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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進大學第一哩路、資訊管理系、物
聯網工程與應用學程、EMBA專區

2 觀光休閒：休閒事業管理系、餐旅經
營系、應用日語系

3 文化創意：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時尚
造型設計系、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4 健康生活：休閒運動管理系、幼兒保
育系、健康照顧與社會工作系

育 達 科 技 大 學 擁 有 寬 廣 秀 麗
的校園、優於各校的多元學習資
源、優質的辦學口碑，為讓高中
職同學能親臨體驗與感受大學的
魅力，本校於104學年，結合各系
及社團辦理「Open Campus蒞校體
驗活動」，邀請了17所高中職、
共5,094位師生參與，廣受參與師
生好評。有了前次辦理活動的經
驗，這學期在追求好還要更好的

理念下，精心規劃了為期八場次的
「Open Campus蒞校體驗活動」。
自106年5月8日至5月24日，邀請
高中職包括：育達高職(5/8)、君
毅高中(5/12)；大成高中、大湖
農工、建臺高中(5/15)；育達高
中(5/16)；光復高中、大湖農工
(5/17)；龍德家商、苗栗高商、育
達高中(5/18)；中興商工(5/23)、
苗栗農工、光復高中(5/24)，預計

將有4,000位以上師生蒞臨。
這次的「Open Campus蒞校體驗

活動」活動內容包括：1.社團活力
表演、2.院系社團博覽會、3.校園
闖關與探索、4.特色體驗課程等，
由各系設攤陳列教學成果搭配特色
教學實際體驗課程，同時介紹學校
及各系的特色亮點與教學環境，各
項活動精彩可
期，讓參與高

中職學生寓教於樂。期望藉由活動
的辦理，除讓即將邁入大學殿堂的
莘莘學子們，在經過一天的活動參
與後，能對不同院系有進一步了解
外，更能在選擇校系時，將育達科
大列為首選。參加活動的同學們，
您準備好了嗎？育達全體師生熱烈
歡迎您的到來！

資訊管理系成立於民國88年9月，並於
90年成立研究所。依產業發展需求，設
立日間部及進修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
班，創系以來，秉持「培育資訊技術應用
與系統管理人才」的宗旨，著重教學與實
務結合，全力培養學生「雲端應用」、
「創意生活」與「行動智慧」的職場能
力，為資訊科技人才迫切需求的產業界，
培育行動科技應用之技術人才，系上專任
老師多數具有相當實務經驗，配合多位業
界技術專家協同教學，活化課程的實作內
涵。同時，本系之教育特色與目標首重激
發學生創意、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能
力，專業方面著重在訓練學生成為具整合

資訊科技與企業流程問題之專業人才。課
程設計隨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時俱進，融
合資訊技能教學、專業證照輔導、產學合
作、跨系學程等方式培養學生具備未來畢
業即就業之職能、職場企業管理能力、創
意設計工作能力，達教學與實作共生、理
論與實務並重、學術與產業同步之教學特
色。

在特色教學方面，針對市場需求而成立
的「行動通訊服務培訓中心」及「通訊行
實習店面」為全國首創之專業維修與實習
教室，並獲中華電信、華碩、聯強、神腦
及傳啟等多家廠商肯定並簽訂產學合作。
同時與中華電信共同掛牌合辦數位門市，
結合業界師資共同開辦創新實務課程及門
市經營實習，藉由產學人才培訓模式，提
升學生就業職能，培育行動通訊營運，以
及行動裝置維修專業人才。

隨著物聯網（IoT）逐步落實至日常生
活，所衍生出的全新數位應用服務，將顛
覆人類生活和未來的商務模式，同時也為
各產業領域注入一劑智慧活水。物聯網發
展至今，技術已拓展至各領域面向，其中
以家庭為最貼近生活的情境場域，家庭控
制自動化、居家保全與監控、智慧能源管
控、居家照護等應用也為近年智慧家庭發
展重點。因應物聯網智慧家庭人才需求，
本系建置智慧家庭實境展示空間，並搭配
相關教學套件，以培養物聯智慧家庭軟硬
體應用整合人才。

