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103學年大專校院系所特色及新生註冊率
學校類別：一般大學
設立別：私立
日間/進修：日間部(學制), 進修部(學制)(含在職專班)
學制別：碩士班, 學士班(含四技)
學科類別：所有領域\所有學門\所有學類
學校名稱關鍵字：南華大學
科系名稱關鍵字：無
註冊率區間：0％～100％
此查詢範圍總共有 57 筆資料
單位：％
說明：技專校院部分系科所開放高中生申請入學，遇此情形，本系統分別計算2種註冊率，1為不含高中生申請入學，2僅含高中生申請入學。
設立 學校代碼 日間 學制別 科系代碼 科系名稱 新生
學年度 學校
類別 別
/名稱 /進修
註冊率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140401
班

幼兒教育
學系

94.23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210406
班

民族音樂
學系

68.42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210613
班

視覺與媒
體藝術學
系

76.92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220205
班

文學系

91.3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220301
班

外國語文
學系

94.74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１、本系以幼兒發展、照護及教學為主軸，透過學校人文的涵養、現場實務實習的專業課程及全校國
際移動能力的養成，培養學生從事幼兒教育的專業能力。 ２、本系特色如下： (1)配合全校2+2學
程，一份學費可獲得本校與海外姊妹校二個學位。 (2)高度實務現場實習課程，可於國內及海外實習
。 (3)多元能力養成，可取得教保員、保母證照、參加公職人員考試、幼教相關產業從業人員。
３、聯絡電話：05-2721001轉分機2151。曾小姐
1、本系強調世界音樂的概念，師資專業領域包含:理論作曲、西方樂器、中國樂器等項目。 2、由學
生組成的「雅樂團」已代表學校參加多場國際演出，學生可參加樂團，並由多場次演出中習得企劃、
設計、管理技能或繼續攻讀研究所專業發展。 3、學生畢業出路多元化:可擔綱經營管理主管、音樂
老師、行銷企劃人員、行政人員、節目企劃人員。 4、只要對音樂有熱誠，無論是音樂班或非音樂班
學生都歡迎選填本系。 5、本系入學管道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指考分發及單獨招生。 6、連絡電
話:05-2721001*2271。許小姐
１、本系首創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之跨領域雙軸線學習，透過數位藝術之科技應用，將繪畫、造形、
網頁設計、動畫、影像媒體之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符合新世代學子藝術多元學習及生涯規劃之所需。
２、本系配合國內產業趨勢，實施校外實習與證照制度，務求「學用合一」，使藝術創作者能自行創
業，也能為產業需求所用。能成為藝術工作室創作者或教師、產業設計師、行銷企劃設計師、藝術相
關事業經營管理者...等藝術與設計相關工作。 ３、唯建議有視覺障礙或辨色異常者，報考時宜慎重
考慮。 ４、聯絡電話05-2721001轉2211。陳小姐
１、強化文學的現場性、即時性與實作性概念。 ２、本系秉持「繼承創新」的原則，保持專業設置
與跨領域的教學設計，培養具文學專業理論素養與文學應用能力的人才。 ３、本系畢業生就業方面
，可朝文藝創作、文化工作、文創產業、教育工作、研究單位等機構發展。 ４、升學方面，可朝中
國文學、比較文學、現代文學、語言學、創作文學、文化創意、傳播行銷、華語文師資等研究領域深
造進修。 ５、連絡電話:05-2721001*2131。陳小姐
１、本系之課程係依本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而作規劃，以「三化成果導向課程模式」為架構模式
，提供學生彈性與空間進行自我探索與展能。 ２、本系教育目標訂定如下： (1)提升外國語文專業
知能與自覺學習，以增進專業素養，強化專業力。 (2)精進外國語文實務應用與溝通合作，以強化職
場素養，提升就業力。 (3)落實外語弱勢關懷與身心康寧，以提高博雅素養，精進生命力。本系之課
程結構設計、教學內容與學習評量方式每年均依照「學生學習成果導向」之方針逐步改良。 ３、自
103學年度起，更以學生就業需求為導向，將架構全面學程化，將本系原有既定領域調整為三大專業選
修學程：「西洋文化陶養」、「英語文教學」、「英語專業素養」。更因時制宜，與本校幼兒教育學
系合作，增設「兒童語文教育學程」此一跨領域學習平台。協助本系學生適性學習，最終達成「學用
合一」目標。 ４、連絡電話:05-2721001*2181。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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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設立 學校代碼 日間 學制別 科系代碼 科系名稱 新生
學年度 學校
類別 別
/名稱 /進修
註冊率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229902
班

