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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7376111 

传真 886-2-27301027 

电子邮件信箱 graduate@mail.ntust.edu.tw 

网址 http://www.ntust.edu.tw 

地址 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四段 43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简介：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下称台科大）创立於 1974 年，为我国第一所技职教育高等学府，目

的在培养高级工程及管理技术人才，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并建立完整之技职教育体制。台科大以

「多元卓越」、「科技整合」、「知识创新」、「全人教育」为发展主轴，期望透过法人化之规划、与

邻近教研单位及国际知名机构合作，加速提升学校竞争力，培育具有宏观视野、专业素养及社会

关怀的高科技人才，以朝向「国际化应用研究型大学」迈进。 

 2.台科大位於文化鼎盛之台北市大安区，邻近台大、师大、政大，交通便捷。 

 3.设置工程、电资、管理、设计、人文社会、应用科技等 6学院，合计共 24 系所。 

 4.现有教师四百多位，具博士学位教师高达 98.3%（具外国博士学位者达六成以上），师资阵容

坚强。 

 5.与台大、台师大成立「国立台湾大学系统」，共享教学及图书馆等资源，开放三校课程及学分

学程互选，107 学年度第一学期三校互选课程超过 1,400 人次。 

 6.近期表现：(1)QS 2019 亚洲大学排名第 49 名。(2)QS 2019 世界大学排名第 257 名。(3)QS 

2019 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力排名 201-250 名。(4)TIMES 2019 世界大学排名居 401-500 名。(5)QS 

2019 世界年轻大学排名第 23 名。(6)TIMES 2018 全球大学就业排行榜居第 124 名。 

 7.日常生活：学生日常生活、学习所需用品，校园内之超市、书城及文具、运动、电脑店均提供

现货或便利之委托服务。 

 8.膳食：校园设有学生餐厅供应各式平价日常餐饮，另有书局、超市及面包店、咖啡屋等多间提

供一般休憩饮食。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配合技职教育体系之发展，除了与一般大学企业管理系相同之基本课程，

亦开设五管领域应用课程，多元的课程设计提供同学适性的学习发展空

间。    

 落实业师协同教学之制度，请国内外企业界专家学者介绍管理技术与实

务，充实学生企业管理实务之内涵，并以实务专题来训练学生实作之能力

与加强学生对业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流程认识，使本系教学与实务界充

分契合。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且具有创新能力的资讯专才为目标。系的发展

特色可以概括为网路多媒体影音、人工智慧、云端并行计算与大数据、游

戏动画及资讯安全等重点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在论文发表及产学合作上多

次获得荣誉奖项，同时也获得科技部、国家顶尖研究中心、电信国家级计

画等大型研究计画的补助，为国内结合理论与实务的研究重镇之一，学生

在此优良的环境下可以得到极佳的受教机会。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目标为培育学生具有前瞻思维、注重道德与关怀社会及具备资讯技能与专

业的资讯管理人才，特色为(一)教学特色:推动校内跨领域学程及跨领域学

术合作、强化实务专题、鼓励学生考取证照、聘请国外知名教授来台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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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及学术研讨、改善教学设施、落实教学评量、优化教学教法(二)研究发展

特色:注重国际论文发表、成立研究中心、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鼓励教师国

际合作(三)产学与推广教育特色:国际知名企业产学合作、在职硕士专班推

动。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应用外语系於 1998 年成立，成立宗旨为培养具有流畅英(外)语文能力的

专业人才。教育目标为培养英语文教学、口笔译、与跨领域专业英语文人

才。  

 本系课程特色:  

 1.口语表达、阅读、写作及中英翻译等课程均采分组小班教学，并透过课

外活动及实习强化教学效果。 

 2.本系课程奠基於文学与文化以培养人文素养、社会关怀、与专业实务兼

具之语文人才。 

 3.推出跨领域学程与课程模组以培养具实务专长之应用语文人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发展涵盖了许多具前瞻性的电子科技，如物联网、大数据、电力电

子、绿能电子、无线通讯与信号处理技术、类比电路及 IC 设计、嵌入式系

统、云端科技、数位家庭、半导体技术、光电半导体材料元件与系统、影

像显示技术与照明、生医电子、生物奈米、菌晶材料等。同时融合了技职

体系强调实作的精神与一般大学理论的基础，以期学生毕业後不仅能直椄

投入职场，并能拥有继续向上提昇的能力。 

工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 课程涵盖产业转型与 e 化解决方案，亦提供制造业迈向服务业化的重要

经营策略与概念。 

 2. 课程结构在横向设计上，以培养学生工业管理、资讯管理与计量管理

能力为三大目标，以因应业界对工管专业人才的需要；纵向设计上，则考

量先备知识之建立与衔接，并讲求基础课程与进阶课程的顺序搭配，以顺

应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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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电话 886-5-5372637 

传真 886-5-5372638 

电子邮件信箱 aat@yuntech.edu.tw 

网址 http://www.yuntech.edu.tw 

地址 云林县斗六市大学路三段 123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二年制各系修业年限不得少於二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授予学士学位。 

 2.学生宿舍 7区 15 栋，计 2,718 床位，均采家庭式设计，抽签分配之；新生有优先住宿之权

利。 

 3.2019 年学杂费收费标准将参酌教育部规定配合办理，下列为本校 2018 年陆生学杂费收费标准

供参考。 

  (1)大学部 1学期学杂费：工业类新台币 52,202 元，商业类新台币 46,082 元。 

  (2)如有异动以最新公告为准。 

 4.图书馆及校史馆总楼地板面积达 5,000 余坪，设有约 1,500 阅览讨论席位，总馆藏含图书、期

刊、电子书、资料库及多媒体数位资源等约 137 余万册/种/件；因应数位资讯 AI 科技发展趋势，

致力推展建构智慧校园，建置多元数位服务平台：整合电子资源单一入口、YunTech iReading 悦

读网、联合图书资源共享平台、数位校史馆展示区、数位阅读区、即时资讯服务系统、无线充电

区、eBook 阅读学习专区、New iPad 等数位阅读载具免费外借服务、互动数位教学研讨室、3D 多

媒体教学室、典范人物 YouTube 浏览平台等创新设施与服务，提供云端资源运用创新服务与推广

绿色阅读。 

 5.本校校区广阔，校园绿地极多，体育休闲运动空间达 15 公顷，设施及设备齐全有健身房、游

泳池、篮球场、网球场以及桌、羽球场等设施。 

 6.生活机能设有员生消费合作社、书城、餐厅等，低价供应日用百货、书籍文具以及其它商品，

并设有自助邮局、提款机、各类贩卖机等，生活便利。交通方面，无论高铁、火车或高速公路至

本校均非常便利，并有校车提供全校师生往返斗六火车站接送服务。 

 7.在国际交流方面，本校与全球 29 国 275 所着名大学签订姊妹校院协定，国际学生约占全校学

生总数 8%。 

 8.本校概况及办学绩效，详见本校首页：http://www.yuntech.edu.tw/。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创意生活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创意生活设计系」因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求而创设的新系，主要专

业在於为产业规划与设计各种服务体验、场域体验、活动体验与商品体

验，因此需要整合空间、产品、视传、数位媒体等设计知识。当农林渔牧

等一级产业以及传统产业，亟需转型成为更高级的创意产业时，本系可以

提供产业转型为创意生活产业或文化产业时所需的整合性设计人才。以因

应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文化创意产业与设计升级之需要。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为培养务实致用之能力，在课程设计、师资聘任及教学实施上均各展特

色，配合大学部、研究所、博士班多样性各项企业功能管理教学，致力培

育学生成为全方面企业人才。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视野，开设英

语授课之课程，打造国际语言学习环境，国际化活动有交换学生、外籍客

座教授来台授课、移地教学，鼓励学生多方参与并承办各项竞赛活动，如

管理学读书会、全国实务专题竞赛，目标在培育具国际观、务实致用、重

视伦理之企业人才。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资管系包括四年制与二年制之大学部、硕士班、硕士在职专班、数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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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学士班 在职专班、博士班等，为全方位完整发展系所。 

 重点发展方向：1.重视资讯科技与资讯管理、学术理论与产业应用、国际

化与在地化等均衡发展，2.有效发展与管理资讯系统，协助企业永续经营

与策略性应用，及 3.致力培植不同学制人才，配合产业需求的差异化竞争

优势。 

 资管系课程内容管理与技术兼具，欢迎具备管理与技术双重领域基本兴

趣、素养与技能的学生。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聘请优秀中外籍专业师资强化英语应用能力，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训练

学生口语沟通技巧。基础课程采分组分班教学，专业课程强调以专技英文

和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着重学生於跨领域及跨文化之应用，以在地文化、

国际行销的策略，创新文化知识及商务沟通，开设多样特色课程及第二外

语课程。透过英文实务专题，增强资讯搜寻、整合、运用等能力，增加产

业实务界经验，培养就业实力，以达「毕业即就业」之无缝接轨。 

会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校管理学院通过 AACSB 国际认证及 ACCSB 华文商管认证，此认证实质肯

定本系多年来投入教育与学术研究之努力。致力培养具备会计、财务及管

理能力之专业人才，并重视会计相关专业证照取得。共 13 位专任教师并延

聘产学专家担任兼任教师，专长领域包含财务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审

计、税务法规及电脑稽核等。融合资讯科技、法律与专业软体(ERP、统计

分析及稽核）於会计专业课程，聘请实务专家协同拟定专业课程。 

营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所有教师均拥有博士学位，且近九成师资获得美国及日本名校之博士学

位；课程架构兼顾理论与实务，着重於结构、材料、土石、建筑及工程管

理等土建等专业知识之教授，研发重点聚焦在：以大型缆索桥梁为核心结

构健康监测、营造安全与灾害防护、营建材料开发、工程专案管理及物业

管理等五大领域；积极经营多元国际化平台，招收国际硕博士生以提升学

生之交流效益，拓展学生之国际化视野。空间设备建置充足完善，系所空

间约 3千平方公尺。 

环境与安全

卫生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课程规划：使学生具相关专业知识及规划设计能力。在课程方面整合环

保、安卫、防灾、绿色环境资源於同一系所，课程内容包括工程、管理、

检测分析等三大技术领域等课程；於大三、四时由教师指导学生实务专

题，研析实际环安卫问题，有助学生深造或就业。教学设备：近 20 间实验

室。师资：教授 10 位、副教授 5 位。就业：环境工程、环保技术、环保教

育、工业安全、工业卫生等之工程管理、规划、设计操作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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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电话 886-8-7703202 

传真 886-8-7740457 

电子邮件信箱 mswang@mail.npust.edu.tw 

网址 http://www.npust.edu.tw 

地址 屏东县内埔乡老埤村学府路 1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办学绩效优异，自民国 2007 年起连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经费补助，自 2013 年

起连续三年荣获教育部「典范科技大学计画」全国第三名，107 年度衔接高教深耕计画，是为一

所教学卓越的典范科技大学。 

 2.本校校园辽阔，面积广达 298.3 公顷(约 4474.5 亩)，为全国最大学校；6大学院、28 系(学

程)、39 硕士班、10 博士班，学制完整，各系所师资优良，教学实习设备齐全，学习资源丰富。

 3.本校图书馆 18000 平方米、藏书 28 万余册，藏书丰富，电子资料库及视听软硬体设备一流；

另备有室内体育馆、游泳池、各式球场、运动设施齐备。 

 4.宿舍新颖、乾净舒适，生活环境良好；校风纯朴、远离喧扰，可享受低消费与高品质的生活，

是为生活学习的好场所。 

 5.设有华语文中心，可协助教授繁体中文。 

 6.本校学生毕业门槛依相关规定办理，招生系所另有规定者，从招生系所之规定，详见该招生系

所网页。 

   (http://aa.npust.edu.tw/npust_student/adas.asp)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时尚设计与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发展之规划与执行均配合产业需求与未来社会发展，以「时尚设计」

与「时尚管理」两大领域为主轴，旨在培育时尚设计与管理之专业人才，

将时尚设计与管理之专业、多样性地方文化与国际时尚设计与管理之理

念，应用在技术的操作与品质的提升，使科学研究之成果与技术相互配

合。 

 培育具有创意设计及市场需求为导向之实务，连结地方性文化特色之专业

并结合具国际观艺术美学涵养，跨领域发展之创新时尚产业设计与管理研

究之优质人才。 

环境工程与

科学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研究领域：1.水污染、2.空气与噪音污染、3.废弃物、4.土让与地下

水污染、5.环境规划与管理、6.环保新议题等。二、系所特色：本系拥有

课程整合学理和实务与兼顾产业需求暨系科本位课程等，以及跨领域之师

资、课程与研究，强化实务教学与产学合作，优质环境科技研发动能等特

色。本系以环保产业趋势规划课程，特别加强环境检测分析、污染处理复

育及规划管理之教学，使学生毕业後具有土壤、水、空气、废弃物之污染

防治专业知识。 

  

森林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位处台湾南部但交通便利且森林生态资源丰富，与相关产业合作良

好。系上有九位老师，皆取得博士学位，在研究发展与技术训练上并重，

积极推动参与国际及校际之整合性研究与产学合作计画，训练学生获得专

门知识与技能。 

 主要发展方向有： 

 一、应用科技工具开发森林资源调查、资料分析及森林资源规划管理技

术。 

 二、发展特殊环境绿化及自然生态环境重建技术。 



6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三、配合生态资源保育来发展社区林业、生态旅游及环境教育。 

植物医学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热带植物医学为发展主轴，包括植物医学相关侦测及检疫技术之研

发、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之研发、生物技术在植物医学上之应用、热

带粮食、蔬菜、果树及观赏植物病虫害生物防治、有机农业病虫草害综合

管理以及植物医疗生物资源之开发利用。 

食品科学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研究领域：食品科学相关领域。二、系所特色：1.历史悠久：为屏东

科技大学创校元老科系之一，拥有健全师资与完善学习研究环境，培育创

新及领导能力兼备之学术研究及产品研发高级科技人才。2.发展特色：首

重传统食品技术之现代化、方便化，引进微生物、生化、基因工程等生物

技术，开发高价值多功能之食品配料，并研发机能性食品，以提升国人饮

食习惯与生活水准。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定位以培育中小企业发展与转型所需之国际观、资讯、创新的 3I 人才

为目标，以因应国际商业竞争、资讯科技环境变化、与创新思维对企业管

理观念与实务之冲击。本系特色：完整师资结构、学位学程规划、企业实

习与就业学程、推动证照、个案教学。本系研究领域包括：人力资源管

理、组织管理、行销管理、消费者行为、电子商务、会计与财务管理、生

产作业管理、策略管理，以及其他相关领域。 

木材科学与

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生物纤维材料开发与应用」、「产品设计与制造」以及「木建筑结

构与空间环境规划」三主轴为研究发展方向，落实实习实务训练，使兼具

木材科学理论与设计制造之职能。课程融入生活环境家具、木器生活用

品、木竹工艺、纸品工艺等绿色产品及木建筑结构空间环境规划等绿色设

计，强化生物纤维材料开发与应用，并拓展文化创意产业，培育加工利用

及其设计研发并重之专业人才。 

工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办学绩效： 

 本系积极辅导学生考取证照，强化学生之就业职能，平均每位毕业生拥有

四张高阶证照，工业工程师证照考取人数已连续十次荣获全国第一。 

 二、课程特色： 

 本系设备新颖，有七大实习验室提供学生进行实习；教学课程采多元学程

设计，提升学生工业管理各主要领域之能力，使学生毕业求职之弹性倍

增。 

幼儿保育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幼儿保育系成立於 1994 年，并於 2002 年成立硕士班。创系宗旨在於培育

零至十二岁儿童托育服务与研究之专业人才。以精致化、在地化与特色化

之儿童产业发展趋势为发展愿景，重视入学学生素质与学习特质，呈现多

元而异质化之教学。期许放眼全台湾积极展现绩效、观照国际教保发展趋

势，藉以增进学生在教保专业的关键力、竞争力、实践力、敏察力与研究

力，进而培育优质儿童教保服务专业人才为终极目标。 

休闲运动健

康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设立於 2002 年，2007 年招收硕士班，2009 年招收硕士在职专班一

班。 

 本系所旨在培养学生应具备之基本与核心能力，符合社会需求及学术发展

趋势，以培育休闲运动健康用品行销人才、休闲运动观光导游领队、运动

健身教练、体验教育指导员等之专业人力为目标。 

 本系专任教师 9 位，其专长领域共分为休闲管理类、健康促进类及运动指

导类。 

  

热带农业暨

国际合作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主要为培育国际农业生产与经营专业人才，提升农业专业知识与独立

研究能力并养成技术研发与解决问题之独立思考逻辑，研发整合农业生产

及管理技术及促成国际合作与发展。 

 课程核心为热带农业资源规划、热带农业资源生产与经营和热带农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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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保育及利用等三大类。 

 本系为因应来自世界各大洲学生，特以跨系所就读全英语为主要教学特

色。本系共编制 11 位专任教师、5 位合聘教师，并遴聘 6 位资深农业专家

担任兼任教师。 

社会工作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特色可从三主要教育目标来看: 

 一、从专业化发展，使学生拥有助人专业的理论与知识，以提昇学生社会

服务输送之能力。 

 二、从全人化之观点，使学生关注社会弱势、社会正义，有志服务人群并

愿意投身社会工作。 

 三、从国际化趋势，使学生具备多元文化与终身学习之能力，以促进国际

参与及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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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7712171 

传真 886-2-87731879 

电子邮件信箱 intstudy@ntut.edu.tw 

网址 http://www.ntut.edu.tw 

地址 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三段 1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创立於 1912 年，为台湾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育重镇，校友之杰出表现占台湾企业 CEO 及董事长的

10%，对台湾各时期经济多有贡献。 

 2.教育部典范科技大学第一名、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第一名、德国红点设计亚太区第 3名、IF

设计大奖世界第 8名、两岸四地百强大学第 55 名、Times 高等教育金砖国大学第 66 名、QS 亚太

地区第 123 名、全球大学就业排名第 151-200 名区间、世界绿能大学排名第 23 名（亚洲第 2名）

及 QS 世界大学名列第 551 名。 

 3.《远见》杂志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本校毕业生在工作表现、团队能力、创新力等职场能力排

名为全台湾的第一名，亦为企业最爱的国立学校榜首！快乐工作人杂志《Cheers Magazine》评选

为企业最爱大学生。 

 4.大学部教学强调务实致用、毕业即就业。学生在学期间有业界教师辅导，毕业之前须在业界实

习，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 95%。现有 6学院，共提供 19 个大学部课程(即学士班)、26 个硕士班以

及 17 个博士班。 

 5.每学期学杂费约台币 45,000-55,000 元(约人民币 9,000-11,000 元)，住宿费约台币 9,900 元

(约人民币 1,980 元)，陆生首年可优先分配床位，次年依宿舍情况协助调控(各寝室均有电脑网

路、冷暖气机)。 

 6.学校提供生活与课业辅导，并设有两岸交流组，协助适应在台生活。学生辅导中心提供个别谘

商、团体谘商、心理测验、专题演讲等服务项目，解决生活、 学业及情绪上种种问题。健康中心

提供健康谘询、紧急伤病处理、健康促进教育宣导、疾病防治及学生团体保险、急救训练、卫保

志工培训等各类服务。 

 7.本校位於台北市正中心，双线捷运交会口；左邻繁华的东区流行商场与影城、右近华山文创园

区及全台最大的 3C 资讯广场，交通便捷、资讯发达。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经营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培养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经营管理人才，除培养基础管理学识，并以

财务管理、行销与流通管理、策略管理、服务与科技管理、组织与人力资

源管理、管理决策分析、知识管理及顾客关系管理等课题与应用领域相结

合，让学生对於企业管理及运作实务更加了解，持续拓展丰富性与国际

观，特别重视企业模式创新与分析、企业模式再造、资讯科技与资料分析

应用等。本系现有教授 7 位，副教授 6 位；未来将持续增聘国际杰出学

者，强化本系师资阵容。 

资讯与财金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目标培养顶尖资讯与财金管理人才，使其具备紮实的资讯技术及丰富

的财金管理知识；以理论与实务兼顾的方式进行，使学生具备独立开发、

管理资讯系统的能力及对财金管理具备知识。涵盖资讯管理与财金管理的

课程，大一及大二培养学生基础资讯管理与财金管理知识与能力，大三与

大四提供多样化资管与财金管理课程，使学生发展专长领域与兴趣以让学

生取得专业证照、实习经验及跨领域学习等能力。 

工业工程与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主要以工业 4.0、制造与供应链、产业电子化与资讯应用及管理科学与

决策等三个学术领域主要方向，使学生具有工业工程与管理之基本学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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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技能。其中，制造与供应链领域着重於强化创新设计与研发管理流程，利

用解决问题之创意激发与训练、品质机能展开、DFM 设计易制化、产品稳健

性设计等方法缩短产品设计到上市之时间，且导入精实策略、生产计画与

管制、排程与存货理论、设施规划、系统模拟等方法，以因应大量客制化

及需求。 

土木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土木系教学目标为培育土木工程专业技术人才，使能从事土木工程有关之

规划、调查、测绘、设计、施工、检验及维护管理等专业工作，进而培养

学生具有土木各专业 领域之进修研究能力，以本系教学研究成果，促使土

木工程环境向上提昇，以改善民生工程之技术与品质。本系於 2012 年 QS

世界大学领域排名第 117 名。 

工业设计系

产品设计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采精兵制小班教学，获得 IF、RED DOT 及创新设计大赛奖项。培育学有专

精的设计人才，定期举办设计作品展及学生作品展，并邀集产业界及设计

专家参与及评审，以促进师生与产业界之互动交流。为台湾最早设立的工

业设计科系，加强学生职能并与产业界积极互动，充分发挥个人的专长与

特色。响应推动台湾成为创新研发基地、提高产业高值化及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的需求，也增加系所间各年级及各学制学生的交流与观摩。 

互动设计系

媒体设计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养跨领域学习设计+程式能力、应用互动科技与实作能力、培养数位企画

设计、说故事表达及制作能力、培养互动媒体设计、电脑动画、游戏设计

之专业、培养沟通能力、培养团队合作与敬业负责的态度，以培养学生具

有业界需要的关键能力，毕业後具有职场竞争力。以互动媒体应用与互动

游戏设计为主，并创造互动式的情境与场域，培育互动媒体、使用者介面

(UI)、使用者经验、互动程式、3D 游戏及互动展示设计师等。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电资学院於 2014-15 年电机、电子领域全球排名 201-250，深获学、业界高

度肯定。本系教学目标配合工业发展与产业界之需求，积极为产业界培育

高等电子专业技术人才。10%台湾电子业上市柜公司负责人或总经理为本校

校友。毕业生就业路途宽广，前途全面看好。本系发展重点为计算机工

程、通讯与讯号处理、电波工程及积体电路与系统等四大领域，并强调四

大领域技术之整合与应用。 

机械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38 名专任师资均博士学位，副教授级以上达 92%;教师阵容坚强。课程以自

动化系统、CAD、机构设计等知识为发展方向。计有 10%机械系上市柜公司

为本校校友。拥有四十间特色实验室，包含:三次元量床、Xray 绕射仪、微

波电浆表面处理系统(MPCVD)、VIPER si2 System 快速原型机、半导体元件

电性量测 41501B (I-V CURVE)、气压式光学平台、M650 低速钻石切割机、

电子显微镜等。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电资学院於 2014-15 年电机、电子领域全球排名 201-250，深获学、业界高

度肯定。本系课程及严谨的考核，训练其专业技能，以双导师制提供专业

选课辅导，协助其发展。课程规划 ACM/IEEE Computing Curricula，与全

球同步。课程设计以语言与软体、数学与演算及计算机系统等三大领域为

主轴，并规划多媒体系统、网路系统与软体系统等领域，提供基础理论与

实作应用兼备的训练与发展环境。 

电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电资学院於 2014-15 年电机、电子领域全球排名 201-250，深获学、业界高

度肯定。电机工程系包括学士、硕士、博士班，共有 36 位教师。本系以教

授电机工程专业知识及培育建设所需之电机科技专业人才为主要目标。本

系分为五大专业领域：电力与能源工程、电力电子工程、控制工程、资通

工程(通讯与 DSP)、资通工程(计算机与 IC 设计)，本系发表之论文在 2013

世界大学科技领域排名第 201 名。 

应用英文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培养应用专业人才为宗旨，并培养具思辨能力、国际文化视野、跨国

沟通技巧及优越专业，以及应用能力人才为目标，建构优质教学及研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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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境；延聘具语言文化沟通，专业英语文应用发展经验及研究专业之师资；

设计与时并进之语文专业课程架构、以全球化专业沟通人才培育为课程发

展内涵。除了着重听、说、读、写训练的基础，专业课程涵盖文化沟通研

究、应用语言、英语文教学、第二外语、科技及经贸专业应用英文、实务

口笔译等多元领域。。 

化学工程与

生物科技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创立於 1917 年，历史悠久且教学品质卓越，2005 年更名为化学工程与生物

科技系，为培养专精务实，具生物科技素养之化学工程师。研究领域为化

学程序工程、生化与生医工程、材料与奈米工程、光电能源与环境。校友

表现出色，10%台湾化工与化学上市柜公司负责人是本系系友。强调化工理

论在生物技术、高分子材料、医药、高分子材料、污染防治、高科技材料

之应用，从事关键技术之开发，以协助提昇产业升级。 

车辆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养学生理基础及车辆工程知识与技术之能力；训练学生具备执行实验，

以及分析与解释数据之能力；配合车辆科技之发展，训练学生执行车辆工

程实务所需之相关知识与技能；训练学生具备车辆系统与零组件设计、分

析、创新、整合与验证之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之精神，训练中外文语

言表达、报告撰写、沟通协调及计画管理之能力；培养学生关心国内外车

辆工程相关科技发展与时事议题，学习了解先进车辆之新技术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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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虎尾科技大学 

电话 886-5-6315000 

传真 886-5-6315999 

电子邮件信箱 academic@nfu.edu.tw 

网址 https://www.nfu.edu.tw/zh/ 

地址 云林县虎尾镇文化路 64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创立於 1980 年，由国立云林工专改制、 发展，现设 4个学院、20 个系、18 个硕士班、2

个博士班。本校办学务实、绩效卓越，培育了无数优秀专业人才，无论师资阵容、教学绩效、学

生辅导、学术研究水准、产学合作、学术交流与推广教育，都备受肯定，是学生及企业界心目中

最喜爱的学校之一，2013 年更荣登远见杂志硕士生就业率调查科技大学榜首。 

 2.本校为有效提供产业服务及提升师生研发能力，并结合全校研发能量建立产学研之整合平台，

致力推动科研工作并设有研究总中心，下辖精密机械技术、光电显示器、能源科技应用、微机电

系统等专业领域之技术研发中心。学校在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学习成果的办学理念下，积极加

强教学资源及通识教育、强化语文能力及推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建构优质学生校园生活与活

动、推动多元艺文展演，活络校园人文气息。藉以培养学生具有专业、语文、艺术、创造领导、

沟通、表达、思考、分析及国际化等核心能力，进而成为内外兼备之高级人才。 

 3.修业年限以二年为原则，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者，授予学士学位。 

 4.本校备有宿舍供同学申请住宿，住宿费每学年费用为新台币 15,200 元整(含上、下学期及寒假

住宿及住宿保证金新台币 1,000 元整)。 

 5.本校各系设有系馆、专业教室等，设备充校外实完善；并有现代化的校园网路、自动化图书

馆、学生活动中心、学生辅导中心、游泳池等教学设施;学校附近生活机能方便，消费条件为:校

外住宿租赁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25,000 元,餐费每日约新台币 200 元。 

 6.本校 107 学年度学杂费收费标准为：每学期新台币 47,500 元~52,800 元，108 学年度学杂费收

费标准将依教育部规定配合办理，详细资讯请至本校网站「学杂费专区」查询。 

 7.本校自学杂费中提拨 3％作为学生奖补助金，设有学行优良、清寒优秀等多种奖学金可供申

请。 

 8.高铁（云林站）或高速公路（国道 3号、1号）至本校均非常便利。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多媒体设计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有独栋系馆，拥有多媒体摄影棚、录音室、三间电脑教室、美学教

室、特色实验室、国际认证考场、3D 动画实验室、游戏设计实验室、互动

介面实验室、产学合作实习室，空间设备充足。 

 2.提供游戏设计、动画设计绘制及数位加值 3 个课程模组及 11 种课程设

计、11 种专业技能培养并有可搭配的实习厂商建教合作，拥有最专业的职

业训练培训与实习机会。 

 3.拥有最专业与完整的国际证照。 

 4.毕业前参加全台湾最知名的新一代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研究领域分成积体电路设计与制程、微电子与光电工程、通讯系统

等三大方向。 

 2.设备完善，包括太阳能、薄膜、电子量测、光电陶瓷、半导体量测、智

慧机器人、微波、通讯、积体电路、数位系统等十余间特色实验室。 

 3.着重於实务应用技术发展，争取产业及政府各项研究计画，发展高科技

之电子技术，并与产业之需求结合，进而提昇学生毕业後之竞争力。 

电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学生由专科电机、电子、计算机、通讯相关科系毕业。 

 2.本系发展领域有电力与电能处理、系统控制、系统晶片、通讯与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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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3.有机会於暑期或全学期至台湾与大陆做校外实习。 

 4.本系具有独栋系馆，实验室空间充足。 

 5.电机馆已装置无线上网基地台，供全馆无线上网。 

 6.电机馆成立英文自学室及 3间自修室，供学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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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电话 886-6-9264115 分機 1122 

传真 886-6-9264265 

电子邮件信箱 pq126@gms.npu.edu.tw 

网址 http:www.npu.edu.tw 

地址 澎湖县马公市六合路 30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往返两岸之交通十分便利，可透过小三通方式搭船由厦门到金门，再由金门往返台湾本岛

及澎湖，空中交通十分便利：台南、嘉义至澎湖约需 25 分钟，高雄、台中至澎湖约需 30 分钟，

台北至澎湖需 50 分钟，金门至澎湖需 40 分钟，本校距离马公机场仅需 15 分钟。至於船舶方面

（台华轮）高雄至澎湖需 4小时；（凯旋 3号、满天星）嘉义至澎湖需 1时 30 分。  

 2. 生活辅导与照护：安排住宿、健检、入学辅导说明会、师生座谈会、社团辅导，并协助办理

保险、入台签证及加签等服务。  

 3.学杂费：2019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46,500 元-52,500 元间，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

准。 

 4.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7,3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海洋游憩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课程规划则以学科、术科并重，以管理实务为立，并在课程中规划海洋运

动技能（帆船操作、风浪板技能、游泳与水上救生技能、潜水技能、动力

小艇、轻艇、滑水等）、运动管理与海域游憩等学程，以期能与社脉动接

轨，满足实务要求，培育海域游憩专业经营人才与海洋运动专业技能管理

人才。强化专业技能及学术水准，配合海洋运动与海域游憩产业之发展，

加强产学合作与国际交流合作；藉与产官学之多方交流扩展学生对海域游

憩相关知识与技术。 

航运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因应政府经贸政策，产业自动化需求，结合澎湖地方特色，发展离岛

运输产业，培育我国海运、空运、港埠、贸易等相关事业经营管理及实务

运筹管理人才，目前本系有航空订位系统(abacus)、海运承揽进出口管理

系统及 PI-FWD 视窗版海、空运承揽专业管理系统。 

 课程内容以海、空运课程为主，一般管理、国际贸易相关课程为辅，以达

到科技大学学生应具备之航运实务操作处理能力，培育学生具备航运及物

流产业实务应用能力。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训练英语沟通能力:加强听、说、读、写、译能力 

 2.应用语言於专业学习：开设「英语导游及领队」＆「商业管理与语言文

化」两大模组及英语教学相关选修课程，使学生毕业後学以致用 

 3.开设第二外语：日文、法文、俄文、及西文等，增进就业竞争力 

 4.多媒体辅助英语教学：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加强学生取得语言相关证

照能力 

 5.结合地方特色与资源：以两大模组为主轴，发展本系为澎湖地区首屈一

指外语导游领队训练中心 

行销与物流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目标配合国家经贸及产业发展战略中之全球运筹中心发展政策及服务

产业发展政策，以培育亚太及大中华经济区之营销与物流相关事业中阶管

理实务人才。以整合产制销之「供应链一条龙」为重点，传授学生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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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物流两大领域管理知识技能。本系以海洋水产品及海洋观光产业之营销与

物流为特色课程。学生拥有熟悉两岸经贸及台商经营实务之「两岸优势」，

为其差异化之求职利基。在营销企业、企业营销、物流企业、企业物流等

领域均可发挥。 

电信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配合全球通讯产业发展趋势，以无线通讯相关技术为核心，包括通讯与信

号处理及射频微波领域，不论课程安排、教师研究方向或学生专题研究皆

以此核心发展，近年并扩及物联网智慧型电网等领域。 

 学生毕业继续升研究所比例极高，直接就业情况亦十分良好，多於电子电

机与通讯相关产业服务。 

 具有包括电波无反射室等专业实验室及国家证照考场，夜间开放同学使

用。 

 暑期或大四下学期引介同学至业界实习，并安排业界参访，强化实务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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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勤益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3924505 分機 2194 

传真 886-4-23939845 

电子邮件信箱 Chiayi@ncut.edu.tw 

网址 http://www.ncut.edu.tw 

地址 台中市太平区坪林里中山路二段 57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以创新导向优质产业科技大学为愿景，培育具有「专业知能、人文素养、社会关怀及国际

视野」之德术兼备且为业界所需的优质学生。 

 2.本校办学绩优，自 2006 年迄今，连续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奖励补助、发展典范科技大学

计画奖励及高等教育深耕计画。 

 3.工程学院与电资学院及工业工程与管理系共 7系全数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认证，其毕

业生的学历受国际认可。 

 4.本校位於台中都会区，生活机能便捷，可协助处理住宿问题。 

 5.学校有下列辅导机制协助同学： 

 (1)教学助理 TA 可协助辅导课业。 

 (2)陆生辅导中心协助新生报到等事宜，并主动关怀陆生学习及生活情形。 

 (3)谘商辅导中心关心同学适应情况。 

 6.本校实施校外实习必修，惟仍需依教育部相关规定办理。 

 7.本校设有英文、资讯、服务学习之毕业门槛，各系另订有专业毕业门槛。 

 8.本校 108 学年度学杂费收费标准尚未定案，谨提供 107 学年度大陆地区学生(硕士班)学杂费收

费供参:工学院(工业类)新台币 52,652 元、商学院（管理）商业类新台币 47,364 元、文法学院

新台币 49,144 元。就学期间各学年度收费标准参酌教育部规定配合办理。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课程规划分为三个主要专业领域，所有课程均包含理论基础与实务技

术等内涵： 

 (1)绿能晶片与系统应用领域，聚焦在「晶片设计」、「元件技术」与「系

统应用与整合」。 

 (2)智慧机器人领域，聚焦在「机电整合」、「人工智慧」与「机器人控

制」。 

 (3)网路多媒体暨游戏机领域，聚焦在「网路多媒体设计」与「游戏机开

发」。 

 本系网站：http://ee1.web2.ncut.edu.tw 

  

机械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产学合作教育：本系为全国第一个执行双轨计画专班、产学携手专班、