資 訊 管理系

前進大學第一哩路 Open Campus蒞校體驗活動

E M B A專區特色說明

為了能讓學生在求學過程中，可以
有穩定的收入，又可提早和社會接軌，
同時要兼顧升學及工作，育達科技大學
於四技進修部設立產學班，除學費等同
國立科大外，搭配學校媒合就業（或自
己找均可），讓您可一次滿足升學、就
業、資歷、證照需求，也可於在學期間
為自己賺進第一桶金。招生系別及上課
時間如下。即日起熱烈報名中，額滿
為止，歡迎預先登記意願（報名資訊
http://entry.ydu.edu.tw==>進修部==>2.四
技進修部 產學專班）。

為 了 提 供 學 子 最
好的照顧，育達科大
依據每年提供優渥新
生入學獎學金，106
學年以技優、甄選或
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管
道就讀本校四技日間
部、最高獎學金為
「學雜費比照國立科
大收費+16萬元」。另有設籍苗栗獎學金
及大一免費住宿(早鳥優惠)。最優沃的
新生入學獎學金等您拿。

設籍苗栗獎學金：凡設籍苗栗縣，
以申請入學、運動績優單獨招生、甄選
入學、聯合登記分發等四項入學管道進
入本校四技日間部就讀完成註冊，未領
上述任何獎學金或未選擇大一免費住宿
者，核發獎學金 1萬元。

大一免費住宿（早鳥優惠）：就讀
本校四技日間部，於各入學管道報到截
止日前，繳交「早鳥住宿優惠專案保證
金5,000元」，並於開學前前繳交餘額1萬
1,000元；住滿一學年，扣除必要冷氣費

(多退少補)，於下學期5月核退保證金及住
宿費。

四技進修部產學班　升學的另一個好選擇
一次滿足升學＋就業＋資歷＋證照需求　賺進人生第一桶金

招生系別 產學班 夜間班

資訊管理系
配合做二休二

時間
每週上課一天

每週一至週五
18:30~21:45休閒事業管理系

每週一
9:20~21:4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每週二 

9:20~21:45
餐旅經營系

時尚造型設計系 --

應用日語系
--

每週一至週五
18:30~21:45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最優渥的新生入學獎學金　就在育達科技大學
獎學金 技優甄審

甄選入學
統測分數加權
第一志願錄取

聯合登記分發
統測分數加權
第一志願錄取

2萬元 340-359分 360-399分

4萬元 360-389分 -

學雜費比照國立科大收費 技優甄審 390-449分 400-449分

學雜費比照國立科大收費+8萬 450-559分 450-559分

學雜費比照國立科大收費+16萬 560分以上 560分以上

育達科技大學EMBA專區的設立是研究所教育
的一個全新里程碑，本校研究所最早成立於民國
90年，歷經15年策勵精進，辦學績效已逐漸展
現，帶動了整體的教學及研究水平，仍持續求新
求變，力求改革， EMBA專區的設立具有以下特
色與重大的意義：

EMBA專區的啟用是本校創辦人辦學精神的具體
落實

王創辦人廣亞博士辦學60餘載，創辦10所學
校，他的辦學原則就是「五好」，「要有好的師
資、要有好的設備、要有好的制度、要有好的
管理、要有好的福利」。本校研究所師資陣容堅
強，加上EMBA專區先進的軟硬體設施及優質的
學習環境，具體落實了創辦人的辦學理想。

EMBA專區的揭牌是本校研究所教育的全新啟動
為推動研究所改革，本校於二年前特別成立

「碩士學位發展小組」，積極進行資管、行銷及
休管等三個碩士班相關課程的創新與整合。經此
努力，目前已到了開花結果的階段。我們發展出
「大師講座」、「海外移地教學」及「在地產業
深耕研習」等創新教學模式，不僅營造出「務實
致用」的教學特色，也進一步將本校研究所教育
帶進一個全新發展的階段。

EMBA專區的建置是育達師生校友共創優質學習

環境的成功典範
本校EMBA專區係由校友游忠德先生

及游陳鳳嬌女士伉儷捐資籌建完成。
游忠德先生是台北育達高職畢業校
友，曾經擔任校友會副會長；游陳鳳
嬌女士也是台北育達高職畢業校友，擔任
過台北育達校友會會長及育達三校校友會
聯合總會會長。兩位傑出校友共同創立德
安電纜股份有限公司，事業有成、家庭美
滿。特別是游陳鳳嬌校友在民國84年本校
籌備時期即獲得創辦人邀請擔任本校董事
會董事，迄今已超過20年，任職期間曾獲
董事會推舉擔任董事長。游陳董事長期追
隨創辦人，在創辦人鼓勵下，以不斷進修
及不斷學習來提升自我，豐富自我。雖然
事業忙碌，仍順利完成本校企管系的學士
學位，2015年9月更進入本校行銷與流通研
究所繼續深造。為回饋創辦人所給予的種
種機緣，特別捐款籌建本校EMBA專區，經
與三個研究所師生多方溝通與討論，終於
打造出竹苗地區唯一的整合型碩士班教學
專區，不僅嘉惠現有師生，也為未來學弟
妹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游忠德先生
與游陳鳳嬌董事長以具體行動回饋學校，
提升學校整體的教育品質，已成功立下校

