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迎接義大新鮮人說明會 Q&A 集
108 義大新鮮人暑期先修課程網址 http://freshman.isu.edu.tw/isufresh
新生入學專區網址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howdoc.php?dept_id=2&levelid=3102&dept_mno=03
宿舍活動訊息網址 http://www2.isu.edu.tw/2018/news_v01.php?dept_mno=605&dept_id=11
北中南區會場問題反應彙整

暑期先修課程問題如下：


暑期先修課程的相關訊息，報名時間？修課時間？

回覆：
(一)報名時間：108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09：30 起至 5 月 31 日(星期五)24：00 止，網
路報名路徑：義守大學首頁點選「未來學生」「108 義大新鮮人暑期先修課
程」，(網址：http://freshman.isu.edu.tw/isufresh)
(二)上課時間：108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至 7 月 25 日(星期四)，共四週。
1.先修免費課程：由各學院聯合開設 2 門跨域體驗課程及外語文中心開設 1 門
英語聽講課程。
2.專業技能自費課程：由推廣教育中心規劃開設 2 門課程(每科 $800 元)。
(三)上課地點：義守大學校本部。
(四)學分抵免：
1.修習「先修免費課程」成績及格學生可取得學分證明，得依規定向學系提出
申請學分抵免。(本案國際學院及全英學程不可抵免，相關抵免請聯絡各系助
理洽詢)
2.修習「專業技能自費課程」結束後，成績及格學生可取得修習證書，但不得
申請學分抵免。
 七月的先修課程，若有事要請事假，對課程及學分有影響嗎？
回覆：學生除病假外，其餘假別均應事先向授課教師報備，並於請假後五個工作日內依規定
填寫請假單(假單於校內全家便利商店均有販售)，簽核後送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登
錄，以完成請假手續，逾期請假將不予受理。
 7 月先修課程一定要參加嗎，如果沒參加會影響到之後學習嗎？
回覆：暑期先修課程可自由報名參加，如因故無法參加並不會影響日後課程學習。在大學學
習與生活，能預先修習通識學分，可減輕大一的課業壓力，也可提前銜接大學環境。
 暑期先修課程之學分是否接受其他大學暑期先修學分相抵。例如微積分？
回覆：招聯會一○六年起推動ＡＰ課程平台，由十所大學開課，均為頂尖大學，開設微積
分、物理、化學、經濟學、日文等廿餘門實體或線上課程，且開放各地區準大學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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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修課。國內七十一所公私立大學也有「夏季學院通識教育課程」，分為北一區、北
二區、桃竹苗、中區、雲嘉南、高東屏等六區各自辦理。非這些學校開設的課程不予
抵免。108 年度ＡＰ課程認抵查詢 https://cis.ncu.edu.tw/ApcourseSys/
 暑假先修課程是否免費？可以住宿嗎？
回覆：
1.「玩出語言力-英語聽講、科學與創造力的交鋒及傳播文化與休閒管理的探索」等 3 門為
免費課程。
2.自費課程包括「專業技能-無敵好用 EXCEL 進擊版及專業技能-輕鬆說服全世界
POWERPOINT 力」2 門，每門$800 元。修習「專業技能自費課程」結束後，成績及格學生
可取得修習證書，但不得申請學分抵免。
3.參加暑期先修課程學生可申請住宿，住宿期間每床位租金新台幣 4,500 元整。
4. 平安保險費用約$400 元(參加學生皆須繳交)。

住宿(宿舍)問題：
 關於學生宿舍的住宿費、水電費、冷氣儲值費、保證金等相關費用？
回覆：冷氣儲值卡面額為新台幣 500 元整(包含押金 100 元及儲值金 400 元)。
醫 學 院 區
校 本 部
校 本 部
醫 學 院 區
第一宿舍區(4 人) 第二宿舍區(2 人) 國際學舍一館(2 人) 醫學院宿舍區(3 人) 義大醫院宿舍區(2 人)
校

