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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 39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僑務委員會 108年 6月 12日僑生研字第 1080501263號函核定） 

一、宗旨： 

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培養海外青年獲得實用知識與生產技能，發展農、工、商、

家政事業，促進當地繁榮，特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二、招生學校與班別： 

本訓練班所有科目課程，依照職業分類，以適應各該行業之實際需要為主，學科與實習並重，

由本會遴選設備完善之學校辦理（招生學校與班別，詳如附表）。 

三、申請資格： 

(一)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申請保薦，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1. 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出國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

居身分」者。 

2. 高二肄業以上（即在僑居地華校高二肄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高二肄業，含英制中學五年

級肄業），年齡 40 歲以下（1979 年 7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華裔男女青年，女性申請人如

曾育有子女者，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每一胎得延長年齡 2歲，惟最高不得超過 45歲。 

3. 身體健康，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者。 

4. 學歷程度合於申請各科資格者。 

5. 通曉華文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者。 

6. 泰國地區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申請人，須具有泰國國籍。 

7. 緬甸地區申請人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得以具有緬甸國籍（即依現行緬甸國籍

法規定，持有 Naing、Ei或 Pyu等有效身分證者，始可報名，不接受持 FRC、通行證等依

現行緬甸國籍法非屬該國國籍有效證明文件）或以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認

定之。 

(二) 申請者須持有效護照，無護照或持旅行證者，不得申請；持有汶萊地區效期 3年以上旅行

證者不在此限，請各保薦單位（學校）確實審核。 

(三) 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不得申請。 

(四) 具有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澳門居民身分或持有大陸地區所發護照者，不得申請。 

四、申請方式： 

(一) 申請地點： 

1.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機構）或本會指定之

保薦單位。申請人應在僑居地向上述單位申請，不得越區申請。 

2. 緬甸地區為設有高中部之華文學校（即保薦學校）。惟保薦學校高中部畢業生限向原就讀

學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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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時間：自民國 108年（2019年）7月 15日至 9月 30日止（郵寄申請者，以當地發信

郵戳為憑）。保薦單位（學校）受理申請並查核簽註後，應於民國 108年 10月 5日前將申

請表件以航空掛號寄至各駐外機構轉寄本會。凡逾時申請或證件不齊全或以海郵寄發者，

不予受理，亦不得申請延繳。 

(三) 繳交表件：下列表件經保薦單位（學校）審驗後，寄經駐外機構轉寄本會。 

1. 申請學生繳交資料檢核表。（如附件 1，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其餘繳交表件依本表

項次順序裝訂） 

2. 申請表一式 2份（如附件 2），各貼最近 6 個月內脫帽 2吋正面半身照片 1張，保薦單位

抽存 1份，另 1份寄經駐外機構轉寄本會。 

3. 切結書及海外學生基本資料卡。（如附件 3、4） 

4. 繳交僑居地居留證件影本（如當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

頁影本）。泰國地區須另繳交華裔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明或其他國籍證明文件。 

5. 畢（肄）業證書及成績單影本（外文證件須譯成中文）經保薦單位（學校）查驗後，於該

影本上蓋章證明。 

(四) 申請表、基本資料卡及切結書均須詳實填寫，姓名及出生日期需與僑居證、學歷證件所載

相符。申請學科志願，請事前考慮清楚，至多填寫 8 個志願（塗改未簽章者不予分發）；

本會於審核申請人符合保薦資格後依其志願分發。 

(五) 申請人向保薦單位（學校）繳交郵電費每名最多以美金 20元為原則，折合當地貨幣繳付，

不須再繳交其他報名費用，具特殊事由者，保薦單位（學校）得酌予減免；惟如增加收費，

應經本會同意。上述收費限作申請表件寄送郵電費用途，不得移作他用，如有剩餘應退還

申請人。 

五、分發、開班及入學規定： 

(一) 各班依符合資格之報名學生所填志願依序分發，所填志願若未獲開班者，若核定開辦之

班別尚有缺額時，得依其他志願依序分發。 

(二) 各班訓練期間自民國 109年（2020年）3月至 110年（2021年）12月止（包括在校實習

期間）。另為應政策所需，「華語文教學科（泰緬地區）」訓練期間自民國 109 年（2020

年）3月至當年 12月止（包括在校實習期間）。 

(三) 本班於民國 109年 2月 20日至 3月 1日報到，同年 3月 2日正式上課。 

(四) 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外交部及駐外機構得要求申請人面談、

提供旅行計畫、親屬關係證明、健康檢查合格證明、無犯罪紀錄證明、財力證明、來我

國目的證明、在我國之關係人或保證人資料及其他審核所需之證明文件」，經錄取之持外

國護照學生，須依相關規定申請取得入臺簽證後，方得就讀。 

(五) 學生抵臺後，所繳各項證件如經發現與入學資格不合或申請書表中所填各項資料不實

時，得註銷其入學資格，並應立即自費返回僑居地。 

(六) 學生來臺後複檢體格，如發現有肺結核、精神病或其他痼疾殘疾不合各校入學規定時，

不准入學；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須自費返回僑居地。 

(七) 在訓期間應遵守校規，倘有違規或不接受指導行為，當視情節之輕重，分別予以處分或

退訓，並立即自費返回僑居地。 

(八) 為便於學校對受訓學生之照顧及安全之維護，海青班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宿舍。 

(九) 來臺後如未辦理註冊入學或因故退學者，必須返回僑居地，不得在臺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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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訓練農工商家政各科專業人員所需經費較高，各申請人須預籌在臺之生活費用及應繳各

項費用；政府不予任何補助。 

(十一) 經分發入學者，不得中途申請轉科或轉校。 

(十二) 海青班係屬非學位性質之訓練課程，委由各大學校院代訓，並不具正式學籍，訓練期

滿，成績及格者，由各校依規定發給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中英文修讀期滿

畢業證書；修滿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得由各承辦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

育實施辦法」相關規定發給學分證明，未修滿修業規定學分數者，得發給修業證明書。 

(十三) 凡自海青班退學或畢業者，2年內不得再申請就讀海青班。 

六、各項費用估計：（本簡章所列各項金額，係以新臺幣為單位） 

  （一）僑務委員會補助部分：為鼓勵海外青年返國研習專業技能，學得一技之長，補助每位學

生每學期學費（額度視本會年度預算辦理），並交由開班學校統籌辦理開班事宜，以支持

學生完成學業。 

（二) 學校收費部分：（計分 4學期繳清，於每學期開學註冊時收取） 

1. 雜費每學期 2,400元，4學期共計 9,600元。 

2. 宿舍費依各校規定收費（詳招生學校一覽表）。 

3. 實習材料費（詳招生學校一覽表）。 

（三) 學校代收代辦費部分： 

1.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取得居留證明文件，在臺連續居住滿 6個月或其曾出境 1次未

逾 30日，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6個月之日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至應繳健保費額度則依據相關規定辦理。惟家境清寒僑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機構或

保薦單位(學校)、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位（非個人）開立之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

向就讀學校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僑務委員會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自付額二

分之一。另抵臺後在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前，得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作業規定參加僑生

傷病醫療保險，保費自行負擔二分之一，僑務委員會補助二分之一。 

2. 課外活動費每學期 425元，4學期共計 1,700元。 

3. 制服費全期 3,480元（制服樣式及數量均依照學校之規定，於第一學期收取），另工作服

則依各校實際需要製作（詳招生學校一覽表）。 

4. 書籍費每學期約 3,500元（參考金額），4學期計約 14,000元。 

5. 學校依規定應投保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詳招生學校一覽表）。 

6. 以上各項費用均係約略計算，實際支付農工商家政各類科不同，學校代收代辦後多退少

補。膳費每月約需 5,000元（參考金額）。日常零用及來回程旅費均須自備。 

7. 除上述各項費用外，各校不得另行增收班費、講義費、辦理社團活動額外收費、額外保

險費及電腦網路實習費等費用，如確屬必要，須先徵得學生同意後為之。 

七、學生入境申請、居留與設籍相關規定： 

(一) 持外國護照者，憑（1）中華民國簽證申請表（請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查詢，網址：

http://www.boca.gov.tw，點選簽證/線上填寫申請表專區/一般簽證申請表，依順序詳

實填妥各欄位資料後下載列印並簽名）（2）護照（有效期須 6 個月以上）（3）6 個月內

拍攝之 2吋彩色白底照片 2張（4）分發通知書（5）由衛生福利部或僑居地駐外機構認

可之國外合格醫院（請洽僑居地駐外機構）最近 3 個月內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即

http://www.bo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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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詳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查詢，網址：

http://www.cdc.gov.tw 點選國際旅遊與健康/外國人健檢/居留健檢）（6）駐外機構要

求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等，向我駐外機構申請居留簽證來臺，並於入國後 15日內向居留

地之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所屬服務站申請外僑居留證。僑居地無衛生福利部

認可國外醫院者，可洽詢我國駐外機構，比照當地簽證常規辦理。 

持泰國護照僑生因獲錄取分發而向駐泰國代表處申請簽證及入境我國機場、港口時，均

應繳驗具有泰國公民權之證明。 

(二)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應在僑居地備齊下列文件（1）申請書（繳交 6 個月內拍攝之 2

吋彩色白底照片 1 張、依國民身分證規格）（2）僑居地或居住地身分證明（3）我國護

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有我國國籍之文件（4）僑居地或居住地警察紀錄證明書(未成年

人，其僑居地未發給或不發給者免附）(5) 由衛生福利部或僑居地駐外機構認可之國外

合格醫院（請洽僑居地駐外機構）最近 3個月內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即「居留或

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詳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查詢，網址：

http://www.cdc.gov.tw點選出國際旅遊與健康/外國人健檢/居留健檢）(6)分發通知書

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我駐外機構申請核轉移民署，經許可者，發給單次入國許可證

及臺灣地區居留證副本，自入國之翌日起 15 日內，持臺灣地區居留證副本向移民署換

領臺灣地區居留證。已入國停留者，得備齊上述應備文件及入國許可證件，向移民署申

請臺灣地區居留證。 

(三) 在臺原有戶籍者，應於入國後 30日內持憑經機場蓋有入國查驗戳記之我國護照或入國許

可證副本，逕向原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不須另辦居留證。 

八、相關注意事項： 

(一) 本招生簡章請申請人詳閱後，再行填寫各項表件。 

(二) 駐外機構及保薦單位（學校）須確實查明本簡章第三項申請資格及第四項申請方式之各

申請書表件內容屬實後，始簽章保薦。 

(三) 本會收到各駐外機構寄來之申請表件，並經審查核准申請人參加受訓後，即將分發函寄

發駐外機構或原保薦單位（學校）轉送申請人準備辦理來臺手續，在開學前 1 週抵臺辦

理報到，逾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四) 已註冊或未註冊入學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五) 駐外機構或保薦單位（學校）於接獲本會所寄發之分發函後，應儘速轉送申請人持憑辦

理來臺相關手續。 

(六) 請駐外機構及保薦單位（學校）應儘速轉知申請人，所需各項費用及日常零用金與來回

程旅費均需自理；無心學習技術者，請勿申請。 

(七) 依據「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第 3 條規定，原有戶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

役齡男子，自返回國內之翌日起，屆滿 1年時，依法辦理徵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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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志願代碼及校科縮寫一覽表 

類科 
志願代碼及 

校科縮寫 
參加招生學校 招生班別 

餐旅廚藝 

相關 

3901(文化烹飪) 中國文化大學 烹飪科 

3902(文化觀光)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暨餐旅管理科 

3903(靜宜廚藝) 靜宜大學 廚藝與餐廳管理科 

3904(環球餐飲烘焙) 環球科技大學 創意餐飲與烘焙科 

3905(南開餐飲)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烘焙科 

3906(弘光餐飲) 弘光科技大學 餐飲廚藝科 

3907(中華餐飲) 中華大學 餐飲烘焙科 

3908(中華酒店管理) 中華大學 酒店管理科 

烘焙相關 

3909(銘傳烘焙) 銘傳大學 烘焙科 

3910(德霖烘焙)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烘焙廚藝科 

3911(弘光烘焙) 弘光科技大學 烘焙科 

3912(元培烘焙)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烘焙科 

3913(崑山烘焙) 崑山科技大學 西點烘焙科 

美容相關 

3914(文化美型) 中國文化大學 美容暨時尚造型設計科 

3915(靜宜美容) 靜宜大學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科 

3916(環球時尚) 環球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科 

3917(弘光美髮)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科 

3918(弘光美容) 弘光科技大學 美容化妝品應用科 

3919(建國美容)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髮藝造型技術科 

資網與數媒

相關 

3920(靜宜數媒) 靜宜大學 數位媒體與網頁設計科 

3921(銘傳數媒)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科 

3922(環球數媒) 環球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科 

3923(東大數據) 國立臺東大學 大數據管理應用科 

3924(龍華動漫) 龍華科技大學 動漫與遊戲設計製作科 

3925(大葉動漫) 大葉大學 動漫遊戲設計科 

室內設計 

相關 

3926(東南室設)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空間設計科 

3927(建國室設) 建國科技大學 室內空間設計科 

3928(中華室設) 中華大學 室內設計與裝修科 

汽車修護 

與機械 

相關 

3929(南開車輛) 南開科技大學 車輛修護技術科 

3930(吳鳳機械) 吳鳳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科(車輛組) 

電子技術 

相關 

3931(建國電子)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技術科 

3932(崑山電商)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商務科 

3933(樹德資通) 樹德科技大學 資通訊技能應用科 

3934(中華電商) 中華大學 跨境電子商務科 

表演藝術 

相關 

3935(銘傳大傳) 銘傳大學 大眾傳播科 

3936(銘傳華藝) 銘傳大學 華文流行音樂與演藝主持科 

3937(東南表藝) 東南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與設計科 

其他 

3938(中臺牙技)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科 

3939(高師文創)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文創設計科 

3940(靜宜健康) 靜宜大學 健康管理科 

3941(聯合華教) 國立聯合大學 華語文教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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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2(元培視光)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視光技術暨眼鏡設計科 

3943(元培高齡)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高齡養生暨照護科 

3944(大葉農技) 大葉大學 先進農業技術科 

3945(大仁休運)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事業管理科 

3946(東方行銷) 東方設計大學 設計行銷科 

3947(屏科自動農業)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自動化農業科 

3948(屏科休閒健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健康產業科 

3949(屏科農園生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暨精緻熱帶農業科 

3950(靜宜華教) 靜宜大學 華語文教學科(泰緬地區) 

3951(銘傳華教)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科(泰緬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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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廚藝相關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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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科名 
烹飪科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isine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1（文化烹飪） 

重點說明 

為培育餐飲、團體膳食、餐飲業內、外場服務、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特開設烹飪科，
傳授學生專業知識及技能，輔導學生瞭解餐飲業之現狀與發展趨勢，並提供機構參觀，
安排校外教學參訪研習，陶冶其職業道德與服務精神，致力培育學有專業精進、術德
兼修的優秀專業人員，以達「烹飪達人教育」理念之實現。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普通課程 

 1. 應用中文 

 2. 中國文化史 

 3. 應用外文 

 4. 電腦軟體應用 

 5. 生活教育 

 6. 體育 

 7. 生活禮儀 

二、專業科目 

 1. 食物製備 

 2. 團體膳食製備原理 

 3. 食物營養學 

 4. 餐飲衛生與安全 

 5. 飲食文化 

 6. 餐飲經營與管理 

 7. 食品加工與貯存 

 8. 餐飲服務 

9. 餐飲行銷 

10. 烘焙學 

三、實習科目 

 1. 食物製備實習 

 2. 基本刀工 

 3. 餐盤裝飾 

 4. 中式米食 

 5. 中式麵食 

 6. 團體膳食製備實習 

 7. 地方小吃 

 8. 台菜 

 9. 粵菜 

10. 江浙菜 

11. 川菜 

12. 北方菜 

13. 蔬果雕 

14. 燒烤滷 

15. 港式點心 

16. 北方點心 

17. 飲料調製 

18. 咖啡調製 

19. 調酒 

20. 西餐 

21. 年菜 

22. 義式料理 

23. 日式料理 

24. 泰式料理 

25. 印度料理 

26. 宴席菜 

27. 烘焙學實習 

28. 校外教學及參訪 

29. 專題專業實習(含證照輔導)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中式烹調技術師 

二、中式米食加工技術師 

三、中式麵食加工技術師 

四、西餐烹調技術師 

五、餐飲服務技術師 

六、烹調教學教師 

七、吧檯調酒師 

八、餐飲內、外場從業人員 

九、團體膳食經營管理師 

十、餐飲業規劃設計顧問 

十一、餐飲行銷經營管理專 

      業人員 

十二、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整。 

二、住宿費：每學期約計 17,250 元，第 4 學期 12,375 元（4~6 人一間，大小約 5-7 坪，
以 6 個月計，含水電費不含冷氣費，並提供免費電腦室、交誼廳設施）學校依規
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三、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依行政院勞委會公告為準。中餐丙級 2,060 元，飲
料調製丙級 2,240 元，西餐烹調丙級 2,685 元。 

四、其他： 

1、 實習工作服、個人刀具、寢具等，則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 本校體育館備有多項休閒設施(如游泳池、健身房…等)，使用者另行付費。 

3、 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三、電話：+886 2 28610511 轉 31508 

四、網址：http://www2.pccu.edu.tw/OYTTC 

 

http://www2.pccu.edu.tw/OYTTC


 9 

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科名 
觀光暨餐旅管理科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2（文化觀光） 

重點說明 

因應全球觀光潮流之轉變，展望亞洲旅遊市場，觀光人才需求提升。本科教學在觀光
專才培育，使理論與實務結合。課程採循序漸進的原則，著重技術訓練，輔以理論解
說，並定期安排國際觀光旅館、旅行社、台灣地區特殊景點或民俗風采活動以輔助學
生實習，增進教學效果。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共同科目 

 1. 體育 

 2. 電腦軟體應用 

 3. 應用中文 

 4. 中國文化史 

二、通識教育課程 

 1. 生活教育 

 2. 國際禮儀 

三、基礎專業課程 

 1. 企業管理 

 2. 世界飲食文化 

 3. 經濟學 

 4. 餐旅管理概論 

5. 觀光學 

 6. 旅館管理 

 7. 會計學 

 8. 英文 

9.義式咖啡調製 

10.攝影實務 

11.消費者行為 

12.影像處理實務 

13.吧檯調酒實務 

14.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15.觀光調查與分析 

16.觀光日文 1 

四、實務專業課程 

1.會議展覽概論 

2.餐飲衛生與安全 

3.休閒旅遊概論 

4.人力資源管理 

5.人際關係與生涯規劃 

6.飲料調製 

7.國際觀光及餐旅產業管理
實務講座 

8.旅館與客房實務 

9.觀光日文 2 

10.觀光網頁與媒體 

11.餐廳規劃與經營 

12.國際會展實務 

13.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 

14.E 化顧客管理 

15.觀光網路行銷實務 

16.輕食製作 

17.觀光實務實習 

18.菜單設計 

19.綜合實務實習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導遊 

二、領隊 

三、國家公園解說員 

四、旅行業從業人才 

五、航空公司從業人才 

六、餐廳從業人才 

七、風景遊憩區從業人才 

八、吧檯供應經營管理人才 

九、旅館從業人才 

十、餐飲服務技術師 

十一、餐飲行銷經營管理專業 

 人員 

十二、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約計 17,250 元，第 4 學期 12,375 元。（4~6 人一間，房間大小約
5-7 坪，以 6 個月計，含水電費不含冷氣費，並提供免費電腦室、交誼廳設施）。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 

五、其他： 

1.實習工作服、個人器具、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本校體育館備有多項休閒設施(如游泳池、健身房…等)，使用者另行付費。 

3.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 11114 臺灣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三、電話：+886 2 28610511 轉 35707 陳昱凱助教。 

