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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彰化縣埤頭鄉(高速公路旁) 
 

 

 

 

 

 
 

 台中國際機場:30分鐘 

 校門口即可搭客運到高鐵 

    (去台北、高雄(1小時)) 

 校門口客運轉運站-台北、 

   員林火車站、高鐵彰化站 

、台中、雲林、高雄 高鐵彰化站 



從台糖甘蔗田長出一所大學～明道大學 

1969年創立明道中學 

2001年創立明道大學 

2015年創立美國雅典娜大學 

辦學50年 



12公頃農場通過有機驗證 

有機校園 



王秀杞雕塑公園─全國大學校園唯一雕塑公園 



自然生態校園 



有機生態及永續校園-保育類動物 

翠鳥 黃鸝鳥 紅冠水雞 啄木鳥 



 建校年份:2001 

 教育理念:創新 創業 永續 人文 

 教職人數:147人(全職)，170人(兼職) 

 行政人員:160人(全職) 

 學生人數:5,708人(學生數+閩台生+外籍生+交換生) 

 研究生、博士生:300 

 院系所:3學院/9系/9研究所/1博士班 

 境外學生人數:524人 

 港澳生人數:61人 



 教育部評鑑本校校務評鑑(校務治理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
效、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全數通過。 

 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推動整合型計畫-產學合作成果近年獲數億餘元計畫經費。                 

 全台灣大學社會新鮮人就業率大調查，獲得私立綜合型大學第3名。 

 遠見雜誌調查大學聲望調查-教師在國科會及教育部研究計畫貢獻度台灣私
校排名第6名 。 

 遠見雜誌調查大學聲望調查-教師在產學與建教合作貢獻度臺灣私校排名第
10名。 

 天下《Cheers》雜誌針對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調查，對本校畢業生
給予「新人表現‧超乎預期」的肯定評語。                                      

 明道大學多位教師獲得世界華人傑出發明家獎章。                                                                                                  

 餐旅系師生榮獲德國IKA奧林匹克國際廚藝大賽獲得金、銀牌。                                                                                      

 

 





教師在國科會及教育部研究計畫貢獻度台灣私校排名第6名 。 





總計 5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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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水節除了是泰國重要的慶典，其由來與佛教有密切關係，儀式一開始由泰國學生們
恭敬地將親手準備香花水淋在師長的手上，感謝師長過去一年用心的教導；師長們回
禮則是用手輕摸學生的頭頂，代表長輩對晚輩的祝福。感恩儀式結束後，開始熱鬧的
潑水節活動，大家以純淨的清水互相潑灑，代表將過去一年的不順遂、壞運洗除，祈
求新的一年能順利、平安。 



水燈節是泰國五大慶典之一，又被稱為泰國情人節。校內泰國同學們特別把這個旅遊
泰國必體驗的節慶文化活動，原汁原味地呈現在校內蠡澤湖，自己感受家鄉的節慶氛
圍，也把泰國重要傳統節慶文化分享給台灣的師長、同學，一起體驗這泰國最美麗浪
漫的節慶儀式。 



開齋節為期三天，穆斯林在開齋節當天一般很早起床，在祈禱後就可以進食，祈禱
時會吟頌可蘭經，並朝向麥加方向禮拜，以象徵齋戒月結束。穆斯林開齋節應景食
物，包括Ketupat(克圖帕)、蝦餅、椰漿咖哩、辣炒馬鈴薯，其中Ketupat是印尼傳
統食物，又稱馬來粽，用新綠的椰子葉編成菱形，內裝白米後用水煮熟，類似台灣
的粽子，許多傳統穆斯林會在開齋節製作Ketupat送人，代表反省與友好。國際學院
輔導老師許瑪亞建議台灣的同學可以在開齋節向穆斯林同學說聲開齋節快樂「EID 
MUBARAK」（伊的 穆巴拉克），或一起參與開齋節活動，共享節慶喜悅。 



美加國際學位 
與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合作，提供3+1 、2+2學士學位，及1+1碩士學位，或
3+2學碩士連續等國際學位學習模式。前段在台灣強化專業課程和英語能力，為
後續階段至美加的學習打好基礎，通過畢業學分規定，可獲得明道大學和美加合
作大學兩個學位。 

國際交換生 
與日本、韓國、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菲律賓、澳洲等62所外國
大學校院合作，每年提供百名交換生名額，在學期間通過甄選同學至國外姐妹校
留學。 

