強多媒體、網路管理、程式與資料庫管理的設計與應用、輔導技能檢定、專題製作，並輔導學生升學。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3
886-2-89415102
886-2-89415192

23568 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教務處校際合作中心

http://www.hwh.edu.tw/

華夏技術學院   Hwa Hs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
選填。四、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將影響實務操作及學習，請審慎選填，餘依一般限制。五、本校位於台北縣中和市，臨近北
二高、捷運南勢角站並有公車直達校門口，交通極為便利；學校附近即有著名的滇緬小吃街、興南夜市、圓通寺、烘爐地等國際
觀光景點，中央圖書館分館亦在學校附近，生活機能十分完備。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金等相關事宜，請參閱本
校網址：http://www.hwh.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473  華夏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以資訊技術應用為發展特性，配合政府推動「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計畫，結合產學合作與專題製作，發展物業管理資訊化及數位生活
應用特色學程，培育學生具備有商業技術與資訊技術的專業人才。
4474  華夏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本系以「微型創業」作為發展特色，培養學生具備微型創業能力，進而具備擔任微型創業的諮詢與顧問角色，包含創意服務、專業諮詢、科
技服務、補教照護、生活服務等；並培育學生應用資訊技術，輔助企業創新與管理能力，鼓勵同學利用專題製作課程參與產學合作，增加實
務經驗，使學生學習新創事業支援服務與創業所需之商務支援服務。
4985  華夏技術學院 資產與物業管理系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sets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本系三大發展特色分別為資產管理、設施管理與建教合作；在資產管理方面發展商場及飯店物業經營管理並輔導學生取得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不動產經紀人以及不動產估價師等專業證照，在設施管理方面發展資產現況評估技術以及智慧建築設施維護管理，並輔導學生取得公寓大
廈事務管理人員、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以及設備安全管理人員三張證照；建教合作方面與國內外知名物業管理企業建教合作，將應屆畢業
生送往業界實習一年，提高畢業後就業率成效顯著。同時，本系所為全台灣唯一一所通過百年歷史「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物業管理國際課程認證之大專院校系所，資產與物業管理系畢業生將可取得「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專業會員認證資
格，其地位等同英國的「物業管理師」。
4476  華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本系旨在培養具有藝術設計創作與電腦媒體科技的整合能力的創意人才，重視學生之人文素養、創意思考與科技整合能力。在教學上，以影
音動畫、遊戲設計、多媒體網頁設計為主軸。在實務培訓上，與本校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企業管理系等組成整合性之數位內容學程
，同時加強與業界交流、參加設計展覽、推動產學合作、擴展國際合作與交流等發展方向。
4475  華夏技術學院 室內設計系   Dept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本系在發展樂活設計示範空間，整合全人關懷空間及健康環境設計，配合實務專題課程，傳達創意設計之理念；並融合美學、人文與工學
，關懷地域環境、兼具國際思維；發展文化空間與室內設計課程，應用電腦動畫、虛擬實境等媒體輔助設計與表現，輔導同學取得電腦製圖
、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檢定、照明設計師等專業證照。
4984  華夏技術學院 建築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1.「建築文化空間設計」：培育具備建築規劃與空間設計之實務專業人才。透過多元設計領域的訓練，開擴知識視野，融合美學藝術、人文
關懷與工學邏輯；關懷地域建築環境，兼具國際建築思維。發展建築文化空間設計課程，應用電腦媒體輔助設計與表現，培養學生成為「創
意的設計人」。
2.「永續建築技術設計應用」：以「永續建築」為本，強調節能、生態、環保、健康、永續與建築設計之關聯。建構永續綠環境設計及技術
課程，發展永續建築研究與建置綠建築示範空間；透過永續建築設計、實習、專題研究課程與應用電腦媒體進行模擬分析，傳達永續建築理
念與知識；培養學生成為「專業的建築人」。輔導同學取得建築電腦繪圖、建築製圖、室內設計技術士檢定、建築師等資格。
4721  華夏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osmetology

本系以化妝品科技及整體造型設計為發展重點，化妝品科技及彩妝技巧兩部分學理知識的傳授與美容專業技術能力的養成成為主要教學主軸
，配合本校資物、企管及數媒等系各方面的成果，營造出本系『天然、健康、美學』的獨有特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7
886-5-2223124
886-5-2225175

60005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253號
教務處註課組

http://www.ttc.edu.tw

大同技術學院   TATU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學校發展特色
1.本校創立於民國五十二年，原名「大同商業專科學校」，為雲嘉南地區最早設立的商業專科學校，九十二年改制為「大同技術學
院」，設有嘉義市校區及太保校區。
2.本校自創校以來均以嚴謹態度辦學，重視全人教育，畢業生深獲各界好評。
3.本校為配合社會經濟發展及環境改變，近年來陸續成立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幼兒保育、餐飲管理、多媒體設計、視覺傳達設計
、美容造型設計、社會福祉與服務管理、運動健康與休閒、流行創意商品設計學位學程、婚禮企劃與設計學位學程、旅館管理學
位學程等新系科學位學程，除原有商管學群外，朝餐旅、民生、設計等學群的方向發展。
4.本校強調建教合作、輔導英語及專業證照考試、開設實務與應用課程、規劃就業學程，採取三明治教學與暑期實習，以落實技職
體系務實致用之教育目標。
5.「成為精緻且具地區特色，以培育商管、設計及服務領域之技術實用人才為主的科技大學」是本校的發展目標。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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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767  大同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一、 成立沿革：民國96年成立「視覺傳達設計系」，招收日間部四技新生一班。民國97年招收日間部四技新生二班。民國98年招收日間部
四技新生三班。二、 課程規劃：培育學生具備影音、動漫等新媒體核心領域，本系核心專題組別為「數位動漫製作」「數位影音製作」二
大專題組別，讓專業知識與實務產學技能結合，深化學生在科技、藝術、文化之修養，期使學生具備多元化與國際化的設計發展能力。三、
發展特色培育學生朝向國際新媒體製作與國際動漫發展成為國內首座動漫基地並於數位影音產學深度合作，同時加上數位產業行銷技術讓學
生在國際規格的產學合作下而設計的課程中深入學習新媒體領域。
4768  大同技術學院 美容造型設計系   Department  of  Styling  n  Cosmetology

◆教學目標：近年來科技發展迅速，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消費者注重生活品質和消費觀念的提升，對於產業界之設計、行銷與管理結構均
造成重大衝擊。各種產業紛紛轉型與升級，期能推陳出新並加強知識經濟型的培訓與管理，藉以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其中美容造型設計之
市場雖也隨著流行科技迅速開發而蓬勃發展，卻因美容、塑身及服飾造型等相關行業之從業人員升學管道缺乏，以致於專業整合性不足，使
業界良莠不齊。有鑑於此，本校配合民生學院籌設規劃出美容造型設計系，奉教育部核准於九十六學年度辦理招收新生五十名，未來依實際
需求逐年彈性增額錄取，藉以提升國內美容與造型設計相關產業層級，提升國家競爭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5
886-2-28102292
886-2-28102170

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
招生組

http://www.tcmt.edu.tw/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Taipei College of Maritime Technology

一、學校位於大台北地區，交通便捷由中山高速公路至重慶北交流道口下，到本校約10分鐘。二、上課地點及公車路線：(一)士林
校區(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212號)：215-台北火車站承德路、紅R10-捷運劍潭站、公車    2-台大醫院、公車536 (石牌
、榮總)。(二)淡水校區(251台北縣淡水鎮濱海路3段150號)：紅R23-捷運紅樹林站、紅R38-捷運淡水站。三、備有男、女生宿舍
，具中央空調、網路、設備完善。四、提供高額入學獎助金與各類獎助學金，鼓勵學業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另設立各類獎助學金
協助家境清寒及成績優異同學完成學業。五、設有學生聯合服務中心，提供單一窗口以網路化服務全校師生及校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487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空物流與行銷系（淡水校區）   Dept.of Air&Sea Logistics and Marketing

依一般限制。

4489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旅運經營管理系（淡水校區）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Tourism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490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淡水校區）   Dep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Science

本系延聘業界經驗豐富之專業教師，培養具有視覺美工、電腦科技與企劃創作的整合能力之數位娛樂人才。餘依一般限制。

4491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士林校區）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492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休閒觀光系（士林校區）   Department of marine leisure and tourism

依一般限制。

4493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系（士林校區）   Department of Aquatic Sport and Recreation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2
886-7-342-6031#2131
886-7-342-5360

80793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wtuc.edu.tw/

文藻外語學院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學士班僑生可以提出申請住宿。三、本校設有華語中心，協助僑生學習華語與文化。
四、本校設有國際合作交流中心，協助僑生入學前的接機與校園環境介紹。五、設有學務處，協助僑生就學的生活輔導與心理諮
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302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Dept. of Applied Chinese

有身心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303  文藻外語學院 翻譯系   Dep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有身心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304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有身心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541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事務系   Dep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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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心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305  文藻外語學院 資訊管理與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有身心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4306  文藻外語學院 傳播藝術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Arts

有身心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8
886-2-82093211
886-2-82091468

33306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300號
國際事務暨公共關係中心

http://www.lht.edu.tw/

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本校於民國五十六年籌資創校，迄今已歷四十餘年，於九十學年度奉准改名為「龍華科技大學」，為北區第一所私立科技大
學。
二、本校位於新北市新莊、迴龍地區，近台北捷運新莊線終點站，交通便利，
三、全校冷氣教室及網路化男、女生宿舍，校區無線網路。
四、本校與美、日等知名學校簽署交換學生或雙學位協議，享有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之優惠待遇，本校另依獎學金核給規定，每
學期補助參與學生5 至15 萬元之費用。
五、本校每年遴選約50 位競賽或社團績優學生，免費參與國外姐妹校參訪、研習及交流，以擴大學生國際觀。
六、為提昇學生畢業後就業競爭力，學生畢業門檻詳網址
http://www.lhu.edu.tw/f/gd/gd.htm。
七、本校連續6年（95-101年）獲獎勵教學卓越計畫，累計獎勵金額達3億8,685萬元，為北區私立科大第一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879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據培育目標規劃四大類課程，培養電腦網路、軟體發展、資料庫，以及產(企)業電子化等專業資訊管理人才。

培育目標
1.培育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界所需之軟體發展及維護、網路規劃與管理、資訊庫管理與應用，以及產(企)業電子化整合應用等專業資訊管理
人才。
2.養成學生獨立思考、學習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3.加強學生表達溝通、團隊合作與外語之能力。

發展特色
1.重視倫理與服務學習
2.強調就業力
3.創新創意與資訊管理結合
結合國際I.T.專業證照，要求學生在畢業前須取得至少一種國際I.T.專業證照，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建立學生之就業競爭優勢。
4880  龍華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培育目標
工業管理系以培養產業及企業所需之具有國際化、整合能力、資訊科技、以及改革創新能力的全方位管理人才為主要目標。舉凡B to B (企
業對企業)領域中所需要的管理實務，例如企業資源規畫、供應鏈管理以及顧客關係管理等，皆為本系主要發展特色。

發展特色
因應現今產業發展趨勢及本校快樂學習『123』的校務發展特色，本系特別規劃兩項跨院系學程：製商整合學程與供應鏈資訊化學程，及三
項學系特色課程：行銷流通特色課程、工業工程特色課程及經營管理特色課程，來協助學生獲取第二專長及提升實務經驗。經由與企業進行
產學合作案，建立實務教學特色，並提供學生參與企業實習及建立正確職場觀念，將有助於學生日後繼續升學、出國深造、或自行創業之準
備。
4881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培育目標
�本系的主要目標在於培育國際商務專業人才。除培養學生商管之基礎判斷分析能力以及專業語文溝通能力外，同時加強學生國際商務相關
之進階專業理論與實務的知識與技能。
    課程內容設計以現今國際商務發展相關之學理科目為軸心，特別著重國際商務理論與實務之配合、國際市場之研究與開發、國際營運與
國際行銷能力之涵養、金融財務管理以及電子商務之應用，使學生具備國際商務管理能力、成為具有國際觀的專業國際商務人才以因應全球
競爭的挑戰。

發展特色
1.�國際市場研究與開發
2.�國際商務英文學習與應用
3.�商務資訊應用
4882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培育目標
    培養學生基本的財務金融專業知識，並加強學生語文、金融相關法規與多媒體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以期培育全方位金融人才。

發展特色
    為因應金融控股公司之成立及金融業務整合之趨勢，本系開設金融、財務及保險三大領域之課程，並加強學生語文、金融相關法規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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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使學生於金融各領域可均衡發展。
1.理論與實務並重：著重財務金融專業理論外，亦注重實務應用，強調專題製作。
2.證照制度：輔導與鼓勵每位學生畢業前均需取得證券、金融與保險等相關證照，以跨越就業門檻。
4883  龍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培育目標 　　
本系著重於管理領域之規劃、整合、執行與創新等能力之激發，結合理論與實務，並以個案研討、實作與演練方式，使學生從中學習與體驗
。

發展特色
課程規劃，包括三大面：
1. 管理技能課程：人力資源、財務、行銷、生管研發等。
2. 特色實務課程：電子商務、網路行銷、運籌管理、顧客關係管理等。
3. 任務導向課程：研究所升學、高普考、證照等。
此外，為因應資訊網路與國際化趨勢，不僅加強學生語文能力與科技運用，同時更培養學生之人文素養並提昇個人專業能力，以其成為具備
宏觀與競爭優勢的企管人才。
4884  龍華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本系擬定五大重點特色為現階段及未來努力發展之願景: (一)多元化學習(二)國際學術交流(三)多元證照(四)產學合作(五)專業志工服務與實習
。設計四年一貫之課程，以落實學生之基礎語文能力及溝通能力，第一、二學年著重基礎語言教育，包括聽、說、讀、寫、譯之基礎語言訓
練課程。專業領域分為『英語教學組』及『商務經貿組』兩學程，使學生應用語文於此兩領域，以紮實自身之外語溝通及應用能力。第二外
語文包含日、西、法等語言之學習。產學合作計畫，使學生獲得實際實習機會。專業志工服務學習，展現學生人文關懷精神。而海外研習及
交換學生機會，可擴展國際視野及培養世界觀。
4885  龍華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Science

培育目標
『數位內容產業』為政府列入「兩兆雙星」的重點發展產業，為因應 多媒體相關產業之未來大量人才需求，本校設立「多媒體與遊戲發展
科學系」 以結合資訊科技、人文與藝術領域專長，期能培育數位遊戲、電腦動畫、網路多媒體、數位影音應用等整合性技術人才，以達到
資訊軟體開發的理性思維與設計創意之感性訴求並重的培育目標。

發展特色
本系已成立「MAC 多媒體實驗室」、「多功能遊戲展示及PC遊戲教學教室」、「數位攝影棚」、「數位內容後製作室」、「遊戲設計實驗
室」、「數位錄音室」「遊戲測試暨專題製作室-四間」、「數位內容教學實驗室」。以發展「線上遊戲」「互動式多媒體」「虛擬實境」
「3D遊戲引擎及電腦動畫」及「行動內容」為主要發展特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1
886-4-2496-1100#6111
886-4-24961174

41280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11號
招生事務組

http：//welcome.h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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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校內備有男、女生宿舍，全宿舍均有冷氣設備；僑生均可優先住宿。三、全校冷氣教室。四、本校訂有服務
學習辦法，日間部新生每週需修習二小時零學分服務學習課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459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一、【選系說明】
  本系招收高中或高職畢業生，以培養下列人才為主：
  (1)具有經營管理及國貿之人才，可進入企業界，擔任管理人員或自行創業。
  (2)具國際會展暨觀光休閒管理之人才，可進入企業界，擔任領隊、觀光旅遊及休閒市場之管理人員或自行創業。
二、【入學限制】
      無特殊限制
4460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inancial Management

1.歡迎有興趣從事理財投資和金融企劃行銷的青年學子。
2.限制:無。
4461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一、本系招收對企業人力管理有興趣之學生，在選才、育才、用才等人事
    管理領域，提供企業、人力銀行、人力仲介之基礎人力培育。
二、限制：無。
4462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4464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一、【選系說明】
 本系招收高中或高職畢業生，以培養下列人才為主：
   1.進入英語學習相關行業，成為優秀英語教學人才。
   2.導覽國內外風景名勝，成為觀光旅遊人才。
   3.負責商務工作，成為公司行號的行政人才。
   4.協助公司處理國際商務工作，成為英文秘書人才。
二、【入學限制】
  無特殊限制
4465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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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系說明】
本系招收高中或高職畢業生，以培養下列人才為主：
 (1)具備中、高級日語能力。
 (2)具備各類商業專業知識與技能，未來得以投入商業市場（日語秘書或業
務助理）。
 (3)具備專業觀光休閒旅遊之知識，未來得以投入觀光�遊市場（日語導遊或領隊）。
二、【入學限制】
     無特殊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6
886-2-24237785
886-2-24293639

20103 基隆市義七路40號
註冊組

http://www.cit.edu.tw/

崇右技術學院   Chungy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本校位於基隆市中心中正公園旁，是一所「公園裡的學校」，因應國內產業對專業人才需求趨勢，系科發展分「設計」、「商管
」及「生活應用」三大學群，同時跨領域整合規劃特色課程與學程，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內容，培養多項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滿足企業所需之人才，學生畢業即具有就業能力。

100學年度增設影視傳播系，與數位媒體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系，共同培育具備影視傳播、網路傳播、數位技術應用、動畫角色創
作、數位創意等相關傳媒從業能力與文化創意專業技能人才，成為產業人才培育重要支柱。

本校教室皆有完善e化設備及冷氣，智慧型校園網路，學生可享受無線上網的便利，各系專業教室設備新穎，聘請業界實務專家協
同教學，輔導學生校外實習，務實的教學內容，將學習與職場接軌，幫助學生就業順利。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638  崇右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經營系   Dep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教學目標：
配合本校「創意、創新、創業」之三大發展重點核心，訂定本系之發展目標，從休閒活動（休閒農業、運動休閒）規劃、觀光導覽活動設計
及餐飲與旅運管理等課程教學中，培養學生具備休閒產業之專業技能與經營管理能力。規劃實務體驗課程，實習學分之修習，取得業界實際
經驗，以培育出理論與實際教學並重之優秀人才。
課程規劃：
重點特色課程：主題式休閒（休閒農業、運動休閒）、觀光導覽活動設計及餐飲與旅運管理等課程模組。
專業教室：
體適能專業教室/高爾夫球練習場/活動企劃專業教室/飲務管理操作示範教室/實習旅館/三溫暖專業教室/動態遊程設計專業教室。
4640  崇右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Dept. of Via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見最遠的視野！
規格的戰爭已是過去式，風格的戰爭才是帶領台灣迎戰世界的軟實力。未來幾年不管是國家或企業 ，更把設計力作為增加競爭力的重要發
展指標。
本校緊臨基隆中正公園，俯瞰基隆港，更能感受國際脈動，因此本系著重培養具有國際觀的設計學生，並加強各項設計創意與實務執行的整
合能力，亦努力增取產業與學校的專案合作機會，期能讓每位學生在畢業前，就能養成面對未來產業趨勢的專業技能。

未來除可進入視傳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外、亦可從事廣告設計、平面設計、展示設計、美術設計、影像處理及數位互動設計、影片製作、或
至文化中心、工藝設計中心、美術館等公私立機關進行設計專業服務。
4639  崇右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   Dep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本系結合本校「五化」之發展目標，與「三創」之教學理念，依照本校「提升學校整體競爭力」的目標與「落實技職特色」、「提升教學品
質」、「精進品格教育」三大策略作為課程規劃之方向，訂定STI三項核心能力指標如下：
1.培養專業、創新之設計技術能力(Skills)
2.深化美學、文化之設計思維能力(Thinking)
3.結合科技、多元之設計應用能力(Implementation)

本系於數位媒體專業領域上之課程規劃，強調數位技術生活應用以及資訊科技整合。在課程安排上針對設計實務、產業趨勢、學術研究與地
區社群需求等面向，培育學生的創造力、執行力及專業力。課程設計著重之「實務化」、「專業化」、與「多元化」，同學可透過跨系教學
平台進行整合，並協助學生取得相關證照。
4641  崇右技術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Dept.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教學目標：
近年來時尚造型產業的發展在全球各地蔚為風潮，尤其在歐美等國家以創意設計為核心之產業，無不全力激發所謂的美感經濟力量。在流行
趨勢的引領下，也促使業界對時尚造型設計重新定位，更改變了人們對於個人造型需求的觀念。在講求個人風格的時代裡，如何藉由現代設
計思維與美學藝術涵養來表現獨特的造型風格，為達到此一目的，時尚造型設計系旨在培養藝術、美學等專業職能的人才。

以「整體造型」與「時尚設計」為本系設計專業課程發展重點，協助學生了解學習成效並掌握自我能力，提供學生未來職涯發展。

課程規劃：
本系以「整體造型」與「時尚設計」為專業課程發展重點，契合目前產業發展之需求。
4642  崇右技術學院 商品設計系   Dept.of Product Design

本系特色：
本系強調創意實踐與設計感之應用呈現，重點發展特色為「生活商品設計」、「休旅商品設計」與「寵物商品設計」，目標明確與國內各相
關系科特色有所區別。課程方面依照本校目標與策略，訂定STI（Skills, Thinking, Implementation）核心能力，並據以開設相對應之課程，此
外亦於高年級開設「商品企劃與行銷」及「設計行銷與管理」等課程，畢業生除具備設計實務能力，亦習得企劃、管理與行銷等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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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本系甫於99學年度成立，輔導第一屆新生參與「安平港國家歷史風貌園區創意商品設計大賽」即已獲得佳績，每學期亦辦理2次校外教學或
參訪活動，藉以激發學生創意思考，明晰設計理念。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FF
886-2-7714-8888
886-2-26019671

24449 台北縣林口鄉仁愛路一段2號
僑先部招生組

http://www.nups.edu.tw/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前身為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創設於民國44年，於95年3月22日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併後
，僑生先修部仍維持原「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之功能，協助僑生完成大學先修教育後，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院。二、本校僑生
先修部校區達23公頃，行政大樓、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大型餐廳、體育館等各一棟，教室6棟，游泳池、各項球類運動設施
一應俱全。三、兩校合併後僑先部獲得教育部與臺師大各項經費挹注，持續進行並已完成多項校舍整建工程，另增設數位化教室
、圖書館整建及多功能E化、增購圖書及全校區免費無線上網等多項軟硬體設施，以期提升學習效率與環境品質。四、男女兼收
，學生一律在校住宿及用餐。 五、僑先部提供各種獎助學金、工讀金及急難救助金給優秀、清寒或急難病困之學生，每學年領助
學金與工讀生人數，超過總學生人數40％。六、僑先部每年9月入學，翌年6月結業，並依成績及志願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系。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99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第一類組   Division 1

一、先修班修業一年。二、第一類組必修科目：國文、英文、數學、公民與憲政、歷史、地理；必選科目：計算機概論、體育；自由選修科
目：國文選、英文選、數學選、藝術類（美術或音樂），加開藝術類課程，供學生選修，以增進藝術修養及技巧，幫助有志選填藝術院系者
，能順利通過術科之考試。三、結業後依其成績及志願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系（文、法、商、教育、傳播、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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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9
886-8-7626365
886-8-7627882

90841屏東縣長治鄉復興村新興路38號
教務處

http://www.kfcdc.edu.tw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KAO FONG COLLEGE OF DIGITAL CONTENTS

學校發展特色：
1. 全國唯一的數位內容大學：數位內容產業是21世紀的明星產業，高鳳為配合產業脈動與社會需求，培育數位內容人才，奉教育
部核准成立全國唯一的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內容設備與師資完整，可提供同學良好的學習環境，畢業生出路佳。
2. 就業保證：集中資源專注發展本校兩大強項─文創設計與行銷，以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力為教學設計目標，紮實專業技能，培
養敬業態度，加上產學合作實習、專業技能證照輔導等具體作為，以落實就業保證。
3. 精緻辦學：全校擁有53間專業實習教室，平均每位學生擁有的實習教室間數，在全國名列前矛。設備新穎先進，提供學生良好
的實習場所。
4. 真誠關懷：自99學年起校長、主任秘書與多位老師一起住學生宿舍，與學生生活在一起，此創舉展現貼近關懷學生的決心。
5. 重視實務教學：充分運用校內充實良好的實習設備，並與優良廠商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務教學與實習，與一般大學強調理論
不同。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4168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流行工藝設計系   Department of Techno-Craft Design    

教育目標  流行工藝設計系於本校2004年8月草創時即設立，為屏東地區大學校院唯一產品設計與生活工藝美學之系科。配合政府大力推動
「提升產業產品設計能力」與「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且本校鄰近工業區域及文化園區部落，因此本系發展方向以培育「流行產品設計」及
「工藝設計創作」人才為目標。
4169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遊戲創作系 - 創意組   Department of Digital Game Design

教學目標  1. 培育遊戲故事創意師、腳本設計師、遊戲動畫繪圖師、遊戲企劃師、遊戲      程式設計師等業界人才。  2. 發展新一代遊戲手機
為方向，配合產學合作，提高學生創新能力。  3. 經由專題製作參展化與企業實習化與業界結合， 提升學生就業機會。  4. 與美澳大學建立
教學合作, 推薦同學至國外研究所留學。
4224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遊戲創作系 - 設計組   Department of Digital Game Design

教學目標  1. 培育遊戲故事創意師、腳本設計師、遊戲動畫繪圖師、遊戲企劃師、遊戲      程式設計師等業界人才。  2. 發展新一代遊戲手機
為方向，配合產學合作，提高學生創新能力。  3. 經由專題製作參展化與企業實習化與業界結合， 提升學生就業機會。  4. 與美澳大學建立
教學合作, 推薦同學至國外研究所留學。
4187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數位影音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Audio and Video Design

教學目標  因應數位內容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整合媒體、動畫、遊戲等數位設計相關學系之教學資源，注入動態影像攝影及數位音樂創作
等專業技能訓練，以培育數位影像創作、數位音樂設計及影音廣告製作之專業創作人才。
4199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教學目標  結合全球化專業經營實務經驗與專業設備，兼顧產業界與學生就業需求，與各大流通業者合作，實施多元校外實習，以培養行銷
與流通管理、物流專業人才。
4213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餐旅事業管理系 - 觀光休閒組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教學目標  本系專業課程分為餐飲管理與觀光休閒兩大模組，以簡餐製作、創意飲料設計、旅館管理資訊系統操作及全球航空旅遊訂位系統
操作為主要特色。
4223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餐旅事業管理系 - 餐飲管理組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教學目標  本系專業課程分為餐飲管理與觀光休閒兩大模組，以簡餐製作、創意飲料設計、旅館管理資訊系統操作及全球航空旅遊訂位系統
操作為主要特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捌、聯合分發制學校及系組招生規定－－－第二類組
一、如欲查詢本學年度公私立大學各學系名額配置情形（適用期間：西元2011年11月至西元2012年8月底），請至海外聯招
       會網頁（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query）查詢（預訂於西元2011年11月中旬公告）。至公私立大學各
       學系招生系組如有異動，本會另將公告於海外聯招會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二、修業年限除各校於學士班系所分則欄有特別規定外，皆為四年。
三、所謂「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1
886-2-33663366
886-2-23638200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註冊組

http://ww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校址：文學院、管理學院、法律學院及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哲學系位於台北市思源街18號
。政治系、經濟系位於台北市徐州路21號。理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及生命科學院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醫學院位於台
北市仁愛路1段1號、公共衛生學院位於台北市徐州路17號。二、電話：文學院、管理學院及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02）33663366，法律學院（02）33668900 ，政治系、經濟系（02）23519641。理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命科學院
（02）33663366，醫學院（02）23123456、公共衛生學院（02）33668012。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001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2002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2003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004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Dept. of Geosciences

辨色力異常無法辨別礦物之顯微干涉色者及四肢有嚴重障礙而無法從事山地野外實習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005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Dept. of Geography

本系實習課程常多山地野外考察項目，凡有肢體機能嚴重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006  國立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必修課程包含大氣觀測與天氣圖判讀等，視覺嚴重障礙學生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007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實驗課程必須進行儀器設備之操作，肢體殘障及視覺嚴重障礙學生，儀器操作不易，且易生危險，宜慎重考慮。

2008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為顧及學生安全，曾有癲癇病史學生宜慎重考慮，本課程內有工廠機械操作部份，易生危險。

2009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主要課程如：普通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有機化學、化工動力學等課程均涉及化學反應，如辨色力異常，對於有關實驗之學習將有困
難及安全之虞，另化學工業因工作及安全之需要，辨色力異常者較不易發展。
2010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Ocean Engineering

2011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實驗課程必須進行儀器設備之操作，肢體殘障及視覺嚴重障礙學生，儀器操作不易，且易生危險，宜慎重考慮。

2014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Dept. of Bioenvironmental Systems Engineering

實驗課程必須進行儀器設備之操作，肢體殘障及視覺嚴重障礙學生，儀器操作不易，且易生危險，宜慎重考慮。

2015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肢體機能障礙而影響製圖及工廠實習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016  國立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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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13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2
886-6-2757575
886-6-2766409

70101 臺南市大學路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一、為培養本校學生勤勞服務的人生觀，並培育成大人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人文關懷之校園環境，本校招收的新
生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一）（二）（三）。二、本校入學新生應於修業期間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文檢定測驗門檻。檢定未通過者
，應修習「補強英文」課程，否則不得畢業。詳細規定請至：http://www.ncku.edu.tw/~lang/chinese/bulletin.htm瀏覽。三、有關
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ck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019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2021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ysics Branch)

2020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科學組   Dept. of Physics (Photonics Science Branch)

2022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023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Dept. of Earth Science

本系課程包含野外地質調查活動、顯微鏡觀察及化學分析等作業，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者
，宜請慎重考慮，有前述障礙將影響野外地質活動及顯微鏡之觀察。
2842  國立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2027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29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本系除一般化工課程外，另設有生化工程、光電材料與奈米工程、高分子材料、程序系統工程四
個學程供學生自由選修。
2031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30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Dept. of Resources Engineering

2032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2034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Dept. of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有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035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2036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Systems and Naval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在課程規劃上，以系統整合為基礎，進一步分為二組課程。(一)機電控制系統應用（如資訊系統、電力系統、光機電系統、控制系統等
）；(二)船舶科技系統應用（如船舶流力系統、船舶結構系統、船舶輪機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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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Dep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33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者，宜慎重考慮。

2037  國立成功大學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Dept. of Geomatic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025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6  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24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2038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39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2041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應慎重考慮。本系分為建築設計組(5年制)及建築工程組(4年制)，入學時不分組，大三才分組，並依據「成大
建築系學士班4、5年制分轉組作業準則」分組(請參閱建築系網頁->相關辦法->「成大建築系學士班4、5年制分轉組作業準則」)。
2042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Dept. of Urban Plann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本系以培養兼備工程、管理、人文與美學素養的都市及區域規劃設計人才為主，並以整合發展設計智能及多媒體空間資訊科技為主要特色。
同學宜擁有關心公共事務的熱忱與跨領域、多元化學習的興趣。
2043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4
886-49-6008072
886-49-6008071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cnu.edu.tw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一、本校設立於1995年，僑生教育為本校重要發展特色之一。
二、本校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提昇就業競爭力，特與美國、日本、英國、澳洲、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的優秀大學簽署
學術交流計畫。
三、本校提供華語文能力檢定（TOP），並依照僑生的華語文程度開設難易不同的華語文課，設立初、中、高級三班，依入學測
驗之程度予以分班上課，提昇其華語能力。
四、配合地方資源，重點推動射箭、馬術、(日月潭)輕艇、高爾夫球等運動。
五、外語方面，實施「大一新生英文測驗」，分級分班授課。2003年起，透過網路英語教室，提供無間斷學習英語的環境。
六、本校提供多項工讀機會，凡有興趣的同學皆可提出工讀申請。
七、男女兼收，備有男女生宿舍。本校僑生於大學四年修業期間，享有住宿保障免抽籤。八、本校提供在學大學部僑生獎、助學
金。獎學金標準：學期學業平均成績70分-79分，每人每學期5,000元。80分-89分，每人每學期6,000。90分以上，每人每學期
8,000元。助學金依申請所附家境清寒證明文件及面談審查核定，每系至少一名，逾十名者（含十名）得增設助學金一名，並得累
計。每名每學期新台幣伍仟元整。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05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資訊工程學系成績優異學生可修讀五年一貫碩士學位，截至九十九學年度為止，共有八位同學五年取得碩士學位。

2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以土木工程及環境規劃管理為教學研究重點，同時致力於培養具理論及實務之土木工程、規劃與管理之人才。歡迎對土木工程、規劃與管理
有興趣的同學加入。
205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選填。

206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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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色力異常，影響實驗判斷者，及四肢嚴重障礙，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應用化學系宜審慎考慮。

206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erials and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選填。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7
886-2-77341185
886-2-23635695

10610 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教務處企劃組

http://www.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學士班學生在校期間，得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畢業後若擬擔任教學或其他教育專業
工作，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影響教學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三、92學年度入學後之學士班學生，欲
取得教師資格者，悉依91年7月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四、男女生宿舍，以僑生為優先，不分公、自費
生均須繳交住宿費。五、校址：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六二號；國際與僑教學院之上課地點：林口校區（244臺北縣林口鄉仁
愛路1段2號）。六、網址：http://www.ntn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09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畢業後若擬擔任教學或其他教育專業工作，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影響教學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09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若有弱視或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09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學生必須操作化學實驗，若有弱視、辨色力異常或四肢機能有障礙者，選填時應慎重考慮。

209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本系經常有野外實習考察，四肢機能有障礙者，可能無法完成本系的基本需求，宜慎重考慮。

209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本系的任務之一在培育中學生活科技教師以及企業界電腦應用或人力資源專業人才。部分課程需於工場實習，視覺、聽覺、智力或肢體障礙
較嚴重者，學習會有困難。
209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Graphic Arts Communication

（一）若有色盲、色弱、辨色能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二）肢障、視障或聽障嚴重者，於實習操作時，易遭遇困難，選填時應慎
重考慮。
228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電子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1.若有色盲、色弱、辨色能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肢障、視障或聽障嚴重者，於實習工場學習，易遭遇困難，選填時應慎重考慮。
229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5
886-4-22873181
886-4-22857329

40227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招生暨資訊組

http://www.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學士班學生須通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始得畢業。二、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同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三、
本校設有文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獸醫學院，系所完備、師資優良
、設備精良，為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設有多種跨領域課程並舉辦各式講座，邀請國內外之學術巨擘、產業菁英蒞校演講，開擴學
生宏觀視野，落實全人教育理念。四、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金，如中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清寒勤學獎勵金、績優學生獎學金、
各學系所獎學金、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一般性獎學金、產學合作獎學金等獎項共二百多項。五、本校為鼓勵學生努力向
學，協助同學身心平衡發展，每學期提供多項工讀機會，幫助同學順利完成學業，凡有興趣的同學可提出工讀申請。查詢獎助學
金及工讀申請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osa/grwork/，聯絡電話：04-22840243。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064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精神障礙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2065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依一般限制。

2066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學系一般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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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般限制。

2068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著重基礎學科（如微積分、力學等）的培育及工程應用學科（結構工程
、水利工程、大地工程、測量資訊、營建管理等）的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需具備一定之中文閱讀溝通能力。
2069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而影響實習者，宜慎重考慮。主要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優之工程人才為目標，並和我國重要產
業與未來科技如精密機械、光機電整合工程、生醫工程、奈米及微機電工程、熱流與能源科技、精密製程技術與先進製造科技等數個領域結
合。使學生畢業後兼具學理探討與實作之能力，投身於機械工程相關領域之研究與開發。詳細特色請參考http://www.me.nchu.edu.tw。
2070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以培育環境保育、永續發展及污染防治專業人才為宗旨，著重基礎學
科（如數學、物理、化學、微生物等）的培育及工程應用學科（如廢棄物處理、污水工程、給水工程、空氣污染防治等）的訓練。同學宜具
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071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需修習實際操作儀器設備之實驗課程。

2072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本系發展特色涵蓋生醫與生化工程、高分子與奈米及尖端材料與精密製程。課程之設計以培養學生成為高科技產業炙手可熱的人才與學術研
究領域上的新秀為核心。
2073  國立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074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本系是將機械、電機、資訊、機電整合、電子化及各種工程技術應用於生物及農業產業上。本系之教學目標及任務為培養生物產業及農業發
展所需之各類工程人才，以促進產業之發展。肢體及視聽覺機能障礙而影響製圖、工廠實習及機械操作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2075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肢體及視覺有嚴重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3
886-5-2717040
886-5-2717043

60004 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教務處

http://www.ncyu.edu.tw

國立嘉義大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一、本校實施服務學習制度，新生必須參加服務學習。二、本校有開設中等教育學程及國民小學教育學程。三、持有托福成績
550分以上證明或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複試合格者，可辦理抵免大一英文學分，免修大一英文。四、本校各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畢
業前，須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力及資訊能力基本要求，未通過者須加修英語、資訊輔導課程，方可畢業。五、本校對於經濟
上有困難之同學，除有急難救助金，還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等協助措施。六、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31  國立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無特殊限制

2047  國立嘉義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Dept. of Electrophysics

本系的教育方向與目標是以建立學生深厚的物理基礎，並加強電子相關的訓練，配合光電及固態電子相關的課程，使學生在四年的學習過程
中有很好的物理理論背景，且在光電及固態電子領域有很好的認知，並培養他們動手的技術與分析問題的能力。本系學生畢業後，可以報考
物理、光電、電子、電機、材料等研究所，在就業方面也是在光電、半導體等相關高科技產業服務。本系所並已與半導體及光電大廠在教學
及研究上進行合作，學生未來的就業與深造管道相當暢通。
2048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以資訊與計算科學之研發為主軸，建立計算科學、機率統計和資訊科學等三個研究團隊，應用研究涵蓋微奈米計算模擬、雲端計算、雲
端電子書、資訊數位內容、人工智慧及應用資訊軟體元件、生物統計、工業統計、臨床試驗與品質控制等重點方向。並配合高科技趨勢及多
元化發展，開設資訊科學、計算科學、機率統計三領域為主軸的專題製作及專業課程，並提供給學生一個跨領域學習的「生物統計資訊分析
學程」。學生畢業後可從事資訊軟體研發、生物科技、工業設計、臨床試驗、財務分析、品質控制、精算及數學教育等工作。若選擇繼續深
造，則可投考應用數學、資訊工程、統計學、財務金融、管理及數學教育研究所等。熱情歡迎您的加入。
2049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050  國立嘉義大學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土木工程組   Dept. of Civil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 Program of Civil Engineering

無特殊限制。

2051  國立嘉義大學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利工程組   Dept. of Civil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 Program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無特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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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Bi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無特殊限制。

