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實踐大學 

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 

招生簡章 

【2023 年 9 月入學】 

 

 

 

 

 
地  址：845 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 200 號 

電  話：+886-7-667-8888 分機 3191 

傳  真：+886-7-667-9551 

校網址：http://www.kh.usc.edu.tw/ 

E-mail：uscapply05@g2.usc.edu.tw



I 
 

實踐大學 2023 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 

重要日程表 

項目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公告招生簡章 2022 年 08 月 15 日（一） 

申請期間 
2022 年 08 月 22 日（一）至 

2022 年 12 月 19 日（一） 

2023 年 06 月 30 日（五）至 

2023 年 07 月 07 日（五） 

資格審查 
2022 年 12 月 20 日（二）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五） 

2023 年 07 月 10 日（一）至 

2023 年 07 月 21 日（五） 

公告申請結果 預計 2023 年 02 月 17 日（五） 預計 2023 年 08 月 18 日（五） 

線上報到意願 

及放棄 
2023 年 02 月 24 日（五）前 無需放棄 

電郵寄發正式錄取

通知書 
預計 2023 年 02 月下旬 預計 2023 年 08 月下旬 

新生資料袋、 

入學須知等資料 
來校領取 

開學 2023 年 09 月中旬 

※備註： 

1.招生簡章電子檔下載位址：https://recruit.kh.usc.edu.tw/  

2.洽詢服務電話及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886-7-6678888 分機 3191 入學服務二中心 

電子信箱：uscapply05@g2.usc.edu.tw 

3.本簡章所載之日期時間，均指臺灣當地時間。 

4.若教育部、海外聯招會及僑委會提前或延後函覆考生資格，將另行通知放榜時程。 

5.為保障考生權益，申請人務必注意各項目試務時程，並自行上網查看公告各項相關訊息。 

6.經本校單獨招生管道已完成報到及備取生已完成遞補之僑生及港澳學生，海外聯招會將不再進行

分發。 

  

https://recruit.kh.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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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2023 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 

申請流程 

 

 

  

步驟1

• 確認身份是否符合僑生或港澳生申請資格

步驟2

• 確認欲申請科系是否開放招生

步驟3

• 進行網路報名 https://apply.usc.edu.tw/overseas

步驟4

• 準備相關資料

步驟5

• 上傳資料文件、列印所需附件資料後簽名上傳

步驟6

• 於各梯次截止日前，確認完成上傳所有資料文件

**資料不齊全時，除特殊情形，一律不予受理**

https://apply.usc.edu.tw/overseas
https://apply.usc.edu.tw/overseas
https://apply.usc.edu.tw/overseas
https://apply.usc.edu.tw/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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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2023 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 

聯絡資訊 
 

單位地區 單位  聯絡資訊  

本校單位 
實踐大學 

入學服務二中心 

電話：+886-7-667-8888 分機 3191 

傳真：+886-7-667-9551 

電子信箱：uscapply05@g2.usc.edu.tw 

地址：845 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 200 號入學服務二中心 

臺北校區首頁網址：http://www.usc.edu.tw 

高雄校區首頁網址：http://www.kh.usc.edu.tw 

招生資訊網網址：http://recruit.kh.usc.edu.tw 

招生專員 LINE 帳號：@khusc/ khusc004 

政府單位 

僑務委員會 

綜理臺灣之僑務相關事宜 

電話：+886-2-2327-2600  

電子信箱：ocacinfo@ocac.gov.tw  

網址：http://www.ocac.gov.tw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簽證與其他相關業務 

電話：+886-2-23432888  

網址：http://www.boca.gov.tw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申請換發外僑居留證之單位 

電話：+886-2-23889393 或+886-800-024-111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港澳地區

政府單位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852-2525-4429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8 號中環廣場 49 樓 

網址：https://www.teco-hk.org/Default.aspx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澳門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853-2830-6282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411-417 號皇朝廣場 5 樓 J-O 座 

網址：https://www.teco-mo.org/Default.aspx 

印尼地區

政府單位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62-21-515-1111 

地址：17th Floor, Gedung Artha Graha, Jl. Jend. Sudirman Kav. 52-

53, Jakarta, 12190, Indonesia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id/ 

駐泗水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62-31-9901-4600 

地址：Jl. Indragiri No.49, Surabaya 60241, Indonesia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idsub/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37&mp=1


IV 
 

單位地區 單位  聯絡資訊  

菲律賓 

地區 

政府單位 

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63-2-887-6688 

地址：41F, Tower 1, RCBC Plaza, 6819 Ayala Avenue, Makati City 

120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ph/ 

緬甸地區 

政府單位 
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95-1-527249 

地址：No.97/101A Dhammazedi Road, Kamayut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mm/ 

越南地區

政府單位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84-24-3833-5501~03 

地址：5F., HITC Building, 239 Xuan Thuy St., Cau Giay Dist., Hanoi, 

Vietnam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vn/ 

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84-28-3834-9160-65 

地址：336 Nguyen Tri Phuong St., Dist. 10, HCMC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vnsgn/ 

馬來西亞

地區 

政府單位 

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60-3-21614439 

地址：Level 7, Menara Yayasan Tun Razak, 200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my/index.html 

新加坡 

地區 

政府單位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65) 6500-0100 

地址：460, Alexandra Road, #23-00 PSA Building, Singapore 

119963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sg/index.html 

泰國地區 

政府單位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申請簽證/學歷（力）驗證之單位 

電話：+66-2-6700200 

地址：20th FL.,Empire Tower 195 South Sathorn Road, Yannawa 

Bangkok 10120,Thailand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th/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58&mp=1
http://www.boca.gov.tw/ct.asp?CtNode=709&xItem=1916&mp=1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96&mp=1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437&mp=1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77&mp=1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48&mp=1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77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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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資格 

一、以當年度自海外回國者為限（不含已在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國內大學一年級肄業及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之僑生及港澳生）。 

凡符合下列資格者，得向本校提出入學申請： 

（一）1.【僑生】：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或最近連續居留海外 6 年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

或長期居留證件之華裔學生。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得以取得僑居地公民

權、永久居留權或以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認定之。僑生身份認定，由僑

務主管機關為之。 

2.【港澳生】：香港或澳門居民，具有港澳永久居留資格證件，且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六年

以上；並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四條規定，未持有外國護照者，港澳生身分認

定，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之。 

3.【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

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大學，於

相關法律修正施行前，其就學及輔導得準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申請入

學。 

註一：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海外，指大陸地區、港澳以外之國家

或地區。 

註二：最近連續居留境外期間之計算，以當年度招生簡章所定之申請時間截止日為準，

往前回溯推算 6 年。但連續居留年限須計算至申請入學當年度 8 月 31 日始符合

規定者，不在此限。申請時，應填具切結書，始得受理申請，經錄取後，僑務主

管機關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就其自申請時間截止日起至當年度 8 月 31 日止之

實際居留情形予以審查，其港澳或海外居留期間有未符合規定者，應撤銷其錄取

資格。 

註三：所謂連續居留係指每曆年（當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來臺停留時間不得逾

120 日。至連續居留採計期間之起迄年度非屬完整曆年者，以各該年度之採計期

間內，在臺停留期間未逾 120 日予以認定。 

註四：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本條例所稱香港居民，指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資格，

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本條例所稱澳門

居民，指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葡萄

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 

註五：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

留香港、澳門或海外六年以上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大學，於相關法律修正施行

前，其就學及輔導得準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3 條之 1」規定申請入

學。 

（二）申請人如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經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者，其在臺停留期間不併入境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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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期間計算（於境外連續居留時間須往前推算）。未附證明文件併同申請表繳交者，逕以

在境外居留中斷認定。 

1. 在臺灣地區接受兵役徵召服役。 

2.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 年。 

3. 參加臺灣地區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之研習課程，其研習期間合計未滿 

2 年。 

4. 懷胎 7 個月以上或生產、流產後未滿 2 個月。 

5. 罹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6.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

在臺灣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院或死亡。 

7. 遭遇天災或其他不可避免之事變。 

8. 就讀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年技術訓練班或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之

技術訓練專班，其訓練期間合計未滿 2 年。 

9.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來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 2 年。因前項第 4