本校為CONAHEC 、SQA國際交換學生組織成員，與北美、歐洲等高等教育機構合
作，學生無須再繳費給交換學校。 



日本姊妹校地圖 

別府大學 

活水女子大學 

釧路公立 
大學 

新潟産業大學 

青森大學 

東北學院大學 

神奈川工科大學 

拓殖大學 

明海大學 

足利工業大學 

東海大學 

京都學園大學 



韓國姊妹校地圖 

檀國大學 

漢陽大學 

西京大學 

昌信大學 大佛大學 

韓京國立大學 

鮮文大學 

國立全北大學 

仁荷大學 

濟州觀光大學 

信韓大學 

圓光大學 

大慶大學 

啟明文化大學 

慶南情報大學 

慶北科學大學 

光州女子大學 

亞洲No.29 

留學生人數全韓No.1 

亞洲No.87 



最沒有語言障礙的地區，體驗不同的教學方式及在地文化 



 CONAHEC係為北美高等教育合作聯盟，提供學
生交換計畫（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學生依條件申請前往加拿大、美國、德國、
墨西哥等15個國家，共計97家海外合作學校
交換學習， 本校並提供獎學金申請。 

 網址：www.conahec.org 
 

http://www.conahec.org/


墨西哥UPMH大學位於墨西哥東南部，夏季長而冬季短，夏天熱；
冬天則凉爽和乾燥；全年部分多雲。氣候宜人。 



2年明道大學 + 2年美國名校 = 雙學位 
  

管理學院 景觀設計 資訊傳播 
酒店與 
餐飲管理 

時尚造型 數位設計 

第一/二
年校區 

台灣校區-明道大學 

第三/四
年校區 

●Angelo State 
University安
吉羅州立大學 
●Murray 
State 
University莫
瑞州立大學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Forestry紐約
州立大學環境
森林學院 

● Angelo 
State 
University 
安吉羅州立大
學 

● Johnson 
Wales 
University 
強森威爾斯大
學 

● Murray 
State 
University 
莫瑞州立大學 
●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   
西雅圖太平洋
大學 
  

●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南新罕布夏大
學 

學位 台灣／美國 大學學士學位 

不同的選擇，更多的可能！ 



時尚造型學系-洪季襄 



時尚造形學系-鄭亘琇 



行銷與物流學系-施百虔 



澳大利亞合作學校：  

1.伍倫貢大學（世界排名212） 

2.科廷大學（世界排名230） 

3.塔斯馬尼亞大學（世界排名291） 

 



 2+2 學制同時取得明道大學學位與英國曼徹斯特會大學 雙學位 

 3+2 學制明道大學學士學位與曼徹斯大都會大學 碩士學位 



 學士專業課程研習 

 碩士後專業課程研習 

 博士後專業課程研習 
 



 



泰國詩琳通公主的見證下，與曼谷皇家理工大學締約成立EMBA境外學位專班，
針對泰國企業家提供優質研究生教育，並頒發台泰雙學位，期望藉此拓展台泰
雙方的產業鏈結。 



明道大學與印尼 Universitas Bandung Raya（萬隆拉亞大學）合作開辦精緻
農業學系印尼境外專班。明道大學主要負責課程規劃與授課師資安排，萬隆拉
亞大學提供合格教學場地(教室、校園、圖書儀器等)與實習農場場域。 
印尼萬隆拉亞大學為印尼「高等教育認可委員會」（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Higher Education, BAN-PT） 認可之印尼高等教
育大學。 



提供TQUK國際認證 培養專業人才 

  Training Qualifications UK 
 (TQUK,英國特許資歷培訓處) 

 本校可考取系所及級等 
      1.餐旅系LEVEL4 
      2.餐旅系LEVEL6 
      3.數位系LEVEL5 
      4.企管系LEVEL5 
 
•TQUK,英國政府認可的證書頒發機構 

•英聯邦及全球達160個國家全部認可! 

 



提升英語能力 

雅思及多益密集課程衝刺班 



提升英語能力 

英文工作坊-像生活在國外，沉浸在全英語的環境中學習，增加
口語能力。 



暑期英語海外遊學-- 
美國西雅圖&菲律賓宿霧 



 志強大樓宿舍(男生3-5樓、女生6-10樓) 

 溪州明誠宿舍(男生2-3樓、女生4-6樓) 

共約
2200個
床位 

境外生四年保證優先入住學校宿舍，寒暑假免住宿費。 

宿舍收費 
                房型           費用 
志強宿舍:4人套房  港幣約3800元/一學期 
明誠宿舍:4人套房  港幣約3800元/一學期 
                                                                                    
 
生活費:每人/月/港幣約1500-2000元 
 





舒適自習空間 



  戶外探索體育場地設備 



明道榮耀 



   2020年度計有68個社團，分類如下: 
 服務綜合類:諮輔志工社、史貝秀活動團隊社、浪浪關懷社、國際志工 

                  社等12個社團 

 聯誼綜合類:國際學生聯誼社、港澳生聯誼社等6個社團 

 學術技能類:老饕咖啡研究社、數位攝影社、ACG動漫研究社、證券期貨 

                  研習社、巧手烘焙社等18個社團 

 藝術康樂類:熱門音樂研究社、fever熱舞社、吉他社等7個社團 

 體育類:直排輪社、羽球社、獨木舟推廣社、足球推廣社、劍道社等11個 

            社團 

 學生自治團體類:各學系共14個系會 

 
 