2053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未來的發展重點是要培育出理論與實務並重，有人文素養及社區關懷情操、具創新及進取精神及能整合應用的資訊科技人才。建立軟體
工程與嵌入式系統、多媒體數位內容和網路及資訊安全等三個研究團隊，配合產業界高科技發展趨勢，開發電腦系統與電腦遊戲動畫及數位
內容相關課程，學生除了可在專業科技上學習外，還可從事軟體開發、系統設計及資訊教育等相關工作。誠摯歡迎您的加入。
2054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之發展方向以電機為課程之基本架構，重視實驗及實做能力，以尖端科技市場優勢之專長學習為主，在紮實的基礎下與產業界實際結合
，發展更具前瞻性的技術研究。本系教學發展分為三大主軸:
（A）材料與能源組－光電工程、電力電子、固態電子元件 。
（B）通訊與計算機組－通訊系統、媒體訊號處理、嵌入式系統 。
（C） 控制與晶片組－ VLSI設計、控制系統、數位訊號處理。
本系學生畢業後，升學方面可以報考本國電機、電子、通訊或計算機等相關研究所，或申請國外電機相關研究所，在就業方面也可往電機、
電子、半導體、資訊、通訊、科技專利等相關高科技產業服務或報考電機相關公職，學生未來的升學、就業管道相當寬廣，本系誠摯歡迎您
的加入。
2046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本系以「資訊管理涵養」與「專業科技知識」並重為辦學理念，冀能培育管理專業知識與系統應用實務能力兼具之全方位資訊管理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8
886-3-8635000
886-3-8632140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2段1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宿。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各學系網頁及學生事務處網頁。四、本校全面實施課程學程化，相關資訊請至教務處網頁查詢。五、本校學士
班學生除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並依規定修習「服務學習」課程，方得畢
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55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依一般限制。電腦設備及藏書豐富。課程安排有利學生往各領域發展。學生修習基礎數學課程外，依興趣選讀財經、管理、資訊及統計等課
程。希望培養數學、機率統計或計算科學方面基礎研發能力，養成利用科學思考、文獻、計算工具整合問題解決能力，以及量化資訊分析等
人才。
2857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組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Statistics

依一般限制。電腦設備及藏書豐富。課程安排有利學生往各領域發展。學生修習基礎數學與統計課程外，依興趣選讀財經、管理及資訊等課
程。希望培養機率統計、數學或計算科學方面基礎研發能力，養成利用科學思考、文獻、計算工具整合問題解決能力，以及量化資訊分析等
人才。
2100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為因應資訊科技的趨勢，選定以「多媒體」、「網路與系統」與「資料庫與軟體」等產業相關領域為學系發展方向，並通過國際工程及科技
教育認證與系所評鑑。
2102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以專業視野與競爭力為教育核心目標，強調學生本位與職涯規劃，設計跨領域之奈米與光電物理學程、理論與計算物理學程及生物與材料物
理學程，以培育符合生物物理、資訊技術等產業需求的人才，並提供學生未來在物理、化學相關學術領域深造的基礎訓練。
2874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學系奈米與光電科學組   Dept. of Physics

以專業視野與競爭力為教育核心目標，強調學生本位與職涯規劃。特別擬定跨領域之奈米與光電物理學程、理論與計算物理學程及生物與材
料物理學程。旨在提供學生發掘自我興趣，培養專業素養與能力，未來可投入半導體、光電、材料研發等相關產業或繼續從事學術深造。
2101  國立東華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1.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或精神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2.化學系師資都具有博士學位，在生化、藥物、分析及
材料等各領域都有相當獨到的表現，為同學們奠定深厚的根基，未來學成後亦可勝任電子、生醫、綠色化學與能源科技等相關產業工作。
2103  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通訊與網路、計算機與控制、半導體元件與電路為主要專業領域。各領域之研究與教學實驗設備相當齊全，教師具豐富教學經驗與熱
忱，以建立學生電機專業基礎，並帶領學生走入學術殿堂，進而培養學生未來深造與就業之競爭實力。
2099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目前著重發展的領域是奈米與光電材料，系上師資多元化，有金屬、陶瓷、光電與半導體、奈米、微機電、表面技術、顯微分析等領域
之師資，選擇本系可使你/妳接受良好訓練，而成為企業界極力爭取的對象或繼續深造往研發領域發展。
2864  國立東華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目前以光電能源材料與元件、光資訊與通訊、照明與顯示等三方向為研究範疇，並積極與校外大型企業、學術研究單位進行相關之研究
計畫，結合校內跨領域與校外產學合作之豐沛資源，將投入新一代能源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成為國內能源技術研發與優秀人才養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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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3
886-2-29393091
886-2-29379611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64號
教務處綜業組

http://www.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僑生係本校學生宿舍優先分配對象。三、本校自98學年度起具僑生及港澳生身分之學士班學生，應排除其國
籍之官方語言後，適用本校「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及95學年度起實施「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一）（二）」為必修0學分課程
，學生需符合前項標準始得畢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50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口吃、語言障礙及腦性麻痺者，宜慎重考慮。2.地政系為結合人文社會與理工科技之學
系，本組著重於遙感探測、全球定位系統、地理資訊系統等測量理論與技術以及資訊科學等與土地管理及規劃相關之教學，並注重實務訓練
，期能培育公民營機構具有土地測量與土地資訊之人才。
2952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依一般限制。

2917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本系教育目標旨在培養具統計專業與商業知識，以期成為全方位之商業經營人才。有視覺、聽覺嚴重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餘依一般
限制。
2151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1.本系教育目標旨在培育人格健全、人文與數理素養兼備之優質數理人才。2.本系大學四年之學習涵蓋專業基礎數學課程與應用課程，專業
基礎課程特別著重數理能力與邏輯之訓練。3.本系課程大部分使用英文原文書籍與資料。4.本系網址：http://www.math.nccu.edu.tw
2152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7
886-3-5712861
886-3-5721602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本校網址：http://www.nth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94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Applied Mathematics Division)

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math.nthu.edu.tw。

2195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純粹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Pure Mathematics Division)

本系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站。http://www.math.nthu.edu.tw。

2196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ysics Division)

本系除了從事各項尖端研究之外，在教學方面以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領導人才與研發人力為目標，特別著重師生互動、基礎課程、以及研究
能力的培養。歡迎所有對探索宇宙萬物規律、對創新人類科學技術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就讀。
2197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otoelectric Division)

本系除了從事各項尖端研究之外，在教學方面以培育學術界及產業界領導人才與研發人力為目標，特別著重師生互動、基礎課程、以及研究
能力的培養。歡迎所有對探索宇宙萬物規律、對創新人類科學技術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就讀。本組另特別加強光學、電子學及相關實驗課程。
2198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本系學生必須做化學實驗，基於安全理由，色盲及嚴重弱視者(視力小於0.3)不宜報考。化學系除了基礎化學外，也提供材料與化學生物等跨
領域的相關課程。
2199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引領科技產業發展人才為使命，將必修的學分減至最低程度，並提供各類專修學程，充分尊重每位學生的興趣及個性，使其畢業
後能成為各尖端科技領域的菁英。本系研究領域廣泛，涵蓋精密製程技術、尖端材料、高分子科學與工程、生物技術、奈米科技、光電科技
、與能源環境科技等前瞻領域，請參考本系網頁：http://www.che.nthu.edu.tw。
2200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Powe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在培育機械與電機工程整合應用之科技人才。歡迎具優異數理基礎且有興趣於機電整合、光機電系統、奈微米機電系統、
電機控制、動力系統、精密機械及生醫工程等工程應用領域的學生申請。
2201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橫跨工程與科學，強調奈米、光電、資訊、通訊與生醫產業之材料關鍵技術。歡迎對材料科技有興趣之學生申請。

2202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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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本系旨在培養具備現代科學管理知識及生產製造技術之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專才。著重工工/工管課程，強調資
訊化、自動化及人性化的訓練。並鼓勵學生就電機、資工或經濟等科系中修習相關課程取得輔系或雙學位，或修讀本校先導整合學程。有視
覺重度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網址：http://www.ie.nthu.edu.tw。
2203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本系培養具國際觀、高創意、能跨領域整合的資電領域領袖人才。師資及課程規劃強調資訊與電子整合、理論與實務兼備，並能與國際接軌
。大一、大二安排紮實的基礎課程訓練，大三以上規劃不同領域專業課程，重點包含晶片設計、嵌入式系統、高速網路、多媒體、及雲端計
算。成績優秀學生可以申請出國進修，並以五年時間取得學士及碩士雙學位，並直攻博士。
2205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and System Science

本系大學部分為甲、乙兩組：甲組教學特色為低碳綠能科技，以核能系統、太陽光電、燃料電池為三大重點；乙組教學特色為奈米與系統整
合科技，以奈微系統、光電工程與物理、射束應用為三大重點。本系並提供機、電、材、物理四類基礎課程，學生不但能學有專精，並能具
備跨領域知識及系統整合能力，成為未來高科技領袖菁英。
2204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本系為一跨領域之應用科學，前三年強調跨領域之基礎教育，高年級則提供分子生醫工程、醫學物理工程、環境科學等之相關專業課程。

2206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係以培養具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經濟分析能力之財務金融人才為目的。本系特別強調數學、統計、資訊以及經濟理論的基礎訓練，以期培
養出來的畢業生，有較深厚的財務與經濟理論基礎，以及資訊應用的知識。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6
886-5-2720411
886-5-2721481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cu.edu.tw

國立中正大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一、僑生大一至大四均可住校。二、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建議在大二結束前)修完兩學期 0學分服務學習課程。三、本
校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四、
依一般限制。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078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數學不僅是一種學門，它更是一種解決科學問題的工具。凡對理論數學有興趣者或有志於將數學方法應用至解決科學與工程的問題，歡迎選
擇科學之基礎科系－數學系。
2081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Dept.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本系因須從事野外實習，故辨色力異常者、聽力障礙者及身體不便者宜慎重考慮。

2079  國立中正大學 物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重度肢體障礙或嚴重視聽覺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2080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本系的教學與研究方向除涵蓋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等四項基礎的研究領域外，同時亦包含了材料化學及生物化學兩項
重點研究領域。本系現有專任教師18位，皆具博士學位，富教學熱忱，師生互動頻繁。目前每位老師至少都有一個研究計畫在執行，帶領
著碩、博士班研究生及學士班專題生從事科研工作。同時本系亦鼓勵藉著團隊合作方式，開創新的跨領域研究。因有實驗課程涉及化學反應
，如辨色力異常，對有關實驗之學習將有困難及安全之慮，宜慎重考慮。
2082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目標在培養學生具有紮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及專業創造能力，讓學生習於自我挑戰、獨立思考與終身學習，並具備關懷社會的情操與人文素養
、國際觀與奉獻社會國家及人類之涵養。
2083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部分課程係以英語授課。

2084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機械夙有工業之母之稱，本系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一流機械人才為目標，並和我國重要產業與未來科技如光機電整合工程、生醫工程、
奈米及微機電工程、精密機械、能源工程等結合。
2085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以化工基礎教育及專業科目為本，另外特別加強材料、奈米及生物技術之課程，期使學生成為優秀的科技人才。

2086  國立中正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部分課程係以英語授課。

2087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之目標在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強調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和系統整合之專業能力，並因應社會與國家發展資訊工業政策之需要，培育具
有資訊應用與管理能力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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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1
886-3-5131399
886-3-5131598

30010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教務處綜合組

http://www.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22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乙組   Dep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招收對數學、物理、化學、電子、電機、材料、奈米科技、生醫電子、數位科技喜好之學生。強調基礎理論、實驗科學、工程應用。

2123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以培養電機工程專業人才為宗旨，大學部低年級著重電機與計算機工程基礎訓練，提供紮實理論基礎與實驗課程，高年級及研究所提供十個
專業學程：系統控制、多媒體訊號處理、系統晶片設計、通訊科學與系統、機器人與仿生科技、電力電子與能源科技、無線科技、資訊通訊
、生醫電子與資訊、計算機工程。
2124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招收具跨領域光電科技(含數學、物理、化學、電機、材料、奈米、生命科學)志趣的高中生。本系課程結合基礎科學與工程應用。師資與研
究教學設備具世界級水準，與產業界和國外著名大學密切合作。
2125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Program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培養資訊工程及前瞻資訊應用專業人才，教學重點包含：程式設計、計算機架構、作業系統、嵌入式軟體、嵌入式系統、資訊系統、軟體工
程、人工智慧與知識工程、計算機網路、資訊安全、計算理論與生物資訊。
2126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Program of Computer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培養「資訊工程」及「電機工程」跨領域專業人才，授課涵蓋資訊與電機領域，提供紮實的程式設計、系統軟體、計算機架構等課程，並涵
蓋電子學、嵌入式系統、SoC晶片系統等電機工程專業課程，學生未來可朝向資訊電機整合發展。
2127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Program of Network and Multimedia Engineering)

培養網路通訊與多媒體工程人才，涵蓋：行動通訊、無線與光纖網路、網路安全、電腦圖學動畫、影像處理、電腦視覺、多媒體系統、語音
辨別等。
2128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除培養學生機械工程基礎能力外，亦提供能源與熱流、機械與生物力學、感測與控制系統、機械設計與製造技術等整合課程，鼓勵學生
自由選修以擴充學術領域，本系有動手操作實習課程，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129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並著重於傳統土木工程與電腦資訊高科技之整合及防災工程。教學與研究分結構、大地、測量及空間資訊、
營建管理、水利海洋、資訊科技及環境等領域，提供學生繼續深造或研究機會。
2130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上肢協調、操控能力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歡迎對光電、半導體、高分子及奈
米材料有興趣的同學報考。本系除了有豐富的選課資源外，且著重研究實驗。大二即可開始從事專題研究與操作精密昂貴之儀器設備，更有
機會與教授在研究上有深入的互動。
2131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Dept. of Electrophysics (Program of Electrophysics)

歡迎對物理及應用物理有興趣的學生申請。本組在教學及研究兼具基礎物理、凝態、半導體電子、光電、及奈米科學，培養具札實學理基礎
之高科技人才。
2132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Dept. of Electrophysics (Program of Photonics and Nano-Sciences)

歡迎對物理及應用科技有興趣的學生申請。本組在教學及研究兼具基礎物理、凝態、半導體電子、光電、及奈米科學，培養具札實學理基礎
之高科技人才。
2133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以培養二十一世紀跨領域數學科學人才為目標。發展方向為：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財務工程與機率、微分方程與動態系統、離散數學
與最優化、數論與分析及其他相關數學領域。
2134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培養尖端化學領域人才，發展方向為跨領域分子科學、材料化學、光電化學及生物分析化學，課程兼具純化學與應用化學之特色。

2135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第2類組   Dept. of Management Science

本系課程涵蓋（一）行銷管理、（二）財務管理、（三）資訊管理、（四）作業管理、（五）人力資源管理，就業及升學管道多元。

2136  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本系為一跨學域學門，為國內運輸領域排名第一之學系，課程含運輸、資訊、管理等，就業與升學管道多元，研究含陸海空運輸規劃與營運
管理、智慧型運輸、物流管理、全球運籌，就業遍及交通部門、高科技製造與服務業。
2137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本系教學及研究均具前瞻性，除工業工程之基礎課程外，尚有管理/心理、統計、電腦與自動化、作業研究、及其他資訊相關課程。本系亦
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畫，以加強學生就業之競爭力。本系研究發展重點分為：生產系統管理、製造工程、系統決策及人因工程四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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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Finance Management

本系充分利用交大在資訊方面的優勢，結合資訊與財務的學習環境，以提供學生在資訊與財務雙主修的學位設計，透過跨領域的課程規劃
，來強化學生知識學習的廣度與深度，讓學生在未來不論升學或就業，都更具彈性與競爭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5
886-3-4227151轉57141
886-3-4223474

32001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c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一年級僑生均可保障全額住校。三、大一新生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65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依一般限制。

2166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依一般限制。

2167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如肢體機能嚴重障礙會影響實驗操作者，不宜選填本系。

2168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Optics and Photonics

依一般限制。

2169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如辨色力異常，會影響實驗觀察或肢體機能嚴重障礙會影響實驗操作者，不宜選填本系。

2170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171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光機電工程組   Opt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172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Advanced Materials and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173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設計與分析組   Design and Analysis Program,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174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2175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176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177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178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大氣組   Atmospheric Sciences Program,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依一般限制。

2179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太空組   Space Sciences Program,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依一般限制。

2180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Dept. of Earth Sciences

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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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9
886-2-24622192
886-2-24620724

20224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國際學生事務組

http://www.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一、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每學期皆可申請宿舍床位保留，享有優先住校之福利。二、本校有僑生工讀機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0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Dept. of Merchant Marine

（一）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體檢需符合無色盲，裸視眼力兩眼需在0.1以上，矯正視力0.5以上，且
肢體健全，聽力正常，無法定傳染病。（三）若無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則在學期間，無法修讀「海上實習」課程。（四）餘依一般限制。
210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能源應用組   Dept. of Marine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Applied Energy)

（一）本系以自動化理念，培養能源與動力系統研究、開發與應用實作人才，歡迎對能源應用或動力系統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考。（二）中
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力及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請審慎選填。
210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動力工程組   Dept. of Marine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一）本系以自動化理念，培養能源與動力系統研究、開發與應用實作人才，歡迎對能源應用或動力系統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考。（二）中
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力及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請審慎選填。
210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Dept.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一）培育整合海運科技與運輸配送所需之運輸工程專業人才。（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能力困難者不宜選填。（三）餘
依一般限制。
211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Dep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一）歡迎對海洋科學、環境監測及資訊處理有興趣之同學踴躍報考。（二）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重度肢體障礙或精神
障礙者，請審慎考慮。
211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一）本系教學方面分為固力材料、熱流、機電控制、設計製造及微系統等五個教學領域來修習課程，另外學生亦可選修跨領域學程，如
：「機電整合與控制」及「奈微米科技」等學程。（二）餘依一般限制。
21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Dep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Naval Architecture

（一）本系教學目標在培育整合工程系統觀念之專業工程師，學習領域涵蓋機電與自動控制系統、電腦資訊管理系統、結構系統、熱流系統
及船舶系統。（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211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Dept. of Harbor and River Engineering

（一）教學目標：培育發展海港、海岸、海洋工程、水資源、河川、大地、結構運輸之專門人才，並從事相關學理技術之研究與發展。（二
）特色：本系除土木工程專業課程外，並針對本學系的教育目標開授河川及海洋工程方面的一系列課程，並加強工程實務與工程管理，為全
國唯一具河海工程特色之系所，創系五十年來培育許多工程實務與學術研究之人才。（三）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力或表達困難
者，宜慎重考慮。（四）本系所相關資訊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hre.ntou.edu.tw。
211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力或表達困難者，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本校電
機系係培育電機工程專業人才，課程設計與其他大學電機系一致，並設有完整碩、博士班。系友分佈於各大民營公司，從事半導體、通訊、
電腦網路及週邊等科技產業，電力、電信等公營事業，教育、學術研究單位及政府機構等研究發展。
211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一）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力或表達困難者，有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本校資工系係培育資訊工程專業人
才，課程設計與其他大學資工系一致，並設有完整碩、博士班。系友分佈於各大公司，從事資訊技術、軟體、IT產業通訊、電腦網路及週邊
等科技產業，資訊技術、電信等公營事業，教育、學術研究單位及政府機構等研究發展。請參考本系網站：http://www.cs.ntou.edu.tw。
211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一）本系以培養通訊工程、自動控制及衛星導航科技人才為目標，使其具有系統設計研發、機電整合與應用軟體開發之能力。系友分佈於
各大公營事業及民營公司，從事通訊、電子、資訊、電腦等科技產業之製造及研發工作。（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等能力或表達
困難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9
886-7-5252000
886-7-5252920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一、男女生兼收。二、備有宿舍，新生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16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辨色力異常影響實驗觀察者或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217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實驗課程需實際操作，安全考量頗為重要，故身體嚴重殘障或色盲、重聽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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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特色有三：統計學、科學計算、應用與理論數學。

2219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為求落實完整之電機教育，平衡發展電機工程之各類技術，本系教學研究概括 七大領域：電子、控制、網路多媒體、電力、電波、訊號應
用及系統晶片，使學生能廣泛的涉獵電機相關課程，除一般課程講授外亦配合舉辦工廠參觀，強調動手實驗製作能力，使學習能與務實配合
，爾後不論是就業或深造皆有紮實的基礎。
實驗課程需實際操作，安全考量頗為重要，故身體嚴重殘障或色盲、重聽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2220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有實習相關課程，需從事儀器設備實作，且具危險性，重度殘障、視聽力極端不良者宜慎重考慮。

2221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大學部課程有許多程式設計方面的課程，申請者宜具較佳之數理基礎。

2223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實驗課程需實際操作，安全考量頗為重要，故身體嚴重殘障或色盲、重聽、有視覺或精神障礙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2222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and Optoelectronic Science

有視覺或精神障礙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2224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Dept.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

課程包含土木、水利及環境工程之基礎學科；畢業生授予工學士學位。身體嚴重殘障、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以致無法從事儀器觀測操作
者，選填本系時，請慎重考慮。
2947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in Marine Science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學程以海洋科學為主，涵蓋生命科學、物理、化學、地質、海洋事務及資源管理
等相關課程。除周詳之教學課程外，本學程重視海洋科學與海洋事務人才的培訓。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0
886-2-86741111-66120
886-2-86718006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pu.edu.tw

國立臺北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本校現有法律、商學、公共事務、社會科學、人文、電機資訊計6學院，下設16學系。60年來本校畢業生在各類國家考試成績輝煌
，校友遍佈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司法部門、檢調警政體系、律師界與各大會計師事務所、金融控股集團等。無論在各企業團體
組織中，臺北大學校友都肩負重要使命、擔任領導與中間骨幹角色。近來本校積極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加強英文能力教學，開設
各項跨領域課程，培養學生具有「專業」、「人際」、「倫理」及「國際觀」之素養。本校亦與世界知名大學簽約，加強國際學
術合作與交流，教學與研究成果非凡。「追求真理、服務人群」是本校校園精神，我們永遠致力於教育菁英學生，服務社會大眾
！
★宿舍、獎學金等入學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ntpu.edu.tw/exam/admission.php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19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培養學生資訊專業技能，需對電腦軟硬體及應用有高度興趣者。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4
886-3-9357400
886-3-9315137

2604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iu.edu.tw

國立宜蘭大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一、本校是一所綜合型大學，設有生物資源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人文及管理學院。所有設系超過一年之系所在96年教
育部評鑑時即全數通過，通過比率為全國之冠。四個學院另開設生物技術、綠色能源、數位內容、休閒產業管理、奈米科技等跨
領域特色學程，輔以紮實的語言教學及豐富的專題實作訓練，在宜蘭大學您可透過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學習到豐富的知識與
技能。二、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學分外，尚需通過英文、體適能及多元學習能力基本要求，方得畢業，詳情請見
http://www.niu.edu.tw/acade/register/index_04.asp。三、本校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收費標準等其他資訊，請逕至本校網頁
http://www.niu.edu.tw 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55  國立宜蘭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一、本系以培養土木專業人才為目標，課程以土木為主軸發展地震與結構工程、大地與材料工程、水資源與生物環境工程、測量及空間資訊
系統、營建工程與管理等領域，著重防災科技及國土永續發展之基礎訓練。二、有視覺、聽覺、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三、本系網址
http://civil.niu.edu.tw。四、聯絡電話：03-9357400轉7532。
2156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本系除教授學生一般專業的理論與應用課程外，並開設電腦輔助設計、製造分析、機電整合、彈性製造系統、微機電、綠色能源工程、
微/奈米科技等課程，期使學生具有先進的專業知識與充分的電腦應用能力。二、本系網址：http://niume.niu.edu.tw/main.php
2157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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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本系課程以化學專業為基礎，並推展運用至高分子工程、生化工程、材料工程、程序設
計與控制、能源開發暨污染防治等領域，兼顧理論與實務。三、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址：http://chem.niu.edu.tw。
2158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本系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址。

2159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Bi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一、肢體及視聽覺機能障礙而影響製圖、工場實習及機械操作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二、使用華語教學，華語之聽說讀寫應具一定程度
。
2160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161  國立宜蘭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電資學院全院課程學程化，提供學生全方位修課選擇。電子系招收對電子、通訊及資訊相關領域有興趣且有志於高科技產品研發與設計工作
之學生。發展重點以「半導體與積體電路」、「通訊與信號處理」、「計算機與網路」等三個領域為主。
2162  國立宜蘭大學 電資學院學士班   Bachelor Program for College of EECS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2
886-7-5919000
886-7-5919049

81148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uk.edu.tw

國立高雄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一、本校位於高雄市楠梓區，提供多項新穎教學設施，除一般各類運動場地與設施外，尚有親水生態公園、棒壘球場、游泳池、
SPA及健身房、健步及自行車專用車道等運動休閒設施，並設置完成國際會議廳與大型演講廳。二、高雄國際機場每週均有固定
飛機航班往返港、澳及東南亞各大都市，方便同學返家。三、安排「導師時間」固定指導學生。海外學生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與
本校僑生與外籍生輔導組聯繫，TEL：886-7-5919064。四、備有男女學生宿舍，獎學金、工讀機會多、社團活動活潑化。五、開
設院際、系際學程，建立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符合時代潮流之通識課程，以提供學生多元學習之需求。六、本校學生
，於畢業前應通過本校所訂或各學系自訂之英文能力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標準及應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力資格檢定，成績須
達60分(含以上)。七、學生每學期所需繳交學雜費與其他各項費用、學生因學業成績因素退學規定及其它未盡事宜，請詳見本校教
務處網站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40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   Dept. of Asia-Pacific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Industrial Management
Program)
(一) 政府為促使台灣南北高等教育均衡發展，配合經貿國際化與自由化發展之趨勢、因應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市場的崛起、加強台商的核
心能力並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力、協助高雄中小企業轉型升級與支援我國傳統產業外移所需技術與管理人才，於2001年8月設立本系。(二) 本
系組的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具有紀律、創新及前瞻性的亞太區域商業領導人。本系組的教育策略除了傳授領導與管理的觀念之外，更注重全才
領導人技能組合的養成。(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2142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一)本系發展著重於應用層面極廣與未來發展性極高的機率統計、組合數學及科學計算。(二)本系擁有最先進的高速電腦，科學計算實驗室
與多媒體數位教室。教師研究成果優良，均執行國科會或教育部計畫，且教學認真與學生互動良好。畢業生多數進入國內應數、統計、資訊
、通訊、電機、工工、流行病學等領域的國立大學研究所深造。(三)本系網址：http://www.math.nuk.edu.tw。(四)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
制規定辦理。
2141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應用化學系的訓練範圍涵蓋實用與理論，除化學系核心課程的基礎訓練為必修之外，著
重於合成化學、材料化學、奈米材料檢測及藥物分析化學。(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2143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Dept. of Applied Physics

本系因應目前科技發展之趨勢，在教學上著重實驗與理論並重的教育方式，在研究特色及依教師專長，目前主要有兩個重點發展方向: 即為
「奈米光電」、「固態材料」此二方面的專業應用領域發展與研究，並積極加強與「產業界的合作與交流」，以開放及專業的校園學術氣息
與週邊的產業環境資源融為一體，使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實際地參與產業的發展。本系教師研究成果豐碩，均執行國科會或教育部等專題研究
計劃。詳細內容請參見本系網址: http://www.nukap.org/。(四)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2144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在教學及研究均規畫光電、微電子、通訊及計算機等四個領域，期許以優質的師資及教學研究環境，建立一流學府。其他未盡事宜均依
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2145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一)本系將朝向土木及環境工程領域並重發展，培養具有環境永續經營發展之工程師，內容涵括高科技防災、非破壞檢測與監測、地震工程
、生態工程、環境系統分析、污染防治及復育、環境決策支援、電腦輔助工程等課題，除加強基礎理論，亦安排各項工程實務及設計課程。
(二)本學系強調土木與環境工程領域之整合發展，培養具有環境永續經營發展之工程師，以建造符合現代需求之高品質社會，凡具基本理工
基礎且充滿對環境人文關懷之學子，均歡迎加入本學系。(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2146  國立高雄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為化工與材料系之整合或跨領域學系。許多高科技產業諸如：半導體、電子、光電、奈米、複合材料、生醫、能源等，極需同時具備化
工與材料專長的人才，本系乃應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將傳統化工與材料系結合，成立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本系旨在培育學生同時具備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之學識與專長，並具備研究創新的能力。本系之發展重點為：（一）奈米科技與分子工程，（二）尖端材料技術，（三
）生物科技與生化工程。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2147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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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育目標為培育高素質之資訊科技人才。教育重點為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訓練，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分析能力，兼具有人文素養及團隊合作
之精神，本系之發展重點以智慧型計算與系統為主軸，輔以網路多媒體與資訊服務，以及嵌入式系統，期能建立培育專業人才之智慧型計算
中心。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6
886-37-330674
886-37-324207

36003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uu.edu.tw

國立聯合大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一、助學金：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僑務委員會清寒僑生工讀助學金、本校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協助申請-校內工讀)二、獎
學金：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學金、僑務委員會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協助申請華僑救國總會僑生獎學金。三、住宿服務
：保障優先住宿(至少4年)，提供農曆春節留宿加菜金補助。四、急難救助：申請本校學生急難救助金與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五
、TUTOR教學：一對一或多對一幫助僑生適應生活環境，專業學科課後輔導，加強中文溝通能力。六、校外教學：每學年至少一
次校外教學參訪，參觀企業、公私立博物館，體驗在地風情民俗。七、文康活動：每學期至少一次文藝活動研習，專業講師指導
，DIY體驗傳統中華文化。八、校際聯誼：每學年至少一次中區大學校院之僑生聯誼活動，校際交流。九、家長聯繫：每學年至少
一次專函祝福卡片郵寄海外家長，不定時電話及E-MAIL聯絡海外家長，傳達校方關心。十、竭誠歡迎僑生申請入學。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50  國立聯合大學 能源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nergy Engineering

一、有視覺障礙或辦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二、本系提供優質紮實之科技知識訓練，期許招收積極向學並有志於能源與資源領域持續精進之同學。
2185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本系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並具備良好專業倫理與持續學習能
力之機械工程人才為目標，發展重點在精密機械設計與製造、微/奈米技術、機電整合及能源工程等。
2183  國立聯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一、因有實驗課程涉及化學反應，如辨色力異常，對有關實驗之學習將有困難及安全之虞，宜慎重考慮。二、本系發展特色涵蓋生化工程、
高分子與奈米及材料工程與精緻化工。課程設計以培養學生成為高科技產業工程和研究之人才與學術領域上的新秀為目標。
2187  國立聯合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不宜錄取。二、本系以發展材料科學與工程之專業人才為主，提供紮實的理論基礎
與實作訓練，並有完善的教學與研究設備。主要發展方向包括：半導體材料、奈米材料、金屬材料、玻璃材料、陶瓷材料、光電材料及高分
子材料等領域。
2184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本系為全國現有公私立綜合大學體系中，唯一具有培育環境工程
與工業安全衛生兩種專業領域人才之系所。
2186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Engineering

一、培養土木與防災專業人才，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備的教學訓練課程與設備，涵蓋結構、大地、營建管理、材料、環境水力與水資源、地震
工程、土木防災等專業課程。同時加強學生資訊技能與商法務多元通識智能。二、設有碩士班，以培養更高深的土木及防災科技專業人才。
2188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修業五年，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189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一、本系提供三個專業領域：微電子領域、通訊領域與資訊領域，藉以培養電子工程專業人才為目標，提供紮實的理論基礎與豐富的實驗課
程，並有完善的教學設備。二、有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825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本系以培養電機工程專業人才為目標，提供紮實的理論基礎、豐富的實驗課程與完善的教學設備。每年畢業同學不論直接投入職場或研
究所升學皆成績斐然。
二、安排學生參訪國內知名廠商或研究機構，並與美商泰瑞達公司(全球第一大半導體測試設備廠)、京元電子、億光電子、恩德科技和錸德
科技等廠商合作，提供校外實習課程，加強同學們的職場競爭能力。
三、成立國內第一個美商國家儀器公司(NI)「校園認證中心」，學生可直接在系上考取國際級證照。同時與美商Altera公司(FPGA、CPLD和
ASIC半導體生產商)合作，成立「校園聯合實驗室」。
四、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190  國立聯合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一、光電是一門新興的產業，是國家重點發展科技之一，光電業產值逐年成長，其產業人才需求殷切。二、本系致力於研究光電半導體材料
及元件之開發及應用，發展薄膜光學及顯示器等工程技術。三、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191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教學理念：培育具人文胸懷的資訊科技人及資訊社會的全人生活家為願景。二、教學目標：1.紮實的理論基礎2.務實的實作應用3.充實
的人文素養4.踏實的求知創新。三、學生核心能力：1.理解資訊工程相關數學基礎及專業知識能力。2.運用資訊工程相關知識，發掘、分析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3.整合資訊工程實務技術及運用資訊相關輔助軟硬體的能力。4.具備實際規劃平台與執行專案計畫的能力。5.具有人文
素養與團隊合作能力及專業道德責任的人文關懷，進而帶動影響正向的社會風氣。6.理解資訊工程專業倫理及其社會責任。7.具備外語溝通
的能力與國際觀視野。8.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與能力。9.具備求知與創新的觀念。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8
886-6-2133111
886-6-2149605

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教務處企劃組

http://www.nutn.edu.tw

國立臺南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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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5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生交誼廳、自修室
、自助餐廳、書局、日常生活供應俱全，近火車站生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生均可依規定參加教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
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四、修業期限以4年為原則，所修學分總數至少128學分，若修習雙主修或教育學程者
其畢業學分依相關規定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09  國立臺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一）有視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餘依一般限制。

2210  國立臺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本系培育具備規劃、整合、開發及維護各式應用性資訊系統能力之資訊與數位內容之專業人才，歡迎對資訊電腦科技及數位學習科技有興趣
，並有志於從事數位學習系統建置與數位多媒體設計之學生加入本系的行列。
2211  國立臺南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特色為理論及實務並重，軟、硬體課程兼顧，於電腦科學基礎理論上，課程涵蓋程式設計、數理基礎、軟體系統與硬體系統等基礎
資訊學科。並規劃有智慧型系統與資訊網路兩個領域學程加強引導學生修習完整專業領域課程。
2212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具中文表達能力。（二）數理成績優異者。

2213  國立臺南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Dept. of Greenergy

（一）具中文表達能力。（二）數理成績優異者。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0
886-82-313734
886-82-313733

89250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
研發處國際暨兩岸事務組

http://www.nqu.edu.tw

國立金門大學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宿舍，僑生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73  國立金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配合電子工業發展趨勢，及產業之需求。主要發展方向為：數位IC設計、RF及類比IC設計、通訊系統、多媒體系統及能源材料科技。
除強化理論基礎外，更強調實務之教學，落實學有專精，學以致用為目標。
2569  國立金門大學 食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本系著重培養食品工業技術人才，期能擔負食品之加工、製造、分析、檢驗、生產和管理等任務，同時輔導學生參加食品技師、技術士證照
考試，並培育學生具備繼續進入國內外食品、化工、營養、生物技術等有關研究所深造的能力。因授課內容涉及多項實驗實習課程，需要動
手操作儀器和實驗設備，肢體殘障及視覺辨色能力嚴重障礙學生，宜慎重考慮。
2570  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本系教學專業領域分為（一）力學與結構（二）土壤與基礎（三）材料與施工（四）營建管理（五）流力與水利（六）生態工程。本系已發
展全國特有之生態保育工程與學生集體創作之特色，近二年皆獲全國學生專題競賽前二名，歡迎對土木工程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本系。本系實
驗課程必須進行儀器設備之操作，肢體殘障及視覺嚴重障礙學生，儀器操作不易，且易生危險，宜慎重考慮。
2572  國立金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以發展資訊技術與提升科技應用為目標，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本土區域發展特色，落實資訊科技技術之研究，強調數位學習理念
及提昇自主學習能力，培養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軟體設計與應用素養之資訊專業人才或具備資訊與電子嵌入式整合能力之高級專業人才。
2571  國立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本系以金門豐富的傳統聚落、民居建築以及島嶼生態為基礎，因應社會未來對於文化資產領域人才的需求，希望培養具歷史環境規劃設計能
力、古蹟修護與再利用、永續環境設計等整合性專長之人才。而以（1）歷史保存的研究與教學、（2）社區建築的理論與實務、（3）從現
代思潮到地域主義的建築設計、（4）綠建築與生態工法的研發與推展，為本系之主要教學與發展目標。歡迎對建築設計、綠建築、古蹟保
存、文化產業有興趣之同學報考。惟辨色力異常者，不宜報考。本校修業5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0
886-89-318855
886-89-517336

95092 臺東縣臺東市西康路2段36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tu.edu.tw

國立臺東大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本項招生提供名額係屬大學部自費生名額，且不屬師資培育學生。
三、一年級新生必須修習勞動服務課程，修畢始得畢業。
四、本校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含)以上或其他相關語文檢定(請參閱本校學生畢業英語能力標準實驗計畫)始
能達到畢業資格。
五、本校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初級急救員訓練(自費訓練)並取得證照為本校學生基本能力。
六、本校學士班學生應取得服務學習時數。
七、本校分為台東校區及知本校區，101學年度新生上課及住宿地點，屆時依本校搬遷進度而定。台東校區地址:95002臺東市中華
路一段684號。知本校區地址:95092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八、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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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27  國立臺東大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數學系朝向應用數學、金融數學、統計、機率、數學理論與實務及與其他學科統整之方向為主要目標。積極養成學生數學專業知識，提供數
學研究與進修能力，以期能培養多元結構之數學專業及教育人才。餘皆依一般限制。
2228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應用物理組   Dept. of Applied Science (Applied Physics Division)

一、應用科學系主要培養兼具紮實學理基礎與實做能力之應用科技人才。二、分為應用物理組與化學及奈米科學組分別招生。三、本系發展
之特色以有關應用科學領域為主，例如綠色科學、光電物理、奈米科學等學術研究方向。四、本系課程包含實驗操作，有意申請者請自行考
量。五、餘皆依一般限制。
2229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化學及奈米科學組   Dept. of Applied Science (Chemistry and Nano Science Division)

一、應用科學系主要培養兼具紮實學理基礎與實做能力之應用科技人才。二、分為應用物理組與化學及奈米科學組分別招生。三、本系發展
之特色以有關應用科學領域為主，例如綠色科學、光電物理、奈米科學等學術研究方向。四、本系課程包含實驗操作，有意申請者請自行考
量。五、餘皆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1
886-2-28267000
886-2-28250472

11221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2段155號
招生組

http://www.ym.edu.tw

國立陽明大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各系（含護理學系）均男女兼收。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33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一、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二、選填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高中宜修過數學、化學及物理等三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3
886-4-7232105
886-4-7211261

50007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教學資源組

http://www.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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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案提供名額係屬大學部自費生名額，且不屬師資培育學生。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與義務
，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四、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至少須通過一項外語能力檢定或修習相關外語課程。五、本
校實施「資訊能力檢定」之畢業門檻，除應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資訊能力檢定」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六、本校
實施「通識護照」辦法，包含兩部分；（1）志工服務（2）藝文與學術活動，入學學生均需參加並獲通過。七、本校備有男女生
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3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3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3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ysics program)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3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組   Dept. of Physics (Photonics program)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4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4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4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4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4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機械類   Dep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Division of Mechan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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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224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電機類   Dep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Division of Electrical Technology)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4
886-8-7226141
886-8-7229527

90003 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pue.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閱
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eb.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四、錄取本校之學生皆為非師資培育生，可參與教育學程遴選，但不得申請卓越師培獎學金，相關資訊請參閱網址
http://cte.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五、 學生須達到本校「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基本能力評核辦法」之規定，方可畢業。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49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物理系   Dept of Applied Physics

1.為非師培學系。
2.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本系著重光電、奈米科技、材料、人工晶體生長技術之研發，設有各種現代化實驗室，供學生學習高科技產業技術。
2248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本系課程設計強調資訊科技理論與實務的學習，包含計算機系統、智慧型運算及數位內容領域等，畢業後可從事高科技產業的研究開發工作
或擔任工程師等職務，亦可參與相關領域之公職考試。本系為非師培學系。電話：(08)7226141*33501，網址:www.cs.npue.edu.tw
2837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先進薄膜製程學士學位學程   Advanced thin film processing program for Bachelor degree

本學程著重光電、奈米科技與各種材料薄膜生長技術之學習、開發與應用，並設有各種現代化的薄膜製作實驗室，供學生學習高科技產業技
術。
2838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Computer and Intelligent Robot Engineering

