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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萬能科技大學簡介 

學校願景：本誠信、前瞻、務實及追求卓越之辦學理念，邁向頂尖科技大學，成為培育人文與科技兼

備人才的典範。 

交通環境：從台北經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內壢交流道出口下（57K），到本校約 2分鐘。另可經縱

貫鐵公路、桃園機場國道二號、高速鐵路桃園站、桃園捷運桃園高鐵站到達本校，鄰近機

捷 A18 站及高鐵桃園站，車程僅 10 分鐘。公車班次密集，中壢客運 122 專線(中壢火車

站)、統聯 208專線(內壢火車站、高鐵站)，服務本校師生搭乘，到站即到校。UBike校內

設站（至中壢 SOGO 約 10分鐘）。交通安全便利，校內並設置汽、機車停車場，提供充足

停車位。 

校園環境： 

1. 全台唯一航空城大學，重點產業發展人才培育大學。 

2. 畢業生就業率全台科大第一。 

3. 技能檢定考場數為全台第一，輔導學生取得各項專業證照，建立就業競爭力。 

4. 國際化私立科大第一，私立科技大學外籍生人數第一，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5. 教育部肯定教學卓越重點大學，辦學成效為桃竹苗科大之冠。 

6. 教育部評鑑一等與品德教育績優大學。 

7. 辦學品質榮獲國際 ISO 暨國際 IEET認證。 

8. 位居桃園地區八大工業區樞紐，提供多元實習與就業機會。 

9. 校園全區提供無線網路服務，建置 6A等級雲端數位教學環境。 

10. 各系師資優良，設備、設施及儀器等質量皆優。 

11. 優質化環境、生態森林 e化校園、校舍全部無線網路及空調設備。 

12. 河濱大道景色優美貫通校園，休閒運動設施豐富，包括：籃球場、排球場、壘球場、

網球場、田徑場、體適能中心、高爾夫球練習場、烤肉區等。 

13. 本校長期投資數位教材製作，並在全校設置 6A 等級無線網路，自 103 學年度起，將

全面改為行動裝置社群教學模式，結合學習軟體及雲端服務，可隨時隨地不受時空環

境限制從事知識學習、閱讀或查詢資訊、分享資訊。 

14. 餐飲商家：除有美食廣場集合各種南北小吃，物美價廉、衛生可口、菜色多樣（如自
助餐、滷味、麵食、套餐等），設有萬大花園景觀實習餐廳，提供美式休閒飲食。校內
另有統一超商（7-11）提供便當、各式飲料及零食等，除服務性商品及特價商品外，
凡本校師生購物均以標示價格九折優惠。 

學生宿舍：本校除原有仁愛樓學生宿舍，另有榮獲金質獎的單人/雙人學生宿舍之萬能學苑，107學年

度信義樓 4人套房(全新五星級宿舍)正式啟用，宿舍皆配有冷氣空調、網路設施，安裝有

電熱水器提供熱水洗澡，並設置自動錄影系統及 IC 電子識別系統，配有管理員一人負責

門禁管制工作，加強宿舍安全。 

學制與招生：本校設有 3 個學院、6 個研究所及 16 個系。訂定各項政策，培育畢業生順利就業與升

學績效卓著。 

1. 航空暨工程學院：營建科技系(含碩士班)、環境工程系(含碩士班)、電資研究所、資訊

工程系、航空光機電系、工業管理系。 

2. 設計學院：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含碩士班)、商業設計系、時尚造型設計系。 

3.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餐飲管理系、旅館管理系、航空暨運

輸服務管理系、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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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辦學特色》 

卓越  雲端  航空城大學 

目前本校總計有三個學院（航空暨工程學院、設計學院、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包含6個研究所

（營科系碩士班、環工系碩士班、電資所、經管所、資管系碩士班、妝品系碩士班）及16個系（營科

系、環工系、資工系、航空系、工管系、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系、企管系、資管系、行銷

系、商設系、妝品系、時尚系、商品系、演藝學位學程），全校學生達10,229人，外籍學生達四百餘人。

我們致力精進各種軟硬體設施、教學設備、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等領域，使學校已具一流大學水準，

成效深受教育主管單位讚賞。我們將再接再厲，邁向科技與人文相輔相成的智慧型校園，為社會造就

更多科技與經建人才。 

航空城大學，全台唯一： 

離桃園國際機場最近的科大，享有航空產業豐沛合作資源。 

教學卓越，國際認證： 

教育部門肯定教學卓越大學，榮獲 IEET國際認證。 

雇主最愛，桃園首選： 

106年 1111人力銀行雇主滿意度調查，桃園中壢區第一。 

實習就業，全台第一： 

大四全面實習，實習就業無縫接軌，就業率全台科大第一。 

科大大學部，國際化第一： 

技職校院外籍生人數第一，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航空餐旅，全台最大：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人數達 7,500人，跨兩種以上專業領域學習，提升國際就業競爭力。 

設計時尚，國際發光： 

師生榮獲教育部門技職之光，國際 IF、Red Dot 設計大獎，引領國際設計流行時尚。 

航空工程，快速起飛： 

與航空界龍頭華航、長榮、漢翔、亞航…產學策略聯盟，接軌波音、空中巴士等國際大廠。 

三鐵一港，交通便捷： 

全台唯一三鐵交匯科技大學，高鐵、台鐵、捷運與機場便利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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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萬能科技大學科系發展特色 

航空暨工程學院 

航空

光機

電系 

一、教學特色  

本系在 2015年新設立，2019年起專業分組為航空機械組與航空科技組，招收日間

部四技學生。本系教育特色在於培養飛機維修所需航空光機電實務技術人才，使

能完整瞭解飛機空氣動力、航空發動機、飛機結構、空用電子、無人機技術與複合

材料等技術之功能與原理，得以擔負檢查、測試、維修、操作及故障排除等任務。 

二、證照輔導 

 本系專業學程之課程分流「航空機械組」及「航空科技組」進行規劃，航空機

械組特色課程包含「飛機修護」、「複合材料」及「精密加工」等課程，輔導學生考

取飛機修護乙丙級、初級複合材料工程師與 NDI證照。航空科技組特色課程包含

「航空電子」、「無人機」與「機電整合」等課程，輔導學生考取機電整合、通信技

術丙級與無人機普通操作證照。本系培育學生航空工程專業基礎技能，並建立其

終身學習與持續成長的能力。 

三、海內外實習 

為提升本系學生未來之就業競爭力，本系大四學生將可前往長榮航太、華航、漢

翔、亞洲航空、遠東航空、中科院航空所、華夏航科國際、新加坡科技宇航與廈門

太古航空等知名企業進行為期一年之職場實習。畢業後除了可留任在台灣航空相

關產業繼續就業外，亦可選擇投入中國大陸、香港與新加坡等國際航空市場就業，

以拓展個人之國際就業版圖。 

四、產學合作 

 本校為全台灣最靠近桃園航空城之科技大學，而本系更是全桃園市唯一具備

飛機修護技術訓練能量之大學科系，台灣長榮與華航兩大航空公司於 2017年與本

校同時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本系陸續也與漢翔航空、亞洲航空、遠東航空、華夏

航科國際、長榮航宇等台灣知名公司簽署產學合作。本系為了拓展學生之國際就

業競爭力也與廈門太古航空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本系學生可至廈門太古航空進

行一年之職場實習，若考取 CCAR147 證照，未來可進入其集團維修廠就業，乃至

進一步進軍中國大陸飛機修護的龐大就業市場。 

五、畢業出路  

飛機修護/航空材料技術人員：飛機機體維修工程師、發動機維修工程師、複合材

料成型與加工人員、飛機修護品質管制工程師等。 

機電整合/精密加工技術人員：機電整合技師、CNC 操作技術人員、鍛造模具製造

人員。 

空用電子/通信技術技術人員：航電系統維修技術人員、航管專業人員、電控工程

師與電信線路工程師等。 

資訊

工程

系 

一、教學特色 

資訊工程系 

1.獲教育部補助 1300萬，成立物流倉儲模型工廠，培育物流相關產業之資訊人

才。 

2.桃竹苗首先具備網路架設乙丙級術科考場之大專院校，並與電信工會簽署合作

備忘錄，提供訓考用三合一服務。 

3.完整思科 CCNA、CCNP 課程，畢業後可直接進入相關電信公司，參與台灣 4G



 

4 

網路建置。 

4.完整的校外實習規劃，讓大四同學可到資訊產業公司實習一年，讓所學與產業

聯結，達到畢業即就業目標。 

遊戲設計與競技組 

1.強勢挹注電競專業教室丶電競專業教練。 

2.全方位選手培訓、遊戲開發、系統整合、媒體行銷到賽事實務的產業學程。 

3.帶你進入爆發性成長的電競產業。 

二、證照輔導 

本系主要推動的證照為：Cisco CCNA、OCP Java SE Programmer、TQC+行動裝置

程式設計(Android)、勞動部網路架設乙級、電信線路丙級。 

三、海內外實習 

在學期間參與職場實務實習，透過產業縺結計畫，協助順利就業。提供學生暑期及

全學期實習的廠商有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分公司、台達電子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三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碩譽電機股份有

