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新土環系源自本校民國55年創校之土木工程系，以「培育具專業技能、應變能力、與
工程倫理之土木與環境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學生四年教育中以落實「服務」、「實作」
為基礎，引導學生發掘問題及學習思考解決方法。本系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
，具備符合國際標準之工程教育環境與師資。

　　除課堂學習、儀器操作及實習外，本系特別重視證照輔導、校外實習、工程參訪及實作
專題，培養學生畢業時所需就業能力與研究能力，將所學與實際工作相結合；未來亦具備繼
續朝研究所深造之潛能。

土木工程與
環境資源管理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教學特色

　　本系最大特色為貫徹「全人教育」的
教育目標，以培育出專業與通識、素養與
人格、個人與群體、身心靈平衡之學生為
價值核心。

　　採用現代資訊工具應用於教學上，將
課堂專業課程內涵與實務相結合，透過工
程參訪、學術研討、業師協同授課、專題
實作及實習等非傳統授課方式，提供學生
接近實際工作之學習環境，進而發揮個人
創意及潛能。

　　本系多位教師積極從事產學研發並與
業界合作，瞭解產業未來發展，規劃同學
就業方向，以符合社會脈動趨勢，並做為
課程內容安排重點。

專業課程
　　   以就業為考量的課程安排，使同

學習得終身受用工作知識，並配合
實務教學與實習方式培養學習興

趣。專業課程以培育出「土木
工程師」、「內業工程師」

及「環保及水保工程師」為
專業訓練的三大主軸，

四年學習課程中依照
興趣及性向，選擇合

乎社會就業需求的
各類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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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與設備
　　聘任14位專任教師，擁有國內外土木、結構、大地、環工、水利、水土保持及測量技師證照者超過半數以上，是
指導學生從事專業工作的最佳助力。

　　為增進學術與業界交流，提升本系師生學習層面，依時勢潮流與國家政策，聘用業界實務專家或政府單位人員，
講授課業界最新實務知識。

　　教師教學熱心，課餘主動輔導學生考取電腦繪圖、測量技術士、混凝土技術士、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處理系統、
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系統等各類證照。本系同時設有專案獎勵及補助辦法鼓勵師生取得各類專業證照。

　　土環系有一館、二館，教學與活動空間充足，配合專業課程與研究，設置多元教學空間，設備新穎充實，有環工
試驗室、土壤力學試驗室、混凝土試驗室、測量暨空間資訊儀器室，非破壞性檢測研究室、營建技術資訊研究室、輕
鋼構研究室、工藝實作研究室等，各類先進軟硬體設備一應俱全。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281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明新
土環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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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本系大四下開設全學期校外實習，學生可以藉此提早體驗
職場環境及累積職場經驗。

本系開設產業學院學分班、就業學程學分班及海外暑期英
語研習營，加強學生的專業能力、實作力及就業競爭力。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評
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設置「環境遙測與加值應用研究中心」、「防災與資源管
理研究中心」，主導各類研究及產學計畫人力整合、資源
共享，並執行本系與政府機關、私人企業委託計劃，每年
產學合作計劃金額超過新台幣數百萬元。

本系每年暑假期間媒合學生到土環相關職場工讀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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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本系為創校系科，畢業校友多任職土木、營建及環境科學與工程領域，分佈全臺產業界、學術界和政府機關，
提供本系畢業生寬廣職場出路與人脈資源。本系鼓勵畢業同學參與政府機關公職考試，就業選擇亦包含私人工程機構與其
他相關就業領域。

　　創業：因工程產業發展多元，本系畢業同學擁有一技專才與證照，加上豐沛校友資源，自行創業成立工作室、技師事
務所、經營中小企業(顧問公司、營造廠、工程公司等)者不在少數。可經營科技管理、技術研發，甚至行銷與業務等事業。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大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後報考本校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
業年限。或輔導報考其他國內外研究所深造，以及協助學生報考專業技師，多元發展管道開啟人生職涯方向與契機。



　　工業工程與管理(或稱「工業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 IE)是結合科學、資訊科技和管理學等方法
，用以提升組織營運效率的學門。「標準化」、「合理化」、「自動化」是理論基礎，「強調系統性，廣
泛應用性」，工業工程專業在產業實務應用上攸關整合與績效，重要性不可言喻。

　　「經營之神」王永慶指出台塑集團管理精髓就是工業工程中的「合理化」，事事追根究底，追求合理
。鴻海集團郭台銘董事長也曾說：「高科技離開了實驗室，就是工業工程」。產品研發是「從無到有」，
工業工程則是「從有到精」。學習工業工程與管理，就是培養管理產品「從有到精」的能力。

教學特色
　　課程重視實作與應用，透過「基礎暨通識教育課程」與「IE
暨績效提升」、「生管暨運籌」、「品管暨永續發展」三大專
業模組，強化在證照、實習、專題三方面的學習，使同學具備
資訊科技應用、基礎IE手法、系統化分析思維及方法、生產管理
與品質提升、永續企業及綠色管理等知識及知能，橫跨科技及
管理的課程特色，培育出科技兼具管理的跨界務實人才。

　　為強化同學實務能力，除上述課程外，設計有產業學院與
實務增能、雙師教學等課程。大四至企業實習實作，製作實務
專題等。系上提供產學合作機會，以及辦理專業證照考訓的輔
導，以多元教學方式來提升核心能力並強化就業競爭力。

專業課程
　　核心能力紮根化培育學生具備企業所
需的工管知識與技能。畢業後可進行營
運之流程規劃管理、診斷、整合相關工
作。

　　專業課程實務化由產學共構課程、雙
師教學，產業學院、專業學程、畢業專題
製作，將實務情境與動手做的技能融入課
程中，培養職場先備知識與能力。

　　專業訓練證照化培養學生專業技能
可達專業認證的水準，並輔導取得專業
證照。

　　產業經驗實戰化透過企業實做、校
外實習與產學合作，以提升畢業生的就
業力。

　　全人學習多元化配合學校加強學生
多元學習，培養學生團隊合作、人文關
懷、強健體魄與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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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歷年合作的企業有電子業、光電業、運籌服務業、傳統產業，包括力成、台積電、聯電、中強光電、矽成、矽格
　　　、欣銓、智邦、錸德、統昶等。　　　　
就業：擔任工業工程師、生產管理師、品管/品保管理師、設備工程師、製程規劃等等。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報考本校工業工程管理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或輔導其他國內外
　　　升學的相關準備，協助學生更多元的管道繼續深造。

師資與設備

　　工管系師資以教導學生建立職場競爭力，充分就業為導向，有20位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之師資有18位，專長涵
蓋製造研發、自動化、生產管理、資訊科技、人因工程與安全管理、計量科學、成本及財務管理等實務領域。

　　專業教室配有先進教學軟硬體，更設置穩健決策、產業自動化、作業研究及限制管理、品質管理、人因安全與工作
研究、永續發展、運籌服務，以及電子產業等實作室。

優質師資、最新教學設備、領先的相關應用研究，致力
培育工管專業人員。

畢業即就業。以未來就業競爭力為導向，採務實教學，與
企業合作提供實習機會，在校學習階段可參與產業學院，
由雙師教學，後至企業實習，8成以上錄用為正式員工。

另有進修部為在職人員提供職場所需的專業課程，學以致
用，精進工作成效。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232/3211[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明新
工管

碩士班教學研究結合校外企業，以替企業解決實際管理
應用問題為主，培育務實管理人才。

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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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產業升級與社會需要，以「培育學生成為兼具專業技術與人文素養
之化妝品及美容造型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

　　化妝品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之進修部學程於103學年度成立，日間部學程於106學年度成立。

化妝品應用
學士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Applied Cosmetics

教學特色

　　課程規劃以「化妝品科技」及「美
容造型」兩模組為課程設計之核心。「
化妝品科技」模組包含化妝保養品之研
發製造與分析檢驗之相關課程；「美容
造型」模組則是訓練學生美容實務與美
姿儀態，培養專業美容保健、造型設計
與美容諮詢人才之相關課程。

　　教學強調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各年
級間課程具備連續性及銜接性，配合產
業現況、未來發展及技職教育方向，規
劃完整之專業必選修課程，結合專業知
識與實務能力，輔導參加技藝競賽與技
能檢定，培育化妝品產業之專業科技人
才。學生可依其生涯規劃選擇繼續進修
、就業與自行創業。

專業課程
　　本化妝品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的課程規劃以「化妝品科技
」及「美容造型」兩模組為課程設計之核心。

   「化妝品科技」模組強調學生多元學習，使學生具備基本化
妝品研發與化妝品分析之能力。修習「化妝品科技」課程模
組，可從事化妝品教育講師、化妝品品管人員、化妝品配方
開發人員、化妝品原料行銷人員、芳香師、醫學美容師等。