本學程跨系所整合機器人無線與感測網路、電腦影像處理、IC設計與驗證等科技，以培養高科技產業所需人才。本學程與Altera、利基科技
和工研院南分院等機構結盟，以提升本學程產學研發能量。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6
886-4-22183199
886-4-22183130

40306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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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申請住校，視床位數予以核定。三、本校僑生係屬大學部自費生，且不
屬於師資培育學生。若欲修習教育學程，全師培學系，需以外加名額專案報部核准，其餘各系需參加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之
甄選，通過後才得以修習教育學程並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惟仍不得參加本國辦理之教師檢定考試，無法取得本國教師證書
。四、本校學生須通過學校及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其能
力及素質。五、清寒僑生就讀本校只要學業成績及格、操行成績80分以上，並檢具清寒證明，享有住宿費減免或獎助學金，並可
優先申請校內生活學習助學金（原校內工讀）等就學優惠。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5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225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Dept. of Science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本系以培養科學研究或科學推廣專業人才為宗
旨，教學重點為：基礎科學學科知識、科學教育相關課程等。本系網址：http://www.ntcu.edu.tw/science/。
225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一)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二)以培養資訊專業人才為宗旨
，專注於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重點為：網際網路、計算機架構、智慧型軟體系統、嵌入式系統、無線網路、軟體工程等。(三)本系網址
：http://www.ntcu.edu.tw/cis。
2258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Dept. of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一）本系以培育數位內容之設計與研發人才
為主要目標，課程規劃整合科技、設計與數位學習，課程內容以培養學生分析、設計、發展、整合、評鑑與行銷之能力為主軸。（二）非師
資培育學系。（三）本系網址http://www.ntcu.edu.tw/dct。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7
886-7-7172930
886-7-7262447

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knu.edu.tw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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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兼收。二、英語、地理、教育、特教、美術、音樂、化學、物理、工教及體育等10系為師資培育學系，國文（應中組
）、事經、視設、光通、工設、軟工等6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僑生入學後可依各學系所訂相關辦法，或經由師資培育中心考試修
讀教育學程。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僑生未取得本國國民身分證
，不得参加教師資格檢定。四、住宿申請請依本校大學部學生宿舍核配作業規定辦理（優先核配宿舍）。五、本校實施「英語文
能力檢測」之畢業門檻，學士班學生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語文能力檢測」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六、本學
年度錄取文學院、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之新生上課地點：在本校和平校區。七、本學年度錄取理學院及科技學院之新生上課地點
：在本校燕巢校區。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6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一）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化學系之必修實驗課程，因辨色力異常者，對於有色彩變化之實驗分析難以觀察且有
危險性，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294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226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Educatio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口吃而影響工廠實習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226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光電與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294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226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學系   Dep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一）非師資培育學系（二）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填志願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5
886-2-23113040
886-2-23146811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tmue.edu.tw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53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一、本系屬於理科之系所，欲選擇本系的學生應具備理科基本素養。二、本系課程注重計算機理論（資料結構、演算法、電腦網路、作業系
統、計算機結構、計算理論、數學基礎 、......）與實務技術（程式設計、系統安裝管理、網路管理、數位電路實驗、組合語言、......），以
培育計算機軟體、硬體、網路系統之應用、開發及研究之資訊科學人才。三、結合本校教育資源之優勢及資訊技術，本系亦培養資訊教育和
數位內容之設計及研究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9
886-3-5213132
886-3-5617287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註冊組

http://www.nhcue.edu.tw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男女兼收，保障優先住宿。二、錄取名額皆為自費生。三、依據現行（94年10月3日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資格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依證
明書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加本考試。僑生如不具中華民國國民，則無法參加師資檢定考試取得教師資格。四、本校為輔導學生
校外生活，凡學生住宿校外者，經家長切結同意後，由學務處、學系或導師予定期或不定期之訪視。五、本校以培育優質教育與
文創人才的博雅大學，學生入學後，必須遵守經全校師生代表共同制定的所有規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7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科學系奈米科學組   Division of Nano-Science ,Dept. of Applied Science

1.本組旨在以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學科為基礎，培育具備奈米材料之特性分析、結構鑑定、合成與應用能力之專業人才。
2.課程含實驗操作，身體不便者，請審慎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8
886-2-27321104轉2225/2223
886-2-23777008

1067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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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學生在校期間，欲修習教育學程者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及參加甄選，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三
、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悉依「師資培育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之。另依
前揭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報考者須為中華民國國民。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申請安排床位。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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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7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Mathematics Education）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數學組主修數學及數學教育，著重數學、資訊與教育知能之整合與應用。惟就讀本組，華語之聽說讀寫應具一定程度
，數學成績必須優良，否則不宜選讀，以免半途而廢。
285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資訊組   Dep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Information Education)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資訊組主修資訊及資訊教育，著重資訊與教育知能之整合與應用。惟就讀本組，華語之聽說讀寫應具一定程度，資訊成
績必須優良，否則不宜選讀，以免半途而廢。
279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Dept. of Science Education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以培養優質之自然科學領域專業人才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師資為目標。凡選讀本系，華語之聽說讀寫應具一定程度
，自然科學之成績必須優良，否則不宜選讀，以免半途而廢。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6
886-2-28610511#11302、11304
886-2-28611147

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本校學士班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外，尚須依規定完成「服務學習」及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
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方可畢業。外國語文相關學系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外，另訂有各該系相關語文能力畢業門檻，請參閱各系
分則說明。
2.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之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考生可至本校教務處網頁查閱該辦法。
3.為協助經濟困難之學生，使其順利完成學業，並獎勵各類優秀學生，訂有「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詳細內容，請
隨時點選本校首頁網站 ---> 公告系統 --->獎助學金之下查詢。
4.本校備有宿舍，僑生優先。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87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因應數位匯流與新媒體之發展趨勢，本系強調科技與人文整合，以應用資訊傳播科技進行創意加值之教學研究為目標。歡迎具有美學與創意
設計基礎之高中學生加入本系，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288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因應課程教學需求，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276  中國文化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規劃三個學群：﹝1﹞應用數學﹝2﹞統計科學﹝3﹞計算機科學。本系與美國普渡大學簽訂國際雙學位合作案。

2277  中國文化大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以應用光學及計算物理為特色課程，注重實驗技巧的培養；招收具有物理潛力及興趣的學生，以培養理論與實驗素養兼具之優秀人才。有視
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278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279  中國文化大學 地理學系A組   Dept. of Geography（A Section）

因地理系野外實察（自然與人文）以及地圖繪製等課程，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280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大氣科學是以物理和數學為基礎，結合氣象觀測、衛星和雷達遙測、高速電腦運算，探討大氣運動和變化的一門科學。研究領域包括颱風、
龍捲風、雷雨等劇烈天氣；聖嬰、洪水等短期氣候變化；以及溫室效應、臭氧層、空氣污染等環境變遷問題。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
，宜慎重考慮。
2281  中國文化大學 地質學系   Dept. of Ge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不能從事野外調查工作者，宜慎重考慮。

2282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包含程序工程、材料工程與生化工程等三大領域，供學生依興趣修習。畢業後可從事各大化工廠、光電半導體廠、生化製藥廠及材
料能源等相關產業。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283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284  中國文化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具備紮實理論基礎，並學會善用電腦進行元件和系統設計、分析、製造、量測和控制等實作技術，且擁有前瞻和宏觀
識見之機械工程人才。因此，對機械有興趣，空間認知能力與數理基礎較佳，且喜愛動手設計之學生，報考本系較為適合。
2285  中國文化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   Dept. of Textile Engineering

本系教育目標依據現今產業發展及社會需求，培育對紡織科技能進行獨立研究、開發及培養紡織工程領域人才。課程內容採多元化教學，使
學生對紡織科技及上游之材料科學與下游之設計行銷管理有全面性之了解。重視培育學生實作能力，以結合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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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原資訊科學系，100學年度更名為「資訊工程學系」。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7
886-2-26215656
886-2-26209505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招生組

http://www.tku.edu.tw

淡江大學   Tamkang University

一、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請於規定期限內向境輔組提出申請。
二、獎學金：除提供校內獎學金25種及校外獎學金約139種供全校學生申請外，另有專供僑生申請之獎學金5種。
三、助學金：提供清寒助學金及工讀助學金，供家境清寒之學生申請工讀。
四、各項僑生注意事項、獎助學金及住宿資訊，請參閱本校學生事務處資訊網（網址：http://spirit.tku.edu.tw）生輔組、住輔組網
頁及國際處資訊網(網址：http://www.oieie.tku.edu.tw/main.php）境輔組網頁。
五、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門檻始得畢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91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數學組   Dept. of Mathematics-Section of Mathematics

2292  淡江大學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   Dept. of Mathematics-Section of Data Scienc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293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Section of Electro-Optical Physic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為顧及實驗室安全，宜慎重考慮。

2294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Section of Applied Physic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為顧及實驗室安全，宜慎重考慮。

2295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Division

化學學系必修課程之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儀器分析等實驗均涉及化學反應，如辨色力異常對於有關實驗之學習將有困難及安全
之虞。
2296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Material Chemistry Division

化學學系必修課程之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儀器分析等實驗均涉及化學反應，如辨色力異常對於有關實驗之學習將有困難及安全
之虞。
2297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修業五年。

2298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工程設施組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Infrastructure

2299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營建企業組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Building Business

2300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2831  淡江大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組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301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Division of Opto-Mechatronics,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2302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Division of Precisi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303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子通訊組   Division of 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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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子資訊組   Division of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305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Division of Electric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306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具備化工製程與材料應用等專業知識人才為目的。課程內容包括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等理論及實驗，強調專業整合之訓練。有視
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307  淡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Dept.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2308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2309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   Dep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本系以培養具備優良決策能力之管理科學人才為主。課程內容包括經濟、企業管理、統計、決策理論與分析方法，著重學理與實務相結合
，使學生具有嚴謹完整之專業知識，以符合企業界之就業要求。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8
886-2-28824564
886-2-28809706

11103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mcu.edu.tw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1.本校於2010年11月18日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技院高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
2.設有「僑生暨陸生輔導組」，作為僑生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學生宿舍，供學生申請住宿。
4.有關獎學金之詳細類別，請自行參考本校網站進入學務處網頁查詢。
5.各招生學系課程、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等，請上各系網頁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 – 9
  傳真號碼：(02)28809706
桃園校區：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5號
  電話：(03)3507001 – 2
  傳真號碼：(03)3593852
8.網址：http://www.mc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13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以培養資訊科技專業人才為主旨，除奠立學生理論方面的基礎外，並強化實務課程的訓練。在桃園校區上課。

2314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為培養「VLSI超大型積體電路」、「類比、數位電路設計」、「半導體及光電半導體工程」、「系統工程」等四個重點領域的監實基礎。
在桃園校區上課。
2315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以培養結合資訊、電子與通訊工程專業人才，研究數位通訊媒體與網際網路通訊技術為宗旨。強調學理與實務並重，課程內容含電機、電子
、資訊與通訊工程必要基礎課程，本系的發展有三大重點領域，分別為網路技術、通訊技術及嵌入式系統。在桃園校區上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9
886-4-23598900
886-4-23596334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招生組

http://www.thu.edu.tw

東海大學   Tungha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一年級男女生一律住校。
三、二年級以上男女生可申請住校。
四、本校實施勞作教育，新生必須參加基本勞作一學年，兩學期勞作成績均及格者方能畢業。
五、自100學年度入學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學生必須通過本校之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請參閱東海大學英文能力畢業門檻
實施辦法 http://academic.thu.edu.tw/chinese/down.php?hDFile=tw_law01283411534.pdf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18  東海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ysics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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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physics.thu.edu.tw/

2319  東海大學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Applied Physics Division)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physics.thu.edu.tw/

2320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Division)

辨色能力異常、四肢嚴重障礙及腦性麻痺等會影響實驗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
http://chem.thu.edu.tw/
2321  東海大學 化學系化學生物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cal Biology Division)

辨色能力異常、四肢嚴重障礙及腦性麻痺等會影響實驗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
http://chem.thu.edu.tw/
2322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www.math.thu.edu.tw/

2323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自然組   Dept. of Statistics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stat.thu.edu.tw

2324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chemeng.thu.edu.tw/main.php

2326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ivision)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www.cs.thu.edu.tw/

2328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創意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Creative Internet Applications Division)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www.cs.thu.edu.tw/

2329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辨色能力異常、四肢嚴重障礙及腦性麻痺等會影響實驗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
http://www.envsci.thu.edu.tw/
2330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ee.thu.edu.tw/main.php

2332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id.thu.edu.tw/

2325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www.ie.thu.edu.tw

2327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Engineering Division)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www.cs.thu.edu.tw/

2331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修業年限五年。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arch.thu.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4
886-4-24517250轉2185
886-4-24512908

40724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招生組

http://www.fcu.edu.tw

逢甲大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1.男女兼收。
2.優先分配新生住宿。
3.本校設置各項優渥獎學金，獎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
4.本校連續七年榮獲教學卓越獎勵，並獲選為「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中心學校，負責建立中部13所大學資源共享平台。
5.本校在Cheers雜誌2010年「企業最愛的大學生總排名」再次榮列全國TOP 10，私校排名第二。
6.本校所有工程學系辦學品質皆獲得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國際教育認證。
7.本校系所評鑑全數通過，創全國公私立大學首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67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培育1.電腦輔助設計分析與製造、2.材料成型加工與新製造技術、3.自動控制與機電整合、4.動力熱能與流體機械、5.機械元件設計與機構
分析等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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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8  逢甲大學 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   Dept. of Fiber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除開設基礎教學課程使學生能符合社會需求外，另開設研究教學課程使學生能有多元之學習機會。並根據辦學理念及配合國家經濟建設暨產
業發展策略，以培訓學生對高分子、纖維、奈米、複合材料及染整專業技能、專業管理能力、就業技能及獨立思考與研發能力為目標。
2369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Systems Management

主要發展方向為產品製程與服務系統之設計、科技管理、供應鏈與運籌管理及企業系統電子化，培育學生分析問題、評估問題及解決問題之
核心能力。
2370  逢甲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社會及業界現狀之需求，所規劃開設的課程，除了化工製造程序相關之基礎課程外，亦就「製程」、「材料」、「生化」、「能源」等四大
領域開授選修課程，以供學生依其志向選擇。
2371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Dept. of Aerospa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因應高科技人才的需求與產業發展的趨勢，本系以培育航太工程、飛行控制、噴射推進、電腦輔助工程、微機電系統、電子構裝、奈米科技
與能源工程等領域之專業人才。並以訓練學生具獨立思考及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力為目標。
2372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培養數學能力出發，訓練學生具備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力，進而導入學程，強化職場競爭力。相關學程有計算科學、精算、計量財務
及資通安全學程。對數學、工程、財務或資訊有興趣的同學。
2373  逢甲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學系，由材料基礎科學至尖端科技，培養學生宏觀視野。課程規劃有高性能合金領域、能源領域、微電子領域，亦有多
元化之專業課程，可供選修，歡迎加入本系行列。
2374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歡迎對環境科學、環境工程以及對環境教育有熱忱之學生，來參加申請入學。

2375  逢甲大學 光電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培育產學所需的光電人才為目標，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除光電基礎課程外，學生可選擇進階以成為光電元件、光顯示、光儲存、
光通訊、太陽光電、照明光電或光電學術等領域的準備專業人才。
2377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根基深厚，創系近41年，設有博碩學士班，學制完整；為全國第一個榮獲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通過之資工系，具國際競爭力；學程化教
學(電腦系統、軟體工程、網際網路)，注重專題製作，學生可獲專精的理論與實務訓練。
2378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基礎課程兼顧基礎與專業兩方面，以電子電路一系列課程為重點；專業方向則提供半導體與電子元件及IC設計等二大領域為主修學程，俾使
學生具較深厚之積體電路、電子元件與尖端科技等知識，提高於研究所深造或於高科技產業就業之競爭優勢。
2379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電機工程專業人才為宗旨，基礎課程以電子學、電磁學及電路學課程為重點並搭配相關實驗；專業課程方向則分為：電磁與能源
、電波、光電等領域，並配合畢業專題製作及發表，使學生獲得專精的學理及實作訓練。
2380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Dept. of Automatic Control Engineering

課程兼顧基礎與專業兩方面，以電子電路一系列課程為重點；專業方向提供半導體與電子元件及IC設計等二大領域為主修學程，使學生具較
深厚之積體電路、電子元件且連結奈米、光電、生物、綠能等新科技，提高研究所深造或高科技產業之競爭優勢。
2381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主要特色在培育無線通訊、網路通訊及多媒體通訊等通訊核心領域之尖端科技人才，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俾使學生於畢業後順利接軌研究
所的深造與增進就業的競爭力。
2382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1.培訓土木業界最愛之土木工程人才。教學研究特色在於結合社會需求，發展非破壞檢測、隔減震、耐震及結構補強、火害及地滑等技術。
2.課程含結構、大地、測量與資訊及營建物業管理等四大領域。另可修習院第二專長學程。
2383  逢甲大學 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Dept.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nd Conservation

1.培育具備實務性規劃、設計、管理及監造能力之水利工程專業人才。2.課程有流力水理、水文水資源及水土保育等三項專業領域。另可修
習院共同第二專長學程。
2384  逢甲大學 建築學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1.本系為一整合建築、室內、景觀之相關設計領域之專業訓練學系，課程領域分為建
築理論實驗、城鄉規劃、建築設計、建築科技四大領域。另可修習院共同第二專長學程。2.修業年限五年。
2385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空間資訊組   D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Spatial Information)

1.為一科技整合的學系，以培育規劃師與空間資訊專業人才為目標。2.課程包括：國土及城鄉規劃、都市設計、社區營造、空間資訊、經營
管理等。另可修習不動產及景觀遊憩等專業學程等院共同第二專長學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0
886-2-25381111
886-2-25339416

10462 台北市大直街70號
教務處

http://www.usc.edu.tw

實踐大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在臺北校區上課，備有女生宿舍；高雄校區上課，備有男女生宿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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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5  實踐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高雄)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本系著重資訊與通訊技術的整合教育，課程涵蓋資訊科技基礎課程、網路通訊、區域無線通訊、低中高階程式設計、多媒體技術與嵌入式系
統等相關應用技術，此外本系亦獎勵學生參加各種證照考試，以提高就業能力。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itc.kh.usc.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1
886-7-6577711
886-7-6577056

84001 高雄縣大樹鄉學城路1段1號
招生組

http://www.isu.edu.tw

義守大學   I-Shou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生宿舍。二、提供各項獎助學金，詳情可上網查詢(http://www.sa.isu.edu.tw/extact/index.php)。三、
醫務管理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及健康管理學系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四、大一新生必修學生服務教育課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40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以培育電機電子相關高科技產業人才為目標，課程涵蓋能源與系統科技、通訊與光電、控制與訊號處理等領域。除依一般限制外，選填本系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341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為了培育學生擁有專業能力並學以致用，達到與產業無縫接軌，本系除了必修課程外，專業選修課程更規劃了三大特色領域： (1)光電特色
領域，(2)微電子技術特色領域，(3)系統整合特色領域，以達到「電子一二三，就業很簡單」的目標。本系於九十六年通過教育部評鑑，九
十七年通過中華工程認證，前述有效期均為通過五年。
2342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以培養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備的資訊專業人才為目標，課程規劃三個主要方向：（一）多媒體系統，（二）網路與通訊，（三）嵌入式系
統。本系於九十六年通過教育部評鑑，九十七年通過中華工程認證，前述有效期均為通過五年。
2343  義守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以培養通訊專業人才為目標，教學研究重點為通訊電路設計、通訊系統、寬頻網路、無線通訊及微波與光纖通訊等領域。本系於九十六年通
過教育部評鑑，九十七年通過中華工程認證，前述有效期均為通過五年。
2344  義守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招收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及相關領域之優秀青年，施以有系統之教育訓練，使其具有實務、理論研究等能力兼備之人才。本系於九十六學年度
通過教育部評鑑，九十七學年度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協會認證，有效期為四年。
2345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以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人才為目標，除化學工程基礎訓練外，並著重於生物技術、材料科技及清淨製程等方面研究。本系於九十四年通過
中華工程認證，有效期為六年除依一般限制外，選填本系，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346  義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課程設計與研究重點方向包含「金屬材料」，「電子及光電材料」與「多功能新材料」等領域，培養學生成為兼備理論知識與創新務實能力
的專業人才，同時具備未來升學、就業的競爭力。歡迎對材料科學與工程(含光電、電子、半導體、金屬、陶瓷、奈米、高分子材料)有興趣
，且未來擬進入相關產業服務之有志青年加入。
2347  義守大學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土木與生態工程是國家發展與永續經營的基礎。隨著人與環境生態互相尊重的觀念推展，本系將成為國家基礎建設人力的培訓場所。除依一
般限制外，選填本系，有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348  義守大學 應用數學系資訊科學組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in Computer Science

給予學生基本的數理邏輯之素養，進而培養學生數值計算、資訊科學及程式設計之能力，希望每一位畢業學生都是一個具數理、資訊能力之
資訊專業人才。
2349  義守大學 應用數學系財務分析組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in Financial Mathematics

給予學生基本的數理邏輯及統計分析之素養，進而培養學生財務管理、財務分析及實務操作之能力，希望每一位畢業學生都是一個具數理、
資訊能力之財金專業人才。
2351  義守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以培育生物醫學工程之專業人才為目標，學生可依個人興趣，從三個重點方向（生醫電資整合、生物力學暨福祉科技、及生醫材料暨組織工
程）擇一學習，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5
+886-2-29053142
+886-2-29049088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fju.edu.tw

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宿舍，僑生優先提供。三、本校將中文、英文與資訊等三項基本能力列入畢業條件。四、申請人需具備
中文聽、說、讀、寫之能力。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88  輔仁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有聽覺、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391  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上肢嚴重障礙、視覺障礙及重度聽覺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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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4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ystems and IC Design Section)

本系之教學目標為培養優秀電機專業人才，教學以專業學程為導向，建立
學生跨領域整合應用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兼顧學生就業與深造的需求。
2275  輔仁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Section)

本系之教學目標為培養優秀電機專業人才，教學以專業學程為導向，建立
學生跨領域整合應用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兼顧學生就業與深造的需求。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2
886-4-26328001
886-4-26526602

43301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號
國際事務處

http://www.pu.edu.tw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一、本校正式成立於1956年，現有5個學院、22個學系、21個碩士班及2個博士班。
二、大學部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文聽講能力。三、為鼓勵僑生就讀本校，凡經海外僑生聯招錄取就讀者
，第一學年每學期發給學費同額獎學金。第二至第四學年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含）以上、無懲處紀錄，得續領獎學
金。四、校址：43301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號 國際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五、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
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54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計算數學組   Dept. of Financial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本系以培育具備「基礎應用數學核心競爭力」的跨領域人才為目標，依發展方向分為「財務工程組」及「計算數學組」二組。課程著重訓練
學生具備基礎應用數學能力、嚴謹的邏輯推理能力及優越的科學計算能力。二組課程得互為選修。
2355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財務工程組   Dept.of Financial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Division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採計算與動態數學、財務工程分組招生，紮實的數理基礎訓練，結合資訊、財金等多元的領域，為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資訊、工程計算、
財務金融等專才為依歸。二組課程得互為選修。
2356  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必修課程中，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等課程均涉及化學反應，如有辨色力異常者，對於相關實驗將有安全顧慮及學習困
難等缺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357  靜宜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cs Science

以紮實的統計理論課程為主，輔以軟體應用及實務操作，並鼓勵同學有第二專長，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統計分析專才。

2358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發展重點為生物資訊科技、影像處理與資訊安全、積體電路設計與崁入式系統設計、行動通訊網路，以及分散式計算，並透過紥實的專業課
程培育頂尖的資訊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7
886-4-23323456
886-4-23321059

41354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asia.edu.tw

亞洲大學   Asi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一年級新生除特殊情況，一律住宿，宿舍設備新穎，為4人之套房。三、本校一年級新生需修習「服務與
學習」課程(一學年、0學分、必修)。四、本校為禁菸校園。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99  亞洲大學 生物與醫學資訊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辨色力異常者請慎重考慮。

2400  亞洲大學 光電與通訊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自二年級起，學生可依興趣選擇修習「通訊與網路」或「光電與綠能」學程。

2401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本系為加強學生專業知識，自二年級起，學生可依興趣選擇修習四特色學程：「半導體資訊
」、「智慧型系統應用」、「數位內容服務平台應用」與「數位內容技術與設計」學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6
886-6-2785123
886-6-2785111

71101 臺南市歸仁區長榮路1段396號
綜合發展組

http://www.cjcu.edu.tw

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一、僑生入學獎勵措施：（一）對入學具本校學籍之僑生，補助第一年機票(交通)補助金最高新台幣貳萬元整。（二）凡無法取得
台灣政府任何公費獎、助學金之僑生，本校比照公立學校學雜費收費。詳細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三）對生活有困難之僑生
，本校給予工讀助學。二、學生入學一般規定：（一）日間部新生一律住校。（二）本校鄰近台南高鐵站，台鐵支線行經本校
，並設置「長榮大學站」，交通極為便利。（三）本校與美、法、奧、加、日等世界名校（共計78所）締結姊妹校、密切國際合
作與交換學生；並訂有「學生競爭力培育要點」，期望有效提升學生表達、領導、規畫能力、強化學生競爭力與彈性及創新之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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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四）新生必修「勞務教育」課程（包含「勞務實習/訓練」之實習課），須參與晨間校園整潔維護勤務工作。（五）本校
訂有英語畢業條件，詳情請參閱語文教育中心網站。（六）本校為基督教大學，重視人文與教會關懷精神。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94  長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2396  長榮大學 科技工程與管理學系   Dept. of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一）本系強調以科技工程為主、管理知能為輔之教育宗旨，針對科技產業之需求與發展方向，培育兼具『科技工程技術』與『管理知能』
之研究專才、工程師或管理者。（二）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3
886-2-26290228
886-2-86318024

25103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32號
招生組

http://www.au.edu.tw

真理大學   Alethei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應用數學系、資訊工程學系、統計與精算學系均在台北校區上課。四、有關本校教學
資源、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網站。(台北校區網站http://www.au.edu.tw，台南校區網站
http://www.mt.a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362  真理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依一般限制。本系的教育目標為培養學生具有邏輯推理、分析及思考判斷能力，並透過紮實的數學基礎訓練，讓學生打下能應用在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工程、商管等等領域的穩固基礎。歡迎對數學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的行列。
2363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本系教師具有高度的教學熱誠。認真培育學生，使其具備資訊人所應有的學養，熟練資訊科學的基本技能，並厚植其接受資訊
新科技的基礎，使能因應日後不斷成長且進步的資訊世界。
2364  真理大學 統計與精算學系   Dept. of Statistics and Actuarial Science

依一般限制。本學系以培養統計與精算等專業人才為目的。在精算方面，特別利用寒暑假時間舉辦精算證照考試培訓班，輔導同學考取精算
師執照。舉辦數年來，多人通過考試，成果豐碩。在統計方面，除了基礎能力的培養外，並於課程上十分重視統計資料之解讀與應用。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7
886-3-4638800
886-3-4354604

32003 桃園縣中壢市內壢遠東路135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yzu.edu.tw

元智大學   Yuan Ze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生宿舍。
二、本校設有僑生獎學金，詳細資訊請參閱網頁http://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content/view/1355/893/。
三、元智大學為國際化雙語大學，凡大一新生必須參加暑期「挑戰極限」全英語營隊，以強化修讀全英語課程之能力，表現合格
者，將取得通識英語課程學分。
四、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文能力」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45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1.本系的教育理念在培育具備「工程技術」與「管理科學」之系統整合人才，並已通過國際工程科技教育(IEET)認證。課程特色包括：數理
基礎與專業能力的養成、產業實務人才的訓練、市場導向的學程學習。 2. 本系積極推動英語教學及海外學園活動，帶領學生出國參訪與學
習，以提升學生國際化之競爭能力。3. 畢業生可透過本系五年一貫學程(五年獲取學士與碩士學位) 、碩/學士直升博士班、或至與本系合作
之知名國外研究所進修。若選擇就業，可依興趣投入高科技製造業、服務業或資訊業，擔任業界所需的工程師及高階管理人才。本系網址
：http://www.iem.yzu.edu.tw/
2446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本系著重創新創意與產品實作教學，配合產業需求設有專業實習及化工能源環保科技、材料、及生物科技就業學程，培養具備倫理與國際觀
之科技人才，就業率幾達100％。資格具基本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為宜。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建議不宜就讀本系。
http://www.che.yzu.edu.tw/、分機2575。依一般限制。
2447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具有運用數學知識描述、分析及解決工程問題並運用現代工具與電腦軟體於工程系統設計、分析及製造的能力以朝向新能源、奈
微米、生醫光機電與現代科技潮流及產業需求相互結合。具基本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為宜。實習相關課程，需從事儀器設備實作，且
具危險性，中度以上殘障、視聽力不良者不宜報考。http://www.mech.yzu.edu.tw/、分機2452。依一般限制。
2448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發展重點有（一） IC設計與內嵌式系統；（二）軟體方法論及系統；（三）網路、行動與雲端計算；（四）多媒體系統、人機互動與
感知計算；（五）計算智慧與學習科技及（六）生物與醫學資訊等。師資堅強，設備齊全，理論與實務並重。設有跨院系學程，同學畢業
2/3以上進入研究所深造，其餘從事高科技研發及行銷等工作，發展領域極為廣泛。http://www.cse.yzu.edu.tw、分機2379。選填本系者最
好具備中文聽、說能力。依一般限制。
2450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第2類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基本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為宜。資訊應用已成為今日企業及組織維持生產力與競爭力的重要關鍵，本系旨在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
熟悉資訊技術、明瞭企業特性、發展資訊系統、推廣資訊應用」之人才為目的。著重加強學生基礎理論與觀念之培養、訓練學生系統實作之
能力及實施多元化專業實習制度，以兼顧升學或就業需求。師資堅強，設備齊全，且畢業校友無論進修或就業，表現均極為優異。
http://www.mis.yzu.edu.tw/、分機2601。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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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3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著重基礎教育，理論與實務並重，訓練學生學以致用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趨勢，本系選定智慧控制、綠色
能源、晶片設計與數位科技為主要發展領域，亦積極推動系統整合應用。http://www.ee.yzu.edu.tw/、分機7102，依一般限制。
2452  元智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配合產業界對通訊、電子及電機人才之需求，選定行動通訊、遠距醫療、奈米系統晶片、無線網路、汽車電子通訊、數位家庭與多媒體等為
發展領域。師資實務經驗豐富，實驗設備齊全，課程內容理論與實務並重，畢業校友於進修或就業，表現均極為優異，數次獲得1111人力
銀行調查企業最愛前三名。http://www.comm.yzu.edu.tw/、分機7301。依一般限制。
2451  元智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Dept. of Photonics Engineering

本系著重基礎教育，理論與實務並重，訓練學生學以致用，如何使用工具解決問題。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趨勢，本系選定『太陽能
光電』與『照明與顯示技術』等為主要發展領域。培養結合光學與電學之人才，以提升我國在學術、國防與工業方面之光電科技水準。
http://www.eo.yzu.edu.tw/、分機7501。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0
886-3-5186222
886-3-5377360

30092 新竹市東香里6鄰五福路二段707號
教務處招生試務組

http://www.chu.edu.tw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11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須辨色能力正常。

2412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須辨色能力正常。

2413  中華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須辨色能力正常。

2414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Information Engineering）

須辨色能力正常。

2415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軟體工程及設計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Design）

須辨色能力正常。

2416  中華大學 生物資訊學系   Dept. of Bio-informatics

須辨色能力正常。

2417  中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須辨色能力正常。

2933  中華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2419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建築設計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e Designing Group）

建築設計組側重於歐洲建築教育中建教合一的教學系統，將人文、藝術知識等涵養課程溶入建築的創作裡，並且參酌台灣各建築相關系所
，兼顧實質建築知識，使得建築教育與實業界能相互連貫，創造出優質之生活環境。修業四年。www.arch.chu.edu.tw。須辨色能力正常。
2420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本系旨在培養具有電腦應用能力之新一代土木工程師。使其能使用最新科技於規劃、設計、建造與維修房屋結構、道路橋梁、河川整治與隧
道水壩等基礎民生工程，增進人類生活之幸福。本系已通過IEET之工程教育認證，其畢業生之學歷在各會員國(如美、加、英、日、港、韓
等)間皆相互承認，未來就學與就業之路相當寬廣。須辨色能力正常。
2421  中華大學 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Opto-Mechatronics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須辨色能力正常。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1
886-3-2652014
886-3-2652019

32023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cycu.edu.tw

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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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兼收。二、優先分配新生住宿。三、僑生新生第1年每學期均核發獎學金，金額等同該學期之學費。僑生第二年起（不含
延肄生及研究生）每學期依其前一學期之學業表現核給獎（助）學金，相關資料請上網查詢（http://www.icare.cycu.edu.tw/ 最新
消息/獎勵入學/僑外生）。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63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本系分數學、統計及資訊科學等三個學程，招收對數學有興趣的學生，培養其對數學之基本觀念，然後對高深學理作深入的探討、將數學應
用於各領域，並期能造就優秀的數學人才。
2464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物理組   Dept. of Physics, Physics Program

本系為中原大學創校學系之一，多年來致力於培育具物理紮實基礎訓練，並具獨立思考及創造力之學術與科技專業人才。物理組以理論及實
驗並重，歡迎對物理有興趣的同學報考。
2465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Dept. of Physics, Photon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Program

本系為中原大學創校學系之一，多年來致力於培育具物理紮實基礎訓練，並具獨立思考及創造力之學術與科技專業人才。光電與材料組特重
在物理基礎訓練下，提供光電及材料科技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學習環境。
2466  中原大學 化學系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Chemistry Division

招收願努力學習、有創造力且對化學領域有興趣之學生。

2467  中原大學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Dept. of Chemistry, Materials Chemistry Division

招收願努力學習、有創造力且對化學領域有興趣之學生。

2468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著重教學，2004年通過「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為全國第一個獲得此一認證之土木工程學系。土木工程師可在政府
機關、民營企業、營造廠、顧問公司及技師事務所工作，從事結構、大地、水利、運輸、測量及材料之調查、設計、分析、施工、監造、維
護，對人類生活改善有重要貢獻。歡迎有熱誠的同學前來就讀，但同學的物理及微積分或數學基礎要有一定水準才適合學習土木工程學系各
學科。
2469  中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學風自由，研究風氣及產學合作鼎盛，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均衡發展，學習生活化，德智體群四育並重，並與美國多所大學交換學生
；本系曾連續兩年獲1111人力銀調查，企業愛用的畢業生前3名，並獲天下雜誌Cheers最佳機械研究所排名私校第一名，全國第十名。依據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0機械學門WOS科技論文統計IF總積分全國排名第七。
2470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本系為全國首創之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因應二十一世紀國內外醫學工程之學術研究發展，致力下列教學研究方向：生醫電子與儀表、生物材
料與人造器官、生醫訊號與影像處理、生物力學與科技輔具、生醫微型系統、生物醫資訊、生物微奈米技術、細胞與組織工程、神經生理與
工程、中醫系統工程。
2881  中原大學 電資學院學士班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為因應國家發展須具廣博知識且高度整合能力之跨領域人才需求，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採「學程制」方式修習，大一時修讀共同必修，大二
開始學生可於電機資訊學院內規劃之11個學程中，選擇任2個主修學程以及任1個副修學程修讀，完成本班應修習學分數規定後，即取得「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之畢業學位，希冀藉由多元跨領域「學程制」培養出具有國際觀及高度競爭力的電機資訊專業經理人才。
2471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主要是以系統與整體宏觀的角度觀度分析產業的系統流程及架構，亦即是一門分析產業系統的應用科學。本系設立的宗
旨在為企業界培養擁有整合技術、系統管理與解決能力的優秀工程師，以促進我國經濟向上提升。本系精神-There is always a better way。

2472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旨在培育電子高科技人才，以從事光電元件、半導體、積體電路、生醫感測、多媒體、通訊系統等相關主題之研發與整合應用。本系課
程結構涵蓋電子電機領域之基礎內容，且特別強調與電子產業需求趨勢密切結合，課程符合工程科技育認證規範並積極與國際接軌。
2473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本系設立的主旨是要訓練具備誠信、負責與創意特質之優秀資訊專業人才，故對資訊工程師的養成訓練，著重學理與實作的配合，期能使畢
業生具備優秀資訊工程師的專業素養。且本系於九十三學年度通過工程科技教育認證，為全國第一個通過認證的資訊相關學系。
2474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歷史悠久，重視理論與工程實務養成，以培養具工業技能與全人特質的優秀人才為職志，畢業系友不論就業與升學，皆頗為業界與學界
青睞，歡迎你來體驗無與倫比的電機專業訓練及熱絡感人的系社團活動。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9
886-4-8511888
886-4-8511666

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dyu.edu.tw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04  大葉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一）教學理念：理論與實務並重、科技整合與師徒制，並配合未來科技教學理念，著重於微機電與智慧型材料之應用，精密機械設計與製
造、機電自動化、先進車輛科技、熱流與能源科技等數個領域之發展。學系網址：http://me.dyu.edu.tw。（二）有視覺障礙或辦色力異常、
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者，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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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5  大葉大學 工業工程與科技管理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

本系是介於工程科技與管理科學，並結合產品設計、製造技術與生產規劃整合性學門，老師在課堂傳授學生基本的專業知識外，強調發揮本
校師徒制的精神，培養兼具科技管理專長之工業工程師，學系網址：http://www.ietm.dyu.edu.tw/，電話：04-8511888轉2221、2222。
2406  大葉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學系網址:http://ee.dyu.edu.tw

2407  大葉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本系教育目標首重相關環境基本原理講授，並輔以實務應用方法訓練，實施多元學程涵蓋環境保護、綠色科技、環境規劃管理等領域，養
成貢獻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綠色工程及管理師，歡迎同學加入。2.依一般限制。
2408  大葉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規劃IC設計暨自動化、網路與通訊、多媒體及知識工程四大研究發展方向供學生自由選讀，學生可依興趣選擇資訊軟體、資訊科技或電
子資訊專長分攻。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學系網址：www.csie.dyu.edu.tw。
2918  大葉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是一個結合材料學理、實驗科學與工程實務的應用科技領域。因此，課程設計的重點，在於讓學生先瞭解原理，再以諸
多動手實作的實驗課程加以綿密的搭配與驗證。授課的設計，則在於透過嚴謹的學程安排與「師徒制」的傳承、專題研究的訓練。以「輕金
屬材料」與「電子與光電材料」兩大主軸，朝向車輛輕量化材料與生醫材料、太陽能源運用與太陽能原物料再生之方向發展，歡迎同學加入
。另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0
886-5-2720188
886-5-2720234

62249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教務處招生中心

http://www.nhu.edu.tw

南華大學   Nanhu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網頁，網址:http://www.nh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59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無。

2460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Natural Biotechnology

辨色力異常、或四肢嚴重殘障者，選填自然生物科技學系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5
886-2-28819471
886-2-28838409

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招生組

http://www.scu.edu.tw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一）法律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其餘各學系修業四年，男女兼收。（二）人文社會、外國語文及理學院學生在台北市士林區臨溪
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商學院學生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三）為使學生得以充分運用教學與各
項生活資源，法商學院一年級新生每週規劃部分課程至外雙溪校區上課。（四）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
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其能力與素質
。（五）部分學系規劃有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六）本校備有學生宿舍，並可租用附近民房。有關本校宿舍及學雜費收費
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頁（http://www.scu.edu.tw）查詢。（七）相關獎助學金請至本校生活輔導組網頁
（http://www.scu.edu.tw/life）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39  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   Dept. of Physics

