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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ee.isu.edu.tw/   e-mail:fify720197@isu.edu.tw 

義守電機 07-6577711 轉 6602~3 

電機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學系介紹 
電機工程是領域分支眾多的學系，也是近代電機、資訊等

多項高科技發源地暨匯流處。 

義守大學電機系成立於 1990 年。系上課程涵蓋三大領域，

分別是『通訊與光電』、『控制與訊號處理』、『能源與系統

科技』。經過電機系嚴謹、紮實的訓練後，學生畢業出路非

常廣泛。 

本系大學部畢業生約有三分之一以上考取公私立大學研

究所。除進入學術單位繼續進修，畢業生亦任職於工程顧

問公司、電信工程公司、半導體公司、電腦公司，擔任工

廠之機電、儀表與控制部門之工程師。或經由國家考試，

進入政府相關單位工作。 

獲獎紀錄 
 電機系 陳朝順 老師 

帶領團隊榮獲 2018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鉑金獎 

 電機系 吳榮慶、張恩誌 老師 

指導多位同學榮獲 2018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社會組 雙銀牌獎 

 電機系 蔣榮生、孫迺翔 老師 

帶領團隊榮獲 2018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銀牌獎 

 電機系 鄭峻安 老師 

指導多位同學榮獲 2018 綠能運用與節能科技專題實作競賽 

智慧節能運用組 第二名 

 電機系 吳榮慶、曾遠威 老師 

榮獲 ICASI 2018 最佳論文獎 

 電機系 孫迺翔 老師 

指導同學榮獲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xt-Generation 

    

University，大學不是由你玩四年，而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 

義守電機系是一座等待大家來開採的寶山，你可以啟動挖掘知識寶藏的怪手，四處尋

找新知提高新視野，堆積無限潛力，為將來建設華麗的智慧迴廊做足準備。但你如果

認為尋找知識寶藏的過程可以一路順遂、唾手可得哪就錯了! 

遭遇挫折與挫敗是難免的，只要你用眼去觀看，用心去領受，電機系的老師就如同嚮

導一般，引領我們挖出自己專屬的寶藏。只要踏實築夢，人品端正，靠自己的專業知

識，將來在社會上定能發光發熱，開拓屬於自己的精彩人生。 

電機系四年級 陳益君 明誠高中畢業 
 



 

                    電子四 B 陳韵雯 (彰化溪湖高中) 
來到義守大學電子系邁入第 4 年，經由專業領域老師的講解，讓我慢慢了解並喜

歡上電子系。老師上課採互動方式，讓理論不那麼僵化，並透過實驗加以活用。參

加系學會後從其中獲得很多課堂學不到的事，人際互動、溝通等等我原本認為非常

普通甚至不重要的技能，在系學會中發現這些技能可讓自己在未來社會中展露自

信。從迎新宿營、系烤中了解到電子系是一個大家庭，是一個彼此互相扶持的團

體，透過老師的指導、同學的陪伴，讓我在這個環境下有機會實現我的夢想。 

義守大學電子系 07-6577711 轉 6652~3 

學系介紹 
本系成立於民國 79 年，培育專業電子人才超過 3,800

人，畢業系友遍佈電子和資訊等高科技產業及學術研究

機構。本系著重實作及實習，以培養綠能光電、智慧電

子、人工智慧技術人才為目標，學生所學與產業無縫接

軌，專業選修更規劃「光電」、「微電子」、「系統整合」

三大領域，透過各領域的訓練，對本系學生未來從事高

科技產業更加助益。 

本系學生近三年來，在這三大特色領域的全國競賽表現

非凡，包括智慧型機器人競賽、晶片創意應用比賽和光

電應用設計競賽等，尤其是智慧型機器人競賽，本系更

是領先國內各大學，每每包辦競賽前三名。 

豐富有趣的產學實習 
科學園區、高科技電子產業公司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晶傑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技術研究院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欣煌通信有限公司 

畢業生出路 
1.半導體工程師等、製程整合工程師、光電元件工程師。 

2.IC 設計工程師、PCB 工程師、電腦韌體工程師等。 

3.系統工程師、通訊工程師等。 

網址：http://www.ene.isu.edu.tw/  E-mail:kin048151@isu.edu.tw 

電子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網址：http://www.csie.isu.edu.tw/  e-mail:ytchuo@isu.edu.tw 

義守資工 07-6577711 轉 6501~3 

資訊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學系介紹 
本系師資完善，提供完整軟硬體課程，使學生具備

跨領域及自學的專業能力，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領

域： 

網路通訊與物聯網領域：培育具備網通專業能力的

人才，例如：網路安全、雲端運算、物聯網及無線

感測網路。 

多媒體與人工智慧系統領域：培育人工智慧、數位

視訊及影像處理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例如：視訊

與影像的壓縮及特徵擷取、資料檢索等技術。 

嵌入式系統領域：培育具備良好軟硬體知識及系統

整合的人才，將通訊與多媒體的理論和演算法，實

現於嵌入式系統中。 

畢業出路 
(一) 進修方面 

本系歷屆考上公私立大學研究所的學生眾

多，除了資訊工程研究所外，也可依照個人興

趣，結合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以資訊工程為

基礎，選擇跨領域的進修。 

(二) 就業方面 

由於各行各業都在電腦化，本系畢業生未來

的出路非常廣泛，包括：電腦軟硬體研發、雲

端運算、數位內容、物聯網、大數據、手機 App

程式設計、網路系統建置、嵌入式系統、資訊

安全、人工智慧應用、資料庫設計管理及電子

商務等產業。 
 

 

 

在大學四年內，習得三大領域「嵌入式系統」、「網路與通訊系統」和「多

媒體系統」的專業技術，還有關於網頁程式設計、物聯網原理與應用等相關

課程，也受到許多教授的啟發，系上對考取資工不同領域的證照以及程式檢

定都相當積極。最重要的是系上就像個大家庭，在義守大學資工系學習是我

人生中一個重要階段，我將永遠懷念這段時光。 

(已提前畢業至中央大學資工所就讀。) 

 

資工系 黃雪玲(二林工商綜合高中) 



  

轉 6552~3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管四 陳昱名 (國立屏東高中) 
高中選填科系時，自己還沒有很明確的目標，只有聽說資管系未來的就業出入不

錯，於是誤打誤撞進入這個科系就讀。在就讀的這段期間，我加入系學會，參與系上很多

的活動，也跟學長姐、同學及學弟妹建立不錯的感情。重要的是我更加了解資管系。在學

業方面遇到了很多專業領域的老師，分享自身經驗，也透過系上所排定的課程，不管是資

訊類還是管理類的課程，都讓我學習收穫不少。資管系的課程設計也蠻注重實際操作的，

並不是一昧的照本宣科，再加上輔助證照考取的課程，讓我們在未來的就業上，更具有競

爭的優勢。整體而言，資管系真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科系，非常值得大家選擇就讀。 

 

101~106 年亮眼的高階證照成果 
產業電子化技術師 310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364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企業資源規劃 6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策略規劃 10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網路行銷 43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資訊安全與法律 19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顧客關係管理 5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雲端服務規劃 14 
  企業電子化分析師－ 巨量資料 77 

IPMA 國際專案管理師D 級 37 
英國City&Guilds 行銷管理師 41 

英國City&Guilds衝突管理專業人才 26 
英國City&Guilds 顧客係管理師 30 

服務業管理師 41 
消費者行為分析師 16 

數據分析師Data Analyst 5 
EPCIE 物聯網工程師-GSI 18 

 

網址:http://www.mis.isu.edu.tw/   e-mail:risagary@isu.edu.tw 

義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07-6577711 

資訊管理學系 

 
學系介紹 

2018 KPMG 全球 CIO(資訊長)調查報告結

果顯示，企業提倡數位轉型的過程中，數位科技

人才的培養與任用，是轉型關鍵成功因素的重中

之重。其中，雲端科技、人工智慧、區塊鏈與大

數據分析更被企業應用於其商業模式。有鑒於此，

本系致力於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資訊管理與應

用專業人才，以因應雲端大數據資料分析、物聯

網、行動商務、行動 APP、人工智慧、虛擬實境

(VR)與擴增實境(AR)等產業所亟需的人才需求。

本系更與資工、通訊系合作開設「雲端運算技術

與實務」以及「資訊技術與管理」兩個跨領域學

程，積極輔導學生考取專業國際證照。此外，本

系更與企業進行產學合作，以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進而強化其就業競爭力。 

資訊管理學系制服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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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www.cme.isu.edu.tw/  e-mail:emilyh@isu.edu.tw 

義守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07-6577711 轉 6752 

學系介紹 
目前台灣通訊相關產業產值仍在成長，舉凡電腦主機

板、行動電話、物聯網、光纖通訊、醫療通訊、IC 設
計都避不開這些通訊技術與概念。本系設立於民國91
年，至今已邁向第14年，課程以「通訊與網路」與「光

電與通訊元件」兩大主軸為核心，期望能培養出符合

通訊產業需求的通訊工程專業人才。 
 
本系畢業生兼具專業學理與實務技能，具備工程整合

之能力，畢業後可考取國立大學通訊工程相關研究

所，擔任工研院研發工程師、或進入國內高科技產業

公司擔任軟硬體開發工程師，以爭取更高的薪資、職

位與自我實現的機會。 

豐富有趣的職場企業 

通訊、網路、電子企業 光纖通訊企業 

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宏

達電、日月光、鴻海、聯

發科、群聯電子、群創光

電、緯創資通、亞旭電

腦、高通創銳訊科技、正

文科技、友訊科技、合勤

科技、智邦科技、星通資

訊、建漢科技、仲琦科

技、明泰科技、東訊公

司、台積電、聯華電子、

奇美電子、友達光電、華

新科技、飛利浦公司、華

泰電子 

華星光通科技、台達電、

聯合光纖通信、新怡力科

技、波若威科技、光環科

技、前鼎光電、上詮光纖、

大地光纖 

 

吳品翰（立志高中）‧簡正霖（慈明高中） 

Hi guys,我們是大四的吳品翰（左‧畢業於立志高中）和簡正霖（右‧畢業於慈明高

中，目前就讀義守大學通訊工程學系，系上有許多好玩且實作的課程，學習如何

接電路、如何使用電腦程式寫軟體、如何製作手機 APP、學習物聯網的技術，就

讀於本系讓我們體會到學習通訊網路工程專業技術真的是件很有趣的事。 

通訊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07-6577711 義守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轉 3202~3 

機械為工業之母，加入義守機動系這個大家庭後，發現機械不再是傳

統認知的黑手，而是加入了許多高科技的元素在裡面，讓傳統結合科

技使我們跳脫傳統認知，大幅提升工作品質及環境，而系上老師教學

也都十分認真與專業，結合實際案例養成學生的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讓學生除了把知識帶到生活上外更可以養成擔任工程師的基本能

力， 除了課業外，系上的系學會也會舉辦不少活動，像是迎新宿營、

球類競賽等，讓學生課外之餘可以與同學聯絡感情與增強體魄，機動

系不僅是個溫暖有活力的大家庭，也是我們成為產業界最需要之機械

工程師的搖籃。 

 

學系介紹 
機械是工業之母，所有產業的生產製造都依賴機械

的運作。在義守機動，你可以學習一技之長，想直

接就業，可以在傳統產業創新，也可以進入高科技

產業接受挑戰；想升學深造，可念機械研究所增強

專業技術能力；想加強管理技能也可念管理研究

所；既有技術背景，又有管理專長，是一個進可攻，

退可守的科系。義守機動系成立以來，自詡於教學

認真、實驗設備充實，課程除注重基本知識、邏輯

分析能力的培養，也強調學生動手設計、分析的訓

練。本系除一般傳統機械系課程外，也在實務方面

加強學生實作能力，數值實務(CAD/CAM/CA)能力，

及培養學生機電整合的能力，近年積極投入綠色能

源科技、微奈米材料及生醫工程、與工業 4.0 等相

關研究。 

 

實習機會 
傳統機械:燁輝、燁聯、東台精機  

高科技機械:日月光、華泰電子、致伸科技 (大陸東莞) 

未來出路 

升學深造：機械、能源、電機、光電、航太、車輛、冷凍

空調、企管等研究所。 

就業市場：傳統產業與高科技工業的機械，半導體公司、

電子公司、汽車、航太、造船工業、運輸行業(台鐵、高

鐵、捷運)、各行業工廠、金工中心、工研院......等，

舉例不完的公司等待同學以在機械系所學到的知識及專

業技能， 

去迎接挑戰各式各樣的工作。 

 

網址:http://www.mae.isu.edu.tw/  e-mail:mae@isu.edu.tw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機動四 邱意婷 

機動四 劉家瑜 



 

學系介紹 

化學工程是一門應用科學，包括奈米科技、半導體工

業與生物技術等化學的應用，因此各大專院校的化工

系也躍居為理工學院的熱門科系。針對科技潮流的變

化，義守化工系對課程的規劃與教學的內容皆以理論

與實用兼顧、授課與實驗並重為原則。本系規劃了三

大領域(生物技術、材料科技與製程科技)與跨院系學

程的課程，同時也安排大三學生在暑假或學期中，至

中油、日月光、勝一化工等南部重點企業進行校外專

業實習，提升畢業生的職涯競爭力。本系課程設計與

教學規劃已獲 IEET 工程科技國際認證，本系畢業生

在國外修讀研究所，均可無縫接軌。 

專業實習 學以致用 
化工系 佟宜君(市立仁武高中) 

實習心得 

專業實習可以瞭解學術與實務相輔相成之處，提早

確定目標與適應工作環境，肯定當初走化工系是明

確的選擇，也讓我往後的道路更充實，並期許自己

未來可以看得更高更遠，讓實習合作能一直延續。 
 
 

為何要以「團體面談」代替「口試」? 

