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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企業管理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社會級分 

校系代碼 05901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14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課程規劃結合業界人士，配合產業需求與時代脈動，培育符合社會

需求，具備專業能力、人際關係等企管人才。本系網址 http://bmanagement.nhu.edu.tw/。 

 

 

南華大學 

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02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7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5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1.本系主要在培育休閒產業（觀光旅遊、文化參訪、藝術品賞、休閒農業、運動健身）之規劃

與發展、休閒事業經營管理等之專業人才，並積極輔導學生升學及專業證照的取得。2.本系結

合在地的休閒產業資源進行產學合作，提供紮實的學術與實務訓練，培育國家發展休閒產業所

需之人才。學系網址：http://nhulme.nhu.edu.tw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03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15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底標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 

備註 

一、本系主要在培育旅遊管理專業人才，並積極輔導學生升學及專業證照的取得。 

二、本系與國內知名風景區及旅遊飯店業間有產學實習伙伴關係。 

三、本系提供佛光山全球海外道場免費食宿的資源，給同學海外學習、生活的體驗機會。學

系網址：http://tourism.nhu.edu.tw 
 

 

南華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04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7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文化創意產業是國家制定的六大新興產業之一，本系是以文化創意產業管理為主軸的商業管理

系所。本系以行銷管理為核心切入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的教學與研究，並以培養具行銷專長的文

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人才為宗旨。本系的培育目標為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的行銷經營管理人才、

數位出版人才、文化創意資產鑑價人才以及以文化創意為資源的觀光行銷人才。聯絡電話

(05)2721001 分機 2521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數學級分 

校系代碼 05905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6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本系畢業生就業的範疇寬廣，可在銀行、保險、證券、不動產等服務業擔任銀行人員、理財規

劃專員、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證券經紀商、共同基金的經理人、證券分析師、投資顧問、

房地產規劃專員等，更可在一般公司行號的財務部門擔任財務經理人；本系學制完整亦設有財

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院設有博士班利於學生畢業後繼續深造。學系網址：

http://iofm.nhu.edu.tw/index.phtml 
 

 

 

 

南華大學 

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社會級分 

校系代碼 05906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4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底標 

外加名額 1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 

備註 

本系以學程之理念設計各修業課程，著重在相關領域之應用性，譬如藝術、傳播、商管、文學、

生命科學、網路倫理等方面，99 年亦新增佛教生命教育學程；並鼓勵學生另選與本系學程內容

相關之學系為輔系或雙主修。 

 

 



 

 

南華大學 

文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07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7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本系與一般中文系相似而別具文學特色。首先突破傳統中文藩籬，將研究對象涵蓋中國古典文

學、台灣現當代文學及世界文學，以配合全球文學研究脈動。其次重視培養詩、文、小說寫作

能力。第三是兼顧實務課程，如編輯採訪、報導文學、文化書寫等，提升未來就業軟性能力。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校系代碼 05908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7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底標 

外加名額 1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 

備註 

本系以生老病死及相關課題探討為依歸,區分為社會工作組及殯葬服務組授予相關課程。教學及

研究重點包括：(1)生死哲學與生死禮俗文化研究(2)安寧照護、臨終關懷、悲傷輔導與老年安養

研究(3)生死、醫療與安養相關公共政策及法規研究(4)生死服務事業的規劃經營與管理研究。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校系代碼 05909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9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底標 

外加名額 1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 

備註 

本系以生老病死及相關課題探討為依歸,區分為社會工作組及殯葬服務組授予相關課程。教學及

研究重點包括：(1)生死哲學與生死禮俗文化研究(2)安寧照護、臨終關懷、悲傷輔導與老年安養

研究(3)生死、醫療與安養相關公共政策及法規研究(4)生死服務事業的規劃經營與管理研究。 

 

 

 

南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校系代碼 05910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底標 

招生名額 8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5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 

備註 

就讀外國語文學系之優勢： 

ㄧ、課程規劃以『文學文化』、『英語教學』雙領域為主，也加強科技相關課程 

二、培養學生第二外語能力，提供日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等課程 

三、訓練學生聽說讀寫基礎能力，引進先進歐洲進口語言設備。英語會話及英語作文課程採小

班     

制教學，增進學習效果 
 

 



 

南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11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7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1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本系以幼兒發展及教學為主軸，透過幼兒照護、課程與教學、教育研究等科際整合課程，一方