四、網址：http://oyttt.pcc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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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廚藝與餐廳管理科 

Chinese Culinary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3（靜宜廚藝） 

重點說明 

本科旨在培育與輔導華子弟學具備從事中西式點心烘焙、中西餐飲烹調製備、餐廳管

理與行銷等專業技能。本校觀光事業學系為台灣地區觀光、休閒與餐旅教育之領航者，

特聘教學經驗豐富之專任教授群及具經驗豐富的技術教師，共同擔任課程教學與指

導，提供參訓學員廚藝與餐廳管理完整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英文(一)(二)  

2.體育(一)(二)  

3.歷史與文化 

4.程式設計概論 

5.程式設計概論實習 

6.資訊應用概論 

7.資訊應用概論實習 

8.藝術經典與美學素養 

二、專業科目 

1.管理學 

2.觀光行銷學 

3.人力資源管理 

4.餐飲英文會話(一)(二) 

5.餐館管理 

6.麵包烘焙 

7.台灣特色小吃 

8.中餐烹調(一)(二) 

9.西點烘焙 

10.中式點心製作 

11.西餐烹調(一)(二) 

12.飲料管理 

13.餐旅資訊系統 

14.素食製作 

15.餐飲採購學 

16.視覺傳達設計 

17.專業證照輔導(一)(二)(三) 

18.創意管理 

19.餐旅連鎖經營 

20.餐旅服務管理 

21.菜單設計 

22.專題實作成果展 

三、實習課程 

1.麵包烘焙實習 

2.台灣特色小吃實習 

3.中餐烹調實習(一)(二) 

4.西點烘焙實習 

5.中式點心製作實習 

6.西餐烹調實習(一)(二) 

7.飲料管理實習 

8.創意管理實習 

9.素食製作實習 

10.專題實作成果展實習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專業領域創業 

二、餐飲經營管理專業人員 

三、料理烹飪專業教學教師 

四、中餐烹飪專業人才 

五、中式米食加工專業人才 

六、中式麵食技術專業人才 

七、餐旅服務技術專業人才 

八、調酒專業人才 

九、專業導遊人才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4 人套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 

    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告為主)。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一)國際證照：1. AHLEI：餐飲營運管理、專業顧客服務國際認證(CGSP)、餐旅服務                 

               業督導。2. 英國 City & Guilds：顧客關係管理師(顧客服務) 

 (二)國內證照：1.中餐烹調技術士-丙級。2.西餐烹調技術士-丙級。3.飲料調製技術士 

               -丙級。4.烘焙食品(麵包/餅乾/西點蛋糕)技術士-丙級 

五、其它：1.廚師服約 2,000 元（2 套廚師服）。 

          2.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新台幣 200 元，4 學期共計新台幣 800 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43301）台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三、電話：+886-4-26328001 轉 19101~8。專線：+886-4-26329840 

四、網址：http://www.dpcd.pu.edu.tw/ 

五、承辦人：江靖瑜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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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環球科技大學 

TransWorld University 

科名 
創意餐飲與烘培科 

The Department of Creative Culinary and Baker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4（環球餐飲烘焙） 

重點說明 

創意餐飲與烘培科旨在於培育學生具備創意餐飲之專業人才，期許學生修習後，除了
要懂得最基本的食物營養、食材安全把關之外，還要把自身欲傳遞的理念與創意應用
到餐飲廚藝，同時需具備餐飲烘培技巧與基礎的餐飲服務技能等。期透過課程深化學
生基礎廚藝技術，引導學生創意融入烹調技術，結合時(食)尚生活餐飲特色的研究，增
進學生實務學習的經驗。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中文鑑賞與應用 

2.食品安全與衛生 

3.實用餐飲英語 

4.餐飲管理 

5.創新、創意及創業 

 

二、專業科目： 

1.餐飲服務技能 

2.基礎麵包製作 

3.飲料與咖啡調製 

4.中餐廚藝製作(一) (二) 

5.蔬果雕刻實務(一) (二) 

6.蛋糕製作與實習 

7.宴會規劃 

8.中式麵食製作 

9.拉糖藝術 

 

三、實習科目： 

1.臺灣特色小吃 

2.健康輕食料理製作 

3.創意麵點設計與製作 

4 酒類與感官品評專論 

5.刀工技術 

6.巧克力製作實習 

7.節慶糕點製作與包裝 

8.專業實習(一) (二) 

9.企業參訪與職場體驗
(一)(二)(三)(四) 

 

四、考照訓練課程： 

1.進階麵包製作 

2.中餐廚藝製作(一) (二) 

3.國際禮儀 

4.飲料與咖啡調製 

5.精品咖啡師 

畢業後 

適任工作 

一、麵包烘焙技術師 

二、中西式點心技術師 

三、蛋糕烘焙技術師 

四、糕餅烘焙技術師 

五、中餐烹調技術師 

六、中式麵食技術師 

七、調酒師 

八、飲料特調師 

九、咖啡拉花師 

十、烘焙教師 

十一、餐飲服務業管理人員 

十二、創意料理研發人員 

十三、健康食品研發人員 

十四、開設烘焙工作室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 52,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0,000 元(A、B 棟)，四人一間冷氣套房，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
價收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保證金 2,500，期末離宿時退費】 

三、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學校依規定辦理，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烘焙食品-麵包丙級 1,850 元、飲料調製丙級 2,170 元、國際禮儀 2,600、
精品咖啡師 1,980 元、餐旅服務丙級 2,100 元（由學員自行決定參加檢定並支付
檢定費用）。※以上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依當時之金額為準。 

五、其他： 

1.班際活動、個人實習用具、刀具等因課程與輔導所產生的費用，依實際花費為準。 

2.企業參訪每次約 800 元一學期二次，含車資與餐飲。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64063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三、電話：＋886-5-5370988 轉 2230~2236 ；專線：＋886-5-5325330 (連絡人：李翊瑄) 

四、網址：環球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https://cia.twu.edu.tw/showindex.php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https://web.twu.edu.tw/~lrtm/ 

五、電子信箱：E-mail: cia@twu.edu.tw 微信：TWU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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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科名 
餐飲烘焙科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nd Bak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5（南開餐飲） 

重點說明 

隨著國際觀光旅遊的盛行，各國美食成為觀光客選擇旅遊目的地的關鍵要素之一。本
科設置目的即在協助海外地區的青年學子學習臺灣餐飲烘焙及管理等技術，促進當地
餐飲及烘焙產業的發展，俾將臺灣美食在世界各國發揚光大，特辦理海外青年餐飲烘
焙科。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英文(一) 

2.英文(二) 

3.中國文學欣賞與習作(一) 

4.中國文學欣賞與習作(二) 

5.生活通識(一) 

6.生活通識(二) 

7.生活通識(三) 

8.生活通識(四). 

二、專業科目 

1.餐飲管理概論 

2.食材認識 

3.飲食文化 

4.食物製備原理 

5.餐飲衛生與安全 

6.餐飲服務 

7.膳食計畫 

8.餐飲行銷 

9.餐飲行銷企劃 

10.菜單規劃與成本控制 

11.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12.餐廳規劃與設計 

13.餐飲創業管理 

三、實習科目 

1.基礎刀工 

2.果雕與盤飾 

3.電腦軟體應用 

4.中餐實務 

5.中式點心 

6.餐飲資訊系統 

7.西餐實務 

8.烘焙實作 

9.巧克力製作 

10.餐飲網路行銷 

11.飲料調製 

12.麵包製作 

13.蛋糕裝飾 

畢業後 

適任工作 

一、中式點心師傅 

二、西式點心師傅 

三、餐點研發人員 

四、領班、副領班 

五、主廚、副主廚 

六、西點烘焙坊店長 

七、咖啡簡餐店店長 

八、餐廳外場服務人員 

九、餐飲烘焙教師 

十、餐飲管理系 

十一、餐飲管理研究所 

十二、觀光休閒研究所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 52,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1,500 元(4 人房，房間大小約 10 坪，以學期計，含水電費，不
含冷氣，冷氣電費按電錶計費。提供無線網路，設有公用冰箱、電視及交誼廳)。
住宿履約及財損保證金 3,000 元，退宿時退還。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
150 元。 

三、團體保險費：依實際投保金額為準，每學期約 545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依勞動部公告為準。(每科約 1,560 元起)。 

五、其他： 

1. 購買寢具，依實際需求自行選購。(約 2,500 元)  

2. 刀具整套費用約 2,580 元、工作服(包含廚衣、半身圍裙、網帽、 

廚鞋)，費用約 2,050 元。 

4.使用本校健身中心設施，須另行付費。(每學期 1,000 元/單次 50 元)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南投縣 54243 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三、電話：+886(49)2563489#1591/1595 文主任/林小姐 

四、網址：www.nkut.edu.twwww.nkut.edu.tw ； wechat：blinglyy 

五、畢(結)修得之學分得以抵免本校相關類科學士班課程。 

 

http://www.nkut.edu.tw/
http://www.nk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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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科名 
餐飲廚藝科 

Program of Culinary Arts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6（弘光餐飲） 

重點說明 

弘光的特色：專業師資、先進設備、耐心教學！ 
本科培育學生符合餐飲產業發展人才需求之特性，使其具備餐飲產業所需知識與技
能、務實致用能力、以及講求專業倫理及崇尚人文關懷之工作態度。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實習課程 

1. 刀工技術 

2. 盤飾藝術實務與應用 

3. 餐飲服務實務 

4. 飲務管理與實務 

5. 中餐實務 

6. 西餐實務 

7. 中式麵食與實作 

8. 食品烘焙與實作 

9. 校內實習(一) 
10. 進階中餐實務 

11.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12. 校內實習(二) 
13. 進階西餐實務 

14. 西式點心實作 

15. 進階食品烘焙與實作 

16. 歐陸主題製作 

17. 蛋糕裝飾 

18. 中餐烹調證照輔導 

二、專業課程 

1. 餐飲管理 

2. 食材認識 

3. 餐飲衛生與安全 

4. 食物與營養 

5. 餐飲英文 

6. 國際禮儀 

7. 酒類導論 

8. 菜單設計與說菜技巧 

9. 職場溝通與應用 

10. 顧客抱怨管理 

三、一般課程 

1. 人文精神(一) 

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3.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4. 美學 

5. 體育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中餐製作及管理人才 

二、西餐製作及管理人才 

三、吧檯飲調及管理人才 

四、餐飲服務從業人員 

五、餐飲行銷管理人才 

六、加盟餐飲連鎖事業 

七、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4,000 元-16,500 元，(2-4 人 1 房，依實際住宿房型計價，不含水
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 5,000 元，離宿時退還)，皆有網路。 

三、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收費。 

四、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五、其他： 

１、工作服(包含廚衣、全身圍裙、半身圍裙、網帽、廚鞋)費用約 1,800 元。 

２、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生金 

    額付費。 

３、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用。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 台灣 43302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三、電話：+886-4-26318652 分機 2231 傳真：+886-4-26314074 聯絡人：黃明燕 

四、網址：http://csc.hk.edu.tw/admission/super_pages.php?ID=admi1 

五、電子信箱：jessicahuang@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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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科名 
餐飲烘焙科 

The Department of Dining and Bak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7（中華餐飲） 

重點說明 

該課程開發學生對烘焙產品之設計與創新的興趣及潛能，培育學生具有烘焙理論基
礎，烘焙產品實際製作能力、自行經營、行銷或創業，並輔導證照考試訓練，提升學
生畢業後就業優勢。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台灣特色導覽實務 

2. 餐飲管理概論 

3. 餐飲日文（一） 

4. 餐飲日文（二） 

5. 服務教育 

6. 班會 

 

二、專業科目 

1. 食物製備原理 

2. 烘焙學概論 

3. 餐飲行銷學 

4. 餐飲衛生安全 

5. 餐飲營養學 

6. 餐飲會計學 

三、實習科目 

1.  食物製備原理與實習 

2.  基礎中餐烹調 

3.  進階中餐烹調 

4.  基礎西餐烹調 

5.  基礎麵包製作 

6.  進階麵包製作 

7.  基礎西點蛋糕製作 

8.  進階西點蛋糕製作 

9.  基礎日式料理 

10. 進階日式料理 

11. 飲料調製 

12. 咖啡烹煮技術 

13. 義式咖啡與拉花技術 

14. 創意料理開發實務 

15. 餐飲烘焙微創經營實務
（一） 

16. 餐飲烘焙微創經營實務
（二） 

17. 創意烘焙產品開發 

18. 餐飲創意專題 

19. 餐飲烘焙專業實習 

20. 職場體驗實習（一） （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餐飲主管 

二、餐飲領班 

三、中式廚師 

四、西式廚師 

五、日式廚師 

六、中／港式點心廚師 

七、蛋糕師 

八、麵包師 

九、調酒師/吧檯人員 

十、餐飲服務人員 

十一、飯店／旅館櫃檯人員 

十二、導遊/領隊 

十三、旅行社人員 

十四、休閒娛樂從業人員 

十五、房務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 12,000 元（依實際金額為準）；4 學期約 48,000 元。 

二、住宿費：（依學校當學期公布為準）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
價收費。（1）4 人套房：每學期 12,600 元；若含寒暑假每學期為 15,600 元（2）5

人雅房（公共衛浴），每學期 8,100 元。（不含寒暑假）（3）6 人雅房（公共衛浴）：
含寒暑假每學期 10,600 元。 

三、第 1 學期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 1,500 元。第 2 學期至第 4 學期收取健保費，
每學期為 4,494 元，共 13,482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各項考照費用規定，學生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 

五、其他：（1）個人寢具等：依實際花費為準。（2）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設施，實

際費用以學校收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30012）新竹市香山區東香里六鄰五福路二段 707 號。 

三、電話：886-3-5374281~5 專線：886-3-5186176 

四、網址：http：//www1.chu.edu.tw/ 

五、承辦人：楊尚育 international@g.chu.edu.tw 

 

http://www1.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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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科名 
酒店管理科 

The Department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8（中華酒店管理） 

重點說明 

本課程培育學生具有酒店不同服務主題之技能基礎，營運管理之應用能力與未來投入
酒店服務產業的就業能力，並導入國際品牌店經營、行銷與創業理念，輔導酒店管理
證照取得，提升學生畢業後就業優勢。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台灣特色導覽實務 

2. 旅館品牌概論 

3. 餐旅日文（一） 

4. 餐旅日文（二） 

5. 服務教育 

6. 班會 

二、專業科目 

1. 餐飲管理 

2. 旅館管理 

3. 渡假村經營管理 

4. 餐旅行銷 

5. 餐飲服務 

6. 餐飲衛生安全 

7. 餐旅會計學 

三、實習科目 

1.  旅館客務服務 

2.  旅館房務服務 

3.  食物製備原理與實習 

4.  中餐烹調 

5.  西餐烹調 

6.  酒吧與飲料管理 

7.  飲料調製 

8.  點心製作 

9.  創意料理開發實務 

10. 休閒設施管理實務 

11. 遊樂園管理實務 

12. 餐廳經營管理 

13. 主題活動規劃與行銷 

14. 旅館微創經營實務 

15. 餐飲微創經營實務 

16. 餐旅創意專題 

17. 職場體驗實習（一） 

18. 職場體驗實習（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酒店／旅館櫃檯人員 

二、酒店／旅館服務人員 

三、導遊 

四、領隊 

五、旅行社人員 

六、休閒娛樂業從業人員 

七、房務人員 

八、遊樂景點工作人員 

九、空服人員 

十、機場地勤人員 

十一、管理幹部 

十二、行政人員 

十三、餐飲服務人員 

十四、餐廚助手 

十五、餐廚領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 12,000 元（依實際金額為準）；4 學期約 48,000 元。 

二、住宿費：（依學校當學期公布為準）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
價收費。（1）4 人套房：每學期 12,600 元；若含寒暑假每學期為 15,600 元（2）5

人雅房（公共衛浴），每學期 8,100 元。（不含寒暑假）（3）6 人雅房（公共衛浴）：
含寒暑假每學期 10,600 元。 

三、第 1 學期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 1,500 元。第 2 學期至第 4 學期收取健保費，
每學期為 4,494 元，共 13,482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各項考照費用規定，學生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 

五、其他：（1）個人寢具等：依實際花費為準。（2）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設施，實
際費用以學校收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30012）新竹市香山區東香里六鄰五福路二段 707 號。 

三、電話：886-3-5374281~5 專線：886-3-5186176 

四、網址：http：//www1.chu.edu.tw/ 

五、承辦人：楊尚育 international@g.chu.edu.tw 

http://www1.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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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科名 
烘焙科 

Baking and Pastry Arts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09（銘傳烘焙） 

重點說明 

本課程「烘焙」主要涵蓋麵包、餅乾、蛋糕、西式點心、中式點心、中式糕餅、巧克
力裝飾藝術等製作。「餐旅管理」著重在餐飲業的實際經營與管理，課程包含餐館營運、
行銷、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飲料管理等。以培育具有烘焙理論基礎，烘焙產品實際
製作能力、自行創業和未來導向餐旅管理理念的烘焙專業人才。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普通課程： 
1.應用英文：(一)~(四) 
2.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  

(一)(二) 
3.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4.程式設計 
5.體育(壹)~(肆) 
6.班會 
二、專業課程： 
1.烘焙學 
2.麵包製作原理 
3.丙級麵包證照輔導 
4.蛋糕製作原理 
5.蛋糕裝飾藝術 
6.巧克力製作與裝飾 
7.西點烘焙製作原理 
8.西式點心製作 
9.中式點心製作 
10.結婚蛋糕創意製作 
11.進階創意蛋糕裝飾 

12.進階巧克力製作與裝飾 
13.專業烘焙商品製作 
14.烘焙畢業專題製作 
15.餐館管理 
16.食品衛生與安全 
17.餐旅行銷 
18.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19.飲料管理(一) 
20.餐旅連鎖 
21.飲料管理(二) 
22.西餐烹飪 
三、實習課程： 

1.烘焙學實習 
2.麵包製作原理實習 
3.歐式硬麵包 
4.臺式調理軟麵包 
5.創意盤式點心 
6.歐式餅乾製作 
7.丙級麵包證照輔導實習 
8.蛋糕製作原理實習 

9.蛋糕裝飾概論   
10.歐式、日式常溫蛋糕製作 
11.烘焙蛋糕製作 
12.廣式、臺式月餅製作   
13.鮮奶油蛋糕裝飾            
14.丙級中式麵食加工輔導 
15.飲料調製 
16.調酒 
17.巧克力慕斯蛋糕製作  
18.卡通造型蛋糕製作 
19.臺灣傳統糕餅拌手禮製作  
20.結婚創意蛋糕製作      
21.歐式頂級手工巧克力     
22.巧克力工藝品           
23.歐式開胃三明治設計製作 
24.杏仁膏卡通造型捏麵     
25.五星級旅館烘焙商品製作 
26.藝術裝飾麵包製作       
27.畢業專題製作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麵包店經營管理 
二、麵包烘焙技術師 
三、蛋糕烘焙技術師 
四、中西點心技術師 

五、糕餅烘焙技術師 
六、烘焙專業管理人才 
七、速食店餐館經營管理 
八、咖啡專賣店經營管理 

九、家庭餐館經營管理 
十、觀光旅館餐飲從業人員 
十一、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約 52,000 元。 

二、住宿費：2 人房，每學期 15,000 元(含寒暑假，含網路、水費)，4 學期共計約 60,000

元，電費及冷氣費另計。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 2,000 元，離宿時退還。 

    宿舍地址：333 桃園市龜山區明成街 19 號。 

三、健康檢查費約 550 ~1,200 元 (健檢及保險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四、廚師服約 2,500 元(含廚師衣、圍裙、褲子、帽子、鞋子、領巾、訂做名牌)。 

五、各項考照費：(實際費用依當期簡章規定並自付練習材料費，學生決定是否報考) 

