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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產業實務教學型大學

本校籌設於民國 54 年秋，歷經健行工

專、技術學院，至健行科技大學，如今

已有 4 個學院、16 個學系、1 個學位學

程、10 個碩士班、2 個碩士在職專班，

擁有 1 萬 2 千多名學生。健行在綠色能

源、防災科技、資訊工程等理工領域皆

有相當傑出的研究表現；在商管領域師

資陣容堅強，產學合作均有相當成效，

辦學也獲得社會各界與家長的肯定。本

校未來將持續秉持全人教育的理念，培

養學生成為優秀人才，並朝向成為一所

精緻而有特色的科技大學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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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一

生活交通最便利
距離中壢火車站僅500公尺，步行只要約5-10
分鐘。緊鄰中壢商圈，生活機能絕佳。

理由二

就業發展最容易
位居高競爭力的科技工
業區，桃園航空城的核
心，與知名企業密切合
作交流，畢業立即就業
，未來發展不可限量。

理由五

系所特色最吸睛
綠能、防災科技、資訊
、精密機械、商管、餐
旅等領域表現傑出。擁
有綠色能源、空間資訊
與防災、網路全球衛星
定位、歐亞、非破壞檢
測等研究中心。全校支
援無線上網與E化教學
設備，專業實驗室設備
先進完善。

理由六

產學合作最務實
與知名優質廠商宏達電
子、景碩科技、欣銓科
技、宏致電子、禾伸堂
、鉅祥企業、銘鈺精密
工業、伍享工業、王品
集團、神腦、麥當勞、
必勝客、IKEA、白木屋
、安心食品、和緣餐飲
、饗賓餐旅、昇恆昌、
采盟免稅店、新竹物流
等產學合作，2010年更
獲企業愛用八大私立技
職校院之一。

理由七

國際交流最深入
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學、
阿帕拉契州立大學、中
央奧克拉荷馬大學及俄
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等
名校辦理3+2雙聯學制
、交換學生、暑期參訪
等國際交流與合作。

理由三

教學品質最卓越
多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
越大學肯定，並獲選綠
色大學示範學校及品德
教育績優學校。開設證
照輔導班、參與國際發
明展、校外競賽最績優
。

理由四

專業師資最優秀
擁有最優秀的師資群，
教學熱忱與研發實力廣
為各界肯定，助理教授
以上師資比例達82.71%
，領先全國各私立科技
大學。

理由八

獎助學金最豐厚
提供充裕獎助學金，包
括：新生入學、成績優
異、經濟弱勢扶助、體
育競技、證照檢定、校
外競賽、社團服務等，
每年提供獎助學金超過
六千萬元。

理由九

住宿環境最舒適
學生宿舍採飯店式管理
，設有閱覽室、交誼廳
、健身房、桌球室、撞
球台、籃球場、籃球機
、Wii、洗衣間、自動
販賣機等設施，更有課
輔小老師進駐，住得安
心，學得開心！

理由十

社團活動最多元
豐富多元社團活動，包
括自治、綜合、學術、
學藝、體能、康樂、服
務性社團等，各有獨立
社窩（辦公室及活動空
間、專屬電話、E-mail
及網頁空間)。

Advantages Scholarship健行優勢 獎學金
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助學金申請標準

※ 如符合以上多項獎學金申請資格，僅能擇一申請。※

備註：
1、繁星計畫、統測加權總分450分以上之新生，需每學年自行申請，入學當學期依上述標
    準，次學年起，學業及操行平均成績必須達80分以上（含）且無一科不及格，才符合
    續領資格，最高可請領4學年之獎助學金。
2、獎學金為11月發放，該時間需在學狀態始得領取獎學金。
3、當學期喪失學籍（含退學、提前畢業），取消其該學期及往後學年之領獎資格。
4、領取英文成績優異新生入學獎學金需擔任英文輔導小老師。
5、進修部頒發之各項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助學金以進修部網頁公告為主。

序號

1

2

3

4

繁星計畫

高中生申請入學

技優甄審入學

運動績優

每學年二萬元

新生入學一萬元

新生入學一萬元

新生入學五千元

8萬元

1萬元

1萬元

5千元

招生管道 獎學金 最高領取金額

序號

5

6

7

8

550分(含)以上

500分-549分

450分-499分

400分-449分

四年免學費

每學年二萬元

每學年一萬元

新生入學一萬元

約32萬元

8萬元

4萬元

1萬元

統測加權總分 獎學金 最高領取金額

序號

9

10

多益(TOEIC)430分
或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多益(TOEIC)550分
或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無

新生入學
二萬元

新生入學
二萬元

新生入學
三萬元

無

新生入學
2萬元

新生入學
2萬元

新生入學
3萬元

英語能力檢測類別
助學金

外語群畢業學生 非外語群畢業學生 外語群畢業學生 非外語群畢業學生

最高領取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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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制        碩士班 日間部 進修部

學院 系所組別     碩士班 在職專班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電
資
學
院

電子工程系     ● ●

├ 電子工程系應用資訊組 ● ●

├ 電子工程系光電應用組 ●

電機工程系     ● ● ●

├ 電機工程系綠色能源組 ●

資訊工程系     ● ● ●

├ 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 ●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

工
學
院

機械工程系     ● ● ●

├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 ●

土木工程系 ● ●

├ 土木工程系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碩士班     ●

應用空間資訊系 ●

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

管
理
學
院

工業管理系     ● ●

├ 工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 ●

├ 工業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

企業管理系     ● ● ● ● ● ●

資訊管理系     ● ● ● ● ●

├ 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 ●

餐旅管理系 ● ●

├ 餐旅管理系餐旅規劃與設計組 ●

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

├ 物業經營與管理系室內設計組 ● ●

商
學
院

國際企業經營系     ● ●

├ 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行銷企劃組 ●

├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 ●

財務金融系     ●

├ 財務金融系投資理財組 ● ●

├ 財務金融系金融管理組 ●

應用外語系 ● ●

招
生
系
所
一
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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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入學管道 運動績優

日間部 運動代表隊

所獲佳績

單獨招生
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入學 ( 四技 )

雙軌旗艦計畫（四技）

碩士班甄試入學

碩士班考試入學

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

二年制學士班申請入學（二技）

單獨招生
四年制學士班申請入學 ( 四技 )

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申請入學 ( 四技 )

二年制學士班申請入學 ( 二技 )

