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所

招生學校基本資料 招生說明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學

電話 886-6-2727175分機219

傳真 886-6-2050152

電子郵件信箱

網址 http://www.ksu.edu.tw

地址 臺灣，71070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

1.交通位置：本校位在臺南市，生活機能屬東區文教及商業活
動區，有市公車及客運車直達，交通便利順暢。
2.住宿安排：本校現有男、女生宿舍為四棟現代化建築，分為
二、三、四人冷氣套房及二、四人冷氣雅房，可供2,013人住
宿，宿舍備有空調及學術網路管線、開飲機等。並設有大型
交誼廳、學生餐廳、2家7-11、復文書城，各寢室設有學術網
路等通訊設備，公共設施完善。
3.學雜費：2014年每學期學雜費約人民幣10,800元至12,400元
間，2015年實際收費(新臺幣)以本校網頁公告為準。
4.醫療方面：學校每週一至週五中午12至13時均安排校醫於健
康中心免費為學生看診。此外，學校每學期均與鄰近醫療單
位簽訂合約，學生如有傷病前往就診時，持本校學生證可享
掛號費免費或折扣之優待。
5.休閒娛樂：有露天游泳池、籃球場、網球場、400米標準運
動場、體適能中心等各類休閒運動設施，及多樣化的學生社
團和不定時舉辦的活動，提供最佳的休閒娛樂去處。
6.國際交流：積極推動國際化校園，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視野及
外語能力，獎勵學生至國外進行學術交流。
7.辦學績優：已連續九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產學合作三
構面評比，六年來共5次拿下私立科大第一，最近更榮
獲2013至2016年、四年一期的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補助
金額為私立科大第一。學校除了強化產學實務計畫、規劃企
業實習課程，也持續投入硬體設備的更新，可望帶來更多有
利的學習資源。
8.諮詢輔導：提供完善的生涯規劃軟硬體設施，並有專業的諮
商心理師和輔導老師，幫助學生深入瞭解自我；另設有舒壓
中心，提供完善的舒壓設施，是學生放鬆心情的最佳去處。
9.全校教學設備新穎完善，教室皆為冷氣設備，並提供e化教
學；另設有華語中心。

系所名稱 學制 應繳資料 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機械工程系機械與能源工程
博士班

博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研究所
歷年成績單、4.研究計畫書(1000字以
內)、5.簡要自傳(1000字以內)、6.推
薦函(2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比賽得獎、專利、參與研究計劃及
其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等。

1.師資健全：本所現有專任教師40位，95％以上
具有博士學位。2.發展優勢：(1)本所通過IEET 
2013~2019年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2)本所設備
精良，包括：潔淨能源、微精密製造、智慧車輛
三個院級研究中心。(3)產學研究表現傑出；教
師屢獲發明展金牌(包括：德國紐倫堡、瑞士日
內瓦、美國匹茲堡三大國際發明展)，2007-
2012年共獲得12面金牌。

電子工程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4.簡要自傳(1000字以
內)、5.研究計畫(1,000字以內)、6.推
薦函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無

1.師資健全：本所專任教師共19位，教
授3位、副教授7位、助理教授5位、講
師4位；85%教師具業界實務經驗。2.發展優
勢：(1)培育智慧型資訊電子產品系統之開發及
製作與網路化應用電子科技發展所需之人
才。(2)規畫課程分為：積體電路工程、設計與
佈局及資通訊電子整合系統設計與應用。(3) 配
置多間重點研究專題研究室，以配合碩士生應用
性研究所需。

視覺傳達設計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 、3.大學歷
年成績單1份 、4.簡要自傳(1000字以
內) 、5.作品集或其他有助於書面審
查之資料。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無

1.師資健全：(1)師資均來自於海內外優秀學
府，有美、英、法、澳洲、西班牙、日本、比利
時等在創意設計與學術研發有傑出成就的教
師17名。(2)每年另聘6位以上的世界知名藝術家
與學者為客座教授，導入前衛設計觀念與行銷思
維，合作推動本所與國際知名機構的產學交流計
畫。
其他：
2.研究領域：(1)培養學生創新突破之設計宏
觀，具開創性設計視野。(2)積極投入產業整
合，以創意整合行銷之專業優勢，為產學合作投
入心力。(3)培養設計業界所需之創意研發、設
計實務及企畫行銷的專業整合人才。

