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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 

2022-2023 先修華語優惠方案(Pre-U Chinese Program)簡章 

2022.11 

壹、 方案簡介  

長榮大學邀請未來有計畫在本校就讀大學部的同學，先至本校就讀 6 個月至 12 個月

的「先修華語課程」。參加者通過本校大學部學位生相關入學管道資格審核後，銜接成為

本校學位生。正式入學後，依其先修華語學季數，在第一學年給予 1 學期或 2 學期的學

雜費減免優惠。本方案所指的大學部學位課程皆是中文授課。 

本方案的先修華語課程是「非學位」課程，主要以學習華語為主，每季課程為期 11

週，一週學習時數為 15 小時，依程度分班上課。本方案主要招收華語程度 A2 以下學生

為原則，於春季（3 月）或秋季（9 月）開始修習華語課程。  

貳、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申請人年滿 18 歲（含）以上為原則。 

二、符合本校大學部入學管道之身分規定，以下擇一： 

管道 身分規定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請參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10001 

僑生及港澳學生申

請入學 

請參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00001 

重點運動項目績優

學生單獨招生 (B

組) 

須具備運動績優資格，如下： 

1. 具備「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中

之甄審、甄試資格者。 

2. 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層級之運動競賽，並持有證明者。 

3. 曾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並持有證明者。 

4. 曾參加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運動聯賽、全國單項運動協

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並持有證明者。 

5. 曾任高中職學校運動代表隊一年以上，且曾參加縣市級以

上運動競賽，並持有證明、參賽紀錄者。 

6. 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畢業生，並持有證明者。 

學士班特殊選才 

1. 具中華民國國籍。 

2. 具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含境外臺生、新住民及其子女、經

濟弱勢學生、實驗教育學生、持境外學歷報考且同時持國

外具公信力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者），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者。 

進修學士班 具中華民國國籍。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1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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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備中學學歷或預定中學畢業，或符合中華民國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第二條之規定者。 

四、華語程度未達 A2 為原則。 

五、以取得本校華語授課學士學位為目標。 

六、非中華民國政府部會資助之台灣獎助學金受獎者。如: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外交部

或教育部臺灣獎學金、國合會外籍生獎學金…等。 

參、重要階段與時程 

一、重要階段 

        本簡章適用期程為，申請人於 2022 年秋季或 2023 年春季入學先修華語課程後，

銜接成為 2023 年秋季入學成為長榮大學正式學位生。以下分階段說明： 

• 階段一：先修華語  

1. 入學處評估未來入學管道，提供報名序號→ 

2. 申請人完成 Pre-U 報名表填寫及資料繳交→ 

3. 華語中心審核；通過者，核發華語中心入學通知書→ 

4. 學生申請中文學習簽證(FR)→ 

5. 進入長大華語中心成為華語生→ 

 

• 階段二：以適合管道申請入學 

6. 確認未來就讀系所志向→ 

7. 於指定期間內提交學位生入學申請→ 

8. 長榮大學入學審查（先修華語課程就讀表現列入審查參考指標）→ 

9. 確定審查結果→ 

10. 通過者，核發長榮大學錄取通知書 

 

• 階段三：長榮大學學位生   

11. 以外籍生或僑生身分入學者依規定出境或在台申請就讀學位簽證(FS/FC)→ 

12. 2023 秋季入學成為學位生 

 

二、重要時程 

（一）階段一：先修華語 

重要作業 2022 秋季華語先修 2023 春季華語先修 

華語中心申請入學 2022/07/01 前 2022/12/20 前 

最後入境期間 2022/09/07 前 2023/03/22 前 

就讀先修華語 2022/09-2023/09 (4 學季) 2023/03-2023/09 (2 學季) 

 



3 
 

（二）階段二：以適合管道申請入學（2023 秋季） 

重要作業 外籍生/僑生 學士班特殊選才 運動績優(B 組) 進修學士班 

學位生 

申請入學 
2023/06 

2022/10/17 

~ 

2022/11/18 

2023/03 

~ 

2023/06 

第一梯：

2023/02/13~2023/06/05 

第二梯：

2023/06/19~2023/08/18 

學位生 

入學審核 
2023/07 2022/12/02 2023/06 

第一梯：2023/06 

第二梯：2023/08 

核發 

入學許可 
2023/08 2022/12/30 2023/07 

第一梯：2023/06/21 

第二梯：2023/08/31 

*實際時程以 2023 秋季學位生入學相關管道簡章為準。 

（三）階段三：長榮大學學位生（2023 秋季） 

重要作業 學位生 

正式入學成為長榮大學新生 2023/09 

肆、限額：上限 50 名。 

伍、優惠方案說明 

一、 本方案提供雙重優惠，包含：（一）先修華語期間的學費優惠、（二）入學成為學

位生後的學雜費減免。說明如下: 