产学训携手专班、产业硕士班。 

 2.创新发明与专利研发：近年来发明共计百件以上。 

 3.工具机暨零组件关键技术：结合地区产业与师资专长。 

 4.绿色工程与科技以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生质能开发与应用为研究导

向。 

 5.校外实习及证照：本系为培养学生技能发展并提昇专业能力，使同学提

早了解业界实际作法，获得理论与实务配合之宝贵经验。 

流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精研流通专业，培育流通管理学识及实务兼具人才，担任流通业中高层管

理干部。产学师资合作教学，理论与实务并重，使学生具学理及门市营运



16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之实务经验。入学进修、认证授证，发挥技职教育特色。 

 *本系网站：http://www.dm.n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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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电话 886-2-28227101#2731 

传真 886-2-28206729 

电子邮件信箱 liju@ntunhs.edu.tw 

网址 http://www.ntunhs.edu.tw 

地址 台北市北投区明德路 365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各班设有教学助理 TA。 

 2.设有谘商辅导室。 

 3.学杂费: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49464 元。 

 4.住宿费:每学期住宿费约新台币 8000 元。 

 5.餐费:每餐餐费约新台币 5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健康事业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重视学生的多元发展与生涯规划，课程内容除包括一般健康事业管理

必修科目外，更与健康事业相关机构合作开设四类就业学程，包括：(一)

健康保险管理学程；(二)健康照护品质管理学程；(三)计量/资料处理学

程；(四)医疗资讯管理学程。本系另设有二中心一云端等三个专业研究

室，包括: 典范科大云端自学中心、健康环境研究室及健康资料分析智库

中心等，进而提升本系研究水准及学生之竞争力。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所课程设计涵盖「资讯科技」、「管理决策」、「医疗资讯」等三项资讯管

理专业领域。本所设有知识发掘、决策系统、网路、电子商务、多媒体应

用、医疗资讯、健康资讯科技、健康促进管理等专业实验室，进行资讯管

理各领域的研究与实作，培养学生成为优秀健康照护资讯管理之专业人

才，能以优质资讯科技与管理知能，经营现代化的工商事业与健康事业机

构。 

婴幼儿保育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校婴幼儿保育系是全台唯一「国立」以「婴幼儿」专业照护学习为主之

系所，教育方式重视理论与实务的结合，课程规画有与他校不同的「婴幼

儿教保兴趣选项海外实习」、「婴幼儿教保实习」及「兴趣选项实习」设

计，并开设「0-2 岁托育照顾服务学程」、「课後照顾服务学程」等课程模

组，让学生从不同的课程及实习型式，探索婴幼儿相关领域的职场。本系

教师长期参与政府政策专案与社会托育议题谘询，协助提升学生独立思考

及专业实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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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高雄餐旅大学 

电话 886-7-8060505 

传真 886-7-8060980 

电子邮件信箱 thy@mail.nkuht.edu.tw 

网址 http://www.nkuht.edu.tw 

地址 高雄市小港区松和路 1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新生依课程需求全部住校，需遵守宿舍生活公约，宿舍全面冷气套房插卡付费，配有网路，并

实施劳作教育。 

 2.学生需依本校服仪规定穿着制服，发色需为自然发色，否则须予回复处理，且不得染非自然发

色或剪烫奇异发型，校内全面禁菸，违者依本校校规处理。 

 3.本校提供各项奖助学金申请。 

 4.本校 107 学年度第 1学期学费为新台币 32,942 元，杂费为新台币 15,502 元，其余代办费另

计；108 学年度学杂费得视本校教学成本及教育部规定弹性调整。请参阅本校「学杂费专区」资

讯。 

 5.新生注册时一律参加体检，并自备体检费用。且缴交原国籍保险证明一份(投保至入境当日起

至少六个月效期之医疗及伤害保险)，後续依学生意愿由校方协助加保医疗保险，并依合约规定，

缴交一学期保险费用(约新台币总共 3,000 元/6 个月)。 

 6.基於产业特性，建议行动不便、机能障碍、患有隐性疾病及法定传染病者，审慎考虑就读本校

之适宜性，以免影响将来学习、实习及就业。 

 7.本校学生於修业年限内，除需修满各系毕业学分数外，尚须通过相关毕业条件之规范，或依各

系自订。 

 8.为增进实务知识与能力，需修习实习课程，实习课程依各系自订。 

 9.毕业後辅导机制将依照教育部规范陆籍毕业生就业政策依法办理。 

 10.以上未尽事宜，依本校相关规定办理。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餐饮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培育具有实作力、就业力与竞争力的餐饮产业管理人才为目标。两

年制学士班的课程规划，是延续专科应有的基础技能外，增加进阶的管

理、外语及资讯应用课程，强化餐厅营运与管理的相关知能。为加强学生

的餐饮专业知识、实务操作能力及行政管理与活动规划能力，本系每学期

都有开设实务课程，共有 8 个专业实务课程，总计 25 学分，占毕业学分

1/3 强(约 33%)，以「做中学、学中做」的规划，达到技职教育务实致用的

发展方向。 

旅馆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配合我国技职教育发展状况及市场导向为规划之重点，藉由学习专业理

论、实务课程，建构「产业学院」为现今本系发展特色目标，透过与旅馆

产业界密切合作与深耕，不仅提高业界稳定性极高的人力资源，也为本系

学生开创顺利就业之蓝海。从而培育旅馆业之专业知识与实务能力之优秀

人才，期能使本系学生於毕业後符合业界及社会所需，真正达成培育专业

旅馆管理人才之教育目标。 

旅运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发展目标配合国家发展观光政策与产业需求，培育旅游管理专业人才

为目标，遵循本校拟定「餐旅精英的摇篮、企业的关键夥伴、餐旅教育的

新典范」之定位，藉本土紮根，国际拓伸策略，落实人文化、专业化、企

业化与国际化的教育宗旨，期许所培育的学生具备专业技能、职场伦理、

人文素养、管理能力及国际视野之旅游专业人才，开创成为培育旅游菁英

的摇篮、旅游企业的关键伙伴及旅游教育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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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航空暨运输

服务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自 1997 年成立「航空服务科」，2000 年扩展为「航空管理系」以来，

一直以肩负培育空勤服务、地勤服务（运务、票务、订位）、航务事务等基

层服务人员及管理储备人才为职志。2008 年再次调整系名为「航空暨运输

服务管理系」，主动扩大层面，更逐步跨足轨道运输服务领域（含传统铁

路、高速铁路及捷运系统）。本系二技学制针对专科层次学生升本科学校

（专升本）或者专业继续学习者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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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2195762 

传真 886-4-22195761 

电子邮件信箱 oia13@nutc.edu.tw 

网址 http://www.nutc.edu.tw 

地址 台中市北区三民路三段 129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商学院、设计学院、语文学院、资讯与流通学院、中护健康学院五个学院(中护健康学

院位於民生校区，地址:台湾，40343 台中市西区三民路一段 193 号 )，并分设专科部、大学

部、硕士班暨硕士在职专班等学制，多轨并进培养各领域技术人才，为多元化之学府。且进修推

广教育管道多元，日间部外，尚设有进修部、进修学院、空中学院等学制，在夜间、假日提供中

部都会区在职人士在职教育及回流教育的机会，打造全人教育的环境。 

 本校秉持「服务导向理念」来培育人才，重视学生专业能力之养成。对内以落实技职教育精神与

特色、提升教学研究成效、鼓励师生参加竞赛及展览等为方向；对外除参与各类区域策略联盟，

执行研究计画外，亦与公民营机构建立夥伴关系。而为提升学生国际视野，亦积极推动国际交

流，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日本等地的学校签署学术交流合作协约。 

 另因应国际化趋势，本校「语言中心」建置多媒体语言教学空间及数位网路平台自学中心，定期

更新语文学习软体及图书资源，提供全方位的外语学习环境外，并办理各项提升外语和语文检定

相关活动，亦提供一对一的外语辅导服务。 

 2.本校已完成校园 E化及无线上网之建置，学生宿舍并备有约 1千 3百个床位，提供远道学生申

请。 

 3.学杂费: 每学期约新台币 48,000 元至 57,000 元间。 

 4.本校职涯及谘商辅导中心设有「谘商辅导组」，提供心理谘商、安排心理测验服务及生涯进路

等相关议题演讲及职涯活动，协助学生增进自我了解，强化兴趣及性向之适性发展。 

 5.本校实施学生英文能力毕业门槛，以新生入学前本校语言中心公告为主(查询网址

http://language.nutc.edu.tw/files/11-1033-2388.php)。应用英语、日语系另设有毕业门槛，

详见该系网页公告。 

 6.资讯管理系课程设计属进阶资管课程，未曾修习资管相关课程者(如程式设计、资料库理论..

等)，请审慎考量。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商业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位於都会中心，周边是商业区及文化景点，拥丰富设计资产，利於在

传统与现代流行场域的交界处寻找创意灵感。生活便利且学制完整，学习

与工作能力可同步提升，由环境中「学习设计进退」，利於培养职场竞争

力。 

 依「都会设计学院」方针确立「产学、人文、时尚」教育方向，多元专业

课程培养独立与团队运作能力。未来可朝美术指导、创意专案策划、品牌

广告视觉设计、大众传播、商品包装、数位媒体、动画设计…等职场发

展。 

老人服务事

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科)教育宗旨为培养学生具备(CAPE)C 特质，成为具备 BMI 能力的老人

服务事业中阶管理专业人才。即学生具备照护服务专业技能(Caring)；行

政管理知识能力(Administration)；照护服务政策(Policy)；生命关怀素

养(Ethic)；沟通与合作能力(Communication)。本系(科)的教学特色为透

过校外参访、实习、业界教师等措施达到实务教学。 

流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开设商管、资讯及共同专业课程外，更规划「物流实务专题」与「商

店经营实务专题」。举办学生校外企业参访、实务专题讲座及暑假校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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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习；建立产官学网络，与政府机关、产业公会及研究单位等机构合作，执

行委托之研究计画，并依当前环境及产业趋势，广邀各界菁英，建立协同

成长关系。定期举办各种师生联谊活动，和学生建立亦师亦友的紧密情

谊，除传道、授业外，用心关照每位学生的生活。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为培育优秀的资讯与管理人才，针对专业课程，发展为「商业智慧」、「智

慧物联」、「巨量资料」及「互动媒体」为本系四大核心领域，并规划「商

业管理」、「资讯系统」、「云端网路」、「多媒体」等作为四大课程模组设

计，以培养资讯科技与应用之全能专业 Plus 人才。 

 在课程规划上包含资料库管理系统、Linux 等课程，并加入电子商务、网

路安全与多媒体系统等相关课程。 

  

会计资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於 1963 年创立至今，培育无数会计、审计、税务等领域专业人才，二

年制大学部授课老师认真，学生所学的专业理论和实务紮实，学习风气良

好，考取高考和会计师人数递增，且与英国会计师协会合作，所修读科目

可以抵免考试科目。本系之教育目的在培育中高阶会计专业人才。 

保险金融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产学合作提升竞争力: 提供学生学期中实习与暑期实习机会提生学生

竞争力。 

 (二)保金讲座强化实务训练: 更希望经由演讲方式让学生近距离了解业界

对於人才需求条件 

 (三)业师协同教学增强产业链结: 除减少理论与实务的落差，更强化与保

险金融服务产业的链结，配合实习规划落实职业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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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台北商业大学 

电话 886-2-23226050 

传真 886-2-23226054 

电子邮件信箱 yafang817@ntub.edu.tw 

网址 http://www.ntub.edu.tw 

地址 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一段 321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创立於公元 1917 年，拥有百年悠久历史，在历任校长及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下，培育出无数

的优秀人才。本校教育强调「务实致用」原则，设定培育学生具有「专业素养」、「国际视野」与

「社会关怀」三大目标，致力於培养学生成为有品格之国际商业人才。 

 2.本校校本部位於台北市中心，座落於台北都会区中心精华区段，金融商业兴盛，设有「财经学

院」及「管理学院」；另桃园校区位於桃园平镇市，经由快速道路直达台北校区，设有「创新经营

学院」，并结合大桃园地区工商发展资源及航空城开发建设，培育优质专业及高级商业人才。 

 3.本校向为技专校院商业领域第一志愿，100 学年度技术学院评监荣获行政类一等及八个专业类

一等的佳绩，办学深受各界肯定。雇主满意度调查显示，90％以上的企业对本校毕业生的工作表

现整体评价、敬业精神、品格操守及工作伦理表示满意。在天下、CHEERS 及人力银行调查中，皆

获技专院校前 3名的肯定。远见杂志 2013 年研究所指南调查商管财经领域硕士生毕业表现，本校

为技专校院第 1名、与各大学校院并列第 4名。 

 4.本校多系开设全英语课程，并有全英语授课之国际学程。校园里来自世界各地交换学生，姊妹

校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日本、德国、澳洲及中国等国家。 

 5.本校提供完善宿舍设施，并优先提供予境外学生本校亦建立校外赁居辅导机制以辅导赁居境外

学生。 

 6.学生事务处生活辅组提供赁居讯息，并进行租屋安全访视及宣导。本校赁居服务实施方式如

下：(一)校外租屋资讯查询及提供。(二)赁居调查：赁居住址调查。(三)举办赁居生座谈及赁居

生实地访视，藉由双向沟通，适时提供必要之辅导与协助。(四)蒐集汇整学生住宿安全资讯。

(五)平时辅导访问。 

 7.本校收费及相关费用参考如下：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6,000-50,00 元；校外租屋费每学期

约新台币 27,000 元；餐费每日约新台币 15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财务金融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之教育目标在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原则下，培育具财金管理知识与技能

的相关专业人才。本系亦将课程规划成「财务管理」、「财务投资策略」、

「智能金融」等三个模组；专业学能课程特别强调结合资讯与外国语文二

大能力，并注重金融商品之操作。而本系重点发展特色为：培育金融专业

人才、完善教学与研究资源、开设并发展智能金融相关学程、以实务课

程、实习与证照制度辅导学生建立财金专业知识、培养金融产业国际化所

需之人才。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本系特色：因应国际经贸局势，培育理论与实务兼具之管理人才。举

办流通相关之讲座、企业参访或企业实习等活动，让学生有机会与企业实

质互动，并规划企管相关证照辅导课程，以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与就业机

会。 

 二、未来展望：本系提供学生业界实习机会，协助同学毕业後可顺利进入

职场。本系设有硕士班，提供学生继续进修的管道。 

 ※入学前未修习过「初级会计学」者，得於修业第一学年上学期时修习

「初级会计学」(0 学分 2小时) 

商业设计管二 年 制培养学生基础设计能力、创意商品设计之专业能力及国际专业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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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理 系 ( 桃 园

市) 

学士班 本系发展之具体目标和特色如下所述： 

 1.加强发展结合地方产业之务实教学。 

 2.提升国际化之设计专业竞争力。 

 3.提昇学生外语能力，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4.强化创意产业知识，提升跨领域整合的专业能力。 

 5.培育具备多元思考与判断能力之高水准商业设计人才。 

国际商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本系以严谨的专业训练，培育出具有宽广国际观、与多元发展方向的

国际企业管理人才。课程规画主要分为三大领域：国际企业经营、国际财

务金融与国际经贸。部分课程采取全英授课，藉以提升学生之英语专业能

力，并有东南亚等海外实习。二、为强化分析能力，开设研究方法相关课

程，另为提升学生与业界的互动「国际商务讲座」课程，聘请业界高阶主

管亲授商务管理之专业知识与技能，以提升学生未来之就业力。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本系特色：以商业知识为基础，资讯科技与管理科学的整合应用为本

系的教学重点。在「网路管理与应用」、「行动商务应用」和「资料库管

理」等领域均有理论与实作课程相互搭配。 

 二、未来展望：(一)透过专题制作的养成教育，培训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实

务能力，并鼓励积极参加国内外各项竞赛。(二)加强与业界之产学合作，

争取学生赴业界实习的机会。(三)积极辅导学生通过资管类技能检定与专

业证照，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数位多媒体

设计系(桃园

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教育目标为「培育具有人文关怀及创客思维的实务型游戏与动画人

才」，以「数位游戏设计」、「数位动画设计」为两大主轴。其中「数位游戏

设计」以游戏企划为主，程式设计为辅，利用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关卡

设计与动画特效，将人机互动应用在学习及娱乐上，并在电脑及行动设备

展示成果；而「数位动画设计」则以故事、角色、影片、音乐、文字及声

音整合包装创意，经过後制修饰，成为可以感动人心的作品。 

会计资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本系规画审计税务、资讯应用学程模组。教学精致化，学生得到充分

指导，在全国性竞赛有杰出表现。设会计与财税硕士班，供进一步深造。

师资阵容坚强，高比例具实务经验，其中 17 位教师具博士学位，教学经验

丰富。二、与业界紧密结合，契合产业需求培育人才，缩短学用落差，完

整实习规划，辅导同学毕业前至会计师事务所实习一学期。三、教学资源

丰富，电脑专业教室配有 ERP、ACL 等资讯应用软体。校友大力支援多种奖

学金。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本系特色：本系以「厚植基础，多元应用」为方针，重视英语基本训

练，针对英语会话、作文、翻译等课程，全面实施小班教学，在全国科技

大学、技术学院相关科系中，居领先地位。本系通过 105 学年度科技大学

综合评监。二、未来展望：(一)本系设立「外语研究暨实务中心」，增进本

校在外语人才培育、推广服务与研究之整合能力。(二)设立跨领域学程

「国际会展英语学程」，培养产业界所需之英语与会展管理技能整合的实务

人才。 

财政税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增进学生通过国家考试之应考能力。 

 2.提升学生取得财税专业证照之能力。 

 3.加强学生对两岸租税制度之认知与专业训练。 

 4.厚植学生法律素养及依法行政之职业道德与伦理。 

 5.使学生熟稔税务法规及租税规划之理论与实务操作能力。 

 6.使学生熟稔税务会计及审计查核之理论与实务操作能力。 

 7.使学生熟稔财政与税务之理论与实务操作能力。 

 8.使学生具备宏观国际视野与实践社会关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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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电话 886-7-6011000 

传真 886-7-6011801 

电子邮件信箱 bingbing@nkust.edu.tw 

网址 http://www.nkust.edu.tw 

地址 高雄市三民区建工路 415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为台湾顶尖国立科技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仅次于国立台湾大学，为全国第二大

的大学院校。本校于 2018 年 2 月 1 日挂牌成立，由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

学、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三校合并新设而成。三校建校历史悠久且业界校友众多高达十六万余

人。合并后以融合「亲产优质」、「创新创业」、「海洋科技」三大特色为发展主轴，并以人文及社

会关怀为本，培育学生发展多元、务实致用之知能，成为德术兼备之产业发展人才，建构技职教

育国际化之典范大学。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财务管理系

( 高 第 一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105、106 年四技二专联合登记分发，南区商管群第 1 名 2.商业 4.0 召集

学校及智慧金融课程规划负责学校 

 3.首创财金大数据及量化投资中心 4.因应金融创新 FinTech 趋势，提供

财金巨量学程 5.师资阵容坚强，注重理论实务结合及企业实习 6.与美国

密苏里大学圣路易分校签订 3+2 双联学制，符合资格 5 年可拿到双学士及

国外硕士学位 7.结合金融、科技、人文领域，培养双专长π型人才 

金融系(高第

一校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 在创新教学方面，强调个案教学法、训练学生使用金融资讯软体，并且结

合金融专业。2 在实务连结方面，开设学期与暑期实习课、延聘实务界菁英

担任讲师、鼓励与辅导学生考取金融专业证照。3 在专业发展方面，涵盖银

行管理、证券投资、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保险、不动产与金融资讯专

业，训练跨领域专长的金融专业人才。4 金融资讯方面，世界网路资讯与大

数据的发展热络，形成了银行 3.0，因此本系也增加学生在资讯与金融专业

的结合 

资讯管理系

( 高 第 一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为一系两硕士班，以「培养电子商务人才」为目标，期望能够让企

业的营运达成「虚实合一」的经营模式，顺应社会环境的需求与变迁，促

成 M化的经营模式典范转移。 

 2.拥有产官学界丰富经验的专任师资，在学术上注重基本理论与学习能力

的培养，在实务上注重工作实务与职场伦理。 

 3.理论与实务并重，培育人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进行对产业界的电

子商务服务。 

应用英语系

( 高 第 一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外语学院课程设计强调系统化及完整性，「商务及管理学程」与「语言文

化服务学程」，二项学程择一为本系之必修学程。2.本系以中高级的英语听

说读写能力为应用语言训练核心，将「应用语言」发展出「三大学程领

域」：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口译与笔译及文学与文化，致力於培养专业英语

文应用人才。3.本系与姐妹校交流活动：泰国北曼谷国王科技大学、日本

清泉女子学院、短期大学暑期跨文化研习课程、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交换计

画。 

电子工程系

资讯组(高应

用校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符合产业需求之『国际化』『专业化』『即用化』『全人化』四大教育目标及

『三分前瞻、七分实务应用之产业技术研发』之研究发展目标。依既定发

展目标规划完善之短中长期发展计划。完善的组织与委员会运作。充裕经

费资源与高效率经费运用。以通讯为主轴之研究发展特色，以整合全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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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源共同发展通信领域之技术研发。就业导向式之能力学程规划，清晰呈现

课程，以便学生依个人性向规划个人之学习计画。完善之自我评监机制。 

营建工程系

( 高 第 一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在「永续发展」的理念下，以营建工程为主轴，朝结构工程、工程管

理、大地工程、建筑技术四大领域发展并规划课程。 

 2.本系设有震害防制实验室、营建材料实验室、土壤及岩石力学实验室、

建筑环境实验室、生态工程科技实验室、工程监检测试验室、营建资讯室

等特色实验室，其中震害防制实验室已通过 TAF 认证，并为台湾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南部协力实验室。 

电脑与通讯

工程系(高第

一校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所通过国际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IEET) ，学历受国际认可。 

 2.本系依现代资讯与通讯产业的发展分电脑与网路、通讯与多媒体、晶片

与电路三领域，各领域课程纵贯全程并有横向课程配合，以培养具有实务

能力的电脑、通讯与晶片设计工程师，以及具有整合能力的高级研发人

才。 

 3.本系师资皆为国内外着名大学相关科系毕业的博士，并具有多年国内外

相关实务经验。 

电子工程系

电子组(高应

用校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符合产业需求之『国际化』『专业化』『即用化』『全人化』四大教育目标及

『三分前瞻、七分实务应用之产业技术研发』之研究发展目标。依既定发

展目标规划完善之短中长期发展计划。完善的组织与委员会运作。充裕经

费资源与高效率经费运用。以通讯为主轴之研究发展特色，以整合全系资

源共同发展通信领域之技术研发。就业导向式之能力学程规划，清晰呈现

课程，以便学生依个人性向规划个人之学习计画。完善之自我评监机制。 

风险管理与

保险系(高第

一校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台湾中南部唯一国立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2.师资专长涵盖保险理论、

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保险财务及精算、保险经营管理，另聘有丰富实务

经验之兼任教师。3.本系积极开拓产业界产学合作，与新光人寿、三商美

邦、富邦产险、锭嵂保险经纪人公司等多家公司签订产学合作方案。4.多

元行销通路成为趋势，金融整合与人才的多元化，促进了银行、保险、证

券业之间的整合，市场上对於风险控管预防未然及保险产业的专业人才需

要提高。 

环境与安全

卫生工程系

( 高 第 一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配合新高科技产业界需求，培养环境与安全卫生理论与实务兼具之人

才，以协助新高科技产业界解决环保及安全卫生之问题。 

 2.因应近代工程管理科学、生命科学与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使本系成为

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技术发展之教学与研究重镇。 

电子工程系

电信与系统

组(高应用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符合产业需求之『国际化』『专业化』『即用化』『全人化』四大教育目标及

『三分前瞻、七分实务应用之产业技术研发』之研究发展目标。依既定发

展目标规划完善之短中长期发展计划。完善的组织与委员会运作。充裕经

费资源与高效率经费运用。以通讯为主轴之研究发展特色，以整合全系资

源共同发展通信领域之技术研发。就业导向式之能力学程规划，清晰呈现

课程，以便学生依个人性向规划个人之学习计画。完善之自我评监机制。 

应用日语系

( 高 第 一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於 2001 年成立，为国内第一所应用日语系硕士班。 

 2.以推动语言的应用研究为核心，教学以实务与理论并重。 

 3.提供多元管道增进语言能力如赴日留学、短期研修以及修读日本双联制

硕士学位机会。 

轮机工程系

( 高 海 洋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现有五专、四技(日间部二班、进修部一班)、二技、研究所(各年级一

班)及硕士在职专班(各年级一班)等学制。随着本系师资阵容的提升，研究

能力的增强，产学合作的对象已扩及公、民营企业机构与政府研发单位，

例如：科技部、台电、台船、中科院…等。本系配合海事认证及学生能

力，未修习通过下列课程者需额外加修：内燃机或船用柴油机、辅机、船

用电学、轮机英文、轮机实务与安全、船舶自动控制或控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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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航运技术系

( 高 海 洋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为技职体系科技大学培育一等船副的系科，本系主要在於培养现代商船

一等船副，以执行有关航行当值、货物装卸、船舶维护、防止海水污染及

船员管理等实务；亦积极培育航海技术管理及航运决策之专业高级人才，

俾利配合国家海运之发展。2.本系课程规划符合国际海事组织航行员当值

训练课程 STCW 培训公约的要求，并经 ISO 及 STCW 国际认证。 

模具工程系

( 高 应 用 校

区) 

二 年 制

学士班 

全国大学院校中，唯一以模具工程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系所。学制完整、师

资优越：学、硕士等学制完整，师资最具国际视野，学术研究与产学合作

成果丰硕。系所认证、国际接轨：96 学年度起通过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认

证，并持续於 102 年通过第二周期认证，期限至 2019 年止。学以致用、企

业最爱：有系统的培育同学在模具设计与制造能力。强调基本科学能力的

养成与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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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朝阳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3323000#3122、3126 

传真 886-4-23742317 

电子邮件信箱 icsc@cyut.edu.tw 

网址 http://www.cyut.edu.tw 

地址 台中市雾峰区吉峰东路 168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攻读硕博：於本校取得学位後，申请本校硕、博士点具有优势。 

 2.朝阳荣誉：荣登 2018-2019 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全球最佳大学

排名 1000+大，与朝阳同排名有西南交通大学、广西大学等。另朝阳进入 2018 亚太地区最佳大学

排名 250+大，亚洲地区大学排名 301-350，全球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 350+大。  

 3.国际交流：2017 年 Cheers 杂志「国际交换能量评比」：赴海外交换之台湾学生能量 TOP 20，

荣登民办应用型大学第一;「两岸交换能量评比」：大陆交换生/学位生能量 TOP 20，本校均荣登

应用型大学第一。现与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全球 628 所海外学校及机

构签订学术合作协定。 

 4.师资水平：助理教授以上师资占 95%，拥有博士学位师资占 84%，师资结构领先台湾民办学

校，且优於部份台湾公办大学。 

 5.教师科研：本校 2018「台湾最具影响力学术统计结果」，学位论文被引用次数连续 6年蝉联全

台科大之冠，彰显论文品质极高。 

 6.师生成果：2016-2017 年本校设计学院连续两年勇夺红点最佳设计奖(Red Dot Best of the 

Best)；2011 至 2017 年参加全球国际发明展累计 61 金 85 银 35 铜及 36 座特别奖，共 217 座奖

项。 

 7.课程国际认证：本校营建工程系、工业工程与管理系、环境工程与管理系、应用化学系、景观

及都市设计系、资讯通讯系及资讯工程系等共 7系已通过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工程及科技

教育认证。 

 8.育成孵化：2016 年朝阳创新育成中心荣获 UBI Global 评鉴全球第二、亚太第一。 

 9.企业最爱：2017 年 Cheers 杂志 2000 大企业最爱排名荣获台湾民办应用型大学第一 

 10.服务与辅导：首次抵台提供接机服务并保障第 1学年宿舍床位，提供手机门号代办、银行开

户及接待家庭等服务。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视觉传达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结合数位科技专业训练，汲取西方设计教育精髓，导入汉文

化与本土艺术，强调工作室与展演讲座同步化之精致小班教学，以造就未

来设计产业中具实务作业与创新构思能力之领导者。 

 2.核心课程：视觉设计企划及数位媒体设计二大方向，课程兼顾理论与实

务，强调融合展演、讲座与实作的上课方式；透过国内外交流活动，扩展

学习视野，放眼国际设计界。 

 3.产学特色：教师主持产学合作案结合课程，并提供经费与就业辅导。 

建筑系室内

设计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培养有关环境规划、建筑设计及室内设计等方面所需人才，

使学生具备充实之专业知识与技术、以及继续进修之独立思考能力外，同

时兼顾优质人格之培养。 

 2.核心课程：室内设计组学生除具备建筑相关实质环境之基础智能与空间

感知，并期能成为提升环境意识与技艺层次之室内设计专业者。 

 3.产学特色：透过个案讲座、企业参访、竞赛、证照与专题制作等课程活

动，引领学生独立操作以掌握业界现况与产业需求。 

传播艺术系 二 年 制1.系所特色：影视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训练出对传播理论、制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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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班 涵养及人文素养皆有相当程度认识，并具备思考与创新能力的专业创作人

才。 

 2.核心课程：涵盖影视、新闻纪实与广告公关行销类，分为核心、发展与

功能三大课程。核心课程为传播核心理论与人文素养课程；发展课程衔接

核心课程，功能课程则进阶到传播实务操作与应用。 

 3.产学特色：以理论与实务并重之教学方式，藉以培养紮实的技能，增进

实务经验。 

建筑系建筑

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培养有关环境规划、建筑设计及室内设计等方面所需人才，

使学生具备充实之专业知识与技术、以及继续进修之独立思考能力外，同

时兼顾优质人格之培养。 

 2.核心课程：建筑组学生具备参与建筑师国家证照考证及未来国际间专业

认证资历，并期能成为提升环境意识与技艺层次之室内设计专业者。 

 3.产学特色：透过个案讲座、企业参访、竞赛、证照与专题制作等课程活

动，引领学生独立操作以掌握业界现况与产业需求。 

景观及都市

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本系为国内唯一结合景观及都市设计之系所，发展方向整合

都市与景观设计领域，培育兼具议题分析、设计表达、实务操作、团队合

作及自主学习的专业设计人才。 

 2.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为景观设计、景观与都市设计、植栽设计与实习、

电脑系列课程、校外实习等。 

 3.产学特色：本系教师依专长组成景观绿环境、都市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

小型产学研究工作室，以产学融入教学的实务操作训练为发展重点与特

色。 

工业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着重实务与理论结合之「作中学」教育特色，在聚焦的专业

课程安排中，完成专业工业设计师所应具备的知能与技术培育。 

 2.核心课程：可依个人兴趣与性向选择「工业产品设计」或「文化创意商

品与工艺设计」等两大领域的专业课程编组修习。 

 3.产学特色： 

 除设计核心能力及创意展开的训练外，强调运用数位媒体以实践设计提案

之能力，要求设计标的之可行性与合理性探讨，并快速验证设计内容，彰

显专业务实导向特色。 

应用英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本系教学目标为培养具备国际观与时代观的高级专业外语人

才，学生可以於校外机构实习，毕业生可从事外贸商务、翻译与英语教学

等方面相关工作，本系亦设有研究所(英语教学组、商务沟通组)，有志升

学之学生亦可报考。 

 2.核心课程：课程以英文为主，分为英语教学模组及商务沟通模组，学生

得选择日文或西班牙文等第二外语课程。 

 3.产学特色：本系教师根据两大模组课程将产学合作或研究成果融入教学

中。 

会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培养会计审计人员、税务规划与顾问人员、会计资讯系统应

用与顾问人员。本系设有完善的专业教室并积极辅导学生考取会计专业证

照，推广会计议题辩论及各类竞赛。 

 2.核心课程：培养具专业技能、专业伦理、敬业态度、国际视野及终身学

习能力之会计人才，课程兼顾学生专业能力、实用能力及业界需求。 

 3.产学特色：本系教师积极参与公、民营企业产学合作计画；并提供专业

顾问谘询服务，产学关系良好。 

社会工作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培养具专业知识与实务能力、专业伦理与关怀能力、沟通协

调与合作能力、创新观念与自主终生学习态度，及具社会正义使命感之社

会工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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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为二大模组:社会照顾服务及儿少与家庭社会工

作，学生於修习基础课程後再依其学习兴趣选修专业课程。 

 3.产学特色：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与国外学术单位及福利机构交流，提

昇学生国际视野，并与政府部门及非营利机构合作，提供学生实习机会。 

幼儿保育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本系开设全台湾最完整之 3-6 岁蒙特梭利教育课程，拥有学

养经验俱丰之专、兼任蒙式师资，以培育蒙式幼教人才。 

 2.核心课程：配合教育部培育教保员提供 32 学分共同核心课程，以培养

优秀教保员。 

 3.产学特色：本系教师承接幼儿园之产学合作案，提昇幼儿园职场教师教

学素质。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本系透过竞赛与专题制作训练学生企划、问题解决与表达能

力，以实践本系创意、技能、态度、创新、学习与创业精神。 

 2.核心课程：本系课程承袭管院「学企三赢」理念，涵盖「创新经营模

式」、「企业流程规划」、「行销业务企划」三模组。 

 3.产学特色：本系透过企业实习与专题制作，使学生「未毕业、先入

行」、「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透过产学双师整合资源与缩短学用差

距，以达「学企并行、双轨三赢」。 

财务金融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培养具国际视野之优秀财金专业人才，成立全英文授课专班

招收国际学生，以及扩大与陆生、港澳生等境外学生交流活动。 

 2.核心课程：包括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投资学、期货选择权、投资

策略与管理、金融风险管理、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行销管理、投资银

行、金融法规等。 

 3.产学特色：将产学合作或研发成果融入教学，推动实务课程、企业实

习、产学双师与就业学程，以提升学生实务能力与就业竞争力。 

休闲事业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在健康概念下，规划绿色旅游、运动休闲、餐旅管理为发展

主轴，以因应社会趋势与就业市场。 

 2.核心课程：透过旅游、运动与餐饮相关课程，培养学生具备事业经营管

理知识与技能，并胜任休闲产业储备干部、旅游服务专员、运动指导员、

行销企划人员、活动设计人员、餐旅创意经营人员六大工作。 

 3.产学特色：以母鸡带小鸡、团队、实习访视等方式，积极与产业接触，

并提供公民营机构各项专业服务，争取各项产学合作。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结合个案讲座、竞赛、证照、专题与实习等，引领学生掌握

业界现况与产业需求。 

 2.核心课程：(1)行销管理：以连锁产业经营为核心，重视新零售的多通

路整合概念，强化企划与市场开拓；(2)流通与连锁管理：符合连锁产业潮

流，整合商流、物流、金流与资讯流技术，提升连锁企业竞争优势。 

 3.产学特色：与中国贡茶集团、全家、家乐福、星巴克、家商玛广告等知

名公司产学合作，进行教学与实习合作。 

营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以培养高级建筑及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及管理人才为目的，着

重理论及实务并重，以就业後工作职能为核心，实施具因材施教精神之本

位课程，依照学生能力与性向，指导学生规划其未来职涯发展。 

 2.核心课程：可依据个人兴趣与程度选择「规划设计」、「施工监造」、以

及「管理」等三大领域的课程模组修习。 

 3.产学特色：设置「非破坏检测企业学程」结合校级「非破坏检测中心」

资源，以学习最新的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资讯管理系二 年 制1.系所特色：发展特色包括健康照护资讯系统、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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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管理组 学士班 用、商务智能、云端运算、3D 互动多媒体。 

