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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地址：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電話：+886-8-7740651    

   傳真：+886-8-7740208    

   網址：http://www.npust.edu.tw 

 

◎ 沿革 

 1924年成立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以及經過多次改革。 

 1997年改制升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學校簡介  
 近 5 年在農業科學及生態與環境學這兩學門名列 WOS 期刊論文影響係數權重積分前 15

名；農業科學、植物與動物科學、免疫學與微生物學、生態與環境學、地球科學等學門也列

入論文總篇數及總引用次數前 15名，成績斐然。因此，本校已經連續多年榮獲教育部相關補

助。屏科大致力於改善教學品質、參加研究競賽並幫助學生達成目標。著重熱帶農業教學，

無論在教育、研究及人力資源方面，熱帶農業之研究在國內與國際皆聞名。本校利用學校優

點的熱帶農業提高社會的發展，所以本校研究發展處係就以（Product Oriented Research; 

POR） 產品∕製程為導向之研發單位，致力於產學合作、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屏科大已有與

世界超過 154 個著名大學簽約合同，通過各種教學交流、遠程教育、交換教師及學生、分享

研究並聯合研究。目前大學裡已有約 640 個外國留學生。屏科大所有的計劃在世界上占領先

的地位。 

◎ 招生簡介 

1. 招生系所及授課語言(●英語授課) 

※ 農學院 

 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 (博士；中文∕英文) 

 農園生產系(大學部/碩士/博士；中文∕英文)  

 食品科學系(大學部/碩士/博士；中文∕英文)  

 森林系(大學部/碩士/博士；中文) 

 水產養殖系(大學部/碩士/博士；中文∕英文)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植物醫學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生物科技系(大學部/碩士；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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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醫系 

 獸醫學系(大學部/碩士/博士；中文∕英文)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碩士；中文)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碩士；中文) 

※ 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大學部/碩士/博士；中文∕英文) 

 機械工程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土木工程系(大學部/碩士/博士；中文∕英文) 

 水土保持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車輛工程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生物機電工程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材料工程研究所(碩士；中文)  

※ 管理學院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碩士；中文)  

 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中文) 

 農企業管理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資訊管理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工業管理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企業管理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餐旅管理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大學部；英語) 

※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中文)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中文) 

 社會工作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應用外語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休閒運動健康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幼兒保育系(大學部/碩士；中文) 

※ 國際學院(全英語授課)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大學部/碩士/博士；英語)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英語) 

 土壤與水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英語) 

 農企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英語) 

 觀賞魚科技國際學位專班(碩士/博士；英語) 

 動物用疫苗國際學位專班(碩士/博士；英語) 

 華語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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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費和費用 

學院 費用∕學年 

農學院、獸醫學院、國際學院 約$3,365-4,210美金 

工學院 約$3,520-4,245美金 

人文學院、管理學院 約$3,200-4,080美金 

3. 宿舍 

類型 床位 類型 費用∕學年 

男生宿舍 228 4 人 1 間 約$725美金 

女生宿舍 208 4 人 1 間 約$725美金 

4. 生活費 

  大約$290–$430美金∕月 

5. 獎學金 

種類 金額／學年 (USD) 資格 

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外國

學生就學獎

助學金 

大學部：免費雜費及免住宿費 

碩士班及博士班：全額獎學金（免

學分費最多 12學分∕學期、免住

宿費、每月生活金）或部分獎學

金（免學分費最多 12學分∕學

期、免住宿費，未提供生活金）。 

大學部：大二至大四的平均成績 75%∕年

或以上。 

碩士班：研究所一年級與二年級的平均

成績 80%∕年或以上，TOEFL paper 520 

或以上。 

博士班：博士班一年級至三年級或博士

班四年級的平均成績 80%∕年或以上，

TOEFL paper 520 或以上。 

(http://oia.npust.edu.tw/en/Intern

ational_scholarship) 

6. 入學方式 

招生日期 申請方式 

1月 1日至 3月 31日 

（秋季班 9月份入學） 

9月１日至 11月 30 日 

（春季班 2月份入學） 

1.申請表及其他需要的資料，請參考網頁。 

(http://oia.npust.edu.tw/International_Application%20) 

2.電話面試（可選面試方式） 

7. 華語文中心 

   ※ 課程 

班別 課程期間 上課時數 學費（USD） 報名截止日期 

秋季學期 9月份至 1月份 270 $1,000 8月 15日 

春季學期 2月份至 6月份 270 $1,000 1月 15日 

   ※ 短期班 

班別 課程期間 上課時數 學費（USD） 報名截止日期 

暑期密集華語課程 7月份至 8月份 72 $310 7月份 

春季學期 2月份至 2月份 30 $130 2月份 

秋季學期 9月份至 1月份 30 $130 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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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聯絡方式 

   ※ 國際事務處 

電話：+886-8-7703202 分機 6305  

傳真：+886-8-7740208 

信箱：international@mail.npust.edu.tw  

網頁：http://oia.npust.edu.tw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pustoia 

   ※ 華語文中心 

網頁: http://clc.npust.edu.tw 

電話: +886-8-7703202 ext 7715 

信箱: clc@mail.npust.edu.tw 

 

9. 申請入學方式  

   ※ 準備文件 

 (1) 所需文件（英文或中文） 

   A.申請表，請參考網頁 http://oia.npust.edu.tw/en/International_scholarship 

   B.讀書計劃（至少 300字）。 

   C.研究計劃（碩士或博士申請者） 

   D.最高學歷證明（由台灣大使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大學認證） 

   E.學業成績單（由台灣大使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大學認證） 

     F.2封推薦信（由不同的作者、格式不限） 

     G.財力證明書（金額最少$3,000美金） 

     H.英語證書（例如：TOEFL paper/ TOEFL CBT/ TOEFL IBT/ IELTS/ TOEIC） 

     I.華語能力證明（申請大學部需要語言證書，例如：TOCFL 或 HSK，但申請國際

學院不需要） 

     J.健康證明書（可從網頁下載 http://oia.npust.edu.tw/en/International_scholarship） 

K.其他證書 

(2) 申請程序：請將所有的文件寄到國際事務處 

  收件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 

    地址：91201 臺灣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電話：+886-8-7740561 

         或者在網站登錄 http://www.esit.org.tw 

(3) 報名費用：免費報名 

   聯絡郵箱：international@mail.npust.edu.tw 
 

Remarks: 注意事項: 

1. 申請條件及應備文件需依本校及教育部實際規定，請於申請前確認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網址：

http://english.moe.gov.tw/mp.asp?mp=1 

2. 以上所列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依本校及教育部政策及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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