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正修科大資管系【打造跨界優勢力】形象影片 | CSU M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WD5xOyzQ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6iWNGDE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WD5xOyz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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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修簡介(5分鐘影音)
2. 正修校區及周圍環境_360度環景影像
3. 正修網頁

地理位置：高雄澄清湖畔旁

校園面積：校地8.9公頃

學生人數：17,568人(110學年度)

[全國公私立人數科大第2]

私立科大人數第 1
[全國大專院校人數第10]

專任教師：425人(110.1)

助理教授85%↑

現有學制：
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在職)
日間部：四技
進修部：四技、二技、二專
專科部：五專

https://youtu.be/nmJ_WowUg7o
http://votebook.csu.edu.tw/CSU_View/english/0307.html
https://www.csu.edu.tw/wSite/mp?mp=10001


連續5年蟬聯(2017～2021) 全國大學校長互評

「大學辦學績效」TOP 20
唯一南部私立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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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達1萬7千餘人，全國學生數最多的私立科技大學

(111年科技大學學生數排名全國第2)



Copyright@



Copyright@





關於正修資管系(所)



使命：「數位×商管」人才培育

全球『數位轉型』
浪潮，正全面顛覆經濟與
科技世界

培養資訊×管理×創新能力

未來人才，不只要數位化，
更必須像iPhone一樣，不斷

『數位進化』



聚焦產業數位轉型趨勢

智慧金融

智慧零售

智慧物流
商業4.0

智慧商務



資管系

AI機器人應用

智慧商務/數位行銷

3D多媒體

智慧物聯網應用

聚焦產業
發展趨勢



重點發展方向與特色

應用資訊與智能技術，開發
創新的資訊系統或應用程式

數位化創新應用

應用資訊與智能技術，設計
創新的數位服務或商業模式

智慧商務服務

• 智慧商務
• 數位/社群行銷
• 服務設計與創新
• 顧客關係管理
• 地方創生實務
• 大數據分析應用

• 物聯網應用
• 人工智慧應用
• 雲端運算應用
• 創客實務
• App設計與開發
• 3D多媒體系統

• 網頁前端設計
• 互動網頁設計
• 程式設計

- Python, Java, C#

• 資料庫管理
• 系統分析與設計



前瞻、多元、跨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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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導向
創新教學

 跨領域課程

 職能證照輔導

 業師協同教學

 獎助學金

 校外競賽
 國際發明展

 校外實習
 職涯輔導

以學生為中心；以實作為導向

 就業學程

 實務專題製作
 自主學習

 課後輔導

 數位科技學程

 專利申請

 創業輔導



教學品質及評鑑掛保證

所有學制(學士班：日間部及進修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全數通過

台灣評鑑協會「大專校院教學品保計畫」系所評鑑肯
定，認證期間5年(109年8月至114年7月)



創新的教學場域

特色教室：創新思考與智慧創客空間

特色教室：智慧新零售體驗場域



新穎的教學環境與設備



優質的師資團隊博士及助理教授以上比例高達90%

職 稱 姓 名 學歷 專長領域

教授兼系主任 夏自立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數位轉型、智慧商務、商業模式、服務創新與設計

教授兼管理學
院院長

廖奕雯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所博士
科學教育應用、教育科技應用與研究、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
人工智慧應用、智慧物聯網應用、大數據分析及資料探勘

教授 李春雄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數位學習、資料庫系統、物聯網應用

副教授 林哲宏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電子化服務、創業管理、知識管理系統、供應鏈管理

副教授 許正忠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數位內容、網路多媒體、影像處理、演算法、專案管理

副教授 林純穗 國立中山大學應數所統計組博士 統計學、實驗設計、數據分析、資料統計分析

副教授 吳錦昂 義守大學資工系管理組博士 資料庫、資料倉儲、資料探勘、多媒體應用、電子商務

副教授 林輝鐸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工程博士 軟體工程、互動式介面設計、資料庫系統、企業e化系統設計

副教授 馬維銘 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海洋物理博士 多媒體設計、3D動畫設計、網路資訊安全、系統分析與設計

副教授 汪昭芬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研所博士 知識管理、顧客關係管理、資訊創新服務

助理教授 陳玉珠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所計算機組博士候選人 財務管理、類神經網路應用

助理教授 李淑芬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研所博士 資訊管理、智慧型決策支援系統、商業智慧、數位內容

助理教授 李詠騏 義守大學資工所管理組博士 資料探勘、模糊理論與應用、人工智慧

助理教授 施正雄 美國索羅斯州立大學企管所碩士 財務管理、會計

助理教授 李迦恩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 人工智慧、資料探勘、數據分析、邊緣計算