友師生共
創優質學
習環境的
典範。

「翻轉世代‧萬物聯網」

「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
士學位學程」，成為全國首
創培育物聯網技術應用之專
業教學單位。配合104學年
「再造技優計畫第三階段先
行計畫-物聯互聯智慧工廠
技術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新
建「智慧工廠人才培育中
心」，力求能與物聯網產業
發展與實務相契合，將物聯
網產業所需之實務技術與課
堂之教學相互結合，透過實
務操作、現場見習與物聯網
產業實務的互動等，來活化
師生的教學內涵與深度。

智慧工廠人才培育中心

另一方面，因應全球經濟
環境變化及國家經建發展重
點產業人力需求制定未來發
展方向，在教學部分將增加
多項與職場相同的實習環境
教學情境模式，以提升學生
實務的專業技能及輔導取得

更多職場所需之專業證照，
並積極推動相關產業簽定產
業鏈結合約和產業合作計
畫，如：亞美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高琪系統整合股份
有限公司、羿承科技有限公
司、元太自動化企業有限公
司等企業合作以提供學生實
習。

綜言之，本學士學位學程
將培育學生於畢業前能完全
熟悉職場環境及專業技能，
培養職場務實的專業人才，
讓學生在畢業前即能達成符
合業界所需的專業能力與職
場倫理，具體落實技職教育
「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
手」的最終目標。

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五月七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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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日系陳巧芳及林慧玲台北101觀景台企業實習
另一方面，為了讓同學習得專業職

能，提早體驗職場環境，培養「畢業即
就業」的實戰力，本系亦積極開發國內
外的企業實習之機會，鼓勵學生企業
實習。在國內，我們有與台北101觀景
台、松山機場貴賓室、思夢樂、鼎泰豐
等知名企業合作以提供學生實習。陳巧
芳同學曾至台北101觀景台實習，因表
現優異，獲得主管肯定，畢業後返回原
職場工作並擔任代言人，其實習成果值
得讚許喝采。

系所特色

休閒事業管理系

應 用 日 語 系

▲▲大專盃撞球冠軍

▲▲休閒觀光-郵輪導遊 ▲▲休閒養生-經絡按摩

▲▲戶外活動-水上立槳 ▲▲武術太極拳國手

▲▲咖啡美學-咖啡拉花

餐旅系擁有新穎的設備，熱情的老
師，認真的學生，屢創佳績。致力產
學服務，為當地提供所需職能訓練，
並與苗栗縣觀光協會、苗栗縣糕餅罐
頭商業同業公會、王品集團、瓦城泰
統集團、尚順君樂飯店、泰安觀止溫
泉會館、兆品酒店及西湖渡假村等60
家企業共同攜手推動產學合作，四大
特色如下：
(1)結合在地特色：強調與在地產業
結合，爭取與業者使用在地食材共同
開發特色產品的合作機會，每年平均
參與在地活動約30各場次，例如：
造橋南瓜節、後龍西瓜節、頭份四八
靚燈好客節、竹南啤酒節等，替本系
師生爭取一展所長的舞台，提升學習
成效，並深入拓展與在地產業合作關
係。

(2)輔導考照特色：選定難度較高的核
心特色證照，鼓勵老師輔導學生考取
中餐、西餐、烘焙乙級技術士及飲調
侍酒師等證照，考取證照之同學每人
發給二萬元及輔導老師每人給一萬元
獎金獎勵，落實強調實作能力特色。  
(3)實習必修特色：本系積極尋找國內
之著名產業(例如：尚順君樂、桃禧航
空酒店、國賓、瓦城餐飲、王品、鼎
泰豐等企業)簽訂校外實習合作方案。
日間部大四學生都需參加校外實習一
學年之課程，來增進學生實務操作經
驗，與職場接軌。
(4)分流教學特色：針對不同背景學生
採取不同之教學與輔導模式，例如：
(a)大一新生依餐飲觀光相關類科或其
他類科進行分流編班，相同科目要求
老師採取不同之授課內容，以符合學