限公司等。 

四、產學合作 

與多家企業簽訂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業師協同教學、校外實習、企業徵才等合

作：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美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杰藝文創有限公司、台灣

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研華股份有限公司、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佰事達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等。 

五、畢業出路 

本系設有碩士班可供畢業生繼續進修，畢業生亦可報考海內外研究所碩士班，系

友升學如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雲林科技大學工

程管理研究所博士、中央大學資訊工程所碩士、交通大學資訊工程所、網路工程

所碩士、交通大學應用數學所碩士、元智大學資訊工程所、資訊管理所碩士，升

學管道通暢。 

多元就業方向：自行創業、軟體工程師(C、Java)、程式設計師(網頁、資料庫)、

網路工程師、網路架設、物流業、精密機械、物聯網程式設計師、資安工程師、

測試工程師、嵌入式系統工程師、資訊管理師、遊戲工程師、物流管理師、電競

國手搖籃培訓、遊戲設計與美術、電競硬體規劃與組裝、電競場地裝潢與設計、

電競電腦周邊零組件設計、直播主持人。 

營建

科技

系 

一、教學特色 

本系創設於 1972 年，原為二年制營建技術科，2001年邁向大學體制設立四技部，

為配合營建產業職場轉向及講求科技資訊管理為導向的趨勢，於 2005 年由土木工

程系正式更名為營建科技系。  

營建科技系是結合營造建築產業技術與室內設計管理為導向。教育目標是”以就業

為導向，培育兼具營建工程技術與室內設計管理能力之優秀專業人才”。 

一、室內設計與管理組 

本組強調實作配合室內設計，有室內設計概念外亦能了解施工實作之能力，未來

將成為具設計-施工規劃-具實作與管理能力之多元化室內設計人才。 

二、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本組目的在於培育營建現場施工專業人才，課程中強調電腦工具應用、測量實作

與空間規畫應用，於大學階段即能充分與實務端結合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5 

二、證照輔導 

室內設計與管理組-乙級室內設計、乙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丙級木工裝潢、

乙丙級油漆塗裝、乙丙級室內配線、乙丙級工業配線等。 

營建與空間設計組-土木技師、結構技師、景觀設計士、建築工程管理士、工地

主任。 

電腦證照-TQC SketchUp、Rhino,AutoCAD、3DsMax、Lumion。 

三、海內外實習 

台北市室內裝修設計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室內裝修設計商業同業公會、台灣房

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邦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三本建設

公司、拓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存正企業有限公司、展志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春分園藝造景有限公司 

四、產學合作 

培育學生具備營建與室內設計實務與管理之能力。 

培養培育學生具有專業、敬業精神與負責任的態度。 

培育學生具有溝通協調、團隊合作之能力。 

五、畢業出路 

升學 

1.本系研究所 

2.台灣相關研究所 

就業 

室內設計公司、裝修工程公司、工程管理公司、監造公司、工程顧問公司、建材公

司、材料研發公司、景觀規劃顧問公司、不動產公司、公務人員、營造公司、建設

公司、水電工程公司。 

環境

工程

系 

一、教學特色 

本系學習的知識領域，除包含水處理、廢棄物、空氣污染、土壤地下水污染等傳統

污染防治領域及工業安全衛生、廠務管理相關領域外，近年亦隨政府施政主軸及

區域發展重點，加入節能節電、溫室氣體管理、碳排放盤查、資源循環再生、環境

監控與物聯網整合應用等領域。同時輔以各種實習課程及實務專題製作，並輔導

學生取得環工及工安等相關證照，因此畢業生具備多項基本專業技能，就業領域

寬廣。 

二、證照輔導 

1.取得環保署專責人員證照與勞動部職安衛相關證照，就業具充分保障。 

2.領隊導遊、導覽解說員、環境教育人員、綠色環保、永續樂活。 

三、海內外實習 

在學期間參與職場實務實習，透過產業縺結計畫，協助順利就業。提供學生暑期及

全學期實習的廠商有誠和環保工程、淳億工程顧問、瑞昶科技、元山林開發事業、

瑋祥科技、平鎮環保、嶺蓁水科技、全盛環科、康鉑環科、常榮機械、淨華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等。 

四、產學合作 

1.經濟部工業局環保中心唯一簽署「北部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產學合作計畫」備忘

錄之大專環工系所。 

2.與桃園五大工業區簽署合作聯盟。 

3.學生在學時即可參與教師所承接之民間或政府機關產學案，藉以培養實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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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就業競爭力。 

五、畢業出路 

1.本系畢業生除少部分選擇繼續升學外，其餘大部分多從事環保工安相關行業，

尤以廢水操作及工安廠務居多。 

2.環安工程師：美商 APPLE 公司、群創光電、通用電子、友達光電公司 

環境工程師：日月光半導體、臺灣栗田水科技(日商)、元山林開發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美商艾亦康、台灣自來水公司、欣興電子公司、信鼎技術服務公司

等。 

能源技術人源：乾坤科技公司(台達電)、日月光半導體。 

環境監測分析人員：榮大檢驗中心、三普環境分析實驗室、台灣區鰻蝦輸出公

會檢驗中心。 

3.歷屆系友遍及中、北部相關產業，人脈資源豐富，未來就業得心應手。 

工業

管理

系 

一、教學特色 

工業管理系：培育學生能夠獲得的頂尖實務技術： 

1.航太及精密製造/高科技/服務產業生管/品管/工安衛等工管技術能力。 

2.尖端航太、汽車、醫療電子等精密量測技術/非破壞檢測技術能力。 

3.航太及精密製造/汽車產業平面/立體電腦輔助繪圖技術能力。 

4.物流/物管/供應鏈/企業資源規劃技術能力。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機械組：培育學生能夠獲得的頂尖實務技術： 

1.CNC 五軸與車銑複合加工機等高階技術能力。 

2.尖端航太、汽車、醫療電子等精密零組件加工/量測技術能力。 

3.航太輕質材料或複合材料零組件製造技術能力。 

4.單機自動化之智慧機械製造技術能力。 

二、證照輔導 

工業管理系：工業工程師、品質管理技術師、ISO品保稽核認證、生產與作業管理

技術師、ERP 規劃師、AutoCAD國際認證、Autodesk-Inventor國際認證、Solid Works

國際認證、非破壞檢測師。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機械組：CNC 車床、CNC銑床、AutoCAD國際認證、Autodesk-

Inventor國際認證、Solid Works國際認證、非破壞檢測師、工業工程師、品質管理

技術師、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 

三、海內外實習 

航太及高科技產業是品質管理系統最為嚴謹，系統整合技術最為複雜的高科技產

業，並具備高度產業關連性、高附加價值及高薪資，大四安排至優質企業實施全學

年有給薪校外實習，包括漢翔航太工業、長榮航太科技、長榮航宇精密、中華航

太、中興電工機械、日月光半導體製造、時碩工業、豐達科技、長榮物流、信可物

流、英業達科技、友達光電、佳世達科技及台中精機等多家大型優質企業。 

四、產學合作 

本系與多家大型優質企業建立實質產學合作模式，企業提供 

1.大四學生全學年有給薪校外實習機會。 

2.相關培育學生基礎及實作課程設計規劃。 

3.業界或實務專家協同師資培育學生教學。 

4.提升教師實務實作技能之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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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開設課程及設備規格更新建議。 

6.實務技術研發諮詢、以及先進技術諮詢。 

7.專題講座師資。 

8.本校研發團隊產學合作計畫機會，以及協同技術諮詢。 

9.設備或材料捐贈。 

10.其他可能提供協助之相關內容。 

五、畢業出路 

工業管理系：工業工程師、品管/品保/品檢工程師、物流管理師、製程/生管/職安

衛工程師、ERP/供應鏈規劃師、非破壞檢測量測技師、精密量測技師、服務業品

管/設計/規劃管理師、電腦平面/立體繪圖工程師、產品設計工程師、行銷規劃師。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機械組：CNC 精密機械加工技師、航太輕質材料或複合材料

加工技師、非破壞檢測量測技師、電腦平面/立體繪圖工程師、精密量測技師、品

管/品保/品檢工程師、製程/生管/職安衛工程師、產品設計工程師。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 

航空

暨運

輸服

務管

理系 

一、教學特色 

實務課程，產業接軌：課程結合校外參訪，機場、航空公司、台灣高鐵、桃園捷

運、台北港以及物流等公司。 

國際課程，拓展視野： 

1.海外研習：韓國、日本、美國、英法，短期研習選修課程。 

2.海外交換：韓國、日本、美國、澳洲，學期或學年海外交換課程。 

實習課程，就業導航： 

1.低年級，志工實習：桃捷志工，移民署志工。 

2.中年級，學期實習：華航，美商聯合航空，地勤代理公司。 

3.高年級，全年實習：華航，華信，長榮，立榮，遠東，高鐵，機場貴賓室，免稅

商店門市、飯店、旅行社、航勤，物流。 

機師與航空服務學程：整合航空光機電課程，成立機師與航空服務學程，培育機

師與空地勤相關人才。 

澳洲南十字星大學「3+1雙聯學制」培訓「機師訓練課程」。 

二、證照輔導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Abacus 航空訂位系統認證、華廈訓評國際禮

