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仁設立「幸福學習坊」，安排多位「學習
義輔」提供五花八門的即時課業輔導，包含
香妝化學、中藥概論、3D 動畫、設計理念、
TQC 線上實測等，幫助學生在課後積極學習
第二專長！

大仁長期與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產學合作，實
現以精緻農業、中草藥業、生技業及觀光休閒業
為主軸之『綠色矽谷』理念，引領台灣未來的農
漁科技產業！

學習「義」起來！

由藥學起家 提升至全人關懷

南部唯一的綠色矽谷

本校創辦於 1966 年，以藥學專業起家，學生人數超過九千人。

以「健康、休閒、管理、社會福利」四大志願為經營願景與發

展核心，致力實現以藥護、生技、觀光休閒、智慧生活為主軸

之「綠色矽谷」理念，培養符合社會脈動及時代潮流的專業人

才。全校有 4 個學院、6 個研究所、16 個系、5 個學士學位學

程。專任教師 274 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204 位。



本校提供多項證照檢定考場服務，並開設豐
富多元之專業證照培訓班，包括語言類、資
訊電腦類、幼兒保母類、餐飲技術類、食品
檢驗類、生命禮儀類等。原上課場地考照，
考照通過率高，畢業至少 3 張證照在手，就
業一把 '' 照 ''。

本校與產業合作開辦「金龍計畫」，104 學年度並
推動 10 個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包括護理系、行
流系、資娛系、餐旅系、藥學系、時美系、生技系、
資管系、觀光系等，更連續 5 年執行勞動部就業學
程計畫。

學習、實習、就業、創業一條龍，就業沒煩惱。

本校全面實施校外實習，將所學運用到職場，
時間從 1 年到 2、3 個月不等。除了國內，
也可到澳洲、新加坡、美國和日本等國進行
海外實習，幫助學生畢業即就業。

百分百保證考取證照

推行就業學程計畫 畢業及就業

4 院 23 系組學程全面推動
                             校外實習

幸福學習在大仁



校內設有全家、萊爾富等便利商店，另還
有美食街；屏東周遭還有著名的的萬巒豬
腳、東港海產，以及屏東火車站附近的屏
東夜市，提供多種特色小吃，可滿足學生
的味蕾。

校內設有遠距教學中心、校園網路、圖書資訊大
樓、學生活動中心、SPA 生活廣場、五星級宿舍
佳鶴屋、實習旅館、養生水療館、健身房、彩妝
髮廊、亞洲最大室內可調式攀岩場、全國最完整
的探索教育場地、法式滾球場、射箭場…，專業
的教學設備與多樣化休閒運動設施，帶給學生舒
適的大學生活。

校內有 76 個學生社團及組織，包含服務性社團、
藝文性社團、休閒體育性社團、自治性社團、全校
性學生自治組織等，精彩多元，讓學生自行選擇參
加，過完四年充實的校園生活。
屏東市區設有太平洋百貨公司、環球百貨購物中
心、家樂福購物中心；郊區則有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三地門風景區，可體驗賽車、滑翔翼、熱氣球等休
閒活動。平日在校內用心學習，假日出外盡情充電。

食在大仁

住在大仁

樂在大仁

樂樂

住

食



藥學暨健康學院

1. 考到藥師證照即就業，工作管道多、薪水佳高。
2. 藉由「OSCE 教學」及「藥學實習」課程，推 
         行「藥事照護」作為本系之核心特色教學。
3. 遴聘藥業相關產、官、學專家進行各相關科目 
         之業界協同教學，強化臨床藥學及工業藥學教 
         育之發展。
4. 全國第一間仿 GMP 藥廠之實訓基地。
5. 開設製藥暨保健產業學程，讓學生能依照學生 
        性向，接受臨床藥學或工業藥學職場模擬教學， 
        與產業人力之專業能力需求接軌。

1. 食品職場之技術人才的養成與進修機構。
2. 食品檢驗分析乙、丙級考照率達 90% 以上。
3. 產品研發上有調節血脂護肝等機能性食品開發。
4. 與國內頗具規模的食品廠商、醫院策略聯盟。

1. 寵物獸醫照護、寵物美容技術、寵物行為矯正、寵物   
    經營管理。
2. 1 人 1 隻真狗實作。
3. 免費輔導考證照、場地規格及設備符合國家考試要求。
4. 海外寵物美容實習與國際連結。

藥學系
身穿白袍、綜理醫藥 ; 就業創業、機遇無限 !

讓你吃得好又吃得巧的食品科學家

貓狗因寵而驕

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寵物美容學位學程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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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雙照能力薪資加成 ] 環境及職業安全雙照 ( 兆 ) 能力，雙照 
         加薪，增加工作機會。
2. [ 專題、實習、就業一條龍 ]。
3. [ 加薪計畫 ] 大學 (4)+ 碩士 (1) 大學碩士直攻班 (4+1)。
4. [ 經驗傳承 ] 產研成果融入課程業師授課經驗傳承。
5. 跟著專業課程模組走，環保職安都順手。

1. 實習就業 2 合 1，證照一把抓。
2. 多元生技保健品、化妝品與檢驗分析人才培育  
         特色課程。
3. 已上市多種金銀花、牛樟芝系列產品
4. 聘請業師擔任實作課程講師
5. 輔導學生創業實務技能