區分

本

部

保證金 4,290 元 保證金 7,000 元
保證金 4,500 元
住宿費用 10,900 元/學期
三人房 17,500 元/學
上學期 25,740 元 上學期 42,000 元
上學期 27,000 元
期
下學期 22,500 元
下學期 21,450 元 下學期 35,000 元
水電費用

含水電，冷氣空 含水費，電費按 含水費，電費按 含水電，冷氣空調 含水費，電費按表
調採儲值卡扣款 表計費
表計費
採儲值卡扣款
計費

 住宿費可就學貸款嗎？
回覆：住宿費為就學貸款可代項目，如入住學校宿舍得依實際住宿費金額辦理，如為校外租
屋則可貸金額為每學期新台幣 12400 元，可憑「就學貸款說明書」證明本校外宿申貸
住宿費金額。


各棟宿舍曬衣服的地方？

回覆：第一宿舍及醫學院區宿舍頂樓設有曬衣場，第二宿舍區及義大醫院宿舍區可晾曬於寢
室外陽台(不得高於圍欄)。
 住第二宿舍想自己找室友該如何申請？
回覆：
(一)第一宿舍:學校為輔導同學儘速適應大學生活及認識同系同學，依科系排定床位，
並且開放第二學期自組寢室，屆時可自行找熟悉的朋友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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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宿舍:因第二宿舍組成以舊生為主，床位安排已補空床位為原則，然進住後如
欲與認識同學同住，可與彼此室友協調，室友同意調整者可至管理站提出申請。
 第一宿舍能不能同時使用 4 台電腦？
回覆：可以，第一宿舍為 4 人房，網路使用學術網路，書桌旁設有網路孔，可 4 人同時上
網，每 IP 每天上傳流量 + 下載流量共 5GB。
 電鍋、快煮鍋宿舍能不能使用？
回覆：不可使用，依本校宿舍生活公約規定，宿舍區內不得擅自接裝非經許可或影響安全之
私人電器用品及炊爨。故禁止使用電鍋、快煮鍋、電湯匙、電暖器等高耗電電器用
品。
 何時能參觀國際學舍、國際學舍的價錢？
回覆：
(一)國際學舍房間為兩人一房，住宿費每間 14,000 元，每人每月 7,000 元，租約期間
自 9 月 1 日至翌年 7 月 31 日，住宿費分兩期繳納，每人上學期 9~2 月費用 42,000
元；下學期 3~7 月費用 35,000 元，含水費另外電費按錶計費，續約者 8 月免費住
宿，寒、暑期皆可住宿，未續住同學需於於翌年 7 月 31 日前退宿完畢。
(二)房間為兩人一房，提供寢具床單、枕頭、棉被、電視、冰箱，並且一星期整理房
間一次，第一次住宿同學，需繳納 12 個月費用其中一個月份為住宿保證金。
(三)住宿期間國際學舍公共設施，依國際學舍所訂定之規定使用。
(四)國際學舍一館隨時可開放參觀，電話(07)6568311，或(07)6577711 轉 2591
 如何讓學生能夠跟外籍生一起住？
回覆：8 月份寄發新生手冊後將開放「大學部新生繳費回報及生活作息型態調查」網路系統
讓新生填報，如有合適安排之外籍生，將另行協助安排。
 宿舍幹部除了住宿權還有什麼福利？
回覆：宿舍幹部除提供當學年住宿權外，每學期期末將針對平日服務表現進行考核，依據考
核結果將另發放助學金。服務滿一學年且平均考績達甲等的幹部，將提供次學年自有
宿舍優先住宿權。