 2.核心课程：规划 2 课群：管理与资讯整合课群及资讯技术开发课群。除

一般基础课程外，实务面着重在电子商务、顾客关系管理、企业资源规

划、决策支援系统、系统设计与整合、多媒体资料库、大数据分析…等。 

 3.产学特色：成立资讯服务中心提供产学合作管道，近 3 年每年产学合作

计画平均约 288 万台币。 

保险金融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以推动实习课程、落实证照制度、培育国际保险金融人才为

发展特色。 

 2.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分为「保险经营组」与「金融理财组」。保险经营

组以产、寿险专业科目为主，配合实习课程培养优秀的保险专业人才；金

融理财组则以保险金融理财课程为主，训练完善理财规划的专业顾问。 

 3.产学特色：秉持理论与实务并重、应用与研究兼顾及学用合一之信念，

与金融保险业携手共创产业价值及竞争优势。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为台湾技职教育中第一个设立的资讯工程系，整合电机、电

子及资讯科学三大领域。 

 2.核心课程：资讯技术学程着重程式设计、影像处理、云端运算、机器

人、IoT、大数据等。晶片技术学程着重积体电路设计、晶片设计与医学电

子等。本系获 IEET 六年认证，教学品质有保证。 

 3.产学及研究特色：获教育部技职再造计画四年 2,412 万元，购置百万级

机械手臂。另外，各种计画平均每年总金额高达 2,500 万元。 

资讯与通讯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培养「物联网前瞻技术与应用」专业知能，藉由参与研究与

产学合作计画，来训练学生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能力。 

 2.核心课程：以手机程式设计、嵌入式系统等核心课程为基础，发展物联

网、云端服务与手机等，使成为网路工程师、手机程式设计师、嵌入式系

统工程师或通讯系统工程师等。 

 3.产学特色：7 个专业特色实验室支援教学及研究，承接政府及民营企业

之科研及产学合作计画，并与日本会津大学签订双硕士学位协议。 

资讯管理系

数位多媒体

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包括健康照护资讯系统、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应用、商务智

能、云端运算、3D 互动多媒体。 

 2.核心课程：含 3 类课群：资讯技能课群、管理课群及多媒体应用课群。

主要课程包含：多媒体网页设计、游戏程式设计、3D 电脑动画、多媒体应

用系统等。以培养网页前端设计、3D 多媒体设计、多媒体行动商务人员为

目标。 

 3.产学特色：成立资讯服务中心提供产学合作管道，近 3 年每年产学合作

计画平均约 288 万台币。 

工业工程与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配合产业发展的需要，训练学生能将人力、物力、财力及资

讯等资源作一最佳化的统筹设计与整合应用，目标在於培养工程技术与管

理知识的整合人才。 

 2.核心课程：以适切完整的课程规划、优秀的专业师资与精良的仪器设

备，培育符合相关产业所需专业人才，学程设计以务实为导向。 

 3.产学特色：结合产业为重点实作对象，训练学生能够运用理论及技术，

以解决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及服务等领域所面临的实务问题。 

环境工程与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本系集环保科技、经济和管理的专业教师於一堂，以执行环

境工程、环境管理/监测为主轴，环境教育、环境安全与环境资讯应用为辅

的学程。 

 2.核心课程：本系主要课程内容包含环保法、统计学、空气污染学、污水

处理、环境生态学、环境微生物等。 

 3.产学特色：拥有高规格研究环境及先进环境分析仪器，包括 IC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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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MS、AA、HPLC 等。每年均执行 30 项以上公民营委办计画，产学关系密

切。 

应用化学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整合传统化学与生化科技领域之知识与技术，以特用化学与

绿色农业的发展主轴，具实务技术与独立应变能力。 

 2.核心课程：着重有机特化、分析技术核心，结合实用性产品检验分析与

实务应用开发，辅以多面向生化科技专业选修，以强化专业知识与实作能

力。 

 3.产学特色：设置「朝阳健康农粮中心」，透过「费洛蒙中心」、「亚洲谷

物检验中心」及「农产加工验证中心」三项平台，积极整合资源，发展产

学合作。 

银发产业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所特色：银发产业是潜能雄厚领域，本系以服务健康及亚健康银发族

为定位，学习经营管理知能，紧密结合产业需求为特色。 

 2.核心课程：为建构乐龄服务与银发事业管理之学习环境，提供必修及两

大模组核心课程，以厚植理论与实务，结合实习及产学合作达到务实致

用。 

 3.产学特色：本系积极打造职能导向之产学链，创造学企并行之共享平

台，配合教育部、卫生福利部办理乐龄大学、银发园等，媒合就业、辅导

创业以拓展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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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南台科技大学 

电话 886-6-2533131#2120~2122 

传真 886-6-2546743 

电子邮件信箱 publish@mail.stust.edu.tw 

网址 http://www.stust.edu.tw 

地址 台南市永康区顶尚里南台街 1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现有专任教师共 561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共 446 人(占 79.50%)，助理教授以上 87%，师资

优良。 

 2.全校计有 4所博士班、24 所硕士班、24 系、2个学位学程。 

 3.本校获台湾教育部评选为典范科大，为全台应用型本科大学第一，另有教学卓越及评监一等之

殊荣。 

 4.工学院及数位设计学院通过 IEET 工程认证，商管学院通过 AACSB 国际商管教育认证，人文社

会学院通过系所评监。 

 5.本校设有华语中心，备有两岸不同用语简正体速查书籍，并开设课程降低文字上面的隔阂。 

 6.各班设有导师，可以第一线解决同学的问题，关心学生的生活。 

 7.设有谘商辅导室，可以对同学所遇到有关心理、人际关系、学习..等各方面的问题提供相关的

谘询。 

 8.学杂费：每学期工学院及数位设计学院约新台币$55,270 元，商管学院及人文社会学院约新台

币$48,135 元。 

 9.住宿费：协助安排宿舍，校内宿舍有四人房，每学期约新台币$12,5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就业衔接为导向，培育具有实作力及就业力之优质专业人才为业界

所用。在专业选修课程规划上将以经营主管培养为主。经营主管的培训课

程主要包括品牌行销与策略、商店管理、存货管理、顾客关系管理、商品

管理与企业经营法律实务等。 

资讯传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结合现代化网路传媒的专业训练与整合能力，培养学生具有 

 1.数位化媒体的制播能力。 

 2.多媒体与特效的制作能力。 

 3.创意思考与专业技能的新数位媒体尖兵。 

 课程特色包括 

 1.强化学生在影音、新闻、行销与多媒体的基础制作能力。 

 2.培养学生在美学设计的学习训练。 

 3.整合新闻传播、创意设计、网路多媒体、影视动画的专业制作平台。 

创新产品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配合全球设计趋势及发展产业政策，培养能以设计创新产品价值，协助

企业转型之关键人才。  

 2.课程特色涵括创新产品设计、介面设计、微型创业与设计管理及文化创

意产业等面向。 

 3.师资兼具高等学位及业界经验，配合课程规划，训练理论与实务能力兼

备，优秀之设计及管理人才。 

 4.历年师生之产学案、设计竞赛、产品专利等专业执行成果优异。 

 5.位居台南，且本校经营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具发展文创设计优势。

视觉传达设

计系创意生

活设计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为配合文创产业发展趋势，培育未来文化及创意相关产业的工作者，

并透过创意与艺术的训练，将长年累积的文化转变成智慧财产的形成与应

用，以落实「文化」中既有存在的文化新型态，作为未来创作财富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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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的潜力，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的行业。因此，本系透过文化创意产业之生

活体验与文创商品开发之训练（生活体验、场域设计、文创设计、文化资

产等多方面整合型体验设计）进行培育全方面的文化创意的艺术设计人

才。 

休闲事业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强调与业界接轨并以实务之问题解决能力为课程训练重点。 

 2.本系培养未来休闲观光人才，主要特色课程包含行程设计与分析、旅馆

管理、民宿经营管理、航空票务订位、领队与导游实务、导览解说等。 

 3.本系强调与国际交流，定期与日本有交换学生交流。 

幼儿保育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教学资源丰富，针对游戏、绘本及音乐领域积极培育具人文及科技

兼备之专业幼教人才。 

 2.多元化课程内容着重培养学生具备早期疗育、艺术展演、课後照顾、托

育服务等跨领域专长。 

 3.荣获优良幼教学程之肯定，邀请各知名幼教产业机构之师资，培育幼儿

创意教学人才。 

 4.推行实习三阶段-暑期实习、海外实习、企业实习，鼓励学生学习各幼

教机构的职场经验，提升自我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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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崑山科技大学 

电话 886-6-2727175 分機 219 

传真 886-6-2050152 

电子邮件信箱 ksuaa@mail.ksu.edu.tw 

网址 http://www.ksu.edu.tw 

地址 台南市永康区崑大路 195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办学绩优：荣获教育部最高肯定，连续 12 年教学卓越科技大学、5年产学典范科技大学及高等

教育深耕计画。 

 2.师生成就：历年师生累计获金马奖 9座、入围 52 项；金钟奖 7座、入围 13 项全国第一；

2016-2017 年发明专利新申请案居大专校院之冠；每年约 3100 位学生参与世界竞赛，获奖约 1800

位。 

 3.教学资源：教学设备新颖完善，教室皆设置空调，并提供 e化教学；另建置自造者空间、创新

创意产品实作中心、工业 4.0、3D 列印、4D 动感平台、产品开发，深化跨领域人才培育，提升学

生多元的技能与视野。 

 4.国际交流：境外学位生来自近 30 个不同国家，更有多位短期交流生至本校学习；本校每学期

亦遴选学生赴海外实习。 

 5.本校博士班、硕士班、二年制及四年制学士班，皆有大陆地区学生就读。 

 6.住宿安排：现有男女生宿舍共 4栋，1893 张床位，皆为冷气房，宿舍公共设施完善，随时连

接网路。 

 7.日常生活：学生餐厅可容纳 1000 人用膳，更设有便利商店、书城、影印机及多部提款机。 

 8.医疗服务：每周一至周五中午 12 至 13 时均安排校医於健康中心免费为学生看诊。此外，更与

邻近医疗单位签订合约，凡本校学生前往就诊，可享优待。 

 9.运动休闲：拥有体适能中心、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排球场、羽球场、标准游泳

池、体育馆、韵律室等完善的运动设施及多样化的学生社团与活动。 

 10.谘询辅导：提供完善的生涯规划软硬体设施，并有专业的谘商心理师和辅导老师，帮助学生

深入了解自我。 

 11.奖学金：每学年均从学杂费收入提拨 3%以上及其他捐赠奖学金，总金额达 400 万以上，提供

学生申请。 

 12.地理位置：居大台南中心位置，毗邻高速公路大湾、台南交流道、台南火车站及高铁站，市

公车可直达，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备。 

 13.学杂费：2018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49,000 元至 56,000 元间，2019 年实际收费以本校网

页公告为准。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本系现有专任教师共 15 位，其中教授 2 位、副教授 7 位、助

理教授 6位。 

 2.发展优势： 

 (1)以行销企划专业、作业与运筹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为本所三

大研究发展方向。 

 (2)透过课程规划、师资专长、证照辅导、图仪设备配合与实习活动，来

达成三大发展重点。 

视讯传播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本系特聘荣获台湾电影金马奖、台湾电视金钟奖、台湾音乐

金曲奖与各大国际影展等奖项之得主任教；师资学养分别来自美国、德

国、法国、香港等之实务与专业人士，学习环境多元，深具国际视野。 

 2.发展优势：(1)器材设备：拥有与影视业界同等级之摄制、後制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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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设备，学生毕业後能直接与业界接轨(2)课程设计：着重学生影音新媒体实

务制作与企划能力，并以创意美学与人文社会等相关课程奠定学生学科基

础素养。 

公共关系暨

广告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师资优良，以「公共关系」与「广告企划」为两大主要学程

师资，培养学生具有公关与广告之美学创意。2.发展优势：配合公关、广

告、行销等服务产业之发展，本系整合公共关系、广告、行销、传播等研

究及教学以培育就业市场所需求之人才，系所特色包含整体深入运用「整

合行销传播」策略、提供跨领域学习机会、规划与产业结合的系本位课

程、实务运用毕业专题制作、善用就业学程资源、注重学生进路规划、鼓

励学生参与。 

视觉传达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1)师资均来自於海内外优秀学府，有美、英、法、澳洲、西

班牙、日本、比利时等在创意设计与学术研发有杰出成就的教师 18 名。

(2)每年另聘 6 位以上的世界知名艺术家与学者为客座教授，导入前卫设计

观念与行销思维，合作推动本所与国际知名机构的产学交流计画。 

 2.研究领域：(1)培养学生创新突破之设计思维，具开创性设计视野。(2)

积极投入产业开发研究，以创意整合行销之专业优势，创产学合作新亮

点。 

空间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本系师资优良，现有专任教师有室内、建筑、工业、互动、

展演舞台设计等实务型师资，并搭配 20 几名实务型兼任设计师共同授课。

 2.发展优势： 

 课程发展强调以下四点： 

 (1)创意设计、人文艺术及数位科技结合的跨领域团队创作。  

 (2)强调数位科技与工艺应用的空间创作及研究发展。  

 (3)着重在实体生活空间设计及多媒体展演环境设计。  

 (4)培养 3类专业专才：室内设计、环境设计、创新设计。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6 位，教授 3 位、副教授 7 位、助理教授 4 位、讲

师 2位，90%具业界实务经验，专长皆涵盖了课程设计的领域。 

 2.发展优势：(1)培育物联网应用电子系统以及绿能电子与晶片系统之整

合与开发所需才人。(2)课程设计上涵盖智慧电子工程、微算机系统应用、

物联网与晶片系统、健康照护技术、绿能电子应用、太阳能系统设计、产

线自动化技术以及工厂智慧化等领域。 

金融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本系专任教师共计 10 位，其中教授 1 位、副教授 4 位、助理

教授 3 位、讲师 2 位。另聘任多位具有实务经验的业界专业经理人参与授

课。 

 2.发展优势： 

 (1)结合课程与实务，强化金融管理专业能力，深化职场伦理素养，辅导

金融专业证照，提升职场竞争力。 

 (2)建置有智慧金融实验室，配合虚拟交易及金融管理系统，透过股汇市

模拟操作及财富管理规划，增加陆生对两岸金融科技产业(FinTech)的经

验。 

电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25 位，本系全部专任教师皆具有相关业界实务经

验。 

 2.发展优势：(1)与国际学历接轨：通过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2)

发展重点：电机系统的整合性发展并辅以半导体工程等技术。(3)加强实作

学习：产业/电机系合作项目开发、实习、专题制作。 

 3.发展特色：本系为朝向电机系统应用与半导体工程领域发展，近期以智

慧制造与绿能技术为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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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嘉南药理大学 

电话 886-6-2664911#1119 或 1120 

传真 886-6-2668920 

电子邮件信箱 box113@mail.cnu.edu.tw 

网址 http://www.cnu.edu.tw 

地址 台南市仁德区保安里二仁路一段 6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谘商辅导室。 

 2.本校设有境外学生奖、助学金、四育奖优秀学生奖学金与学生急难助学金等。 

 3.2017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0,000 元至 12,500 元,2018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

告为准 

 4.本校安排住宿及其他生活辅导事宜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化粧品应用

与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课程:课程有化妆品调制技术,化妆品分析技术,化妆品检验及有效性评估

等；应用课程有现代美学,护肤保养实习,彩妆技术实习,芳香疗法；管理课

程有沙龙经营,化妆品行销等。专业教室有:彩妆教室,化妆品调制实习教

室,有效性评估教室,美肤保养实习教室等。本学年度科研合作计画案总金

额超过 10,000,000 元。与厦门医学院、漳州科技学院及陕西安康学院等学

校进行专业技术交流或支援师资授课。 

老人服务事

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培养兼具国际视野，理论与实务具备的跨领域整合型老人服务事业

及有关产业管理专业人才。教学内容包含「健康促进」、「服务事业管理」

及「社会工作」三大领域课程；并与老人福利机构紧密合作，业界主管到

校协同授课，学生至机构实习与工读服务，培育业界所需专业人才。资源

设备：照顾技术、活动设计、体适能、饮食保健、生活情境等专业教室。

本学年度科研合作计画案总金额 1,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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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树德科技大学 

电话 886-7-6158000#1611；1603；2004 

传真 886-7-6158020 

电子邮件信箱 oica@stu.edu.tw 

网址 http://www.stu.edu.tw 

地址 高雄市燕巢区横山路 59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世界大学网路学术影响力排名」媲美 211 工程名校，2012 德国 iF 设计奖全球排名第 8

名（浙江大学第 3名、中国美术学院第 19 名)。 

 2.设有博、硕士班，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与 985 工程名校同级，博士教授级师资占 90%以上（资讯

学院为 100%)，具国际水准。 

 3.本校系所全数通过教育部评监。 

 4.校内设有多项自筹奖助学金（如百万筑梦计画、书卷奖及进步奖等)申请条件与台湾学生相

同，符合条件之陆生均可申请。 

 5.修业年限以 2至 4年为原则，凡修毕各系规定学分且成绩及格者授予学士学位，修业期间保障

宿舍床位。 

 6.学习预警机制：建立预警学生补救辅导机制，实施导师访谈、教学助教(TA)、课後家教(PT)课

辅活动，并鼓励预警学生参加课辅、抢救学习大作战、心理谘商等辅导。 

 7.生涯与职涯辅导：办理「生涯与职涯规划系列课程」，将「职涯规划」、「职涯发展与分析」、

「企业参访」等相关课程融入於课程规划，并透过「学生学习历程档案系统」之建置，提升学生

职涯知觉与学习规划。 

 8.校园内建置无线宽频网路（WiFi）上网环境，且 7-11 便利商店、餐厅、书城、影印输出中心

等各类教学与生活所需用品的商店一应俱全。 

 9.本校提供本入学管道新生首度赴台接机服务。 

 10. 2018 年学杂费收费标准参考如下（不含来台就学所需之其他诸如书籍、保险、住宿、电脑

使用费、交通等各项学习与生活相关费用。2019 年如有异动，以本校公告为准）： 

 (1)视传系、室设系、流设系、产设系、演艺系、艺管系、儿家系、资工系、电通系、资管系、

动游系：每一学期学杂费合计新台币 53,390 元（人民币约 11,650 元)。 

 (2)金融系、企管系、行销系、流通系、休观系、应外系、休运系、餐旅系、社工学程：每一学

期学杂费合计新台币 46,433 元（人民币约 10,1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视觉传达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奖。 

 2.系上学生作品屡获德国 iF、德国 Red dot 等世界大奖。 

 3.荣获时报金犊奖、青春设计竞赛、4A!YAHOO 创意奖。 

 4.迎合视觉文化创意产业之需求，藉由课程的导入与菁英培育计画的实

施，规划四大核心专业特色： 

 (1)平面设计 

 (2)影音多媒体动画设计 

 (3)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4)包装展示造形设计 

 5.实施国际交流见学。 

 6.菁英学生进驻横山创意基地视觉工坊研发。 

金融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课程设计：以财富管理与金融行销两大学程发展多元专业知能，并搭配

业界实习教学，理论与实务兼具。课程内容涵盖银行、证券、风险管理、

公司理财与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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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2.教学特色：指导学生参与全国理财规划竞赛与保险实务技能竞赛等获前

三名优异奖项，并积极辅导学生取得四张以上的金融专业执业证照，同时

强化学生就业与升学的竞争能力。 

 3.推展国际化，大陆、越南、韩国、乌克兰及马来西亚等地区均有学生就

读及交流。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为配合经济发展，以培养企业、连锁餐饮与饭店管理干部及创业所需

之管理、物流、人力资源及公司财会部门之人才为目标。为因应就业与创

业并重之经济环境趋势，本系再增加企业经营动态动态模拟、微电影、3D

动画、3D 列印、空拍广告等实作课程。本系特色为大一至大三暑假实习、

国外交换、大四一年国内各大企业实习与半年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

美国、大陆等海外实习，让学生能实习後取得毕业即就业之机会。 

室内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奖。 

 2.将专业知识及技能以三项主轴进行：A.设计管理：室内设计管理、证照

与设计实务、室内空气品质管理、国际设计专题、设计计画书专题等课

程。B.设计规划：快速设计表现法、现代设计思潮、造形构成、多媒材表

现技法、橱窗展示设计、空间元素等课程。C.工程技术：装修材料系统、

室内防火规划、建筑设备环境控制、施工计画、施工估价、室内音响等课

程。 

 3.每年与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合作交流。 

生活产品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树德科技大学生活产品设计系成立於 1999 年，以人为核心，以仁为思维，

将生活中所触及的产品列为关心的议题，并结合工业设计之程序方法、工

艺设计之媒材美感及数位设计之运算技能，进行跨域知能传授。教学上於

传授设计知能外，亦安排多元研习活动、国际交流、设计竞赛，产学合

作，以培养学生专业创造力与执行力，使其具备前瞻的创新思维及优越的

人文素养。本系亦设有硕士班，针对在职人士进行高阶设计能力之培养。 

行销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通过教育部评监。 

 2.培育产业发展趋势所需且具职场竞争力之行销管理专业人才。 

 3.以「行销企划」、「数位行销」、以及「整合行销传播」3 大专业能力之培

养为主轴，「服务业行销」为辅的教学目标与特色。 

 4.国内外实习合作厂商超过 40 家，提供台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

坡、大陆等地实习机会。 

 5.升学辅导协助学生考取台湾知名国立研究所，如中山大学、中兴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等。 

流行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三度荣获教育部评监为全国第一等之科系。 

 2.首创整合发型设计、化妆造型、织品设计、服饰设计、服饰用品设计等

不同领域，成为国内第一个整体造型设计科系。 

 3.结合社会与产业资源，培育务实致用的整体造型设计专业人才，达成知

识创新与国际接轨，应用实务与产业连结发展。 

 4.毕业生具备原创性设计、企划、管理与行销之多元化能力。 

艺术管理与

艺术经纪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为全台大学院校首创，即是国内第一间以人文艺术思维为依归、现代管

理为工具，致力培养跨领域创新思维专业人才之学系。 

 2.课程以「艺术应用」与「创新管理」为两大教育核心，并分为艺术专业

监赏与知能、文化政策、文创产业、经营管理等四大领域，藉由课程的导

入为学生建立有系统的跨领域学习模式。 

 3.强化校内外实习机制、推动取得多样化专业证照，并辅导学生在校期间

创新创业，让学生与产业即时接轨，藉以提升竞争能力。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奖。 

 2.专任教师全数具有博士学历且具有专业证照及业界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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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规划有「应用程式设计」、「网路工程技术」及「数位游戏设计」三个专

业模组课程，注重实务教学，发展多元专业知能，模组课程搭配证照辅

导，增加学生竞争力。 

 4.首创「管线式循环教学」程式设计教学法，荣获国家发明专利，提昇学

生程式设计能力。 

动画与游戏

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动画与游戏设计系是以「培育动画创作、游戏设计、科技艺术及数位内容

相关设计产业所需人才」与「培养具国际移动力专业人才」为主要发展方

向；全球针对新世代数位媒体产业发展具有相当高发展潜力，同时文化创

意与数位内容产业也一直是各国全力推动的主要政策方向。 

表演艺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为全台技职院校首创，并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通过。2.课程规划以幕前

跨领域演出为主、幕後管理与技术为辅。特色教学如演出实务课培养艺术

的整合能力；国际专题研习由老师带领同学赴国外交流，已拜访日、英、

法、德、香港及大陆。大四的毕业制作加强团体合作的能力。最後一哩课

程，媒合产业与准毕业生，为就业提早做准备。3.迎合现今表演艺术产业

之需求，开发微型创业课程如流行音乐专题，引进业界师资，鼓励学生微

型创业。 

流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实务课程设计：藉由四大教学主轴（商务经营、电子商务、数位行销、

物流管理)结合新零售之产业发展，培育产业界所需之人才，使学生专业的

养成能与产业无缝接轨。2.多元实务教学特色：推动多元专业证照，加上

专业服务课程、校外参访、业界教师协同授课等机制，使同学透过亲身体

验而培养专业知能，同时强化就业与升学的竞争能力。3.国际化之推展：

本系持续有马来西亚与大陆的学生来台研修，并开设大陆武夷学院物流专

班课程。 

休闲与观光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奖。 

 2.依休闲产业发展与就业市场需求，规划为「观光旅游」及「休闲游憩」

二大主轴，各课程涵盖就业相关专业证照考试内涵。 

 3.可搭配餐旅与烘焙管理系之「餐旅管理」及「烘焙制作」相关专业课

程，多角化学习。 

 4.专业学习设备充足包含航空运输服务专业教室、飞航模拟专业教室、餐

饮服务技术实验室、饮料调制实验室、烘焙专业教室、树德休闲会馆、实

习旅行社、解说导览实验室及专题讨论室。 

社会工作学

士学位学程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学程连结儿童与家庭服务系资源，并与产设系合作「社会服务设计」

课程，与行销系合作「社会企业行销」课程，培育跨域社工人才注重社工

理论与实务，毕业即具备社工员资格，并可参加社工师证照考试，或是开

办社工师事务所。 

 2.未来可担任专科社工师，包括儿童少年妇女与家庭专科社工师、老人专

科社工师、身心障碍专科社工师、心理卫生专科社工师、医务专科社工

师。 

 3.与优质社福机构签订契约，提供学生实习机会。 

电脑与通讯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奖。 

 2.三年内师生绩效： 

 (1)教师产学合作及研究计划达 72 件，共 6仟万元。 

 (2)教师取得专利件数共 88 件，共有 252 位学生参与。 

 (3)教师与厂商合作技术转移案件有 21 件，总金额高达 260 万元。 

 (4)指导学生获得大专生国科会计画 19 件。 

 (5)取得总证照数为 1,315 张，平均每年 438 张。 

 (6)参与校外专题竞赛获得佳作以上奖项纪录共有 228 件，学生得奖人次

7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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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家庭

服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课程含学前教育、家庭教育及学前特教之专业实务，学生毕业具多个专

业资格。2.设有研究所，修业後可取得硕士学位。历次外部评监表现良

好，於台湾私立幼保相关科系中，录取分数名列前茅，学生素质高。3.提

供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美国等海外实习以及日本国际见学。安排学

生担任国际志工，提升国际视野。4.辅导学生取得「保母人员技术士」证

照与其他专业证照。5.设有托婴中心、幼儿园与育儿资源中心，强化实务

能力。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通过教育部评监。 

 2.设立之主要目的在於培养优秀之外语实务专业人才，提供国际商务、英

文商业文书管理、双语教学、观光旅运与外事公关接待之职场所需。 

 3.课程以商务与观光英文为主，华语与英语教学为辅，并提供第二外语相

关课程，辅导并奖励学生参加英语能力测验、华语教学检定与专业证照之

相关考试，提升就业竞争力。 

休闲游憩与

运动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 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奖。 

 2 体适能规划与指导、户外游憩规划与指导、运动场馆规划与管理三大特

色学程发展多元专业知能，结合业界实习教学，让学生理论与实务兼具。3

辅导学生毕业前取得三张以上专业执业证照。 

 4 每年荐选学生赴美国、澳洲、日本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及海外实习。 

 5 现今国际休闲游憩与运动产业蓬勃发展，专业人力需求已呈倍数成长，

学生毕业前经媒合大都受到相关产业争相录用，平均薪资高於一般产业两

倍以上。 

餐旅与烘焙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配合产业发展，提供完整而适宜的餐旅课程，设立「厨艺制作」及「餐

旅管理」之课程，课程涵盖餐旅就业专业证照，已立学生考取证照，深化

餐旅经营知能，以培养餐旅产业人才之完整性。 

 2.辅导学生参与国际性竞赛，如 2017 韩国 WACS 国际餐饮大赛荣获 4 银 2

铜、2017「安琪酵母盃」中式面食大赛荣获冠军宝座等。 

 3.教学设施包含饮料调制实验室、餐旅专业教室、树德休闲会馆、烘焙专

业教室、西餐教室。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培养学生职场技能相关专业知识为教育目标，训练学生资讯科技应用能

力、管理能力、国际移动力，学生除课程要求外，并鼓励考取国际证照，

如 ORACLE、CCNA、SCJP、Microsoft 系列证照，以利毕业後能与职场需求

接轨。鼓励学生拥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涵养，包括探索力、

知识力、沟通能力、书写能力与尊重他人自我反省能力等等。除了具备专

业知识与技能，也富有综览全局视野与关怀社会的全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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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龙华科技大学 

电话 +886-2-82093211 

传真 +886-2-82091468 

电子邮件信箱 wclien@mail.lhu.edu.tw 

网址 www.lhu.edu.tw 

地址 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一段 30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师资优良：创办於 1969 年，共有 3个学院、14 系及 9个硕士班。师资近 600 位，专任教师中

助理教授以上达 86%，逾 76%具有博士学位。 

 2.教学卓越：2006~2017 年连续 12 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累计奖励金额达新台币 6亿

6185 万元，为台中以北私立科技大学第一名。 

 3.高教深耕：2018 年荣获教育部高教深耕计画 1亿 0.414 万元奖助，为台中以北私立科大第

一。 

 4.学生注册：本校注册率逾 9成，为全台综合型大学第一。 

 5.评监优良：2010 年接受 5年一次外部评监，各院、系均为一等，成绩为全国最优；2015 年自

办评监及工程学院接受 IEET 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全数通过。 

 6.专业肯定：2015、2016 连续两年《Cheers 杂志》全台 158 所大专校长互评调查，获选全台

TOP20 办学绩优大学。 

 7.国际接轨：积极推动国际化，与美、英、日、澳洲及加拿大等缔结姐妹校，推动校际合作与交

换学生，开拓学生国际视野。 

 8.地点优势：位於大台北地区，距离捷运 1公里，步行约 10 分钟；距离台北火车站约 30 分钟，

桃园国际机场 40 分钟车程。 

 9.2010~2017 年参与国际发明展，共获 202 项奖牌， 69 金、65 银、44 铜及 24 个特别奖。 

 10.参加国际及两岸竞赛屡获大奖，2016 年美国 APEC 电脑鼠走迷宫竞赛，获第一名、第二名、

最佳学生及最快单趟成绩 4项大奖。2013 年上海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获大会创新奖，为台湾唯一

获奖学校，超越许多大陆 985 工程名校。 

 11.推动学生取得专业证照, 考取後依类型部份可申请补助 7成，提升就业竞争力，近 3年考取

专业证照逾 1万张，并设有国际专业认证考场。 

 12.学杂费：管理学院与人文暨设计学院每学期新台币 44,630 元；工程学院每学期 51,308 元。

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5,000 元，依据住宿条件不同调整。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文化创意与

数位媒体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透过文化、创意、数位内容多媒体及商品设计课程、专题制作、企业

实习以及产学合作等方式，培育文创产业所需之跨领域数位汇流以及商品

设计人才，并深化学生学习说故事的技巧以培养数位创意人才，并教导学

生如何利用个别或集体创意、技术与才华，以高思维的想像、应用科技技

术，将生活方式、价值信仰、社会情境、历史文物、自然景观等文化素材

赋予高巧思的符号化，创造高附加经济价值之有形商品或无形服务。 

多媒体与游

戏发展科学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结合信息科技、人文与艺术领域专长，期能培养动画与游戏产业未来

的整合性技术人才，专业课程以「动画」与「游戏软体」为两大学程，发

展特色为资讯软体开发之理性思维与设计创意之感性诉求并重，同时透过

结合业界训练学生建立深度专业实务技能。引进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业界

人士，接受教育训练，组成优秀的师资阵容。导入尖端游戏开发技术与设

备及游戏制作模式，并定期举办全国性游戏开发研讨会，促进技术交流。 

财务金融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旨在培育全方位金融人才。开设金融、财务及保险三大领域课程，辅

以企业财务会计课程，并强化学生语文、金融相关法规与多媒体领域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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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与技术，使学生於金融各领域均衡发展。透过实务专题讲座、就业

专精学程、业界技能竞赛、校内外实习，协助学生熟悉实务及专业技能。

配合考照科目开设财金专业基础及进阶课程，以及考照模拟系统与结合业

界办理考照辅导等软硬体设施，协助学生取得就业必备专业证照。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培育各类具有实务经验之信息多媒体及电子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学生

需学习专业技能并接受人文素养教育的薰陶，以成为具有专业理论、实务

能力、博雅通识、职场伦理及语言能力兼备的专业人才。现阶段以通讯电

子系统、微电脑系统应用及电脑网路应用为发展重点，并规划相关课程辅

导学生习得第二专长及取得证照。本系课程分别於 2008 年及 2014 年通过

IEET 国际工程与科技教育认证及技术教育认证，教学品质与国际接轨。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强调学生实务资讯专题能力及鼓励参与资讯相关竞赛。 

 2.系所重视产学合作与国际 IT 证照提升学生就业力、薪资水准与建造亲

产业环境。 

 3.系所课程着重资讯实务基础能力与未来资讯产业趋势培养-云端及行动

商务。 

  

  

机械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育学生从事机械工程相关实务以及研发能力，并与国际接轨。除强调学

生外语能力以及电脑使用技能外，本系课程分成 3 个方向(1)精密制造：培

养精密加工与量测之人才(2)精密快速设计：培养设计分析之人才(3)机电

整合：培养机电整合及自动化之人才，并配合区域产业特色，加强电脑辅

助设计、制造与分析及机电整合之训练。本系与业界交流密切，业界委托

研究开发机会频繁，有助学生了解产业并为就业做准备。 

观光休闲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发展特色为：1.国际化、资讯化、专业化，实务应用导向；2.证照+实

习+就业三位一体学习环境；3.发展国际观光与绿色休闲的最佳摇篮；4.国

际化企业优先签约提供国内外实习；5.境外学生与本地学生交流频繁。在

课程设计上，以「外语」为基础，「观光休闲」为内容，以「行销管理」为

方法，并透过「专题制作」与「企业实习」，强化与观光休闲产业之互动连

结，培养高素质国际观光休闲产业人才，提供具国际水准之服务干部。 

工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旨在培养产业所需之专业管理人才，训练学生具有处理整合、即时与

正确的资讯能力，训练他们成为未来管理者。特别强调企业资源规划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软体与专案管理应用软体训练，重视生

产与服务品质，以六标准差营运为发展特色。成立制商整合与供应链资讯

化两项跨院系学程，实习厂商多元，涵盖服务、买卖、制造三大产销循

环，择优并提供高科技高薪实习机会。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落实本位课程之精神，依据学生就业本位之需求进行相关课程之规划；根

据历年毕业生流向调查显示，本系毕业生就业主要分布於「行销流通」、

「经营管理」及「企业 e 化」三大就业专精领域，毕业初期并以担任基层

行政人员或基层管理人员为主。而该领域除了基础知识技能外，对於「问

题解决」、「创意思考」及「资讯管理」能力之需求相当殷切。 

化工与材料

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创立於 1969 年，在师长的严格治学标准下，已奠定非常良好的学术研究环

境，成为北区科技院校化材系中的佼佼者。藉由紮紮实实的化工与材料课

程安排，以训练培养国家化学与材料工业界的栋梁人才为目标。 

 除加强传统化工与材料基础教育外，为配合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本系尤其

着重在绿色技术、制程技术、能源技术、材料科技(光电、电浆及奈米技

术)方面等专业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以提昇国内化学与材料工业之技术水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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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资讯网路工

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为配合国家整体资讯科技发展及因应网路知识的广泛性，资讯网路工程系

