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三

新生問題集
一、註冊及學籍相關事宜(教務處)
1.相關時程：
答：(1)新生資料填寫截止日：8 月 19 日(日)。
(2)住宿繳費截止日：8 月 22 日(三)。
(3)住宿報到進住日：9 月 4 日(二)~9 月 5 日(三)。
(4)註冊截止日：
a.就學貸款資料：8月22日(三)；
b.現金繳費：9月3日(一)。
(5)選課時間：8月27日(一)~9月2日(日)。
2.錄取學系並非我的興趣想辦休學(或保留入學)?
答：(1)如重病(經醫師證明)或重大事故，欲申請休學(或保留入學)，需檢附家長同意書到校
辦理。保留入學申請至開學日前(9 月 7 日)，開學日(9 月 10 日)後是辦理休學，兩者
不同是保留入學一經核准不需繳交註冊費。
(2)學生如志趣不合，可於每年 10 月及 3 月(實際受理時間依學校公告)提出轉系申請，經
核准後，即於下一學期至新學系就讀。
3.新生什麼時候可以領取學生證？
答：(1)個人申請、繁星推薦、身障生入學管道之學生：於 8 月 19 日前完成填寫新生資料，
將於開學第一週核發學生證。
(2)碩、博士生、後中醫學生、考試分發學生：於 8 月 19 日前完成填寫新生資料，將於
開學第三週核發學生證。
(3)體育單招、四技二專、原住民專班學生：預計於 10 月中旬核發學生證。
4.學生證遺失或毀損了怎麼辦？
答：本校學生證為記名學生卡，均具一卡通電子票證功能，遺失或損毀作業如下：
(1)學生證遺失，需先至本校網站首頁掛失後，再至註冊組申請補發。
(2)學生證損毀，直接至註冊組申請餘額退費及補發。
(3)非人為毀損經一卡通股份有限公司確認者，則予以核發新卡。
(4)相關訊息亦可參考註冊組「數位學生證專區」。
5.新生申請更改學籍資料(如姓名或戶籍、通訊地址…等)怎麼辦?
答：請至應用資訊系統填寫「學生個人資料查詢及異動申請」，列印後並持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如下)至註冊組辦理。
1

