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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重要日程表 
106年10月 

 

106年11月 

 

106年12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1 2 3 4      1 2 

8 9 10 11 12 13 14 5 6 7 8 9 10 11 3 4 5 6 7 8 9 

15 16 17 18 19 20 21 12 13 14 15 16 17 18 10 11 12 13 14 15 16 

22 23 24 25 26 27 28 19 20 21 22 23 24 25 17 18 19 20 21 22 23 

29 30 31     26 27 28 29 30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07年1月 

 

107年2月 

 

107年3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1 2 3     1 2 3 

7 8 9 10 11 12 13 4 5 6 7 8 9 10 4 5 6 7 8 9 10 

14 15 16 17 18 19 20 11 12 13 14 15 16 17 11 12 13 14 15 16 17 

21 22 23 24 25 26 27 18 19 20 21 22 23 24 18 19 20 21 22 23 24 

28 29 30 31    25 26 27 28    25 26 27 28 29 30 31 

 

※報考學生錄取後，經發現與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學生不得異議。 

 

項次 工 作 事 項 日       期 

1 簡章(網路免費下載) 即日起 

2 報名(一律採網路報名) 
106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09:00 

～12 月 14 日(星期四）15:00 

3 報名資料現場收件截止日期 1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09:00~16:30 

4 
列印准考證 

(上網查詢資格審查結果) 
10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10:00 開放 

5 資格不符申覆截止日期 10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 

6 甄試(面試)日期 107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 

7 查詢甄試總成績（網路查詢） 10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10:00 開放 

8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07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09:00 截止 

9 放  榜（公告、上網） 107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12:00 公告 

10 正取生報到 107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10:00~11:00 

11 正取生報到後缺額公告 107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12:00 

12 備取生報到 另行通知 

13 備取生遞補作業截止日 107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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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網路報名 

登載報名資料 

郵寄 

報名資料 

ATM 或土地 

銀行臨櫃繳款 
列印准考證 

參加面試 

萬能科技大學網路報名流程圖 

        

請考生於報名時間內，一律網路報名 

 

進入報名系統網頁 https://saip.vnu.edu.tw/admission 選擇考試類別，進入系統輸入

報名資料。(報名時間 106 年 11 月 22 日 09:00 起至 106 年 12 月 14 日 15:00 止，

為避免網路塞車，請儘早上網報名，逾期概不受理。) 

 

報名資料輸入完畢，列印網路報名表。(請考生確實填寫，並核對登載資料無誤後，

於列印之報名表考生簽名欄位上親自簽名。) 

※書面審查資料選擇上傳或郵寄。 

※考生報名表登載資料請確實，如造成疑義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完成網路報名登載程序後，送出報名資料及產生繳款虛擬帳號，考生可列印虛擬

帳號(6014-開頭)辦理繳費。(每位考生送出登載資料即產生虛擬帳號，且僅限登載

報名考生使用，繳款金額或帳號錯誤，均會造成繳費失敗。) 

 

請選擇以下任一方式於106年11月22日09:00起至106年12月14日15:00前完成繳

費。可使用各銀行自動櫃員機（ATM）轉帳(所產生手續費用概由各行庫規定)或

至台灣土地銀行臨櫃繳款。 

 

繳費查詢系統開放時間：繳費日隔天13:00以後可上網查詢確認。 

低收入戶考生，免繳報名費(檢附證明請考生詳閱簡章規定)，低收入戶考生須於

時間內完成各項報名手續，經審核不合格者，需依本招生委員會通知補繳費用。 

 

至https://saip.vnu.edu.tw/admission列印報名文件袋封面及網路報名信封封面（請以

A4 白紙列印），請自備A4及B4 大小之報名信封，並將列印之報名文件袋、網

路報名信封封面分別貼於自備之A4及B4信封上。 

 

報名文件請依報名文件袋封面所列之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並用迴紋針夾

妥，置入報名文件袋(A4信封)。 

 

將報名文件袋(A4 規格)及指定繳交資料裝入報名專用信封(B4 規格)，於報名截止

日 106 年 12 月 15 日前以掛號郵寄至本校「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員

會」。無法於限期完成郵寄資料者，可於報名資料現場收件截止日期（12 月 15

日 09:00-16:30）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繳交。【書面審查資料選擇上傳或郵寄】 

 

完成報名程序，請於106年12月20日10:00起至https://saip.vnu.edu.tw/admission登載

報名網頁，進入列印准考證，並於107年1月5日參加面試。(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

身分證應試)。 

注意事項： 

一、 每份報名表只限報名一個系組別，報名後不得要求更改。 

二、 報名資料於系統填寫確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更改報考資料，同時無論錄取與否，報名資料概不

退還，相關資料請自行影印存底。 

三、 如個人資料遇特殊字，電腦無法顯示該字體時，請省略輸入，待報名表印出後，於報名表上以人工

填寫方式填寫。 

四、 各項報名表件所要求提供之證件資料係供教務處審查報名資格使用，若指定繳交資料中亦要求提供

相同資料（例如學歷證件等），敬請另外提供以利審查評分。 

五、 報名繳交之資料如表件不全或資格不符而遭退件無法報名者應自行負責，所繳報名
費扣除作業費新台幣200元予以退還，網路報名及郵寄前務請再次核對確認。 

列印准考證 

參加面試 

郵寄或上傳 

考生報名資料 

裝袋置入 

報名資料 

列印 

報名專用信封 

查詢繳費 

低收入戶免繳費 

繳交報名費用 

ATM、土銀臨櫃 

產生 

繳款虛擬帳號 

輸入、登載考生

報名資料，書審

資料上傳或郵寄 

 

進入報名網頁閱

讀報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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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碩士班 
甄試入學各所招生名額表 

 

所(組)別 招生名額 

經營管理研究所經營管理組 3 

經營管理研究所觀休餐旅組 3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6 

營建科技系碩士班 6 

電資研究所 6 

環境工程系碩士班 6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碩士班 12 

合計 42 

 

 

獎助學金 
 

就學助學金 

  107 學年度經甄試入學管道錄取並完成註冊之具中華民國國

籍新生， 

  獎助學金 4 萬元( 5,000 元*8 個月 )。 

(107學年度上下學期發放，5000元/月，4個月/學期) 
 

※獎助學金申請與發放方式，均依本校獎助學金相關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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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學校簡介 
學校願景：本誠信、前瞻、務實及追求卓越之辦學理念，邁向頂尖科技大學，成為培育人文與

科技兼備人才的典範。 

交通環境：從台北經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內壢交流道出口下（57K），到本校約 2 分鐘。另

可經縱貫鐵公路、桃園機場國道二號、高速鐵路桃園站、桃園捷運桃園高鐵站到達

本校，鄰近機捷 A18 站及高鐵桃園站，車程僅 10 分鐘。公車班次密集，中壢客運

122 專線(中壢火車站)、統聯 208 專線(內壢火車站、高鐵站)，服務本校師生搭乘，

到站即到校。UBike 校內設站（至中壢 SOGO 約 10 分鐘）。 

校園環境： 

1. 全國唯一航空城大學，國家級重點產業發展人才培育大學。 

2. 畢業生就業率全國科大第一。 

3. 國家級技能檢定考場數為全國第一，輔導學生取得各項專業證照，建立就業競

爭力。 

4. 國際化私立科大第一，私立科技大學外籍生人數第一，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5. 教育部肯定教學卓越重點大學，辦學成效為桃竹苗科大之冠。 

6. 教育部評鑑一等與品德教育績優大學 

7. 辦學品質榮獲國際 ISO 暨國際 IEET 認證。 

8. 位居桃園地區八大工業區樞紐，提供多元實習與就業機會。 

9. 校園全區提供無線網路服務，建置 6A 等級雲端數位教學環境。 

10. 各系師資優良，設備、設施及儀器等質量皆優。 

11. 優質化環境、生態森林 e 化校園、校舍全部無線網路及空調設備。 

12. 河濱大道景色優美貫通校園，休閒運動設施豐富，包括：籃球場、排球場、壘

球場、網球場、田徑場、體適能中心、高爾夫球練習場、烤肉區等。 

13. 本校長期投資數位教材製作，並在全校設置 6A 等級無線網路，自 103 學年度起，

全面改為行動裝置社群教學模式，結合學習軟體及雲端服務，可隨時隨地不受

時空環境限制從事知識學習、閱讀或查詢資訊、分享資訊。 

14. 餐飲商家：：除有兩處美食廣場集合各種南北小吃，物美價廉、衛生可口、菜
色多樣（如自助餐、滷味、麵食、套餐等），設有萬大花園景觀實習餐廳，提供
美式休閒飲食。校內另有統一超商（7-11）提供便當、各式飲料及零食等，除服
務性商品及特價商品外，凡本校師生購物均以標示價格九折優惠。 

學生宿舍：本校除原有仁愛樓學生宿舍，另有榮獲國家金質獎的單人/雙人學生宿舍之萬能學

苑，107 學年度信義樓 4 人套房(全新五星級宿舍)正式啟用，宿舍皆配有冷氣空調、

網路、電話、電視設施，安裝有電熱水器提供熱水洗澡，並設置自動錄影系統及 IC

電子識別系統，配有管理員一人負責門禁管制工作，加強宿舍安全。 

學制與招生：本校設有 3 個學院、6 個研究所及 16 個系。訂定各項政策，培育畢業生順利就業

與升學績效卓著。 

1. 航空暨工程學院：營建科技系(含碩士班)、環境工程系(含碩士班)、電資研究所、

資訊工程系、航空光機電系、工業管理系。 

2. 設計學院：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含碩士班)、商業設計系、時尚造型設計系、數

位多媒體系。 

3.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餐飲管理系、旅館管理系、航

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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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辦學特色》 

卓越  雲端  航空城大學 
目前本校總計有三個學院（航空暨工程學院、設計學院、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包含6個研

究所（營科系碩士班、環工系碩士班、電資所、經管所、資管系碩士班、妝品系碩士班）及16

個系（營科系、環工系、資工系、航空系、數媒系、工管系、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

系、企管系、資管系、行銷系、商設系、妝品系、時尚系），全校學生達10,229人，外籍學生達

四百餘人。我們致力精進各種軟硬體設施、教學設備、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等領域，使學校已