生死學系

94.5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230317
班

創意產品
設計學系

84.21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310302
班

應用社會
學系

98.28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310912
班

國際事務
與企業學
系

89.29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320102
班

傳播學系

94.74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340301
班

企業管理
學系

88.54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340501
班

財務金融
學系

95.83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１、全國最完整的生死教育系所。在學期間便能學用合一，並與業界無縫接軌 ２、社會工作組:旨在
培養專業社會工作師，輔導學生畢業後從事社會工作及取得社會工作師證照。加強學生於實習及和業
界產學聯繫，並接觸不同社會工作領域面向專業人員。設有證照輔導班與就業學程，並輔導學生畢業
後應考社會工作師及公職人員。 ３、殯葬服務組:旨在培養專業喪禮服務人員，培養殯葬服務組學生
對於喪禮服務專業之能與技能。在學期間便能在課堂與實習階段接觸殯葬服務專業人員，實際學習各
種喪禮服務知識與經驗傳承。設有證照輔導班與就業學程，並輔導學生於畢業前考取丙級喪禮服務技
術士證照。 ４、諮商組旨在培養專業諮商心理師，輔導學生畢業後從事諮商心理相關專業工作及取
得諮商心理師證照。加強學生於實習及和業界產學聯繫。設有證照輔導班與就業學程，並輔導學生畢
業後應考諮商心理證照及公職人員 ５、連絡電話:05-2721001*2121。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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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植一流之產品設計人才。
２、著重在學中做、做中學的課程安排，側重創意創新、造形設計、素材加工技術體驗，結合實務與
理論，培養具「設計描繪」、「創意思考」與「造形美感」之產品設計專業人才。未來依其適性之演
變，朝向更多產品造形設計領域發展。可習之專業能力：產品設計、商品企劃及行銷、造形藝術設計
、室內設計、電腦輔助設計、視覺傳達設計、陶瓷及金屬藝術、家具家飾設計及實務。 ３、課程規
劃三個專業學程「生活與文創產品設計專業學程」「家具與室內設計專業學程」「設計素養學程」等
。 ４、連絡電話:05-2721001轉2231黃先生
１、探索社會趨勢/掌握多元職場契機/堅持社會正義/培養優質專業社工，大專生國科會研究計畫八年
社會學門通過件數全國第一。 ２、大學部分社會學組與社會工作組，除可習得實務性知識與社會工
作技能外，畢業後可應試社會行政高普特考、觀護人，社工師考照，更可兼顧碩班之升學，讓您成為
兼具學術取向與社會服務的專業人才。 ３、就業方向： ◎社會福利慈善團體、基金會、醫療團體
等機構社工員(師)、社工督導員。 ◎職訓局就業服務站社工、輔導員、監所輔導員、觀護人。市場
及民意調查、文史、傳播、企劃人員等。人力資源、公共關係、市場分析等。教育與研究單位教學與
行政、輔導人員等。金融、保險、證券等相關從業人員。社會局處、勞工相關、中央或地方等社會局
(處)社會行政人員。 ４、連絡電話: 05-2721001#2341。楊小姐
１、本系設立之一貫宗旨，為培育熟悉國際與大陸事務的通識人才，以國際事務、大陸事務、公共事
務與企業實務為四大課程主軸，強化學生的國際觀與職場競爭力。 ２、本系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
」、「國際視野」、「溝通表達」三大基本素養，再透過「國際事務」、「大陸事務」、「公共事務
」、「企業實務」等四個相輔相成的課程模組，與「教育與學術研究」、「政府與公共事務」、「媒
體與文化出版」、「企業與經營管理」等四大職涯發展方向相結合。 ３、就業面向寬廣，凡中外企
業涉及中國大陸及歐亞地區板塊業務部門、政府公職、政黨黨工、國會助理、智庫研究人員、基金會
幹部、報社記者及傳播廣告相關人員皆宜。 ４、提供五年一貫學、碩士學位學程，直升碩士管道暢
通。 ５、連絡電話:05-2721001*2351。蔡小姐
１、歡迎熱愛影視戲劇、新聞編採、廣播電視、公關廣告與傳播研究之學生加入我們的行列。 ２、
本系乃培育具理論高度與實務專業之跨媒體傳播人才之搖籃：提供豐富多元課程、媒體實習與產學合
作，落實產學對接、學用合一。 ３、出路寬廣：系友散佈於各大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社、雜誌社
、公關與廣告公司、行銷與傳播公司、網路媒體、公職、學術單位及相關產業。 ４、本系以影劇、
廣電實作課程見長，請聽障生、視障生審慎考量。設有證照輔導班。 ５、聯絡電話：05-2721001轉
2411。楊先生
１、本系畢業生可擔任行銷、人事、生管等部門的管理、企劃或行政人員，亦可報考研究所、公職或
自行創業。 ２、本系設有證照輔導、調查研究、系統思考等中心，落實產學合作，理論與實務並重
，提升學生專業競爭力。 ３、透過產官學界的整合，舉辦實務專題競賽、行銷企劃競賽、學術研討
會、專題講座、企業參訪等活動，提升學生專業能力。 ４、聯絡電話：05-2721001*2081。許小姐
１、本系課程以股票、債券、基金、衍生性金融商品和不動產之投資管理、保險與財務風險管理、公
司理財與財務績效評估、金融市場與機構管理、財金計量等領域之訓練為特色。 ２、定期開設財金
證照課程，積極輔導學生考取金融專業證照為主，畢業生平均每位擁有4.5張財金證照。 ３、課程學
程化，除了包括院基礎課程、系核心學程與跨領域的中小企業財務學程等必修課程外，更包含了二個
專業選修學程：金融實務學程、(前)銀髮族理財規劃學程。 ４、連絡電話:05-2721001*2051。蔡小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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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 學校代碼 日間 學制別 科系代碼 科系名稱 新生
學年度 學校
類別 別
/名稱 /進修
註冊率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１、文化創意產業是最具未來發展潛力的產業之一，為各國政府重點扶植的新興明星產業，本系以產
業管理為主軸，從管理「文化創意」的角度切入文化和休閒產業經營管理，落實文化與休閒產業服務
人才之培養，提供文創休閒服務的業者創新的思維，引領風潮以文化創意結合生活、藝術人文和環境
生態，設計具有巧思的文創休閒產品和服務，賦予文創休閒產業新的風貌與價值 ２、系所特色與優
勢:課程含括企劃行銷、休閒遊憩、文創行政及創業管理四大專業選修學程 (1)文創行銷組發展多媒
體數位編輯與製作、文創產業市場風險與價值評估、文創觀光企劃行銷、文創事業之經營行銷管理。
(2)休閒產業組著重民宿、休閒農場、遊樂場、生態園區、社會營造、渡假村、健身房、娛樂部等八大
熱門休閒產業之經營管理實務課程 ３、國立大學收費、優渥獎學金，佛光道場遍布全球，海外遊留
學、參訪見習，國際交流機會多。連絡電話：05-2721001*2531古小姐
１、本系為國內唯一培養兼具自然生物科技與產業管理人才學系。學系宗旨「本於自然，用於健康」
，著重生物技術相關學理及基礎訓練。重視醫學、生技、自然農場與保健、生化和化妝保養品產品開
發，天然物萃取與純化應用。培養具有「善用自然資源」、「創造健康生活」與「產品研發」專業能
力的生物科技人才。 ２、本系教學資源豐富，除了多間教學教室及二間大型實驗室之外，更包括精
密實驗室、光能暨抗氧化研究室、遠紅外線應用研究室、組織培養研究室與無菌操作室、環境與應用
微生物研究室、中醫藥研究室、環境與生態研究室、紅外線線應用研究室、細胞分子生物研究室、精
密溫室及自然農場等。 ３、本系學生畢業後可直升本系自然療癒碩士班碩士班，縮短獲得學位年限
，增加個人就業競爭力。或報考相關研究所，或參加保健食品證照、化妝品行銷證照及檢驗相關證照
等進入相關企業就業。 ４、連絡電話:05-2721001*2651。謝小姐
1、本系秉持「資訊服務精神」發展「企業E化服務」及「行動商務服務」之特色，建置有最先進的「
iLab app專業實驗室」， 輔以專業知能培育模式來提昇本系學生的就業職能。 2、本系分有：
(1)資訊管理組：結合企業相關作業流程與E化管理技術，以企業資源規劃(ERP)為主軸，發展企業智慧
及行銷管理的知能。 (2)網路多媒體組：以結合APP設計為特色，由創意思考、APP體驗、APP概念開
發與設計、APP程式設計、多媒體設計、數位攝影與後製以及APP行銷構成系統性的專業培育課程。
3、連絡電話:05-2721001*2611。簡小姐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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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畢業後可繼續攻
讀碩士或至資訊科技業擔任通信交換網路技術工程師、網路系統管理工程師、網路系統設計工程師、
網路設備研發工程師、影像處理工程師、多媒體系統工程師、系統/應用軟體開發工程師、遊戲開發工
程師、硬/軟體研發工程師、電子/電機研發工程師、自動控制研發工程師。本系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與
升學均高達85%以上，就業者不乏任職於鴻海、智羽科技、麥迪森、華訊電子、日月光、啟台資訊、盟
立自動化、風然、晉泰科技、旭晶科技、奇菱科技、思創科技、吉鴻電子、尚昀、茂迪、海華科技、
榮剛、飛絡力電子、萬達通、和碩、瀚良、科嘉、勁嘉科技、鎧巨等各知名公司。 ３、連絡電話
:05-2721001*2631。龔小姐
1、本系為全國唯一建築與景觀雙軌教育與專業整合訓練，符合國家考試院規定，畢業後可報考建築師
、景觀技師、專技高考建築或景觀科公務人員，室內設計師、社區規劃師、策展規劃等。畢業生就業
率、升學率比例皆高。 2、課程兼顧社會實踐與設計美學，融合廣博的人文美學感知教育、強化專業
觀念，落實進入社會的良好人才培訓。 3、專業養成以實質設計案，關注人們的生活居住內涵與城鄉
的特色發展。結合在地社會服務活動，拓展學生實務操作經驗，建立深具在地特色的建築與景觀設計
教育。 4、可協助安排赴美國、澳洲等姐妹大學修習課程。 5、連絡電話: 05-272-1001 轉2221。
何小姐
１、以「慢食、慢活、漫遊」為基本概念，以「文化、生態與美食旅遊」為課程核心。以培育主題旅
遊專業人才為目標。畢業前須取得導遊或領隊相關證照。大二開始至校內「實習旅行社」見習，大四
可到產學合作觀光產業進行半年或一年職前訓練。寒暑假輔導至佛光山海外道場進行公益旅行，提升
國際觀及語言能力，並強化品格與生命教育，體認服務真諦。 ２、開設「運動觀光學程」之專業選
修學程，招收男籃、網球、軟式網球、木球、動態藝術、國武術、舞獅等專才進入旅遊管理產業。
３、本系未來出路可取得相關旅遊與餐飲相關證照，並從事旅行社、飯店、餐廳、遊憩區等相關行業
服務等工作。 ４、連絡電話:05-2721001*2061。石小姐