款至第 7 款情形之一在臺停留者，其跨年連續在臺停留不得滿 1 年，合計不得

逾 2 次。 

10. 因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 

符合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其在臺灣地區停留期間，不併入境外居留期

間計算。連續居留境外採計期間之起迄年度非屬完整曆年者，以各該年度之採計期間內，

在臺灣地區停留期間予以認定。 

（三）僑生或港澳學生在臺就學因故自願退學，且在臺灣地區停留未滿一年者，得重新申請來

臺灣地區就學，並以一次為限。惟曾在臺灣地區大專院校（含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

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先部）註冊在學、休學、非因故自願退學（如勒令退學）及申

請保留入學資格有案者不得重新申請。 

（四）報名本校此次申請入學學士班一年級者，需在當地華文中學、外文中學畢業或相當於國

內高級中學畢業（註六、註七）取得畢業證書（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須附修業證明

書），且經我政府駐外機構、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

單位查證屬實者。 

註六：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或畢業年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之國外同

級同類學校肄業並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修業年限以下年級，符合下列資

格之一者： 

1. 僅未修習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因故休學、退學或重讀二年以上。 

2. 修滿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年以上。 

3. 修滿規定年限，因故未能畢業。 

4. 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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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得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 

上述休學、退學或重讀年數之計算。自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附具歷年成績單

所載最後修滿之截止日期，起算至報考當年度註冊截止日為止。 

註七：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二年級之境外、香港或澳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就

讀本校，應加修至少 12 個畢業學分。 

（五） 若在香港已取得全日制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欲報名申請入學本校升讀學士班，需自大學一年級起修讀本校課程，持全日

制副學士學位證書（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證書（Higher Diploma）者，其上

述課程若已通過香港資歷架構第四級者，可檢送副學士學位相關之本人歷年成績單，作

為後續學分抵免審查之用，依規定得升至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就讀。 

（六）同等學力資格之認定應依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之規定辦理。 

二、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入學，違反規定者，取消錄取資格；已入

學者，應令退學並撤銷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 

（一）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 

（二）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者。 

（三）曾在國內高中肄(畢)業之僑生(含港澳生)。 

（四）臺師大僑先部結業之僑生。 

（五）國內大學一年級肄業之僑生。 

貳、招生系（組）、招生名額與修業年限 

一、本校計有碩士班 8 系、學士班 27 系參與招生。 

二、每位申請人可選擇 3 個志願學系，若所填第一志願學系已無招生名額或未通過審查者，以

其次志願審查之。 

三、修業年限： 

學士班：各學系修業年限為四年，若未完成畢業規定應修學分，或修畢但尚未通過能力指

標檢定標準者，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兩年。 

碩士班：各學系所修業年限為一~四年，畢業條件及應修學分數等相關規定，請洽教務處

註冊課務一組(分機 2111)或至網頁(https://regcurr.usc.edu.tw/)查詢。 

臺北校區招生學系-碩士班 名額 

設

計

學

院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碩士班 

民

生

學

院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碩士班 

全

英

授

課

獨

立

國際企業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 

管

理

學

院 

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班 共 

10 

名 餐飲管理學系 

餐飲產業創新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 

碩士班 

https://regcurr.usc.edu.tw/p/405-1059-5660,c41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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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 

碩士班 

學

系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

系 

碩士班 

 

臺北校區招生學系-學士班 名額 

民

生

學

院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全

英

授

課

獨

立

學

系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管

理

學

院 

會計學系 

共 

13 

名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餐飲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音樂學系 

智慧服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外語學系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四、第 2 梯次名額為第 1 梯次及海聯個人申請、分發未足額錄取之餘額，第 2 梯次各系實際名

額於 2023 年 6 月 2 日（五）於本校「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招生資訊網」公告。 

五、各校區內名額可互相流用，但兩校區及班別名額不得流用。 

高雄校區招生學系 招生名額 

商 

學 

與 

資 

訊 

學 

院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文 

化 

與 

創 

意 

學 

院 

應用日文學系 

共 156 名 

行銷管理學系 觀光管理學系 

金融管理學系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會計暨稅務學系 時尚設計學系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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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日期及方式 

一、申請時程： 

第 1 梯次：2022 年 08 月 22 日（一）起，至 2022 年 12 月 19 日（一）23:59 止。 

第 2 梯次：2023 年 06 月 30 日（五）起，至 2023 年 07 月 07 日（五）23:59 止。 

二、申請方式： 

採網路報名申請 https://apply.usc.edu.tw/overseas 

請至本校報名系統註冊帳號，登錄報名資料並確認無誤後送出，並上傳相傳相關資料，完

成申請。恕不受理紙本資料。 

三、報名費：免報名費。 

四、繳交資料： 

【僑生】 

（一）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影本  

(僑居地身分證影本及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影本)。 

（二）切結書，如報名系統附件（限計算至始符合簡章所定連續居留年限者繳交）。 

（三）審查資料： 

1. 學歷證件 

(1) 中學應屆畢業生，繳交應屆當學期在學證明書；但至遲必須在入學前取得正式畢

業證書（須譯成中文或英文，並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俾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

格不符，已錄取者撤銷錄取及入學資格。 

(2) 中學已畢業者，繳交中學畢業證書影本。 

(3) 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須繳交修業證明書。 

2. 成績單 

學士班： 

(1) 應屆畢業生，繳交高一、高二兩年成績單。 

(2) 中學已畢業者，繳交中學最後三年(高一~高三)成績單。 

(3) 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仍須繳交肄業成績單。 

(4) 上述成績單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年限，譯成中文（英文證件免譯），並經駐

外機構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

位核驗，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不符，已錄取者撤銷錄取及入學資格。 

碩士班： 

(1) 具有大學學歷。(需符合教育部採認之大學/獨立學院，請參考教育部國際兩岸

教育司網頁) 

 

 

 

https://apply.usc.edu.tw/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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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生】、【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一）港澳護照或永久居留資格證件影本。 

（二）在港澳或海外連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三） 於大陸地區出生之香港及澳門學生，需另附「港澳居民來往大陸內地通行證(回鄉

證)」影本。 

（四）切結書，如報名系統附件（限切結錄取分發後之身分應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例」

第四條規定者，或計算至西元 2022 年 8 月 31 日始符合本簡章所定連續居留港澳或

海外年限者繳交。） 

（七）港澳生報名資格確認書，如報名系統附件。 

（八）審查資料： 

1. 學歷證件 

(1) 中學應屆畢業生，繳交應屆當學期在學證明書；但至遲必須在入學前取得正式畢

業證書。 

(2) 若在香港已取得全日制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欲報名申請入學本校升讀學士班，需自大學一年級起修讀本校課程，

持全日制副學士學位證書（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證書（Higher 

Diploma）者，其上述課程若已通過香港資歷架構第四級者，可檢送副學士學位

相關之本人歷年成績單，作為後續學分抵免審查之用。中學、香港高級文憑或副

學士已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3) 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須繳交修業證明書。 

2. 成績單 

學士班： 

(1) 應屆畢業生，繳交中四、中五兩年成績單。 

(2) 中學已畢業者，繳交中學最後三年(中四~中六)成績單。 

(3) 以同等學力資格申請者，仍須繳交肄業成績單。 

(4) 上述成績單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年限，譯成中文（英文證件免譯），並經駐

外機構驗證核驗，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不符，已錄取者撤銷錄取及

入學資格。 

碩士班： 

(1) 具有大學學歷。(需符合教育部採認之大學/獨立學院，請參考教育部國際兩岸

教育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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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系審查資料 

臺北校區音樂學系 

(1) 師長推薦函(選)：可為中⽂、英⽂、俄⽂、義大利⽂、法⽂、德⽂或日⽂ 

(2)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 

(3) 演奏(唱)檔案資料：(A)申請者須繳交個人一年內演奏(唱)資料，所拍攝內容必須

能清晰顯⽰確為本人所演奏(唱)狀態。並附演出書⾯資料及提供影片上傳網址。

(B)所繳資料一律不退件，請自留原件。(C)作品著作權切結書(附件七)。(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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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校區、高雄校區 

(1) 簡要自傳（1000 字以內，中文或英文）：內容格式不拘。 

(2) 讀書計畫（1000 字以內，中文或英文）：內容格式不拘。 

(3)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如、推薦信、語文能力證明、競賽成果、作品集等。 

（※ 若欲報名下列科系：時尚設計學系、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資訊模擬與設

計學系、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應用中文學系，作品集為必繳，需存為 PDF

格式，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0MB，以平⾯編輯成冊呈現。） 

※報名資料不全，經通知未於期限補件者，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 

六、前述所有表件於報名時均須繳交齊全，凡逾時報名或所附證件不齊全者，一律不予受理，

亦不得申請延繳。 

七、所繳各項證件有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則撤銷錄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

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

學位證書。 

八、考生報名資料僅作為本校招生作業(含公告)、學籍資料及相關統計研究使用外，其餘均依

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肆、錄取原則 

一、總成績之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執行委員會決議。 

二、本校招生執行委員會依總成績高低順序，錄取至本簡章訂定之招生名額為正取生。總成績

在最低錄取標準以上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考生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即使尚有缺