 優惠一：先修華語課程學費優惠，每季新台幣 2 萬元（原價 3 萬 5000 元）。 

 優惠二：成為正式學位生之後，可以依據先修華語的就讀學季數，再申請一或

二個學期學雜費全免。 

先修華語課程期數 學位生新生入學優惠 

二學季（含） 第一學期學雜費全免。 

三學季（含）以上 第一及第二學期學雜費全免。 

二、 參加本方案者，成為正式學位生後，其受獎助（學雜費減免）期間不適用「長榮大

學境外新生助學金設置及申請要點｣、「長榮大學境外生獎學金設置及申請要點｣、

「長榮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與單獨招生優秀新生助學金申請要點」或「長榮大學優

秀新生獎學金」。本方案獎助期限結束後，方可適用「長榮大學境外生獎學金設置

及申請要點｣、「長榮大學學士班特殊選才與單獨招生優秀新生助學金申請要點」或

「長榮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 

三、 中華民國政府部會資助之台灣獎助學金計畫（如: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外交部或教

育部臺灣獎學金、國合會外籍生獎學金）受獎者，不適用本方案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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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報名受理時間 

 2022/07/01 前：完成「2022 年秋季班」線上報名。 

 2022/12/20 前：完成「2023 年春季班」線上報名。 

 

二、報名流程: 

(一) 請完成未來續讀大學部入學管道評估，並取得報名序號。 

1. 請連繫本校入學服務處（overseas@mail.cjcu.edu.tw），繳交身份相應文

件，完成入學管道評估，並取得報名序號。  

2. 請提供預定入學管道相關身分文件 

入學管道 身分文件 

外籍生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 護照之基本資料頁（含護照號碼、姓名、出

生年月日、照片內容） 

• 依國籍法第二條規定，如為華裔外國學生需

檢附喪失國籍許可證書，自內政部許可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八年以上。 

• 若您已在台灣，請提供有效的居留證/簽證。 

僑生 

（僑生及港澳學生申

請入學） 

• 護照之基本資料頁（含護照號碼、姓名、出

生年月日、照片內容）  

•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影本（僑居地身

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

居身分加簽影本） 

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

生單獨招生（B 組）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或護照

之基本資料頁（含護照號碼、姓名、出生年月日、

照片內容） 

學士班特殊選才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進修學士班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 準備填寫 Pre-U 線上報名表所須文件 

填寫線上報名前，請先備妥以下文件，以利檔案上傳。所有文件請提供英

文版或中文版；若無法順利上傳，請寄送至 clcc@mail.cjcu.edu.tw。 

1. 三個月內拍攝的兩吋證件照 

2. 護照資料頁／居留證／臺灣身份證（若有皆上傳） 

3. 學歷證明：中學以上畢業證書或預定畢業證明書 

4. 財力證明 

(1) 最近三個月內由金融機構出具英文或中文版財力證明書。 

(2) 財力證明為申請人本人戶頭，餘額須達美金 2,000 元以上。 

(3) 如由親友支持學員在台費用，請由親友出具財力證明及說明書信，書

信內容必須提供關係說明、連絡方式、以及願意支應學員在台學習期

間之生活費...等可供查核之資訊。 

mailto:overseas@mail.cjcu.edu.tw
mailto:clcc@mail.cj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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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e-U 方案申請切結書【如附件一】，請印出、簽名、掃描備用。  