優秀新生住宿只能夠申請一宿嗎？還是二宿也可以？

回覆：優秀新生可申請第一宿舍或第二宿舍，申請方式可於 8 月份參考新生手冊進行申請，
減免費用為第一宿舍費用 10,900 元，如申請第二宿舍需另行繳交保證金及住宿費差
額。
 想抽二宿需要先繳一宿的錢，但二宿沒抽中又不想住一宿，那事先先繳的錢怎麼辦？
回覆：繳交住宿費用後如欲放棄，於以下時間以前申請退宿，可全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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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宿舍:開學前。
(二)第二宿舍:9 月 1 日前。
 醫學院學生在本部先住一宿需要買床墊，但回到醫學院住宿用不到！
回覆：目前在尋求廠商提供可兩用的床墊供住宿生選擇。
 學生宿舍的床是彈簧床嗎？
回覆：
(一)第一宿舍區為木板床，需自備床墊。
(二)第二宿舍區為彈簧床墊，需自備床包組。


當住宿生睡覺打呼的聲音太大，宿舍管理有何措施？

回覆：住宿期間如與同寢室友有作息上的困擾，可至管理站尋找宿舍生活輔導老師尋求協
助。
 醫學院宿舍內的吸頂燈亮度不夠。可不可以調亮一點。
回覆：會再請相關單位會勘燈光亮度問題。同時學生都會有一個桌燈，不會太暗影響到看
書。經營繕組檢測，宿舍寢室量測照度:36LUX；書桌:308LUX，以上均符合住家寢室
及讀書照度標準。
 宿舍的熱水供應有時間限制，可否不要限制。
回覆：熱水的供應，分為上午從 07:00 至 09:00 和下午從 16:00 至 24:00 都會有熱水；近期在
每棟一樓都有長期供應熱水的浴室可供盥洗。
 想參加 7 月份的先修課程，有沒有宿舍可住？
回覆：暑期先修課程期間將安排於國際學舍三館住宿，有住宿需求者於報名時可提出申請。
收費是 4,500 元，會提供枕頭、被子、床墊、保潔墊及床包組等，學生入住只要帶個
人的換洗衣服及筆電等即可。
 先修課程後，接著九月要入住，是否必需將大件的東西搬回去再搬過來。
回覆：暑假期間入住的房間和新生入住是不同的宿舍，先修課程上課到 7 月 26 日，且活動
期間學校會提供寢具，建議不要帶太大型的物品，才可以減化搬運的問題。
 請問浴廁都是共用的嗎？
回覆：第一宿舍區以雅房為主，共用衛浴設備；部分為套房(B 棟及 D 棟 11~12 樓)。其他宿
舍區為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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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與體育


學校是否有體育型校隊？體育校隊是否非屬社團？有那些類型的隊伍(例如籃球、排
球…)？
回覆：目前學校運動代表隊有籃球、排球、足球、羽球、桌球及游泳等六個項目，代表隊有
體育室專任教師負責擔任教練一職，代表隊不是社團，訓練次數每週 2~3 次以上，每
次訓練 2~3 小時為原則。

國外交換生及出國進修
 3 + 1 + 1 的學費和生活費
回覆：本校與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有 3+1 雙學位計畫，大學第四年於英國期間，需繳交諾
丁漢特倫特大學學費，並依照本校學雜費收費作業程序繳納義守部分學費，諾丁漢特
倫特大學一年學費為 10,965 英鎊，生活費一個月約為 600-800 英鎊。
大學雙學位完成後，欲取得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碩士學位可選擇攻讀碩士一年，並得於
英國合法工作一年，碩士期間僅繳交諾丁漢特倫特大學學費。
 雙聯學制合作的外國大學有那些？請列出那些國家？
回覆：本校雙聯學位合作姊妹校遍布英國、美國、日本、韓國、泰國、香港、中國，詳情計
畫列表請參考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雙聯計畫網頁：
http://www2.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54&dept_id=3&page_id=31500