講師 王嫻梓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研所博士候選人 經濟學、創新與創業



特色教學：物聯網與AI機器人





特色教學：智慧商務與數位行銷



特色教學：服務創新與地方創生

領先引進史丹佛大學D.school「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創新教學



校外競賽成果優異



創新競賽與國際發明展成果豐碩



全國資訊競賽績優(續)

2019 全國大專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第2名】



全國專題競賽績優(續)

2018-2019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第1名】、【佳作】



百萬創業競賽績優

2018 正修科大百萬創業圓夢競賽

【第1、2、3名】

榮獲創業獎金ㄧ百萬元



全國創業競賽績優

2020全國大專創業競賽

【雙冠王】

USR創業組【冠軍】 創業達人組【冠軍】



媒體新聞特別報導(2017)



媒體新聞特別報導(2018)



媒體新聞特別報導(2019)



媒體新聞特別報導(2020)



媒體新聞特別報導(2021)



媒體新聞特別報導(2022)

【記者王苡蘋／高雄報導】

2021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創意
與創業競賽拿下創業達人組
冠軍隊伍為正修科大資管系
李春雄老師帶領李香庚等四
位同學組成的「AIoT壓縮分
類垃圾筒」，開發一款擁有
AIoT壓縮分類垃圾筒，讓民
眾丟棄垃圾時，可以快速又
方便的將垃圾做分類。



畢業生升學(2016-2022)

碩士班
姓名 錄取學校/系所

蔣Ｏ宗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數據分析碩士班

郭Ｏ成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所

張Ｏ綜 國立中興大學、中正大學、台北大學-資訊管理所

許Ｏ蓁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所、高雄科大、雲林科大-資訊工程所

吳Ｏ毅 國立雲林科大、高雄科大-資訊工程所

黃Ｏ維 國立台南大學-資訊工程所、屏東科大-資訊管理所

趙Ｏ威 國立雲林科大-資訊工程所

蔡Ｏ笙、李Ｏ蟬、洪Ｏ莉、陳Ｏ孝、
林Ｏ宸、詹Ｏ月、丁Ｏ佑、陳Ｏ憓、
吳Ｏ翰、陳Ｏ酩、陳Ｏ妤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所

許Ｏ華、林Ｏ瑋、李Ｏ諭、李Ｏ學、
蘇Ｏ文、陳Ｏ霓、鄭Ｏ博、柯Ｏ玲、
陳Ｏ民、藍Ｏ翔、林Ｏ宇、金Ｏ新、
陳Ｏ宏、陳Ｏ芬、許Ｏ婷、駱Ｏ霖、
黃Ｏ聖、鄭Ｏ仁、王Ｏ豪、王Ｏ芬、
凃Ｏ彬、林Ｏ輝、劉Ｏ儒、林Ｏ瑀、
陳Ｏ銘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所



111學年招生班次/報名時間



111學年日四技招生管道及名額

技優甄審 資管類(乙級證照) 24 「智慧商務與數
位創新」技優班

甄選入學

商管群 35

電機電子群-資電類 30

動力機械群 5

聯登分發

商管群 3

電機電子群-資電類 3

動力機械群 1

單獨招生 不分類群(免統測成績) 12

技優甄審錄取入學者(第一志願入學)，可獲入學獎學金2萬元。
甄選入學錄取入學者(第一志願入學)，可獲入學獎學金1萬元。
聯登分發錄取入學者(第一志願入學) ，可獲入學獎學金5千元。



111學年正修資管入學四部曲















•











※報名時間與獎助學金辦法以招生簡章或公告為準



「資管類」技優甄審認列證照









111學年技優甄審重要日程



甄選入學評量配分標準

• 統測加權成績(20%~30%)

– 商管群 & 電機電子群資電類(30%)

– 動力機械群(20%)

•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成果(必採，30%)

• 學習歷程資料審查(必採，40%)，分項配分比例：

– 修課紀錄(30%)

– 自傳及學習歷程自述(30%)

– 多元表現(40%)

• 術科實作

– 商管群 & 電機電子群資電類(免術科)

– 動力機械群(10%)



111學年甄選入學重要日程



111學年甄選&技優考生說明會



111學年聯登分發重要日程



111學年單獨招生重要日程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繁星計劃錄取入學者，可獲入學獎學金10萬元。
技優甄審錄取入學者(第一志願入學) ，可獲入學獎學金2萬元。
甄選入學錄取入學者(第一志願入學)，可獲入學獎學金1萬元。
聯登分發錄取入學者(第一志願入學) ，可獲入學獎學金5千元。



選擇正修前途超優



成就你/妳的

專業與不同!

正修
資管

~正修資管打造跨界優勢力~

E-mail：mis@gcloud.csu.edu.tw
電話：(07)731-0606轉5302
網站：mis.csu.edu.tw
Facebook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 CSU MIS



立刻掃碼填寫
「正修科大新生入學意願調查」

正修科大【新生/轉學】意願調查

https://reurl.cc/pWpW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