生程度；(b)採取競賽式創新教學方
法，透過競賽得獎、校內外表演與成
果展示及考取核心證照，提升學生之
自信心。

數據會說話-校友、學生表現受肯

定 勇敢創業築夢踏實

103學年畢業的蔡聖奕感謝學校提
供設備完善的廚藝教室，助他大三就
已考取中餐乙級證照，獲聘擔任中興
商工餐飲科教師。大四黎煥庭、譚雁
方在新竹國賓實習獲選績優實習生，
劉曉庭實習表現優異獲新竹煙波大飯
店加薪並致函學校表揚。此外，大四
羅丹聿已經自行創業，在苗栗市經營
里歐咖啡店；大二林士鑫與洪翎容同
學，白手起家創業，店名稱叫做「食
伍」，專營晚餐及烤肉小吃生意，一
圓小資老闆夢想。

• 養生武術教練／裁判
• 傳統民俗療法
• 健身指導教練
• 經絡按摩員

• 領隊 / 導遊
• 旅行社 OP
• 航空地勤業務
• 解說員

• 咖啡店經營者
• 咖啡烘焙師
• 咖啡吧檯手
• 咖啡品質鑑定師

• SCA-Barista
( 義式 )

• SCA-Brewing
( 手沖 )

• SCA-Roasting
( 烘豆 )

•  C( 丙 ) 級

教練裁判

•  民俗療法

整復員

•  AFAA/ACE

體適能證照

• 華語 / 外語領隊   
• 華語 / 外語導遊
• 領團人員
• 航空票務
• 休閒民宿經營管理人才
• 國際禮儀接待員
•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

職 稱

職 稱

證 照

證 照

• 活動專案企劃員
• 探索教育引導員
• 戶外活動指導員

• CPR 急救證照
• 野外急救證
• 立槳獨木舟教練證
• 山域嚮導證

職 稱 證 照

職 稱 證 照

休 閒 觀 光

休 閒 養 生

咖 啡 美 學
戶 外 活 動

餐 旅 經 營 系

主軸課程• 完整教育學制，培育休閒事業領域專業管理人才。
• 重視實務課程，建立課程特色，鼓勵學生考取證照。
• 師資設備優良，實習制度完善，縮短學生就業理論與實務差距。

餐旅經營系設備精良、老師熱情、學生認真 屢創佳績

▲▲中西餐實習餐廳。 ▲▲餐旅人的美學課程。 ▲▲餐旅系師生參與頭份市客庄12大
節慶活動辦桌。

▲▲校外實習廠商蒞校聯合媒合。 ▲▲麵包出爐時的實習烘焙坊。

▲▲大學城內大二青年創
業情侶檔。

▲▲訪談大三實習創業青年羅
丹聿（中）。

▲▲國賓飯店實習生座談大合照。

▲▲許容瑜返回母校分享「留學日本」經驗。

▲▲應日系陳巧芳及林慧玲台北101觀景台企業實習。

▲▲選拔優秀學生赴日企業實習。

近年來，日本與台灣的貿易往來頻繁、文化交流等活動相當熱
絡。在台灣學習日語的人口逐年遞增，日語作為第二外國語受到相
當歡迎。負笈育達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的學子，大都是喜歡日語或
是日本文化並期待有朝一日能學以致用，將來能赴日留學以提昇自
己的學術研究能力或是到日本企業實習學習日本的專業職能及培養
正確的工作態度。

許容瑜返回母校分享「留學日本」經驗
應日系「三三三留學」能一圓台灣學子留日進修夢想，「三 

三三」指的是在高中3年完成學業後進入育達科大應日系修完大一
至大三的3年課程，之後申請至本校日本姐妹校名古屋產業大學完
成大四1年及碩士班2年共3年的留學進修課程。本系許容瑜同學透
過「三三三」學制完成赴日留學進修夢想，她已於去年修完課程並
取得碩士學位。求學若渴的她並不以此為滿足。去年同時考進博士
班，要針對自己所關心的環境教育議題做更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拔擢學習績優  赴日企業實習

在國外企業實習方面，本系亦積極開發
日本企業合作，每年皆有選拔優秀學生赴
日企業實習。透過到日本企業實習，同學
不但可增進日語能力外，更可以學到日本
職場相關之專業職能進而創造將來就業競
爭力。本學期應日系蔡乃真、季家慈及趙
柏翔三位同學分別到日本的「箱根強羅ホ
テル　パイプのけむり　プラス」及「館
山寺サゴ－ロイヤルホテル」實習，學習
狀況良好，其實習成果指日可待，加油!!

