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給本校學生之資源措施 

崑山科技大學 
K u n  S h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創新教學暨校務研究中心 製作 
2019  年  10 月 



崑山科大辦學績優，獲教育部108年高教深耕計畫高
額補助，學生平均受益度，蟬聯全國私立科大最高 

學雜費雲嘉南地區私立科大最低，並編列逾 1億元補助： 

 1  學生專業競賽和證照獎助學金 

 2  弱勢學生助學金 

 3  畢業生創業就業基金  等補助 
 

    讓學生安心就學！  

新聞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426003640-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426003640-260405?chdtv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給本校學生之資源措施 

項次 負責單位 類別(課程、競賽、辦法等) 對象 連結 

1 職涯中心職涯發展組 海外實習 學生 

2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對外事務交流組 鼓勵學生赴海外國際交流與學習 全校學生 

3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境外學生輔導組 學生至新南向或英語系國家交流研修 全校學生 

海外實習交流或研習 1 

競賽或活動 2 
項次 負責單位 類別(課程、競賽、辦法等) 對象 連結 

01 研究發展處 企劃推展組 崑山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學生暨
指導老師參加校外專業競賽實施辦法 全校學生 

02 創新教學暨校務研究中心 e-Portfolio達人競賽及分享活動 全校學生 

03 通識中心 中語文基礎通識—全校性書寫與閱讀活動
「自傲故事-生命亮點」競賽 本校具學籍之在學學生 

04 通識中心 進階語文精進—「嵐雲文學獎」徵文比賽 本校具學籍之在學學生 

05 外語中心 職場英文競賽 以選修通識英文的學生為主 

點按  即可超連結查看該補助詳細措施、費用或獎勵 

點按  即可超連結查看該補助詳細措施、費用或獎勵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給本校學生之資源措施 

項次 負責單位 類別(課程、競賽、辦法等) 對象 連結 

01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金 全校學生 

02 外語中心 外語成績優異獎學金 全校學生 

03 育成中心 校園創業競賽 全校學生及全國大專院校 

04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補助研究生畢業創業就業助學金 日間部全部碩博士畢業生 

05 通識中心 校外中文能力檢定成績優異獎學金 
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且已通
過CWT全民中檢之高等或優

等檢定獲證書者 

06 創新教學暨校務研究中心 教學助理 日間部高年級學生 

07 創新教學暨校務研究中心 組成「作伙來進步計畫」讀書小組 1.全校學生 
2.符合弱勢身分資格學生 

08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配合學務處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職前探索就業輔導 
-職能證照輔導班獎勵金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獎勵金-1 3 點按  即可超連結查看該補助詳細措施、費用或獎勵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給本校學生之資源措施 

項次 負責單位 類別(課程、競賽、辦法等) 對象 連結 

09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配合學務處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職前探索就業輔導 
-獎勵證照報名及考試費用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10 外語中心 配合學務處 弱勢學生外語證照輔導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11 學務處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創新機制以訓代賑 

-研究室助理助學金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12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入學輔導適性規劃 

-特教生輔導活動獎勵金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13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入學輔導適性規劃 

-特教生精進課業表現獎勵金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14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創新機制以訓代賑 
-第二專長輔導課程獎勵金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15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配合學務處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原住民生族語增能與認
證輔導-族語學習班獎勵金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16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自我規劃學習計畫 
-「學伴齊進步」計畫獎勵金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辦法第3條資格之學生 

獎勵金-2 3 點按  即可超連結查看該補助詳細措施、費用或獎勵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給本校學生之資源措施 

項次 負責單位 類別(課程、競賽、辦法等) 對象 連結 

01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證照輔導班 全校學生 

02 電算中心 程式設計人才養成班 全校學生 
(非資訊系所學生優先) 

03 通識中心 進階語文精進班(如.CWT中語文證照班或中
語文寫作微學分班) 本校具學籍之在學學生 

04 外語中心 英文實力養成課程 全校學生 

05 外語中心 外語學習坊 全校學生 

06 外語中心 多元語種課程 全校學生 

07 外語中心 新鮮人早鳥計畫 全校學生(新生優先) 

08 育成中心 創業研習活動 全校學生 

09 華語中心 開設華語教學種子師資培訓班 全校學生 

10 華語中心 開設華語文能力證照分級輔導班 在校外籍生 

課程 (開班) 4 點按  即可超連結查看該補助詳細措施、費用或獎勵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給本校學生之資源措施 

