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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信雄董事長

盧燈茂校長

壹、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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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25系 / 碩士班：27班

博士班：3班、1博士學位學程

．工學院 ．商管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數位設計學院

大學部 研究所

日間部 進修部 博士生 碩士生 碩專班

12,469 3,911 64 620 30317,367
學生數

全國科技校院第二

私立科技校院第一

職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專任 102 207 177 57

兼任 12 24 82 235

896
教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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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績效

補助總額為私立技專校院、私立科大第一

教學卓越計畫：95至106年度連續獲教育部補助，共獲得計畫總經費8億1,381萬元。

典範科大計畫：101至106年度連續獲教育部補助，共獲得計畫總經費5億2,200萬元。

高教深耕計畫：107年至109年連續獲教育部補助，共獲得計畫總經費5億1,714萬元。

Cheers雜誌調查：本校十度榮獲企業最愛用私立科技大學畢業生之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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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2020年最佳大學排行榜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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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2020年最佳大學排行榜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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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績效

「南科育成中心營運移轉案」榮獲金擘獎之「民間經營團隊獎」及「顧問機構團隊獎｣

全臺首例以大專院校榮獲金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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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競賽亮點

產設系作品團隊「C-drive」，

榮獲德國IF設計新秀獎Winner獎。

視傳系「川嶋行旅」團隊作品

『Formosa, Rivers Mountains

Birds』榮獲榮獲德國紅點設計獎

的品牌暨傳達設計獎。產設系「GOGOAL」團隊榮獲

2019德國紅點概念設計獎。

以培育學生擁有專業技能為主軸之辦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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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系 與 產 設 系 作 品

「 SmartGuide 智慧導眼」、

「SkyEye」榮獲「2019搶鮮大

賽」冠軍及優選。
電子系、光電系、機械系、電機系於

「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戰績輝

煌，榮獲一金三銀六銅。 資工系、電機系與成功大學醫工系，

三方共同組成跨校、跨領域的合作團

隊「Cyper S」，榮獲第二屆【龍騰微

笑智聯網創業競賽】，榮獲首獎及獎

金 200萬元。

學生競賽亮點

以培育學生擁有專業技能為主軸之辦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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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系洪瑀襄國手榮獲第45屆

國際技能競賽銅牌

國企系x視傳系「Leben」團隊榮獲「2019全國

大專院校創新x創業x創客構想書競賽」亞軍

學生競賽亮點

以培育學生擁有專業技能為主軸之辦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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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英系許北辰同學 (左 )榮獲

「2019全國大專院校英文演講

暨高中生詩歌朗誦比賽」冠軍

幼保系「幼兒創意教學人才培訓

就業學程」執行績效傑出第二度

獲得「全國優良學程」

應英系師生榮獲專業英文聽力
賽團體組亞軍

學生競賽亮點

以培育學生擁有專業技能為主軸之辦學精神



學校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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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環境介紹-校園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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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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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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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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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飲食

校園7-11及星巴客，
學生均享9折優惠價

南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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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女宿

第三宿舍

男宿

第六宿舍

男/女宿

住宿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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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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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教室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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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商管學院

人文學院

設計學院
類產線-電力電子證照訓練教室 類產線-組裝測試區現場

智慧機械、物聯網科技、綠能、生醫

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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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院

工學院

人文學院

設計學院

S409Fintech 智慧金融科技實驗室

智慧金融科技、智慧零售

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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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工學院

商管學院

設計學院

T0004情境教室

外語、智慧高齡與幼保

N202口譯教室

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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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

工學院

商管學院

人文學院

MAC教室-電腦繪圖、動畫課程

AR/VR、流行音樂產業、動漫產業

剪輯錄音室

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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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教育目標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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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鏈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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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

校外實習課程為學校課程教學之延伸，主要

目的在於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立正確工

作態度，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行未來生涯發

展規劃，期待藉由至企業見習與觀摩學習，

讓學校理論教學與實務結合，激發學生之專

業興趣，同時也能讓學生提早卡位、取得就

業先機。

企業實習：暑期實習、學期實習

海外實習、學海逐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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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方位自主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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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生國際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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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基礎與專業英語教育變革

 大一至大四規劃英文必修課程，填補大三及大四英文學習空窗與強化專業英

語能力。

 配套措施包含能力分級前後測驗、補救教學、建立線上與App測驗題庫等，

以翻轉技職學生英語能力。



33

積極開設全英學程

授予學位 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名稱 開設系所院 設立年度

碩士 商管專業學院碩士班(GMBA) 商管學院 2005

博士 經營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商管學院 2013

學士 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商管學院 2015

碩士 電機工程系(國際學生班) 工學院 2007

博士 電機工程系(國際學生班) 工學院 2008

碩士 機械工程系(國際學生班) 工學院 2005

博士 機電科技博士班(國際學生班) 工學院 2005

• 全部課程均以全英語授課，積極招

收國際學生，營造國際化環境

• 新生如果英語水準達標，皆可參加

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的遴選，此

兩班依語言程度不同，每學期學雜

費享「全免」或「半免」，註冊組

將協助後續轉系相關事宜。詳細事

宜請參考新生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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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習培訓班(大三菁英出國計畫)、研究所海研組
承辦單位：國際事務處 林巧樺小姐