具一流大學水準，成效深受教育主管單位讚賞。我們將再接再厲，邁向科技與人文相輔相成的

智慧型校園，為國家及社會造就更多科技與經建人才。 

 

航空城大學，全國唯一： 

離桃園國際機場最近的科大，享有航空產業豐沛合作資源。 

教學卓越，國際認證： 

教育部肯定教學卓越大學，榮獲 IEET 國際認證。 

雇主最愛，桃園首選： 

106 年 1111 人力銀行雇主滿意度調查，桃園中壢區第一。 

實習就業，全國第一： 

大四全面實習，實習就業無縫接軌，就業率全國科大第一。 

科大大學部，國際化第一： 

技職校院外籍生人數第一，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菁英百萬，就業百萬： 

除國立收費外，另有菁英獎助學金、赴美日姊妹校交換學生獎助學金、加上實習給薪，在

學期間收入百萬。。 

航空餐旅，全國最大：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人數達 7,500 人，跨兩種以上專業領域學習，提升國際就業競爭力。 

設計時尚，國際發光： 

師生榮獲教育部技職之光，國際 IF、Red Dot 設計大獎，引領國際設計流行時尚。 

航空工程，快速起飛： 

與航空界龍頭華航、長榮、漢翔、亞航…產學策略聯盟，接軌波音、空中巴士等國際大廠。 

三鐵一港，交通便捷： 

全國唯一三鐵交匯科技大學，高鐵、台鐵、捷運與機場便利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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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辦學績效 

～桃園航空城內唯一科大‧就業率全國第一之科技大學～ 

卓越萬能 

95、96、97年 連續 3年獲得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共 1.04億元。 

96年 8月 電子系、資工系通過 IEET工程認證。 

96、97、98年 擔任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招會主辦學校。 

97年 8月 化材系、高材系、環工系及光電系通過 IEET工程認證。 

98年 6月 獲得教育部頒發九十八年度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98年 8月 生技系通過 IEET工程認證。 

98~101年 近 4年就業率全國第一。 

99年 1月 獲 ISO9001：2008品質管理系統國際認證。 

100年 1月 100-101年度，再次獲得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100年 6月 教育部公佈九十九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結果，獲得行政類一等，專業類工程學院、管理學院、材料科學與工
程系(材料科技研究所)、環境工程系、光電工程系、資訊工程系、管理與資訊系、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
理系、國際企業系、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一等。 

100年 7月 由桃園縣政府、台灣高鐵公司委託觀光休閒系規劃「高鐵桃園站旅遊服務中心」正式營運。 

100、101年 LPGA錦標賽，觀休系計 370名學生投入 LPGA志工團，擔任大會秩序維護、餐廳服務及比賽引導。 

100年 11月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布 99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結果，榮獲私立技職體系「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
效益」全國第八名。 

100年 12月 與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合作開辦全國第一個 ERP雲端認證中心。 

101年 3月 校慶音樂會，縣長、校長協奏共悠揚，慶祝 40週年校慶。 

101年 4月 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認證，為全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通過認證。 

101年 9月 與知名日式三井餐飲事業集團推動產學合作計畫，發展「選、訓、用」三合一的客製化培訓課程。 

101年 10月 積極拓展國際化─共計姊妹校 94所，100-101年度共計 8名交換學生分赴日本長崎國際大學及美國霜堡州
立大學（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研修，並有 8名同學至新加坡海外實習。 

101年 11月 結合桃園航空城公司、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等七十二家廠商代表，共同簽訂客製化人才培育計畫。 

101年 11月 與福建江夏學院合作培養兩岸金融專業人才，籌劃 3+1金融專班（3年學在江夏+1年學在萬能）。 

102年 1月 舉辦「桃桃不絕‧嶄新視野 -桃園地方農產業設計與行銷成果」發表會，透過產官學三方合作打造桃園航空
城精緻休閒農業。 

102年 2月 再獲為教學卓越重點大學，積極打造「V-TOP航空城大學」。 
102年 3月 結合產、官界推動成立桃園民宿協會，合作推動桃園縣「好山」、「好水」、「好民宿」。 
102年 4月 官學合作-邁向航空城大學，本校與內政部移民署簽署策略聯盟。 
102年 5月 「桃園觀光餐旅研發中心」揭牌。 
102年 5月 舉辦「2013兩岸職業教育研討會」，兩岸產官學界同台交流。 
102年 6月 經濟部產業園區廠商升級轉型再造計畫，本校參與產學跨部會合作簽約儀式。 
102年 7月 與平鎮工業區、大園工業區、觀音工業區等三大工業區，進行產學合作簽約，邁向新紀元。 
102年 10月 打造 i-Pad數位學習校園。 
102年 12月 與三井電腦策略聯盟 從人才培育發展為「產業學院」。 
102年 12月 強化實務教學 邁向航空城大學，與中華航空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協議。 
102年 12月 與電信公會簽訂技術士考場意向書，開啟電信從業人員「即訓即用」就業管道。 
103年 3月 舉辦桃園航空城教育論壇，期勉青年人有雄心壯志接受全球競爭。 
103年 4月 與陸軍特戰部隊簽約結盟 培養學位、證照人才提升國軍素質。 
103年 4月 舉辦「為青年拓路、為產業加值計畫─就業學程簽約儀式」，與 60家企業進行簽署開辦 41項就業學程。 
103年 5月 與泰國湄州大學結盟交流，結合桃園觀光旅遊局學術旅遊合作。 
103年 5月 與台灣房屋直營體系合作，提供大四生實習機會，畢業即接軌職場。 
103年 9月 2014桃園地景藝術節商品設計系「衣目了然」系列創作活動展演分享。 

103年 10月 與瑞士 IMI大學締結姊妹校，策略結盟前進歐洲，推動國際職場競爭力。 

103年 10月 飛躍航空城 桃園縣政府攜手萬能科大成立「桃園觀光發展趨勢中心」。 

103年 11月 與泰國湄州大學與揚昇高爾夫俱樂部三方簽約合作。 

103年 12月 與實威國際攜手合作，培育設計研發人才。 

104年 3月 國家隊總教練劉嘉發組訓萬能科大籃球隊，田壘擔任籃球大使熱情站台。 
104年 5月 根留桃園-深耕巧固球運動，接掌委員會。 
104年 5月 舉行觀光休閒旅展「桃園升格、萬能飛翔」；啟動桃園休閒農業旅遊聯盟推升桃園旅遊熱潮。 
104年 5月 與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習及協助就業等機會。 
104年 9月 「中秋奔樂 萬能獻藝」，本校師生於桃園高鐵站大廳現場演出，營造藝文空間，感受溫馨秋節氣氛。 
104年 10月 承辦 2015年亞太聽障運動會閉幕餐會。 
104年 12月 與興采集團策略聯盟，提供優渥獎學金，作育英才。 
105年 1月 商設系透過產學交流與律師事務所、文創公司等 6家廠商合作，提早與業界接軌。 
105年 2月 2016台灣燈會在桃園，萬能科大迎新春「萬大獅」主燈威立台灣燈會。 
105年 4月 大桃園區的豆府餐飲集團等 12家企業，聯合贊助萬大男籃隊提供 60萬元贊助金。 
105年 4月 與桃禧航空城酒店產學合作，強化航空城國際競爭力。 
105年 9月 與台中精機以及科冠國際公司簽定合作備忘錄，設立產學合作平台。 

http://www.vnu.edu.tw/epaper_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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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9月 泰國湄州大學（Maejo University）由 Dr. WEERAPON THONGMA副校長率訪問團赴本校交流國際學生事務。 
105年 9月 美國馬里蘭州霜堡州立大學(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FSU)師生赴本校進行短期餐旅學程研習。 
105年 11月 與東星汽車貿易有限公司簽定產學合作意向書，進一步深化彼此的合作關係。 
105年 11月 桃園市花彩節平鎮場與本校聯合辦理，共同花現平鎮之美。 
106年 1月 與美國北岸飛航訓練公司(North Coast Air Inc.)簽訂產學結盟意向書，為學生再開闢一條機師圓夢路。 
106年 1月 在桃園市長鄭文燦的見證下，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簽訂建教合作契約，未來本校護理系如獲准成立，學生

可到部桃實習，並有機會直接進入醫院任職。 
106年 3月 與漢翔航空工業簽訂策略聯盟，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加強就業競爭力。 
106年 4月 與中華航空、長榮航空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學用合一」與業界接軌，為桃園培養航太產業人才。 
106年 8月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與本校締結策略聯盟，提供大台北與大桃園地區高中職學生的優質選擇。 
106年 10月 與澳洲南十字星大學締結姊妹校，並簽署「3+1」、「3+1+1」雙聯學制合作備忘錄。 

萬能榮耀 

104年 2月 
旅館管理系李俞芳同學代表台灣至日本沖繩參加「第十一屆總務大臣杯泡盛國際調酒大賽」，榮獲長飲調酒
組那霸市長獎(第三名)。 

104年 3月 桃園市國際親善大使選拔，妝品系陳珈貞封后，觀休系江儀君第三名。 
104年 3月 商設系陳寬常師生榮獲中小企業創新設計競賽第一名。 
104年 4月 「2015年世界盃啦啦隊錦標賽」勇奪混合團體金牌。(24名選手中，有 6位是本校選手) 
104年 5月 妝品系於 2015國際美容競賽奪得雙項總冠軍 
104年 5月 環工系師生參加「104年全國大專院校水質檢驗技能競賽」勇奪第三名。 
104年 5月 「2015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商設系勇奪第三名榮登英雄榜 
104年 9月 「2015 The Big match 新加坡調酒國際大賽」旅館管理系葉治熙榮獲國際花式調酒組季軍。 
104年 10月 商設系 2015台北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易展勇奪發明競賽區金牌獎。 

104年 10月 
旅館管理系何宗棠代表台灣參加「2015 International Korean Cup 10 Cocktail Championship 韓國調酒
國際大賽」勇奪第三名。 