項次 負責單位 類別(課程、競賽、辦法等) 對象 連結 

1 外語中心 職場專業英文之數位教材 全校學生 

2 職涯中心職涯發展組 職涯輔導 學生 

其他 5 

選擇       崑山 
成就如        山  

點按  即可超連結查看該補助詳細措施、費用或獎勵 



幼保系新南向學海築夢赴星國實習 開創幼教國際新視野 

類別 海外實習 

對象 學生 

依據「崑山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學生海外實習暨教師訪視作業要點」實施，

參與海外實習之學生，補助學生機票費用及

生活費，並依出差旅費支給辦法核實報支。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273 寄件 

海外實習交流或研習 

返回 

mailto:rndct01@mail.ksu.edu.tw?subject=海外實習


日本熊本學園大學暑期研修營 

提供學生申請機票及生活費補助，補助金額

依國家別新台幣至高3萬元。 

業管單位 ：國際處     
對外事務交流組 #259 寄件 

海外實習交流或研習 

返回 

類別 
鼓勵學生 

赴海外國際交流與學習 

對象 全校學生 

措施、費用或獎勵 

mailto:oiag@mail.ksu.edu.tw?subject=赴海外國際交流與學習


連續三年全國科大唯一獲俄羅斯公費交換獎學金 

類別 學生至新南向或 
英語系國家交流研修 

對象 全校學生 

依據崑山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學生至新南向或英語系國
家交流研修實施要點實施。補助項目： 

(1)海外研修之來回經濟艙機票費用、簽證費、保險費、學費及日支
生活費等。 

(2)日支生活費，依照「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
為補助準則」。 

※ 補助金額依據申請人數與地區核實調整。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國際處     
境外學生輔導組 #259 寄件 

海外實習交流或研習 

返回 

mailto:oiag@mail.ksu.edu.tw?subject=學生至新南向或英語系國家交流研修


「2019日本JDIE設計、創新暨發明展」 
《空Mellow-免插電擴音喇叭》勇奪金牌 

類別 參加校外專業競賽實施辦法 

對象 全校學生 

國內補助項目   
差旅費、報名費、保險費及材料費等 

國外補助項目   
差旅費、報名費、保險費、作品翻譯費及材
料費等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研發處  企劃推展組 #255 寄件 

競賽或活動 

返回 

mailto:RNDpp03@mail.ksu.edu.tw?subject=崑山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學生暨指導老師參加校外專業競賽實施辦法


107學年度e-Portfolio達人競賽頒獎典禮 

類別 e-Portfolio達人競賽 
及分享活動 

對象 全校學生 

費用  免費 

獎勵  獲獎之學生將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一
只及獎勵金依名次頒發新台幣伍百至三仟元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創新教學
暨校務研究中心 #309 寄件 

競賽或活動 

返回 

mailto:james311@mail.ksu.edu.tw?subject=e-Portfolio達人競賽及分享活動


「自傲故事-生命亮點」競賽頒獎典禮 

對象 本校具學籍之在學學生 

為培養學生文字表達之能力，提供學生文學創作交流平台，
發掘與獎勵學生創作人才。 

1. 嵐雲文學獎分為散文創作、新詩創作、文藝評論、圖文
創作等四大類，由評審分別遴出各類之第1、2、3名及
佳作各數名。 

2. 得獎者頒發獎金及獎狀乙幀。 
3. 獎金依名次高低頒發300~3,000元。 
請參閱「崑山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厚實基礎通識中語文競賽獎勵實施要點」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通識中心 #313 寄件 

競賽或活動 

返回 

類別 「自傲故事-生命亮點」競賽 
中語文基礎通識-全校性書寫與閱讀活動 

mailto:ksitcge@mail.ksu.edu.tw?subject=「自傲故事-生命亮點」競賽


類別 「嵐雲文學獎」徵文比賽 

文學盛事 嵐雲文學獎作品充滿生命力獲好評 

對象 本校具學籍之在學學生 

為培養學生文字表達之能力，提供學生文學創作交流平台，
發掘與獎勵學生創作人才。 

1. 嵐雲文學獎分為散文創作、新詩創作、文藝評論、圖文
創作等四大類，由評審分別遴出各類之第1、2、3名及
佳作各數名。 

2. 得獎者頒發獎金及獎狀乙幀。 
3. 獎金依名次高低頒發500~3,500元。 
請參閱「崑山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厚實基礎通識中語文競賽獎勵實施要點」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通識中心 #313 寄件 