「團體面談」是藉由學系與考生、家長的即時交流互動，了解(1)個人在就學前應有認知與準備；(2)義守

化工系的課程設計亮點；(3)畢業生的升學/職場接軌計畫；(4)未來的職涯規劃與發展方向，讓考生與其家

長對報考科系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避免缺乏資訊，而造成選填志願科系的盲點與失誤。 

如何進行「團體面談」? 

團體面談全程時間約為 90 分鐘，過程將分為三個時段：(1)系所課程設計介紹(30 分鐘)；(2)畢業生職涯

發展說明暨考生/家長 Q&A(20 分鐘)；(3)化工系實驗室參觀(40 分鐘)。 

此項活動的目的，讓考生了解義守大學化工系的現況與發展計畫，並使學生於放榜後儘早銜接大學端，

同時也讓考生家長了解子女未來的職涯發展；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家長與考生與本系聯絡。 

網址:http://www.isu.edu.tw/che    e-mail:che@isu.edu.tw 
 

義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07-6577711 轉 3401-3403 

化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ailto:che@isu.edu.tw


     

義守大學土木系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07-6577711 轉 3302~3 

網址：http://www.civil.isu.edu.tw/  e-mail:civil@isu.edu.tw 

學系介紹 
結合創意、設計、開發、永續與環保，最具未來性卻也最傳

統的不敗科系 – 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你知道嗎…  觀光設施規劃、渡假村開發、都市更新、捷運

建設、環境永續工程都是土木與生態工程的範疇! 

想要成為引領新世代對抗全球暖化的領導者，讓義守大學土

木與生態工程學系的 16 位專業教師帶著大家一步一腳印、

從認識台灣基礎建設、高鐵、捷運、台北 101、水庫、斜張

橋開始，培養為台灣幸福未來打拼的知識與能力，一起來加

入就業率與薪資第一名的土木生態大家族!! 

 

實習機會 
 私人機關: 營造廠、材料實驗室、建設公司 

 政府部門: 高雄市政府、交通部鐵改局、公路總

局、經濟部水利署、高雄捷運公司等 

 法人機構: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生涯規劃與展望 
歷屆畢業生在升學、就業、高普考與專業技師考

試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現。 

課程整合「生態」與「永續」於傳統土木領域

中，本系培育具備生態永續思維的新世代土木工

程師，更符合工程界的需求與社會之期盼。 

 

吳品潔 義守大學土木系學士碩士 五年一貫學生 

我想成為一位偉大的土木工程師，將來可以驕傲地跟我的家人、子女說，你們

走過的路、跨過的橋，眼前的這棟高樓，都是我們的心血結晶!! 

在系上老師們會以實際案例與我們討論，讓教學不侷限於書本，也有機會到政

府機關或私人機構實習，讓我們將所學應用於實務上，可以從不同面向了解這 

個產業。不論是就業、考研究所、參加國家考試等等，老師們都盡心輔導，協

助我們走上更好的路。 



 

網址：http://www.math.isu.edu.tw/  e-mail:cichen@isu.edu.tw               

義守大學財務與計算數學系系學會 07-6577711 轉 5602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學系介紹 
本系課程特色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以數理邏輯為經，財務金融

與資料科學為緯，奠定學生跨領域專業能力。因應金融科技

(FinTech)與巨量資料(Big Data)之蓬勃發展，強化數位金融學

習與應用，在財務領域方面，已規劃相關課程引領同學瞭解金融

科技之發展及培養其基礎能力；在資訊領域方面，亦有資料科學

相關課程，訓練同學資料分析之專業。本系教學設施完善，規劃

完整的數理、金融、資訊等基礎與進階課程，輔導取得專業證照，

提供企業實習機會，掌握就業脈動。未來可依個人興趣從事金融

產業、統計分析、軟體開發、多媒體製作、大數據/資料科學等

工作或報考相關研究所。此外，本校與海外數百所大學簽有合作

協議，學生可申請至海外學校交流學習，增廣國際見聞，提升國

際競爭力。 

 

財數三  陳慧慧 (浙江省甌海中學) 

財務金融、計算編程及數學邏輯是社會目前發展及職場需求較多的專業技能，財

數系的課程更是將此三大核心能力融合在一起，循序漸進奠定我的專業職能。三

年時光裡，學習之外，也參與了許多社團及學系球隊(系羽、系排、系籃)，豐富

了我的大學生活；這期間更深刻感受到系上老師的熱情教導，不論是課業、職涯

或生活各方面，每位老師都會耐心的傾聽、開導。未來充滿著不確定性，財數系

的能力養成符合產業發展的需求，更可以帶給學生往金融、IT 或資料分析等行業

發展的可能性；系上也提供企業實習機會，讓我們可以體驗實務學習，無縫融入

職場生活。 

財數系大家庭的每位成員竭誠歡迎各位的加入！ 

系友表現 
進修 

本系畢業生在升學考試上表現傑出，歷年來進入知名公私立
大學研究所就讀者眾多，研究的領域非常廣泛且多元，涵蓋資

訊工程、資訊管理、統計、數學、應用數學、工業管理、財務、

經濟、數位金融、精算、保險或資料科學等領域。 

就業 

已有畢業系友在公私立大學、高中及國中等學校任教；亦有自

行創業者，如開辦補習班從事補教工作，經營軟體開發設計、

網業設計及多媒體製作；更有進入電子電腦通訊科技業，負責

品管、統計分析及開發工程師等工作；在銀行金融證券服務業

服務者也不乏其人。 

 



 
  

 

網址:http://www.mse.isu.edu.tw  / e-mail:isumse@isu.edu.tw 

義守大學材料系-系學會(isu-MSE) 07-6577711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轉 3102~3 

學系介紹 
根據人力銀行統計材料系畢業生供不應求，市場需

求度極高且薪資待遇優，舉凡資通、機電、能源、化材、

國防及民生領域等產業基礎皆為材料科學，因此需要大

量材料系畢業生的投入，就業市場極佳。 

本系為中南部少數擁有完整規模實驗室及設備之

系所，專業實驗室共計 17 間，提供學生專業的實務操

作與訓練。教學課程涵蓋金屬、電子光電與多功能材料

等領域。課程會連結義聯集團及區域科技產業資源，提

供學生豐富的實習場域及畢業生多元的就業機會。另外

學生亦能參與本系與義聯集團合作的「鋼鐵學程」建教

合作案，除在學期間能獲得優渥的獎助學金外，畢業後

亦能立即到集團工作，學以致用發揮所長。 

本系畢業生系友廣布於半導體、光電、金屬、鋼鐵、

生醫、塑化等產業服務，表現優異且薪資待遇佳。同學

亦可申請預研生，可於五年內完成學/碩士學位。 

實習單位 
義聯集團生產事業體 

燁聯、燁輝、燁興 

區域科技產業相關企業 

日月光、頎邦、晶傑達 

 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五成左右同學持續在國內外相關領域研究所碩、博士班進修，

其中約七成同學考取國立大學研究所 

金屬及傳統製造產業 

中鋼、中鋁、燁聯、燁輝、燁興、華新麗華、漢翔、可成、榮

鋼、中鴻、中龍、台塑、天泰、明安、新光 

半導體及光電科技產業 

台積電、聯電、日月光、康寧、頎邦、晶傑達、 華泰電子、

群創、力晶、友達、茂迪、晶元光電、全台晶像 

研究單位 

中研院、工研院、中科院、金屬中心、同步輻射中心 

 
材料四 陳詩帆 (國立苗栗高中) 

    當初是因為對材料工程等相關知識與應用感興趣，而選擇就讀義守大學材料系，經學習後才

發現生活上的食住行育樂，都緊密與所學的材料知識相連，相當實用且有趣。回想當時剛進入新

環境時，難免都會擔心師生與同儕間的相處及環境適應的問題，不過進入義守材料系後，發現師

生間互動就像朋友一樣，老師們都很關心學生們的生活及學習，也很熱情的教導我們；在同儕方

面，系上每年都有許多大型活動可以參加，除可促進與同學、學長姐、學弟妹之間彼此的情誼外，

也讓大學生涯充滿美好的回憶。在大三上學期的時候，感謝指導教授的推薦，讓我有機會到大陸

大連理工大學交換一學期，體驗兩岸不同的生活與教學方式及文化;而對岸學生認真的學習態度

和讀書方式也是值得我學習的，這也讓我回國後更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學習環境與豐富資源，也願

花更多心力在課業上。若未來有機會，也希望你們也可以到其他國家觀摩與學習。總而言之，義

守材料系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歡迎你們一起加入，成為這溫暖家庭的一分子!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網址: http://www2.isu.edu.tw/2018/homepage_v01.php?dept_mno=656  e-mail:iem@isu.edu.tw 

義守大學工業管理學系系學會 07-6577711 轉 5502~3 

工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學系介紹 
本系成立於民國79年，目前共有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大學部、進修學士班等學制。工業管理是診斷產業體質的

醫生，是整合人力、物料、方法、設備、時間與資訊等資

源，使產業能達到合理化與效率化兩大目標之功臣。本系

課程依系所發展方向，分別設有「作業管理」、「決策管

理」、「人本管理」等三大特色領域，學生可依個人志趣

適性發展。 

本校鄰近南部科學園區、楠梓加工區、仁武工業區，並與

義联集團有良好之建教合作關係。日月光半導體、致伸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提

供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的機會。 

本校管理學院經過多年努力，2016 年初獲得全球最重要

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AACSB 認證，為全世界第755間獲此

認證的大學，全台第14 間，而且是彰化以南4 間獲此認

證的公私立大學之一，顯示本院教育品質達公認的國際

水準。 
 

生涯規劃與展望 

升學進修 

國內外研究所博士進修，包含企業管理、事業

經營、資訊管理、財務金融、國際企業、工業

管理、人力資源、行銷物流、科技管理等領

域。 

就業市場 

1.品質管理師 

2.生產管理師 

3.工業安全師 

4.製成分析師 

5.企業 E 化師 

6.系統分析與設計人員 

7.採購專員/經理、管理幕僚等。 

 

                       工管四 蘇鈺婷 屏東潮州高中 

有人說課業、愛情、社團是大學必修學分，但比起這些學分，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

要什麼！曾因接觸 3D 列印而對工程充滿興趣，所以選擇了工管。更因如此，讓我有

機會爭取到海外遊學-學文助學金，到中國吉林大學交流，還登上一直想一探究竟的

長白山。跳脫舒適圈當交換生、實習都能從中更了解自己。一次機緣下參觀上汽大

眾，十五個足球場大的廠房，皆由機械手臂運作，工管系讓我知道該如何扮演好其

中的角色。系上也積極增取許多國內外實習機會，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工管這

個大家庭擁有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讀書氛圍，我深信每位加入的夥伴們都能精彩又

充實。 

 



  

企業管理學系 

網址：http://www.ba.isu.edu.tw/  e-mail:isuba@isu.edu.tw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義守企管系學會[Bass] 

 
07-6577711 轉 5902~3 

學系介紹 
「管理學院經過多年努力，2016 年初獲得全球最重要

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 AACSB 認證，為全世界第 755
間獲此認證的大學，全台第 14 間，而且是彰化以南 4
間獲此認證的公私立大學之一，顯示本院教育品質達