6. 如有中文相關語文能力證明文件（如測驗成績單），可掃描備用。 

(三) 填寫線上報名表 https://forms.gle/c5WDSqnTRZbsmDHQ6，並上傳所有附件。 

若無法與報名表一同上傳文件檔案，請將上列文件以 email 寄至

clcc@mail.cjcu.edu.tw   

(四) 華語中心將於接獲報名後於 3 個工作天內以 Email 確認收件。  

(五) 審查作業約 5~10 個工作天，期間如有問題會以 Email 連繫補件，不合規定的

文件狀況延遲審查時間。審查通過後，核發「註冊確認函」。 

(六) 華語中心寄出「報到確認信」，收到後請簽名回覆，作為核發入學通知書之憑

證。 

(七) 後續簽證申請及入境作業另案通知。 

柒、費用 

一、通過本方案審核者，每季學費優惠價格新臺幣 NT$20,000 元。 

二、教材（含材料）費、學生保險、住宿相關費用、各項居留保險文件辦理所需費用者另

計。華語課程期間費用，請參考【附件二】。 

三、疫情期間，如需配合防疫隔離政策衍生之相關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捌、簽證 (先修華語 vs. 學位生) 

一、先修華語期間，來台簽證請一律申請「中文學習目的」之「停留簽證 Visitor Visa」

（代碼 FR），每次核發 60 或 90 天，到期前可申請延長，至多兩次，最長是 180 天。 

二、學生在台連續居住 120 天，期間沒有出境，成績和出席紀錄良好，並有意在就讀華

語課程三期以上，可申請「居留簽證（Resident Visa）」。申請到居留簽證後，將可

至移民署換取在台修讀華語之居留證。  

三、辦理簽證或居留皆將課程出席狀況納入必要考量條件，出席狀況不佳者有可能被移

民署拒絕。 

四、以外籍生或僑生身分申請學位生入學者，要銜接成為學位生，必須進行簽證轉換，改

為「外國留學生（代碼 FS）」或「僑生（代碼 FC）」的居留簽證。會有以下兩種情

形: 

(一) 持中文學習「停留簽證」者（就讀未滿三期），需出境申請簽證轉換，改以居

留簽證（FS／FC）入台。 

(二) 持中文學習「居留簽證」及「居留證」者（就讀三期以上），可以直接在臺灣

轉換簽證類別及更換居留證，無須出境。詳細規定請參考外交部領務局 : 

https://www.boca.gov.tw/cp-9-185-35222-1.html。 

https://forms.gle/c5WDSqnTRZbsmDHQ6
mailto:clcc@mail.cjcu.edu.tw
https://www.boca.gov.tw/cp-9-185-352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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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人必須於境外申請簽證。若現居地點非原國籍地區，必須視現居地轄屬臺灣駐外

館處是否接受跨區簽證申請，必要時申請人必須回到原國籍轄區臺灣駐外館處方得

提出申請。  

六、申請人必須自行辦理簽證申請事務，並符合該地區駐臺辦事處之簽證申請規定。入學

錄取通知書並不保證取得簽證，簽證須由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駐外館處核給；核

發簽證也不代表一定可以入境。 

七、本校不擔任簽證保證人。特定國家人士申請中文學習簽證，不予受理。

（https://www.boca.gov.tw/lp-36-1.html） 

玖、其他重要事項或提醒 

一、依臺灣政府規定外籍人士修習華語期間不能打工；外籍學位生具備有工作證，才可在

臺合法打工。 

二、正式學位生申請入學之準備須由華語生自行完成，需要相關之證明文件（如成績單、

出席紀錄…等），請提前向華語中心申請。 

三、參加本先修華語課程，「不保證」錄取為學位生；所有結果須依據該年度入學審查結

果而定。 

四、先修華語期間，提供就學意向學系諮詢及導生服務，協助生活適應及與未來志願系

所連結。  

拾、銜接成為學位生 

報名本方案時，須提供預計就讀學系之意向，請於報名時選擇預定入學管道及三個有

興趣就讀的學位系所並登錄於【附件一】。2023 年秋季入學資訊以各管道簡章為準。有

關長榮大學學位生入學相關資訊，請參考【附件三、四、五】。 

    拾壹、聯絡方式 

先修華語優惠方案（Pre-U Chinese Program），請洽 overseas@mail.cjcu.edu.tw 或 

clcc@mail.cjcu.edu.tw  

https://www.boca.gov.tw/lp-36-1.html
mailto:overseas@mail.cjcu.edu.tw
mailto:clcc@mail.cj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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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長榮大學 Pre-U Chinese Program 先修華語優惠方案報名切結書  

本人＿＿＿＿＿＿＿＿＿＿(國籍：         身分證號/護照號碼：                    )