電機工程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4.研究計畫(1000字以
內)、5.簡要自傳(1000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推薦
函、著作、發表文章、參與研究計
畫、專題報告、證照、特殊才藝或
能力說明及其他獲獎資料等)。

1.師資健全：本所現有專任教師26位，其
中80％具有博士學位，95%之教師具有業界經
驗。2.發展優勢：(1)以電機系統的整合性發展並
輔以半導體工程等技術為發展重點；並通
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與國際學歷接
軌。(2)加強實作學習：產業/校內實習、企業參
訪、業界講師協同教學、證照輔導、開設產學合
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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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傳播設計系媒體藝術碩
士班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4.師長推薦信一封、5.作
品集資料或相關能力證明、6.簡要自
傳一份(1000字以內)、7.研究計畫書
一份(1000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無

1.師資健全：本所專任教師共8位，3位教
授、3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師資之學養分別
來自美國、德國、法國、香港等之實務與專業人
士，學習環境多元，深具國際化視野。2.發展優
勢：(1)儀器設備：擁有與影視業界同等級之攝
製、後製等相關設備，學生畢業後能直接為業界
所用。(2)課程設計：首務在訓練學生影音媒體
實務製作能力，其次以創意美學與人文社會等相
關課程奠定學生學科基礎素養。

企業管理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1份、4.簡要自傳(1000字以
內)、5.研究計畫(1000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著作、發
表文章、參與研究計畫、專題報
告、證照、特殊才藝或能力說明及
其他獲獎資料等)。

1.師資健全：本所現有專任教師共17位，其中教
授4位、副教授7位、助理教授6位。2.發展優
勢：(1)以服務業管理、企業電子化與作業管
理、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管理與行銷規劃
為本所四大研究發展方向。(2)透過課程規
劃、師資專長、證照輔導、圖儀設備配合與實習
活動，來達成四大發展重點。

資訊工程系數位生活科技碩
士班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1份、4.研究計畫
書1份、5.簡要自傳(1000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著作、發
表文章、參與研究計畫、專題報
告、證照、特殊才藝或能力說明及
其他獲獎資料等)。

1.師資健全：本所在網路、雲端運算與嵌入式系
統技術等3個領域各有專任師資15位，皆具有博
士學位。2.發展優勢：(1)本所以培養各種資訊及
數位生活系統的設計人才為目標，尤其著重在網
路、雲端運算與嵌入式系統等領域，配合學生未
來職場需求，厚植學生競爭力。(2)本所已承接
多起大型計畫，5年來已承接教育部、資策
會、國科會近7000萬元，可提供研究生參與，厚
植就業實力。

機械工程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4.研究計畫(1,000字以
內)、5.簡要自傳(1,000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1.參與研究計畫、2.專題報告、3.推
薦函、4.其他獲獎資料等

1.師資健全：本所現有專任教師40位，95％以上
具有博士學位。2.發展優勢：(1)本所通過IEET 
2013~2019年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2)本所以微
精密製造、機械與能源、精密機械及智慧車輛等
四個學程為教學主軸。設備精良，包括：潔淨能
源、微精密製造、智慧車輛三個院級研究中
心。(3)產學研究表現傑出；教師屢獲發明展金
牌(包括：德國紐倫堡、瑞士日內瓦、美國匹茲
堡三大國際發明展)，2007-2012年共獲得12面金
牌。

環境工程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研究計
畫(1000字以內)、4.簡要自傳(1000字
以內)、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著作、發
表文章、參與研究計畫、專題報
告、競賽、證照及其他獲獎資料)

1.師資健全： 本系(所)現有專任教師共25位，其
中具博士學位者達88%，90%以上教師具業界經
驗。 2.發展優勢： (1)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
認證與國際學歷接軌，且歷年科技大學評鑑均為
一等。 (2)擁有豐富又持續的就業學程，積極引
進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提升學生之實務能力。
其他：
(3)畢業生出路寬廣，除了傳統水、空氣、土壤
等污染預防與控制，廢棄物清運及處理，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環境規劃與管理等領域外，並著重
於能資源管理、環境生態調查與保育、溫室氣體
排放減量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等領域之發展。   

材料工程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4.研究計畫書1份(1000字
以內)、5.簡要自傳(1000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推薦
函、著作、發表文章、參與研究計
畫、專題報告、證照、特殊才藝或
能力說明及其他獲獎資料等)。