額亦不錄取。 

三、若遇成績相同者，依同分參酌標準進行名次排序，若比序成績仍相同時，由招生執行委員

會決議名次排序。 

四、成績雖達錄取標準但未填列志願或填列志願數不足者，則不予錄取未填志願。 

五、本項招生經僑務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僑生身分或教育部認定港澳生身分，並經本校審查合格

者，提送招生執行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  

六、同分參酌順序以高中歷年成績為優先，其次則為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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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放榜、報到及放棄 

一、本校自行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由入學服務二中心受理報名，申請表件彙整後將送

各系（組）進行初審，再提送招生執行委員會議複審決定錄取名單。 

    二、第 1 梯次申請結果通知：預計 2023 年 02 月 17 日（五），以 Email 寄發結果通知書及於

系統公告。第 2 梯次申請結果通知：預計 2023 年 08 月 1 日（五），以 Email 寄發結果通

知書及於系統公告。 

三、第 1 梯次報到及放棄：2023 年 02 月 24 日（五）前，以 Email 方式回報，確認就讀意

願，無報到者，視同放棄。 

第 2 梯次報到及放棄：無須放棄。 

四、公告錄取名單：第 1 梯次：預計 2023 年 02 月 17 日（五）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 

第 2 梯次：預計 2023 年 08 月 18 日（五）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 

五、正式錄取通知書：第 1 梯次：預計 2023 年 2 月下旬，以 Email 寄發。 

第 2 梯次：預計 2023 年 8 月下旬，以 Email 寄發。 

六、若教育部及僑委會提前或延後函覆考生資格，將另行通知放榜時程。 

陸、註冊入學 

一、錄取生應依入學通知單之規定，如期辦理註冊手續；未依學則規定申請延期或延期期滿未

辦理註冊入學手續者，取消入學資格。 

二、錄取新生須繳驗下列正式文件，始得註冊入學： 
 

【僑生】 

（一）護照。 

（二）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正本。 

（三）經駐外機構驗證或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核驗之高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力證明文

件）正本、成績單等正本。 

【港澳學生】、【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一）護照。 

（二）港澳護照或永久居留資格證件正本。 

（三）在港澳或海外連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正本。 

（四）經駐外機構驗證之高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力證明文件）正本、成績單等正本。 

三、保留入學資格： 

1. 新生因重病、懷孕、分娩、育嬰或重大事故不能依規定完成入學手續者，應於註冊截

止日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註冊課務一、二組依規定提出申請保留入學資

格。 

2. 保留入學資格年限，除依兵役法規定徵召入營服役者，得申請延長保留入學資格至服

役期滿外，均以一年為限。 

四、一旦經僑務主管機關或教育部審查不符僑生身分或不符港澳生身分資格者，本校將逕行取



8 

消錄取及入學資格，申請人不得異議。 

五、經依本管道入學本校之僑生及港澳生，不得自行轉讀或升讀各級補習及進修學校（院）、空

中大學或空中專科學校、大專校院所辦理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

於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 

六、僑生違反前項規定者，將撤銷其自行轉讀或就讀之本校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

明；畢業後始發現者，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七、錄取生入學後之修業規定及學籍須遵守教育部相關法規與本校學則之規定。 

八、錄取通知並不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須由我國駐外機構核給。 

九、健康檢查相關事項： 

（一）僑生來臺入學辦理簽證時，須繳交由醫院出具之健康證明（包含 HIV 病毒、麻疹及德國

麻疹抗體陽性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相關檢查）至駐外機構辦理驗證，且於註冊時繳交一

份至本校衛生保健組，並參加本校入學新生團檢。 

（二）港澳生於入境後辦理本校入學新生團檢及居留體檢（包含 HIV 病毒、麻疹及德國麻疹抗

體陽性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相關檢查）於體檢完成後繳交一份至本校衛生保健組。 

十、經本校核准入學者，新生註冊時應檢附已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可於臺

灣使用之醫療及傷害保險(須經駐外機構驗證)。如尚未投保者（限具有正式學籍者），可於

註冊時繳納保險費，委由本校生活輔導組代辦投保事宜。 

柒、學雜費、住宿費及相關收費標準（本項目皆以新台幣計） 

一、下列收費標準為 2022 年公告資料，2023 年若有微調，則依 2023 年公告為主。 

二、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如下表）供參考。(每學期) 

 

臺北校區（碩士班） 

                     收費項目 

系別 

日間部、延修生全額學雜費標準 

學費 雜費 學雜費合計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 NT＄35,618 NT＄12,130 NT＄47,748 

餐飲管理學系餐飲產業創新碩士班 NT＄35,618 NT＄12,130 NT＄47,748 

音樂學系碩士班  NT＄36,130 NT＄12,285 NT＄48,415 

國際企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NT＄58,235 NT＄6,765 NT＄65,000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NT＄34,168 NT＄7,535 NT＄41,703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NT＄34,168 NT＄7,535 NT＄41,703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NT＄35,618 NT＄12,130 NT＄4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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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學士班） 

                     收費項目 

系別 

日間部、延修生全額學雜費標準 

學費 雜費 學雜費合計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餐飲管理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社會工作學系 NT＄35,938 NT＄7,270 NT＄43,208 

音樂學系 NT＄37,589 NT＄12,828 NT＄50,417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NT＄60,325 NT＄7,675 NT＄68,000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NT＄60,325 NT＄7,675 NT＄68,000 

會計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企業管理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財務金融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應用外語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高雄校區 

                     收費項目 

系別 

日間部、延修生全額學雜費標準 

學費 雜費 學雜費合計 

金融管理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行銷管理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會計暨稅務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資訊管理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 NT＄44,802 NT＄14,788 NT＄59,590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觀光管理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應用日文學系 NT＄35,938 NT＄7,918 NT＄43,856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時尚設計學系 NT＄37,589 NT＄12,408 NT＄4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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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平安保險費：凡有學籍之學生一律加保，學生負擔新臺幣 328 元，教育部補助新臺幣

50 元。收取後，由學校一併報繳至承辦學生團體保險之保險公司。 

四、僑外生健保費：每個月新臺幣 826 元。 

五、語言教學設備、電腦資源使用費共：（每學期）新臺幣 1,850 元。 

六、音樂系指導費：凡修習音樂學系下列術科者，須每學期另繳相關術科指導費： 

（一） 主修課程需繳納音樂指導費 12,000 元。  

（二） 副修課程需繳納音樂指導費 7,800 元。  

（三） 音樂系三、四年級具個別指導性質之選修科目，須另加收樂器選修指導費 13,000

元。  

七、設計系指導費(每學期)： 

(一) 建築系所指導費 3,500 元。 

(二) 工設系所指導費 1,250 元。 

(三) 媒傳系所指導費 2,000 元。 

(四) 服裝系所指導費 1,000 元。 

八、本校 2022 年學生宿舍收費標準及規格（如下表）供參考，每學期（四個半月）費用如

下： 

下列收費標準為 2022 年公告資料，2023 年若有微調，則依 2023 年公告為主。 

臺北校區 

宿舍別 房型 住宿費 

校外宿舍 2 人房 / 4 人房 / 8 人房 
NT＄16,000~ 

NT＄35,000 

女一宿舍 4 人房 NT＄9,900 

女二宿舍 6 人房 NT＄9,900 

 

高雄校區 

宿舍別 寢室別 
每學期費用 

（含水電、冷氣、網路） 

男 M/N 宿 4 人房 / 5 人房 NT＄13,000-15,000 

女 H 宿 4 人房 NT＄10,000 

女 B 宿 3 人房 / 4 人房 NT＄10,250~ NT＄11,250 

八、臺北校區生活費每個月約新臺幣 12,000 元;高雄校區生活費每個月約新臺幣 7,000～9,000

元；另書籍費、材料費依照所修習的課程而有所不同，平均每學期約新臺幣 2,000~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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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外租屋大約費用如下： 

臺北校區 

房型 雅房 套房 公寓（每層） 

月花費 NT＄5,500~8,000 NT＄8,500~13,000 NT＄25,000 以上 

 