有意報名長榮大學 2022-2023 年「Pre-U Chinese Program 先修華語優惠方案」，預計完成

至少 2 個學季以上先修華語課程，之後依長榮大學學位生申請入學作業規定，申請修讀

長榮大學 2023 年秋季入學之學位生。 

一、我已完成未來續讀長榮大學學位生管道評估，預定以下列管道（請擇一勾選）申請。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僑生申請入學  □運動績優（B 組） 

□學士班特殊選才   □進修學士班 

二、我想修讀長榮大學學系前三志願如下（請參閱【附件四、五】說明）： 

(一) ＿＿＿＿＿＿＿＿＿＿＿＿＿＿＿＿＿＿學系 

(二) ＿＿＿＿＿＿＿＿＿＿＿＿＿＿＿＿＿＿學系 

(三) ＿＿＿＿＿＿＿＿＿＿＿＿＿＿＿＿＿＿學系 

三、 本人已充份理解並接受以下所列事項: 

(一) 我已詳閱「Pre-U Chinese Program 先修華語優惠方案」簡章，並確認符合本方案

的申請資格。  

(二) 我理解我在先修華語課程期間的表現將作為我在申請成為學位生時的審查內容

之一，因此我必須認真修習華語。 

(三) 我理解我必須依據長榮大學大學部學位生相關入學管道之申請入學簡章規定提

出入學申請，符合規定（包含身份規定）並通過審查才能成為正式學位生。 

(四) 無論是中文學習簽證或學位生的簽證轉換，我必須自行負責；同時理解簽核核

發及居留轉換是臺灣政府的權力，學校同意入學不代表可以取得簽證。  

簽名： ＿＿＿＿＿＿＿＿＿＿＿＿＿＿＿＿＿ 

國籍： ＿＿＿＿＿＿＿＿＿＿＿＿＿＿＿＿＿ 

護照或身分證號碼： ＿＿＿＿＿＿＿＿＿＿＿＿＿＿＿＿＿ 

日期：＿＿＿＿＿＿＿＿＿＿＿＿＿＿＿＿＿  

續讀學位生入學管道評估後取得之報名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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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先修華語期間費用參考 

以下為先修華語期間的單一學季費用，僅供參考。金額可能依實際狀況微調，故每期繳

費金額依據當期繳費單而定： 

 *金額可能依實際狀況微調 

必繳費用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單季學費 20,000 1 20,000  

教材／課程材料 2,000 1 2,000 依每期課程規劃收取 

學生保險或國民健康保險 (擇一) 

500 3 1,500 

學生保險：未取得健保

卡時須參加長榮大學學

生團保 

826 3 2,478 

國民健康保險：入境滿

180 天後可申請國民健

康保險 

單學季小計 23,500 或 24,478  

 

*金額可能依實際狀況微調 

其他費用（依需求） 金額 備註 

住宿費 11,960 每學季含準備期以 13 週計 

宿舍保險費 3,000 僅收 1 次，退宿時歸還 

寢具 3,500 自由選擇，可代訂 

每月生活費 約 6,000~10,000 
每日餐費約 200~300 元，另含雜費，依個人消費習

慣而定，約 6000~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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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長榮大學大學部學位生入學相關資訊 

一、華語課程修畢銜接申請之系所以申請大學部學位生入學相關管道當學年度有開放之

系所為準。相關申請管道開放招生之系所暫可參考附件四、附件五。 

二、學生需備妥學位生入學管道所訂之相關資料及華語課程修習期間之成績單及出席紀

錄，並由華語中心提供導師評語，交由申請系所進行審查。 

三、參加此方案，修習華語課程後，並非直接保證錄取為學位生，申請者須符合所用入學

申請管道之身分規定，並提具該入學管道規定之文件提出申請。 

四、學位生入學申請所需資料，以入學當學年度公告簡章為準，以下簡表供參考： 

入學管道 必備資料 

外國學生 

1. 護照 

2. 申請表、自傳及讀書計畫、切結書 

3. 由原校所在地之中華民國(台灣)駐外代表處驗證的畢業證書 

4. 由原校所在地之中華民國(台灣)駐外代表處驗證的歷年成績

單 

5. 申請前近三個月經由金融機構提出中文或英文存款證明新臺

幣十五萬之財力證明（美金 5,000 元） 

6. 兩封推薦信 

僑生 

1.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影本（僑居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

