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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hoice!!
最好的選擇

健行科技大學



電資
學院

電子工程系
發展特色

以國家電子產業發展方向-智慧電子技術、積體電路、半導體及物聯網技術
為重點，分為「晶片測試」、「智慧綠能」及「物聯網技術」三大領域。

課程應用

晶片測試－積體電路設計（晶片專業學程）、電子元件測試（電子元件測
試學程）
智慧綠能－ LED植物工廠、LED智慧照明（智慧綠能專業學程）
物聯網技術－智慧電子、銀髮族照護（物聯網學程）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15名、運動績優35名、技優甄審12名、甄選入學50名、
聯登分發5名、日間部獨招12名、進修部獨招45名。

電機工程系 & 電機工程系綠色能源組
發展特色

運用電力、控制及3C技術，發展綠色能源科技、安全節能配電、智慧
車載系統、生產自動化等，並訓練相關基礎設計、施工及維護人才。

課程應用

產業機構自動化學程：涵蓋可程式控制、機電整合及生產自動化應用
技術。
室內配線學程：涵蓋室內配線、配電系統設計及冷凍空調裝修技術。
綠色能源學程：涵蓋太陽光電發電、風力發電及燃料電池應用技術。
車聯網應用學程：涵蓋電動車及物聯網應用技術。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14名、運動績優12名、技優甄審12名、
甄選入學80名、聯登分發43名、日間部獨招15名、進修部獨招60名、
雙軌專班40名。

資訊工程系 & 資訊工程系網路技術組
發展特色

培訓學生具備工程師的素養，有能力分析和設計資訊系統，並
利用計算機來處理科學與工程有關的各種問題。

課程應用

以「網路與資訊安全」及「計算機系統與應用」兩大領域為
主，並依此規劃出資訊網路、資訊安全、計算機系統、程式設
計及數位多媒體設計等五個次領域的學程與專業課程。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22名、繁星計畫5名、運動績優25名、技優甄
審23名、甄選入學75名、聯登分發20名、日間部獨招25名、
進修部獨招40名。

精緻職訓化教育



機械工程系 &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發展特色

以課程模組搭配契合式學程，並輔以證照、校外實習和參
與專業競賽，提升學生職能，達到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課程應用

以「光機電整合」為主軸，搭配「模具工程」、「機械設
計」以及「車輛設計」、「電動車技術」兩條分軌，培養
學生具備先進製造與智能化設計的專業核心能力。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22名、繁星計畫10名、
技優甄審12名、甄選入學81名、
聯登分發36名、日間部獨招23名、
進修部獨招104名、雙軌專班41名。

應用空間資訊系
發展特色

學習智慧化，資訊化的測量技術，並朝「無人機應用」、
「3D建模應用」及「空間測繪」三大專業方向發展。

課程應用

無人機應用：除了能製作看見台灣類型的多媒體影片，還
能學會專業的工程應用方式。
3D建模應用：學會古蹟、文物數位典藏、地形景觀模
擬、工程及都市規畫模擬。
空間測繪：學會電子地圖製作，及食、衣、住、行、育樂
等空間資訊的應用。

招生管道

甄選入學25名、聯登分發5名、日間部獨招15名。

工程
學院製圖能力技能加值

土木工程系
發展特色

以數理能力及工程素養為基本，培養學生具備土木結構應
用、3D建模處理、團隊溝通協調之專業能力。

課程應用

施工實務學程以非破壞檢測技術為主要核心，未來學成後
將可對建築物與橋樑⋯等，實施檢測與安全評估；空間規
畫設計學程則強調建築資訊模擬技術（BIM），運用3D動
畫建模，使設計、施工及營運管理階段更具立體化。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8名、繁星計畫5名、運動績優6名、
技優甄審5名、甄選入學28名、聯登分發4名、
日間部獨招10名、進修部獨招40名。

材料製造科技學位學程
發展特色

整合機械，電機，電子系有關材料製造科技方面之課程，
為一跨領域研究之學程。

課程應用

兩大主軸分別為－材料科技：以研究金屬材料、綠能材
料、高分子材料、複合材料、半導體材料、光電材料等技
術為主。精密製造：現今工業發展愈趨精密，以加強精密
成型、非傳統加工、半導體製造、光電元件製造、量測、
CAD/CAM/CAE應用、表面改質、熱處理、表面塗層、防蝕
⋯等技術為基本核心。