赴日「留學」「實習」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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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時尚造型設計系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課程力
求務實致用，並以創意多元的
教學方式，鼓勵學生及早進行
職涯規劃。畢業系友除了就業
領域的傑出表現外，部分系友
透過職場歷練累積豐富實務經
驗後，選擇了創業之路並獲致
良好成效。

在網路創業環境成熟，以
及網路創業可較實體店面節省
更多創業資金的特性下，多數
畢業系友傾向以網路為創業起
點；而選擇實體商店型態創
業，也能善加利用官方網站，
以及line、FaceBook、Blog等網
路行銷工具，大幅增加曝光度
及顧客黏著度，提升經營效
益。

畢業系友陳睿笙創業設立
的天泉草本公司，即為「網路

創業」成功的範例。天泉草本
公司推廣銷售之「纖暢纖飲」
保健食品，將產品去油解膩
的排空減肥效果，藉由一支
YouTube上的排油分解對照影
片的示範，獲得很多消費者的
青睞與肯定，並獲得民視老牌
熱門節目「消費高手」中介
紹。

陳睿笙認為學校理論與實
務兼顧的教學模式，在畢業後
對就業與創業都非常有幫助，
加上在校時擔任系學會會長，
組織領導與統籌規劃能力都得
到很好的訓練。畢業後，遇到
問題，仍時時會向系上老師請
教。

另一畢業系友林雨儒則是
因為創業夢想而選擇育達科大
行銷系。畢業後先就業以累積

經驗和資金，同時自學研究服
飾設計，練習各種穿搭方式，
也測試網路資訊如何提升關注
度與網路評價，終於在畢業5
年後，和朋友合資創立韓風服
飾kiona Korea電商服飾品牌。

目前白天仍在貿易公司上
班，晚上搖身一變為網路電商
的林雨儒坦承，實體店面設備
及租金費用高，對剛畢業年輕
人來說很難達成。但透過網路
平台可以大幅減少所需資金，
很適合小資創業。建議學弟妹
可以使用系上電商平台，販售
自己有興趣的小東西來累積經
驗與實力，以免上戰場迅速陣
亡。

行銷所畢業的張凱勝在木
柵貓空山區接手家族企業「四
哥的店」實體店面，也善用

「虛實整合」的行銷技巧及網
路工具經營顧客關係，來提升
店家知名度與經營績效。例
如，中視、壹電視等多家媒體
以「逆轉勝貓空茶 貓空最推
茶餐廳」為主題，介紹應用行
銷專業翻轉家族企業的故事。
在校時期曾擔任親善大使的王
靖鈞，運用校園累積公關人
脈，畢業即創立「吼」創意有
限公司，也是善用部落格行銷
方式，成功的提升顧客黏著
度。

陳睿笙等人的創業成功，
是行銷系課程特色符合產業發
展與創業需要的有力例證。因
應電商行銷大趨勢，行銷系目
前特別強化：「電商行銷」與
「創業輔導」兩大教學特色，
除了與在地企業合作，輔導企

業進行網路行銷
與電商聯網銷售
外，對於在學學
生，未來仍將持
續強化電商行銷
的職能訓練，對
於有意創業的學
生也提供創業輔
導，積極媒合政
府資源挹注，協
助開創新事業。

教學著重虛實整合、實務教學� 畢業系友學用兩合、創業有成

中台灣時尚新秀培育所
本系旨在培育具有潛力的時尚

新秀，特別是在整體造型、髮藝
美學、服裝設計等相關領域，並
且跨足醫學美容、頭皮管理、婚
禮產業及客家時尚創客設計，師
資陣容堅強，設備新穎，為竹苗
地區首屈一指的時尚人才培育基
地。

雙乙級證照達人領先鋒
本系禮聘育才無數的髮藝大師

楊昌鎮教授培育本系髮藝領域專

業人才，2017年一舉輔導取得
12張女子美髮乙級證照，成果斐
然。資深醫學美容專家鄭寶寧老
師亦成功輔導同學於2016年取得
乙級美容證照20張。在時尚造型
領域的人才培育，本系推動【雙
乙級】美容、美髮證照作為本系
同學的努力標竿，開設乙級證照
訓練班，師生不捨晝夜、共同努
力的身影令人動容。