面培養學生從事幼兒教育的專業能力，另一方面也提供學生從事幼兒教育研究的基本素養。 

本系網址：http://childhood.nhu.edu.tw/front/bin/home.phtml 

連絡電話：05-2721001 分機：2151 
 

 

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12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9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3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聽障生、視障生礙於有廣播電視實作課程，宜慎重考慮。 

 

 



 

 

 

南華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13 國文 底標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6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 

備註 

網址：http://interela.nhu.edu.tw/ 

聯絡電話：05-2721001 轉 2350 系主任、2351 系助理 

本系是國內第一個在大學部開設大陸相關課程的科系，以「國際事務」與「大陸事務」為兩大

課程主軸。期望將同學培養成世界、台灣與中國間的橋樑，同時也滿足目前各界對「懂亞洲」、

「懂中國」人才的龐大需求，未來出路包括：（1）公職（外交特考、高普考及各項特考）；（2）

深造（國內外研究所）；（3）就業（百大企業）。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國文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校系代碼 05914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6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底標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 

備註 

本系培養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大一採不分組，大二起分為:社會工作組及社會學組。

二組畢業學生皆可具備各類國家考試，如社會行政類資格。本系畢業學生就業率極高，社會

工作組日後更具備社會工作師考試資格。就讀本系可習得實務性知識與技能，俾便未來成為

社會服務暨社會工作專業人才。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15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8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底標 

外加名額 6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 

備註 

本系以企業電子化管理為基礎，並在雲端技術的發展趨勢下，開發 APP 的相關技術與服務。

基於上述的發展規畫，本系「資訊管理組」旨在結合企業相關作業流程與 E 化管理技術，並

以企業資源規劃(ERP)為主軸，同時發展企業智慧及行銷管理的知能;配合專業證照以及行銷管

理、網頁設計、APP 設計等三類系隊的安排，參與校外競賽及產學合作以發展學生的實務統

合能力，藉以培養企業 E 化應用及雲端技術與服務兼具的資訊科技與工商管理知能之專業人

才。於本系畢業後可從事：一般產業之資訊管理人員、資訊業之專業工作、電子商務經營、

或投考公職及攻讀研究所。本系網址：http://im.nhu.edu.tw 
 

 

南華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網路應用服務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22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二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5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5 社會 -- 

外加名額 3 自然 底標 

可填志願數 5 總級分 -- 

備註 

本系以企業電子化管理為基礎，並在雲端技術的發展趨勢下，開發 APP 的相關技術與服務。基

於上述的發展規畫，本系「網路應用服務組」則以 APP 設計及雲端應用為特色，由創意思考、

APP 體驗、APP 程式設計、APP 概念開發與設計、攝影與後製、以及 APP 行銷構成一個整合性

的課程架構。資訊安全管理的元素下，配合專業證照以及行銷管理、網頁設計、APP 設計等三

類系隊的安排，參與校外競賽及產學合作以發展學生的實務統合能力，藉以培養企業 E 化應用

及雲端技術與服務兼具的資訊科技與工商管理知能之專業人才。本系網頁：http://im.nhu.edu.tw 
 

 



南華大學 

電子商務管理學系 

網路行銷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數學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16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3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1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電子商務為政府目前積極推展之產業，本系為全國第一個成立電子商務管理學系之系所。課程

規劃除教授電子商務理論基礎與人文道德素養必修課程外，主要培養學生具備電子商務整合與

應用能力、電子商務領域經營管理的基礎能力及電子商務網站設計與網站維護等核心能力。 

本系網址 http://ec.nhu.edu.tw/。 
 

 

 

 

南華大學 

電子商務管理學系 

網路系統應用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數學級分 

5、學測國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23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二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6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5 社會 -- 

外加名額 1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5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電子商務為政府目前積極推展之產業，本系為全國第一個成立電子商務管理學系之系所。課程

規劃除教授電子商務理論基礎與人文道德素養必修課程外，主要培養學生具備電子商務整合與

應用能力、電子商務領域經營管理的基礎能力及電子商務網站設計與網站維護等核心能力。 

本系網址 http://ec.nhu.edu.tw/。 
 

 

 



 

南華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17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9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1、本系以科學新知、認知概念支持現代感與感性之新藝術造形，培養符合美感、現代與具世

界觀之創意設計人才，以嚴謹而紮實之學術基礎、嶄新的課程、優良之師資，以培育卓越之產

品設計人才。  

2、有視覺障礙或辨色力異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者，報考時宜慎重考慮。  

本系網址：http://www.nhu.edu.tw/~design，聯絡電話：(05)2721001 轉 2231。 
 

 