競賽或活動 

返回 

進階語文精進 - 

mailto:ksitcge@mail.ksu.edu.tw?subject=「嵐雲文學獎」徵文比賽


通識英文課程以生動活潑方式進行教學 

類別 職場英文競賽 

對象 以選修通識英文的學生為主 

參加全校性外語相關競賽成績優異者： 

個人類組 第 1 名至第3 名及佳作獎，分別頒發獎學金新
台幣1,000 元～1,500 元、800 元～1,200 元、600~900 
元、300~500 元及獎狀一張 
團體類組 第 1 名至第3 名及佳作獎，分別頒發獎學金新
台幣2,000 元~2,500 元、1,500 元~2,000 元、1,000 元
~1500 元、500 元~1,000 元，及獎狀一張。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外語中心 #561 寄件 

競賽或活動 

返回 

mailto:lc@mail.ksu.edu.tw?subject=職場英文競賽


類別 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金 

對象 全校學生 

屬於勞動部公告之「iCAP職能基準對應證照」，頒發
獎勵金上限甲級10,000元、乙級4,000元。 
屬於教育部公告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但未被列於勞動部公告之
「iCAP職能基準對應證照」，頒發獎勵金上限甲級
5,000元、乙級1,000元。 
不屬於教育部公告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頒發獎勵金上限甲級3,000
元、乙級500元。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256 寄件 增強就業能力 本校5位學生考取不動產經紀人證照 

獎勵金 

返回 

mailto:rndct06@mail.ksu.edu.tw?subject=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金


類別 外語成績優異獎學金 

對象 全校學生 

達CEF-A2獎勵金 500 元 
達CEF-B1獎勵金 1,000 元  
達CEF-B2獎勵金 1,500 元 
達CEF-C1獎勵金 2,000 元 
達CEF-C2獎勵金 2,500 元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外語中心 #561 寄件 大學新鮮人能透過強化營提升英語應用能力 

獎勵金 

返回 

mailto:lc@mail.ksu.edu.tw?subject=外語成績優異獎學金


類別 校園創業競賽 

對象 全校學生及全國大專院校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育成中心 #332 寄件 秀科技創意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第 一 名 新台幣6萬元整 
 第 二 名 新台幣5萬元整 
 第 三 名 新台幣4萬元整 
 最佳設計獎 新台幣2萬元整 
 最佳人氣獎 新台幣2萬元整 
 佳作隊伍7名  獎金新台幣5,000元，共35,000元 
 獎 狀 參賽證明、入圍證明及得獎證明 

獎勵金 

返回 

mailto:isicksu@gmail.com?subject=辦理校園創業競賽


業管單位 ：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221 寄件 最實質的畢業祝福 送千萬創（就）業助學金 

獎勵金 

畢業時最多可領取 八萬元  

創業或就業助學金 

類別 畢業創業就業助學金 

對象 日間部全部碩博士畢業生 

措施、費用或獎勵 

返回 

mailto:publish@mail.ksu.edu.tw?subject=畢業創業就業助學金


類別 

對象 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且已通過CWT全民中檢 
之高等或優等檢定獲證書者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通識中心 #313 寄件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定獎學金頒獎 

獎勵金 

類別 校外中文能力檢定成績優異獎學金 

為提升學生中文能力，獎勵參加全民中文能力檢定(簡稱
CWT全民中檢)成績優異者。 

取得CWT全民中檢「高等」證書，頒發獎學金1,500元 

取得CWT全民中檢「優等」證書，頒發獎學金2,500元 

請參閱「崑山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校外中文能力檢定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 

返回 

mailto:ksitcge@mail.ksu.edu.tw?subject=校外中文能力檢定成績優異獎學金


類別 教學助理 

對象 日間部高年級學生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創新教學 
暨校務研究中心 #309 寄件 教學助理(TA)於課後為學生複習課程內容 

獎勵金 

大學部學生 4,000元以下 (每個月) 

碩士班學生 ５,000元以下 (每個月) 

博士班學生 ６,000元以下 (每個月) 