學生工讀與實習
 有沒有打工的機會？
回覆：本(107)學年度學士班學生工讀助學金編列預算 16,000,000 元，且本校工讀生遴選聘用
以家境清寒者、家庭經濟突遭困境者、原住民學生為優先對象，以期避免學生因經濟
問題而中斷學習權益，且針對弱勢學生專設助學方案，包含弱勢學生助學金、學生宿
舍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助學金、原住民專班學生住宿助學金、大武山助學金、博愛
急難慰問金、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慈恩助學金及大武山獎學金，以嘉惠本校弱勢學
生。


化工系如何安排實習課程？

回覆：
1. 學系統籌安排三升四暑假實習分學期及學年，參與公司會進行審核及面試相關作
業。
2. 另安排三升四暑假實習一星期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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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門檻與國考：
 醫放系對於國考系上有輔導證照實施？
回覆：有的，四上課程有搭配國考考照輔導。
 影視系有畢業門檻嗎？
回覆：1.有，影視系畢業門檻包括英語能力及資訊能力。
2.義守大學電影與電視學系學生基本能力畢業檢定標準及作業規定可參閱系網頁
http://www2.isu.edu.tw/upload/274/Lesson%20plan%20form/005.pdf
 每個科系的畢業門檻是否一樣？
回覆：本校畢業門檻主要有英語能力、資訊能力及專業證照：
1.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標準，除國際學院各學系、應用英語學系及全英學位學程須另訂
檢定標準外，其他學系都一致，需英簽中級初試通過(或同等檢定)。
2.資訊能力及專業證照畢業門檻由各系自訂。

轉系、雙主修、輔修：
 如果學生想要轉系，是等第一學期後或一年後才能轉？是否需要預先登記或考試？
回覆：本校辦理適性轉系，新生於入學學期 10 月即可提出申請轉系，實際受理日期、申請
流程、學系審查資料及是否辦理面試，均公告於註冊組網頁。
 雙主修是大一開始就能修嗎？
回覆：有關跨領域 、輔系、雙主修申請 , 可以參考以下的網頁
http://www.aa.isu.edu.tw/upload/657/4/05/E6-5.pdf

獎助學金
 新生入學獎學金標準？
回覆：尚在修訂中

學生修課


大一英文免修標準？

回覆：http://www.isu.edu.tw/upload/335/8/files/dept_8_lv_1_18649.pdf
1.適用對象為大學部學生，但不含國際學院各系、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士學位學
程、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及應用英語學系學生。
2.凡本校大學部學生英語能力達下表各項標準之一者，得申請免修大 一通識英文必修
課程：
英檢考試類別

大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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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下

全民英檢 (GEPT)

中級初試

中級複試

ITP/500 CBT/173 iBT/61

ITP/525 CBT/196 iBT/71

600

650

5

5.5

中級聽力與閱讀

中高級聽力與閱讀

大專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170+

180+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150+

180+

PET 140-152

PET 153-159

Level 2 40-49

Level 2 50-59

B1

B2

托福外語能力測驗 (TOEFL)
多益測驗 (TOEIC)
國際英語語言測驗/雅思
(IELTS)
網路全民英檢 (NETPAW)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 分
級測驗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 能
力測驗 (BULATS)
全球英檢 (GET)
其他

經公認機構舉辦之英檢考試，請提具 相關證明資料
送交語文學院外語文中 心，交由審查委員會認定
之。

3.凡符合上述英文免修標準者，得於每學期開學第一週(公告於行事 曆)，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向語文學院外語文中心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其他
 高雄的空污問題很嚴重，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安心運動。
回覆：雖然高雄的空汅很嚴重，但大樹地區的空氣品質是比較好的。另外本校的體育館等相
關運動設施，都可提供室內運動使用。在醫學院的宿舍下即有健身房及韻律教室。
 家長們如何從網路上可以全面的知道相關的各項日程。
回覆：本校於 8 月 7 日統一寄發新生手冊，手冊內會有與新生相關的訊息，包括新生的學
號、註冊作業、開學日(108.09.09 開學)等等訊息。本校網頁有一新生專區，亦會提供
相關資訊。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