聯合招生
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四技）

高中生申請入學（四技）

技優甄審入學（四技、二技）

甄選入學（四技）

聯合登記分發（四技）

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入學（四技）

海外聯合招生入學（四技、二技）

大陸地區學生入學（四技、二技）

我們不僅僅在學業上追求進步，更在德、智、體、群、美五育

中，不斷成長、茁壯。尤其是在體育運動部分，本校設有籃球、棒

球、啦啦隊、排球、桌球及撞球等運動代表隊，歡迎想在運動場上

再創高峰的同學加入我們的行列。

為鼓舞這份熱血，本校設有運動績優學生獨立招生入學管道，

並提供入學獎學金五千元。每年皆招收籃球、棒球、撞球及啦啦隊

等運動績優生，若具有相關專長的同學皆可透過此管道入學。

100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公開組第 2 名

104 年全國中正盃校際籃球賽大男甲一級第一名

104 第十二屆「菁英盃」全國籃球錦標賽大專男子組亞軍

103 學年度 UBA 大專籃球聯賽男子甲二級冠軍

102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技巧大專混合組第三名

102 學年度大專啦啦隊錦標賽一般男女混合五人組第五名

103 學年度大專啦啦隊錦標賽一般男女混合五人組第三名

進修部

下一個上場的，就是你！

網羅優秀人才

HBL 高中籃球聯賽
兩屆 MVP 球員
101 學年度 黃泓瀚
102 學年度 簡祐哲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電
資
學
院

電子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應用資訊組
├電子工程系光電應用組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綠色能源組
資訊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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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 ( 近五年就業率達 96%)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EL : (03)4581196 分機 51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etuch/

美好生活盡在電子

數位電子甲級考場 
( 全國唯一 )

特色：積體電路設計、電子元件測試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電腦的發明、智慧型手機 / 穿戴電子裝置

的演化，創造了人類更好的生活，半導體產業、LED 產業創造了

台灣的經濟奇蹟，想要了解未來的產業趨勢嗎？健行電子系帶你

進入全球 (ICT) 的供應鏈體系，一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參加 2014 第 19 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榮獲 IBM 智慧好生活創新應用組 第一名 

與全球第三大頻率元件供應商台灣晶技公司合作數位電子甲級考場環境

2014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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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應用資訊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ection of Informational Application
物聯網科技創造新奇蹟

銀髮族照護 - 校外參訪 全國唯一：液晶螢幕與行動裝置檢修班

2013 亞洲創新大賽 一等獎

本系自行開發設計之 16 旋翼直升機 

特色：智慧電子應用、銀髮族照護
你想了解近來科技界最火紅的物聯網技術嗎？健行電子應用資訊

組帶你進入物聯網新世界，從創造智慧城市、享受智慧生活到協

助銀髮族照護，手機與網路創造生命中無限可能，歡迎你在新科

技起飛的當下，一同加入我們的行列，再創台灣另一個經濟奇蹟。

TEL : (03)4581196 分機 51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etuch/

( 近五年就業率達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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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光電應用組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ection of photoelectricity Application
光明未來，靠你打造

科技農夫 - 
LED 植物箱

光電半導體實驗室

LED 智慧照明

學生暑期校外實習與老師訪視

特色：LED 植物工廠、LED 智慧照明
●全球光電產業在邁入 21 世紀後如同光與電般的發展速度，不

但產值超越晶圓代工產業。單就台灣的光電產值已經超過兩兆台

幣，占台灣 GDP 的六分之一以上。

●本系光電應用組除了帶你進入 LED 產業外，也培訓你太陽光

電、螢幕顯示科技、植物工廠以及生醫量測技術，讓你選擇光電，

前途無限。

TEL : (03)4581196 分機 51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etuch/

( 近五年就業率達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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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電力無限、機情豪邁   

遠高於 25K 的電機專業技能
電機工程系訓練您室內配線、空調工程、自動化控制、3C 與最前

瞻的智慧家庭物聯網等專業技能，幫您鋪設美好的未來。

畢業即可就業
1. 可五年同時取得大學及碩士學位，提早進入高階職場。

2. 獎助學生每人 5 萬元到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暑期遊學，擴展

國視野。

3. 禾伸堂、華城電機、聯發電機、有成精密、英懋達等眾多合作

廠商，校外實習機會充分，畢業立即順利就業。

獨特專業的場地與設備
全國大學唯一同時擁有「太陽光電設置乙級」、「室內配線乙

級」、「電力電子乙級」等檢定考場，還有太陽能模組封裝、風

力發電、燃料電池測試、衛星通訊與微波、感測與智慧控制、可

程式控制、嵌入式系統與物聯網應用開發等專業級設備，連國外

大學與企業人士也前來利用本系設備進行專業訓練。

廣闊的畢業出路
畢業後可繼續升學，或直接進入職場擔任電機 / 冷凍空調工程師、

PLC/ 自動控制工程師、水電專業技師、PCB-Layout/ 半導體製程

工程師、通訊工程師、太陽能 / 風力發電工程師、燃料電池 / 綠

色產品工程師等，畢業出路寬廣。眾多的業界傑出校友與充沛的

企業人脈，他們期待您的加入！

遊學團參訪太空人訓練中心 莫斯科大學主大樓

衛星天線

乙級配線考場

TEL : (03)4581196 分機 5301       網址 : http://www.ee.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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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綠色能源組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reen Energy Group

最前瞻的綠能與節能技術
綠色能源組培訓您太陽光電發電、風力發電、燃料電池儲能、電

動車、綠色照明、儲能與節能技術，未來世界的能源就全看您了！

畢業即可就業
1. 可五年同時取得大學及碩士學位，提早進入高階職場。

2. 獎助學生每人 5 萬元到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暑期遊學，擴展

國視野。

3.新日光能源、有成精密、太極能源、華城電機等眾多合作廠商，

校外實習機會充分，畢業立即順利就業。

專業證照場地與設備
全國大學唯一同時擁有「太陽光電設置乙級」與「室內配線乙級」

檢定考場，培訓學生取得領先的職場競爭力。更有太陽能模組封

裝、風力發電、燃料電池測試、衛星通訊與微波等專業級設備，

連國外大學與企業人士都爭相前來利用本系設備進行專業訓練。

廣闊的畢業出路
畢業後可繼續升學，或直接進入職場擔任電機 / 冷凍空調工程師、

PLC/ 自動控制工程師、水電專業技師、PCB-Layout/ 半導體製程

工程師、通訊工程師、太陽能 / 風力發電工程師、燃料電池 / 綠

色產品工程師等，畢業出路寬廣。眾多的業界傑出校友與充沛的

企業人脈，他們期待您的加入！

電力無限、機情豪邁   

ASU 來台研習

太陽能競賽車

太陽光電檢定考場綠能發電系統

遊學參訪米爾太空站

TEL : (03)4581196 分機 5301       網址 : http://www.ee.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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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發展特色
發展智慧型行動校園，以物聯網雲端應用發展系統 - 無線感測網

路，配合雲端物聯網系統開發實作，由智慧型裝置進行 App 情境

實務操作與智慧家庭應用開發實作，讓學生有機會具體應用智慧

生活領域專業知識於真實生活中，結合資通訊技術與雲端平台應

用於智慧家庭。

我們的強大武力
智慧行動校園、雲端物聯網、虛擬實境、C/C++ 視窗程式設計、

Javascript、智慧型機器人、手機 / 平板程式設計、網路程式設計、

影像處理、Linux 系統管理、專利申請、嵌入式系統、Apple app 

開發平台、Android app 開發平台。

我們有這麼多黃金證照
Redhat RHCSA/RHCE、Cisco CCNA/CCNP、EC-Council CEH、

Adobe ACA、Microsoft MCP/MCSD、vmware VCP、CompTIA 

Security+、勞委會證照

我們的教師群能力強專業夠，證照超多，
不是嘴上說說！

設置多種考場，原場考照，
讓你比別人早一步拿到！

讓你築夢踏實：台灣科技大學、中央大學、東華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
神通資訊、禾伸堂、中華電信、日月光集團、中山科
學研究院
資訊科技包山包海，
各行各業都搶著要資訊人才！