1.丙級烘焙技術士(麵包/餅乾/西點蛋糕)約 1,915 元。 

2.乙級烘焙技術士(麵包、餅乾/西點蛋糕、麵包/西點蛋糕、餅乾)約 3,060 元 

3.丙級中式麵食加工技術士(酥油皮、糕漿皮類)約 1,870 元 

六、師資：特聘請頂尖五星級旅館點心房主廚及亞洲盃點心大賽臺灣代表選手。 

七、其他：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桃園校區)：333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 5 號 
三、電話：+886-2-28824564 轉 2411 或 2402 莊小姐 
四、電子信箱：oyvts@mail.mcu.edu.tw   

網址：http://web.tourism.mcu.edu.tw/zh-hant/node/224  
 

mailto:oyvts@mail.mcu.edu.tw
http://web.tourism.mcu.edu.tw/zh-hant/node/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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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科名 
烘焙廚藝科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0（德霖烘焙） 

重點說明 

一、 本校為協助海外華裔青年學習臺灣烘培廚藝技術，特辦理烘焙廚藝科，積極推出
台灣美食及異國料理技術課程。 

二、 本校集團旗下之「凱撒飯店連鎖」在臺灣有八家大飯店，可提供強而有力的企業

資源(如業師、實習、工讀、就業場域及機會)。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應用華文 

2.實用烘焙與廚藝外語 

3.體適能訓練 

4.創新與創業實務 

 

二、專業科目 

1.食品衛生與安全與廚藝
概論 

2.餐飲美學與食物設計 

3.民俗與節慶料理之運用 

4.食品營養學 

5.綠能食材與廚藝 

6.宴席規劃與菜單設計 

7.餐飲大師講座(一)(二) 

 

三、實習科目 

1.飲料與咖啡立體拉花實作 

2.歡樂食光-下午茶規劃實作 

3.中餐烹調與實習(一)(二) 

4.基礎麵包與蛋糕製作 

5.時尚與季節限定烘焙創作 

6.西餐烹調與實習(一)(二) 

7.巧克力製作實習 

8.拉糖藝術與實作 

9.懷舊中式米麵食製作與實習 

10.復刻中式米麵食製作與實
習 

11.經典歐洲料理製作與實習 

12.無國界創意料理製作與實

習 

13.餐飲專業實習(一)(二) 

 

※證照輔導： 

1.烘焙食品 

2.中餐烹調 

3.西餐烹調 

4.國際調酒師 

5.國際咖啡師 

6.飲料調製與侍酒師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麵包烘焙技術師 

二、糕餅烘焙技術師 

三、蛋糕烘焙技術師 

四、中西點心技術師 

五、烘焙專業管理人才 

六、吧檯飲調及管理人才 

七、加盟餐飲連鎖事業 

八、速食店經營管理人員 

九、咖啡專賣經營管理人員 

十、休閒餐廳經營管理人員 

十一、國際旅館從業人員  

十二、食材、廚具專業代表 

十三、烘焙、廚藝、飲調類等 

      之教師 

十四、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4 人房，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 52,000 元，含網路和水電，冷氣費另
計。寒暑假住宿費為一天 100 元。入住宿舍時須繳保證金 1,000 元，退宿時歸還。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團保為一學期 490 元，4 學期共 1960

元。健檢費為 550 元，入學時繳交。惟團保與健檢費用視當年度招商狀況而定。 

四、考照費：（自費，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 

    飲料調製乙、丙級證照；烘焙食品乙、丙級證照；中、西餐烹調乙、丙級證照；國
際咖啡師、侍酒師證照。 

五、其他： 

1.工作服、刀具、個人用品、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校內提供免費無線網路。 

3.加入體適能中心會員需另行收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23654）臺灣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三、電話：+886-2-22733567 轉 501、509。傳真：+886-2-22658912 

四、網址：http://www.hdut.edu.tw/ 

五、Email：noahtsai@mail.hdut.edu.tw (蔡昀璋先生) 

六、WeChat ID: noah0117 

mailto:noahtsai@mail.hd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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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科名 
烘焙科 

Program of Baker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1（弘光烘焙） 

重點說明 

弘光的特色：專業師資、先進設備、耐心教學！ 
本科結合烘焙、中式麵食及飲料調製並注重專業技術訓練，提升學生就業及創業能力。
除提升學習烘焙的理論及實務，並以提高技職教育的品質、達成全人教育為目標。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烘焙系列課程 

1. 烘焙原理與實作 

2. 蛋糕實作(一) 

3. 蛋糕實作(二) 

4. 麵包實作(一) 

5. 麵包實作(二) 

6. 餅乾實作 

7. 蛋糕裝飾 

8. 裹油與歐法麵包實作 

9. 進階食品烘焙與實作 

10. 西式點心實作 

11. 巧克力製作 

12. 畢業專題實作 

二、麵食點心系列課程 

1. 中式米食實作(一) 

2. 中式麵食實作(一) 

3. 中式麵食實作(二) 

4. 創意麵點 

三、飲料系列課程 

1. 飲料管理與實務(一) 

2. 嗜好飲料調製 

四、行銷與管理系列課程 

1. 食品包裝與設計 

2. 食品科技概論 

3. 網路與軟體應用 

4. 食品衛生與安全 

5. 管理概論 

五、通識課程 

1. 人文精神(一) 

2. 人文精神(二) 

3.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4.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5. 英文(一) 

6. 英文(二) 

7. 體育 

六、證照輔導課程 

1. 中式麵食證照輔導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烘焙製作及管理人才 

   (含麵包、蛋糕) 

二、西點製作及管理人才 

三、吧檯飲調及管理人才 

四、中式麵食製作人才 

五、加盟餐飲連鎖事業 

六、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4,000 元-16,500 元，(2-4 人 1 房，依實際住宿房型計價，不含水
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 5,000 元，離宿時退還)，皆有網路。 

三、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收費。 

四、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五、其他： 

１、工作服(包含廚衣、全身圍裙、半身圍裙、網帽、廚鞋)費用約 1,800 元。 

２、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生金 

    額付費。 

３、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用。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 台灣 43302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三、電話：+886-4-26318652 分機 2231 傳真：+886-4-26314074 聯絡人：黃明燕 

四、網址：http://csc.hk.edu.tw/admission/super_pages.php?ID=admi1 

五、電子信箱：jessicahuang@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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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科名 
烘焙科 

Department of Bak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2（元培烘焙） 

重點說明 

  「烘焙科」課程規劃，主要以烘焙製作技術為重點，輔以製備理論與經營管理課程，
期能達到烘焙專業人才培養及自主創業能力訓練兩大目標。課程裡注重專業的技能訓
練，並積極培訓學生取得各項我國及國際檢定證照，以提升未來就業之專業能力。此外，
同學未來可選擇繼續升學，修習之學分可抵免本校餐飲管理系課程學分。 

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

目) 

一、普通科目 

1.中文(一)(二) 

2.套裝軟體 

3.網頁製作 

4.電子商務 

5.體育 

6.班會 

 

二、專業科目 

1.餐飲資訊管理 

2.烘焙學理論 

3.餐飲產品行銷 

4.餐飲連鎖業經營管理 

5.餐飲美學 

6.食品安全與衛生 

7.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 

8.餐飲禮儀 

9.管理學 

10.會計學 

 

三、實習科目 

1.餐飲專業應用英文(一)(二) 

2.電子商務暨實習 

3.食物學原理暨實習 

4.營養學暨實習 

5.餐飲服務管理暨實習 

6.烘焙產業規劃與營運暨實習 

7.烘焙學實習 

8.蛋糕製作原理與實習 

9.麵包製作原理與實習 

10.軟式麵包製作 

11.歐式麵包製作 

12.餅乾製作實習 

13.飲料調製與實習(一)(二)【咖
啡、飲料、調酒】 

14.蛋糕製作實習(一)(二)(三)

【花嘴、抹刀、糖花應用】 

15.中式麵食製作 

16.中國傳統糕餅點心製作 

17.歐式點心糕餅製作 

18.西式點心製作 

19.烘焙專題製作(一)(二) 

20.巧克力製作實習 

21.西餐烹調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自行創業 

二、烘焙坊連鎖企業 

三、中餐主廚(葷、素食) 

四、米麵食加工師 

五、西餐主廚 

六、調酒師 

七、烘焙師傅(含麵包、蛋糕、
餅乾)  

八、各大飯店、旅館內餐廳、

餐飲、點心房等相關工作 

※修習學分可抵本校餐飲管理
系四技課程學分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

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 12,500 元，4 學期共計約 50,000 元。 

二、住宿費：套房內設有冷氣、浴室與廁所，並備有飲水器、洗衣機與烘衣機。 

2 人套房每學期約 10,500 元(含網路費／水費。電費另計)或可選單人套房每學期約
18,500 元(含網路費／水費。電費另計)，備有交誼廳。寒暑假留宿費用另計。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545 元及健康檢查費：約 1,100 元(依實際支付金
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考照費依實際公告為準 

1.丙級烘焙技術士(麵包/餅乾/西點蛋糕)各約 1,800 元。 

2.乙級烘焙技術士(麵包、餅乾/西點蛋糕、麵包/西點蛋糕、餅乾)各約 2,900 元。 

五、其他： 

1.廚師服約 900 元(含上衣、圍裙、廚師帽、領巾)。 

2.全校提供無線上網、本校體育館休閒設施使用者另行付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30015 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 

三、電話：+886-3-6102366(承辦人:曾紫惠)、傳真：+886-3-6102389。 

網址：http://io.ypu.edu.tw/bin/home.php 點擊進入頁面左方「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四、電子信箱：zneg@mail.y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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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科名 
西點烘焙科 

Department of Pastry and Baking Technolog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3（崑山烘焙） 

重點說明 

本校海青班「西點烘焙科」成立的宗旨為培育烘焙知識與實作技術之專業優質人才，
培養學生具備烘焙技術與西點製作能力，特聘業界經驗豐富之專任教授群與業界烘焙
主廚擔任實習課程之實作教學教師，提供華僑子弟優質烘焙實務訓練與專業烘焙證照
之輔導課程，期許未來成為餐飲產業之重要幹部及技術烘焙師。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國文 

2.英文 

3.外語 

4.通識 

二、基礎科目 

1.麵包製作原理 

2.食材認識與採購 

3.食品衛生與安全 

4.烘焙概論 

5.食品與營養 

6.蛋糕與西點製作原理 

7.飲食文化 

8.烘焙行銷學 

9.烘焙坊營運 

10.烘焙美學與設計 

11.烘焙產業個案研討 

12.烘焙創業與開發 

三、實習科目: 

(一)麵包製作實習 

1.基礎麵包製作 

2.臺式麵包製作 

3.歐式麵包製作 

4.藝術麵包製作 

(二)蛋糕與西點製作實習 

1.蛋糕與西點製作 

2.鮮奶油蛋糕裝飾 

3.翻糖蛋糕藝術 

 (三)餅乾與糕餅製作實習 

1.餅乾製作 

2.中式糕餅製作 

3.法式點心製作 

(四)特色烘焙技能實習 

1.巧克力製作 

2.杏仁膏裝飾藝術 

3.拉糖藝術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麵包技術師 

二、蛋糕技術師 

三、西點技術師 

四、餅乾技術師 

五、中式糕餅技術師 

六、巧克力技術師 

七、杏仁膏技術師 

八、拉糖與糖花技術師 

九、烘焙裝飾技術師 

十、烘焙教學教師 

十一、烘焙產業製備人員 

十二、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約 11,900 元至 14,800 元，4 學期共計 47,600 元至 59,200 元(2 至 4

人房，依實際入住房型計價。含宿舍網路費、水費及基本電費，用電超過基本度

數後，則須另繳超過度數之電費)。入住時須另繳宿舍保證金 3,000 元，結業離宿
時退回。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依學校公告辦理。 

三、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團體保險費每學期約 500 元，4 學期共 2,000 元。健康
檢查費約 1,500 元，僅第 1 學期繳納。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考照費用計收，學生依個人需求決定是否報考。 

五、其他： 

1.廚師服(包含廚衣、廚褲、圍裙、帽子、領巾)費用約 1,300 元；廚師鞋需自備。 

2.個人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3.本校備有多項免費體育休閒設施(如籃球場、羽球場…等)，使用游泳池及健身房

者須依當學期收費標準另行付費。 

4.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上網。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71070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三、電話：+886-6-2727175 分機 259 專線+886-6-2050659 沈怡君書記 

四、網址：http://www.ksu.edu.tw 

五、電子信箱：oiac@mail.k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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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科名 
美容暨時尚造型設計科 

Department of Cosmetology and Fashion Styl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4（文化美型） 

重點說明 

本科旨在培育海外青年獲得美容暨時尚造型設計之專業知識、實用技能與服務業經營
管理知能，並輔導學生取得相關專業證照。課程內容採循序漸進的原則，著重於技術
訓練，輔以理論解說，使學生具備美容美髮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人文藝術涵養與健康
生活態度的時尚造型設計專業人才。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共同通識教育課程 

 1. 體育 

 2. 電腦軟體應用 

 3. 中國文化史 

 4. 應用中文 

 5. 生活教育(一)-(四) 

 6. 生活禮儀 

 

二、專業科目 

 1. 色彩學 

 2. 化妝品概論 

 3. 藝術欣賞 

 4. 造型設計 

 5. 形象設計 

 6. 彩妝設計 

 7. 飾品設計與創作 

 8. 髮型設計 

 9. 儀態美學(一)(二) 

10. 服裝與織品 

11. 美體雕塑 

12. 芳香療法 

13. 特殊造型設計 

14. 創意美學 

15. 時尚整體造型設計 

16. 沙龍經營與管理 

17. 時尚企劃分析 

18. 流行時尚產業講座 

 

三、實習科目 

1. 美容與衛生實務 

2. 髮型設計實務 

 3. 造型設計實習 

 4. 形象設計實習 

 5. 彩妝設計實務 

 6. 時尚指甲彩繪設計實務 

 7. 儀態美學實務(一)(二) 

 8. 服裝製作實習 

 9. 芳香療法實務 

10. 藝術彩繪 

11. 特殊造型設計實務 

12. 時尚整體造型設計實務 

13. 沙龍經營與管理實習 

14. 實務專題設計與製作 

15. 畢業專題製作與展演 

16. 專業證照輔導 

17. 校外教學及參訪 

※. 業界實務實習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時尚造型設計師 

二、形象設計師 

三、彩妝設計師 

四、髮型設計師 

五、藝術指甲設計師 

六、飾品設計師 

七、美體雕塑師 

八、美姿美儀講師 

九、芳香療法美容師 

十、新娘秘書 

十一、專業秀導 

十二、秀場規劃管理師 

十三、時尚造型教育訓練講師 

十四、開設造型設計工作室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台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約計 17,250 元（4~6 人一間，房間大小約 5-7 坪，以 6 個月計，
含水電費，並提供免費電腦室、交誼廳設），第四學期 12,375 元。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以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以行政院勞委會公告為準）美容丙級約 1,375 元，
女子美髮丙級約 1,120 元，女裝丙級約 1,555 元。 

五、其他： 

1、個人寢具等，則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本校體育館備有多項休閒設施(如游泳池、健身房…等)，使用者另行付費。 

3、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11114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三、電話：+886 2 28610511 轉 31507 廖心琪 助教 

四、網址：http://www2.pccu.edu.tw/OYTTD/ 

五、電子信箱：lxq7@uliv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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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科 

Cosmetology, Hairdressing and Styl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5（靜宜美容） 

重點說明 

本科旨在培育與輔導華裔子弟具備從事婚紗造型、時尚彩粧、指甲彩繪、髮型飾品設

計、化粧品調製與產品行銷等工作之專業技能。本科由台灣首創化粧品科技教育的學

系負責承辦。特聘教學經驗豐富之專任教授群，及具國際美容美髮實務經驗之專家，

共同擔任課程教學與指導，提供參訓學員美容美髮造型設計完整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英文(一)(二) 

2.體育(一)(二) 

3.歷史與文化 

4.程式設計概論 

5.程式設計概論實習 

6.資訊應用概論 

7.資訊應用概論實習 

8.藝術經典與美學素養 

二、專業科目 

1.色彩學 

2.環境與生活 

3.化粧品概論 

4.行銷概論 

5.專題講座 

6.醫學美容化粧品 

7.美髮學(一)(二) 

8.基礎彩粧 

9.彩粧藝術學 

10.時尚彩粧 

11.新娘秘書實務 

12.美髮造型設計學 

13.流行髮藝設計 

14.多媒體應用 

15.化粧品配方解析 

16.整體造型設計學(一)(二) 

17.美膚美顏學 

18.芳香精油與 SPA 

19.指甲彩繪 

20.飾品設計 

21.美容師證照實務(一)(二) 

22.生活時尚美學 

23.舞蹈與肢體探索 

24.生理與美容 

三、實習課程 

1.美髮學實習(一)(二) 

2.基礎彩粧實習 

3.彩粧藝術學實習 

4.時尚彩粧實習 

5.新娘秘書實務實習 

6.美髮造型設計學實習 

7.流行髮藝設計實習 

8.多媒體應用實習 

9.化粧品配方解析實驗 

10.整體造型設計學實習  

  (一)(二) 

11.美膚美顏學實習 

12.芳香精油與 SPA 實習 

13.結業成果展(含實習)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整體造型設計師 

二、新娘婚紗設計造型師 

三、美容塑身顧問專業人才 

四、美髮設計顧問專業人才 

五、美容與化粧品經營規畫 

    分析專業人才 

六、美容與化粧品教育訓練 

    或產品專業講師 

七、代理行銷化粧品 

八、商品設計企畫專業人才 

九、專業領域創業或開設 

    個人工作室 

十、化粧品研究開發專業人才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4 人套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 

    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告為主)。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1.美容技術士-丙級  2.英國 ITEC 第二級國際專業化妝造型證書    

    3.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澳洲 TAFE)  4.美甲師或彩繪師證照 

五、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新臺幣 200 元，4 學期共計新臺幣 800 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43301）臺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三、電話：+886-4-26328001 轉 19101~8。專線：+886-4-26329840 

四、網址：http://www.dpcd.pu.edu.tw/ 

五、承辦人：江靖瑜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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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環球科技大學 

TransWorld University 

科名 
時尚造型設計科 

The Department of Fashion Styling and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6（環球時尚） 

重點說明 

時尚造型設計科之課程特色在於培育整體造型設計技術能力(包含彩妝、髮型設計、
美甲彩繪、服飾立裁、配飾設計、特效造型等課程)，同時養成具時尚品味與專業素
養之流行設計專業技術人才。課程規劃強化技術訓練與實習，同時每學年皆安排企業
參訪與深度職場體驗，以及專業競賽課程，讓學生們可以體會相關產業運作並了解最
新流行時尚脈動。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中文鑑賞與應用(一)(二) 

2.色彩計畫 

3.設計概論 

4.生活實用美語 

5.運動與健康 

6.生涯輔導講座 

 

二、專業科目： 

1.化妝品概論 

2.彩妝設計(一) (二) 

3.髮型設計(一) (二) 

4.儀態美學(一) (二) 

5.時尚造型素描 

6.時尚指甲彩繪設計 

7.流行飾品創作 

8.服飾立裁 

9.創意服飾造型 

10.材質應用 

11.全身舒壓與雕塑 

12.人體彩繪設計 

13.美容營養學 

14.時尚整體造型設計
(一)(二) 

15.時尚企劃分析 

16.國際公關禮儀 

17.秀場管理與規劃 

18.特效造型設計 

19.美容衛生與實務 

 

三、實習科目： 

1.企業參訪與職場體驗 

 (一) (二)(三)(四) 

2.畢業專題展演 

 

