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仁科技大學
全校各院系介紹

109
學年度

大仁科技大學
TAJEN UNIVERSITY

大仁科技大學
TAJEN UNIVERSITY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教室

距離屏東鬧區 ⾞程10分鐘

距屏東火⾞站 ⾞程15分鐘

東港
⼤鵬灣 ⼩琉球

恆春
墾丁

茂林
三地⾨

屏東交流道已完⼯，      下交流道只需３分鐘即可抵達本校。

屏東市設有P-Eike公共⾃⾏⾞，優遊屏東好⾃在。

搭⾼鐵⾄左營站下⾞→轉乘台鐵⾄屏東站下⾞→屏東轉運站屏東客運→
往鹽埔⾄⼤仁科技⼤學。

搭台鐵幹線⾄屏東站下⾞→再轉乘屏東客運→往鹽埔⾄⼤仁科技⼤學。

最⻑海岸線 多元文化

學習  旅遊  充電

物美價廉  ⽣活負擔少

公⾞進校園

每天 班次40 

藥學系／所

食品科技系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系／所

護理系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學位學程

消防安全學⼠學位學程

社會⼯作系／所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

應⽤⽇語學系

幼兒保育系（⼆技）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命關懷事業學⼠學位學程

休閒運動管理系／所

觀光事業系

餐旅管理系

藥學暨健康學院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Health Care

⾼雄榮⺠總醫院簽訂策略聯盟

南臺灣中草藥產學聯盟

全台唯⼀護理與藥學共同建置臨床實務技能中⼼之科⼤

人文暨資訊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cs

進駐⾼雄軟體園區

與成功⼤學團隊攜⼿打造智慧機器⼈創新應⽤發展中⼼

⽇本德島文理⼤學、⽇本平成國際⼤學、⽇本武藏野⼤學

⽇本名櫻⼤學、美國肯特⼤學、美國史丹福⼤學等海外姊妹校

休閒暨餐旅學院
College of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亞洲第⼀座室內可調式攀岩場

與百家企業進⾏產學聯盟實習合作

全台唯⼀與IFBA簽訂策略聯盟推全⽅位國際化

生日 活
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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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教育⽬標是培育藥護智慧健康⼈才，以健康促進及環境永續為兩⼤教育核⼼價值，因應未來社會發

展需求與趨勢，強化跨領域學習，增強學⽣在職場之實務能⼒，提升學⽣更就業⼒。培育優秀藥師、護

理師、環安衛智慧⼈才、消防安全⼈才、食品檢驗⼈才、寵物美容照護專業⼈才能符應業界所需的⼈才

教育理念

與特⾊

藥學暨健康學院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Health Care



藥學系　研究所、日四技

本系為配合國家醫療保健及發展⽣物科技的政策，旨在培育具備調劑藥品、中⻄藥製造、臨床藥學、藥局經營和藥品⾏銷…等專業知識，及

具有職業道德、⼈文素養、國際觀及能適應環境之畢業⽣為⽬標。學⽣可依其興趣選組，並親⾃⾄就業職場如醫院、連鎖藥局或製藥廠體驗

相關產業環境，使他們於畢業後能迅速適應就業市場，依就業⽬標分組如下：

：需增修臨床藥學課程，包括藥物諮詢、臨床藥物動⼒學、臨床毒物學、臨床檢驗判讀，並需⾄教學醫院實習臨床藥學。臨床藥學組

：需增修⽣物技術、⼯業藥學、製藥技術、中草藥的製備和純化，並需⾄製藥廠或⽣技公司實習。製藥科技組

：需增修藥品⾏銷、藥業經營學、藥品流通管理學，並需⾄連鎖藥局、社區藥局或藥品公司實習。藥業經營組

學⽣畢業後可參加專⾨職業技術⼈員藥師⾼考及公務⼈員⾼考以取得藥師執業資格，並可取得擔任公家醫院之藥師資格，畢業⽣可依其興趣

⾄醫院藥局擔任藥師，⾄藥品公司擔任藥品⾏銷經理，⾃營中⻄藥局，⾄連鎖藥局擔任藥師或⾄藥廠從事藥品製造或品管。

產學合作 實習單位 未來出入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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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健

康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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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植物性多酚成分對運動傷害常⽤消炎藥導致