想升學想就業，超過千人的畢業系友，

在全國各地等你加入他們！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智慧生活王

紐倫堡發明金牌
安碁資訊產學合作簽約 -

無償使用雲端設備

副總統接見 上：教育部辦競賽第一、二名
下：智慧型機器人競賽第一名

TEL : (03)4581196 分機 7701       網址 : http://www.csie.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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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發展特色
網路與資訊安全核心技術為主，培養資訊安全、網路通訊與安全

專家，理論與實務並重，輔導學生考取 RHCSA、RHCE、ECSS、

CEH、CCNA、CCNP 等國際前十大熱門證照，保證讓你學到最新

實務技術。別校學不到的獨家秘技，想學什麼這裡都有！

我們的強大武力
Cisco 網路設備、防火牆、入侵防禦系統、第三層交換器、Cisco 

CCNA/CCNP 考照教室、內部威脅感知與動態沙箱探勘分析伺服

器、Web 應用程式滲透測試伺服器、駭客攻防、滲透測試集成軟

體。

你能學到的獨門秘技
白帽駭客—滲透測試專業技術，僅此一家別無分號。超過 30 個

專任教師嘔心瀝血，規劃出實務課程讓你從做中學！我們培養你

的能力，你來解決別人的問題。

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
Network Technology Program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白帽客玩家 

實習企業練功場所
趨勢科技、鴻佰科技 ( 富士康集團 )、晶心科技、精誠資訊、

力浦電子、威播科技、全景軟體、台全電機、榮創能源、

乒乓話網、台興電子、亞特企業、霐道、友仁、欣領航科技、

華冠資訊等。

四技學生最多的系，帥哥美女超多，

超過千人的在學生，等你共襄盛舉！

趨勢科技實習

思科網路專業設備

紅帽大賽亞洲區第三名

趨勢科技產學合作簽約 -

巨資「雲 - 端」資安聯防產學計畫

TEL : (03)4581196 分機 7701       網址 : http://www.csie.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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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Design
創意 遊戲 多媒體
動畫 影視 APP

三大主軸課程規劃
培養創意思維發想、著重觀念養成、兼顧藝術性和實務性

●電腦動畫設計：2D/3D動畫製作；美術描繪；基礎設計；視覺設計；

3D 模型製作；3D 電腦繪圖軟體實務運用。

●數位影音製作：微電影製作；編劇規劃；前期製作；特效製作；

材質、燈光和合成製作；後期剪輯；音效與配樂。

●互動多媒體設計：互動式網頁設計；多媒體設計；虛擬實境；

3D 全息投影；iOS App 開發；Android App 開發；遊戲設計。

專業設備
硬體設備

虛擬攝影棚 / 數位匯流影音錄影系統 / 冷光燈組 / 4K 攝影機組

/ 現場合成顯示器 / 專業攝影機組 / iOS App 開發平台 / Android 

App 開發平台

軟體設備

Adobe Production Premium CS6 / Autodesk MAYA / Autodesk MAX 

/ Corel Painter / 互動設計軟體  

專業師資
系成員共三位副教授、三位助理教授、兩位講師，專長分跨多媒

體設計、動畫製作、微電影拍攝、平面設計、音樂製作、遊戲設

計、互動式遊戲程式設計等多方領域。

獲獎無數的師資團隊
● 2015 年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開徵選標章 (LOGO) 競賽第一名

● 2014 年第一屆 KIE 高雄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 2014 年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銀牌獎

● 2013 年烏克蘭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 2012 年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 2011 年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 2010 年指導學生第九屆首都盃台灣區音樂比賽鋼琴類 冠軍、亞

軍和殿軍

● 2009 年指導學生第八屆首都盃台灣區音樂比賽鋼琴類爵士 G3

組、演奏 9J 組與四首聯彈三項冠軍

職涯展望
影片拍攝人員、剪輯師、特效合成設計師、編曲音效人員、多媒

體設師、動畫設計師、電腦繪圖設計師、遊戲企劃人員、美術設

計師、展覽展示設計師、數位藝術設計師、空間裝置藝術師、網

站程式設計師。

TEL : (03)4581196 分機 59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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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機械有創造力嗎 ?
百分之九十九的發明，需要機械來完成；想就業，來健行機械！

想發明，進健行機械！

健行機械可以幫你什麼 ?
1. 以完善的課程規劃及優良的師資品質，讓你成為優秀的機械工

程師

2. 以先進的軟體，讓你成為頂尖的設計人才

3. 以先進的設備，培養你成為廠商搶破頭的專業技術人士

4. 以良好的業界關係，讓你就業無往不利

師資
專業教師 33 位，含教授 8 位、副教授 12 位、助理教授 4 位、講

師 9 位。

機械工程系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洞燭”機”先，無”械”可擊

TEL : (03)4581196 分機 5500-1       網址 : http://www.me.uch.edu.tw/

課程規劃
分為「光機電整合」、「模具工程」、「機械設計」與車輛工程

四大方向，以培養學生具機械專業領域核心能力。

教學特色
1. 以培養具備機械設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實務能力的機

械專業技術人才為學生學習成就目標。

2. 透過實用又彈性的課程規劃，讓學生受企業所歡迎，並迅速建

立研發的能力。

3. 本系科技部、專案、產學等研究計畫，在全國技職院校機械系

中名列前茅。

畢業發展
精密機械、半導體產業、機電整合技術、CAD/CAM/CAE、車輛製

造與維修、設計製造及自動化工程等相關行業。



3231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學機械有創造力嗎 ?
百分之九十九的發明，需要機械來完成；想就業，來健行機械！

想發明，進健行機械！

健行機械車輛組可以幫你什麼 ?
1. 以完善的課程規劃及優良的師資品質，讓你成為優秀的車輛工

程師

2. 以先進的軟體，讓你成為頂尖的設計人才

3. 以先進的設備，培養你成為廠商搶破頭的專業技術人士

4. 以良好的業界關係，讓你就業無往不利

師資
專業教師 33 位，含教授 8 位、副教授 12 位、助理教授 4 位、講

師 9 位。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ection of Vehicle
洞燭”機”先，無”械”可擊