　　「美容造型」模組訓練學生美容實務與美姿儀態，培養
專業美容保健、使學生具備造型設計與美容諮詢之能力。修
習「美容造型」課程模組，可從事化妝品教育講師、化妝品
行銷人員、芳香師、美容造型顧問、美容彩妝師、造型設計
師、新娘秘書、醫學美容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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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化妝品製造、化妝品應用、化妝品管理、生技保健相關領域之工作，或取得相關職業

證照，從事彩粧美容師、美髮設計師、指甲彩繪師、新娘秘書、SPA芳療師、禮儀師等職業。

　　畢業生可報考國內外化妝品製造、化妝品應用、化妝品管理、生技保健等相關研究所，取得
碩、博士學位。

　　可運用所學，發揮創意與執行力，實踐創業之理想與抱負。

師資與設備

　　學程係為跨院整合，充分結合本校工學院、服務學院與管理學院系所之相關師資、設備資源。聘任有教授6人、副
教授10人、助理教授6人及講師2人，其中擁有博士學位者17人。成員多具有化妝品及美容造型界實務經驗，敬業且具
有高度教學熱誠以及積極的研究態度。教師與相關業界互動密切，尤致力於從事專案研究、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

　　本學程之發展以學生就業為導向升學為輔，基礎與專業知識並重，理論與實用技術兼顧，本學程設有「化妝品科
技實習實驗室」及「美容造型實習實驗室」，另搭配本校化材系之儀器分析實驗室、貴重儀器實驗室、生物化學實驗
室。實驗室儀器設備完善，學生藉由美容相關教學實習專業教室之訓練與實習，能提升學生之實務操作與專業技能，
使學生在職涯有足夠的專業力及競爭能力。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331/3357[化妝品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明新
化妝品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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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技系以培育優秀的化學工程師和中高級化學工程與材料製程開發研究
人員為宗旨。課程規劃方向係依循這個宗旨，以基礎與專業知識並重，理論與實用技術兼顧
為原則，並根據本系之發展目標與結合地區產業，發展特色所需之專業領域課程。

化學工程
與材料科技系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教學特色
　　化材系教學、師資與豐富資教學及研
究設備，一向為各界所肯定，歷年獲得教
育部評鑑為「一等」，亦通過IEET「工程
及科技教育認證」。

　　因應科技發展趨勢、區域產業特色與
學生就業導向，規劃符合時代潮流與未來
趨勢之專業課程，並推動產業學院，業師
協同教學和業界實習。

專業課程
　　 課程以靈活之教

學 方 式 ， 輔 以 實 作
練 習 ， 循 序 建 立 學
生 科 學 與 工 程 之 基

礎觀念。專業課程除
化工與材料之專業必修
課程外，另結合地區產

業發展特色所需之專
業 領 域 ， 規 劃 製 程
技 術 、 生 化 工 程 、
材 料 科 技 、 綠 色 科

技四大領域。

　　學生可依興趣與生涯規劃修習奈米科技、光電太陽能半導
體製程、特殊化學品材料、生化工程、綠色能源、環境工程與
化妝品科技等課程，將專長延伸至其他新興之相關應用領域與
新材料開發。

　　配合跨系、跨領域專業，「光電平面顯示器學程」與「綠
色科技學程」，使學生除一般化工與材料相關產業所需技能外
，進而加強其他相關科技知識專長，以拓展畢業學生之就業與
發展空間。

化學工程
與材料科技系

生化工程

綠色科技製程技術

材料科技



　　就業：本校毗鄰新竹科學園區與新竹
工業區，向與產業界互動良好，畢業後可
就近在光電半導體、化學工業、材料研發
、綠色能源、環境工程、生技製藥及化妝
品等產業謀職，就業通路十分寬廣。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
，在校學業成績優異之學生，可於校內繼
續修讀一年，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取
得學士與碩士學位。或報考國內公私立大
學之化工、化學、材料、能源、生化工程
、環境工程、化妝品科技等博、碩士班。
輔導協助申請英、美、加及歐洲等國外相
關博、碩士班就讀。

師資與設備

　　本系聘有教授6人、副教授8人、助理教授2人及講師1人，其中擁有博士學位者16人。成員多具有業界實務經驗，敬
業且具有高度教學熱忱以及積極研究態度。教師與產業界互動密切，尤致力從事專業學術研究、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

　　化材系配合專業課程設置多元教學空間，實驗室儀器設備完善，歷年教育界評鑑皆獲得一等，亦常獲教育部特色
計畫專款獎助。有電子材料製程實驗室、生化工程、污染防治、高分子與特用化學品、儀器分析、單元操作、材料工
程、發酵工程、合成化學、觸媒與奈米材料、生質能源、熱力與相平衡等相關實驗設備。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評
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與世界工
程科技教育接軌。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331/3357[化學工程與材料科技系]

明新
化材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本校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國外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材料
研發

化妝品
產業

光電
半導體

環境
工程

化學
工業

生技
製藥



　　本學程依明新科技大學辦學理念，強調知能並進、學用合一之教育宗旨，配合業界用人需求與產業
趨勢，整合跨院教學資源，以發展務實致用達成本學程「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與實習兼具。強調人文
素養、服務態度、專業倫理，培育文化觀光產業優質之服務與管理人才」的教育目標。

　　本學程以「文化產業經營課程」課程模組、「觀光產業經營
課程」課程模組、配合「第二外語學習」為課程規劃軸心，畢業
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必修80學分(通識基礎24學分，專業必
修56學分)，選修48學分(允許跨系選修，本學程專業選修學分不
得低於40學分)。開設課程包含：

　　專業基礎：英文/中文領域/史學領域/客家文化概論/英語會
話/地方產業概論/觀光法規/文化創意產業概論/民俗與文化/在地
觀光資源調查/觀光英文/行銷學/文化觀光多媒體設計/觀光旅遊
證照輔導等。

　　文化產業經營課程模組：溝通技巧/跨文化溝通理論與實務/
文化資源概論/茶藝實務/陶藝實務/文化產業創意與策劃/文化政
策法規概論/文化產業專業用語/資訊技術應用管理/實務專題等。

　　觀光產業經營課程模組：溝通技巧/跨文化溝通理論與實務/
消費者心理學/觀光學概論/會展規劃與管理/觀光地理資訊系統/
觀光人力資源管理/導遊實務/桌遊實務/實務專題等。

　　第二外語課程：基礎日文、觀光日文。

專業課程
教學特色

　　本學士學位學程強調跨領域學習，以產
學合作、專業證照輔導、在地文化觀光課程
開設，培養學生人文素養，以及培育文化產
業經營、觀光產業經營二大領域專業為重點
及特色。為培育具有專業技能之文化觀光產
業優秀人才。

．提昇學生對文化觀光產業環境之觀察分析
能力與國際化視野。

．熟稔文化產業與觀光產業之知識傳遞應用
，發掘創新創業實踐能力。

．引導參與社會實際行動，強調個人責任感
與提昇參與度。

．打造產官學研之跨領域交流，激發創業理
想與目標。

．推動產學合作，加強實務經驗與專業技能。

．理論與技能並重，培養學生繼續自行創業
的興趣與能力。

文化觀光產業
學士學位學程

Progra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觀光產業
經營
課程模組

第二外
語課程

文化產業
經營課程
模組

專業基礎

文化觀光產業
學士學位學程



　　本學程學生所學之專業與實務知識可應用於文化產業經營、觀光產業經營等相關產業，甚具競爭力。
修習「文化產業經營」課程模組者，將可從事：公職、網路創業者、實體店面創業者、文化產業創業者、
文化產業工作者、新創事業之工作者；修習「觀光產業經營」課程模組者，將可從事：公職、行銷企畫人
員、生態旅遊人員、文創產業行銷人員等。

　　本學程畢業生可報考本校服務事業管理研究所，或國內外各大學文化休閒觀光等相關研究所，亦可選擇
赴本校國外姊妹校修習學分，攻讀碩士或學士雙學位。

師資與設備

　　整合本校跨系及跨院的團隊，包括人文社會學院及服務事業學院師資，擁有畢業於國內、外知名學府之專任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相關產官學界學者專家，敬業且具有高度教學熱誠以及積極的研究態度，教師與相關業
界互動密切，尤致力於從事專案研究、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

　　配合專業課程，設置多元教學空間，教學設備完善，有提供文化觀光的學習教室(茶藝、陶藝體驗)、多功能明新
講堂及電腦多媒體語言教室等硬體設施外，亦規劃有相關輔導學習角落，提供學生多元化之學習空間。

培育旅遊、人文、服務之文化觀光產業專業人才。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強調產學合作，落實在地文化觀光產業輔導。

畢業前景 

協同區域發展，輔導認知在地文化觀光產業發展。

跨領域整合課程，傳授文化觀光實務與理論的課程。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2613[文化觀光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明新
文化