返回 

mailto:whale@mail.ksu.edu.tw?subject=教學助理


類別 「作伙來進步」讀書小組 

對象 1.全校學生   

2.符合弱勢身分資格學生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創新教學 
暨校務研究中心 #309 寄件 「作伙來進步」讀書小組共同相互教學 

獎勵金 

1 小組經費以編列經常門之業務費為主，補助額度為3,000元。可申
請的項目如下： 

 (1) 材料費：購買相關文具等。 
 (2) 印刷費：影印資料、製作成果手冊、期末成果發表海報、資料。 

2 依據「崑山科大弱勢學生輔導實施要點」中的第四項第(三)點”自
我規劃學習計畫”，符合本校審查條件之輔導成員，參與陪伴學
習團隊課程定期考核出席須達80%以上，每人每月以核發最高
2,000元獎勵金為原則。 

返回 

mailto:p19005@mail.ksu.edu.tw?subject=「作伙來進步」讀書小組


類別 職能證照輔導班獎勵金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1. 參與並完成本校開設之職能證照輔導班課

程，考核出席率達80%以上。 

2. 發給4,000元的獎勵金。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256 寄件 職能證照乙級技術士 -數位電子輔導班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職前探索就業輔導 

返回 

mailto:rndct06@mail.ksu.edu.tw?subject=職能證照輔導班獎勵金


類別 獎勵證照報名及考試費用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需參加本校開設之職能證照輔導班課程，其

證照考試費用獎勵2,000元。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256 寄件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職前探索就業輔導 

返回 

mailto:rndct06@mail.ksu.edu.tw?subject=獎勵證照報名及考試費用


類別 弱勢學生外語證照輔導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1. 參加外語中心或教師開設之課後外語輔導課程，出席達
12小時(含)以上發給獎助金1,100元/課程。 

2. 完成雲端數位教材學習點數達制定標準，發給獎勵金
600元。 

3. 參與外文競賽及賽前輔導培訓課程，定期考核出席率達4
小時以上發給 500元/競賽。 

4. 經過證照輔導班輔導合格後獎勵證照報名費用，國內英
文證照CSEPT、GET、全民英檢等500元/考試。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外語中心 #561 寄件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職前探索就業輔導 

返回 

mailto:lc@mail.ksu.edu.tw?subject=弱勢學生外語證照輔導


類別 研究室助理助學金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1. 提供校內實習室、研究室的專業技術及管理
訓練，培訓學生成為「研究室助理」(RA)。 

2. 每月4,000元。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學務處 #223 寄件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創新機制以訓代賑 

返回 

mailto:ksa223@mail.ksu.edu.tw?subject=研究室助理助學金


類別 特教生輔導活動獎勵金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1.特教生每學期參加6小時以上之特教輔導活
動(不限主題)，並繳交活動心得予主責輔導人
員。 
2. 每學期1,500元的獎勵金。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學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 #232 寄件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入學輔導適性規劃 

返回 

mailto:ksucou232@gmail.com?subject=特教生輔導活動獎勵金


類別 特教生精進課業表現獎勵金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1. 特教生參與輔導課程，每科達8小時。 
2. 凡一科領取2,500元獎勵金、兩科可領取
5,000元…以此類推。(每人每學期獎勵上限
10,000元。)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學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 #232 寄件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入學輔導適性規劃 

返回 

mailto:ksucou232@gmail.com?subject=特教生精進課業表現獎勵金


類別 第二專長輔導課程獎勵金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1. 辦理第二專長輔導課程學分班，使弱勢學
生減少打工時間專心課業並能獲取基本生活
費補助。 
2. 參與輔導課程每月定期考核出席率需達
80%以上者。完成補充教學輔導學習進度。 
3. 每月3,000元的獎勵金。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228 寄件 第二專長班成功輔導崑山科大時尚金工設計班奪7獎盃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創新機制以訓代賑 

返回 

mailto:winkysin@mail.ksu.edu.tw?subject=第二專長輔導課程獎勵金


類別 族語學習班獎勵金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1.參加族語學習班完成教師指定之網路自學時間與
內容至少2小時，每月進行一場學習心得分享會。 
2. 每月上傳一則師徒互動學習短片5分鐘供觀摩與
學習成效評估。 
3.每月定期考核出席率需達80%以上，分享學習問
題與心得，並將分享心得上傳e-Portfolio系統 
4. 每月發給4,000元的獎勵金。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 #292 寄件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原住民生族語增能與認證輔導 