四、考照訓練課程： 

1.彩繪證照 

2.美甲證照 

3.美睫證照 

畢業後 

適任工作 

一、時尚造型設計師 

二、整體造型設計師 

三、整體造型規劃專業人才 

四、芳香療法美容師 

五、專業新娘造型秘書 

六、美體雕塑師 

七、藝術指甲設計師 

八、秀場規劃管理師 

九、婚禮規劃設計師 

十、形象設計專業顧問 

十一、時尚造型教育訓練講師 

十二、時尚造型產品銷售師 

十三、時尚企業經營規劃師 

十四、時尚專業領域創業 

十五、開設造型設計工作室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2,000 元，4 學期共 48,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0,000 元(A、B 棟)，4 人一間冷氣套房，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
價收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保證金 2,500 元，期末離宿時退費】 

三、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學校依規定辦理，以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報名費：美容丙級技術士 1,200 元，美髮丙級技術士 1,000 元，美容乙級
技術士 2,500 元、美髮乙級技術士 1,600 元、美睫證照 1500 元、彩繪證照 2000 元。
由學員自行決定參加檢定並支付檢定費用）。※以上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依
當時之金額為準。 

五、其他： 

1.班際活動、個人實習材料及自我練習用品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花費為準。 

2.系服、工作圍裙：1,000 元（僅第一學期收取）。 

3.企業參訪每次約 800 元 1 學期 2 次，含車資與餐飲。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64063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三、電話：＋886-5-5370988 轉 2230~2236 ；專線：＋886-5-5325330 (連絡人：李翊瑄) 

四、網址：環球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https://cia.twu.edu.tw/showindex.php 

環球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https://emd.twu.edu.tw/showindex.php  

五、電子信箱：E-mail: cia@twu.edu.tw     微信：TWU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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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科名 
美髮造型設計科 

Program of Hair Styling and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7（弘光美髮） 

重點說明 

弘光的特色：專業師資、先進設備、耐心教學！ 
鑑於生活水準提高，對於個人形象建立以及造型設計等趨於重視，美髮產業的發展相
當蓬勃且迅速，因此相關專業人員的需求日益殷切。為增加美髮造型設計人員、美容
師、彩妝師專業知識與技能，並提高服務品質，故申請開設本科培育海外華裔青年成
為相關之專才。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美容技術系列課程 

1. 化妝品概論 

2. 基礎彩妝實務 

3. 創意彩妝學實務 

4. 整體造型設計實務 

5. 藝術美甲實務 

二、設計與管理系列課程 

 1. 顧客服務與管理 

 2. 應用色彩學 

 3. 設計概論 

 4. 假髮應用及飾品設計 

 5.  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 

 6.  美髮造型素描 

三、美髮技術系列課程 

1. 髮妝品概論 

2. 髮妝品原料學 

3. 髮妝品分析學 

4. 髮妝品調製實務 

5. 燙髮基礎實務 

6. 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7. 染髮基礎實務 

8. 紓壓洗髮實務 

9. 剪髮基礎實務 

10. 頭皮養護實務 

11.  時尚造型梳理實務 

12.  剪燙染進階實務 

四、畢業專題實作 

1. 專題製作(一) 

2. 專題製作(二) 

五、通識課程 

8. 中文閱讀與書寫 

9. 美學 

10. 消費者行為 

11. 網路與軟體應用 

12. 體育 

13. 校外參訪 

六、證照輔導 

 1.  美髮專業實務技能實作
（證照） 

七、專業見/實習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美髮造型專業人才 

二、個人形象設計人才 

三、新娘秘書專業人才 

四、美髮品牌行銷企劃 

五、彩妝造型師 

六、造型工作室 

七、美甲造型師 

八、加盟連鎖事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4,000 元-16,500 元，(2-4 人 1 房，依實際住宿房型計價，不含水
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 5,000 元，離宿時退還)，皆有網路。 

三、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收費。 

四、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五、其他： 

１、工作服(包含實習衣、工具袋、腰包)費用約 1,200 元。 

２、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生金 

    額付費。 

３、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用。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 台灣 43302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三、電話：+886-4-26318652 分機 2231 傳真：+886-4-26314074 聯絡人：黃明燕  

四、網址：http://csc.hk.edu.tw/admission/super_pages.php?ID=admi1 

五、電子信箱：jessicahuang@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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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科名 
美容化妝品應用科 

Program of Cosmetolog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8（弘光美容） 

重點說明 

弘光的特色：專業師資、先進設備、耐心教學！ 
本科以培育化妝品相關之專才為使命，並借與產業界建立長久良好的合作關係提昇學
生畢業就業率，使之發揮一技之長，對於整體化妝品產業有積極正面的助益。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美容實作課程 

1. 精油導論與美膚實作 

2. 創意設計 

3.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4. 化學實驗 

5. 美容營養學 

6. 進階彩妝學實作 

7. 基礎美容技藝實作 

8. 美姿禮儀 

9. 基礎髪型設計 

10. 化妝品資訊應用 

11. 整體造型設計實作 

12. 畢業製作 

13. 美體技能實作 

14. 基礎造形  

15. 醫學美容實務 

二、美容專業課程 

1. 生理學(一) 

2. 生理學(二) 

3. 化學(一) 

4. 化學(二) 

5. 行銷學 

6. 化妝品概論 

7. 美容衛生與法規 

8. 視覺傳達設計概論  

9. 化妝品原料學 

三、美甲專業課程 

1. 指甲護理與彩繪實作 

2. 法式指甲實作 

3. 進階指甲護理與彩繪實作 

四、畢業製作 

五、通識課程 

1. 中文閱讀與寫作 

2. 創意概論 

3. 消費者心理學 

4. 美學 

5. 人文精神 

6.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個人形象設計人才 

二、新娘秘書專業人才 

三、美容專業人才 

三、彩妝造型師 

四、造型工作室 

五、美甲造型師 

六、加盟連鎖事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4,000 元-16,500 元，(2-4 人 1 房，依實際住宿房型計價，不含水
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 5,000 元，離宿時退還)，皆有網路。 

三、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收費。 

四、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五、其他： 

１、工作服(包含實習衣、工具袋、腰包)費用約 1,200 元。 

２、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生金 

    額付費。 

３、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用。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 台灣 43302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三、電話：+886-4-26318652 分機 2231 傳真：+886-4-26314074 聯絡人：黃明燕  

四、網址：http://csc.hk.edu.tw/admission/super_pages.php?ID=admi1 

五、電子信箱：jessicahuang@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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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建國科技大學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科名 

美容髮藝造型技術科 

The Program of Cosmetology, Hairdressing Art and Styling, Department of Beauty Science 

and Graduate of Beauty Science Technolog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19（建國美容） 

重點說明 

本班「美容髮藝造型技術科」課程精隨聚焦整體造型全方位專業人才；課程目標培訓

具備美容時尚微創產業專業素養與技能，包含：知識學理知能、市場趨勢脈動、美睫、

彩妝技能、護膚技能、美甲技能、髮藝技能及行銷服務禮儀。培養學生核心能力，並

符合專業特性、產業發展及學生特質需求。課程結構與內容能符合專業發展及人文關

懷的特性，促進產業發展，創造產值與提升競爭力。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應用中文(一)  

2. 應用中文(二) 

3. 科技英文(一) 

4. 科技英文 (二) 

5. 體育休閒(一) 

6. 體育休閒(二) 

7. 藝術入門(一) 

8. 藝術入門 (二) 

二、專業科目 

1. 化妝品概論 

2. 皮膚生理學 

3. 職場禮儀 

4. 創意概論 

三、實習課程 

1. 洗髮技能與實習 

2. 美睫技能與實習 

3. 頭皮護理與實習 

4. 整吹理論與實習 

5. 染髮設計與實習(一) 

6. 染髮設計與實習(二) 

7. 彩妝理論與實習 

8. 手足護理與實習 

9. 燙髮設計與實習(一) 

10. 燙髮設計與實習(二) 

11. 光療指甲與實習 

12. 剪髮設計與實習(一) 

13. 剪髮設計與實習(二) 

14. 專業彩妝與實習 

15. 美膚護理與實習 

16. 紋繡技能與實習 

17. 編髮設計與實習 

18. 時尚造型設計與實習 

19. 指甲彩繪與實習 

20. 產業實務能力研修(一) 

21. 產業實務能力研修(二) 

22. 產業實務能力研修(三)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 彩妝造型設計師 

二、 新娘秘書造型師 

三、 美甲彩繪師 

四、 美髮造型設計師 

五、 婚禮企劃顧問 

六、 藝術美甲設計師 

七、 紋繡設計師 

八、 形象設計師 

九、 微創業造型工作室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 52,000 元。 

(彩妝技能用品、美睫技能用品、美膚技能用品、美髮技能用品、紋繡技能用品) 

二、住宿費：6 人房每間房間約 7 坪，每學期 9,500 元(包含水電費及網路費，冷氣電
費及寒暑假住宿另計)。保證金 2,000 元，於最後 1 學期住宿費扣除。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約 500 元/月及健康檢查費約 2000 元，依實際支
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 

英國彩妝證照 Training Qualification UK (TQUK) 二級化妝證；約 8,000 元。 

五、企業參訪、自強活動：依實際支出費用為準。 

六、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七、其他：購買上課書籍、個人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校址：50094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 1 號；網址：www.ctu.edu.tw 

二、手機號碼：(輸入後可連結至 WhatsApp、WeChat、LINE) 

+886-919636422(劉雅菁)、+886-955588865(夏英峰)、+886-932571279(黃秀勤) 

電子信箱：jing8201@ctu.edu.tw、yfhsia@ctu.edu.tw、chin9116@cc.ctu.edu.tw 

三、電話：+886-4-7111111 轉 1727(劉雅菁)、3358(夏英峰)、2611(黃秀勤) 

四、傳真：+886-4-7116382 
 

 

http://www.ctu.edu.tw/
mailto:octaviawu@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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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網與數媒 

相關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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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數位媒體與網頁設計科 

Digital Media and Web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0（靜宜數媒） 

重點說明 

本科旨在培育海外華裔子弟具備數位媒體應用、動態網頁設計及資訊系統整合之能

力。課程規劃以多媒體處理、電腦動畫設計、網站規劃與資料庫應用為重點，並結合

文創美學課程，達成培育專業設計人才之目標。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英文(一)(二) 

2.體育(一)(二) 

3.歷史與文化 

4.程式設計 

5.程式設計實習 

6.資訊生活與應用 

7.計算機概論 

8 計算機概論實習 

9.創意 APP 實作 

二、專業科目 

1.資訊管理導論 

2.網路行銷 

3.基礎攝影 

4.網頁前端程式設計 

5.電腦繪圖(一)(二) 

6.數位設計基礎 

7.行動電子商務 

8.動態網頁設計 

9.數位影片製作(一)(二) 

10.行動應用軟體開發 

11.遊戲設計 

12.網路通訊概論 

13.3D 電腦動畫(一)(二) 

14.專題製作(一)(二) 

15.資料庫管理 

16.iOS APP 實務設計 

17.結業成果展 

三、實習課程 

1.網頁前端程式設計實習 

2.電腦繪圖實習(一)(二) 

3.動態網頁設計實習 

4.數位影片製作實習(一)(二) 

5.行動應用軟體開發實習 

6.遊戲設計實習 

7.網站規劃與管理實習 

8.3D 電腦動畫實習(一)(二) 

9.iOS APP 實務設計實習 

10.結業成果展實習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平面設計人員 

二、多媒體設計人員 

三、電腦繪圖人員 

四、網頁設計人員 

五、網站行銷企劃 

六、軟體設計師 

七、電腦專業教師 

八、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4 人套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 

    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告為主)。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1.ACA 國際證照考試(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 

    2.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微軟 Office 國際認證。 

    3.Microsoft HTML5 證照 

五、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4 學期共計 800 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43301）台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三、電話：+886-4-26328001 轉 19101~8。專線：+886-4-26329840 

四、網址：http://www.dpcd.pu.edu.tw/ 

五、承辦人：江靖瑜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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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科名 
數位媒體設計科 

Digital Media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1（銘傳數媒） 

重點說明 

爲因應電腦科技發展之進步及數位設計時代來臨的趨勢，特成立數位媒體設計科，本
科特以電腦網路設計、電腦動畫、電腦多媒體與數位影像設計等課程為主要發展重點，
積極培育以人文藝術為本，並配合電腦科技應用及數位視聽音樂之結合，達到培育新
一代專業設計人才為目的。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應用英文(一) 

2.應用英文(二) 

3.應用英文(三) 

4.應用英文(四) 

5.應用華文(一) 

6.應用華文(二) 

7.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8.體育(壹) 

9.體育(貳) 

10.體育(參) 

11.體育(肆) 

12.班會 

 

二、專業課程：(含實際操作) 

1.設計素描(一)(二) 

2.色彩原理與應用(一)(二)  

3.電腦字學與編排 

4.電腦繪圖(一)(二) 

5.電腦繪圖(三)(四) 

6.數位音樂(一)(二)  

7.基本設計(一)(二) 

8.透視表現法 

9.基礎動畫(一)(二) 

10.多媒體音效製作(一)(二) 

11.基礎多媒體設計(一)(二) 

12.角色造形設計(一)(二) 

13.3D 電腦動畫(一)(二) 

14.網路媒體設計(一)(二) 

15.數位影片製作(一)(二) 

16.畢業專題(一)(二) 

三、實習課程： 

1.Word PPT-資訊科技：辦公室
應用 

2.Illustrator-電腦繪圖(一)  

3.Photoshop-電腦繪圖(二) 

4.In Design-電腦繪圖(三) 

5.Painter-電腦繪圖(四) 

6.Dream weaver-網路媒體設
計 

7.Cakewalk-數位音樂(一)(二) 

8.Maya-3D 電腦動畫(一)(二) 

9.Premiere Pro-數位影片製作
(一) 

10.After Effects-數位影片製作
(二) 

11. Animate CC-基礎動畫
(一)(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2D、3D 動畫影片 

二、MTV 動畫製作 

三、DV 影片製作 

四、網路電影 

五、角色造型設計 

六、電腦遊戲設計 

七、網路遊戲設計 

八、網頁設計 

九、多媒體電子書製作 

十、光碟設計與製作 

十一、多媒體視覺設計 

十二、多媒體設計與企劃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約 38,000 元。 

二、住宿費：2 人房，每學期 15,000 元(含寒暑假，含網路、水費)，4 學期共計約 60,000

元，電費及冷氣費另計。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 2,000 元，離宿時退還。 

    宿舍地址：333 桃園市龜山區明成街 19 號。 

三、健康檢查費約 550 ~1,200 元 (健檢及保險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四、考照費：ACA 國際證照(Photoshop、Illustrator、Dreamweaver…等)考照費每種約

2,500 元，依個人需求報考。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桃園校區)：333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 5 號 

三、電話：+886-2-28824564 轉 2411 或 2402 莊小姐 

四、科系網址：http://www.dmd.mcu.edu.tw/ 

五、電子信箱：oyvts@mail.mcu.edu.tw 

 

mailto:oyvts@mail.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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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環球科技大學 

TransWorld University 

科名 
數位媒體設計科 

The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2（環球數媒） 

重點說明 

數位媒體設計科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優秀的大眾傳播媒體設計、多媒體設計人才，並具
有多媒體整合設計能力的專業高階技術與管理人才。期透過理論與實務教學，搭配相
關企業參訪與體驗式學習，讓學員能快速的學習最新技術與洞悉媒體設計產業發展現
況。課程發展需求依序由設計基礎、設計技能、設計素養到設計整合，以開拓社會需
求的寬廣度，最後期許學生畢業後能發揮所學貢獻己力，並增加就業的競爭力。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中文鑑賞與應用(一) (二) 

2.藝術鑑賞 

3.設計史 

4.第二外國語(一)(二) 

5.印刷概論 

6.視覺心理學 

  

二、專業科目： 

1.設計概論 

2.色彩計劃 

3.攝影 

4.腳本製作 

5.設計方法與創意思考 

(一) (二) 

6. 2D 數位模擬 

7.數位影像處理 

8.微電影創作 

9.電腦動畫製作 

10.數位影片剪輯 

11.圖案設計 

12.插畫設計 

13.編輯設計(一)(二)  

14.廣告設計(一)(二) 

15.數位影視特效 

16.專題製作(一)(二) 

 

三、實習科目： 

1.設計繪畫技法與表現 

(一) (二) 

2.視覺傳達設計(一)(二) 

3.3D 數位模擬 

4.音像設計與實務 

5.影像創作與實務 

6.網頁設計 

7.網頁多媒體設計與實務 

8.手機 APP 開發與設計 

 

四、考照訓練課程： 

1.技能檢定 

ACA(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國際證照－ 

Photoshop、Dreamweaver 等 

畢業後 

適任工作 

一、平面設計師 

二、視覺形象設計師 

三、廣告設計師 

四、電腦繪圖設計師 

五、動畫設計師 

六、網頁設計師 

七、網站行銷企劃人員 

八、商業攝影師 

九、商業影片製作人員 

十、美術編輯人員 

十一、數位媒體設計師 

十二、數位學習設計師 

十三、影視剪輯特效師 

十四、繪本插畫設計 

十五、開設個人設計工作室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
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8,500 元，4 學期共 34,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0,000 元(A、B 棟)，四人一間冷氣套房，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
價收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保證金 2,500，期末離宿時退費】 

三、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學校依規定辦理，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ACA 國際證照－Photoshop 2,480 元，ACA 國際證照－Dream weaver 

2,480 元（由學員自行決定參加檢定並支付檢定費用）。※以上費用僅供參考，
實際費用依當時之金額為準。 

五、其他： 

1.每學年須參與系上所辦理之校外教學參訪及新一代設計展參訪活動，車資及保險
費用依實際支出另行收費。 

2.結訓前全班須辦理專題製作成果展出，費用由全班分攤。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64063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三、電話：＋886-5-5370988 轉 2230~2236 ；專線：＋886-5-5325330 (連絡人：李翊瑄) 

四、網址：環球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https://cia.twu.edu.tw/showindex.php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http://dvcd.twu.edu.tw/2018/index.php/zh/ 

五、電子信箱：E-mail: cia@twu.edu.tw   微信：TWUCIA  

 

 



 33 

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國立臺東大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科名 
大數據管理應用科 

Program of Big Data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3（東大數據） 

重點說明 

本校秉持培養「理論實務合一人才」，為海外青年學子量身規劃出「大數據管理應用班」
課程，以現今科技產業趨勢脈動為主軸，搭配專業技術所需之基本與進階技術訓練，
讓學子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學習最新技術與知識。同時搭配企業參訪體驗，與相關企業
管理課程，培養未來創業與就業競爭力。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資訊倫理與素養 

 2.資訊管理導論 

 3.程式設計 

 4.通識課程 

 5.運動與健康 I 

 6.運動與健康 II 

  

二、專業科目 

 1.統計分析與應用 

 2.微積分 

 3.APP 程式設計 

 4.數據科學 

 5.物聯網應用 

 6.商品通路管理 

 7.資料探勘應用 

 8.行動商務應用 

 9.商業智慧應用 

10.決策支援系統 

11.數位行銷 

12.互動式網頁設計 

13.無線感測網路 

14.跨境電商 

15.消費者行為 

16.雲端運算 

17.資訊檢索 

18.智慧金融 

三、實習科目 

 1.行銷大數據實務管理 

 2.智能大數據實務管理 

 3.休閒大數據實務管理 

 4.電商大數據實務管理 

 5.統整性課程製作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資料分析管理師 

二、大數據設計師 

三、大數據架構工程師 

四、大數據分析主管 

五、大數據研發工程師 

六、電子商務管理師 

七、程式設計師 

八、數據分析經理人 

九、資料分析管理人 

十、資訊系統管理者 

十一、資訊服務管理師 

十二、網頁設計師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600；4 學期共計 38,400 元 

二、住宿費：地點在臺東校區忠孝樓。2 人房一學期 12,000；3 人房一學期 9,000， 

1 學期以 18 週計算(寒暑假另計)。冷氣電費由學員購買電卡依實際需求使用。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 