高雄校區 

房型 雅房 套房 公寓（每層） 

月花費 NT＄3,000～5,000 NT＄4,000～7,000 NT＄8,000～12,000 

備註：雅房為公共衛浴設施，套房為獨立衛浴，公寓單層可住多人（家庭式）。 

捌、獎助學金與工讀 

一、本校獎學金包含全校性、院級與系級，詳細清單如下表，另全校各單位（含校內廠商、營

業   

    場所），都會不定期招募工讀生，時薪依政府規定給付，歡迎有需要的同學逕自提出申請。 

下列獎學金標準為 2022 年公告資料，2023 年若有微調，則依 2023 年公告為主。 

(一) 全校性、院級與系級獎學金： 

1. 台北校區：請參閱本校臺北校區課外活動指導一組網站 

網址：https://activity.usc.edu.tw/p/405-1062-12088,c608.php?Lang=zh-tw 

2. 高雄校區：請參閱本校高雄校區課外活動指導二組網站 

網址：https://activity.kh.usc.edu.tw/p/406-1014-41633,r507.php?Lang=zh-tw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提供的入學獎助方案：請參閱本校高雄校區課外活動指導二組網站 

網址：https://activity.kh.usc.edu.tw/p/412-1014-662.php?Lang=zh-tw 

1. 境外生績優入學獎學金。 

2. 境外生成績優異獎學金。 

3. 境外生語言成績優異入學獎學金。 

4. 境外生特殊狀況獎學金。 

(二) 實踐大學臺北校區提供的入學獎助方案：請參閱本校臺北校區課外活動指導一組網站 

網址：https://activity.usc.edu.tw/p/405-1062-12088,c608.php?Lang=zh-tw 

1. 臺北校區僑生暨港澳生入學獎助學金 。 

二、政府提供之獎學金：（請參閱海外聯招會網站） 

網址：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cholarship 

  

https://activity.usc.edu.tw/p/405-1062-12088,c608.php?Lang=zh-tw
https://activity.kh.usc.edu.tw/p/406-1014-41633,r507.php?Lang=zh-tw
https://activity.kh.usc.edu.tw/p/412-1014-662.php?Lang=zh-tw
https://activity.usc.edu.tw/p/405-1062-12088,c608.php?Lang=zh-tw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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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習與就業輔導(僅高雄校區) 

各科系於大三或大四，皆可協助安排至國內外相關工作領域實習，相關實習廠商，因與廠商簽

約時效不同，故每年會有異動。 

 實習地點 

國內 

商學與資訊學院 

KKBOX、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世貿會展協

會、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三商美邦

人壽、日盛證券……等。 

文化與創意學院 

台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

會、台北藝術設計中心、何嘉仁美語、中華航空、雄獅

旅遊、台北寒舍艾美酒店、鼎泰豐……等。 

國外 上海、廈門、江蘇、蘇州、越南、日本、印尼、澳洲、美國、杜拜……等。 

(各系皆有不同實習單位，因與廠商簽約時效不同，故每年會有異動。) 

拾、生活與輔導 

一、為協助僑生及港澳新生儘速融入本校生活，除保障錄取生學校宿舍床位，首次抵臺將提供

接機服務。 

二、本校實施各類教學助理輔導、導師制度以協助新生適應陌生環境，導提高學習成效。 

三、定期舉辦團康旅遊、國際文化社團交流等活動。 

拾壹、其他申請注意事項 

一、當學年度經本校第 1 梯次自行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管道「已錄取」之僑生及港澳學

生，海外聯招會將不再進行分發；當年度經海外聯招會管道已錄取之僑生及港澳學生，不

得再參加本校第 2 梯次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管道；已參加海聯分發並獲錄取之

港澳生及僑生，不得獲第二梯次單獨招生錄取。 

二、在臺灣地區現有或原有戶籍之僑生，在學期間應申請緩徵，畢業或離校後，緩徵原因消

滅，則應適用歸國僑民兵役相關規定。但如在學期間、畢業或離校後，已無僑民身分，則

應適用國內一般役男規定，有關兵役問題，可向內政部役政署查詢。 

三、已於國內大學一年級就讀之肄業僑生，僅得參加國內一般生之轉學考入學，不得以單獨招

生管道轉學就讀大學二年級。 

四、經申請入學就讀之僑生及港澳學生，不得自行轉讀或就讀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例假日授課之班別。 

五、依教育部規定，凡曾經入學學校以操行、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

退學者，不得再向本校申請入學。若違反此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撤銷錄取資格。 

六、入學許可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須由我國駐外機構核給。 

七、本申請入學系依據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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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辦法」、本校學則、本校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規定及參考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學生來臺升讀學士班簡章辦理。 

八、本簡章若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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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學校校系介紹 

設計學院 College of Design 

系所 

Department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D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Master's Program)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碩士 

Maste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cid.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高階產品設計」屬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的核心課程，透過綜合性的設計教學指

導，讓碩士班學生能真實體會創作本意及其發展可能，輔以多管道驗證，確認自我發展的方向。其教

學目標包括： 

一、提昇設計創作與設計組織規劃的能力；創造新的設計語言(造形、生活型態…等)、善用新的設計

工具(電腦、網路、媒體…等) 以展開新的設計過程。 

二、養成產品設計之理論與實作能力 

三、提升設計團隊之組織、合作與協調能力( collaborative design) 

四、協助設計創新與創業 

五、跨文化設計研究與設計合作 

 

1.提供國內外設計組織或企業實習機會，以利未來生涯發展。  

2. 提供國際設計學校交換學生機會。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http://scid.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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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學院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系所 

Department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Music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碩士 

Bachelor、Maste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music.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學士班： 

入學第一週將舉行主修能力鑑定考試，考試內容比照當年度臺灣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所規範的

各類樂器主修考試分項考試曲目內容。如果未能通過該項主修項目的能力測驗，將由本系輔導並指定

未來四年的主修項目。 

主修限選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豎琴、古典吉他、長笛、雙簧管、單簧

管、低音管、圓號、薩氏管、小號、長號、上低音號、低音號、擊樂。 

就讀本系須具備樂器演奏以及音樂理論基礎，若無具備者，將在學習上發生較多的困難；另本系學習

與演奏，需視力、聽力及手部協調，選填時宜慎重考慮。 

所有課程皆中文授課。 

 

碩士班： 

招收下列樂器主修：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聲樂、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

音管、薩氏管、小號、長號、圓號、上低音號、低音號、擊樂、音樂創作、音效設計、管弦樂指揮。

採不分組招生。所有課程皆中文授課。 

※招考相關說明： 

須具備藝術歌曲及西洋歌劇演唱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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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時應慎重注意。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職業/半職業樂團團員、音樂教學、藝術經紀、文化創意與藝術相關產業 

 

  

https://music.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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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食品營養與保健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Nutrition and Nutraceutical Biotechnology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碩士 

Bachelor、Maste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food.usc.edu.tw/?Lang=zh-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1.全台灣相關科系中唯一「食品」與「營養」雙主修，具備考營養師與食品技師雙重資格。 

2.全台相關科系唯一大四下一整學期「在業學習」與「境外實習」。 

3.台灣相關科系中唯一設立跨領域「食品行銷管理學程」 

4.全世界相關科系中唯一開設「大數據在食品營養領域的應用」課程。 

5.設立「創新食品開發與行銷中心」。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1. 本系除了訓練學生紮實的食品和營養雙主修，亦提供學生跨領域的學習機會，包括了行銷管理、大

數據和人工智慧、海外實習等，所以我們的畢業生出路多元，並非只能擔任營養師和食品技師。 

2. 我們是一個強調科學訓練的科系，雖然也會有在廚房內上課的實習課程，但我們並非培養畢業生成

為廚師。 

 

 

系所 

Department 

社會工作學系(臺北校區) 

Dept. of Social Work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sw.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系前身為兒童保育科，創立於 1967 年；1973 年因應時代的需求改設為社會工作科，係為國內第

一個社會工作科系，系友遍布國內社福機構。本系重視實務訓練，實習時數為全國最高，亦有不同的

實作課程，訓練扎實。近兩年積極辦理新南向國家見習、中國港澳參訪等海外學習活動，並可至國外

學校相關科系進行交換學習。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縣市政府公部門及私人社福單位，但是社會工作畢業並非僅能到社福機構工作，或者報告國家考試。

由於歷經厚實的溝通和同理心訓練，經過適當額外訓練後，畢業生可投入人力資源、公關業務、社會

企業等工作，但社工系畢業生不能報考或擔任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請同學切勿混淆。 

 

  

https://food.usc.edu.tw/?Lang=zh-tw
https://sw.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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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碩士 

Bachelor、Maste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fbm.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學士班： 

本系分為餐旅組和廚藝組，廚藝組課程除了精進之廚藝藝術外，也強調管理的專業理論與實務整合，

藉此培養中、西廚及烘焙之專業技藝和餐飲創業人才；餐旅組課程著重於餐廳與旅館的管理、行銷和

經營，且導入科技與智能的概念來教授餐旅業未來管理經營的人才。 

碩士班： 

本碩士班願景是培養餐飲產業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創新管理及研發人才。 

我們發展的特色: 創新創意力、國際移動力、人文關懷力。 

我們培育的目標: 服務創新/產品創新/經營模式創新。 

我們主要的課程:餐飲產業創新管理研究、餐飲創意行銷專題、餐飲永續發展研究、餐飲產業文化與創

意研究、產品創新研發、餐飲服務創新研究。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餐飲主管、烘焙、廚藝師傅、旅館行銷 企劃主管、創業 