1.師資健全：本所現有專任教師共13位，其中教
授5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2位，95% 
以上教師具有業界經驗。 
2.發展優勢： 
(1)以材料工程為發展基礎，進而重點發展綠
色(能源)材料及功能性材料。 
(2)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與國際學歷接
軌。 
(3)培育具有綠色材料開發概念與業界合作經驗
的專業人才。

資訊管理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4.研究計畫書1份(1000字
以內)、5.簡要自傳(1000字以
內)、6.推薦函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無

1.師資健全：本所成立滿二十年，專任教師
共17位，皆來自於海內外優秀學府教育背景，教
授1位、副教授8位、助理教授8位，95%教師具
業界實務經驗。
2.發展優勢：(1)以資訊系統管理之組織、技
術、方法與資源四構面，落實電子商務(內含企
業資源規劃系統ERP)及多媒體與資訊發展兩大專
業學程，以提高學生就業利基。(2)本系課程配
合產業環境發展需求，加強資通訊技
術(ICT)、企業資料庫及創新課程，促使產業攜
手合作計畫。



環境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 、2.畢業證書 、3.大學歷
年成績單1份 、4.研究計畫書(1000字
以內) 、5.作品集資料或相關能力證
明 、6.簡要自傳(1000字以內) 、7.推
薦函(1封)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無

1.師資健全：本所專任教師共10位，1位教
授、2位副教授、7位助理教授。2.發展優
勢：(1）專注於社區、室內、產品以及數位科技
的媒材應用等環境創作的藝術形式學習及創新。
（2）提供學生具有文化思唯與空間創作的深厚
根基。（3）培育設計產業兼具美學創藝能力與
宏觀行銷理念的跨領域專業人才。
其他：
3.發展重點以包浩斯的工藝精神強調跨領域的創
作論文，強調綠色設計及跨領域設計實踐，領域
分成： 
(1)人文社區環境：社區總體營造、低碳社
區、文化資產與歷史空間資源保存再利用、文化
創造產業。 
(2)永續綠色環境：專業環境設計、永續營造科
技、健康環境、BIPV綠建築、設備與物理環境
控制。
(3)展演創作環境：產品創作設計、專業室內空
間設計、燈光計畫、展場規劃。
(4)數位互動環境：虛擬實境、擴增實境、數位
運算設計 

光電工程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研究計
畫、4.簡要自傳、5.大學歷年成績單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著作、發
表文章、參與研究計畫、專題報
告、競賽、證照及其他獲獎資料)

1.師資健全：本所專任教師共10位，教
授2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2位。2.發展優
勢：(1)本所鄰近台南科學園區，為培育光電產
業聚落所需之高級技術人才搖籃。(2)課程規劃
分為：LED固態照明、LCD平面顯示器、太陽能
光電、光纖與光電檢測等四大專業領域課
程。(3) 配置多間重點研究專題研究室，以配合
碩士生應用性研究所需。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 、2.畢業證書 、3.大學歷
年成績單 、4.研究計畫書1份(1000字
以內) 、5.簡要自傳(1000字以內)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著作、發
表文章、參與研究計畫、專題報
告、競賽、證照、工作經驗及其他
獲獎資料等)。

1.師資健全：(1)本所現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16位。專任教師中具有專業證照或實務經驗者
達100%。(2)結合技職教育以實務導向兼顧理論
之教育特色，聘請6位具有實務經驗專業技師及
業界經理級以上教師參與授課。2.發展優勢：(1) 
著重於對房地產經營管理與開發之理論與實務並
重的研究專業人才培育。(2)培育具有國際觀與
全球化視野之房地產開發與經營管理能力之高階
專業人才。

電腦與通訊系 碩士班 必繳資料：
1.學位證書、2.畢業證書、3.大學歷
年成績單、4.研究計畫書、5.自傳
選繳資料(無則免繳)：
其他有助於甄試之資料(如畢業論
文、著作、證照、發表文章、參與
研究計畫、專題報告、推薦信、工
作經驗及主管推薦信、其他獲獎資
料等)。

1.師資健全：本所現有專任教師共14位，其中教
授1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6位、講師1位，師
資均具專業能力。2.發展優勢：(1)執行教育部特
色典範計畫U-Home、GoGo樂活和科技
部U-Kitchen等計畫，9年來投入的設備費用超
過9000萬元。(2)除無線通訊、多媒體通訊技術和
寬頻技術的基礎訓練外，還提供學生智慧家
電、智慧建築、健康照護等應用科技的訓練，並
加強創意課程、專利申請及參加國際發明展競
賽。