五、其他： 

1、個人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體育館各項休閒設施(健身房、游泳池…等)使用者另行付費。 

3、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無線上網。 

4、自強活動、企業參訪:依實際支出費用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95002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684 號 

三、電話：+886-89-318855 轉 2021，承辦人:呂玉婷小姐 

四、網址：http://nweb.nttu.edu.tw/bin/home.php 

五、電子信箱:lu.yuting@nttu.edu.tw 

 



 34 

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名 
動漫與遊戲設計製作科 

Animation & Game Design and Productio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4（龍華動漫） 

重點說明 

多媒體內容的設計與製作為本課程核心基礎，目的在讓學生了解目前文化創意產業、
數位內容發展趨勢，掌握產業者的需求。配合數位內容技術，教導學生以新技術或新
服務方式開創新的應用市場、提供消費者更方便、更經濟實惠、更具娛樂性服務。專
業課程設計理念依據國內外動漫與數位遊戲產業需求，分「設計類」、「數位科技類」
及「專題製作類」3 大類。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通識課程 

1.應用英文 

2.應用華文 

3.體育(一)(二) 

二、專業實作課程 

1.C/C++程式設計 

2.遊戲企劃 

3.遊戲設計賞析 

4.遊戲引擎應用 

5.基礎素描 

6.向量繪圖 

7.數位影像處理 

8.數位音樂 

9.數位攝影 

10.2D 遊戲引擎 

11.基礎漫畫製作 

12.3D 建模 

13.數位影音剪輯實務 

14.遊戲引擎應用實務 

15.3D 動畫腳本設計 

16.3D 數位場景設計 

17.虛擬實境 

18.多媒體與網頁設計 

19.商業設計 

20.電腦動畫視覺特效 

21.3D 動畫實務 

22.數位遊戲角色設計 

 

三、整合性實作課程 

1.動作捕捉與 3D 動畫整合實務 

2.數位情境模擬導覽製作 

3.廣告影片製作 

4.多媒體整合實務 

5.社交網頁遊戲實務 

6.專題製作(一) (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程式設計師 

二、遊戲企劃 

三、3D 美術設計師 

四、企劃專員師 

五、動畫師 

六、美術設計師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寒暑假住宿另行付費) 

男宿：3-4 人房，每學期 11,500-15,700 元(以 18 週計算)。 

女宿：3-4 人房，每學期 11,500 元~15,700 元(依房型不同而定，以 18 週計算)。 

※宿舍費包含冷氣電費預收 2,000 元，依實際使用多退少補。 

三、健保費、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健康檢查費: 約 1,300 元~2,000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金額計收，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報考。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33306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 

三、電話：+886-2-8209-3211 轉 2506 戴子健先生 

四、網址：www.lhu.edu.tw 電子信箱: st268@mail.l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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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科名 
動漫遊戲設計科 

Training in Anime and Game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5（大葉動漫） 

重點說明 

為提昇數位動漫遊戲產業設計人員相關專業知識、技能及就業能力，特開辦此班。
課程著重專業知識建立與實務能力訓練。課程內容包含通識教育課程、專業基礎課程、
技術養成課程、實務實習課程和證照訓練輔導。本班並辦理相關企業參訪、實習與實
務講座討論課程，增進學員實務經驗，提昇就業能力。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通識教育課程 

1.語言與應用 

2.英文聽力與口語 

3.英文閱讀與寫作 

4.全球化與國際觀講座 

 

二、專業基礎課程 

1.設計素描 

2.色彩學 

3.造形基礎 

4.多媒體導論 

5.遊戲設計導論 

6.數位影像處理 

7.電腦繪圖 

8.動畫原理與應用 

9.腳本企劃 

10.手繪動漫人體 

11.數位行銷 

三、技術養成課程 

1.電腦動畫(一) 

2.電腦動畫(二) 

3.聲音設計與剪輯 

4.基礎遊戲製作 

5.遊戲程式設計 

6.插畫繪本設計 

7.版面編排設計 

8.網頁設計與應用 

9.分鏡腳本設計 

 

四、實務實習課程 

1.3D 動畫製作 

2.遊戲創作設計 

3.初階模型 

4.文創立體創作 

5.動態網頁設計 

6.擴增實境設計 

7.專題製作(一) 

8.專題製作(二) 

 

五、證照訓練與輔導 

1.Photoshop 證照 

2.3DS Max 證照 

3.Maya 證照 

4.Unity 3D 遊戲證照 

5.Dreamweaver 證照 

 

(註：證照訓練與輔導是融合在
專業基礎、技術養成及實務實
習相關課程授課過程之中)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平面設計師 

二、廣告設計師 

三、美術編輯設計師 

四、電腦繪圖設計師 

五、網頁設計師 

六、電腦動畫設計師 

七、電腦遊戲設計師 

八、動漫設計師 

九、插畫繪本設計師 

十、數位學習設計師 

十一、多媒體專案設計師 

十二、網站設計企劃人員 

十三、電腦動畫設計企劃人員 

十四、電腦遊戲設計企劃人員 

十五、多媒體設計企劃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

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視實際學校安排宿舍房型收費，每學期約 10,000 元~13,000 元/ 

4 人房。冷氣電費按電錶計費。冷氣電費按電錶計費【住宿時需預收冷氣費 

2,000 元/年，學年結束離宿時多退少補】。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依學校規定。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性別。 

二、校址：515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三、電話：+886 48511888 轉 1751(承辦人:張淳婷小姐) 

四、網址：大葉大學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http://fa.dyu.edu.tw/ 

大葉大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http://mdc.dyu.edu.tw/ 

五、修得學分可抵免本校相關學系開課學分。 

 

http://fa.dyu.edu.tw/
http://mdc.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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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科名 
室內空間設計科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6（東南室設） 

重點說明 

本校海青班『室內空間設計科』發展方向與課程規劃係以「室內設計」與「室內裝修
管理」為兩大主軸，著重設計技術、空間規劃與裝修工程實務管理的教育模式，強調
奠立學生正確的室內空間設計觀念與實作技巧，亦灌輸室內裝修實務管理等重要知識
與理念，終極目的在培育符合產業界的基礎技職人才達成學用合一。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實用中文 I   

2. 實用中文 II 

3. 英文 I 

4. 英文 II 

5. 通識課程 I 

6. 通識課程 II 

 

二、專業科目 

1. 室內設計概論 

2. 室內物理環境 

3. 室內防火安全 

4. 人因工程 

5. 室內裝修管理 

6. 室內塗裝工法 

7. 近代設計史 

 

三、專業實習科目 

1. 計算機概論 

2. 設計素描 

3. 基本設計 I 

4. 圖學 I 

5. 色彩計畫 

6. 電腦輔助繪圖 

7. 圖學 II 

8. 生活木藝 

9. 室內設計 I 

10. 電腦輔助設計 

11. 表現技法 

12. 照明設計 

13. 室內設計 II 

14. 數位空間設計 

15. 室內裝修實務 

16. 室內設計 III 

17. 施工估價 

18. 木工實作 

19. 專業證照輔導 

20. 施工圖 

21. 室內景觀與植栽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室內設計師 

二、室內裝修工程師 

三、照明設計師 

四、景觀設計師 

五、室內電腦繪圖師 

六、木工（車床）設計師 

七、漆作塗裝設計師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約 38,000 元 

二、住宿費：4 人房，每學期 10,725 元(以 1 學期計，含水電、網路)，冷氣費以實際 

使用費用另計，4 學期共計約 42,900 元。寒、暑假期間宿舍費用以週次計算， 

1 週 596 元(含水電、網路)。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全國技術士技能考檢定費用，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公告為準，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臺灣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三、電話：+886-2-86625838     

四、網址：http://www.tnu.edu.tw 

五、承辦人：林倩后主任     電子信箱：amily@mail.tnu.edu.tw 

 

 

http://www.tnu.edu.tw/
mailto:amily@mail.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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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建國科技大學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科名 
室內空間設計科 

Department of Interior Spatial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7（建國室設） 

重點說明 

本校所有建築物、室內空間設計、庭園造景、松天老樹及花草雅石皆由室內空間設計科
的教授群設計、監造、施工完成。裡面的成員有建築師、結構技師、土木技師、室內空
間設計師等。校園就好像一座大公園，吸引大批周邊的街坊鄰居前來運動、朝聖。婚紗
業者也把本校當作出外景拍婚紗照的好地方，已成為彰化市著名的地標。 

1.通過 IEET DAC 國際認證。 

2.近程目標：小班式分組教學的模式，致力於數位技術為主軸，從基礎 2D 的電腦輔助
繪圖、到 3D 動畫及虛擬實境。 

3.中程目標：輔導學生取得乙丙級技術證照，包含建築製圖、電腦繪圖、室內空間設計
及室內裝修工程與管理等。虛擬實境研究室取得 Autodesk 國際證照考場認可，也積極

輔導學生於大學畢業之前取的 AutoCAD 及 3D’s MAX 兩張國際證照。 

4.長程目標：對於部分同學有意願繼續升學者，近年來，也積極輔導考取建築、室內、
景觀及休閒等系所。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應用中文(一)(二) 

2. 科技英文(一)(二) 

3. 體育休閒(一)(二) 

4. 環境與生活 

二、專業科目 

1. 室內設計概論 

2. 人因與室內空間 

3. 設計史 

4. 建築物裡 

5. 建築計畫 

6. 陽宅風水概論 

三、實習課程 

1. 基本設計(一)(二) 

2. 空間圖學(一)(二) 

3. 色彩計畫 

4. 電腦軟體應用 

5. 工程裝修材料實務 

6. 表現技法 

7. 電腦繪圖(一)(二) 

8. 室內設計(一)(二) 

9. 室內設計與施工實務
(一)(二) 

 

10. 照明設計 

11. 專業證照輔導 

12. 家具設計 

13. 敷地計畫 

14. 植栽計畫 

15. 虛擬空間設計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室內設計師 

二、建築設計師 

三、家具設計師 

四、電腦繪圖師 

五、建築信息模型繪圖師
六、室內裝修工程師 

七、景觀設計師 

八、不動產管理師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台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 38,000 元。 

二、住宿費：六人房每間約 7 坪，每學期 9,500 元(包含水電費及網路費，冷氣電費及
寒暑假住宿另計)。保證金 2,000 元，於最後 1 學期住宿費扣除。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約 500 元/月及健康檢查費約 2,000 元，依實際支付
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 

五、企業參訪、自強活動：依實際支出費用為準。 

六、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其他 

一、校址：50094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 1 號 

二、手機號碼：+886-919636422(劉雅菁)、+886-955588865(夏英峰) 

(註：輸入後可連結至 WhatsApp、WeChat、LINE) 

三、電子信箱：jing8201@ctu.edu.tw、yfhsia@ctu.edu.tw 

四、電話：+886-4-7111111 轉 1727(劉雅菁)、3358(夏英峰) 

五、傳真：+886-4-7116382 

六、網址：www.ctu.edu.tw 

mailto:octaviawu@ctu.edu.tw
http://www.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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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科名 
室內設計與裝修科 

The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8（中華室設） 

重點說明 

一、本班旨在為提供海外華裔青年在室內設計與裝修人才技術的訓練，及符合國際就
業潮流及社會需求，與連結本院 「建築醫學與健檢中心」 的目標。 

二、本室內設計與裝修科係培養學生具備空間設計及裝修、景觀工程規劃及設計與數
位 3D 及模型製作等領域的專業能力。 

三、本班課程內容朝向就業的準備，與邁向創業的儲備。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通識科目 

1. 台灣文化 

2. 空間閱讀 

3. 認識環境 

4. 文化賞析 

二、專業科目 

1. 設計 RUN 創意 

2. 建築 FUN 創客 

3. 造型基礎 

4. 創意色彩學 

5. 創意思考 

6. 室內設計史 

三、習作科目 

1.室內設計與習作(一) 

(二)(三) (四) 

2.電腦輔助設計與習作(一) 

(二) 

3.室內設計表現技法與習作
(一) (二) 

4.設計圖學與習作(一) (二) 

5.庭園設計與習作 

6.室內照明設計與習作(一) 

(二) 

7.工程施工圖與習作(一) (二) 

8.室內節能及水電設計與習作 

9.考證輔導習作 

10.室內設計法規與習作 

11.施工及估價與習作 

12.職場體驗實習(一) (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設計公司繪圖與設計 

二、建設公司幹部 

三、景觀工程規劃設計 

四、室內與景觀工程估算 

五、裝潢與園藝規劃 

六、數位 3D 與模型製作 

七、櫥窗設計人員 

八、裝潢工程人員 

九、會場設計人員 

十、現場規劃工程師 

十一、測量／儀校人員 

十二、工地主管 

十三、工地品管員 

十四、工地工程師 

十五、工地安全衛生工程師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 12,000 元（依實際金額為準）；4 學期約 48,000 元。 

二、住宿費：（依學校當學期公布為準）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
價收費。（1）4 人套房：每學期 12,600 元；若含寒暑假每學期為 15,600 元（2）5

人雅房（公共衛浴），每學期 8,100 元。（不含寒暑假）（3）6 人雅房（公共衛浴）：
含寒暑假每學期 10,600 元。 

三、第 1 學期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 1,500 元。第 2 學期至第 4 學期收取健保費，
每學期為 4,494 元，共 13,482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各項考照費用規定，學生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 

五、其他：（1）個人寢具等：依實際花費為準。（2）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設施，實
際費用以學校收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30012）新竹市香山區東香里六鄰五福路二段 707 號。 

三、電話：886-3-5374281~5 專線：886-3-5186176 

四、網址：http：//www1.chu.edu.tw/ 

五、承辦人：楊尚育 international@g.chu.edu.tw 

 

http://www1.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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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科名 
車輛修護技術科 

Vehicl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Technology Program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29（南開車輛） 

重點說明 

由於海外地區對車輛維修專業人才之需求極為殷切，將車輛產業列為重點產業，為協助
海外青年培養汽車修護專業知識與實用技能，促進當地車輛產業發展，特辦理海外青年
車輛修護技術科。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課程 

1.中國文學欣賞 

2.英文(一) 

3.英文(二) 

4.六藝通識概論 

5.綠色節能概論 

6.資訊應用 

7.顧客服務關係 

8.創業與財務規劃 

二、專業課程 

1.汽車引擎原理 

2.基礎應用電學 

3.汽車電系原理 

4.車輛工程原理 

5.汽車感測器原理 

6.汽車底盤原理 

7.汽車新式裝備 

8.引擎廢氣控制 

9.汽車經營管理學 

10.汽車引擎技術 

11.汽車電系技術 

12.汽車底盤技術 

13.汽車綜合技術 

三、實習課程 

1.噴射引擎檢修實務 

2.隨車診斷系統實習 

3.車輛數位邏輯控制 

4.汽車空調檢修實務 

5.車輛微處理機實習 

6.柴油引擎檢修實習 

7.自動變速箱實務 

8.汽車性能試驗與分析 

9.汽車專題製作(一) 

10.汽車快速保養實習 

11.汽車美容實習 

12.汽車專題製作(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汽車修護技師 

二、汽車電系維修技師 

三、汽車空調修護技師 

四、汽車檢驗技師 

五、汽車行銷專員 

六、汽車材料管理專員 

七、汽車輪胎維修技師 

八、汽車四輪定位技師 

九、汽車美容工程師 

十、汽車製造工程師 

十一、車輛製程規劃工程師 

十二、車輛測試工程師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台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 38,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11,500 元(4 人房，房間大小約 10 坪，以學期計，含水電費，不含
冷氣，冷氣電費按電錶計費。提供無線網路，設有公用冰箱、電視及交誼廳)。住
宿履約及財損保證金 3,000 元，退宿時退還。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 1 天 150

元。 

三、團體保險費：依實際投保金額為準，每學期約 545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依勞動部公告為準。(每科約 1,990 元起) 

五、其他： 

1.購買寢具，依實際需求自行選購。(約 2,500 元) 

2.使用本校健身中心設施，須另行付費。(每學期 1,000 元/單次 50 元)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南投縣 54243 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三、電話：+886(49)2563489#1591/1595 文主任/林小姐 

四、網址：www.nkut.edu.tw ； wechat：blinglyy 

五、電子郵箱：alice@nkut.edu.tw  

六、畢(結)修得之學分得以抵免本校相關類科學士班課程。 

 

http://www.nkut.edu.tw/
mailto:ady@nk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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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吳鳳科技大學 

WuFeng University 

科名 
機械工程科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0（吳鳳機械） 

重點說明 

機械工程系之發展方向配合國內外產業需求、未來趨勢，注重教學、研究、產業服務三
方面之均衡發展。課程設計以實務與應用科技為重心，培育學生具備高度競爭力。擬訂
發展以「電腦輔助工程與傳動機構設計」、「創意機構與智慧製造」為兩大主軸。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國文(一)(二) 

2. 博雅通識(一)(二) 

二、專業基礎課程 

1. 應用力學 

2. 工業 4.0 概論 

3. 機構學 

4. 機械加工(一) 

5. 車輛工程原理 

6. 應用電子學 

7. 電動車結構概論 

8. 機械設計實務 

9. 精密製造 

10.綠色能源概論 

三、專業實習課程 

1. 數控工具機實習(一) (二) 

2. 電腦立體繪圖(一)(二) 

3. 液氣壓學與實習(一)(二) 

4.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一) (二) 

5. 精密量測及實習 

6. 液氣壓學與實習 

7. 智慧製造技術 

8. 智慧製造感測聯網與數據 

9. 處理分析技術 

10.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11.工業 4.0 智慧工廠 

12.CPS 製造技術 

13.物聯網與大數據於智慧製
造應用 

14.智慧型機器人 

15.逆向工程與快速原型 

16.傳動機構實務 

17.電動車與複合動力車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CNC 加工技術人員 

二、物聯網規劃人員 

三、逆向工程設計人員 

四、車輛工程研發人員 

五、液氣壓控制專業人員 

六、智慧製造規劃人員 

七、機械繪圖設計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台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8,888 元、4 學期小計 35,552 元。 

二、住宿費： 

1.房型為 4 人 1 房，每學期 10,000 元(不含寒暑假)，一年級第 1 學期住宿費免費，
備有投幣式洗衣機、脫水機與烘衣機。 

2.寒假期間住宿費 2,750 元、暑假期間住宿費 5,500 元。 

3.冷氣儲值卡：每張儲值卡 500 元(含 400 元冷氣電費儲值與卡片押金 100 元)， 

卡片押金於退宿時歸還。 

4.WiFi 網路使用費：每學期 1,000 元。 

三、學校團體保險費每學期 548 元及健康檢查費每學期 600 元。 

四、各項考照費：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1.國際證照：Autodesk Certified Professional : AutoCAD。 

    2.勞動部電腦數值銑床工：乙級技術士。 

    3.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Level 2。 

    4.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初、中級。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621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 

三、電話：+886-05-2267125 轉 71204 

四、網址：http://me.wfu.edu.tw/ 

五、承辦人：郭彥宏 

 

http://me.w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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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建國科技大學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科名 
電子技術科 

Electronic Technolog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1（建國電子） 

重點說明 

迎接"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時代的來臨，配合工業 4.0(Industry 4.0)-智慧機
器人(Smart Robotics)，物聯網(IOT: Internet of Things)，雲端(Cloud)，大數據(Big Data)，
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機器對機器(M2M: Machine to Machine)，智慧整合感控系統
(CPS: Cyber Physical System)。鴻海集團(Apple-iPhone 製造商)捐贈 8 部工業用機器人
給本校電子工程系成立"智慧型工業用機器人實驗室"，同學在此實驗室表現良好，將
來優先進入鴻海集團服務。 