運動動物骨骼肌傷害之保護作⽤、科技部常⾒減肥

中草藥應⽤於改善糖尿病之研究、科技部清熱性中

草藥應⽤於改善⾼⾎糖與緩解糖尿病⼩⾎管病變之

研究、科技部活⾎化瘀中草藥及其炮製品改善糖尿

病⼩⾎管併發症之研究、科技部地桃花⽔萃取物調

節⼩鼠⾼尿酸⾎症之研究、科技部原住⺠部落特⾊

產業研發與應⽤產學聯盟、科技部科普活動：翻轉

！中草藥、經濟部熱帶植物精油相關產品之研發、

經濟部提⾼薑科植物活性成分釋出之炮製⽅法、經

濟部建立⼀種提升⽜樟芝有效三萜類成分溶出率的

炮製⽅法、經濟部中草藥新微膠囊劑型產品之開發

醫院藥學實習：⾺偕紀念醫院、台北榮⺠

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台中榮⺠總醫院、中

國醫藥⼤學附設醫院、中⼭醫學⼤學附設

醫院、⾼雄榮⺠總醫院、⻑庚紀念醫院、

⾼雄醫學⼤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義⼤醫

院等各⼤醫院。

社區藥局實習：⼤樹連鎖藥局、福倫藥局

、福安藥局等各⼤連鎖藥局。

藥廠實習：台灣⽥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藥廠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化學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汎⽣製藥廠、喬本⽣

醫股份有限公司等各⼤藥廠。

四技學⽣畢業後可參加專⾨職業技

術⼈員藥師⾼考及公務⼈員⾼考以

取得藥師執業資格，並可取得擔任

公家醫院之藥師資格，畢業⽣可依

其興趣⾄醫院藥局擔任藥師，⾄藥

品公司擔任藥品⾏銷經理，⾃營中

⻄藥局，⾄連鎖藥局擔任藥師或⾄

藥廠從事藥品製造或品管，社區藥

師、藥事管理及學術研究。

研究所學⽣⾄製藥廠做新藥開發或

⽣技公司、化妝品公司、醫療器材

公司從事品管、設計等相關⼯作。



產學合作 實習單位 未來出入

食品科技系　日四技、進二技

產學合作 實習單位 未來出入

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系　研究所、日四技、進二技

本系為養成學⽣擁有食品科技的專業知識，包含加⼯衛⽣檢驗營養⽣技等領域，並輔以管理

之相關課程，期能培育學⽣發展食品相關技能之第⼆專⻑。

1.優 秀的師資陣容，圖書儀器設備充裕，榮獲教育部評鑑⼀等。2.保 健食品研發及應⽤、社區營養服務、農特產品加⼯與開發等。

3.食 品相關專業證照輔導(食品技師、食品檢驗分析⼄、丙級技術⼠等)。4.餐 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輔導認證。

5.落 實技職教育、注重學⽣專業技能訓練及實務操作並加強職場競爭⼒。6.職 涯對應：食品安全管理主管、食品研發⼈員、食品檢

驗⼈員、食品衛⽣管理師、品管/品保主管、保健食品產業研發⼯程師、食品產業品保⼯程師等。產業結合，畢業即就業。

本系以增進技職教育品質，培育優秀之環境⼯程及職業安全衛⽣管理專業⼈才為⽬標。訓練學⽣具備環境管理及職業安全衛⽣的知識技能及

各種作業環境檢測分析之專⻑，並因應社會環境之變遷，加強⼈文通識、外語及資訊課程能力為各界所⽤。本系學⽣未來就業⽅向如下：

1.就 學期間：直接報考⼄級職業安全衛⽣管理技術⼠及⼄級下⽔道污⽔檢測技術⼠等環境相關證照。畢業即可取得環境教育⼈員證照。

2.就 業：可直接報考環境⼯程技師、甲⼄級空氣污染防治技術⼠、甲⼄級⽔污染防治技術⼠、甲⼄級廢棄物處理技術⼠、甲級勞⼯安全管理

技術⼠；甲級勞⼯衛⽣管理技術⼠；甲、⼄級化學性作業環境測定技術⼠；甲、⼄級物理性作業環境測定技術⼠；消防設備師；⼯礦衛⽣技

師及⼯業安全技師等。考取職業安全衛⽣管理證照，擔任事業單位的勞⼯安全衛⽣管理⼈員；畢業後可應聘各類別公司環安部⾨、⼯程顧問

公司、營造公司、消防專業器材公司等相關行業之⼯程師。

3.國 內進修：可⾄⼤專院校環境、勞安、消防、產業安全、防災相關等研究所進修。

　國外進修：⽇本、歐美環境安全、職業安全、防災相關等相關行業與學校深造與技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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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食品科技系教師與國內頗具規模的