國際競賽舞台一決雌雄
本系師生在國際時尚舞台上亦

擁有高度競爭力，本系徐鈺婷同
學多次獲得國際競賽殊榮，2016
年參加在日本舉辦的第六十六屆
藝術季全國大會獲國際特別賞、
2017年則獲得第四十一屆亞洲
髮型化妝美甲大賽季軍。此外，
本系楊昌鎮教授持續不斷訓練優
秀選手參與國內外競賽，捷報頻
傳，亦設有專門的選手訓練室。

企業實習機會優質多元
本系與全國知名連鎖美容美髮

集團合作，包括曼都髮型、名留

集團、髮首、Happy Hair、LIN美
髮、彭村梅SPA、佐登妮絲、施舒
雅美容世界、麥茵茲醫美診所、
威廉王經典婚禮、DrCYJ健髮中
心等超過四十家時尚企業合作，
內容包括人才培訓、企業實習以
及訓後留用等合作項目，讓同學
畢業即就業，成為企業搶手的人
才。

松菸畢業展演豐富驚艷
本系每一位同學在畢業前需

合作完成原創的時尚作品，過程
考核嚴謹，作品整合了服裝、整
體造型、創意以及展演等能力內
涵，最終最優秀的作品方得以在
松菸文創園區展演。評審由業界
知名設計師、時尚沙龍經理人、
影視導演以及服裝品牌等相關領
域企業主進行評選，使得本系同
學四年所學得以毫無保留的展現
在時尚圈面前，更能成為同學們
未來職涯的入門磚。

跨域團隊  屢創佳績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學習範疇

涵蓋視覺設計及互動遊戲領域，
系成立10年致力於設計創新及
跨領域人才培育。歷年來在一流
的師資團隊下，開創多媒體與遊
戲設計系豐碩的成果，包含政府
官方辦理的4C數位內容創作競賽
中，締造連續五年囊括金銀銅優
選等獎項。2016年至2017年間，
畢業專題作業八岐輪遊戲在全國
競賽中備受矚目，連獲放KT科
藝獎銀獎、放視大賞遊戲創作組
銅獎、鈊象電子銅獎及贊助等大

獎肯定，也受邀參與台北數位藝
術.台北電玩展等大型展演活動。

105學年桃竹苗十三校聯展－
人類時代黃字通、賀瀚陞、廖汝

芯、詹欣翌、邱妍華、曾奕棋及
王智暘獲優選獎。多遊四年級同
學黃靖祐、邱宜君分別錄取國立
台北教育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視
覺傳達等研究所表現卓著。

優質人才  業界青睞
多遊系校友遍布國內遊戲與

數位內容相關產業，廣獲多媒體
相關公司的肯定。非凡電視台動
畫部、壹動畫動作擷取部門、傳
奇網路企劃部、朕宏國際技術部
門主管對於本系校友給予高度肯
定，壹動畫曾要求推薦數十名校
友應徵相關職務。

2 0 1 6 年 甲 尚 科 技
大中華區朱經理蒞校
肯定本系學生專業能
力，直言專題作品已
具募資潛力。雲端監
控領導廠商鐵雲科技
孫經理主動與本系合
作推動就業實習，對
於本系學生設計素養
印象深刻。例如大四

黃健凌同學獲4Gamers 就肆電競股
份有限公司青睞，協助策劃辦理
多場大專及高中職電競大賽，活
動策畫及賽事轉播實務水平深獲
業界好評。

虛擬新境 創意加值
關注產業趨勢，專業設備

與時俱進，持續推動結合科
技與藝術的文化加值創意產
業。本系創系之初即建置好
萊塢電影工業等級的動作擷
取設備，隨後成立動態即時
算圖實驗室導入雲端算圖，
目前除了擴充了HTC VR頭盔

與PS4 VR等虛擬實境設備外，也
增設了文創設計實驗室，引入3D
掃描儀及高階全彩3D列印機，期
能將遊戲中虛擬角色轉化為真實
世界的公仔，並進一步結合在地
文化開發特色文創商品。105學年
獲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補助1,200
萬元，與社工系及幼保系跨領域
合作，建置創客設備開設數位遊
具開發等創新課程。參與台灣客
家特色商品包裝設計培力輔導計
畫為在地廠商開發創新包裝活化
商品形象，為在地文創產業貢獻
心力。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人才濟濟大家庭。 ▲▲虛實兼備的專業設備。