 



 人文設計學院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人文設計學院設計及規劃碩士班 

-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含博、碩士班) 

-應用外語學系 

 英語專業 

 日語專業 

 餐旅觀光 

 商業應用 

 韓語學程 

-數位設計學系 

 數位設計學程 

 流行音樂演藝學程 

 時尚造型學程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商管學院 
-企業高階管理碩士班EMBA 
-企業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創業經營學程 
 網路行銷學程 
 金融投資學程 
-餐旅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休閒保健學系(含碩士班) 
 
 
 應用科學院 
-材料與能源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精緻農業學系(含碩士班) 
 
 
 
     



科系 就業發展 

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 1.企劃行銷專才：公私部門企劃專員、文化創意事業工作者、社區規 
  劃師、旅遊業導遊（導覽解說員）等。 
2.華語文教育師資：海內外華語教師、書法教師、學校作文教師等。 
3.文化事業發展專才：文化行政公職、(公關行銷)公司活動執行祕書、 
  文創事業體執行秘書、自由作家、編劇等。 
4.採編傳播專才：新聞記者、雜誌社編輯、影音傳播業執行等。 

應用外語學系 英日文教學擔任幼補教外語教師、及工商業服務等。如外語秘書、業
務助理、行銷業務人員、外語教材行銷或企劃人員、專業筆譯或口譯
人員、航空公司之空服員、櫃台服務員、旅行社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
或觀光飯店之服務業人員等。 
有志於擔任公職者可參加普考、高考及公務人員特考等公職考試，或
參加考試進入國營事業工作等。 

數位設計學系 1.多媒體動畫設計師 
2.網頁、廣告、商業、包裝、平面、服裝設計 
3.美編人員 
4.室內設計師 
5.櫥窗、會場設計人員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1.景觀設計人員 
2.室內設計師 
3.櫥窗、會場設計人員 
4.都市/交通規劃人員 
5.建築繪圖/設計 
6.現場規劃工程師 



科系 就業發展 

企業管理學系 1.專案管理師 
2.國貿人員 
3.金融、保險人員 
4.行政人員 
5.查帳/審計人員 
6.行銷企業人員 

餐旅管理學系 1.餐飲主管 
2.廚師(中.西.烘焙) 
3.飯店主管、人員 
4.旅行社人員 
5.遊樂景點工作人員 

休閒保健學系 1.運動教練 
2.舞蹈健身老師 
3.觀光旅遊事業從業人員 
4.身心靈保健人材 



科系 就業發展 

材料與能源工程學系 1.化工實驗工程師(奈米研發工程師、材料研發人員..等) 
2.光電半導體工程師 
3.機械工程師 
4.品管品保人員 
5.生產製程工程師 
6.電子通訊工程師 

精緻農業學系 1.農業栽培研究專業人員 
2.生物科技研發人員 
3.實驗/化驗人員 







項次 繳交表件 
一 繳交資料檢核表 
二 入學申請表 
三 【僑生】 

1.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影本(如身分證、護照)。 
 2.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份加簽影本。 
【港澳生】 
1.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影本。 
2.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3.在大陸地區出生者,另須檢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之個人資 
  料頁影本。 
  (請擇一繳交) 

四 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或同等學歷證明文件影本或中學畢業證書影本。 
(應屆畢業生須在入學前取得正式畢業證書)。 

五 1.應屆畢業生，繳交中四、中五(或高一、高二)兩年成績單正本。 
2.中學已畢業者，繳交中學最後三年(中四~中六或高一~高三)成績單正本。 
3.預轉入大二、大三，繳交歷年成績單正本 

六 簡要自傳(1000字以內)。 
七 讀書計畫及其他 。 
八 財力證明2000元美金(個人帳戶或直系親屬帳戶) 



 申請資格： 

1.申請入學之僑外學生及轉學生 

   (不含延修生及短期研修生)。  

2.前一學期班上排名前百分之十，碩、博士 

   班學生不在此限。 

3.特殊個案之僑外學生(策略聯盟中學校長 

   推薦獎學金)。 

 

 獎學金採學期核發，核發種類如： 

學雜費全免、學費全免、雜費全免、 

住宿費全免…等。 

  



明道大學線上說明會 
日期：2020年12月12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八時至九時半 
截止：2020年12月10日(星期四)下午六時止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avb9E9 



                                       

                           

                            

 

 

 

                                                                 

 

明道大學 國際學院 
Tel: +886-4-8876660 ext.2001郭老師 
WhatsAPP:+886911190359 
WeChat:hgwei1005 
Email:hgwei@mdu.edu.tw 
www.mdu.edu.tw 

升學資訊FB 

mailto:hgwei@mdu.edu.tw
http://www.md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