電子技術科旨在培養海外華裔青年電子資訊相關實務專業技能，並輔導學生取得相關
之國內及國際證照，使其兼備升學及就業之紮實競爭力。本科所屬電子工程系所榮譽：
1.設立電子工程研究所 2.教育部評鑑一等 3.通過 IEET 國際工程教育認證，課程、師

資、設備、教學等方面均達國際一流水準，所修學分全世界皆承認 4. 2013~2019 年度
國際競賽、發明獎得獎共計 32 面金牌(含 3 面特別金牌)、1 件最佳亞洲創作獎、1 件最
佳國際發明獎、25 面銀牌、14 面銅牌、1 件佳作。平均每年超過 12 件。 

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

目) 

一、一般科目 

1. 應用中文(一)(二) 

2. 科技英文(一)(二) 

3. 體育休閒(一)(二) 

4. 電子科技創意 

5. 生活輔導  

二、專業科目 

1. 基本電路學 

2. 基本電子學 

3. 光電工程概論 

三、實習課程 

1. 數位邏輯與實習 

2. 計算機概論 

3. C 語言程式設計與實習 

4. 互動式網頁設計與實習 

5. 電子實習(一) (二) 

6. 印刷電路板製作與實習 

7.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實習
(一)(二) 

8. 手機 app程式設計與實習
(一)(二) 

9. 3C 維修實務與實習(一) 

(二) 

10. IoT 物聯網概論與實習 

11. 遊戲程式設計與實習 

12. 數位影像處理與實習 

13. 太陽能發電導論與實習 

14. LED 照明系統設計 

15. AI 人工智慧概論與實習 

16. 專題製作(一)(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AI 工程師 

二、App 程式設計師 

三、互動式網頁設計師 

四、3C 維修技術師 

五、遊戲程式設計師 

六、LED 照明系統設計師 

七、太陽能發電工程師 

八、機器人工程師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

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 38,000 元。 

二、住宿費：六人房每間約 7 坪，每學期宿舍費 9,500 元(包含水電費及網路費，冷氣
電費及寒暑假住宿另計)。保證金 2,000 元，於最後 1 學期住宿費扣除。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約 500 元/月及健康檢查費約 2,000 元，依實際支
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 

五、企業參訪、自強活動：依實際支出費用為準。 

六、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其他 

一、校址：50094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 1 號 

二、手機號碼：+886-919636422(劉雅菁)、+886-955588865(夏英峰) 

(註：輸入後可連結至 WhatsApp、WeChat、LINE) 

三、電子信箱：jing8201@ctu.edu.tw、yfhsia@ctu.edu.tw 

四、電話：+886-4-7111111 轉 1727(劉雅菁)、3358(夏英峰) 

五、傳真：+886-4-7116382 

六、網址：www.ctu.edu.tw 

 

mailto:octaviawu@ctu.edu.tw
http://www.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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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科名 
電子商務科 

E-commerc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2（崑山電商） 

重點說明 

本校海青班「電子商務科」成立的宗旨為將網頁設計開發與網路行銷整合，培養學生
具備多媒體網頁開發與網路行銷能力，成為企業間網路行銷通路之幹部，能提供企業
消費偏好資訊及配合網站通路達到行銷與交易目的，學生學成後回居住地可以發展資
訊網路、網頁設計、網路行銷、電子商務等事業，使學生具備未來銜接至企業間學習
的基礎技術。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國文  

2.英文  

3.資訊倫理與智慧財產權 

4.通識 

二、基礎科目 

1.電腦網路概論 

2.基礎程式設計 

3.網頁設計 

4.資料庫管理系統 

5.企劃書製作與簡報 

6.商業資料分析 

7.Windows 作業系統 

8.系統分析與設計 

三、多媒體網頁設計與開發
課程: 

1.數位影片編輯 

2.電子書製作 

3.手機程式設計 

4.動態網頁設計 

5.網站規劃與管理 

四、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課
程: 

1.市場調查與分析 

2.網路行銷與企劃 

3.顧客關係管理 

4.大數據分析 

5.電子商務 

五、整合課程： 

1.電腦系統維修實務 

2.創業與經營管理 

3.專題製作(I)(II)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程式設計師 

二、系統分析師 

三、網路管理工程師 

四、電子商務設計師 

五、網路行銷人員 

六、網頁設計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約 11,900 元至 14,800 元，4 學期共計 47,600 元至 59,200 元(2 至 4

人房，依實際入住房型計價。含宿舍網路費、水費及基本電費，用電超過基本度
數後，則須另繳超過度數之電費)。入住時須另繳宿舍保證金 3,000 元，結業離宿
時退回。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依學校公告辦理。 

三、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團體保險費每學期約 500 元，4 學期共 2,000 元。健康
檢查費約 1,500 元，僅第 1 學期繳納。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考照費用計收，學生依個人需求決定是否報考。 

五、其他： 

1.個人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本校備有多項免費體育休閒設施(如籃球場、羽球場…等)，使用游泳池及健身房
者須依當學期收費標準另行付費。 

3.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上網。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71070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三、電話：+886-6-2727175 分機 259 專線+886-6-2050659 沈怡君書記 

四、網址：http://www.ksu.edu.tw 

五、電子信箱：oiac@mail.k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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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樹德科技大學 

SHU-TE University 

科名 
資通訊技能應用科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3（樹德資通） 

重點說明 

本科旨在為能培育具有人文素養的專業資通訊技術人員，成為業界人才的首選之一，
本專班的課程規劃共分為一般科目、基本必修科目、軟體應用證照培育、通訊相關技
術培育及電子商務與手機 APP 設計製作等多個面向。本科與企業接軌，建置企業界與
學校緊密之教學實習合作平台。推動課程與教學目標同時，強化技職教育「做中學、
學中做」之實務教育特色及秉持「實務導向」教學理念，讓學生將所學理論與實務結
合，充分應用於實際工作中，透過體驗職業生活經驗，獲得專業技能與優良服務態度
養成，以培育優秀的專業基礎人員，開發人力資源為目的。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6. 科技英文 

7. 應用華文 

8. 生活體育 

9. 資訊人生涯規劃 

 

二、專業科目 

1. 基本電子學 

2. 基本電路學 

3. 基礎數學 

4. 程式設計概論 

5. 電腦網路與通訊原理 

三、實習科目 

1. 計算機基礎 

2. 電腦軟體應用 

3. Java 程式設計 1、2、3 

4. 電子電路實習 I 

5. 電子電路實習 II 

6. 電路技術 I 

7. 單晶片實務 

8. 電路技術 II 

9. 手機檢修實務 

10. 手機應用軟體設計 

11. 多媒體視覺設計 

12. 網頁設計 

13. 資料庫 

14. 電子商務 

15. 企業網路與通訊 

16. 電子付款與網路交易安
全 

17. iOS 應用程式設計 

18. HTML5 程式設計 

19. 手機終端程式設計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半導體工程師 

二、電信技術工程師 

三、網頁設計工程師 

四、程式設計工程師 

五、電信工程相關工作與創

業 

六、手機與電腦維修相關工
作與創業 

七、電子商務相關設計工作與

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4 至 6 人房，每學期 11,000 元(6 人房)、16,000 元(4 人房)，宿舍提供網路
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3,500 元，期
末離宿時退還），寒假不收費，暑假住宿費另計，以每周 900 元計算。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自費)。 

五、其他： 

1. 體育休閒設施籃、排、羽、桌球場、韻律教室、體適能教室。 

2. 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拘。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824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三、電話：+886-7-615 8000 轉 1610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陳亞淯副組長 

四、網址：www.stu.edu.tw 

五、電子信箱: oica@stu.edu.tw / yyc0712@stu.edu.tw 

 

http://www.stu.edu.tw/
mailto:oica@stu.edu.tw
mailto:yyc0712@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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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科名 
跨境電子商務科 

The Depart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4（中華電商） 

重點說明 

本科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著重於資訊科技與管理實務的均衡發展。提升學生資訊
產業與電子商務管理應用能，以及系統整合之能力。結業學生將具備電子商務基礎知
識、經營管理、資訊技術與實務應用能力。並將提供專業證照（如電子商務企劃師、
ERP 軟體應用師、ORACLE 資料庫管理師等）輔導及企業實習。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資訊素養與倫理 

2.  管理學 

3.  計算機概論 

4.  創新與設計思考 

5.  商管軟體應用 

6.  會計學 

7.  智慧商務實作 

8.  資管導論 

9.  商務企劃 

10. 經濟學 

 

二、專業科目 

1.  APP 開發與應用 

2.  電子商務概論 

3.  電商店舖設計實務 

4.  程式設計（一） 

5.  商業智慧軟體 

6.  產品與產業分析 

7.  國際貿易實務 

8.  統計學（一） 

9.  生產與作業管理 

10. 巨量資料概論 

11. 資料庫管理 

12. 管理資訊系統 

13. 企業資源規劃 

14. 跨境電商模擬實務 

15. 數位行銷 

三、實習科目 

1.  OCA Oracle SQL 認證 

2.  專題概論 

3.  職場體驗實習（一） （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專案管理師 

二、ERP 管理師 

三、基層管理幹部 

四、國貿人員 

五、金融營業人員 

六、電子商務行銷專員 

七、電子商務平台營運專員 

八、金融研究人員 

九、網路商店創業 

十、電子商務經營管理 

十一、查帳／審計人員 

十二、行銷企劃人員 

十三、資料庫管理人員 

十四、資訊助理人員 

十五、網頁設計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 12,000 元（依實際金額為準）；4 學期約 48,000 元。 

二、住宿費：（依學校當學期公布為準）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
價收費。（1）4 人套房：每學期 12,600 元；若含寒暑假每學期為 15,600 元（2）5

人雅房（公共衛浴），每學期 8,100 元。（不含寒暑假）（3）6 人雅房（公共衛浴）：
含寒暑假每學期 10,600 元。 

三、第 1 學期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 1500 元。第 2 學期至第 4 學期收取健保費，
每學期為 4494 元，共 13482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各項考照費用規定，學生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 

五、其他：（1）個人寢具等：依實際花費為準。（2）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設施，實
際費用以學校收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30012）新竹市香山區東香里六鄰五福路二段 707 號。 

三、電話：886-3-5374281~5 專線：886-3-5186176 

四、網址：http：//www1.chu.edu.tw/ 

五、承辦人：楊尚育 international@g.chu.edu.tw 

 

http://www1.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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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科名 
大眾傳播科 

Mass Communicatio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5（銘傳大傳） 

重點說明 

本科隸屬於本校傳播學院，旨於提供對大眾傳播領域極感興趣或想從事相關工作華裔

青年良好之學習環境。課程規劃秉持提升學員實務操作能力之理念，以循序漸進方式

規劃廣告行銷、新聞、廣播、電視及數位媒體等基礎學理與實務應用課程，使學員擁

有再升學的基礎或就業的能力。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普通課程： 

1.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一) 

2.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二) 

3.應用英文(一)~(四) 

4.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5.程式設計 

6.體育(壹)~(肆) 

7.班會 

 

二、專業課程：(含實際操作) 

1.傳播產業概論 

2.編輯概論 

3.新聞採訪寫作(一)(二) 

4.廣播節目製作 

5.電視節目製作 

6.廣告學 

7.公共關係 

8.視覺傳播 

9.電子媒介概論 

10.傳播原理(一)(二) 

11.消費者洞悉 

12.行銷原理 

13.戲劇概論 

14.專題企劃與報導 

15.廣播音效 

16.廣告策略與企劃 

17.整合行銷傳播 

18.雜誌寫作 

19.電視剪接 

20.數位特效製作 

21.網路媒體企劃與製作 

22.廣告創意 

23.電視進階製作 

24.專題講座 

 

三、實習課程： 

1.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實 

習) 

2.程式設計(實習) 

3.傳播專題研究(一)(二) 

4.攝影實務 

5.多媒體進階應用 

6.多媒體基本應用 

7.電腦繪圖 

8.網頁設計 

9.2D 動畫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媒體企劃與購買人員 

二、廣告業務人員 

三、廣告企劃人員 

四、市場調查人員 

五、行銷企劃人員 

六、公關人員 

七、廣播節目主持人 

八、廣播節目導播 

九、電視攝影記者 

十、電視節目企劃人員 

十一、新聞記者(報紙、廣
播、電視、網路、雜誌) 

十二、新聞編輯(報紙、廣
播、電視、網路、雜誌) 

十三、傳播媒體管理人員 

十四、報紙、雜誌攝影記者 

十五、網頁企劃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約 38,000 元。 

二、住宿費：3-5 人套房，每學期 19,600-21,600 元(以 1 學期計，含網路)，水電、瓦斯
費另計。寒、暑假期間宿舍費另計，(寒假期間約 4,300 元，暑假期間約 8,600 元)。
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 2,000 元，離宿時退還。 

    宿舍地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 173-175-1 號 

三、健康檢查費約 550 ~1,200 元 (健檢及保險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四、考照費：ACA 國際證照(Photoshop、Flash、Dreamweaver)考照費每種約 2,500 元，
依個人需求報考。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臺北校區)：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三、電話：886-2-28824564 轉 2411 或 2402 莊小姐 
四、電子信箱：oyvts@mail.mcu.edu.tw 
五、網址：http://www.mcu.edu.tw 

mailto:oyvts@mail.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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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科名 
華文流行音樂與演藝主持科 

Mandarin Popular Music and Performanc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6（銘傳華藝） 

重點說明 

本科隸屬於本校傳播學院，主要建基於原廣電實務課程中聲音專長課程，旨在提供海
外華裔青年對流行音樂與演藝事業的表演、創作、製播、行銷與經紀有興趣，並有意
從事相關行業者，訓練其具備相關專業職能。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普通課程： 

1.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一) 

2.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二) 

3.應用英文(一)~(四) 

4.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5.程式設計 

6.體育(壹)~(肆) 

7.班會 

二、專業課程：(含實際操作) 

1.廣告學 

2.基礎攝影 

3.視覺傳播 

4.基礎樂理 

5.傳播原理(一) 

6.傳播原理(二) 

7.電視節目製作 

8.詞曲故事與賞析 

9.基礎發聲 

10.進階發聲 

11.填詞技巧 

12.戲劇概論 

13.音樂與音效 

14.電視剪接 

15.電視進階製作 

16.數位特效製作 

17.網路媒體企劃與製作 

18.和絃與旋律 

19.廣告創意 

20.電子媒介概論 

21.舞臺表演 

22.演藝經紀 

23.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 

24.歌曲創作（一） 

25.歌曲創作（二） 

26.現場演出與轉播 

27.演藝主持 

28.數位編曲(一) 

29.數位編曲(二) 

30.基礎編曲軟體教學（一） 

31.基礎編曲軟體教學（二） 

三、實習課程： 

1. 程式設計(實習) 

2. 傳播專題研究(一) 

3. 傳播專題研究(二) 

4. 多媒體基本應用 

5. 多媒體進階應用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流行音樂創作者 

二、歌曲創作歌手 

三、流行音樂後製工程人員 

四、流行音樂與表演經紀人 

五、流行音樂發行與行銷 

六、流行音樂影像 MV 製作人 

七、演藝活動主持人員 

八、演藝活動執行人員 

九、網路媒體創作人員 

十、網路媒體後臺製作人員及
執行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約 38,000 元。 

二、住宿費：3-5 人套房，每學期 19,600-21,600 元(以 1 學期計，含網路)，水電、瓦斯
費另計。寒、暑假期間宿舍費另計，(寒假期間約 4,300 元，暑假期間約 8,600 元)。
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 2,000 元，離宿時退還。 

    宿舍地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 173-175-1 號 

三、健康檢查費約 550 ~1,200 元(健檢及保險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四、考照費：ACA 國際證照(Photoshop、Flash、Dreamweaver)考照費每種約 2,500 元，
依個人需求報考。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臺北校區)：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三、電話：886-2-28824564 轉 2411/ 2402 莊小姐 
四、電子信箱：oyvts@mail.mcu.edu.tw 
五、網址：http://www.mcu.edu.tw 

mailto:oyvts@mail.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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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科名 
表演藝術與設計學程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and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7（東南表藝） 

重點說明 

本校「表演藝術與設計學程」係以協助海外青年培育符合表演藝術與設計業界的基礎
技職人才，著重培育具表演藝術素養兼具創作溝通與實作設計展現能力之教育模式，
發展方向與課程規劃係以「表演藝術專業與創作」及「數位藝術設計」為兩大主軸，
一方面奠立學生的表演藝術專業與創作技巧，另一方面亦灌輸數位藝術設計的重要技
能。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英文   

2. 國文 

3. 實用中文 

4. 認識台灣 

5. 表演藝術行政與管理 

6. 體育 I 

7. 體育 II 

 

二、專業科目 

1. 表演藝術概論 

2. 跨領域藝術美學 

3. 劇場技術基礎 

4. 表演藝術心理學 

5. 名作排演 

6. 表演與多媒體運用 

 

三、專業科目 

1. 舞蹈基礎 I 

2. 歌唱技巧 I 

3. 節奏基礎 I 

4. 表演基礎 I 

5. 數位影音編輯 

6. 彩妝造型設計 

7. 舞蹈基礎 II 

8. 歌唱技巧 II 

9. 節奏基礎 II 

10. 表演基礎 II 

11. 劇本導讀 

12. 活動主持訓練 

13. 流行舞蹈 I 

14. 數位聲響與電子音樂 

15. 戲劇表演 I 

16. 正音與口條訓練 

17. 電影製作與技術基礎 

18. 燈光技術實務 

19. 整體造型設計實務 

20. 流行舞蹈 II 

21. 流行音樂編曲與創作 

22. 戲劇表演 II 

23. 數位錄音與音響工程 

24. 藝術產業創意設計 

25. 演出製作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演藝經紀／宣傳人員 

二、舞蹈演藝人員 

三、歌唱演藝人員 

四、活動表演／主持人員 

五、平面／舞臺模特兒 

六、編劇及詞曲創作 

七、演員 

八、造型設計師 

九、攝影師 

十、影片製作技術人員 

十一、剪輯師 

十二、棚內技術工程人員 

十三、舞臺搭設工程人員 

十四、燈光技術人員 

十五、媒體公關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約 38,000 元 

二、住宿費：4 人房，每學期 10,725 元(以 1 學期計，含水電、網路)，冷氣費以實際 

使用費用另計，4 學期共計約 42,900 元。寒、暑假期間宿舍費用以週次計算，一 

週 596 元(含水電、網路)。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全國技術士技能考檢定費用，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公告為準，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臺灣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三、電話：+886-2-86625838     

四、網址：http://www.tnu.edu.tw 

五、承辦人：林倩后主任     電子信箱：amily@mail.tnu.edu.tw 

 

http://www.tnu.edu.tw/
mailto:amily@mail.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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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中臺科技大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名 
牙體技術科 

Department of Dental Technolog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8（中臺牙技） 

重點說明 

牙體技術旨在培育口腔義齒、矯正裝置物之設計製作及產業所需之材料研發專業人
才。採用 3D 圖形技術配合 CAD、CAM、精密掃描技術及影像處理技術取代傳統義齒
製作方式，幫助海外華裔青年學習傳統義齒製作及數位化牙技 CAD/CAM 技術，培養
實用知識與生產技能。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人文藝術 

 2. 生命科學 

 3. 體育 

 4. 班會 

 5. 生活輔導 

二、專業科目 

 1. 牙技概論 

 2. 專業英文 

 3. 口腔解剖生理學 

 4. 牙科材料學 

 5. 牙體形態學 

 6. 全口義齒技術學 

 7. 齒顎矯正技術學 

 8. 牙冠牙橋技術學 

 9. 局部可撤義齒技術學 

10. 牙科陶瓷技術學 

三、實習科目 

 1. 牙科材料學實驗 

 2. 牙體形態學實驗 

 3. 牙科鑄造學實驗 

 4. 全口義齒技術學實驗 

 5. 齒顎矯正技術學實驗 

 6. 牙冠牙橋技術學實驗 

 7. 局部可撤義齒技術學實驗 

 8. 牙科陶瓷技術學實驗 

 9. 無金屬陶瓷技術學實驗 

10. 植體技術學實驗 

11. 牙科儀器應用與維修 

12. 臨床實習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固定義齒技術師 

二、活動義齒技術師 

三、矯正裝置技術師 

四、牙科材料行銷人員 

五、牙科材料產業研發人員 

六、醫療器材產業研發人員 

七、研發單位研發人員 

八、醫院臨床研究人員 

九、醫院醫工部研發技術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1,000 元；4 學期共計 44,000 元。個人器械依個人需求另外
購買。 

二、住宿費：6~8 人雅房，每學期 8,600 元(含寒或暑假、以 6 個月計)，每間 7 坪，含
水電費 (冷氣費依據儲值卡實際金額收費)。入學時繳保證金 2,000 元，畢業(退學)

時依規退還。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以實際支付金額為準(學生自付)。 

四、各項考照費：費用視考試簡章公佈為準。 

五、企業參訪費：每學期 1,800 元。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40601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三、電話：+886-4-22391647 分機 7400    林茂欽主任  傳真：+886-4-22392922 

四、網址：http://www.ctust.edu.tw (學校) 

http://dent.ctust.edu.tw/bin/home.php (牙技系) 

五、弱視、表達與聽力及上肢障礙者，欲報名者請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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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科名 
文創設計科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program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39（高師文創） 

重點說明 

本校藝術學院、視覺設計學系、美術學系、工業設計學系共同規劃授課，強化學生基
礎繪畫、造型設計、編輯組織等藝術設計能力。教學上從文化理論、市場行銷、視覺
與商品化設計到配合設計實務訓練，學生於訓練後可具備文化內涵、市場觀點、跨設
計等專業才能。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實用中文 

2.臺灣歷史與地理文化 

 

二、專業科目 

1.素描 

2.基礎電腦繪圖 

3.色彩學 

4.彩繪技法 

5.設計概論 

6.流行文化與設計創意思考 

7.攝影 

8.概念設計. 