提供完整的资讯工程与通讯网路技术程课程规划，使本系学生具备电脑资

讯与网路之相关理论与技术，本系提供良好的实习场所与设备，以训练学

生具备程式设计、多媒体、网际网路及企业运作的多元网路工程事务。 并

不时办理业界师资协同授课，以传授实务经验，积极推动学生校外企业实

习，以训练学生职场实务，期能培养学生规划、建构、管理与设计资讯网

路系统的能力。 

电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电机控制学程：整合传统之电机控制课程与实习课程，培养具机电整合

实务技能的电机人才。 

 2.通讯光电学程：以有线宽频网路、无线通讯、及光电应用与材料领域为

主，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的专业通讯光电技术人才。 

 3.系统设计学程：课程规划以积体电路设计与软硬体系统整合为主，培养

具有设计与研发能力的系统整合人才。 

  

国际企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教育目标除培养学生商管之基础判断分析能力以及专业语文沟通能力

外，同时加强学生国际商务相关之进阶专业理论与实务的知识与技能。课

程内容设计以现今国际商务发展相关之学理科目为轴心，特别着重国际商

务理论与实务之配合、国际市场之研究与开发、国际营运与国际营销能力

之涵养、金融财务管理以及电子商务之应用，使学生具备国际商务管理能

力，成为具有国际观的专业国际商务人才以因应全球竞争的挑战。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应用外语系成立宗旨在於配合国家知识经济时代国际化之需求，奠定学生

基础语文能力及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及专业(英)外语应用能力。同时培养具

有国际竞争力、创意思考能力、人文素养及国际观之外语实务人才。本系

将跨领域多元化学习、国际学术交流、产学合作与实习、专业志工与服务

学习及多元证照等五大重点特色订定为发展方向，希望藉此扩展学生国际

视野、展现人文关怀精神、获取实习经验、并培养第二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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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辅英科技大学 

电话 886-7-7811151 

传真 886-7-7828258 

电子邮件信箱 ic@fy.edu.tw 

网址 http://web.fy.edu.tw/bin/home.php 

地址 高雄市大寮区进学路 151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958 年创立，为台湾少数办学超过 60 年历史的大学，在医护、食安、环保、学前教育等专业领

域发展与科研贡献享有盛名。  

 办学绩优成果： 

 1. 排名优秀：2015 世界网络大学排名(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台湾所有私立科技大学

排名第 6，医护专业类科技大学 No.1。  

 2. 国际认证：生物科技专业获工程教育 IEET 认证，学历学位国际承认。 

 3. 就业率高：教育部公布辅英科技大学毕业学生就业率居全台湾第 3。  

 4. 超强师资：环境工程、生物科技全部博士师资，拥有多位世界名人录，专业论文奖等众多奖

项，世界一流学术研究水平。 

 5. 教学卓越：台湾教学卓越大学。 

 6. 学生专业表现佳，拥有广大校友，领先未来不怕竞争。 

 7. 位於高雄市区，保证住宿，校园生活舒适、生活费用便宜。 

 8. 邻近高雄国际机场，返回大陆各地方便。 

 9. 提供陆生优渥奖学金。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环境工程与

科学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学绩效卓越:建置实务教学模厂，融入专业实务教学，毕业生符合业界

人才需求，历年教育部科大评监均获一等佳绩。 

 2.通过专业认证:通过华盛顿协定之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毕业生学历获

国际认可。 

 3.产学成果丰硕:发展环境品质监测、健康风险评估与能资源循环技术

等，争取产官学计画经费挹注，成效卓着。 

 4.深耕就业职场:毕业生多任职於环境检测、环境顾问、厂务环安及污防

操作等产业担任专责技术人员。 

  

健康美容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校内设置 SPA 情境馆实习中心，培养学生具备专业精致皮肤照护、医学

美容谘询及体型雕塑能力。 

 2.培育学生具备医学美容、美学谘询与健康管理及时尚美妆微型创业能

力。 

 3.课程辅导，包括：美容乙丙级、IAAMA 国际芳疗师、美甲师、美睫师、

乙级生技化妆保养品研发管理师等专业证照，提升就业能力。 

 4.设置「头皮毛发管理专业教室」，结合头皮照护、特殊芳疗、等保健课

程，提供实务及多元的学习环境。 

  

幼儿保育暨

产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全台唯一结合「保母托育、幼儿教育与亲子文创产业」之学系。 

 2.高阶与业界师资健全：本系拥有幼儿保育、文创及亲子产业等专任师

资，同时礼聘幼儿教保与亲子产业业师协同教学。 

 3.课程规划契合产业需求，学业就业一条龙：学理、技术与实务课程并



45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重，致力於幼儿保育与亲子产业的结合。本系另有附设幼儿园、公共托婴

中心、非营利幼儿园、坐月子平台等产业，培育学生具备幼儿教保知能，

并与就业无缝接轨。 

高龄及长期

照护事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育特色:提供健康促进、延缓老化失能课程，培育学生为乐龄健康专业人

才；针对失能失智长照需求，提供全人照护，连结跨域资源，培育学生为

长照全方位照顾管理人才；配合社会与产业需求，提供健康养生、生活重

建等经营管理课程，培育学生为高龄长照事业体之中高阶管理人才。特色

优势:1.职场定锚，长照模组课程教育部专案认证 2.情境模拟基地，学用无

落差 3.实习多元规划，衔接就业 4.在地产业链结、放眼国际，就业进路多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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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明新科技大学 

电话 886-35-593142 分機 2614 

传真 886-35-5594384 

电子邮件信箱 ycl@must.edu.tw 

网址 http://www.must.edu.tw 

地址 新竹县新丰乡新兴路 1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位於新竹县新丰乡纵贯公路旁，地理位置紧邻新竹科学园区、湖口工业区等，与邻近产业

关系密切，提供优质产业学习环境。校园环境优美，占地 32 公顷，教学设备新颖完善，学习环境

极佳，推荐毕业生至台商公司之工作机会与管道。  

 2.本校设有「工学院」、「管理学院」、「服务产业学院」与「人文社会学院」，包括 10 个研究所、

22 个专业，培育学有专精、理论与实务兼具、知识与品德合一、善於掌握时代脉动与趋势变化的

专业人才，重视学生均衡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使学生升学就业无往不利。  

 3.本校积极推动国际化学习环境，目前有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不同国

籍之研究所与大学部国际学生，欢迎同学加入此多采多姿之国际化校园。  

 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6,000-52,000 元。  

 5.住宿费：本校陆生宿舍为体安楼(国际生大楼)，宿舍内规划有休闲室、会客室、K书中心、温

馨小家电区等公共空间，四人房费用为每学期新台币 12,000 元。  

 6.餐费：餐费自理，每日约新台币 2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财务金融系

智慧理财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学经历优质之师资群：专任教师均具相关产业经验，并聘任金融业高阶

经理协同教学，提供完整之财金专业知识及实务技能教学。 

 2.完备之教学软体及课程规划：国际财经资料库、虚拟交易平台、办理虚

拟交易竞赛，训练学生理财规划及证券分析能力，课程设计融入金融创新

元素，开设金融行销及智慧金融相关课程。3.积极推动学生校外实习：办

理校外参访及提供学生校外实习体验，实践实习就业化之办学目标。 

  

幼儿保育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优质师资：师资具实务经验且专长多元，包含美国、英国、西班牙及台

湾之博士，尤幼教背景师资 100％博士学历。 

 2.资源完备：设置模拟、保健、多媒体、电脑、艺术创作、电钢琴、韵

律、木工等专业教室，并设有琴房、系图书馆及儿童绘本屋。 

 3.特色课程：(1)多元丰富课程：规划包括幼保专业课程、实作活动及潜

在课程。(2)实习课程紮实：安排课程实务教学、幼儿园及多元实习。(3)

开设就业学程：培养第二专长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半导体产业是世界的主流之一，即或至 2030 年，依然亮眼。明新电子的

师资与设备，皆能配合此领域的发展，不管是 IC 设计、制造、测试、封装

与品管或可靠度分析，训练出来的高级半导体人才，都适合此等业界的使

用。2.因地利之便，也与国立大学或新竹园区厂商合作，理论与实务可缜

密结合，另外亦与海外学校也有密切合作，能拓展学生视野并与世界接

轨。3.本系通过华盛顿公约国际教育认证(IEET)，毕业後深受业界与国际

大厂喜爱任用。 

乐龄服务产

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育特色：乐服系是台湾首创长照产业系所，培育学生具行政管理、评

估规划、创新服务、社会行动、合作与沟通、伦理实践等专业能力，学生

紮实之校外实习、积极培育学生跨领域之就业能力，以爱、关怀与专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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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供优质教学与服务。 

 2.未来发展：乐龄服务产业管理系在科技产业实质面向上的链结，更加在

国家产业整体面向上得以促进国家产业升级，成就环境机能智慧化温馨照

顾理想，以此回馈社会，友善社会。 

  

旅馆管理与

厨艺创意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依据旅馆及餐饮厨艺等产业所需人才方向，实施『拟真情境教学』，将

致力於培养兼具理论基础与实务技能之旅馆管理与厨艺创意人才为发展重

点。教学特色如下：1.建置有「@House 烘焙坊」提供创意烘焙点心贩售及

实务实习课程。2.目前计有 6 国之境外学生就读，具多元国际文化，促进

学生国际视野，增进日後实习及就业之广度。3.提供完整旅馆实务训练，

并於三年级可选择至台湾星级旅馆及饭店进行观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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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弘光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6318652 分機 2234 

传真 886-4-26314074 

电子邮件信箱 csc@web.hk.edu.tw 

网址 http://www.hk.edu.tw 

地址 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 6段 1018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二年制学士班(本科)修业年限 2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者，授予学士学位。 

 2.学校概况：弘光科技大学位台湾台中市，成立於 1967 年，秉持「以人为本、关怀生命」的办

学理念，致力深耕技职教育，教育部评监均名列前茅，新生报到率每年均达 91%以上，近年来将

招生触角延伸海外，吸引亚太地区国家学生就读，成果深受各界肯定，现已发展为具有 10 个研究

所与 22 个系的综合性卓越大学。本校已与美国、新加坡、澳州、越南、俄罗斯、中国大陆及港澳

等地建立密切的教育与学术合作关系。 

 3.办学绩效： 

 一、2018 年获得台湾教育部高教深耕获教育部补助新台币 1亿 1263 万(约 USD3,750,000)，中北

部私立科大第 1名。 

 二、本校荣获台湾教育部典范大学奖励补助！ 

 三、台湾第一所获国家永续奖及卓越经营品质标竿奖大学！ 

 四、连续 12 年(2006~2017)获得台湾教育部教学卓越大学经费补助之肯定。 

 五、2018 年注册率 91.81% 大学好感排名全国私立科大第三。 

 六、「远见杂志」2013 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力调查，本校排名全国私立应用型大学第 4名，学生表

现深获企业主肯定 

 七、本校拥有最多国家级检定考场(30 个) ，居全国学校之冠。 

 4.学杂费：本校 2018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新台币 45,547 元至新台币 55,057 元间，2019 年实际收

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奖助学金：本校设有境外学生奖学金及班级优异成绩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学生。 

 5.住宿：本校通过「外宿学生安全认证」，安排住宿於国际学生宿舍，校方不定期视访，师长关

心、学生安心、家长放心。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5,000~34,000 元之间。 

 6.生活辅导：本校设置「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单一窗口，提供安排接机、住宿、学生辅导、国际

联谊等相关活动。 

 7.生活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30,000~60,000 元之间。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台湾第一所获得考选部核准通过检附毕业证书即可报考食品技师。 

 2.台湾食品相关系所拥有最多乙、丙级专业技能检定场之学系。 

 3.台湾系所唯一国际级 TAF 及卫福部认证之「基因检测认证实验室」及

「食品安全与超微量检验总中心」。 

 4.台湾中部唯一获 2013-2017 年度教育部发展典范科技大学计划、HACCP

级烘焙实习工厂之食品相关科系。 

 5.历年评监皆荣获一等及通过之殊荣，为学习食品及烘焙科技最理想首选

文化创意产

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课程规划以培育未来从事文化创意产业之设计与行销整合型人才。以

创意生活产业为主要工作职场，培养学生具备从事设计与行销所需之多元

整合能力，特色课程包括：产品设计与行销、空间设计与行销、角色造

型、饰品设计、文化空间、云端整合行销、广告管理与公关策略、音像创

作与数位行销。实务导向的课程设计与完整的实习制度，建立文创产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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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爱用的人才库。 

老人福利与

长期照顾事

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为台湾第一所教育部评监一等之老人相关科系，培育具人文素养与

照顾服务能力之老人社会工作人员及长照事业行政人员，以切合社会趋势

与产业需求。 

 2.规划学生毕业取得长照机构负责人资格。 

 3.重视实地实习课程，规划学期制实习，在学期间已进入长照体验学习。

 4.积极拓展海外机构实习、科技与 AI 照顾能力养成、实务课程翻转、创

新师生自主学习社群、大学社会责任体验实作，以培育全方位老人服务人

才。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培养学生具备管理与应用资讯科技之能力，协助企业导入资讯科技，掌

握竞争优势。 

 2.以医疗资讯管理、资讯科技应用为主体，结合本校相关资源，拓展产业

跨领域资讯管理应用之整合。 

 3.建立特色模组课程与跨领域整合性学程，并辅导同学取得国内外相关证

照，增加学生就业机会与竞争优势。 

 4.最後一哩课程设计，由学校和产业界合作规划、实施课程，以发挥辅导

学生就业及协助学生顺利将所学转衔至职场之功能。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阵容坚强，皆具国内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 

 2.课程配合产业趋势需求，以培育智慧生活、辅助科技以及当前业界需求

最殷切的资通讯(ICT)人才，包含行动装置软体开发、无线嵌入式系统开

发、智慧生活科技跨领域等专业领域。 

 3.教学资源设备完善，采「做中学」实务教学模式，设有行动计算、智慧

自动化、系统软体、嵌入式系统、网页与资料库应用及专题等教学实验

室。 

 4.本系课程师资获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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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健行科技大学 

电话 886-3-4581196 分機 5807 

传真 886-3-2503011 

电子邮件信箱 ico@uch.edu.tw 

网址 http://www.uch.edu.tw 

地址 桃园市中坜区健行路 229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创校 50 年来，健行科技大学一向以理工专业闻名，在绿色能源、智慧电子、土木与防灾科技等

领域居於领导地位，为了培育 T型人才，加值学生的跨界能力，本校近 20 年来亦在商管、餐旅、

设计等方面投注相当经费，使本校的学生不但专精於本业的专业知识，亦具有跨界整合之能力。

 2.本校地理位置极佳，由桃园国际机场到本校仅需半个小时；距离桃园区中坜火车站步行仅约

10 分钟，校内有 ubike，附近有 SOGO 商圈、电影城、餐厅林立，食衣住行均相当便利，休闲娱乐

一应俱全。 

 3.本校拥有最先进之 E化教学环境，每间教室均配置触控式电脑与液晶投影设备，斥资数亿元打

造新校园，全校各栋建物(含宿舍)均有无线网路。 

 4.本校办学绩效优异，在国际化部分，本校与美国、俄罗斯多所大学互派交换生，并送学生至日

本、法国、新加坡等地进行实习，以开拓学生眼界。 

 5.学杂费(每学期)：工程类科新台币 55,000 元(约人民币 11,000 元)，商管、设计类科新台币

50,000 元(约人民币 10,000 元)。 

 6.住宿费(每学期)：新台币 12,000 元约人民币 2,4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以就业市场需求导向的课程规划、理论与个案并重的教学方法，培

育具整合观之踏实基层管理人才。学生可依性向与兴趣，选择「微型创业

管理」、「客户经营管理」及「企业流程管理」三学分学程学习。 

 2、毕业後可担任各组织、企业之基层管理人才与自行创业或个人工作

室，例如第一线面对市场或客户的服务人员与营销人员，与各企业功能部

门(产、销、人、发、财等)的基层人员、储备干部、行政秘书或企划、幕

僚、参谋等。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育目标：资讯管理系(本系)以培养具独立逻辑思考与推理能力，并兼

备软件专业知识与经营管理能力之讯息管理人。  

 2、课程特色：本系课程规划为：「资料库管理人员」、「软件设计人员」及

「企业电子化人员」等三个主要学程，并且配合多媒体应用课程内容带领

学生前往企业参访。 

 3、师资阵容与实验室：现有专业教师 18 位，并且拥有 ACA、ERP 等相关

证照考场，协助学生取得讯息管理相关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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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正修科技大学 

电话 886-7-7358800 分機 1195 

传真 886-7-7358895 

电子邮件信箱 oia@csu.edu.tw 

网址 http://www.csu.edu.tw/ 

地址 高雄市鸟松区澄清路 84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 本校创立已超过半个世纪，荣获教育部『典范科技大学』殊荣，现有学生人数超过一万八千

人，为台湾所有应用型高校中规模最大者。 

 2. 连续多年获得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补助，产学合作绩效卓越，多项指标被评为顶标学校

与顶尖校院第一名。 

 3. 本校设有语言学习中心，提供学生语言学习、谘询及交流之协助，并指导正体中文与简体中

文之转换使用。 

 4. 各系组皆设有教学助理 TA，辅导及协助课程上的学习。 

 5. 本校设有学生辅导中心，由专业心理谘商师提供各项心理谘商与生涯规划辅导协助。 

 6. 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60,000 元。 

 7. 住宿费：新进学生优先安排入住本校正修宿舍，每四人一间，每学期每人新台币 12,500 元。

如有特殊需求，亦可个别申请本校文山学园或自行在外赁居。 

 8. 生活费：每月生活费约新台币 6,000~7,000 元。 

 9. 保险费：含平安保险与健康医疗险，合计每学期约新台币 3,3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建筑与室内

设计系建筑

设计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系组课程规划以设计、规划、设备、结构、史论、景园、电脑辅助设计

等基本领域培养艺术与美学兼备之建筑设计人才。 

 2.强化工程实务管理、高阶设计技巧整合、与业界合作实务专题，以达到

理论与实务并重之教学目标。 

 3.兼具教学与实务经验之师资，更有半数以上教师拥有如建筑师等之专业

证照，兼任教师更是聘自业界之精英。 

 4.毕业学历:学生毕业之学历，将可获得全世界华盛顿协定（WA）会员国

之承认。 

  

土木与空间

资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组以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监检测及营建维护之工程实务训练为

主轴。 

 2.系组与营建科技中心结合，有跨院、校、国家之产学合作研究案，绩效

优良。 

 3.各类考照场地完善，包括专案管理认证中心与营造职类技术士检定术科

测试场地。 

 4.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等名校，定期举办两校学术研究论文发表

交流研讨会，表现卓越，深获肯定，多次获得日本 NHK 电视台报导。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育目标及课程规划贴合产业需求：依据政府高科技发展政策、高科技

电子产业脉动、资策会工业总会统计及产学界专家学者意见订定。 

 2.实务化教学：订定 1+4+1 养成目标，培育学生在学期间能完成 1 件实务

专题之作品，拥有 4张证照及 1张毕业证书，以加强实务能力及竞争力。 

 3.落实职涯辅导：与产业界合作的校外实习，实际与产业界签订『学习与

就业接轨列车』，由公司提供奖学金、校外实习，并实际参与教学、指导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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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金融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注重实务教学：教师均有金融相关实务经验，并训练同学毕业前即具备

银行、证券、保险及会计等实务能力。 

 2.强调专业证照取得以强化学生就业能力。 

 3.课程编排模组化以对应相关职业发展。 

 4.落实学生业界实习增强实务经验。 

 5.教学内容与产业接轨：每年举办课程谘询审查与调整，以结合产业与社

会需求。 

 6.强化国际金融知识：培育金融实务与新金融商品知识，以迎合国际潮流

并开拓宏观视野。 

国际企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重视证照：辅导学生考取国贸证照、国际行销、电脑证照与英文多益测

验。 

 2.重学术交流：邀请校外专家授课演讲并进行国际交流，丰富学生历练。

 3.重实务：透过专题成果展与校外参观的活动，增加学生实务面接触。 

 4.软硬体兼备：5 大实习室结合通关运筹软体，让学生从操作中练习专业

技能。 

 5.强调国际化：重视学生国际观与跨文化的理解，使学生具备全球经贸视

野。 

 6.强调创意：培养学生具备多元创意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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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万能科技大学 

电话 886-3-4515811 分機 21401 

传真 886-3-4531300 

电子邮件信箱 koli1230@mail.vnu.edu.tw 

网址 http://www.vnu.edu.tw/ 

地址 桃园市中坜区万能路 1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本校总计有三个学院（航空暨工程学院、观光餐旅暨管理学院、设计学院）包含 6个研究所（营

科系硕士班、环工系硕士班、电资所、经管所、资管系硕士班、妆品系硕士班）及 17 个系（营科

系、环工系、资工系、航机系、数媒系、工管系、观休系、餐饮系、旅馆系、航服系、企管系、

资管系、行销系、商设系、妆品系、美发系、商品系），全校学生达 11,020 人，外籍学生达四百

余人。我们致力精进各种软硬体设施、教学设备、课程设计、国际交流等领域，使学校已具一流

大学水准，成为应用型本科大学，以实务课程为主，强调务实之用。 

 1.航空城大学，国家级重点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大学。 

 2.毕业生就业率全国科大第一。 

 3.国家级技能检定考场，辅导学生取得各项专业证照，建立就业竞争力。 

 4.国际化私立科大第一，私立科技大学外籍生人数第一。 

 5.教育部教学卓越重点大学，办学成效为桃竹苗科大之冠。 

 6.教育部评监一等与品德教育绩优大学。 

 7.办学品质荣获国际 ISO 暨国际 IEET 认证。 

 8.位居桃园地区八大工业区枢纽，提供多元实习机会。 

 9.校园全区提供无线网路服务，建置 6A 等级云端数位教学环境。 

 10.各系师资优良，设备、设施及仪器等质量皆优。 

 11.优质化环境、生态森林 e化校园、校舍全部无线网路及空调设备。 

 12.河滨大道景色优美贯通校园，休闲运动设施丰富，包括：篮球场、排球场、垒球场、网球

场、田径场、体适能中心、高尔夫球练习场、烤肉区等。 

 13.荣获国家金质奖的单人/双人学生宿舍之万能学苑，2018 年信义楼 4人套房(全新五星级宿

舍)正式启用，配有冷气空调、网路设施，安装有电热水器提供热水洗澡，并设置自动录影系统及

IC 电子识别系统，加强宿舍安全。 

 14.学杂费及住宿费:每学期学费约新台币 54,500 元，四人房一学期约新台币 13,500 元(不含冷

气及水费)，入学当年度收费标准以本校公告为准。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航空暨运输

服务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宗旨以培育航空公司所需之空、地勤服务、航运事务等基层服务人员

及管理储备人才。本系具有中华航空 747-400 型广体机舱教室，模拟教学

空勤机上服务、空勤接待礼仪及安全示范等课程。专任师资包括：前长荣

航空座舱长、前日本航空 JAL 主任座舱长、大韩航空大中华地区空服员训

练教官、厦门航空地勤，成大、交大运输管理博士等。课程设计内容着重

实务经验，在航空暨运输服务领域上强化基层从业人员与储备干部成就之

养成。 

航空光机电

系航空科技

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培育飞机维修所需航空光机电实务技术人才为目标，教育特色在於

培养飞机维修所需专业技能，并使能完整了解飞机空气动力、航空发动

机、飞机结构、空用电子各系统之功能与原理，得以担负飞机检查、测

试、维修、操作及故障排除等任务。本系「航空电子组」特色课程包含

「机电整合」、「空用电子」、「无人机」与「复合材料」等课程模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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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学生考取机电整合与 NDI 证照，培育学生专业基础技能，建立其终身学习

与持续成长的能力 

航空光机电

系航空机械

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培育飞机维修所需航空光机电实务技术人才为目标，教育特色在於

培养飞机维修所需专业技能，并使能完整了解飞机空气动力、航空发动

机、飞机结构、空用电子各系统之功能与原理，得以担负飞机检查、测

试、维修、操作及故障排除等任务。本系「航空机械组」特色课程包含

「飞机修护」、「航空材料」及「精密加工」等课程模组，辅导学生考取飞

机修护乙丙级证照，培育学生专业基础技能，并建立其终身学习与持续成

长的能力。 

旅馆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及东亚经济圈崛起之二十一世纪，国际连锁旅馆的成立

带动高端旅游消费市场的改变。万能科技大学旅馆管理系成立於 2012 年，

旨在培育国际观光旅馆产业所需之旅馆专业人才，包括客务接待、宴会管

理与吧台管理等实务服务人员。在海峡两岸日益往来频繁的今日，具有台

湾学经历之大陆地区旅馆专业学子，不但在专业素养上有国际级认证，丰

富的国际观及全球视野更为未来争取加入海峡两岸连锁旅馆事业行列之竞

争优势。 

商业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国际化为标竿，强调理论与实务的并重，加强视觉造形语言使用能力和

理论基础认知，将现今技能为重的课程，转换为以规划方法和解决问题作

为主导的教学。并藉由传统及数位媒体的表现将广告与流行商品的讯息以

视讯设计的形态传达给社会大众。课程着重於媒体行销及传播制作技术之

视觉发展整合与应用，并以视觉特效设计与网路媒体介面设计为导向，将

理论与技术落实於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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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大仁科技大学 

电话 886-8-7624002 轉 1858 

传真 886-8-7626904 

电子邮件信箱 heidy@tajen.edu.tw 

网址 http://www.tajen.edu.tw 

地址 屏东县盐埔乡维新路 2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於 1966 年创办，1999 年改制为大仁技术学院，於 2005 年改名为大仁科技大学；学制包括

研究所、四技、二技等。拥有完整一贯的技职体系，是南台湾着名高等技职院校，并展望成为受

欢迎实务型大学。 

 2.本校荣获科技部专案计画平均经费私立科大第一名，全台科大中排名第二名！外籍老师比例全

台科大排名第四！ 

 3.本校办学绩效深受各界肯定，连续多年获得教育部补助技专校院建立特色典范计画，并荣获环

境管理系统 ISO14001 认证与 2011 年国际安全学校认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校园环境管理评监

中，得到特优成绩，名列全国技职院校第一，这些佳绩，都是身为大仁一份子的共同骄傲。 

 4.本校重视教学创新与师生互动，连续多年获得教学卓越计画奖助金，以提升学生多元化与国际

化学习之动机，强化自我竞争力。 

 5.为提升本校同学外语文能力，设有语言中心规划英语检定证照课後辅导课程，协助同学取得英

语证照：并且配合教育部计画，每学年提供免费英检辅导课程；建置线上英文 e点通学习系统，

可让同学随时随地上网反覆练习自己语文能力。 

 6.本校为提供学生有更完善之学习情境，设有教学助理(TA)，目的为使教学助理透过专业课程之

培训，以科目为中心，带领学生小组讨论，使能发挥专长用以协助授课教师课程教学，帮助学生

学习该领域上之课程及解决问题。 

 7.为了关怀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开放自我、经验分享的空间与机会，帮助学生自我认识、培养健

全人格、发展潜能、策划生涯发展方向，本校设有谘商辅导室，提供师生心理辅导服务，希望在

协助学生自我了解、增进问题解决之能力、改善人际关系，并促进潜能之开发，以成为一位独立

自主，实现自我的个体。 

 8.本校收费标准为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万元；住宿费：每学年约新台币 16,000-44,000 元

(备有男女生宿舍，依宿舍等级区分不同价格)。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环境与职业

安全卫生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副教授级专业教师，博士学位者 80%以上 

 2.二十间以上专业及共用实验室，整合为新农业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中

心，包括生物毒性检测、环境讯息、绿色能源科技、职业安全卫生与环安

卫教育专业 

 3.合格的职业安全卫生及水质技术士即考即评埸地，培育学生考上国际管

理相关证照。 

 4.课程实作融入、实验、校外实习、考照及就业的一条龙课程，引进业界

教师、产业资源及教师丰富的产学合作能量，师生共同进行产品开发、论

文发表 

幼儿保育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通过教育部「培育幼儿园教保员」资格审认，教育部科大评监 10 年

连续一等的肯定。 

 2.高雄屏东台北实习合作幼儿园育婴中心达 100 家以上，承办高雄市仁武

托婴中心、高雄市三民托婴中心、屏东县托育服务系统、屏东县托育资源

中心等积极参与产学合作并链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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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3.本系具有优良多元化师资并有最优质专业教室，含保母考照教室、表演

艺术教室、幼儿律动教室等。积极辅导学生教保员甄选、保母证照、按摩

证照、才艺证照、 

宠物照护暨

美容学士学

位学程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全国大专校院最早创立宠物美容之科技大学。 

 2.技术士技能检定宠物美容职类丙级最大考场。  

 3.全台最完善宠物美容专业教室、可充分训练学生宠物照护、行为矫正、

美容及宠物商品创意设计等专业技能。 

 4.以实作犬只作为学生专业实训，能与职场无缝接轨。 

 5.辅导考取宠物相关证照及美、日宠物美容师证照、大陆 NGKC 宠物美容

师证照。 

 6.与各大宠物相关产业签订实习合作，毕业即就业。 

餐旅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完善教学设施，打造台湾唯一"饮品调制暨研发中心"并建置米其林厨艺

大楼及实习旅馆，实训专业教室达 15 间，提供最优质学习环境。 

 2.坚强师资阵容，专任师资 34 位且多具有实务经验与国内外专业证照。 

 3.强化实务技术训练，结合课程考取国际证照。 

 4.专业技术培训系统，参与竞赛不落人後。 

 5.引进企业资源，与产业现况不脱钩。 

消防安全学

士学位学程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习得消防工程、水电工程、紧急救护与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技能。 

 2.培育成为消防安全设备之设计、监造、装置、检修、申报、防火及安全

防灾实务型人才。 

 3.业界专家协同实作教学、校外实习、海外研习及实务专题等特色课程规

划。 

 4.重点发展火场监识科技研究、消防安全设备检修技能训练，整合电机、

电子、空调、机械、化工、土木建筑等跨领域专业。 

 5.结合救灾与特种搜救训练基地之训练课程，使学生具备消防救灾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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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圣约翰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8013131#6885 

传真 886-2-28010391 

电子邮件信箱 yhyang@mail.sju.edu.tw 

网址 http://www.sju.edu.tw/ 

地址 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 4段 499 号(国际事务处两岸学术交流中心)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学校简介：本校承袭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玛利亚女校之优良传统，以服务人群、贡献社会为宗旨，

「德以辅才，学以致用」是为本校校训，乃期学生能成为德才兼备，学用合一之专技与管理人

才，历年来学校以办学认真，评监特优着称，并於西元 2005 年升格改名为「圣约翰科技大学」。

本校近年以人工智慧应用加值「绿能」、「智慧」、「健康」为重点发展策略。全校师生共同致力於

恢复圣约翰大学的光荣传统，成为全球最具特色的大学。 

  

 特色：(1)连续十二年获「教育部技职校院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为北区私立技专院校第三

名；另以『北海岸数位乐活互动学习校园建构』、『先进薄膜技术发展与运用』、『建构绿能科技与

智慧节能产学园区』等计画获得教育部特色典范计画高额补助；优秀教师带领学生深入尖端科技

研究，是学以致用、造福社会之最佳代表。(2)重视专题制作，理论与实务合一，办理各系专题评

比，参与全国竞赛成果丰硕。(3)获教育部评选全国唯一友善校园、品德教育、服务学习绩优学

校。本校校园环境优美，社团多元丰富，校园生活多采，并设有 4人房宿舍，备有冷气及宽频上

网。(4)历届校友於工商业界服务杰出，至少 30 位以上校友为上市柜公司老板，校友企业是本校

最坚强的後盾。(5)积极推动与国外大学之学术交流与合作，与英、美、澳、日、韩、越南…等国

大专院校缔结姊妹校并建有各种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如：进修学位、项目研究合作、国际学术研

讨会及交换学生…等。 

  

 企业实习：与知名企业签署策略联盟，并与鸿海集团桦汉科技、云朗观光集团、康舒科技、微笑

单车(YouBike)等 111 家校友企业积极合作，让本校学生在修业期间提前进入产业界实习。 

  

 学杂费收费标准：工类-每学期 53938 元(新台币)，设计/财经管理类-每学期 46915 元(新台

币)。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创意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全国首创的「创意设计总部」，以师徒制为核心概念，将设计工作室的环境

纳入校园里，是国内罕见具有特色的设计学系。辅以 3D 设计列印中心、木

创设计中心、金工实验室、时尚媒材创作教室，全方面的课程磨练出最精

实的设计。系内多位具国内外丰富设计经验之教师，提供学生与产业零距

离的设计专业能力，强化学生实作技能及就业力，让学生毕业即具有实战

力，与设计产业之需求无缝接轨。 

时尚经营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发展特色以「国际时尚采购」、「时尚公关活动」、「流行商品品牌规划」等

课程为主轴，目的在培育时尚经营跨域人才，考量学生学习背景、学制，

鼓励整合运作能力，重视实务操作课程为特色。课程设计旨在追求人才培

养与市场需求的完美契合。此外，邀请从事时尚品牌管理专业经理人担任

业界师资，务求课程内容更丰富，就读圣约翰时尚经营管理系，在毕业

前，即具备一般大学生所无法拥有的实务运作与商务活动执行能力，有良

好的职涯未来！ 

行销与流通二 年 制本系因应快速产业转型、国际化竞争与通路变革，培育重视创新、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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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管理系 学士班 及整合能力之行销与流通领域人才，发展特色如下： 

 1.以行销企划、门市管理与流通管理为主轴。 

 2.强调资讯科技之应用。 

 3.理论与实务并重：(1)邀请业界人士讲授课程，提供实作经验。(2)运用

所学於专题制作与实习。(3)课程产出：报告、个案实作、证照、竞赛、参

访、专题制作。(4)鼓励各类竞赛与证照的取得历年成果丰硕。 

多媒体设计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教学由基础扎根，「匠心独运、师徒传承」，着重设计美学、资讯科技

与人文通识学能的整合。发展特色为： 

 1.互动媒体设计：整合图文影音媒体、互动科技、创意内容等技术，创造

互动式体验情境。培育业界需求之互动媒体设计师、UI/UX 与 APP 设计师、

互动展演设计师人才。2.特效动画设计：整合故事创作、美术绘画、影音

特效与视觉美学等技术，发展动画及影视创作。培育职场需求之视觉传达

设计师、影视动画设计师等人才。 

观光与休闲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与现代人对於休闲假期的重视，观光休闲产业蓬勃发

展。本系培育产业人才着重实务与实习，包含：业师实务课程、实战体验

（专业证照与参与竞赛），并强化业界实习经验。本系建置专业教室（领团

导览教室、烘培教室、咖啡及酒类饮料调制教室、中西餐厨艺教室、空服

地勤实训模拟机舱教室、证照测验中心暨电脑教室等），及校内实习场域

（实习旅行社、实习观光会馆、实习咖啡厅），让学生具备企业实务所需之

能力。 

工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因应世界潮流与产业趋势发展，本系课程涵盖工业工程、商管专业及资讯

应用三大领域，藉以培育在经营管理及资讯管理相关知识，激发对产品在

创意与创新的思考训练。使学生能善用管理科学方法、具备制商整合能

力、注重人性化设计、强调创新思维的工业管理专才，成为专业的产业医

生、绩效专才、智慧生产及物联网应用与科技整合者。本系执行产、官、

学多项计画，挹注大量经费扩充实验设备与强化教学实务，研究成果及职

场资源丰硕。 

休闲运动与

健康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规划以「休闲运动」与「健康管理」两核心课程为主轴，定位以休闲