食品廠商、醫院策略聯盟及業界合作

，除提供業師協同教學、學⽣實習及

就業機會外，同時教師也能為業界顧

問與參與研發產學。

⽬前與本系策略聯盟廠商有台灣農畜產公司、台灣青啤公

司、屏東基督教醫院、國仁醫院、鴻旗有機休閒農場、信

揚⽔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雄榮⺠總醫院屏東分院、喬

本⽣醫、四海食品原料公司、泛⽣製藥、豐誠冷凍食品及

蕭記食品公司等。

就業職場有食品技師、食品品保⼈

員、食品衛管⼈員、食品檢測分析

⼈員、⾃⾏創業、國私立⼤學研究

所進修、公職⼈員。

台宇環境科技(股)公司/實驗室、衛⽣福利部屏東醫院、裕⼭

環境⼯程股份有限公司、宇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屏東

縣屏東檢驗中⼼、建利環保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鴻晟

安全衛⽣管理顧問公司、德毅⼯程有限公司公司、鈦興⼯程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弘光環保有限公司、屏東縣政

府勞⼯處、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台灣⾃來⽔公司、台灣電⼒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署(屏東縣環保局)、勞動部職安署(

勞研所)、正宜⼯業安全衛⽣股份有限公司

、祐昕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聯資源

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教育部、康廷⼯

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

本系有兩個專業的就業出路:⼀為環境類，⼆位安全衛⽣類，這些專業都有專屬的

執業執照，非我們莫屬，就業出路廣泛、有證照就有⾼薪。

環境類 : 環境檢驗公司、環境衛⽣處理公司、環境技術顧問公司(輔導老師)、或各

⼤企業中環保部⾨、環境稽核員、環境教育⼈員及公務員。

職業安全衛⽣類 : 全產業之安全衛⽣管理部⾨之管理師(員)或作業主管、營造業管

理師(員)、安全衛⽣技術顧問公司之輔導老師、國際標準認證稽核員及公務員。



護理系　日四技、進二技(週間/假日)

實習單位 未來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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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技學制特⾊

1. 彈性集中排課，便利就業中進修。

2.開 設各式專業特⾊課程，如：⻑期照護、⾼齡照護、急重症照護、

　另類療法、中醫護理、臨床專題實作、健康照護資訊應⽤等增加就

　業⼒。

3.除⾼擬真電腦模擬病⼈及各種專業情境

　模擬訓練設備外，亦配備 AI 機器⼈、

　AR、VR 輔助學習。

四技學制特⾊

中醫護理：協助取得中醫學分認證

畢業出路：本系畢業⽣品質優,百分之百就業、薪資優渥

推廣教育：多益(TOEIC)考場、電腦證照、喪禮服務員、保⺟、

　　　　　 照顧服務員、美容(丙級、⼄級)班。

實習場所：成⼤、奇美、榮總、⻑庚、屏基、聖功…等評鑑教學

　　　　　 醫院。

考照輔導：護理師、創傷急診訓練、CPR等證照結合推廣教育及

 　　　　　社區營造服務。

科技與⼈文並重，著重運⽤科技照護的研發。

實習單位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　日四技、進二技在營專班

消防安全學⼠學位學程是以培育具有公共安全、災害防救之專業技能、職場危害風險評估及控制之相關實務能⼒，涵

養職業道德倫理，加強⾃我進修能⼒，健全之專業技術⼈員為⽬標。

1.協 助學⽣習得消防⼯程、⽔電⼯程、緊急救護與職業安全衛⽣管理之技能。

2.培 育學⽣成為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防火及安全防災實務型⼈才。

3.重 視業界專家協同實作教學、校外實習、海外研習及實務專題等特⾊課程規劃。

4.發 展火場鑑識科技研究、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技能訓練，提供學⽣消防與防災的正規專業教育訓練與就業平台，培養學

　⽣國際移動⼒，放眼於全球的潛在消防與防災就業市場。

5.結合台灣地區救災與特種搜救訓練基地之訓練課程，使學⽣具備消防救災技能，提⾼其職場就業⼒與競爭⼒。

臺⼤醫院、國泰醫院、三軍總醫院、⻑庚醫院、⾼雄榮

⺠醫院、成⼤醫學院附設醫院、奇美醫院、⼤林慈濟醫

院、屏東基督教醫院…等教學醫院

奇美醫院、⾼雄⻑庚醫院、⾼雄榮⺠醫院、成

⼤醫學院附設醫院⼤林慈濟醫院…等教學醫院

峰易通機電⼯程⾏、弘洋消防設備有限公司、永揚消防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瑞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翔鋒消防器材企業有限公司、⼤安消防安全

設備有限公司、⾦威銓企業有限公司、杰昇實業有限公司、屏展企業有限公司、立群消防⼯程⾏、正安消防⼯程有限公司、東揚企業社、鉉弘科技有

限公司、弘寶國際機電有限公司、智超⼯程有限公司、中華消防⼯程⾏、鹽埔消防分隊、全安救護⾞有限公司、超雄⼯程實業有限公司、泰靜電機興

業有限公司、東龍消防⼯程有限公司、萬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王通消防⼯程、新⽣代消防⼯程有限公司、英建⼯程。