招生特色
說明資訊網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349930
班

文化創意
事業管理
學系

89.36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420302
班

自然生物
科技學系

91.38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480109
班

資訊管理
學系

90.63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520114
班

資訊工程
學系

93.81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580113
班

建築與景
觀學系

100.0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810214
班

旅遊管理
學系

98.21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140401
班

幼兒教育
學系

★系所簡介 本系於2006年成立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系所特色 本系碩士班之教育目標旨在培
53.33 育幼兒教育學術研究人才，提供園所教師與應屆畢業生實踐理論與實務相互應用的機會與方法，希望
能讓學生配合個人專業興趣發展獨立研究能力。 於104學年度招生名額為10名。

http://childhood2.n
hu.edu.tw/intro/sup
er_pages.php?ID=int
ro1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10406
班

民族音樂
學系

本所學生可自由的在西樂、中樂、台灣音樂、世界音樂、作曲、樂器製作、音樂理論等領域中，選擇
66.67 自己的專業進行有系統的學習。透過民族音樂學，促進台灣音樂之研究與了解；通過世界音樂擴大台
灣的音樂視野、加強台灣主體音樂思想；藉著學習中國音樂的理論與實踐方式，從企劃、設計、演出
、管理全面教學，並要求全人格教育成為中國音樂的強手。

http://music2.nhu.e
du.tw/intro/super_p
ages.php?ID=intro1

http://ccem.nhu.edu
.tw

http://nbt2.nhu.edu
.tw

http://im2.nhu.edu.
tw/

http://csie2.nhu.ed
u.tw/intro/super_pa
ges.php?ID=intro3

http://envart2.nhu.
edu.tw/intro/super_
pages.php?ID=intro1

http://tourism2.nhu
.edu.tw/intro/super
_pages.php?ID=intro
1

備註

設立 學校代碼 日間 學制別 科系代碼 科系名稱 新生
學年度 學校
類別 別
/名稱 /進修
註冊率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10613
班