公認的國際水準。」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旨在培養二十一世紀有競爭力

之專業經理人，並積極探索企業與管理問題之相關研

究與解決之道。在教學方面，強調個案分析與個案教

學，並設置企業經營模擬研究室及企業 e 化經營決策

研究室，以提升學生分析個案之能力。在課程方面，

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根據企業的需求及未來的展

望，培養具國際觀和全球化運作能力的企業管理人

才，課程規劃可統整為創意廣告與行銷物流、組織行

為與人力資源，以及企業診斷與經營策略等三大特色

領域，以利相關研究與教學的執行與整合。在學生學

習方面，學術與實務並重，提供學生繼續深造與就業

多重選擇的支援。 

畢業雙軌 
本系於大三下學期會為學生進行最後一哩的前程規劃，就業

方向安排企業實習規劃，以利職場接軌；升學方面則安排專

題研究，以利直升本系企研所，可於一年取得碩士學位或考

取其他國立大學與出國留學。 

進修方面 就業方面 

一、國內外碩士班進修，
包含企業管理、事業
經營、資訊管理、財
務金融、國際企業、
工業管理、人力資
源、行銷物流、科技
管理等領域。 

二、公務人員高普特考/
各種專業證照考試。 

一、企業管理專業經理人 
二、創業經營者 
三、廣告公關與企劃管理人員 
四、行銷業務管理人員 
五、人力資源管理人員 
六、生產及專案管理人員 
七、財務金融管理管理人員 
八、公私立機構經理人或研究 

助理 

 

 

 

企管三 A  洪梓舜(馬來西亞濱華中學) 

    企管系是一個所學非常廣泛的系所，系上各領域專長的老師都有，也不乏擁有業

界實務經驗的師資，系上課程分為三大領域，讓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來選課、發

展專長，更加專精於自己喜歡或是擅長的方向。在大學生活裡除了課業之外，我在二

年級時擔任系學會幹部參與了系學會運作，很幸運的認識了一群好朋友。也因為擔任

系學會幹部的這份經歷，使我在申請奬學金方面更加順利。現在的我已是系學會會

長，我將很多課堂上的理論運用在系學會的運轉模式中，這是一個很好的發揮平台。

最後在這大學四年中，盡我所能的去挑戰想做的事情，想告訴大家充實自己大學生活不

要留下遺憾!學業，愛情，社團，打工一個都不能被當哦！ 



 

網  址：www.finance.isu.edu.tw       E-mail：finance@isu.edu.tw 

義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07-6577711 轉 5702~3 

財務金融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學系介紹 
義大財金系每學期皆不間斷的邀請各大金控公司，包

括銀行、證券、票券、期貨、投信、投顧、信託與保

險等金融機構之高階主管親自授課，至今累計共邀請

77 位副總級以上的業師擔綱各類課程，親身教導同學

實作經驗，並提供實習與就業機會。 
 

學系特色： 

一、本系課程規劃兼具學術與實務，三、四年級尤以

實務為主，著重理財、投資及金融等三面向深入

探討。 

二、提供整學年在金融業總公司各部門的深度專業實

習，實習可抵免畢業學分。 

三、跨院系開設「財經傳媒」與「程式交易」相關學

程，培育學生多元跨域專長。 

本校管理學院於 2016 年初獲得

全球最具權威之商管認證教育機

構 AACSB 認證，顯示本系教育

品質達公認的國際水準。 

未來職涯規劃 
 升學：國內外研究所碩、博士進修，包含財務金

融、會計資訊、企業管理、資訊管理、國際貿易等

領域。 

 就業：國家考試進入政府單位、公司財務人員、證

券分析師、風險管理師、基金經理人、金融相關從

業人員等。 

財金系 張瑀恬 (國立鳳山高中) 
加入財金系這個大家庭之後，發覺系上老師們教學皆十分認真，很多課堂上學習

到的知識，都能在實務經驗派上用場，例如: 課堂上的期貨選擇權、證券投資分

析和衍生性金融商品，老師都結合理論與實務，透過虛擬投資網站，讓我們對於

各類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更加了解，也有實務投資的概念，加上系上資訊設備齊

全，以分享金融資訊為主，讓課程不再枯燥乏味且是具彈性能與學生互動。系上

也不定時會舉辦不少有趣的活動，像是新生宿營、期末烤肉活動、現金流、名人

講座等，讓同學間與老師們可以彼此熟識，增進情感，所以財金系是一個很可愛

又溫暖的大家庭。 



      

                       會計四 黃品嘉 (畢業於福誠高中) 
當初選擇科系時，在自我興趣與分數間做取捨，毅然決然選擇了符合自我興趣
的義守大學會計系來就讀，時間過了三年多，如今我認為當初的選擇是非常正
確的。           
在課業上，系上的老師教學認真，教導我們學術理論之餘，在課後也給予關心
及協助，而會計系並不單單只是坐在教室內算著會計題目，也走出校園到國稅
局為民眾申報綜所稅，不僅是為民眾服務，更讓學習更加完整豐富。我認為在
大學階段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目標，並且向追尋的目標前進、來完成心中
理想，而我也一樣，在會計系這個大家庭中也找到了自己的未來目標，不再迷
惘，這三年多來帶給我很多成長，我也將繼續努力完成理想。 

網  址: http://www2.isu.edu.tw/2018/homepage_v01.php?dept_mno=602 
E-mail: christin@isu.edu.tw 

ISU 義守會計系(系學會) 07-6577711 轉 5402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學系介紹 
會計又稱為商業的語言，所有企業或組織的經

營活動需藉由會計加以整合貫通，方能提供企業與
投資人正確詳實的資訊，所以會計學科為管理類學
門的基礎，會計學亦為管理學院之院必修課程，其
重要性可見一斑。本系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學生具
備會計、稅務、審計專業理論知識，以獲取專業資
格並強化多元管理的智能，提昇全方位競爭力」。故
會計學系四年之課程規劃，除了學習各種會計及審
計知識之外，尚包括財務金融與管理等多元化課
程，有益學生擴大學習廣度並提升自我價值。 

管理學院經過多年努力，2016 年初獲得全球最
重要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 AACSB 認證，為全世界第
755 間獲此認證的大學，全台第 14 間，而且是彰化
以南獲此認證的公私立大學之一，顯示本院教育品
質達公認的國際水準。 

實習與參訪活動 
本系畢業同學可依個人條件或興趣繼續深造

或就業。為輔助畢業生就業，本系特規劃就業輔導

計劃，內容包括： 
(1)實習－每年選派表現優異學生前往大型會計師 

事務所實習，並可獲得留任正職。如：國富浩 
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參訪－與優良企業合作進行實地參訪，包含製 
造業、服務業及會計師事務所等。如：國富浩 
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德昇會計師事務所、誠德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元大證券、南碁工程有限公司等。 

(3)見習－每年暑假選派同學前往審計部所屬各縣 
市審計處(室)見習。 

(4)演講－邀集產、學界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5)職涯規劃－聘任職涯顧問師與職涯導師，並 

舉辦生涯規劃座談會。 



 

 

網址:http:// www.ib.isu.edu.tw/  e-mail: dib@isu.edu.tw 

 

學系介紹 
本系之教育目標為「培養國際商務全球化人才」。本系 
課程分為三大特色領域，分別為國際經濟、國際企業、
國際貿易三大領域，學生可依個人志趣適性發展。 
本系特色與教學理念為： 
一、因應業界需求與學生之生涯規劃設計課程， 

培養學生國際移動能力及國際觀。 
二、師資兼具國際化與多元化。 
三、學生實務見習經驗之培養。 
四、豐富多樣的外語學習管道。 

本校管理學院經過多年努力，2016 年初獲得全球最重要
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 AACSB 認證，為全世界第 755 間獲
此認證的大學，全台第 14 間，而且是彰化以南 4間獲此
認證的公私立大學之一，顯示本院教育品質達公認的國
際水準。 

 

07-6577711 義守大學國際商務學系 

 
轉 5802 

國商三 B 卓奕寰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我是國際商務學系三年級的學生，經過系上 3年的磨練，發現系上的課程相當多元，不單單

只有學到國貿的專業，還有財管、行銷等課程。跨領域，一直都是社會上不可多得的人才，

學校也相當支持跨系修課，因此我以會計系為輔系。大學生活中社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擔任學校足球社社長一職，我將經營社團視為出社會前一個磨練自己的機會，在過程中會

遇到許多阻礙和挫折，這都是成為更好自己的養分。學校也提供許多交換和雙聯學位的機

會，我曾經獲得學海及學文獎學金到日本東洋大學和中國哈爾工業大學交流。現在也計畫明

年要前往英國爭取雙學位。此外，校園中有三分之一的外籍生，透過與他們的交流更可了解

異國的文化。歡迎學弟妹們加入國際商務學系大家庭，活出多采多姿大學生活。 

 

生涯規劃與展望 

 

一、 本系畢業生除可報考國內外商管相關碩、博士班

外，在系上教師指導及課程設計薰陶下，培養國

際移動能力，得以找到適合的工作機會。 

二、 本系以培養全方位的全球化人才為宗旨，畢業學

生在就業方面主要從事國際貿易與國際企業管

理之相關工作，服務於外商、國際企業及金融業、

保險業、貿易公司、航運公司、物流公司等。 

三、 在從事公職方面，本系學生可參加國際貿易人

員、金融人員、海關人員、一般行政、外交人員

等高普考試。 

 

 

http://s01.calm9.com/qrcode/2018-11/90FZM5JOGO.png


 

網址: http://www.ppm.isu.edu.tw/  e-mail:sally@isu.edu.tw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07-6577711 轉 5851~2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學系介紹 
本系致力成為南臺灣公共事務管理的主要研究與教育
基地，並在 2016 年初獲得全球最重要的商管認證教育
機構 AACSB 認證，成為全台第一個獲此認證的行政管
理相關系所，顯示本院(系)教育品質達公認的國際水準。
在教育目標方面，我們主張透過科際整合、廣博的跨學
門訓練，以及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角度，培養公共部門、
非營利組織，或私人企業之政策規劃、分析人員或管理
者，以因應未來全球化趨勢與新知識經濟體系運作的挑
戰。本系畢業生，在專業能力上應具備對公共事務領域
學理的認識、兼具初步之公共部門工作經驗，以及擁有
初階的公共事務研究能力，以備其未來深造所需。此外，
畢業後可報考國家公務人員考試，亦或擔任政策分析
師、民意代表助理、公共關係顧問、民意調查工作、非
營利組織管理、公共與人力資源管理等專業，以成為公
部門、非營利機構，以及私人企業中服務的領導專才。 

豐富有趣的實習單位 

政府部門 私部門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台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澎湖縣政府 

內政部移民署 

廈門軌道交通集團有限

公司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檜意生活村 

義守大學 

非營利機構 其他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高雄市阿福食物銀行 
高雄市關懷流浪動物協
會 
臺灣觀光策略發展協會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議員服務處 
立委服務處 
里長辦公室 

 

 

政管二 簡碩宏 (台中市立后綜高中) 

政管系這個大家庭，比我想像的還要更好，老師們很具親和力，教學十分認真用

心；課程內容常結合時事，培養我們對公共事務的靈敏度與政治效能感。老師們

也常鼓勵大家去閱讀期刊，接觸多樣性的公共議題，建立專業知識。個人參與系

學會，舉辦了許多的活動，如：迎新宿營、寒暑期國小營隊等。透過活動，增加

了系員間的向心力與師生間的互動。對我而言，本系除了擁有優良的師資和設

備外，同時營造了溫韾快樂的學習環境，是一個可以讓我實踐夢想的基石，歡迎

大家一起加入我們學習的行列！ 





 

網址: http://www.dmcold.isu.edu.tw/  e-mail:dmc@isu.edu.tw 

王大傳 07-6577711 轉 5951-3 

未來出路 

培育五工高手.專業發展更加寬廣 
想成為媒體人，卻還不確定自己最想發展的專長? 