104年 11月 
龍舟隊榮獲「2015年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公開男子組總冠軍、大專男子組冠軍、大專混合組冠軍，並
榮獲 2016亞洲龍舟錦標賽公開男子組國家代表隊資格。 

104年 11月 環工系梁村燈老師與黃鴻廸、陳勝榮同學榮獲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104年度廢棄物處理技術研討會最佳
論文獎」 

104年 11月 環工系梁村燈老師榮獲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104年度環境工程實務技術研討會口頭報告優等獎。 
104年 12月 妝品系徐邱翊同學榮獲教育部頒發第 11屆美容組「技職之光」。 

105年 4月 
妝品系參加「2016第五屆美國密西根國際技藝菁英競賽」榮獲 5金 4銀 3銅，林明惠老師榮獲國際金牌教
練獎。 

105年 4月 
航空暨工程學院師生共同參與創作「高效直驅式線性海浪發電系統」，榮獲「2016年第 19屆俄羅斯阿基米
德國際發明展」金牌獎及大會特別獎。 

105年 5月 
美髮系榮獲 2016台灣國際盃髮型美容美睫競賽 1金 1銀 1銅，韓國首爾 2016IBEA國際美容大會 4金 1銀及
全場總冠軍。 

105年 6月 龍舟隊獲得 2016臺北龍舟賽大型龍舟公開男子組冠軍。 
105年 6月 材科系榮獲 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化工與材料群第三名。 

105年 7月 
旅館系葉治熙同學代表台灣赴印尼參加 Stars War Bali Flair Championship 2016獲得世界排名第八名的
優異成績。 

105年 7月 餐飲管理系葉宇嫣同學參加「韓國亞洲名廚美食競賽」勇奪蛋糕裝飾金牌。 
105年 9月 射擊隊於 105年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賽勇奪一金二銀。 

105年 10月 
妝品所徐邱翊同學於 2016第三屆台北時尚美容節-我型我塑造創意造型大賽奪冠，美髮造型設計系吳宥霆、
許凱傑同學獲得整體創意學生組季軍。 

105年 10月 2016台北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易展榮獲 2銀 2銅，成績亮眼。 

105年 10月 
餐飲系江憶慶、呂意銘同學歷經八仙塵爆事故後，走出傷痛，在第 14屆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西餐組分別奪
得銀牌、銅牌。 

105年 11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參加 2016全國大專校院主題樂園行銷創意競賽，榮獲第一名及佳作 
105年 11月 射擊隊參加 105年全國中正盃射擊錦標賽，精準犀利射中二金二銅 
105年 11月 全國智慧機器人與智慧生活創意競賽，資工系勇奪三冠王。 
105年 11月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展現創意及絕佳解說能力，2016全國大專創意遊程競賽勇奪第一名。 
105年 12月 師生聯手研發成果再度於 2016「高雄 KIDE國際發明暨設計展」獲得 1金 2銀，學校創作研發成果大放異彩。 

105年 12月 
商業設計系五位同學在孫瑋穜老師指導下，參加天主教中和天主之母堂(Mother of God Church)的馬槽創意
設計競賽，以作品「馬槽設計競賽-BIRTH」，勇奪大專院校「第一名」。 

106年 1月 理財經營管理系學子展現創意，2016全國大專院校保險商品創意設計比賽中榮獲第二名佳績。 

106年 1月 
餐飲管理系葉宇嫣、徐嘉辰同學參加第一屆文創美學創意競賽在翻糖蛋糕裝飾展示組及精緻甜點組分別奪得
金牌。 

106年 1月 
商業設計系由張樹楦老師指導蘇冠誌、王暐茹、陳虹臻等三位同學參加新北市政府 105年度「新北市河濱公
園 堤防彩繪比賽」，勇奪學生組第二名佳績。 

106年 2月 
餐飲管理系胡秀華老師帶領游書瑋、王又生同學參加「2017日本山梨縣國際藝術大賽」，以開胃前菜及主
菜榮獲三面銀牌。 

106年 2月 商業設計系老師張樹楦、曾靚驍，設計「一心二用」陶壺，獲得德國 iF設計獎。 

106年 4月 
時尚造型設計系與妝品系同學參與 2017 美國密西根 M.N.S 第六屆國際菁英盃競賽榮獲 4項冠軍、3項亞
軍、1項季軍及金手獎，成績斐然。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E%B3%E6%B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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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4月 
美髮造型設計系范姜慧珍主任領軍與盧凡宇、林芳靖同學榮獲 2017首爾國際人類美容與健康奧林匹克競賽
6項冠軍、1項亞軍。 

106年 4月 馬來西亞僑生柯沐呈參加 2017 IBEA國際美容競賽奪得 3面金牌，並獲得評審團大賞。 
106年 5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朱雅琪同學獲得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化工材料群亞軍。 

106年 6月 
第 47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賽，餐飲系包辦麵包製作前三名、西點製作第五名，成績列入北區最佳十二強
名校。 

106年 8月 「2017北區客家美食料理比賽」戰醬大賽，餐飲系獲得二銀一佳作奪得獎金七萬元。 
106年 8月 2017年紐西蘭國際名廚挑戰賽 餐飲系胡秀華老師獲主菜類展示銅牌。 
106年 10月 餐飲系葉宇嫣同學參加韓國 WACS國際餐飲大賽，在鮮花蛋糕、翻糖工藝項目分別獲得金、銀牌。 
106年 10月 商設系、妝品系師生參加 2017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獲得 2面銅牌。 
106年 10月 餐飲系高晟維、胡曼凌、羅陳義同學參加 2017FHM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廚藝挑戰賽獲 1銀 1銅 4佳作。 
106年 10月 行銷系參加 2017全國大專院校豐田 Toyota汽車網路銷售行銷創意競賽獲得第一名、第二名及佳作二件。 
106年 11月 資訊管理研究所參加「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勇奪雲端企業及行動辦公室應用組冠軍 
106年 11月 時尚造型設計系與 EMBA經管所師生參加 2017亞洲美業大賽暨亞洲美妝峰會，勇奪三金一銅的佳績。 
106年 11月 調酒社葉治熙、何中棠同學參加 2017第三屆全國 Shot-cool盃大賽分獲花式調酒組冠軍及亞軍。 
106年 11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參加第 29屆首爾國際人類美容與健康奧林匹克大賽獲二金一銀的佳績。 

建設磐石 

85年 11月 新建存廬紀念圖書資訊館落成啟用。 

94年 7月 萬能科大河濱大道啟用。 

95年 12月 教師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中心、工管大樓無障礙電梯、光電系液晶顯示實驗室、全校寬頻無線網路
建置及數位講桌等設施落成啟用。 

97年 3月 萬芳樓(觀光與設計學院─觀光休閒、餐飲專業教室)落成啟用。 

99年 3月 「萬能園暨健康久久健行步道」落成啟用。 

99年 11月 六星級萬能學苑學生宿舍、觀休系實習飯店及餐飲系萬芳軒啟用。 

101年 5月 「萬景園」完成設置，為新北市和桃竹苗地區首座符合技能競賽之場地，並承辦全國技能造景職類競賽。 

101年 9月 國家級考場西餐烹飪教室啟用，全國唯一西餐情境教室，通過勞委會場地評鑑合格，成為桃園縣大專院校僅
有之西餐職類國家考場。 

103年 3月 美髮系專業美髮教室及妝品系整體造型專業教室啟用。 

103年 10月 觀餐學院餐飲系廚藝複合多功能教室啟用。 

104年 12月 萬大花園景觀實習餐廳及萬大花園廣場落成啟用。 

105年 3月 「航空科技中心」揭牌啟用。 
105年 11月 公共自行車 YouBike租賃站啟動儀式。 
106年 6月 電競館啟用。 
106年 8月 萬能航空科技館建置完成。 
 新建學生宿舍(預定 107年 8月啟用)。 

媒體評價 

104年 2月 自由時報--馬背找回自信 腦麻孫育仁進軍世界盃 
104年 3月 中國廣播公司--前國家男籃總教練劉嘉發 接掌萬能科大男籃 
104年 3月 新浪新聞--前國家隊總教練劉嘉發組訓萬能科大籃球隊 田壘擔任籃球大使熱情站台 
104年 3月 中央社--瑋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捐贈 80萬回饋母校萬能科大 
104年 4月 中央社--綠能能源當道，萬能科大史特林引擎獲國際發明展金牌 
104年 5月 三立電視台--國旗飄揚全場！台灣再度勇奪亞洲盃美容美髮競賽冠軍 
104年 5月 PChome 新聞網--根留桃園-深耕巧固球運動萬能科大接掌委員會 
104年 5月 新浪新聞網--「桃園升格、萬能飛翔」萬能科大啟動桃園休閒農業旅遊聯盟推升桃園旅遊熱潮 
104年 5月 中廣新聞網--旅館經理人協會與萬能科大產學合作 
104年 5月 聯合報--萬能航空城大學 與台灣一同起飛 
104年 9月 聯合報--萬能科大祭 6800萬獎學金 讓技職學生圓夢 
104年 9月 中視新聞--科學補給站~ 輕拍水面"就來電"?! 台灣"海浪發電"更進步 
104年 9月 中時電子報--高鐵桃園站慶秋節 萬能獻藝 
104年 10月 指傳媒--2015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3日盛大開幕 歡迎大家一同為選手加油 
104年 10月 中國時報--強韌求生意志 奇蹟男孩出院了 
104年 10月 Pchome新聞--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萬能科大大贏家 
104年 10月 Yahoo奇摩新聞--基隆關協助通關協會、萬能科大 AEO專責訓練 
104年 10月 台灣數位新聞網--綻放.湛放畢業成果展 萬能科大展現時尚設計 
104年 10月 大成報--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登場 「競賽與業界接軌」7國 711名選手爭艷 
104年 10月 指傳媒--2015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萬能科大獲獎學生 企業將贊助專業培訓課程 
104年 10月 Pchome新聞--萬能科大舉辦旅館服務達人競技 萬聖節風格布置的客房超卡哇伊 
104年 10月 聯合報--亞洲輕艇水球賽 萬能學生績優 