运动实务人才、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人才、健身体适能教练与专技裁判教

练为培育目标。本系拥有全国唯一健复整合与体能训练中心、足踝矫治中

心、健身体适能教育学院三大亮点特色教室，积极辅导培育－运动伤害防

护师、足鞋验配师、健身指导教练、银发族健身教练、运动设施管理师、

EMT-1 初级救护技术员，让学生在校即具备专业技能与符合社会需求的职

能。 

老人服务事

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老人服务事业系以培养银发产业经营及高龄者专业服务之人才为教育

目标，课程着重於「健康促进」、「长期照顾」与「社会工作」等领域之发

展。 

     本系着重学生务实致用能力的培养，与台湾、大陆与日本等各地区知

名机构密切交流，签约合作以强化学生实务上的学习与视野的开拓。除了

特别重视学生专业态度的养成与服务素养的提昇，亦着力於智能化照护、

银发健康产业经营管理等领域上的发展，以培育学生多元的专业能力。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国际菁英学程：部分课程以全英文授课，培养带领中小企业国际化或

管理跨国企业的能力。二、创新、创业与经营管理学程：培养微型创业、

中小企业发展、与经营管理的能力。三、金融科技(FinTech)学程：培养金

融科技与投资理财管理的能力。四、电子商务与大数据行销学程：培养行

销、电子商务、大数据、网路经营与管理的能力。五、AIoT 产业应用与发

展学程：培养人工智慧、物联网产业应用、行销、与经营管理的能力。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多年来因应资讯科技的翻转，课程内容也不停更新，包括程式设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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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学士班 电商经营模式与行动商务解决方案、商务 App 企画与开发、大数据运算、

云端资料库管理、社群行销与议题推广、行动支付与物流管理、物联网商

务应用、体验经济 VR/AR 商务应用、创新事业经营策略与管理、游戏企划

开发及电竞产业分析等新兴取向。本系教学目标聚焦资讯行动商务相关产

业，培育具备电商专业技能，并以行动商务开发与行动商务管理为两大发

展。 

资讯与通讯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发展目标主要是培育资通讯实务人才；并以发展「物联网暨行动 APP

相关应用」为特色，现有数位信号处理、计算机网络、通讯软体暨网际网

路、通讯系统等实验室。近 5 年来，在相关竞赛共达 51 件，获得科技部补

助相关计画 11 件，经费达 1004.3 万；产学合作案达 19 件；发明专利达 11

件，新型专利 5 件，技术移转 5 件；另外，国际发明展获得 5 金，3 银，4

铜，充分显示本系杰出之教学特色与研发成果。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师资优良，电机与资讯相关领域博士级教师共 13 位，每位教师皆学有

专长，且不断吸收新知，更新本职学能，让学生可以学得一技之长。本系

设备齐全，共有多媒体、cisco 网路、FPGA、物联网及人工智慧等 5 间特色

教学实验室。本系教学重视实作，一人一机教学。本系目前的教学重点

为：智慧型手机（Android,iPhone）程式设计、嵌入式 Linux 系统设计。

3.机器学习与人工智慧、大数据分析及物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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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岭东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3892088 

传真 886-4-23895293 

电子邮件信箱 ltuoia@teamail.ltu.edu.tw 

网址 http://www.ltu.edu.tw 

地址 台中市南屯区岭东路 1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一、创校简史 

 本校位於台湾台中市，1964 年由广东梅州市乡贤蔡亚萍博士与黎明博士伉俪所创办。以「学以

致用，诚以待人」为校训，迄今已逾 54 年的历史。 

 目前设有管理、财经、设计、时尚与资讯 5学院；计 14 个研究所及大学部 17 个系。 

 办学绩效优异，2012 年科技大学评监成绩优异，荣获一等比例全国第一﹔另於 2011 年获德国

「iF 设计论坛」评定为台湾前十大、世界百大设计大学。 

  

 二、学校办学特色 

 1.与职场无缝接轨的专业教育 

  本校发展系以商管学科为基础，继而在设计、时尚与资讯三大领域建立特色，是一所以培育优

质人才为使命的教学型大学。透过「岭东金鹰就业即赞教学卓越计画」，巩固学生专业实务，佐以

全人素养及群体融入，强化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合作、抗压坚持及跨域执行的职能共通力，再以

职涯发展培育及深耕学生就业力，达成强化学生职场竞争力之教学目标。本校更荣获教育部肯定

成为教学卓越大学及 6年教学卓越计画奖励。 

 2.全方位的人才培育系所 

  本校学制完善，拥有最完整的商业类系科与第一流的设计系所；各项专业教学设备先进，具有

博士学历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之优质师资超过专任教师的 87%，领先他校，使本校成为全方位人

才培育的摇篮。 

 3.国际化的高等学府 

  本校除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缔结姊妹校外，并实际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教师进修与学生留学等活

动，成效显着，更与美国、纽西兰、智利、日本、韩国等多国着名大学学府合作提供双联学制学

位。 

  

 三、入学相关说明 

 1. 台商及相关企业赞助优秀学生奖学金。 

 2. 协助安排住宿事宜。 

 3. 毕业後优先介聘大陆地区台商企业任职。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数位媒体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两大特色为「动态影音设计」与「感知互动设计」透过专业课程培

养「影视」、「动画」、「游戏」、「VR 虚拟与 AR 扩增实境」领域之技术人才。

 2.动态影音专业课程：发展动画制作、影视摄录、音效编辑、视觉特效之

技术，激发学生数位影音创作之能力。 

 3.感知互动专业课程：发展互动网页设计、游戏设计、AR 扩增实境、VR

虚拟实境、APP 行动装置设计等创作之能力。 

服饰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是全国技职院校首创以服饰设计开发作为培训目标的科系。以「功能

性服饰创意设计」及「配包创意设计」为主轴，致力於培养对国际流行文

化之观察与审美能力,更具备执行与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教学以创意设计

和打版制作为中心，指导学生通过国家证照考试，鼓励学生参与国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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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校海外研习互访与交流体验,并将产学合作纳入课程，使学生具备产品制作

的专业能力。增强其专业和技术上的实务经验，使其与服饰设计相关职场

无缝接轨。 

视觉传达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课程规划以「数位出版设计」、「文化创意加值」双核心为主轴，因

应产业需求，掌握时代前瞻性设计和潮流脉动，培育具设计整合、规划、

执行与管理之高等设计人才。 

 2.实施术科期末总审、校外专业实习及毕业专题设计外审制度，提升与确

保学习专业成效与素质。 

 3.重视理论与技术的相辅相成，课程中导入专业证照辅导、产学合作、业

师协同教学与相关竞赛，使具备与职场衔接的实务能力。 

  

流行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课程采循序渐进，由核心科目到各种专业选修科目，课程规划考量知识

结构层次，符合教学与学习需求，提高学习效果。  

 2.根据学生特质与能力、专业要求与产业需求等规划整体形象造形设计与

婚纱造形设计二大主轴，以培育时尚产业需求人才。  

 3.邀请业界顾问群参与课程委员会，对课程规划进行检讨与修正，培育最

符合产业需求之专业人才。  

 4.聘请业界专家授课，理论与实务交流互动，深化学习效果，提高专业实

务能力。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真正的行销与流通本科师资群为您传授专业，100%助理教授以上等级师

资，并搭配中高阶主管级业师共同授课、指导实务专题、辅导专业证照

等。您将具备行销企划、会展行销、观光餐饮行销、文创行销、流通业管

理、物流管理、创意设计、资讯、专业外语等等之优质就业力。实务导向

的教学方式，包括企业进教室、校外实习、校外参访、与业界合作专题制

作、参与老师产学合作案、专业证照等等。 

财务金融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发展特色为：崭新的 FinTech 金融科技实验室，学习金融大数据分

析与世界金融趋势接轨。 

 2.落实技职与产业无缝接轨之教育精神，本系积极推动财金专业实习、

专业证照考试辅导、业界师资协同教学、实务专题、业界参访与就业学程

等实务课程。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重点特色为：「聚焦产业－培养五力全开之优质管理通才。」亦即聚焦

社会产业、着重全人学习，并培养就业五力；就业五力分别为具备国际观

之管理能力、勇於协调之组织人际知能、具洞察力之科技应用能力、关怀

社会之人文素养、创业导向之整合创新能力。 

创意产品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生活产品设计融合创意、人文、人本、科技等目标，发展「银发关怀商

品设计」、「文创金工商品设计」以及「智能生活商品设计」三大方向。 

 2.完整的设计竞赛选手训练，定期参加国际发明展与设计竞赛。 

 3.专业的课程规划，健全理论与实务并重发展。 

 4.协助学生创作作品申请专利与商品化。 

 5.与海外学校签订策略联盟，提供海外学习机会。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强化外语能力，除英文学习外，另须选修西班牙文、日文或韩文为第二

外语。 

 2.规划专业选修领域包括国际商务、英语文教、会议展览与观光，学生可

依据个人性向及生涯发展，深耕专业能力。 

 3.规划实习机制，培育学生职场竞争力。 

 4.提供国际接轨之管道，包含海外交换学生、海外实习与海外移地教学与

参访。 

  



62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资讯管理系

资讯管理应

用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专业课程包括企业经营与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与系统开发两大发展特

色，积极培训学生并聘请具实务经验业师协同教学，传授实务技能。 

 2.拥有程式设计、电子商务、资料库与物联网暨大数据相关师资，配合专

业教室的教学与专题实作，充分满足学生学习与实作需要。 

 3.积极推动产学合作、专业证照辅导、实务专题与参与各项创新竞赛，与

多家在大陆设厂之台商建立合作关系，推动企业实习结合专题与产学，辅

导同学毕业即就业之衔接。 

会计资讯系

会计资讯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理论与实务结合：应用会计理论与资讯,培育理论与实务兼备的会计专业

人才。 

 2.设备充实：提供学生实务操作之学习设备，使理论课程後能够辅以实际

操作，强化学习成效并提高学习兴趣。 

 3.教学热情：教师拥有专业教学热诚及相关专业证照，辅导学生培育充份

就业竞争力。 

 4.专业务实：职场实习及专题制作结合，学生对课堂所学能充分了解，积

极辅导考取相关专业证照及参加专题竞赛，提高毕业後职场竞争力。 

  

  

国际企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课程着重实务与理论应用结合，学习国际企业管理课程，提昇毕业即就

业之职场竞争力。 

 2.证照辅导：(1)专业证照：创业管理分析师、乙级门市服务、乙级国贸

技术士；(2)语言证照：多益测验、托福考试；(3)专利申请辅导；(4)创业

辅导。 

 3.国际化：英、韩、日、西班牙、越南等外国语言学习机会，办理海外移

地参访(教学)、交换学生、海外实习、海外短期进修，并与韩、日知名大

学及企业进行国际性交流与合作。 

时尚经营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以「时尚品牌经营」及「行销展演规划」为主轴。以培养国际观、

创意化之时尚经营专业人才为目标。 

 2.与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学生可参与业界实务运作，体验与察觉世界

时尚经营体系多元性，确实掌握自身职业生涯目标，发展具国际视野之创

新时尚经营人才。 

 3.师资阵容坚强，留学各国之菁英团队，具全球视野之时尚经营实务及教

学经验。 

 4.聘请国外学者进行「专题讲座」、「海外企业见习」等。学生亦可至国外

交流。 

资讯科技系

行动与系统

应用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行动与系统应用为岭东科大资讯科技系民国 92 年创系以来一直推行之主轴

与方向，我们从传统第一代的手机、黑莓手机、HTC 手机，一直走到了现今

的 iOS 及 Android 手持装置应用。行动应用创造了岭东资科，岭东资科培

育行动软体应用专才。 

  

  



63 
 

学校名称：中国科技大学 

电话 886-3-6991111 轉 1036、1037 

传真 886-3-6991130 

电子邮件信箱 csec506@cute.edu.tw 

网址 http://www.cute.edu.tw 

地址 新竹县湖口乡中山路三段 53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一、学校特色： 

 本校办学绩效卓越，具优良教学品质与创新文化，引进业界资源，落实技职教育「务实致用」特

色，并连续 12 年获得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奖励，於 2018 年更荣获高等教育深耕计画高额补助，

有效融整教学资源，提高本校办学品质。  

 二、发展方向： 

 本校秉持实务与理论兼具，教学与辅导并重，专业与通识相容，学校与产业结合的教育理念；以

优秀师生为本，吸引菁英人才加入，发挥自有优势的发展策略，以培育专业与通识兼具之技职菁

英为目标，并积极作为产业界解决实务问题的最佳谘询顾问与坚实後盾，成为卓越且具特色之科

技大学。 

 本校积极推动校外实习，目前已与 600 余家厂商业者合作，利用暑期或学期期间，遴选合适学生

赴业界专业实习，并指派学校专任教师配合业界实务指导老师共同指导实习学生，以加强学生专

业职场体验与实务学习，提昇未来就业之竞争力与社会适应力，目前全校实习普及率达五成以

上，成效显着。 

 三、其他资讯： 

 (一)2019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0,000 元至 11,700 元之间，2019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

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二)陆生来台後录取新竹校区学生入住本校学生宿舍；录取台北校区学生提供校外签约宿舍，并

协助辅导学生租屋，确保学生校外住宿安全。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新竹县)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培育具备专业实务、创新思维与国际视野之经营管理人才。 

 ▲师资设备：师资阵容整齐，教师均具丰富教学或实务工作经验，且多位

为留英美博士，知识上可与世界主流接轨。教学设备完善齐全，可充分支

援教学实施。 

 ▲课程规划：以五大管理为经，服务业 4.0 相关知识为纬。 

 ▲发展特色：聚焦专业理论与操作实务的结合，注重创意、创新与创业能

力的培养，重视团队合作与职场伦理的养成，强化国际视野与多元发展的

开拓。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新竹

县)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培育熟悉两岸企业文化、营运知识的新流通世代销售与物流

管理人才。 

 ▲师资设备：延揽顺丰副总裁、摩斯副总等国际高阶经理人专业授课，师

资具备英日语教学能力。专业教室提供行销企划、零售与流通、物流与经

营模拟等教学资源。 

 ▲课程规画：安排行销与流通相关专业课程、知名企业参访与专业高阶经

理人讲座。 

 ▲发展特色：争取与媒合陆生至大陆台商实习与就业，建立本系大陆台商

两岸储备干部台湾培训基地之品牌特色。 

观光与休闲二 年 制▲教学目标：本系培养观光休闲产业中阶管理与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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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事业管理系

(新竹县) 

学士班  ▲师资设备：师资实务专业遍及餐饮、酒店、旅游与休闲游憩等范畴，专

业教室硬体资源完善，可相互支援应用实习等需求。 

 ▲课程规画：课程发展以「餐饮旅宿」及「休闲旅游」管理两课程模组架

构，导入实务教学、证照辅导、校外竞赛，并规划大四参加校外实习（含

国外）或美国双联学位。 

 ▲发展特色：本系以发展「餐饮服务与旅宿经营」与「游憩资源与休闲活

动」为特色。 

室内设计系

(新竹县)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以培育大中华圈室内设计相关专业工作者为首要职责，着重

务实致用之室内设计及工程管理人才为目标。 

 ▲师资设备：拥有近百位具理论与实务专兼任师资，已累积多年陆生专班

之教学经验，同时超过 380 位交流生抵台学习，学生屡获两岸及亚洲大

奖。 

 ▲课程规画：以室内空间设计与装修工程管理及家饰陈设三大模组。 

 ▲发展特色：强化学生学习力与就业力，以契合产业人力需求，实践毕业

即能上岗之无缝接轨。 

视觉传达设

计 系 ( 新 竹

县)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以设计、美学、人文艺术为基础，培养视觉传达设计相关产

业之专业人才。 

 ▲师资设备：具有博士、业界师资阵容，设有 Mac 教室、数位摄影棚、包

装教室、文创商品等专业教室。 

 ▲课程规画：强调多元知识与创新观念，包含设计理论、实务、传播行销

企划、艺术原创及综合应用。 

 ▲发展特色：以人文艺术为内涵，应用数位科技为基础，整合设计领域的

统合能力，并具备专业知识与实务技能；屡获国际设计大奖，学生成就卓

越。 

数位多媒体

设计系(新竹

县)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培育学生俱备游戏设计、电脑动画与互动媒体艺术等专业。 

 ▲师资设备：本系具业界实务师资；设备与时俱进，设有虚拟实境、动作

捕捉、多通道弧形投影、数位音乐创作、三维电脑动画等设备与专业实验

室。 

 ▲课程规画：课程分游戏、动画与数位音乐模组，适才适所、务实专业。

 ▲发展特色：重视新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创新。专题作品更曾获国内外影

展、设计展、竞赛首奖等肯定。与多家游戏、动画与流行事业公司签订合

作。 

资讯管理系

(新竹县)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培养资管相关专业人才，期许学生毕业後与资讯产业接轨。 

 ▲师资设备：专任教师具实务经验与专业证照，学有专精。设有电脑教室

以及骇客攻防、云端物联网等专业实验室及考照中心，提供教学及专题制

作研究。 

 ▲课程规画：云端服务、网路管理与资讯安全、网站设计、巨量资料、网

路行销等课程。 

 ▲发展特色：课程配合时代脉动，纳入新技术与知识，并与企业合作导入

业师协同教学，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增进学生实作能力。 

国际商务系

(台北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培育具沟通能力之商品贸易与推广人才。 

 ▲师资设备：师资阵容整齐，教师均具丰富教学或实务工作经验。教学设

备完善齐全，可充分支援教学实施。 

 ▲课程规划： 课程发展以「国际贸易」及「商务营运」两课程模组架

构，导入实务教学、证照辅导、校外竞赛。 

 ▲发展特色：聚焦专业理论与操作实务的结合，注重视团队合作与职场伦

理的养成，强化国际视野与多元发展的开拓。 

财务金融系二 年 制▲教学目标：培育金融服务业(银行、证券、期货、投信投顾、保险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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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台北市) 学士班 企业财会部门之专业人才。 

 ▲师资设备：师资阵容整齐，教师均具丰富教学或实务工作经验，且多位

为留美博士，专业上可与世界主流接轨。教学设备完善齐全，可充分支援

教学实施。  

 ▲课程规划：提供『就业导向』课程，包括「财富管理」与「金融机构实

务」二大模组。  

 ▲发展特色：透过金融机构参访体验与校外财金竞赛，培育运用金融科技

的财金专业人才。 

应用英语系

(台北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培育具国际观与实务能力之沟通人才达成『实用语言、学以

致用』。 

 ▲师资设备：教师具专业学养与热诚，聘有英语为母语教师。职场经验丰

富之业界师资协同教学。演练教室结合多媒体数位教材设备。 

 ▲课程规划：就业导向培育商务旅运沟通及语言教学人才。强化跨文化沟

通能力，并培养第二专长。 

 ▲发展特色：以证照辅导及校外实习提昇就业竞争力。实务课程与工作历

练态度养成。注重非课程学习环境辅导参加语言能力竞赛。 

建筑系(台北

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目标：以培育「建筑生命周期」之相关实务人才为主。 

 ▲师资设备：专任教师具实务经验与专业证照，学有专精。设置三大中

心：都市更新与住宅设计中心、文化资产研究中心、永续环境研究中心，

供教学之研究。 

 ▲课程规划：课程分为「建筑规划与设计实务」及「建筑工程与科技实

务」二大模组。 

 ▲发展特色：藉由顶石课程、实习及参与产学合作等实务操作培育职场需

求之能力及技术，以达成学中做、做中学，毕业即可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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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台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2391647 轉 8031 

传真 886-4-22391697 

电子邮件信箱 108382@ctust.edu.tw 

网址 http://www.ctust.edu.tw 

地址 台中市北屯区廍子路 666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语言中心、教学发展中心。 

 2.各班设有补救教学制度。 

 3.设有谘商辅导室。 

 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 

 5.住宿费：每学期约 5,600 元。 

 6.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15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牙体技术暨

材料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牙体技术暨材料系在人才培育上乃结合理论与实务，以培育具备分析及开

发能力之牙体技术专业人才为目标。在专业课程上，本系强调学理与技术

相融合，包括义齿设计及技术实务等。在第二专长培育上，以专业选修课

程为例，分为生医材料及牙技临床等二模组，课程涵盖牙科电脑辅助设计

与制作、牙科仪器应用与维修(服务学习课程)、牙科焊接技术学及经营管

理学等课程，以增加学生就业出路。 

医学检验生

物技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培育出具有人文素养、专业技术能力并能不断自我提升的医学检验实验

室人才。藉由产官学的结合进行传染性疾病、癌症医学及保健医学之生技

医药研发，鼓励学生参与专题研究，激发学生对研究的兴趣，并接受进阶

生物技术的专门训练以培育出高级生物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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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电话 886-6-2532106 分機 397 或 398 

传真 886-6-2541309 

电子邮件信箱 emadmi@mail.tut.edu.tw 

网址 http://www.tut.edu.tw/ 

地址 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 529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学校简史： 

 (1)本校成立於 1964 年，经数次改制并於 2010 年 10 月 1 日正式更名为“台南应用科技大

学”。 

 (2)以文化创意为教学主轴，设有设计、艺术、旅游、生活科技及管理等 5个学院，包含 6所 22

系及 5学位学程，全校师生约 13,000 人。 

 (3)校园幽美典雅，学风温馨和谐；位处高速公路交流道旁，交通便捷，生活机能健全，是全国

最具代表的「文创教学型科技大学」。 

 2.学校特色： 

 (1)教学卓越：2013-2018 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及高教深耕计画，6年共约 2亿元。 

 (2)评监绩优：教育部「2012 学年度科技大学评监」行政类及 22 系所荣获一等，「106 学年度科

技大学评监」校务类「通过」。 

 (3)竞赛获奖：连续八年获得台湾「新一代设计展」最多奖数的大学。 

 (4)文创领航：以文化创意融入教学，学风自由活泼，重视创意发想。 

 (5)多元价值：德、智、体、群、美、技六育并重，强调服务学习，培养体魄品德。 

 (6)务实致用：强调实务学习，就业导向教学，与职场工作无缝接轨。 

 (7)国际视野：营造国际化学习环境，促进师生国际交流，提升学生国际移动力。 

 3.教育目标： 

 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进行系所整合发展，并定位为「文创教学型科技大学」，以培育符合社

会与业界需求之「应用务实」与「人文科技」兼具之人才。 

 4.2018 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2,500 元，2019 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5.备有男、女生宿舍，住宿环境舒适宜人，设备新颖，并有门禁保全及宿舍老师、服务同学。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旅馆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致力培育具备国际视野、职业道德、服务技能与正确态度之专业酒店管

理及服务人才。 

 2.课程规划涵盖房务、客务、餐饮、酒与饮料调制等旅馆领域专业知识，

并加强英日语课程，以提升学生外语沟通能力。 

 3.另设计文史导览、美体保健与芳香学、沟通技巧等课程，充实同学多元

技能。 

 4.学生须订制制服及厨师服，并依规定穿着，藉由「型、心、性」的潜移

默化，成为酒店产业最精实的生力军。 

时尚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为目前全国规划『袋包』及『鞋靴』专业课程内容最完整的系。 

 2.专业课程实施业师协同教学，落实技能之实务演练，以缩短学用落差。

 3.与相关产业产学合作，共同培养实务及理论兼具的学生，建立就业管

道，以达技职教育的目标。 

 4.为增加学生就业竞争力，开设证照辅导班，协助学生取得专业相关证

照。 

室内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课程分室内空间设计、家饰与展示设计、实务工程三大模组，融入「人

文创意」及「科技」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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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2.师资阵容集合国内外产学界精英。 

 3.近五年获德国 IF 设计概念奖及国内新一代竞赛等多次金奖，为获奖最

多的大学。 

 4.每年举办五场以上国际和国内学术演讲和台湾室内设计 TID 大奖展暨研

习活动。 

 5.招收国际学生，扩大国际宏观视野和交流。 

商品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以培训「文化创意」人才为发展目标。 

 2.「商品设计」与「工艺设计」为两大教学主轴，课程规划与教学设计、

产学合作与学术研究等均以此为基础，培育具有专业技能的产品设计师与

工艺设计师。 

 3.以美学力（造形设计的美学素养与监赏力）、创新力（创意与企划能

力）、传达力（图文与口语表现能力）、思考力（设计理论与思维）、关怀力

（人本设计具体表现）、资讯力(资讯整合与运用能力)为建构商品设计系的

教育特色。 

美容造型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以培育美容、发型、时尚设计及整体造型人才为发展目标。 

 2.教学内容与特色随时尚潮流与社会脉动而适时调整更新。 

 3.传授全方位美容、美发、美甲、彩妆、整体造型设计、艺术创作、经营

管理等专业人才。 

 4.密切与产业界合作交流，并积极辅导学生取得美容美发之专业证照与外

语证照。 

 5.师生参与国内、外竞赛屡获大奖，并致力培育学生专业技能及开拓国际

视野，提升国际移动力。 

服饰设计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以「服装设计与行销管理」的专业进阶课程为架构，规划服饰设计、行

销管理二大模组，涵盖具多功能性服装、内衣、旗袍、礼服、男装之设计

与制作等课程。 

 2.理论与实务并重，引进业师协同教学，与业界建立良好之互动，并积极

落实产官学实务合作。 

 3.培育学生具备专业技能、人文艺术涵养及熟练外语之能力，促进学生国

际专业交流，提升学生国际视野与国际移动力。 

视觉传达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主要分为数位设计、包装设计、图文设计三大模组课程，结合职场实

习、产学合作提昇毕业生就业的竞争力。 

 2.运用复合式教学，培育具备创新、研发、设计及行销等能力之人才。举

办多项讲座、学术研讨会、展览活动，师生参与国内、外竞赛迭获佳绩、

广获赞誉。 

 3.课程主要内容为品牌、包装、网页暨多媒体设计等，教学环境及软、硬

体设施更新与时代脉动同步齐趋，期许学生能成为全方位的优质设计人

才。 

幼儿保育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培育优质幼儿教保人员，配合本校人文艺术特色，提供多元化学习课

程。 

 2.发展第二专长及兴趣，强化「婴幼儿照顾」、「幼儿艺术」、「课後照顾」

之专长，及职场竞争力。 

 3.开设婴幼儿领域相关新兴课程，如婴幼儿按摩、手语、瑜珈等，并协助

取得相关课程证书。 

 4.举办国际交流活动，如国际大师讲座及工作坊、国外幼儿教育机构参访

等，提升国际视野。 

 5.与民间儿童福利机构结合并举办活动，加强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认识与理

解。 

餐饮系 二 年 制1.教学特色着重实务能力，培养学生紮实的专业基础，注重实作能力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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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学士班 理理念，并强化创意、创新、创业与就业竞争力。 

 2.设有各类技艺培训队，包含烘焙、西餐、餐饮服务(含餐酒)、饮料调制

及中餐与蔬果雕等培训队，除精进学生技能也鼓励同学参加各项国内外竞

赛，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3.以具特色之校内实习制度、辅导学生取得证照、毕业制作及参与社会服

务等策略，促进学生就业竞争力及未来发展潜力。 

流行音乐学

士学位学程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课程分为「流行音乐表演艺术」与「音乐工程创作」两大模组。 

 2.除聘请业界专家授课外，更结合本校音乐、美术、舞蹈、服装、美容、

多媒体动画等各系教师及丰富的软硬体资源设备，提供学生符合业界专业

能力需求的教学内容。 

 3.培育爵士、即兴演奏(唱)、音乐歌舞剧专业人才，录音、音乐创作、乐

曲编曲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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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远东科技大学 

电话 886-6-5979566#7481 

传真 886-6-5977010 

电子邮件信箱 usagi@mail.feu.edu.tw 

网址 http://www.feu.edu.tw 

地址 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 49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远东科技大学近年来不论在教师、学生、课程、教学环境与制度等面向皆有显着的进步，其中

绩效显着且最有发展潜力的特色就是三创教育。本校三创教育主要是以创造力教育为基础，进一

步提升创新技术研发与实务技能，最终以创业能力之培养为标的，推动成果广受各界肯定，包含

有创意教育/能想/想得到、创新教育/能做/做得出与创业教育/能沟通/卖得掉。 

 -创意教育/能想/想得到：核准专利件数已超过 4,000 件，学生专利参与率达 84.38%，连续 15

年智财局专利公告发证件数全国大学第一名。 

 -创新教育/能做/做得出：全国实务专题竞赛 2015 年总成绩为全国第一；2016 年荣获 3类别冠

军及亚军。2010~2017 年科技部产学计画件数，连续 8年为全国私立科技大学第一。参加国际发

明竞赛，累积取得 609 面奖牌，其中金牌数 199 面，质与量全国大学第一名。 

 -创业教育/能沟通/卖得掉：参加华人规模最大创业竞赛-龙腾微笑，三次首奖奖金累计新台币

820 万元。2014~2017 年荣获科技部创新创业激励平台(FITI)竞赛获创业杰出奖 3届、创业潜力奖

3届，共计 6奖项，全国第一名。2015-2016 年参加教育部全国技专校院创新创业团队计画书评选

共 6队获创业辅导金 180 万。本校各项创业竞赛奖金累积超过 2,530 万元，全国大学第一名。 

 2.近年来本校获奖不断，摘要说明如下: 

 -高教深耕大学：荣获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计画 7,214 万元奖助。 

 -产学联盟大学：荣获科技部选为国内具前瞻性发展 18 所国际产学联盟补助大学 

 -顶尖二十大学：荣获天下杂志 Cheers 选为国内顶尖 20 办学卓越之大学 

 -企业最爱大学：时报周刊调查云嘉南地区最受企业喜欢科技大学 

 -台湾最佳大学: 本校荣获 2018《远见杂志》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社会影响前 20 强大学。  

 3.更多详情内容，欢迎洽远东科技大学网站: https://www.feu.edu.tw/w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7 位，计有 4 位副教授，3 位助理教授。2.课程周延: 

本系课程分为创新创业、行销企划与经营管理之特色课程，亦有跨院系的

创意学程、创业管理学程等。3.资源完善:教学设施设有行销研究室、个案

教室，实务技能设有企业经营模拟室、创新商品研讨室等。4.学生成就:平

均每生 7 张国内外专业证照、专利每年约 5 件，获国内外各种创业竞赛累

积奖金已超 500 万、学生专题已 2年获科技部研究创作奖。 

自动化控制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10 位，包含教授 2 人，副教授 4 人，助理教授 2

人。2.跨领域整合：整合机械、电子/电机和资讯领域技术。3.符合世界趋

势：整合智慧机器人、物联网、巨量资料与云端应用等工业 4.0 智动化技

术，提升学生职场竞争力。4.有效率学习：课程以实习居多，教学以技术

实务为导向。5.学生成就：近 3 年学生核准专利超过 100 人次；近 6 年学

生参加国际发明竞赛获奖牌数超过 100 面(金牌数达 50 面)。 

旅游事业管

理系旅游经

营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8 位，包含 2 位副教授、2 位助理教授、3 位助理教

授级专技人员与 1 位讲师。2.课程周延：本系课程设计旨在培育具国际

观、创新能力、旅游事业管理能力之管理专才，并强化服务品质技能特色

课程。3.资源完善：教学设施方面设有数位摄影实习室、影片剪辑室、导

览解说实习室等；增进实务技能方面设有实习旅行社等，教学资源相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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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善。4.两岸交流：本系师生每年参与两岸旅游专业大学生参访与学术交

流。 

创意商品设

计与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专任教师 7 位，计有 1 位教授，4 位副教授，2 位助理教授。

2.课程周延:本系课程分为设计行销、创意商品设计与商品化设计与制造等

三大领域。3.资源完善:教学设施设有电脑绘图实习室、3D 列印实习室、快

速成型实习室等；增加实务技能设有皮革创艺工坊、设计工坊、陶艺工坊

等。4.学生成就：获红点概念设计优胜奖、获国际发明展共 2 金 8 银 5 铜

奖、通过证照张数 1120 张、核准专利 9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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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元培医事科技大学 

电话 886-3-6102212 

传真 886-3-6102214 

电子邮件信箱 register@mail.ypu.edu.tw 

网址 https://www.ypu.edu.tw/index.php 

地址 新竹市香山区元培街 306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修业年限 2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者，授予学士学位。 

 2.全台第一所高龄友善科技大学，全校绿化 80%，并通过 WHO 国际安全学校，为台湾第一所医事

科技大学最高等级认证学校。 

 3.企业最爱大学(科技校院类-生命科学、生物资源、医药卫生)。 

 4.生医健康产业相关系所最齐全，并与台湾各大医院、生医健康产业机构厂商签署产学合作家数

最多的科技大学。 

 5.与德国西门子、日本癌症中心、新加坡医院、日本种麴研究所等海外机构签约，为台湾推动生

医相关机构海外研习成效最高的大学。 

 6.与昆士兰理工大学、林肯大学等建立有双联学制，和纽西兰、德国、日本、瑞士知名大学缔结

姊妹校逾 140 所。 

 7.设立全球唯二、台湾唯一的影像医学大学博物馆。 

 8.台湾唯一建置 cGMP 模拟药厂与智慧长照宅之科技大学。 

 9.台湾唯一通过 IRB 验证可进行审查人体研究的科技大学。 

 10.设置全台最新等级医学临床技能 OSCE 之科技大学。 

 11.台湾唯一与柜买中心签约为创柜板生医健康类专业的推荐单位。 

 12.技转商品化与学生创新创业成长最快速的科技大学。 

 13.台湾唯一结合茶科技与文创的茶创中心，并在两岸开设 MOOCs 的科技大学。 

 14.台湾与地方政府合作健康城市最多的大学。 

 15.毕业生高薪就业率 3个月内达 80%，一年内超过 90%。 

 16.全校师生均通过 CPR 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大学。 

 17.全校必修「专题．实习」与「五创」，并全员跨域学习的大学。 

 18.台湾最具「大健康产业人才培训基地」潜力的大学。 

 19.首创全国唯一官方认证，以医事领域特色之贾桃乐元培医事职业教育体验分馆，馆内用心打

造许多与医事相关之体验区，包含健康管理情境模拟教室、AR&VR 虚拟职场体验区等，提供青年

学子医事相关职涯探索及教育体验课程。 

 20.学校位於台湾大台北生活圈及新竹科学园区，交通便利。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医务管理系

医疗产业管

理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台湾第一间筹设医务管理科系之大专院校，旨在培育学生具备医疗产业

分析及健保制度之因应能力，并拥有医院专案规划及病历资讯管理之知识

与技能。2.专任教师皆具有医务管理实务经验，亦聘请教学医院院长、中

央及地方卫生局处首长讲授实务课程。3.设有医务管理硕士班招收台湾具

实务经验主管及具潜力大学生共同上课，培育理论与实务兼具专才。4.因

大陆未普遍设立医务管理系，已与大陆多校合作办学、研修生及教师至本

系完成修课。 

食品科学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课程着重食品检验与分析、食品卫生和食品生物技术，辅以高值化食品

加工技术等课程。2.师资齐全，应用研究多元，产学研发绩效卓越。3.新

设全台技职院校唯一食安人才培训基地整合新式食品分析检验仪器与实验

室。邻近新竹科学与竹南生物科技园区、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与企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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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科研单位合作密切，多种就业与实习机会。4.国际交流活跃，与国际各大