研究所简体

招生学校基本资料 招生说明

校名 崑山科技大学

电话 886-6-2727175分機219

传真 886-6-2050152

电子邮件信箱 ksuaa@mail.ksu.edu.tw

网址 http://www.ksu.edu.tw

地址 台湾，　台南市永康区崑大路195号

邮编 71070

1.交通位置：本校位在台南市，生活机能属东区文教及商业活
动区，有市公车及客运车直达，交通便利顺畅。
2.住宿安排：本校现有男、女生宿舍为四栋现代化建筑，分为
二、三、四人冷气套房及二、四人冷气雅房，可供2,013人住
宿，宿舍备有空调及学术网路管线、开饮机等。并设有大型
交谊厅、学生餐厅、2家7-11、复文书城，各寝室设有学术网
路等通讯设备，公共设施完善。
3.学杂费：2014年每学期学杂费约人民币10,800元至12,400元
间，2015年实际收费(新台币)以本校网页公告为准。
4.医疗方面：学校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至13时均安排校医於健
康中心免费为学生看诊。此外，学校每学期均与邻近医疗单
位签订合约，学生如有伤病前往就诊时，持本校学生证可享
挂号费免费或折扣之优待。
5.休闲娱乐：有露天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400米标准运
动场、体适能中心等各类休闲运动设施，及多样化的学生社
团和不定时举办的活动，提供最佳的休闲娱乐去处。
6.国际交流：积极推动国际化校园，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及
外语能力，奖励学生至国外进行学术交流。
7.办学绩优：已连续九年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画，产学合作三
构面评比，六年来共5次拿下私立科大第一，最近更荣
获2013至2016年、四年一期的教育部「典范科技大学」，补助
金额为私立科大第一。学校除了强化产学实务计画、规划企
业实习课程，也持续投入硬体设备的更新，可望带来更多有
利的学习资源。
8.谘询辅导：提供完善的生涯规划软硬体设施，并有专业的谘
商心理师和辅导老师，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自我；另设有舒压
中心，提供完善的舒压设施，是学生放松心情的最佳去处。
9.全校教学设备新颖完善，教室皆为冷气设备，并提供e化教
学；另设有华语中心。

系所名称 学制 应缴资料 研究领域及系所特色

机械工程系机械与能源工程
博士班

博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研究所
历年成绩单、4.研究计画书(1000字以
内)、5.简要自传(1000字以内)、6.推
荐函(2封)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比赛得奖、专利、参与研究计划及
其它有助於审查之资料等。

1.师资健全：本所现有专任教师40位，95％以上
具有博士学位。2.发展优势：(1)本所通过IEET 
2013~2019年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2)本所设备
精良，包括：洁净能源、微精密制造、智慧车辆
三个院级研究中心。(3)产学研究表现杰出；教
师屡获发明展金牌(包括：德国纽伦堡、瑞士日
内瓦、美国匹兹堡三大国际发明展)，2007-
2012年共获得12面金牌。

电子工程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4.简要自传(1000字以
内)、5.研究计画(1,000字以内)、6.推
荐函1封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无

1.师资健全：本所专任教师共19位，教
授3位、副教授7位、助理教授5位、讲
师4位；85%教师具业界实务经验。2.发展优
势：(1)培育智慧型资讯电子产品系统之开发及
制作与网路化应用电子科技发展所需之人
才。(2)规画课程分为：积体电路工程、设计与
布局及资通讯电子整合系统设计与应用。(3) 配
置多间重点研究专题研究室，以配合硕士生应用
性研究所需。

视觉传达设计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 、3.大学历
年成绩单1份 、4.简要自传(1000字以
内) 、5.作品集或其他有助於书面审
查之资料。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无

1.师资健全：(1)师资均来自於海内外优秀学
府，有美、英、法、澳洲、西班牙、日本、比利
时等在创意设计与学术研发有杰出成就的教
师17名。(2)每年另聘6位以上的世界知名艺术家
与学者为客座教授，导入前卫设计观念与行销思
维，合作推动本所与国际知名机构的产学交流计
画。
其他：
2.研究领域：(1)培养学生创新突破之设计宏
观，具开创性设计视野。(2)积极投入产业整
合，以创意整合行销之专业优势，为产学合作投
入心力。(3)培养设计业界所需之创意研发、设
计实务及企画行销的专业整合人才。

电机工程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4.研究计画(1000字以
内)、5.简要自传(1000字以内)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其他有助於甄试之资料(如推荐
函、着作、发表文章、参与研究计
画、专题报告、证照、特殊才艺或
能力说明及其他获奖资料等)。