視覺與媒
體藝術學
系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20205
班

文學系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20801
班

宗教學研
究所

93.33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29902
班

生死學系

89.47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29902
班

生死學系
哲學與生
命教育碩
士班

53.33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30317
班

創意產品
設計學系

45.45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10302
班

應用社會
學系社會
學碩士班

100.0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10302
班

應用社會
學系教育
社會學碩
士班

73.33

83.33

100.00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系所簡介 ◆本所成立於1998年，原名「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2008年鑑於學生學習的延伸性
以及理論與創作合一，與「視覺藝術學系」整併，更名「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2010年鑑於全球性
數位媒體科技與生活的密切連結，考慮學生新知學習及就業需求，「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再度納入
創新課程，並更名為「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發展至今。 ★系所特色 ◆積極拓展學生藝術視野
，深化視覺媒體之創作及研究，落實產經及社會需求。 ◆統合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之跨領域研究
，結合傳統藝術與當代電子科技，拓展科際整合之研究。 ◆課程設計兼顧時代性、創意性、實用性
及傳統文化藝術之陶養，務求達到深化「學用合一」的教學目標。
★系所簡介 本所於1997年設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是全國首創且唯一以文學為名的研究所。堅持融
攝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研究，提升專業知能，落實敘事書寫能力，培養具文學專業素養與文學應用
能力的人才。 ★系所特色 本所以「文學」為系所專業，課程設置含括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敦
煌學、思想義理、中西文學理論等領域，以培育學術研究、文學創作的人才。近年因應文教工作的社
會脈動與需要，拓展類型文學與應用文學領域的課程，強化專業理論與應用課程的相互為用，創建課
程體系的深廣，擴展專業知能的視野，厚實職場的競爭力。
★系所簡介 本所是南台灣唯一的宗教學研究所，分為「宗教組」與「佛學組」，師資與設備完善，學
理與實用兼重，並具寬廣的國際視野。在系統課程與專業師資的引導之下，讓有志探索佛教、宗教與
生命智慧的青年學子及各界人士，能夠適性學習，深入理解宗教的理論思想、歷史文化、實踐體系、
文創管理等層面，以及宗教對於社會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系所特色 ◆課程規劃 （1）宗教理論
與宗教學方法：宗教理論、宗教對話、本土宗教等面向的研究。 （2）佛教思想與文化：佛教思想、
典籍、歷史、文化及當代人間佛教的研究。 （3）宗教與身心靈健康照護：佛教與宗教在身心靈整體
健康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教學特色 （1）系統和均衡的整體課程規畫。 （2）重視學生的適性學習
與發展。 （3）專業優質與用心指導的師資。 （4）立足本土與面向國際的視野。 （5）結合學理與
實用的教研方向。
★系所特色 ◆本所以探討人類「生、老、病、死」及其相關課題為依歸，教學及研究之重點，包括生
死學理以及下列議題之整合：生命倫理、宗教哲理、生死教育、安寧療護、臨終關懷、悲傷輔導、老
年安養、自殺防治、心理諮商與輔導、意義治療、生死禮俗、風水研究、殯葬管理……等學科領域。
◆生死學系碩士班共分三組： 1.生死學組：提供各專業領域人才，更精進深造生死學之機會。特色在
於：（1）擴大生死學研究的領域，加深基礎研究。（2）培育高階生死教育人才，全面普及生死教育
。（3）推動醫療與生死之公共政策與相關法規之訂立，以提昇吾人從生到死、養生送死、生死無憾的
整體生命品質與生死文化。 2.諮商組：培育專業心理諮商師與輔導教師，通過專業課程與實習，學生
可報考取得心理諮商師與專任輔導教師資格。 3.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培育哲學及生命教育專業人
才，畢業後可朝生命教育師資發展。
◆本所以探討人類「生、老、病、死」及其相關課題為依歸，教學及研究之重點，包括生死學理以及
下列議題之整合：生命倫理、宗教哲理、生死教育、安寧療護、臨終關懷、悲傷輔導、老年安養、自
殺防治、心理諮商與輔導、意義治療、生死禮俗、風水研究、殯葬管理……等學科領域。 ◆生死學系
碩士班共分三組： 1.生死學組：提供各專業領域人才，更精進深造生死學之機會。特色在於
：（1）擴大生死學研究的領域，加深基礎研究。（2）培育高階生死教育人才，全面普及生死教育。
（3）推動醫療與生死之公共政策與相關法規之訂立，以提昇吾人從生到死、養生送死、生死無憾的整
體生命品質與生死文化。 2.諮商組：培育專業心理諮商師與輔導教師，通過專業課程與實習，學生可
報考取得心理諮商師與專任輔導教師資格。 3.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培育哲學及生命教育專業人才
，畢業後可朝生命教育師資發展。
★系所特色 ◆本所以嚴謹而紮實之學術基礎、嶄新的課程、優良之師資，培養符合美感、現代與具
世界觀之產品設計人才。 ◆積極提升學生產品設計之高階專業知能、創新能力與自覺學習，以強化
專業素養，精進研究能力。 ◆精進學生高階產品設計之實務應用與溝通合作能力，以提升職場素養
，增進就業競爭力。 ◆課程設計兼顧實務性與學術性，務求學生成為兼具「專業知識」與「實務技
能」的設計專業人才。 ◆本所具有獲得國際競賽金牌的一流師資。 ◆本所將執行產學合作，研究
生每人將執行至少一項計劃。 ◆本所學生每人將參加國際紅點設計大獎賽及國內設計競賽至少四項
。 ◆本所將執行國際化政策，每年寒暑海外設計學習。
★系所特色 ◆社會學碩士班：以「社會學理論」、「社會學研究方法」以及「專題討論」課程為核心
必修，輔以跨學科領域之課程作為選修，加強基本社會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訓練，使學生能具備獨立
從事學術研究之能力。 ◆教育社會學碩士班：於方法訓練上，強調如何將社會科學方法（包含量化與
質性）運用到教育領域之研究中；在研究觀點方面，特別關注教育體制變革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
；最後在研究議題上，關注台灣在變遷環境中所產生的教育與教改問題等相關議題。
★系所特色 ◆社會學碩士班：以「社會學理論」、「社會學研究方法」以及「專題討論」課程為核心
必修，輔以跨學科領域之課程作為選修，加強基本社會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訓練，使學生能具備獨立
從事學術研究之能力。 ◆教育社會學碩士班：於方法訓練上，強調如何將社會科學方法（包含量化與
質性）運用到教育領域之研究中；在研究觀點方面，特別關注教育體制變革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
；最後在研究議題上，關注台灣在變遷環境中所產生的教育與教改問題等相關議題。

招生特色
說明資訊網

http://visual2.nhu.
edu.tw/main.php

http://nhulit2.nhu.
edu.tw/intro/super_
pages.php?ID=intro1

http://rel2.nhu.edu
.tw/intro/super_pag
es.php?ID=intro1

http://lads2.nhu.ed
u.tw/intro/super_pa
ges.php?ID=intro1

http://lads2.nhu.ed
u.tw/intro/super_pa
ges.php?ID=intro1

http://design2.nhu.
edu.tw/intro/super_
pages.php?ID=intro2

http://appsoc2.nhu.
edu.tw/intro/super_
pages.php?ID=intro1

http://appsoc2.nhu.
edu.tw/intro/supe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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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設立 學校代碼 日間 學制別 科系代碼 科系名稱 新生
學年度 學校
類別 別
/名稱 /進修
註冊率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10912
班

國際事務
與企業學
系公共政
策研究碩
士班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10912
班