TEL : (03)4581196 分機 5500-1       網址 : http://www.me.uch.edu.tw/

課程規劃
分為「電動車技術」、「機電整合」、「車輛設計」等三大方向，

以培養學生具車輛專業領域核心能力。

教學特色
1. 以培養具備電動車輛設計、分析、測試、操作及維修實務能力

的機械專業技術人才，為學生學習的成就目標。

2. 透過實用又彈性的課程規劃，讓學生受企業所歡迎，並迅速建

立研發的能力。

3. 本系科技部、專案、產學等研究計畫，在全國技職院校機械系

中名列前茅。

畢業發展
電動車技術、車輛設計、機電整合技術、機械設計、車輛製造與

維修、自動化工程等相關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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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系 ( 暨空間資訊與防災科技碩士班 )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Institute of
Geomatics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Technology 

教學特色
1. 以專業軟體製作 3D 模型輔助教學，清晰易懂

2. 學生親自動手操作軟硬體設備，就業競爭力強

3. 安排校外暑期實習及學期實習，增進實務經驗

4. 學生參與產學計畫案，學習最新專業技術

課程特色
1. 培養建築資訊 (BIM) 及非破壞檢測 (NTD) 技術人才

2. 培養綠建築與防災科技管理人材

3. 長期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及公職人員考試

4. 從規劃設計施工到營運管理維護一系列完善課程

5.4+1 直升研究所，5 年即可拿到大學及碩士學位

教學設備
1. 最新型 ( 百萬元以上 )3D 檢測儀器及實驗室設備

2. 最新版 20 類以上土木建築規劃設計與施工管理 ( 虛擬實境 )

專業軟體

3. 具有 55 套獨立顯示卡的 3D 繪圖電腦教室

畢業即就業
1.30 餘家廠商提供校外實習，畢業後馬上就業

2. 工作機會多，轉換工作容易

3. 營造業待遇高，生活有保障

快樂技能學習，未來生活更有保障

非破壞性檢測與分析
橋樑檢測與安全評估
減災、應變與復原
電腦在土木工程之應用
生態工程 水土保持
結構補強與維修
綠建築分析與評估
綠建築實務
工程污染防治
施工安全

鋪面工程 環境工程
營建管理 建築施工
基礎工程 工程估價
水土保持 施工安全
施工安全 工程污染防治
深開挖與基礎施工
鋼結構設計施工
鋼筋混凝土施工
混凝土與模板工程

空間分析與設計
結構系統分析與設計
裝修工程實務與設計
電腦在建物設計之應用
電腦在結構工程之應用
鋼筋混凝土設計
鋼結構設計
環境分析
創意工程
人體工學

3D空間規劃設計 工程施工管理 綠建築與防災管理

3D模型繪製技術與實作 結構力學分析與應用
動畫製作技術與應用 營建材料特性分析與應用
2D&3D測繪技術與應用 工程統計分析與應用
BIM建築資訊模型系統應用 進度管制分析與應用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風險分析與管理應用

TEL : (03)4581196 分機 5701       網址 : http://120.124.185.249/joomla

土木工程系生涯規畫進路圖

土木工程系 工程設計公司營造廠

營建技術人員
土木工程師
測量技術員
設計工程師

技士
測量員
技正、技佐

高職大專院校
教師研究人員

工程產物保險人員
營繕工程師
空間設計師
設施管理維護人員

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
高普考、特考

碩博士教育學程

非土木營建之公司企業

就業

升學

國內外研究所本系空間
與防災科技研究碩士班



3635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應用空間資訊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Geomatics

學習內容與發展

天空無人機 地面 3D 掃瞄儀

3D 建模新趨勢 資電應用新篇章

天與地的整合 土地測繪再進化

汽飛導航我在行 無人飛機任我行

應用空間資料的數位多媒體應用

與詮華國土測繪公司產學合作 - 三維擬真建模技術

●課堂學習基本軟體操作

●校外實習深化技術

●公司提供課餘專業工讀

與三維資訊技術及鴻圖公司產學合作 - 建物資訊塑模技術

●專題製作發展技術

●公司委託專題製作案件

課程規劃及教學特色

畢業即可就業

●測量公司、政府公職等空間測繪就業起薪多在 NT30,000 元。

●空間產品服務、行動定位服務、資訊系統測試、多媒體文創等

數位應用的就業多元有趣。

●服務國家與社會發展必須的空間資訊中小企業。

●工作環境內外兼具，任君選擇。

與生活結合的學習應用
全國科大首創科系 ( 成立於民國 96 年 )

TEL : (03)4581196 分機 7201       

網址 : http://aps2.uch.edu.tw/acade_search/ag/index.html  

Line ID : mikeyhuang

空間測繪 整合技術 數位應用

多媒體展示與應用

測量製圖技術

衛星定位系統與應用

地理資訊系統與應用

衛星影像資料處理與應用

創意空間設計與資訊服務

行動定位服務與應用

多媒體展示與應用

無人機應用技術

APP 應用設計

3D 繪圖技術與應用

空間資料庫建置與應用

空間資訊軟體操作與應用

移動測繪車

完整無人機隊及 UAV 空拍應用課程
提供看見台灣彩繪台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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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Program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學什麼
綠色能源 - 太陽能電池

電動車的電力 - 可充電的鋰電池

先進航太汽車的材料 - 鋁鎂合金材料

創意的產品 - 電腦設計與製造

3D 列印技術的核心材料 -ABS 材料 

學位學程 = 學系

滿足您對材料製造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的需求

見證奇蹟的實驗室
綠能材料實驗室

各種電池材料 - 製造與檢測設備

熱處理實驗室

航太汽車材料的製造 - 熱處理設備

電腦輔助設計製造實驗室

創意產品製造 - 各種電腦設計軟體及 3D 印表機

現有實習單位
與本學程有長期合作關係的企業如下 :

敬鵬工業有限公司、高力熱處理工業有限公司及鉅祥企業有限公

司等上市公司，台全電機有限公司、侑和利有限公司、鉞泰精密

有限公司、周圓有限公司、登業有限公司、艾得有限公司、聯成

金屬有限公司、連鴻有限公司、伍虹企業有限公司、雄崎有限公

司、逢開有限公司等。

畢業去哪裡？
最具潛力的太陽能電池、鋰電池公司在歡迎您加入

您可以到汽車零組件廠一展長才

各製造業的設計部門能提供您發揮創意的空間

培養綠色產業的跨領域人才

TEL : (03)4581196 分機 5550-1       網址 : http://120.124.185.249/coe/mmt/

薄膜濺鍍機 太陽能電池檢測器 真空熱處理爐

鋰電池與太陽能電池

鋰電池組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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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Service Management Division

工業管理系 - 服務管理組簡介
工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培養具工業管理背景的服務管理人才，工

科同學想轉管理，商科同學想當店長，歡迎加入工管系行列。工

業管理師就是產業現場管理師，從作業流程切入，學習各種管理

技術與手法，是替產業找出問題，解決問題，幫助產業節省成本、

創造利潤的魔法師。

工業管理系學什麼？
服務管理：服務業管理者

企業電子化管理：電子化工程師

工業管理核心課程

生產與作業管理：產業的醫生

品質技術及管理：產業的把關者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工安全的守護者

健行工管榮譽榜
榮獲教育部 99 年度科大評鑑一等，102 學年度新設碩士班，101

年起累積獲得國際發明展 10 金、7 銀、3 銅、1 項大會發明人特

別獎，連續三年 (2013、2014、2015) 入選教育部「技專校院最

新研發成果發表會」( 全國僅八件 )