1.辨色力異常影響實驗觀察者或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2438  東吳大學 數學系   Dept. of Mathematics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2440  東吳大學 化學系   Dept. of Chemistry

1.辨色力異常影響實驗觀察者或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驗操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2442  東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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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4
886-4-8876660
886-4-8871542

52345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招生事務處

http://www.mdu.edu.tw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就讀期間，保證提供學校宿舍。
三、提供寒暑假學生宿舍免收住宿費。
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及優秀僑生獎學金（學雜費全免）
五、專責輔導單位，提供免費專業及華語輔導課程。
六、設有專責輔導單位。
七、校址：52345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八、網址：http://www.mdu.edu.tw。
九、電話：886-4-8876660、傳真：886-4-8871542。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33  明道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本系結合數位傳播行銷、網路媒體經營、電腦遊戲製作、人機互動設計，以適性適才學習、重實務自我挑戰為特色，培育電腦程式設計、數
媒行銷、網路技術整合、專案企劃與執行及跨領域整合等核心能力，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與團隊精神之專業人才。
2434  明道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全方位基礎教材之通才教育，養成具備先進功能材料製程與分析能力之材料工程師」為發展目標。並以「薄膜/奈米技術為學
術研究核心，強化學生材料分析與真空製程實務之操作能力」為發展特色，發展方向將以奈米材料、光電半導體材料、薄膜材料及能源材料
為標的，本系並以薄膜太陽能技術與實務為研究教學特色。
2435  明道大學 光電暨能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本系以能源光電技術（如太陽能光電、光電檢測、照明設計、立體顯示等）及能源系統（太陽能、風力發電、燃料電池、節能技術等）為課
程主軸，強調理論和實務並重，培育綠色能源科技之專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2
886-2-26632102
886-2-26633763

22301 新北市石碇區華梵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hfu.edu.tw

華梵大學   Huafan University

一、本校男女兼收，備有男女宿舍，一年級新生享有優先住宿權利。二、一年級須接受服務教育，修習及格者始能畢業。三、本
校以闡揚儒佛思想、融合人文科技為目標。歡迎認同本校創校理念「覺之教育」與創校宗旨「人文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生
」之青年學子報考。四、本校開設各校級、院級相關就業學程，延攬業界專業師資，讓學生所學的知識理論與未來職場接軌。五
、本校校內設置二十餘種獎助學金，另有校外獎學金八十餘種，獎助名額多。校內各單位並提供工讀機會，協助同學養成獨立自
主精神，擴展學習領域。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78  華梵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以培育結合機械、電子、電機、光電、電腦等跨領域之「光機電整合」人才為目標。本系已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工程及科技教
育認證與國際接軌。
2479  華梵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以培養電子元件、積體電路設計、通訊電子、微波天線、光電工程、訊號與控制、電腦網路等專業科技人才為目標。本系已通過中華工程教
育學會（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與國際接軌。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3
886-2-25925252
886-2-25855215

10452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40號
註冊組

http://www.ttu.edu.tw

大同大學   Tatung University

本校位於台北市中心，鄰近捷運站，生活機能佳。
榮耀：
全校系所皆通過系所評鑑/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榮獲教育部「爭取企業產學經費與效率」私校第一名
榮獲德國iF設計大獎、紅點設計競賽大獎
全國首座WiMAX校園網路

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學金
學業成績進步獎學金
出國獎學金
僑委會獎學金

*僑生優先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82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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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組著重機械應用於電子產業能力之養成，培育電子產業所需之專業人才，提升機電控制、電子韌體與電子散熱等能力。(二)需工廠
實習課程，凡有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483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echatronics Division

(一)本系組著重系統整合與設計能力之養成，培育精密產業製程、設備、研發及設計人才，提升工程分析與機械設計等能力。(二)需工廠實
習課程，凡有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484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課程設計涵蓋積體電路、控制系統、電力能源、通訊與訊號處理、網路、天線與微波工程、光電半導體等領域。教學注重理論與實驗並
行，實驗設備完善，學生一人一組，教授親自指導。教育目標在培養學生成為具備獨立思考、主動學習與力行實踐能力的高科技人才。
2485  大同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一）需要正常之辨色能力。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 或肢體障礙者, 宜慎重考慮（二）本系擬招收有志於學習化學工程相關知識之學生.
在新興產業中如半導體製程, 光電高分子材料, 生物科技及能源技術等, 均牽涉到許多化工相關製造. 有志成為高科技產業之工程師, 而又具有
化學與數理興趣者, 將是本系招生與培養的對象.
2486  大同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一）需要正常之辨色能力。（二）需工廠實習，凡有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2487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系設有6大學程---資通安全學程、通訊與訊號處理學程、嵌入式系統學程、計算機結構學程、網路多媒體學程、全球網技術學程。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選讀。
2488  大同大學 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一）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成立於民國72年，目標是培育對高分子、電子、金屬、陶瓷等領域有專長之人才，對國家工業發
展有所貢獻。現有專任師資17人皆畢業於國內外知名大學，研究領域涵蓋表面改質、陶瓷、金屬、電子材料、複合材料、奈米材料、儲能
材料及生醫材料。
2490  大同大學 資訊經營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課程結合資訊科技與商業管理, 就業領域包括資訊系統開發與服務.
特色課程包括企業資源規劃(ERP), 商業智慧, 手機程式設計等.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8
886-5-3622889
886-5-3622505

61363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51號
招生中心

http://www.toko.edu.tw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Toko University

一、本校為2001年8月創校的嶄新大學，擁有全國唯一的西班牙典雅建築之歐洲風格校園，緊鄰極具發展潛力的嘉義縣府特區、故
宮分院、高鐵太保站及長庚醫院，為一座新興科技、文化、大學城，與國家最新發展同步脈動。
二、本校備有學生生宿舍一棟，提供四人房型共計1304床位，每間寢室皆配置獨立式冷氣設備、24小時網路系統、室內電話，每
人各有床、衣櫥、書桌、枱燈、置物架。房內附衛浴設備。另有完善的交誼廳、餐廳、書店、便利商店，所有新生均享有住宿權
。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56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網路系統學系   Dept. of Network System

加入稻江網路系統學系，帶您飛上「雲端」，成為「數位內容設計的專業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4
886-3-9871000
886-3-9874800

26247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http://www.fgu.edu.tw/

佛光大學   Fo Guang University

一、本校位於宜蘭縣礁溪鄉，有關本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閱本校網頁。(網址為 http://www.fgu.edu.tw)。
二、男女兼收、備有男女宿舍。三、本校聯絡電話886-3-9871000轉11132、11133、11130。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93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學系網路與多媒體組   Dept. of Applied Informatics (Networking and Multimedia Group)

本組的課程規劃除了基本資訊專業必修課程外，選修課程則以「網路與多媒體科技」為主要領域。本系訓練出來的畢業生以其專業能力，無
論在升學或就業，都能有良好的表現。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3
886-6-2870026
886-6-2873536

70963 台南市安南區台江大道3段60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hku.edu.tw/

興國管理學院   Hsing Kuo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網路教學設備完善，學生宿舍提供冷氣與宿網，餐廳新穎便利。三、協助學生辦理就學貨款、就學優待
減免、學雜費減免、中低收入戶學生共同助學金等手續，並提供學生獎助學金工讀機會。請參閱http://recruit.hku.edu.tw/。四、校
園全面網際網路化，並擁有最先進之PC電腦教室、伺服器級專業教室及Server Farm(IBM RS6000 S85 超級電腦、IBM Shark
800 企業級儲存主機)、IBM Linux 網格式運算(grid computing )平台。五、本校為全國唯一整合IBM教育訓練中心、微軟資訊教育
學院、思科網路學院及MAYA 3D動畫教學展示中心之大學。六、本校設立「財金風險模擬投資實驗室」、「網路應用專業教室」
、「語言學習教室」等多種專業教室，並與IBM、Microsoft、Cisco、新光金控等多家企業建教合作，設置「管理名人講座」，開
辦證券、期貨、債券、投信(顧)證照考試研習及相關金融實務課程。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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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428  興國管理學院 網路多媒體設計學系   Dept. of Network Multimedia Design

針對國內數位內容產業所需動畫、數位視訊、網路多媒體、虛擬實境試算等人才，藉由本系所教學計畫，透過人才培育、技術引進及產官學
合作等方式，協助加速我國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
2951  興國管理學院 管理資訊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順應知識經濟時代，配合全球化市場需求，結合網路軟體應用與企業管理之教育，希冀培養社會所殷切需要的資訊科技與管理決策並重之優
秀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6
886-4-24730022
886-4-24754392

40201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1段110號
招生註冊組

http://www.csmu.edu.tw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優先住校。
三、從迎新接待至生活照顧，包含社團活動、獎助學金、居留證及出入境輔導、基本學科學業輔導、保險、工讀⋯等，使從世界
各國至本校就讀之同學，得以能安心向學，進而發展其個人職涯之歸劃。
四、有關各系所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http://www.csmu.edu.tw/)。
五、僑生輔導服務電話：04-24730022分機11332。
六、招生服務電話：04-24730022分機11118(學士班)、11112(碩博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06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   School of Applied Information Sciences

本系訓練學生在具備資訊科學能力的基礎下，將其應用於醫學及其他相關領域，期以提昇人類的健康照護與生活品質。於本系中，將引領你
進入下列的專業發展方向，包括：「智慧生活暨輔助科技」、「醫療資訊」與「醫療管理決策」。以優秀的資訊技術與管理領域的師資，提
供優質學習與研究環境，並追求卓越表現。本系除專業知識之學習，同時著重人文素養、社會關懷、終身學習及解決問題能力之培養。同時
設有實習課程，以加強學生實作訓練，提早體會職場現況。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0
886-3-8565301
886-3-8562490

97004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tcu.edu.tw

慈濟大學   Tzu Ch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大一新生除特殊狀況經核准者外，一律住宿，學校宿舍為四人一間的套房；二年級以上按「慈濟大學學
生住宿辦法」分配宿舍床位。三、本校學生須穿著校(制)服。四、本校餐廳僅提供素食。五、學生修業期間必須通過運動技能檢定
：1.在校期間前三年參加心肺適能檢定，達校定標準三次，校定標準及施行方式請參閱本校體育技能檢定辦法及實施細則、2.游泳
五十公尺檢定合格，始可畢業。六、本校實施「英語能力檢測」之畢業門檻：全校各學系須達全民英檢中級初複試(含以上)；或相
當程度之托福或其他英語檢定能力考試，方得畢業。七、大學部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國語文基本能力檢測」及 「資訊基本能力檢
測」，檢測項目及檢測標準請參閱本校共同教育處網頁之各項基本能力檢測實施要點。八、以上各項說明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
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09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醫學資訊技術組   Division of 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

運用資訊科技提昇醫療照護之品質。主要方向有醫療網路與系統設計及電腦輔助診斷。網址：http://www.mi.tcu.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5
886-3-2118800
886-3-2118700

33302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9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gu.edu.tw

長庚大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學生需參加學系安排之實習。三、本校學士班學生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始具畢業
資格，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語文中心網頁公告。四、本校設有僑生輔導專責單位為學務處就僑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53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   Division of System and Chip Design,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工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2954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通訊組   Division of Communication,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工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2955  長庚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工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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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6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工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2957  長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工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2958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工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2959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媒體與傳達設計組   Desig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Design, Dept. of Industrial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工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2960  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產品設計組   Design of Product Design, Dept. of Industrial

肢體、視、聽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對製圖、實驗及工廠實習等專業課程學習將有影響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4
886-8-7703202
886-8-7740457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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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為培養本校學生勤勞服務的人生觀，並營造整潔優雅的校園環境，新生必修「生活服務教育」課程1學年0學
分始可畢業。三、本校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訂有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最低門檻及提升英文
能力輔導辦法。四、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之教務處及學務處。
五、國際事務處電話：08-7703202#6280 ，學生輔導中心並備有相關之輔導措施，以照顧指導學生。六、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
學程，連結知識、科技、專業，創新與社會，以拓展學生之學習領域。七、10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
合辦理。10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學雜費：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27,340元；工學院$27,580元
；管理學院$24,000元；人文暨社會科學院$24,000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4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54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規定。

254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無限制，依一般規定。

254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依一般規定。

254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Departmen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車輛、機械、電機等相關系所

254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Department of Bi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6
886-7-3814526分機2311
886-7-3961284

80778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招生業務組

http://www.kuas.edu.tw/front/bin/home.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一、男女兼收。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新生可優先住校。二、本校以中文授課為主，未具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者不宜
選讀。三、本校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將參酌教育部規定辦理。10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工學院、電
資學院約26279元，人文社會學院約22819元，管理學院約22814元。四、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
獎助學金、工讀機會可供申請。五、本校為全國第一所「親產業優質大學」，產學合作企業高達百家以上，與產業聯結緊密，就
業有保障。碩博士班學制齊全，升學管道暢通。榮獲教育部99學年度科大評鑑一等通過率全國科大排名第1，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連續五年南部國立科大第1，教學成效與品質獲教育部及社會各界高度肯定。重視國際化，與全球各地三十多所大學締結姐妹
校，每年均有教師、交換學生等實質交流，並提供學生短期出國研習獎學金。六、其他資訊請參閱本校網址。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5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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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55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資訊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938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939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信與系統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55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55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ant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85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852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智慧工程科技組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940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資訊組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24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光電模具組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24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25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模具工程系精微模具組   Department of Mold and Die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06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05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2062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微奈米技術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三、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能力。四、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2
886-5-5372637
886-5-5372638

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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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備有學生宿舍。
二、本校訂有學生英語能力要求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三、在交通方面，無論是火車或高速公路至本校均非常便利，另本校每日有7班次校車提供全校師生往返斗六火車站接送服務（每
次10元）。
四、101學年度學雜費之收費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10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學費：工業類
$16,979；商業類$16,833。雜費：工業類$10,866；商業類$7,349。
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獎助學金、工讀機會可供申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2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基礎。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52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學校及系組規定 - 198 -



一、具備數理基礎。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79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基礎。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5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基礎。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79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Dep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一、具備數理基礎。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94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94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Architecture Design Program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94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Interior Design Program

（一）具備描繪能力。（二）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3
886-2-27712171
886-2-87731879

10608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國際事務處

http://www1.ntut.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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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注重學生基礎學科能力之培養，英文、微積分等基礎學科分級教學，且實施多項措施提升基礎學科能力
。學生不分科系，均著重電腦基礎能力之加強。三、本校實施畢業英文門檻，每位學生畢業前應符合該門檻規定，方得畢業。四
、本校備有男、女學生宿舍，僑生優先安排住宿。五、本校設有校內僑生獎學金，供成績優異之學生提出申請。六、鑑於往年因
健保局規定來臺滿四個月方能申辦健保，此期間醫療均需自費，為確保其醫療品質，建議海外僑生入學前（不含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僑生先修部結業生），可自行辦理相關海外醫療保險。七、一百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機電、電資、工程、設計學院及工業
工程與管理系約新台幣26,240元，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系、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約新台幣22,770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2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電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Program)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2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ecision Design Program)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2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Program)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3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Dep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2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Dept. of Energy and Refrigerating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四肢殘障者，不宜申請本系。

283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3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3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3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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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辨色力異常者，不宜申請本系。

253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Dept. of Molecula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辨色力異常者，不宜申請本系。

253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四肢殘障者，不宜申請本系。

253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Dept. of Materials and Mineral Resources Engineering (Materials Program)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3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Dept. of Materials and Mineral Resources Engineering (Mineral Resources Program)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53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四肢殘障、辨色力異常者，不宜申請本系。

284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 Design Divison)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工廠機具操作，不適合視障及四肢殘障者報考。

284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Division)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本系必修課程含工廠機具操作，不適合視障及四肢殘障者報考。

254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申請本系以具備良好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1
886-2-27376113
886-2-27376661

10607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註冊組

http://www.ntust.edu.tw/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本校師生近年師生表現：
(一)世界大學排名351，全國第五。(英國泰晤士報) (二)亞洲大學排名56，全國第五。(2010英國QS)(三)德國iF設計獎：大學排名
全國第一，全球第ㄧ。(四)台灣11所頂尖大學之一。(五)最有潛力職場黑馬：全國第四。(2009遠見雜誌與人力銀行)(六)出入職場
最優秀新鮮人：全國第五。(2009遠見雜誌與人力銀行)(六)歐盟科研架構國家據點台灣辦公室：台灣唯一。
二、本校位於台北市文教區，鄰近公館捷運站，學風鼎盛，生活便利。
三、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優先住校。
四、對於經濟上有需要之學生，本校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含清寒僑生助學金）。
五、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合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1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目的在培育具有高度技術基礎的機械工程師，其課程內容涵蓋機械工程領域內之學科，教學與研究下分成固力設計、製造、熱流、
控制與材料等五大領域。
251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本系宗旨在培育國際一流的化學工程研發及技術人才暨進行尖端創新之研究。本系發展方向包含熱力學、觸媒與反應工程、表面、界面及奈
米科學、光電材料、能源材料及技術、高分子科學與工程、生化及生醫工程、環境工程、程序系統工程及潔淨技術等。
251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Dep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的教學研究發展方向，分為有機高分子材料、材料製程及無機固態材料等三領域，有機高分子材料領域研究開發功能性
高分子、高性能有機材料、複合材料、高分子薄膜材料、先端高分子材料合成、有機光電元件、生醫材料及綠色能源材料，發展最新之奈米
、光電及生醫等先端科技。材料製程領域研究開發材料加工製程技術、製造系統之CAD/CAM、電腦整合製造及相關工程設計與生產自動化
技術。無機固態材料領域研究開發金屬玻璃、電子陶瓷材料、非晶質合金、金屬/陶瓷功能梯度材料、半導體薄膜材料、高溫固態氧化物燃
料電池、微感測器、發光及被動電子元件及太陽能電池材料。
251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Dep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本系之研究發展著重於營建管理、大地工程、結構工程、營建材料及資訊科技等五方向，並特別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及跨領域之科技整合。

251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的發展涵蓋了政府大力扶持的兩兆雙星及具前瞻性的電子科技，如無線通訊與信號處理技術、類比電路及IC設計、嵌入式系統、半導體
技術、奈米材料、光電系統、影像顯示技術與照明等。
251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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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在各專業科目上加重理論薰陶之比重。可分為電力與能源、電力電子、系統工程、積體電路與系統、資訊與
通訊、電信工程等領域。
251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之教學目標強調資訊理論及技術的研發，並使其成功地運用在產業中。課程內容以培養資訊工業所需人才為主。並強調跨領域之結合、
建立相關課程之實驗室，加強理論與實務之配合教學、強調計算機軟硬體系統之實務，以落實教學及研究成果。
281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本系之目標在培育建築專業人才、改善國內建築設計技術、提高建築生產力，提昇建築品質。發展方向包括電腦輔助建築設計、規劃設計自
動化、建築計畫、都市設計、建築環境科技、建築思維與建築文化等項目，各有特色的實驗室及研究室。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1
886-4-23924505
886-4-23922926

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路二段57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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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住址：(41170)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路二段57號。
二、電話：04-23924505。
三、網址：http://www.ncut.edu.tw。
四、本校男女兼收。
五、備有女生宿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6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基於實習及實驗需要，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請審慎考慮。

257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基於實驗課程必須進行儀器設備之操作，中度（含）以上肢、
視、聽障者，儀器操作不易，且易生危險，請審慎考慮。
2577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Dept. of Refrigera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Energy Engineering

基於實習及實驗需要，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請審慎考慮。

257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本系課程規劃及人才培育方面，依據國家經濟發展、新興產業趨勢、地區產業特色及系教育目標，本系課程規劃以「電能科技組」、
「機電控制組」及「計算機應用組」為教學及研究重點發展方向。（二）使用華語教學，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為宜。（三
）實驗課程需進行儀器設備之操作，中度(含)以上肢、視、聽障者操作不易，請審慎考慮。
257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本系四技學士班課程規劃如下：1、網路與數位內容應用學程：著重於資訊系統與網路通訊之訓練。2、晶片與多媒體應用學程：著
重於晶片應用設計、嵌入式系統及多媒體應用設計。（二）使用華語教學，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5
886-7-6011000#1121
886-7-6011013

82445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教務處

http://www.nkfust.edu.tw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一、本校大學部訂有服務教育辦法，新生每學期須從事2小時服務教育，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二、本校大學部實施英語畢業門檻。
三、本校交通便捷，近國道1號、3號，可由交流道快速抵達。高雄捷運都會公園站及青埔站，均有接駁公車進入校區。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5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本系屬於工程科系，著重實驗與實習，若重度視力、聽力及手部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學習及實習，選擇時宜慎重考慮。

2824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284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7
886-6-9264115
886-6-9264265

88046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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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雜費全國最低。
二、教學預警措施：於期中及期末成績公布後，針對課業成 績不佳學生進行輔導。
三、每學期設有成績優良前三名獎學金。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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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有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工讀機會、學雜費減免等獎助措施提供學生申請。
五、新生優先安排住宿。
六、本校設有專責人員，負責安排到校後的各項生活協助。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1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81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81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信工程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7
886-7-3617141
886-7-3648154

81157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研究發展處

http://www.nkmu.edu.tw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本校為一所培育海洋相關專業人才的專門學府，以中文教學為主，教育目標將秉持大學教育的傳統精神，並以「發展海洋實用科
技」為主要訴求，希望培養學生具有海洋人之廣闊視野與健全胸襟，成為台灣最具海洋特色之科技大學。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本校肩負國家賦予海洋開發與培植人才的責任，培植海洋人才，在此基礎理念之下，本校以培育海洋
科技與水產相關之專業技術與經營人才為教育範疇，綜合海運、運籌、海事工程、水圈科技形成一個具有『橫向交集』的共同體
，發展海洋科技；除了傳授專業技術之外，亦特別重視科技人才所需要的求真精神。重視人文教育，透過通識課程比重的合理化
與內容的精緻化，希望培育出符合社會需求之海洋人才，具備忠、信、勤、勇之傳統美德，徹底提昇大學教育所要求之向善與審
美之基本素養，厚植海洋台灣的永續發展基礎。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76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電訊工程系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電訊工程系為全國少數針對通訊發展的科系之一，為因應亞太營運中心通訊發展之需要及國內通訊市場的開放，本系(所)在未來的發展上將
涵蓋行動通訊，船舶通訊，衛星通訊及衛星導航等陸、海、空通訊領域，並積極與電腦相結合，朝新型數位通訊的領域發展而努力。為配合
我國電子通訊相關產業之發展方向與目標，系(所)教學與研究主體以電子通訊相關技術為主軸，配合海洋科技大學特色，發展與海洋電訊工
程應用相關之研究。並整合現有系(所)的教學與研究資源，將系(所)教學及研究方向區分為二大領域(1).系統與信號處理領域(2).通訊技術領
域。不但充分應用現有系(所)教學資源且附和國家科技發展方向。
287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Department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本系是一門融合造船、輪機、電腦、土木、材料科學及海洋工程科技等之綜合工程學系。主修課程：造船原理、船舶設計、船體結構、船體
計算與製圖、船模製作、工程力學（應力、材力、流力）、工程材料、工程應用軟體、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遊艇設計、電工學、自動控制
、機電整合、船舶檢驗、非破壞檢測、造船實務（實習）、熱力學、輪機工程、海洋科技導論、水下技術概論、數值分析、數位信號處理、
海洋結構動力學、逆向工程、海洋產業材料、水下聲學、人因工程、海洋工程等。實習：造船廠（中信船廠、慶富船廠等）、遊艇廠（高鼎
、嘉鴻等）及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等。
287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本系之教育目標主要為培育具備海洋環境保育慨念及海洋環境污染防制、分析、監測、操作及維護等專業技術人才，以解決海洋及海岸環境
污染問題，增進國人生活環境品質。
2879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技術系   Department of Shipping Technology

1.本系教育目標為培育學生之學識與技能，使符合『航海人員訓練發證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之規範，成為素質更高的甲板部高級
船員，或航運公司及海上運輸相關企業之經理人才。
2.本系在課程安排除了海上工作專業知識外(如船藝學、航海學、電子航儀、船舶通訊、貨物裝卸等)，也加強航業相關知識及技能(海運學、
航運業務、租傭船業務等)，讓同學具有海上及陸上工作的相關知識及專。
3.在海上實習方面，本系規劃短期實習有台華輪(3天)及育英二號(10~12天)，長期實習於四年級一年(365天)的海上實習。
4.限男性，中文聽說讀寫佳。
2880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arine Engineering

本系現有五專(各年級一班)、四技(日間部二班、進修部一班)、二技(各年級一班)、研究所(各年級一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各年級一班)等學制
，其中，五專、四技日間部、二技、研究所及碩士在職專班位於旗津校區，而四技進修部則位於楠梓校區。近幾年來，隨著本系師資陣容的
提升，研究能力的增強，產學合作的對象已擴及公、民營企業機構與政府研發單位，例如：台電、中科院海發中心、中船、中油、農委會、
市政府、國科會⋯⋯等。此外，本系自97學年度增設「產學合作專班(四技)」一班，並於96學年度開始向教育部申請增設「博士班」一班
，以使海事相關人才能夠有更完善的升學管道。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8
886-5-6315108
886-5-6310857

63201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綜合教務組

http://www.nfu.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一、男女生兼收。二、新生必須修習勞動服務課程，修畢始得畢業。三、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6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Dep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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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本系接受專業學識與技術之訓練，培育自動化專業人才。

256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Dep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進入本系接受學識與技術之訓練，培育車輛工程科技與管理人才。

28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Dept.of Electro-Optics Engineering

甄選優秀學生進入本系接受事業學識與技術訓練，為國內光電科技與產業培育高級技術人才，使具備光電、半導體、平面顯示器等相關知識
與技術
256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培育生物科技(含生物產業技術、遺傳工程、生物製藥、生物奈米科技、保健食品)專業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9
886-8-7238700
886-8-7235648

90004 屏東市民生東路51號
招生組

http://www.npic.edu.tw/bin/home.php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National Pingtu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一、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二、收費項目及標準：本校除資訊工程系及電腦與通訊系入學新生依
工業類收費外，其餘各系均依商業類收費。三、本校男女兼收，但僅提供女生宿舍（部分裝設冷氣），住宿費每學期約需5,500元
�6,500元。四、學校所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本校圖書教學設備完善，目前擁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電腦教室、多媒體教
室、語言教室、各系專業教室⋯等。五、學校對於經濟困難學生，提供減免學雜費、獎學金等多項協助措施。六、在校期間考取
相關證照，可依本校獎勵辦法申請獎勵金。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96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依一般限制。

2566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2
886-4-22195678
886-4-22195111

40401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教務處課務組

http://www.ntit.edu.tw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本校自民國八年創校迄今，已有九十餘年歷史，畢業校友逾十六萬人，為國內重要培植商業技術人才，並具有優良傳統校譽
之學校。
二、本校設有商業、管理、設計、語文、資訊等五學群，統合各系所教學及研究資源，並推動實務實習及專題製作，成效良好。
三、本校因應國際化趨勢，特成立【語言中心】，包含新建置六間多媒體語文教學空間及數位網路平台自學中心，提供全方位外
語學習環境。
四、對經濟有困難之學生，提供各項獎助學金。(相關獎助學金資訊:http://163.17.145.136/student20/03award.asp)
五、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約1400多床位，提供遠道學生申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82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畢業規定：須符合本系畢業條件，詳見網頁(http://csie.ntit.edu.tw)公告。餘依一般規定。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7
886-6-2533131
886-6-2537622

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尚頂里南台街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stut.edu.tw

南台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南台科技大學係前總統府國策顧問吳三連先生為響應政府鼓勵私人興學，培植工商專業人才，並以辦理「第一流」學府為創辦職
志。本校校風清純，勤奮辦學，成效卓著。民國80學年起，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頒發辦學績優學校，為工商類私立專校獲獎全國
最多之最優良學府。 98年度更獲得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中全國最優。2006~2012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總共獲教育部補助4.78億，為
全國私立科技大學第一名。2011年7月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排名，為全國科大第一。學雜費收費比照國立大學(每學期NT24,100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03  南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自動化控制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utomatic Control Program)

2907  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控制與晶片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ntrol and Chip Program)

2925  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能資訊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Power and Inform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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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6  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生醫電子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Biomedical Electronics Program)

2908  南台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無視、聽之能力障礙者。

2909  南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系統應用組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 Program)

2910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2596  南台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2911  南台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需辨色力正常且無視、聽、說之能力障礙者。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6
886-4-23323000
886-4-23334711

41349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教務處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cyut.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本校是台灣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學，所設計的課程，專業精緻，系所個個有特色，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教學與研究並重。
二、1111人力銀行公布最新「2010企業愛用校系」排行調查，本校蟬聯全國私立科大第一，2010年yes123公布最有價值研究所
私立科大第一。
三、本校每年提撥新台幣6,800餘萬獎助學金，其中包括培育菁英獎學金、學生校內外各項競賽優勝獎金、學生公共服務績優獎學
金、交換學生獎學金、專業技能傑出學生獎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自強助學金、工讀助學金、急難扶助金、清寒助學金等數十
項獎助學金。
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設備新穎為4人套房，每間寢室均設網路接點與連絡電話，並設有中西餐廳、洗衣房、電冰箱、烘乾
機、交誼廳、便利商店及烹飪室等。
五、本校實施勞作教育及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並輔以英文分級教學。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85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Dep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2586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587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2588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第2類組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589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第2類組   Dept. of Architecture

視障或手部肢體障礙者宜審慎考慮報名。

2835  朝陽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學位學程-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Bachelor of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視障或手部肢體障礙者宜審慎考慮報名。

2590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2260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第2類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259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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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2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2593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8
886-2-2931-3416
886-2-2931-2485

11695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教務行政組

http://www.cute.edu.tw

中國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本校特色】
◎辦學卓越：95-101年連續七年榮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歷年皆榮獲教育部獎勵特色典範計畫案多案，有效融整教學
研究資源，提高本校辦學品質。
◎產學鏈結：實施四產一學業界實習、業師協同教學，提升就業力。
◎職涯輔導：提供「學生畢業進路整合平台」，以「就業能力探索互動遊戲」等多元方式導引學生學涯、職涯整合。
◎特色學程：配合產業脈動開設「創意設計」、「綠建築」、「物業管理」、「資訊安全」等特色學程，提升學生就業職能。
【留學機會】
◎本校與美國 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MSU)、美國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日本工業大學、日本流通科學大學等姊妹校簽訂交換學生協議，出國進修可申請獎助學金或享學雜費減免、優惠之禮遇。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51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Dept. of Architecture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652  中國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設計系(台北校區)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Hazard Mitigation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653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台北校區)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826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台北校區)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827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台北校區)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台北校區僅提供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828  中國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新竹校區)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829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Dep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830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竹校區)   Dep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654  中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新竹校區)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2655  中國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新竹校區)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三、新竹校區提供男女生宿舍。四、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獎
助學金及生活資訊等，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cute.edu.tw)。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9
886-4-7111111
886-4-7117911

50094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招生組

http://www.ctu.edu.tw

建國科技大學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本校位於台灣中部的彰化市，緊臨八卦山，離市區5分鐘車程，生活機能便利。創校卅餘年，學風淳樸，陸續成立四個學院、十六
個系、七個研究所：
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製造科技研究所)、電機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土木工程系(土木與防災研究所)、自動化工程系(所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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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資訊管理系、國際企業管理系；
設計學院：創意生活應用設計研究所、商業設計系、空間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
生活科技學院：美容科技研究所、應用外語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美容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27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928  建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929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2930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2931  建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2932  建國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1
886-3-5593142
886-3-5595142

304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must.edu.tw

明新科技大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以上各系男女兼收，修業年限以4年為原則。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宿舍內設施完善，舉凡網路、冷氣、茶水間及曬衣場一應
俱全，亦定期舉辦各項活動，如住宿生慶生會、宿舍歌唱比賽等。三、教學與生活設施完善，校園網路、圖書館、游泳池、保齡
球館等，本校學務處國際學生服務組為僑生輔導單位。四、本校地處新竹縣新豐鄉，占地逾三十公頃，交通便捷、毗鄰工業區、
科學園區，地理位置優越。五、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http://www.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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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08  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09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10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11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12  明新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技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13  明新科技大學 光電系統工程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 System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14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9
+886-2-27821862#126
+886-2-27827249

11581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245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cust.edu.tw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
二、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課程，以拓展學生之學習領域，並舉辦各式講座、演講，開擴學生宏觀視野，落實全人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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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學生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應取得該學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及通過本校規定之「英語能力檢定」，方得畢業
。
四、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http://www.cust.edu.tw。
五、新竹校區校址：31241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中華街200號電話：+886-3-5935707。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07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台北校區）   Dept. of Mechanical

本系依教師專長分為設計、製造、熱流、材料及機電整合等領域，整合本系的師資、設備及課程，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具之機械工程人力。
加強學生專題實作訓練，以落實技職院校實作能力教育之養成。積極與業界合作，聘請業界專家開授實務講座，本系在學生專業能力目標上
，設定在建立學生精密機械製造與設計、熱流技術、材料科技及機電整合之能力，畢業後除具一般機械工程師能力外，並能勝任材料科技、
綠色能源技術、光電及半導體產業之機電生產設備及製程相關產業之需求。
2708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台北校區）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特色是配合產業需求與「節能省碳」的發展趨勢，發展業界新興科技課程，培養學生備妥當前與未來職場中，就業和發展所需能力。專
業能力涵蓋電力與電力電子、控制與訊號處理、通訊與光電應用三大電機領域，並加強學生證照之取得、升學及就業能力之培養。
2709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台北校區）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培育符合高科技產業需求之專業電子技術人才為目標。因此本系的教學及訓練是理論與實務並重，使完訓學生具有完整的電子設備設
計、製作、檢測及維修能力。系內所有的課程均符合教育部頒的課程標準，選修課程根據上述目標，參考師資及設備及學生興趣，由系務發
展委員會規劃，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2710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建築系（台北校區）   Dept. of Architecture

（一）建築系因應建築發展之外部情境及潮流趨勢，教學發展為培育具有 「綠建築與健康環境」領域理念之建築專業技術實用人才，學生
畢業後具基本能力從事建築、室內及環境相關工程設施之調查、規劃、設計、施工、檢驗與營管等實務工作。（二）本系特別強化綠建築規
劃設計能力及健康環境評估技術養成，以培育具有實務操演、基礎學術理論研究，並兼具職業道德與文化素養之建築科技專業人才，課程部
份有建築科技及室內設計兩大領域並相互配合，未來可就業於建築或室內設計相關機構或升學。
2812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台北校區)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配合土木工程未來「永續發展」與建構「新世紀工程師」之主軸，課程設計及研究發展上專注於與營造建設產業所需之開發技術發展、工程
規劃設計、影像動畫視覺模擬設計、安全監測控制、環境永續經營、坡地防災與經營管理發展專業課程。培育理論設計技術與工程實務結合
，具備開發管理、影像視覺模擬、工程設計技術或房地產投資經營管理人才。教學特色著重於培養學生技術理論與工程實務之整合應用、分
析與解決問題能力，並加強學生技術專業證照的取得及升學。依一般限制。
2711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台北校區）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之教育目標為培育符合高科技產業需求之專業資訊技術及研發人才，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要求下，使畢業學生具有完整的資訊系統設計
、製作、測試及維護能力。課程概略區分為基礎數理課程、計算機硬體技術課程、資訊軟體技術課程、及網路與多媒體課程等四類。
2713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台北校區）   Dept. of Food Science

本系特色是以配合社會需求及高附加價值的保健食品及中草藥之研發製造、保健營養、分析檢驗與市場行銷等為核心的特色課程。另外為落
實技職教育「作中學，學中作」的精神，本系積極規劃與職場相關之實務、實習課程，包括校內實驗/証照輔導課程、專題製作課程及赴校
外事業單位之校外實習課程。
2712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台北校區）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本系重視實務專題研究、校外產業實習與主題研究。並加強與校內相關科系、中心相互支援與研究整合，並與中央研究院、生物技術發展中
心與南港生技園區之生技及美妝廠商進行合作，並以發展「民生生技」為主要發展特色。 為因應世界科技發展趨勢與國內生技相關產業之
需求，強調「研究與實務並重，生產與管理兼顧之人才培育」，訓練學生從生化、細胞與分子之層次去了解各種生命現象與理論，增強化妝
品管理課程，使其成為育成專業生物科技與化妝品管理人才之搖藍。
2714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台北校區）   Dep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本系特色是教學與實習課程整合、並規劃結合觀光飯店實習機會，著重於培養學生廚藝及管理理論與實務之應用及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並
加強學生技術士證照的取得及升學。依一般限制。
2715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機械系（新竹校區）   Dept. of Aviation Mechanic

本系以培養飛機及發動機維修、航空零組件製造、航空安全技術等科技專業人才及研究發展。擁有全國最具規模之航空實習飛機、發動機及
系統實習研究設備，為全國唯一取得本國民航局CAA-147及歐盟JAA-147航空維修證照之學校，並結合國內各大航空公司實習機會。推動畢
業生一證多照制度，著重學生技術士證照及升學，取得航空業界認定及廣為接受的專業智識。
2844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電子系(新竹校區)   Dept. of Avionics

本系特色是以飛機上的通訊、導航、儀表、電器等各種航電系統為教學藍本，使理論與實務能結合，並輔導同學在求學過程中，考到飛機維
修乙/丙級證照，以培育對航空電子設備軟硬體具有系統設計、製作、維修、檢測能力的高級系統整合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1
886-2-86625821
886-2-26643648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tnu.edu.tw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一、全校冷氣教室，並備有一應俱全之宿舍，裝有冷氣及網路線路，歡迎住宿。二、本校各系科均有其獨立系館，並均設有一間
以上之電腦網路教室。三、緊鄰北二高深坑交流道，經信義快速道路約十餘分鐘可到台北101 大樓，交通便利，並設有校內學生
汽車/機車專用停車場。四、聯營公車236、251、660、666、912、819、679、1076、1558直達本校。捷運文湖線轉車約5分鐘
即可到校。五、本校收費標準係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61  東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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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3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862  東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Dep. of Energy and Refrigeration & Air Conditioning Engineerings

依一般限制。

2765  東南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   Dept.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依一般限制。

2766  東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Safety and Health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767  東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762  東南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2
886-2-28013131
886-2-28013620

25135  台北縣淡水鎮淡金路四段499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sju.edu.tw

聖約翰科技大學   St. John's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以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實施服務學習課程，並設有畢業門檻及相關輔導機制，未通過者參加相關輔導措施。
三、實施「大一新生英文測驗」，分級分班授課。
四、優質學生宿舍設備，全天候空調，免費宿舍網路，電腦刷卡門禁，女生宿舍備有廚房設備，舍監、教官住校輔導。僑生可優
先住校。
五、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網址:http://www.sj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75  聖約翰科技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76  聖約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涵蓋工程與管理專業課程，主要以生產與作業管理、製商整合管理、人因設計與安全管理為主軸，並輔以經營管理及資訊管理相關專業知識
，同學可以依照興趣及專長選修工程或管理學群的專業選修及外系相關選修，養成工業工程與管理人才。
2677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以微電子、微電腦控制為發展重點。課程涵蓋：積體電路設計與佈局、高頻電路、光電檢測、微電腦應用、微電腦介面控制、影像處理與應
用嵌入式原理、專題製作等。
2678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發展特色為電能科技、控制工程、資訊應用等技術。課程涵蓋：電子學、計算機軟體、硬體、嵌入式系統、控制系統、電力電子、再生發電
、機電整合、專題製作等相關領域。
2679  聖約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以「多媒體技術」、「網路技術」與「嵌入式技術」等三大教學與研究特色領域為核心，針對就業市場需求，配合學生背景，透過實作引發
學習動機及實務經驗，奠定學生專業知能，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發展兼具實用性與前瞻性的資訊科技，以培養能直接投入資訊產業的
科技人才為教學目標。
2680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以「無線通訊系統」、「電腦網路」、「數位信號處理」、「通訊軟體設計」為發展方向，並結合無線通訊與資訊網路技術，致力於實務技
術之研發，強化產學合作，並以發展無限短域通訊為特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5
886-6-597-9566
886-6-5977010