学策略联盟进行师生交换与互访。提供全台食品科系中唯一海外企业实习

机会。 

医学检验生

物技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所)成立 55 年，生医检验师资丰富，图仪齐全、实

验多元、理论及实习训练严谨、暨提供跨国研习。 2.本系(所)培育医检专

业人才以基因分子诊断、生理讯号、细胞科技、癌症医学、检验管理为研

究主轴。毕业後可投入国际医疗检验、精准医学、及健康产业等职场，并

具国外医疗单位任职及申请美国医检师证照与国际细胞医检师证照考试资

格。 3.本系(所)与大陆多所姐妹校建立实质交流关系，接受陆生修课。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台湾第一所融合企管与健康产业康养机构管理的系所。2.以培育具备管

理、语言、人文与科技应用之管理人才。3.本系就业率 100%。 

生物科技暨

制药技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台湾第一所专注於「生技制药」的专门科系，以培育生技制药实务人才

为职志。2.专任教师皆具实务经验，教学与研究以开发「实际产品」为重

点，目前已有多项产品上市。3.获得台湾教育部、科技部等部会数千万元

的教学与产学研究计画，成果斐然。4.成立生技保健产品机能检测与试量

产研发中心，建置台湾唯一的「cGMP 药品制造量产中心」，并购足各式生技

制药相关设备。5.与 40 余间企业签署产学合作关系，就业、实习等条件优

於其他技职院校。 

  



74 
 

学校名称：景文科技大学 

电话 886-2-82122000 分機 2175 

传真 886-2-82122199 

电子邮件信箱 red0907@just.edu.tw 

网址 http://www.just.edu.tw/ 

地址 新北市新店区安忠路 99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现有 13 学系、8组、1学程、6个硕士(在职专)班，为四个学院(1)观光餐旅学院(2)商管

学院(3)人文暨设计学院(4)电资学院。硕士(在职专)班分别为旅游管理系观光与餐旅管理硕士班

及硕士在职专班、视觉传达设计系数位文创设计硕士班及硕士在职专班、电脑与通讯硕士班及硕

士在职专班。 

 2.校园设施完善，国际安全学校认证：本校校区规划完整，教学设备充足，备有冷气、网路等设

施完善之学生宿舍，远到新生优先申请。本校为台湾新北市第一所环境教育认证机构，深耕永续

发展精神，并与中钢及台积电同列第一，获经济部能源局评定非生产事业单位节能成效第一名。

全台第一所通过 WHO 国际安全学校认证及再认证之科技大学。 

 3.师资阵容坚强，教学品质最优：本校教师多具有实务经验，符合科技大学之教育政策，特别注

重教学品质的提升，是教育部奖励的「教学卓越计画」大学。 

 4.教育部 2015 年度补助金额为全台私立技专校院第三。2016 年度补助金额为全台私立技专校院

第四。2017 年度补助金额为全台公私立大学校院第二。2018 年度补助金额为全台公私立大学校院

第四。 

 5.2014 年 1111 人力银行「企业最爱大学」评价调查，总体表现排名为台湾私立技专校院第三。

2015 年、2016 年及 2018 年《远见杂志》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观光/餐饮/休闲领域本校蝉联台

湾第二。 

 6.收费最低，学生照顾最好：在公益董事会督导下，一切学校收入用在教学研究上，学杂费为全

台私立科技大学中最低。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9,628 元(工业类)、新台币 43,160 元(商业

类)。 

 7.住宿费：六人房每学年新台币 22,000 元、四人房每学年新台币 32,500 元、四人套房每学年新

台币 38,400 元 

 8.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180 元。 

 9.本校设有学生辅导中心，提供远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有个温暖自在的心灵归处。 

 10.定期举办学生座谈会以增进师生之关系与双向沟通。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视觉传达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学目标：以视觉传达设计为核心基础，数位媒体为技术方法，环境视

觉与创意互动设计为发展；平面设计立体化，立体设计环境化、数位化之

视觉创意设计为特色。 

 2.课程规划：美学与专业课程确立多元化学习目标；证照与竞赛辅导；强

化学生竞争力。 

 3.设备资源：有 12 间专业教室及自学中心提供优质自学环境。 

 4.学术活动：每年参加台湾最大型学生新一代设计展，规画学习成果展、

系展及国际级、大师级设计展，每二年举办国 

旅游管理系

旅行业经营

管理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实务经验丰富。 

 2.注重实务课程与校外教学。 

 3.培养学生外语能力。 

 4.知名观光旅游产业建教合作。 

 5.本系硕士班，荣获 2018 年远见杂志评为台湾企业最爱之观光餐旅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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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国第二名。 

 6.完善国际化教学环境与设备，吸引中国大陆、香港、日本、韩国学生就

读。 

 7.完整生涯规划蓝图:三年级旅游课程专业培训及企业实习。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训练学生不仅具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与技术技

能，对企业管理实务之运作亦能有所体验，且培养其独立思考之分析能

力。 

 2.重视人际关系与企业伦理道德之培养，使学生成为未来成功的经营管理

者。 

 3.因应未来国际化、全球化之需求，除专业科目外，着重语文、电脑资讯

之职能培训。 

财务金融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专业前瞻的课程规划: 

 a 理论与实务课程并重 

 b 专业证照及多元企业实习课程 

 2.证照辅导与企业实习: 

 a 严谨的证照辅导机制、课程及题库教学，培养金融证照取得能力(可报考

台湾金融研训院及证基会部分证照) 

 b 与多家金融机构合作开设实习课程，含银行、证券、保险(能否参加需经

企业甄选面试决定) 

 3.专业教学设备: 

 a 证照题库系统 

 b 理财规划、虚拟交易及金融资讯系统 

 c 金融专业电脑教室 

旅游管理系

休闲游憩管

理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实务经验丰富。 

 2.注重实务课程与校外教学。 

 3.培养学生外语能力。 

 4.知名观光旅游产业建教合作。 

 5.本系硕士班，荣获 2018 年远见杂志评为台湾企业最爱之观光餐旅类全

国第二名。 

 6.完善国际化教学环境与设备，吸引中国大陆、香港、日本、韩国学生就

读。 

 7.完整生涯规划蓝图:三年级旅游课程专业培训及企业实习。 

电脑与通讯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育目标，培育具「通讯与电波」及「讯号处理与系统」之专业科技人

才。 

 2.课程规划及实验室仪器设备，提供学生对通讯、电波、计算机、网络及

多媒体处理之量测、分析、设计等相关之实务训练。 

 3.实施契合式课程，聘请业界专家协同教学、推动企业实习、举办产业趋

势讲座、鼓励学生参加专业竞赛，提升学生实务能力。 

 4.学生毕业後，可从事无线感测、智能监控、通讯传输、绿能电子、多媒

体通讯等物联网智能产业相关工作。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组)配合校、院目标以及产业需求和发展趋势来规划课程，藉由资

源的投入使学生能掌握多媒体数位内容产业的创新、应用与管理，并展现

应用资讯科技之能力，以具备职场竞争力。 

 2.课程规划以培育数位内容设计与行动多媒体为主轴(模组)，并结合专业

特色空间来深化专业，同时透过产学合作教学与证照辅导促进学生的就业

能力。 

 3.专业特色空间为高互动 E 化教室、多媒体互动科技室、数位学习室、电

竞专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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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行动商务与

多媒体应用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组)配合校、院目标以及产业需求和发展趋势来规划课程，藉由资

源的投入使学生能掌握多媒体数位内容产业的创新、应用与管理，并展现

应用资讯科技之能力，以具备职场竞争力。 

 2.课程规划以培育数位内容设计与行动多媒体为主轴(模组)，并结合专业

特色空间来深化专业，同时透过产学合作教学与证照辅导促进学生的就业

能力。 

 3.专业特色空间为高互动 E 化教室、多媒体互动科技室、数位学习室、电

竞专业教室。 

应用外语系

日文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进入本系日文组就学之同学大部分均已具备日语相关基础，因此，课程

不同於一般日语课程。教育目标为以更加提升日语能力为主轴并着重於日

语听、说、读、写、译等多面向能力之培养。2.本系日文组专任教师皆为

留学日本之硕博士，其中两位为日籍教师。3.为拓展学生国际观，本系日

文组积极推动日本海外留学与海外实习。与日本多所大学签订短期留学合

约并互订学分抵免办法。另外，日本海外留学更获得教育部「学海筑梦」

之补助。 

国际贸易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推广国际贸易的利器就是会展，因此，结合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和会展

两大领域是本系的课程特色。 

 2.本系的 Doit 实作商舖，强调做中学，透过与厂商合作，应用行销、会

展等相关知识，让同学得以学以致用。 

 3.本系拥有优秀的贸易与会展专业师资，除正式课程外，为强化贸易会展

人才培训(包括策展、办展与贸易参展的训练)，我们积极辅导学生参与会

展专业证照考试与相关竞赛活动，并提供展场工读机会，培养实作经验。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学生专业能力之养成，除资讯工程之基础能力外，每位学生需培养

电脑网路技术与嵌入式系统技术两主轴之专业知识。 

 2.课程规划采模组导向与实务导向，强调实作能力，有效训练学生就业相

关技能。 

 3.辅导学生取得电脑技术专业认证，如微软系统工程师(MSA)、思科网路

工 程 师 (CCNA) 、 Java 程 式 设 计 证 照 (SCJP) 、 Linux 相 关 证 照

(RHCSA/RHCE) 、Big Data 证照 (NoSQL)等， 

餐饮管理系

管理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以培育餐饮专业餐服及吧台人才为目标，注重实务操作技巧的养

成、培养正确服务态度、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期学生成为具全方

位餐饮专业能力的人才。2.本系与餐饮相关企业连结与合作紧密，透过业

界师资协同教学、企业参访、课程规划谘询、企业实习…等，强化学生专

业知能。3.本系规划有针对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以及外语能力的免费课後

「补救教学?专班。4.本系致力培育学生参加国内、国际餐服及饮调专业竞

赛。 

旅馆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提供「理论与实务结合的优质学习环境」，追求卓越旅馆管理知识，强化

理论教育与实务训练 

 2.加强实务训练、专业技能与管理课程做为培育旅馆专业人才具备旅馆业

全面管理能力与知能 

 3.秉持着技职教育的理念，在学院的「学用合一」的经营特色之下，配合

国家整体休闲服务与餐旅产业之蓬勃发展，为社会积极培育旅馆专业人

才，也为旅馆系的学子开创宽阔的未来 

 4.重视语言学习与训练，开拓学生国际视野，立足台湾拥抱国际 

应用外语系

英文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学海筑梦、海外实习，获得教育部及青辅会经费补

助。 

 2.积极争取学海飞扬公费，提供机会鼓励学生就读「双联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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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推动实习、实务课程、协同教学，并举办就业座谈。 

 4.建置「职场情境教室」及「和室教学资源教室」，使学生身历其境的学

习外语。 

 5.鼓励学生参加校外竞赛展现学成效，不断荣获佳绩。 

 6.鼓励学生参与各项偏乡服务、外语接待、国际志工等活动，藉以活用所

学，增进国际交流，加强 

理财与税务

规划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 本系以四大「专业」见长：课程专业，师资专业，实习专业，就业专

业。 

 2. 独立举办「财经高峰会」，广泛邀请台湾财经领域产官学界名人名师主

讲当前最新财税、金融科技、青年创业和智慧理财等热点话题，开拓师生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视野。 

 3. 课程规划与证照考试结合，培养学生具备「毕业即就业」的优势。 

 4. 聘请多位产业界副总经理级专家，担任兼任教师或协同教学业师，提

供第一手产业趋势与实习就业机会，让同学在 

旅游管理系

航空暨运输

服务管理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实务经验丰富。 

 2.注重实务课程与校外教学。 

 3.培养学生外语能力。 

 4.知名观光旅游产业建教合作。 

 5.本系硕士班，荣获 2018 年远见杂志评为台湾企业最爱之观光餐旅类全

国第二名。 

 6.完善国际化教学环境与设备，吸引中国大陆、香港、日本、韩国学生就

读。 

 7.完整生涯规划蓝图:三年级旅游课程专业培训及企业实习。 

  



78 
 

学校名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 

电话 886-6-3362469 

传真 886-6-2692177 

电子邮件信箱 dustin1215b@gmail.com 

网址 http://www.hwai.edu.tw 

地址 台南市仁德区文华一街 89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有健全优良之导师关怀系统及谘商辅导制度。 

 2.有丰富多元的社团活动调剂身心。 

 3.成立学伴制度协助境外生的生活照顾。 

 4.每学期举办多场就业讲座及就业博览会，提升毕业生就业率。 

 5.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60,000 元。 

 6.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3,000 元。 

 7.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3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食品营养系

营养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育目标:培养营养谘询医疗机构、社区营养推广与保健食品营养谘询人

才,临床及团体膳食机构营养师,营养相关研究机构、或生物医学研究人

才。本系专业实验：食品分析检验及食品化学实验室、机密仪器室、微生

物及食品卫生与安全实验室、营养学精密仪器室、分生技术实验室、动物

实验室，食品检验分析技术士检定考场与中餐烹调技术士检定考场。 

职业安全卫

生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即以培养职业安全卫生之专业人才，提升事业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管理

人员之素质，以改善工作环境，减少职业灾害，促进劳资和谐为主要宗

旨。随着政府以高科技产业(如半导体、光电与生物科技等)为经济发展重

点，以及台南与路竹科学工业园区之相继成立，本系之发展重点除了基本

上培养学生具有预期、认知、评估并进而管制作业环境危害与意外事故的

知能，以及藉由实际仪器设备操作应用及现场实习训练，学习专业技术与

培养管理。 

医学检验生

物技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在专业能力目标上，以培育具有临床微生物检验、临床血液及血库检验、

临床生化检验、临床血清免疫检验、临床生理检验(含超音波检查、睡眠医

学)、临床镜检及医学分子检验及医学分子检验等技能的衣饰检验专业人

才，并使配合实验室认证与品质管制的重要性。同时培养同学独立思考及

主动学习检验新知的态度。医技系与生科系设立跨系学程领域学程「分子

暨遗传检测」，以期培育医学分子检验与生物技术相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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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东南科技大学 

电话 886-2-8662-5948 

传真 866-2-2662-1923 

电子邮件信箱 cpwang@mail.tnu.edu.tw 

网址 http://www.tnu.edu.tw/ 

地址 新北市深坑区北深路三段 152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教学资源中心，加强辅导学生增强外语能力，提供多种课余免费学习课程。 

 2.各班设有教学助理 TA，学习上有任何困难，随时协助学生解决学习障碍。  

 3.设有谘商辅导中心，聘任专业谘商师帮助学生生涯发展规划。 

 4.各系设有相关专业领域之国际证照考场，积极辅导学生考证，增进学生信心、充实专业能力。

 5.学杂费：依教育部规定最低收取，每学期总共学杂费工科约新台币 52,000 元、文科约新台币

46,000 元，无其他额外费用。 

 6.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0,725 元，含水电费及无限使用网路费用，冷气空调因各别差异以

卡片计费，节省能源降低收费。 

 7.餐  费：学校设有民办餐厅，菜色多样符合各地口味，最重要是价格低廉，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200 元，吃的好又饱。 

 8.环  境：学校位处台北市近郊风景秀丽，距离知名台北 101 大楼繁华市区仅 10 分钟路程，交

通又便利有十多线公交车及捷运地铁，参访观光艺文展览近在咫尺。 

 9.社  团：学生自行筹组各项社团运动、音乐、武术、文艺、社会服务等应有尽有，并皆聘有专

业老师指导。 

 10.人 和：学校师生感情特别融洽，课内课外亲如家人，可深入感受台湾风俗民情。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营建与空间

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培育土木营建工程管理、景观和室内设计、室内装修人才为目标，

在教学上着重『人文与艺术兼具的空间设计、人性化的通用设计、电脑教

学网路化、营建管理自动化、以及证照国际化』为发展重点。通过实务性

课程让学生取得工程测量类、建筑制图应用类、以及国际 AutoCAD 与

Autodesk 3ds Max 及 Revit 等证照，进而无缝就业衔接於政府机关之工务

单位，上市营造公司、 

 建设公司、工程顾问公司等单位。 

资讯科技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通过 IEET 国际资讯教育认证，教学受到国际肯定。1.课程规划主要为

透过云端科技来整合 IoT 物联网智慧应用、Android 与 iOS App 的行动开

发，力求产学训用合一，将关键技术证照融入课程，重视就业能力培养。

2.办学绩效卓着，获教育部—绿能智慧生活科技、智能资通讯技术、及智

慧终端与人机互动等多项物联网计画，使教学更贴近产业需要。3.学生毕

业前需取得相关国际证照及专业实务实习的学习检核。 

观光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拥有飞航情境教室(空姐忙甚麽场景)、星象观察实习室、导览解说实

习室、产学旅行社、自行车旅游实习室及龙谷生态园区。领队导游国家证

照通过率全国最高，日语导游领队全国第一名是本系学生。课程分三大模

组：观光休闲、生态旅游及时尚美食模组。培养学生考取领队、导游证

照、航空票务证照、国民旅游领团员证照、游程规划证照、自行车领队、

环境教育及咖啡师等证照。培养具有专业知识、人文关怀及良好态度之观

光产业从业人员。 

休闲事业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培育具有美国项目管理师高级干部休闲规划管理专长的人才。 

 课程分为 3 大主轴:1)休闲产业美国项目管理师 APMA 高级干部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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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2)美国健身教练 AFAA 高级干部专业课程；3)休闲农渔业农家乐高级干部专

业课程，或於户外休憩产业发挥所学。本系采用三明治教学，重视国外实

习，每年学生考取各种证照超过 500 张，学生毕业拔尖推荐至世界各国研

究所继续深造。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教学特色着重人文素养、专业技能、实务专题和专业证照认证；课程

含嵌入式系统、人机介面、晶片设计、通讯系统、影像处理、网路工程、

微处理机应用、实务专题等，以应用电子、计算机工程之整合与应用，培

养具设计与实作能力之中、高阶电子工程技术人才。为扩展学生专业技

能、加强其团队合作与实务能力，在课程上注重基本理论之探讨，同时着

重实作之训练,并强调「应用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相关技术之整合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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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6585801 

传真 886-2-27991368 

电子邮件信箱 reg@takming.edu.tw 

网址 http://www.takming.edu.tw 

地址 台北市内湖区环山路一段 56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位於台北市，紧临内湖科技园区及美丽华购物商圈、南港展览馆、南港软体工业园区，地

理条件优渥，交通生活便利，可创造产学合作与学生实习机会，且有效连接国内与国际产业，全

面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2.本校设有教学助理 TA 辅导教学。 

  

 3.每学期办理文化参访活动、师生交流活动，让同学融入校园生活以及台湾的文化特色。 

  

 4.本校设有学生辅导中心提供心理谘商辅导，另设有陆生专责单位协助学生就学及辅导之各项事

宜。 

  

 5.学杂费：每学期学费约新台币 36,240 元、杂费约 9,080 元，课程使用专用设备者，需另外缴

交使用费。  

  

 6.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1,000 元(不含寒暑假期间)，另 1,000 元保证金。 

  

 7.餐费每日约新台币 300 元(视个人喜好而定)。 

  

 8.本校优异办学事蹟： 

 (1)2017 年企业最爱大学生财经学群私立第 2名。 

 (2)2016 年全国大专校院企业最爱毕业生商业类科私校科大第二名。 

 (3)2015 年「企业最爱大学」财经学群私立第 1名。 

 (4)2014 年「企业最爱科技大学调查」第 2名。 

 (5)2013、2014 年度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 

 (6)三度荣获「年度品格教育特色学校」 

 (7)与美国明州州立曼彻普立敦大学等欧亚美全球 11 所大学签订双联学位。 

 (8)与美国西雅图优质大学签订硕士双联学位，就读本校 4年毕业，赴美就读硕士 1年，毕业可

获 MBA 学位。 

 (9)与美国圣道大学、日本东北文教大学等多校缔结姊妹校。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国际贸易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培育沟通协调与商业伦理之国贸专业人才为教育目标，培育国际商务操

作及贸易通筹实务专业人才。深植国贸专业知识，强化实务学习操作，课

程搭配考照辅导，以提升学生就业力；实务性课程导入实习，使同学提早

职场体验；以专题导向学习模式指导学生参加贸易模拟商展竞赛或跨境电

商营运之相关竞赛，增进学生实务能力及实战经验，并藉以检验学习成

效。积极争取政府、民间计画与海外学习计画，期提升学生国际视野及国

际竞争力。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以培养「学以致用、国际视野、敬业负责及具有人文关怀之外语应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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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学士班 才」为目标，培育文化教育或商业领域专业知识与实务能力，熟悉国际行

销与管理知能之外语应用人才。课程分为「文教产业」及「商业应用」两

大模组，以创新、教学、推广为目的，规划学校、产业与外语证照相关课

程。积极争取政府与民间计画(劳动部就业学程、教育部学海飞扬计画)，

强化英语菁英训练，提升英语文实力，增加国际就业力及移动力。 

流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育流通前端之门市服务、电子商务和流通後端之後勤物流、仓储服务的

流通管理人才，教授物流、金流、商流、资讯流和人流之理论与实务整

合、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的技能。配合就业学程、实习课程、实务专题、

证照辅导、业界参访、情境教室、产学合作等课程设计，让学生在校期间

就参与实务通作，毕业後可以直接投入职场，符合业界用人的需求。 

行销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学行销，到德明；拼市场，一定赢！本系培育具备行销管理专业技能及国

际化格局之行销管理人才。教学目标在使学生具备行销之专业知识与能

力，以从事各级产业之行销工作。课程规划除专业课程及商管基础课程

外，特别聚焦数位行销，搭配语文与资讯应用、实务课程、校外实习、专

业证照辅导，并积极鼓励同学参与校外竞赛，以强化学生本职学能。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以「培育具备资讯系统开发与整合能力之创新专业人才」为教育目标，

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如多媒体、资讯系统开发与设计、网路规划管理与

资讯安全及管理知识等课程。 

 2.着重「理论教学实务操作、实务专题制作及企业实务实习」三合一之教

学模式，除辅导学生取得资讯管理相关证照，建立学生全方位的资讯专业

能力外，更积极推动跨领域学习，训练学生跨领域整合能力，强化其适应

产业发展与劳动环境演变的职场就业力。 

行销管理系

国际会展与

观光休闲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学行销，到德明；拼市场，一定赢！本系培育国际会展与观光休闲之优质

经营及行销人才。 

 顺应国际会议展览发展趋势，并配合国家观光发展政策方向，本组透过专

业师资与兼具理论及实务之课程设计，以强化业界交流与实习媒合为导

向，课程规划以会展与观光产业之规划、管理、与行销为基础，同时特别

聚焦数位行销设计，搭配语文与资讯应用、实务课程、校外实习、专业证

照辅导，并积极鼓励同学参与校外竞赛，以强化学生本职学能。 

财务金融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育具备企业财务决策能力、个人财富管理能力与职业道德操守之专业人

才。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培育具备企业管理专业知能与职场伦理之中阶人才」为教育目标，培

育具备分析整合、沟通协调及经营管理能力之企管人才，专业课程分为以

下 3个模组: 

 1.服务经营管理模组：专注於流通服务产业部门，企业营运及行销企划人

才之基础和专业知识。 

 2.创新经营管理模组：专注於企业部门之创新经营管理/经营决策人员，

创业者之基础和专业知识。 

 3.财富规划管理模组：培育具备投资理财、投资组合与规划评估能力人

才。 

多媒体设计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培育具备人文艺术修养及资讯科技的数位媒体专业人才为教育目标。课

程规划着重传统美学设计基础理论，并且融入 3D 电脑动画、网路多媒体、

数位视讯剪辑制作、和电子商务等资讯技术相关课程，导入新媒体行销及

AR、VR 及 MR 等课程，并训练学生於专案管控、分工协调、互动沟通与执行

能力，让学生在毕业时均能具备媒体创意和专案执行的能力，成为新世纪

优秀之数位设计人才与数位产业之领导人才。 

财政税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育具备「税务管理知能」、「理财规划知能」与「诚信服务态度」之财税

专业人才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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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会计资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培育具备会计与会计资讯应用暨职场伦理之中阶人才为教育目标，

课程以培养学生具有与时俱进的会计资讯相关能力。并辅导学生考取会计

师、记帐士、会计乙级、税务申报实务、ERP 软体应用师、BI 软体应用

师、JCCP 电脑稽核软体应用师、企业内部控制、中小企业财务人员等专业

证照。 

资讯科技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资讯科技系的教学目标为「培育资讯软硬体系统规划与开发专业之人才」。

本系以各类资讯相关专业知识为基础，结合实务技术导向的教育理念以及

专业实务课程，训练学生成为具备资讯软硬体开发与职场伦理之人才。并

配合产业技术需求及学生能力属性，规划本系专业核心课程内容，尤其重

视学生学习过程与成果，将理论与实务应用紧密结合於教学中，以提升本

系毕业生之就业竞争力。 

保险金融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呼应当代保险金融整合趋势，培育学生兼具金融管理与风险管理与保险等

专业知能，培养成为金融保险业及风险管理与保险经营人才。本系奠基在

金融保险双主轴，结合金融(保险)科技趋势，进一步强化保险业与金融业

的主要商品与经营管理作为教学重点，配合业师协同及大四专业实习，以

形塑特色与达成实习留任四成以上，毕业即就业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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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南开科技大学 

电话 886-49-2563489 

传真 886-49-2567031 

电子邮件信箱 alice@nkut.edu.tw 

网址 http://www.nkut.edu.tw 

地址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568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南开科技大学位处中台湾，邻近国家级风景区，环境优美，是南投地区唯一科技大学，邻近日

月潭、阿里山、台中市逢甲商圈，距离台北市、高雄市仅 2-3 个小时车程。  

 2.为因应全球化、科技化及知识化的趋势，南开科技大学以「务实、创新、宏观、通识」为教育

理念，掌握技职教育「理论结合实务」之施教重点，连续 12 年获得教学卓越奖励，迄今补助经费

合计已逾 4亿元，并列全国第一。 

 3.全台湾第一所通过 ISO 9001：2015 新版验证之科技大学。 

 4.设置 4院 12 系，各系皆具完备的教学地图与发展目标，工程学院及电资学院全部系所均通过

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认证之技术教育认证(TAC)及资讯教育认证(CAC)。 

 5.首创五级制学生发展全方位辅导体制，获选为教育部全国大专院校观摩标竿学校，办理全国大

专校院辅导体制观摩研习会，创新的辅导新体制获得教育部表扬及各校肯定。 

 6.福祉科技与服务管理的办学特色，国内外驰名，更成为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口

研究所的对口学校。 

 7.工程学院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於 2015 年正式建立合作协议，办理师生交流及科研合作。 

 8.提供新生入学免费接机服务。 

 9.建立定期辅导机制等生活照顾与辅导措施。 

 10.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6,370 元~50,320 元。(约人民币 10,304~11,182 元)  

 11.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1,500 元。(约人民币 2,556 元)  

 12.教室全面装设空调，并全面 e化。校园内无线上网覆盖率达百分之百。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育目标：因应产业经营管理人才需求，本系致力培养公司治理储备管

理干部、连锁门市储备店长及区经理人才为目标。2.课程特色：公司治理

及财务管理模组、连锁门市营运管理、微型网路创业经营管理等模组。3.

教学特色：本系成立实习商店-H3 咖啡馆实际营运、业界进行公司管理实务

协同教学等。另已将相关教学内容以实务方式进行，如校外及海外企业实

务学年制实习，以提升学生之职场竞争力，毕业後并辅导学生就业。 

电机与资讯

技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致於培育电机与资讯领域人才，课程内容由浅到深循序渐进，培养学

生兼具理论基础与实作能力，本系之师资阵容坚强，专业教师专长涵盖电

能、资讯、控制、绿色能源等领域之教授，平均每位教师更具备三张以上

乙级专业证照，确保教学品质能够理论与实务并重。  

 除了教导学生专业知识外，更依照学生兴趣辅导学生参加各领域之专业证

照考试，本系目前已设置多项证照考试之考场及辅导设备，学生将可藉由

完整之教学辅导以考取专业证照。 

  

多媒体动画

应用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结合虚拟实境(VR)及扩增实境(AR)，以 3D 建模输入及 3D 列印输出装置，

快速建立各种 3D 动画互动媒体及 3D 物件模型。利用影像处理及 2D/3D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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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画制作技术，培养学生将资讯科技技术结合创意设计概念，融入生活应用

之中。毕业生可报考国内外多媒体及动画、数位内容、创意设计及资讯传

播等相关技术之研究所。就业方面，可从事下列相关的工作：多媒体设计

公司、广告公司、网页公司、企业美工、印刷部门设计人员、个人工作室

接案。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育目标：培育具英语能力及相关专业技能、人文涵养与国际视野之优

秀人才；训练学生具备流利的英语沟通能力，并提升同学职场竞争力；加

强学生具备科技整合能力，熟悉网际网路，有效运用资讯。 

 2.专业课程：在专业必修课程方面，着重语言训练，加强外语听、说、

读、写之能力；在专业选修课程方面，提供多样化的选修课程，并将「国

际观光餐旅服务」及「儿童英语教学」等二方面做为选修重点，以拓展学

生的就业机会。 

文化创意与

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致力创意产业与工艺、视觉设计为教育主轴，以文化传媒设计、文创产品

设计为课程目标，培育创意设计人才发展，具备务实技能与电脑设计能

力。课程规划以基本设计加入图文绘图程式如:Illustrator、Photoshop、

数位剪辑、Sketch UP 3D 建模相关运用在海报、DM、包装设计以及网站、

微电影拍摄，并且可另走入文创产品工艺设计的木工、陶艺、蓝染、漆

器、金工等手作实务与现代设计结合，运用复合媒材创出新一代设计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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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华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7821862 

传真 886-2-27827249 

电子邮件信箱 register@www.cust.edu.tw 

网址 http://www.cust.edu.tw/ 

地址 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三段 245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中华科技大学航空学院是台湾唯一之整合型航空学院，唯一获交通部民航局及欧盟民航总署

(EASA)合格认证的维修训练机构，是台湾航空产业人才培育之重点学校。因应亚洲地区经济之快

速成长，尤其中国大陆及印度之经济突飞猛进，亚洲未来必将成为世界航空运输成长最高之地

区，为培育近期及未来航空公司所需之飞机维修专业人才，中华科技大学航空机械系特别开设二

年制学士班，课程规划涵盖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航空零组件制造以及飞机维修管理，与航空

业界密切接轨培育学生具备就业需求之专业技术能力，以期学生毕业後即可成为航空维修学士专

业人才，顺利投入航空维修产业之行列。 

 2.本校设有语言训练中心。 

 3.设有教学助理 TA。  

 4.设有谘商辅导室及学生事务组负责办理陆生住宿、课业辅导、生活管理、联系、通报、协寻及

其他协助事项，并作为学校与教育部、相关政府单位联系、通报之窗口。 

 5.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2,000 元。 

 6.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0,500 元。 

 7.台北本校地理位置优越，生活便利，邻近南港捷运站，并坚临内湖科学园区及南港软体园区，

就读本校可享有优异学习环境与交通便利的条件。 

 8.新竹校区位於新竹县横山乡，紧邻横山车站及竹东市区，生活机能良好。 

 9.金融机构开户及手机申办、医疗保险及协助、接送机服务、宣导各项措施。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生物科技系

化妆品生技

组(台北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重视实务专题研究、校外产业实习与实作操作。2.与校内相关科

系、中心相互支援与研究整合，并与中央研究院、 生物技术发展中心、汐

止与南港生技园区之生技及美妆厂商进行合作，以发展「民生生技」为主

要发展特色。 3.为因应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国内生技相关产业之需求，强

调「研究与实务并重，生产与管理兼顾之人才培育」，以化妆品原料开发、

化妆品调制及化妆品产业管理为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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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侨光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7016855 #1521 

传真 886-4-27066243 

电子邮件信箱 ia@ocu.edu.tw 

网址 http://www.ocu.edu.tw 

地址 台中市西屯区侨光路 10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环境优越便利： 

 ◆位邻逢甲商圈、新光大远百商圈，可快速抵达交流道及朝马转运站，生活机能十分便利。 

 ◆比邻台 74 线快速道路和中山高速公路，有 20 多条公车路线直达本校，学生通勤便捷。 

 ◆近邻水湳经贸园区、中部科学园区与台中工业区，增加日後就业机会。 

  

 2.深耕技职教育： 

 ◆侨光创立迄今 50 余年，基於校训「明诚立信」，首重品格教育，提升学生就业软实力。 

 ◆荣获教育部 104-105 年度教学卓越计画，连续两年共奖励 6,000 万元，为新获补助学校之冠。

 ◆办学卓越，深获社会肯定，全校注册率高达 95%以上，成为高中、职生升学首选。 

  

 3.创造就业优势： 

 ◆自 102 学年度举办「在校生实习博览会」，首开全国大学院校先河，力求学生理想实习机会。

 ◆配合业界需求，推动「就业导向」的课程规划，重视产学链结、减少学用落差。 

 ◆辅导学生在学取得专业、资讯及中、英文检定证照，强化学生就业竞争力。 

  

 4.就业百分百： 

 ◆103 学年度全校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93%以上，其中餐饮管理、企业管理、资讯科技、资讯管理

系就业率高达 100%，深获社会肯定。 

 ◆全校大四生全年在业界实习，创造「毕业前即就业」，迈进「就业百分百」的目标。 

 ◆专业课程结合校内、校外实习，创造就业优势，开创学校、学生、企业三赢。 

  

 5.学杂费： 

 ◆每学期「商业类」约新台币 45,020 元。(注：上述金额系 107 学年度收费标准；108 学年度实

际收费标准，请至本校会计室网页查询 http://w3.ocu.edu.tw/account/) 

  

 6.住宿费： 

 ◆学校宿舍每学期「6人房」约新台币 6,900 元、「4人房」约新台币 9,1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 

 本系所教授 2位、副教授 7位、助理教授 2位、讲师 4位，共计 15 位。 

  

 2.课程完整： 

 课程规划采理论与实务并重，强调行销管理、作业运筹、人力资源与财务

管理等课程。在课程设计上，亦融入沟通技能、团队合作精神、问题解决

技巧、创意求新以及语文资讯等核心就业技能。 

  

 3.资源完善： 

 本系专业教室共有 7间，软硬体配合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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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4.两岸交流： 

 定期与大陆姊妹校互访交流，了解大陆市场。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 

 博士级与实务师资占 75%以上，每位教师均取得多张专业证照、丰硕产学

计画、多篇研究论文。 

  

 2.课程完整： 

 三大领域课程规划-创意行销、智慧物流、新零售营运管理。 

  

 3.资源完善： 

 多间专业教室充分支援教学与研究所需：智慧商店、新零售服务大数据创

新专业教室、创客空间、情境模拟、电子商务、证照辅导等。 

  

 4.两岸交流： 

 针对两岸议题进行案例探讨，并邀请业界专家进行两岸发展专题讲座。 

生活创意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师资结构健全，聘有业界技术教师，「学中做．做中学」。 

 2.课程完整：以「生活新视野、创意无国界」为理念，结合「创新服务设

计」与「生活创产品设计」等设计课程，培养美学、创意、创客及科技展

示实务人才并与创意产业接轨。 

 3.资源完善：拥有 11 间专业教室，设备完善可提供学生整合设计制作；

与知名厂商、NPO、NGO 组织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学生实务能力。 

 4.两岸交流：提供友善环境，分享台湾经验。 

观光与休闲

事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 

 共计 17 位专任师资，皆具有观光与休闲领域专业证照，其中 8 位更有 5

年以上业界经历。 

  