產學合作 實習單位 未來出入

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日四技、進二技

⺠間協會C、B級指導⼿證照

⺠間協會C、B級寵物美容證照

美國寵物美容造型師證照

本學程培育具有寵物美容專業、獸醫助理、能規劃寵物經營及⾏銷寵物服飾及寵物產品之相關實務能⼒之技術⼈才。畢業時取得寵物美容

丙級、寵物時尚造型、寵物指導⼿等相關證照。

1.優 良教學設備與課程設計，1⼈1狗實作教學、輔導考取寵物美容丙級（C級）⾄B級美容師證照與其他

　相關證照、畢業具有特定寵物業專任⼈員資格。

2.畢 業⾨檻能⼒，提升學⽣知識⼒、技能及就業⼒。

　　語文能⼒：英、⽇文

　　資訊能⼒

　　勞動部丙級寵物美容證照

3.寵 物⾏為訓練情境模擬教室可做為寵物⾏為訓練與矯正特⾊課程訓練中⼼

　考照輔導：免費輔導考取寵物職能相關證照。

　接軌國際：海外寵物產業實習與國際連結。

　實習規劃：⼤四下校外專業實習半年與職場無縫接軌，提升就業⼒，畢業即就業。

活動中⼼3 F兩側設有寵物美容專業教室四間（包括寵物美容專業乾、溼）、教師準備

室2間、寵物⾏為訓練情境模擬教室，及4F學⽣實習狗舍2間、貓舍1間，作為學⽣實作

技術基地。

具備完善教學空間提升學⽣專業技能、飼養空間與⼈道管理，除能維護寵物健康與預防

疾病外，同時能提供本學位學程培訓學⽣寵物美容技能與輔導證照取得。

1. 藉由專業技能學習與專題研究，使能將專業技能落實於實務演

　練中。

2. 因應全國的各動物醫院的寵物照護⼈才需求，培育寵物護理⼈

　員的專業⼈才。

3. 配合國內外⼤型寵物連鎖企業相關產業⼈才之需求，積極培養

　全⽅位寵物美容專業設計師及寵物經營管理之專業⼈才。

4. 配合全國各縣市動物保護單位⼈才之需求，積極培養寵物⾏為

　矯正專業訓練⼈才。

5. 因應國內寵物殯葬相關產業⼈才之需求，培育發展寵物殯葬禮

　儀師⼈才。

6. 畢業時取得勞動部丙級寵物美容證照、⺠間協會C、B級寵物美

　容證照、美國 Barkleigh 寵物美容C、B級證照、勞動部丙級⾨

　市服務證照等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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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娜寵物⽣活館、阿⽢寵物王國館、誼文寵物⽣活館、

宜沐國際有限公司、(⽑⽇⼦⽑孩精品概念店)、⽑旅企

業社、(⽑旅健康渡假館)、阿默寵物美學、⼤福⼩幸動

物醫院、全國動物醫院、(全國⽣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天使驛站寵物事業有限公司、愛⽝動物醫院-美容部、

愛諾寵物⽣活館、嘻旺商⾏、嬌滴滴寵物園、園惟寵物

開發有限公司、(寵物天堂)、宏⼒動物醫院、初⼼寵物

美容、Q瑪寵物美容、旺旺動物醫院、健中動物醫院、

百齡寵物園地(百齡動醫院)、⼤同動物醫院、⽇新⽝舍

、⼈仁動物醫院、嘉慶動物醫院、貓⼩⼆貓咪⽤品店、

貓窩寵物⽤品店、哈豆寵物美容、中華動物醫院。

屏東縣政府「⽑⼩孩是

家⼈，不買不賣不棄養

」計畫、桃園市政府動

物保護處矯正訓⽝計畫

、⾼雄市政府農業局「

外來種綠鬣蜥族群移除

個體處理⽅式之試驗」

計畫、台灣芭克麗寵物

美容師資格鑑定⼤賽、

⾼雄市動物收容園區⽝

隻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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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暨餐旅學院基於本校「⼒學⾏仁」之教育理念，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與國家社會需求，以培育休閒⽣

活產業專業⼈才為宗旨，整合院內休閒事業管理系含休閒運動管理碩⼠班、餐旅管理系、觀光事業系以

及時尚美容應⽤系，強調實務技能訓練、⽣活創新應⽤、全齡健康並重以及⼈文素養兼修，以⼈性化、

⽣活化、在地化、產業化、國際化為發展主軸，培育與時俱進之專業⼈才。

本院之教育⽬標如下：

⼀、培養休閒⽣活產業相關專業技術技能

⼆、培養休閒⽣活產業管理知能

教育理念

與特⾊

休閒暨餐旅學院
College of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三、培養休閒⽣活⼈文與美學素養