招生管道

運動績優3名、甄選入學25名、聯登分發17名、
日間部獨招5名。



財務金融系－投資理財組 & 金融管理組
發展特色

提供保障就業的課程設計，協助同學考取金融專業證照，也提供金融
實習機會，讓學生就業無縫接軌，成為財務金融專業人才。

課程應用

股票分析學分學程：安排業師協同授課，實務學習股票操作技巧，未
來成為證券交易員與專業操盤家。
金融從業人員學分學程：透過財金專業課程，輔導考取金融證照，大
四至金融機構實習，畢業即保證就業，年輕也能百萬年薪。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10名、繁星計畫5名、運動績優7名、技優甄審10名、
甄選入學50名、聯登分發8名、日間部獨招30名、進修部獨招40名。

工業管理系－服務管理組 & 資訊應用組
發展特色

因應知識經濟及資訊技術時代之來臨，強調學理與實務之配合，著重
系統化、資訊化與電腦化知識之傳述。設立「生產與作業管理」、
「品質管理」、「企業電子化」、「人因工安衛」及「服務管理」等
五大學群，成為未來就業之專業導向。

課程應用

五大學群聚焦設立三個學程：服務管理與產品銷售學程、創意設計與
電子商務學程以及生產力4.0智慧管理學程，學生可依未來就業需求，
挑選合適的學分課程，搭配組合成最有利的專業技能。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10名、繁星計畫5名、運動績優8名、技優甄審10名、
甄選入學56名、聯登分發20名、日間部獨招11名、
進修部獨招52名、雙軌專班28名。

企業管理系 & 
企業管理系時尚產業管理組
發展特色

商管學院的不分系-大三前先修讀商業與管理的基礎課程，
待確定個人志向之後，再慎重選擇未來就業的專業課程，
避免將來學非所用。

課程應用

培育具備溝通協調、專業技能，符合產業需求之專業經營
管理人才，課程以三大學程之架構來組成學生就業所需之
職能。
微型創業管理學程：增加投資計畫撰寫與簡報能力並培養
成本與理財規畫之觀念。
客戶經營管理學程：強調行銷企畫書撰寫與簡報能力，輔
佐銷售知識與技能，以期為職能加分。
企業流程管理學程：以純熟的專案管理規畫與簡報技巧，
來發展經營管理階層所需之檢討及整合能力。

時尚產業管理組培育商品經營與展場規劃之人才，兼具創
意、創新、團隊合作與展演規劃之能力。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12名、繁星計畫5名、技優甄審15名、
甄選入學81名、聯登分發59名、進修部獨招95名。

商管
學院



商管
學院

資訊管理系 & 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
發展特色

配合產業界需求，以就業市場為導向，將特色發展重點分為電子商務
資訊應用、企業電子化及多媒體網頁設計等三個主軸。

課程應用

電子商務資訊應用學分學程：結合程式設計來實際發展各類應用程
式，如APP設計、虛擬實境等，並建立對程式設計的正確概念。
企業電子化學分學程：了解企業電子化之基礎觀念，並導入資訊系統
模組之實作，以培養實務應用的能力。
多媒體網頁設計學分學程：培養學生運用各式多媒體技術，於網站規
劃設計、實作之網頁設計能力。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5名、繁星計畫5名、技優甄審25名、甄選入學78名、
聯登分發37名、日間部獨招20名、進修部獨招55名。

跨領域人才培育模式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視覺傳達行銷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視覺傳達行銷組
發展特色

因應行銷與流通產業趨勢，並培養學生專業知識與能力，擬訂以行銷
企畫實務、商店經營與管理、流通服務管理為主要特色發展方向。

課程應用

數位行銷實務學程：經由實務電商平台運用，認識數位化的商業經營
模式以及所對應的行銷策略及實務作法，培養出瞭解數位行銷媒體操
作與應用的人才。
商店經營管理學程：學習到最新的商店經營知識，以科技、資訊與效
率等觀念，取代傳統零售業的操作模式。
流通服務管理學程：將銷售情報轉化為有用的市場資訊，並有效運用
到企業體系運作模式內，進而達到加倍獲益的效果。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18名、繁星計畫5名、技優甄審15名、
甄選入學87名、聯登分發53名、進修部獨招95名。