▲▲畢業專題「八岐輪」獲獎無數，
圖為獲頒KT銀獎。

▲▲多遊系與專業廠商在本校校園合
作辦理校際電競活動。

▲▲這組速食爭霸桌遊也是同學們課
堂作業之一，從設計到製作同學
一手包。

▲▲乙級證照與國際競賽培育名師楊
昌鎮老師與徐鈺婷同學合影。

▲▲松菸畢業展邀請知名時尚
CEO溫筱鴻老師擔任評審。

▲▲畢業成果展演創意與市場性兼具。▲▲畢業展演層層考核嚴謹。▲▲客家輕時尚茶職人服產學合作成果
展示。

▲▲陳睿笙（中）返校分享創業經驗
並與師長合影。

▲▲林雨儒（中）返校分享創業經驗
並與師長合影。

▲▲創業校友王靖鈞返校和學弟妹
分享部落格行銷▲的經驗。

發展智慧行銷、智慧零售與智慧物流
培育具有全通路經營管理能力的

專 業 人 才

全通路
智慧零售

多元付款、
智慧金流

收支付帳務
整合服務

整合平台、
系統、技術
多通路提供
隨時交易
無縫服務

智慧物流
控管成本

提高消費滿意度

數據分析，智慧行銷
提供客製化
服務與交易

社群
社群經營力
打卡、分享

創口碑

網路
官網查詢
線上客製化服務
020 線上下訂

行動
行動 APP 下載

收到推播訊息
進行商品選購

實體店
行動付款
線下消費
020 線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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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
本系通過教育部認可培育「幼

兒園教保員」（臺教授國字第
1030003184號函）。

本系學生畢業出路多元，主要
從事幼兒園教保員與托育中心保
母工作。

本系向日葵兒童劇團的幼兒戲
劇表演與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履
獲佳績。

本系設計教保增能系列課程與
就業學程，打造學生就業能力。

本系因應政府政策與區域需
求，積極申辦區域研習課程活

動，打響本系教
研口碑。

特色：
課 程 依 據 教

育部教保核心課
程設計，以強化
教保核心能力為
主軸，厚植學生
教保專業能力基
礎，學生畢業即
可順利取得合格

教保員資格。
課程設有兒童表演藝術系列、

創意手作系列、故事說演系列、
特殊需求幼兒系列、課後照顧系
列、托嬰實務系列等六大類教保
增能課程，培育學生進階專長能
力。

結合本校其他系所專業師資
開設、「兒童運動休閒管理」、
「幼兒美語教學」等跨領域學
程，擴展學生就業廣度。

四年制課程中，大一、大二課
程以大學共同基礎課程以及幼兒
教保概念為主，大三、大四強化
專業知能與實務操作能力培養。

為提升就業競爭力，本系積極
申辦就業學程與產業學院且獲得
補助，提升學生就業力，就業有
保障。

師生優秀表現：
• 陳儒晰教授榮獲105年度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 陳儒晰教授、徐碧君助理教授

榮獲105年度校內研究計畫補
助。

• 鄺靜辰副教授獲得教育部105
年度甄選大專校院研發原住民
族家庭教育方案計畫補助35萬
元。

• 徐碧君助理教授榮獲105學年
教師教學績優獎。

• 劉詩吟與陳妍瑀同學榮獲
第9屆育達青年。

• 吳曉昕同學考取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 劉詩吟同學考取台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 大一啦啦隊同學參與本校105
學年啦啦隊競賽勇奪第一名。

• 本系學生參加「2016年全國
幼兒科學暨創意教具競賽」，
榮獲1件特優、7件優及3件佳
作。

• 本系學生參加「教育部105年
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子計畫兒童創意桌遊教具設計
全國競賽」，榮獲佳作。

教學輔導一條鞭系統
引進業師教學，課程規劃與產業脈

動一致，建立「教學→考照→實習→
就業」一條鞭之職能培育系統，達到
「課程綁證照，證照連實習，實習迎
就業」學用無縫接軌目標。

運動與健康促進結合
培育休閒運動及健康促進專業知

能的創新服務人才，課程設計以職場
核心能力為依據，建構「健身運動指
導」、「運動場館與戶外活動管理」
等專業職能特色課程，同時兼顧理論
與實務，實務課程佔70%，強調做中
學，發揚技職教育特色。