104年 10月 
教育部電子報—產學攜手放眼全球 技職再造巔峰 
教育部也鼓勵企業界與學校一同培育人才，推動產學攜手計畫。其中的成功範例，…永平工商、萬能科技大
學與東興汽車公司的課程專班。 

104年 11月 hinet新聞--2015台灣旅館節餐旅服務競賽 萬能科大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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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1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 2015觀光餐旅國際論壇，台馬合作技職雙聯學制前景可期 
104年 11月 yam news蕃新聞--劉嘉發領軍萬能科大奪 UBA男二級預賽首勝 
104年 12月 科技生活--技職之光傳承有成 萬能科大再獲教育部肯定 
104年 12月 經濟日報--萬能科大連續五年獲技職之光肯定 
104年 12月 自立晚報--萬能科大 7日舉辦桃園客家醃漬醬菜發表會 
104年 12月 全國電子報--桃園萬能科大打造花園景觀餐廳 厚植學生就業力 
104年 12月 Hinet新聞--推動技職再造 萬能科大課程就業零接軌 
105年 1月 台灣數位新聞--萬能科大商設好創意 行銷傳產新魅力 

105年 2月 
民視新聞--萬能科大打造航空服務專業人才  
台灣燈會主燈 萬大獅 象徵科大與台灣一同起飛 

105年 3月 sina新浪新聞--2016燈會水上劇場新亮點「綠頭鴨飛舞」萬能科大用科技點亮燈會藝術 
105年 3月 聯合新聞網--隊員 4年免學雜費 13企業挺萬能男籃隊贊助 60萬 
105年 3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全國私立科技大學國際化第一 
105年 4月 Pchome 新聞--為青年拓路、為產業加值 萬能科大與桃禧航空城酒店 4/12簽訂產學合作 
105年 5月 自立晚報-- 2016萬能科大觀光休閒旅遊展熱鬧登場 
105年 5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為畢業生找出路 辦理就業博覽會 
105年 5月 Pchome 新聞--萬能科大學生巧思 現蹤2016新一代設計展 
105年 5月 TVBS--我的超級麻吉專訪(教育部專案) 專業技能 追求卓越 
105年 5月 聯合新聞網—萬能科技大學 引領學子走向專業航空之路 
105年 6月 大成報─萬能科大高額獎助學金攬菁英大一新生全面比照「國立大學收費」 
105年 6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國際化大步邁向前 泰國專班學生畢業了 
105年 8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和永平工商與HONDA齊攜手 校校企人才培訓合作之成功典範 
105年 9月 聯合財經網-菁英培訓茁然有成 學子棄國立首選萬能 
105年 9月 蕃薯藤新聞-師徒傳承技職出頭天 萬能科大學子獲季軍 
105年 9月 HiNet新聞-第一屆桃園市長盃國際時尚造型競賽 萬能科大產官學三端結合齊發力 
105年 9月 中時電子報-萬能科大攜手台中精機、科冠國際設產學合作平台 
105年 9月 南桃園有線新聞-萬能與企業合作 開創航空產學合作 
105年 10月 PChome新聞-健康烹飪銀髮廚神最康健 萬能科大不老廚神戰果輝煌 
105年 10月 蕃薯藤新聞-航空城旅館產業夯 萬能科大深度紮根培育人才 
105年 10月 指傳媒-萬能科大學師生參加2016韓國大邱國際美容美髮暨身體藝術大賽 榮獲6金3銀 市長頒獎表揚 給予

肯定 
105年 10月 PChome新聞-2016宜蘭不老節創意競賽 萬能企管掄元建構銀髮樂園 
105年 10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學子行銷小人國樂園 勇奪行銷創意競賽冠軍 
105年 11月 聯合報-Youbike遊桃園 萬能科大外籍生齊聲讚 
105年 11月 指傳媒-萬能科大無人機空拍  看見桃園花彩節之美 
105年 11月 蕃薯藤新聞-萬能理財名師將桌遊融入教學情境 投資理財一點就通 
105年 12月 聯合財經網-生產力 4.0物流倉儲模型工廠 萬能科大熱鬧開幕 
105年 12月 HiNet新聞-台灣物流聯盟會員大會 萬能科大深耕物聯網 
105年 12月 中國時報-萬能科大關懷八仙塵爆受傷學生 走出傷痛感恩醫護人員 
105年 12月 民視新聞-機場捷運志工 190位大學生今開訓 
105年 12月 中嘉北健有線電視-萬能科大聖誕佳節報佳音 桃園高鐵快閃活動 
105年 12月 Yahoo奇摩新聞-萬能科大美髮系更名時尚造型 重新規畫課程 與國際接軌 
105年 12月 蕃薯藤新聞-萬能科大美髮系改名時尚系 熱門滿招 
105年 12月 HiNet新聞-客家局探訪浪漫臺三線 萬能科大推廣桃竹客家美食 
105年 12月 聯合報-新學程為航空界育才 萬能科大圓你飛行夢 
106年 1月 中央社-萬能學子深入社區 體驗不一樣的聖誕節 
106年 1月 指傳媒-萬能科大工業管理系與時碩工業建構完全產學鏈 學生月實習津貼達 40K以上 
106年 1月 自由時報-培訓機師 萬能科大與美國公司簽約 
106年 1月 蕃薯藤新聞-萬能理財展創意 全國保險競賽奪銀 
106年 1月 HiNet新聞-藍領出頭天 萬能科大技職再造成果豐碩 
106年 1月 PChome新聞-第一屆文創美學創意競賽 萬能科大餐飲系奪雙金 
106年 1月 HiNet新聞-萬能商設恐龍宇宙巧思 勇奪新北市堤防彩繪比賽銀牌 
106年 1月 中國時報-萬能科大、桃醫簽約 9成護理生可就職 
106年 1月 蘋果日報-持續的力量 讓創作發光  藍羊羊 Blue sheep 萬能科大 Line貼圖之光 
106年 1月 中視新聞-塵爆"奇蹟男孩"呂意銘 首推西餐創意年菜 
106年 2月 《遠見雜誌》特刊：2017大學暨技職入學指南 

儲備實戰力：技職校長經驗談  萬能科技大學校長 莊暢 
106年 2月 中央社-日本國際料理大賽 萬能科大勇奪三銀 
106年 2月 中國時報-萬能科大榮獲 iF國際設計大獎 
106年 2月 民視新聞--萬能科大環工系 利用水循環看魚菜共生 
106年 3月 中國時報-萬能科大攜手漢翔 共同培育航空人才 
106年 3月 聯合財經網-萬能科大深耕新南向政策 營造國際化的校園環境 
106年 3月 PChome新聞-桃園捷運地下潛盾工程  萬能營科學子實地參訪 
106年 3月 TVBS新聞-OMC國際裁判陳美惠 萬能科大傑出校友 
106年 3月 風傳媒-萬能校慶簽書會 分享 45位產業菁英的奮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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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4月 自由時報-培養航空業人才 萬能科大與華航、長榮合作共創三贏 
106年 4月 公視新聞網-萬能科大設置百萬駕駛模擬艙 
106年 4月 經濟日報-萬能科大國際學生人數 全國科大第一 
106年 5月 自由時報-萬能科大僑生 勇奪韓國美容大賽三冠王 
106年 5月 中國時報-洪本軒修飛機 叫他第一名 
106年 5月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電玩打出一片天 上騰與萬能科大合開專班 
106年 5月 聯合財經網-創業正夯 萬能吳善穎大四開店金厲害 
106年 5月 中時電子報-畢業聯展》新秀展影像 洞察社會觀人性 
106年 5月 聯合新聞網-萬能科大 畢業當年就業率 全國科大第一 
106年 5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朱雅琪勇奪全國專題製作競賽亞軍 
106年 6月 經濟日報-全國技能競賽麵包製作 萬能囊括前三名 
106年 6月 中國時報-萬能科大電競館啟用 
106年 7月 經濟日報-找到真自己 萬能科大學生赴日實習 
106年 7月 東森新聞-八仙塵爆兩周年，鬥士浴火重生 
106年 7月 經濟日報-萬能科大學生宿舍 新建工程上樑 
106年 7月 自由時報-校園瘋電競！萬大盃英雄聯盟友誼賽 永平工商奪冠 
106年 8月 經濟日報-萬能科大泰籍生熱愛台灣 古華飯店實習受肯定 
106年 8月 聯合財經網-桃園市府攜手華航 打造客家航空餐 
106年 8月 台視新聞-萬能科大航空專業辦學有成 菁英培訓計畫新生成長 8成 
106年 9月 聯合報-萬能科大招菁英 1年發 1億獎學金 
106年 9月 聯合報-教育瘋電競！ 打電動學「全能企管」 
106年 9月 中央社--江夏萬能閩台合作 陸生來台體驗風土民情 
106年 9月 中國時報-輔導客家餐廳 創意美食上桌 
106年 9月 蘋果日報--台鐵首度產學合作 推客家紅麴雞腿排便當 
106年 9月 臺灣好新聞-萬能科大師生反毒宣導 高鐵賞樂慶團圓溫暖旅客 
106年 10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新世代 3D影像系統 驚艷台北發明展 
106年 10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助力桃園市食品安全防護 踏出領先一步 
106年 10月 聯合報-萬能科大時尚造型、化妝品應管系畢美展 走秀前衛 
106年 10月 中央社-豐田 Toyota汽車網路銷售競賽 激發萬能學子行銷創意 
106年 10月 中央社-花招創意技巧 High全場 高手雲集酒莊盃調酒賽 
106年 10月 中央社-一部戲劇的誕生 阮虔芷到萬能科大分享 
106年 10月 中國時報-不老廚神 傳承健康好味道 
106年 10月 聯合報-萬能科大與澳洲南十字星大學攜手打造航空城大學 
106年 11月 中央社-一個音樂創作人的產業之旅 林隆璇到萬能科大分享 
106年 11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師生默契佳 全國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奪冠 
106年 11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調酒高手如雲 全國 Shot cool盃調酒大賽榮獲佳績 
106年 11月 經濟日報-萬能穿金戴銀 驚艷韓國首爾時尚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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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http://www.mba.vnu.edu.tw 