 

系所 

Department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Family Studi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fscd.usc.edu.tw/?Lang=zh-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學士班： 

本系乃全國少數整合家庭與兒童領域之學系，課程注重專業性與實用性，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藉

此培養全方位知識的專業工作者。 

本系生須進行專業實習，畢業後可在幼兒教保、家庭教育、老人服務、文教產業等相關機構任職，歡

迎對兒童及家庭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加入。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幼兒教保產業(幼兒園教保員、教具研發、親子館/托嬰中心、保育人員)、家庭教育產業(家庭服務中

心之綜合企劃/推廣教育/行政人員)、老人服務產業(老人照養護之方案企劃/行政/研究員) 

  

https://fbm.usc.edu.tw/
https://fscd.usc.edu.tw/?Lang=zh-tw


8 

全英獨立學系(英文) 

系所 

Department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臺北校區) 

English Taught Program in Smart Service Management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etpssm.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學士班： 

智慧服務學程為全台第一個結合觀光餐旅及智能服務之跨領域學程，以觀光餐旅產業為探討場域，搭

配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等多元智慧科技課程，藉此強化學生服務與體驗設計之專業技能。

我們的特色： 

1. 全英語授課，並提供海外短期密集課程 

2. 提供交換學程、雙聯學程以及海外實習機會，以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系所 

Department 

國際企業英語學位學程(臺北校區) 

 English Taught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碩士 

Bachelor、Maste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uscetp.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學士學位學程： 

本學程(ETP)致力於培育擁有優秀語言能力，以及廣闊國際觀的青年學子。藉由本學程所提供多元的

環境與豐富的課程，學生將具備商業領域的知識，並成為國際企業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因此課程包

含：一年級：企業參訪以及客座演講、二年級：國際學術交流、三年級：交換學生計畫以及四年級：

海內外實習。本學程除少部分通識課，均採全英語授課。為此同學具備國際移動能力，專業和語言能

力必須齊頭並進。畢業前則通過雅思IELTS6.0測試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 

 

碩士學位學程： 

本學程歡迎大學非商科或未曾接受全英文授課之商科同學就讀。為培育具國際移動力之人才，課程以

英語授課。歡迎具備具全球視野和英語流利的大學畢業生申請就讀。學生畢業前需通過多益 

(TOEIC)750分(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以上之檢定。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專案管理、創新創業、人力資源、行銷、金融 

 

  

https://etpssm.usc.edu.tw/
https://uscetp.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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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系所 

Department 

企業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stration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碩士 

Bachelor、Maste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bm.usc.edu.tw/?Lang=zh-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1.本學系培育兼具「永續、人文、智慧之企業管理人才」。著重商務管理專業、創新經營與國際視野

之養成，發展全球化行銷，環保與低碳經濟之永續經營能力。 

2.本系配合學院實施課程學程化，開設「服務業管理學程」、「創新創業管理學程」，學位證書可加

註跨領域專長，增加就業競爭力。 

3.協助學生赴海外姊妹校進修，或報考學碩士一貫學程及升學MBA，同時提供境內外優質實習方案，

以達學用合一及產業鏈結目標。 

4.連絡電話：+886-2-25381111分機8111-8113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專案管理、創新創業、人力資源、行銷公關、品牌管理、部門主管、永續長 

 

系所 

Department 

會計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account.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學系旨在培育具職業道德、溝通能力及敬業樂群之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初、中階會計、審計及稅務人

才，以配合政府機構、民營企業、會計師事務所及非營利機構會計相關領域之人才需求。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政府機構會審及稅務人員、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查帳人員、營利及非營利組織之財務會計與內部稽

核人員、開設記帳事務所 

 

  

https://bm.usc.edu.tw/?Lang=zh-tw
https://account.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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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校區) 

 D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insurance.usc.edu.tw/?Lang=zh-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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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的就業領域非常多元，包括企業、銀行、證券跟保險業，而保險業包括壽險、產

險、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再保險等 

 

系所 

Department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ib.usc.edu.tw/?Lang=zh-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系教育目標在培養「國際貿易」與「國際經營」兩種專業人才，規劃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輔導學

生英語能力及專業證照。除有專家系列講座分享職場經驗，並提供彈性學習或實習機會，以提升學生

就業競爭力。每年安排外籍教授全英語協同教學，並有多位同學參加交換學生計劃，赴歐美或大陸姊

妹校學習，增進學生國際移動能力。學系期許學生在優質學習環境與多元學習方法下，建立明確學習

目標及良好職涯發展。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多益600分或同級相關檢定。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國際貿易專員、外銷業務專員、跨境電商專員、行銷企劃人員、採購人員、產業研究人員、航務管理人

員、物流管理人員、外匯交易人員、金融從業人員。 

 

  

https://insurance.usc.edu.tw/?Lang=zh-tw
https://ib.usc.edu.tw/?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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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財務金融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碩士 

Bachelor、Maste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finance.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學、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於 1992 年設立，重視產學合作，2010 年 8 月增設碩士班。本學系教育目標為透過理

論與實務整合，培育具備專業能力、資訊分析與實務應用之金融專業人才。 

 

電話：+886-2-2538-1111轉8711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金融保險、證券、企業財會、財務行政 

 

系所 

Department 

應用外語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afl.usc.edu.tw/?Lang=zh-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學系旨在培訓具有國際競爭力及英(外)語溝通之專業人才。課程設有文創產業學程及商旅學程，涵

蓋文化、語言、創意、商旅、航空等相關領域，輔以海內外職場實習及取得國際姊妹校學、碩士雙聯

學位。提供學生多元升學管道。聯絡電話：+886-2-25381111轉8311。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飛航管制員、空服/地勤人員、口/筆譯人員、外文編輯、公關、外語領隊/導遊、公司企業秘書/特別

助理、國小/中及高中/職英語教師、社會補教單位之行政教學人員、出版社英語教材研發。 

 

  

https://finance.usc.edu.tw/
https://afl.usc.edu.tw/?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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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臺北校區)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aipei) 

學位別 

Degree 

學士、碩士 

Bachelor、Maste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itm.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學、碩士班： 

本系所課程規劃為「資訊科技」與「資訊管理」兩大領域，培養軟體設計、網際網路程式設計、數位

媒 體設計、企業E化、行動商務及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等六種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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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實習，至國外姊妹校交換、攻讀雙學士學位等。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程式工程師、網頁設計師、軟體工程師 

 

  

https://itm.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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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與資訊學院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系所 

Department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ibm.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之教育目標是培育積極負責、具實踐能力、重視專業倫理之國際行動供應鏈管理人

才/國際行銷管理人才。國企系為商管落實教學實用之典範，同時擁有扎實的商管與外語課程，一年

多益成績達850分以上就有6位同學，更有900分以上2位。以語文及管理知識為基本素養，尤其在英

文、日文、韓文方⾯都創下良好的檢定佳績。強化實務之實習培訓計畫(半年以上的境外實習，如：新

加坡、日本…)，國企系為畢業即就業豎立最佳典範。國企系每年都會接待德國EMBA的學生到校上課

四周，同學有機會與他們互動。我們每年也招收多位僑外生及陸生，讓同學在校園內就有多元的國際

學習環境。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學生就業以企業處理海外事務工作為主，培育具備國際觀點之管理能力並加強「國際行銷」與「國際

行動化供應鏈」領域之知識。強調畢業即就業並為管理人才奠定良好之基礎。在各組：日、韓企業經

營環境、東南亞企業經營環境、德國商務經營環境、兩岸企業經營環境之中培育產業管理人才。同學

畢業後可考取相關公職，也可升學：國際企業、工業管理、運籌管理、資訊管理等相關研究所，就業

則包括相關從業人員：商品企劃管理師、貿易從業人員、供應鏈管理師、通路規劃專員、國際物流管

理人員、產銷管理專員、國內/外業務管理師、店長/賣場管理人員、專案管理專員等。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培育五管整合能力之通才，但主要朝「國際性物流產業」、「國際性百貨零售服務

業」、「國際性製造業及高科技產業」等三大產業進行重點培育，合作之實習廠商也同樣聚焦在些領

域，實習廠商除了配合學校所提供之日本、越南、廈門、上海等地之境外知名企業外，國企系獨家合

作之廠商包括：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漢神巨蛋百貨公司、優視達光學有限公司、鴻泰國際物流公