儀乙級認證、關稅協會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認證、

英文 TOEIC & GEPT、韓文檢定、日文檢定、MOCC、OFFICE 電腦技能檢定 

三、海內外實習 

實習：大四全年有薪職場實務實習，以機場經濟為範圍，主要包含：空、運、

餐、旅、銷，五大領域： 

1.空：空勤服務人員、地勤服務人員(運務、 票務、訂位、派遣)、航運事務、航

空站相關業務等。 

2.運：台灣高鐵、桃園捷運、台北捷運。 

3.餐：機場貴賓室、空廚、免稅店餐廳外場等。 

4.旅：飯店，旅館，旅行社等。 

5.銷：免稅商品行銷、進出口貨運、國際物流。 

海外實習：香港、韓國、日本、新加坡實習。 

四、產學合作 

中華航空、長榮航空、華信航空、遠東航空、美商聯合航空、長榮航勤、桃園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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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桃園大眾捷運、復興空廚、長榮空廚、華膳空廚、國泰航空貴賓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桃園機場貴賓室、機場免稅商店餐飲門市、桃禧航空城酒店、

長榮桂冠酒店、雄獅旅行社、山富旅行社、昇恆昌免稅商店、采盟免稅商店、榮儲

物流、永儲國際物流、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等公司。 

五、畢業出路 

升學 

1.規劃統計學、專題研究課程，培育學生繼續升學之能力。 

2.透過本校與海外姐妹校之交換生計畫，可申請至海外研修一年，乃至攻讀碩博

士學位。 

3.規劃英文、日文、韓文課程，培育學生國際化語文能力，乃至攻讀語文相關碩

博士學位。 

4.可申請觀光類、運輸、語文或管理類相關研究所。 

就業 

空服員、航空地勤人員、航空定位票務人員、航務管理員、飛航諮詢員、航空管理

員、航空通信員、機場運務人員、營運業務人員、站長、領班、票務人員、站務人

員、列車服勤人員、行車控制人員、儲備列車駕駛、調度員、機場貴賓室接待員、

餐飲外場服務人員、門市銷售人員、物流人員、國際物流人員、內政部入出國暨移

民署人員。 

觀光

與休

閒事

業管

理系 

一、教學特色 

1.實務特色教學：以知識、技能及禮儀為基礎，合實務技術導向的養成理念，培

育觀光產業應用人才，參與知名大型國際活動，讓世界走入校園。 

2.業界師資實務教學：聘任雄獅旅行社、東南旅行社、康福旅行社、旅行公會、

導遊領隊協會及休閒運動產業等高階經理人教授實務課程。 

3.產業實習合作教室：東南旅行社、可樂旅遊、休閒運動高階業師協助產業見習

課程。 

4.強化學生外語能力：英語、日語、韓語及泰語專業教師教學。 

5.實習與海外參訪：一年實習及海外實習(新加坡、日本)；海外參訪(歐洲及亞洲

地區)；國際交換生(美國、日本、泰國、韓國)。 

6.接軌國際落實教學創新：吸引泰國、大陸港澳、日本、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

外籍學生前來就讀並開設南向產學專班。 

二、證照輔導 

1.多元化證照輔導考試： 

2.觀光旅遊：領隊及導遊國家考試(華語、英語、日語、泰語、越語及馬來西亞

語)、航空訂位認證考試、領團人員認證、遊程設計規劃師、多益 TOEIC、日

本語文能力 JLPT、韓國語能力考試 TOPIK。 

3.休閒運動：AFAA國際認證(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體適能指導員、運動休閒

產業經理人證照、健走指導員、自行車領隊證照、專業荷官初階認證(二十一

點、百家樂、德州撲克、輪盤、加勒比海、骰寶)。 

4.餐旅會展：飲料調製、餐飲服務、旅館客房服務、葡萄酒初階認證、專業咖啡師

初階、會議與展覽人員、國際禮儀證照。 

三、海內外實習 

台灣：觀光、休閒運動有薪實習。 

海外：日本、新加坡、韓國。 

四、產學合作 

旅行社：雄獅集團、東南、可樂、山富及鼎運旅遊等上市大型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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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飯店：Novetel 飯店、古華花園、尊爵天際等連鎖飯店。 

餐飲食品：王品、古拉爵、饗賓餐旅、昇恆昌、義美食品、郭元益。 

運動：WORLD GYM 、極限健身中心等。 

海外產業：Okinawa Grand Mer Resort、定山溪万世閣、洞爺湖万世閣 

綠翠亭景水、北海道富良野、黑部 View Hotel。 

五、畢業出路 

升學：澳洲南十字星大學、泰國湄州大學國際學院及台灣觀光、休閒運動系所。 

就業： 

1.觀光管理： 

領隊、導遊、旅行社：(直客及同業業務、旅遊簽証部、團控管理、票務人員、

媒體公關、企劃行銷)、飯店產業、主題樂園、會展產業、高鐵或捷運站務。 

2.休閒管理： 

休閒運動俱樂部管理、運動教練、健身教練、主題樂園管理、調酒師、吧台人員、

健康養身服務、娛樂相關產業、博弈遊戲產業。 

餐飲

管理

系 

一、教學特色 

以國際化為標竿，在地化為主軸，強調理論與實務的並重，培育餐飲技術、餐飲

服務及中階管理人才為主。專業的師資及設備結合系統規劃和配套整合技術，以

期能達成並提升教學服務之目標。 

二、證照輔導 

本系以優秀師資及軟硬體完整設備為基礎，加強培養優秀餐飲專業人才，積極發

展餐飲產業之專業本質學能，實習教室之設計以國家級技能檢定乙丙級考場為基

礎，以確保學生的安全。設置有勞動部之中餐類、西餐類、烘焙類、飲調類乙級

與丙級考場，學生平日即於國家考場上課學習。另外，各類別專業師傅，特於課

後開立特色證照輔導課，同學不須支付終點費就可接受訓練，以強化技藝及競爭

力。 

三、海內外實習 

本系強調訓練、證照及聘用合一，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的宗旨以及「畢業

即能就業」的目標。一方面充實學生之基礎知識及技能、另一方面協助安排學生

與產業界互動學習和交流，注重實務為主並輔以理論基礎。學生實習遍佈海內外

各系餐飲相關業界：台灣、日本、新加坡、大陸、澳大利亞各國都有本系同學實

習留下的優秀表現，為本系創造累積更多海內外實習的優良表現與契機。 

四、產學合作 

本系治學為避免學用落差，積極與相關業界進行產學合作，以制定貼近實務之課

程規劃，目前與本系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或計劃案的企業有：日本金葉餐飲集團、

鼎泰豐、圓山大飯店、郭元益、涓豆腐、新加坡 Catalunya餐廳、東方文華、君悅

飯店、長榮空廚、王品餐飲、復興空廚、雲朗集團、昇恆昌、晶華酒店、福華飯店

等數十家上市(櫃)企業或特色工作坊。透過產學交流，不僅課程規劃貼近實務，學

生也擁有安全、新穎、全球化的實習機會。 

五、畢業出路 

升學 

台灣：就讀餐飲相關領域研究所。 

海外：到本校海外姐妹校進修碩士、海外知名餐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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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內場人員：中西餐廚師、烘焙師、調酒師。 