畢業發展去哪裡？
生產管理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45,000 元 / 每個人有 3.7 個工作機會

品保／品管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39,000 元 / 每個人有 8.5 個工作機會

環境安全衛生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41,000 元 / 每個人有 3.1 個工作機會

門市營業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30,000 元 / 每個人有 5.8 個工作機會

MIS ／網管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44,000 元 / 每個人有 2.8 個工作機會

                          資料來源：104 人力銀行薪資情報 (104/10/1)

廠長及店長的搖籃，
培養結合工程、管理、門市服務的跨界人才

TEL : (03)4581196 分機 610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new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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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IT Applications Division

工業管理系 - 資訊應用組簡介
工業管理系資訊應用組培養具工業管理背景的資訊應用人才，工

科同學想轉管理，商科同學想當店長，歡迎加入工管系行列。工

業管理師就是產業現場管理師，從作業流程切入，學習各種管理

技術與手法，是替產業找出問題，解決問題，幫助產業節省成本、

創造利潤的魔法師。

工業管理系學什麼？
企業電子化管理：電子化工程師

服務管理：服務業管理者

工業管理核心課程

生產與作業管理：產業的醫生

品質技術及管理：產業的把關者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工安全的守護者

健行工管榮譽榜
榮獲教育部 99 年度科大評鑑一等，102 學年度新設碩士班，101

年起累積獲得國際發明展 10 金、7 銀、3 銅、1 項大會發明人特

別獎，連續三年 (2013、2014、2015) 入選教育部「技專校院最

新研發成果發表會」( 全國僅八件 )

畢業發展去哪裡？
生產管理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45,000 元 / 每個人有 3.7 個工作機會

品保／品管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39,000 元 / 每個人有 8.5 個工作機會

環境安全衛生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41,000 元 / 每個人有 3.1 個工作機會

門市營業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30,000 元 / 每個人有 5.8 個工作機會

MIS ／網管類人員

平均月薪 NT $44,000 元 / 每個人有 2.8 個工作機會

                          資料來源：104 人力銀行薪資情報 (104/10/1)

廠長及店長的搖籃，
培養結合工程、管理、門市服務的跨界人才

TEL : (03)4581196 分機 610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new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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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系上特色
本系榮獲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一等

目前有 24 位教師，具博士級專業教師共 21 位，具實務經驗者共

23 位。

企業管理系就是商業與管理兩學院的不分系

大三前先修讀商業與管理的基礎課程，讓您可以有更多時間與彈

性，進行自我探索，確定個人志趣之後，再慎重選擇未來就業的

專業課程，避免將來所學非所用。

課程特色

想成為具創業思維、團隊合作與實務文化之公、民營企業管理人

才嗎 ?

想進入六大新興產業與取得十大熱門證照嗎 ?

本系課程的規劃完全以學生就業所需要的技能需求為導向。

企管系可以學到甚麼 ?
各門各派的管理秘笈，一般公、民營企業包括六大新興產業所需

要的管理技能及十大熱門證照。

六大新興產業 :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醫

療照護、文化創意。

十大熱門證照 : 國際專案管理、門市服務、國貿業務、商務企劃

能力、會計記帳士等。

企業管理系：商管學院的不分系

TEL : (03)4581196 分機 71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ba/ 

學成後做甚麼 ?
◆微型創業、蘇活族 (SOHO)- 小資本創業人才、個人工作

室與家庭工作室等

◆客戶關係成功 “百倍”- 服務業與製造業服務部門的營

業與行銷人才

◆全方位的企業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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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管理系發展特色 
（1）推動實務課程：推動資料庫管理、程式設計及企業電子化

等三個學程，並結合資管相關證照的考取。

（2）強化師資陣容 : 本系師資具博士學位占 94%，由國內外資

訊管理、資訊工程及企業管理等領域組成。

（3）發展重點實驗室：成立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

際認證考場及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ITE) 考場，發展專業級實

驗室。

（4）培育專業人才：學生畢業可擔任電腦與網路管理人員、ERP

工程師、程式設計師、系統分析師、資料庫管理師、資訊

管理顧問、專案經理等人才。

跨足的領域 
Flash 動畫設計、數位影像多媒體設計、多媒體網頁設計、資訊

安全、Java 程式設計、Linux 系統建置與管理、網路應用與服務

整合、生產管理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劃、顧客關係管理、會計

資訊系統、網路安全與管理、網路通訊、資料庫管理、App 開發

平台。

資訊管理證照 
Adobe ACA(Flash、Photoshop、Dreamweaver)、EC-Council 

Security、ITE(Information Techology Expert)、SCJP (Sun Certified 

Java Programmer) SunJava、EEC-EEAE(ERP 生管模組、ERP 財務模

組、ERP 配銷模組、CRM 軟體應用、生管製造模組、財務模組、

配銷模組 )、BI 軟體應用師。

我們有專業熱忱的教師群、設備完整的專業教室、符合需求的黃

金證照。設有多種國際證照考場，原場考照，讓你比別人更有優

勢！

完善的實習制度
宏達電(HTC)、中華電信、巨匠電腦、燦坤、鼎新電腦、宏致電子、

中華僑泰物流、亞特企業社、戰國策集團、英特艾倫、大昌華嘉

公司、愛點科技公司、榮創能源科技，多個實習機會讓你選擇！

I (Information) M (Management) the Best 

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
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得獎

企業實習：鼎新電腦企業實習：宏達電 (HTC)Flash 動畫製作網頁架設與網頁設計

第 20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
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得獎

TEL : (03)4581196 分機 73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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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ection of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發展特色 
「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著重於「應用」，在課程規劃上減

少商業理論（例如：會計、經濟、統計）與程式設計的課程，著

重在使用多媒體素材於網頁設計、動畫設計、影片拍攝與剪輯，

並達到有效行銷之目的！

培養文武雙全的人才 
本組課程重視多媒體「文」與「武」能力之培養。「文」功課程，

例如：設計概論、創意腳本設計、廣告設計，「武」功課程，例如：

多媒體網頁設計、動畫設計、數位影像處理、數位攝影等課程，

以培養文武雙全之多媒體設計與應用人才！

與國際就業市場接軌 
推行國際化證照，輔導學生成為國際化多媒體人才。具有桃園地

區最完整輔導 Adobe ACA 系列國際證照的經驗、成果與歷史！推

行之證照包含多媒體網頁設計、動畫設計、數位影像處理、向量

繪圖與數位影片剪輯等。

快樂學習、創意發想

專業級教學設備 
專業設備包含攝影棚配備：虛擬藍幕背景、懸吊式 / 立式冷光燈

具、高階攝影機、主控台、化妝台、監聽耳機 / 喇叭、聲控、數

位串流影音錄影軟體、現場合成顯示電視與活動架、三色電動背

景組、高階相機、大光圈定焦鏡、變焦鏡、閃光棚燈組、各式無

影罩與控光設備、商品攝影台、商品擺設區。

數位後製區 
60 台學生端桌上型電腦桌椅組、1 台教師端桌上型電腦桌椅組、

投影機與電動布幕、廣播教學系統、無線麥克風組。

攝錄影設備 
單眼相機 10 台、手持式 FHD 錄影機 15 台等可供學生外借，專

業設備每年仍在擴增中，讓學生擁有優質的學習與專題實作環

境！

攝影棚

攝影棚開拍實況

商業攝影作品 人像攝影

學生專題討論

學生動畫作品

TEL : (03)4581196 分機 73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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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就業創業魔法師：行銷、店長、物流通的搖籃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什麼 ?
想瞭解現在最新的微電影行銷嗎 ? 