Tel：(03) 451-5811 ext.69000、63000 

Fax：(03) 453-1297 

領導統御管理力、問題分析解決力、微型創業執行力、觀餐管理雙核心 

研究所簡介 

本所自 91學年度創立以來，連續榮獲教育部 95年及 99年評鑑一等，也是北部地區私立科

技大學中，惟一獲得一等之企管類研究所。106年度起開始招收觀休餐飲模組的經營管理研究

所。 

本系所教師學有專精並具豐富之教學與實務經驗，現有專任教師共計 21位，助理教授以上

比例約 80%，教師擁有企管相關專業乙級以上證照 100%。 

招生人數 

本年度招收日間部碩士班生，經營管理組 6 名 (含甄試名額 3 名)，觀休餐旅組 6

名 (含甄試名額 3 名)。 

發展特色 

經營管理研究所培養學生具有產業經營管理專業化、微型創業能力與大數據分析能力，以

達成專業素養篤實、經營觀念創新，以及管理思維國際觀之教育目標，本所發展特色如下: 

1. 碩士班目標培養具備中階幹部專業知識技能，課程規劃著重在領導統御能力、問題分析與解

決能力、創意創新創業三創管理技能的培養。 

2. 跨域選修: 1本所規畫經營管理組與觀休餐旅組課程，培養學生有不同領域專業知識，跨具

備技術與管理雙核心能力。 

3. 課程範例如: 人力資源管理、電子商務、大數據分析、三創管理、專案管理、休閒事業

經營、顧客關係管理等經營管理專業能力養成。 

4. 研究生國際化: 本所研究生包括越南生、馬來西亞生、泰國生、中國大陸生與本國生，提升

研究生國際化視野 

5. 藉由實務講座與活動，邀請產官學界優秀講者分享生活與管理經驗，擴展學生實務整合的學

習模式。 

6. 輔導專業證照考試，申請證照獎學金，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7. 輔導學生參與競賽，培養理論與實務整合的能力。 

課程特色 

提供跨領域經營管理模組與觀休餐旅模組課程，並開設「論文專題討論」課程，著重於專

題研究方法與程序，使學生能儘速學習論文撰寫的方法與流程，以及邀請產業界專家進行實務

性專題演講，使學生能了解各產業的發展趨勢。 

教師積極承接科技部研究案、產學案與企業委託計畫案，並帶領指導學生實地解決企業實

http://www.mba.vnu.edu.tw/
http://www.mba.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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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問題，並提供研究生擔任研究助理、教學助理及經管所辦公室助理等機會，減輕學生經濟負

擔，進而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育目標。 

 

 

教學設備 

研究生有其專屬之研究室與電腦網路設備，e化上課敎室設備新穎，鼓勵同學參與教師

產學與研究。本所除下列教學空間外，備有多間專屬研討室，提供師生與業界進行研討。

圖書設備含中英文期刊與電子期刊資料庫，中、外文線上檢索資料庫豐富，供本所師生進行相

關理論及實務性研究。 

 

專業教室  產學與研究設備 

三創個案研討室 創新、創意、創業研討：系統化創新 TRIZ 軟體系統 

企業電子化實習室 

企業電子化研討：ERP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CRM 顧客管理系

統、供應鏈 Beer Game 軟體、SAP B1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國際證

照)、電子商務平台、Fancy Designer 系統 

企業經營模擬室 企業經營管理研討：BOSS 企業決策系統 

門市服務乙丙級檢定考場 門市服務研討：POS 軟硬體系統、門市服務店舖相關設備 

問題導向教學研討室(PBL) 培養學生資訊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PBL 相關軟硬體設備 

專題研討室 論文與專題研討空間：電腦與印表機 

小型圖書期刊閱覽室 圖書期刊閱覽空間：圖書期刊、沙發、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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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師資陣容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系主任兼所長 林世澤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教授 劉祥泰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博士  

教授 吳炎崑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教授 周勝武 美國阿格西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博士 

副教授兼招生處處長 李粵強 中原大學商學博士 

副教授 李國路 美國亞歷桑納州立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副教授 歐陽炳昌 中原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副教授 洪維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博士 

副教授 張耀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副教授 吳明陵 輔仁大學法律博士 

副教授 汪慧瑜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副教授 賴玉樹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助理教授 陳高山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助理教授 簡吉聲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組織領導博士 

助理教授 孫衙聰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班 

 

授予學位：管理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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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http://www.im.vnu.edu.tw/ 

Tel：(03)451-5811 ext.66000 

Fax：(03)462-1348 

 

系所簡介 

本系成立於民國 81 年，96 年開始招收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97 年開始招收日間部碩士研

究生，本系創系至今教育部評鑑均為 1 等或通過，辦學績效受教育部肯定。由於產業的競爭日

益嚴苛，企業對電子化與行動化的需求日益明確，良好的資訊應用人才已成為今日企業發展的

重要關鍵因素，為配合企業需求因此我們將「成為孕育全方位企業資訊化之中高級人才的系所」

定為本系的遠景。 

本系教師專長與研究主要分布在產業電子化、電子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等跨資訊與管

理結合之領域。  

招生人數 

本年度招收日間部碩士班生 10 名(含甄試名額 6 名)。 

培育目標 

一、孕育兼具管理的領域知識、資訊的建構方法與多媒體的呈現能力之學生。 

二、培養學生具備以整體企業框架為基礎，建構由策略規劃面到系統實踐面，上下整合的

資訊系統的能力。 

系所特色  

一、研究與產學合作並重，以價值鏈為為核心協助企業運用資訊系統建構企業營運架構，

並整合不同領域的教師解決企業運用資訊系統的問題進而協助企業提昇策略競爭優

勢。 

二、強化資訊模式之規劃、分析、建構、組織與管理能力的培養。 

三、結合產業界與本校其他學系(所)的進行跨領域的整合，使學生具備學用整合能

力。  

四、本系擁有 13 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保證 1 對 1 輔導，系上研究資源充沛，協助學生

提升實務研究與規劃的能力，並且輔導就業。 

教學實驗室簡介  

除研究生專屬研究室與上課敎室外，系所致力於良好研究環境的建立。鼓勵同學參

與教師研究，發展各領域特色，並促使不同領域間之整合。本系所除下列實驗室外上有

http://www.im.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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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間系所專屬研討會議室，提供師生進行專業的研發論證：  

實驗室  研究與產學合作方向  

行動商務與大數據實驗室  
產業電子化、電子商務、商業智慧、資料挖礦、知識管理、企業
資訊模式建構分析與企業架構、地理資訊系統 

雲端行動商務實驗室 行動商務、顧客關係管理、行動學習、專利智財 

創客 e 世代實驗室 網路多媒體設計、產業線上學習、網路管理實務、產業網路應用 

資訊安全暨 RFID 實驗室 
RFID 資訊系統、電子代理簽章系統、電子機密簽章系統、電子
內控簽章系統 

多媒體應用實驗室 
影像處理、音樂與音效處理、多媒體整合、3D 遊戲、數位學習、
2D 繪圖/3D 建模 

資訊創新應用實驗室 物聯網、雲端運算應用、機器人應用、系統模擬 

課程簡介 

本系所課程跨資訊與管理， 

一、本系所以企業架構(Enterprise Architecture)思維建構研究所課程，是基於企業管理需求

(Requrements) ，以策略規劃 (Strategic Planning) 之框架 (EA Framework) 開始到建構

(Implementation)之系統設計(Design)，再到系統發展(Development)，規劃出不同層次的資

訊管理課程，如圖所示。 

Requirements

Strategic 
Planing

Implementation

Ontology
EA 

Framework

Design Development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Maps to
Begins with Supports

Requires Requires

Leads to
Provides hierchary for

Built upon
Requires Leads to

Process Logic

Data UI

Logic Layout

Data Layout

UI Layout

Federal Commercial

Zachmen ToGAF

Directly supports

includes includes

Specialized forSpecialized for

From IBMFrom Open Group

 

企業架構(Enterprise Architecture) 

二、課程以資訊為本與管理為用，以數位商業價值鏈為基礎建構出以資訊能力協助企業達成管
理目標之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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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o  B 電子商務 B  to  C 電子商務 
可信賴的網路建設 

網路安全管理 網路服務品質管理 網路效能管理 

 採購 製造 行銷 配送 
Inernet Extranet 

企業資源規劃 

ERP 

顧客關係管理 

CRM 

供應鏈管理 

SCM 

寬頻無線網路 

RFID 與數位商業應用 

Intranet 

商業智慧 

B I 

知識管理 

KM  

創新服務 

IS 

數位學習 數位行銷 數位內容 (專業 

特色 

領域) 

(核心 

領域) 

 

數位商業 價值鏈 (Digital Business Value Chain) 

 

(專業 

選修 

領域) 

 

現有師資陣容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教授兼校長 莊  暢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工程博士 

美國達拉維爾大學企管系碩士 

教授 林正雄 台灣工業技術學院工程技術博士 

副教授兼所長 施伯勳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博士 

副教授 王永成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副教授 王金印 美國卓克索大學電腦工程博士 

副教授 陳美純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副教授 陳秀娘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副教授 沈清正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助理教授 魏憲中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助理教授 向漢城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助理教授 邱順波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博士 

助理教授 陳祖昱 美國亞格希大學教學領導所博士 

助理教授 陳正鎔 國立國防管理學院資源管理碩士 

 

授予學位：管理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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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科技系碩士班 
http://www.ce.vnu.edu.tw/  

Tel：(03)4515811 ext.54000 

Fax：（03）451-7602 

 

系所簡介 

本系成立於民國 61 年，原工程科技研究所 (民國 93 年成立)自民國 101 年起併

入本系，成為本系碩士班。營建科技系碩士班之發展目標著眼於創新及研發當前產

業所需的營建、不動產及空間設計領域之管理應用技術，並且強調專業整合與實務

應用。目前營建科技系碩士班每年招收ㄧ般生 10 名(含甄試名額)。碩士班現有專任

師資共 5 位，包含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助理教授 1 人，專技助理教授 1 人均為