(1)更改姓名者：持「戶籍謄本」(備註欄有更名相關說明)。
(2)更改戶籍地址者：請攜帶「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本。
(3)更改其他資料(通訊地址、學生手機及家長手機)：不須檢附證明。
6.如何申請在學證明？
答：學生證亦視為在學證明，請自行影印學生證正反面至註冊組(行政大樓一樓)核章。
二、食(學務處衛保組)
1.學校生活飲食方不方便?
答：本校提供飲食符合師生需求，商家的服務品質與衛生更是校方要求之重點，並透過教職
員生組成的膳食委員會予以督導。
目前校本部共設有 14 家餐廳(自助餐 4 家、複合式餐飲 8 家、麵食店 1 家、冷飲店 1
家)及 2 家便利商店。
醫學院區設置 7 家餐廳(自助餐廳 1 家、複合式餐飲 4 家、麵食店 1 家、冷飲店 1 家)及
1 家便利商店，提供學生自由選擇。
另校本部對面的義大世界（義大皇家假日飯店、天悅飯店、義大世界購物廣場）規劃了
8 間的中西料理餐廳及近 30 家的美食櫃位，提供學生更多樣的餐飲選擇。
2.學校餐廳的消費情形如何嗎？
答：平價到中、高價位都可提供選擇。
3.學校有素食餐飲可供選擇嗎？
答：校本部及醫學院區自助餐餐廳有提供素食飲食。
4.請問在學校吃飯有哪些種類可選擇？
答：學校飲食多樣，從咖啡簡餐、自助餐到麵食均有，也有便利商店、麵包烘焙坊，提供學
生選擇。
5.學校餐廳有販賣哪些餐點，是否也有供應水果？
答：本校餐廳提供多樣化的餐飲選擇，從各式簡餐、自助餐、麵食、麵包及速食應有盡有，
另部份自助餐供應水果。
6.餐廳食物及餐具衛生情形如何？
答：本校膳食委員會及衛保組依學校衛生法、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每週至餐廳進行衛生稽查及餐食具檢驗，以確保食物及餐具之安
全衛生。
三、衣(學務處住宿組)
1.請問學校有洗衣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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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宿舍有投幣式洗衣機。
2.請問有烘衣機嗎？
答：宿舍有投幣式烘衣機。
3.請問洗完衣服後通常都曬在哪裡？
答：各宿舍頂樓皆有曬衣場，校本部第二宿舍區可晾曬於寢室外陽台(不得高於圍欄)。
四、住(學務處住宿組)
1.義守大學住宿費用多少？
答：
校本部：
(1)第一宿舍(四人房)：每學期 10,900 元，含水電，提供冷氣空調，寒、暑假不可住宿，
暑假行李要搬出(冷氣空調使用儲值卡扣款)。
(2)第二宿舍(雙人冷氣套房)：上學期 25,740 元、下學期 21,450 元，另繳保證金 4,290 元
(電費另計)，寒、暑假可續住。
(3)國際學舍一館(飯店等級之雙人冷氣套房)：住飯店等級之雙人冷氣套房，上學期 42,000
元、下學期 35,000 元，另繳保證金 7,000 元，費用含水不含電。另設專人定期清潔，
宿舍設備包含必備寢具、電視、冰箱、公共交誼廳及娛樂設施等。
醫學院區：
(1)醫學院區宿舍(三人房)：每學期住宿費為 17,500 元，含水電，提供冷氣空調，寒、暑
假不可住宿，暑假行李要搬出(冷氣空調使用儲值卡扣款)。
(2)義大醫院宿舍(雙人冷氣套房)：上學期(9~2 月)27,000 元，下學期(3~7 月)22,500 元，另
繳保證金 4,500 元，寒、暑假可續住。
2.學校宿舍床位夠嗎？每個人都可以有宿舍住嗎？
答：新生：大學部一年級新生(不含研究生)有住宿優先權。
舊生：本校宿舍床位約有七千五百床，第一、第二宿舍、醫學院區宿舍及醫學院區義大
醫院宿舍在申請人數高於床位數時，採登記抽籤制，國際學舍採申請制。
3.請問學校住宿男女宿舍有分開嗎？
答：男女生係分開住宿，住宿辦法對男女宿舍異性出入亦訂有相關之規定；違規進入異性宿
舍者或帶異性進入者，將勒令退宿並給予行政處分。
4.請問住宿是否有進出管制？
答：為維護安全，宿舍每晚 23 時 30 分至早上 6 時實施進出管制，唯仍可出入，住宿生若有
特殊需要進出者，將紀錄通知相關師長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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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問一年級的學生一定要住宿嗎？
答：為使一年級新生學習團體生活，避免每日往返奔波影響學習及課業，本校原則鼓勵新生
住宿，但並不強迫。
6.學生會不會因為住宿而不讀書？
答：無論住在學校或賃居在外，同寢室室友都應該相互勉勵，共同培養讀書風氣，宿舍有專
人管理，生活比賃居在外較有節制；另有健康生活寢可申請，主要特色為學術網路在晚
上 12 點會自動切斷，學生並不會因網路沉迷而影響睡眠，在學習上也較能專注。
7.住宿生平常除了上課外，在宿舍都做些什麼？
答：住宿生除了上課，可多利用學校內的圖書館、運動或休閒設施、宿舍區有超商、交誼
廳、閱覽室、視聽室、體適能室、讀書中心及洗衣間等，皆可依個人需要利用。
8.宿舍可否選擇？
答：第一學期校本部學生，原則安排第一宿舍住宿，若有需要可申請第二宿舍(需參加抽
籤)；醫學院區學生則安排住醫學院區宿舍，若有需要可申請醫學院區義大醫院宿舍。