想瞭解如何用網路、FB、line 來行銷嗎 ? 

想瞭解行銷最根本的企劃書如何寫得精彩又有趣嗎 ? 

想瞭解連鎖商店與電子商務的最大神通之處嗎 ?

想瞭解智慧物流最新的趨勢嗎 ? 

本系通通滿足您的需求 ! 進了行銷門，成了行銷通 ! 

創造魔法實驗室
行銷企劃實驗室

擁有最夯最酷的攝影棚，提供各式創意點子，最佳主角就是你 !

智慧商車實驗室

最新最炫的電子導航系統、電子地圖都在這裡，等著你來探索 !

創意與創新實驗室

最有趣最好玩的點子與創意都在這裡 !

你就是下一個點子發明王 !

畢業去哪裡 ?
我們在最頂尖的數位多媒體行銷公司等著您 !

我們在最出色的傳播行銷公關公司等著您 !

全國最大的物流公司都有我們的蹤跡 !

全國最知名的連鎖商店都是我們的活動範圍 !

最棒的是，你可以選擇自己當老闆 !
一手掌握最新的行銷流通的資訊 !

「活潑創意、認真負責」

是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的職場代名詞 !

我的未來，由我作主 ! 你還在等什麼 ?!

招生群組
商管群、設計群、餐旅群，歡迎同學們加入 !

行銷世界  流通四海

TEL : (03)4581196 分機 75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MDM/

Line ID : d887801

桃園國際機場昇恆昌實習 采盟免稅店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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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想要熟練地為客人煮上一杯創意拉花的拿鐵嗎 ? 

想要成為品味各種飲品的高手，調製出夢幻般的雞尾酒嗎？

想要成為實踐夢想的世界冠軍、創新不斷的廚藝大師嗎？

想要用專業的口條和技術，介紹美食或規劃宴席嗎 ?

還是想要擁有美姿美儀，用流暢的英日語，在五星級飯店接待

國際觀光客 ?

餐旅管理系將會是您最佳的選擇，
因為健行可以讓您有機會 : 
■考取「英國國際咖啡調配師」和「日本泡盛品酒師」證照

■加入中餐 / 西餐 / 烘焙 / 飲料選手訓練班

■製作餐點、點心，調製飲料，經營校內智慧餐廳及烘焙坊

■穿上筆挺的飯店制服，在五星級飯店接受完整的實習訓練

■接受外師訓練，飛向日本、法國、新加坡的大飯店實習

餐飲製備．餐旅服務．微型創業

Ｑ : 健行餐旅還有什麼不能錯過 ?
■有全國設備最新的餐旅教學大樓，105 年正式啟用。

■有全國設備最新的專業教室 : 中廚、西廚、烘焙、飲務、烘豆、

品茶、餐服、巧克力，設備俱全，讓您餐旅實務技能所向無敵

■有北區唯一「國際咖啡師」考場，讓您有機會取得國際證照

■還有獨步全國的「智慧餐廳」，讓您操作最潮的 APP 餐旅

招生群類
餐旅群、商管群、英語群，歡迎圈選   餐旅管理系 

飛向日本，實踐海外體驗的夢想 客房實習，以實務經驗，豐富學理 小小烘焙師的蛋糕作品 穿上筆挺的系制服，學習美姿美儀

TEL : (03)4581196 分機 6601       網址 : http://www.hm.uch.edu.tw

FB : UCH HM 健行科大



5655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餐旅管理系餐旅規劃與設計組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ection of Hospitality Planning and Design

「餐旅規劃與設計組」課程規劃
①餐旅技能                                                          

   中餐、西餐、烘焙、飲料、餐旅服務

②產品規劃

   菜單規劃、器皿設計、餐旅活動規劃、婚宴設計

③智慧餐旅

   餐旅資訊系統、餐旅電子商務、APP 創意設計

④創新設計

   創新發明手法、規劃設計能力

⑤微型創業

   餐旅商品之規劃能力、資訊與設計之創新能力

我們讓您擁有多元化的就業方向
■餐飲製備、餐旅服務及管理階層人員

■飯店資訊管理人員、公關業務企劃人員

■旅館．餐廳規劃設計人員

■餐具開發設計人員

■餐旅業網頁．文宣設計人員

■餐旅活動企劃人員

■餐旅創業人才

招生群類
資電群、設計群、家政群、日語群，

歡迎圈選   餐旅管理系餐旅規劃與設計組

TEL : (03)4581196 分機 6601       網址 : http://www.hm.uch.edu.tw

FB : UCH HM 健行科大

▼傳授日本銀髮族
   製作鳳梨酥

學生赴日本沖繩
海外實習

咖啡實務操作3D 列印冰淇淋

▲客房實習

▼「琉球泡盛學講座」
      學習品酒技巧

最新趨勢：餐旅＋ APP ＋設計→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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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你想了解現今最夯的智慧型建物是什麼？

你想學習如何經營與管理 101 大樓？

你想學習如何創造不動產價值？

快來加入健行物業的行列！

我們不只專業 更樂於實現你的夢想！

課程規劃
智慧型建物管理、物業生活服務、物業服務管理、

物業資產管理、不動產估價、不動產投資、土地開發

來到健行 - 夢想起點   健行物業 - 活力四射

來到健行 - 夢想起點   健行物業 - 活力四射

TEL : (03)4581196 分機 5750-1    網址 : http://aps2.uch.edu.tw/acade_search/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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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經營與管理系室內設計組
Depart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Section of Interior Design

要實現夢想空間

要揮灑創意活力

就來健行物業 室內設計組

只怕你不敢挑戰

因為我們不只敢夢 更敢挑戰 敢實現

課程規劃
智慧系統、綠建材、室內風格設計、家飾設計、2D、3D 課程

從理論到實務，從美學到創意風格大爆發，全都涵蓋在內

來到健行 - 夢想起點   健行物業 - 活力四射

TEL : (03)4581196 分機 5750-1    網址 : http://aps2.uch.edu.tw/acade_search/PM/

來到健行 - 夢想起點   物業室設 - 活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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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經營系航空服務與行銷企劃組
國際企業經營系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財務金融系投資理財組
財務金融系金融管理組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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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經營系
航空服務與行銷企劃組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ction of Aviation Services and Marketing Planning