司、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五行創藝設計有限公司、城乙物流(股)公司、MLD 台鋁生活商場等，境

外則有新加坡MUJI (SINGAPORE) PTE LTD.等公司。 

 

  

https://ibm.kh.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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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mm.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1.本學系以培養「行銷企劃人才」與「專業銷售人員」為發展宗旨。 

2.課程規劃以輔導學生考取行銷管理專業證照為目標(學生通過率90%以上)。 

3.擁有獨立市場調查中心，實際承接企業委託案培養學生實作調查的能力。 

4.提供大四生至國內外業界帶薪實習，並有上海境外實習的機會。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本系未來出路可擔任企劃部人員、行銷部門專員、專業銷售員、市場調查員等。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本系實習單位包含知名百貨公司(如:高雄漢神百貨、大魯閣集團(高雄、台中、新竹)、遠東SOGO百

貨)、威聯網科技公司等，藉由校外實習機會，學習實務操作技能，培養學生未來工作潛能。 

 

系所 

Department 

會計暨稅務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at.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1.深具前(錢)景：進可攻(年薪百、千萬以上不是夢)；退可守(就業保障)。 

2.系上安排國內及海外帶薪實習，企業愛留用。 

3.公職應考類組多；記帳士/證照考試專業授課；跨組其他商管領域容易。 

4.全國首創唯一「會計暨稅務學系」：強調「會計」及「稅務」雙專長。 

5.課程公職化、證照化、實務化、資訊化：課程選擇多元，畢業即就業。 

6.全球交換生海內外學習。 

7.校內、外及本系學生專屬獎助學金。 

8.實務型財稅師資：實務經驗25年以上之專任稅務專家。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企業治理組：會計師/記帳士/高普考/內部稽核師/管理會計師。 

洗錢防制組：會計師/記帳士/高普考/洗錢防制師/風險管理師。 

財富管理組：會計師/記帳士/高普考/財務分析師。 

會計AI組：舞弊查核師/電腦稽核師/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國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小型會計師/記帳士事務所、國稅局、稅捐稽徴處、私人企業財務/會計部

門。 

 

https://mm.kh.usc.edu.tw/
https://at.kh.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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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金融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Finance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dfo.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系特色:4個「最佳」及4個「保證」 

「最」賺錢行業—金融行業(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 

就業「最」佳保障—全年實習(開辦期間達11年、實習人次達400多人、實習企業傾向100%留用)。 

「最」有希望未來—金融科技(中時電子報評選本系為全國開設金融科技學程6個最積極的校系之一)。 

累積「最」多財富—投資實戰經驗(本系提供資金讓同學實際進行投資操作)。 

「保證」輔導考取「國立」研究所。 

「保證」考取「金融」就業證照。 

「保證」「海外」教學課程。 

「保證」會有「實習」機會。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1.金融機構(銀行、證券公司、投資顧問公司、保險公司等)專業人員。 

2.各公司財務部門理財專業人員。 

3.金融科技新創公司。 

4.通過高、普考，可任職政府金融機構之專業人員。 

5.國內外各大學研究所進修深造。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銀行: 中國信託銀行、玉山銀行、永豐銀行、台中銀行、新光銀行、板信銀行、陽信銀行、台新銀

行、    

京城銀行。 

證券公司: 群益金鼎證券、元富證券、日盛證券、華南永昌證券、元大證券。 

保險公司: 富邦人壽、南山人壽、三商美邦人壽、國泰人壽。 

公司財務部門: 南六企業、中租迪和、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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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資訊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imd.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系培育資料分析、行動商務設計、雲端應用、數位金融、AI應用的人才。大一安排專任導師，另有

專門英文輔導，畢業前可具備TOEIC 550分以上的英文能力；大二進行資訊管理相關之專題製作或調

查研究，畢業前須參加全國性比賽以訓練實務及臨場表達之能力；大三暑假或大四至企業帶薪實習或

選擇海外在業彈性實習，薪資福利每月25,000元以上和優先錄用機會；針對資訊管理相關證照如物聯

網工程師、巨量資料分析師、App設計師均有專門課程及課後輔導，協助同學能考取1門以上相關證

照；畢業後最低起薪3萬元以上。 

 

人工智慧商務應用組： 

1.人工智慧商業應用人才，是業界極度需求的專業。本系全國首創與人工智慧軟體公司合開學程，培

養人工智慧商務應用人才。 

2.大一安排專任導師，另有專門英文輔導，畢業前通過 TOEIC550 分；大二進行人工智慧專題製作，

應用人工智慧解決商業問題，參加國內外相關競賽；大三暑假或大四至資訊業實習，薪資福利每月

25,000 元以上和優先錄用機會；針對人工智慧證照如 python、數據分析師均有專門課程及課後輔

導，協助同學考取 1 門以上相關證照。 

物聯網應用組： 

1.全國少數培養智慧物聯網商務應用與數據分析人才的組別。 

2.大一安排專任導師，另有專門英文輔導，畢業前可具備TOEIC 550分以上的英文能力；大二進行物

聯網相關之專題製作，畢業前須參加全國性比賽以訓練實務及臨場表達之能力；大三暑假或大四至企

業帶薪實習或選擇海外在業彈性實習，薪資福利每月25,000元以上和優先錄用機會；針對物聯網相關

證照如物聯網工程師、巨量資料分析師，均有專門課程及課後輔導，協助同學能考取1門以上相關證

照。 

智慧商務組： 

1.製造業製程數據分析、服務業客戶資料分析、企業人工智慧數位轉型的智慧商務人才需求龐大，也

適合自行創業。 

2.大一安排專任導師，另有專門英文輔導，畢業前通過TOEIC550分；大二進行電商或智慧商務應用

專題製作，應用人工智慧解決商業問題，參加國內外相關競賽；大三暑假或大四至智慧商務應用產業

實習，薪資福利每月25,000元以上和優先錄用機會；針對電子商務軟體應用、產業數據分析師均有專

門課程及課後輔導，協助同學考取1門以上相關證照。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各行各業都需要資訊相關人才，可在製造業、服務業擔任程式設計師、系統分析師、資料庫管理師、

資訊安全管理師、大數據分析師。也可在軟體產業擔任App設計師、網路行銷、網站設計等工作。本

系也規劃學生可至金融業從事金融科技開發、金融大數據分析、金融系統設計等工作，也有相關課程

培育學生擔任機器人程式設計教育等培育英才的工作。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中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孟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壹之堡創意機器人、尚億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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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Design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csd.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自九十三學年度成立，創立宗旨為「結合資訊科技與創意設計，培育數位內容創

意設計實踐家」，即以培養兼具資訊科技應用與創意設計能力的跨領域創新整合性人才為目標。本學

系發展定位以數位內容產業之「數位遊戲設計」、「電腦動畫設計」、「AR/VR體感科技」、「遊戲

美術設計」作為核心專業能力。課程規劃以跨領域創新整合與實用教學為導向，讓同學們能學到符合

時代潮流趨勢的知識與技術，課程內容與產業接軌，學生獲獎成果斐然，畢業生職場表現出色，深獲

產業界肯定。 

 

本學系包含四個課程模組： 

1.遊戲美術設計：高階次世代遊戲美術能力之養成，包含3D建模、材質貼圖繪製、創意角色設計、骨

架設定與角色動畫等能力，畢業生深受企業歡迎，可從事遊戲設計、3D建模等次世代遊戲美術相關產

業。 

2.數位3D動畫設計組：培養電腦動畫設計人才，課程設計特色包含3D建模、角色設計、骨架設定與

角色動畫、燈光特效製作、影像後製合成等能力。  

3.互動遊戲設計：培養遊戲程式設計人才，課程設計特色包含Unity遊戲程式設計能力、培養次世代遊

戲美術設計人才、3D建模、材質貼圖繪製等能力。 

4.AR/VR體感科技：培養AR/VR體感科技設計人才，課程設計特色包含2D/3D遊戲設計、AR/VR內容

互動設計等。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本學系辦理就業學程，聘請知名業師與產業接軌；學生可至國內外產業實習；大四舉辦專題展演與設

計競賽；此外，聘請國際名師開設設計創作工作坊，開拓國際移動力。 

本系師資教學精良並嚴格要求學生學習，獲獎成果豐碩。本系與遊戲大廠智冠科技簽訂產學合作合

約，未來大四學生可進入智冠科技實習，畢業之後優先錄用。畢業生深受「設計產業」、「遊戲動畫

產業」、「資訊產業」歡迎，畢業生可從事電腦動畫設計、多媒體設計、電玩設計、文創商品設計、

平⾯設計、商品設計、室內設計、展場設計、網頁設計、模型設計、資訊科技等相關產業。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筑今設計有限公司、馬來西亞Frogtale STUDIO、日本SEGA、昱泉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光和影映像股份有限公司、繆思創新事業有限公司、兔將影視公司、馬來西亞 