返回 

mailto:ksuindst@mail.ksu.edu.tw?subject=族語學習班獎勵金


類別 「學伴齊進步」計畫獎勵金 

對象 符合本校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3條 
資格之本校學生。 

1. 針對弱勢生組成陪伴學習團體，從中養成
學生自己探索學習的習慣，還可以增強學生
互動學習的態度。 
2. 每月定期考核出席率需達80%以上者，每
月2,000元的獎勵金。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228 寄件 

獎勵金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自我規劃學習計畫 

返回 

mailto:winkysin@mail.ksu.edu.tw?subject=「學伴齊進步」計畫獎勵金


餐飲管理及廚藝系中餐烹調證照輔導班 

類別 證照輔導班 

對象 全校學生 

免費參加（不含考照報名費）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256 寄件 

課  程 

返回 

mailto:rndct06@mail.ksu.edu.tw?subject=證照輔導班


類別 程式設計人才養成班 

對象 全校學生(非資訊系所學生優先) 

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電子計算機中心 #209 寄件 

課  程 

返回 

程式設計人才養成班APP INVENTOR程式設計基礎入門課程 

https://my.ksu.edu.tw/ap/feedback/feedback.aspx


類別 進階語文精進班 

對象 本校具學籍之在學學生 

提升中語文能力分級標準，培力專業表達力。 

 1  開設中語文證照班或微學分班。 

 2  學生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通識教育中心 #313 寄件 

課  程 

返回 

協助學生了解中語文檢定之高等/優等認證題型及實作練習 

mailto:ksitcge@mail.ksu.edu.tw?subject=進階語文精進班


類別 英文實力養成課程 

對象 全校學生 

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外語中心 #561 寄件 

課  程 

返回 

mailto:lc@mail.ksu.edu.tw?subject=英文實力養成課程


類別 外語學習坊 

對象 全校學生 

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外語中心 #561 寄件 

課  程 

返回 

mailto:lc@mail.ksu.edu.tw?subject=外語學習坊


類別 多元語種課程 

對象 全校學生 

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外語中心 #561 寄件 

課  程 

返回 

初級泰文課程 

東南亞語 

mailto:lc@mail.ksu.edu.tw?subject=多元語種課程


類別 新鮮人早鳥計畫 

對象 全校學生 

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外語中心 #561 寄件 

課  程 

聘請外籍教師授課加強培養學生的外語能力 

返回 

mailto:lc@mail.ksu.edu.tw?subject=新鮮人早鳥計畫


類別 創業研習活動 

對象 全校學生 

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育成中心 #332 寄件 

課  程 

返回 

「斜槓醫師，從傳統到創新」論壇，為師生注入創新思維 

mailto:isicksu@gmail.com?subject=辦理創業研習活動


新任華語小老師參與初階班「華語教學導論」培訓課程 

類別 開設華語教學 
種子師資培訓班 

對象 全校學生 

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華語中心 #560 寄件 

課  程 

返回 

mailto:lcc@mail.ksu.edu.tw?subject=開設華語教學種子師資培訓班


國際學生熱烈參與TOCFL Band A1輔導課程 

類別 開設華語文能力 
證照分級輔導班 

對象 在校外籍生 

免費參加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華語中心 #560 寄件 

課  程 

返回 

mailto:lcc@mail.ksu.edu.tw?subject=開設華語文能力證照分級輔導班


類別 職場專業英文之數位教材 

對象 全校學生 

教材發布網路大學課程平台。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外語中心 #561 寄件 

其他 

返回 

英文之數位教材Smart Class+ 平台內容-時尚產業 

mailto:lc@mail.ksu.edu.tw?subject=職場專業英文之數位教材


職涯求職防騙暨就業隱私宣導講座 

類別 職涯輔導 

對象 學生 

提供全校同學至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培
養職場共通職能及專業職能診斷，幫助同學
進行職涯規劃與學習準備，及養成專業職能
的態度。 
辦理全校性校園徵才與多間企業進行媒合、
職涯系列講堂、履歷健診等服務。 

措施、費用或獎勵 

業管單位 ：  
職涯中心  職涯發展組 #256 寄件 

其他 

返回 

mailto:rndct02@mail.ksu.edu.tw?subject=職涯輔導


高等教育深根計畫各項資源措施 

相關細則、附件及申請表等請至 

學校官網查詢，或洽詢各負責單位 

710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  

06 - 272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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