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影本） 

2. 申請表、自傳及讀書計畫、切結書 

3. 由原校所在地之中華民國(台灣)駐外代表處驗證的畢業證書 

4. 由原校所在地之中華民國(台灣)駐外代表處驗證的歷年成績

單 

重點運動項目績

優學生單獨招生 

（B 組） 

1. 報名表：經由網路報名，下載列印之報名表 

2. 二吋照片一張 

3. 身分證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或護照之基本資料 

4. 學歷證件 

5. 運動績優資格文件。 

學士班特殊選才 

1. 報名表：經由網路報名，下載列印之報名表 

2. 二吋照片一張 

3. 身分證影本 

4. 學歷證件 

5. 各招生學系(程)指定審查資料 

進修學士班 
1. 報名表：經由網路報名，下載列印之報名表 

2. 二吋照片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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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 必備資料 

3. 身分證影本 

4. 學歷證件 

5. 履歷自傳、讀書計畫 

• 外籍生身分規定請參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10001 

• 僑生身分規定請參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00001  

• 驗證之含意為，申請人持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明等證件時，必須向台灣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申請證明文件為真。詳

細說明請參閱「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9  

• 部分駐外館受理學位生簽證申請時要求繳交華語文能力(TOCFL)證明 2 級(A2)

以上，例如：越南、印尼等。 

 

五、相關費用 

就讀學位生預估一學期所需費用 

學雜費 (隨就讀系所而異) NT$46,210~ NT$54,740 

平安保險 NT$750 

新生健康檢查費* 僅第一個學期 NT$600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NT$930~1,150 

宿舍費用 NT$12,222~ NT$14,222 

外籍生/僑生相關費用 

境外生傷病醫療保險*未符合健保資格前，須納保。 NT$3,000/6 個月 

臺灣全民健康保險*符合健保資格後須強制納保 NT$4,956/6 個月 

備註： 

1 住宿保證金：NT$3,000。 

2 學費、雜費和住宿費會依就讀系所而異。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請參考本

校會計室網頁 (https://dweb.cjcu.edu.tw/as/files/434) 

3 台南平均每個月的生活花費大約新台幣 6,000~8,000 元（視個人花費習慣

而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0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9
https://dweb.cjcu.edu.tw/as/files/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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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長榮大學以中文授課開放招收境外學位生之系所參考列表 

*開放招收境外學位生之系所以入學當學年度簡章公告為準。 

*以下列表為 2022 秋季入學以中文授課開放招收境外學位生之系所，提供申請者參考。 

系所 外籍生 僑生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Land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學士班】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學士班】國際企業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學士班】企業管理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學士班】會計資訊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Aviat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學士班】航運管理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Finance 

【學士班】財務金融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Tourism,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學士班】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學士班】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Food Safety / Hygiene and Laboratory Science 

【學士班】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 
O O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Fire Safety Science 

【學士班】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O O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Applie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echnology 

【學士班】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Gree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學士班】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學士班】醫務管理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學士班】生物科技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Health Psychology 

【學士班】健康心理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學士班】保健營養學系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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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外籍生 僑生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Orchid Industry Application 

【學士班】蘭花產業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 Industries 

【學士班】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學士班】大眾傳播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學士班】翻譯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學士班】社會工作學系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Language 

【學士班】應用日語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Applied Philosophy 

【學士班】應用哲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Program of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and Industries 

【學士班】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Athletics 

【學士班】運動競技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Fine Arts 

【學士班】美術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Departmen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s 

【學士班】書畫藝術學系 
O O 

【Bachelor Degree】Program of Taiwane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學士班】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O O 

【Bachelor Degree】Program in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Design 

【學士班】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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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長榮大學臺灣入學相關管道招生系所參考列表 (以正式簡章為準) 

入學管道 招生學系 招收名額 

重點運動項

目績優學生

單獨招生 

（B 組）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1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 1 

無人機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2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3 

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 2 

企業管理學系 3 

國際企業學系 2 

會計資訊學系 2 

航運管理學系 3 

財務金融學系 3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 3 

醫藥科學產業學系 1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學士學位學程 1 

醫務管理學系 2 

生物科技學系 1 

健康心理學系 2 

保健營養學系 1 

大眾傳播學系 5 

社會工作學系 3 

應用日語學系 3 

應用哲學系 1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 3 

特 

殊 

選 

才 

東南亞文化與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2 

應用日語學系 1 

資訊暨設計學院學士班 2 

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 2 

進 

修 

學 

士 

班 

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86 

日語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20 

職安消防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10 

運動競技學系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