四、培養休閒⽣活規劃與創新能⼒



未來出入

休閒運動管理系　研究所、日四技、進二技

21 世紀是休閒產業興盛的世紀，本系以培育具有休閒、管理、社會服務等實⽤專業知識與技能之管理⼈才為⽬

標。課程規劃有「運動管理」與「休閒管理」⼆模組課程，課程並注重以「理論」與「實務」課程相互結合，

以培育符合時代適切性與必要性的專業休閒運動管理⼈才。本系學⽣的就業⽅向如下：

1.具 活動企劃、旅遊解說、農場⺠宿、育樂園區等休閒產業⼈才。

2.具 運動賽會活動、運動顧問、運動場館、運動商品行銷、運動俱樂部等運動產業⼈才。

3.具探索教育、健康調理、韻律舞蹈、運動健⾝、⽔域運動等指導員，以及運動單項教練與裁

　判、體育教師、救⽣員等休閒與運動專業指導⼈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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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與實習 未來出入

觀光事業系　日四技、進二專

本系旨在培養觀光產業專精⼈才，同時具備：概念規劃、活動設計、現場服務、營運管理等專業能力，積極投入

產業發展，以滿⾜觀光事業專業⼈才之⼤量需求。

本系的特⾊：

1.培 養旅運經營管理、觀光活動規劃與綠⾊觀光永續經營⼈才，學⽣畢業後可從事旅⾏、航空、餐飲、飯店、休

　閒遊憩等⾏業，符合就業市場之⼈力需求。

2.教 師具有業界實務經驗及專業證照，在教學輔導管理均能結合產業界需求，並透過業師協同教學，增進學⽣專業職能。

3.具 備完善之實習制度，讓學⽣⾄海內外實習⼀年，充實實務經驗，並與企業簽訂合作聯盟，提供就業機會，使學⽣畢業後能立即就業。

4.具 有完善之輔導機制，每位學⽣均具備⾄少三種專業證照，提升就業競爭力。

遴選學⽣⾄國外研習，並招收國際學⽣，提升國際視野。

健⾝教練、體適能指導員、各級運動教練或裁判、救⽣員、游泳教練、潛⽔教練、溯溪嚮導、

推拿整復技術⼠、體育教師、休閒俱樂部經理⼈、運動場館經理⼈、運動商品⾏銷經理⼈、青

年活動企劃師、體驗教育引導員、華(外)語領隊、導遊解說員、⼩琉球導覽解說員、漆彈教練

證、攀登能⼒檢測、⾼⼭嚮導員證、全⺠運動與運動設施之經營管理⼈員。

本系學⽣的就業⽅向有：觀光導覽解說⼈員、遊

程規劃師、導遊領隊⼈員、旅⾏社經理⼈、旅遊

業經營管理⼈、會議活動策劃⼈員、航空旅遊業

、休閒餐旅服務業、⺠宿業、休閒農場、溫泉遊

憩等相關⾏業管理⼈員。

1.本系以培育觀光經營與管理⼈才為主要⽬標。重視學⽣實務經驗的養成，與國內外超過40家之知名企業合作，如

　夏都沙灘酒店、⾼雄國賓⼤飯店、娜路彎⼤酒店、⾼雄福華⼤飯店、悠活渡假村、福容⼤飯店、世倢國際旅⾏社

　、樂仁旅⾏社、墾丁旅⾏社、南和國際旅⾏社、巨派旅⾏社、昇恒昌公司、寒軒國際⼤飯店、儷野⼤飯店、威豪

　聯合股份有限公司(WO HOTEL)、⽇本沖繩知名飯店等等，讓學⽣⾄國內外實習⼀年，充實實務經驗。

2.與企業簽訂合作聯盟，提供就業機會，使學⽣畢業後能立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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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與實習 未來出入