國際事務
與企業學
系亞太研
究碩士班

100.0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10912
班

國際事務
與企業學
系歐洲研
究碩士班

66.67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20102
班

傳播學系

100.0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0301
班

企業管理
學系非營
利事業管
理碩士班

23.08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0301
班

企業管理
學系管理
科學碩士
班

80.0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0501
班

財務金融
學系財務
管理碩士
班

100.0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9930
班

文化創意
事業管理
學系文創
行銷碩士
班

90.91

62.50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系所簡介： 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本碩士班為臺灣中南部地區極少數專注於公共行政與政策領域
的研究所，研究議題方面特別關注彰、雲、嘉、南等政經資源薄弱地區的社會發展及人才培育。
★系所特色： 1.本碩士班提供研究生良好的教學品質與理論訓練， 2.注重師生互動與學生素質的
提升，在以學習作為教育發展的核心價值下，重視的是學生素質在入學與畢業間差距的最大化 3.在
課程設計、學習環境與生活輔導上，落實以學習為導向的教學方針，使各項學習機制相互配合，確實
做到「質」的顯著提升，而不只是「量」的擴充。
★系所簡介 ◆以國際事務、大陸事務、公共事務、企業實務為課程四大主軸，培養國際觀及企業實務
人才。 ◆設有亞太、歐洲及公共政策三個碩士班，提供五年一貫（4+1）學、碩士學位學程，有利繼
續深造。 ★系所特色 ◆學術實務結合：全國第一個在大學部開設國際關係與中國大陸相關課程的科
系，並開設業師協同教學與跨領域課程，使學生具備「國際視野」、「溝通談判」以及「實務應用」
的能力。 ◆師生互動密切：適性輔導學生，固定舉辦英文、公職與資訊技能等小班制讀書會，提升同
學外語、職場競爭與電腦應用等能力。 ◆有利繼續深造：提供「4+1」學、碩士學位學程，直升管道
暢通，另提供海外學習、遊學及大陸實地參訪等機會，畢業生赴國內外研究所深造者眾。 ◆縮短學用
落差：每年亦固定赴政府公部門與民間企業參訪交流，另與嘉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南仁湖集團和若
水堂等知名企業合作，提供豐富實習機會，產學互動密切。
★系所簡介： 歐洲研究碩士班是台灣中南部第一個專門針對歐洲地區作學習與研究的研究所。本碩
士班教學以區域研究和科際整合為經緯，著重在歐洲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和國際關係
等範疇。養成學生具國際觀視野及培養歐洲研究與實務工作人才將是本所追求的目標。 ★系所特色
： 1.宏觀的視野進行全新歐洲研究，引介最新的歐洲社經與政治動態。 2.因應歐盟擴大整合。本
碩士班另立歐盟研究中心，加強歐盟相關研究。 3.我國政府與民間近年來正積極擴展對歐洲地區之
經貿與外交關係，而目前國內亦十分需要從事歐洲事務的專業人才。
【本所因增額錄取致註冊率高於100％】 本系所前身為傳播管理系，設立於1996年南華大學創辦伊始
，時隸屬管理學院。1999年成立碩士班。2003年，改隸社會科學院，迄今大學部18屆、碩士班15屆畢
業生遍佈各大傳媒產業（如廣播電視、平面、雜誌、網路、出版、公關、廣告、傳播公司）、一般公
司企業、學術、文教單位等，出路寬廣，表現佳，迭獲肯定。 ★系所特色 ◆本所教育目標在於培
養具備理論高度與實務專業之跨媒體傳播人才。藉由傳播理論、研究方法等專業課程，養成學生嚴謹
思考邏輯與敏銳問題觀察的能力；透過專業實務課程，諸如微電影實務、公關策略與企劃、廣電新聞
製作等，厚植學生專業實作技能，真正培養「學」與「術」兼備之跨媒體傳播人才。
★系所簡介 2014年，「企業管理系」整合「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相關師資與教學研究資源，更名
為「企業管理學系」，學制包含學士班、管理科學碩士班、管理科學碩士在職專班、非營利事業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管理科學博士班，本系擁有最完整且一致化的學制。 ★系所特色 非營利事業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強調培育具有實踐智慧、人文素養與專業知能的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領導與管理人才
，進而促進創新、樂觀與幸福的公民社會發展。除了融合智慧、理論與實務、課程設計也強調跨領域
整合、個案研討、移地教學與體驗學習，期能提昇台灣公民社會的內涵與品質，整合社會所有力量
，建設台灣成為富有人性尊嚴、活力、公義與和平的國家。
★系所簡介 2014年，「企業管理系」整合「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相關師資與教學研究資源，更名
為「企業管理學系」，學制包含學士班、管理科學碩士班、管理科學碩士在職專班、非營利事業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管理科學博士班，至此，本系擁有最完整且一致化的學制。 ★系所特色 本所特別
強調決策科學方法的學習，開設包含分析與決策能力所需之量化與質化課程，提供有關統計、作業研
究、最佳化方法等決策分析方法之訓練。為使學生的學習更為紮實，課程規劃包含碩博士論文、國內
外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與專題課程等重點，藉由管理理論的實踐、科學知能的應用與發展，造就各
行各業所需的中高階層管理專業人才。
★系所簡介 本系所於2000年設立財務管理碩士班，並於2003年成立財務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而學士
班則成立於2004年。本系所結合理論與實務應用以提昇職場競爭力、培育自覺學習與專業財務金融人
才為宗旨。 ★系所特色 具備財務管理、資本市場與金融體系運作基本知識，並具有管理決策的能
力。具備理論與實務，提升解決財金問題之能力。瞭解企業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結合理論與實務並追
求創新。 本所注重基礎訓練，以訓練同學獨立思考、主動學習為目的，並熟悉從事實證研究的必要
工具。課群包括財務管理、金融商品、金融體系及財金研究方法等專業課群。
★系所簡介 本所前身出版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於2000年8月成立，鑑於二十一世紀面臨新的競爭模
式，2012年8月更名為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暨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是目前國內唯一以「產業
經營管理」為主軸，以培養具行銷專長的文創產業經營人才為宗旨，符合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趨勢
，且具文創產業行銷與管理特色的系所。 ★系所特色 ◆發展特色有四項：文創行銷、文創鑑價、文
創觀光與數位文創。在教學上，將整合「文化層面」的人文藝術基礎創作、「創意面」的工藝設計建
築應用及「產業面」的經營管理與行銷管理，全面建構多元化、跨領域的學習平台，此外，也極力推
動國際學術交流與產學合作，讓學生透過學術研討會提升專業、開拓視野，致力培育具有專業素養的
文創產業管理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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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設立 學校代碼 日間 學制別 科系代碼 科系名稱 新生
學年度 學校
類別 別
/名稱 /進修
註冊率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9930
班