 

三、實習科目 

1.造形應用實務 

2.編輯設計實務 

3.插畫繪本創作 

4.包裝設計實務 

5.廣告設計實務 

6.印刷作業實務 

7.3D 電腦繪圖 

8.設計策展實務 

9.設計行銷與策略應用 

10.文創產業設計實務 

11.產品設計實務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平面設計美編人員 

二、產品設計人員 

三、多媒體開發人員 

四、廣告設計人員 

五、展場櫥窗設計人員 

六、多媒體動畫設計人員 

七、網頁設計人員 

八、美術設計人員 

九、商品設計人員 

十、工業設計人員 

十一、電腦繪圖人員 

十二、設計助理人員 

十三、攝影助理人員 

十四、概念設計人員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4 至 6 人房，每學期 6000~95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
實際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250~350 元，清潔保證金 200 元，
期末離宿時退還），寒假不收費，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約 2200~3400 元。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自費)。 

五、其他： 

1.體育休閒設施除游泳池使用者付費外，其餘籃、排、羽、桌球場、韻律教室、重
訓室 等免費使用。 

2.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3.實務課程與參訪支出依實際支出費用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拘。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802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三、電話：+886-7-7172930 轉 3956 呂韻秋老師 

四、網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首頁 https://w3.nknu.edu.tw/zh/ 

五、電子信箱: camilla@nknu.edu.tw , oia_students@nknu.edu.tw 

 

 



 54 

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健康管理科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0（靜宜健康） 

重點說明 

本科之設計除了能力發展外，也追加了對於長期照護相關產業的認知與學習，包括機

構管理、經營實作，服務對象將擴及個案、家屬以及一般照顧者，此外還列入了在長

期照顧與健康管理產業的實習需求。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英文(一)(二) 

2.體育(一)(二) 

3.程式設計概論 

4.程式設計概論實習 

5.資訊應用概論 

6.資訊應用概論實習 

7.閱讀與書寫(一)(二) 

8.人與社會的建構 

9.生命的奧秘 

二、專業科目 

1.照顧服務概論 

2.老人生理學 

3.心理學 

4.社會工作概論 

5.社會個案工作 

6.生涯探索與規劃 

7.福利機構管理 

8.長期照護經濟學 

9.營養與飲食 

10.諮商理論與技術(一)(二) 

11.高齡教育 

12.失智症整合照顧概論 

13.身心障礙社會工作 

14.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 

15.服務設計與創意思考 

16.方案設計與評估 

三、實習課程 

1.照顧服務實務與技術 

2.長期照護體適能概論 

3.長期照護運動處方與設計 

4.長期照護福利服務 

5.長期照護健康促進 

6.長期照護休閒發展與規劃 

7.復健與輔具使用 

8.輔助療法概論 

9.照顧機構經營運作實務 

10.安寧療護社會工作 

11.照顧服務實習 

12.社會工作實習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照顧服務員單一級 

    技術證之考取資格 

二、居家照顧服務員 

三、長照相關機構專業 

    服務人員 

四、長照相關機構行政人員 

五、自行創業或經營高齡 

六、長期照護相關產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二、住宿費：4 人套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 

    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告為主)。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1.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長期照顧類群) 

    2.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 

五、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4 學期共計 800 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43301）臺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三、電話：+886-4-26328001 轉 19101~8。專線：+886-4-26329840 

四、網址：http://www.dpcd.pu.edu.tw/ 

五、承辦人：江靖瑜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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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聯合大學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科名 
華語文教學科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 Foreign Languag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1（聯合華教） 

重點說明 

    全球因為華人社群的經濟發展、大量海外華人移民與台海兩岸政府的推動形成華

語學習熱潮，華語文教師需求提升。本科以培育華語文教師為目標，培養語文、數位、

教學三大領域專業素養，著重教學實踐能力，並輔導學員考取華語文能證書，成為專

業華語文教師，立足於世界教育舞台。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 一般科目  

1.體育（一）（二） 

2.中文閱讀訓練（一）（二） 

3.中文寫作訓練（一）（二） 

4.現代漢語名篇導讀 

5.華語文能力測驗 

 

二、 專業科目 

1.語言學概論 

2.華語正音與教學 

3.漢字教學 

4.華語語法學 

5.海外華文文學 

6.華人社會與文化 

7.兒童發展心理學 

8.教學原理 

9.教育心理學 

10.班級經營與管理 

11.輔導原理與實務 

12.台灣教育體制 

 

二、 實習科目 

1.電腦軟體應用 

2.數位圖文編輯 

3.華文與數位典藏 

4.數位內容導論 

5.華文與數位影像 

6.華語文遠距教學 

7.教學媒體製作 

8.文化與數位創意 

9.多媒體與華語文教學 

10.華語文教學導論 

11.第二語言習得 

12.華語課程與教學設計 

13.語文教學活動設計 

14.華語文教材教法 

15.華語測驗與評量 

16.閱讀教學法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各級學校華語文教師 

二、國際學校華語文教師 

三、線上課程華語文教師
四、出版社華語教材編輯 

五、華語數位課程企劃人員 

六、華語文產品專案經理

七、私人補習班華語文教師 

八、華語文個人家教老師 

九、自行創業華語文補習班 

※輔導考取華語文能力證書 

※輔導申請聯合大學華語文
學系攻讀大學學位。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0,000 元，4 學期共計 40,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8,500 元（內含 500 元押金。宿舍約 6 坪，6 人共宿，使用公共衛
浴，費用含水電費，不含冷氣費與網路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 1 日約 60 元)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 

1.傷病醫療保險 500 元/月(在臺居住未滿 6 個月，尚未加入全民健康保險時加保) 

    2.健康檢查費約 1500 元(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測驗） 

1.華語文聽力與閱讀能力測驗費用 1600 元。 

2.華語文口語能力測驗費用 1200 元。 

3.華語文寫作能力測驗費用 1200 元。 

五、其他： 

1.教室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無線上網，並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自費設施。 

2.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36063 苗栗市南勢里聯大 2 號 

三、電話：+886-37-38-2146  

四、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a/gm.nuu.edu.tw/clc/hai-qing-ban 

五、E-mail:clc@nu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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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科名 
視光技術暨眼鏡設計科 

Department of Optical Technology and Lens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2（元培視光） 

重點說明 

  本科所屬之視光系師資陣容堅強，擁有各項先進儀器設備，課程內容重視理論與
實務的結合，落實學用合一教育。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學員瞭解視光技術、配鏡
美學設計、鏡框設計創意創新及 3D 設計列印、手工眼鏡設計及製作的能力。在訓練過
程即輔導學員考取丙級眼鏡鏡片製作技能檢定及丙級門市服務技能檢定，學成後可立
即投入就業市場或創業。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普通科目 

1.中文(一)(二) 

2.視光英文 

3.藝術通識 

4.體育 

5.班會 

 

二、專業科目 

1.視覺科學  

2.神經解剖、眼球、組織學
與實驗 

3.生理光學  

4.幾何光學 

5.管理學概論  

6.視光產業概論 

7.眼鏡設計與實驗  

8.視覺美學 

9.眼鏡材料學  

10.視覺神經生理學 

11.眼屈光學  

12.眼屈光學實驗 

13.經營企業管理學  

14.行銷學 

15.3D 眼鏡設計與實驗  

16.視覺護理學 

17.眼鏡光學  

18.視覺知覺學 

19.雙眼視覺學  

20.鏡片鍍膜學 

21.驗光學  

22.驗光學實驗 

23.配鏡學  

24.配鏡學實驗 

25.隱形眼鏡學 

26.隱形眼鏡學實驗 

27.低視力學  

28.消費者行為 

29.輔導鏡片研磨證照  

30.輔導門市服務證照 

 

三、實習科目 

1.驗光配鏡綜合實習 

2.企劃專題設計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眼鏡設計師 

二、眼鏡裝配師 

三、眼鏡美學顧問師 

四、眼鏡製作師 

五、自行創業 

※修得之學分可抵免本校相
關科系課程之開課學分 

※輔導申請本校所有健康相

關學系，例如：視光系、生物
醫學工程系。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 12,500 元，4 學期共計約 50,000 元。 

二、住宿費：套房內設有冷氣、浴室與廁所，並備有飲水器、洗衣機與烘衣機。 

2 人套房每學期約 10,500 元(含網路費／水費。電費另計)或可選單人套房每學期約
18,500 元(含網路費／水費。電費另計)，備有交誼廳。寒暑假留宿費用另計。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545 元及健康檢查費：約 1,100 元(依實際支付
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考照費依實際公告為準。 

1.丙級技術士(門市服務/眼鏡製作)各約 1,800 元。 

2.乙級技術士(門市服務/眼鏡製作)各約 3,000 元。 

五、其他： 

  1.白袍約 1,000 元。 

  2.全校提供無線上網、本校體育館休閒設施使用者另行付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30015 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 

三、電話：+886-3-6102366(承辦人:曾紫惠)、傳真：+886-3-6102389。 

網址：http://io.ypu.edu.tw/bin/home.php 點擊進入頁面左方「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四、電子信箱：zneg@mail.y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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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科名 
高齡養生暨照護科 

Department of Senior Health and Car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3（元培高齡） 

重點說明 

  本科課程設計包括高齡者身心健康照護、養生保健、高齡產業管理與健康照護等，
期待能在完整的教育環境與過程之中，培育高齡產業之專業人才，對提升學員就業率
也會有加值的效果。在訓練過程即輔導學員考取相關專業證照，包括丙級照顧服務員、
健康管理士及健康促進管理師等，學成後可立即投入就業市場，並能創造自己工作理
想與成就，進而促進僑居地之繁榮。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普通科目 

1.應用華文 

2.醫用英文 

3.藝術通識 

4.體育 

5.高齡照護倫理與法律 

6.班會 

 

二、專業科目 

1.生理學 

2.高齡照顧概論 

3.銀髮產業概論 

4.銀髮族生活規劃 

5.老人心理學 

6.銀髮健康促進 

7.長期照護管理 

8.慢性病防治 

9.健康管理學 

10.老人福利制度與福祉規劃 

11.健康資訊系統管理與應用 

 

三、實習科目 

1.高齡長期照護實作 

2.營養與膳食設計 

3.運動處方設計 

4.急救法 

5.生命服務概論與實務 

6.經絡按摩 

7.健康評估 

8.居家照護 

9.銀髮輔具應用 

10.健康養生飲食 

11.健康休閒旅遊規劃 

12.安寧照護 

13.長期照護機構實習 

14.健康產業機構實習 

15.高齡者醫療照護服務設計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丙級照顧服務員 

二、健康管理士/師 

三、居家服務員 

四、自行創業 

五、高齡照護相關行業行政管

理人員 

※修得之學分可抵免本校相
關科系課程之開課學分 

※輔導申請本校所有健康相

關學系，例如：醫務管理系、
健管系。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 12,500 元，4 學期共計約 50,000 元。 

二、住宿費：套房內設有冷氣、浴室與廁所，並備有飲水器、洗衣機與烘衣機。 

2 人套房每學期約 10,500 元(含網路費／水費。電費另計)或可選單人套房每學期 

約 18,500 元(含網路費／水費。電費另計)，備有交誼廳。寒暑假留宿費用另計。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545 元及健康檢查費：約 1,100 元(依實際支付
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考照費依實際公告為準。 

  丙級照顧服務技術士技能檢定、初階健康管理師、高階健康管理師、居家服務員
等約 800-3,000 元。 

五、其他： 

  1.白袍約 1,000 元。 

  2.全校提供無線上網、本校體育館休閒設施使用者另行付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30015 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 

三、電話：+886-3-6102366(承辦人:曾紫惠)、傳真：+886-3-6102389。 

網址：http://io.ypu.edu.tw/bin/home.php 點擊進入頁面左方「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四、電子信箱：zneg@mail.y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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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科名 
先進農業技術科 

Advance agriculture technolog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4（大葉農技） 

重點說明 

本科之目的在於教授海外華僑青年農業之相關知識，使海外青年具有農業之基礎及進
階知識，使海外青年在學成回國從事農業工作時可以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並且從而結
合學理與實務，以在臺灣學習到的知識技術，在僑居地能夠順利發展。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語言與應用 

2. 英文聽力與口語 

3. 英文閱讀與寫作 

4. 全球化與國際觀講座 

5. 農業概論 

6. 普通生物學 

7. 植物學 

8. 基礎園藝 

9. 農場基礎操作(一) 

10. 微生物學 

11. 土壤肥力 

12. 生態學 

13. 有機農業概論 

14. 植物保護學 

15. 農場基礎操作(二) 

二、專業科目 

1. 植物生理 

2. 植物病理學 

3. 有機肥料 

4. 微生物肥料 

5. 菇類栽培與應用 

6. 農產品加工 

7. 真菌學 

8. 電子商務 

9. 藥用真菌學 

10. 植物工廠 

11. 健康食品 

12. 農產行銷 

13. 財務管理學 

14.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 

 

三、實習課程 

1. 植物組織培養與實習 

2. 有機農場實作 

3. 農場基礎操作(一) 

4. 農場基礎操作(二)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農業工程師 

二、植物保護師 

三、菇類栽培 

四、農業顧問 

五、農產品行銷員 

六、農場經營者 

七、肥料製造者 

八、肥料銷售員 

九、組織培養員 

十、園藝師 

十一、食品業者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視實際學校安排宿舍房型收費，每學期約 10,000 元~13,000 元/ 

4 人房。冷氣電費按電錶計費。冷氣電費按電錶計費【住宿時需預收冷氣費 

2,000 元/年，學年結束離宿時多退少補】。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依學校規定。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1. HACCP 證照 

2.丙級園藝技術士 

3.丙級農藝技術士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性別 

二、校址：515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三、電話：+886 48511888 轉 1751(承辦人:張淳婷小姐) 

四、網址：大葉大學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http://fa.dyu.edu.tw/ 

          大葉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https://dbr.dyu.edu.tw/ 

http://fa.dyu.edu.tw/
https://dbr.dyu.edu.tw/


 59 

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大仁科技大學 

Tajen University 

科名 
休閒與運動事業管理科 

Recreation and Sport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5（大仁休運） 

重點說明 

21 世紀是休閒產業興盛的世紀，本科主要教育目標為培育「休閒服務產業」及「運動
服務產業」專業人才。課程「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場地設備符合潮流，計有
SPA 館、健身房、健康調理按摩教室、攀岩場、滾球場等專業場館，以培育符合時代
適切性與必要性的專業人才。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科目 

1. 通識選修 I 

2. 通識選修 II 

3. 通識選修 III 

 

二、專業科目 

1.企業概論 

2.休閒政策與法規 

3.休閒遊憩概論 

4.管理學 

5.服務品質管理 

6.職場倫理 

7.休閒活動設計與實務 

8.休閒解說實務 

三、實習科目 

1.團康活動規劃與設計實務 

2.健身與體重控制指導與實務 

3.休閒解說實務 

4.實務專題 (Ⅰ) 

5.實務專題 (Ⅱ) 

6.運動行銷與企劃實務 

7.微型創業實務 

8.休閒產業連鎖經營管理實務 

9.運動觀光設計與實務 

10.運動管理實務 

以上為專畢之課程，另有開設漆彈
指導與實務等 20 門專選課程。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休閒活動企劃員 

二、休閒旅遊導覽解說員 

三、休閒民宿與經理人 

四、休閒主題樂園經理人 

五、休閒渡假村經理人 

六、運動賽會活動經理人
七、運動場館經理人 

八、運動商品行銷人員 

九、運動俱樂部經理人 

十、運動健身指導員 

十一、運動教練與裁判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 52,000 元整。 

二、住宿費：4 人雅房，上學期 9,000 元、下學期 7,000 元，4 學期共 32,000 元。 

(宿舍房間內有獨立電表計費，每個房間的基本電表額度為 600 度，若超過基本額
度時，則自行付費。) 

三、宿舍網路費：每學期 550 元，4 學期共計 2,200 元(學生自行決定是否使用)。 

四、寒暑假住宿依實際情況收費：每週約 700。 

五、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六、各項考照費：依各類考照公告費用收取，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 20 號 

三、電話：+886-8-7624002#1853 陳俊民主任 

四、聯絡 E-MAIL：TSHAQ.CHEN@TAJEN.EDU.TW 

五、WECHAT ID：tshaqchen 

六、網址：www.tajen.edu.tw 

 

mailto:TSHAQ.CHEN@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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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東方設計大學 

TUNGFANG DESIGN UNIVERSITY 

科名 
設計行銷媒體科 

Department of Design Marketing and Media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6（東方行銷） 

重點說明 

為培養海外青年具備設計行銷管理、媒體經營應用與創新創業之才能，本科規劃以「設
計管理」、「行銷管理」、「影視藝術」與「通識」四大模組，運用個案探討、理論實務
分析、實作實習、企業參訪及職場探索之連貫式教學，積極培育以就業導向為本，配
合設計應用、影視影音與行銷管理之結合，達成設計行銷媒體專業本位之專業人才。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通識科目 

1.本國語文 

2.人文藝術領域 

3.生活美學賞析 

4.體育 

 

二、專業科目 

1.管理概論 

2.品牌行銷 

3.財務規劃分析  

4.行銷管理 

5.消費者行為 

6.行銷企劃 

7.故事行銷 

8.品牌設計與管理 

9.商品簡報技巧 

10.門市營運管理 

11.文創行銷 

 

三、實務/實習科目 

1.基本素描 

2.基本設計 

3.文字造型與編輯實務 

4.數位多媒體影視製作技術 

5.影音網路行銷 

6.媒材表現(一) (二) (三)  