1. 提供修習中醫護理七科九學分認證課程。
2. 推動最後一哩及就業輔導，協助學生順利就業。
3. 提供多元化學習管道，部分課程採遠距教學。
4. 設置各科護理示範及臨床模擬教室與臨床技 
         能中心。

1. 全國第一所科技大學設立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2. 設置消防工程情境模擬教室，業界專家協同實務教學。
3. 校內開辦消防設備師 ( 士 ) 與消防警察特考輔導班。
4. 輔導學生取得防災、救護與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證照。
5. 輔導學生取得水電相關配線、配管與製圖等技能證照。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生物科技系

護理系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經濟發展中的安全衛生守衛員

21 世紀的生技尖兵

健康照護的專家

產業與居家消防安全的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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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

1. 以物聯網為發展特色。
2. 建立智慧機器人創新應用發展中心。
3. 智慧機器人相關教學研究與機器人推廣教育。
4. 教學設備十六軸人型機器人、創新機器人模組等。

1. 發展雲端與行動商務應用模式。
2. 發展企業電子化運作模式。
3. 推動資訊志工服務，培養學生人文關懷素養。

1. 行銷企劃實務：以「行銷企劃」與「數位行銷」規劃課程。 
2. 流通服務管理：以「物流產業」及「零售服務業」為職場能力。
3. 實習與職場就業無縫接軌。

1. 發展創新農業 / 旅遊業電子商務運作模式。
2. 發展物聯網車載創新商務應用模式。
3. 成立創業工坊，積極輔導學生創業。

1.2D、3D 動畫創意設計。
2. 微電影後製特效技術。
3. 互動遊戲、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開發製作。

1. 銀髮活動設計與實作。
2. 社區據點實務與管理。
3. 機構經營與管理。
4. 銀髮族產品設計與行銷。
5. 銀髮族遊程設計。

資訊工程與娛樂科技系

資訊應用與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電子商務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銀髮創意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賦予機器娛樂及智慧的程式推手

進入另一波演化的資管人

展現獨特自我 「就業」「創業」雙贏

進入另一波演化的資管人

打造數位虛擬世界的數位媒體人

銀髮族退休生活的規劃師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Health CareCollege of Smart Living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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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暨餐旅學院

1. 時尚健身房與 SPA 館設備與產業同步。
2. 亞洲第一座室內可調式人工攀岩場、抱石場、探索教育中心。
3. 各大休閒產業海外實習 ( 澳洲、新加坡……)。
4. 休閒運動好手升學首選 ( 蹼泳金牌、國標舞金牌、舉重金牌飛盤國手、藤球 
        國手、滾球國手、……)。
5. 精彩的科系設計，多元的就業選擇。

1. 配置 15 間專業技術教室，嶄新設備，提供最佳學習環境。
2. 擁有 35 位專任教師，分別具專業實務經驗與專業國際證照。
3. 與百家企業進行產學聯盟實習合作，並提供海外實習機會。
4. 規劃 4 個專業模組課程，符合學習興趣與產業需求，就業率超過 90%。
5. 每年考取 300 張以上專業證照以及 20 項以上國內外專業競賽獎項。

休閒運動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

招喚大家一起來運動的休閒運動管理人

市場廣大的餐旅人才

 College of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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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旅運經營、旅遊活動與綠色觀光人才。
2. 教師具備實務經驗，教學符合產業需求。
3. 跨領域學習，培養學生第二專長，擴大學習視野。
4. 大三至國內外實習一年，充實實務經驗，畢業立即就業。
5. 辦理海外研習，增進國際視野。

1. 實習有薪資，畢業即就業與相關產業簽訂實習合作，符合業界實際需要。
2. 專業課程領域分二大模組：
 (1) 醫美芳療應用。
 (2) 整體造型設計。
3. 畢業可從事藥妝行銷管理、醫美諮詢師、新娘造型設計師。
4. 輔導學生考取國內外專業證照，培育相關領域專業技術人才。

觀光事業系

時尚美容應用系

搭上旅遊產業特快車的觀光人才

品味時尚的大藝術家

□四技
□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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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暨社會學院

1. 絕佳師資環境好學習日語最專精。
2. 日本遊學姊妹校聽說讀寫樣樣通。
3. 業界實習最完善未來就業攏免驚。
4. 千萬幸福獎學金職涯規劃樂無憂。

應用外語系
晉身加薪一族的外語人才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免費證照班，升學 / 就業一把罩，畢業即就業。
2. 承接政府方案，提供實習 / 就業機會。
3. 優質社團培養職場多元能力，國際交流拓展學生視野。
4. 優秀系友，傳承社工精神，深厚師生情誼，永續服務。
5. 多元學制學無止境，日間 / 進修 / 原專班 / 假日班。

1. 培育禮儀師的搖籃，開創就業與創業新方向。
2. 全國技術士喪禮服務乙、丙級考照合格場地。
3. 業界專業的實作教室，練就實務與創新技能。

社會工作系

生命關懷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落實人本關懷的上帝之手

以送行者之名 輕撫離別情緒

□四技
□二技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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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v

□四技v

1. 拓展學生實務學習，100 多家幼兒園建立合作聯盟關係。
2. 承辦高雄市仁武、三民托嬰中心；屏東縣保母托育資源中心，增進學生 
         實習就業機會。
3. 增加兩岸交流，培育兩岸育嬰人才。
4. 以實務取向的課程設計。
5. 由學生會主導專業才藝培植方案。

幼兒保育系
孩子的第一位老師

□四技
□二專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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