餐旅管理系　日四技、進四技(週間/假日)、進二技、進二專

本系除強調基本專業知識技術之訓練外，更重視管理相關概念之培養，以培育成為中階管理幹部之基礎能⼒。多元化專業⼈才的訓練，提

升師資實務經驗，建立產業合作關係，完善適切的課程規劃，專業實習場所之建置等，為本系未來主要特⾊之發展⽅向。

1.本 系教學設施完善，建置米其林廚藝⼤樓、飲品調製暨研發中⼼、實習旅館以及實習餐廳，專業教室達20間。

2.本 系師資陣容堅強，專任師資35位，⼤多具有相關實務經驗與國內外專業證照。

3.本 系依專業導向進⾏課程設計，包括中⻄廚藝學程，烘焙廚藝學程，餐旅創新學程三⼤主軸，提供學⽣多元學習之選擇。

4.本 系學⽣須於業界實習⼀年，實習地點包括國內各地知名企業，更提供海外實習機會，包括新加坡、澳洲、⽇本等地。

5.本 系引進業界師資協同教學，獲企業贊助辦理技藝競賽與研習活動。另成立餐旅教育訓練暨產學研發中⼼，與企業簽訂

　策略聯盟，提供學⽣實習、就業以及產學合作之機制。

本系學⽣成就包括專業證照考取、國際競賽獲獎、職場業主肯定、職涯發展有成以及達成創業夢想，展現餐旅⼈應有

之特質、技術、知識與能⼒。

餐旅管理系與全國百餘家餐

旅企業知名企業建立產學合

作，包括國際觀光飯店、休

閒飯店、連鎖餐飲集團，如

鼎泰豐、王品集團、福華連

鎖飯店、國賓連鎖飯店、晶

華酒店…等，提供學⽣充分

的實習場域，並提供⽇本、

澳洲、新加坡等海外實習機

會。

學⽣於畢業後有多元的就業進路可選擇，包括：

⼀、餐飲⽅⾯：餐飲業儲備幹部⼈員（領班或組⻑級）、觀光旅館餐廳服務⼈員、⼤型獨立餐廳服務⼈員

　　、連鎖餐飲集團服務⼈員、⾃⾏創業等。

⼆、旅館⽅⾯：觀光旅館客房儲備幹部⼈員（領班或組⻑級）、觀光旅館客務部或房務部⼈員、連鎖商務

　　旅館客務部或房務部⼈員、觀光旅館⾏銷業務部⾨⼈員、觀光旅館⼈⼒資源管理部⾨⼈員、⺠宿管家

　　等。

三、飲務⽅⾯：餐飲業儲備幹部⼈員（領班或組⻑級）、觀光旅館酒吧調酒⼈員、觀光旅館酒吧服務⼈員

　　、連鎖咖啡廳櫃台⼈員、飲料連鎖店加盟創業⼈員等。

四、廚藝⽅⾯：觀光旅館中⻄⽇式餐廳助理廚師、觀光旅館烘焙坊助理廚師、⼤型獨立餐廳助理廚師、連

　　鎖餐飲集團助理廚師、烘焙⼯廠助理廚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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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為呼應校所勾勒之理想社會願景：「老吾老以及⼈之老，幼吾幼以及⼈之幼」之理念，推動祥和社會、福利社會，以尊重⽣命、關懷社會與志⼯服務

之精神，以達禮運⼤同之理想社會之⽬標。特將近程教育⽬標核⼼訂為: (⼀)培育具⼈文關懷與尊重倫理之文創產業、社⼯、幼保、外語及⽣命關懷專業⼈

才，以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社會⼯作系、幼兒保育系、應⽤⽇語系及⽣命關懷事業學程為其運作單位；(⼆)培育具備資訊與媒體技術之智慧機器⼈、物

聯網、AR/VR、3D列印專業⼈才，以資訊⼯程與娛樂科技系、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為其運作單位。務使其能相輔相成，以達本院願景：成為推動具有智慧、

資訊、數媒特⾊之⼈文關懷暨社會福祉之標竿學院。綜合本院特⾊如下︰

1.落實關懷⽣命，提升⽣命品質

    以關懷⽣命為主軸，整合五系⼀學位學程核⼼課程，並遴聘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培育兼具⼈文關懷與智慧資訊技術⼈才，貢獻社會，創造福祉，彰顯以

    ⼈為本之理念。

2.聯結地⽅資源，強化在地經營

   與地⽅政府、社區協會及文史⼯作室相關團體，共同推動社區營造、文化活動、調查在地文化資源，應⽤智慧與數位媒體技術，提出更深入之研究，進

   ⽽融合教學內涵與學習環境。

3.深化實習成效與促進就業

    協助本院學⽣與職場順利銜接，增加其⼯作經驗與技能，並對未來畢業預作因應與準備。

4.強化產學合作與服務推廣

    掌握產業發展趨勢與⼈才需求，運⽤地⽅資源，建立教學、研究、服務及推廣等⽅⾯的整合機制，培育具備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術⼈才。

5.加強前瞻思維，拓展國際學術交流

    本院⿎勵師⽣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競賽活動，拓展學⽣具備前瞻與宏觀思維。

教育理念

與特⾊

人文暨資訊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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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 未來出入