外場人員：管理儲備幹部、客服人員、教育訓練人員。 

旅館

管理

系 

一、教學特色 

1.為成就旅館管理系學生未來畢業及就業之願景，本系課程以「技術第一、實務

至上」為宗旨，追求「證照第一，就業優先」之目標。整體課程以涵育學生專

門技術領域及就業職能發展，透過各種業師協同教學、特色就業學程及證照輔

導教學，旨在培養具備國際競爭力之卓越優質人才。 

2.本系課程發展重點分為兩大主軸，一為「旅館服務技能」，發展具有專業技術之

專業人才；另一方面則以「旅館經營管理」為主，發展中階管理之潛力專才。兩

模組皆以「旅館客房務管理實務」為主要核心必修，另針對「吧檯飲調技能」、

「精緻接待服務」及「旅館資訊系統」等三項旅館專業領域開設特色課程供學生

選修發展。 

二、證照輔導 

1.培養學生國際競爭力：專業能力以國際旅館協會培育教學訓練計畫為藍本，培

養學生語言溝通能力，定期開辦全英語國際交換生學程。鼓勵學生參與國際競

賽，並協助學生於在學期間完成學年海外實習訓練。 

2.教學規劃以實務與專業培育為方針：協助學生參與產業見習及國際交流。與產

業共同進行旅館菁英人才培訓計畫，學生在學期間即接軌旅館產業實務。 

3.注重導向式教學，使學生學習朝既定目標邁進：輔導考取勞動部技術士證照、

國際旅館協會認證等受觀光旅館業者認可之專業證照。 

4.開辦勞動部飲料調製乙丙級考試，由專業監評老師擔任訓練教師，協助同學於在

學期間取得飲料調製乙丙級證照。 

三、海內外實習 

1.在學期間規劃校內實習及校外實習課程。校內實習針對旅館實務進行各項訓

練，校外實習進入國際觀光旅館各部門進行一年的實務訓練。 

2.開辦海外實習活動，於畢業前完成海外飯店實習拓展學生國際視野進入包括新

加坡、日本等地海外合格實習單位進行實習，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實現青年壯遊

的夢想。 

3.本系亦有超過 20 名以上兼任教師與協同教學之業界老師，皆為具有實務經驗之

旅館業高階主管來校貢獻所學。透過來自產業界的兼任老師之協助，學生在學期

間可同步瞭解產業脈動，而優質的潛在人才亦多於在校時即完成就業佈局的提前

卡位動作。 

四、產學合作 

1.不同於普通大學著重於基礎學科之認識，高等技職教育乃針對學生未來就業出

路做好設定，並針對其核心職能進行深度的培養。旅館管理系乃針對國際觀光

旅館相關產業包括觀光旅館、品牌餐廳等餐旅服務事業所需之接待服務人員進

行訓練，目標在培養術德兼備並與國際脈動接軌之優質觀光旅館業人才。 

2.本系與各大觀光旅館有密切的產學合作關係，在學期間提供學子由業界師資進入

協同教學，並提供產業見習與實習機會。學生在即將畢業前就能有多家飯店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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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羅加入。另外亦提供輔導業者教育訓練或通過相關認證之服務，與產業界互動

相當綿密。 

五、畢業出路 

1.學校的基礎與整合課程，配合與知名大型飯店業校外實習及產、官、學之合

作，加強理論與實務經驗之結合，創造旅館就業市場之競爭力。 

2.開辦客製化「旅館菁英人才培訓講座」課程，邀集觀光旅館業者針對其所需專

業人才之能力進行特色課程設計，並由旅館產業主管親自前來授課。 

3.落實校外實習充實實務經驗，讓學生增廣見聞、擴大視野，安排海內外之參訪

活動，以利學生就業的機會。 

4.結合航空城建設發展主軸，結合地方國際觀光旅館人力培訓計畫，本系學生一

畢業就有多家飯店爭取前去工作的就業機會。 

企業

管理

系 

一、教學特色 

本系所本校經貿商管人才成功地投身於航空城的三大營運軸帶，使學生學術有專

攻為強化大學生餐旅服務產業的微型創業技能，培養學生具備技術與管理雙核

心，購置 designer3D模擬系統與電子商務平台，舉辦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培養

學生具有服務業經營管理能力，微型創業執行力。 

1.深化專業，強化職場競爭力：定期舉辦各項競賽，如專題競賽、創業競賽、個

案競賽、創意行銷競賽。 

2.完整的產業實習規劃：大四全面實習，積累工作體驗。實習企業多元，銜接社

會脈動。 

3.育樂同步，深化人文素養：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社團活動，擔任班級幹部，兼顧職

場倫理與人文關懷。 

二、證照輔導 

國際禮儀接待員、簡報管理策略規劃師、創業管理規劃師、市場行銷策略、門市服

務乙級證照、專業秘書暨行政管理證照、觀光餐旅經營管理規劃師、商務規劃師，

網路創業管理師。 

三、海內外實習 

本系推動大四全面實習，包括服務業：7-11、屈臣氏、康是美、台灣房屋、全台電

子、亞太電信等。餐飲業：星巴克、涓豆腐、必勝客、韓鶴亭、漢堡王、勝政豬排、

天母洋蔥、古華飯店、丹堤咖啡、摩斯漢堡爭鮮、Friday等。製造業：晶碩光學、

日月光集團、漢台科技、敬鵬工業、高技企業、欣興電子等。 

四、產學合作 

 
103 104 105 106 

件數 20 20 21 17 

總金額 5,099,000 4,344,000 3,078.960 2,357.960 

五、畢業出路 

1.本系所可提供學生五年一貫研究所課程，五年擁有學士與碩士文憑。 

2.創業家、儲備幹部、秘書人員、行銷企劃人員、大數據分析師、門市服務人員、

電子商務人員、專業行政人員、教育訓練專員、人資專員、財務會計人員、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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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人員、專案管理人員、倉儲物流人員、公關人員。 

資訊

管理

系 

一、教學特色 

本系課程發展以「電子商務」與「多媒體設計」 為主軸，培育學生具備雲端資訊

運用、電子商務平台建構及多媒體版面設計等實務技能，使學生成為管理職能與

資訊技能兼具的職場尖兵。開設電競遊戲產業學程，培育電競產業人才。 

二、證照輔導 

ERP 軟體應用師、ERP 規劃師、BI 軟體應用師、ICT、BAP、CIW 電子商務技術

師、跨境電商應用師、電腦軟體應用乙級、ACA-網站視覺設計與網頁製作、Smart 

Apps Creator-IMADC。 

三、海內外實習 

與航空城優質廠商關係密切，實習就業機會多。 

四、產學合作 

與電子商務、資訊科技相關優質廠商產學合作，業師教學，縮短學用落差。 

五、畢業出路 

資訊助理人員、系統維護/操作人員、網路行銷人員、APP 程式設計師、網頁設計

師、網路媒體動畫師、應用軟體程式設計師、ERP 規劃師、電競選手、直播人員。 

行銷

與流

通管

理系 

一、教學特色 

本系教學規劃以發展行銷與流通管理等專業學程為指標，特別建構商務行銷及流

通管理模擬特區，並分別設置商品展製作及陳列室、流通運籌動態實驗室、商管

策略暨行銷模擬實驗室及增購教學設備及教學軟體，充分提供整體教學、研究發

表及產學合作計畫等設備及環境。 

本系師資全數擁有實務經驗，同時結合管理學院跨系所資源，培養多元運用及創

新能力，輔導學生選擇符合自己性向、專長與職涯發展的模組學成、跨系學程，

加倍提升專業教學水準。 

1.本系課程建構「行銷」「流通」「物流」三大模組學程。 

2.專業課程與證照輔導配套教學，激發學習動力。 

3.每年舉辦商品展活動，具體展現理論與實務整合教學成效。 

4.重視產學合作與職場實習，厚植學生就業競爭裡與職場即戰力。 

5.強調職業倫理與敬業態度，深化專業及人文素養。 

二、證照輔導 

本系課程以「行銷」「流通」「物流」三大模組學程來建構。證照輔導將以此三模組

為主軸推動，配合各種證照取得之獎勵制度，亦開設相關課程，來積極輔導學生參

加相關證照考試，利於就業。 

三、海內外實習 

本系與業界簽定校外實習合約，提供學生於學期間或暑假期間職場實習，訓練期

間企業提供合理薪資，讓學生真實體驗職場環境並將三年所學應用於職場實習工

作中。此外，實習期間仍定期有指導教師至現場輔導學生，學期中學生仍須回系上

參加校外實習座談會，充分協助學生提早融入職場，以達成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2014年度以來，合作廠商已高達 60家以上，參與職場體驗及校外實習學生人數總

計 187 位，實習時數達 45,160 小時(含校外實習及職場體驗)，其中參加學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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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 26 人中實習後留任合作企業的有 25 位，留任率 96%；並且每年實習廠

商。學生實習時數與留任率不斷攀升中。 

四、產學合作 

特別設計以強化就業導向的專業實務教學，為能讓同學充分發揮知識技能與專

長，模組學程中連結就業學程，並導入業界師資，強化實務學習的重要性。 

1.透過個案研討、實務講座 、企業參訪、校外教學等活動，教學導入實務經驗。 

2.透過競賽輔導、競賽參與及觀摩，激發學習動力。 

3.透過實務物專題製作與實習，體驗職場文化。 

4.透過實作實習，培養企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作能力 

5.進一步引進業界師資，深化產學的實務性合作 

五、畢業出路 

1.進行校外實習及產、官、學之合作，加強理論與實務經驗之結合，創造就業市

場之競爭力。 

2.落實校外實習充實實務經驗，讓學生增廣見聞、擴大視野，安排海內外之參訪

活動，以利學生就業的機會。 

3.結合航空城建設發展主軸，結合地方國際行銷與物流人力培訓計畫，本系學生一

畢業立即有產業爭取前去工作的就業機會。 

設計學院 

商業

設計

系 

一、教學特色 

商業設計系課程分為理論人文基礎、創意與數位養成以及專業實務養成三部分，

以生活創意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為核心課程，並將設計學理結合實務教學。增強

業界的聯繫與蒐集國際設計資訊融入教學內容，以務實導向的專業能力培訓，增

加同學未來就業力。在實驗實習設備方面朝向數位化發展，並且具備 兩間高階 

Mac 與 PC 之平台教學教室，一人一機的數位學習環境。專業教室如下：專題研

究教室、 PC 電腦教室、印前實習教室、視訊剪接室、虛擬攝影棚、視聽教室、

攝影棚、色彩研究室與文化創意研究室、陶藝工坊、模型工房、素描教室。 

二、證照輔導 

商設系為了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本系建置「技術士證照輔導」機制，有系統的輔

導學生。每學期均開放學生證照獎勵的申請，本系所學生在畢業前皆會取得兩張

專業設計證照(Adobe ACA證照、Autodeak Maya、Photography、Premiere等)、英

文語文能力的多益證照、資訊能力的電腦應用丙級以上之證照與中文能力檢定，

本校有學生取得證照獎勵辦法，對於不同級別之證照，給予不同金額之獎學金，同

學取得證照張數成果亦豐。 

三、海內外實習 

商業設計系，其宗旨以以培養具有多元化、多層次的專業研究及實務人才，選擇以

創意文化為發展重點，並以培養符合航空城發展所需之文創與設計管理的人才為

發展方向，透過產業密切結合的實務課程，配合師生業界實習政策的推動，及教學

品保制度的檢核，達到產學無縫接軌，畢業即就業的目標。在學期間，媒合實習於

相關數位媒體設計、商業設計、產品設計、廣告設計、文化創意等相關知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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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學合作 