擔心只有單一專長，未來可能失業?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的師資、課程、設備規劃，

都以朝向培育”五工高手”的目標發展，進入本

系，你可同時擁有攝影製片、廣播、數位多媒體、

新聞採訪、公關廣告等五種專長。 

選擇本系，你可以接觸更多元的媒體學習課程，並

確認自己最想發展的專長；同時又不至於因只具備

單一技能，限制了未來就業或進修的空間。 

陳姿佑 (國立宜蘭高商畢業) 
 

在大傳系多元課程裡，讓我不只侷限在單一的框架裡學習，放眼看更寬廣

的世界。系上的老師同學都像家人一樣，給予陪伴及支持。在課程上我們

吸收教授的經驗知識，甚至邀請業界學者提供珍貴意見給予學生。在這裡

我不只學習到各種傳播知識及技能，更多的是各種人際關係的相處，溝通

技巧，這些都是比課程更重要，而且對未來就業都是受用無窮。 

學系特色 
 本系畢業生大多從事與傳播相關工作，發展相當多

樣化，諸如擔任電視台(或傳播公司)影視執行製

作、影視編導、商業攝影師、新聞記者、廣播電台

節目主持人、企業行銷企畫、報刊雜誌編輯、公關

廣告人員等，此外還可擔任公職及繼續進修研究。 

      

 



 
 

網址：http://www.filmtv.isu.edu.tw/  e-mail:filmtv@isu.edu.tw 

聚焦。義守大學電影與電視學系 07-6577711 轉 8252~3 

學系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規劃以落實影視的製片、編導、攝影、錄音、剪 

輯、調光、美術、電影行銷等專業的創作和學理為目標，

規劃從意念 發想、前製、後製到行銷、參加影展等一系

列專業課程； 並以聯合製作、微電影製作與影視實習做

為總結課程。在此核心基礎上又規劃「編導製片」及「影

視製作」兩大特色領域。最後輔以畢業影片製作與長篇劇

本創作為標的，檢視學生四年學習成果。 

 
 
我們「拍電影」 

                     而非「說電影」 

本系課程採取科技整合架構，「影視編導製片組」課程包

括類型電影分析、文學作品導讀、劇本創作、分鏡設計、

戲劇概論、影視表演、聲音與肢體、微電影製作等。「影

視製作組」則有電影錄音、混音後製、配樂、影視造型與 

化妝、電影剪輯、進階電影攝影等專業課程。另有兩組共

同修習之電影理論與美學、類型電影分析、亞洲電影分

析、歐洲電影分析、電影行銷與發行、國家電影制度、電

影發展史、獨立短片製作等學理研究課程，以強化影視藝

術創作能量。 

此外，本系與數位多媒體設計、大眾傳播學系、創意商品

設計學系成立傳播與設計學院，推動跨系、跨組的課程選

修與學分承認，方便同學可選修動畫、紀錄片與設計課

程，培養第二、第三專長，增加職場就業競爭力，歡迎同

學加入我們的行列，期待下一個金馬獎就是你。 
(招生分組，入學不分組)。 

電影與電視學系 莊彥哲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義守大學影視系是南部唯一教授電影與電視的系所，每位教師在業界都擁有豐

富資歷，我們都可以依自己的興趣與需求，找到合適的專業老師傳授經驗。不

僅如此，系上的設備與教室也相當完善，如小劇場、實習製片廠、多媒體剪輯

室、專業高階攝影、燈光器材等，課程規劃從理論到實作也都十分扎實，絕不

馬虎。更令人開心的是，偶而也會有電影業界人士來與我們交流、座談，讓我

們更能夠親炙業界明星的風采。歡迎懷抱電影夢的你們，來到這裡和我們一起

圓夢！ 



 
  

學系介紹 
本系以媒體設計多元學習領域為中心，配合數位內

容產業之需求，培養具備豐富創造力、嚴謹邏輯思考之

數位媒體創意與設計專才。本系以「因應未來數位內容

產業之發展所需，培育媒體設計專業職能與具職業道德

之人才」為宗旨，分為數位動畫設計組及互動媒體設計

組培育專業人才，期能將美學及工學不同領域的學能做

更密切的結合，發揮相得益彰的宏效。具體的目標為： 
1、提升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學術研究風氣與能量，以達國

際水準。 
2、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並具職業道德及發展能力的媒

體設計人才。 
3、強化產、官、學三方關係，以協助政府政策推展、提

昇產業發展及媒體設計水準，建立本系專業、服務、

前瞻之形象。 

網址：http://www.hmd.isu.edu.tw/  e-mail: dmmd@isu.edu.tw 

義守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07-6577711 轉 8452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數四顏如琦（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義守數媒系提供高度自由的學習環境及氛圍，讓學生透過多方向的涉略探
索，引領學生找到最有興趣的專業項目進行深究，同時系上備有多間數位
化專業教室，供學生自由使用。此外，系上師長及各單位也積極策畫多項
活動豐富學生的大學生活。從國際暑期短期遊學團、業界專業人士講座、 
企業參訪、校外短期實習等專業相關活動，乃至迎新宿營、多系交流學生
聚會、多系運動競賽等活動。最重要的還有每學期期末的作品展覽，提供
一到四年級學生發表作品的舞台，同時透過舉辦展覽訓練學生策劃活動之
能力。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生涯規劃與展望 
數位內容為我國規劃重點發展產業之一，政府更積極成立軟

體與文創產業聚落，將帶動媒體設計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及

媒體設計就業市場與機會之大幅提昇。本系學生之出路可分

為： 
1. 就業:本系以全球化的就業市場作為規劃學生未來生涯發

展的重點，期望本系訓練出來的學生能成為熟悉全球數位

內容趨勢與運作的專業人材。本系學生未來出路將包括：

1.動畫 2.遊戲 3.影音 4.行動設備 5.出版典藏 6.e 學習領

域中之：程式設計師、3D 美術設計師、動畫師、企劃

師、專案經理等等。 
2. 國內外研究所深造:目前國內外皆已成立相關研究所，對

學術理論實踐感興趣之學生，可規劃至國內外研究所深

造。 
歡迎對創意媒體設計、3D/2D 動畫創作、電玩設計有興 
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的行列！ 



網址:http://www.cpd.isu.edu.tw/    e-mail:cpd100@isu.edu.tw 
 

義守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07-6577711 轉 8352 

Design your world, create your future! 
 
 
 
 
 
 
 
 
 
 
 
 
 
 
 
 
 
 
 

 
 
 
 
 
 
 
 
 
 
 
 
 
 

 
 
 
 
 
 
 
 
 

本校「傳播與設計學院」協同本系成立「南方文化創意產

業聯盟」，臺灣文創軟實力各界有目共睹，期能透過學術

培育人才協助產業加值，導入人工智慧、醫療、設計等產

業。校長 陳振遠致詞表示，該會議服膺義大跨域創新發

展方向，期能與聯盟廠商密切合作。「傳播與設計學院」

院長 周志榮指出，本次會議邀請各領域專家演講，若要

避免被機器人取代，設計師必須跳脫框架，超越、思辯物

件的意義。南方文創聯盟目前約有 100 家廠商加入，響應

熱烈，成員包含高雄在地廠商 SKB 文明鋼筆、三和瓦窯等，

今年新加入的洋勝公司、宥林數位、數位智造均屬高能量

廠商，為聯盟注入新氣象。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學系介紹 
創意是二十一世紀新顯學，創意商品設計人才的養

成，是促使產業轉型與企業發展的主要動力。本系的

發展主軸包涵文化創意、科技美學、智慧生活與人本

關懷。因而本系成立宗旨，是以宏觀的視野，注入多

元的課程，期能培育新思維的優質創意人才，以滿足

企業相關創新商品設計與設計行銷服務需求，括展產

業競爭力，躍上國際舞台。本系之教育目標則以追求

新視野新思維，提升傳統文化的涵養與世界新知的精

進，結合藝術與科技，整合地方產業與國際接軌，期

求就業與理想並進，以落實三就（就學、就位、就

業）方針及實現三創（創新、創意、創業）目標。 

 

義守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學系是個富有熱情，創意、關懷的學系~ 
老師和同學的互動如朋友，非常樂意隨時給予學生建議與協助。系上培養學生能在企業實戰
的能力，包含技能與溝通能力，也鼓勵學生參與競賽。我在大二時，曾參與旭利紙器的產學
合作計畫案，創作了不少可商品化的作品；而大三時，赴成都參加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意競
賽，培養競爭力與增加團隊合作經驗，在學術方面也曾與老師們參加日本福岡的國際研討會
並進行發表。本系也舉辦許多活動，讀書會、工作坊、企業演講、展覽、校外參訪等多元活
動。雖然這些活動會使大學生活變得忙碌，但那完成後所得到的果實卻是鮮甜可口的。 
我覺得商設系是個溫暖的大家庭，伴著系上的腳步，按部就班、能紮實地成長茁壯，實踐設
計夢想! 

聯盟企業廠商，充分提供本系學生實習與就業機會! 

魏于馨 (林口高中) 

http://www.cpd.isu.edu.tw/
http://www.cpd.isu.edu.tw/




    

  

網址：http://www.iciba.isu.edu.tw/  e-mail: iciba@isu.edu.tw 

轉 8702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國經四 蔡依伶 (高雄市立新莊高中) 

 

對於全英授課你們可能會感到不適

應，但積少成多，四年下來英文絕

對會進步很多的。當課業有問題

時，不要覺得外師很可怕，他們都

是很樂於解答同學們的問題的。祝

你們有個愉快的大學生活～ 

學系介紹 
本系隸屬本校於 98 學年度成立之國際學院，其宗旨

在培育具跨文化、創造力及國際競爭力之專業經營管

理及行銷人才。課程多由外籍專業師資以全英語授

課，並規劃海外留學及赴姊妹校交換機會，以奠定學

生專業知識技能，培養多元文化適應力、國際溝通能

力，並拓展全球視野。 
 
學生可體驗多元的教學方式，包含課堂講課、互動式

討論、數位教材、專題製作及短期業界實習。藉由課

堂小組討論及報告，學生可以親身體驗來自不同國家

教授與同學所帶來的文化洗禮。 

生涯規劃與展望 
學生畢業後可於國內外就業或進修。畢業時所具備

的英語溝通及專業能力，無論選擇業界或學術界，

亦或自行創業，發展面向皆相當遼闊。 

 

國際化的師資與學生來源 
本系有三成學生與七成師資來自國外，每學期也會

有國外姊妹校的交換生至系上修課。學生不需出國

也能體驗與外籍人士交流互動，培養對多元文化的

尊重與欣賞並提升英文溝通能力。 

 
國經三 阮明銀 越南 
Being here, I have learnt how to collaborate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I also make many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BA is where students are prepared for the 
future by engaging themselves in the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Being here, I have learnt how to 
collaborate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I also make many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義守大學 IBA 07-6577711 



 

 

 

義守大學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學系介紹 
本系延攬符合 AACSB 資格的外籍專業師資，提供

全英語教學環境，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國際化的

學習環境充滿多元文化的思辯與衝擊。 

財務與貿易跨領域雙主修，學生能力與業界需求

相契合，百分之七十五的學生在畢業前即獲聘用。 

訓練學生嫻熟的運用資訊技能，循序漸進的發展

出分析巨量資料的能力，靈活處理職業生涯中多

樣化的問題。 

辦理國貿就業學程和金融公益專班，針對大四生

設計職場接軌、由數十位業師講授的中文教學的

就業學程，並鏈結廠商實習。 

百分百實習 
金融產業 國貿產業 

富邦金控 

國泰世華 

國際票券 

中國各區銀行 

昇宏國際 天聲工業 
廣美科技 南寶樹脂 
燁貿國際 宏遠興業 
太普高  久陽精密 

證券產業 非營利事業機構 

兆豐證券 

群益證券 

統一證券 

佛光山 
美國黃石公園 

財政部關務署 

畢業生工作職場 
金融產業、證券產業、國際貿易產業 

 
 

 

 

                       國財四 謝佳蓉 (高雄三民高中) 

國財系的老師來自美國、歐洲等世界各地，帶給我們不同國家的財務
案例與制度比較，透過群組討論的思辨與激盪，讓我們能深入了解金
融體系的本質，一系列的財務資訊課程，引導我進入金融資訊的領
域，且因為國際交換計畫，讓我可以到法國交換學習一年，學習獨立
生活，品味不同的文化視野和異國風情。系上還用心地舉辦各種職場
接軌的業師課程，並連結產業實習，來國財的同學千萬不要錯過。 

網址: www.icif.isu.edu.tw  e-mail:icif@isu.edu.tw 

07-6577711 轉 8752 

國際財務金融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轉 8802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外籍師資 全英授課 
榮獲 AACSB 商管認證的國際觀光餐旅學系，禮聘國外具

豐富教學與業界經驗之專業外籍師資，課程皆採全英授

課。本系強調應用教學與主動學習，學生在四年的大學生

活中皆出國研習並且可至業界實習，以培養國際競爭力。 

地球村般的學習環境 
系上同學約有 1/3 來自包含歐洲、亞洲與美洲等不同的國

家，課堂討論、團體報告皆須與外籍生合作與溝通，讓學

生在多元文化下培養英文能力與世界觀。課後更可預約與

外師討論課堂和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 

多元的海外學習機會與實習制度 
透過與國內外實習單位及人力資源公司合作，提供香港、

新加坡、泰國等地實習機會。 

培養國際觀光餐旅管理專業人才 
本系旨在培養觀光與餐旅領域專業的國際管理人才，

大一主要修讀基礎的管理課程，大二後導入專業觀光

餐旅管理選修課程。 

 觀光管理特色領域 
課程包含觀光產品設計與行銷、領隊與導遊實務、主題

樂園管理、目的地管理與品牌建立等。 

 餐旅管理特色領域 
課程包含度假村及溫泉旅館管理、餐飲管理、宴會與餐

飲運作、活動與會議管理等。 

 

 

 

觀旅四 呂文茜 Jocelyn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當初選擇義守大學國際觀光餐旅學系是因

為我始終被國際學院的全英環境，以及系

上的課程規劃所吸引。IC 就像是一個小型

地球村，可以在這裡遇到各種來自不同國

家的老師、同學，學習到各國的文化，增加

自己的國際觀，從義守出發放眼全世界。 

07-6577711 @ISUITH 
網址:http://www.ith.isu.edu.tw/  e-mail: icth@isu.edu.tw 

觀旅一 柯夏豐 Kliuev Vsevolod (Russia) 
Hi, my name is Seva and I am from Russia. 
In the ITH Department I have met a lot of new 
friends. The teachers in my department are 
very professional and I really like the way they 
lead the classes. If you have doubts about 
what department you should choose, just 
calm down and choose ITH! 