TBWA, KL公司、競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再現影像製作有限公司、創八多媒體有限公司、無限領域

有限公司、樂美館股份有限公司、PK king studio 工作室、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必應創造股份有

限公司、新加坡Tiny Island Inc、日本 Skeleton Crew Studio、網銀國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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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itc.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系在於培育資訊科技與網路通訊的加值服務與商業化應用人才，教學著重實務操作與創新應

用，並以「行動裝置」、「無人機」和「機器人」等智慧型設備之應用整合為學系發展特色。 

五大特色: 

1.課程規劃有「App設計」、「智慧機器人」、「無人機應用設計」和「人工智慧應用設計」等

四大主軸。 

2.通過國際工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畢業生受美加紐澳英等多國認可。 

3.提供國內外產業實習機會，大三暑假職場體驗，大四全年帶薪實習。 

4.在學成績前25%，錄取進入國立知名資訊相關研究所。 

5.校友就業調查，本系畢業生3年內的平均月薪達39.3K以上。 

 

本學系包含四個課程模組： 

1. App設計：開設iOS及Android手機相關的App課程，從設計、開發、測試、到上架發佈。通

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能導向課程–全國唯一課程級別達到「4」的App 程式設計師職能基準

課程，可對校外學員授課。 

2.智慧機器人：強調學用合一，設計服務型機器人與工業級機器手臂之應用程式。鏈結工業4.0智

慧製造，引進工業等級德國KUKA機器手臂實務教學，落實教學現場。 

3.無人機應用設計：以做中學為本，培育無人機飛行與設計應用之人才。設有創客空間，結合產

學合作計畫。本校區位於“非禁航區”，已成立南部唯一的無人機飛行訓練中心。 

4.人工智慧應用設計：以深度學習、圖形辨識和語音辨識等AI相關實務課程，培育設計人機互動

應用程式之人才，進一步整合開發智慧型資訊系統。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行動裝置APP程式設計師、網頁設計師、物聯網程式工程師、網路程式設計師、多媒體程式設計

師、人機互動應用程式設計師、智慧機器人設計師、無人機飛行師、多媒體網頁設計專業人員、

App程式設計專業人員、空拍機技術人員、無人機設計師、機器人軟體開發專業人員、工業4.0

自動化系統整合師、智慧家庭網路建構師、資訊專業經理人。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台中/臺北)、巴克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智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卓智創意互動科技有限公司、

KKBOX、高誠網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孟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戴米 

克軟體科技有限公司、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器人]、魅克族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

蛋股份有限公司、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亞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國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願境網訊股份有限公司_KKBOX、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華育機電企業有限公司、淩耀電子（創

客萊吧MakerLab)、倍嘉國際會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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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高雄校區) 

Bachelor Program in Computer Animation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bpca.kh.usc.edu.tw/app/home.php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電腦動畫學程以培養專業動畫創作和製作人才為目標，導入業界動畫工作經驗資深優秀老師授課，給 

予最直接專業的教導。課程設計由手繪基礎美術和動畫企劃創作，2D到3D電腦動畫的專業訓練和實 

作，除了角色動畫與說故事性的影片外，學生的專長也可擴展到多媒體、廣告、影片創作、漫畫、繪 

本、創意設計等…多項領域。 

培養目標在數位內容時代，培養動畫電視電影和多媒體相關各個領域人才庫，所以大一即分組開始製 

作創作短片，每年並多部短片參賽與展演，從實作中學習專業動畫技術，感受如產業中動畫團隊合作 

的精神和工作態度，畢業即就業，與產業無縫接軌！ 

動畫學程從大一即開始2D企劃創作製作和3D動畫製作基礎課程與實作練習，大二深入強化專業企劃 

創作(如:故事發想、劇本寫作、角色設計、場景美術設計、分鏡設計、動態分鏡等…)大三可依個人興 

趣選擇專業課程分組。 

本學程包含2個課程模組，課程設計強調養成學生2D、3D不同的動畫技術需求，以實際產業製作模式 

，由具業界實作經驗老師實際教導並熟悉軟體操作，深耕美術涵養，使學生有更專業的作品。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數位內容時代裡，更重視創作、製作各類媒體娛樂產業的內容，影像創作人和動畫師是最不可缺的 

人才。動畫學程由於專業師資進行授課，並配合專業課程安排，學習與實作又深又廣，未來方向專 

業且多元，畢業後的工作領域廣泛，並可依學生性向與興趣可選擇公作內容如：動畫電視電影創作 

製作公司、漫畫出版、遊戲企劃製作公司、電視電影製作公司、多媒體文創公司、廣告公司、繪本 

書籍文化公司等…都是可直接就業的管道。如果想要出國再深造，在畢業前也可具有成熟且有利的 

作品集，申請海內外名校。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大一學習首重基礎動畫，並籍由實作創作動畫短片，來練習並熟悉業界的動畫製作流程。 

由於導入專業業界師資群，在老師們的帶領下，大二開始即有就有機會實作，產學合作或各地方政府 

的委託動畫短片、宣傳片、文創衍生商品、文宣或實拍記錄宣傳影片。 

大四著重於學生個人作品集，由老師們協助媒合實習到海內外各動畫製作公司、多媒體影音公司、廣 

告公司…等。實作中學習，是電腦動畫學程最重要的一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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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創意學院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系所 

Department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Management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rmd.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系課程設計恪遵實踐大學「實用教學型大學」的準則，訂定兩大教育目標：為休閒產業培養具有多

元文化觀的「規劃與推廣人才」及「運動企劃與指導人才」，並針對「設計規劃休閒產品與服務運動

的能力」、「導覽解說休閒產品的推廣能力」、「經營運動類休閒活動的能力」與「具有創意與通的

能力」四大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設計，使學生具有創新思考、了解產業趨勢與職場競爭力、以及社會責

任與職場倫理的涵養，使學生未來就業或進修之職涯發展具有明確且優質的前景。 

 

本學系設有「休閒文創規劃模組」及「運動遊憩模組」等課程，以實務實習方式在政府機關外部資源

挹注下，發展出「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學程」及「精品咖啡烘焙學程」等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依學程

性質不同，本系常舉辦各種主題活動、專題演講、導入業師指導，以補充學生正式課程學習資源之不

足，並能增加同學們對於業界實務狀況之瞭解，此外學系並提供跨領域學習機會-職能導向課程(中階

精品咖啡烘焙、中階精品咖啡杯測、中階精品咖啡釀萃及自然人文生態導覽人員等職能認證課程)以培

養學生創新思考、通盤規劃之能力。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休產系是一個強調（能力+態度）+證照+實習=就業保證，主要包含運動休閒及休閒遊憩產業的人才

培養，系上具有咖啡及環境教育就業學程，以及三項精品咖啡類及一項導覽解說類的職能認證，搭配

豐富多元的國內外實習，包括：Club Med國際渡假村、鼎泰豐、星巴克及World Gym等國內外知名

企業的半年實習，讓休產系的學生成為能力好、態度好之職場上具有高度競爭力的人才，選擇休產、

前程璀璨！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Club Med國際渡假村、鼎泰豐、星巴克及World Gym等國內外知名企業的半年實習。 

 

  

https://rmd.kh.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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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tm.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以培育具國際移動力之觀光領域管理人才為目標，規劃「旅遊事業」、「餐旅事業」二大領域，作為

專業基礎課程的規劃方向。除觀光專業課程學習外，設計多元跨領域的學分學程讓各位同學依自己的

興趣學習更專精職能培育課程，共計有航空服務管理、智慧旅遊設計與行銷、旅館會展、境外實務實

習(英、日語)等。為豐富同學的人文涵養，本系也完整規劃了一系列的文化創意旅遊及自然生態規劃

等精彩課程。完整的觀光管理人才養成計劃，成就了本系學生具備國際視野、人文創新與生態關懷的

新世代觀光管理人才。本系參訪活動包含了美國夏威夷州Honolulu Festival、英國愛丁堡國際藝穗

節、日本溫泉旅館服務課程、港澳觀光教育課程、俄羅斯莫斯科市立大學俄羅斯文化教育課程等國際

課程體驗活動。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旅行社相關從業人員、航空相關從業人員、飯店餐飲相關從業人員、民宿規劃暨管理從業人員、領 

隊與導遊執業人員。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與國內綜合旅行社及五星級大飯店合作實習，如易遊網、雄獅旅行社、山富旅行社、信安旅行社、 