本系結合企業師資進行協同教學，亦鼓勵學生參與產學合作案，將產學合作案的

成果導入教學中。此外，也鼓勵學生參與專利申請案，另外每學期邀請業界專家

舉辦講座。本系產學合作案的件數每年均穩定成長，近年也積極與大型企業、文

創設計產業與政府單位如桃園市政府、經濟部、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教育部、

永豐餘、南緯實業集團、廣穎電通股份有限公司、執子花婚紗、一飛印媒體資

訊、宏觀動畫、華納婚紗、啟康數位媒體、大鐘印染、友祥科技等進行合作的產

學合作案。 

五、畢業出路 

升學：可報考本校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系碩士班及海內外設計研究所、應

用美術研究所、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文化資產研究所、多媒體動畫研究所、藝

術學研究所、藝術管理研究所。 

就業：平面設計、廣告設計網頁設計、多媒體設計、動畫設計、遊戲軟體美術程式

設計、美術教育、美術館導覽規劃、產品設計、文化產業。 

化妝

品應

用與

管理

系 

一、教學特色 

本系秉持以人為本的精神，致力於培育兼具化妝品科技與藝術素養之專業人才。

課程內容之規劃，是依據產業之需求，廣納業界意見，並且配合系所發展方向，培

育具有化妝品之製造和檢驗相關技術、美體保健與美容醫學服務及美學設計與藝

術之專業人員。學生可依興趣選修相關課程，且課程內容理論與實務並重，讓理論

與實務能結合，配合實務專題與學期制校外實習，可讓學生提早了解就業市場及

實際狀態，增加就業競爭力。 

二、證照輔導 

課程中安排護膚及彩妝相關專業實作課程，老師於課餘輔導學生考取相關證照。

包括(1)美容乙、丙級，(2)美髮乙、丙級，(3)女裝乙、丙級，(4)化學乙、丙級，(5)

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 

三、海內外實習 

大四上學期邀請化妝品之製造和檢驗、美體保健與美容醫學服務及美學設計與藝

術相關廠商到校介紹，並舉辦校外實習媒合大會，大四下學期 4.5個月的實習，實

習後可留任就業。實習廠商包括(1)杜蕾莉診所、聖宜診所、采欣診所、肌優谷診

所、君綺診所。(2)西班牙.台北婚紗、幸福圈圈婚紗、晶綻囍事、蒂芬妮婚紗、丹

彩藝術美甲、品登藝術指甲。(3)葛洛莉美容、銀杏樹能量美學、妃思亞、昱柔美

容美體 SPA、新竹老爺大酒店 SAP 部、曼尼亞 SPA、Dollspa、SIMPLY RED 橙花

想紅、優質女人、佐登妮絲。(4)雅詩蘭黛、希思黎化妝品佰世康、澤芳生物、露

絲貝兒。 

四、產學合作 

配合妝品系教學發展特色與相關廠商進行產學合作，並簽訂合作意向書，與產學

合作廠商進行教師研習、新產品開發、業師協同教學、校外實習學生培訓及教育。

產學合作廠商包括(1)聖宜診所、肌優谷診所。(2)晶綻囍事、品登藝術指甲。(3)葛

洛莉美容、斯曼特、佐登妮絲。(4)佰世康、澤芳生物。 

五、畢業出路 

培育學生從事(1)醫學美容中心美容師、醫學美容中心美容諮詢顧問、醫學美容業

http://www.texr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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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專員、醫學美容中心講師、醫學美容照護、醫學美容行政等相關人員。(2)整體

造型師、化妝品專櫃美容師、美髮造型設計、專業彩妝、專業新娘秘書、婚禮企劃

顧問等相關人員。(3)Spa 教育訓練人員、美容美體師、美容諮詢顧問、芳香美療

師、美容沙龍經營者、芳療紓壓師等相關人員。(4)化妝品配方研發、化妝品原料

行銷、化妝品品保品管工程師、化妝品分析檢驗師、化妝品業務銷售、化妝品行銷

企劃等相關人員。 

時尚

造型

設計

系 

一、教學特色 

 時尚造型設計組： 

1. 培育具有美學素養之時尚造型、整體造型、新娘造型、藝人造型與專業形象設

計等具有國際觀之時尚產業經營管理人才。 

2. 培育具有時尚造型設計媒材(服裝、包袋、金工、配飾、珠寶)研展專業人才。 

3. 培育時尚造型設計相關之美容、美髮、美睫、美甲、半永久式化妝、新娘秘

書、頭皮管理與養生保健專業人才。 

4. 培養兼具文化藝術涵養、國際文化視野、跨界溝通能力，及多元時尚演藝專業

與應用能力之人才。 

時尚表演藝術組： 

1. 培養學生音樂、戲劇、舞蹈、模特兒之專業能力。 

2. 提升學生劇場技術幕後工程之專業涵養。 

3. 增進學生節目企劃、製作、編導之執行能力。 

4. 探索學生表演藝術舞台創新應用價值之思維。 

學生可依個人興趣，選修相關課程。 

二、證照輔導  

輔導學生考取：美容、美髮、男子理髮、女裝、男裝、金工等勞動部乙丙級證

照，美睫、美甲、芳療師、芳療SPA保健師、醫學美容諮詢師、時尚婚禮企劃

師、新娘秘書等乙丙級證照。 

輔導學生考取：街舞、街頭藝人、舞蹈、舞台、燈光、經紀人等專業證照。 

三、海內外實習 在時尚造型組方面：海內外時尚產業規模龐大，斐瑟、愛~沙龍、伊

林娛樂事業、風暴模特兒經紀、東雅、曼都、水芙蓉堂..等著名髮廊及坊間小規模

之造型沙龍數量不可勝數，而且連鎖髮廊也紛紛展新店，另外、美容產業、芳療

SPA產業、婚紗業、美甲業、眉睫設計-半永久妝-紋繡產業，時尚產業有規模龐大

的從業人員，學生實習就業不成問題；在時尚表演藝術方面：隨著現今社會媒體、

資訊傳播及影視娛樂事業之發達，無數新電視公司、電影公司、第四台及各縣市展

演或藝文中心紛紛設立，使得坊間歌唱班、舞蹈班、演員訓練班、經紀公司等極為

流行，遂使演藝事業人才需求極為殷切，本系透過專業課程訓練及四年級下學期

之時尚造型與表演藝術相關產業職場實習提升學生之就業。 

四、產學合作 合作廠商有貓王禮服、東亞國際美容事業有限公司、帕瑪髮型工作

坊、斐瑟有限公司、亞太頭皮管理認證中心、哥德式國際美容事業有限公司、愛沙

龍股份有限公司、TW 髮藝沙龍、髮度美髮、H3髮型空間、Shine Hair Salon、曼

都髮廊(貝絲 Bess, 麗的國際 Leader, air-hair salon, 點線電髮) 、小林髮廊、名留集

團 (上越國際, AT國際, PS 國際)、可愛之家髮廊、俐之晏有限公司、美夢成真、



 

16 

斯朵利美容美髮美甲、多采多姿頭皮管理、西維亞整體造型、青青格麗絲莊園、青

青時尚花園會館、青青風車莊園、花問語、水芙蓉堂、祥宏養生能量美學、臻美醫

美、聖宜診所、拉沄指甲研究管、佳利昌、法國巴黎婚紗、非凡手工婚紗、翔鳳國

際行銷、伊林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風暴模特兒經紀、…逾百家合作廠商。 

五、畢業出路  

升學： 

可報考各大學之流行設計、服裝設計、藝術造型、表演藝術、生活應用、商品設

計、化粧品科技及時尚經營管理等相關的研究所。 

就業： 

新娘秘書設計師、藝人造型彩妝師、美髮造型設計師、美睫及手刷眉設計師、形

象設計與包裝設計師、美髮服務業行銷專員、時尚整體造型師、表演藝術者、專

業彩妝師、工藝配件創意設計師、創意設計品銷售人員、時尚服裝設計師、珠寶

設計師、鞋靴包袋設計師、寶石鑑定師、時尚品牌企劃師、時尚產業經營管理

者、手足保養藝術美甲師、美容沙龍芳療師、頭皮健康管理師、醫美諮詢師、化

妝品研發及行銷人員、跨界展演節目製作人、表演藝術從業人員、成音配樂技術

人員、舞台設計專業人員、燈光音響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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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萬能科技大學大陸地區 2020秋季班研修生收費標準 