展翅起航
結合商管與航空服務專業師資，將「航

空客運」、「航空貨運」、「行銷企劃」

與「場站管理」結合，培養航空業所

需，具國際觀之客貨運服務、場站物

流、會展經營與行銷企劃專業人才。

航空服務人才課程規劃
本組由課程規劃出「345 學習課程」，

包括「3 個學程、4 項專業與 5 種就業

選項」；其中「航空客運與客艙服務

學程」及「航空貨運與場站管理學程」

乃針對飛航管制、客艙服務、航務管理、場站經營與物流管理等

五項專業，訓練航空業（包括航空公司、航空站及貨運物流業者）

所需之客艙組員（空服員），以及飛航管制員、運務、訂位、票

務、關務及行政等地勤人員。「行銷企劃與會展經營學程」則訓

練航空站與航空公司所需之行銷企劃，以及會展經營管理人才；

透過系統化之專業課程規劃，配合證照輔導（如：航空網路訂位

系統檢定）、英語課程（如：航空英文、TOEIC訓練）及校外實習，

本組畢業之學生將是最能切合廠商需求之航空服務專業人才。

齊全軟硬體設備
◆本系位於商學館三、

四樓，目前共建置了

六間專業教室，其中

國際企業經營專業教

室、品牌情境教室、

國際金融服務教室及

游藝專題教室，皆配

備全新之 3C 電腦教學設備；此外，國際會議室及產學專案研

討室則適用於專題討論及小組教學。105 學年度起，本系更將

編列新預算，籌建「客艙服務模擬教室」，改建國際金融服務

教室為「國際航空服務教室」，以應本組專業科目教學之用。

◆各 3C 專業教室皆配備豐富之教學軟體系統，包括電子商務及

顧客關係管理 (CRM)、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休旅知識庫管理

系、談判策略教學遊戲套件、組織團隊分析教學遊戲套件以及

自我探索與分析遊戲套件，充份配合實務教學需求。105 學年

度起，更將添置航空訂位模擬系統，為本組證照測驗教學輔助

之用。

實習就業管道
本系為安排同學之校外實習機會，除國內外知名航空公司之外，

尚爭取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航空城公司以及為數眾多之航空貨運

業者，提供包括航空訂位、票務、機場運務、公司企劃部、貨物

承攬部、國際倉儲及物流、進出口貿易及報關業務…等實習機會。

努力銜接實習與就業之路程，讓學生能與航空實務工作無縫接

軌，為本系無可旁貸之責。

展翅起航 TEL : (03)4581196 分機 63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I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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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經營系
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ction of Tourism Marketing and Leisure Management

與您遨遊
本系結合商管與觀光休閒專長師資，將

「觀光 ( 旅遊 )」、「休閒遊憩」與「管

理」相結合，有系統地培育經營觀光休

閒事業專業管理人才。

觀光管理人才課程規劃
本組課程規劃重點包括「旅遊管理」與

「休閒遊憩管理」兩項專業領域；旅遊

管理之課程設計宗旨，在使學習者瞭解旅遊及休閒活動之本質、

攸關之服務與效益，訓練學生如何深入了解目的地之意象、吸引

力與客戶之偏好，藉以進行精緻、差異化之旅遊規劃。

休閒遊憩管理之課程旨在培養學生規劃、組織與行銷企劃能力，

俾能根據休閒遊憩景點之特色，開發、創新具吸引力之娛樂情境、

旅遊活動或方案，並提供精闢的旅遊導覽解說。

本組提供之證照輔導課程，包括針對華語及外語領隊、導遊資

格測驗、會展專業人員認證、航空訂位系統檢定，以及其他如

AH&LA、HACCP、City & Guilds、TQC、LCCI…等機構舉辦之觀光、

休閒與行銷專業認證之輔導，均能與實務及職場需求相契合。

齊全軟硬體設備
◆本系位於商學館三、四樓，目前共建置了六間專業教室，其中

國際企業經營專業教室、品牌情境教室及游藝專題教室，皆配

備全新之 3C 電腦教學設備，特別適合數位化與互動教學之科

目；此外，國際會議室及產學專案研討室則適用於專題討論及

小組教學。

◆各 3C 專業教室皆配備豐富之教學軟體系統，包括電子商務及

顧客關係管理 (CRM)、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休旅知識庫管理

系、談判策略教學遊戲套件、組織團隊分析教學遊戲套件以及

自我探索與分析遊戲套件，能充份配合觀光休閒實務科目教學

之需。

實習就業管道
本系已與旅遊公會、國內多家休閒遊憩事業及知名旅行社，如雄

獅、東南…等取得合作，為同學們覓得暑期、學期及學年實習機

會，職務包括遊樂景點工作人員、客戶服務人員、導覽解說人員、

會議中心或運動休閒及文化中心經理人員、旅遊商品開發人員、

觀光旅遊業之旅遊諮詢及有關事務人員、OP/ 票務人員、旅行社

領隊、導遊及規劃人員等。使校外實習與實務工作相結合，讓學

生畢業即就業，無時間之落差。

與您遨遊

企業參訪

TEL : (03)4581196 分機 63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IB/index.php

游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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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系投資理財組
Department of Finance
Section of Investment

財務金融系  五 " 金 " 保證
專業是 " 金 " 的
證照是 " 金 " 的
實習是 " 金 " 的
學歷是 " 金 " 的
就業是 " 金 " 的

人不理財，財不理你，你想瞭解投資理財的方法嗎？
你想知道股票市場為何會漲跌嗎？
你想成為一位用錢、數錢的高手嗎？
選擇財務金融系投資理財組幫你賺進人生第一桶金。

投資理財組
培育個人投資理財及機構投資之專業人才。

完整的學習規劃
選擇就業的同學

3 年修課 1 年實習 金融就業保證書 第一桶金

選擇升學的同學

4 年大學 1 年碩士 大學及碩士二張畢業證書 第一桶金

創造財富的實驗室
虛擬證券交易所

股海浮沈，在這體驗！

股票操盤家

你我都是股票投資贏家！

畫出人生的黃金交叉
我的第一志願 - 財務金融系！！

現有實習單位
財務金融系目前與各大金融機構及一般企業簽訂建教合作協議，

提供學生實習與就業機會。

永豐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新光銀行、瑞興銀行、國泰金控、

富邦金控、中信金控、中國人壽、新光人壽、南山人壽、國票證券、

統一證券、群益證券、寶業會計師事務所、信德記帳士事務所、

協承記帳士事務所、群義不動產、幸福家不動產、英捷不動產、

桃苗汽車公司、台灣立體電路公司、食尚良品事業公司…等。

招生群類
商業與管理群、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機械群，
請選讀【財務金融系投資理財組】