經驗豐富、學有專精並具專業實務證照之博士級教師。教學方面透過相關產業界專

業人士之共同參與，加強基礎理論學識訓練，提昇專業素養，並講求理論與實務之

結合。研究發展方面則充分因應國家建設及區域性發展之需求，並配合國內營建產

業面臨相關問題之解決為導向，將其列為主要研究題材，以期研究與實務之結合，

培養社會最需要的營建專業人才。  

發展目標及研究重點 

本系碩士班旨在培育營建管理、室內設計與空間設計管理之專精人才，涵蓋領

域如營建防災、營建新材料、工程監測技術、不動產現況與發展趨勢、物業管理、

景觀規劃、室內設計應用等，兼顧新技術研發與實務應用的特性，本系碩士班的發

展目標為：  

1. 落實學術研究，強化技術研發，以提昇我國營建工程與管理技術水準。  

2. 經由技術交流、人才培訓、產品開發與工商業界密切結合發展研究特色。  

3. 提供產業界技術諮詢與產品開發之服務。  

4. 配合國內外產業永續發展政策，規劃並積極推動具前瞻性之研究。  

5. 積極尋求國內外學術機構及產業界，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本系碩士班的研究重點為：  

1. 營建工程與管理技術之開發研究。  

2. 不動產及土地開發之整合研究。  

3. 營建物業管理之技術開發研究。  

4. 景觀與室內設計相關設計管理領域。  

http://www.ce.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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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特色 

本系以應用研究與產學合作並重，舉凡營建工程管理知能的提昇、營建防災新科

技的推廣、室內設計與修繕技術的精進、工程鑑定技術的研發、不動產區域發展

的趨勢分析、景觀與室內設計的數位化應用等，均是研究與產學合作的範疇，透

過技術整合，得以強化營建業與綠建築與智能科技應用，增加產業競爭優勢。  

教學設備 

本系所的軟硬體設施完備，專業教室如：中型結構反力架試驗室、材料實驗室、大地

工程實驗室、精密儀器實驗室、流體力學實驗室、測量實習室、裝修與檢測實習室、風洞

實驗室、室內設計教室、不動產教室、專業電腦教室，實務專題製作教室等，主要研究設

備如動態材料試驗機(MTS)、便攜式寬頻地動儀、寬頻地震儀、三軸試驗儀、風洞試驗儀、

混凝土超音波強度試驗儀、氯離子電滲儀、全測站儀、衛星定位儀、中型實驗水槽、電子

式流速儀、水質測定儀、雷射墨線儀…等。 

 

實驗室  研究與產學合作方向  

MTS結構試驗室 
結構設計、GW資料擷取系統軟體、MTS作動軸、鋼筋混凝土學與設

計 

專業電腦教室 
Auto CAD、地理資訊系統、3D MAX 電腦繪圖、Diluax 照明原理與

應用、Lumion、AutoDesk Revit 

大地工程試驗室 土壤力學、大地工程實驗、微地動檢測 

材料試驗室 材料試驗、營建輕質與回收材料應用 

測量儀器室 工程測量、測量學專論、3D地形測量、大地測量 

不動產暨室內設計教室 
不動產行銷實務、室內設計專案討論、室內設計法規、基本設計、

創意空間設計 

中型水槽試驗室 流體力學、水資源管理、水土保持實務 

室內設計產學工坊 基本設計與實習、景觀設計、創意空間營造 

 

產學合作廠商 

利晉工程、啟赫營造、台灣房屋、等數十家大企業。 

 

 



 16 

課程介紹 

                                                       

 

現有師資陣容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副教授兼航空暨工程學院

院長 
沈國瑞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碩士 

副教授兼所長 蔡仁卓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教授 楊紹洋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副教授 張健財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所博士 

助理教授 詹榮鑑 中華大學營建工程碩士 

專技助理教授 顏良年 雲林科大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 

授予學位：工學碩士學位。 

必修科目 

室內設計 

營建管理 

景觀設計與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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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研究所 

http://www.csie.vnu.edu.tw/ 

TEL：(03)4515811 ext.72000 

 

研究所簡介 

電資研究所以產業界最新之主題作為學習與研究的方向。目前本所教師群研究主題涵蓋

「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與手機程式設計」、「數位多媒體開發與應用」、「智慧

型系統之軟體與硬體開發」、「機器人實務應用」等。同學進入本所後可依個人興趣選定任一方

向作為研究主軸，並參與多項產學合作計畫，累積實務經驗以提高畢業後之就業競爭力。此

外，亦鼓勵同學跨領域學習以增加視野，因此在修課選課時，可在各領域間規劃自己的課程，

其目的就是希望培育具備獨立思考及創新能力之電資科技優秀研發人才。 

招生人數 

本所目前每學年度招收 1 班，計 10 名學員(含甄試名額)，依其研究領域分成三個專業學

群；師資群由資訊工程系、航空光機電系及工業管理系等三學系，具備產業實務經驗學有專精

之優秀博士級以上教師所組成。 

發展目標及特色 

電資研究所之發展目標，首重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高科技產業技術研發人才，並積極推

動研究生產業實習，使電資科技產業研發技術能與碩士學位論文題目相結合，而本所無論在研

究方向或修課，其出發點皆環顧於我們生活周遭，都是以提昇產品性能及增進生活品質為出發

點，其特色可概分為：物聯網整合應用、智慧機器人應用實務嵌入式系統、軟體與數位內容、

雲端運算與手機程式設計、數位多媒體開發與應用，本所秉持專業理論應用技術之養成與產業

界實務操作學能兼備的課程，使畢業同學成為產業界搶手的新星。 

課程簡介 

最低畢業學分數 28學分(不含碩士論文 6學分)，必修課程：專題討論(4學期共 4學分)，專

業選修至少 24 學分。 

http://www.csie.vnu.edu.tw/
http://www.csie.vnu.edu.tw/goal.htm#embedded#embedded
http://www.csie.vnu.edu.tw/goal.htm#content#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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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專業選修科目(參考) 

物聯網應用實務、高等演算法、人工智慧、高等雲端程式設計、機器學習、高
等資料庫系統、高等計算機網路、資訊安全實務、軟體工程、資料探戡、數位
信號處理、深度學習、自主性機器人、Python/R 資料處理、智慧機器人應用實
務、影像處理實務、大數據、無線通訊與網路、行動計算、網路安全實務、密
碼學實務、高等計算機結構、圖形識別、類神經網路與應用、巨資料分析、資
料視覺化、工業 4.0 

 

電資研究所 課程架構 與 發展主軸 

 

 

 

 

 

 

 

 

教學設備  

本所相關實驗室、設備與實務課程均依據目前產業需求規劃，設置有 iOS 手機程式開發實

驗室、Android 手機程式開發實驗室、多媒體實驗室、遊戲設計實驗室、機電激發光顯示器

(OLED)實驗室、液晶顯示器(LCD)實驗室、光資訊處理(3D)實驗室、IC設計與半導體量測實驗

室、電腦輔助設計實驗室、寬頻傳輸技術實驗室、影像信號處理實驗室及嵌入式系統應用實驗

室，主要設備從產品材料、設計、製程、封裝到測試，幾乎一應俱全，提供研究生由半導體元

件設計製作、積體電路設計、數位信號處理、數位傳輸電路設計及影像光電系統整合等，理論

與實務兼備之完整研習課程及設備，提高與高科技產業人才需求之技能的匹配度，以提升學生

之就業能力。教學設備除上述實驗室外，亦有各系共用本校精密儀器中心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動態材料試驗機(MTS)、熱分析儀(DSC)、X 射線繞射光譜儀(XRD)、感應藕合電漿光

譜儀  (ICP)、原子吸收光譜儀  (AA)、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HPLC)、高頻訊號產生器、頻譜分析儀、Cisco 系列路由器、嵌入式系統模擬板、曝光機、真

空鍍膜機等精密儀器，可支援本所師生教學及研究使用，未來將視發展需要繼續增購其他研究

設備。 

 

高等演算法 

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 

物聯網應用實務 

高等雲端程式設計 

網路安全實務 

密碼學實務 

類神經網路與應用 

工業 4.0 資通訊人才跨領域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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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研究與產學合作方向  

物流倉儲模型工廠 
工業 4.0 物流管理、工業 4.0 倉儲管理、感測器應用、機器手臂、

無人機相關應用 

iOS 手機程式開發實驗室 iOS 程式設計、iOS 手機程式設計、APP 應用服務、物聯網應用 

Android 手機程式開發實驗

室 

Android 手機程式設計、嵌入式系統應用整合、APP 應用服務、物

聯網應用 

資訊安全暨 RFID 實驗室 
RFID 資訊系統、電子代理簽章系統、電子機密簽章系統、電子內

控簽章系統 

物聯網感知應用實驗室 
物聯網應用服務、嵌入式系統應用整合、大數據、物流倉儲巨量資

料分析 

IC 設計與半導體量測實驗

室 

積體電路設計、數位信號處理、數位傳輸電路設計及影像光電系

統整合 

光資訊處理(3D)實驗室 
熱分析、X射線繞射光譜分析、感應藕合電漿光譜分析、原子吸收

光譜分析 

產學合作廠商 

 本所與國內外知名大廠合作，如 Google、HTC、中華電信、日月光、台達電、上銀、

友達、祥儀、訊得、佳事達、佰事達、華育、旗標、長茂等 

現有師資陣容 

本所專任師資均具業界實務經驗，為增加學生實務經驗以及縮短企業用人之磨合期，要求

指導教授帶領學生與業界公司進行產學研究案，或直接至業界公司協助其進行技術研發，以實

際績效提升業界對本所學生能力的信任，強化同學之務實致用能力。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教授兼校長 莊  暢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工程博士 

美國達拉維爾大學企管系碩士 

助理教授兼所長 李勝楠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教授 劉正禮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管理學系博士 

副教授 許立根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所博士 

副教授 邱泰毅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博士 

副教授 涂昆源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系博士 

副教授 周鑑恆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所博士 

副教授 林鴻欽 國立中央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博士 

助理教授 徐旺興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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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助理教授 張興華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所博士 