　　企業管理是學習行銷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以及資訊管理等知識的
學科。明新企管系為深化學生專業能力，課程規劃以專業導向，配合業界實務，建立服務管理、營運
行政二大模組。

　　明新企管系所訓練的不是單一的人才，而是廣博而專精的跨領域人才，具解決問題、溝通協調、
系統思考能力，畢業出路廣，各行各業均有傑出表現。

教學特色

　　服務管理模組：
主軸在培養服務管理
相關知識與技能。畢
業後從事工作類別包
括企劃、行銷、業務
、客戶服務、零售服
務等職務。

　　營運行政模組：主軸在培養學生企業營運中各部門的行政
支援相關知識與技能。畢業後從事工作類別包括人資、總務財
會等部門擔任行政及主管職務。

專業課程
　　發展區域化緊密與桃竹苗產業與學
校合作，落實區域深耕與發展，實現在
地就學與就業。

　　專業特色化企管系擁有傳統「五管
」的一般性管理課程，使學生可從中探
索自我專業興趣，更建立二個特色課程
模組，分別是「服務管理」以及「營運
行政」，培養學生專業知能與倫理素質
，提升就業實力。

　　學習實務化藉由校外實習媒合、專
業證照輔導、產學合作計畫參與、實務
專題製作、業師協同教學，增進學生實
作能力。

服務管理
模組

企業
管理系

營運行政
模組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就業：本校毗鄰新竹科學園區與新竹
工業區，向與業界互動良好，且周邊之中
小企業眾多，企業管理人才之需求甚殷，
使本系畢業生擁有充分就業機會及多元選
擇的先天優勢。

　　升學：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
大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後報
考本校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
限。或輔導報考國內各公私立大學相關管
理研究所、協助申請就讀國外相關研究所
深造。

師資與設備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均屬專業領域之教師，20位專任教師，其中10位產業教師，7成博士師資；也遴聘具實務經驗
的兼任教師充實教學陣容。

　　配合專業課程，設置多元教學空間，設備新穎充實。提供學生寬敞活動空間與優雅之休憩環境，並擁有專業教室、
數位學習電腦教室、門市服務教學教室、設計思考實驗室以及多間師生討論室，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特別設置系
學會與系友會專屬辦公室，加強畢業校友與系上之聯繫，促進學生與校友情感交流與向心力。

配合教育部技職司的「技職再造計畫」，藉由區域產業
合作夥伴，共同培育學生專業核心能力。積極瞭解產業
所需職能，將專業能力轉化為課程，符合產業需求。

遴聘業界專家與專任教師進行雙師協同教學，所學即所
用，學用零落差。

建立就業輔導機制，提升職場就業力，學生畢業即就業。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571[企業管理系]

明新
企管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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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遊憩與觀光是臺灣持續發展成長之重點產業，本系教學目標為培育休閒產業精緻化發展所需之優
質服務與管理人才。配合休閒相關產業之發展進行課程規劃，教學理論與實務並重、學術與實習並行；透過
學作合一之方式，傳授全方位學識與實務，培養專業技能人才。

專業課程

教學特色

　　本系教學涵蓋文化、健康、旅遊三種
休閒體驗領域，並以服務管理、體驗設計
、行銷規劃為課程主軸。

　　除校內課程外，與休閒產業龍頭業者
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業界師資定期協同教
學、實習課程安排，與業界緊密接軌，提
供學生最佳實務訓練。

休閒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課程規劃強調專業導向，配合業界實務設計，包括：潛水
、茶藝、陶藝、休閒商品創造、渡假村經營、休閒活動規劃、溫
泉館經營、遊程規劃、健康促進、導遊領隊實務、展覽會議管理
等特色課程，並輔導相關證照取得，內容豐富、專業、多元。

休閒事業
管理系 文化

休閒
健康
休閒

旅遊
休閒服務

管理

行銷
規劃

體驗
設計



　　就業：學生就業領域相當廣泛，如遊
程規劃師、旅遊諮詢顧問、休閒俱樂部專
員、俱樂部行銷企劃專員、旅遊OP人員、
領隊、導遊、解說導覽人員、休閒規劃師
、表演企劃人員、休閒部主管、文化休閒
業經理、展場設計人員與展覽/活動/會場
規劃設計師等，就業市場廣泛且多元。

　　升學：本系畢業同學具有寬廣升學管
道，除了可選擇就讀國內外休閒事業管理
相關研究所外，亦可選擇觀光旅遊及商管
企管等相關系所如永續觀光、旅遊事業管
理、旅遊健康、觀光暨遊憩管理、行銷管
理、休閒健康管理、體育與健康休閒、休
閒遊憩等相關研究所就讀。

師資與設備

　　專任師資具備多重專長，具有多年休閒產業實務經驗及休閒專業證照，並擔任各相關產業之學會與協會重要幹部
，具有產業經營跨領域整合之教學與研究能力。

　　配合專業課程，設置多元教學空間，如茶情境體驗教室、陶藝教室、多媒體教室、產業人才培訓室、健康適能教
室、休閒教育室、服務活動教室、創意旅遊教室等，符合各類休閒產業人才培訓需求。

課程包含校內教學與業界實習訓練，能力培育過程連
貫且選擇多元，對學習成效之要求專業、嚴謹且全面
；畢業前需通過能力檢定與畢業專題之考核。學生畢
業時即具備高度職場競爭力，是臺灣休閒產業首選之
人才培訓搖籃。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海外實習為本系實務學習之重要發展特色，連續多年
榮獲教育部學海逐夢計畫補助，協助同學至海外各地
實習，增長國際經驗與視野；目前已有超過80位以上
同學赴美國、加拿大、新加坡與帛琉等地實習。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851[休閒事業管理系]

明新
休閒

休閒
規劃師

領隊、導遊與

解說導覽人員

旅遊諮詢

顧問

旅遊OP
人員

本校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國外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表演
企劃人員

展覽/活動
/會場規劃
設計師

俱樂部

行銷企劃

專員

遊程

規劃師

文化

休閒業經理



　　高科技產業是時下最夯的產業，其中光電領域更是各項科技發展的重要推手，產業面也
具有高度成長力。光電系統工程就是一門整合光學、電子電路、精密機械及材料應用的學科
，具先進科技與跨領域研究的特性，應用層面極廣，以提供新興產業(尤其是資訊與通訊)關鍵
性技術與零組件。

　　明新光電以光學及光電材料與元件理論為課程基礎，並強化系統機構與電子工程方面之
訓練，培養出熟悉「精密光學元件與數位影像系統」、「顯示元件與系統」、「綠能光電與
光電元件」，及「光電資訊處理與生醫光電」四大領域的光電工程實務人才。

光電系統工程系
Department of Opto-Electronic

System Engineering

教學特色

　　連結全球光電產業之發展為教學導向
，除專業知識課程，成立研究與教學應用
之綜合型實驗室，與廠商建教合作關係，
鼓勵教師與學生走進企業。

　　購置多項專業儀器設備供教學使用，
配合國內外專家所設計之光電專業實驗課
程，強化學生實作能力。搭配傳統課堂教
學，教師輔以多媒體及各項軟體工具從事
教學。開設校外實習教學、實作導向實務
專題課程。

　　與產業實務無縫接軌的產學合作計畫
，讓教師之研究能契合業界發展所需，使
學生得到完整、有系統且符合業界實務與
需求的訓練，產學結合的能量成為學生最
豐沛的學習資源。

專業課程
　　課程規劃以專業導向，配合業界實務分為「精密光學元
件與數位影像系統」、「顯示元件與系統」、「綠能光電與
光電元件」，及「光電資訊處理與生醫光電」四大領域，建
立學生在元件、機構、系統、面板、光機，及模組、製程等
工程專業知識，具備掌握光電領域重點技術的專業能力。

　　配合跨系、跨領域專業，成立光電平面顯示器專業學程
、綠色能源專業學程，強化學生的多元學習，提升未來就業
競爭力。

光電系統
工程系

綠能光電
與

光電元件

顯示元件
與系統

光電平面
顯示器學程

綠色能源
專業學程

光電
資訊處理
與生醫光電

精密光學元件
與

數位影像系統



　　就業：本校毗鄰新竹科學園區與新竹
工業區，與產業界互動良好，畢業出路廣
，光電產業、半導體製造、被動電子元件
製造、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電子零組
件、光學器材製造、IC設計、通訊機械器
材等產業，擔任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師
、光電工程師、機械繪圖、光學製造等職
務內容。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
，大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後
報考本校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
年限。或輔導其他國內外光電工程、電子
電機工程領域的研究所升學相關準備，協
助學生更多元的管道繼續深造。