SUCCESS
提升競爭力

1

培養國際視野

加強外語能力

交換機會

出國至國外合作學校
就讀一學期或一學年

v 完成課程
v 符合語言成績條件

提供免費英文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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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提供優惠及交換機會之海外學校(列舉)

地區 外國學校名稱 合作科系 語言條件 語言 特別優惠

美國
Pittsburg State University (PSU), Kansas 匹茲堡
州立大學

全校
TOEFL 68
IELTS 6 (各項不低於5.5)

英 免學雜費

澳洲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西雪梨大學 全校
TOEFL 89, IELTS 6.5
雅思達6.0可先修語言
課 (語言課需另付學費)

英 免學雜費

英國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西蘇格蘭大學 全校 IELTS 4.5 英 學士雙聯學位

法國 Université Paris-Est Créteil巴黎第十二大學 商學類
TOEFL 520
IELTS 5.5

英
免學雜費、
碩免學雜費雙聯學位

韓國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國立江原大學 全校
IELTS 5.5
TOPIK 3.0

英 免學雜費

日本 熊本大學
全校 JLPT 2級/N2 日 免學雜費

工學類
TOEFL-iBT 71 PBT 530
IELTS 6.0 或TOEIC700

英 碩博雙學位-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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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新南向布局

 開設馬來語、越語、印尼語、泰語等

四種語系課程。

 推動寒暑假東南亞國家師生企業參訪

團，建立台商與學校之鏈結，提高學

生前往東南亞國家實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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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完善教學品保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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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整合式學生學習E化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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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績、畢業資格、學習關懷、缺曠等預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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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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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減免學雜費相關資訊 承辦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莊欣樺小姐(分機:2211)

新生學號取得：南臺首頁→新生專區→新生班級學號查詢。

申請登錄網址：學校首頁→本校學生→學務資訊→學雜費減免登錄網。

(新生於取得學號後即可上網登錄資料)

一、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

新生申請時間：拿到學號即可上網申請，

入學後，依學校規定期限內辦理(每學期辦

理，每學期皆可做減免)。

需檢附：

(1)上網登錄申請(列印後簽名)

(2)依申請之減免類型繳交相關資料(應繳

交之證明文件可參見「申請書暨切結書」

上之說明)

注意：先減免再繳費、先減免再就貸

代碼 適用對象 減免比例 

A1 原住民族籍學生 依照部頒減免數額辦理 

A2 卹滿軍公教遺族學生 依照部頒減免數額辦理 

A3 卹內軍公教遺族全公費學生 學雜費全免 

A4 卹內軍公教遺族半公費學生 學雜費減免 1/2 

A5 現役軍人子女 學費減免 3/10 

A7 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學生 學雜費全免 

A8 中度身心障礙學生 學雜費減免 7/10 

A9 輕度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障礙學生 學雜費減免 4/10 

AA 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學雜費全免 

AB 中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學雜費減免 7/10 

AC 輕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學雜費減免 4/10 

AD 低收入戶學生 學雜費全免 

AF 中低收入戶學生 學費減免 6/10 

A6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學雜費減免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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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不利學生助學計畫：入學後提出申請(每年10月20日前)，依教育部「大專校院經濟

不利學生資格查核系統」之查核結果(每年11月20前公佈)，於下一學期註冊繳費單逕予扣

減。

申請資格：就讀本校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於修業年限內具有學籍者(不含研究所

在職專班)，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家庭年所得逾新臺幣70萬元。

(二)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逾新台幣2萬元。

(三)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650萬元。

(四)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低於60分或GPA 1.7(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需檢附：

(1)上網登錄申請(列印後簽名)

(2)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資料證明文件或新

式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

(3)上述資料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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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學貸款： 承辦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陳奕良先生(分機:2211)

(一)確認符合申請資格

可申貸項目：

‧學雜費 ‧書籍費(3000元)

‧實習費 ‧學生團體保費費

‧海外研修費 ‧生活費(限低收、中低收入戶學生)

‧住宿費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二)至台銀對保

‧戶籍騰本(三個月內)

‧貸款學生及保證人身份證正本、學生證正本（舊生）、圖章

‧就學貸款可貸明細金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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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網登錄就貸資料

(9/13前務必登錄)

學校首頁→本校學生→學務

資訊→就學貸款登錄系統。

(四)到校繳交資料

9/14(開學日)和9/15上午9點
至下午5點在E棟一樓大廳繳交。
（台銀對保單撥款金額=確認
單貸款金額）

繳交資料：

(1)台銀：台銀對保單第二聯
學校存執聯。

(2)本校：已登錄確認單。

詳細流程：
學生事務處網站
→課外組→就學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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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宿舍(女)

 第三宿舍(男)

 第六宿舍(男/女)

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施宜君小姐(分機：2201)

伍、學生宿舍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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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宿舍