適用期間為(2020.09 - 2021.01) 

項目 
收費標準 

(新臺幣/學期) 
說明 

研

修

費

及

住

宿

費 

研修費 
30,000 

(姐妹校優惠方案) 

(1) 學雜費原收費標準:新臺幣 53,390 元。 

(包含學分費與行政管理、設備維護等費用) 

(2) 每學期選修總學分上限為 25學分。 

(3) 依循使用者付費原則，凡實作課程之實習材料費皆需另

外收費。 

住宿與管理輔導 

(4人房) 

12,500 

(姐妹校優惠方案) 

(1) 住宿費優惠以四人房為基準，若因床位不足或申請其他

房型，須另外收取該房型全額費用。 

(2) 大陸學生來台依規定需住宿學校宿舍。 

(3) 學校宿舍有專責管理人員負責學生生活管理與輔導。 

小計 42,500 約人民幣 9,443 (匯率 1:4.5 計)，實際金額以當時匯率計。 

其

他 

機場接送費 1,000  

醫療保險 3,000 
此費用為前一學期保險公司報價，實際金額以當學期保險

公司報價為準。 
學生平安(意外) 

保險費 
618 

電腦及網路通訊 

使用費 
850 

此費用用於全校學生，包括資訊與網路等相關軟、硬體設施

與服務之提升。 

 入台證辦理費用 600  

小計 6,068  

小計 48,568 含研修費、住宿費及其他費用 

學

生

抵

台

後

自

費

專

案 

寢具代購費(注 1) 約 2,000 含枕頭、棉被、簡易薄床墊 

國際學生體檢費   

(由健檢醫院收款) 
約 1,500 

在台居留滿 2 個月以上依規定必須辦理健康檢查，學生抵

校後將由衛生保健組安排前往健檢機構替學生健檢。檢查

費用依當期健檢醫院報價為准。 

宿舍保證金及 

各項押金 
2,250 

住宿學生需繳交保證金、冷氣卡及鑰匙押金，所分配之宿舍

如有損壞依價修復賠償，於學期末物品無損壞者全額退費。 

冷氣空調、 

電熱水器電費 

依實際使用電量度

數收費 

於入住時發給每位住宿生冷氣空調使用卡，住宿生於卡片

內儲值費用，使用冷氣時自卡片內儲值金扣款。 

實作課程材料費 依各科教師指定材料之定價 

書籍費 依各科教師指定用書之定價 

生活費、餐飲費 依學生生活習慣 約台幣 200 元／天（供參考） 

備

註 

1. 本校宿舍僅提供床、書桌及衣櫥，未提供床墊及棉被等寢具與個人盥洗衛生用品，學生可於

抵校後向校內商店購置，或自行由大陸攜帶來台。 

2. 代收代辦費用含電腦網路實習費、入台證辦理費用、學生平安(意外)保險費及醫療保險等。 

3. 學生平安保險費僅有限額理賠意外事故，不含一般醫療險；學生如因疾病需前往醫院就醫，

為醫療保險理賠範圍。平安保險費與醫療保險收費標準將依保險公司保險單報價為准。 

4. 就讀期間生活費、餐飲費及書籍費由學生自理。 

5. 本校學生資源中心提供電腦及網路供學生使用，開放時間請至本校網頁查詢，學生如其它時間需

使用電腦設備請自行準備手提電腦及網路線，臺灣電壓為 110V，請同學留意並攜帶電源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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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研修生學雜費繳費方式說明 

一、 現金繳費（銀聯卡可直接於本校 ATM提款）：統一來台後憑註冊繳費單，以新臺

幣現金至本校出納組繳費。 

五、 本校招生科系一覽表 

 點擊學院及系所名稱可進入網站瀏覽相關資訊介紹 

航空暨工程學院 大學部 研究所 

航空光機電系 ●  

營建科技系暨研究所 ● ● 

環境工程系暨研究所 ● ● 

工業管理系 ●  

資訊工程系暨電資研究所 ● ●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 大學部 研究所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  

餐飲管理系 ●  

旅館管理系 ●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  

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 ● ● 

資訊管理系暨研究所 ●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  

設計學院 大學部 研究所 

商業設計系 ●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暨研究所 ● ● 

時尚造型設計系 ●  

本校招收大陸地區學生來台研習說明 
學生選讀系所 Ex:設計學院商業設計系 1. 由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及國際交流組負責作業。 

可修習學分 18-25學分 

1. 學生選擇修讀系所後，開放可跨領域選擇其他系所課

程修讀，但全部以 25學分為限。 

2. 各系課程地圖請參閱本校各系所網站。 

http://www.cae.vnu.edu.tw/
http://www.aom.vnu.edu.tw/
http://www.ce.vnu.edu.tw/
http://www.ev.vnu.edu.tw/
http://www.ie.vnu.edu.tw/
http://www.csie.vnu.edu.tw/
http://www.cth.vnu.edu.tw/
http://www.tl.vnu.edu.tw/
http://www.fb.vnu.edu.tw/
http://www.hm.vnu.edu.tw/
http://www.atsm.vnu.edu.tw/
http://www.mba.vnu.edu.tw/
http://www.im.vnu.edu.tw/
http://www.ml.vnu.edu.tw/
http://www.dc.vnu.edu.tw/
http://www.cd.vnu.edu.tw/
http://www.cm.vnu.edu.tw/
http://www.hsd.vnu.edu.tw/


 

22 

六、 2020秋季班研修生重要時程表 

事項 日期 備註 

研修起迄時間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1月（暫定） 

申請截止日期 2020年 6月 15日前 
由各校統一寄送推薦學生之申請

名單及相關材料 

核發邀請函、入學許可函

及入台證件等 

申請資料完成審核後

一個月內 

以電子檔方式寄送至貴校，若需

原件請另提出需求 

抵台報到時間 2020年 9月（暫定） 
以校為單位，於時間內抵達，本

校安排接機接送至萬能科技大學 

報到註冊/開學 2020年 9月（暫定）  

入學生活座談會 2020年 10月（暫定） 

講解來台注意事項及須知，協助

同學儘快適應校園生活與學習環

境 

期中考 2020年 10月（暫定） 

期末考 2021年 1月（暫定） 

學期結束 2021年 1月（暫定） 學期將於期末考後正式結束 

返回日期 2021年 1月（暫定） 
以校為單位，由本校安排送機至

桃園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大陸 

  



 

23 

七、 短期研修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 

一、 大陸學生來台研修專區：http://www.icsa.vnu.edu.tw/P7?s=626 

二、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須為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及項目合作意向書」之大陸地區大專院校之

在學學生。 

2. 申請人須為品性端正、在學成績良好、與他人互動關係佳，並對兩岸文教交流

有熱忱之在學學生。 

3. 申請人必須經由所屬學校推薦，並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由學校統一向本校報

名。 

三、 申請文件： 

1. 繳交資料檢核表（附件一） 

2. 學生入台申請資料表（附件二） 

3.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附件三） 

4. 緊急授權同意書（附件四） 

5. 大陸地區研修生接送機服務調查表（附件五） 

6. 白底 2吋個人證件照片（電子檔） 

規格：最近 6個月內照片，正面、半身、脫帽、白色背景，不合格會被退件 

7. 身分證正面與反面（電子檔） 

8. 學生在學證明正本電子檔（須蓋有學校章，並注明學生姓名、班級、專業與入

學年月） 

※ 所有學生列清單統一開立一份證明即可，請參考在學證明範本 

四、 上述資料請繳交一份 WORD檔、一份 PDF檔（申請人簽名欄位需親簽），照片繳

交圖檔；每人成立一個資料夾存放，資料夾名稱為人員姓名。 

http://www.icsa.vnu.edu.tw/P7?s=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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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期限： 

春季班（2月入學）：請於每年的 12月 15日前將申請材料交齊。 

秋季班（9月入學）：請於每年的 06月 15日前將申請材料交齊。 

六、 申請方式： 

請將申請材料以 E-mail方式，由負責港澳台事務單位統一報名（請勿讓教學單位

或學生自行聯繫本校）至： 

萬能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 李亞倩老師 

E-mail：2072790291@qq.com 

七、 修課規定：每學期選課學分限制，選課學分下限為 18學分，上限為 25學分。 

八、 住宿規定：統一安排入住學校宿舍，住宿期間需遵守本校宿舍規範。 

九、 注意事項：本校辦理本短期研修，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學生個

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

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學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凡報名本