師資與設備

　　本系設備新穎充實，除了提供教學實驗如電子學實驗、光電實驗等教學實驗設備外，各專題實驗室設有高真空薄
膜濺鍍系統、原子層沈積系統、原子力顯微鏡系統、多功能電性量測系統、生醫造影系統模組、太陽能電性量測平台
、全波長橢圓測厚儀、UV/VIS/NIR分光光譜儀、干涉儀、積分球與檢知器、雷射二極體光泵固態綠色雷射、鈦-藍寶
石雷射、螢光光譜儀、光學同調攝影系統、雷射光鉗系統、菲佐干渉儀、FE-SEM(工學院共用)等專業儀器，提供各項
教學實務與實習使用。軟體部分則提供如TracePro、SolidWork、LabView、Macleod Thin-Film Design與Matlab
等專業軟體。

　　系上14位具有光電相關專長之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積極發揮專長爭取產官學研究計畫，產學合作專案的機會
，提供學生累積業界實務機會。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381[光電系統工程系]

明新
光電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本校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國外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光電

工程師

製程

工程師

生產設備

工程師

機械繪圖

人員

光學製造

工程師

加強與業界進行交流，以期促進產學合作。

利用週邊學研機構，工研院、國家奈米實驗室、精密儀器
中心、高速電腦中心、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資源。

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與世界工程科技
教育接軌。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致力投入光電新領域，如光電生醫。



　　台灣由於少子化與高齡化造成人口結構改變，預估2018年65歲
以上人口占14％，成高齡社會；2025年65歲以上人口占20％，將
成超高齡社會；到2050年65歲以上人口將攀升至44％，將成全球老
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今年政府積極推動長照制度，加上高齡社
會形成的食衣住行育樂需求，這些龐大需求商機，將使「銀髮產業
」成為未來重要產業。 教學特色

　　課程之規劃與設計是由淺入深，由理論而
實務。

　　畢業學分132降至128、必修44學分降至
40、跨系選修8學分與微學程的課程設計等，
讓同學可更自由多元學習，提升就業知能。

　　106學年度規畫「老人智慧生活與照護」
、「物聯網於老人照顧之應用」等相關課程，
讓同學具前瞻照顧之知能。

　　以機構實習、參訪體驗、社區服務護照等
課程設計，培養學生具備服務之柔軟心，以提
升學生未來之服務品質。

　　專業證照與職涯規劃輔導，及多元課程之
學習與應用，俾培育學生符合社會需求並具國
際視野。

　　業界協同教學課程，讓本系師生熟悉業界
發展與需求，為學生就業鋪路。

　　進修部設遠距教學，並強化長照服務人員必
具有之知能，如老人餐旅、運動、休旅、輔具等
實務課程，強化老服相關產業實務競爭力。

本系特色
　　明新老服系為國內第一所老服相關領域之科系，對學生培訓
具經驗與前瞻性。

　　是目前政府推動長照所需之所有專才，如照服員、居服員、居服
督導、照管專員、社工員、機構經營管理等專業人才之培訓單位。

　　以三明治教學方式，讓學生「學中做、做中學」，培養兼具
理論與實務之專才；具完整而嚴謹之實務學習，讓同學畢業即就
業、上班即上手。

　　本系教師大都擔任公私部門與長照單位之顧問、指導員、
評鑑委員，且與公私部門有密切產學合作關係，讓本系師生與
業界緊密結合，加上長照法之執行，更讓本系學生擁有完全就
業條件。

　　本系學生畢業即具備「照顧服務員」、「居家服務督導員」
資格；選修社工學程者，則具備社工員與報考社工師資格。

　　提供服務健康老人、生病老人與亡者之課程與實習，讓同學
依個人性向，選擇相對應之學習與訓練。

　　日夜間部可以隨修選課。

老人服務
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就業：可服務於老人安養護、長期照護、
社區服務、非營利組織等機構；居家服務、老
人服務、長照服務及老人運動、休閒、旅遊、
輔具、教育等相關產業。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大
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將來再報考本
校碩士班，以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也可報
考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心理與社會學、健康照
護、老人服務領域等國內外相關研究所。

　　國考：高普考、社工師、照服員、喪禮丙級
證照、禮儀師資格等國家考試與證照之取得。

師資與設備

　　本系專任教師12名，11位博士，都具豐富學養、實務經驗與教育熱誠；兼任師資皆是各相關產業之翹楚，共同傳
授照顧與服務老人之所有相關產業專業知能，讓學生能勝任所有老人服務相關產業工作，以滿足學生業界實務需求。

　　設有多間專業實作教室，讓學理能在操作中獲得印證，以提升學習效果。另具有「照顧服務員單一級」、「喪禮
服務丙級」二種勞動部國家級技能檢定考試考場、IC3(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考試考場，方便輔導學生證照考試。

　　設「老化模擬體驗教室」及中風模擬體驗裝、老化模擬體驗裝，讓學生能深刻體驗老人生活、身體功能與生命之
樣貌與照顧需求；了解老人日常生活輔具；學習運用輔具，進而研發輔具，而能在提升老人生活品質上做出貢獻。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901[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明新
老服

　　課程規劃以專業導向，配合業界實務，規劃「老人機構
管理」、「老人社會工作」、「老人生活規劃」三大模組，
設計老人照護、老服事業經營與管理、老人福利與社會工作
、健康促進與預防保健、生涯規劃、教育與休閒等相關專業
課程，建立學生就業競爭力。

專業課程

老人服務
事業管理系

老人社會
工作

老人生活
規劃

老人機構
管理

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行銷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成功關鍵，流通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著眼於培育產業所需之人力資源、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透過多元課程規劃、專業證照輔導、實
務專題製作、企劃能力養成、數位技能培訓、競賽活動參與、產學合作交流以及校外實習推展等方式
，使學生具備專業知識、實務技能、國際視野以及服務熱忱，成為行銷與流通領域之專業人才。

教學特色

         行銷模組：
電子商務、會展
產業概論、公關
專案管理、服務
行銷與管理、廣
告管理與實務、
定價策略與管理
、商務企劃、綠
色行銷、行銷實

務與演練、品牌管理、國際會展實務、商品開發與管理、活動行
銷、銷售實務、行銷與流通資訊系統、創意行銷、數位應用實務
與演練、行銷個案研討、顧客關係管理。

　　流通模組：商品管理、國際貿易實務、賣場陳列與布置、網
站規劃與應用、商店規劃與設計、門市營運管理、採購與存貨管
理、零售業管理、通關自動化、國際匯兌、連鎖店管理、流通實
務與演練、銷售實務、企業資源規劃、流通個案探討、行銷與流
通資訊系統、物流中心經營管理、數位應用實務與演練、國際運
籌管理。

專業課程
　　厚植專業知識配合產業發展趨勢、
職場需求與學生背景，規劃理論與實務
並重、基礎與進階兼備之專業課程。

　　提升實務技能強調職場數位應用能
力，輔導考取專業證照，指導實務專題
製作，訓練參加校內外競賽活動。

　　拓展國際視野舉辦海外遊學參訪、海
外實習以及海外留學，透過英語小班制教
學與日語課外輔導以加強外語能力。

　　培養服務熱忱實施勞作教育、開設
企業倫理與服務學習課程，培養責任心
、榮譽感、團隊精神以及服務熱忱。

　　協助職涯發展推動校外實習活動，
舉行企業參訪教學，辦理就業輔導講座
，遴聘業界專家參與協同教學。

流通模組行銷模組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就業：適合本系畢業生的職務包括業
務推廣、市場開發、商務企劃、市場調查
與分析、電子商務、網路行銷、流通運籌
、物流管理、門市服務、零售管理、採購
管理、進出口業務…等。

　　升學：可於國內大學商學與管理相關
領域之研究所繼續進修，或透過本校校際
聯盟，申請就讀國外相關研究所。

師資與設備

　　本系目前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共13位專任教師，均為畢業於美國、日本及國內名校之博碩士，教學研
究專長與產業實務經驗涵蓋行銷、流通、企管、經貿、資訊、外語、法學、設計等領域。

　　本系目前設有「國際行銷教室」、「流通專題研討室」、「市調雲端應用室」、「會展工作室」、「商用多媒體教
室」、「數位學習教室」等專業教室以及「品牌行銷工作室」、「證照工作室」、「英語工作室」、「日本工作坊」等
工作室，提供學生多元、適性、完整而深入的教學環境與學習資源。

重視專業實務技能與產業實習經驗之培養。

強調專業證照輔導、企劃能力養成、外語能力訓練與競
賽活動參與。

爭取產學合作交流、海外參訪學習與各項研究計畫案。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501[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明新
行銷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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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