社會工作系　研究所、日四技、進二技

　　為因應社⼯⼈才需求急遽增加，本系秉持「濟弱扶傾」的精神，致⼒培育專業社會⼯作⼈員，以服務⼈群為終⾝職志。本系辦學績優，

學⽣接受嚴謹社⼯專業訓練，畢業後任職各公家機關、非營利組織、醫院、學校、基⾦會等，本系特⾊有：

1.師 資優良：聘請學養俱佳曾任職公、私部⾨之優秀實務⼯作者為專兼任師資群。

2.畢 業即就業：雙師教學、社⼯實務講座、社福機構參訪、簽訂策略聯盟鏈結實務資源、舉辦就業講座/模擬⾯試，拉近職場距離。

3.機 構結盟：與公、私部⾨70多家機構合作，提供學⽣社⼯實習。

4.專 業學程：辦理勞動部「照顧服務督導就業」學程，培育⻑期照顧服務⼈員，結訓後可具備照顧服務員訓

　練證書、居家服務督導基礎訓練證書與勞動部就業學程證書。

5.政 府計畫：承辦政府多項委託計畫，提供學⽣實習及就業機會。

6.優 質服務社團，培養學⽣職場多元能⼒。

7.免 費輔導公職考試、社會⼯作師專技⾼考。

海外移地學習，拓展學⽣國際視野。

文化創意產業　研究所

⾸開屏東地區技職體系設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在職專班之先例；對於擁有文創產業相關技能與熱情的社會⼈⼠，

不啻為最佳的回流進修機會。

最深刻的本⼟化，就是最亮麗的國際化；深耕在地的學術情懷，也是⼤仁科技⼤學致⼒奉獻的社會責任。

與公、私立100多家機構合作，承辦政

府多項委託計畫，提供學⽣實習及就業

機會，如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會、

勵馨基⾦會、世界展望會等機構。

政府社會局處⾏政⼈員（參加⾼普考、初等考試及地⽅特考，取得公務⼈員資格）及約聘社⼯

員、開業社會⼯作師（具社⼯師證照資格）、私立社會福利機構、安養機構、基⾦會或非營利

組織之社⼯員、學校社會⼯作⼈員、醫院社⼯員、監所管理員、各⼯商機構之⼈⼒資源管理⼈

才、公共關係、市場調查、研究分析等性質⼯作、就業輔導員、居家服務督導員、法院觀護⼈

、法院輔導員等，畢業⽣平均起薪約為30,000元-35,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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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日語系　日四技、進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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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以培育商務文教及餐旅觀光產業⽇語⼈才之宗旨，招收⽇間部四技⽇語主修⽣。

1.本 系之教育⽬標在於培育具備⽇語溝通能力、專業知能、⼈文素養之⽇語商務、文教、及觀光餐旅領域之

　優質從業⼈員，並以達到【畢業即就業】為⾸要⽬標。

2.每年提供多名海外交換研習及海外實習獎學金，出國機會⾼。

3.主要課程包含聽、說、讀、寫、譯的能力訓練，並開設「⽇語商務應⽤學程」及「⽇語觀光旅運學程」。此

　外，也有⿎勵跨系選修「觀光產業學分學程」。

4.⼩班教學，語⾔能力迅速提升。

5.歡迎無⽇語基礎者報名。

6.歡迎英語能力佳，有志進修⽇語為第⼆外語者加入。

幼兒保育系　進二技

1. ⼤仁科⼤幼保系教育⽬標在培養學⽣成為合格之幼兒園教保員、課後照顧⼈員、

2. 托育服務⼈員，以及其它的幼兒創意產業⼈才。

幼保系獲得教育部科⼤評鑑連續⼀等的肯定，102年通過教育部「培育幼兒園教保員」資格審認，本系與屏東、⾼雄、台北地區具實習合作

幼兒園機構達100家以上，⾃103年起承辦⾼雄市仁武公共托育中⼼、三⺠公共托育中⼼、屏東縣保⺟系統、屏東縣托育資源中⼼、屏東市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屏東縣鹽埔鄉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屏東市信義非營利幼兒園等⼤型產學計畫，增進學⽣實習就業機會。

本系具有優良多元化師資,並有優質專業教室，包含標準保⺟考照教室、表演藝術教室、鍵盤樂教室、幼兒律動教室、幼兒科學教室、課程設

計教室、專題製作教室、幼兒輔導教室等八間專業教室，可充分實⾏實務取向的課程活動。

⽇本東北溫泉飯店

 ホテル紫苑　　愛真館　　廣洋館

⽇語公關及⽇語觀光產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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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日四技、進二技