   

網址: http://www.em.isu.edu.tw/  e-mail: entertainment@isu.edu.tw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07-6577711 轉 8852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學系介紹 
本系聘請外籍專業師資，打造全英語教學環境，並訂
有海外研習之畢業門檻，以全球化就業市場作為規劃
學生職能發展目標。 

活動策展組旨在培育具國際視野之娛樂活動策展管
理人才，領域包括觀光休憩活動、運動賽事等；博弈
課程隨班證照考照。與本校大傳系、休閒系合作設有
跨域學程。 

影視娛樂組旨在培育具國際視野之影視娛樂人才，領
域包括製片與 後製管理、流行文化、流行音樂行銷、
劇情故事、劇場 管理等；實務課程並聘有知名導演演
講授課。與本校影視系合作設有跨域學程。 

選擇娛樂系的八大理由 
1. 2017 年本校榮獲英國泰晤士報大學排名全球 1000

大，亞洲 200 大。 
2. 2016 年國際學院獲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進入全

球前 5%大學。 
3. 全英語國際教學環境，超過 50 國 2500 名境外生在

此求學。 
4. 義联集團事業體優先錄用本校畢業生。 
5. 培養英語影視人才，配合全球影音串流產業發展。 
6. 活用新媒體整合行銷策略，打造策展專才，滿足業界

未來需求。 
7. 與海內外知名企業合作，滿足同學企業實習需求。 
8. 設有國際研習與英語能力門檻，培育具全球視野國際

人才。 

                         李珉森(Vincent Kevin Lees) / 南非生 
義守大學國際學院是全台灣少數用全英文上課的學院，校內的各項設備很新也
很完善，提供學生優良的學習環境。娛樂系的課程很多元化，課程目標集中在
活動管理與影視娛樂，從籌辦活動中可以實際運用，教師帶頭教導學生如何操
作。此外，許多不同國家與文化的同學齊聚一堂，共同學習，彼此增進溝通技
巧與協調能力，開闊國際視野。 
 

豐富有趣的實習企業 
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 MUJI/馬來西亞雲頂集團/馬來西亞 Mischievous Studio/香港迪士尼樂園/春暉影視/ 

洪馬克導演工作室/島嶼人映畫製作所/愛上影國際傳播/第九單位/義联集團公共事務部/義大世界/義大皇家飯店/飛訊

模特兒經紀公司/維多利亞酒店/雲品溫泉酒店/台灣高鐵/西子灣沙灘會館/關貿網路/江南渡假村/ 

 

mailto:entertainment@isu.edu.tw




 

網址:http://www.lm.isu.edu.tw   E-mail: kaitey@isu.edu.tw 
07-6577711 轉 5352~3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學系介紹 
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與學院內各學系經過多年

努力，2016 年初獲得全球最重要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
AACSB 認證，與台大、政大、成大等校同列頂尖大學行列，
成為全世界第 755 所、全台第 14 所獲此認證的大學。截至
目前為止也是全球觀光餐旅學院中第一獲得此殊榮之學院，
顯示本系教育品質達公認的國際水準。 

本系課程以「活動企劃與行銷」與「休閒產業經營」為
主軸，配合休閒娛樂發展之趨勢，結合本校所屬義聯集團之
義大遊樂世界、義大世界購物廣場、義大皇家酒店、天悅大
酒店等相關休閒事業，搭配國內外有薪實習 6 個月，培育具
備專業知識與實務體驗之休閒未來管理人才。 

本系畢業生可在休閒相關產業擔任營運、管理、服務、
活動策劃、行銷等職務或自行創業，亦可報考國內外觀光休
閒事業相關領域之研究所，能發揮管理、營運、規劃與服務
之專業能力。 

多元又務實的實習單位 

博物館及遊樂園 活動企劃行銷公司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義大遊樂世界 
遠雄海洋公園 
大魯閣(草衙道購物中心) 
麗寶樂園 

寶悍運動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壹肆伍貳創意整合有限公司 
瘋戶外事業有限公司 
興誠服務品質管理訓練機構 

飯店休閒部門 休閒農場 
義大皇家酒店 義大天悅飯店 
晶華酒店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台糖長榮酒店 
日暉國際渡假村 
牡丹灣休閒事業體系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出霧溫泉 villa 

雪霸休閒農場 
飛牛牧場 
薰衣草森林 
大坑休閒農場 
阿信巧克力農場 
菇鍋美食體驗館 
統一谷關渡假村 

還有國外喔… 
新加坡、日本與大陸實習 

陳柏文 (薰衣草森林 _緩慢民宿主人) 

畢業退伍後進入休閒相關產業，在民宿工作除了每天基本的整房、接待，還需要隨時應變

各種突發狀況，每天看似重複的繁瑣工作，可從中發現需要改進及更有效率的方法。對我

來說，這工作就像旅行般的有趣，由於公司分布好幾個營業點，一路從新北金瓜石、花蓮

石梯坪、日本北海道、台中總公司、苗栗三義，憑著不減的熱情及夢想堅持，在兩年內，

從服務員晉升至店主管，過程中與各部門協調處理各項事務，進階到管理層面的事情。勉

勵後進學弟妹，遇到任何事情就去解決它，從問題中發現可行之解決辦法，不要害怕逃

避。成功不是結局，失敗也不是災難，你所持續的勇氣與堅持，才是最重要的，與你們共

勉之~ 

學長的話 

 



    

07-6577711 

餐旅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學系介紹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各學系於 2016 年初獲得全

球最重要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 AACSB 認證，是全台觀

光餐旅學院中第一個獲得此殊榮之學院，顯示本系教育

品質達公認的國際水準。 
本系是全國唯一擁有集團所屬五星級飯店的餐旅

學系，以培養餐旅管理專才為目標。強調理論與實務並

重，實習直接與就業接軌，重視情境教學與業界實作。     
本系建構有餐旅營運中心，包括：餐飲服務教室、

飲料調製教室、多功能廚房、客房教室及實習餐廳等，

讓學生在情境教學的環境中學習，並在義大皇家酒店、

義大天悅飯店及國內外知名飯店等進行實習或工讀。部

份課程須遵守專業服裝儀容標準。配合課程規畫必須至

業界校外實習六個月。 

豐富有趣的實習單位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台北晶華酒店、台北萬豪酒店、台北亞
都麗緻飯店、台北西華飯店、台北君品酒店、台北喜來登飯
店、義大皇家酒店、天悅飯店、高雄國賓飯店、高雄漢來大
飯店、台南大億麗緻酒店、台南晶英酒店、台南台糖長榮酒
店、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墾丁福華渡假飯店、墾丁夏都沙
灘酒店、墾丁凱撒大飯店、鼎泰豐、王品集團等 

新加坡 
Mandarin Orchard  
Grand Hyatt  
M Hotel,  RC Hotels  

日本 
定山渓万世閣、姫の湯
Hotel 軽井沢、大阪 ritz 
carlton 
北海道登別萬世閣飯店 

香港 
怡東酒店、鼎泰豐 

文華東方大飯店 

澳門 
永利酒店、大倉酒店、 

萬豪酒店、澳門總統飯店 
畢業出路：餐廳與飯店儲備幹部、主管、顧問或自行創業等。 

餐旅系 104 級 蘇芸萱(國立高雄餐旅高中)  

在高三尋找學校時，看見義大餐旅管理學系擁有
義大皇家及天悅兩家大飯店的豐富資源很吸引
我。加入這個大家庭後，發現不管在學術或實作
課程上都給予學生可以發揮的舞台，師長們用心
聆聽並給予意見。我很高興能夠加入義大餐旅系
的行列，你還在等什麼呢？  

餐旅系 98級 林易寬(保定綠光鮮境餐飲公司 董事長) 
在義大餐旅系學習專業知識及技能，讓我瞭解待人處事的
真理。大學教會我尊重每個行業，也時刻提醒並激勵自
己，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激發出潛能。回歸集團餐飲業擔任
負責人，重新統整集團各餐飲品牌，在娛樂與服務中充滿
未知挑戰與驚喜，慶幸自己當年考大學時作了最佳的選
擇。 

轉 5752或 5753 

 

義守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林俞安 96級 澳洲 One Drop Specialty Coffee首席咖啡師 
黃馥庭 96級 東大興食品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潘穗諠 97級 義大皇家酒店餐飲部副理 
林易寬 98級 保定綠光鮮境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長 
謝閔仲 98級 台北萬豪酒店 Garden Kitchen 副理 
 

優秀系友 



 
 

網址：http:// www.tourism.isu.edu.tw/ E-mail：tourism@isu.edu.tw 

義守大學觀光系 07-6577711 轉 5452~3 

觀光學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各學系經過多年努力，2016 年初獲得全球最重要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 AACSB 認證，與台大、政大、

成大等校同列頂尖大學行列，成為全世界第 755 所、全台第 14 所獲此認證的大學。也是全球觀光餐旅學院中，第一個獲

得此殊榮之學院，顯示本院教育品質達公認的國際水準。 

學系介紹 
本系以培育具備全球視野之觀光管理實務專業人才為目

標。除設有實習旅行社與旅行業資訊系統暨航空訂位系統

教室外，並訂定實習制度，使學生有機會至本校關係企業

或觀光相關產業機構從事實務實習，達成學校與職場的無

縫接軌。未來就業方向包括國內外旅行社、會議展覽中心、

會議展覽顧問公司、導遊、領隊、航空公司、郵輪產業、

觀光旅館、主題樂園、休閒服務產業及郵輪產業等。 

豐富又多元的專業實習 
合作實習單位除雄獅旅行社 、惠康旅行社、三益旅行社、

太達旅行社、義大皇家酒店、義大天悅飯店、墾丁夏都沙

灘酒店、墾丁凱撒大飯店、台南晶英酒店、太魯閣晶英酒

店、台南大億麗緻酒店、屏東海生館、義大開發、昇恆昌、

星期五美式餐廳及鼎泰豐等國內實習單位外，符合條件之

學生亦可選擇至日本、新加坡、韓國、澳洲等國家從事海

外實習。 

觀光四 賴郁東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 

在加入觀光這個大家庭前，我對觀光的了解僅限於導遊、領隊，但隨著我在系上

的學習，認知也跟著改變。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學習鋪床的技巧及觀光旅館相關知

識的「服務管理實務」，以及學習在不同場合中各種應對進退並了解各國風俗民情

的「國際禮儀」等課程，也讓我知道觀光涵蓋的範圍十分廣泛。 

因為大三的「校外實習」課程設計，我很幸運的能夠前往日本實習，親身體驗日

本的文化、了解日本人做事態度，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實習期間結束後，再度

回到學校繼續學習，並補足自我的短處，亦可在感興趣之領域加強學習相關知識，

或與師長討論相關議題。箇中的深刻感受就等各位同學親自體驗囉！ 

 

FB 粉絲專頁請搜尋「義守大學觀光學系」或「tourismisu」 

Instagram 請搜尋「義守大學觀光學系」或 「isutourism」 



 

網址：http://www.ca.isu.edu.tw  

 

義守大學廚藝學系系學會 07-6577711 轉 3152 

廚藝學系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Management 

學系介紹 
你(妳)想成為一位美味與藝術兼具的創意家或廚

藝達人嗎? 加入本系可以完成你(妳)的夢想喔！本系

與義聯集團五星級飯店建教合作，課程強調廚藝專業

技術與廚務管理企劃並重，特規劃「中西廚藝」與「烘

焙廚藝」等特色領域，並輔導學生畢業前考上廚藝、

資訊與外語證照，以培育具有國際觀之廚藝專業人才。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 2016 年初獲得全球最重

要的商管認證教育機構 AACSB 認證，與台大、政大、

成大等校同列頂尖大學行列，成為全世界第 755 所、

全台第 14 所獲此認證的大學。截至目前為止也是全球

觀光餐旅學院中第一獲得此殊榮之學院，顯示本院教

育品質達公認的國際水準。 

 