企劃

流通

運籌

網路

行銷

電子

商務

市場調查

與分析

門市

服務

物流
管理

市場
開發

零售
管理

採購
管理



　　本系以培育「旅館尖兵、旅業菁英」為發展願景，養成旅館產業管理人才。在學期間強化學生職場
倫理與服務精神，致力於培養具理論與實務技能之旅館事業管理專才為目標。

專業課程
教學特色

　　實習：日間部四技學生三年級須赴校外
實習一年，國內或海外實習擇一完成。 
　　(1)國外實習：目前安排有澳洲、美國、
新加坡、帛琉、日本等國家。
　　(2)國內實習：以國際觀光旅館為主，如
台北君悅、君品、艾美、晶華、W飯店、圓
山、晶華、西華、華國、遠東、萬豪、桃園
尊爵、桃園天際、新竹國賓、煙波、喜來登
、台中長榮桂冠、裕元花園、高雄義大飯店
等，學生實習成果頗受業者好評。

　　鼓勵並輔導學生進行實務專題研究，培
植旅館研究人才。

　　開設大專學生第二專長學程，招募及培
訓具高度熱忱之旅館專業從業人員。

　　辦理產業攜手專班計畫，與國內相關企
業合作建立人力資源培訓計畫，提供學生訓
練與就業機會。

旅館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課程規劃配合業界實務，區分
為 旅 館 客 房 務 、 旅 館 餐 飲 及 其 它

營 利 服 務 、 旅 館 行 政 庶 務 三 大
領 域 ， 結 合 健 康 休 閒 元 素 發

展 特 色 課 程 ， 內 容 豐 富 、
專 業 、 多 元 並 輔 導 相 關
專業證照取得。

　　專業必修課程：旅館
事業概論、餐飲經營管理
、客務管理、房務管理、

旅館人力資源管理、旅館營運模擬實務、旅館行銷、旅館財務
管理、旅館英語、實務專題、校外實習等。

　　專業選修課程：旅館美學、旅館資訊系統、旅館安全與衛
生管理、旅館籌備與規劃、旅館採購實務、俱樂部管理、管家
服務、旅館廚藝理論與實務、葡萄酒賞析、國際禮儀與形象管
理、觀光產業概論、壓力管理等。

旅館事業
管理系 旅館

行政庶務
旅館餐飲
及其它
營利服務

旅館
客房務



　　就業：本系畢業生可就所學所長，
選擇旅館、餐飲與相關服務業順利謀職
，或藉由國外實習機構推薦，提供國外
工作機會。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
，在學期間可申請成為預研生，畢業後報
考本校「服務產業管理研究所」，連續學
習並縮短修業年限，亦可報考國內公私立
大學之餐旅管理、休閒遊憩、觀光事業管
理等相關研究所。或申請就讀國外國外大
學研究所，多元管道無限可能。

師資與設備

　　本系聘請具備完整經歷及豐沛專業知識之業界專家級師資，以旅館、餐飲、服務管理與語言類專業師資為主。多
數老師均於餐旅教育發展先進國家(如美、日、英、澳)留學，有助於學生專業能力訓練與國際觀建立。

　　配合專業課程，設置多元教學空間，設備新穎充實，計有：

　　@House實習餐廳：遴聘國內各大飯店知名主廚擔任業界教師，營造舒適用餐環境，提供學生實務操作平台。
實習客房與商務中心、房客務教室：15坪之五星級豪華雙人實習客房暨約33坪之實習商務中心，配備齊全，供師生
教學實習使用。

　　餐飲服務教室、廚藝教室：除提供廚藝教學使用外，場地設施並已通過中餐乙、丙級，及烘焙技能檢定丙級標準
檢定場所；可接受勞動部及相關職業工會之委託，從事在職訓練或證照輔考。

　　語言教室與電化教室：語言教室整合輔助語言教學，及傳統視聽功能的語言教學內涵；含括了雙向式多媒體及網
際網路教學功能，具有彈性及效率，可藉虛擬情境達到實用教學目標；電化教室配備完整視聽設備，提供本系教師教
學媒體e化最佳硬體設施。

　　情境教學教室：新建置客務情境教學、俱樂部情境教學、餐服訓練教學的專業教室，並逐年更新擴增設備，以符
合業界實務訓練所需。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751[旅館事業管理系]

明新
旅館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旅館

客房務人員

旅館餐飲與

其他營利

服務人員

本校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國外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旅館行政
庶務人員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面對財經產業的迅速變化，財務金融學類學生除了財金專業知識，更需培養跨領域專長，特別是
資訊能力、大數據分析能力。明新財金系，專業課程規劃，培養學生擁有多元與整合能力，成為兼具
財金專業技能、團隊精神、人文素養與國際觀的π型人才。

教學特色

　　專業證照普及化為提升學生畢業從
業能力，開設證照必修課及證照輔導課
程，課程融入證照要求專業知識，設立
「財金證照模擬室」提供學生模擬證照
考試，並舉辦證照輔導營及在校辦理就
校認證，協助在校生考取證照。

　　專業視野國際化提供國際化學習環
境，積極鼓勵學生國際交流活動，擴大
學生視野。推動國際證照，全英課程融
入CFA內容，並鼓勵教師取得國際證照
。招收國際生，開設全英授課課程，提
供本籍學生及國際學生共同選修。

　　校外實習就業化與優質企業合作開
設實習課程，邀請實習企業主管協同授
課，確保學生所學技能為企業所需。為
提供學生職場體驗之多元選擇，採用全
部時數及部分時數實習並軌方式執行校
外實習。

專業課程

財務金融系

財務
金融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根據金融業之各項代表性工作職稱搭配所需之證照，將課程
規劃分為金融服務、財富管理、企業財務等三大模組，且著重投資
分析、財務決策、及金融機構等三大財金專業課程，並提供會計、
外語、資訊科技、法規等相關課程，以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且具
國際視野之財金專業人才。

投資
分析

財務
決策

金融
機構

財富
管理

金融
服務

企業
財務



　　就業：畢業生可進入各產業之中小企
業或國際型企業之財務會計部門任職，或
銀行業、保險業、投資信託公司、證券商
、不動產等金融相關事業就業，或於政府
機構之經濟、財政或金融等相關單位發展
專業生涯。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
，大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後
報考本校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
年限。或輔導朝財務金融、企業管理、經
濟或會計等相關領域之國內外研究所深造
。

師資與設備

　　本系專任教師畢業於國內外之優秀大學，博士學位以上師資佔2/3，超過一半教師具業界實務經驗，多數教師取得
專業證照，本系多門課程由校外實務經驗主管與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授課，提供同學最佳教學輔導。

　　配合專業課程，設置多元教學空間，軟硬體新穎充實，有財金虛擬交易室及財金證照模擬室，系統軟體有虛擬交易
所平台、證照模考系統、及Cmoney、TEJ資料庫，可提供學生交易策略模擬及專題製作，提供完善電腦化教學環境。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411[財務金融系]

明新
財金

臺灣證券交易所主辦首屆「校園證券投資研習競賽營」，
個人權證組全國第3名、團體權證組全國第1及第4名。

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會計

研究所

經濟

研究所

財務金融
研究所

企業管理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保險業

證券商

企業

財會部

投資

信託公司

銀行業

與聯邦銀行、永豐銀行、台新銀行、凱基證券、富邦證
券、中國人壽、南山人壽、三商美邦人壽合作，進行校
外實習，學生多數獲得企業肯定並留任。

每位畢業生平均擁有4張以上證照，多位學生取得10張
以上證照。

臺灣證券交易所辦理證券投資智慧王知識競賽，103年網
路初賽北二區第1名、分區複賽北二區第2名，104年網路
初賽北二區第1及第3名、分區複賽北二區第1及第2名，
總決賽全國第2名，105年網路初賽北二區第4名，總決賽
全國第3名。



　　創業是職涯發展中尋求自我實現的重要選項，而行銷則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成功關鍵，有關創業與
行銷的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更是商管人士應該具備的素養。

　　明新科技大學創業與行銷學士學位學程著眼於培育產業所需之人力資源、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
透過多元課程規劃、專業證照輔導、實務專題製作、企劃能力養成、數位技能培訓以及產學合作交流
等方式，使學生成為具備創業實踐能力與行銷專業知能的優質人才。

教學特色
專業課程

　　厚植專業知識配合產業發展趨勢
與學生背景，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

基礎與進階兼備之專業課程，以提昇

對產業環境之觀察分析能力。

　　提升實務技能強調行銷與企劃相
關工具以及數位科技之應用，輔導考

取專業證照，指導實務專題製作，以

建立創新創業之實踐能力。

　　培養服務熱忱開設企業倫理與服
務學習課程，以培養責任心、榮譽感

、團隊精神以及服務熱忱。

　　引導創業發展推動產學合作交流
，遴聘業界專家參與教學，以激發自

行創業之興趣與動機。

創業與行銷
學士學位學程

Bachelor’s   Program 
in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行銷
專業類