~~ 等你加入 ~~

選財金幫你賺進人生一桶金

Cmoney 系統

股票漲跌奧妙，在這發掘！

證照模考系統

你我都是證照王！

TEL : (03)4581196 分機 6700-1

網址 : http://www.fd.uch.edu.tw/

財金主任

Line Me

財金

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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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系金融管理組
Department of Finance
Sec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財務金融系  五 " 金 " 保證
專業是 " 金 " 的
證照是 " 金 " 的
實習是 " 金 " 的
學歷是 " 金 " 的
就業是 " 金 " 的

你想像半澤直樹一樣，當個成功的銀行家嗎？
你想成為一位稱職的金錢守門員嗎？
你想成為一位數錢、管錢的高手嗎？
選擇財務金融系金融管理組讓你夢想成真。

金融管理組
培育銀行、證券、投信投顧、票券、保險等金融機構之專業人才。

完整的學習規劃
選擇就業的同學

3 年修課 1 年實習 金融就業保證書 百萬年薪

選擇升學的同學

4 年大學 1 年碩士 大學及碩士二張畢業證書 百萬年薪

創造財富的實驗室
虛擬證券交易所

股海浮沈，在這體驗！

股票操盤家

你我都是股票投資贏家！

金融業退休潮已經來臨，金融從業人員需求激
增，想掌握這個機會，請加入財金系的行列！！

現有實習單位
財務金融系目前與各大金融機構及一般企業簽訂建教合作協議，

提供學生實習與就業機會。

永豐銀行、台新銀行、聯邦銀行、新光銀行、瑞興銀行、國泰金控、

富邦金控、中信金控、中國人壽、新光人壽、南山人壽、國票證券、

統一證券、群益證券、寶業會計師事務所、信德記帳士事務所、

協承記帳士事務所、群義不動產、幸福家不動產、英捷不動產、

桃苗汽車公司、台灣立體電路公司、食尚良品事業公司…等。

招生群類
商業與管理群、動力機械群、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外語群英語類、餐旅群，
請選讀【財務金融系金融管理組】

~~ 等你加入 ~~

年輕也能百萬年薪

Cmoney 系統

股票漲跌奧妙，在這發掘！

證照模考系統

你我都是證照王！

TEL : (03)4581196 分機 6700-1

網址 : http://www.fd.uch.edu.tw/

財金主任

Line Me

財金

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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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想要成為航服人嗎 ? 
想要成為外語領隊導遊嗎 ? 
想到海外展翅飛翔嗎 ? 
加入健行應用外語，讓你與眾不同， 翱翔天際。

專業且實務的課程規劃
航旅服務外語契合式學分學程 --- 適合嚮往天空四處翱翔的你 !

觀光與商務英語契合式學分學程 --- 適合熱愛人群與人溝通、愛

玩、愛瘋的你！

職場日語契合式學分學程 --- 適合哈日達人的你 !

兒童美語教學契合式學分學程 --- 適合喜愛小朋友的你 !

 

新加坡海外實習企業
愛迪達運動服飾(Adidas Singapore Pte Ltd) 、國敦河畔酒店(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新加坡賓樂雅酒店 (PARKROYAL on 

Beach Road hotel) 、新加坡大眾書局 POPULAR BOOK CO (PTE) 

LTD、永泰控股有限公司、Marks & Spencer

日本海外實習企業
ホテル花山水、山中湖プラザホテル、富士山中湖ホテル、

Furano Natulux Hotel、綠水亭  景水洞爺湖万世閣ホテルレイク

サイドテラス、リザンシーパークホテル谷茶ベイ、(Rizzan Sea-

Park Hotel, Tancha-Bay)

空服就業成就
中華航空公司、長榮航空公司、新加坡樟宜機場、復興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機場航廈服務就業成就
桃園機場航廈免稅店、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桃園國際機

場服務諮詢、桃園國際機場安檢

應用外語系

外語能力是夢想的翅膀，
擁有英日雙語讓你無往不利 ! 

課程證照面面俱到，就業成就人人知道！ 歡迎加入健行應外，翱翔天際無處不在！

美國姊妹校教授講座美國姊妹校交換生、國際志工、海外實習、
國際遠距視訊課程等

TEL : (03)4581196 分機 7901

網址 : http://web.uch.edu.tw/afl/  

應外粉絲團

深入且多元的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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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活力的校園生活 舒適安全的住宿環境

地理位置與交通

學術、學藝性社團
燈光音響社、橋棋桌遊社、木船吉他社、熱門音樂社、魔術社、

烏克麗麗社、元氣哈日社、調酒藝術文化社、I-tube 社、流行音

樂歌唱社、爵士鋼琴社、賞心攝影社、電玩卡漫社、如來實證社、

動力學習社、甜點烘焙社

服務性社團
資訊童玩創意社、愛鄰社、築夢「清」年志工服務團隊、樂社、

崇德青年社、慈濟青年社、童軍團、樂活青年社、維多利亞美姿

美儀社、橄欖傳愛社、原住民優秀青年服務社、行萬里路多元文

化社、溫心工坊社、愛資圖利社

體能、康樂性社團
羽球社、撞球社、軍武研究社、合氣道柔術社、棒球社、天馬登

山社、競技啦啦隊、桌球社、舞社、排球社、籃研社、極限運動

社

自治、綜合性社團
學生會、學生議會、各系學會、畢業生聯誼會、國際學生聯誼會、

住宿生聯誼會

本校現有學生宿舍，為地下一層，地上八層，採飯店模式設計、

建造之大樓，可提供 1500 個床位。宿舍設有閱覽室、交誼廳、

健身器材、桌球室、撞球檯、籃球場、洗衣間、自動販賣機等設

施。除軟硬體完備外另安排藝文、課輔等活動。

本校位處桃園市中壢區中心，距中壢火車站約十分鐘步程，各類

車輛均可到達，無論從北二高大溪交流道或中山高速公路中壢交

流道，到校均只需約十分鐘，交通相當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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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嶄新空間與設備

健行藝廊
畫家湯瑛玲個展

贈畫儀式

實習銀行
專業模擬教室

基礎職場演練

互動素描教室
電子 E 化白板教學

自由運用繪畫空間舒適圖書館
提供友善閱讀空間

及電子書資源查詢

製圖教室
一人一桌

專業製圖

戶外閱讀桌
分組專題討論

放鬆身心靈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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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校園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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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全新專業餐旅大樓

預計於 105 學年度正式啟用

地上十一樓，地下四樓，主要專業教室如下：

實習餐廳 (1F)、西廚教室 & 考場 (2F)、烘焙教室 & 考場（3F)、

餐服教室 (3F)、飲調教室 & 考場 (4F)、咖啡室 (4F)、

電腦教室（8F)、實習客房（9F)、會議中心 (10F)

設計示意圖

傑出校友

邱泰源先生
資訊管理所 100 年畢業

現職：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工程師

         榮獲第 52 屆十大傑出青年

林樹波先生
電機工程科 67 年畢業 

現職：立德飯店集團董事長

張偉強先生
電子工程科 84 年畢業

現職：米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lativ）  

        總經理（創辦人）

袁万丁先生
機械工程科 78 年畢業

現職：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Outstanding Alum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