五、行(總務處)
1.義守交通方便嗎？
答：本校本部位於高雄市著名旅遊勝地義大世界旁，與義大客運合作，每天接送全校師生上
下課。另學生亦可騎機車或開車，自大社至本校約十五分鐘車程，自仁武行經高 52 線
(義大二路)至本校約十分鐘。
2.請問在校園裡可以騎車嗎？
答：校園內因師生來往頻繁，因有交通管制，一般學生不可在校園內騎車、開車。
3.請問你們學校分部在哪裡？有校車嗎？
答：本校分部位於燕巢地區，為醫學院區，也有交通車往返校本部及醫學院區免費接送學
生。
4.聽說往你們學校的路途上，騎車是很危險的是嗎？
答：本校有完整的交通車系統，可接送學生上下課。另自仁武行經高 52 線(義大二路)至本
校，路程約十分鐘，學生往返更加方便。
5.如果在聯外道路上發生緊急事故，校方都如何處理？
答：本校設置緊急電話為 0911885115。教官隨時值班室待命，二十四小時皆可處理學生之
緊急情況。
六、學費(學雜費-會計處，就學貸款及相關減免-學務處生輔組)
1.學費大概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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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4 萬-7 萬元（依照各系不同收費回答）
2. 如果經濟上有問題無法就學怎麼辦？
答：(1)符合低收入戶(有鄉鎮市公所證明)：
a.免學雜費。
b.免住宿費。
c.申請學校慈恩助學金(配合學校工讀每月6000元)。
d.申請學產助學金每學期10,000元(前期學業成績60分以上，且無小過以上處分，新生
免附) 。
(2)符合中低收入戶(家庭所得70萬元以下)：
a. 不具鄉鎮市區公所證明，可申請弱勢學生助學金(依等級每學年12,000元~35,000
元)。
b.具鄉鎮市區公所證明，可申請每學期學雜費減免60% (a與b二擇一)。
c.優先安排工讀助學或申請本校社區公益工讀助學金(配合社區非營利組織服務學習
每月約4,000元，每半天500元)。
(3)其他弱勢：
a.可申請就學貸款(包括書錢、住宿費用；若有住宿費問題，可申請延遲繳費)。
b.可申請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
c.可申請分期付款。
除上述配套措施，若家中經濟突遭困境，可申請學校急難慰問金。
3.就學貸款申辦資格及可貸款項目：
答：(1)申辦資格：
a.家庭年收入114萬元以下者，就學期間該筆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負擔。
b.家庭年收入逾114萬至120萬元者，就學期間該筆貸款利息半額由政府負擔，另半額
自行負擔。
c.家庭年收入120萬元以上，若家中有兩位子女同時就讀高中(職)以上之學校者，可辦
貸款，惟就學期間該筆貸款應自行負擔全額利息。
(2)可貸款項目：
a.註冊繳費單上所列項目全額可申貸，除語言實習費不可申貸，該項費用採現金繳
納。
5

b.書籍費3,000元整（書籍於開學後依需求自費購買，俟貸款核發)
c.住宿費申辦貸款金額，說明如下：
i.住宿生：請憑住宿繳費單上金額，向台灣銀行證明本校住宿費可申貸金額。
ii.外宿生即無繳費單者：申貸金額為 12,400 元整，憑就貸說明書證明。
d.低收入戶學生：可申貸生活費40,000元整（需檢附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e.中低收入學生：可申貸生活費20,000元整（需檢附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4.教育部助學方案：
Q1:如果我家庭年所得在 70 萬元以下，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答: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順利就學，教育部自 96 學年度起開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每年 9 月開學依公告期程受理申請，符合資格的學生可以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提出申請，經教育部審核過後，補助金額將於下一學期之學費繳費單中扣除。
申請條件
學生成績
家庭年所得
利息所得
不動產價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說 明
前一學期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
（新生及轉學生免列計此項）
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在 70 萬元以下（計算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
人；已婚學生加計其配偶）。
前一年度家庭利息所得合計在 2 萬元以下。
前一年度家庭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 650 萬元以下。

申請資格－家庭年所得
級距
30 萬元以下
超過 30 萬元～40 萬元以下
超過 40 萬元～50 萬元以下
超過 50 萬元～60 萬元以下
超過 60 萬元～70 萬元以下