 

豐富的實習單位 
實習單位 

義大皇家酒店             
文華東方酒店             
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大億麗緻國際酒店         
漢來大飯店 
君鴻國際酒店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國賓大飯店               
老爺大酒店               
劍湖山王子大飯店         
台北 W Hotel              
台南桂田酒店                 
台南夏都城旅安平館               
花蓮遠雄海洋公園飯店      
晶華國際酒店                 
瓦城泰式料理             
響食天堂  
高雄不二家              

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 
哈根達斯公司 
85 度 C 
福容大飯店 
台東桂田酒店 
墾丁凱撒飯店 
日輝國際渡假村 
長榮桂冠酒店 
拾柒號穀倉烘焙坊 
昇恆昌好饗廚房 
遠雄悅來大飯店 
山崎麵包 
S’more Sugar 
法朋烘焙點心坊 
香港 W Hotel 
日本北海道萬世閣 
日本長榮館 
日本定山溪萬世閣 

 

 

 廚藝四 蔡宗廷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學) 

高中時代的我帶著迷茫的心選擇了廚藝系，現在我相當慶幸當初的我所做的選

擇。在技術方面，從開始技不如人，但歷經了重重的難關後，我獲得了無比的成就，

也因此愛上了廚藝；在學術理論方面，系上規劃了許多廚藝科學與美學的課程，使我

能將理論與技術結合，提升廚藝水準。校外實習方面，學校跟國內外星級餐廳飯店建

教合作，也因為這次機會到日本度假飯店實習，且體驗了日本風俗民情，結識許多日

籍友人，精通日語能力，更重要的是廚藝突飛猛進。在大學四年裡，系上提供的教學

資源使我們擁有專業的技能，並在實習時找到了未來目標，如果還在迷茫的你們，加

入廚藝系這個大家庭，一定能完成你(妳)的夢想，邁向美好的未來。 

doca_666 





 

 

學系介紹 
本系以培育國內生物醫學工程專業人才為目標，為南台灣第

一所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本系搭配未來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

勢，規劃生醫電子暨醫學資訊、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生物

力學暨福祉科技特色領域，且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以提升學生

就業競爭力，並增設醫工領域跨臨床醫學產學合作課程，配

合醫學院及義大醫院之設備與師資，訓練培育具有醫工跨界

臨床醫學科學之專才，並培養學生醫療器材之創新能力。本

系以「因應未來醫療產業之發展需求，培育醫工專業職能之

人才」為宗旨，將醫學及工程領域的學術產能做更密切的結

合，發揮相得益彰的宏效，以造福人群。 

網址:http://www.bme2.isu.edu.tw/  e-mail:ducksun@isu.edu.tw 

07-6151100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誠摯的歡迎各位加入醫工系這個大家庭！ 

 
義守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轉 7451~3 

學以致用的實習單位 
 美商貝克曼庫爾特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杏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巨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 

 澄清綜合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

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

教醫院 

 

歡迎來到義守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這是一個能將所學的專業應用於相關產業的學系，主要是將技術應用於人體

上，且隨著社會高齡化與逐漸重視生活品質與健康，醫工系在未來提高醫療水準上扮演相當大的角色。本系主要分

成三大領域：生物力學、材料化學、電子資訊，每個領域都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去選擇，並可以加入該領域教授的實驗

室，跟著教授和學長學姊們學習。教授皆願意花時間與心力在每一個對該領域有興趣的學生身上。大學是個很豐富

的地方，不只是學習而已，在開學會有當屆系學會準備好未來一年的活動等待各位參加，透過活動可以加速認識每

個同學。 

醫工四 許哲綸 (磐石高中) 

校友的話 
大學是人生很重要的階段，進入大學就是自己人生階段一個新的開始，如何在這四年從學校獲得，由你的心來決

定。義守醫工系，有學長姐的帶領，讓我們學習更加輕鬆，以創新思維教導你如何在這領域領導大家。有義守的帶

領，讓我出社會能更快的跟上腳步，擔任[飛利浦公司]經理的職位學會帶領團隊。[讀義守，有一手]，醫工系能讓

你未來更快成長，想要讓自己大學生活精彩，選擇義守將改變你人生的價值，而選擇醫工就是你人生的轉捩點。 

 

陳世澤 (醫工系第一屆;飛利浦南區經理)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網址：http://www.rt.isu.edu.tw/  e-mail:cichen@isu.edu.tw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07-6151100 轉 7802~3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學系介紹 
隨著醫療技術之進步，放射診斷、放射治療與核子醫學

技術在臨床應用上日趨重要，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已成

為臨床醫學不可或缺的一環。本系之成立宗旨在於為國

內基礎放射科學、醫學影像、醫學放射技術及臨床醫療

機構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人員及

研究人才，將來可投入相關之臨床醫療與研究，以期提

升國內的醫療品質。本系之發展方向分為放射診斷技

術、放射治療技術、核子醫學操作技術、醫學物理、醫

學影像分析、超音波操作技術、輻射度量、同位素示蹤

技術與放射藥物之研製。 

醫放三黃淑蘋(北門高中)系上老師教學認真，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醫院的放射資

訊，讓我們對放射學門未來的發展與走向有初步的概念。學生可以親自操作儀器，

老師在旁加以指導，加深對臨床儀器的實作經驗。上課之餘老師帶同學們參加研討

會，了解當今放射領域研究方向及學習新知。讓我更加確定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 

醫放三莊微玲(槟城槟華女子國民型中學)進入義守醫放系三年以來在學業中找到自

己的興趣，且對未來就業或升學皆有許多幫助。在實作方面也有完善的儀器讓我們

練習，這裡是讓我開心學習的地方。期待你們來加入我們。    

專業的課程 

大一基礎課程 大三專業課程 

基礎學科及電腦程式設

計課程為主 

放射技術的專業相關學

科及臨床見習課程 

大二基礎專業課程 大四實習專業課程 

基礎醫學、基礎放射學

的重要學科 

醫院實習課程，使學生具

備合格醫事放射師之臨

床訓練 

 

 

 



網址：http://www.bst.isu.edu.tw / e-mail: biotech@isu.edu.tw 

義守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07-6151100 
轉 7302 

轉 7302 

  

    
 

學系介紹 
本系的教學及研究主要是以拓展生技產品研

發技能為主軸，伸展至應用科技(生醫材料、再

生醫療技術、生技醫藥、微膠囊與奈米科技、

基因轉殖、轉譯醫學等)。大學部課程規劃為

『生物醫藥』與『食品生技』兩個特色領域，

這是目前生物技術最熱門的應用領域，讓學生

可依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的領域發展。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生物科技學系 

生科三 林宥廷 (107 系學會會長) 
進入生科後，除了學習課程中的知識外，

我選擇進入系學會，帶著系會的團隊一起承

辦系上大小活動。在這當中學到了合作、溝

通以及人際關係等等的處事能力。相信這些

都會應用在未來的職場上。 

生科四 洪嘉秀(大園國際高中) 日本

交換學習體驗 
從進入義守生科大家庭之後，得到了許

多老師的幫忙及老師們給的建議，老師們

會用不同的角度帶領你思考許多事情及課

程內容，學習到更不一樣的生物科技專業

知識，更帶領我們實際操作，熟悉我們所

學習到的知識，更加了解生科，邁向更美

好的未來。學校也給我們很多海外交換機

會，目前我是在日本姊妹校交換學習一學

期，歡迎大家加入義守生科，成就一生。 

畢業生 周昕澔 (楠梓高中) 
從高中時期就對於生物這個科目感到有興

趣，因此選擇了義守生物科技學系，並且參

加了許多的研討會，大大的拓展了我的視

野，同時我也開始努力的充實自己的成績，

除了學識能力，也要培養團隊作業能力及國

際觀，要有好的人際關係及開闊的視野，對

於學習與創新有很大的幫助。 
 

 
政府部門實習 醫療養護機構實習 

中央研究院 

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家衛生研究院 

澎湖水產養殖場 

義大醫院 

義大醫院育成中心 

義大醫院生醫及食品生技中

心 

營利機構實習單位 

東洋製藥公司 

永信製藥公司 

國光生技公司 

莊松榮藥廠 

美您斯生技公司 

中崎有機農場 

林衛生技公司 

承洺儀器公司 

 



 
 

網址：http://www.pt.isu.edu.tw/  E-mail:cftsao@isu.edu.tw 

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系學會 07-6151100 轉 755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學系介紹 
本系是國內第一所以「物理治療」正名創系的專

業醫療科系，正式開啟了物理治療完整涵蓋預防、治

療與復健三大醫學領域的新紀元，是真正全方位物理

治療專業課程。學系於民國 91 年創立，至今已邁向

第 16 年，除物理治療的課程核心-骨科、神經、小兒、

呼吸循環等四大專科，學系課程另以「運動休閒療養」

與「物理治療所開業」兩大方向為主軸，期望能培養

出全方位的物理治療專業人才。 

本系畢業生考取物理治療師專業證照後，除醫院

或診所的臨床物理治療師外，也可以自行開業或於衛

生行政、長期照護機構、職業運動、養生保健、學校

系統或相關領域發展。 
 

物治二 黃晨恩 （台北市中正高中） 

五十肩、網球肘、頸因性頭痛、媽媽手、運動傷害等常見的疾病，都是我們物理
治療可以介入的範圍，課堂上也會跟著教授學習治療病人的手法，例如：徒手治
療、儀器治療和運動治療，也因為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只需靠一雙手便能評估、
治療病患，實用性之大，所以常常在課堂上學完後，一放假回家就能幫親朋好友
看看他們的問題。而除了課業外，系上也會舉辦非常多活動，像是：迎新宿營、
聖誕 party、系友訪談、各式演講等精彩多元的活動，讓各位在大學的四年裡除了
培養專業知識外，心靈也更加茁壯，歡迎你加入我們！！！並成為一位理想的物
理治療師！ 

 

豐富有趣的實作演練與

臨床實習 
服務學習機構 臨床專科實習（必修） 

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高雄市腦性麻痺協會 

向日葵活動（育幼院、老人院） 

小兒物理治療 

神經系統物理治療 

肌肉骨骼系統物理治療 

呼吸循環系統物理治療 

臨床見習機構 臨床專科實習（選修） 

義大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燒燙傷物理治療 

輔具評估與服務 

社區與居家復健 

腫瘤癌症物理治療 

運動傷害與運動科技 

身心障礙之鑑定或需求評估 

 

 

 

物理治療學系 



 

學系介紹 
本系創系宗旨為因應高齡化醫療與社會需求，培育及養

成具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獨立思考與自我成長及專業知識

與臨床技能並重之職能治療師，以提供醫療、教育及社福體

系之職能治療服務，進而提升國內醫療，並促進失能民眾之

治療服務及生活品質。 

本學系課程係依據世界職能治療聯盟(WFOT)所公佈之

準則規劃，主要包括生理、心理與小兒三大職能治療領域，

並依社會需求調整課程，再發展「小兒職能治療與學校系統」

及「老人職能治療與社區系統」二特色領域。本系課程亦通

過第一、第二週期教育部系所評鑑與 WFOT 之國際認證，以

培育專業職能治療人才。教學設計內容兼具人文與專業之融

合及理論與實務操作並重。 

職能治療學系是一個多元學習的環境。除了一般的課程知識外，系上也

有許多特色課程。像是團體動力學，能模擬當時活動領導者領導團體進行活

動；老人服務課程，能親自前去義大護理之家，更進一步與長輩們互動。輔

具課程，能親自製作鞋墊之類的輔具。除了特色課程外，系上老師也會請各

領域的專家來授課，讓我們能學習更廣且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也會定期邀

請已畢業的校友回來，進行經驗分享。更會與時俱進，採用最新的科技授課，

像是 AR 課程。系上也會舉辦課外活動，讓大家在課後之餘也能增進自我。 

義守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轉 7502 
 

07-6151100 

全國專業實習單位 
 臺北榮民總醫院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義大醫院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分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凱旋醫院職能復健科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網址：http:// www.ot.isu.edu.tw/    e-mail:otmaster@isu.edu.tw 

實習必修分生理、心理、小兒職能治療三領域及社區
實習選修計 36 週以上，全國共簽訂 35 個實習單位。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職能治療學系 

職治二  陳慧錡  <文生高中> 

http://www.ot.isu.edu.tw/


 

  

網址: http://www.nut.isu.edu.tw/    E-mail:nut@isu.edu.tw 

義守大學營養系 07-6151100 轉 7902 

營養學系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學系介紹 
隨著國人健康意識抬頭，如何「吃出健康、遠離疾病」，