新竹雪霸休閒農、海生館、臺北寒舍艾美酒店、臺北W大飯店、鼎泰豐小吃、新竹喜來登大飯店、 

晶英集團、台中長榮桂冠酒店、洲際酒店集團、金普頓酒店、國內相關民宿等單位。國外實習與泰 

國清萊艾美酒店、西安威斯汀酒店、日本城崎溫泉等酒店、日本北海道酒店、新加坡樟宜機場地勤 

、新加坡五星級大飯店、廈門國際會議中心酒店等單位實習，陸續增加中。 

 

  

https://tm.kh.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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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and Merchandising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fdm.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本系教學目標與特色： 

1.本學系培育服裝設計，品牌行銷與人文藝術跨域人才，作品屢獲國內外設計競賽大獎。 

2.四年的專業課程與活動涵蓋多元的學習和體驗，開拓您的國際視野與探索發掘個人潛力。 

3.與全球知名設計學院交流合作，舉辦海外移地教學及國際工作營。 

4.與國內上市櫃公司產學合作，學生實習與就業皆能無縫接軌。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服飾設計方⾯：服裝設計師、打版師、樣本師、縫製指導、整體造型師、服裝形象指導、流行雜誌編

輯、流行資訊分析師、品質管理工程師。 

服飾經營方⾯：品牌經理、商品企劃、商品陳列、百貨樓管、銷售專員、營業店長、服飾營銷、廣告

公關、服飾採購人員、外銷成衣業務、model走秀導演、成衣生產管理人員。 

織品應用設計方⾯：流行雜誌編輯、飾品配件設計師、金工設計師、布花設計師、鞋類設計師、袋包

設計師、織品設計師、布料採購員、布料貿易業務員。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學系2019年實習廠商計有：捷恩尼納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芃諭服飾開發有限

公司、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龍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永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揚明新娘服飾股份

有限公司、金安德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好悅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薩摩亞商廣立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昇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劉孟籬工作室、儒

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網羅國內服飾相關企業，提供學生暑期及全學期實習經驗。 

 

 

  

https://fdm.kh.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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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fsdc.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1.本系分「時尚造形設計」與「媒體傳達設計」兩模組，以培育頂尖整體造形設計與媒傳影像設計的

專業人才。 

2.師資屢獲國際設計大獎，年輕並具熱忱與實務創作經驗。 

3.課程除學理基礎外，以實務技能、實習體驗與創意開發為主，藉設計營隊參訪研習海外移地教學與

歐美及大陸名校交流建構學生國際視野。 

4.以畢業製作培育學生跨域整合與團隊合作能力。 

5.就業與實習多元化，包含整體造形設計、服裝設計、時尚攝影、展⽰空間設計、時尚編輯、時尚公

關與企劃等緊扣設計趨勢與需求。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形象設計顧問、整體造型設計、展演服飾設計、服裝設計、彩妝設計、髮型設計、時尚預測分析、時

尚攝影、平⾯設計、視覺影像設計、展⽰空間設計、時尚編輯、時尚廣告設計、時尚公關與企劃、時

尚品牌評論、時尚產業管理、視覺藝術指導。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樂家人生活文創有限公司、快樂麗康

股份有限公司、Men’s Uno雜誌、珍琳蘇婚紗、躍演劇團、奇采企業好萊塢的秘密品牌、相信音

樂、The Side、Danny’s Flower、台南人劇團、奔放樂集、Gaute、謝宜彣設計工作室、別件室、

映畫工作室…等。 

 

 

  

http://fsdc.kh.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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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Department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校區)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Kaohsiung) 

學位別 

Degree 

學士  

Bachelor 

學系網址 

Website 
https://jp.kh.usc.edu.tw/ 

學系介紹 

Introduction 

1.本系課程首重加強日語聽說讀寫譯之應用能力，畢業門檻為日本語能力檢定N1。培養學生國際文化

素養與國際溝通表達能力，強化日本工商業相關之專業知識。 

2.畢業後在日就業制度。 

3.帶薪赴日兩至六個月的實習制度。 

4.互換學分的留學制度。 

5.本系具備引導學生考取日本語能力檢定N3-N1輔助課程，也免費開設日語能力檢定課後加強班。 

6.學系連絡電話：+886-7-6678888#4291；FB：實踐應日。 

未來出路 

Future way out 
赴日就業、日文秘書、觀光相關產業、日文教師、飯店旅館從業人員、商務貿易人員、翻譯人員等。 

實習單位 

Internships 

實習限定於日本全境 

廠商包含：エクシブ那須白河、グランドホテル大雪、サホロリゾートホテル、ホテルグリーンプラ

ザ箱根、ホテルマハイナ、ホテル大雪、やすらぎ伊王島、ルスツリソートホテル、三愛高原ホテ

ル、上高地五千尺ホテル、玉原東急リゾート、白骨溫泉鶴屋、伊豆一碧湖ホテル、旭岳温泉グラン

ドホテル大雪、定山渓万世閣、東急リゾートサービス玉原、知床ノーブル、洞爺湖万世閣、風水ホ

テル、原鶴グランドスカイホテル、宮島シーサイドホテル、宮島ホテルまこと、扇芳閣、鬼怒川グ

ランドホテル、清風荘、温根湯ホテル四季平安の館、湯快リゾート あわづく、湯快リゾート 下

呂、然別湖畔溫泉ホテル風水、黑船ホテル、網走湖荘、層雲閣グランドホテル、箱根ホテル小涌園

（合約依每年議定而有所不同，廠商、名額按當年度簽約結果為準） 

 

 

https://jp.kh.usc.edu.tw/


 

 

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姓名）已詳讀簡章規定，本人身分資格及學歷資格均符合相關規

定，茲提供相關身分證明及學歷證件作審查使用，且本人繳交報名及審查資料，內容皆屬實，經審

查後如有以下情形，本人同意至 2023 年 7 月 15 日止應符合相關資格規定，否則由貴校撤銷錄取資

格。 

 

1.僑生申請時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及第

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規定。 

 

2.港澳生申請時尚未符合「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六

年以上」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期間之規定。 

 

3.港澳生同意於錄取報到後之身分資格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有關「未持有英國國民

（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或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葡萄牙護照

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之規定。 

 

此致 

實踐大學 

 

 

考生簽名：                    (請務必親自簽名) 

護照號碼： 

國別或地區別： 

住址： 

聯絡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供 112學年度適用） 

報名資格確認書係經教育部國際兩岸教育司 110年 9月 14日修正 

本人              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 2023年赴臺就學。本人確認報名時符合下列各項勾選情況

（請就以下問項逐一勾選）： 

一、本人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二、以簡章報名截止日往前推算，本人符合下列最近連續居留境外
註 1
之年限規定： 

註 1：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至「連續居留」係指每曆年（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來臺停留時間不得逾 120日。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 8年以上。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已滿 6年但未滿 8年。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未滿 6年。 

□計算至西元 2023年 8月 31日止始符合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滿 6年（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系、牙醫學系及

中醫學系者須滿 8年）。 

三、承上題，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期間曾否在臺灣停留超過 120日？ 

□是；本人另檢附                               證明文件。 

□否。 

四、確認您的報名身份是「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只能填寫一種） 

本人確認前述填報資料均屬實，如有誤報不實致報名資格不符情事，其責任自負，絕無異議。 

立聲明書人：               

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西 元        年          月          日                                                               

□港澳生(以下 4擇 1)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以下 3擇 1) 

1□本人具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1□本人具有英國護照，兼具香港永久居留資格，未曾

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

6年以上 

2□否；本人無葡萄牙護照、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

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 

2□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護照日

期為：1999年 12月 20日後取得，兼具澳門永久

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

港、澳門或海外 6年以上。 

3□是；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護照

日期為：1999年 12月 19日(含)前取得（錄取後需

檢附澳門特區政府身份證明局開立之「個人資料證

明書」始得申辦赴臺就學簽證）。 

4□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

護照或旅行證照，同意於錄取分發後放棄外國護照

或旅行證照。 

3□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護照

或旅行證照，兼具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

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

6年以上。（申請就讀大學醫、牙及中醫學系者須

滿 8年）。(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

外之國家或地區) 

附件二 



 

 

 

實踐大學 2023 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作品著作權切結書 

考生   參加實踐大學2023年學士班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欲申

請實踐大學       學系，保證交付審查之個人作品確為本人創作，其中與他人合

組創作或臨摹之作品，本人已將自己創作部分標註說明清楚。若有任何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願取消

錄取資格，不得異議；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註銷學籍。 

 

 

 

此致實踐大學 

 

 

 

考  生 簽 章 ：    

 

 

 

 

西元        年        月         日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