⼤仁科技⼤學數位多媒體設計系致力於培養動畫、遊戲、影視特效三⼤產業的⼈才，系上專業課程分為兩⼤主

軸：「2D/3D動畫遊戲設計」與「傳播媒體暨創意商品設計」，除了⼀般美學素養與數位科技專業知識課程規

劃外，第⼀主軸訓練學⽣基本⼿繪能力與⼯具的應⽤，可習得如前期的⼈物腳⾊創作、場景設計與進階的

2D/3D 動畫與遊戲實作技能。第⼆主軸讓您可以知道如何從腳本撰寫到電影拍攝、影片剪輯與進階的特效製

作等實⽤能力；因應⽬前世界變化及多媒體⼯具已漸趨多元化，為了能夠提供更多在職⼈⼠進修有關媒體素

養及多媒體⼯具之應⽤，本系更在108學年度開設⼆技假⽇班學制，課程內容多元且易⽤，希望能夠透過學習

多媒體⼯具的應⽤帶給學⽣在職場上的加值效果。

生命關懷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進二技

全國唯⼀⽣命關懷事業殯葬專業⼤學文憑，全國技術⼠喪禮服務⼄、丙級考照合格場地，深具發展潛⼒的熱

⾨職業，禮儀師證照的取得，更保障您的⾼薪與就業。

系上設備新穎，有數位攝影棚、數位教學教室、非線性剪輯系統、虛擬實境實驗室(HTC VIVE、Oculus)、專業

多媒體電腦教室等。

畢業⽣出路多元，如 2D、3D動畫影片、⾓⾊造型、場景、遊戲設計、幼教互動光碟、數位插畫、影片剪輯、

電影3D畫⾯處理、特效製作等相關產業之設計與企劃。

產學合作 實習單位 未來出入

可以協助學⽣就職輔導，現場參訪臨床

場域與認識介業現場實況。

萬安⽣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鄭海船殯葬禮儀公司。

產學合作 未來出入

藥局服務型機器⼈情境影片拍攝製作、藥局服務型機器⼈影片拍

攝規劃、多媒體VR暨AR應⽤在觀光產業中導覽教案製作、AI機

器⼈／AR／VR跨領域實訓基地(優化實作環境計畫)、2018屏東

電影節－第七屆「⾦緱獎」微電影全國創作⼤賽計畫、數位創意

設計培訓基地、數位⼈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教育計畫－科技融入

文化APP創作課程計畫、107年度智慧⽣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推

動計畫、傳承藝術⽅案對偏鄉⽇托據點⻑者影響之研究。

酷奇思數位園有限公司、上校基業有

限公司、法國台北攝影社、胖胖熊國

際事業有限公司、原動漫遊有限公司

、晨⽲文創設計有限公司、環球購物

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財團

法⼈蕭珍記文化藝術基⾦會、佶立國

際有限公司。

2D、3D動畫影片製作、⾓⾊

造型設計、場景設計、遊戲

設計、幼教互動光碟、數位

插畫、影片剪輯、電影3D畫

⾯處理、特效製作等相關產

業之設計與企劃。



【8221】

經
德

和

屏
東

鹽
埔

預估屏東站發車時間 預估新園站(大仁科大)發車時間

07:15  07:35  09:50  11:10
14:00  15:20  16:25  17:35
18:40  19:35  22:00

06:10    06:25 07:05  07:45
08:15  10:35  11:45  14:45
16:15  17:05  18:20  20:00
20:15

【8226】

經
德

和

屏
東

鹽
埔

07:00  08:35  10:55  12:30
13:35  16:50  18:00  20:15

06:35  07:20  09:20  10:50
12:50  15:10  17:35  18:50

07:55 08:55 12:45 15:05
08:30 12:20 14:40 16:40
21:40(逢週一行駛)

【校車】

屏
東

轉
運

站

大
仁

科
大 ＊本接駁車為直達車，若需中途下車，請預先告知司機

＊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行駛，例假日及寒暑假停駛

＊本接駁車為直達車，若需中途下車，請預先告知司機
＊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行駛，例假日及寒暑假停駛

⿊：每⽇　綠：星期六⽇、連續假⽇及寒暑假停駛

　紅：假⽇⾏駛 藍：註記

※依場站公告時間為準，實際⾏駛時間依路況有所不

　同，僅供參考。

本公司路線：8226　接受政府補貼與旅客監督，不善之處請隨時告知以便改善。

本公司路線時刻查詢專線：08-7324179　申訴專線：0800-7223723

⾼雄監理所服務處專線：07-7715349



大仁科技大學
TAJEN UNIVERSITY
大仁科技大學
TAJEN UNIVERSITY

校址：90741屏東市鹽埔鄉維新路20號

總機：(08)762-4002　招⽣專線：(08)762-8060~62

TAJ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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