成為大家高度關心的議題，同時營養師的角色也日益

重要。本系隸屬於醫學院，鄰近義大醫療事業體之義

大醫院、義大癌治療醫院、大昌醫院等。本系營養師

專技高考錄取率，優於全國平均錄取率，在南台灣大

專院校營養科系中，營養師高考上榜率連續蟬聯第

一。本系設立於民國 93 年，硬體設備完備，課程規劃

「臨床營養」與「食品營養」之學術與實務性課程。

豐富多元的實務課程，適性培育多元人才；密切的產

學交流，讓學生畢業與就業無縫接軌。 

 

 

豐富多元的實務課程 
廚房實作課程：營養、團膳、食品加工、膳食療養、養生藥膳等 

營養衛教活動：社區、高中、國中、國小 

醫院實習：全國各大醫院(義大、長庚、榮總、奇美、成大等醫院) 

證照培訓：營養師、食品技師、中餐烹調技術士、HACCP….等 

 

 

寬廣的就業職場與升學 
營養師：義联集團眾多事業體、醫院、學校、營養諮詢機構、 

長期照護機構、健康管理機構、坐月子中心、團膳餐 

飲業等 

營養專員：藥局、保健食品相關企業、生醫產業、健身中心 

食品技師：食品生技公司、食品分析與檢驗中心 

衛生管理人員：餐食製造業、餐飲服務業、食品生技公司 

食品分析與檢驗專員：食品分析與檢驗中心、食品生技公司 

食品安全管制小組成員：餐食製造業、餐飲服務業、食品生 

技公司 

 
 

營養三 戴憲君 (新竹/新竹女中) 

加入義守營養大家庭後，我發現其實營養非常有

趣。系上安排的課程都很紮實，讓我們不比別人差，

在實作方面我們更佔有優勢，有非常多的機會能夠

到校外進行衛教活動與參訪。系上也安排了許多證

照訓練課程，讓我們不用到畢業了或是到了職場才

煩惱沒有準備好。我很慶幸當初選擇義守營養，在

這個大家庭裡，我過得很充實很快樂。   

 

營養四 陳盈慈 (台中/嶺東高中) 

加入義守營養的大家庭後，我擁有了多采多姿的

大學生活。老師們無微不至的關心、盡心盡力的

教導，讓我們在優良的環境下學習，在學期間，

提供了許多實作課程和考取證照的機會。課餘期

間的系學會活動，讓我可以學以致用，將知識帶

入國小、國中以及社區中，也增進了與人溝通的

能力。我很幸運能夠成為義守營養的一份子! 

營養三 黃麒峰 (高雄/中山大學附中)  
當我進入義守營養系後，系上安排的課程，為

我們紮實的打下基礎，鋪下了未來多元就業的

道路，讓我們擁有不輸給任何人的能力，課外

更有豐富的系學會活動，使大學生活不乏味。

真心喜愛這個溫暖的營養大家庭。 

 

密切的產學合作 
生技公司：鼎盛兆成生技、綠茵生技、以羅欣生技、豐碩生技、

康漢生技、先峰醫研、阜奕管理…等 

丁丁連鎖藥局 

其他：中華海峽兩岸牛樟芝產業發展協會 

 

http://www.nut.isu.edu.tw/


 

  

網址：http://www.healthcare.isu.edu.tw/  e-mail:yfyung@isu.edu.tw 

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07-6151100 轉 7602~3 

醫務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學系介紹 
因應社會高齡化、健康保險政策等整體健康照顧趨勢、就

業市場對醫管人員之需求，本系規劃「醫療機構管理」「高齡

產業管理」兩大特色領域，並結合義大醫療體系資源，強化學

生就業力，培養醫療機構、長期照顧機構等管理專業人才。 

畢業後可任職於醫療院所、長照機構、高齡產業、相關健

康產業機構或於政府衛生行政機構等，從事規劃、管理、業務

執行等工作。 

也可於國內外醫管相關研究所繼續升學，例如醫務管理、

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公共衛生、衛生政策與管理、衛生

福利、醫學資訊等。 

校園到職場無縫接軌 
豐富完善學習輔導—儲備就業基本功 
專業證照考試輔導、課程學習讀書會、職涯發展講座、
學者專家演講交流、校外參訪、校內外競賽、醫院社
區服務學習、升學/就業講座、面試輔導、系友座談。 
校園到職場無縫接軌—具備實務訓練的社會新鮮人 
*全國 30 多家醫療、長照機構實習機會，如台大、三
總、成大、高醫、奇美、長庚、大同、阮綜合、屏基
等醫療院所。 
*與義大醫療體系合作培訓校園菁英，優化職場最後一
哩路，提前為未來進入職場做準備。 
五年取得學、碩士學位—做好職涯規劃就業更寬廣 
大四可申請預備研究生，考取本系碩士班後再讀一
年，符合碩士班修業規定即可畢業。 

 

 

 醫管碩一 王鈺涵 (大四預研生、台南黎明高中) 
義守醫管有良好的師資與課程安排，並與業界合作，邀請義大醫院各主管來上課，讓我們更加了解課程

所學在業界的實際運作，也知道自己在職場的角色，更為職業生涯與人脈建立基礎。在老師的栽培下，大四
時通過了醫管師檢定考，目前就讀碩士班，多用一年的時間充實自己，增進自己的溝通、思考、組織能力，
義守醫管豐富我的未來，精彩的義守醫管歡迎您加入。 

醫管四 A 游景雯 (學文獎學金交換生、台中忠明高中) 
大學四年中，我們所擁有的不僅僅只有到醫院實習以及校外參訪，還有出國（學文、學海獎學金）增廣

見聞的機會，大三我到武漢華中科技大學交換一學期，我把握這次機會，去參觀武漢附近的醫療院所，了解
台灣以外的國家是如何管理和設計醫院的，培養自己的國際觀！謝謝學校、系上給予的機會，也希望學弟妹
把握哦。 

醫管四 A 劉鎧霈 (屏東女中) 
就讀醫管系的過程中，透過系上讀書會、專業證照考試輔導系上同學，取得醫療資訊管理師、病歷資訊

管理師、醫務管理師、TBSA 行銷企劃等檢定考試、證照，且系上有提供申請預研生的機制，讓我們可以提
前上修碩班課程，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系上積極提供機會讓學生能有實務經驗的訓練，包含醫院以及日照
中心實習。經由這些經驗，開拓我們的視野，更了解市場趨勢。 



網址:http://www.hmd.isu.edu.tw/  e-mail:hmd@isu.edu.tw 

 

 

義守大學健康管理學系 07-6151100 轉 7402~3 

豐富有趣的實習單位 
政府部門 醫療養護機構 

中央健康保險局 

高雄市衛生局 

苗栗縣衛生所 

花蓮縣衛生局 

 

義大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長庚養生文化村 

高雄市私立淨覺老人養護中心 

高雄市私立大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非營利機構 健康福祉機構 

董氏基金會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台灣癌症基金會 

台灣血液基金會高雄捐血中心 

福樂多醫療福祉事業 
Curves 女性專用 30 分鐘運動中心 
美麗島健康管理中心 

畢業生工作職場 

公務機關、醫療機構、健康產業、民營企業、非營利組織 

 
 

 

 

健康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學系介紹 
愛默生曾說過：「健康是人生第一財富。擁有健康的人，

才擁有希望；擁有希望的人，才能擁有一切」。健康管理

是人生的重要課題，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石。本系是國內首

創的健康管理學系，設立於民國 93 年，至今已邁向第 15

年，課程以「健康促進」與「健康產業管理」兩大主軸為

核心，期望能培養出符合健康產業需求的健康管理專業人

才。 

本系畢業生兼具健康與管理技能，具備擬定健康計畫之能

力，畢業後可考取健康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人員等相關

證照，以推動職場、社區、醫院、衛生單位與相關健康產

業之健康促進活動。 

                      健管四 李文薰 (台南港明高中) 
考取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證照 

大一的我對於大學生活充滿了期待，期待著要如何充實我的大學生活。加入健

管系後，發覺系上老師教學認真，許多課堂所學的東西，都能實際的派上用場，如

老師會讓同學動腦把所學的健康知識結合時事案例進行報告，增加表達能力。大二

時，我加入系學會，為系上舉辦許多有趣的活動，如新生茶會、迎新宿營及制服趴

等，讓同學與老師可以彼此熟識，增進情感。在系上的學習讓我收穫良多，也因為

有師長認真的教學，我考取了專業證照。健管系不只是一個溫馨又可愛的大家庭，

更是我往專業領域持續邁進的動力。 



 

校外實習單位 實習課程 

義大醫院 

基本護理學實習、內外科實習、

婦產科實習、兒科實習、精神科

實習、綜合臨床實習 

高雄榮民總醫院 
基本護理學實習、內外科實習、

兒科實習、綜合臨床實習 

高雄長庚醫院 

基本護理學實習、內外科實習、

兒科實習、精神科實習、綜合臨

床實習 

凱旋醫院 精神科實習 

燕巢、大社、大

樹、楠梓衛生所 
社區實習 

網址: http://www.nurse.isu.edu.tw/  e-mail:meihochen@isu.edu.tw 

義守護理學系 

 07-6151100 轉 7702~3 

護理學系 
Department of Nursing 

學系介紹 
本系成立於民國 88 年，已邁向第 19 年，培養具專業知
識、技術、人文素養、服務熱忱及領導能力之護理專業
人員為主要宗旨。 
本系提供優良舒適的學習環境，具備 e 化教室、示範病
房及 OSCE 專業訓練教室，課程教學雙向溝通，對學生
的教學回饋提出檢討與改善，增進教學品質，促進學生
學習與成長。 
本系有 16 屆畢業生；畢業生於北、中、南各醫院擔任臨
床護理工作，發揮所學專長或更進一步的持續深造，朝
學術界發展。 

畢業系友工作職場 
義大醫院、長庚紀念醫院、榮民總醫院、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成大醫院、奇美醫院、彰化基督教
醫院、臺大醫院、三軍總醫院、國泰醫院等等 

豐富有趣的實習課程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已經踏入護理系第 3年了，透過系上老師的琢

磨與訓練及與同學的切磋之後，激盪出了許多的火花與學問，令我受

益無窮，且在現今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習得專業的一技之長是溫飽

肚子的最低門檻。 

希望對護理師有理想與抱負，擁有滿腔熱血的學弟妹們，一同加入我

們，在未來創造出受益自己也受益他人的璀璨人生吧！ 

護理 3A  方仁  (高雄三民高中) 



轉 7652 

 

 

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學系介紹 
本學系課程規劃分為基礎科學、基礎醫學、臨床專

業科目、臨床實習等四個階段。本系教學目的為培

育具國際競爭力之醫學實驗技術人才為目標，課程 

規劃是廣泛與多樣性的，加強醫學檢驗國家考試相

關核心科目的專業授課，義大醫療體系多家醫院檢

驗部門提供臨床豐富的見習實習的課程，理論與實

務並重。寒暑假提供國內外產業見習的課程。 
 

網址:http://www.mls.isu.edu.tw E-mail: ave0929@isu.edu.tw                                      

多元畢業出路 

本系畢業生可以參加國內外舉辦「醫事檢驗師」專門

技術高等考試，考試及格後即可取得醫事檢驗師執照，

從事臨床檢驗工作。有志擔任醫事檢驗師工作者，可

任職於醫院醫療檢驗單位、醫事檢驗所、健檢 中心、

捐血中心、衛生署轄下檢驗相關的 公務單位等。畢業

生都具有嚴格的實驗技術的訓練，能夠勝任各種生物

醫學相關的實驗室工作，如鑑識單位、環境檢驗機構、

教學研發單位、生物科技產業及醫療儀器廠商等工作

機構。若選擇繼續進修包括出國深造或就讀國內研究

所或報考學士後醫學系等。因此未來無論是就業或升

學均有 極佳的機會。 

 

07-6151100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升上大二後的我，進一步了解醫技  ~義守醫技系歡迎您一起探索醫技世界~ 

因為是新設科系,一直到大二我才深刻體會到系上規畫課程的用心，所有課程內容環環

相扣，不易會有理解上的落差，老師循序漸進地引導教學，一點一滴為我們打下基礎。從

大一的基礎課程開始，到目前接觸的實作、討論課程，只要跟著課程腳步，能慢慢將書本

上的理論應用在操作上並學習解決問題，讓我能夠更容易去了解生物醫學相關理論與技

術。再加上與同學們一起討論問題，互相學習，能訓練我們的思辨及分析研究的能力。相

信理論與實作同步學習，不但有助於理解書上文字的意義、更能加深印象，有助於將來臨

床實習課程。在大學中除了課業外，人際互動也是相當重要的，像是參加系學會、系隊、

社團等活動可以認識許多朋友，讓大學生活能更充實、增添更多繽紛的回憶! 