民生創意
學院

應用外語系
發展特色

培養具團隊合作精神、國際視野、善用英語及第二外語
（日、韓、法⋯或印尼文等）溝通表達之專業人才。

課程應用

航旅服務外語學程：培養航空及旅館服務相關領域的外
語人才。
觀光與商務英語學程：提昇商務溝通能力與觀光產業的
就業競爭力。
職場日語學程：因應相關職場的需求，加強日語的應用
能力。
兒童英語教學學程：培養從事兒童英語課程教學之專業
人員，以因應職場需求。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5名、繁星計畫5名、技優甄審10名、
甄選入學60名、聯登分發35名、進修部獨招95名。

國際企業經營系－
航空服務與行銷企劃組 & 觀光行銷與休閒管理組

發展特色

以輔導學生取得證照、上機實務操作、商場語言學習與企業實習等為主
軸，培養具國際化、資訊化與創新化的國際觀光與航空人才。

課程應用

民航機師與飛航管理學程：透過與專業飛航訓練機構－安捷飛航訓練中
心之合作，培育出航空業極為欠缺之民航客機機師人才。
全球觀光行銷管理學程：輔導學生通過普考華語領隊、外語領隊、導遊
人員、航空訂位證照、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餐旅服務業督導CHS認
證⋯等資格，以順利進入觀光產業服務。
全球航空服務管理學程：培育航空客運服務、航空貨運服務、國際物流
及行銷企劃與場站管理的專業人才，以滿足航空產業需求。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20名、繁星計畫10名、技優甄審10名、甄選入學58名、
聯登分發32名、進修部觀光組獨招85名。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發展特色

在多媒體既有基礎上，朝「電腦動畫設計」、「數位影
音製作」與「互動多媒體設計」三大領域發展。

課程應用

電腦動畫設計：熟悉應用不同之多媒體素材進行動畫製
作，並將動畫元素整合於互動式數位內容之中。
數位影音製作：培育具有數位多媒體影像、音訊設計與
製作能力之專業人員。
互動多媒體設計：因應產業需求，將數位多媒體內容導
入資訊科技，加強虛擬實境、體感互動、3D全息投影等
元素。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6名、繁星計畫5名、技優甄審14名、
甄選入學53名、聯登分發37名、進修部獨招45名。



創意發想  創客精神

物業經營與管理系 & 
物業經營與管理系室內設計組

發展特色

在「不動產經營」及「室內設計」兩個主軸下，朝物
業生活服務、物業空間規劃與裝修服務以及物業資產
經營服務等三大方向前進。

課程應用

不動產經營與管理學程：培養不動產營業、仲介、經
紀等相關技能。
室內設計裝修學程：提升建築物室內裝修及規劃的技
能，以期成為物業室內維護管理及室內設計裝修的儲
備幹部。
智慧綠建築室內空間學程：以前瞻的角度結合智慧節
能系統與綠建築思想，並融入室內裝修空間設計中。
3D電腦模擬擴增實境學程：將空間設計想法以3D模型
與虛擬實境的方式呈現。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10名、繁星計畫5名、
運動績優5名、技優甄審10名、甄選入學53名、
聯登分發19名、日間部獨招13名、進修部獨招45名。

餐旅管理系 & 
餐旅管理系餐旅規劃與設計組

發展特色

訓練學生餐飲及旅館操作的實務及管理能力，以達培
養餐旅業人才為相關產業所用之目的。

課程應用

餐飲製備學程：培養餐飲內場人員創新、設計與製備
之技能。
餐旅服務學程：訓練餐旅服務人員溝通技巧，以正確
的服務態度及純熟的服務技能，成為外場服務之專業
人才。
餐旅微型創業學程：以創新設計觀念及餐旅商品規劃
能力為重點，期望培育微型創業人才。

招生管道

高中生申請入學6名、繁星計畫7名、技優甄審10名、
甄選入學138名、聯登分發65名、進修部獨招150名。

民生創意
學院

民生
創意
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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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Contact Us

專人
聯繫

LINE
訊息

FB
社群

健行科技大學 - 校網

健行科技大學招生處

健行科技大學籃球隊

官方帳號搜尋
「健行科技大學」
或掃描QRCODE

招生處
TEL：03-4581196 分機3221-6


	106招生簡介
	106招生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