74448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49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feu.edu.tw

遠東科技大學   Far East University

一、修業年限四年，男女兼收。二、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本校距新市交流道約6分鐘車程，距台南市約10分
鐘火車車程。四、大學部學生需參加服務教育課程。五、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
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fe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90  遠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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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7  遠東科技大學 電腦應用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688  遠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689  遠東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Dept. of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691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692  遠東科技大學 能源應用工程系   Dept. of Energy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891  遠東科技大學 自動化控制系   Dept. of Auto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2892  遠東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Dept.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具有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0
886-7-607-7777
886-7-6077788

82151  高雄市路竹中山路1821號
招生組

http://www.kyu.edu.tw

高苑科技大學   KAO YUA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可依規定申請住宿。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各學系網頁。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58  高苑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Avionics Division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無限制。

2658  高苑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無限制。

2659  高苑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無限制。

2660  高苑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肢體機能障礙而影響製圖及實驗實習操作者，選填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時宜慎重考慮。

2664  高苑科技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系   Dept. of Greener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無限制。

2665  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工程技術組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ivision,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無限制。

2666  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Division,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無限制。

2667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無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1
886-4-2389-2088
886-4-23845208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ltu.edu.tw

嶺東科技大學   Ling 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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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ltu.edu.tw）。二、本校一年級新生
必須修習「勞作教育」（1學年、0學分、必修）。三、辨色力異常者報考本校設計學院各系(視覺傳達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系、
流行設計系、科技商品設計系)，宜慎重考慮。四、依一般限制。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70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Dept. of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System Administration

配合工商企業之需要，培養學生具企業網路規劃設計與管理之能力、數位家庭感測網路與居家照護之規劃設計能力、電子商務網站規劃設計
與管理之能力、網路應用軟體開發之能力。
2671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以培育資訊與管理兼具、技術與人文兼備之全人化人才。包括企業經營管理與電子化、企業資訊系統設計與開發、以及企業資訊系統維
護與管理之專業人才。
2672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配合工商企業之需要，培養學生具有將資訊充分應用於行動科技研發能力，充分瞭解並掌握最新科技技術，將知識融入生活中之技能。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9
886-7-6158000
886-7-6158020

82445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stu.edu.tw

樹德科技大學   Shu-Te University

一、以上各系男女兼收，修業年限以4年為原則。二、修業期間，依規定申請校內學生宿舍者，可優先安排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17  樹德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2605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二、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8
886-2-2892-7154
886-2-28965951

112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tsint.edu.tw/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Technology and Science Institute of Northern Taiwan

一、男女兼收，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二、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環
境、教室及實驗室設施新穎、舒適。四、美食街提供多樣化的餐飲選擇。五、男女生宿舍舒適寬敞備有衛星電視、光纖網路等設
施。六、本校網頁：http://www.tsint.edu.tw/；校址：11202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電話：28927154。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46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若有機械、車輛、電機、電子、控制相關背景者佳，其他並無限制。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2872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Dept.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Division of Vehicle Engineering

若有機械、車輛、電機、電子、控制相關背景者佳，其他並無限制。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2747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世界第1座機器人博物館，博物館收藏及自製超過1000餘部機器人。同學經由與機器人的互動，可以了解機器人原理與製作方法。考生具中
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2748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培育單晶片與嵌入式系統應用及電腦多媒體與無線網路應用之優秀專業人才。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2749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Dept.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甄選並培育對電腦網路及通訊領域之專業優秀人才。考生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6
886-3-451-5811
886-3-4531300

32061  桃園縣中壢市萬能路1號
教務處

http://www.vnu.edu.tw

萬能科技大學   Vanung University

一、教育部評鑑各類組壹等數最多：優越的學習環境，師資、教學、圖書、設備與行政績效優異，全國技職大專校院教育部評鑑
各類組壹等數最多，獲國科會及小產學計劃件數多，發表SCI論文數量居技專校院前茅。二、教學卓越重點大學：教育部肯定本校
為教學卓越重點大學，榮獲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獎助金，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就業競爭力。三、優質的校園環境：提供完善網路
頻寬與教學應用環境，設置有無線網路、圖書電子期刊與多媒體視訊教學等服務，並擴展對學術網路頻寬，連接台灣學術網路與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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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品質學術網路。四、交通便捷：中山高速公路至內壢交流道口下，到本校約2分鐘；高速鐵路中壢青埔站約15分鐘。另有鐵
路、公車、學生專車，交通便利，並設置汽、機車停車場。五、備有男、女生宿舍，收費低廉，具空調、網路、電話設施，設備
完善，且設有汽、機車停車場，足夠容納千部車輛。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69  萬能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材料科學專業知識與技能之人才，以實用性、專業性為課程設計重點，課程內容以實務為主，理論為輔，特別加強實務專題
製作等相關證照之訓練，培育具備材料科技素養之研發設計及工程實務人才。
2104  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二、本系主要發展包括「網路」、「嵌入式系統」及「軟體與數位內容」等技術領域，以培育資通訊整合應用所需人才為願景。有關師資、
課程規劃及教學研究設施，請逕至本系網站查閱。
2271  萬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綠色產業科技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reen Technology Program)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環工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專業人才，課程內容採理論與實務並重，透過環工基礎學理之養成，培養學生具備進一步深造之基礎
能力，同時輔以各種實習課程及實務專題製作，並輔導學生取得環工及工安等相關證照，使其具備充分之就業能力。
2272  萬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新興能源與資源管理組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Energ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Program)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環工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專業人才，課程內容採理論與實務並重，透過環工基礎學理之養成，培養學生具備進一步深造之基礎
能力，同時輔以各種實習課程及實務專題製作，並輔導學生取得環工及工安等相關證照，使其具備充分之就業能力。
2089  萬能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營建管理組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透過實務教學，強調專業與通識並重，培養學生具有專業能力、資訊能力、管理能力、整合能力、健全人格與敬業樂群的態度。加強實
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培育優秀的營建專業人才。
2121  萬能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本系之教學型態兼具理論與實務，尤重實務應用創作能力之養成，以及電子、電腦相關專業證照之取得；教學方式啟始於基礎理論之導
入，進而專業實驗室之實務應用教學，乃至專題製作，期培養具備獨立思考、主動創新、解決問題能力之電子專業人才。
2097  萬能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不動產經營管理組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Real Estate Management)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透過實務教學，強調專業與通識並重，培養學生具有專業能力、資訊能力、管理能力、整合能力、健全人格與敬業樂群的態度。加強實
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學、術證照之訓練，培育優秀的營建專業人才。
2098  萬能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一、使用華語教學，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二、為培育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實用性、專業性和國際性為設計重點，課程內容均以實務為主，並適當地輔以理論，以期能與實務環境
相結合。並加強實務專題製作及輔導相關專業證照之訓練，注重專業養成教育，培育第一線工作人員與指導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2
886-7-7811151
886-7-7830546

83102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151號
教務處招生業務組

http://www.fy.edu.tw

輔英科技大學   Fooyi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四技修業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四、本校校園網路骨幹為
超高速乙太(Gigabit Ethernet)網路亦連接各教學大樓及學生宿舍，在校園內提供無線網路服務，對外連接台灣學術網路
（TANet）及網際網路（Internet），並提供多項數位化網路服務。五、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網站。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17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依一般限制。

2618  輔英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and Material Science

依一般限制。

2619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依一般限制。

2620  輔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著重實驗課程操作，肢體操作障礙及辨色能力與精神官能異常者，恐有學習上困難，該類考生選填時請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

2841  輔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Progra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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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3
886-4-22391647
886-4-22391697

40601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tust.edu.tw

中臺科技大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本校男女兼收，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之能力。
2.本校提供僑生優先住宿(第一年免繳)、清寒僑生助學金、書卷獎及其他獎學金等相關僑生輔導機制，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
http://stuaff.ctust.edu.tw。
3.依本校規定，四技日間部畢業時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及資訊能力畢業門檻，詳情請參閱各系課程規劃標準。
4.相關本校教學資源、學系概況等事宜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tust.edu.tw。
5.校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電話：886-4-22395079教務處招生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83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Dept. of Dental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一）本系以培育精密牙科膺復物，矯正裝置物之設計與製作及材料研發之科技人才。（二）色盲及上肢障礙者審慎選填。

2684  中臺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一）配合現階段新興產業需求，以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技術、工業安全、工業衛生、防災及新能源開發等為主軸。  （二）從事環境保護
專業研究，培育學生具備水處理、空氣污染物控制、廢棄物清除與處理、新能源開發與應用、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等專業能力。（三）從事工
業安全及工業衛生專業研究及專業知識之培育。（四）強化實場實務之操作訓練、專業證照的取得以及環境科學與工程實務管理之技能。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9
886-3-4361070
886-3-4658965

32091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三段414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anya.edu.tw/

南亞技術學院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本校網址：http://www.nanya.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62  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2968  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車輛工程組   Vehicle Engineering Program,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2969  南亞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機電工程組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Program,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2755  南亞技術學院 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2754  南亞技術學院 建築系創意空間設計組   Creative Space Design Program,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2752  南亞技術學院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Interior Design Program, Dept. of Architecture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2753  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選填本校者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一般能力。二、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8
886-37-605599
886-37-605594

35153 苗栗縣頭份鎮珊瑚里學府路110號
永續發展處招生組

http://www.apic.edu.tw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Creativity

   本校緣起於1985年，選定於山環水繞環境優美的苗栗縣頭份鎮珊珠湖中港溪畔為校址，初創艱辛，篳路籃縷，歷經數年籌畫
，至1988年5月25日完成立案，並辦理招生事宜。
    1992年「親民工業專科學校」改名「親民工商專科學校」，並於2004年2月改制為「親民技術學院」，分設「工程學群」、「
管理學群」、「設計學群」及「生活與應用學群」。
    2010年8月改名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分設「數位娛樂學群」、「觀光餐旅學群」、「創意設計學群」及「時尚生活學群
」；為響應政府「回流教育」及「終生學習政策」，提供社會在職人員繼續進修機會，成立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及附設進修學院
，目前正朝改名科技大學目標邁進。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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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2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sign

培育數位內容產業需要之專業軟、硬實力兼具之藝術設計與實務技術的跨領域整合人才。配合政府推動「新世紀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而
成立的新設系科，其主要特色在於融合多元之工程、設計與藝術美學元素，透過啟發式創意設計的精緻與實務訓練，培育數位產業內容﹝包
括：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數位學習、數位影音應用、行動內容、網路服務、內容軟體、數位出版典藏等八大類產業﹞所需之專業技術人才
。
2884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Scitnce

招收對多媒體設計、動畫製作、遊戲設計、程式設計等領域有興趣之學生，多媒體設計學程著重於多媒體影音與資料製作的相關技術。配合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整合校內現有資源，因應遊戲產業人才若渴的需求，本系以技術與藝術並重，培育具備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相關人才。
2885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生活服務產業系   Department of Living Services Industry

招收對生活服務產業有興趣之學生，培育學生休閒保健經營管理、餐旅行銷與創業能力、創意冰品及食品流通保鮮冷藏技術等能力。培養學
生良好的敬業精神及職業道德，著重培養具備休閒服務、物流服務等產業的經營管理人才。自本系畢業，可以成為優秀的跨領域產業人才
，且兼具商管與工程技術能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6
886-7-788-9888
886-7-7887838

83160 高雄縣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1之10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fotech.edu.tw/

和春技術學院   Fortu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同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
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fotech.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34  和春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半導體與IC設計、晶片與系統應用為主要領域。各領域之研究與教學實驗設備相當齊全，教師具豐富教學經驗與熱忱，以培養學生專
業基礎，並帶領學生走入學術的殿堂，進而建立學生未來深造與就業之競爭實力。 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
、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2736  和春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數位生活科技組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igital Life Technology
Division）
配合資訊產業發展，培育軟硬體技術應用之人才，並訂定數位生活及行動應用為發展特色。以系統晶片及嵌入式系統軟硬體整合開發能力為
基礎，培育數位化、行動化、智慧化等資訊技能，重視實務訓練，參與產業實習，推動資訊志工服務。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
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宜慎重考慮。
2823  和春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配合電機產業發展，培育學生具有電機專業技術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能力，且符合現代產業自動化所需要之電機工程專業設計及製造科技人才
。此外輔導學生多項技能檢定(如：電力電子、機電整合、數位電子等)以訓練其實務能力，而後透過建教合作與校外實習讓學生提早體驗職
場生活。限制條件：（一）選填本校各系需具中文能力達聽、說、讀、寫能力。（二）聽力及肢體機能障礙者，將嚴重影響課程與實習，
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5
886-3-458-1196
886-3-4595684

32097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229號
教務處 註冊組

http://www.cyu.edu.tw

清雲科技大學   Ghing Yu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cy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35  清雲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光電與通訊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Photonics and Communication group

目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電子工程技術人才，使其具備各種電子設備之研發、設計、製作、應用及修護能力，本系將以IC設計、光電
應用、通訊科技及資訊媒體技術為教學與實務之四大訓練主軸，以配合國家建設與高科技產業提昇競爭之需求。依一般限制。
2636  清雲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   Networking Technology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教育目標為培養學生在資訊工程領域基本理論的理解、分析、規劃設計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在求新求變的專業領域中持續發展與學習。訓
練與鼓勵學生考取資訊專業證照，習得獨立開發與團隊合作之智能，為執行工程實務及成為團隊領導者做準備。培養進入資訊工程領域研究
所繼續進修之能力。培養倫理意識、社會責任及專業技術等三者並重，在服務社會時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及領導者。依一般限制。
2637  清雲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綠色能源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reen Energy Division

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備理論基礎及實務能力的高級電機工程師，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積極培育電力、控制、電腦、通訊、電子等相關領域之設
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之高級專業技術人才。以傳統「電力學程」及「控制學程」為基礎，積極拓展「3C學程」（電腦、通訊、及
電子）之高科技教育內容，培育高級電機專業人才，提昇學生就業品質。依一般限制。
2638  清雲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教學目標以實務性課程為主，主要在培養具有操作專業軟體及現場管理之中階土木人才以適應環境趨勢。針對產業發展、畢業生就業發展及
本校優劣勢進行分析，以確定本系各學程畢業生就業之地區或全國的產業定位，重點為培育土木、建築領域有關施工、營建、測量或檢測技
術能力。進行學生工作能力分析，並將其轉換為專業知能分析，具體訂定本系學生所應具備之核心專業能力、及職場所需之通識能力。依據
學生應具備之能力，規劃課程、調整師資、改變教學策略，提升教學品質以奠定學習專業知能的基礎能力以及學生就業能力，並培育具有進
修相關專業領域之能力。透過產學合作改變人才培育的模式，並充分利用產業界資源，突破資源之限制並鼓勵學生取得乙級證照（測量及電
腦軟體應用）。依一般限制。
2639  清雲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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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依一般限制，有嚴重四肢障礙者除外。本系以培養具備機械設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實務能力的機械專業技術人才為學生學習成就
目標。在實務能力方面，透過實用又彈性的課程規劃，輔以液氣壓、電腦繪圖、CNC銑床等乙級證照訓練，可以讓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內投
入職場，為企業所歡迎。在理論基礎方面，可以讓學生在畢業後即使自修或進修深造都能掌握問題核心，迅速建立研發的能力，藉由推甄或
入學考試可升上本系研究所碩士班。依一般限制。
2640  清雲科技大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Dept. of Applied Geometrics

以空間資訊及電腦科技的創新理念，作為課程設計之思考方向，並以全球定位系統（GPS），遙感探測（RS）以及地理資訊系統
（GIS），作為空間資訊專業知識之教育核心；另進一步結合無線網路通訊及行動計算設備之運用，發展以位置、影像及地圖為基礎之資訊
服務、管理及應用系統。應用空間資訊系規劃有完整之空間資訊科技相關課程，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在學期間另提供「3D空間視覺
技術」學分學程、「災害防救科技」學分學程及「空間資訊應用」就業學程，以訓練學生具備空間資料蒐集及處理、資訊系統開發及建置以
及空間資訊整合及應用之基礎能力，以符合科技產業之發展趨勢。依一般限制。
2641  清雲科技大學 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Program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依一般限制，但四肢身障嚴重者除外。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的教育目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材料製造技術人才，藉由靈活運用整合
跨越院與系的師資、空間及設備，建構了一系列結合機械工程、材料科技及光電相關領域的課程，以培育在光電材料科技與精密製造技術領
域具有系統整合能力之高科技人才。並鼓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與參加校外實習，以提昇未來就業競爭能力。
2977  清雲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晶片系統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ystem-on-Chip and Systems group

目標在培育具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電子工程技術人才，使其具備各種電子設備之研發、設計、製作、應用及修護能力，本系將以IC設計、光電
應用、通訊科技及資訊媒體技術為教學與實務之四大訓練主軸，以配合國家建設與高科技產業提昇競爭之需求。依一般限制。
2978  清雲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備理論基礎及實務能力的高級電機工程師，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積極培育電力、控制、電腦、通訊、電子等相關領域之設
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之高級專業技術人才。以傳統「電力學程」及「控制學程」為基礎，積極拓展「3C學程」（電腦、通訊、及
電子）之高科技教育內容，培育高級電機專業人才，提昇學生就業品質。依一般限制。
2979  清雲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lnformation Engineering

教育目標為培養學生在資訊工程領域基本理論的理解、分析、規劃設計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在求新求變的專業領域中持續發展與學習。訓
練與鼓勵學生考取資訊專業證照，習得獨立開發與團隊合作之智能，為執行工程實務及成為團隊領導者做準備。培養進入資訊工程領域研究
所繼續進修之能力。培養倫理意識、社會責任及專業技術等三者並重，在服務社會時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及領導者。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7
886-4-835-9000
886-4-834-4542

51003 彰化縣員林鎮山腳路三段2巷6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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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41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電機與能源科技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nergy Technology

1. 對電機與能源科技有興趣者。2. 無限制。

2867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c Engineering

1.本系分成「設計製造組」與「機電整合組」。設計製造組將以創意設計與精密製造為發展主軸。而機電整合組則主要發展機械與電控技術
之整合，並擴及產業自動化之相關領域。2.無限制。
2866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 對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光電半導體感測、半導體量測等技術有興趣者。2. 無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1
886-6-2674567
886-6-2902464

71703 台南縣仁德鄉文華一街89號
註冊組

http://www.hwa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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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成立於民國57年，民國88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醫事學院，民國96年2月改名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設有醫學檢驗
生物技術系、食品營養系營養組、食品營養系食品科技組、護理系、醫務管理系、職業安全衛生系、幼兒保育系、生物科技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資訊管理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餐旅管理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及視光系。本校距離中山高速公路
仁德交流道祇有5分鐘，離台南火車站約15分鐘的車程，交通便捷，風景優美。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9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結合醫學、經濟、法令、心理及行為科學知識，奠定繼續深造之學術涵養。

延聘醫療院所專業實務人才到校授課，提供學生實務技能之養成。

舉辦學生學習成果觀摩，讓知識與實務能夠結合。
289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全國少數具資訊、醫事、商管之學系，得以擴展學生視野，增加職場競爭。

289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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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設計上配合國家科技政策與產業最新需求，培訓皆具有現階段最新產業需求技能之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才。

289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教育與訓練在環境保護與工業安全衛生領之專業人才。2.傳授與開發環境汙染控制技術，創造更佳之生活環境。3.傳授加強工作場所品質
方法，確保工作場所之勞工安全與防範意外事故。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0
886-6-2664911
886-6-3663589

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chna.edu.tw/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台南、高屏地區學生專車。三、教學與生活設施完善，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圖書資訊大樓
、學生活動中心、民生保健中心、健康促進中心、游泳池、SPA館等。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設備新穎
完善，男女學生宿舍共計有四千個床位，宿舍及所有教室全棟備有冷氣空調設施。五、本校備有入學獎學金、工讀機會多、社團
活動活潑化。六、校址：台南縣仁德鄉二仁路一段60號。七、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
：http://www.chna.edu.tw。八、電話：06-2664911。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19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藥化學系   Dept. of Medicinal Chemistry

無

2848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無

2849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無

2847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Dept. of Cosmetic Science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2820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無

2915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Dept. of Applied Geoinformatics

無

2832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無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0
886-3-592-7700
886-3-5925477

30743 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1號
招生中心

http://www.thit.edu.tw/

大華技術學院   Ta Hw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6,600元,有冷氣），校內設有圖書館、休閒活動
中心、自修室、自助餐廳、日常生活供應俱全，近高鐵站生活機能便利舒適。三、本校網址：http://www.thit.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067  大華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與電子工程系電子組   Dep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定期舉辦專題競賽與成果發展，啟發學生創作力。2.一學�專題製作課程，培養學生實作能�並鼓勵同學�加校外比賽；近年來在全國大
專校院燃料電池�大賽中，表現傑出名列前茅。2009��奪得大台北國際年車日創意�色運具大賽首獎。3.強化證照訓�，使學生擁有一技
之長。4.加強計算機及套裝軟體之應用。5.開設實務性之選修課程與講座。6.定期舉辦校園徵才活動，輔導學生就業。有身心障礙者，佩帶
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2916  大華技術學院 生活應用科技系綠色材料科技組   Dept. of Applied Technology of Living, division of green materials technology

◎本系配合新竹地區高科技產業之特性(新竹科學園區、生醫園區、國家工業技術研究院)，以尖端材料應用與製程、化妝品應用等學程為學
生訓練與發展特色。◎注重技術訓�，規劃有乙、丙級證照學程，使學生畢業擁有證照。(獲勞委會職訓局評鑑為合格之乙、丙級術科檢定
試場)。◎重視學生適性發展，學生可依性向選修材料、生化、特化及電腦應用等專業學程與專題研究學域。(專題研究學域包括：電子材料
、光電材料、�米材料、生醫材料、生化工程、應用微生物、化妝品應用、化妝品檢測分析、程序控制、程序設計與模擬、反應工程等)
2865  大華技術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對工業工程領域內之生產管理、物流管理、品質管理及資訊管理有進一步學習興趣之同學。有身心障礙者，佩帶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2869  大華技術學院 生活應用科技系釀酒科技組    Dept. of Applied Technology of Living, division of brew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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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不僅是全國高技科產業重鎮，也是未來生物科技產業的明星地區。地區產業以從事研發及製造積體電路、通訊、光電、材料、生化
、特用化學品等科技產品為主。本系考量國家科技產業政策、地區產業特性、教師專業領域及學生特質等重要因素，並配合新竹地區之產業
特性，朝材料科技、生物技術、精密化學品、程序工程、化妝品檢測等技術領域發展。
2873  大華技術學院 機電工程系   Dept.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培養機械及電子電機實務專長有進一步學習興趣之同學。有身心障礙者，佩帶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2904  大華技術學院 生活應用科技系化妝品應用組   Dept. of Applied Technology of Living, division of cosmetic science

培育優秀專業化妝品製造、管理及美容行銷及經營管理相關專業人才。塑造全方位美學教育環境，除美化人生亦兼顧衛生保健。有身心障礙
者，佩帶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2905  大華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與電子工程系電機組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定期舉辦專題競賽與成果發展，啟發學生創作力。2.一學�專題製作課程，培養學生實作能�並鼓勵同學�加校外比賽；近年來在全國大
專校院燃料電池�大賽中，表現傑出名列前茅。2009��奪得大台北國際年車日創意�色運具大賽首獎。3.強化證照訓�，使學生擁有一技
之長。4.加強計算機及套裝軟體之應用。5.開設實務性之選修課程與講座。6.定期舉辦校園徵才活動，輔導學生就業。有身心障礙者，佩帶
輔具能正常上課者。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4
886-7-731-0606
886-7-7310213

88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國際事務處

http://www.csu.edu.tw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ver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cs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00  正修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無特別規定。

2901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無特別規定。

2902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無特別規定。

2896  正修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無特別規定。

2897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Informatics

無特別規定。

2898  正修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無特別規定。

2153  正修科技大學 醫學機電工程學位學程   Medic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Program

2148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無特別規定

2149  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無特別規定

2631  正修科技大學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Program of Image Display and Technology

無特殊限制。

2632  正修科技大學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Program of Biotechnical Cosmetology

無特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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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3
886-39-771997
886-39-777027

26141 宜蘭縣頭城鎮復興路79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fit.edu.tw

蘭陽技術學院   LAN 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蘭陽3S」的教學目標：專業能力與資訊能力（Skill）、服務學習能力與體適能力（Service）、中文能力與英文能力
（Speaking），讓每一位學生畢業前即整備完成、調適妥當，順利銜接職業生涯。
�積極推動證照制度，目前共擁有甲級3職類及乙丙級檢定術科考場19職類；落實「在校時取得一證一照，畢業後能立刻就業或繼
續深造」。
�本校的教學聚焦於北部地區最有發展潛力的休閒產業，特設「遊憩環境永續發展技術研發中心」，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豐碩
，為「蘭陽休閒」奠定良好基礎。
�校園環境幽靜，空氣清新，學風自由，擁有二十餘個學生社團，每年舉辦文藝、才藝、體育競賽活動及偶像明星演唱會。
�教師具有各類職業證照及實務經驗，鼓勵教師從事研究、獎勵發展學術著作及進修，定期舉辦研討會、專題演講及校外參觀
，擴大學術交流活動，提升研究成果。
�擴大推廣教育及職業訓練，提供社區多元化學習管道，增進學生就業能力。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05  蘭陽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Department of Cosmetic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培育化妝品製造檢驗及彩妝美容之專業人才，以及加強與本系相關技能檢定輔導為教學之主要目標。使學生符合社會脈動與化粧品產業發展
所需之人才。推動參與建教合作及教育訓練、配合地方休閒養身產業發展特色。整合界面化學、生物科技與美容養身領域為研發重點，包括
宜蘭縣特有生物活性原料開發技術、化妝品調製技術、檢測分析技術、生物技術、彩妝技術、美容營養。配合教育部推動技職教育之政策及
化妝品科技之發展，培育兼具科學專業知識與實用技術之化妝品應用與管理人才，使能勝任化妝品製造、檢驗、行銷管理與美容、美膚、彩
妝等領域之高階工作，並研究提昇化妝品製造、銷售及美容實務技術之水準，以提高我國化妝品科技之國際競爭力。未來本系將以「城鄉產
業發展」及「就業學程」為主要發展方向。
2807  蘭陽技術學院 電腦應用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整合電腦應用與工程管理技術，提昇工程規劃、設計與管理之效率。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課程規劃內容除專業基礎課程外，以電腦輔
助製圖、工程專業軟體應用、多媒體應用、工程資訊管理等實作課程為主。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發展成為蘭陽地區AutoCAD技專校院
教學單位第一品牌。以數位科技、多媒體應用與工程科技整合為研發重點。重視就業學程與實作訓練。落實建教合作計畫並輔導學生取得下
列專業證照：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電腦輔助製圖乙／丙級；網頁設計 丙級AutoCAD 2D/3D進階級、專業級；電腦硬體裝修乙／丙級
；電腦軟體設計乙級；Flash動畫證照Photoshop影像處理證照；專案管理證照；勞工安全與衛生管理員等。
2808  蘭陽技術學院 建築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本系(科)以發展資訊化建築與空間設計為目標，培育具備資訊化建築與空間設計實務工作能力之專業人才，主要課程內容為「建築設計與實
習」、「電腦輔助設計」、「室內設計」、「建築計畫」、「設計方法」、「3D動畫製作」、「電腦影像處理」、「景觀與建築研究」、
「綠建築與生態環境」、「空間設計細部與實務」、「城市發展與都市型態」、「建築資訊系統」、「建築結構與造型」及「專題研究」等
。整合資訊、科技與建築，發展「建築設計與實習」及「電腦輔助設計」之數位化實務應用，輔導本系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培育其資訊化建
築與空間設計之專業能力，推動生態建築、古蹟維護，永續經營蘭陽地方社區。本系各項表現深獲好評，於教育部最近一次評鑑（96年
）中榮獲一等的佳績。
2809  蘭陽技術學院 數位生活創意系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s in Digital Living

� 本系旨在規劃易學易懂之連貫課程，著重電腦輔助，設計跨領域之“數位家庭創意”與“數位多媒體設計”兩大特色課程；從「創意」
到「設計」到「實作」，使學生除具有專業知識外，更培養其自信心與技能。利用優良的師資與設備，以簡易實用之電腦與多媒體技術作輔
助，由創意出發，再把心中的想法設計出來，最後實作出所設計的項目。硬體發展數位家庭休閒生活產品，如氣氛營造、智慧型機器人等
；軟體發展以數位多媒體為主軸，如動畫、遊戲等。落實建教合作；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2810  蘭陽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科技應用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在電腦輔助產品設計方面，著重電腦輔助繪圖、創意產品設計與製造等相關知識，配合逆向工程及製造學相關課程，完成電腦整合產品設計
製造的進階教育。在科技應用方面，著重機電應用及系統整合，配合電腦軟硬體課程和創意思考能力訓練，將機電科技結合到創意產品之設
計。以電腦輔助設計及機電整合應用為發展重點。以專題實務課程來驗收學生學習效果，使學生具有創意產品之設計與製造、機電系統整合
與應用等專業能力。秉持「一證一照」精神，推動政府各項相關證照檢定：電腦輔助設計乙／丙級、氣壓檢定乙／丙級、機電整合檢定丙級
，以成立蘭陽地區「證照區域中心」的方向而努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0
886-5-226-7125
886-5-2260213

62153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
國際交流中心

http://www.wfu.edu.tw/

吳鳳科技大學   WuFeng University

一、唯一以「安全」為核心特色之技職校院，且全校可無線上網。二、20億打造全新校園－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建築師李祖
原等設計的呦！、延攬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中正、中央、嘉大、國北師、市北師、彰師大、警大等校優質師資團隊，發展
為雲嘉南地區技職校院之指標學校。四、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五、全校教室均設有冷氣，且具
備有男女生宿舍、每間宿舍均為冷氣房間並連接學術網路。六、學雜費依教育部核定標準辦理收費。七、對於經濟困難者，本校
提供的協助措施：（一）獎助學金（二）工讀機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58  吳鳳科技大學 消防學系   Department of Fire Science

一、培養學生具備消防基本學能，可以應用於消防及防災工作，成為消防專業人才。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2920  吳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培養學生具備有運用電腦科技從事機械相關領域的製圖、分析與創新設計的能力。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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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1  吳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課程規劃以綠色能源、控制與資訊整合為主軸，強調實務與技能檢定、創意開發與專利，培養學生動手做、做中學之習慣與能力。
二、建置有全國唯一之「線性電機」、「積木仿真暨控制應用」特色實驗室。
三、設立機電整合、室內配線、電器修護、電腦硬體裝修、AutoCAD電腦輔助設計等檢定與訓練教室。
四、成立全國唯一之「西門子(SIEMENS)南區技術及訓練中心」、「歐姆龍(OMRON)教育訓練中心」，提供自動化與驅動技術專業實務教
學。
五、與業界產學合作，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以培育學生具備高度就業競爭力。
2922  吳鳳科技大學 應用遊戲科技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Game Technology

一、配合國家數位內容發展政策與遊戲產業的人才需求，培育學生成為優秀的遊戲設計人才。課程的規劃包括遊戲軟體設計與遊戲的硬體技
術，使學生具備完整的遊戲設計相關實務能力，擴大求職的範圍，迎合就業市場需求。
二、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三、餘依一般限制。
2923  吳鳳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規劃「網路科技」與「橘色科技」兩項專業領域，以基礎與實務教育方式培養學生就業及升學能力。
二、成立『Adobe-ACA』、『AutoDesk 3ds Max Design』、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MTA)、IC3國際認證考場，積極輔導學生取
得國際高階證照。
三、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
四、餘依一般限制。
2924  吳鳳科技大學 安全科技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ecurity Technology & Management

今日社會安全意識抬頭，民眾對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和財產安全保障日益提高，安全產業成為未來最有潛力的新興發展行業。因
此本校於93學年度起首創以理論為基礎，結合產業為導向的「安全科技與管理系」，以培育安全產業的專業人才。本系自創系以來，已為
安全產業培育出優秀的安全管理中高階菁英。安全科技與管理系之發展目標，在於培育學生具備安全科技與安全管理領域專業知識與技能
，提供國內安全產業市場優質技術與管理人力，提升我國安全產業競爭力與國民居家安全。安全科技與管理系並自近年開始，逐步強化安全
科技與安全經營專案管理課程規劃，以提供學生多元化選擇之職涯出路。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9
886-6-652-3111
886-6-6534527

73746 台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78號
教務處

http://www.njtc.edu.tw/

南榮技術學院   Nan Je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22  南榮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發展目標：以能源開發與管理為核心，控制與通訊為輔，配合整體產業政策，全力發展本系的特色與研究重點。2、發展特色：(1)電力
與電能：電力電子與能源科技、電力設備事故預測與診斷技術。(2)控制與通訊：機電整合、通訊技術與影像處理。(3)技能檢定考照與輔導
：單晶片能力認證檢定場、工業配線、變壓器乙級裝修、 室內配線、自來水管配管與裝修、自動化工程師等。3、師資與研究領域：(1)本系
共12位專任教師，8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2位講師， 其中3位進修博士學位中。1 位留美資深兼任助理教授。(2)研究領域涵蓋電力電子
、能源工程、非破壞性檢測與設備檢驗、可程式控制與人機介面、嵌入式晶片控制、機電整合、技能檢定乙級考照輔導等。4、就業產業
：能源科技、半導體、電力電子、通訊、光電及生物科技、政府機關等。
2943  南榮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培養具有創新設計、製造及自動化技術能力且符合業界需求之專業人才，以達成完全就業目標。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餘
依一般限制。
2942  南榮技術學院 營建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培養具備綠色科技、資訊應用及營建工程技術整合應用之人才為目標。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1
886-3-8210-888
886-3-8261276

97145 花蓮縣新城鄉樹人街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dahan.edu.tw/

大漢技術學院   Da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本校位於花蓮機場旁，交通便捷，環境優美。 二、本校創校30年以上，是東部規模最大的技職院校，有優良的教學經驗，與
時俱進的教學設備及堅強的師資陣容。本校以「就業導向」設計課程，著力產學合作，秉著「入學即就業」的理念辦學。三、本
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優先安排住宿。四、四技一年級新生需修習勞作教育課程。
五、本校對於經濟上有困難同學除有急難救助外，尚有校內外獎助學金、工讀機會可供申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18  大漢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教學培育目標】配合國家科技與產業發展，培養兼具專業實務能力及企業倫理，使能擔負機械之設計
、製造、系統整合、管制、檢驗與維護之機械工程人才。【培養學生核心能力】1.具備機械工程問題解決之基礎能力2.具備產業需求的設計
、精密製造專業實務能力3.具備產業需求的機電整合之專業實務能力4.具備專業倫理與團隊分工合作與人文關懷之能力【研究發展特色】
1.兩大特色發展方向：「機電整合控制」及「精密機械製造」，培養學生成為高等技術的專業工程師。2.成立全國唯一的『精密石材構件研
發中心』，設置經費2,460萬元，研發力強。3.擁有機電整合、氣壓等5間國家級乙級技能檢定
2839  大漢技術學院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本系以培育具有「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觀念之人才為目標。教授具有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實
用技術，使學生畢業後具有職場之競爭能力。教師陣容堅強，教授1位，副教授3位，助理教授4位，兼任教師3位。教學以實務與理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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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部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二、本校實施服務學習教育、公民教育護照活動；男女兼收。三、本校距中山
高速公路新營(鹽水)交流道約3公里，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完善。 四、本校備有美食街、餐廳、超商及男女生宿舍，並裝設冷氣空調及校園無
線網路。 五、本校教室均為冷氣教室。 六、本校著重學術與實務教學，擁有合格術科技能檢定場。



並加強學生之工程倫理觀念。教學設備有土木材料試驗室、結構力學試驗室、土壤力學試驗室、測量儀器室、光譜實驗室、分析化學實驗室
、水污實驗室、固廢實驗室、資源處理實驗室、水污實驗室、固廢實驗室。畢業學生未來出路：(1)受聘至各公、民營機構任職服務，或自
行創業。(2)繼續升學就讀各大學相關系所碩士班。
2719  大漢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一、依一般限制。二、以華語教學。三、重點發展特色：本系特色發展以下列三大主軸逐年強化：1.引進業界師資至學校授課，並透過產學
合作機制，為同學建立合作廠商之就業機會。2.推展符合產業界能力之專業證照檢定，並將證照檢定內容融入教學課程中，以協助同學取得
專業證照，為同學創造就業機會。3.以電腦技術結合通訊技術之專題製作成果，參加各類競賽，以提升同學之升學及就業競爭力。四、未來
就業發展：1.無線通訊系統測試工程師，負責傳輸、交換以及線路維運及無線網路測試等工程。2.網路及資料庫設計工程師、網路應用規劃
人員以及資訊技術應用人員等。3.硬體設計工程師或微處理機系統設計工程師。4.數位系統設計工程師，負責FPGA/CPLD相關設計及研發
工作。5.印刷電路板設計工程師，設計各種電子產品所需之印刷電路板。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8
886-49-256-3489
886-49-2567424

5424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kut.edu.tw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本校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宿舍，為學生冷氣套房，可提供882個床位。學生宿舍並具備相當齊備之生活機能設施，如
：美食街、書局、健身房、娛樂中心等。僑生可優先住校。三、本校餐廳備有包括自助餐廳之各式平價餐點，提供同學多元且便
利的生活。四、提供各項獎助學金與工讀機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99  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Vehicle)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2700  南開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Dep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2701  南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2702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2703  南開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2704  南開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2914  南開科技大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第2類組   Dept. of Gerontechnolog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2850  南開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申請本系應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者為佳。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3
886-2-8212-2000
886-2-82122199

23154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教務處

http://www.just.edu.tw/

景文科技大學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
二、本校近年來完成圖資大樓及研究教學大樓，各種教學設備完善，各類教室均裝設冷氣空調及視聽設備，另提供校園無線網路
。
三、本校備有冷氣、網路等設施完善之學生宿舍，新生優先申請。
四、有關本校之各類教學資源概況及各項獎學金之提供，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just.edu.tw。
五、本校日間部學雜費為國內所有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中收費最低，工學院48,420元、商學院42,110元。
六、本校交通便利，有新店客運「綠10」經新店捷運線大坪林站至本校校門口，另安坑特一號道路已動工，屆時由安坑交流道到
本校門口僅需1分鐘，預計民國101年5月完工。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22  景文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2723  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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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三、本系畢業條件依本校學則規範。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3
886-4-2631-8652
886-4-26520314