創新
創業類

商業
基礎類

管理學、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基礎數學應用、企業倫

理、財務管理、組織行為。

行銷管理、應用統計分析、顧客關係管理、消費者行為、廣
告設計、國際行銷管理、市場分析與調查、門市服務管理、
廣告管理與實務、流通管理、新產品開發與行銷、國際會展
實務、網路行銷、品牌規劃與行銷設計、銷售實務、會展行
銷管理、職場數位技能、零售業管理、流通經營管理。

創意與市場開發、資訊網路資源、智慧財產權法概論、創意
活動、電子商務、創意文案寫作、創意創業專題討論、文化
創新產業、多媒體創意實務、網路創業、創業風險管理、創
意企畫、創新產業、網路藝術、科技創新與行銷、高科技創
業與營運、創新產業個案分析。



創業：可運用所學，發揮創意與執行力，實踐創業之理想與抱負。

就業：適合本學程畢業生的職務包括業務推廣、市場開發、商務企劃、市場調查與分析、電子商務、網路行銷…等。

升學：可於國內大學商學與管理相關領域之研究所繼續進修，或透過本校校際聯盟，申請就讀國外相關研究所。

師資與設備

　　本系目前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共13位專任教師，均為畢業於美國、日本及國內名校之博碩士，教學研
究專長與產業實務經驗涵蓋行銷、流通、企管、經貿、資訊、外語、法學、設計等領域。

　　本系目前設有「國際行銷教室」、「流通專題研討室」、「市調雲端應用室」、「會展工作室」、「商用多媒體教
室」、「數位學習教室」等專業教室以及「品牌行銷工作室」、「證照工作室」、「英語工作室」、「日本工作坊」等
工作室，提供學生多元、適性、完整而深入的教學環境與學習資源。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501[創業與行銷學士學位學程]
 

明新
創業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國外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本校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電子

商務

網路
行銷

商務企畫

市場調查

與分析

市場開發
業務
推廣

創業創業



　　本學程的目標在培育學員具備日常生活及工作職場所需之雲端科技應用能力，讓修完學程的學員不僅能
應用所學來處理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資訊科技的問題，還能以此新的能力應用於商業實務上，更能透過雲
端資訊科技的技術獲得所需的新資訊與知識，進而與國際接軌。

教學特色

　　專業課程配合實務需求，規劃有商務應用模組、雲端科技模組、電
腦資訊技能基礎等三大類。

專業課程 　　提昇學生對資訊科技產業環境
之觀察分析能力與國際化視野，並
因應科技進步，提供電腦與資訊技
術相關理論，提高學習新技能的興
趣與能力。

　　熟稔電腦資訊科技及網路工具
於各領域之應用能力，並提升其問
題解決能力。

　　建立敬業樂群、積極進取的人
生觀與工作態度，培養終身學習的
習慣。

　　擁有一技之長，並開發多元技
能，以奠定就業基礎，朝終身學習
為未來發展目標。

雲端科技
模組

電腦資訊
技能基礎

商務應用
模組

簡報策略與製作、視窗系統應用、網頁設計、手機作業系統、

視覺化程式設計、網路商店設計實務、網站架設等

雲端技術概論、雲端軟體服務、雲端系統導入規劃、雲端應用

實務、家庭網路建置實務、物聯網概論等

基礎文書處理實務、試算表基礎、電腦組裝與維修、網路安全與

防毒、電子商務與網路購物、資料庫生活應用、手機APP應用等

雲端科技與商務
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Applications
 of Cloud Technology in Business



　　就業：本校鄰近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工
業區、台元科技園區三大IT產業重鎮，已有
許多畢業系友於各領域深耕多年；系上並與
許多公司進行密切的產學合作，就業面向寬
廣，包括：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網路
工程師、資料庫管理師、網頁設計師、資訊
安全人員、系統維護工程師、多媒體設計專
員、系統管理人員、資訊教育者...等。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
大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後報考
本校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
或輔導協助攻讀國內外資管、資科、資工、
工管、企管、財管等相關研究所，更多元的
管道繼續深造。

師資與設備

　　聘任專任教師21位，年輕、熱誠、具豐富的實務經驗，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資管相關領域畢業的專業人才(博士師
資佔85%)。

　　教學空間新穎寬敞，有4間電腦網路教室、5間電化教室、12間專業實驗室、閱覽區等。教學實習設備包含平板電腦
、思科Cisco CCNA、CCNA Security、D-Link防火牆、L3交換機、Android開發板、雲端作業系統VMware vSphere
等。教學軟體包含微軟之DreamSpark軟體、IBM SPSS統計分析軟體、多媒體教學軟體、各類自由/開放軟體等。

鼓勵學生參與各種校外競賽、企業實習及專業證照的考試。

以智慧生活為學習主軸，培養學生於職場及日常生活的
電腦技能與素養，並於進階課程中聚焦於電腦資訊科技
產業所需技能。

經教育部審查通過的「雲端科技與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畢業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正式文憑，可參加公職考
試、研究所考試、公司升等。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431/3432
[雲端科技與商務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明新
雲端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國外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本校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程式

設計師

資訊

安全人員

網頁

設計師

系統

分析師

多媒體

設計專員

資料庫

管理師

網路
工程師

資訊

教育者

系統維護

工程師



　　「資訊工程」顧名思義就是研究資訊或電腦的科學及工程，「電腦」較偏向硬體、「資訊」
則偏向軟體，所以凡是與資訊和電腦相關的軟硬體，都可說是資訊工程學科所包括的領域。

　　明新資工系兼顧資訊系統的軟體和硬體的理論與應用，同時配合時代潮流，建立相關核心學
程。提供完整的課程設計與訓練實作，使學生畢業之後，能夠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與競爭力，有
充分的能力進入就業市場，也可以報考研究所繼續深造。

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教學特色

　　除了強調基本理論外，著重訓練學生
具有實務能力、前瞻國際科技趨勢、並且
能自我創新學習與引領資訊應用潮流的課
程。推動多媒體課程、資料庫系統、雲端
運算、行動學習、機器人智慧自動化、物
聯網等課程與專題學習。

　　本系與校內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
及資訊管理系有相輔相成的學習研究活動
，形成課程資源網，讓本系的資訊技術可
以從硬體到軟體、從積體電路基礎到企業
管理應用、從嵌入式系統到通訊網路，都
涵蓋在課程發展重點之中。

　　注重學生學習效果，鼓勵申請國科會
大專學生專題計畫，推動學生產學參與、
就業實習、與升學發展；提供多元學習管
道，透過學習及實作過程，引導學生發掘
問題及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通過IEET工程教育國際認證，以培育
具有專業技能、團隊精神、人文素養與宏
觀服務的資訊科技人才為教育目標。

專業課程
　　  專業課程設計強調理論

、應用、實務三者並重，有
軟體工程學程、資安學程

、晶片系統設計學程三
大領域。設計一系列

有關軟體工程、嵌
入式系統、網路
工程、大數據、
多媒體資訊、智
慧型手機、物聯
網等課程，特別
重視專題研討與

區域產業的結合教學，讓畢業生擁有充足的就業競爭力。

　　專業課程依學程規劃有：基礎數理與資訊課程類、程式
設計與軟體開發類、資料庫系統應用類、網路通訊課程類、
多媒體與網站技術類、資訊安全與電子商務類、行動裝置應
用類、物聯網及大數據研究應用類，各類課程均掌握當前趨
勢，提供新穎務實的課程內容。

資安學程
晶片

系統設計
學程

軟體工程
學程

資訊
工程系



　　就業：本系畢業同學可以進入各現
代化產業擔任資訊軟硬體系統規畫、設
計、開發、測試、管理等工作。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
法，大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
，後報考本校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
短修業年限。或輔導其他國內外研究所
升學的相關準備，協助學生更多元的管
道繼續深造。

師資與設備

　　本系擁有16位專任教師，師資團隊皆來自於新竹科學園區、工研院、資策會等優秀產業界菁英，擁有多年實務經
驗並積極進行各項教學研究計畫及產學計畫，成果豐碩。

　　本系建置有軟體工程實驗室、物聯網實驗室、虛擬實境實驗室、大數據研究室、網路工程實驗室、雲端運算實驗
室、機器人實驗室、開放源碼研究室、數位生活研究中心等。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電話：03-5593142轉3481[資訊工程系]

明新
資工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本校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國外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資訊產品

研發人員

資訊

管理人員

程式

設計師
網路系統

工程師

資訊系統

分析師

與政府機構及地區產業建教合作，多元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學
生具體且實務的研究與實作環境，培養學以致用的能力。

「證書+證照，升學就業一把罩」，與工學院各系跨領域開設
多種專業學程，強化學生的多元學習，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開設資訊證照輔導班，輔導同學取得專業證照，累積實力，輕
鬆升學與就業。