 2.课程完整： 

 包括服务管理基础理论课程、实用观光外语、观光旅游、休闲游憩及航空

服务专业课程。 

  

 3.资源完善： 

 设置生态旅游专业教室、休闲资讯管理专业教室、实习旅行社、餐饮专业

教室、实习旅馆及航空运输服务专业教室等。 

  

 4.两岸交流： 

 透过师生参访、学术交流及交换学生等活动，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 

资讯科技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共有 19 位专任教师，领域涵盖多媒体、游戏设计、人工智

慧、资料库系统、资料挖掘、资讯安全。 

 2.课程完整：提供「跨平台云端行动应用」、「智慧化数位互动设计」两大

课程模组 

 3.资源完善：设置跨平台云端行动应用、智慧化数位互动、物联网、智慧

生活、巨量资料挖掘、云端运算、APP 开发、人机互动、资通安全、物联网

应用、程式训练暨专题制作、电竞实训中心共计 12 个实验室或专业教室，

支援专业教学及研究 

财务金融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师资健全： 

 本系有专任教师 15 名，助理教授以上师资 13 名及讲师 2 名，助理教授以

上师资占 87%、实务师资比例 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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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2.课程完整： 

 本系将课程模组化，建构培养证券暨期货营业人员、银行与保险财富管理

人员、一般财务人员等三大模组。 

  

 3.资源完善： 

 配合本校「金融服务科技」特色，由金融教育中心整合资源，共享实验室

各项设施。 

  

 4.两岸交流： 

 配合学校定期从事两岸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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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美和科技大学 

电话 886-8-7799821 分機 8144, 8739 

传真 886-8-7782663 

电子邮件信箱 meihoiec@gmail.com 

网址 http://www.meiho.edu.tw 

地址 屏东县内埔乡屏光路 23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办学殊荣：2013 年 5 月 6 日第 1328 期商业周刊就业率大调查、将本校列名为「新名牌大学」，

就业力为南部私立技职大学中第 1名，全国 147 所大学中名列第 24 名；2013 年 10 月 17 日获教

育部荣颁为推动品德教育成效卓着特色大学；2015 及 2016 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技优设

备更新暨奖补助款共计 2亿元经费，2018 至 2022 年荣获教育部高教深耕计画补助款约 1亿 5千

万元经费。 

 2.办学理念：本校前身为「美和护理专科学校」，於 1966 年成立，是国内第一所私立护理专科学

校，於 2010 年更名为美和科技大学，自创校以来，秉持「美而有礼，和而好学」美和精神，配合

「专业化、全人化及国际化」教育理念，以「证照第一、就业优先」经营愿景，培养健康产业及

社会需求专业人才。 

 3.教育特色：在教学上以就业学程、产学讲座、企业参访及三明治教学法，落实理论与实务；在

研究上积极申请专题研究计画与成果发表，并推动产官学合作；在服务上以「行政支援学术」、

「学术导引发展」之模式建立良好分工与合作机制，发挥行政服务运作效能。自 2004 年起，与中

国、东南亚、日本等产学机构积极进行交换学生、海外实习、成立境外专班、缔结姊妹校，强化

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4.2018 年学杂费参考：(1)日二技护理系：每学期新台币 54,619 元；(2)日二技餐旅管理系：每

学期新台币 49,722 元。代收学生平安保险费，每位学生每学期 515 元。 

 5.2018 年住宿费参考：(1)男生宿舍：每学期新台币 9,000 元，4人一间、公共卫浴设备；(2)女

生宿舍：每学期新台币 12,000 元，4人一间、独立卫浴设备。含网路费，水电费依个人使用额度

另计。 

 6.餐费：每日约新台币 200 元。 

 7.学生奖助：本校有多项奖补助措施，包含工读金、研究助理、奖学金等，设有专职单位协助学

生申请及学习辅导。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护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历史悠久办学经验：本校以护理起家、1966 年迄今已 52 年。 

 2.优质护理教育品质：历届教育评监均荣获一等。 

 3.掌握先机护理典范：全国唯一学校办理独立型居家护理所。 

 4.完善科技教学设备：临床模拟教学中心、数位化专业病房。 

 5.建教合作学以致用：国内 30 余家优质医疗机构建教合作，日本海外实

习，护理师及健康相关证照辅导保证，确保毕业即就业。 

 6.证照：护理师、BLS、ACLS、RN 等。 

餐旅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教育目标为培育职场「三力」： 

 1.职场马上就业力：课程着重餐旅产业实用技能，与职场实务零落差。 

 2.职涯续航力：多元学习课程，培育职场态度与健康体能，作为职涯续航

的稳固基础。 

 3.国际移动能力：课程模组化，厨艺、烘焙、餐旅管理与饮料调制，专精

职场技能，并与国内外(新加坡)餐旅产业进行职场实习，提昇学生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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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职场移动力。 

 二、证照：中西餐烹调、烘焙食品、国际礼仪接待员、IBA、HACC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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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吴凤科技大学 

电话 886-5-2269954 

传真 886-5-2260213 

电子邮件信箱 blues.mei@wfu.edu.tw 

网址 http://www.wfu.edu.tw 

地址 嘉义县民雄乡建国路二段 117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吴凤科技大学创立於 1965 年。吴凤科技大学位於台湾中部着名阿里山风景区旁，校园风景空间

规划完善。具有新颖的教学设备及国际性证照训练场。 

 2.为协助非本地之在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及学习环境，本校设有专责辅导单位及生活辅导人员协助

学生解决生活及学业学习上的问题。亦提供完整的生活照顾、心理、生理健康、社团活动与校园

急救等辅导措施。 

 3.本校提供学生宿舍并协助处理学生住宿问题，学生宿舍每学期收费，单人房约新台币 30,000

元，双人房约新台币 16,000 元，三人房约新台币 13,000 元，四人房约新台币 10,000 元。 

 4.本校研究所学生 2017 年每学期学杂费(含学分费)约新台币 56,000 元，2018 年实际收费依本

校收费标准计收。 

 5.本校与台湾合法立案的保险公司合作，协助学生办理在台就学期间之意外、医疗等保险，学生

亦可依个人需求请保险公司规划。 

 6.近年师生成果表现： 

  (1)2018 高雄易牙美食节第 21 届全国美食文化大展金牌奖 

  (2)2018 菲律宾世界名厨大赛金牌奖 

  (3)2017 年「韩国 WACS 国际餐饮厨艺大赛」荣获 1金 1银 

  (4)2017 年莫斯科阿基米德国际发明展荣获 1金 1银 2特别奖 

  (5)2017(第十三届)乌克兰国际发明展荣获荣获 3金 1银 

  (6)2017 年「618 海峡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荣获 2铜 

  (7)2016 年第十届波兰华沙国际发明展荣获 1金 1银 1最佳特别奖 

  (8)2016 年瑞士日内瓦第 44 届国际发明展荣获 1金 1银 1最佳特别奖 

  (9)2016 年两岸文化交流-泰州中西甜点暨创意料理大赛荣获 1金 1银 

   

 7.奖学金： 

  (1)每班学业成绩前百分之六，具其所修各科成绩均及格，操行成绩 80 分以上者颁发奖学金。

  (2)本校订有学生学术暨实务竞赛成绩优良奖学金。 

  (3)考取技术士技能检定专业证照奖学金。 

  (4)本校设有新生入学奖学金。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观光休闲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因应产业与市场全球化之趋势，培育有理想、有安全概念、有热情、能创

新及富有国际观与执行力的观光休闲管理专业人才；课程主轴明确，含观

光旅运、休闲管理模组二大课程模组。产业能力聚焦，职场专业能力培育

－三大就业职场(旅行事业、观光领队/导游、休闲事业)；师资专业并具备

丰富实务经验、学生航空票务认证通过率台湾云嘉区大学校院第一，专业

教室多元且新颖。 

长期照护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养长期照护管理人才，结合产学合作、实习，培训理论与实务兼备之长

期照护人员为目标。课程设计以培育学生照护及管理能力、照护研发能

力、基础能力及一般能力，使学生学以致用具备失能及银发产业的专业能

力。系上设备有长期照护管理资讯软体教学、单一级照顾服务员考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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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龄模拟体验组、轮椅斜坡训练场、阶梯训练、急救训练教室、社区及居家

训练教室，社区照护与管理示范教室，电子拟真宠物大狗、音乐照顾、沐

浴训练设备。 

机械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特色课程：发展智慧制造、电脑绘图、设计与制造、创意机构等特色课

程，符合产业发展趋势。 

 2.设备新颖：本系通过技职再造与工业 4.0 智慧制造人才培育计画，智慧

制造设备经费达三千万元。 

 3.技术证照：结合课程设计与软硬体设备，成立 CNC 铣床检定场地，辅导

证照取得。 

 4.实务能力:荣获瑞士日内瓦、美国匹兹堡等国际金奖牌；开设创意课

程，培养学生发明能力。 

 5.国际招生：近年来招收包括印度等国际生 90 人。 

机械工程系

车辆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1.特色课程：发展车辆技术、电动车、设计与制造、智慧制造等特色课

程，符合产业发展趋势。 

 2.设备新颖：包括机车底盘马力计、电动车、引擎马力计、智慧制造系统

等设备。 

 3.技术证照：结合课程设计与软硬体设备，辅导 iPAS 电动车机电整合工

程师、CNC 铣床乙级检定考照。 

 4.实务能力:荣获瑞士日内瓦、美国匹兹堡等国际金奖牌；开设创意课

程，培养学生发明能力。 

 5.国际招生：近年来招收包括印度等国际生 90 人。 

美容美发造

型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具先进专业设备及坚强师资，以「发艺创作」和「美容造型」为发展特

色，教学目标为：「毕业专业能力可 100%衔接就业市场需求」。 

 特色优势如下： 

 1.培养学生兼具发艺创作、美容造型、时尚整体造型设计与管理等高阶专

业技术的独特人才。 

 2.积极培育学生取得各种美容美发的专业核心证照，提升市场所需的专业

技能，已达毕业即可就业。 

 3.将竞赛融入课程，积极辅导学生参与各项国内外竞赛，藉由比赛历练，

提升专业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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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环球科技大学 

电话 886-5-5325330 

传真 886-5-5370988 

电子邮件信箱 cia@mail.twu.edu.tw 

网址 http://www.twu.edu.tw 

地址 云林县斗六市嘉东里镇南路 1221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环球科技大学是一所国际化特色大学，外国学生六百余人，注重多元文化与国际交流活动。 

  

 2. 本校为着名绿色环保校园，校地面积广阔，位於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的中台湾。 

  

 3. 本校设施先进、教学务实致用，培养「健康、休闲、文创、管理」产业之专业实作人才。 

  

 4. 本校拥有五星级学生宿舍，阳台景观套房，乾湿分离卫浴设施; 具有专业境外生辅导与管理 

/ 境外生接待家庭。 

  

 5.台湾第一所大学，荣获世界厨师协会认证为优质厨艺教育机构。 

  

 6.学杂费：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 10,000 元至 12,000 元，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7.住宿费：每学期约人民币 2,500~2,700 元，提供冷气空调及宽频网路。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幼儿保育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培养学生具有幼教、保姆及儿童产业专业能力，并强化专业技能研

习活动，以辅导专业证照之取得。2.教学设施精良，拥有设施完善专业教

室及合格之保母证照考场。3.本校设有实习托儿所（荣获评监特优），并结

合全台湾数十所优良幼稚园及儿童机构，实施学生两阶段实习，以结合理

论与实务。4.推动国际交流活动，提昇学生视野与未来发展。5.发扬环球

幼保专业品牌，推动人文素养、特色慈善活动及感觉统合之特殊教育活

动。 

多媒体动画

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培育具有设计创作能力与多媒体动画之科技整合实务人才。 

 2.透过产学合作、业师授课与产业形成共链，使学生於在校期间即具有就

业基础能力。 

 3.透过完整的多媒体动画创作课程融入，使学生具备独立与团队创作能

力。 

视觉传达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为培养学生具备视觉传达设计与独立创作之能力，以「视觉讯息设

计」为轴心，文化、创意为发展依据，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 

 2.积蓄文化创意学术及实务能量、培育文化创意设计人才。 

 3.举办文化创意设计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化文化创意议题与技术的经营，

厚实教学研究团队的学术能量。 

 4.辅导 ACA 国际证照考照。 

资讯与电子

商务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发展特色：「实现复合电商、贴近先进科技、培养实做能力」以培育

云端行动商务之专业服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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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2.优势：(1) 课程针对电商专业设计，符合时代潮流。(2) 教学实务化设

计。(3) 学生辅导多向化。(4) 培训学生可相较商学院学生较高技能门

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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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中州科技大学 

电话 886-4-8359000 

传真 886-4-8344542 

电子邮件信箱 sung7931@dragon.ccut.edu.tw 

网址 http://www.ccut.edu.tw 

地址 彰化县员林市山脚路 3段 2巷 6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 中州科技大学是一所拥有 49 年历史，强调「动手做、实际学」，理论与实务并重的教育型卓越

学府。坐落於彰化县员林市，拥有山明水秀纯朴乾净的自然生态学习环境，也是企业「MERIDA 美

利达自行车」、「正新轮胎」、「矽品精密」的所在地。拥有智慧云端与大数据研究中心、智慧科技

研发中心及保健食品研发暨检验中心，结合区域产业、发展人文科技并重的精致优质科技大学 

 2. 费用部分，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2000 元、生活费每月

约新台币 8000 元、健康保险每年约新台币 6000 元 

 3. 本校设有专责单位协助陆生了解生活环境及适应校园文化，提供新生与系所师长沟通桥梁。

举办年节活动、寒暑假文化参访活动，每学期皆会聚办各种专业的课程与活动。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多媒体与游

戏发展科学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多媒体与游戏发展科学系以「资讯技术为核心」，辅以美学艺术之素养，培

养具备「数位+美学+创意思维」之多媒体创作及游戏设计人才。目标为

「培育现代具数位能力之文化创意人才」、「 发展特色，推动本土文化创意

产业」、「 建立自有品牌迈向国际社会」。配合电竞产业之需求，导入尖端

之游戏开发技术与设备，以建立与国际同步之游戏开发能力。同时配合国

内外电竞产业的发展，培养电竞选手、直播技术人才及相关软硬体技术开

发人才 

景观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训练务实及具备实作能力之景观专业规划设计、造园施工与植栽维

护管理技术人才为宗旨。 

 一、课程以景观实务训练为导向： 

 规划设计课程，除强调个人设计特色外并培养小组合作。 

 造园施工及植栽维护管理课程，於校园环境动手亲作，强化做中学成效，

专题制作结合地方产业及产学合作。 

 二、培养景观专业就业能力： 

 辅导技术士检定，造园景观、电脑辅助建筑制图为发展重点。推动校内外

景观专业实作训练，提升职场竞争力。 

视讯传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专注於影视创作之科系，培养具有「人文、创意、专业、领先」之影

视与动画制作之专业?才。 

 在课程上，理论与实务并重，基础到进阶的课程规划，在纵向主要有三项

主轴 - 创意、制作与行销，依据媒介与制作型态不同，涵盖「剧情片、纪

录片、动画影片、电视节目」制作、剧场表演等课程，完整涵盖影视产业

之内容。本系着重於实务课程，学生透过产学、产业界实习取得实作经

验。 

  

  

保健食品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以保健食品开发与产制及膳食安全与营养为教学发展主轴。  

 2.食药用真菌发酵技术及中草药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开发保健食品原料、保

健食品机能性成分之超临界及层析萃取技术、保健食品机能性成分及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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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素的研究、保健食品之安全性及功能性评估、保健食品产制技术。  

 3.本系拥有完善的保健食品开发和生产设备，搭配顶级的检验分析设备和

保健食品评估设备，将保健食品开发及产制完整地连贯，让学生可完整的

学习及研究。 

  

时尚创意设

计与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理论、技术和实用课程为导向，以生活美学涵养作为「时尚人．物

设计」专业人才培育之核心能力，透过对「人」本身的美容、美发、美

体、美甲与彩妆技能养成，以及造型所需的「物」，包含饰品、配件及服装

搭配之创意设计能力培育，专业分工的时尚造型与创意设计教育及行销管

理能力养成，培养学生能具备国际视野的生活美感体验、创意思维与行销

传播能力等，培育具创意、美感、个性化之专业人才，藉以与未来就业市

场接轨。 

餐饮厨艺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餐饮厨艺系之教学目标为培育制作健康餐饮之厨艺专业人才，训练学生具

有各种特色之厨艺技术，以中式厨艺、西式厨艺和烘焙为主轴，於课程中

加入健康养生元素，以训练全方位之健康餐饮厨艺专业人才。延聘具专业

背景和丰富经验之业界师资，担任本系术科课程专任师资，除致力於教学

外，并培训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厨艺竞赛，於国内外之厨艺竞赛中屡获佳

绩，在培训过程中不但精进厨艺更增加学生自信心。 

运动与健康

促进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全方位、多元化与多属性的运动休闲、健康促进专业课程为核心，

课程内容强调应用性与实务性，主要以「运动指导」和「运动健康促进产

业」两大领域。本系含有实务操作为主之课程，如游泳运动、壁球运动、

有氧运动、篮球运动、网球运动、运动按摩学、高龄者活动设计、羽球运

动、体适能检测与指导等实务课程。另每学期安排学生进行企业参访，如

台北市民运动中心、台中世界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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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修平科技大学 

电话 886-4-24961100 

传真 886-4-24961174 

电子邮件信箱 recruit@mail.hust.edu.tw 

网址 http://www.hust.edu.tw 

地址 台中市大里区工业路 11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就学说明： 

 1、本校设有学习中心。  

 2、本校设有教学助理 TA 制度。 

 3、本校设有学生发展中心  

 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8,000 元至 55,000 元。 

 5、住宿费：2人房每学期(18 周）新台币 14,850 元，4人房及 5人房每学期(18 周）新台币

8,950 元。  

 6、餐费：每日三餐费用约新台币 150 元。  

 7、毕业後辅导机制：(1)本校依在学期间所建置之 e-portfolio 作为学生毕业後之就业准备。

(2)本校学生发展中心不定期进行职涯性向测试，提供就业辅导。(3)可协助衔接国际姊妹校美国

西北理工大学等学校就读。  

 学校概况： 

 1、本校创立於 1965 年，位於台中市大里工业区内，邻近市区交通便捷，从深圳或厦门搭机至台

中清泉岗机场约 90 分钟，高铁至台北约 60 分钟。  

 2、本校自 2011-2013 获得台湾「大学学术声誉排名」学士型大学总排名前四名，各学院的教学

成果也屡获佳绩，各系经教育部评鉴均达一等水准。  

 3、荣获教育部核定为优质科技大学，获得高教深耕计画补助新台币近 4千万。 

 4、荣获教育部第二期技职再造计画，获得设备更新暨实务增能计画补助新台币 5千万元  

 5、2013 至 2016 年获台湾教育部重点支持，成立「雾太达利智慧生活创新创业团队」，计画金额

约新台币 1637 万，推动中台湾文化创新产业发展。  

 6、本校近年来在专业领域的高度发展受到产业界的重视，受教育部技专校院国际合作与交流中

心及产业界委托研究计画案快速成长。 

 7、本校邻近台湾中部地区各大科学园区，创新研发、经营管理及观光餐饮产业兴盛，各大企业

与本校产业合作关系密切，业界实习机会多。 

 8、本校教师 93.7%以上具助理教授资格，具业界经验教师达 86.4%，创新研发风气鼎盛，近三年

获各项国际发明展奖项成果丰硕。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人力资源管

理与发展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目标为培养企业所需具备经营管理与创新变革能力的人与培养企业所

需具备劳资关系与员工协助能力的 HRP 人才、培养企业所需具备教育训练

与组织学习能力的人才。透过中英文授课及繁体中文教材辅助方式，提供

更完善的学习环境。并协助辅导取得国际及中国大陆人力资源管理证照。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培育学生进入批发零售、仓储物流、广告行销、旅游休闲四大重点行

业，可从事行销企划、活动企划、网路行销、业务销售、门市服务、客户

服务、仓储物流、旅游服务、休闲经 营等职务。2.课程规划以「职能导向

课程」产业需求出发，传授学生毕业从事职务所需之专业知识与技能。3.

提供欲进行微型创业之学生，具备创业应有的知识与技能。4.设计「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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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标规划」教学，使学生能透过「证照取得」与「实务操作」具备专业的实

务能力。 

国际企业经

营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配合国家整体经济环境变迁，开授适宜之选修课程，培养兼具商管、外

语能力的初、中阶「国际经贸」与「经营管理」专业人才。 

 2.与企业合作、设有校外实习课程，使学生理论与实务结合运用。 

 3.另设有国际会展组，培养产业需要人才，包括展览规划行销、媒体公

关、展场销售等。 

 4.教学重视实务，利用本校国际会议及会展相关活动，做为学生实务训练

之场合。专业之实务课程则延聘业界教师担任，使教学达最佳之组合效

果。 

机械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培育目标： 

     培育具备应用工程知识之精密机械专业实务技术能力，以及合作进取

与社会适应能力之专业技术人才。 

 2.课程主轴： 

     本系以『电脑辅助工程』、『精密机械制造』、『机电自动化』三大主轴

作为课程发展方向。 

 3.学系特色： 

     本系透过产学合作、教育训练、研究与科技开发等合作模式，以实务

技术发展为主，培养精密机械与机电自动化产业高级技术与研发人才。 

  

观光与游憩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培养学生具备观光游憩产业之专业技能与管理知识为宗旨，课程上

以『旅游事业经营模组』与『游憩事业管理模组』为主轴，辅以『博弈事

业实务训练』课程，是台湾中部地区大学院校首创，现有 2 位副教授、4 位

助理教授，3 位讲师，共计 9 位专任教师。本系师资均具备旅游、观光、游

憩、航空、旅馆、烘焙与饮调等实务经验与专业技能，且不论教学或产学

合作皆有杰出的成果，专业教室有创意烘焙、创意饮调和创意手作教室等 6

个专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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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长庚科技大学 

电话 886-3-2118999 

传真 886-3-2118110 

电子邮件信箱 angela@mail.cgust.edu.tw 

网址 http://www.cgust.edu.tw 

地址 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 261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107 年度全国首次所有系所通过专业学门教育认证。 

 2.所有系科所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全国第一。 

 3.办学绩效卓越获社会肯定，106-107 年度获远见杂志发表最佳大学前 20 强，教学面全国科技

校院第 1名，学生平均经费为全国科技校院第 2名；106-107 学年度注册率均高达 96%以上。 

 4.毕业生就业率与工作满意度高，起薪高，雇主满意度高。 

 5.近十年获教学卓越计画与高教深耕计画奖助高达 3亿元，於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联合成果发表

会获「最佳创意奖」及「最佳人气奖」双料冠军。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幼儿保育系

(桃园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特别重视实习过程，除机构实习老师外，另安排教师驻园指导实

习，协助学生解决问题，校外实习期间学生意外保险费由学校全额补助。 

 2.本系除建构学生优质幼儿教保知能，更掌握产业脉动，以教保机构行政

管理、特殊需求幼儿教育二类课程，提升职场竞争力。 

 3.本系强调学生实务实作能力，以小组方式指导学生专题实务研究，将学

理与实务充分结合。 

化妆品应用

系(桃园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培育医学美容保健和人体形象设计之实务人才，提升健康美容产业人力素

质为目标。 

 1.毕业生就业率近 8成以上，平均月薪资 3万元起。 

 2.美容乙级证照通过率 91.3%。 

 3.参加国际、全国性美容美发竞赛屡获冠军。 

 4.美肤、彩妆技术实务课程依程度采分组教学。 

 5.学生实习列为必修课程，强化实务教学。 

 6.每年办理海外见习拓展国际视野。 

高龄暨健康

照护管理系

(桃园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培养具有高龄暨健康照护管理之专业人才。 

 2.提供海外学习机会，参与海外见习比率高。 

 3.系友遍及 100 多家医疗机构，开设老人照护相关机构及升迁担任管理职

之比率高。 

 4.设立「新北市三重台北桥公共托老中心」，提供学生实习与就业优质场

所。 

 5.专兼任师资涵盖老人护理、谘商辅导、长期照护、健康管理、复健、社

会工作、卫生政策、远距照护、经营管理等领域，教学与实务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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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8927154 

传真 886-2-28965951 

电子邮件信箱 q5900@tpcu.eud.tw 

网址 http://www.tpcu.edu.tw/ 

地址 台北市北投区学园路 2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一、本校位处於交通便捷之台北市关渡平原大屯山麓，可饱览台北 101 大楼、关渡大桥、观音

山、淡水河，山水环抱，山明水秀，本校斥资近 9亿元打造上千床全新设备『宿舍大楼』，且设立

实习旅馆与景观餐厅，为学生实习就业接轨准备，是万千学子企盼学习的优质学府。  

 二、本校日间部设有三个研究所：机电整合研究所、电子商务研究所、休闲健康事业研究所。 

 1.本校国际发明展获得『世界第一的二十五连霸』，为台湾技职教育在世界争光作舞台。近年征

战纽伦堡、日内瓦、韩国首尔及台北等国际发明展，勇夺 143 金、166 银、143 铜及 49 面特别奖

佳绩。 

 2.本校机器人博物馆，师生创下『六个全国第一』，为职能紮根作落实。师生自己设计、绘图、

制作的『机器人数量』，全国第一；师生开发的『机器人种类』，全国第一；机器人科普教育人

数，全国第一；学生「导览解说」机器人成果，教学相长人数，全国第一；学生制作机器人参与

全国竞赛得奖数，全国第一；师生开发机器人专业教材教具数，全国第一。  

 3.民生学院办学以休闲系(研究所)、餐管系、观光系、妆管系等领域卓越非凡！培育民生产业优

质的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推动海外实习与参访、就业接轨、国际竞赛展演，积极促进国际交

流，如推动英日语国家交换留学及国外大学双联学位，积极推动产学合作，强化产业链结，让学

生毕业即就业。  

 4.商管学院兼具创新、创意与创业的三创教学，采取课程、证照、实习与就业一贯式策略，旨在

培育诚信、创新、务实、致用、卓越之商管专业人才。院内设有电子商务硕士班，着重电子商务

实务技术与管理能力之养成，以因应全球跨境电商发展之人才需求。  

 三、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 

 四、校内外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9,500~15,000 元。 

 五、餐 费：每餐费用约新台币 15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数位多媒体

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多媒体整合特色：本系培养学生具备多媒体的企划制作与传达设计专业技

能，并将跨媒体的整合能力视为教学重点之一。一方面，影像、音效、设

计等个别专业技能独立发展，如摄影、录配音、混音、配乐、平面设计、

动画制作等；另一方面，学生能透过企划、制作与设计专才，融合各项数

位媒体内容，制作美善兼备的多媒体表现。学生未来毕业後能将触角延伸

至数位出版、数位游戏、多媒体教学、多媒体广告设计等多元领域发展。 

  

电脑与通讯

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提供电脑网路通讯与应用、卫星通讯系统设计等选修课程，并鼓励选修外

系相关学程(如行动通讯学程等)，增加学生在无线通讯与电脑网路领域的

相关知识，以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 

 设立国家级证照（网路架设乙丙级、嵌入式单晶片等）考试科目的课程，

以提升学生职场就业之竞争能力。 

 因应国际化潮流，提供四年英文说、读、听、写的训练课程，以增强学生

外语能力。 

化妆品应用

与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A.培育目标聚焦明确，配合美容产业趋势定位清楚。 

 B.配合化妆品产业人才需求，致力提升学生专业知识、技能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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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C.实施全年至校外实习与不定期举办业者座谈。 

 D.积极与国外学校进行国际交流，扩展国际视野。 

 E.实施专题研究相关课程，增强组织、思考与表达能力。 

 F.强调外语检定与表达能力的训练。 

 G.最具时尚之美甲、芳疗、彩妆、整体造型、美姿美仪实务操作训练课程

与设备。 

 H.师生共同参与产学计画。 

机械工程系

车辆组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结合产业研发能量，创造自身研发特色」为研究发展目标，以

「培育务实致用之人才，能善用电脑为辅助工具，担任机械的设计制造、

操作检修及性能分析之工作，成为符合业界需求的优秀工程师」为教学发

展目标，并将「电脑辅助工程」及「车辆机电整合」列为本系的发展重点

方向。 

  

机械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结合产业研发能量，创造自身研发特色」为研究发展目标，以

「培育务实致用之人才，能善用电脑为辅助工具，担任机械的设计制造、

操作检修及性能分析之工作，成为符合业界需求的优秀工程师」为教学发

展目标，并将「电脑辅助工程」及「车辆机电整合」列为本系的发展重点

方向。 

  

电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首创世界第一座机器人博物馆创意机器人打遍天下无敌手：「全国智慧型机

器人大赛」金牌,「二足机器人竞赛 」金牌「台湾区电脑化运动竞技大

赛」金牌暨团体总冠军国内外发明展近 3年共 9金 13 银 19 铜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系重点发展特色：1.着重持续改善的循环系统机制达成培育目标 2.着重实

务教学、证照辅导及产学合作 3.以服务行销为模组课程，着重学生在顾客

满意及感动的职场能力国际企业集团产学合作：富邦金控、财团法人农业

信用保证基金、恒隆行、统一超商、康是美、大润发、全家超商、全台物

流等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育目标：培育具有理论知识与实务能力的资讯人才 

 国内知名企业实习合作：与华硕、研华、南亚科、gogoro…等 20 余家知

名企业合作，提供学生校外实习与毕业就业机会。 

 学生表现优异：近年获得各国国际发明展、全国及国际竞赛 200 余面奖

牌，国家发明专利高达 300 余件，累计校外实习与就业超过 1000 余位，获

得企业肯定。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资讯管理系以培育从事「电子商务」、「网际网路」、「资讯系统」等实务专

长的技术与管理人才为教学目标，并以结合产业实务为主要发展方向。本

系不论在承接国科会与产学合作计画、办理产业实务演讲与参访活动、聘

请产官学实务经验兼任师资、考取国家证照与专业证照、办理推广教育、

开办学术研讨会等都有了显着的进步。资讯技术与管理观念的进步都非常

快速，社会也不断的在变迁，本系朝向「务实致用的资管系」之目标前

进。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结合实务规划完善的校外实习制度，在毕业前，设计让学生提早进入职场

的最後一哩校外实习制度，与各大行销通路、流通服务业、连锁加盟业、

物流服务业、海空运业等企业界保持良好的企业培训合作关系，安排学生

在毕业前前往实习，充分落实技职教育的基本精神。落实辅导证照考试：

本系为美国物流 SOLE 物流国际证照辅导指定考场，并设有各种国家以及民

间证照考场，落实实施证照结合课程，积极辅导本系学生参加相关证照资

格考试。 

应用外语系 二 年 制交通方便：位於台北市内，近关渡捷运站，风景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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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学士班  活动丰富：英语戏剧公演、全国大专英日语配音比赛、校外实习、规划各

项证照取得。 

 校外实习多元：海外实习机会多，并与航空公司、观光大饭店、旅游业等

多家知名企业进行实习合作，实习薪资可达新台币三万元以上。 

 升学就业皆宜：可赴英、日等国留学，取得 2+2 双学位或 3+1 交换学生，

增加就业竞争力。 

 教育界高评价：荣获教育部评监一等，毕业学长姐成就非凡。 

旅馆事业管

理学士学位

学程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培育具有专业素养及国际观之五星级旅馆客、房务及旅馆餐厅外场基层

管理人员为目标，课程特色为一、二年级至知名饭店 48 小时的实务训练，

三年级必修校外实习，四年即可选修就业接轨实习课程。此外，亦延揽多

位五星级饭店经验丰富之专业师资，以实务与理论兼种方式进行教学。 

烘焙创意与

经营管理学

士学位学程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一、紥实烘焙技术，提昇实作能力，具备完善的烘焙实习教室与示范教

室，提供学生专业技能训练 

 二、落实管理理论，提升应用能力，课程设计朝专业化、国际化及资讯化

全方位迈进，培养经营管理之专业人才 

 三、安排校外实习，提升实务能力，以学生为主体，理论基础、实务训练

和业界实习三轨并进 

 四、加强外语能力，提升国际视野，相关专业语言学习，包括专业英文、

日文等，建立基本语文能力 

会议展览服

务业(专业人

员)学位学程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学程开设会议、展览、奖励旅游兼容并蓄的特色课程、紧密关注会展产

业之知识发展、聘请相关师资授课与指导、结合业界资源实习与职场体

验。以实务、活泼、有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所受之专业训练，能够与现

代社会发展及技术进步互相结合。 

餐饮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科)为配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教授餐饮服务及烹饪之基本知识和

技能，并以培养经营餐饮事业之专业管理人才为目标, 未来配合本系中长

程发展计划规划增设研究所，并逐年增设专业实习教室与设备，及提昇师

资和研究环境，以增进教学品质，提供学生一个优质的学习场所。藉由产

学合作及国际交流，提供更宽广的学习园地，并充分发挥本土特色及中华

美食精华，不仅能突显特性，更能声誉国际。 

观光事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观光产业优质服务的脚色,重新自我定位的特色学程,提供关联产业

经营理论与实务与专业应用外语能二大领域之共同基本能力教育方案,以期

强化本系学生素质 

 1.配合观光产业趋势定位 

 2.实施校外实习课程及举办讲座 

 3.外语检定养成与表达能力训练 

 4.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知识,与品质 

 5.师生参与产学合作计画,建教合作与社区服务 

 6.实施专题研究课程,增强学生思考,组织,表达沟通与发表能力 

休闲事业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专业知能：培育兼具理论与实务之休闲事业经营管理专业研究人才。 

 2.整合创新：培育具备创新与规划管理能力之休闲事业经营管理专业研究

人才。 

 3.国际视野：培育具备国际视野之休闲事业经营管理专业研究人才。 

 4.多元学习：培育具备人文素养和发扬在地特色能力之休闲事业经营管理

专业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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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醒吾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6015310 分機 1201,1202,1203,1215,1227 

传真 886-2-26011532 

电子邮件信箱 h004@mail.hwu.edu.tw 

网址 http://www.hwu.edu.tw 

地址 新北市林口区粉寮路 1段 101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强调专业培养，注重人文涵养，坚持「实务与证照结合、专业与全人并重」的教育理念，

齐心协力持续冲刺，以全面提升执行力及竞争力，精进教学方法与职能，优化制度及流程及强化

硬体建设功能。经过 50 余年来的稳健发展与经验传承，本校的办学成效深获各界肯定，除了

104-106 年共获得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九千一百五十万的补助外，107 年更获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计

画五年共三亿两千九百万的补助，同时教育部创新教学先导计画、USR、IR 连续 3年计画等也都

全数通过获得补助；学生参与各项国内外竞赛则屡创佳绩。 

 2.设有「国际暨两岸事务处」，统一校内事权及分工，统筹办理大陆学生入出境及延长加签申

请、生活辅导、课业辅导等，以降低新进大陆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困扰，尽快融入校园生活。 

 3.设有「学习与教学资源中心」提供大陆学生之学习与课业辅导。 

 4.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与本地生相同)，实际收费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5.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0,000 元。 

 6.餐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300 元。 

 7.位处大台北地区，临近桃园国际机场，交通便利，人文荟萃。 

 8.本校已有大陆学生在学，在课业学习及校园生活上均有良好适应，欢迎大陆学生成为醒吾大家

庭的成员。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资讯传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加入我们让你成为影视产业的国际高手，跟我们在一起让你拥有与众不同