1.师资健全：本所现有专任教师26位，其
中80％具有博士学位，95%之教师具有业界经
验。2.发展优势：(1)以电机系统的整合性发展并
辅以半导体工程等技术为发展重点；并通
过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与国际学历接
轨。(2)加强实作学习：产业/校内实习、企业参
访、业界讲师协同教学、证照辅导、开设产学合
作班。



视讯传播设计系媒体艺术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4.师长推荐信一封、5.作
品集资料或相关能力证明、6.简要自
传一份(1000字以内)、7.研究计画书
一份(1000字以内)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无

1.师资健全：本所专任教师共8位，3位教
授、3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师资之学养分别
来自美国、德国、法国、香港等之实务与专业人
士，学习环境多元，深具国际化视野。2.发展优
势：(1)仪器设备：拥有与影视业界同等级之摄
制、後制等相关设备，学生毕业後能直接为业界
所用。(2)课程设计：首务在训练学生影音媒体
实务制作能力，其次以创意美学与人文社会等相
关课程奠定学生学科基础素养。

企业管理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1份、4.简要自传(1000字以
内)、5.研究计画(1000字以内)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其他有助於甄试之资料(如着作、发
表文章、参与研究计画、专题报
告、证照、特殊才艺或能力说明及
其他获奖资料等)。

1.师资健全：本所现有专任教师共17位，其中教
授4位、副教授7位、助理教授6位。2.发展优
势：(1)以服务业管理、企业电子化与作业管
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管理与行销规划
为本所四大研究发展方向。(2)透过课程规
划、师资专长、证照辅导、图仪设备配合与实习
活动，来达成四大发展重点。

资讯工程系数位生活科技硕
士班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1份、4.研究计画
书1份、5.简要自传(1000字以内)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其他有助於甄试之资料(如着作、发
表文章、参与研究计画、专题报
告、证照、特殊才艺或能力说明及
其他获奖资料等)。

1.师资健全：本所在网路、云端运算与嵌入式系
统技术等3个领域各有专任师资15位，皆具有博
士学位。2.发展优势：(1)本所以培养各种资讯及
数位生活系统的设计人才为目标，尤其着重在网
路、云端运算与嵌入式系统等领域，配合学生未
来职场需求，厚植学生竞争力。(2)本所已承接
多起大型计画，5年来已承接教育部、资策
会、国科会近7000万元，可提供研究生参与，厚
植就业实力。

机械工程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4.研究计画(1,000字以
内)、5.简要自传(1,000字以内)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1.参与研究计画、2.专题报告、3.推
荐函、4.其他获奖资料等

1.师资健全：本所现有专任教师40位，95％以上
具有博士学位。2.发展优势：(1)本所通过IEET 
2013~2019年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2)本所以微
精密制造、机械与能源、精密机械及智慧车辆等
四个学程为教学主轴。设备精良，包括：洁净能
源、微精密制造、智慧车辆三个院级研究中
心。(3)产学研究表现杰出；教师屡获发明展金
牌(包括：德国纽伦堡、瑞士日内瓦、美国匹兹
堡三大国际发明展)，2007-2012年共获得12面金
牌。

环境工程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研究计
画(1000字以内)、4.简要自传(1000字
以内)、5.大学历年成绩单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其他有助於甄试之资料(如着作、发
表文章、参与研究计画、专题报
告、竞赛、证照及其他获奖资料)

1.师资健全： 本系(所)现有专任教师共25位，其
中具博士学位者达88%，90%以上教师具业界经
验。 2.发展优势： (1)通过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
认证与国际学历接轨，且历年科技大学评监均为
一等。 (2)拥有丰富又持续的就业学程，积极引
进业界专家协同教学提升学生之实务能力。
其他：
(3)毕业生出路宽广，除了传统水、空气、土壤
等污染预防与控制，废弃物清运及处理，毒性化
学物质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等领域外，并着重
於能资源管理、环境生态调查与保育、温室气体
排放减量及室内空气品质管理等领域之发展。   

材料工程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4.研究计画书1份(1000字
以内)、5.简要自传(1000字以内)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其他有助於甄试之资料(如推荐
函、着作、发表文章、参与研究计
画、专题报告、证照、特殊才艺或
能力说明及其他获奖资料等)。

