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優甄審招生學校系科組學程一覽表

校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網址 限選填

一系組07-6577711 07-6577477 http://www.isu.edu.tw

814 義守大學
校本部：(84001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號

醫學院校區：(82445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8號
否

招生系科組學程及招生類別
招生
名額

招生系科組學程及招生類別
招生
名額

電子工程學系--25電子 2 化學工程學系--30化工 1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40土木 1 資訊管理學系--65資管 1

餐旅管理學系--79餐旅 1 廚藝學系--79餐旅 2

校系科組學程資訊與報名建議說明
 1.學生修業及教學資源狀況：   （1）修業年限4年，得延長2年。   （2）學生因重病經醫師證明或重大事故且由其家屬（或監護人）具函申述理由，得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    （3）大一新生必修「服務教育」課程。
 2.獎助學金：提供各項獎學金，詳情可至本校學務處網頁查詢。
 3.住宿說明：義守大學學生宿舍校本部（第一、二宿舍、國際學舍一館）等宿舍區，大一新生均可住宿。
 4.學雜費說明：學雜費標準請至本校網頁（首頁→行政單→會計處→學雜費繳費說明）查詢。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義守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電子工程學系

招生類別 25電子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優待加分比例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2 -- -- 2 備審資料審查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項目：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
說明：特殊表現資料含高職專題製作成果、得獎、競賽、公正性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社團參與、學
生幹部等。

備
註

1.電子科技業需大量人才，本系著重實作及實習，以培育電子技術
人才為目標，課程涵蓋（1）光電技術與（2）微電腦應用技術，並
與多家電子公司簽有產學合作。
2.電話：07-6577711轉6653，網 址：www.ene.isu.edu.tw。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在校歷年成績40%，特殊表現60%。
2.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備審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3.備審資料審查所交資料不再歸還，請自行留存。
4.本校指定項目甄審相關事項，請洽詢07-6577711轉2133~2136招生組。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義守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化學工程學系

招生類別 30化工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優待加分比例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1 -- -- 2 備審資料審查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項目：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
說明：特殊表現資料含高職專題製作成果、得獎、競賽、公正性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社團參與、學
生幹部等。

備
註

1.以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人才為目標，不僅著重化工基礎訓練
，並包含生物技術、材料科技及清淨製程、綠能環保等方面的課程
與研究。
2.本系首重基本理論，並加強實驗及操作課程，歡迎對實作、生產
製程、研發有興趣者加入。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在校歷年成績40%，特殊表現60%。
2.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備審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3.備審資料審查所交資料不再歸還，請自行留存。
4.本校指定項目甄審相關事項，請洽詢07-6577711轉2133~2136招生組。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義守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招生類別 40土木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優待加分比例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1 -- -- 2 備審資料審查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項目：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
說明：特殊表現資料含高職專題製作成果、得獎、競賽、公正性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社團參與、學
生幹部等。

備
註

台北 101、台灣高鐵、世運主場館都是土木人的傑作，住宅、交通
、 城市都是我們的活躍舞台。全球暖化的挑戰創造了新機會，本校
土木系以創新營建與生態永續雙軌訓練，讓學生在學術與就業都成
為佼佼者，聯絡電話：07-6577711轉3302。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在校歷年成績40%，特殊表現60%。
2.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備審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3.備審資料審查所交資料不再歸還，請自行留存。
4.本校指定項目甄審相關事項，請洽詢07-6577711轉2133~2136招生組。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義守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資訊管理學系

招生類別 65資管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優待加分比例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1 -- -- 2 備審資料審查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項目：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
說明：特殊表現資料含高職專題製作成果、得獎、競賽、公正性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社團參與、學
生幹部等。

備
註

本系旨在培育行動商務、雲端服務、巨量資料分析與物聯網產業亟
需之專業人才，課程中輔導同學考取多張國際級專業證照，並與多
家資訊公司合作，提供實習機會，以達成「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在校歷年成績40%，特殊表現60%。
2.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備審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3.備審資料審查所交資料不再歸還，請自行留存。
4.本校指定項目甄審相關事項，請洽詢07-6577711轉2133~2136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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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                                             教務長簽章：_______________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義守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餐旅管理學系

招生類別 79餐旅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優待加分比例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1 -- -- 2 備審資料審查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項目：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
說明：特殊表現資料含高職專題製作成果、得獎、競賽、公正性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社團參與、學
生幹部等。

備
註

1.本系於2015年獲得國際商管教育機構AACSB認證，以培養學生成
為國際視野之全方位餐旅專業管理人才為目標。依不同操作課程需
著指定服裝；配合課程規劃至業界實習六個月。
2.聯絡電話：07-6577711轉5752。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在校歷年成績40%，特殊表現60%。
2.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備審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3.備審資料審查所交資料不再歸還，請自行留存。
4.本校指定項目甄審相關事項，請洽詢07-6577711轉2133~2136招生組。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義守大學
評分項目 佔甄審成績比例 順序 項目

廚藝學系

招生類別 79餐旅 性別要求 不要求 備審資料審查 100% 1 優待加分比例

志願代碼 招生名額 2 -- -- 2 備審資料審查

指定項目
甄審日期

--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500
-- -- 3 --

-- -- 4 --

繳交資料

項目：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特殊表現資料。
說明：特殊表現資料含高職專題製作成果、得獎、競賽、公正性考試、證照、檢定、成果作品、社團參與、學
生幹部等。

備
註

想成為廚藝達人嗎?本系可以協助你完成目標。本系與義联集團五星
級飯店建教合作，特規劃「中西廚藝」與「烘焙廚藝」特色領域
，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之廚藝專業人才。本系通過AACSB國際商管認
證，聯絡電話：07-6577711轉3152。

指定項目
甄審說明

1.在校歷年成績40%，特殊表現60%。
2.本校指定項目甄審僅採備審資料審查一項，不另舉行面試。
3.備審資料審查所交資料不再歸還，請自行留存。
4.本校指定項目甄審相關事項，請洽詢07-6577711轉2133~2136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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