專業實習遍佈海內外
設置相關小組以嚴謹的態度推動學

生實習，深獲產學合作專業實習機構
70餘家良好口碑。如健身工廠及極限
運動中心採訂單式邀聘實習與就業；
與六福村、麗寶樂園、各國民運動中
心與女性健身中心等場館業主長期實

習合作並連續3年獲得教育部學海築
夢計畫補助，選送合適學生到海外實
習，休運系學生已深獲企業青睞。

積極開設證照輔導班
輔導學生考取專業核心證照，提升

就業力；每年開設相關專業證照輔導
班，每年每人平均考取證照1.4張。

與產業學用無縫接軌
休運系歷年來系友在職場表現深獲

業界高度肯定，成為人人稱羨的當紅
炸子雞，尤以健身產業最具代
表性。這些傲人的成效，是
由前瞻的專業職能課程設計，
全面且鉅細靡遺的投入教學資
源及健全完善的輔導機制所創
造，提升學生職場就業競爭
力。

畢業百萬年薪不是夢
休運系畢業生就業率高達

95%，進入休閒運動相關產業
比例達60%；其中更有大四學

生於健身工廠、極限健
身中心等機構實習表現
優異，獲破例拔擢實習
生直接轉正職，休運系
厚實專業職能養成成效
已達「學用無縫，畢業
即就業、上班即上手」
教育目標。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

幼 兒 保育系

▲▲幼兒保育系啦啦隊 ▲▲幼兒保育系畢業公演

另一亮點為建置國內首間兼顧老幼身心 療育之「多感官療育室」，運用智慧科技
之先進療育設備，提供服務
使用者多感官刺激，包括聽
覺、視覺、觸覺、嗅覺、味
覺、前庭覺、本體覺，預防
退化，並提供放鬆舒緩之情
境，有利於復健與身心療育
活動之進行。

邁向新世紀福祉願景的社會工作系
社會工作系為國內少數就業率達100%之

科系，加上身心療育與健康照顧產業是新
世紀深具潛力的熱門行業，相關人才的需
求日漸迫切。因此，因應國家人口照顧政
策而生的育達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
系，前景大好。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以「社會工作」
專業為主軸，輔以「長期照顧」、「身心
療育」之次特色專業培訓，並協助學生取
得相關基本專業證照，畢業即具備合格社
工員任用資格，並取得高考社工師應考資
格。

本系始終努力結合課程與志願服務，讓
愛走出校園，將社區關懷、世代融合與專
業學習相輔相成。例如：社區關懷世代融
合活動、社區有愛精障無礙之社區彩繪活
動、青銀共學一日大學生活動、友善商店
APP開發建置計畫等，以實踐在地社會工作
系之社會責任與使命。

持續進步中的社工系整合校內各優質專
業科系，並結合身心療育產業與智慧照顧
產業，致力於培育兼具健康照顧專業知能
之社會工作優質人才，讓學生更具有多元
專業加值之就業競爭力，朝向科技福祉與

老幼照顧之新世紀福祉願景邁
進。

而在長照2.0國家人口照顧政策之有利
基礎上，本系更與幼兒保育系、多媒體
與遊戲設計系攜手爭取教育部技職再造
計畫「老幼福祉數位應用整合人才培育計
畫」，創建了國內最完整之老幼科技福祉
與健康促進專業教室—「輔助服務教具展
示與教學示範中心」，有助於學生在老幼

身障族群之身心療育專業之就業競爭力。
引進風靡全球、在歐美、日韓長照機構

普遍建置之Redcord紅繩懸吊系統，此為高
齡長者與身心障礙朋友之健康促進與肌力
訓練輔助系統，近年來在國內亦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在健身場館、日照中心與早療機
構。

Redcord紅繩證照培訓專業教室

多感官療育室提供放鬆愉悅之多元感覺經驗

▲

▲健身工廠實習表現優
異學生，獲破例拔擢
實習轉正職。

▲

▲彭晉緯同
學 榮 獲
105年全
國大專院
校健美錦
標賽男子
組8 0 k g
級銀牌。

▲▲學生戶外活動職能培育。 ▲▲專業飛輪教室，孕育專業有氧教練。

▲▲幼兒保育系劉詩吟（上圖左）及陳妍瑀（上圖
右）獲選為育達青年

▲▲社工系經常辦理世代融合社區關懷活動。

▲▲銅鑼鄉竹森社區發展協會長輩們蒞校和同學一起體驗了全國第3處設置延緩失能學習的
「紅繩教室」。

▲▲多元感官的「白屋教室」，課程中總讓同學及參與來賓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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