1.师资健全：本所现有专任教师共13位，其中教
授5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2位，95% 
以上教师具有业界经验。 
2.发展优势： 
(1)以材料工程为发展基础，进而重点发展绿
色(能源)材料及功能性材料。 
(2)通过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与国际学历接
轨。 
(3)培育具有绿色材料开发概念与业界合作经验
的专业人才。

资讯管理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4.研究计画书1份(1000字
以内)、5.简要自传(1000字以
内)、6.推荐函1封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无

1.师资健全：本所成立满二十年，专任教师
共17位，皆来自於海内外优秀学府教育背景，教
授1位、副教授8位、助理教授8位，95%教师具
业界实务经验。
2.发展优势：(1)以资讯系统管理之组织、技
术、方法与资源四构面，落实电子商务(内含企
业资源规划系统ERP)及多媒体与资讯发展两大专
业学程，以提高学生就业利基。(2)本系课程配
合产业环境发展需求，加强资通讯技
术(ICT)、企业资料库及创新课程，促使产业携
手合作计画。



环境设计研究所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 、2.毕业证书 、3.大学历
年成绩单1份 、4.研究计画书(1000字
以内) 、5.作品集资料或相关能力证
明 、6.简要自传(1000字以内) 、7.推
荐函(1封)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无

1.师资健全：本所专任教师共10位，1位教
授、2位副教授、7位助理教授。2.发展优
势：(1）专注於社区、室内、产品以及数位科技
的媒材应用等环境创作的艺术形式学习及创新。
（2）提供学生具有文化思唯与空间创作的深厚
根基。（3）培育设计产业兼具美学创艺能力与
宏观行销理念的跨领域专业人才。
其他：
3.发展重点以包浩斯的工艺精神强调跨领域的创
作论文，强调绿色设计及跨领域设计实践，领域
分成： 
(1)人文社区环境：社区总体营造、低碳社
区、文化资产与历史空间资源保存再利用、文化
创造产业。 
(2)永续绿色环境：专业环境设计、永续营造科
技、健康环境、BIPV绿建筑、设备与物理环境
控制。
(3)展演创作环境：产品创作设计、专业室内空
间设计、灯光计画、展场规划。
(4)数位互动环境：虚拟实境、扩增实境、数位
运算设计 

光电工程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研究计
画、4.简要自传、5.大学历年成绩单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其他有助於甄试之资料(如着作、发
表文章、参与研究计画、专题报
告、竞赛、证照及其他获奖资料)

1.师资健全：本所专任教师共10位，教
授2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2位。2.发展优
势：(1)本所邻近台南科学园区，为培育光电产
业聚落所需之高级技术人才摇篮。(2)课程规划
分为：LED固态照明、LCD平面显示器、太阳能
光电、光纤与光电检测等四大专业领域课
程。(3) 配置多间重点研究专题研究室，以配合
硕士生应用性研究所需。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 、2.毕业证书 、3.大学历
年成绩单 、4.研究计画书1份(1000字
以内) 、5.简要自传(1000字以内)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其他有助於甄试之资料(如着作、发
表文章、参与研究计画、专题报
告、竞赛、证照、工作经验及其他
获奖资料等)。

1.师资健全：(1)本所现有专任助理教授以上教
师16位。专任教师中具有专业证照或实务经验者
达100%。(2)结合技职教育以实务导向兼顾理论
之教育特色，聘请6位具有实务经验专业技师及
业界经理级以上教师参与授课。2.发展优势：(1) 
着重於对房地产经营管理与开发之理论与实务并
重的研究专业人才培育。(2)培育具有国际观与
全球化视野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能力之高阶
专业人才。

电脑与通讯系 硕士班 必缴资料：
1.学位证书、2.毕业证书、3.大学历
年成绩单、4.研究计画书、5.自传
选缴资料(无则免缴)：
其他有助於甄试之资料(如毕业论
文、着作、证照、发表文章、参与
研究计画、专题报告、推荐信、工
作经验及主管推荐信、其他获奖资
料等)。

1.师资健全：本所现有专任教师共14位，其中教
授1位、副教授6位、助理教授6位、讲师1位，师
资均具专业能力。2.发展优势：(1)执行教育部特
色典范计画U-Home、GoGo乐活和科技
部U-Kitchen等计画，9年来投入的设备费用超
过9000万元。(2)除无线通讯、多媒体通讯技术和
宽频技术的基础训练外，还提供学生智慧家
电、智慧建筑、健康照护等应用科技的训练，并
加强创意课程、专利申请及参加国际发明展竞
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