43302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34號
招生組

http://www.hk.edu.tw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目前設有護理研究所、營養醫學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環境工程研究所、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食品科技研究所、化妝品科技研究所及健康事業管理研究所。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23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一）具中文聽、說及寫能力。（二）本系限於教學學習環境與設備之故，僅招收能自行操作學習及行動能自理之肢體殘障生，其他障礙生
請審慎考慮。（三）本系三大教育目標，培養學生「資訊技術應用能力」、「資訊系統開發能力」及「人文關懷與持續精進能力」，培育「
資訊技術應用」、「網際網路系統開發」及「嵌入式系統開發」三大類人才，落實實務教學，強化專業技術、學術研究及人文素養，使其兼
具弘毅、博愛、關懷生命等人格特質。
2624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以培育環境污染防治、職業安全及綠色科技專業人才為宗旨，著重基
礎學科（如物理、化學、微積分等）的培育及工程應用學科（如廢棄物處理、水處理工程、空氣污染防治、工業安全管理、風險評估、電氣
安全、清淨製程技術、綠色化學等）的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625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綠色科技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reen Techn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以培育環境污染防治、職業安全及綠色科技專業人才為宗旨，著重基
礎學科（如物理、化學、微積分等）的培育及工程應用學科（如廢棄物處理、水處理工程、空氣污染防治、工業安全管理、風險評估、電氣
安全、清淨製程技術、綠色化學等）的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626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工業安全衛生組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Safety, Health and
Hazard Preventio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以培育環境污染防治、職業安全及綠色科技專業人才為宗旨，著重基
礎學科（如物理、化學、微積分等）的培育及工程應用學科（如廢棄物處理、水處理工程、空氣污染防治、工業安全管理、風險評估、電氣
安全、清淨製程技術、綠色化學等）的訓練。同學宜具備適當的數理基礎，較能勝任學習。
2627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一）具中、英文聽、說、讀、寫能力者。（二）專業課程涵蓋醫學電子、生物力學與輔具科技、醫學影像與醫學資訊、生醫感測技術、組
織工程、醫療器材法規等領域。（三）大三升大四暑假期間須至校外實習2個月。（四）本系獲IEET準通過認證。自2007 �IEET 成為國際
工程教育協定Washington Accord 會員後，國內通過IEET 認證系所及其畢業生即與國際接軌，受Washington Accord 其他12 個會員國認可
。這12 個國家分別為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澳洲、紐西蘭、香港、南非、日本、新加坡、韓國及馬來西亞。
2261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第2類組)

(一)具中文聽、說及寫能力。(二)本系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經驗結合涵蓋基礎營養、生醫營養與社區營養等三個模組，培養學生具營
養科學、基礎醫學及社區營養保健領域之專長。(三)師資：營養醫學所支援並針對特殊課程需求，延聘產官學研及教學醫院具各種不同專長
與經驗之師資。(四)工作就業方向：營養師、生化營養等基礎醫學之研究人員與營養推廣、社區營養、公共衛生營養及團體膳食管理專業人
員等。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2
886-4-2701-6855
886-4-24527824

40721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教務處

http://www.ocu.edu.tw/

僑光科技大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一、本校男女兼收，提供男女宿舍申請。二、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須具備中文聽講能力。三、有關教學資源概況、
各系所簡介、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等相關事宜，請詳閱本校網站（http://www.ocu.edu.tw）。四、提供健身房、撞球室、桌球室
、韻律教室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室內大型籃球場等運動設施，鍛鍊您強健的體魄。另有多功能運動休閒中心及實習旅館餐廳興建中
，提供學生最新穎及最完善的學習環境（全校教室皆設有冷氣及無線網路設備）。五、校內不定期邀請明星舉辦演唱會、嘉年華
會及啦啦隊比賽等來豐富您的生活。六、本校位於逢甲夜市，鄰水湳經貿園區，近中部科學園區，求學、工讀及就業最方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40  僑光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培育具備工程實作、管理技能及系統整合規劃之工程與管理的中、基層專業人才。使其能有效整合工程、管理與科技等系統之資源，以擔負
未來工商企業界與服務業界，在生產與系統工程、生產與系統管理，以及品質管理方面之相關職務。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2
886-2-2437-2093
886-2-24376243

20301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336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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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女生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校。三、必修服務學習課程。四、設有多項技術士乙、丙級考場。五、有
關本校各系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www.cku.edu.tw)。六、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七、學
校重點發展特色－健康產業管理，並設立北區第一所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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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89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美容流行設計系   Dept. of Cosmetology and Fashion Design

2788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食品保健系   Dept. of Food Health and Science

辨色力異常者不宜報考。

278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Dept. of Applied Information and Multimedia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8
886-6-2727175#221
886-6-2050152

71003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4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ksu.edu.tw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一、 男女兼收。
二、 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599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依據本系重點發展特色，在大二時分為微精密製造組、機械與能源組及精密機械組。

2853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ehicle Division

本組隸屬於機械工程系，主修智慧車輛領域。

2602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854  崑山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00  崑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856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01  崑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868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870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依一般限制。

2871  崑山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7
886-2-77387708
886-2-89670149

22061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58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oit.edu.tw

亞東技術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三、101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四、
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金，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瀏覽。（網址：http://recruit.oit.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01  亞東技術學院 材料與纖維系   Dept.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課程特色以培養學生成為纖維及高分子產業重點專才，並因應纖維紡織產業及跨領域技術整合人才需求趨勢，規劃材料應用課程模組及織品
開發設計模組，配合專題與產學合作計畫，進行務實致用的專業技術人才培育，並創造學生多元就業機會。申請條件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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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  亞東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以輔具、模具、微細加工及先進車輛技術為發展主軸，強調學生基礎學科能力及專業知識，結合專題研究及校外實習制度，強化學生實務能
力，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優秀工程人才。申請條件依一般限制。
2741  亞東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結合電力、控制及計算機等專業知識，發展電能科技、嵌入系統與光機電整合等技術，並輔以產業實務、專業實習及業界專題等課程，以培
育兼具理論與實務訓練、創新能力、科技與人文之電機工程人才。申請條件依一般限制。
2742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以單晶片系統模組、SOPC雛型系統設計模組、生醫電子模組為發展主軸，配合國際化、人文化、彈性化、實務化、資訊化的教育理念，培
養兼具基礎數理及實務能力，並具有SOC設計、嵌入式系統、生醫電子及健康照護等專業領域所需之前瞻技術的專業人才。申請條件依一
般限制。
2743  亞東技術學院 通訊工程系   Dep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因應通訊產業與環境的日新月異，以微波系統與多媒體通訊為發展主軸，培訓通訊技術線路檢定為輔。隨時更新教學課程安排與教材內容
，培育企業樂用的資訊與通訊人才。申請條件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8
886-2-2273-3567 轉 688-693
886-2-22611462

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dlit.edu.tw

德霖技術學院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四技修業年限為四年，及格授予學士學位。二、備有男、女生宿舍供申請，全棟空調、網路設施。三、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及
工讀機會。四、本校軟硬體設備完善，教室全面空調，提供e 化的學習環境。五、辦理大專及技專校院就業(學)課程計畫。六、有
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dlit.edu.tw）七、本校交通便捷，鄰近北二高中和、土城交流道；可
搭乘聯營公車245、656、657及262直達學校；或搭捷運南港展覽館－永寧線至海山站由3號出口，再轉乘聯營公車656可直達學
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34  德霖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創建至今秉持一貫教學相長與創新啟發的精神，不斷調整發展腳步，務使本系成為以教學品質見稱，並重視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之一流
科系。
在教學方面以提昇教學品質為主，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為終極目標，選擇重點領域發展，培育本系畢業生具備專精技術；同時，輔以人文教
育，讓本系學生兼具濃厚的人文色彩，能主動關懷社會、學習應對進退、具團隊合作與高抗壓能力。此外，為導引學生跨越國際化門檻，本
系除加強英語教學外，更重視本系學生英語會話與論述表達能力。期望將本系學生帶往更高階，更寬廣的“資訊化、國際化、健康化及全人
化”的境界，並培育本系學生具資訊技術專才及拔尖補底向上提昇為終極目標。
2774  德霖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結合「電腦」與「通訊」兩明星產業為發展主軸，並配合政府「兩兆雙星」之產業發展政策，以培育兼具研發、設計、系統應用及行銷
之電腦與通訊技術人才為目標。本系發展方向為「網路多媒體技術與應用」與
「行動通訊技術與應用」，除本系專業師資外，並延請業界高級主管及工程師到校輔導學生就業相關技能，始學生直接學習產業界最新實務
。本系課程理論與實務兼顧，規劃符合產業界需求之實務性課程，在專業方面所開的課程模組有：1.多媒體技術與應用：數位學習內容設計
、多媒體程式設計、線上遊戲設計。2.電腦網路技術與應用：電腦硬體裝修、資訊安全、電子商店架設。3.行動通訊技術與應用：通訊系統
、手機介面應用、嵌入式系統。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4
886-2-29097811
886-2-22964276

24305 台北縣泰山鄉黎明村黎專路2之2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lit.edu.tw

黎明技術學院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並實施服務學習課程，本校設有畢業門檻及相關輔導機制。
二、實施新生英文分班授課。
三、備有學生宿舍，全天候空調、宿舍網路，舍監、教官住校輔導，僑生申請可優先住校。
四、有關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www.lit.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60  黎明技術學院 創意產品設計系   Department of Innovative Product Design

一、強調「創意設計、功能分析與工程技術相結合」，培育基礎扎實、領域寬廣、素質優良之專業設計人才。
二、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886  黎明技術學院 數位多媒體系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一、配合個人興趣，培育實務專業技術人員。二、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887  黎明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培育有志於電力電子、自動控制、遠端監控、冷凍空調及光電領域之青年學子。二、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
者為宜。
2888  黎明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配合基礎機械、精密模具、動力機械、冷凍空調等產業之就業需求，著重專題實作與校內外競賽，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專業人才。二
、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889  黎明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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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個人興趣，培育實務專業技術人員。二、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2890  黎明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Cosmetology

一、培育各項美技化妝品開發，調製分析檢驗及應用之專業人才。二、以華語教學，以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6
886-3-610-2212
886-3-6102214

30015  新竹市香山元培街306號
教務處

http://www.ypu.edu.tw

元培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空調設備、網路等先進設備學生宿舍。全校採用空調、視訊及網路三合一E化教室。三、僑生可優先
住宿。四、收費項目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對於經濟困難學生，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金：（一）清寒獎助學
金：每學期均可申請，名額不限。（二）急難救助金：凡學生家庭突發重大變故，致影響其生活與學業時，均可獲直接協助。
（三）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學生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四）工讀助學金。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814  元培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衛生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Health

依一般限制。

2695  元培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2696  元培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4
886-3-857-2158
886-3-8578941

97005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註冊組

http://www.tccn.edu.tw/front/bin/home.

慈濟技術學院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二、修業年限四年，條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男女生兼收
。四、收費項目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對於經濟困難學生，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金：（一）清寒獎助學金
：每學期均可申請，名額不限。（二）急難獎助學金：凡學生家庭突發重大變故，致影響其生活與學業時，均可獲直接協助。
（三）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學生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四）工讀學生獎助學金。（五）教育部中低收入戶學生之
各項補助措施。六、本校學生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七、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26  慈濟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

培養具有人文素養之優秀資訊工程人才。重度肢體障礙或嚴重視聽覺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5
886-8-723-3733
886-8-7233794

90942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316號
國際事務中心

http://www.ytit.edu.tw/

永達技術學院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一、男女兼收，四技修業四年。二、本校圖書教學設備完善，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電腦教室、各系有專業的視聽教室，並
設立體育健康休閒中心，具備室內溫水游泳池、三溫暖、SPA水療⋯等休閒健身設施，提供師生課餘休閒活動。三、對經濟上有
困難的海外僑生及港澳生提供各項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另有多種工讀機會提供學生申請。四、本校備有設備完善的男女生宿
舍，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29  永達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系   Dep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本系以培育具有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資訊科技類專業人才為目標，並在兼顧實務教學與學術研究下，建構全方位的多元化課程、專業化師資及
先進設備來導向教育目標，培養兼具資通訊科技應用能力專業人才課程設計以「嵌入式系統」、「光電與綠能」、「電能系統」為發展主軸
，強調訓練以能直接投入資訊產業的科技人才為教學目標，並配合國家總體科技發展計畫，加強資訊與科技整合之技能。
2731  永達技術學院 建築系   Dept. of Architecture

本系特色為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資訊時代，使學生具有專業電腦技術，獨立處理建築有關實務。本系學生畢業後可報考國內外大學校院建
築等相關系所，或投入職場擔任建築設計、營造施工及管理等相關行業。
2263  永達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Dept. of Aviation Mechanical Design & Manufacturing

■培育生產機構自動化、精密機械零件製造及輕型飛機設計製造、飛機結構修護之專業技術人才而規劃。
■因應核心技術之學習，特別規劃機電氣壓整合控制、類比數位控制、電腦數值控制、飛機結構修護、複合材料製作與修補等特色實驗室。
升學與就業：
■可報考國內外之機械、車輛、航太、造船、鋼鐵、環工等相關研究領域繼續升學。
■就業方面可適合從事生產設備製造、精密機械製造、模具、航太工業、機電控等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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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8  永達技術學院 車輛工程系   Dept. of Vehicle Engineering

課程特色：
■整合機械設計、製造、控制、感測與電子等技術於車輛工程上，設置專業實驗室及實習工廠進行實習教學。
■教授車輛工程常用的工程應用相關軟體，如AutoCAD、Inventor、Pro-E、Catia、Mastercam與Matlab等，使學生具備車輛零組件之繪圖
、設計、分析及修護等專業領域之技術能力。
■培養學生實務技術與原理整合應用的能力，建立學生設計、製造及研發的潛力，以及車輛檢測、行銷管理、售後維修等技術能力。
2266  永達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航空組   Dept. of Aviation Mechanical Aircraft Maintanance

■培育生產機構自動化、精密機械零件製造及輕型飛機設計製造、飛機結構修護之專業技術人才而規劃。
■因應核心技術之學習，特別規劃機電氣壓整合控制、類比數位控制、電腦數值控制、飛機結構修護、複合材料製作與修補等特色實驗室。
升學與就業：
■可報考國內外之機械、車輛、航太、造船、鋼鐵、環工等相關研究領域繼續升學。
■就業方面可適合從事生產設備製造、精密機械製造、模具、航太工業、機電控等之產業。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3
886-2-89415102
886-2-89415192

23568 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教務處校際合作中心

http://www.hwh.edu.tw/

華夏技術學院   Hwa Hs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一、男女兼收。二、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
選填。四、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將影響實務操作及學習，請審慎選填，餘依一般限制。五、本校位於台北縣中和市，臨近北
二高、捷運南勢角站並有公車直達校門口，交通極為便利；學校附近即有著名的滇緬小吃街、興南夜市、圓通寺、烘爐地等國際
觀光景點，中央圖書館分館亦在學校附近，生活機能十分完備。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金等相關事宜，請參閱本
校網址：http://www.hwh.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164  華夏技術學院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本系發展目標涵蓋能源工程、控制工程、感測系統、通訊系統及計算機應用，並著重能源監控技術、機電自動化、感測元件應用、電機控制
應用、微處理機介面應用及通訊電子電路設計等各領域，同時擬定能源科技與智慧生活科技二大領域作為電機工程系中長程發展之重點特色
。
2181  華夏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本系獲得教育部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計畫及特色典範計畫經費補助，以培育多媒體程式設計與網路管理科技人才為發展特色，以系列化連
貫課程培育學生專業能力，並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2154  華夏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電子工程領域範圍極為廣泛，因此本系以「無線感測網路」、「嵌入式系統」二大特色發展領域，以培育無線感測技術及嵌入式系統技術相
關人才為目標；本系輔導學生進而取得專業技能證照績效卓著，計有微軟MOS證照（Master大師級）、ACA證照、IC3證照、工業電子丙級
、數位電子乙級、電腦硬體裝修乙級丙級、三等業餘無線電人員、遊戲企劃專業人員、網頁設計、電腦軟體設計、電腦軟體應用、
MCTS（乙級）、MCITP （乙級）。
2163  華夏技術學院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培養兼具理論與實務、具備創新、設計與執行能力，能夠擔負機械之設計、製造、系統整合、管制、檢驗、維修等職務，符合當前與未來科
技產業需求的優秀機械工程技術人才。
本系培育學生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如下：
1.培養學生具有數理科學工程知識，並具有執行機械工程相關實務之能力。
2.培養學生具備蒐集資訊、運用電腦及實作等活用知識的能力。
3.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設計製造或機電整合之專業能力。
4.培養學生具有設計機械工程系統、元件及製程之能力。
5.培養學生具有溝通協調、團隊精神及創新之能力。
6.培養學生具備擬定計畫、執行及撰寫報告之能力。
7.培養學生具有專業倫理、終身學習及人文關懷的人格特質。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5
886-2-28102292
886-2-28102170

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
招生組

http://www.tcmt.edu.tw/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Taipei College of Maritime Technology

一、學校位於大台北地區，交通便捷由中山高速公路至重慶北交流道口下，到本校約10分鐘。二、上課地點及公車路線：(一)士林
校區(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212號)：215-台北火車站承德路、紅R10-捷運劍潭站、公車    2-台大醫院、公車536 (石牌
、榮總)。(二)淡水校區(251台北縣淡水鎮濱海路3段150號)：紅R23-捷運紅樹林站、紅R38-捷運淡水站。三、備有男、女生宿舍
，具中央空調、網路、設備完善。四、提供高額入學獎助金與各類獎助學金，鼓勵學業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另設立各類獎助學金
協助家境清寒及成績優異同學完成學業。五、設有學生聯合服務中心，提供單一窗口以網路化服務全校師生及校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792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淡水校區）   Dept.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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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8
886-2-82093211
886-2-82091468

33306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300號
國際事務暨公共關係中心

http://www.lht.edu.tw/

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本校於民國五十六年籌資創校，迄今已歷四十餘年，於九十學年度奉准改名為「龍華科技大學」，為北區第一所私立科技大
學。
二、本校位於新北市新莊、迴龍地區，近台北捷運新莊線終點站，交通便利，
三、全校冷氣教室及網路化男、女生宿舍，校區無線網路。
四、本校與美、日等知名學校簽署交換學生或雙學位協議，享有免繳對方學校學雜費之優惠待遇，本校另依獎學金核給規定，每
學期補助參與學生5 至15 萬元之費用。
五、本校每年遴選約50 位競賽或社團績優學生，免費參與國外姐妹校參訪、研習及交流，以擴大學生國際觀。
六、為提昇學生畢業後就業競爭力，學生畢業門檻詳網址
http://www.lhu.edu.tw/f/gd/gd.htm。
七、本校連續6年（95-101年）獲獎勵教學卓越計畫，累計獎勵金額達3億8,685萬元，為北區私立科大第一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85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培育目標
本系秉持「務實、卓越、創新」之教育理念，重視實務教學，希望培育理論與實務兼俱並具有國際視野之人材。
本系專業之課程培育學生從事機械工程相關實務以及研發之能力，希望本系畢業生在專業上能夠從事設計、研發、分析、製造方面的工程師
，同時加強人文教育，培養學生之人文素養以及迎接不同的生涯選項，培養終身學習能力。

發展特色
因應國家經濟發展及時代潮流，本系課程分成3個方向(1)精密製造(2)精密快速設計(3)機電整合，供學生自由選修，精密製造學程培養精密
加工與量測之人才。快速設計學程培養設計分析之人材，機電整合學程則培養機電整合及自動化之人才本系教師與產業界交流密切，業界委
託研究開發機會頻繁，有助學生了解產業現況及早為就業作預備。
2986  龍華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本系教學及實驗設備新穎且完整，除一般教學實驗室外，特色實驗室有「電漿應用技術實驗室」、「精密儀器分析中心」、「奈米材料科技
實驗室」、「粉末科技實驗室」、「半導體及光電實驗室」、「環境科技實驗室」、「工安實驗室」與「材料加工實驗室」等，整合發展材
料科技與環境科技。      一般儀器設備（AA、TOC、FTIR、IC、GC、HPLC、zeta-potential等）外，超過百萬之貴重儀器設備有：X光繞
射儀（XRD）、DSC（TGA）、場發射電子顯微鏡（FESEM及WEDS）、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EM)、RF及MW電漿系統、AFM、濺鍍機、
雷射粒徑分佈儀等，在一流的師資帶領下，有系統、有效率的學習。
2987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培育目標
    電機工程系特重實務性與理論性教學，並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本系課程依照當前國家科技建設發展需求分成：電機控制工程、電
信工程、計算機網路工程與電子電路工程等四大領域，學生可依個人興趣與需要安排自己的課程規劃。

發展特色
    本系提供九間設備完善的實驗室供教學使用，分別為自動控制實驗室、電機機械實驗室、計算機軟體實驗室、微波元件實驗室、電子電
路實驗室、微處理機實驗室、積體電路設計實驗室、無線感測實驗室與電力電子實驗室，配合完善的學程規劃，期使本系可培養出高級電機
技術人才。
2988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培育目標 　　
因應市場需求，現階段本系以積體電路設計、無線通訊發展系統、微電腦系統應用、行動服務應用為發展重點。並以培育各類具有實務經驗
之資訊多媒體、電子專業技術人才為教學目標。

發展特色
1. 單晶片及微電腦模擬系統
2. 數位信號處理發展系統
3. 計算機輔助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4. 多媒體程式設計
5. 多媒體網路
6. 無線行動通訊系統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1
886-4-2496-1100#6111
886-4-24961174

41280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11號
招生事務組

http：//welcome.h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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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校內備有男、女生宿舍，全宿舍均有冷氣設備；僑生均可優先住宿。三、全校冷氣教室。四、本校訂有服務
學習辦法，日間部新生每週需修習二小時零學分服務學習課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255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選系說明】
     本系招收高中或高職畢業生，以培養具有中、高級之電機專業人才為主，課程涵蓋三大方向領域：
 1.具有電機控制領域之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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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有電能管理與應用領域之專業人才。
 3.具有晶片實務與應用領域之專業人才。
        學生畢業後得以進入電機電子相關產業如機械控制、智能系統、綠
    能科技、光電產業、半導體等服務，亦可以從事研發工作。養成之學生由傳統產業至高科技產業，可從事之工作項目極廣。

二、【入學限制】
     男女皆收，無特殊限制。
2782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能源與材料科技系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in Energy and material

一.選系說明：
          以再生能源的開發與應用，節能技術環境友善材料的開發與加工技術
    為主。
二.限制：
    有化學與物理學習背景。
2783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一、【選系說明】
  本系招收高中或高職畢業生，以培養下列人才為主：
        培育生產事業與服務業，具設計、改善、設置、自動化、合理化等經營
   管理專長之工業工程與管理人才。
二、【入學限制】
   無特殊限制
2784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核心課程：
        為培育具備資訊系統科技應用、商業管理實務的資訊管理專業人才。本系的教學重點配合工商界實際運作發展之需求，將本系課程規
劃為資訊系統設計與管理(SDM)及企業資源規劃(ERP)課程二大主軸領域，涵蓋資訊管理之各主要研究與應用方向，使學生可在主軸課程中
習得完整的理論與實務，具備工商業界軟硬體及整體規劃的能力。
學生出路：
        本系畢業生都具備資訊相關專業證照，所以在升學方面，推甄較易獲得錄取；在就業方面，公民營企業資訊部門的人力需求，都是本
系同學的就業機會。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7
886-2-2908-9899
886-2-29084511

24301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84號
註冊組

http://www.mcut.edu.tw

明志科技大學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本校男女兼收，修業年限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各系畢業生均有相關研究所可供報考。
二、四技部學生一律住校，備有男女宿舍，宿舍均安裝電話及網路，並統一供餐每日110元。
三、本校四技部學生需參加校外工讀實習，擔任實習工程師一年（建教公司約120家），每月平均薪資約20,000~24,000元。校外
工讀期間依教育部規定繳交全額學費與八成雜費。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644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2645  明志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系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2646  明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Dept. of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647  明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Dept.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648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辨色力異常者，不宜報考本系。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FF
886-2-7714-8888
886-2-26019671

24449 台北縣林口鄉仁愛路一段2號
僑先部招生組

http://www.nups.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前身為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創設於民國44年，於95年3月22日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併後
，僑生先修部仍維持原「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之功能，協助僑生完成大學先修教育後，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院。二、本校僑生
先修部校區達23公頃，行政大樓、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大型餐廳、體育館等各一棟，教室6棟，游泳池、各項球類運動設施
一應俱全。三、兩校合併後僑先部獲得教育部與臺師大各項經費挹注，持續進行並已完成多項校舍整建工程，另增設數位化教室
、圖書館整建及多功能E化、增購圖書及全校區免費無線上網等多項軟硬體設施，以期提升學習效率與環境品質。四、男女兼收
，學生一律在校住宿及用餐。 五、僑先部提供各種獎助學金、工讀金及急難救助金給優秀、清寒或急難病困之學生，每學年領助
學金與工讀生人數，超過總學生人數40％。六、僑先部每年9月入學，翌年6月結業，並依成績及志願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系。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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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299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第二類組   Division 2

一、先修班修業一年。二、第二類組必修科目：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必選科目：臺灣社會與文化、計算機概論、體育；自由選
修科目：英文選、數學選、物理選、化學選、生物選，以增進基礎學科之能力。三、結業後依其成績及志願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系（理、工
）。 四、100學年度起入學之二類組學生，若加修生物課程者，可跨填三類組之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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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聯合分發制學校及系組招生規定－－－第三類組
一、如欲查詢本學年度公私立大學各學系名額配置情形（適用期間：西元2011年11月至西元2012年8月底），請至海外聯招
       會網頁（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query）查詢（預訂於西元2011年11月中旬公告）。至公私立大學各
       學系招生系組如有異動，本會另將公告於海外聯招會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二、修業年限除各校於學士班系所分則欄有特別規定外，皆為四年。
三、所謂「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1
886-2-33663366
886-2-23638200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註冊組

http://ww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校址：文學院、管理學院、法律學院及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哲學系位於台北市思源街18號
。政治系、經濟系位於台北市徐州路21號。理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及生命科學院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醫學院位於台
北市仁愛路1段1號、公共衛生學院位於台北市徐州路17號。二、電話：文學院、管理學院及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02）33663366，法律學院（02）33668900 ，政治系、經濟系（02）23519641。理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命科學院
（02）33663366，醫學院（02）23123456、公共衛生學院（02）33668012。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01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3002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修業年限七年。必須修習過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英文等學科且成績優良，選填時宜慎重考慮。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
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有關醫學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故不適合於選填。
3003  國立臺灣大學 牙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修業年限六年。必須修習過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英文等學科且成績優良，選填時宜慎重考慮。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
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有關醫學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故不適合於選填。
3004  國立臺灣大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有關醫學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故不適
合於選填。
3005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Dep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s and Medical Biotechnolog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有關醫學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故不適
合於選填。
3008  國立臺灣大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有關醫學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故不適
合於選填。
3006  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School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Therap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物理治療課程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選填本系時宜慎
重考慮。
3007  國立臺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Schoo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有關醫學課程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故不適
合於選填。
3009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Dept. of Agronomy

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010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Dept.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

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013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3017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化學相關課程之實驗及動物相關課程之現場實習將有困難，選填本系時宜
慎重考慮。
3015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   Dep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必修課「現代農業體驗」需田間操作，如有四肢嚴重障礙不良於行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016  國立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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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色力異常者對本系必修課程：果樹學、蔬菜學、花卉學、加工學、造園學等顏色之辨別學習上將有困難。同時肢體有嚴重障礙者對田間實
習工作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014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學系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1.修業年限五年。辨色力異常（紅色盲）或四肢有嚴重障礙而影響動物診療實習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2.鑑於香港地區認可本系學位
及特殊需求，於招生名額內保障4名專供香港地區學生。
3012  國立臺灣大學 昆蟲學系   Dept. of Entomology

辨色力異常者無法進行植物病徵及昆蟲形態之鑑定工作，為避免入學後同學遭受此可預見而又無法補救的挫折，故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
重考慮。
3011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Dept. of Plant Pathology and Microbiology

辨色力異常者無法進行植物病徵及昆蟲形態之鑑定工作，為避免入學後同學遭受此可預見而又無法補救的挫折，故辨色力異常者選填時宜慎
重考慮。
3018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Dept. of Public Health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精神障礙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019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辨色力異常者不易辨別動、植物形態及顏色以及各種染色的切片與標本，也影響對各種化學分析的辨別，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020  國立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Dept. of Bio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辨色力異常者不易辨別動、植物形態及顏色以及各種染色的切片與標本，也影響對各種化學分析的辨別，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2
886-6-2757575
886-6-2766409

70101 臺南市大學路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一、為培養本校學生勤勞服務的人生觀，並培育成大人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人文關懷之校園環境，本校招收的新
生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一）（二）（三）。二、本校入學新生應於修業期間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文檢定測驗門檻。檢定未通過者
，應修習「補強英文」課程，否則不得畢業。詳細規定請至：http://www.ncku.edu.tw/~lang/chinese/bulletin.htm瀏覽。三、有關
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nck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28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Dept. of Medicine

學生因日後學習及工作主要對象為病人，故視覺、聽覺、言語、行動及精神有嚴重障礙者，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及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
，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年限七年（包括實習一年），為自費生。
3024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26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宜慎重考慮。

3025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口吃、足以影響學習及醫療工作者，宜慎重考慮。2.特別歡迎具有醫療照顧相關之活動經
驗者就讀。
3027  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1.視覺、聽覺、肢體、精神有嚴重障礙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請慎重考慮。2.特別歡迎具有醫療照顧相關之活動經驗者就讀。

3450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3023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7
886-2-77341185
886-2-23635695

10610 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教務處企劃組

http://www.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學士班學生在校期間，得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畢業後若擬擔任教學或其他教育專業
工作，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影響教學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三、92學年度入學後之學士班學生，欲
取得教師資格者，悉依91年7月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四、男女生宿舍，以僑生為優先，不分公、自費
生均須繳交住宿費。五、校址：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六二號；國際與僑教學院之上課地點：林口校區（244臺北縣林口鄉仁
愛路1段2號）。六、網址：http://www.ntnu.edu.tw。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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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6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需具正常之辨色能力，辨色能力異常者在學習上將會遭遇困難。

306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營養科學與教育組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Program of
Nutrition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若有生理機能障礙、口語表達困難或精神異常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06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需具正常辨色能力，辨色能力異常者在學習上將發生困難，選填時應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5
886-4-22873181
886-4-22857329

40227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招生暨資訊組

http://www.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學士班學生須通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始得畢業。二、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同學可依規定申請住宿。三、
本校設有文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獸醫學院，系所完備、師資優良
、設備精良，為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設有多種跨領域課程並舉辦各式講座，邀請國內外之學術巨擘、產業菁英蒞校演講，開擴學
生宏觀視野，落實全人教育理念。四、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金，如中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清寒勤學獎勵金、績優學生獎學金、
各學系所獎學金、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一般性獎學金、產學合作獎學金等獎項共二百多項。五、本校為鼓勵學生努力向
學，協助同學身心平衡發展，每學期提供多項工讀機會，幫助同學順利完成學業，凡有興趣的同學可提出工讀申請。查詢獎助學
金及工讀申請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osa/grwork/，聯絡電話：04-22840243。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44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辨色能力異常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3045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Dept. of Agronomy

有視覺障礙、辨色能力異常、聽覺障礙及四肢嚴重障礙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3046  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在園藝學必修課程之學習上將有困難。又肢體有嚴重障礙者對必修田間實習課程可能難以勝任，選填時宜慎重考
慮。
3047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   Dept. of Forestry, Division of Wood Science

本系需涉及野外及工廠實習，肢體障礙、辨色能力異常及聽覺障礙者，選填本系請慎重考慮。

3048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林學組   Dept. of Forestry, Division of Forest Science

本系需涉及野外及工廠實習，肢體障礙、辨色能力異常及聽覺障礙者，選填本系請慎重考慮。

3049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Dept. of Plant Pathology

辨色能力異常及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3050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Dept. of Entomology

辨色能力異常及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3051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本系包含遺傳育種、繁殖生理、飼料營養、畜產加工及畜產經營等研究領域，大學部學生均需修習相關之基礎課程。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
異常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3052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Dep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有視覺障礙、辨色能力異常、聽覺障礙及肢體障礙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3053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Biotechnology

依一般限制。

3447  國立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 Program of Landscape and Recreation

依一般限制。

3054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肢體障礙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

3055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Dep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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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下肢體障礙足以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宜慎重考慮。（二）獸醫學系修業年限為五年。

3470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of Agribusiness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3
886-5-2717040
886-5-2717043

60004 嘉義市學府路300號
教務處

http://www.ncyu.edu.tw

國立嘉義大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一、本校實施服務學習制度，新生必須參加服務學習。二、本校有開設中等教育學程及國民小學教育學程。三、持有托福成績
550分以上證明或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複試合格者，可辦理抵免大一英文學分，免修大一英文。四、本校各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畢
業前，須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文能力及資訊能力基本要求，未通過者須加修英語、資訊輔導課程，方可畢業。五、本校對於經濟
上有困難之同學，除有急難救助金，還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等協助措施。六、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29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alth & Recreation

本學系具備術科課程，故不招收身心障礙生。

3030  國立嘉義大學 農藝學系   Dept. of Agronomy

無特殊限制。

3031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無特殊限制。

3032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本系竭誠歡迎對森林內的動植物充滿興趣，且同時想更進一步瞭解如何從事森林資源經營管理及未來有志投入林業建設及資源保育的同學們
，加入我們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的行列。本系以森林經營、森林生物、植物分類與生態三個方向為研究發展重點，其目標在培養森林經營與
自然資源保育及管理之高等技術人才。強調以森林生態系經營為指導原則之永續法則，期使學生對森林資源保育、生物多樣性、空間資訊科
技與生物技術等原理與實務，均能融會貫通，發揮所學於實用。
3033  國立嘉義大學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Dept. of Wood Based Materials and Design

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34  國立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無特殊限制。

3035  國立嘉義大學 獸醫學系   Dep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本系修業五年，大五時參與診療實習，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應慎重考慮。

3036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Dept. of Bioagricultural Scienc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37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38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Dept. of Aquatic Biosciences

無特殊限制。

3429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39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Dept. of Bio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有視覺障礙、肢體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040  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本系以培養兼具食品科學理論專業知識與實用技能之人才，以期為食品工業界提供專才。教學上以基礎學科（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生物化
學、微生物學）、專業基礎課程（食品化學、食品微生物、營養學、食品工程、食品單元操作）、實用課程（罐頭製造學、食品原料學、食
品添加物、發酵學等均配合實驗或實習）。本系並備有食品加工實習工廠及各型食品教學與研究之現代化儀器。本系教學除傳統的食品加工
與研究外，也強化在食品生技、健康食品、慢性病預防食品等新興項目之研究與開發。
3041  國立嘉義大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Dept.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Biopharmaceuticals

本系的教學目標在培育微生物、免疫、生物醫學及生物藥學方面研究及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故課程規劃以使學生具有堅實的生物與化學基
礎知識、微生物、免疫與細胞生物基礎研究及醫藥生技產品開發及生產之應用技術為主要目的。依照本系研究發展主題下的各項專業科目
，規劃「醫藥生物技術領域」及「應用微生物技術領域」課程。如此，在基礎與應用、知識與技術並重的教學訓練下，同時奠定學生未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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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與細胞生物學基礎研究及生物醫藥產業界發展的基礎與競爭力。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8
886-3-8635000
886-3-8632140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2段1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宿。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
事宜，請參閱本校各學系網頁及學生事務處網頁。四、本校全面實施課程學程化，相關資訊請至教務處網頁查詢。五、本校學士
班學生除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並依規定修習「服務學習」課程，方得畢
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66  國立東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提供學生基礎課程以了解基本生命現象，並運用現代研究方法與儀器設備，從分子層次探討大自然生命之奧秘，繼而開創生物科技之新應用
領域。課程安排以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及生物化學為核心課程，從事病毒學、分子生理、幹細胞生物學及轉殖植物等基礎研究。
3067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Dept.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本系以培養符合社會需求之諮商與臨床心理專業人才為目標。發展方向為：以基礎心理學為核心，重視諮商與臨床心理應用領域及相關心理
學新知開發；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落實人文與科學並重及兼具多元文化的教學研究特色。
3435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D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本系擁有生態、地球科學、資源經濟與文化、社會等跨領域教師，教學經驗豐富研究設備齊全。學生除修習基
礎及核心課程外，依興趣選讀生態與保育、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或地球科學專業學程，以成為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的專業人才。歡迎喜愛自
然關懷環境的同學加入。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3
886-2-29393091
886-2-29379611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64號
教務處綜業組

http://www.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僑生係本校學生宿舍優先分配對象。三、本校自98學年度起具僑生及港澳生身分之學士班學生，應排除其國
籍之官方語言後，適用本校「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及95學年度起實施「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一）（二）」為必修0學分課程
，學生需符合前項標準始得畢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84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7
886-3-5712861
886-3-5721602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hu.edu.tw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三、本校網址：http://www.nth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96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本系於基礎生物科學、生物醫學及生物技術等不同領域之教學及研究工作均有傑出表現，期望能培育具有深厚理論基礎及豐富實驗經驗的生
物科技通才。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3419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Life Science

本班為跨領域雙專長院招生菁英班，學生以生科或醫科為主修，再根據自己的性向及志趣任選其他學系(如資工、化工、化學、材料等)為第
二專長，在128畢業學分下，即能擁有跨領域知識與雙專長能力。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
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3420  國立清華大學 醫學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Science

1.本系旨在培育新一代具備堅實理工基礎與人文素養之醫學科學人才，研究與教學以人體醫學相關為核心。2.本系非為醫師或醫療相關國家
考試及證照培訓之單位。3.依一般限制(係指患有精神病、活動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及重症慢性疾病等情形者，均不得申請)。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6
886-5-2720411
886-5-2721481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cu.edu.tw

國立中正大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一、僑生大一至大四均可住校。二、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建議在大二結束前)修完兩學期 0學分服務學習課程。三、本
校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四、
依一般限制。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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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56  國立中正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本系之教學與研究特色是以生物醫學(Biomedical Science)為發展方向。教學上著重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等基礎領域之紮
實訓練。配合後基因體時代之重要發展方向，開設有基因體學(genomics)、蛋白質體學(proteomics)、幹細胞之應用等課程。研究上目前以
癌症及其基因治療、蛋白質結構和功能重點領域。
3057  國立中正大學 心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系所特色、研究及發展重點：
一、認知科學涵蓋知覺、注意、記憶及語言。
二、生理心理學涵蓋睡眠、神經解剖、學習與記憶及渾沌理論之應用。
三、發展心理學偏重認知與情意之互動、嬰幼兒發展、青少年發展、認知發展。
四、社會心理學涵蓋社會認知、態度與說服、組織行為及工商心理學。
五、計量心理學著重試題反應理論與電腦化適性測驗。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1
886-3-5131399
886-3-5131598

30010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教務處綜合組

http://www.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業務連絡：E-mail：admit@cc.nctu.edu.tw  http://exam.nct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77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生物科技是一極具發展潛力之新興跨領域學門，本系除致力於生物醫學及製藥、蛋白質工程、分子及細胞生物等領域之發展外，並積極投入
生物電子及生物資訊跨領域之教學與研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5
886-3-4227151轉57141
886-3-4223474

32001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c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一年級僑生均可保障全額住校。三、大一新生必修服務學習課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93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1.本系部份實驗，需要辨認細胞或染色有關之切片、標本及顏色反應等，因此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2.生命科學系有極重的實驗操作課程，故四肢嚴重障礙而會影響實驗操作安全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09
886-2-24622192
886-2-24620724

20224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國際學生事務組

http://www.ntou.edu.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一、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每學期皆可申請宿舍床位保留，享有優先住校之福利。二、本校有僑生工讀機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7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本系有開設化學實驗課程，若有辨色能力異常者，請審慎考慮。

307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Dept. of Aquaculture

本系部分課程需現場實務操作，若有重度肢體障礙或視覺障礙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

307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Food Science Division)

本系有開設化學實驗課程，若有辨色能力異常者，請審慎考慮。

307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Biotechnology Division)

本系有開設化學實驗課程，若有辨色能力異常者，請審慎考慮。

307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Biology and Fisheries Science

（一）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或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在學期間男生需海上實習四至八週，女生得選擇陸上或海上實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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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9
886-7-5252000
886-7-5252920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sys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一、男女生兼收。二、備有宿舍，新生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04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部分必修實驗課程，需要正常辨色能力。