持續進行Cisco CCNA、SQL證照輔導、Google 
AdWords認證課程、Windows 8 APP課程體驗，
與產業接軌強化學生競爭力。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
愛大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
學」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與世界工程科技教育接軌。



　　明新資管系配合地區產業需要，培育企業所需兼具資訊技術與管理知識之專業人員，訓練學生自
我學習、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設有研究所碩士班、四技(日、進修部)、配合企業四班二輪工
作的進修學校二專與進修學院二技。

教學特色
專業課程

積極推動全時校外實習，學生可於大三
或大四到企業全時實習半年或一年，簽
訂勞動契約，提供勞保與健保，給予同
等級員工之薪資。

積極推動企業實務講座、專題製作、產
學合作，強化就業競爭力。

配合業界需求，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本系為Microsoft微軟公司之Dream-
Spark學術機構方案會員；加入Oracle 
A c a d e m y 甲 骨 文 學 院 會 員 ， 取 得
Oracle甲骨文公司校園授權方案；並加
入Cisco Networking Academy學院會
員。

本系擁有完善的ER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教學環境，包括全球ERP系統市場佔有
率第一的SAP系統，並輔導學生原地考
照。

　　．

　　．

　　．

　　．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課程配合產業需求，規劃「資
訊與網路安全」、「系統開發與管

理」及「企業電子化」三大特色
課程模組。

　   開設多項國際證照培訓
課 程 ， 如 ： 微 軟 M C T S 

SQL Server資料庫管
理 員 認 證 、 J a v a 

OCPJP程式設計師
認 證 、 C i s c o 

CCNA網路管理
師、SAP ERP

軟 體 應 用 師
認證，以及VMWare雲端虛擬化管理師VCP證照。系上專業
教室可直接舉辦國際證照考試，輔導選考各類國際頂尖熱門證
照，提昇就業力，校園團體報名優惠價格減輕學生負擔。

資訊
管理系

資訊與
網路安全

企業
電子化

系統開發
與管理



　　就業：本校鄰近新竹科學園區、新竹
工業區、台元科技園區三大IT產業重鎮，
已有許多畢業系友於各領域深耕多年；系
上並與許多公司進行密切的產學合作，就
業面向寬廣。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
，大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後
報考本校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
年限。或輔導協助攻讀國內外資管、資科
、資工、工管、企管、財管等相關研究所
，更多元的管道繼續深造。

師資與設備

　　聘任專任教師21位，年輕、熱誠、具豐富的實務經驗，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資管相關領域畢業的專業人才(博士師
資佔85%)。

　　教學空間新穎寬敞，有4間電腦網路教室、5間電化教室、12間專業實驗室、閱覽區等。教學實習設備包含平板電腦
、思科Cisco CCNA、CCNA Security、D-Link防火牆、L3交換機、Android開發板、雲端作業系統VMware vSphere
等。教學軟體包含微軟之DreamSpark軟體、IBM SPSS統計分析軟體、多媒體教學軟體、各類自由/開放軟體等。

資管系自81年成立以來，歷屆教育部技專校院評鑑皆獲
一等最佳成績。

與新竹地區廠商建立合作關係，提供學生至企業實習的
機會，實習企業有智邦科技、遠東金士頓科技、太陽光
電能源科技、彤果企業、欣銓科技、兆赫電子、凌網科
技、思衛科技、正儀科技等公司。

獲頒資策會數位學習Last Mile推廣計畫績優系所。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
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431/3432[資訊管理系]

明新
資管

積極輔導學生升學：目前已有數十位畢業系友考取國立
大學博士班，其中多位已取得博士學位並於大學任教。

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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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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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運動管理產業正蓬勃發展，年產值將近千億元，且年年提高，加上人口老化、少子
化等社會現象，人人注重健康，除了體育教練、運動行銷、運動服務等相關產業，都是未來
可選之路，運動管理成為熱門學科。

　　明新運管除了運動與管理專業課程，設產學結盟學程，聘任業界人士合作開課，學生能
在職場直接學習最新技能和經驗，畢業後就業率幾乎百分之百。

教學特色

　　課程規劃除基礎的專業課程外，以專業為導向，分「運
動產業經營」、「運動觀光休閒」、「運動技術指導」三大
領域，以模組化的課程安排，養成在運動產業經營的知能、
活動推廣規劃的動能，以及運動技術指導的技能。

專業課程
　　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社會發展趨勢，
彈性調整課程結構，注重實務與學術雙軌並
進，強化學習效果。以多元化的教學方式，
培養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能。

　　推動產學合作：結合師資與設備資源，
提供學生參與各項業界運動管理相關活動規
劃與執行，從職場的實際參與，增加實務與
實習經驗。

　　推行證照制度：鼓勵學生考取證照，開
設專門課程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提升未
來就業競爭力。

證照實務
領隊/導遊

陸上休閒
運動理論
與實務

休閒活動
理論與
實務

球場管理
實務

創意
思考

財務
管理

運動社團
經營管理

運動網頁
實務

運動技術
指導模組

水上休閒
運動理論
與實務

運動
觀光企劃

運動
管理系

技擊運動
理論實務

運動
處方

運動健身
指導與實務

運動
營養學

球類運動
理論與實務

運動觀光
休閒模組

運動產業
經營模組

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Sports Management

A
BC

あ

は



ABC

あ

は

　　就業：畢業生可投入之運動管理相關產業
，如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運動場館規劃管理
、運動賽會經營管理、企業機構運動組織、運
動單項協會與職業運動聯盟、運動俱樂部健身
指導、運動觀光休閒經營、運動傳媒。

　　升學：可報考各公私立大學運動管理、運
動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或輔導申請國外相關
研究所繼續深造。

師資與設備

　　師資陣容充足，實務經驗豐富且專長多元，校內運動設施完善與課程相互結合進行實務教學。有專任教師14位
，以及15名以上的業師授課。

　　配合課程設置有舞蹈教室、體適能健身中心、運動按摩與傷害防護教室、飛輪教室、團體活動規劃教室等專業教
室，以及校內田徑場、體育館、游泳池、保齡球館、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撞球教室、網球場、棒壘球場、桌球
教室、技擊教室等多項完善的運動設施。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2345[運動管理系]

明新
運管

產官學計畫 師生得獎

證照研習

教育部體育署105年運動i台灣計畫
新竹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新竹縣青少年足球推展
苗栗縣政府104年苗栗縣健康樂活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體適
能推廣計畫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一般女生組推鉛球第三名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大專女乙鉛球第四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4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公開女生五人組第三名
2016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競技啦啦隊混合技巧大專甲組第三名(A隊)
2016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競技啦啦隊女子技巧公開組第二名

AFAA-PFT個人體能訓練證照研習
AFAA-GEI團體運動指導員證照研習
AFAA-PC國際基本有氧證照研習
RADICAL FITNESS TAIWAN-OXIGENO 
official trainer證照研習
RADICAL FITNESS TAIWAN-U BOUND 
official trainer證照研習
運動賽會經理人證照研習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評為
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評為桃竹苗
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本校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國外

研究所

升學升學

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就業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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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俱樂部

健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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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產業是時下最夯的產業，電子工程領域更是各項科技發展的重要基礎。電子工程在現
代生活中無所不在，簡而言之，電子工程就是把小小的電能應用在生活與工作中。例如，用計算
機處理許多複雜且精確的運算、有線及無線通訊讓人們更方便聯絡及獲得資訊、半導體科技創造
出越來越小的零件但功能卻越來越強，還有光學、綠能等等的應用，都涵蓋在「電子工程」中。

　　明新電子系發展特色為著重於IC佈局、IC測試、MCU微控制器應用、物聯網智慧生活家庭應
用、智慧型機器人及競速車等領域的教學與應用。除理論課程外，格外重視實驗教育，讓理論與
實務配合，培養學生實際設計系統、職場實務中能獨當一面的競爭力。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教學特色

　　本系教學強調實務與理論並重，按工
業界之發展與需求，配合現有師資設備，
彈性開設選修課程以符合業界與科技發展
之脈動。

　　課程以專業基礎知識為主，專業選修
課程以進階實務課程與應用科技為主，並
進行實務專題的訓練，而為了彰顯技職教
育的本質，多數課程導入實驗與實習，讓
同學們能從實作中體會更多知識的要義，
以培育科技業所需之專業人才，並適時調
整教學內容，以符合新竹地區科技產業特
性。

　　依電子產業的發展及學生就業為主要導向，規劃課程分為「
積體電路」、「資訊工程」、「通訊系統」三大課程模組，學生
依性向及興趣，於各模組課程選課修習。

　　配合跨系、跨領域專業，有「光電平面顯示器專業學程」、
「RFID科技及應用學程」、「綠色科技學程」、「軟體工程學
程」、「數位匯流學程」、「晶片系統設計學程」等專業學程，
強化學生的多元學習，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專業課程