文化創意
事業管理
學系休閒
產業碩士
班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420302
班

自然生物
科技學系
自然療癒
碩士班

100.0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480109
班

資訊管理
學系

93.33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580113
班

建築與景
觀學系環
境藝術碩
士班

23.08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810214
班

旅遊管理
學系休閒
環境管理
碩士班

100.00

103

南華 D 日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810214
班

旅遊管理
學系旅遊
管理碩士
班

73.33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10613
班

視覺與媒
體藝術學
系

35.71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20205
班

文學系

83.33

100.00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本所因增額錄取致註冊率高於100％】 ★系所簡介 本所前身出版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於2000年
8月成立，鑑於二十一世紀面臨新的競爭模式，2012年8月更名為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暨碩士班（含
碩士在職專班）。是目前國內唯一以「產業經營管理」為主軸，以培養具行銷專長的文創產業經營人
才為宗旨，符合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趨勢，且具文創產業行銷與管理特色的系所。 ★系所特色
◆發展特色有四項：文創行銷、文創鑑價、文創觀光與數位文創。在教學上，將整合「文化層面」的
人文藝術基礎創作、「創意面」的工藝設計建築應用及「產業面」的經營管理與行銷管理，全面建構
多元化、跨領域的學習平台，此外，也極力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與產學合作，讓學生透過學術研討會提
升專業、開拓視野，致力培育具有專業素養的文創產業管理專業人才。
【本所因增額錄取致註冊率高於100％】 ★系所特色 本所課程以實證研究方法為基礎，核心課程涵
蓋自然療法之理論分析與實務應用，包括中醫體質與養生、能量醫學、自然芳香療法、花精療法、園
藝及植物療法、瑜珈、禪修正念、氣功、太極拳養生、環境自然療癒學、慢食美食科學、茶葉保健等
等。本所並與鄰近醫療單位合作進行多項臨床研究計畫，加強與主流醫學之結合，並以「推動身心靈
整體健康，兼具醫療科技與人文均衡發展」為核心觀念，積極發展及強化本所專業特色，成為自然醫
學學術研究之先驅。
★系所簡介 本系成立於1996年，原隸屬於管理學院。於2006年移撥科技學院。本所基於資管核心之「
人」、「科技」、「管理」三元特性，以及本院所秉持「人文科技」的理念，致力於培育學生成為具
備「培育具備資訊科技與工商管理智能，並具有資管問題解決或研究的人才」。 ★系所特色 本所秉
持「資訊服務精神」串接大學部「企業E化服務」及「行動商務服務」之發展特色，提昇研究生「資訊
技術服務」及「資訊決策服務」之專業發展，輔以專業知能培育模式來提昇本所學生的就業職能。因
此，課程設計考量學生畢業就業能力的需求，以「兩大主軸、四個能力、一個素養」為發展基礎，在
教學設計上則著重實務技能的提昇及與學生畢業後就業需求的接軌，因此鼓勵教師進行實務性教學、
教學與實習融合、證照與職能發展結合、教學活動設計融入學生自信心的提昇及服務精神與態度的培
育等，務使本所學生具備企業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的就業優勢。
★系所簡介 ◆環境藝術研究所於1999年成立，現為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 ◆面對環境
之人文化與藝術化議題，本所積極擷取建築文化研究以及景觀文化研究之基礎做為養份，以此基底進
而研究發展「環境藝術」之文化內涵及論述，以充實當代面對環境議題時所欠缺之文化向度。因而在
發展上及教育上之核心目標為：「孕育具有文化藝術內涵之環境相關研究者及工作者」。社區發展協
會及規劃師是未來招生生源的目標，本所將積極服務社區，行銷宣傳本所特色。 ★系所特色 ◆本
所課程分為四個學域，課程方向分別為 （1）社區營造學域：聚落歷史、空間再生、文化場域、產業
發展 （2）城市文化學域：城市敘事、亞洲建築、歐洲地景、當代藝術 （3）景觀建築學域：公園
綠地、景觀理論、宜居生活、植栽設計 （4）環境風水學域：古老智慧、能量空間、生態管理、樂活
風水
★系所簡介 本系自2000年成立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相繼成立推廣教育學分班，接著於2003年成立旅
遊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2010年又成立了休閒環境管理碩士班後，改名旅遊管理學系，本系辦學理
念與宗旨在培養理論基礎與實務技能兼具之旅遊管理專業人才。 ★系所特色 ◆加強語言溝通能力、
深度旅遊解說及文化創意規劃能力。 ◆建立永續發展及旅遊資源系統。 ◆建立整合性的旅遊事業管
理系統。 ◆建構產學合作機制。
★系所簡介 本系自2000年成立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相繼成立推廣教育學分班，接著於2003年成立
旅遊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2010年又成立了休閒環境管理碩士班後，改名旅遊管理學系，本系辦學
理念與宗旨在培養理論基礎與實務技能兼具之旅遊管理專業人才。 ★系所特色 ◆加強語言溝通能
力、深度旅遊解說及文化創意規劃能力。 ◆加強旅遊產業產品企劃能力 ◆建構產學合作機制。
◆推動國際交流計畫。
★系所簡介 ◆本所成立於1998年，原名「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2008年鑑於學生學習的延伸性
以及理論與創作合一，與「視覺藝術學系」整併，更名「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2010年鑑於全球性
數位媒體科技與生活的密切連結，考慮學生新知學習及就業需求，「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再度納入
創新課程，並更名為「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發展至今。 ★系所特色 ◆積極拓展學生藝術視野
，深化視覺媒體之創作及研究，落實產經及社會需求。 ◆統合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之跨領域研究
，結合傳統藝術與當代電子科技，拓展科際整合之研究。 ◆課程設計兼顧時代性、創意性、實用性
及傳統文化藝術之陶養，務求達到深化「學用合一」的教學目標。
★系所簡介 本所於1997年設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是全國首創且唯一以文學為名的研究所。堅持融攝
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研究，提升專業知能，落實敘事書寫能力，培養具文學專業素養與文學應用能
力的人才。 ★系所特色 本所以「文學」為系所專業，課程設置含括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敦煌學
、思想義理、中西文學理論等領域，以培育學術研究、文學創作的人才。近年因應文教工作的社會脈
動與需要，拓展類型文學與應用文學領域的課程，強化專業理論與應用課程的相互為用，創建課程體
系的深廣，擴展專業知能的視野，厚實職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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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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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hs2.nhu.edu
.tw/main.php