3105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Dep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辨色力異常者將不易辨認海洋生物有關之形態或切片，且對於化學有關實驗反應現象之觀察亦將有困難，又海洋生態學實驗課程須至野外採
集和觀察，對於肢體機能障礙者將有所不便，故辨色力異常及肢體機能有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4
886-3-9357400
886-3-9315137

2604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iu.edu.tw

國立宜蘭大學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一、本校是一所綜合型大學，設有生物資源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人文及管理學院。所有設系超過一年之系所在96年教
育部評鑑時即全數通過，通過比率為全國之冠。四個學院另開設生物技術、綠色能源、數位內容、休閒產業管理、奈米科技等跨
領域特色學程，輔以紮實的語言教學及豐富的專題實作訓練，在宜蘭大學您可透過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學習到豐富的知識與
技能。二、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學分外，尚需通過英文、體適能及多元學習能力基本要求，方得畢業，詳情請見
http://www.niu.edu.tw/acade/register/index_04.asp。三、本校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收費標準等其他資訊，請逕至本校網頁
http://www.niu.edu.tw 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87  國立宜蘭大學 食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3088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and Animal Science

一、有視覺、聽覺及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本系規劃三大領域:1.經濟動物與實驗動物飼養與管理。2.生物技術的應用與開發。3.以
實驗動物驗證美容與保健產品的效用與開發。三、本系重視實驗室訓練，三年級開始必須進入教授研究室接受專業訓練。
3089  國立宜蘭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3090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身心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2
886-7-5919000
886-7-5919049

81148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uk.edu.tw

國立高雄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一、本校位於高雄市楠梓區，提供多項新穎教學設施，除一般各類運動場地與設施外，尚有親水生態公園、棒壘球場、游泳池、
SPA及健身房、健步及自行車專用車道等運動休閒設施，並設置完成國際會議廳與大型演講廳。二、高雄國際機場每週均有固定
飛機航班往返港、澳及東南亞各大都市，方便同學返家。三、安排「導師時間」固定指導學生。海外學生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與
本校僑生與外籍生輔導組聯繫，TEL：886-7-5919064。四、備有男女學生宿舍，獎學金、工讀機會多、社團活動活潑化。五、開
設院際、系際學程，建立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符合時代潮流之通識課程，以提供學生多元學習之需求。六、本校學生
，於畢業前應通過本校所訂或各學系自訂之英文能力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標準及應參加校內舉辦之資訊基本能力資格檢定，成績須
達60分(含以上)。七、學生每學期所需繳交學雜費與其他各項費用、學生因學業成績因素退學規定及其它未盡事宜，請詳見本校教
務處網站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80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Dept. of Kinesiology, Health, and Leisure Studies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本學系以融合運動、健康與休閒之專
業，進而提升健康的運動、休閒知能與發展，共創全人之健康。培養具有健康知能之運動指導與規劃專才及具有健康知能之休閒規劃與管理
專才。歡迎有志學子加入。電話：07-5919267。(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3081  國立高雄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s

（一）本系的研究方向包括：「益生菌的應用研究」、「觀賞花卉的分子育種與逆境生理」、「水產養殖技術的研發」及「酵素的開發研究
」等，皆為現今政府極力所推廣之生物技術的重點研究。配合南部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設計適當學程，特別培育學生在生命科學的基礎
，使學生畢業後，無論創業、就業或繼續深造，都具備生命科學的尖端知識。（二）辨色力異常影響實驗觀察者，或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
驗操作者，慎選本系。(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一般限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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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18
886-6-2133111
886-6-2149605

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2段33號
教務處企劃組

http://www.nutn.edu.tw

國立臺南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住宿費每學期5000元），校內設有圖書館、學生交誼廳、自修室
、自助餐廳、書局、日常生活供應俱全，近火車站生活機能便利舒適。三、凡本校學生均可依規定參加教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
中等、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師培學程。四、修業期限以4年為原則，所修學分總數至少128學分，若修習雙主修或教育學程者
其畢業學分依相關規定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099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肢體、精神等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慎重考慮。

3100  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一)具中文表達能力。(二)有視覺障礙或變色力異常、聽覺或精神等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0
886-89-318855
886-89-517336

95092 臺東縣臺東市西康路2段369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ttu.edu.tw

國立臺東大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本項招生提供名額係屬大學部自費生名額，且不屬師資培育學生。
三、一年級新生必須修習勞動服務課程，修畢始得畢業。
四、本校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含)以上或其他相關語文檢定(請參閱本校學生畢業英語能力標準實驗計畫)始
能達到畢業資格。
五、本校學士班學生，應通過初級急救員訓練(自費訓練)並取得證照為本校學生基本能力。
六、本校學士班學生應取得服務學習時數。
七、本校分為台東校區及知本校區，101學年度新生上課及住宿地點，屆時依本校搬遷進度而定。台東校區地址:95002臺東市中華
路一段684號。知本校區地址:95092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八、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51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生命科學系分為生態資源領域、有機農業生物技術領域、中草藥功能性研究領域。生態資源產業領域的內容包含生態資源的調查研究、生態
復育及永續利用、原住民採集狩獵與粗耕文化產業、生態社區營造、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等。有機農物生物技術領域中將賦予學生具有植物
基因轉殖技術、食品生物技術、有機農業開發技術、保健食品應用與微生物發酵技術等能力。中草藥功能性研究領域以開發傳統及藥用植物
做為保健產品，該領域將讓同學們充分學習藥用植物功能性成分之分離純化技術、細胞生物學、蛋白質體學與實驗動物操作技術等。餘皆依
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1
886-2-28267000
886-2-28250472

11221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2段155號
招生組

http://www.ym.edu.tw

國立陽明大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各系（含護理學系）均男女兼收。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12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Dept. of Medicine

1.高中宜修過數學、化學及物理等三科基礎課程，否則學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2.課程中包含多項「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語言
及文字能力為重要學習要素。3.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醫護或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
考慮。4.入學後由系主任及導師為同學辦理中文程度測試及面談，未通過者須另行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CPT高等5級證書或其他同等測驗
證明」後方能修習第三年課程。5.本系修業七年，包含實習訓練三年。
3113  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Dept. of Dentistry

高中宜修過數學、化學及物理等三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課程中包含多項「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語言及
文字能力為重要學習要素。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醫護或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本系修業五年，另加實習一年。
3114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in Medicine

高中宜修過化學及生物等二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
心障礙，足以影響醫護或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115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醫護或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116  國立陽明大學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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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醫護或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117  國立陽明大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課程中包含多項「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語言及文字能力為重要學習要素。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
，足以影響醫護或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118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Dept. of Life Sciences

高中宜修過數學、化學、英文及物理等四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
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實驗工作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2
886-2-87926692
886-2-87924811

11490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61號
教務處

http://www.ndmctsgh.edu.tw/

國防醫學院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一、本學院備有男女生宿舍，學生規定一律住校。
二、僑生就讀本學院，須按軍事學校教育需要接受管理，其教育訓練及新生入伍訓練均與本學院其他學生所受相同，未完成新生
訓練者，將取消入學資格。
三、新生報到訂於101年6月25~6月29日。
四、因本學校入學新生均需於報到後隨即至陸軍官校參加軍校入伍教育，於6月29日後未報到者即取消入學資格。
五、本學院希望招收刻苦耐勞、有責任感、合群、具備人文關懷品德、主動學習及對醫學科學感興趣之學生。
六、男女兼收。
七、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21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一、年齡：17歲至22歲（自民國79年1月1日以後至民國8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二、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言行方面有重大不良紀錄
者。三、報考青年須未婚。懷孕或具有一切撫養子女之法定義務者不得報考。四、男生身高：160 至195 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6.5
至32。五、女生身高：155 至185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7至26。六、體格指標值（ＢＭＩ）計算公式：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
尺）平方，例：體重80公斤、身高170公分，其ＢＭＩ為「80／（1.7）2 =27.68」。七、本系修業7年。
3122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一、年齡：17歲至22歲（自民國79年1月1日以後至民國8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二、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言行方面有重大不良紀錄
者。三、報考青年須未婚。懷孕或具有一切撫養子女之法定義務者不得報考。四、男生身高：160 至195 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6.5
至32。五、女生身高：155 至185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7至26。六、體格指標值（ＢＭＩ）計算公式：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
尺）平方，例：體重80公斤、身高170公分，其ＢＭＩ為「80／（1.7）2 =27.68」。七、本系修業6年。
3123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一、年齡：17歲至22歲（自民國79年1月1日以後至民國8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二、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言行方面有重大不良紀錄
者。三、報考青年須未婚。懷孕或具有一切撫養子女之法定義務者不得報考。四、男生身高：160 至195 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6.5
至32。五、女生身高：155 至185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7至26。六、體格指標值（ＢＭＩ）計算公式：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
尺）平方，例：體重80公斤、身高170公分，其ＢＭＩ為「80／（1.7）2 =27.68」。七、本系修業4年。
3124  國防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一、年齡：17歲至22歲（自民國79年1月1日以後至民國8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二、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言行方面有重大不良紀錄
者。三、報考青年須未婚。懷孕或具有一切撫養子女之法定義務者不得報考。四、男生身高：160 至195 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6.5
至32。五、女生身高：155 至185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7至26。六、體格指標值（ＢＭＩ）計算公式：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
尺）平方，例：體重80公斤、身高170公分，其ＢＭＩ為「80／（1.7）2 =27.68」。七、本系修業4年。
3125  國防醫學院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一、年齡：17歲至22歲（自民國79年1月1日以後至民國8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二、未曾於在校期間因品德言行方面有重大不良紀錄
者。三、報考青年須未婚。懷孕或具有一切撫養子女之法定義務者不得報考。四、男生身高：160 至195 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6.5
至32。五、女生身高：155 至185公分，體格標準值（BMI）：17至26。六、體格指標值（ＢＭＩ）計算公式：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
尺）平方，例：體重80公斤、身高170公分，其ＢＭＩ為「80／（1.7）2 =27.68」。七、本系修業4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3
886-4-7232105
886-4-7211261

50007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教學資源組

http://www.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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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本案提供名額係屬大學部自費生名額，且不屬師資培育學生。三、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利與義務
，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四、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至少須通過一項外語能力檢定或修習相關外語課程。五、本
校實施「資訊能力檢定」之畢業門檻，除應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資訊能力檢定」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六、本校
實施「通識護照」辦法，包含兩部分；（1）志工服務（2）藝文與學術活動，入學學生均需參加並獲通過。七、本校備有男女生
宿舍，僑生可優先申請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2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Dept. of Biology

重度肢體障礙、嚴重視、聽覺障礙、辨色力異常者將不利於學習，錄取後入學恐難適應，請考生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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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4
886-8-7226141
886-8-7229527

90003 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http://www.npue.edu.tw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本校各學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事宜，請參閱
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eb.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四、錄取本校之學生皆為非師資培育生，可參與教育學程遴選，但不得申請卓越師培獎學金，相關資訊請參閱網址
http://cte.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五、 學生須達到本校「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基本能力評核辦法」之規定，方可畢業。
六、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32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化學生物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Biology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量。
2.本系非師培學系。
313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1.本系課程含括運動之學、術科，若有肢體障礙或行動不便者，宜慎重考量。
2.為非師培學系。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5
886-2-23113040
886-2-23146811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tmue.edu.tw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36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學系男女兼收自費。本系目前以培養運動管理，幼兒及體育運動教練、運動訓練、體育教學等各類人才為主。學術並重，培養運動全方
位發展，期以提高學生在各項運動領域具有高度競爭力。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口吃者，宜
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29
886-3-5213132
886-3-5617287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註冊組

http://www.nhcue.edu.tw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男女兼收，保障優先住宿。二、錄取名額皆為自費生。三、依據現行（94年10月3日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資格檢定辦法第3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依證
明書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加本考試。僑生如不具中華民國國民，則無法參加師資檢定考試取得教師資格。四、本校為輔導學生
校外生活，凡學生住宿校外者，經家長切結同意後，由學務處、學系或導師予定期或不定期之訪視。五、本校以培育優質教育與
文創人才的博雅大學，學生入學後，必須遵守經全校師生代表共同制定的所有規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42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科學系生命科學組   Division of Bioscience,  Dept. of Applied Science

1.本組係以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學科為基礎，生物多樣性及生物科技核心課程為主要教學導向，以培育生物多樣性及生物科技之基礎研
究與產業研發人才。
2.課程含實驗操作，身體不便者，請審慎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0
886-4-22213108
886-4-22250758

40404 臺中市雙十路1段16號
招生組

http://www.ntcpe.edu.tw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一、運動管理學系、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於嘉義校區上課。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優先提供僑生住宿。三、學系概況請參閱本校網
站http://www.ntcpe.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46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對體育及運動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

3147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

對體育及運動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

3148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競技運動學系   Department of Spor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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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體育及運動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

3149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學系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al Sports

一、對體育及運動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二、休閒運動學系暨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本系以培養休閒運動領導、推廣及指導人才為主要目標
，提供專業學科、術科指導以及實務的實習課程，強調人類健康價值與社會服務，歡迎對休閒運動、活動指導與推廣、活動企劃、賽會管理
以及教學教育工作有興趣的同學報考。
3471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球類運動學系   Department of Ball Sports

對球類運動有興趣且身體健康者，具有高中代表隊的證明尤佳。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2
886-3-3283201
886-3-3971897

33301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ntsu.edu.tw

國立體育大學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本校原名為國立體育學院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籌備處正式成立，並於七十六學年度開始招生，又於九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改名國
立體育大學。大學部有運動技術三系：陸上、球類及技擊運動技術學系。一般學系：體育推廣學系、運動保健學系、休閒產業經
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等4個學系。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63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Dept. of Athletic Training and Health

本系結合運動科學與保健醫學理念，培養運動保健專業人才。經由大學基礎教育與專業實習之後，學生具備維護運動員及一般大眾之健康與
運動安全之相關知識與技能。本系分為運動傷害防護及健康體適能兩組，課程架構為「訓練課程-專業考證-產業結合」，希望對於運動傷害
防護、健康管理、運動指導等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本系行列。
3164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Dept. of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本系之設立目標，係在培育對於身心障礙者、病弱者、及高齡者之適應體育專業指導人才，因此，修讀本系課程之學生，除需具備不錯的運
動基本能力之外，尚需具備上述對象之服務熱誠。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6
886-2-28610511#11302、11304
886-2-28611147

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本校學士班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外，尚須依規定完成「服務學習」及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
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方可畢業。外國語文相關學系除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外，另訂有各該系相關語文能力畢業門檻，請參閱各系
分則說明。
2.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之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考生可至本校教務處網頁查閱該辦法。
3.為協助經濟困難之學生，使其順利完成學業，並獎勵各類優秀學生，訂有「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詳細內容，請
隨時點選本校首頁網站 ---> 公告系統 --->獎助學金之下查詢。
4.本校備有宿舍，僑生優先。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70  中國文化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171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Dept. of Horticulture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主要在於培育「園藝作物改良、生產及相關生物技術應用」之園藝科技人才。因需辨識植物及操作農機具等，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
、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172  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本系之教育目標在培育具專業能力之動物生物科技、動物產品加工、動物生理、動物營養與飼養及動物遺傳與育種人才，以提升動物科學領
域之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173  中國文化大學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Dept. of Forestry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本系之教育目標在於培育林業及自然資源保育專業人才並朝向「生態保育經營」與「森林資源應用」領域為主；招收身心健康、熱愛大自然
之優秀青年，主要之修習方向與發展重點為：﹝一﹞自然生態保育﹝二﹞森林培育利用﹝三﹞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四﹞生物多樣性。
3174  中國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學系   D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3175  中國文化大學 食品暨保健營養學系   Dept. of Food , Health and Nutrition Science

本系以「培育具有食品背景之保健營養專業人才」為宗旨。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176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1.體育學系分A、B兩班，A班主修運動競技、B班主修保健與運動休閒管理。A班入學後需通過體育術科專長測驗，否則一律編入B班。2.本
系屬學、術科並重，無法負荷或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心臟病者，宜慎重考慮。
3177  中國文化大學 國術學系   Dep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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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術系承傳中國武術文化，建立現代理論，結合社會需要，培育國術教育及養生專業人才；本系以師徒制訓練學生國術專長，如教學訓練、
表演、教材、數位媒體、科學研究、養生整復，要求學、術科並重，文武兼備；有身、心障礙者，恐無法負荷本系課程，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8
886-2-28824564
886-2-28809706

11103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mcu.edu.tw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1.本校於2010年11月18日取得美國中部各州技院高等教育評審會（MSCHE）之認證資格。
2.設有「僑生暨陸生輔導組」，作為僑生各項事務諮詢平臺。
3.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學生宿舍，供學生申請住宿。
4.有關獎學金之詳細類別，請自行參考本校網站進入學務處網頁查詢。
5.各招生學系課程、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等，請上各系網頁查詢。
6.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地址及電話：
台北校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 – 9
  傳真號碼：(02)28809706
桃園校區：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5號
  電話：(03)3507001 – 2
  傳真號碼：(03)3593852
8.網址：http://www.mcu.edu.tw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80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以生命現象為基礎，提供現代生物科技新知，進而培育在生物資訊、生物技術、生物醫學及農業生技等領域之專業人才。在桃園校區上課。

3181  銘傳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宗旨在培育生物醫學工程產業之專業人才。教學研究方向為「生醫光電與訊號」及「材料與臨床工程」等領域。強調跨領域的學習及實驗操
作，並強化同學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成為業界優秀人才。在桃園校區上課。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39
886-4-23598900
886-4-23596334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招生組

http://www.thu.edu.tw

東海大學   Tungha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一年級男女生一律住校。
三、二年級以上男女生可申請住校。
四、本校實施勞作教育，新生必須參加基本勞作一學年，兩學期勞作成績均及格者方能畢業。
五、自100學年度入學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學生必須通過本校之英文能力檢定測驗標準始可畢業。請參閱東海大學英文能力畢業門檻
實施辦法 http://academic.thu.edu.tw/chinese/down.php?hDFile=tw_law01283411534.pdf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84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辨色能力異常及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
http://animal.thu.edu.tw/
3185  東海大學 食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辨色能力異常及四肢嚴重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時請審慎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
，http://foodsci.thu.edu.tw/
3186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Dep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本系另設有「大學部學生英日文能力畢業門檻標準辦法」詳見本系網頁。
http://thotel.thu.edu.tw/tw/index.php
3187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Dept. of Life Science：Biomedical Science Division

辨色能力弱及肢體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biology.thu.edu.tw/main.php

3188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   Dept. of Life Science：Ecology and Biodiversity Division

辨色能力弱及肢體障礙而影響實習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biology.thu.edu.tw/main.php

3189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辨色能力異常及肢體障礙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依一般限制。課程與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系網頁。http://la2.th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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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0
886-2-25381111
886-2-25339416

10462 台北市大直街70號
教務處

http://www.usc.edu.tw

實踐大學   Shih Chien University

在臺北校區上課，備有女生宿舍；高雄校區上課，備有男女生宿舍。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92  實踐大學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臺北)   Dept. of Food Science, Nutrition, and Nutraceutical Biotechnology (Taipei)

一、依一般限制。
二、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為應用生物技術於食品科學與營養科學研究之科系。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1
886-7-6577711
886-7-6577056

84001 高雄縣大樹鄉學城路1段1號
招生組

http://www.isu.edu.tw

義守大學   I-Shou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並備有男女生宿舍。二、提供各項獎助學金，詳情可上網查詢(http://www.sa.isu.edu.tw/extact/index.php)。三、
醫務管理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及健康管理學系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四、大一新生必修學生服務教育課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193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最新分子生物學理論基礎，培訓生物科技產品研發之專業人才為目標，並規劃「生物醫藥」與「生物工程」兩大特色領域課程，讓學生可
依性向選擇生物科技產業應用領域，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3194  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以培育具護理專業人才為目標，歡迎具有服務熱忱、責任感，對健康照護有興趣的學生。除依一般限制外，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
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3195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以培育國內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技術之專業人才為目標，並以醫學影像、放射診斷、放射治療、核子醫學、同位素追蹤技術、放射藥物之研
發、超音波診斷、醫學物理和輻射安全防護等技術為專業發展方向，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3196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旨在培養具有遠見的專業物理治療師，從紮實的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至臨床物理治療專業知識的養成，以達到物理治療所獨立開業經營與管
理之教育，在本校燕巢分部上課。
3197  義守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旨在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職能治療專業人才，以兒童、成人與心理領域之職能治療專業知識的養成為基本教育目標，並以社區、長期照護
發展及輔具研發等技術為未來專業發展方向，本系需完成長達39週的臨床實習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學生加入。
3198  義守大學 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營養與食品科技專業人才為目標，課程規劃包含營養組與食品組兩個特色領域，營養組著重培養臨床、膳食與社區
三個次領域之營養師，食品組著重培養食品業負責研發、衛生安全管理之食品技師，依學生職涯性向輔導，專業就業出路廣泛，歡迎有興趣
的同學加入。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5
+886-2-29053142
+886-2-29049088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fju.edu.tw

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備有宿舍，僑生優先提供。三、本校將中文、英文與資訊等三項基本能力列入畢業條件。四、申請人需具備
中文聽、說、讀、寫之能力。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07  輔仁大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言語障礙者，選填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二）三、四年級課程是以「
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 PBL）」為主要教學方式，中英文及文字能力為重要要素。（三）學生須於一年級下學期結
束前提供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之英文檢定證明，若未提出證明者必須於二年級修讀進階英文或英語聽講課程，始具有畢業資格。
（四）本系修業七年（含實習一年）。
3208  輔仁大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一）視力、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足以影響醫護工作者，宜慎重考慮。（二）各國護理專業認證模式不同，考生
宜慎重考慮。
3209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Dept. of Public Health

五官、四肢及心理有嚴重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210  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學系   Dept. of Clinic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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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上課均採口語教學，僅適合中度聽障或以下戴助聽器可聽到者，若在聽課上有較大困難者，宜慎重考慮。（二）建議具備中文聽
說讀寫之基本能力為佳。
3211  輔仁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一）視覺、聽覺、言語、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應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三）本
系修業四年（第四年實習）。
3212  輔仁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Dept. of Respiratory Therapy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者，宜慎重考慮。（二）訓練具人文氣質與科技能力的呼吸治療
專業人才。
3214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t. of Life Science

（一）本系累積豐富的「教學與研究」及「產學合作」經驗，課程涵蓋基礎及各專業領域，提供生命科學全方位的課程學習(含生態演化、
生質能源、基因工程技術、細胞及組織工程技術、生物資訊、神經科學、及免疫中草藥)，並有生技產業實習，為你奠定良好的生科專業知
識及實驗基礎。
（二）有聽覺、視覺障礙或辨色能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
3215  輔仁大學 食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二）研究發展方向著重新產品/新加工技術、安全/檢
測系統及生技/保健食品等三大類。因應新科技發展、傳統產業轉型及社會需求，持續開發新學程及新技術，培育食品專業優秀人才；每年
教師研究計畫發表居全校之冠。
3452  輔仁大學 營養科學系   Dept. of Nutritional Science

（一）本系研究發展方向及重點為：營養保健與慢性病預防、健康老化及長期照護、健康體位管理。著重於營養素及食品特殊生理機能性、
致慢性病因子及其致病機制之探討，營養保健、醫院或居家長期病患之營養支持的改善。此外，因應新科技之發展，傳統產業的轉型及社會
之需要，除了營養師養成教育之外，繼續開發新學程，如：生物技術學程、老人學學程。（二）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
障礙、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2
886-4-26328001
886-4-26526602

43301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號
國際事務處

http://www.pu.edu.tw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一、本校正式成立於1956年，現有5個學院、22個學系、21個碩士班及2個博士班。
二、大學部教學以中文為主，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文聽講能力。三、為鼓勵僑生就讀本校，凡經海外僑生聯招錄取就讀者
，第一學年每學期發給學費同額獎學金。第二至第四學年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含）以上、無懲處紀錄，得續領獎學
金。四、校址：43301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號 國際事務處網址：http://www.oia.pu.edu.tw。五、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
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01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Dept. of Food and Nutrition Divis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本系以強化基礎與應用課程，連結理論與實務之訓練，培育食品與營養專業兼備之人才為教育目標。畢業生大多分佈於食品工業界、醫院營
養界、衛生及教育研究單位及餐飲業等。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可能影響實驗安全及學習成效者，宜
慎重考慮。
3202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食品與生物技術組   Dept. of Food and Nutrition Division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本系以強化基礎與應用課程，連結理論與實務之訓練，培育食品與營養專業兼備之人才為教育目標。畢業生大多分佈於食品工業界、醫院營
養界、衛生及教育研究單位及餐飲業等。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可能影響實驗安全及學習成效者，宜
慎重考慮。
3203  靜宜大學 生態學系   Dept. of Ecology

結合自然與人文、強調生態與哲學；紮根本土研究、放眼全球觀點，崇尚學術自由與多元文化，培育積極、熱情、無私且具世界格局的社會
菁英。
3204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Dept. of Cosmetic Science

本系教育目標為培養化粧品專業人才。課程涵蓋化粧品原料開發、化粧品生產與製造、化粧品檢驗與分析、包裝設計與經營管理、應用美學
等。理論與實務教學並重。惟變色力異常者，可能會造成實驗課程之學習障礙並有安全之虞，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7
886-4-23323456
886-4-23321059

41354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asia.edu.tw

亞洲大學   Asia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一年級新生除特殊情況，一律住宿，宿舍設備新穎，為4人之套房。三、本校一年級新生需修習「服務與
學習」課程(一學年、0學分、必修)。四、本校為禁菸校園。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26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辨色力異常者請慎重考慮。

3227  亞洲大學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   Dep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Biotechnology

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本系分為食品營養組與化妝品組，學生須符合課程規劃表，於畢業前修習完成「營養科學學
程」、「食品保健學程」或「化妝品科技學程」之規定學程始得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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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本系旨在致力於心理學專業人才之培育，並兼顧心理學知識之推廣與社區服務之社會責任，具備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6
886-6-2785123
886-6-2785111

71101 臺南市歸仁區長榮路1段396號
綜合發展組

http://www.cjcu.edu.tw

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一、僑生入學獎勵措施：（一）對入學具本校學籍之僑生，補助第一年機票(交通)補助金最高新台幣貳萬元整。（二）凡無法取得
台灣政府任何公費獎、助學金之僑生，本校比照公立學校學雜費收費。詳細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三）對生活有困難之僑生
，本校給予工讀助學。二、學生入學一般規定：（一）日間部新生一律住校。（二）本校鄰近台南高鐵站，台鐵支線行經本校
，並設置「長榮大學站」，交通極為便利。（三）本校與美、法、奧、加、日等世界名校（共計78所）締結姊妹校、密切國際合
作與交換學生；並訂有「學生競爭力培育要點」，期望有效提升學生表達、領導、規畫能力、強化學生競爭力與彈性及創新之精
神。（四）新生必修「勞務教育」課程（包含「勞務實習/訓練」之實習課），須參與晨間校園整潔維護勤務工作。（五）本校訂
有英語畢業條件，詳情請參閱語文教育中心網站。（六）本校為基督教大學，重視人文與教會關懷精神。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20  長榮大學 護理學系   Dept. of Nursing

（一）須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可適應者。（二）招生關懷人群健康，對服務人群有強烈意願者。（三）課程包含實驗及實習科目，對於
視覺（辨色能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障礙者，選填時請慎重考慮。（四）男女兼收。
3221  長榮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能適應。（二）大三暑假需至生技相關機構實習八週。（三）本系課程包含多門實驗課程，對於肢障、聽
障及視障者恐有學習困難，宜慎重考慮。
3222  長榮大學 健康心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Psychology

課程包含實驗及實習科目，對於聽障、視障者恐有學習困難，並可能有就業困難，申請時宜慎重考慮。

3223  長榮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一）中文聽、說、讀、寫能力須能適應。（二）大三暑假需至營養相關機構實習448小時。（三）本系課程包含多門實驗課程，對於肢障
、聽障及視障者恐有學習困難，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1
886-3-2652014
886-3-2652019

32023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cycu.edu.tw

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優先分配新生住宿。三、僑生新生第1年每學期均核發獎學金，金額等同該學期之學費。僑生第二年起（不含
延肄生及研究生）每學期依其前一學期之學業表現核給獎（助）學金，相關資料請上網查詢（http://www.icare.cycu.edu.tw/ 最新
消息/獎勵入學/僑外生）。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53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本系課程特色為基礎理論與應用實務並重，歡迎有興趣探索人類心理、思考、性格及行為的同學加入我們行列。

3254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招收對生物學領域有興趣之學生。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49
886-4-8511888
886-4-8511666

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dyu.edu.tw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31  大葉大學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Dept. of Bioindustry Techn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大葉生物產業科技學系，以生物、化學與工程之知識，發展生技產業所需的技術平台，建構「生
物科技與產業應用」之關連性，加速「生物科技產業化」與「生物產業科技化」，培養具備「生物科技」與「產業應用」專業能力的人才。
本系為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科系，設有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博士班。其中大學部分「食品科技組」、「應用生物科技組」、「美妝
品科技組」三組招生。
3232  大葉大學 分子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生物科技是繼電子產業後，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時代雜誌預估到2020年，全球將進入生物經濟時代，產值將會是資訊產業的十倍；分子
生物科技是發展生物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是一種在生物體的分子層次如DNA和蛋白質等，進行操控或修改的科技，為現今所有生物科技產
品開發與生物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石，可廣泛應用於醫藥、食品、環保、畜牧、農業、生質能源等領域。
本系結合九位專任教師與台大、中興等校外研究夥伴、生技業界師資組成堅強的教學研究團隊。特色課程有癌症生物學、細胞訊息傳遞、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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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生物學、發育生物學、動物、植物基因轉殖技術，微生物基因工程、逆境生物學、生物技術產官學講座、生技產業業界實習、生技智財權
與專利佈局、生技法規與管理。
3233  大葉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Dept. of Bioresource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精神障礙、心臟病者宜慎重考慮。本系在培育生物資源專業人才的目標，兼顧「生物資源開發與應用」及「生物
資源調查與保育」，以充分發揮生物多樣性之多元價值，作為產業、技術與資源永續發展之重要基石。
3427  大葉大學 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inal Botanicals and Health Care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常、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保健生技組培養學生對天然藥用植物資源的應用、藥妝美容組培養學生對代潮流的藥
用化妝品系列之產品，配合完善的產學合作，並開發為符合現代潮流的生技保健相關產業之產品，配合完善的產學合作。建立學生具有生技
產業、美容保健產業之經營與管理技能之經營與管理技能。本系聯絡電話04-8511888#6231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6
886-3-3412500分機1332
886-3-2705720

33857 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1號
招生暨就業事務部

http://www.knu.edu.tw

開南大學   Kainan University

開大目前已有商學、運輸觀光、資訊、人文社會、健康照護管理五大學院，共計21個學系、14個研究所，學生9,500人、教職員近
500人，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比例高達96.53%，在管理領域已有相當紮實的基礎。由於開大位居桃園國際機場、中山高速公路、
臺灣鐵路與高速鐵路交通匯集樞紐，是故國際化與商務運籌管理是開大得天獨厚的特色。未來本校發展目標將持續邁向專業化與
國際化，從而培育出高素質具國際觀的人才，為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男女兼收；住宿方面本校備有宿舍，歡迎僑生
申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47  開南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英文須具備基本聽、說、讀、寫能力。（三）患有其它一般不適實習課程的疾病者(如：暈眩、貧血症、身心
障礙者、A型肝炎或其他傳染病)，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5
886-2-28819471
886-2-28838409

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招生組

http://www.scu.edu.tw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一）法律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其餘各學系修業四年，男女兼收。（二）人文社會、外國語文及理學院學生在台北市士林區臨溪
路70號外雙溪校區上課；法、商學院學生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城中校區上課。（三）為使學生得以充分運用教學與各
項生活資源，法商學院一年級新生每週規劃部分課程至外雙溪校區上課。（四）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
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升其能力與素質
。（五）部分學系規劃有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六）本校備有學生宿舍，並可租用附近民房。有關本校宿舍及學雜費收費
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頁（http://www.scu.edu.tw）查詢。（七）相關獎助學金請至本校生活輔導組網頁
（http://www.scu.edu.tw/life）查詢。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43  東吳大學 微生物學系   Dept. of Microbiology

1.多數課程使用英文教材，報考學生應有適當背景。辨色力異常及上肢嚴重殘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2.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3244  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依一般限制。修業年限四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4
886-4-8876660
886-4-8871542

52345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招生事務處

http://www.mdu.edu.tw

明道大學   MingDao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就讀期間，保證提供學校宿舍。
三、提供寒暑假學生宿舍免收住宿費。
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及優秀僑生獎學金（學雜費全免）
五、專責輔導單位，提供免費專業及華語輔導課程。
六、設有專責輔導單位。
七、校址：52345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八、網址：http://www.mdu.edu.tw。
九、電話：886-4-8876660、傳真：886-4-8871542。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39  明道大學 精緻農業學系   Dept. of Post-Modern Agriculture

唯一位於農業精華區內的農學系，校內有1.5公頃果園、0.6公頃設施農場、12公頃有機生產農場及500m2專業實驗室。師生住校朝夕孺慕
，理論實際並重。以有機農業、設施農業與生技農業為發展特色，造就摩登農場樂活達人，開創農業科技新世代。
3240  明道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本系以生物科技之「後基因體」為課程規劃主軸。並以「生物資源學程」、「生物資訊與系統生物學程」與「生技香妝品學程」為本系特色
，經由與現代生物科技接軌之課程內容，培植生物技術與生技產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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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3
886-2-25925252
886-2-25855215

10452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40號
註冊組

http://www.ttu.edu.tw

大同大學   Tatung University

本校位於台北市中心，鄰近捷運站，生活機能佳。
榮耀：
全校系所皆通過系所評鑑/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榮獲教育部「爭取企業產學經費與效率」私校第一名
榮獲德國iF設計大獎、紅點設計競賽大獎
全國首座WiMAX校園網路

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學金
學業成績進步獎學金
出國獎學金
僑委會獎學金

*僑生優先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58  大同大學 生物工程學系   Dept. of Bioengineering

一、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二、因應生物科技與生物產業發展之需求，配合生物基礎學理與生技產程製程之相關課程
，培養能從事生物科技產業之工程師、科學家與經營者為目標。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58
886-5-3622889
886-5-3622505

61363 嘉義縣朴子市學府路二段51號
招生中心

http://www.toko.edu.tw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Toko University

一、本校為2001年8月創校的嶄新大學，擁有全國唯一的西班牙典雅建築之歐洲風格校園，緊鄰極具發展潛力的嘉義縣府特區、故
宮分院、高鐵太保站及長庚醫院，為一座新興科技、文化、大學城，與國家最新發展同步脈動。
二、本校備有學生生宿舍一棟，提供四人房型共計1304床位，每間寢室皆配置獨立式冷氣設備、24小時網路系統、室內電話，每
人各有床、衣櫥、書桌、枱燈、置物架。房內附衛浴設備。另有完善的交誼廳、餐廳、書店、便利商店，所有新生均享有住宿權
。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50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營養科學學系   Dept. of Nutritional Science

本系以培養具下列能力之營養專業人員為主要目標:
1.營養均衡、保健養生之膳食調配設計
2.減重塑身之膳食調配設計
3.疾病飲食之膳食調配設計
4.各生命期健康膳食調配設計
5.美容膳食調配設計
6.美容、健康諮詢之衛教能力
其餘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6
886-4-24730022
886-4-24754392

40201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1段110號
招生註冊組

http://www.csmu.edu.tw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
二、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優先住校。
三、從迎新接待至生活照顧，包含社團活動、獎助學金、居留證及出入境輔導、基本學科學業輔導、保險、工讀⋯等，使從世界
各國至本校就讀之同學，得以能安心向學，進而發展其個人職涯之歸劃。
四、有關各系所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http://www.csmu.edu.tw/)。
五、僑生輔導服務電話：04-24730022分機11332。
六、招生服務電話：04-24730022分機11118(學士班)、11112(碩博班)。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72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1、醫學系修業七年，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2、年齡40歲(含)以下（1972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
3273  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就學期間需自備部份牙科專業器材。

3274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學校及系組規定 - 244 -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口吃、嚴重傳染病（如愛滋病）者，宜慎重考慮。本系採多元化教學，除傳統
教學法外，更實施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運用以問題為導向之小組學習方式，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主動解決問題的
能力。此外為開拓學生視野與培養人文素養，除護理專業訓練，也重視國際交流，每年有交換學生至國外姊妹校研習。
3275  中山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School of Psychology

本系兼重理論與實務，備有豐富醫療及實驗資源，訓練心理學專業及應用人才。畢業出路包括：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人力資源管理人
員、觀護人、教誨師、輔導員、社福機構工 作者、社工人員、廣告設計、市調分析員、研究人員等。
3276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醫事檢驗組   School of Medical Laboratory and Biotechnology, Division of Medical
Laborator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精神障礙、辨色力弱對於臨床工作可能會有影響，宜慎重考慮。

3277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生物技術組   School of Medical Laboratory and Biotechnology, Division of Biotechn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精神障礙者，宜慎重考慮。選填本系生物技術組依現行法令不得報考醫事檢驗師證照考試；另本組教學不含臨床
實習課程。
3278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School of Physical Therap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本系有具有良好的學習及實習環境，師資與教學頗
受肯定，開設多元課程及邀請各領域專家演講，設有專屬物理治療獎學金，以培養具備專業能力、人文關懷、研究創新及終身學習之物理治
療人才。
3279  中山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Schoo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職能治療是以提升身心障礙者之獨立功能及生活品
質為目的之醫療保健專業。招收對象宜具備職能治療師之特質：對人類行為有興趣，喜歡幫助及教導別人、擁有靈活富彈性之人格特質及具
服務身障人士之熱忱者。
3282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有各種身心障礙足以影響實驗工作者、宜慎重考慮。

3283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School of Optometry

本系教學目標主要訓練學生成為視機能檢測及屈光矯正的視光專業人員。中長程目標則以培養視光相關醫學研究人才，以提升國人的視覺品
質，成為國內最專業之視力預防保健及研究專才的搖籃。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284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285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學系   School of Nutrition

本系朝臨床、社區、團膳營養、保健醫學等之領域發展，同時本系有附設教學醫院之營養部門，以利培養臨床及醫學營養人才為目標。
有開放性肺結核、性病、AIDS之傳染病，檢驗為陽性者不得申請入學；重度殘障致無法執行醫院衛教工作者，宜慎重考慮。
3286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School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提供有興趣職場安全衛生工作或對相關領域的高中畢業生一個良好的學習與成長的環境，讓全系師生一起為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的推展與提昇
貢獻心力。
視覺、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不宜申請。
3287  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學系   School of Health Diet and Industry Management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習時有困難並對餐飲產業工作有影響者
，於填選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288  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化學系   School of Applied Chemistry

申請本系之學生除對化學相關基礎教育有興趣外，本系亦對未來就業需求之專門技術，如生技相關產品產業（包括醫療用材料研製與開發
），生物醫藥化學產業（包括天然物化學，生物化學及藥物設計與合成），尖端科技與超微量分析化學應用（包括半導體工業，奈米科技
，環境分析與毒藥物篩檢等），或是升學管道需求之學科教育等分別開設不同領域之選修課目，由學生依自己的興趣與未來的規劃選擇適合
的科目研讀。對此三大領域有興趣的學生，能有多一個選填志願的選擇。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報考時宜慎重考慮。
3289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管理組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Division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本系以健康管理之衛生行政及健康促進專業課程為主軸，搭配必選修課程，學生有系統的吸收專業知識，並以資料分析、研究設計及實習等
課程加強學生在健康管理方法學的學習及應用。期使學生獲得健康管理知識與技能，為將來從事相關研究或工作奠定良好基礎。
3290  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環境衛生組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本系以環境衛生專業課程為主，搭配其他必選修課程，使學生有系統地吸收專業知識，並以研究設計及實驗等課程加強學生的實際應用及思
考能力。期使學生獲得實際從事環境衛生專業工作之知識與技能，為將來從事相關研究或工作奠定良好基礎。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
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者，宜慎重考慮。
3468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語言治療組   Schoo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Division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不列入考慮；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3469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聽力組   Schoo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Division of Audiology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語言障礙不列入考慮；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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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7
886-7-3121101
886-7-3215842