學校類別
私立學校
私立學校
私立學校
私立學校
私立學校

政府補助
金額
21,000
13,000
12,000
7,000
12,000

本校補助
金額
14,000
14,000
10,000
10,000
0

總補助
金額
35,000
27,000
22,000
17,000
12,000

Q2：如果我是身心障礙學生或父母是身心障礙人士，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答：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都可以申請學雜費減免。
補助標準：極重度或重度：學雜費全免。
中度：學雜費減免 70%。
輕度：學雜費減免 40%。
高中(含)以上學習障礙學生：學雜費減免 40%。
申請流程：
◎新生：於註冊前檢附申請書、學生本人或父母之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及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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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符合資格者將發
予減免後之註冊單。
◎舊生：於上學期期末檢附申請書、學生本人或父母之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及三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並於下學期之
註冊繳費單中逕予扣除。
Q3：如果我是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答：經社政機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學生可以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學生學雜費減免。
補助標準：低收入戶：學雜費全免；中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 60%。
申請流程：
◎新生：於註冊前檢附申請書、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若無同學之身分證字號者，須額外再附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正本)，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符合資格者將發予減免後之註冊
單。
◎舊生：於上學期期末檢附申請書、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若無同學之身分證字號者，須額外再附三個月內全戶戶籍
謄本正本)，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並於下學期之註冊繳費單中
逕予扣除。
Q4：如果我是原住民學生，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答：(1)原住民學生可以申請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
補助標準：學雜費減免採固定數額方式辦理，由教育部每年公告。
申請流程：
◎新生：於註冊前檢附申請書及個人戶籍謄本正本，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
申請，符合資格者將發予減免後之註冊單。
◎舊生：於上學期期末檢附申請書及個人戶籍謄本正本，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提出申請，並於下學期之註冊繳費單中逕予扣除。
(2)原住民學生還可以申請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獎助學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提供）。
補助標準：原住民學生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及經濟情況符合原民會
之標準者（請參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網頁）。每名學生每學期可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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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1 萬 5,000 元至 2 萬 5,000 元。
申請流程：學生到校註冊時，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提出申請。詳情請洽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網址：http://www.apc.gov.tw/chinese/、聯絡電話：
02-2557-1600 轉 1414)。
Q5：如果我是特殊境遇家庭的子女，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答：符合縣市政府社會局及鄉（鎮、市、區）區公所核定之特殊境遇家庭，其子女可申請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學雜費減免。
補助標準：學雜費減免 60%。
申請流程：
◎新生：於註冊前檢附申請書、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及全戶戶籍謄本
正本，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符合資格者將發予減免後之註冊
單。
◎舊生：於上學期期末檢附申請書、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及全戶戶籍
謄本正本，向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並於下學期之註冊繳費單中
逕予扣除。
Q6：如果我是農漁民子女，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答：農漁民子女可以申請農漁民子女獎助學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補助標準：公私立大專校院學校學生每學期每人補助 5,000~10,000 元。
申請流程：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或農會正會員或漁會甲類會員，提出相關
證明文件向所在地之基層農(漁)會辦理申請。詳情請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網址：http://www.coa.gov.tw/index_intro.php、聯絡電話：02-2312-5803)。
Q7: 如果我是失業勞工子女，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答：失業勞工子女可以申請失業勞工子女獎助學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供）。
補助標準：公私立大專校院學校學生每學期每人補助 5,000~10,000 元。
申請流程：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信件郵寄勞委會之受理
單位申請。詳情請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網址：http://www.cla.gov.tw/、聯
絡電話：02-8590-2807)。
Q8：助學措施這麼多，如果同時符合多項助學資格，可以重複請領嗎？
答：不可以喔!政府為使資源有效運用，幫助更多需要協助之弱勢學生，所以學生如同時符
合多項助學資格時，特別要注意是否有申請的限制。
目前不能重複請領的助學措施有學雜費減免（包含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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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現役軍人子女、軍公教遺族學生、原住民學
生、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等）、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農漁民子女獎助學金、失
業勞工子女獎助學金等。不過學生如果申請上述助學措施後，如仍有部份學雜費未獲
補助，還是可以就剩餘之學雜費差額，辦理就學貸款，減輕學雜費籌措負擔!
七、獎學金(學務處課指組、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1.獎學金好不好申請？