通訊
領域

資訊工程
領域

積體電路
領域

電子
工程系

嵌入式
系統

微處理機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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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單晶片
應用

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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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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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智慧機器
人應用

積體電路
設計／佈局

製程
模擬

封裝
測試

半導體
元件



師資與設備
　　現有專任師資28位，含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助理教授5人，講師7人。均具有產業實務經驗。研究論文發
表於國內外期刊。學生參加全國性積體電路設計佈局或單晶片比賽，屢獲大獎。

　　配合專業課程，設置多元專業研究室，功能包含積體電路設計、佈局、驗證、模擬、製程EDA工作站、積體電路(
射頻級)量測與可靠度分析、積體電路封裝與測試等。並有產學合作晶片應用實驗室、天線與電磁干擾測(EMI/EMC)
試場、奈米材料研究室、光機電微元件設計與性能檢測研究室等。含各項高階設備，如直流參數分析儀、阻抗儀、網
路分析儀、頻譜分析儀、晶圓四點探針機座、無回波隔離室、天線場型自動量測系統、工作站伺服機、金線打線機、
恆溫恆濕環境試驗機、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雕刻機等，供本系師生教學與研究之用。

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與世界工程科技教育接軌。

本系積極與產業界保持緊密互動，藉師生赴校外進行產業參訪、工讀、校外實習等各種措施，執行各類產、官、學研發計劃，
保持與產業脈動同步。

本系獲教育部技職再造技優計畫2千萬新台幣經費補助、業界數千萬元以上的捐贈，用以充實最新教學研究設備，與業界實務接軌。

與科技大廠產學合作校外實習，畢業即就業，無縫接軌。

結合科技廠商進駐本校育成中心，緊密合作。

　　明新電子系至今已有逾18,000位優質畢業系友，遍布產(如：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工業區、創辦技嘉GIGABYTE
公司)、官(如：立法委員、縣市議員、鄉鎮市長)、學(如：多所國立私立大學與本系教授)、研(如：工研院、中科院
、中研院、資策會)等領域，為社會貢獻所學。

　　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大學部學生在已熟悉的環境下，大學四年期間可以申請成為預研生，後報
考本系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或輔導報考其他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所繼續深造。

畢業前景 

開設工業局智慧電子學院IC佈局人才培訓班，充分媒合就業。

與交通大學跨校合作，勇奪2016年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銀獎。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評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165/3146[電子工程系]

明新
電子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電機系的學習範圍包含極廣，與「電」有關的科學都可算是電機的範疇，電子、電力、
資訊、通訊、控制等，都是電機系的專業領域。

　　在「全人教育」的辦學理念下，明新電機特重專業與通識課程之協調，課程設計科技與
人文素養兼具，著重基礎訓練，朝研發潔淨能源、智慧型控制、高頻電路與天線設計等方向
發展，更配合現代化與工業4.0潮流趨勢，培育具備「電機專業、獨立研究、團隊合作及宏觀
視野」的工程與研發人才。

電機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教學特色

　　課程的教學安排，由理論而實務、由
淺而深，使學習有層次、有興趣、有效果
。讓學生有機會在大學部時即廣泛接觸電
機各領域，且能依據興趣挑選日後就業或
進入研究所深造所需之專業科目。

　　透過有系統的教學設計，按專業知識
、產業界需要及學生程度而選用，彼此互
相關聯，發揮整體作用。加上廣度與深度
並重的選修課程，以及強調實作能力的實
習課，落實技職教育培育技能專長的宗旨
，讓學生從專題製作、工廠實務等訓練中
，學習到書面寫作、口頭報告、動手操作
的能力。

　　知識傳授外更強化產學合作與建教合
作，積極與產業合作，開創雙贏契機為學
生就業鋪路。

專業課程
　　課程規劃以專業導向，分為「電能、電控、電信」三大
領域，配合業界實務，規劃「電源、系統、通訊」三大模組
，以電能科技、電機控制、電信工程三大電機專業為主，課
程安排用以建立學生就業競爭力。

　　配合跨系、跨領域的光電平面顯示器專業學程、綠色能
源專業學程、RFID就業學程等，強化學生的多元學習，提升
未來就業競爭力。

電信工程

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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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
控制

電機控制

綠色
能源 電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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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系衛星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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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通訊
產業



　　就業：於工業區、科學園區等各電機
電子相關產業，擔任生產設備工程師、電
機工程技術人員、生產技術/製程工程師、
電機技師/工程師、產品維修人員等專業職
務。

　　升學：本校設有碩士班預備先修辦法
，報考本校碩士班，可連續學習及縮短修
業年限。或輔導其他國內外升學的相關準
備，協助學生更多元的管道繼續深造。

師資與設備

　　電機系有28位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者有22位；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有24位，教師皆有多年教學經驗，教學品質
方面更有老師獲教育部105學年度師鐸獎肯定。

　　專屬的14間特色實驗室，2間產學合作實驗室，可提供完整的基礎及進階的專業能力訓練；各實驗室皆兼具教學
與研究功能。優良師資與充實的設備，從事研究及參與多項產官學研計畫，成果豐碩。

師生參加國內外競賽為常勝軍！獲第20屆「TDK大專
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自動組第二名、2016年「
亞洲機器人大賽」包辦多項前三名。

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執行「工廠智動化實務技能人才培育計畫」，結合區
域產業發展實務與理論，整合師資與設備，由產學實
務的訓練，培育具備生產力4.0之實務技能人才。

獲教育部「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再造技優計畫」補助。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評
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與世界工程
科技教育接軌。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3071[電機工程系]

明新
電機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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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教學以培養務實致用之英(外)語人才為目標，整合跨領域教學資源，並配合業界用人需
求與產業趨勢，加強學生英(外)語之應用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教學重視英(外)語聽、說、讀、寫、譯之能力，以奠定基礎實力，並加強從事英語文教事業
或企業商務所需之外語能力，兼具學術與實務，落實全人教育宗旨，培育具備國際視野與核心能
力之人才。

教學特色

　　課程規劃以專業為導向。除專業的基礎及進階課程外，以「
英語文教」、「商務外語」、「第二外語學習」為課程軸心，更
結合校內資源，與行銷系、旅館系、幼保系合作，開設「商務外
語專業學程」、「國際餐旅管理外語學程」、「幼兒美語專業學
程」等學程，培養學生跨領域專業，增加職場競爭力。

專業課程
．加強外語與專業知能，落實應用英(外)語之
　教學目標。

．重視實務專題課程，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

．透過多媒體網路教學，全方位提升學生之英
　(外)語能力。

．輔導學生取得全民英語檢定、多益、托福、
　TKT英語教學、日語、德語、

．規劃商務外語等學程，培養企業商務及國際
　視野所應具備的條件。

．舉辦系列多元之課外學習活動，以延伸課堂
　學習成效。

．輔導學生跨系選修相關課程或輔系學位，提
　升專業能力。

應用外語系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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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應用外語系的畢業生可至各行各業
服務，除從事英語文教事業、外貿商務外，還
可以當英文秘書、行政助理、英語領隊導遊、
空服員、外文編輯、翻譯師、公關行政人員等
相關行業，競爭力十足。

　　升學：本系畢業生可報考國內各大學英語
教學、應用語言學、企業管理等相關研究所，
或輔導學生選赴國外姊妹校修習學分、學士雙
學位或攻讀碩士。

師資與設備

　　本系專任師資，助理教授以上超過九成，均畢業於國內外優秀知名學府，教學陣容充實完整。

　　配合專業課程，設置數位化電腦多媒體語言教室、多功能自學中心、寫作諮詢教室、英語學習角落、口筆譯翻譯等
專業教室，提供e化數位教材與學習軟體，提供學生多化與優質之學習環境。

重視培育英(外)語聽、說、讀、寫、譯等能力，奠定學
生英(外)語之實力。

注重產學合作，鼓勵學生赴企業實習，落實專業技能為導
向之課程設計與教學目標，增進升學、就業之競爭力，為
桃竹苗地區首屈一指之應用外語專業人才培育系所。

明新科大獲2016年遠見雜誌、Cheer雜誌「企業最愛大
學生」評為北台灣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

明新科大獲2016年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評
為桃竹苗區私立技職院校第1名。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加強英語文教事業、工商企業所需之應用外語訓練，培
養學生職場之競爭能力。

涵蓋英語文教學及企業商務理論與實務，以厚實學生之
學術及實務能力。

畢業前景 

地址：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電話：03-5593142轉1281[應用外語系]

明新
應外

翻譯師

英語文

教事業

英文

秘書

空服員

外貿

商務
本校

研究所

國內

研究所
國外

研究所

就業就業 升學升學

英語

領隊導遊

公關

行政

入學管道諮詢：日間部/03-5593142轉2214~2215

進修部/03-5593142轉2713~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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