助理教授 劉文傑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所博士 

助理教授 戴遠東 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所博士 

助理教授 張文峰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助理教授 李文龍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助理教授 何應魁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助理教授 江義淵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助理教授 顏丹青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博士 

助理教授 郭順奇 元智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 

授予學位：工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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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系碩士班 

http://www.ev.vnu.edu.tw/ 

Tel：(03)451-5811 ext.55000 

Fax：(03)462-2232 

系所簡介 

 本系創立於民國 77 年，原為二年制專科，88 學年度改制為環境工程系，93 學年度開始於

工程科技研究所招收碩士生，101 學年度起獲准成立環境工程系碩士班。本系自創系連續六次

皆榮獲教育部評鑑一等，歷年畢業系友眾多且分布全國各地，在相關行業中均有卓越表現，深

受各界肯定。本系為經濟部工業局環保中心唯一簽署「北部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產學合作計畫」

備忘錄之大專環工系所，與鄰近四個工業區服務中心簽署合作意向書，系上多位老師亦為桃園

市大學校院產業環保技術服務團之專家顧問，與產業界互動頻繁。本於過去之優良傳統，碩士

班之成立將更能擴大產學合作，精進研發創新能力，培養具實務能力之專業相關人才。 

碩士班現有教師共計 12 位，均具有各領域專長及豐富之實務經驗，其中 9 位為桃園縣環保

產業技術服務團之專家顧問。全系教師均具環安衛相關專業證照，具博士學位之教師有 10 位，

7 位擁有環工技師資格。 

 

招生人數 

本年度招收日間部碩士班生 10 名(含甄試名額 6 名)。 

 

發展目標 

 環境工程是與人類生活最密切的學科，創造更美好的生活環境則是環境工程技術人員的任

務。本系大學部向以培育同學成為一流的環境工程專業技術人員為目標，使其具備現場操作、

維護、管理等基本能力，而碩士班成立之目的即在培育中高階層之綠色技術及環境資源管理人

才，訓練及養成兼具傳統污染防治技術及環境資源管理技術之專業能力，以促進環保產業之升

級。 

本系碩士班之教育目標為 

 具有創新研究、設計實驗以及判讀實驗數據之能力。 

 培養學生具有面對未來工作挑戰及繼續深造之能力。 

 培育具備永續發展觀念之環境工程師及管理人員。 

 

系所特色 

本系碩士班之成立係在加強協調整合研究資源、提昇環保技術與環境資源管理之研究水

準，使研究成果和訓練之人才可作為我國綠色科技發展之學術基礎和應用所需之人力。教學着

重理論與實務之結合，進行綠色與能源科技的整合性教學工作，經由產學緊密合作，以因應地

方產業在污染防治及節能減碳上之殷切需求。藉由本校環境工程系及綠色環境研發中心具實務

經驗之專業師資、充足之儀器設備及豐富之產學合作經驗，涵蓋上位之能源及環境資源管理以

http://www.ev.v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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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層面之監測、設計、施工、操作及維護，透過管理及技術雙面向之合作，架構上中下游

垂直整合的永續發展理念，提供完整之環境規劃、施工及管理之理論與實務訓練，為地方產業

之環保技術及環境資源管理發展培育專業人力。 

 

實驗室簡介  

本系除擁有一棟教學大樓做為一般教室、教師研究室、系辦公室、電腦教室、多媒體教室、

會議室及污染防治器材展示室外，尚擁有一棟實驗大樓，內含精密儀器室、水質分析實驗室、

普通化學實驗室、環境微生物實驗室、環境品質監測實驗室、工業安全衛生實驗室、廢棄物分

析實驗室、土壤污染分析與復育技術實驗室、空氣污染實驗室、能源實驗室、環工單操與程序

控制實驗室、環工儀控實驗室、藥品管理室等專業實驗室，儀器設備齊全，涵蓋環工各相關領

域，充分提供本系教學、研究及區域內廠商之產學合作等之所需。 

  

實驗室  研究與產學合作方向  

水質分析實驗室 水質檢驗證照考場、水中污染物分析、水污染評估 

普通化學實驗室 普通化學實驗、一般化學分析 

環境微生物實驗室 廢水生物處理評估、生物污泥馴養、微生物鑑別 

環境品質監測實驗室 空品採樣監測、環境品質監測技術、室內空氣品質評估 

工業安全衛生實驗室 噪音監測、電磁波檢測、輻射檢測、碳盤查 

廢棄物分析實驗室 
熱值分析、廢棄物元素分析、毒性特性溶出試驗、資源回收技術評

估 

土壤污染分析與復育技術

實驗室 
土壤污染分析、地下水污染監測、土壤復育技術開發 

空氣污染實驗室 空氣污染物分析、周界大氣採樣監測 

環工單操與程序控制實驗

室 
廢水處理單元功能評估、廢水中陰離子捕獲技術開發應用、循環水

養殖技術 

環工儀控實驗室 系統遠端監控、智慧電網節能評估改善、環控精緻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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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現有師資陣容 

職稱 姓名 最 高 學 歷 

教授 李中光 國立中央大學化工博士 

教授 莊連春 國立中央大學環工博士 

副教授兼總務長 傅崇德 國立台灣大學環工博士 

副教授兼所長 柴浣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高分子博士 

副教授 何鴻哲 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博士 

副教授 林紘原 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博士 

副教授 王美雪 國立台灣大學環工博士 

副教授 俞宗欽 國立成功大學環工碩士 

助理教授兼綠色
研發中心主任 

劉新校 逢甲大學水利碩士 

助理教授 梁村燈 美國新墨州大化工博士 

助理教授 張美玲 國立台灣大學環工博士 

助理教授 黃福全 國立中央大學環工博士 

授予學位：工程碩士學位。 

  



 24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碩士班 

http://www.cm.vnu.edu.tw/zh 

TEL：(03)4515811  ext.82000 

FAX：(03)4345846 

系所簡介 

本系成立於民國 89年，一開始招收二專，民國 92年開始招收二技，民國 93年開始招收四

技，民國 99年四技分成化妝品應用組和美容造型組，民國 101年又增加美髮造型組，民國 102

年開始招收日間部碩士班，分成化妝品應用組及美容造型、行銷與管理組。本系目前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4人、助理教授 2人和專技助理教授 1人，師資堅強，每位老師均學有專精。 

招生人數 

本年度招收日間部碩士班生 20 名(含甄試名額 12 名)。 

 

發展目標及特色  

本系招收碩士班研究生修課主軸為：化妝品應用、美容造型、及行銷與管理。化妝品應用

以生技化妝品發展為主，強調化妝品之配方、化妝品之檢驗，以生物技術方法研究化妝品之功

能性成效為主；美容造型、行銷與管理強調美容造型之趨勢，中西流行史、化妝品行銷和產業

之發展為主。 

本系為北台灣奉准成立之第一個化妝品系之碩士班，不論在師資、設備、研究計畫和產學

量能均為北台灣技職院校之冠。 

 

課程簡介 

畢業應修最低學分數：28學分，另外碩士論文 6學分。 

專業基礎必修課程：專題討論(4學期共 4學分)、研究方法(3學分)。 

專業選修課程：統計學應用(3學分)、皮膚生理學暨美容醫學特論(3學分)、儀器分析特論(3

學分)、美容造型特論(3學分)、流行時尚文化研究(3學分)、化妝品服務業特論(3學分)、美

容造型特論(3學分)、天然物特論(3學分)、化妝品 GMP及 ISO法規特論(3學分)、化妝品研發

設計(3學分)、化妝品功能性評估特論(3學分)、行銷與管理學特論(3學分)、健康產業特論(3

學分)、領導與策略(3學分)、芳香學特論(3 學分)。 

 

 

 

 

http://www.cm.vnu.edu.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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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共有化妝品應用、美容造型、及行銷與管理專業選修課程可供修讀。 

 

 

系所專業教室(11 間) 

研究生專屬研究室與上課敎室外，系所致力於良好研究環境的建立。鼓勵同學參與教師

研究，發展各領域特色。  

專業教室 研究與產學合作方向 

生技化妝品實驗室 化妝品調製與實習、化妝品檢驗學與實習、生技化妝品開發與實務 

護膚教室 護膚技術、人體經絡學、芳香療法、美容乙.丙級考場 

彩妝教室 
彩妝技術、專業證照輔導、實務專題、藝術造型設計、特效化妝理

論與實習、新娘祕書實務理論與實習 

美髮教室 整體造型、時尚元素分析:髮型、美髮乙.丙級考場 

整體造型專業教室 
婚禮顧問養成實務、婚禮配件設計與製作、婚禮周邊管理規劃與統

籌、主題式婚禮企劃與設計、時尚元素分析:美甲、服裝 

美體教室 芳香療法與美體護理、美體學理論與實習 

洗、吹、剪、染、燙美髮教

室 
時尚髮型設計實務、美髮造型導論、染髮造型實務、剪燙染髮基礎

實務、舒壓洗髮護理實務實習 

化妝品綜合科技實驗室 
髮妝品調製學與實習、化妝品檢驗學與實習、機能性生技化妝品實

驗 

生活化學實驗室 生活化學實驗、專業證照輔導、機能性生技化妝品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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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 研究與產學合作方向 

形象設計教室 藝術造型設計與實習 

展演教室暨攝影中心 攝影學、美姿美儀、整體造型與實習 

 

每一位專業教師均有專屬研究室和實驗室，專業教室方面有生技化妝品實驗室、化妝品綜

合科技實驗室、生活化學實驗室、彩妝專業教室、護膚專業教室、美體專業教室、整體造型專

業教室、美髮專業教室、形象設計專業教室、展演教室暨攝影教室和洗、吹、剪、染、燙美髮

共 11間專業教室。 

 

現有師資陣容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教授 陳俊瑜 美國華盛頓大學化工研究所博士 

教授兼副校長暨

教務長 
王啟川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教授兼所長 林麗惠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高分子工程系博士 

副教授 吳啟銘 長庚大學基礎醫學所博士 

副教授 邱文慧 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博士 

副教授 顏國華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副教授 蔡燕鈴 
國立中央大學化工所博士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碩士 