答：獎學金辦法皆公佈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網站中，提供學生自由瀏覽，若有符合條件者，
可準備申請資料自行寄出申請或交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代轉申請。
2.學校申請獎學金的機會多嗎？
答：本校設置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大義書卷獎學金、書燁獎學金、學文助學金、學海助學
金、鷹揚計畫、英語文檢定獎學金及校外獎助學金約 100 種等，提供勤學努力或弱勢家
庭的學生申請。
本校特色之「學海」及「學文」助學金說明如下:
(1)學文助學金大陸姐妹校交流團計分三類團別：1.交流團(參訪約 7-10 天)、2.學習團(上
課學習約一個月)，招生來源以優秀新生、學期成績優異、低收入戶、國際志工、學
生會及績優社團幹部…等，於每學年下學期報名，經甄試後錄取者於暑假前往，另有
3.研修團交換生方案，只要經由系主任同意，可申請前往大陸姐妹校交換一學期修習
學分，返國後所修學分可辦理扺免。
(2)學海助學金海外學習團，由本校補助至海外簽約之姐妹校短期研習參訪費用，招生
來源為通過英檢標準且成績符合資格之優秀新生及學期成績優異者，於每學年下學期
報名，通過甄試錄取後於暑假前往。另訂定外國姐妹校交換生及修習雙聯學位補助計
畫，如果通過本計畫者，可獲得補助至外國姐妹校交換一學期或一年以上，上課修習
學分。
3.聽說你們學校可以申請免費到國外讀書，那好不好申請？(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答：目前本校設置學海助學金計畫可送學生到本校海外姐妹校留學一學期至一年，其徵選之
學生必須通過義守大學學生赴海外交換研習徵選辦法規定之學業及英語檢測標準，操行
達 85 分以上並無懲處紀錄，即可申請前往國外修習一學期至一年。另在政府法令許可
下，本校亦提供學生大二上至大四上學期參加大陸姐妹校交換生一學期。
八、課程
1.本科系的學習課程為何？
答：（各系自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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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畢業出路，畢業找工作容易嗎？（各系自行回答）(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產學合作組)
答：本校自 98 年度起，為建立產學家族，由各系所推薦熟悉之 3-5 家企業簽訂產學研訓策
略聯盟意向書，累計至 107.06.30，產學家族家數已達 552 家；針對學生至企業實習、見
習、邀請業界師資擔任系所模組教學教師或擔任專題講座、建構就業導向學程及產學合
作等面向進行多項合作措施，創造出教師、學生、企業三贏的局面。除此之外，義联集
團提供鋼鐵、醫療、教育、地產及休閒等產業的工作機會，對本校畢業之校友將會擇優
錄取。
3.是否有輔導選課措施？（由各系自由回答）
答：(1)系上安排課程規劃說明、選課輔導手冊等。
(2)實施班級導師制
4.老師當人多不多？退學率多少？
答：（各系自行回答）校方亦針對不及格學生開班授課，進行補救教學。
5.家長怎麼聯絡學校？
答：本校在網站首頁設置「家長專區」，家長只要填選學生的身分證字號與西元年生日，即
可於網站查詢學生的選課情形與成績。（其他部分由各系自行回答）
6.導師是誰？好不好？(學務處諮輔組)
答：（各系自行回答）
本校實施班級導師制度，由系所安排，一至四年級各班均設有導師一至二名，負責班級
管理、學習輔導、生活協助等事務，請各位同學多加利用，並且踴躍參與各項師生聚會
活動。
九、其他(研發處、國際商管教育認證辦公室、產學技轉組)
1.學校近期發展成就？(國際商管教育認證辦公室 1 項、研發處 2-5 項、產學技轉組 6 項)
答：(1)本校管理學院、國際學院和觀餐學院三個學院於 2016 年 2 月同時通過國際商管教育
促進協會( 簡稱 AACSB)認證，躋身全球 5%認證通過校院之列；成為全世界第 755 個、
台灣第 14 所通過認證的大學。
(2)本校工程領域學系全數通過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3)全數通過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認可。
(4)本校自 2016 年起，連續三年入榜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簡稱 THE)世界最佳大學、亞洲最佳大學、新興經濟體最佳大學；此外，連續二年入選
亞太地區最佳大學，並於 2018 年首次入選全球最佳年輕大學。
(5)本校於最新公布之 2018《遠見雜誌》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評比中，榮獲綜合大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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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名、私立大學第 12 名，更在推廣及產學收入這一面向擠進 20 強。
2.查訪新生不來本校就讀的原因為何？
答：（各系提問）
十、國際學院(國際學院、學務處)
1.國際學院最大特色?
答：國際學院特色有三：
(1)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arning 專業知識之學習
(2)International Prospect 國際視野之培育
(3)Total Environment in English 全英語學習之環境
義守大學國際學院設立之宗旨為「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菁英」。國際學院
延聘海外不同國家知名大學之外籍教師擔任授課，提供學生如同在國外就學一般，全
外語學習環境。在課程設計上除了專業知識的學習外，亦培育同學邏輯思辨及英語表
達能力。除校內正規課程，亦規劃海外姐妹校修讀等學習管道供學生選擇，不僅使課
程內容與國際接軌，更可拓展學生的國際觀。此外，為輔助學生學習，課後亦提供專
業知識雙語輔導課程，用以強化學生實力。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包含課堂上與課外)主要
是為義守大學國際學院學生未來就業與出國深造之路做最佳的準備。
2.國際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
答：義守大學國際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為 72,500 元。為提供一優越的國際化學習環境，吸
引國內優秀學生入學就讀，國際學院除特別聘請國外優秀師資擔任授課外，院內所有課
程皆在校內最新之國際學院大樓進行，擁有專屬電腦教室與一般教室，每一樓層都有供
學生休息和討論的大客廳。
3.國際學院學生是否必須要住宿？ （學務處）
答：100 學年度起，國際學院新生住宿除可選擇英語環境及飯店式管理的國際學舍外，亦可
選擇校內其他宿舍(原則安排於一宿)，唯國際學舍住宿名額有限，將優先提供給大一新
生申請。
4.國際學舍住宿收費標準? （學務處）
答：國際學院之學生宿舍管理與其他宿舍不同，該學舍宿舍區採飯店式管理，提供完善之英
語學習環境與設施(如視聽設備、英文影帶與英文節目之提供)，讓學生無論在課內或課
外都能沈浸在全英語的學習環境中。
宿舍費(每人)為上學期 42,000 元(9 月-2 月)、下學期 35,000 元(3 月-7 月)，包含水費(電
費另計)，另設專人定期清潔。宿舍設備包含必備寢具、電視、冰箱、公共交誼廳及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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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設施等。第一宿舍費用及設施請參照學務處所提供之資訊。
5.國際學院學生若英文程度較弱，有沒有任何補救或輔導措施?
答：針對英文程度較弱的同學，可透過學校圖資處的英語線上學習系統免費學習，提升英語
能力。另外，基礎必修課程亦安排中英雙語之補救教學課程，提供學生輔助學習之機
會。
6.國際學院學生課後輔導課程是否必須參加？
答：課後輔導課程的開設主要是考量部份學生英語程度較弱，且從未接觸過全英語化的學習
環境，為使其能充分吸收日間外籍教師講授的專業課程內容，故而開設中英雙語教學之
課後輔導班。課程開設係因應學生需求，因此學生可依個人程度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7.國際學院各學系學生是否一定要出國研習或是實習一年？
答：國際學院訂有國際研習辦法，學生於畢業前需從以下五個選項中擇一進行國
際研習活動:
(1) 經學校同意，留學歐美澳亞洲等國家以英語授課之大學，或是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姐
妹校有英語授課之系所，得選擇一學期或一學年研習，每學期至少選修 9 學分，並
取得學分證明。
(2) 經學校同意，於暑假期間進行海外研習 4 週(含)以上，研習內容包含取得外語或專業
課程學習學分或證明。
(3)