短期研修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得將學生報名參加本短期研修所取得之個人

及其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申請資料及成績予(1)

學生本人、(2)教育部、僑委會或其他錄取報到管制主辦單位。(詳見附件六「報名

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十、 聯絡資訊： 

萬能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 

電話：+886-3-4515811分機 29000-29004 

萬能科技大學 國際交流組 

電話：+886-3-4515811分機 21400、2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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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证明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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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校入學流程與規範 

一、 收到短期研修申請文件後，由本校審查，並替學生辦理入出境手續。 

二、 核准後，將寄發： 

1. 邀請函 

2. 入學許可函 

3. 入出境許可證（入臺證） 

三、 接機服務說明： 

1. 服務對象：大陸地區姊妹校短期研修學生、帶隊老師。 

2. 服務日期： 

接機服務：2020年 9月（暫定）。 

送機服務：2021年 1月（暫定）。 

3. 航班時間：請訂於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4. 接送地點：僅限於臺灣桃園國際機場（TPE）。 

5. 接機申請：請填寫接機調查表後於搭乘班機起飛14天前傳送至萬能科技大學。 

6. 接送說明：同一學校研修生敬請搭乘同天班機赴台，並請配合以上服務原則。 

7. 停留限制：依規定，在台期間不可從事打工行為。如有違規事件發生，必須

提早離台，並不可逾期停留（須團進團出）。 

8. 注意事項：同學申請來台研修於移民署有申請入出境及停留時間，請務必遵

照入出境許可證核准許可停留時間。研修期間如遇特殊事件需提早離境者，

請先向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由原學校向本校出具同意函，本校持同意函向

移民署報請研修行程變更核准。未經同意者，不得擅自離境。 

9. 赴台時請攜帶：大陸通行證、入出境許可證（入台證）正本。入出境許可證

入境臺灣將會蓋上入境章，請妥善保管，研修結束返國需使用。 

四、 在台研習期間必須遵守臺灣及學校的相關規範與紀律。每學期每學程的研習課程

至少須為每週 18個學分數（最高修習學分數以 25個學分數為上限） 

五、 研習學生來台研習期間必須住宿於本校學生宿舍，並且遵守宿舍規範。管理輔導

單位為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及申請短期研修的系所。 

六、 研習學生完成研習課程及活動，本校將於學期結束後發給研習證書（包含學分與

成績），返回大陸學校後，可自行辦理課程及學分抵免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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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短期研修注意事項 

歡迎您來到萬能科技大學研修。臺灣地區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民風淳樸，校園氣

氛活潑、老師親切、學生熱情，您在此就讀，不僅可以學習課堂上的專業知識、參與學

校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閒暇之餘，也可以深度認識臺灣，瞭解臺灣文化、品嘗地道小吃、

遊覽著名景點。相信這就學幾年的臺灣學習生活，將會是您一生中難忘的美好回憶。 

 

然而，大陸地區與臺灣地區有些風俗民情及法令規章有所不同，可能會讓您在就學

及生活上，遭遇困擾。為方便大陸同學，讓大陸同學有所參考而不至於無所適從，特編

制本注意事項。內容詳載大陸同學於生活及就學上可能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式，但資料

僅供參考，若有說明未盡事宜，請洽教務處國際交流組徐可俐組長詢問。 

 

萬能科技大學 國際交流組 徐可俐老師 

E-mail：koli1230@mail.vnu.edu.tw 或 QQ：1373115262 

手機：+886-973355319 

 

最後，祝福您在台就讀期間一切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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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來臺就讀期間注意事項 
一、 出入境：請攜帶大陸通行證、入出境許可證，入出境許可證入境臺灣將會蓋上入境章，請

妥善保管，研修結束返國需使用(如在台期間不慎遺失，請盡速通知萬能科技大學教務處國

際交流組協助辦理補發)。 

 
 

大陸通行證 入出境許可證 

 

接機：當您抵台時，經過通關手續，提領行李後抵達入境大廳後，請往左右兩側接機等候區尋找「萬

能科技大學」接機人員(會舉牌，請參考下圖)，請找到我們的接機人員。如久候多時仍無法找到接機

人員，請至觀光局服務台請求協助廣播「萬能科技大學」。 

辦理電話卡及換台幣：接機人員將協助在機場辦理換匯及行動電話卡。 

 
 

接機人員將會在出口處舉牌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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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來台應準備的物品： 

序號 建議攜帶物品清單 說明 

1 寢具：棉被、枕頭等 

本校宿舍僅提供床、書桌及衣櫥、簡易床墊，未提供棉被等寢具，

學生可於抵校前辦理登記，由學校代為購置(代購費用約 2000元

新臺幣,多退少補)，或自行由大陸攜帶來台。 

2 電源轉換器、網路線 

本校學生資源中心提供電腦及網路供學生使用，開放時間至每

日 21：00，學生如其他時間需使用電腦設備請自行準備手提電

腦及網路線，臺灣電壓為 110V，請同學留意並攜帶電源轉換器

(三孔變二孔)。 

3 個人盥洗用具  

4 換季衣物 研修時間將遇換季，建議另外準備冬季衣服 

5 個人藥品 視個人需要準備 

6 雨具  

7 衣架  

三、 停留時間：由於入台停留時間有相關規定，一般來台以前由就讀學校訂購往返機票，團體出入

境，請同學依照學校規定時間往返，切勿自行更改機票，或是訂票前與萬能科技學國際交流組

進 行 確 認 ， 以 免 逾 期 停 留 將 接 受 移 民 署 處 罰 影 響 以 後 入 境 臺 灣 。

 
四、 參加陸生輔導說明會：抵達學校後將由所屬科系安排輔導說明會，以期協助同學入學後能

盡速認識校園學習、生活環境及選課說明。各系也將安排您的專屬輔導老師，在學校研修

期間將由輔導老師協助課業及生活適應，讓您加速融入臺灣的大學生活。 

在台可停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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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學期間不得工作(打工)：提醒您，在學期間千萬不要從事打工。所謂工作，指的是具有勞

務之提供或工作之事實，不論有償或無償皆屬之，但不包括課程學習及服務學習。如果在

校內或校外受雇工作，將會被限期離境，逾期不離境者，依法可是會被強制出境的喔！ 

 

六、 志願服務(服務學習)：為增進社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包括依臺

灣志願服務法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學習活動，都是可以參加

的。 

 

七、 金融服務(存款、匯款、匯兌、信用卡)：第一次入境所帶的錢是有上限的，請注意不能超過

人民幣現鈔 2 萬元及 1 萬美元內的外幣現鈔，超過前述金額須向海關申報。還有，特別要

提醒的是，要儘快將現鈔存入金融銀行或郵局，以免遺失。另外，可選擇於大陸地區辦好

合適之金融服務(銀聯卡)，在台期間可以使用提款機跨行提款(台幣)，各家銀行所收取的手

續費不同，建議行前先詢問好銀行相關規定。 

八、 季節與衣著： 

大體而言，臺灣全年溫暖，四季中以春冬的變化較大，夏秋變化較小，有著最舒適的天

氣，年平均溫度約為 22 度，平均最低溫大約在攝氏 12-17 度，只有冬天在少數的高山地區，

會降下瑞雪。 

在春夏之交時，偶受滯留鋒面徘徊影響，有著細雨綿綿的天氣型態。此時以洋蔥式的穿

衣方式，依照天氣變化增減衣物是最佳的方法，外出也要記得攜帶雨具。 

臺灣的夏天，偶爾會有颱風經過，需留意氣象報導，若處在山區需留意土石流。此季節適

合穿著寬鬆透氣、淡色的衣服。 

在秋天的臺灣，天天可以縱情於晴朗、涼爽裡，穿著寬鬆透氣衣服再隨著天氣加上外套。 

臺灣短暫而溫暖的冬天，偶爾來襲的寒流，可選擇薄料的棉質衣服混搭毛衣，多層次穿

搭。 

 

九、 日常外出：外出遊玩要切記隨身攜帶學生證(可享許多消費優惠折扣)或身分證明檔

並妥善保管，熟記或輸入各校緊急協助電話，如遇特殊狀況時可提供適時幫助。若

需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需事先掌握各項交通資訊並遵守交通規則，以保障人身安全。 

 

十、 學校生活請參考萬能科技大學網頁：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oga/3127 

  

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oga/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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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建置陸生友善就學環境與生活輔導機制 

一、 設置專責單位輔導同學 

本校設置以下專責單位輔導同學，負責統籌與安排短期研修生學習課程，並規劃生活接待

或大型活動；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會定期與教務或學務等各相關單位進行業務協調，傾聽大陸

研習生心聲，建構完整細膩的輔導工作： 

1. 教務處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締結姊妹校、建立校際合作關係、海外招生宣導 

2. 教務處國際交流組：入出境、學生諮詢與輔導、各單位國際學生事務協調 

3.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境外學生住宿安全照顧與生活關懷 

4.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境外生參與學生社團、學生活動 

5.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境外生心理測驗、讀書會、成長團體 

6. 研發處國際合作組：國際學術交流、產學研發 

二、 課程學習之外的多元活動 

陸生來台不僅課業學習，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在於體驗臺灣的風俗民情，並多認識臺灣人事