http://im2.nhu.edu.
tw/intro/super_page
s.php?ID=intro1&amp
;Sn=5

http://envart2.nhu.
edu.tw/intro/super_
pages.php?ID=intro1

http://tourism2.nhu
.edu.tw/intro/super
_pages.php?ID=intro
1
http://tourism2.nhu
.edu.tw/intro/super
_pages.php?ID=intro
1

http://visual2.nhu.
edu.tw/main.php

http://nhulit2.nhu.
edu.tw/intro/super_
pages.php?ID=intro1

備註

設立 學校代碼 日間 學制別 科系代碼 科系名稱 新生
學年度 學校
類別 別
/名稱 /進修
註冊率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29902
班

生死學系

96.43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229902
班

生死學系
哲學與生
命教育碩
士在職專
班

63.16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0301
班

企業管理
學系非營
利事業管
理碩士在
職專班

60.00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0301
班

企業管理
學系管理
科學碩士
在職專班

46.88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0501
班

財務金融
學系財務
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100.00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349930
班

文化創意
事業管理
學系

84.62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480109
班

資訊管理
學系

100.00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系所特色 ◆本所以探討人類「生、老、病、死」及其相關課題為依歸，教學及研究之重點，包括
生死學理以及下列議題之整合：生命倫理、宗教哲理、生死教育、安寧療護、臨終關懷、悲傷輔導、
老年安養、自殺防治、心理諮商與輔導、意義治療、生死禮俗、風水研究、殯葬管理……等學科領域
。 ◆生死學系碩士班共分三組： 1.生死學組：提供各專業領域人才，更精進深造生死學之機會。
特色在於：（1）擴大生死學研究的領域，加深基礎研究。（2）培育高階生死教育人才，全面普及生
死教育。（3）推動醫療與生死之公共政策與相關法規之訂立，以提昇吾人從生到死、養生送死、生死
無憾的整體生命品質與生死文化。 2.諮商組：培育專業心理諮商師與輔導教師，通過專業課程與實
習，學生可報考取得心理諮商師與專任輔導教師資格。 3.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培育哲學及生命
教育專業人才，畢業後可朝生命教育師資發展。
★系所特色 ◆本所以探討人類「生、老、病、死」及其相關課題為依歸，教學及研究之重點，包括生
死學理以及下列議題之整合：生命倫理、宗教哲理、生死教育、安寧療護、臨終關懷、悲傷輔導、老
年安養、自殺防治、心理諮商與輔導、意義治療、生死禮俗、風水研究、殯葬管理……等學科領域。
◆生死學系碩士班共分三組： 1.生死學組：提供各專業領域人才，更精進深造生死學之機會。特色在
於：（1）擴大生死學研究的領域，加深基礎研究。（2）培育高階生死教育人才，全面普及生死教育
。（3）推動醫療與生死之公共政策與相關法規之訂立，以提昇吾人從生到死、養生送死、生死無憾的
整體生命品質與生死文化。 2.諮商組：培育專業心理諮商師與輔導教師，通過專業課程與實習，學生
可報考取得心理諮商師與專任輔導教師資格。 3.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培育哲學及生命教育專業人
才，畢業後可朝生命教育師資發展。
★系所簡介 2014年，「企業管理系」整合「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相關師資與教學研究資源，更名
為「企業管理學系」，學制包含學士班、管理科學碩士班、管理科學碩士在職專班、非營利事業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管理科學博士班，本系擁有最完整且一致化的學制。 ★系所特色 非營利事業管理
碩士班強調培育具有實踐智慧、人文素養與專業知能的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領導與管理人才，進而
促進創新、樂觀與幸福的公民社會發展。除了融合智慧、理論與實務、課程設計也強調跨領域整合、
個案研討、移地教學與體驗學習，期能提昇台灣公民社會的內涵與品質，整合社會所有力量，建設台
灣成為富有人性尊嚴、活力、公義與和平的國家。
★系所簡介 2014年，「企業管理系」整合「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相關師資與教學研究資源，更名
為「企業管理學系」，學制包含學士班、管理科學碩士班、管理科學碩士在職專班、非營利事業管理
碩士班、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管理科學博士班，至此，本系擁有最完整且一致化的學制。
★系所特色 本所特別強調決策科學方法的學習，開設包含分析與決策能力所需之量化與質化課程
，提供有關統計、作業研究、最佳化方法等決策分析方法之訓練。為使學生的學習更為紮實，課程規
劃包含碩博士論文、國內外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與專題課程等重點，藉由管理理論的實踐、科學知
能的應用與發展，造就各行各業所需的中高階層管理專業人才。
【本所因增額錄取致註冊率高於100％】 ★系所簡介 本系所於2000年設立財務管理碩士班，並於
2003年成立財務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而學士班則成立於2004年。本系所結合理論與實務應用以提昇職
場競爭力、培育自覺學習與專業財務金融人才為宗旨。 ★系所特色 1.瞭解企業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結合理論與實務並追求創新;2.能將財務管理相關專業知能應用於實務個案與解決管理問題之能力。
本所注重基礎訓練，以訓練同學獨立思考、主動學習為目的，並熟悉從事實證研究的必要工具。課群
包括財務管理、金融商品、金融體系及財金研究方法等專業課群。
★系所簡介 本所前身出版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於2000年8月成立，鑑於二十一世紀面臨新的競爭模
式，2012年8月更名為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暨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是目前國內唯一以「產業
經營管理」為主軸，以培養具行銷專長的文創產業經營人才為宗旨，符合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趨勢
，且具文創產業行銷與管理特色的系所。 ★系所特色 ◆發展特色有四項：文創行銷、文創鑑價、文
創觀光與數位文創。在教學上，將整合「文化層面」的人文藝術基礎創作、「創意面」的工藝設計建
築應用及「產業面」的經營管理與行銷管理，全面建構多元化、跨領域的學習平台，此外，也極力推
動國際學術交流與產學合作，讓學生透過學術研討會提升專業、開拓視野，致力培育具有專業素養的
文創產業管理專業人才。
【本所因增額錄取致註冊率高於100％】 ★系所簡介 本所基於資管核心之「人」、「科技」、「管
理」三元特性，以及本院所秉持「人文科技」的理念，致力於培育學生成為具備「培育具備資訊科技
與工商管理智能，並具有資管問題解決或研究的人才」。 ★系所特色 本所秉持「資訊服務精神」
串接大學部「企業E化服務」及「行動商務服務」之發展特色，提昇研究生「資訊技術服務」及「資訊
決策服務」之專業發展，輔以專業知能培育模式來提昇本所學生的就業職能。因此，課程設計考量學
生畢業就業能力的需求，以「兩大主軸、四個能力、一個素養」為發展基礎，在教學設計上則著重實
務技能的提昇及與學生畢業後就業需求的接軌，因此鼓勵教師進行實務性教學、教學與實習融合、證
照與職能發展結合、教學活動設計融入學生自信心的提昇及服務精神與態度的培育等，務使本所學生
具備企業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的就業優勢。