經學校同意，至海外相關專業機構實習一學期或暑期一至兩個月。

(4) 經學校同意，代表學校參加海外舉辦之國際性競賽或活動，並於畢業前累積達 2 次
(含)以上。
(5) 經學校同意，參與海外國際志工 4 週(含)以上或參與國內舉辦之國際性競賽或活動
之志工，並於畢業前累積達 160 小時(含)以上。
8.國際學院各學系學生出國研習的學校有哪些?
答：研習的學校以本校姐妹校為主，國際事務處每年會公告本校姐妹校名單以及各入學條件
(語言能力、成績)、學雜費(姐妹校優惠學費)、獎學金等訊息。在經學校同意下，同學
亦可自行申請海外以英語授課之學校研習。學生出國研修時，除依相關規定繳交義守大
學之學雜費外，並須依本校與姐妹校簽約之規定繳納姐妹校之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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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力求態度親切、誠懇。
2. 本校電訪活動，大多由各學系、系學會以及彰友會個別進行。然而為了統一新生及家長
說明內容，各學系、系學會與彰友會須進行橫向聯繫，相互了解彼此回答內容，讓新生
及家長更加明確得知本校訊息。
3. 放入新生資料袋中，只放入學生會繳費通知，不建議放入系學會繳費通知。
4. 盡量不要讓家長與新生電話轉接無數次。
5. 三場新生說明會之時間、地點，如下列：(教務長室)
地 區

地
點
義守大學校本部體育館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 號
（校園導覽於說明會後自由參加）

時
間
8 月 18 日（六）09：10~11：30
11：30 校本部校園導覽
11：00~12：30 醫學院區校園導覽

中 區

長榮桂冠酒店 B2 長榮一廳
台中市台灣大道二段 666 號

8 月 19 日（日）09:10~11:00
飯店備有停車券

北 區

褔華國際文教會館二樓卓越堂下層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8 月 19 日（日）14:10~16:00
會場備有停車券

南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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