物。故本校各系所安排陸生從事多項體驗活動，例如：系上不定期辦理活動、定點旅遊、各項

展覽、節慶迎新等，讓陸生能深入體驗臺式風俗，並能紓解其思鄉心情。 

三、 生活輔導機制 

1. 舉辦陸生入學生活座談會，講解來台注意事項及須知，協助陸生儘快適應校園生活與學習

環境。 

2. 陸生個別或團體會談，協助解決居留、感情、經濟、課業、人際關係、課外活動等相關問

題。 

3. 寒假過年期間安排未返鄉陸生住宿。 

四、 課外活動輔導 

1. 輔導陸生參與校園社團活動。 

2. 安排陸生幹部參加社團幹部研習，學習領導知能、團康等活動經驗。 

3. 舉辦陸生臺灣民俗文化、科學新知研習之旅。 

4. 舉辦校慶園遊會，鼓勵陸生設攤販賣特色美食。 

5. 舉辦陸生聯誼各項活動，溫暖異鄉遊子心。 

五、 研修生心得分享 

1. 本校研修生學習心得分享，請至：http://bit.ly/2OBvgHa 

 

http://bit.ly/2OBvg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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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繳交資料檢核表 

萬能科技大學 2020 年秋季班學生申請短期研修 

繳交資料檢核表 

（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依項次順序排列） 

申請系組(台灣)：                                   秋季班（2020年9月入學） 

中文姓名：                       就讀學校(大陸)：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QQ帳號：                                        （建立研修生群組聯繫使用） 

＊應繳交表件（請申請人自行勾選所繳各項證件）： 

項次 繳交表件 份數 請勾選 

ㄧ 繳交資料檢核表（附件一） 1  

二 學生入台申請資料表（附件二） 1  

三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附件三） 1  

四 緊急授權同意書（附件四） 1  

五 大陸地區研修生接送機服務調查表（附件五） 1  

六 
白底2吋個人證件照片（最近6個月內照片、正面、半身、

脫帽、白色背景） 
1  

七 身分證正面與反面 1  

八 
學生在學證明正本（須蓋有學校章，並註明學生姓名、班

級、專業與入學年月） 
1  

1. 申請人之檢附資料均已查證屬實並依序編列頁碼；共計               頁。 

2. 申請人須為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及項目合作意向書」之大陸地區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 

3. 申請人須為品性端正、在學成績良好、與他人互動關係佳，並對兩岸文教交流有熱忱之

在學學生。 

4. 申請人必須經由所屬學校推薦，並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由學校統一向本校報名。 

 

 

申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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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生入台申請資料表 

學生入台申請資料表 

學生姓名 
中文  性別   

英文 同護照 出生地 ______省______市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護照號碼  

郵遞區號 請參考中國郵編庫 戶籍省市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家長資料 

父親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存/歿  

母親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存/歿  

緊急 

聯絡人 
 

與緊急 

聯絡人關係 
 

緊急 

聯絡電話 
 

緊急 

聯絡地址 
 

身分別 請填寫專科/學士/碩士/博士 
入學年月日 

(大陸地區) 
西元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大陸地區) 
 

系所/年級 

(大陸地區) 
 

研修學制 

(臺灣) 
 

研修系所 

(臺灣) 
 

健康狀況 

□皮膚過敏□氣喘□心臟疾病□其它任何身體不適之處需要我們多加注意(請說明) 

                                                                                    
 

*若有特殊疾病及過敏專案請附醫生診斷證明，請務必事先告知 

注意 

事項 

1.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皆為本人所有且正確無誤，若有不實

則由本人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2. 本人已詳閱「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如附件六)，

已瞭解且同意貴校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蒐集、處理與利用。 

 

申請人簽名：                    

http://www.youbian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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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相關活動團體名冊 

編號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現就讀學校/專業（大陸地區） 

1     

2     

3     

4     

5     

     

     

     

     

     

     

     

     

     

     

備註：現任職單位，除大陸地區黨、政、軍職外，另具有「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及「台辦」身分者，均應據實填寫。如未據實填寫，則視
為隱匿身分或虛偽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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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緊急授權同意書 

緊急授權同意書 

由於 貴子弟來臺就讀，路程遙遠，為全面照顧保護 貴子弟之生活學習及身心健

康，在校期間，若 貴子弟發生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緊急事故，必須  家長

填具緊急事件同意書，始能接受代為妥善處理(例：住院、手術等)或其他必要之

手續，如  貴家長不克適時前來簽署，可授權本校或同意本校再次授權予相關人

員代為簽具相關同意書。此事攸關  貴子弟健康安全及在臺權益，本校尊重  貴

家長意見，隨函附上緊急事件授權同意書一份，俾憑因應緊急事件之需要。請於

本同意書上簽名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並由  貴子弟於註冊時繳回，以釐清責任歸

屬。耑此，順請 

台安 

                                       萬能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敬啟 

本人係 貴校             系學生            之
法定代理人  

家長    
，因緊急事件

需要 

□ 同意授權 貴校或 貴校再次授權予相關人員代為簽具醫療、意外、法律等一

切緊急事件同意書，本人願承擔一切責任。 

□ 不同意授權 貴校代為簽具醫療、意外、法律等一切緊急事件同意書，本人

願   承擔一切責任。 

此致 

萬能科技大學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簽名） 

成年人之家長：                  （簽名） 

行動電話號碼： 

在臺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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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大陸地區研修生接送機服務調查表 

大陸地區研修生接送機服務調查表 

學生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QQ帳號  

接送機服務（接送機地點：桃園國際機場） 

赴台航班 

出發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出發地點：                    

抵達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離台航班 

出發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抵達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抵達地點：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一、 服務對象：大陸地區姊妹校短期研修學生、帶隊老師。 

二、 服務日期：接機服務：2020年 2月 14日（五）。 

送機服務：2020年 6月 20日（六）。 

三、 航班時間：請訂於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四、 接送地點：僅限於臺灣桃園國際機場（TPE）。 

五、 接機申請：請填寫接機調查表後於搭乘班機起飛 14天前傳送至本校。 

六、 接送說明：請依本校規定日期赴台，並請配合以上服務原則。 

七、 停留限制：依規定，在台期間不可從事打工行為。如有違規事件發生，必須

提早離台，並不可逾期停留（須團進團出）。 

八、 注意事項：同學申請來台研修于移民署有申請入出境及停留時間，請務必遵

照入出境許可證核准許可停留時間。研修期間如遇特殊事件需提早離境者，

請先向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由原學校向本校出具同意函，本校持同意函向

移民署報請研修行程變更核准。未經同意者，不得擅自離境。 

九、 赴台時請攜帶：大陸通行證、入出境許可證（入台證）正本。入出境許可證

入境臺灣將會蓋上入境章，請妥善保管，研修結束返回大陸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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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萬能科技大學 

報名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萬能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8條及

第9條規定，進行「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以下請詳閱註1： 

(註 1：若學生未滿二十歲，應於學生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後，方得使用本服

務，但若學生已接受本服務，視為學生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為辦理本校申請短期研修工作相關使用之資（通）訊服務、資（通）訊

與資料庫管理、學（員）生資料管理及其他申請必要工作或經報名學生同意

之目的。 

二、 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一） 直接透過通訊報名取得。當學生進行報名後，本校會保留學生提供的個人

資料，用來進行資格審查之相關作業時使用。 

（二） 為確定學生身份資格符合規定，學生的部分個人資料將由本校傳輸到教育

部門、內政部移民署，提取申請生的出入境紀錄。並由教育部門、內政部移民

署進行身分審查。 

三、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類別 

（一） 個人資料：中英文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入出境許可證號碼）、大陸

地區通行證號碼、出生日期、相片、家庭、教育程度、職業、職稱、聯絡電話、

地址、電子郵件地址等。(視狀況，自行調整) 

（二） 證明文件：身分證影本、在學證明影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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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學生報名日起至研修結束個人資料保存期限

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 地區：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教育部門、內政部移

民署所在地或經學生授權處理成績提取之單位所在地（大陸地區教育單位、各

省分臺灣事務辦公室及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等）。 

（三） 對象：本校各行政相關業務單位、教育部門、內政部移民署，依單位權責

及業務不同，設定資料存取權限，以及依法有調查權機關、主管行政機關。 

（四） 方式：本校之申請作業、錄取結果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提供相關合作

單位進行錄取、報到、查驗等作業，申請生（或監護人）之聯繫，基於公信之

必要揭露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本校得依法令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要求，將個人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五、 學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學

生應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辦理更正。學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

之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報名、緊急事件無法聯繫或錄取通知無法送達等

等，影響學生申請、後續辦理簽證與入學之相關權益，本校就此不實資料不負

任何法律責任。 

六、 學生得依個資法規定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

拒絕之。若學生欲執行上述權利時，請參考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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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連繫。但因學生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

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七、 本聲明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