醫技二 石  盈 
 

義守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轉 7952 

 

 

醫學系 

 

網址：www.isu.edu.tw/mc  e-mail: maggie@isu.edu.tw 

多元畢業出路 

本系公費畢業生取得醫師執照，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後，將

由衛生福利部分發至醫師人力不足地區之醫療機構或基

層衛生所服務 6 年。為落實在地化醫療人才培育，本系與

義大醫院將採行多項措施，包括：提供醫療人力支援，義

大醫院目前已經長期支援三總澎湖分院、澎湖離島與屏東

基層衛生所，對於日後本系畢業生在這些地區服務時，將

可以提供最佳的支援。本校設有醫學相關研究所，對於公

費醫師提供彈性的進修管道，以利提升在地醫療水準及公

共衛生研究。對於公費醫師在服務期滿，若有意願，義大

醫院將優先回聘擔任主治醫師，可以讓這些公費醫師的生

涯規劃具有多樣性，並吸引更多人才樂於投身偏鄉離島之

醫療服務。 

07-6151100  

School of Medicine 
 

在義守大學為林義守創辦人本著事業有成回饋社會的理念所創立，本校醫學院已有十三個

醫學相關系所，今 (107 年)奉准成立醫學系，並於 108 學年度開始招生，這是本校醫學教

育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本校教學醫院-義大醫院獲得教學醫院評鑑優等，今年醫院評

鑑更是獲得準醫學中心認證，表示已具備能力提供醫學生完整的醫學臨床訓練。義大醫院亦

致力於偏鄉地區醫療服務，如於 104 年開始的「衛福部醫學中心支援屏東恆春旅遊醫院計

畫」及 106 年開始的「澎湖縣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等。公費

醫學生在本校接受完整醫學教育後，將可深刻了解偏鄉地區疾病屬性及醫療資源缺乏情況，

將有利於未來在偏鄉醫療服務的工作。義守大學竭誠歡迎您加入『醫學系』的大家庭，未來

成為一名術德兼修的好醫生，可以致力於提升台灣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水準及共同參與義

大醫療體系的發展。 

梁正隆 主任  專長：加馬刀手術、大腦立體定位手術、一般神

經外科、腦腫瘤、腦血管疾病、三叉神經痛治療 

學系介紹 
本校醫學系六年的課程規劃共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基

礎學科、第二階段為基礎醫學整合課程、第三階段為臨床

醫學整合課程、第四階段為核心臨床科課程暨臨床實習

則。本系致力於追求卓越、創新與完善的醫學教育，以培

育全科醫師，具有服務社會及關懷鄉土的熱忱，並在學術

與研究領域達到國際水準。本系課程規劃除了完整的醫學

課程之外，並且可以提供臨床豐富的實習課程，理論與實

務並重。 

http://www.isu.edu.tw/mc




 

網址:http://www.ae.isu.edu.tw/ e-mail:english@isu.edu.tw 

義守應英大學部及碩士班 07-6577711 轉 5652 

應用英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學系介紹 
應用英語學系成立於民國 88 年，目前共有專任

教師 20人(17人具有博士學位)，日夜間部學生約 450
人。本系教學目標在於培養中高級以上聽、說、讀、

寫兼具的英語能力，以及培育基礎理論與實務並重的

英語教學及翻譯與專業英文等人才。此外本系除了傳

授業界知識與技能、培育就業競爭能力外，並開設文

學及文化等課程也培養學生深厚的人文素養，認識西

方國家的文化與文明。 
本系學生具備流暢的英語能力與人文素養後，畢

業後可朝就業、繼續升學、出國留學等管道邁進。除

了可從事英語教學及學術研究外，更可在工商、傳播、

翻譯等行業服務。 

本系特色及生涯展望 

本系分為「英語教學」及「翻譯與專業英文」兩

大特色領域，採全英授課(翻譯相關課程除外)，以

培養英語專才為宗旨。同時設置同步口譯教室、電

腦多媒體語言學習教室，使學生獲得基礎理論知識

外，更能注重實務養成。為了讓學生能與職場接軌，

本系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更與國內多家企業簽署產

學研合作意向書，涵蓋製造業、出版業、補教業、服

務業、科技業等，以增加更多就業機會。 

各位初來乍到的小大一們你們好，恭喜你們來到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在我大一的時候，絕對

沒有想到我的未來會如此翻轉，經歷過吵架、矛盾、受傷、療傷、適應新的自己、面對不一樣

的人生等等重大的改變，每天都在變化，當我現在回頭時，發現我已經走了好遠，我懷念以前

所擁有的，卻也非常喜歡現在的生活，我很慶幸我來到了義守大學、來到了應英系，因為有了

這些每天顛覆你世界的老師、願意敞開心胸面對你的朋友，還有生活各式各樣的挑戰，所以我

的世界變得更豐富了。既然來了這裡，我想告訴你們，務必要擁抱你在當下的每個情緒，細細

地去感受你所遇到的每件事，這些衝擊的發生是必然的。重要的是過程的體會，因為我認為“只
有很難做的事，沒有完成不了的事”，選擇權就在你手上，不要錯過每一個來到你身邊的機會，

相信自己，You are who you are! 希望你們能好好享受每一刻學習與轉變的機會！ 

 

應英系四 A 張雅棋（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屬高中與本系  

網址:http://www.aj.isu.edu.tw/  e-mail: aj1507@isu.edu.tw 

義守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所 07-6577711 轉 5552~3 

內容豐富多彩的國際交流活動 

為追求國際化之發展，本系積極與日本各大學進行

學術交流。目前和日本近二十所大學締結姊妹校,
以培育出具國際宏觀之高階日語專業人才。本系並

經常與日本各大學及高中進行交流活動。 
本系每年提供近四十個名額至日本姐妹校交換留學 
一年。創系至今，已經有 112 位學生至日本交换留 
學。107 學年度共計有 23 位公費交換留學生。並有 
22 位獲得學海飛颺奬學金。本系和日本帝京大學簽 
訂雙學士學位。 
本系和日本航空等企業締結產學實習合作,並經常

舉辦日本實習、打工度假及就業說明會。以利學生

早日完成就業規劃。 
 

學系介紹 
義守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成立於 91 學年度，本系創

立之目的在培養切合時代潮流之日語專業人才。除了

著重日本語文的訓練外，課程擴及日本語言學、日語

教育、中日口筆譯、日本歷史文化、日本文學、日本

經貿等領域，並加強各領域的專業訓練與應世之能力。 

本系在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之下，於 96 年度通過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之「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為追求國際化之發展，本系積極與日本各大學進

行學術交流，締結姊妹校關係，以培育出具國際宏觀

之高階日語專業人才。 

本系之招生包含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分發入學

及四技二專推薦甄試等多元招生管道。歡迎對日語口

筆譯、日本語言學、日語教育、日本歷史文化、日本

文學、日本經貿等領域有興趣之學生加入。 

應用日語學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應日系系學會會長 柯昱如(畢業於彰化和美實驗學校) 
由於自小被語文所吸引，再加上對日本文化的深深著迷，因此選擇了與自己興趣相

關的──應用日語學系。進入了應日系之後，老師和同學們都很親切，並且能夠一

起討論、互相學習，每天都能夠學習到新的事物。進到系上之後，除了語文本身，

還能學習到日本相關的文化：不只能學會穿浴衣的技巧、還能獲得茶道的相關歷史

知識；加入系排之後，也有了更多認識學長姐的機會。有時候還能因為打球，認識

志同道合的日本朋友。能夠每天都精進自己、充實自己的大學生活，這樣的感覺真

的很棒！非常歡迎大家來到義守大學應用日語學系來就讀，一起成為這個大家庭的

一份子吧！ 





我是畢業於私立大同高中的陸仕皓，進入義守大學的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士學程後，發現老師們都很

親切，課堂採全英文授課，若有不解之處，老師會利用課餘時間安排 office hour 幫助我們學習並解決疑

問，上課過程中若有聽不懂的地方，老師也會耐心的解釋，使用更簡單的英文，讓我們能更快地理解並吸

收。因為是全英授課，所以比起其他學校或系所的國內生更有機會認識不同國家的學生，雖然大家有著語

言和文化上的差異，但透過有趣的文化交流，讓我充分感覺到生活的樂趣與大學生活的充實，只要敢開口

說英語，就沒有什麼是辦不到的，由此可見語言溝通是多麼的重要。學校有心的安排我們與外籍生同住在

宿舍，我們都會嘗試使用對方的語言來對談，過程中慢慢地強化英語能力，彼此也會互相鼓勵進步，我的

住宿生活可說是相當有趣的人生體驗，我能進到這個學程來學習實在是受益良多。 

 

網址: http://se.isu.edu.tw//site/454  e-mail:isae@isu.edu.tw 
07-6577711 轉 8902 

學程介紹 
本學程提供完全國際化學習環境，同時招收本地生與國際生，

藉由共同的學習與相處，強化國際視野。學程四年所有課程均

採全英語教學，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具有跨越國際的語言能力與

專業技能。因應人工智慧(AI)時代來臨，學程教育主要涵蓋人工

智慧與電機、機械自動控制相關課程，諸如「大數據分析」、「物

聯網」、「機器人」、及「智慧型自動控制」均為學程的教育主軸。

現行全世界工業生產技術朝向「工業 4.0」發展，具有人工智慧

控制的人才需求日益殷切，此類人才的培養，已非傳統的工程

科系可以獨立完成。故而本學程整合電機、電子、資工、通訊、

機械等重要技能，做為核心課程思考、規劃的方向，目的在於能

夠培養學生成為未來 AI 產業與工業 4.0 智能自動化所需之國際

科技人才。 

豐富有趣的實習單位 

實習單位名稱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傑達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傳盛自動化有限公司 

老日光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星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惇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 之堡科學創意中心 

圓動力機器人設計學院 

 

智慧化自動控制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Program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陸仕皓 私立大同高中 



 

  

  

畢業出路 
一、 語文傳播：除傳統的記者、編輯採訪、報章雜誌文

化工作者外，並規劃「創意思考」課程，鼓勵學生

在廣告設計上的創新，使能達成具備設計廣告能

力。  

二、 影像傳播：瞭解新式影像傳播方法與資訊科技，培

育攝影師、導播、剪輯師、動畫師、畫面美工等相

關人才。  

三、 數位科技：數位內容製作人才，包含平面影像、動

態影像、多媒體創作、3D 動畫等發展之專業能力。 

四、 傳播研究：繼續深造，或擔任國內外研究人員、民

意調查研究人員。       

 

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Program 

學程特色 
以宏觀之國際大眾傳播領域的理論性知識為基礎，本學

程提供全英教學環境進修管道以訓練學生實務性的技術

及其應用，並以整合性、跨國性大眾傳播的觀點為方向

來培育學生。  

為培訓學生成為具雙語溝通能力、專業知識、國際觀及

獨立思考能力之現代傳播人才，本學程設有包含「融合

傳 播 製 作  (Convergent Media and Production 

Studies)」與「數位傳播媒介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二個全英教學領域。 

文化創意世代的來臨，改變傳播媒介與使用者的環境，且迅速地將傳播媒體教育導入多元化、數位化、精緻化與全球化的趨勢。

此趨勢告訴我們，必須思考所要培育的傳播工作者，不僅要能符合現今的需求，更需具備因應未來變化的能力。本傳播產製英語

學士學位學程位於台灣南部高屏地區，我們重視國際語言溝通能力與文化等專業知識之養成，並採用合作學習策略，聘任多位不

同院系並具多年經驗教師主講教學、擔任設備操作與實習指導的工作，藉此讓學生可獲得更多個別化協助。 

「從現在開始，做自己想做的。」如果妳/你是個性活潑、開朗，勇於分享自己的想法，願意積極地以國際志工的身份自居參與

文化、行銷、創意性傳播活動，就從現在開始，接受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邀請，寫下妳/你的未來。 

網址: http:// www.icpp.isu.edu.tw  e-mail: ipcp@isu.edu.tw 

07-6577711 轉 8902 

我是張絜容，高中時期就讀私立淡江高級中學，來唸義守大學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之後，

在英文的口說、寫作、閱讀方面都有更明顯的進步。這裡全英語的授課方式與環境讓我能更快的

學習使用英語，班上也有不少的外籍同學，與他們使用英語溝通也使我的英語口說能力有著顯

著的提昇。教師全程使用英語教導 Photoshop 及 Illustrator 的方式讓我覺得非常有趣，可以

學到專業能力又可以學到語文能力，真的一舉兩得。上課時，老師也都會針對大家不懂的地方，

放慢速度以及耐心的教導我們。就讀這個學程讓我學習到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識以及各國的文化，

讓我感覺收穫滿滿。 

學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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