8070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教務處 招生組

http://www.kmu.edu.tw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一、本校各系男女兼收。二、備有學生宿舍。三、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請參閱
http://www2.kmu.edu.tw/index.phtml。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93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本系修業六年，另加實習一年。
3294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Dept. of Sports Medicine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295  高雄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Dept. of Respiratory Therap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296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本系修業五年，另加實習一年。
3297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Dept. of Dental Hygiene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298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299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Dept. of Fragrance and Cosmetic Science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0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有色盲、言語、聽力、行動及精神嚴重障礙，可能影響學業及畢業後從事護理工作者，請慎重考慮。

3301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2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3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Dept. of Public Health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4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Dept. of Psycholog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5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6  高雄醫學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7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8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Dep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and Medical Informatics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09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醫藥化學組   Division of Medicinal Chemistry, Dept. of Medicinal and Applied Chemistr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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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應用化學組   Division of Applied Chemistry, Dept. of Medicinal and Applied Chemistr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11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Biolog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3312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8
886-4-22056983
886-4-22057895

40402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招生組

http://www.cmu.edu.tw

中國醫藥大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一、本校各學系男、女兼收。二、台中校區暨北港校區均備有學生宿舍供新生住宿。三、醫學系、牙醫學系及藥學系各年級學生
在台中校區上課。其它各學系一年級學生在北港校區上課，二年級後在台中校區上課。四、校址：台中：40402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北港：651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號。五、電話：台中（04-22053366）；北港（05-7833039）。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315  中國醫藥大學 牙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五年，另加實習一年（需
自備部分牙科專業器材）。
3316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視覺、言語、聽力、行動及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宜慎重考慮。上述障礙可能影響大學中某些課程修習困難。本系修業六年，另
加實習一年。
3317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五年，含實習課程。

3318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Dept. of Public Health

3319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0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含實習半年；同時
著重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人才之培育。
3331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學系   Dept. of Nutrition

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1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2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3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Dept. of Sports Medicine

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4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5  中國醫藥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3326  中國醫藥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職場就業安全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7  中國醫藥大學 藥用化妝品學系   Dept. of Cosmec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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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8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風險管理學系   Dept. of Health Risk Management

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

3329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

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含見、實習課程

3330  中國醫藥大學 口腔衛生學系   Dept. of Dental Hygiene

辨色力異常（色盲）者、視覺、言語、聽力及行動有嚴重障礙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本系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含實習半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9
886-2-27361661
886-2-23774153

11031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tmu.edu.tw

臺北醫學大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一、醫學系修業年限六年，牙醫學系修業年限五年，均加實習一年，其餘各學系均為四年。。二、本校各系男、女兼收。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334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六年，另加實習一年。
3337  臺北醫學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School of Respiratory Therapy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338  臺北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School of Dentistry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五年，另加實習一年。
3339  臺北醫學大學 牙體技術學系   School of Dental Technology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340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   School of Pharmacy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341  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342  臺北醫學大學 老人護理暨管理學系   School of Geriatric Nursing and Care Management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343  臺北醫學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School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344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336  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School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
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3335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School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者，不宜報考本系。視力、語言、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於將來可能在學習、實驗時有困
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影響者，選填本學系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四年。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0
886-3-8565301
886-3-8562490

97004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tcu.edu.tw

慈濟大學   Tzu Ch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大一新生除特殊狀況經核准者外，一律住宿，學校宿舍為四人一間的套房；二年級以上按「慈濟大學學
生住宿辦法」分配宿舍床位。三、本校學生須穿著校(制)服。四、本校餐廳僅提供素食。五、學生修業期間必須通過運動技能檢定
：1.在校期間前三年參加心肺適能檢定，達校定標準三次，校定標準及施行方式請參閱本校體育技能檢定辦法及實施細則、2.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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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五十公尺檢定合格，始可畢業。六、本校實施「英語能力檢測」之畢業門檻：全校各學系須達全民英檢中級初複試(含以上
)；或相當程度之托福或其他英語檢定能力考試，方得畢業。七、大學部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國語文基本能力檢測」及 「資訊基本
能力檢測」，檢測項目及檢測標準請參閱本校共同教育處網頁之各項基本能力檢測實施要點。八、以上各項說明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347  慈濟大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1.本系教育目標：培養具有慈悲喜捨精神，醫術精良，尊重生命，以人為本之良醫。2.有視覺、語言、聽力、行動、精神有嚴重障礙者，對
於醫學課程、學習將有困難，並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宜慎重考慮。3.修業年限七年。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系網址
http://www.med.tcu.edu.tw/。
3348  慈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在視覺、語言、聽力、行動、精神上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各系時宜慎
重考慮。上列狀況考生如仍有就讀意願者，經錄取就讀時，應接受學校適當之輔導。
3349  慈濟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在視覺、語言、聽力、行動、精神上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各系時宜慎
重考慮。上列狀況考生如仍有就讀意願者，經錄取就讀時，應接受學校適當之輔導。
3350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在視覺、語言、聽力、行動、精神上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或將於學習時產生困難，或對醫療工作有安全之虞者，於選填各系時宜慎
重考慮。上列狀況考生如仍有就讀意願者，經錄取就讀時，應接受學校適當之輔導。
3351  慈濟大學 醫學資訊學系生物資訊組   Division of Bioinformatics,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

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基因分析及藥物設計。網址: http://www.mi.tcu.edu.tw。

3352  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本系提供完整的基礎醫學與物理治療專業學習，注重慈濟人文的涵養，致力培育具備慈悲喜捨精神的物理治療師。視覺、言語、聽力、行動
、精神有嚴重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物理治療相關課程之實驗與學習將有困難，宜慎重考慮。
3353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以生物科技學理與實作的訓練為基礎，著重「生物醫學與應用」、「植物及微生物」領域的專業養成，本系也以未來生命科學相關職涯規劃
的需求作課程設計，強化與產業發展相關職場就業力的人才培育。
3354  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Human Genetics

本系著重培育二大領域專業人才：1.生物科技研究發展人才。2.人類遺傳疾病研究及諮詢人才。本系為學生提供理論、實驗與實務的專業課
程設計，歡迎志在投入生物科技產業、分子生物與基因體研究及遺傳疾病諮詢領域的同學加入。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65
886-3-2118800
886-3-2118700

33302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9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gu.edu.tw

長庚大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學生需參加學系安排之實習。三、本校學士班學生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始具畢業
資格，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語文中心網頁公告。四、本校設有僑生輔導專責單位為學務處就僑組。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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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261  長庚大學 醫學系   School of Medicine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學將有困難，並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本系修業年限七
年。
3262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   School of Nursing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學將有困難，並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3263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Dept. of Medical Bio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學將有困難，並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3264  長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學將有困難，並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3265  長庚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學將有困難，並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3266  長庚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Dep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學將有困難，並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3267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Dep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學將有困難，並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畢業生無法取得
報考醫療相關類科國家考試或證照資格。
3268  長庚大學 呼吸治療學系   Dept. of Respiratory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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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學將有困難，並影響醫療工作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3269  長庚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自然組   Dep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視力、辨色力、聽力、語言、行動及精神有障礙，對於學習醫管將有困難者，選填學系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4
886-8-7703202
886-8-7740457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
綜合業務組

http://www.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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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二、為培養本校學生勤勞服務的人生觀，並營造整潔優雅的校園環境，新生必修「生活服務教育」課程1學年0學
分始可畢業。三、本校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並訂有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最低門檻及提升英文
能力輔導辦法。四、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之教務處及學務處。
五、國際事務處電話：08-7703202#6280 ，學生輔導中心並備有相關之輔導措施，以照顧指導學生。六、本校開設多種跨領域之
學程，連結知識、科技、專業，創新與社會，以拓展學生之學習領域。七、100學年度學雜費之繳納標準本校將參酌教育部規定配
合辦理。10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說明如下：每學期學雜費：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27,340元；工學院$27,580元
；管理學院$24,000元；人文暨社會科學院$24,000元。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6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Department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一、本系大學部學生可依其興趣選讀「動物組」或「植物組」就讀及全部課程均以「英語」教授之教學方式，除提昇學生研究領域也開創了
本校國際化教學的新紀元。未來本系將秉持該二項特色，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以及提昇學生研究素質為目標，永續發展。大學部之教育目標
：1.培育熱帶及國際農業基礎專業人才。2.傳承農業科技和永續經營的生態環境。3.促進農、林、漁、牧專業技術的發展。大學部之核心能
力：1.具熱帶農業動物或植物生產基本專業知能。2.具基本外語文溝通能力，能參與國際合作工作。3.具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
二、應符合以下條件始可取得畢業資格：
於畢業前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或其他同等級之相關英文檢定考試並取得證書者。
335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Department of Plant Industry

　以科技發展熱帶及永續農業，並以農園藝作物之生產技術研究開發為特色。發展植物科技及產業，提供人類最佳生活及生命環境與傳承、
教育、研發及推廣農園藝相關科技，培育符合國家社會需求及具國際觀之實務及研究專業人才。配合熱帶農業之發展、政府農業政策之規劃
、因應社會之需求，培育兼具現代科學基礎理論及應用與生產技術、永續經營及實務之農園藝專業及領導人才。以果樹、蔬菜、花卉、農藝
、特藥用作物為五大骨幹，配合栽培管理、農園藝育種改良、生物科技、園產品處理技術之科技化課程，培育學生專業技術實務人才為目標
。
335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Department of Forestry

1.依一般限制。
2.辨色力異常而影響實驗觀察者，學習上將有困難，選填宜慎重考慮。
3.需涉及林場及野外實習，故肢體有嚴重障礙者，可能難以勝任，選填時請慎重考慮。
335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無

336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無

336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無

336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Medicine

依一般限制。

336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Department of Wood Science and Design

依一般限制

346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artment of Biotechology

依一般限制

336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1.依一般限制。
2.辨色力異常而影響實驗觀察者，學習上將有困難，宜慎重考慮。
3.食品科學系需涉及加工、烘焙實習課程及工廠實習，故肢體有嚴重障礙者，可能難以勝任，選填時請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7
886-6-9264115
886-6-9264265

88046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npu.edu.tw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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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雜費全國最低。
二、教學預警措施：於期中及期末成績公布後，針對課業成 績不佳學生進行輔導。
三、每學期設有成績優良前三名獎學金。
四、設有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工讀機會、學雜費減免等獎助措施提供學生申請。
五、新生優先安排住宿。
六、本校設有專責人員，負責安排到校後的各項生活協助。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28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Dept. of  Aquaculture

依一般限制

342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77
886-7-3617141
886-7-3648154

81157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研究發展處

http://www.nkmu.edu.tw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本校為一所培育海洋相關專業人才的專門學府，以中文教學為主，教育目標將秉持大學教育的傳統精神，並以「發展海洋實用科
技」為主要訴求，希望培養學生具有海洋人之廣闊視野與健全胸襟，成為台灣最具海洋特色之科技大學。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本校肩負國家賦予海洋開發與培植人才的責任，培植海洋人才，在此基礎理念之下，本校以培育海洋
科技與水產相關之專業技術與經營人才為教育範疇，綜合海運、運籌、海事工程、水圈科技形成一個具有『橫向交集』的共同體
，發展海洋科技；除了傳授專業技術之外，亦特別重視科技人才所需要的求真精神。重視人文教育，透過通識課程比重的合理化
與內容的精緻化，希望培育出符合社會需求之海洋人才，具備忠、信、勤、勇之傳統美德，徹底提昇大學教育所要求之向善與審
美之基本素養，厚植海洋台灣的永續發展基礎。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36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quaculture

教育目標：
培育高階專業水產技職人才，使具備水產繁、養殖技術專業能力，兼具人文關懷素養、宏觀視野以及勤儉及積極、敬業的工作態度，並擁有
終身學習所需的智能，以符合產業及社會之需求。
教育方向：以專業知能、實務訓練、基礎與通識教育並重。
需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3436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Dept. of Seafood Science

教育目標:培育國內食品加工、品管檢驗及研究開發之人才，使其能在食品產業界擔任中、高級幹部為目標。本系的日間部及進修部設有四
技，分別招收高中職之畢業生，經過培育之後成為產業界之專業技術人才。
主修課程:生物學、微生物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生物技術、分析化學、水產化學、食品冷凍學、食品加工學、食品檢驗、營養學、品
質管制、工廠管理、機電整合、行銷及經營管理學
就業方面: 食品加工廠、食品冷凍工廠、水產貿易公司、機能性食品業或食品相關行業、 國內外生物科技公司、藥廠、研究機構、檢驗局及
其他相關事業等、衛生局、水產試驗所。
進修與深造:畢業生可參加國內相關食品科技或生物科技研究所考試，繼續修讀碩士或直攻博士學位
343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漁業生產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教育目標：
(一)大學部：培育具國際觀之資源永續利用及產業經營管理知識與能力的漁業專業人才。
(二)研究所：著重研究開發與創新能力的訓練，以培育漁業生產技術研究、漁業生物研究、漁業資源保育、生產管理及休閒漁業管理等之專
業人才。
未來發展：
因應漁業潮流趨勢與政府漁業發展政策，並配合學校教育目標與中長程發展計畫，培育本系學生成為「人文與科技相融」、「實務與理論兼
備」、「生產與管理並重」並且具有國際觀的漁業專業人才。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86
886-4-23323000
886-4-23334711

41349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教務處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cyut.edu.tw

朝陽科技大學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本校是台灣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學，所設計的課程，專業精緻，系所個個有特色，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教學與研究並重。
二、1111人力銀行公布最新「2010企業愛用校系」排行調查，本校蟬聯全國私立科大第一，2010年yes123公布最有價值研究所
私立科大第一。
三、本校每年提撥新台幣6,800餘萬獎助學金，其中包括培育菁英獎學金、學生校內外各項競賽優勝獎金、學生公共服務績優獎學
金、交換學生獎學金、專業技能傑出學生獎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自強助學金、工讀助學金、急難扶助金、清寒助學金等數十
項獎助學金。
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設備新穎為4人套房，每間寢室均設網路接點與連絡電話，並設有中西餐廳、洗衣房、電冰箱、烘乾
機、交誼廳、便利商店及烹飪室等。
五、本校實施勞作教育及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並輔以英文分級教學。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31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3類組   Dept. of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學校及系組規定 - 251 -



視障及色盲者，報名宜審慎考慮。

3480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第3類組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9
886-8-762-4002
886-8-7626351

90741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20號
招生服務中心

http://www.tajen.edu.tw

大仁科技大學   Tajen University

一、本校大學部計有16系22類組，入學不拘性別。二、備有高屏地區學生專車。三、教學與生活設施完善，有校園網路、遠距教
學中心、圖書資訊大樓、學生活動中心、國際標準攀岩場、餐飲大樓、SPA生活廣場及生命探索教育體驗場等。另新建學生旅館
，設備完善，男女學生宿舍共計有一千七百個床位，所有教室全棟備有冷氣空調設施。四、社團活動活潑化。五、校址：90741屏
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20號。六、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http://www.tajen.edu.tw，電話：08-7624002。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386  大仁科技大學 藥學系   Dept. of Pharmacy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3387  大仁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Group）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3388  大仁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y Program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3389  大仁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3391  大仁科技大學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環境科技組   Dep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 Hygiene(Division of
Environment Science)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3392  大仁科技大學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職業安全衛生組   Dep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 Hygiene(Divis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ygiene)

一、中文能力(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二、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三、餘依一般限制。

3393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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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2
886-7-7811151
886-7-7830546

83102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151號
教務處招生業務組

http://www.fy.edu.tw

輔英科技大學   Fooyin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四技修業四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四、本校校園網路骨幹為
超高速乙太(Gigabit Ethernet)網路亦連接各教學大樓及學生宿舍，在校園內提供無線網路服務，對外連接台灣學術網路
（TANet）及網際網路（Internet），並提供多項數位化網路服務。五、有關各校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網站。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376  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因護理工作特質與人有密切互動，並需要運用肢體操作護理技術，身心障礙者選填時請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

3377  輔英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需至醫院實習，身心障礙或精神官能異常者，會有學習上困難，考生選填時請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

3378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Dep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

依一般限制。

3379  輔英科技大學 健康美容學位學程   Program of Health Beauty

需辨認健康美容有關之視覺學習，故辨色能力異常或視覺障礙者，選填時請慎重考慮。餘依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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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3
886-4-22391647
886-4-22391697

40601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tust.edu.tw

中臺科技大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本校男女兼收，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之能力。
2.本校提供僑生優先住宿(第一年免繳)、清寒僑生助學金、書卷獎及其他獎學金等相關僑生輔導機制，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網站
http://stuaff.ctust.edu.tw。
3.依本校規定，四技日間部畢業時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及資訊能力畢業門檻，詳情請參閱各系課程規劃標準。
4.相關本校教學資源、學系概況等事宜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www.ctust.edu.tw。
5.校址：40601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電話：886-4-22395079教務處招生組。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396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一）視覺（含辨色力）、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醫護或實驗工作者，不適    合於選填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二）選填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高中宜修過化學及生物等二科基礎課程，否則對學習將有困難，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3397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一）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以培育醫事放射師為主要目的。（二）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修業年限四年、二年級時需至醫院見習1個月
，四年級需至醫院實習7個月，成績及格才能畢業。（三）視覺、言語、聽力、行動、精神有障礙及辨色力異常者，對於有關醫學影像課程
之實驗、學習將有困難，臨床醫學影像常需辨色、臨床工作需搬抬病患、長時間站立及走動，故有上述不便者不適合於選填醫學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
3399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一）護理系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具人文素養及自我成長能力的基礎護理專業人才。（二）視力、聽力、肢體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
慮。
3400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本系課程統合「食品生物科技」、「保健營養」與「餐飲技術」，培育食品及營養保健科技領域之人才。（二）視覺（含辨色力）、
言語、精神、聽力、行動及其他身心障礙，足以影響實驗工作者，不適合於選填食品科技系。
3398  中臺科技大學 視光系   Dept. of Optometry

（一）配合國家衛生政策發展，培養驗光、配鏡專業人才，提供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課程，使其具有視光技術專業與人文關懷之能力，並熟悉
企業經營與社會服務之視光專業人才。（二）視覺、語言、精神、聽力及上肢障礙足以影響視光工作者較不適宜。
3466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Dept. of Eldercare

本校秉承學校校訓「忠、信、篤、敬」之核心價值及辦學理念「技術專業、人文關懷」。境育學生成為銀髮族全方位服務的專業人才為目標
，使學生具備提供銀髮族「全人照顧」的能力，以滿足銀髮族在身體、心裡、社會、靈性、生活、文化及環境等層面上的需求，促成銀髮族
擁有高品質的生活。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6
886-5-5370988 # 2230~2236
886-5-5370989

64063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http://www.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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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女兼收。
二、校址：640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本校備有學生宿舍，學生可依規定申請住宿。
三、本校網址：http://www.twu.edu.tw/，本校設有管理學院、設計學院及民生學院，系所完備、師資優良、設備精良。本校更致
力於校內、校際及國際之整合與學術研究合作，以提昇學術水準，培育優秀人才。
四、本校電話：+886-5-5370988 ext 2230~2236。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09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生物技術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一）需具備基本中、英文溝通能力。（二）重度視力、聽力、語言、手部機能及行動障礙者，為免實驗操作時發生危險，不宜報考。

3410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一）申請本系需具備基本中文溝通能力。（二）重度視力、聽力、語言、手部機能及行動障礙者，為免實驗操作時發生危險，不宜報考。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7
886-4-835-9000
886-4-834-4542

51003 彰化縣員林鎮山腳路三段2巷6號
教務處招生組

http://www.c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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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53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景觀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 對景觀造園有興趣者。2. 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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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E1
886-6-2674567
886-6-2902464

71703 台南縣仁德鄉文華一街89號
註冊組

http://www.hwa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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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成立於民國57年，民國88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醫事學院，民國96年2月改名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設有醫學檢驗
生物技術系、食品營養系營養組、食品營養系食品科技組、護理系、醫務管理系、職業安全衛生系、幼兒保育系、生物科技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資訊管理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餐旅管理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及視光系。本校距離中山高速公路
仁德交流道祇有5分鐘，離台南火車站約15分鐘的車程，交通便捷，風景優美。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4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結合生技產業實務:開設產業趨勢行銷管理相關課程，並舉辦產學研討會，與安排產業實務觀摩。加強實務操作技能:開設專題研究課程以及
產業學術實習。
344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課程規劃以培育具學理基礎及檢驗技術的醫學檢驗人才為主要方向。課程設計涵蓋理論與實務操作，教學內容強調學習態度、專業技能與理
論知識並重。在教學上強調由學經歷具備醫檢專長之教師任教，並著重學生實務操作能力的訓練。
344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Dept. of Food Nutrition(Nutrition Division)

配合區域產業需求與發展趨勢，特別加強實驗課程之比重，重視學生動手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為因應社會發展，著重營養評估與諮詢學程
及膳食衛生教育學程。落實技職教育，擁有國家相關技術士考場設施、新穎的儀器設備及寬敞的專業實習場所。以學生的學習能力為基礎
，培育營養專業人才為目標。並配合國家發展需要，輔導課項相關專業技能考照，協助學生畢業後迅速融入就業市場。
344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食品科技組   Dept. of Food Nutrition(Food Technology Division)

加強傳授食品科技專業領域之理論基礎與技術實務的系列課程外，並藉專業領域實習及廠商建教合作之模式，培育具食品科技與技術及現代
食品生物技術應用能力之專業優秀人才，並輔導各項專業技能考照，以配合國家發展，加速國內食品加工、生物技術及相關產業之升級。
344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系   Dept. of Optometry

訓練學生成為視機能檢測及屈光矯正專業人員，造就國內視光專業人才，因應社會需求。此外中長程目標則以培養視光相關醫學研究人才
，以提升國人的視覺品質。
347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重視課程銜接與實務補強，推動社區關懷服務，師生皆具社區關懷行動能力。

347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製劑製造工程系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培育藥物（含化妝品及健康食品）製造及研究人才

2.培育藥物（含化妝品及健康食品）製造工規劃及管理人才

3.培育藥物（含化妝品及健康食品）製造設備之設計與維修管理人才

4.雖修習藥學知識，但不以培育藥師為目的（不具報考藥師之資格）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0
886-6-2664911
886-6-3663589

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教務處註冊組

http://www.chna.edu.tw/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台南、高屏地區學生專車。三、教學與生活設施完善，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圖書資訊大樓
、學生活動中心、民生保健中心、健康促進中心、游泳池、SPA館等。四、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設備新穎
完善，男女學生宿舍共計有四千個床位，宿舍及所有教室全棟備有冷氣空調設施。五、本校備有入學獎學金、工讀機會多、社團
活動活潑化。六、校址：台南縣仁德鄉二仁路一段60號。七、有關本校教學資源概況，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站
：http://www.chna.edu.tw。八、電話：06-2664911。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371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藥學系   Dept. of Pharmacy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3372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3373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Dep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3430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Dept. of Applied Life Science and Health

一、依一般限制。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者，請審慎選填。　

3434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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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一般限制。二、中文能力未具聽、說、讀、寫，表達困難者不宜選填。三、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及行動障礙無法實驗操作者，請審慎
選填。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93
886-4-2631-8652
886-4-26520314

43302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34號
招生組

http://www.hk.edu.tw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目前設有護理研究所、營養醫學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環境工程研究所、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食品科技研究所、化妝品科技研究所及健康事業管理研究所。三、有關本校各系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學生住宿事宜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http://www.hk.edu.tw）。四、聯絡電話: +886-4-26318652 。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41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二）專業課程涵蓋食品科技、烘培科技及保健生技等領域，以便輔導學生取得國家級專技食品
技師執照。（三）在專業技術上，提供中餐烹調、烘焙食品、中式米食、中式麵食、飲料調製及食品檢驗分析等實作技術課程，以取得相關
專業證照。惟辨色能力異常或視聽重度障礙者，可能造成實驗課程之學習困難並有安全之虞，填選時宜慎重考慮。
3474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一）具中文聽、說、讀、寫及表達能力佳者為宜。
（二）心理、精神狀況、視覺、辨色異常、言語、聽力及行動有障礙足以妨礙護理工作者，請勿申請。
（三）本系課程設計在培育護理臨床實務人才，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安排醫療機構實習至少1016小時，考生宜考慮完成學習之可行性
3382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Dept. of Physical Therapy

（一）以熟悉華語或英語之海外僑生。（二）心理、精神狀況、視覺、辨色異常、言語、聽力及行動有障礙妨礙醫療工作者，請勿申請。
（三）本系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技術結合，因此在四年級上、下學期安排學生至建教合作教學醫療機構從事臨床日間實習。（四）課
程包括：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藝術學科、基礎學科（包括生物、解剖及生理等）及物理治療專業課程（包括基礎物理治療學、操作治療學
、骨科物理治療、神經物理治療、小兒物理治療、心肺物理治療、臨床實習）。
3383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第3類組)   Dept. of Nutrition

(一)具中文聽、說及寫能力。(二)本系課程設計，落實理論與實務經驗結合涵蓋基礎營養、生醫營養與社區營養等三個模組，培養學生具營
養科學、基礎醫學及社區營養保健領域之專長。(三)師資：營養醫學所支援並針對特殊課程需求，延聘產官學研及教學醫院具各種不同專長
與經驗之師資。(四)工作就業方向：營養師、生化營養等基礎醫學之研究人員與營養推廣、社區營養、公共衛生營養及團體膳食管理專業人
員等。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C7
886-8-7799821
886-8-7782663

91202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國際交流處

http://www.meiho.edu.tw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Meiho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男女宿舍，僑生均可優先住校。三、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及學生住宿等事
宜，請參閱本校資源網。（網址www.meiho.edu.tw）四、建立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符合時代潮流之通識課程，以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之需求。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14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全國第一所私立護理專科學校(1966年創立)，全國唯一居家護理所附設學校。設備新穎，辦學績效卓著，歷屆教育部評鑑均榮獲一等，所培
育優秀的護理專業人才廣獲業界好評。配合「護理人員證照國家考試」之資格限制，患有色盲、視聽障礙、肢體障礙、精神疾病及法定傳染
病者，報考護理科宜慎重考慮。
3478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生技產業為國家發展的重點科技，就業機會廣泛。本系擁有專業師資與先進軟硬體設備，可輔導學生報考全國技術士化學、美容、TQC、
WORD、實驗動物管理與ISO9000...等證照，並設有丙級化學證照考場，提供學生就近考照。學生畢業後除可直升本校健康與生技產業研究
所與學士後保健生計學程外，亦可投入生技產業相關工作。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A6
886-3-610-2212
886-3-6102214

30015  新竹市香山元培街306號
教務處

http://www.ypu.edu.tw

元培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一、男女兼收。二、本校備有空調設備、網路等先進設備學生宿舍。全校採用空調、視訊及網路三合一E化教室。三、僑生可優先
住宿。四、收費項目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對於經濟困難學生，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金：（一）清寒獎助學
金：每學期均可申請，名額不限。（二）急難救助金：凡學生家庭突發重大變故，致影響其生活與學業時，均可獲直接協助。
（三）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學生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四）工讀助學金。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48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Technology

依一般限制。

3449  元培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Dep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色盲者不宜報考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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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3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Dept. of Nursing

色盲者不宜報考護理系。

3424  元培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Dept. of Food Science

依一般限制。

3425  元培科技大學 視光系   Dept. of Optometry

色盲者不宜報考視光系。

3426  元培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4
886-3-857-2158
886-3-8578941

97005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註冊組

http://www.tccn.edu.tw/front/bin/home.

慈濟技術學院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一、使用華語教學，具中文聽、說、讀、寫者為宜。二、修業年限四年，條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三、男女生兼收
。四、收費項目及標準均依據教育部學雜費收費標準。五、對於經濟困難學生，本校提供下列獎助學金：（一）清寒獎助學金
：每學期均可申請，名額不限。（二）急難獎助學金：凡學生家庭突發重大變故，致影響其生活與學業時，均可獲直接協助。
（三）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學生成績優良達規定標準者，可獲獎助。（四）工讀學生獎助學金。（五）教育部中低收入戶學生之
各項補助措施。六、本校學生依學校規定穿著制服。七、備有宿舍，可申請住宿。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06  慈濟技術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培養具有人文素養之優秀醫事放射技術師。重度肢體障礙或嚴重視聽覺障礙者，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B5
886-8-723-3733
886-8-7233794

90942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316號
國際事務中心

http://www.ytit.edu.tw/

永達技術學院   Yung 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一、男女兼收，四技修業四年。二、本校圖書教學設備完善，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電腦教室、各系有專業的視聽教室，並
設立體育健康休閒中心，具備室內溫水游泳池、三溫暖、SPA水療⋯等休閒健身設施，提供師生課餘休閒活動。三、對經濟上有
困難的海外僑生及港澳生提供各項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另有多種工讀機會提供學生申請。四、本校備有設備完善的男女生宿
舍，海外僑生及港澳生均可優先住校。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79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ept. of Sports, Health & Leisure

課程特色：
1.水域休閒
  ■水域專業技能與培養，如游泳、浮潛、潛水、水中有氧、SPA水療等水域相     關休閒活動。
2.運動技術指導
  ■各項運動技術指導
  ■各項運動裁判、教練講習訓練
  ■運動傷害預防與指導
3.體適能健康指導
  ■中高齡運動健康指導、體適能專業指導
  ■健身指導教練、有氧運動教練
  ■運動處方開設與諮詢
  ■運動按摩、傳統整復
  ■人體塑身、體重控制、健康減肥指導
4.經營管理
  ■俱樂部、休閒場館、運動場館管理
  ■休閒遊憩、導覽解說
  ■活動設計與規劃人員
3477  永達技術學院 生物科技暨化妝品學系   Dept. of Biotechnology & Cosmetics

本科師資陣容堅強，均學有專精並具教學熱誠，目前專任教師共計10位，以學歷來看，其中9位具有博士學位；以職級來看，其中8位具副
教授，2位具助理教授資歷。系館現有生物化學、微生物、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儀器分析、專題研究等實驗室及圖書館、專題
研討室，並規劃發酵工程、生物純化分離與生物環境工程實習工廠等實驗室，各實驗室與實習工廠設備完整精良，可滿足學生實驗實習課程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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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D5
886-2-28102292
886-2-28102170

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
招生組

http://www.tcmt.edu.tw/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Taipei College of Maritime Technology

一、學校位於大台北地區，交通便捷由中山高速公路至重慶北交流道口下，到本校約10分鐘。二、上課地點及公車路線：(一)士林
校區(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212號)：215-台北火車站承德路、紅R10-捷運劍潭站、公車    2-台大醫院、公車536 (石牌
、榮總)。(二)淡水校區(251台北縣淡水鎮濱海路3段150號)：紅R23-捷運紅樹林站、紅R38-捷運淡水站。三、備有男、女生宿舍
，具中央空調、網路、設備完善。四、提供高額入學獎助金與各類獎助學金，鼓勵學業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另設立各類獎助學金
協助家境清寒及成績優異同學完成學業。五、設有學生聯合服務中心，提供單一窗口以網路化服務全校師生及校友。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417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食品科技與行銷系（士林校區）   Department of Food Technology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依一般限制。

學校
基本
資料

學校代碼
連絡電話

傳真
地址
網址

承辦單位00FF
886-2-7714-8888
886-2-26019671

24449 台北縣林口鄉仁愛路一段2號
僑先部招生組

http://www.nups.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vision of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前身為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創設於民國44年，於95年3月22日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併後
，僑生先修部仍維持原「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之功能，協助僑生完成大學先修教育後，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院。二、本校僑生
先修部校區達23公頃，行政大樓、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大型餐廳、體育館等各一棟，教室6棟，游泳池、各項球類運動設施
一應俱全。三、兩校合併後僑先部獲得教育部與臺師大各項經費挹注，持續進行並已完成多項校舍整建工程，另增設數位化教室
、圖書館整建及多功能E化、增購圖書及全校區免費無線上網等多項軟硬體設施，以期提升學習效率與環境品質。四、男女兼收
，學生一律在校住宿及用餐。 五、僑先部提供各種獎助學金、工讀金及急難救助金給優秀、清寒或急難病困之學生，每學年領助
學金與工讀生人數，超過總學生人數40％。六、僑先部每年9月入學，翌年6月結業，並依成績及志願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系。

備
註

校系名稱及系所分則

399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第三類組   Division 3

一、先修班修業一年。二、第三類組必修科目：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必選科目：臺灣社會與文化、計算機概論、體育
；自由選修科目：英文選、數學選、物理選、化學選，以增進基礎學科之能力。三、結業後依其成績及志願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系（農、醫
）。四、100學年度起入學之三類組學生，可跨填二類組之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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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1 學年度僑生回國升學分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書面審查資料及術科考試內容 

一、申請音樂學系需繳交以下書面資料： 

（一）報考主修類別： 請依本學系招收主修項目填寫。 

（二）自傳：詳述個人學習音樂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 

（三）主修應試曲目表：請依本系各主修考試曲目要求準備與填寫。 

（四）有聲資料：主修「理論與作曲」者，請繳交作品演奏錄音（影）之有聲資料及作品之樂譜。其餘各組主修，請繳交個

人演奏影音光碟資料，並一律"背譜"演奏，其演奏內容請與（附錄）所列各主修內容要求相同。 

 

※注意事項： 

（一）所有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考生自留原件，所寄送影音光碟資料（DVD 檔案格式，需存成所有電腦均可讀取之檔案）如

有瑕疵無法讀取者，請自行負責，本校不接受補件。 

（二）所提供之影音光碟資料及作品若由他人代作或抄襲，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錄取資格；入學後被發現者開除學

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音樂學系專業科目考試內容： 

科 目 考 試 內 容 

主 

修 

演 

奏 

︵ 

唱 

︶ 

內 

容 

 

 

 

 

 

 

 

 

 

 

 

 

 

 

一、理論與作曲 

1.繳交已完成之習作或作品。 

2.鋼琴演奏：巴哈二、三聲部創意曲或古典奏鳴曲快板樂章，任選其一。 

 

 

 

註：演奏曲目一律背譜，不做反覆。 

二、鍵盤(鋼琴) 

1.自巴哈《平均律》中任選一組前奏曲與賦格。 

2.自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奏鳴曲中，任選一首之快板、慢板各一樂章，但須含第

一樂章。 

3.浪漫樂派、印象樂派或近代作品任選一首。 

 

註：演奏曲目一律背譜，不做反覆。 

三、聲樂 

1.中文藝術歌曲任選一首（方言或民謠亦可）。 

2.歌劇詠嘆調、神劇詠嘆調或西洋藝術歌曲任選一首。 

 

註：(1)演唱曲目一律背譜，不做反覆，限以鋼琴伴奏。 

    (2)歌劇/神劇詠嘆調不得自行移調。 

 

 

 

 

四、絃樂 

 

 

 

 

小提琴 

1.巴哈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或組曲任選一快一慢樂章（必須選自同一奏鳴曲或組

曲）。 

2.自選曲一首（限古典樂派或之後之協奏曲快板樂章，如有裝飾奏需拉奏）。 

註：演奏曲目一律背譜，不做反覆。如選自 Partita I，完整樂章無論快或慢都必須包

含 Double。 

中提琴 

1.巴哈無伴奏奏鳴曲或組曲中任選一快一慢樂章（必須選自同一奏鳴曲或組曲）。 

2.自選曲一首：自中提琴協奏曲或奏鳴曲之中，自選「一個完整快板樂章」，如有裝

飾奏須拉奏。 

註：演奏曲目一律背譜，不做反覆。如選自 Partita I，完整樂章無論快或慢都必須包

含 Double。 



 

科 目 考 試 內 容 

容 

主 

修 

演 

奏 

︵ 

唱 

︶ 

內 

容 

 

 

 

 

四、絃樂 

大提琴 

1.巴哈無伴奏組曲任選一快一慢樂章（必須選自同一組曲）如： 
(1)Sarabande＋Gigue 

(2)Courante＋Sarabande 

(3)如選自第 4、5、6 號的 Prelude，單樂章即可。 

2.自選曲一首：自大提琴協奏曲或奏鳴曲之中，自選「一個完整快板樂章」，如有裝

飾奏須拉奏。 

註：演奏曲目一律背譜，不做反覆。 

低音 

提琴 

1. 巴哈大提琴無伴奏組曲或 Fryba 低音提琴無伴奏組曲任選一個樂章。 

2.自選曲一首（低音提琴協奏曲或奏鳴曲之快板樂章，如有裝飾奏須拉奏）。 

註：(1)演奏曲目一律背譜，不做反覆。 

(2)可用一般調音或獨奏調音。 

 

豎琴 

1.各大小調之音階及琶音（三個八度上、下行，包含旋律小音階） =60。 

*音階指法：432143213214321... 

**琶音四個音一拍，左、右手交替彈奏。 

2.練習曲任選其一 

(1) F. Godefroid：Etude de Concert 

(2) M. Tournier：Etude de Concert “Au Matin” 

3.以下曲目任選其一： 

(1) M. Glinka：Tema con Variazioni 

(2) M. Grandjany：Fantaisie 

(3) G. F. Handel：Tema con Variazione 

註：演奏曲目一律背譜，不做反覆。 

五、管樂 
1.自選曲（必須表現快慢不同速度之樂曲一首或二首）。 

註：自選曲目一律背譜，不做反覆。 

六、擊樂 

1.木琴：各大小調之音階及琶音（二個八度上、下行）。 

2.小鼓、定音鼓與木琴，各任選一首演奏曲或練習曲。 

註：木琴演奏曲目一律背譜。 

二、戲劇學系專業科目考試分專業資格審查及專業術科考試兩階段進行： 

（一）專業資格審查： 

     1、報考本校戲劇學系之考生，須通過書面資格審查方得參加第二階段之專業術科考試。 

     2、繳交書面資格審查相關資料如下： 

    (1)自傳：1000 字左右，詳述個人求學經歷、報考動機及未來目標等與學習相關之說明。 

    (2)戲劇或相關藝文活動之個人詳細履歷：如展演節目單、剪報等圖文資料之影本。 

    (3)戲劇或相關藝文創作作品：如 DVD、CD、圖片、劇本、論文等等均可，註明個人參與項目。 

    (4)其他有助於審查委員瞭解考生性向、能力之相關資料。 

     3、所繳交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考生自留原件。 

     4、考生提供之創作作品須為本人自創，若有抄襲或由他人代作者，放榜前被發現者永久取消考試資格；入學後

被發現者開除學籍；畢業後被發現者取消學位。 

（二）專業術科考試內容訂定如下： 

科 目 考 試 內 部 備 註 

面

試 

1.聲音與動作 

 2.臨場表現 

1、聲音與動作： 

 (1)聲音包括音量、音域、音質、口齒及口語表達能力等測驗。 

 (2)動作包括彈性、柔軟度、韻律感及反應能力等測驗。 

2、臨場表現：測驗考生臨場反應，可加入個人專長，個人專長由考生自定。 

採視訊

面試進

行。 

   ※注意事項：視訊面試時請著適合運動之服裝，勿穿著牛仔褲。面試專長項目限單人表演，不得帶伴奏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