的视界，在这里你会成为热爱影视艺术的传播人，走出这里你将会是影视

产业的成功人士 

 1.国内影视最前线国际影视课程教学:S3D 立体影音制作，4K 流行影视制

作教学 3D 虚拟摄影棚影视制作，空拍，缩时摄影制作。 

 2.国内第一所黑魔法影视後制国际课程教学系所。 

 3.国内第一所水中摄影国际认证课程教学系所。 

商业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以追求卓越设计为宗旨，积极辅导学生参与国际设计竞赛及激发创作潜

能，强调美学、科技、人文艺术与设计之结合。 

 1.培育角色与商品设计与视觉与包装设计人才。 

 2.培育智慧科技应用能力、行销推广能力、食玩企划能力之跨领域设计人

才，并落实实务专题与多元实习，使学生在理论与实务上能兼容并重。 

 3.力推学生参与国际展演、国际交换、双联学制或国际姊妹校海外研修课

程。 

 4.培育地方创生人才，引导学生以设计创新创业。 

时尚造形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时尚造形设计系创系 7 年，以「培养时尚产业发展所需之专业人才」为目

标，重点培育时尚品牌行销事业及影剧产业之整体造形设计人才。以实务

能力为教学核心，本系规划之专业主轴课程为『整体造型设计』及『展演

规划』两大模组之外另开设跨域课程，培养具备专业知能之时尚设计及资

讯传播行销人才。学系特色：推广国际交流，实行多元实习，师徒制工

坊，透过专题制作课程的训练及产学合作累积实务经验，实施大四全年实

习与与产业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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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文藻外语大学 

电话 886-7-3426031#2644 

传真 886-7-3100743 

电子邮件信箱 oiccrecruit@mail.wzu.edu.tw 

网址 http://www.wzu.edu.tw 

地址 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 90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文藻外语大学是台湾第一所致力发展外语教育的大专校院，由天主教圣吴苏乐会於 1966 年创

办。本校教育着重开拓学生多元国际观、培育个人独特价值以及陶冶全人发展的品格；课程设计

则以外语能力及专业知能并重为原则，期能强化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根据台湾 Cheers 杂志「2018 最佳大学指南」本校於「具有国际观与外语能力」：技职校院第 1

名（连续 9年）；「企业最爱私立大学校院」：南区第 2名。「赴海外交换学生人数」：技职校院第 1

名；「外国交换生人数」：技职校院第 2名。 

 3.根据台湾远见杂志「2018 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本校於「国际化程度」：私立技职大学第 1

名；「技职办学声望」：高屏地区私立技职大学第 2名 。 

 4.本校与五大洲等 36 国，逾 200 所大学校院签定学术交流协定，并积极举办师生交流，鼓励学

生进行短期留学或至国外姊妹学校当交换生。 

 5.本校设置各式专业教室，提供优质的「教」与「学」环境；另有英／外语能力诊断辅导中心，

透过「英／外语能力诊断辅导系统」，为学生量身订做个人化语言学习精进计画。 

 6.教学特色：高比例全外语授课、全校非英语系学生均以英语为副修、开设多样化之小语种课程

（韩文、泰文、越南文、印尼文、意第绪文及俄文等），外语分级上课、小班教学、鼓励学生修习

辅系、双主修及学程，实施英语检定毕业门槛，培育卓越外语人才及多国语复译人才。 

 7.考量课程衔接，就读法国语文系、德国语文系及西班牙语文系学生，其语言能力应具法语检定

（TCF-B1）、德语检定（ZD-B1）、西语检定（DELE-B1）之基础。 

 8.学杂费：每学期约台币 54,134 元；住宿费（四人一室）：每学期约台币 12,000 元（另付押金

台币 5,000 元，住满一年者，退宿时可退还）。每间套房内设有空调、独立卫浴及网点等，每层楼

皆设有交谊厅、电脑及语言自习室，另有学生餐厅及娱乐休闲室等。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英国语文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培育全方位英语沟通人才，开设课程皆以全英语授课。除开设专业听

说读写译课程外，亦有文化、文学等课程，培育学生文化底蕴。为加强学

生第二专长，专业选修分为商务与观光、文学与语言教育二大模组。为结

合理论与实务，亦不定期邀请业界专家协同教学并要求学生於毕业前皆须

实习。毕业学生在国际经贸、观光、传播、翻译、文创与英语教学等产业

皆有优异表现。相关资讯请参阅网址：http://c021.wzu.edu.tw 

翻译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秉持全人教育理念，提供翻译系学生完整的专业知能、技能及人格方

面的专业翻译课程。本系除以英语为主外，更加强专业翻译理论课程及口

笔译实务训练，亦开设商务、科技、法政、新闻、文学及国际会展等课

程，经由紮实的课程设计及广泛的口笔译演练，培养实务型的新一代翻译

「知识工作者」，以提昇翻译系毕业生之国际就业竞争力。本系相关资讯请

参阅网址：http://c033.wzu.edu.tw 

法国语文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报考资格:法语检定 B1 以上程度。本系培育具有整合应用能力的双外语(法

文及英文)专业，训练学生具备流畅之外语能力，并通过系订之语言检定标

准，以及培养翻译、商务、新闻、观光及餐旅等领域之外语应用能力。此

外，本系注重知识的多元学习，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反思及批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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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并养成责任感与职业伦理。课程设计着重进阶专业语言能力训练。本系相

关资讯请参阅网址：http://c022.wzu.edu.tw 

德国语文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教学目标在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双外语(英、德语)人才。课程

设计除进阶德语课程，加强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外，并开设商

务、观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科技等专业选修课程，以增进学生

就业能力，本系学生拥有许多机会赴德国大学交换学习或参加双联学制，

开拓国际视野。有意就读者，应具有德语 B1 级(含以上)程度。本系资讯，

请参阅网址：http://c023.wzu.edu.tw 

  

西班牙语文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教学目标：1.培养具有职场专业能力的西语人才。2.引导学生在语文

的技能外，注重知识的多元学习，培养敏锐的观察力、逻辑思辩能力、责

任感和职场伦理。课程设计着重进阶或专业语文能力之训练，采小班教

学。课程包括：专业西文翻译、专业西文阅读、专业西文听力训练等，同

时加强商业、传播、观光、文化等专业领域训练。需具备西语检定 B1 等级

资格。本系相关资讯，请参阅网址：http://c024.wzu.edu.tw 

日本语文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课程的特色为运用基础日文能力，加强学生「文化沟通」、「问题解决

能力」、「基础就业能力」、「核心就业能力」训练。因应社会需求培养产业

发展所需之专业人才，并透过上述能力的养成，培养具有前瞻性及国际观

的人才与世界接轨。为加强学生就业能力，鼓励学生考取各项证照，并积

极推动企业实习，让学生提早适应今後职场环境。本系相关资讯，请参阅

网址：http://c025.wzu.edu.tw 

国际企业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文藻外语大学成立至今已有五十年的历史，在外语教学的领域上已奠立深

厚的基础。惟随着全球化与科技化的发展趋势，跨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逐

渐在产业发展中凸显。文藻国际企业管理系呈现了文藻对於跨领域人才培

养的企图与定位。藉由优质的课程设计与专业的师资，搭配文藻优质的外

语教学环境，文藻国际企业管理系期许毕业生们能成为具备优异外语能力

的国际企业管理专业人士，在国际人才竞争压力下具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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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华夏科技大学 

电话 886-2-89415100 

传真 886-2-29415730 

电子邮件信箱 dalee@cc.hwh.edu.tw 

网址 http://www.hwh.edu.tw 

地址 新北市中和区工专路 111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华夏科技大学由赵聚钰博士於 1966 年创办，旨在培育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兼具之宏观科技人

才。为达此目标，本校持续加强师资阵容，改善学习环境，强化教学研究设施，期使学生能於学

习领域中出类拔萃，并能迅速因应快速的科技发展与多变的社会环境。华夏的教育系以学生为中

心，全力提供稳定、安全、友善的学习环境，俾为学生提供独特的受教经验。本校以 WISE-123 为

发展标竿:W 代表 Worldview(世界观)，旨在培育学生之世界观；I代表 Innovation(创新)，旨在

提升学生之创造力；S代表 Skill(技能)，旨在培养学生多元的专业技能；E代表 Employment(就

业)，旨在强化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而 123 指的是 1项专业技术(专业领域)，2张学程证书(跨领

域学程、就业学程)及 3种能力证照(职能、外语、资讯证照)。近三年本校参与国内外各种竞赛获

得金银铜牌等奖项达 423 件，学生取得国际证照达 4404 张，2013 年接受台湾大学评监结果，本

校行政单位获得一等，专业系所计有 11 个系全部评定为一等。 

 2.2018 年成立国际暨两岸事务处，负责各项国际化计画案相关业务、陆生相关事宜、姐妺校相

关事宜。 

 3.提供学生生涯定向辅导，了课程与特色及未来出路。 

 4.学杂费：电机系每学期约新台币 54,817 元。 

           资管系每学期约新台币 47,852 元。 

 5.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15,0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校资讯管理系配合政府积极推动「服务业发展纲领及行动方案暨旗监计

画」12 项产业中，以「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与应用为本系发展之特色目标

之一，物业管理资讯化服务与应用目前在台湾仍属萌芽阶段，尤其在「生

活与商业支援服务类」，有极大发展空间与机会。并配合政府推动台湾新兴

产业，以数位生活做为我国经济推动重点发展，以「数位生活应用」为本

系发展之特色目标之二，强化在数位生活相关资讯应用。 

电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为配合国内高科技、高附加价值产业之发展方向，电机工程系应培养学生

兼具电机、电子、控制、通讯等技术能力之专业人才，并奠定电机与资讯

相关科技基础，积极培养具理论与实务能力之高级电机工程技术人才，拓

展全方位电机专业能力，着重实务训练，以符合产业升级之人力需求。监

於能源技术与资讯及智慧生活科技产业为未来科技人才的主要缺口，本系

订定教学与研究之发展目标在「绿能科技」及「智慧生活科技」二大主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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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慈济科技大学 

电话 886-3-8572158 

传真 886-3-8465770 

电子邮件信箱 tadad13@ems.tcust.edu.tw 

网址 http://www.tcust.edu.tw 

地址 花莲县花莲市建国路二段 88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本校以传授应用科学与技术，培育具有关怀社会、尊重生命、人文素养及大爱精神之专业人才为

宗旨。亦着重生活与品德教育，在教学上兼顾专业技能及慈济特有之人文教育，强调理论与临床

及实务并重之职能为目标。创校二十余年稳健踏实之经营，本校备受社会各界肯定，并获教育部

颁发办学绩优、行政考核绩优、师资考核绩优及承办教育部技职教育专案绩效卓着贡献奖暨督学

视导优等荣誉事蹟；2015 年科技校院校务评监-评监结果「通过」及 2015 年科技校院自我评监认

定结果-评监结果「认定」。荣获 2013~2017 年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奖励补助。2018 年再获教育部

「高教深耕计画」4,543 万元经费补助，补助每位学生金额在全国技专校院排行第九名。本校为

慈济教育志业之一环，专业系所为「护理系」、「长期照护研究所」、「医务暨健康管理系」、「行销

与流通管理系」、「资讯科技与管理系」、「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系」、「放射医学科学研究所」。慈济

四大志业除了展现人文大爱精神为学生品格教育之基石外，并提供本校师生绝佳教学、课程、学

习之职场体验、参访见习、临床实习之场域，以及优质业界实务师资阵容，乃至於毕业後直接任

职於慈济志业。从本校入学开始，经过人文及专业培育过程，到毕业任职後，形成一个完整且系

统化的优质技职人材培育历程。由於慈济志业在全球五大洲，已有五十六个国家设有分支会或联

络处的缘故，更结合本校在美国、英国、中国大陆、日本、澳洲、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

家之姐妹校或合作机构(例如：澳洲玛特医院、日本近江故乡园、大陆苏州园区、澳门镜湖医院

等)，让本校师生得以学习无国界，「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全球」，投身於国际志工、海外实

习等国际化学习，绽放出技职璀璨的另一片天。 

 1.学校备有宿舍，保证住宿，每学期约新台币 6,500 元。2.依教育部学杂费收费标准本校学杂费

每学期约新台币 44,760 元。3.餐费：校内用餐每日约新台币 91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资讯科技与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资讯科技与管理系以 3D 虚拟实境多媒体、智慧行动终端应用-APP 开发为教

学主轴，并与慈济大爱电视台合作发展新媒体特色，以资讯科技技术，作

为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同时，系上亦发展绿色科技-物联网结合无人机、3D

列印创意课程与 AI 机器人，结合学生创意并辅导学生就业。系课程设计中

结合「实务实习」与「企业实习」，实习地点结合慈济志业包含全球各地，

以实现「务实致用、学用合一、全面就业」之理想。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营造「网路行销与传播企划」、「流通客服与国际商务」与「创业规划

与整合实务」三大教学模组实境，以做中学理念培育出具备创意性、产业

跨域性、与产业共通性之商务双语与储备干部人才。每年选送超过十五名

学生至海外学习，已培育学生取得英国坎特伯里大学双联学位、韩国仁济

大学双联学位，并安排学生前往英国、芬兰及马来西亚进行实习，拓展个

人生涯之国际视野。本系与数十家优质企业产学建教合作，透过职场实习

制度以打造学生接轨职场最後一哩路。 

医务暨健康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为东台湾地区仅有之健康管理相关科系，结合慈济医疗体系与健康产

业在地优势与丰沛的资源，提供临床实习与演练操作的绝佳素材与环境。 

 培养学生具备国际观与跨领域之专长、撰写实务专案及思考分析知能、医

务行政管理与智慧健康管理专长、国际观与跨领域专长、医疗与健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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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实务应用就业力、具备人文素养与大爱感恩胸怀。 

 毕业後可任职於医疗、健康相关机构，担任医务管理中基层主管或健康管

理谘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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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致理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2580500 

传真 886-2-22588518 

电子邮件信箱 s100@mail.chihlee.edu.tw 

网址 http://www.chihlee.edu.tw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 1段 313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965 年建校，迄今已有 54 年历史，位於新北市中心，为全台湾交通最便利的大学。目前学生人

数约 11,000 名，专兼任教师 600 位，专任教师具业界实务经验高达 94%，且 85%具有博士学位。

2014-2018 年新生平均注册率逾 96%，2016 年更以 97.06％名列全台湾大学第 3名；全校 11 个学

系入学录取分数均位列全台湾科技大学前茅。 

 <教学品质及学术声望> 

 2017 年教育部评估，所有受评项目全数获得通过。 

 2008-2017 连续 10 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大学」荣衔。 

 2018 年获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计画奖助。 

 2007-2018 年期间，获教育部陆续颁发「品德教育特色学校」、「品德教育绩优学校」、「品德教育

推广与深耕学校」，「服务学习」绩优学校、「生命教育」绩优学校、「友善校园」学校，星云大师

教育基金会「三好校园典范学校」等荣衔。 

 2016-2018 连续 3年荣获 1111 人力银行调查「企业最满意大学」台湾私立科技大学组第 1名。 

 <国际认证与竞赛> 

 2015、2017 年亚洲会展青年竞赛总冠军。 

 2016、2017 年两岸校际国际贸易模拟商品展竞赛总冠军 

 2018 年首尔发明展金牌奖、2017 年东京发明展金牌奖、马来西亚发明展金牌奖。 

 2018 年世界盃电脑技能大赛世界冠军。 

 2018 年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毕业生出路> 

 1.已与爱尔兰国家学院合办双联学制，另正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圣玛莉大学，英国

桑德兰大学、赫德斯菲尔德大学，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洽谈双联学制，可提供学士双学位、硕

士学位等升学途径。 

 2.辅导、媒合学生实习与返乡就业。 

 <国际化程度> 

 与亚、欧、美洲 95 所学校缔结姊妹校，逾 220 名境外生在本校就读。 

 <收费标准> 

 依台湾私立大学收费基准，每年约人民币 21,000 元，住宿费每年约人民币 6,0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本系以「创新企划与创业实务」、

「精实营运与智慧管理」及「组织经营与行政资源管理」为主要专业职能

发展方向，形成课程模块，开设专业课程，并主导本校「会展及活动管

理」、「幸福产业婚庆服务经营管理」跨域学分学程之开设，跨越传统以企

业机能为导向的课程规划，配合强化外语及信息能力专业辅导，以及实务

专题制作与专业实习(作)课程训练，全方位打造一个以「毕业即就业」为

目标的课程内容与学习环境。 

休闲游憩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本系学生成就「三高」特色:就业率

高、证书取得数高及雇主满意度高，绩效卓越。以「就业导向、乐活思

维、创新能力、科技应用」培育休闲服务管理专业人才。课程规划务实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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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用，发展「绿色旅游管理」及「渡假服务管理」专业领域，并开设「奖励

旅游规划与服务」学分学程，迎合休闲产业人力需求。专业教室多元精

进，建置复合式渡假服务教学环境，结合完善实习机制，落实「做中学、

学中做」宗旨。 

多媒体设计

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教学资源丰富，师资阵容坚强，通

过 IEET 国际认证，课程受国际承认。优质多元学习规划，「数位影音」及

「互动媒体」发展主轴，扎根专业训练，规划多元课程，打造优质环境，

培育具创新设计与资讯科技整合能力人才。教学绩效亮眼，辅导竞赛成绩

优异：2018 金点概念奖、2017 韩国首尔国际青年影展提名、2016、2015 红

点设计及 iF 学生设计奖 11 件、入围 10 余项影展、国际影展最佳动画奖

等。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1.具博士学位师资高达 90%。2.采多

元创意教学，提升学生实力，荣获多项竞赛佳绩，2015-2017 国际院校会展

城市行销竞赛荣获多项冠军、亚军及季军；2015-2017 AFECA 亚洲会展青年

竞赛荣获 2 次冠军与亚军；2018 MOS 世界盃美国总决赛 Word 2013 冠军；

2018 全国大专院校 Top Marketing and Sales 国际行销企划竞赛冠军、季

军等荣耀。 

财务金融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协助学生发展核心能力以利未来就

业，特订定三大学习模块：理财规划课程(培育金控理财专员、银行/保险

从业人员等)、投资分析课程(培育证券/期货从业人员、投资分析研究员

等)、企业财务课程(培育财务管理、企业财务资源、租税规划等人才)，特

别着重养成各模块学生的移动金融服务、大数据分析与社群媒体分析等三

大能力。从校内学习、校企合作教学、企业见习、校外实习等，培育学生

与职场「无缝接轨」。 

商务科技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及通过 IEET 国际认证，课程受国际承

认。本系着重跨领域人才培养，发展特色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数位行

销、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与 APP 开发。教学绩效亮眼，竞赛屡获国际大

奖，重要获奖包括：第十届波兰发明展银牌、第廿八届马来西亚 ITEX 国际

发明创新科技展获 1 金牌 1 银牌、第十三届乌克兰国际发明展获银牌、韩

国 WiC 世界创新发明大赛-金牌与特别奖。采多元创意教学，为两岸三地同

学提供最佳的学习环境。 

国际贸易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并自 2015 年奉准成立国际贸易硕士

班，绩效已受社会各界肯定。「多元教学、实务导向、弹性课程」为本系特

色。本系课程规划重视外贸实务演练，并依据业界需求规划出国际市场开

发、贸易服务经营、跨境电商运筹三大模组课程，配合最具特色之跨境电

子商务课程与东南亚商贸及拉美商贸学程，让学生拥有良好的学习视野及

能力。训练学生「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成为贸易与电子商务所需之

专业人才。 

会计资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以培养中高阶会计专业人才为目

标。本系发展特色：(一)以品德教育为基础(二)培养学生基本核心能力、

推动考照之风气、落实学生实习工作(三)开拓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外语能

力、推动两岸会计学术交流活动与国际会计接轨。本系专任教师皆具实务

经验及专业证书。教学设备采最新会计软件、企业资源规划软件、电脑稽

核软件、持续性稽核平台软件等，配合会计信息系统之教学。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及通过 IEET 国际认证，课程受国际承

认，亦为阿里巴巴在台湾的跨境电子商务孵育基地。「智慧终端与互动式创

新商务应用」为重点发展目标，采多元创意教学，课程设计包含智慧体

验、电子商务应用、云端资讯等三大服务课程模组，学生可自由选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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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展，课程结合行动云端、大数据、物联网、创意机器人、电子商务及安全

管理等虚实整合服务，培育跨领域创新商务人才，教学绩效亮眼，学生竞

赛屡获佳绩及国际大奖。 

应用日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本系学生表现突出，近年荣获多项

全国比赛前三名佳绩。本系除培养学生日语听、说、读、写、译「五技」

紮实技能外，亦加强培养学生跨领域的专业实务应用能力，积极辅导学生

取得日语、资讯以及其他专业能力证书，并开设国际商贸讲座和实习课

程，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本系积极拓展与日本的交流，近年已选派 98 位

学生赴日留学，211 位参加访日研修，98 位海外实习，开拓学生的国际视

野。 

应用英语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荣获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第一等佳绩。学生考取 TOEIC 证书张数连续多年

全台湾第一名。另开设「国际服务与行政模组」与「国际商务」两大领域

课程，最契合职场现况。业界专家协同教学，全面落实技职教育与产业接

轨。推动「实务实习」、「职场实习」及「海外实习」，并与产业界密切合

作，学生多可担任台北国际电脑展等国际性展览服务见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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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宏国德霖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2733567 

传真 886-2-22611492 

电子邮件信箱 registry@mail.hdut.edu.tw 

网址 http://www.hdut.edu.tw 

地址 新北市土城区青云路 380 巷 1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各班设有教学助理 TA。 

 2.设有谘商辅导中心室及生活辅导组。 

 3.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8,000 元(室内设计系约新台币 55,000 元)。 

 4.住宿：备有男、女生宿舍，全栋空调、宽频网路设施，每学期约新台币 13,000 元。 

 5.餐饮：设有校园美食街，每日三餐消费约新台币 200 元。  

 6.本校坐拥数位森林学园，软硬体设备完善，教室全面安装空调。 

 7.设置各类专业中心，掌握产业脉动，促进产学合作。 

 8.提供多元的图书资讯及电子期刊资料库，提供 e化的学习环境。 

 9.毕业前调查就业与升学意向，依其规划提供所需之协助或辅导。规划继续在台升学者，提供研

究所考试资讯及办理升学讲座活动。决定返回大陆地区就业者，则鼓励同学参加学校举办之就业

辅导系列活动，提供各种就业相关资讯、各行业职能简介资讯，协助同学强化求职技巧，做好就

业准备工作。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休闲事业管

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适性辅导学生进行校内外实习，毕业即就业之接轨。 

 2.学生透过系科安排适性参与产学合作及办理相关活动，增进实务技能，

点亮自我。 

 3.以『自行车活动』结合「旅游」与「休闲运动」内容，点亮系科特色。

 4.运用社区资源实施「社区化」服务学习，落实在地关怀，获得各界肯

定。 

 5.开拓海外实习与参访，增加国际视野与交流。 

 6.师生共同参与专题、产学研究合作计画和参与国内外竞赛，扬名国内

外。 

企业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共分「服务营运管理」与「行销创新管理」两大模组： 

 1.服务营运管理：含市场问卷调查、商品决策、资料库建立、条码制作、

商品上架、橱窗布置、海报设计、营运企划、成本管控、存货盘点、卖场

管理、促销策略到顾客关系管理等实务，毕业後就业或创业，展现坚实执

行力。 

 2.行销创新管理：以产品创新为目标，加强创意思维，培养行销企划与撰

写能力，养成商业简报与产品发表的专业能力，毕业後投入行销、广告工

作。 

  

资讯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手机嵌入式软体技术：培育学生具备「行动装置应用软体设计能力」、

「嵌入式软体系统应用能力」、「系统整合与应用能力」。同时推动进行相关

领域专业认证，以从事行动装置程式设计与应用之行业。 

 2.多媒体设计与应用能力：培育学生具备「多媒体软体应用能力」，同时

推动进行相关领域专业认证，能从事多媒体设计及应用之行业。未来数年

内有关电脑创意动画设计、游戏程式设计、虚拟扩增实境等相关产业人才

之需求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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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机械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电脑辅助设计与制造』及『机电整合与自动化』作为发展特色及

课程规划的重要依据。 

 为使课程内容符合产业发展需求，配合国家高等教育培育人才之目的，也

邀请系友、合作厂商代表担任本系课程委员会委员，共同规划务实课程内

容；并融入业师教学、实务专题制作与专题竞赛、校外参访、最後一年校

外实习等特色课程安排，让同学毕业後可立即进入机械领域的就业市场工

作，致使高等教育的学习目的可以和就业需求无缝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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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东方设计大学 

电话 886-7-6939583 專線 

传真 886-7-6939584 專線 

电子邮件信箱 inter_coop@mail.tf.edu.tw 

网址 http://www.tf.edu.tw 

地址 高雄市湖内区东方路 11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966 年创校，是台湾唯一的设计大学。一直以「美工」与「设计」都是本校的代名词，倍受社会

各界、学生与家长的肯定与支持，基於历史传承、凸显主流特色、配合产业发展，朝向「艺术设

计」、「民生设计」、「应用设计」等三个学院发展，由於目标明确，并为台湾唯一且更具特色的设

计大学，学校将与现今众多技术校院「差异性小、同质性高」的发展面向有所区隔，各系所课程

与设计创意紧密结合後，学生的学习也会更加丰富多元，有助专业技能的养成。 

 ●学术单位设有「艺术设计」、「民生设计」和「应用设计」等三个学院计 1博士班、5硕士班、

10 系、1学位学程、附设五专部 8个科和进修学院暨进修专校。目前学生人数达 3500 人。专任教

师 107 人，其中助理教授以上师资有 89 人，比率达 83.18%。 

 ●成立八个跨科系资源整合中心，包括艺术、3D 设计、数位影音多媒体、生物科技发展、精密

材料研发、福田繁雄设计艺术馆和超大型积体电路等教学中心，并建置国际认证等级 MOS、

ADOBE、CISCO，以及考试院考选部国家电脑考场共 26 座。 

 ●近年推动海峡两岸高等校院交流，已分别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厦门大

学、北京服装学院等 59 余所学校及研究中心，签订学术合作协定。为促进国际学术广泛交流、强

化学生就业竞争水平，与 92 所含美、日、韩、马、泰、越、印尼等国知名大学签结策略联盟加强

实质合作。 

 ●参加国际、全国及区域竞赛，成绩相当优异，近三年共获奖超过 400 人次以上，专业知识技能

表现深获肯定。 

 ●近三年经中国工程师学会评比为大专产学合作的绩优单位。致力专业实务技术发展，积极投入

硬体设备之建置，并配合目标导向的管控机制及奖励制度，鼓励师生投入产学研发工作。 

 ●办学着重产学合作与就业结合，课程规划符合就业需求、产学研发成果融入教学、业界师资协

同授课，目标就是使学生「毕业」即能「就业」。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流行商品设

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教学特色： 

 注重於设计基础养成及实做能力，并掌握流行趋势，目的在培养专业之流

行商品设计和商品行销专业人才。将玻璃、金工银工、陶艺、染织及精品

等设计工坊的概念整合为一，重视与产业的交流合作，提升技术、实务与

整合性行销规划能力。 

 毕业出路： 

 1.专业流行商品与产业商品创意设计、技术研发、实务管理企划人员 

 2.印染商品/玻璃/陶瓷/家具商品制程与产品设计、企划、管理与行销人

员 

 3.电脑创意设计企划人员 

影视艺术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教学特色 

    a.电影电视影片的影片合作开发与推广行销 

    b.影视制作时之内容分析与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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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c.数位影视後期制作与电子影像的系统整合 

    d.影视制作现场之摄影与灯光与录音技术 

 (2)毕业出路 

    影视及文创产业之 /企划/制片工作 /导演工作 /後制剪辑工作 /影视

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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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 

电话 886-2-28059999 

传真 886-2-28052796 

电子邮件信箱 paigerabbi@mail.tcmt.edu.tw 

网址 http://www.tumt.edu.tw 

地址 新北市淡水区滨海路 3段 15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国际暨两岸交流中心。 

 2.设有学生辅导中心。 

 3.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45,000~55,000 元。 

 4.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8,000~11,000 元。 

 5.餐 费：每日餐费约新台币 15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海洋休闲观

光 系 ( 台 北

市) 

二 年 制

学士班 

1.本系发展特色具「博览海洋、观光领航」，设有海洋休闲观光硕士班； 

  

 2.一等、一流、唯一:教育部评监一等、师资设备一流、唯一海洋休闲观

光系所。 

  

 3.培育「海洋观光产业」及「水域游憩活动」二大专业领域理论与实务结

合之服务管理人才。 

  

 4.三位一体:专业证照、产业实习、升学就业发展结合。 

  

 5.上课地点於本校士林校区，处淡水、基隆河交汇处，适合水上活动教学

及培育观光游憩规划与水上游憩活动人才。 

海空物流与

行销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科整合「海空物流营运管理」与「海空物流行销业务」之职场专业需

求，培养海运物流、空运物流营运及行销人才，专精进出口商品海空物流

作业的安排。课程具备业界深度连结，未来就业发展充分配合政府之建设

海空联港、国家物流发展旗舰计画、桃园航空城、自由经济示范区等政

策，可从事机场、港口、船公司、航空公司、国际物流公司等行业人员。

海空物流就业定位明确。 

数位游戏与

动画设计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科之发展特色及课程设计，特别着重於整合性人才培育，以及游戏设

计与多媒体动画开发之创新与创意，透过老师的专业引导，在游戏设计与

动画创作之相关领域，习得足以胜任工作之专业知识。本系拥有专业电脑

绘图实验室、游戏专题实验室、数位摄影棚及高阶音效、配乐与影片特效

後制设备、互动虚拟实境专业教室、动作捕捉撷取教室、多元国际认证考

场等供学生培育专业技能使用。 

 上课地点：淡水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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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亚东技术学院 

电话 886-2-77387708 

传真 886-2-77386471 

电子邮件信箱 ac_aff_adm@mail.oit.edu.tw 

网址 https://www.oit.edu.tw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四川路二段 58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1.本校设有教学助理 TA。 

 2.设有谘商中心，并安排陆生辅导专员，负责学生学习、生活辅导、住宿安排，协助其环境适应

及相关的联系。 

 3.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1,000 元左右。为鼓励优秀陆生就读本校，第一学年学杂费全免。

 4.住宿：依亚东技术学院学生宿舍辅导实施办法，本校提供大一陆生第一学年免费住宿，第二学

年起住宿费用需自理，校内床位依身分及年级类推顺序住宿，若无剩余床位，由生活辅导组协助

寻觅校外适当赁居地点(校内住宿费每学期新台币 14400 元；校外视房屋型态、地点住宿收费有所

差距)。 

 5.为强化就业力，本校实施学生基本能力指标，未通过者需修习相关补救课程。 

 6.亚东拥有多元的远东关系企业事业体，提供国内外实习机会，成为培育拔尖人才的摇篮。 

 7.本校位於新北市板桥区交通便捷，搭乘捷运板南线至「亚东医院」站第 2或 3号出口，步行 3

分钟即可达本校。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电子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产官学三大重点专业发展：1.产业需求发展：(1)因应产业需求发展，

推动专业模组、实务专题课程、产业实习等多元培育模式。(2)专业证照制

度实施与推行。2.科技教育重点发展：(1)培育智慧电子系统设计及生医电

子创新应用等多元电子系统整合人才。(2)藉由参加专业竞赛活动及海内外

研讨会，提升国际合作。3.学界发展：(1)导入智慧电子前瞻技术课程。

(2)培育前瞻性系统设计人才。 

行销与流通

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1.培养行销创意与企划能力 

 2.具备顾客服务与沟通管理能力 

 3.建置优质与具特色之学习园地 

 4.缩短学用落差共创产学合作环境 

 5.培育理论与实务并重的行销与流通管理专业服务人才 

 6.迈向虚实整合技术发展应用实务人才的培育摇篮 

资讯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以「智慧生活创新加值」为发展目标，以「资讯应用开发」与「多媒

体应用」为发展主轴，并规划出资讯技术整合、多媒体设计与管理应用三

大类型发展之专长领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兼顾产业实务与时代趋势，取

得专业证照为基础，以实务专题制作为学习整合，并拓展至产学合作，产

业实习及专业竞赛。能在多元学习与经验累积中，培育出学以致用之资讯

管理专业人才。 

电机工程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发展目标以程式语言设计及基本电子电路理论为基础，「电能科技」、

「系统与控制」及「嵌入系统」三专长领域为发展重点，强调实务证照取

得与实务实作之课程规划，除训练学生毕业後具有从事电机工程之规划、

设计、施工、维修等工作能力外，在暑假时学生可以有机会参与校外实

习。 

医务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本系肩负着创新医务管理人才培育之责，配合教育部技职再造计画，以活

化课程、优质技术，与就业接轨为原则，进行课程的改造，以培养学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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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备务实致用、创新研发及国际视野，结合本系特色与医疗产业资源，调整

及规划以实务为导向的课程与学程，建构贴近实习环境，并强化校外实

习，让学生熟悉产业实务，丰富专业知识与技能，使所学符合业界所需。

具体的策略与作法包括：课程改造、设备增设、证照辅导、境外实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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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大同技术学院 

电话 886-5-2223124*239 

传真 886-5-2225175 

电子邮件信箱 hkr11@ms2.ttc.edu.tw 

网址 http://www.ttc.edu.tw 

地址 (嘉义校区)嘉义市东区弥陀路 253 号(太保校区)612 嘉义县太保市学府路一段

30 号 

 

二年制学士班 

招生说明 

一、本校设有： 

  (一)普通教室 56 间，全面ｅ化装设单抢投影、冷气等设备。 

  (二)专业教室：电脑教室 17 间、系专业实习教室 37 间、语言教室 5间、多功能教室 13 间。

  (三)特色实验室：博奕事业教学教室、实习旅行社、音乐教室、摄影棚、录音室。 

  (四)验证及考照场所：Protool 认证中心、专案管理网路认证中心、中西餐、烘焙证照检定教

室、美容美发证照检定教室。 

 二、设有敎学资源中心：实施 e化教学、各班设有教学助理 TA。 

 三、设有服务学习中心：实施全方位之生活、学习、职涯辅导。 

 四、设有学生辅导中心：建构优质学生辅导机制。 

 五、设有两岸暨国际事务中心：积极推动大陆及外国学生辅导机制。 

 六、学杂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50,000 元。 

 七、住宿费：每学期约新台币 8,000 元。 

 

系组名称 班别 专业发展 

烘焙管理系 二 年 制

学士班 

(ㄧ)技术与研发产品之专业课程：除面包、饼乾、蛋糕、中式米面食等基

础技术，亦有进阶 

      专业技术研发如冰淇淋制作盘饰技巧、和菓子制作、欧式烘焙产品

制作、拉糖艺术、 

      巧克力制作。以学生专业技能之养成为课程规划主轴。 

 (二)训练先进技术与国际接轨：辅导学生参加国际竞赛，本系於 2013-

2018 皆有优异成绩， 

      并於烘焙类各领域塑糖、拉糖、巧克力、艺术面包、捏面人皆与世

界接轨。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指導單位：教育部

官網：https://rusen.stust.edu.tw
電話：886-6-2435163  傳真：886-6-2435165
電郵：rusen@stust.edu.tw
陸生討論群：https://webap.rusen.stust.edu.tw/bbs/Login.aspx

官微

SCAN THIS CODE
And follow us on WEIBO

官網

SCAN THIS CODE
And follow us on WEB

Apply Online
https://rusen.st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