7.色彩計畫 

8.形象美學實務 

9.設計軟體應用實務 

10.影片剪輯與行銷實務 

11.影像處理實務 

12.視覺傳達設計實務 

13.鏡頭表演 

14.微電影製作實務 

15. CF 專題 

16.設計行銷實務實習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行銷企劃人員 

二、市場開發人員 

三、公共關係服務人員 

四、活動企畫執行人員 

五、創業展店服務專員 

六、設計整合行銷專員 

七、設計服務規劃專員 

八、設計業務企劃專員 

九、品牌行銷與文案設計師 

十、商務行銷與媒體經營師 

十一、專案拓銷整合開發師 

十二、創新創業家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0,000 元，4 學期共計 40,000 元。 

二、住宿費：4-5 人雅房，每學期 12,000 元(含寒暑假)。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
費超過基本額度由寢室為單位自行付費。【每學期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2,000

元和磁卡押金 300 元(磁卡 150 元＋鑰匙 150 元)，離宿時退還】。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1. TQC+專業設計人才(Dreamweaver、Illustrator、Photoshop 等) 。 

2. SSE Adobe( illustrator、Photoshop、Flash 等) 、AUTOCAD 國際證照考試。 

3. SSE Photography、SSE Chromatics、SSE visual communication。 

4. ACA 國際證照(Photoshop、Illustrator、Flash、Dreamweaver 等) 。 

5. CIIP 國際認證(行銷企劃師 MKTP、行銷策略管理師 MKTSM 等) 。 

五、其他：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無線上網。個人用品及自強活動，依實際金額自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82941）臺灣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110 號 

三、電話：+886-7-693-9541 賴知言  先生 

四、網址：http://www.tf.edu.tw/ 

五、電子信箱：inter_coop@mail.tf.edu.tw 

mailto:inter_coop@mail.tf.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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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科名 
自動化農業科 

Smart Agricultur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7（屏科自動農業） 

重點說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為配合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及產業升級，特別開設
於自動化農業、農業技術智慧化、農場管理與機械維護等機械維修，所需之人才的訓
練與實作相關課程，除沿續原先並積極建立以技術與應用為導向之人才培育的環境。
學生畢業後可從事任何有關農場生產及自動化的工作或創業，並提供產業創新及價值
提升，提升自我價值並為社會國家貢獻一份心力。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一、一般課程 

1.應用中文 

2.體育 

二、專業科目 

1.生物產業工程概論 

2.工廠作業 

3.水文學 

4.程式語言與實習 

5.工程圖學 

6.電工學 

7.應用生物學 

8.灌溉方法 

9.影像處理原理與應用 

10.電腦輔助製圖 

11.自動控制 

12.電子學 

13.資源循環技術 

14.農田水利與實習 

15.電腦輔助製圖 

16.自動控制 

17.電子學 

18.資源循環技術 

19.農田水利與實習 

20.灌溉排水原理 

21.農業機械(1) 

22.農業機械(2) 

23.可程式控制原理 

24.油氣壓學 

25.感測元件原理與應用 

26.微處理機原理 

27.機電整合 

28.生物環境控制工程 

29.智慧型機器人 

30.資訊管理 

三、實習科目 

1.工廠作業實習 

2.工程圖學實習 

3.電工學實習 

4.電腦輔助製圖實習 

5.電子學實習 

6.灌溉方法實習 

7.農業機械實習(1) 

8.可程式控制原理應用與實習 

9.油氣壓學實習 

10.灌溉排水原理實習 

11.農業機械實習(2) 

12.微處理機原理應用與實習 

13.機電整合與實習 

14 生物環境控制工程實習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智慧農場技術員 

二、機電整合技術員 

三、自動控制技術員 

四、農機維修技術員 

五、機械製圖技術員 

六、品質檢驗技術員 

七、農業設備業務員 

八、教師 

九、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7,129 元(含宿網費，冷氣費另計)、保證金 500 元，寒、暑假住宿
費另計。 

三、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學校規定收取。 

    1.體育館各項休閒設施(健身房、游泳池等)使用者另行付費，壘球場、田徑場、排 

      球場、網球場、室內外籃球場、攀岩場、羽球場及桌球場免費使用。 

    2.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校園內免費接駁公車、校園至市區公車每趟約 50 元。 

    4.校外參訪車資及保險費用另計。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 號 

三、電話：+886-8-7703202 轉6300 古明瑾 先生 

四、網址：www.npust.edu.tw 

五、海青班聯絡電子信箱：ku0956@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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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科名 
休閒健康產業科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and Health Industr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8（屏科休閒健康） 

重點說明 

休閒、運動、健康是現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近幾年運動健身產業更是蓬勃
發展。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為培育海外青年成為運動健身與休閒遊憩之
專業人才，特規劃本班結合專業師資、完善教學設備，並與國內多所健身與休閒產業
合作，以培育專業知能與實務指導能力並重之休閒健康產業人才為目標。 

訓練課程

（含實作

課程） 

一、一般課程 

1.應用中文 

二、專業科目 

1.休閒遊憩經營管理  

2.運動行銷學 

3.運動心理學 

4.社區健康營造 

5.統計學 

6.遊程設計 

7.運動處方 

8.人體解剖學 

9.活動規劃管理與設計 

10.運動生理學與實驗 

11.運動傷害防護學與實驗 

12.體適能測驗與評量 

13.體驗與探索教育 

14.探索教育方案規劃 

三、實作課程 

1.羽球運動與指導 

2.高爾夫球運動與指導 

3.網球運動與指導 

4.墊上核心運動與指導 

5.樂齡運動與健康促進 

6.鐵人三項運動與指導 

7.肌能性貼紮應用 

8.水上活動與安全指導 

9.飛輪運動指導 

10.運動推拿指壓學 

11.急救學與實驗 

12.運動貼紮與實驗 

13.運動體能訓練 

14.體適能與肌力訓練 

15.個人運動訓練與指導 

16.繩索挑戰安全操作 

17.攀岩運動與指導 

18.休閒運動職場實務 

19.木球運動與指導 

20.足球運動與指導 

21.桌球運動與指導 

22.休閒運動(一) 

23.休閒運動(二)24.休閒運動
(三) 

25.休閒運動(四)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健身教練 

二、休閒運動指導員 

三、社區運動指導員 

四、休閒遊憩規劃師 

五、水域活動指導員 

六、休閒遊憩指導員 

七、健康管理諮詢師 

八、自行創業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6,630 元、宿網費每學期 499 元 (冷氣費另計)。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學校學期規定收取。 

四、相關證照考取費：依各考照單位規定收取。 

五、其他： 

    1.體育館各項休閒設施(健身房、游泳池等)使用者另行付費，壘球場、田徑場、排 

      球場、網球場、室內外籃球場、攀岩場、羽球場及桌球場免費使用。 

    2.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校園內免費接駁公車、校園至市區公車每趟約 50 元。 

    4.校外參訪車資及保險費用另計。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 號 

三、電話：+886-8-7703202 轉6300 古明瑾 先生 

四、網址：www.npust.edu.tw 

五、海青班聯絡電子信箱：ku0956@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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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科名 
農園生產暨精緻熱帶農業科 

Plant Industry and Sophisticated Tropical Agricultur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49（屏科農園生產） 

重點說明 

一、本系利用卓越農業科技之研究在熱帶高經濟作物如果樹、花卉、中藥草、糧食作物之
生產與管理及農園產品採收後處理等方面已有極優異之成效；因此對於熱帶地區作物
的研究與人才培育，為本系發展最主要且最具特色之重點。 

二、本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設立之目的為協助華裔青年返台接受熱帶精緻農業生產之各項
農業生產技術、品質管理與研發等技術並培養相關人才，學成後回至僑居地能學以致
用發揮所長，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開拓兩地農業發展橋樑並與世界接軌。 

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

目） 

一、一般課程 

1.應用中文 

2.體育  

二、專業科目 

1.專題實務 

2.農業氣象學 

3.環境生態與實習 

4.有機農業概論 

5.食用作物及實習 

6.農園產品處理學及實習 

7.經濟果樹及實習 

8.香草科學及實習 

9.作物栽培原理及實習 

10.植物繁殖技術及實習 

11.作物病蟲害診斷技術 

12.作物病蟲害診斷技術實習 

13.特藥用作物之利用及實習 

14.造園學及實習 

15.休閒農業及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16.農業經營實務 

17.設施栽培及實習 

18.有機農業之土壤管理及實習 

19.農業機械及實習 

20.食藥用菌菇栽培及實習 

21.經濟蔬菜生產及實習 

22.有機質肥料生產及實習 

23.草坪利用及實習 

24.作物改良及實習 

25.園藝作物產期調節 

26.行銷學實務 

27.花卉學及實習 

28.組織培養技術及實習 

三、實習科目 

1.專題實務 

2.環境生態與實習 

3.食用作物及實習 

4.農園產品處理學及實習 

5.香草科學及實習 

6.經濟果樹及實習 

7.作物栽培原理及實習 

8.植物繁殖技術及實習 

9.作物病蟲害診斷技術實習 

10.特藥用作物之利用及實習 

11.造園學及實習 

12.設施栽培及實習 

13.有機農業之土壤管理及實

習 

14.農業機械及實習 

15.食藥用菌菇栽培及實習 

16.經濟蔬菜生產及實習 

17.有機質肥料生產及實習 

18.草坪利用及實習 

19.作物改良及實習 

20.花卉學及實習 

21.組織培養技術及實習 

畢業後適任

工作 

一、農事耕作人員 

二、農業技術 

三、園藝景觀技術 

四、園藝花卉公司 

五、農業行銷 

六、種子種苗公司 

七、農園藝栽培技術 

八、農園藝場(有機、休閒農

場)負責人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

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 7,129 元(含宿網費，冷氣費另計)、保證金 500 元，寒、暑假住宿費
另計。 

三、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學校規定收取。 

四、其他： 

    1.體育館各項休閒設施(健身房、游泳池等)使用者另行付費，壘球場、田徑場、排 

      球場、網球場、室內外籃球場、攀岩場、羽球場及桌球場免費使用。 

    2.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校園內免費接駁公車、校園至市區公車每趟約 50 元。 

4.校外參訪車資及保險費用另計。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三、電話：+886-8-7703202 轉6300 古明瑾 先生 

四、網址：www.npust.edu.tw 

五、海青班聯絡電子信箱：ku0956@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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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華語文教學科（泰緬地區）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50（靜宜華教） 

重點說明 

本科旨在提供海外青年獲得在華語文教學通識與專業課程之學習。除藉由課堂上的理

論研究獲得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藉由實際觀摩教學與親身示範演練，透過“學習中研

究”與“互動中成長”的教學方式落實學習成效。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本科訓練期間為 1 年 

一、一般科目 

1.漢語語言學(一) 

2.漢語語言學(二) 

3.華人社會與文化 

4.文字學 

5.課堂經營管理 

6.跨文化溝通 

二、專業科目 

1.第二語言習得 

2.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3.中文閱讀與寫作（一） 

4.中文閱讀與寫作（二） 

5.語音教學暨正音 

6.教育心理學 

7.電腦網路概論 

8.教學媒體製作 

9.詞彙與語法教學 

三、實習課程 

1.華語文教學法 

2.華語文教學概論 

3.課程規劃與活動設計 

4.華語文教材編寫與評估 

5.漢字教學 

6.教學實習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華語文專業教師 

二、華語文教學推廣 
三、華語文翻譯人才 四、華語文商務人才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2 學期共計 19,000 元。 

二、住宿費：4 人套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 

    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告為主)。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五、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2 學期共計 400 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43301）臺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三、電話：+886-4-26328001 轉 19101~8。專線：+886-4-26329840 

四、網址：http://www.dpcd.pu.edu.tw/ 

五、承辦人：江靖瑜 小姐。 

 



 65 

2020 年（第 39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科名 
華語文教學科（泰緬地區）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3951（銘傳華教） 

重點說明 

培訓海外青年成為華語教學專業人員，提供海外僑校華語文教學實務師資。招收海外
地區高二以上肄業，年齡 40 歲以下華裔青年就讀。將提供華裔青年學習華語文教學的
基礎課程，奠定他們未來進入大學就讀華語文教學相關課程的知能。 

訓練課程

（含實習

科目） 

※本科訓練期間為 1 年 

一、一般科目 

1.英文(一)(二) 

2.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3.體育(壹) 

4.體育(貳) 

 

二、專業科目 

1.語言學概論(一) 

2.中國文化導論  

3.華語語音學 

4.簡報技巧 

5.中文閱讀與寫作 

6.漢字教學 

7.華人社會與文化 

8.跨文化溝通 

9.語言學概論(二) 

10.書法藝術 

11.華語正音與教學 

12.職場倫理與國際禮儀 

13.多元文化教育 

14.華語文教學導論 

15.基礎華語語法學 

16.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畢業後適

任工作 

一、華語教師 

二、華語教材編輯 

三、華語多媒體製作 

四、華語教學設計 

各項收費 

（單位以

新臺幣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2 學期共計約 19,000 元。 

二、住宿費(桃園校區)：2 人房，每學期 15,000 元(含寒暑假，含網路、水費)，4 學期
共計約 60,000 元，電費及冷氣費另計。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 2,000 元，離宿時退
還。宿舍地址：333 桃園市龜山區明成街 19 號。 

三、健康檢查費約 550~1,200 元 (健檢及保險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四、考照費：華語教師證照考試，一科約臺幣 300 元，其中口語科考試約 500 元， 

    共 5 科，若 5 科全報名約 1,700 元，依個人需求報考。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其他 

一、招收性別：不限。 

二、校址(桃園校區)：333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 5 號 

三、電話：+886-2-28824564 轉 2411 或 2402 莊小姐 

四、電子信箱：oyvts@mail.mcu.edu.tw   

五、網址：http://www.mcu.edu.tw 

 

mailto:oyvts@mail.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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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中文姓名：                               申請人英文姓名： 
                        ※所有申請表件請以正楷填寫，並依序裝訂 

項次 表件名稱 保薦單位/學校審查（請勾選填寫） 駐外機構審核 注意事項 

1 檢核表 □ 已繳交 
□ 查符 

□ 未繳 

 

2 

申請表 1份 
（一式二份，保
薦單位/學校自
行留存 1份） 

□ 已繳交 
□ 查符 

□ 未繳 

1.申請人須依本期招生

學校及科別親自填寫

志願。 

2.塗改處未簽章或填寫

非本期招生學校及科

別，不予分發。 

3 切結書 1份 □ 已繳交 
□ 查符 

□ 未繳 

各欄均須確實填寫。 

4 基本資料卡 1份 □ 已繳交 
□ 查符 

□ 未繳 

各欄均須確實填寫。 

5 身分證明 

擇一繳交 

□ 已繳交公民證 

□ 已繳交護照 

□ 已繳交            

□ 查符 

□ 未繳 

1.保薦單位/學校請先

驗正本，再於影印本

核章繳交。 

2.公民證須以 A4紙將正

反面列印至同 1 頁，

切勿剪裁，以免遺失。 

6 
高二肄業以上學
歷證明 

擇一繳交 

□ 已繳交畢業證書 

□ 已繳交在學證明 

□ 已繳交離校證明 

□ 已繳交            

□ 查符 

□ 未繳 

1.保薦單位/學校請先

驗正本，再於影印本

核章繳交。 

2.各項證明書須有核發

學校校印或校長簽名

章。 

7 

有取得成績單之
最高學歷 2 個學
期成績單或國家
級考試成績之證
明 

請依成績單之年級或名稱填寫 

□ 已繳交             成績單 

□ 查符 

□ 未繳 

保薦單位/學校請先驗

正本，再於影印本核章

繳交。 

8 其他 □ 已繳交             
□ 查符 

□ 未繳 

依所附資料名稱頁數

填寫 

9 其他 □ 已繳交             
□ 查符 

□ 未繳 

依所附資料名稱頁數

填寫 

 
 

總頁數： 計         頁 
□ 查符 

（總計     頁） 

 

  保薦單位/學校核章欄 駐外機構核章欄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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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英文姓名請與所持護照
相同，並以大寫字母填寫） 

中 文  性 別  出生日期 西 元      年    月    日 

英 文  出生地  

畢業或肄業學校

名 稱 
 

在 校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僑居地
通訊處 

 

有無僑居地國籍  電 話  

□LINE 
□WeChat       
□WhatsApp 
□其他          

 E - m a i l  

在 臺 親 友 

聯 繫 資 料 

姓名： 

地址： 

電話： 

家 長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父   西元      年    月    日 

母   西元      年    月    日 

希 望 就 讀 

學 校 

科 別 

（請填寫志願代
碼及校科縮寫） 

第１志願：39□□，        

第２志願：39□□，        

第３志願：39□□，        

第４志願：39□□，        

第５志願：39□□，        

第６志願：39□□，        

第７志願：39□□，        

第８志願：39□□，        

此處貼妥二吋正 
 

面半身脫帽照片 

經詳閱第39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中各項規定均願意遵守 

申請人：                        簽名蓋章 

家  長：                              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檢 附 

證 件 

畢（肄）業證書或國家級考試文憑                    件 
居留證明                                          件 
有取得成績單之最高學歷 2個學期成績單              件 

 

駐外機構或所委
託單位對申請人 
審 查 意 見 
（請詳實填寫） 

一、 能否取得回原居留地 2年簽證或能辦妥有效簽證 12個月，期滿能自行辦理延期加簽： 

二、中文聽講能力：           

三、是否為華裔：□ 是   □ 否 

四、其他： 

保薦單位

/ 學 校 

簽 章 

保薦者： 

電話： 

傳真： 

地址： 

注 意 事 項 

一、本表各欄須以正楷詳實填寫，不得使用簡體字，粗線框內資料，申請人請勿填寫。 
二、分發後不得申請改分學校、科別。 
三、所填學歷及檢附證件，如有不實願照簡章規定退學。 
四、本申請表及附件資料報名後一律不退還，各語文版成績單及附件資料均須譯成中文，並請保薦單位/學校簽章證明後寄由各駐外機構轉寄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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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來臺參加 2020年（第 39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切結書 
 
（學生姓名）                            承（保薦單位或保薦學校全名） 
保薦來臺參加第 39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對於僑務委員會所訂各項規定，均已詳細閱讀；並願意遵守下列之規定： 

    （1）持居留簽證者，入國後須逕向居留地之內政部移民署所屬服務站辦理外僑居留證及延期事項。 

（2）在臺求學期間願依規定按期繳納費用，並負擔本人應支付之一切費用。 

（3）來臺及訓練期滿或因故離校返回僑居地旅費自備。 

（4）絕不毀損公物，否則照價賠償。 

（5）來臺後不以任何理由請求轉學、轉科、轉校。 

（6）在臺求學期間均依規定住宿學校宿舍。 

（7）具有華語聽力及會話溝通能力，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能進行聽寫。 

    （8）因故退學者須於 1週內離校，儘速辦妥出境手續返回僑居地。 

 
倘有不遵守上述規定或不接受指導時，願受僑務委員會及學校處置，自費接返僑居地，絕無反悔，特立此切結書。 

 
 

申   請   人：                                                    （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註：申請人若未滿 20歲者，家長或監護人需連帶簽章負責，若已滿 20歲者則免）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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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生基本資料卡 
注意：畫虛線方格請勿填寫          流水號： 

姓 
中 

文 
 

性 

別 

男 (M)  出生 

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女 (F)  

名 
英 

文 
 

出生

地  

 

 

代  碼  縣 

市    

僑居地 
 國 名 碼 

僑居地址  
   

最高學歷 校名： 科別： 

在臺住址 
 

本    人 
聯絡電話 

            
本    人 
電子郵件 

 

家庭狀況 父名  母名  

家長或 

監護人 
姓 

名 

 

稱 

謂 

 

職 

業 

 

住 

址 

 

電 

話 

 

在臺 

親友 

     

申請類別 

 
保薦單位/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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