第三宿舍

第六宿舍

住宿環境

女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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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位置

房型及價格

(含水電費)/一學期

 四人房：12,000元

 五人房：11,500元

設備
 套房、冷氣、網路接點(有

線網路)、電話分機

 設有洗衣間、交誼廳

床位尺寸

192x9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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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舍

第六宿舍

住宿環境

第一宿舍

男宿

四人房

身高較高的同學不建議選擇三宿喔！

二人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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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位置

房型及價格
 兩人雅房：11,700元(含水電

費)/一學期(兩房共用一套衛
浴設施)

 四人房：11,700元(含水電
費)/一學期

設備
 套房、冷氣、網路接點(有線

網路)、電話分機

 設有洗衣間、交誼聽、專屬

停車場、鄰近南台街、7-11

床位尺寸
 兩人雅房：185x94cm

 四人房 ：190x9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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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環境

第一宿舍

第六宿舍

第三宿舍

木
製
床

鐵
製
床

男/女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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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位置

房型及價格
四人房：12,500元(含水電費)/

一學期(有分一般生活區及甲種

生活區)

設備
 套房、冷氣、網路接點(有線

網路)、電話分機

 設有洗衣間、二樓學生餐廳、
交誼聽、停車場、7-11、郵
局提款機

床位尺寸
 木製床192x93cm

 鐵製床200x9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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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宿舍抽籤時間：

第二梯次登記時間為8/5(上午9:00起)-8/11(上午9:00止)開放網路登

記申請。中籤公告於8/14中午12點後線上公告。

新生宿舍床位會依戶籍地遠近排定中籤之優先順序，一般而言中籤率

有9成以上。

未中籤但有選擇願意候補的同學，會排定一個候補序號給同學，將依

序號安排候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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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Q&A

Q1.新生可以選擇室友嗎？

A1.新生無法選擇室友，但會盡量安排同系/同學院的同學住一起！

Q2.宿舍有洗衣設備嗎？

A2.有喔，每棟宿舍都有投幣式洗衣機、烘衣機與脫水機！

Q3.有規定一年級一定要住宿舍嗎？

A3.不用喔！但是申請宿舍中籤後必須住滿一學年（上下學期）

Q4.寒暑假也可以住宿嗎？

A4.可以！但是要另外申請，並依申請的週數繳交住宿費！請留意宿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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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Q&A

Q5.寒暑假行李要搬回家嗎？

A5.寒假不用！但如果是寒住會用到的房間，行李要集中放到交誼廳！

暑假看狀況！如果下學年仍繼續住宿者，行李可放置在交誼廳，但有箱數限制！

Q6.宿舍有門禁嗎？

A6.有的，夜間１２時進出宿舍大門都會啟動管制系統，每個月超過１５次即會通知

家長！如因打工或其他不可避免之原因須於１２時後才進出宿舍，請提前提出夜

歸申請！

Q7.宿舍可以煮飯嗎?

A7.宿舍備有小型簡易廚房，住宿生可申請登記使用，但使用完畢必須整理乾淨！

房間裡面無法開火，也不可以帶電鍋/烤箱/小冰箱/電湯匙等違禁品喔！

＊宿舍每個樓層都有提供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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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Q&A

Q8.宿舍可以停車嗎?

A8.六宿地下室可以停機車／腳踏車，唯須申請停車證！三宿的同學則有另外的停車

證，專供三宿同學使用！學校沒有學生的汽車停車位喔！

Q9.宿舍的冷氣需要另外付費嗎?

A9.每學期每個房間都會有4500點的冷氣點數提供給住宿生使用。如果冷氣使用需求

較高，點數不敷使用時，須自行至六宿大廳的冷氣點數儲值機儲值！

Q10.六宿甲種生活區與一般生活區有什麼不同？

A10.這兩個生活區的房型／床位等都是一樣的，只是甲種生活區會在晚上12點關大

燈1點斷網路，一般生活區則是24小時開放網路使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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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Q&A

Q11.有宿舍聯絡電話嗎？

A11.宿管24hr專線電話：06-301-0170
一宿中控室：06-301-1519
三宿中控室：06-301-1051
六宿中控室：06-301-0302、06-301-0304
校安中心值勤室：06-301-0000 (24小時)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06-253-3131轉2201、2202、2203
宿舍總機：06-242-0077 轉按「房號」即可接通寢室

（例如60403室，宿舍總機接通後，再直撥60403）

Q12.二年級之後宿舍抽籤的中籤率是否較低？

A12. (1)按過往經驗，舊生的宿舍中籤率約有五～六成左右。

(2)推薦同學能加入學生宿舍委員會（保障床位的同時又可以學習團隊活動）！

(3)選擇新生寢室長的抽籤方案，中籤率較其他方案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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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相關網頁說明

 中、英文版Facebook粉絲團網站

• http://www.facebook.com/stust.edu.tw，中文版累積粉絲人數已

達55,993人。

• 英文版Facebook則提供國際學生交流平台，目前累積粉絲人數已達

2,334人。

• IG：搜尋 stust_secpublic

• 新生說明會簡報下載(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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