 

南華大學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甲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18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5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報考時宜慎重考慮。2.本系配合國內產業趨勢及視覺媒體藝術之

發展，透過數位藝術與科技應用，培育視覺藝術領域具有多元發展潛力之學生，並將繪畫、造

形、網頁設計、動畫、影像媒體之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符合新世代學子對藝術生涯規劃所需。

3.本系網址:http://www.nhu.edu.tw/~visual/，聯絡電話:(05)2721001 轉 2211。 
 

 



 

 

南華大學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乙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19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4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1.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報考時宜慎重考慮。2.本系配合國內產業趨勢及視覺媒體藝術之

發展，透過數位藝術與科技應用，培育視覺藝術領域具有多元發展潛力之學生，並將繪畫、

造形、網頁設計、動畫、影像媒體之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符合新世代學子對藝術生涯規劃

所需。3.本系網址:http://www.nhu.edu.tw/~visual/，聯絡電話:(05)2721001 轉 2211。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社會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20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5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20 社會 -- 

外加名額 1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20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首創將文化生活結合設計美學，開拓新的環境教育視野，是全國唯一的建築與景觀學系！特

別於大三後分為建築組與景觀組，以訓練具人文素養的建築師、景觀設計師和培養社區創意

規劃者。 

http://www.nhu.edu.tw/~envart/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自然組)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校系代碼 05921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二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4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5 社會 -- 

外加名額 1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5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首創將文化生活結合設計美學，開拓新的環境教育視野，是全國唯一的建築與景觀學系！特別

於大三後分為建築組與景觀組， 

以訓練具人文素養的建築師、景觀設計師和培養社區創意規劃者。 

http://www.nhu.edu.tw/~envart/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總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數學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24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二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12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5 社會 -- 

外加名額 3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5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本系特色：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資訊應用能力以及敬業樂群的工作態度、輔導及獎勵學生考

取國際專業證照(CCNA 與 JAVA)、提昇產學合作能量(已跟多家企業簽訂合作契約)。專任教師

均具有理論與實務等多年教學經驗及教學熱忱。畢業後可繼續攻讀碩士或至資訊科技業擔任軟

韌體研發工程師、網路管理師、網頁設計工程師、通信網路技術工程師、多媒體系統工程師。 
 

 



 

南華大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國文級分 校系代碼 05925 國文 -- 

學群類別 第二類學群 英文 -- 

招生名額 9 數學 -- 

可填志願數 5 社會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可填志願數 5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有視覺障礙或辨色力異常、肢體障礙、精神障礙、心臟病者，宜慎重考慮。系網頁

http://nbt.nhu.edu.tw。 

本系宗旨為「自然」與「健康」，著重生物技術相關知識及基礎訓練。 

強調醫學、生技、自然農場與化妝保養品產品開發，天然物萃取與純化之應用。 

強調理論與實務均衡發展，師生專題實作發表專利並與產業相互連接發展，培育生物科技人才。 
 

 

 

 

南華大學 

民族音樂學系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術科考試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術科說明 

科目 標準 術科項目 檢定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

排名百分比 

2、術科考試主修分數 

須參加術科考試 

◎表按術科考試主

修項目樂器別分別

檢定，各樂器別 

名額請參見「乙、音

樂術科校系之主修

項目規定」。 

 

校系代碼 05926 國文 -- 主修 
底標

◎  

學群類別 
第四類學

群 
英文 -- 副修 -- 

 

招生名額 5 數學 -- 樂理 -- 
 

可填志願數 1 社會 -- 視唱 -- 
 

外加名額 2 自然 -- 聽寫 -- 
 

可填志願數 1 總級分 底標     
 

備註 

本系並非專攻中國民族音樂之學系，而是屬於具備世界的音樂理念的專業課程，課群大致可

分為；1.民族音樂學理論及田野。2.世界音樂概論及專題。3.民族樂器製作及修復。 

4.作曲與電子音樂教學。5.民族音樂演奏與理論。6.學術研究與音樂論文發表。  

 

 



註：下表為音樂術科校系主修項目招生名額與外加名額。  

音樂術科校系主修項目招生名額與外加名額 

主修樂器 招生名額 外加名額 

鋼琴 

中提琴 

大提琴 

長笛 

單簧管(豎笛) 
 

1 

1 

1 

1 

1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