招生特色
說明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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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設立 學校代碼 日間 學制別 科系代碼 科系名稱 新生
學年度 學校
類別 別
/名稱 /進修
註冊率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580113
班

建築與景
觀學系環
境藝術碩
士在職專
班

103

南華 N 職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M 碩士 810214
班

旅遊管理
學系旅遊
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100.00

103

南華 P 進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229902
班

生死學系

97.37

103

南華 P 進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230317
班

創意產品
設計學系

93.75

103

南華 P 進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349996
班

科技學院

100.00

103

南華 P 進
一般 私立 1020
大學

B 學士 810214
班

旅遊管理
學系

95.00

41.67

系所招生
特色說明
★系所簡介 ◆環境藝術研究所於1999年成立，現為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 ◆面對環境
之人文化與藝術化議題，本所積極擷取建築文化研究以及景觀文化研究之基礎做為養份，以此基底進
而研究發展「環境藝術」之文化內涵及論述，以充實當代面對環境議題時所欠缺之文化向度。因而在
發展上及教育上之核心目標為：「孕育具有文化藝術內涵之環境相關研究者及工作者」。 ★系所特
色 ◆本所課程分為四個學域，課程方向分別為 （1）社區營造學域：聚落歷史、空間再生、文化場
域、產業發展 （2）城市文化學域：城市敘事、亞洲建築、歐洲地景、當代藝術 （3）景觀建築學
域：公園綠地、景觀理論、宜居生活、植栽設計 （4）環境風水學域：古老智慧、能量空間、生態管
理、樂活風水
★系所簡介 本系自2000年成立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相繼成立推廣教育學分班，接著於2003年成立
旅遊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2010年又成立了休閒環境管理碩士班後，改名旅遊管理學系，本系辦學
理念與宗旨在培養理論基礎與實務技能兼具之旅遊管理專業人才。 ★系所特色 ◆加強語言溝通能
力、深度旅遊解說及文化創意規劃能力。 ◆建立永續發展及旅遊資源系統。 ◆加強旅遊產業產品
企劃能力 ◆建構產學合作機制。 ◆推動國際交流計畫。
１、旨在培養專業喪禮服務人員，培養學生對於喪禮服務專業之能與技能。 ２、加強學生於實習及
和業界產學聯繫，在學期間便能接觸殯葬服務專業人員，實際學習各種喪禮服務知識與經驗傳承。
３、設有證照與就業輔導班，並輔導學生於畢業前考取丙級喪禮服務技術士證照。 ４、連絡電話
:05-2721001*2125。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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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植一流之產品設計人才
２、著重在學中做、做中學的課程安排，培養兼具「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的專業設計人才，給
予學生更確實而多元化之造形能力之培養，未來依其適性之演變，朝向更多產品造形設計領域發展。
可習之專業能力：產品設計、商品企劃及行銷、造形藝術設計、室內設計、電腦輔助設計、視覺傳達
設計、陶瓷及金屬藝術、家具家飾設計及實務 ３、側重創意創新、造形設計、素材加工技術體驗
，結合實務與理論，培養具「設計描繪」、「創意思考」與「造形美感」之產品設計專業人才。依個
人專長與興趣，未來可從事生活產品設計、平面設計、室內空間設計、商品企劃、產品研發、創意行
銷、展覽設計與規劃、設計工作室經營者等相關工作。聯絡電話:05-2721001轉2231黃先生
本學士班成立於2012年，隸屬於南華大學科技學院，其課程設計完全以實務為取向，目的即在透過系
列、專精的實務課程訓練，培養學生具備立即投入就業市場所需的技能，讓就學與就業能無縫接軌
，以達成「畢業即能就業」的教學目標。五大特色主軸課程，包括數位媒體設計、雲端服務技術、互
動網頁培訓、智慧App養成及網路規劃與管理，每一主軸所對應之系列實務課程，皆依循產業專家之建
議，並配合就業市場發展之所需而開設，學生除修習基本的部訂課程外，可依其就業規劃，修習不同
主軸的系列實務課程，逐步精熟就業所需之各項技能，畢業時即可迅速投入職場。學生依其所修習之
職涯主軸課程不同，未來可從事之工作包括：剪輯師、影音特效師、Google加值系統工程師、網頁設
計師、網站規劃師、App程式設計師、App行銷規劃師及網路系統工程師等工作。
１、本系以培育主題旅遊專業人才為目標，規劃「文化旅遊、生態旅遊、美食旅遊」三組特色課程
，並開設運動觀光學程。畢業前須取得導遊或領隊相關證照。大二開始至校內「實習旅行社」見習
，大四可到產學合作觀光產業進行半年或一年職前訓練。 ２、寒暑假輔導至佛光山海外道場進行公
益旅行，提升國際觀及語言能力，並強化品格與生命教育，體認服務真諦。 ３、未來出路可取得相
關旅遊與餐飲相關證照，並從事旅行社、飯店、餐廳、遊憩區等相關行業服務等工作。 ４、電話
：05-2721001#2061。石小姐

招生特色
說明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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