助理教授 陳啟武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微生物所博士 

助理教授 李佳晉 中原大學化學研究所博士 

專技助理教授 林明惠 萬能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 

授予學位：理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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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簡章 

壹、報名資格： 

一、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相關學系畢業，持有學士學位者。 

二、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相關學系畢業，持有學士學位者。 

三、 合於下列以同等學力報考研究所碩士班之規定者。（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五、六及七條，請參閱下列條文） 

第五條 一、 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自
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 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

末日起算已滿一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 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包括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

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四、 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

年制者經離校三年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
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者，比照二年制專

科學校辦理。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年資
之規定。 

五、 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六、 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
驗三年以上。 

(二) 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
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第六條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
教師，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第

三條及前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試。 

第七條 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
會審議通過，得准其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新生入學考

試。 

注意事項： 

一、離校時間起算以各項證明文件所載離校時間起，計算至 107年 9月 30日止。 
二、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警

察等）其報考及就讀碩士班，應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如當學年度無法獲
准入學就讀，不得保留入學資格。 

三、持國外學歷報考者，需繳交學歷證明文件影本、歷年成績證明影本及持國外學歷
報考切結書(附表 5)。如經錄取，於辦理報到時，須依教育部頒「大學辦理國外學
歷採證辦法」之規定，檢具下列文件，經學歷查證屬實，其入學資格方屬有效。 

(ㄧ)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原國外畢業學校畢業證書正本。 

(二)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正本。 

(三)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核發之出入境紀錄，包含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時間(外國
人或僑民免附)。 

四、報考學生錄取後，經發現與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錄取及入學
資格，學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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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生所別、名額及考試科目： 
 

招生所(組)別 經營管理研究所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研究所觀休餐旅組 

招生名額 3 名 3 名 

甄試項目及 

計分比例 

 

項目 繳交資料 計分比例 

書面資料

審查 

(1) 歷年成績單乙份。 

(2) 個人簡歷、自傳。 

(3) 讀書或研究計畫。 

(4) 推薦函 2 封(格式如附表 2)。 

(5)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

題報告、著作、學校成績名次

證明及獲獎事實等)。 

50% 

面試 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 50% 

同分參酌 

順序 

一、 書面資料審查 

二、 面試 

招生名額流

用原則 

一、分組遇缺額時，其名額經招生委員會之決議後得互相流用。

二、甄試生之缺額，得於一般生招生時補足。 

備    註 

一、 請於報名時，將各項報名表件連同書面資料審查文件，裝

入本校報名之專用信封內，以掛號郵寄，若資料過多無法

裝入時，請另行包裝，並請將報名專用信封填妥後黏貼於

信封表面郵寄，逾期不接受補繳。(若檢附資料與報名資料

相同者，請分別提供。) 

二、 符合報名資格考生皆可參加面試。 

三、 經營管理研究所新生入學後若未曾修習會計學、經濟學及

統計學等相關課程者，須至大學部補修相關學分（不另收

學分費），且所補修之科目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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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所別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6 名 

甄試項目及 

計分比例 

 

項目 繳交資料 計分比例 

書面資料

審查 

(1) 歷年成績單乙份。 

(2) 個人簡歷、自傳。 

(3) 讀書或研究計畫。 

(4) 推薦函 2 封(格式如附表 2)。 

(5)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

題報告、著作、學校成績名次

證明及獲獎事實等) 

50% 

面試 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 50% 

同分參酌 

順序 

一、 書面資料審查 

二、 面試 

招生名額流

用原則 
甄試生之缺額，得於一般生招生時補足。 

備    註 

一、 請於報名時，將各項報名表件連同書面資料審查文件，裝

入本校報名之專用信封內，以掛號郵寄，若資料過多無法

裝入時，請另行包裝，並請將報名專用信封填妥後黏貼於

信封表面郵寄，逾期不接受補繳。(若檢附資料與報名資

料相同者，請分別提供。) 

二、 符合報名資格考生皆可參加面試。 

三、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新生入學前若未曾修習統計學、資料結

構等相關課程或未獲得該學分者，須至大學部補修相關學

分（不另收學分費），且所補修之科目不列入畢業學分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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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所別 營建科技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6 名 

甄試項目及 

計分比例 

 

項目 繳交資料 計分比例 

書面資料

審查 

(1)歷年成績單乙份。 

(2)個人簡歷、自傳。 

(3)讀書或研究計畫。 

(4)推薦函 2 封(格式如附表 2)。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

題報告、著作、學校成績名次

證明及獲獎事實等) 

50% 

面試 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 50% 

同分參酌 

順序 

一、書面資料審查 

二、面試 

招生名額流

用原則 
甄試生之缺額，得於一般生招生時補足。 

備    註 

一、請於報名時，將各項報名表件連同書面資料審查文件，裝

入本校報名之專用信封內，以掛號郵寄，若資料過多無法

裝入時，請另行包裝，並請將報名專用信封填妥後黏貼於

信封表面郵寄，逾期不接受補繳。(若檢附資料與報名資料

相同者，請分別提供。) 

二、符合報名資格考生皆可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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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所別 電資研究所 

招生名額 6 名 

甄試項目及 

計分比例 

 

項目 繳交資料 計分比例 

書面資料

審查 

(1)歷年成績單乙份。 

(2)個人簡歷、自傳。 

(3)讀書或研究計畫。 

(4)推薦函 2 封(格式如附表 2)。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

題報告、著作、學校成績名次

證明及獲獎事實等) 

50% 

面試 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 50% 

同分參酌 

順序 

一、書面資料審查 

二、面試 

招生名額流

用原則 
甄試生之缺額，得於一般生招生時補足。 

備    註 

一、請於報名時，將各項報名表件連同書面資料審查文件，裝

入本校報名之專用信封內，以掛號郵寄，若資料過多無法

裝入時，請另行包裝，並請將報名專用信封填妥後黏貼於

信封表面郵寄，逾期不接受補繳。(若檢附資料與報名資料

相同者，請分別提供。) 

二、符合報名資格考生皆可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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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所別 環境工程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6 名 

甄試項目及 

計分比例 

 

項目 繳交資料 計分比例 

書面資料

審查 

(1)歷年成績單乙份。 

(2)個人簡歷、自傳。 

(3)讀書或研究計畫。 

(4)推薦函 2 封(格式如附表 2)。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

題報告、著作、學校成績名次

證明及獲獎事實等) 

50% 

面試 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 50% 

同分參酌 

順序 

一、書面資料審查 

二、面試 

招生名額流

用原則 
甄試生之缺額，得於一般生招生時補足。 

備    註 

一、請於報名時，將各項報名表件連同書面資料審查文件，裝

入本校報名之專用信封內，以掛號郵寄，若資料過多無法

裝入時，請另行包裝，並請將報名專用信封填妥後黏貼於

信封表面郵寄，逾期不接受補繳。(若檢附資料與報名資料

相同者，請分別提供。) 

二、符合報名資格考生皆可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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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所別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12 名 

甄試項目及 

計分比例 

 

項目 繳交資料 計分比例 

書面資料

審查 

(1)歷年成績單乙份。 

(2)個人簡歷、自傳。 

(3)讀書或研究計畫。 

(4)推薦函 2 封(格式如附表 2)。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

題報告、著作、學校成績名次

證明及獲獎事實等) 

50% 

面試 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 50% 

同分參酌 

順序 

一、書面資料審查 

二、面試 

招生名額流

用原則 
甄試生之缺額，得於一般生招生時補足。 

備    註 

一、請於報名時，將各項報名表件連同書面資料審查文件，裝

入本校報名之專用信封內，以掛號郵寄，若資料過多無法

裝入時，請另行包裝，並請將報名專用信封填妥後黏貼於

信封表面郵寄，逾期不接受補繳。(若檢附資料與報名資料

相同者，請分別提供。) 

二、符合報名資格考生皆可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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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修業年限： 

修業年限為 1 至 4 年。 

肆、報名規定事項及繳交資料： 

一、 報名方式： 

(一) 一律採網路報名: 106 年 11 月 22 日 09:00 起至 106 年 12 月 14 日 15:00

止（星期一～星期四）前上網登錄資料，並列印報名表連同其他資料

於報名截止前寄交本校，以郵戳為憑。（如僅上網登錄，未按規定寄交

相關資料者，以未完成報名手續處理）。 

(二) 報名資料現場收件截止日期：1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09:00 起

至 16:30 止，於本校教務處繳交（現場繳交報名資料者仍需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 09:00 起至 106 年 12 月 14 日 15:00 止於網路填寫報名表及

完成繳費程序）。 

※ 報名系統開放時間：106 年 11 月 22 日 09:00 起至 106 年 12 月 14 日 15:00

止 ， 請 上 網 登 錄 報 名 資 料 並 完 成 轉 帳 繳 交 報 名 費 ， 網 址 ：

https://saip.vnu.edu.tw/admission 為避免網路塞車，請儘早上網報名及繳

費，逾期概不受理。 

※ 僅於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而未完成繳交報名費程序者視同未完成報

名，將不予受理，且原件不退還。 

※ 逾時繳交報名費者，視同報名表件不全，將不予受理。 

二、 報名時應繳交下列文件： 

(一) 報名表：於報名系統填寫列印後親自簽名並貼妥2吋脫帽半身正面照 

片1張。 

(二) 學歷證件影本：請依報考資格繳交： 

1. 大學應屆生繳交學生證影本(須由教務單位加蓋戳章證明)。 

2. 大學或獨立學院或專科畢業或空大全修生修滿及格者，請檢附「學

位證書影本」或「畢業證書影本」。 

3. 大學或獨立學院肄業，以同等學力報考者，請檢附「修業證明書影

本」。 

4. 通過高考或相當於高考之特考者，附「及格證書影本」。 

5. 在營預官或常備兵報名時，需繳驗服務部隊出具 107 年 9 月 9 日前

即可退伍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 低收入戶考生，免繳報名費：台灣省各縣市、台北市、高雄市、福 建

省金門縣、福建省連江縣等所界定之低收入戶成員，並持有前開各地

政府或依其規定授權鄉、鎮、市、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非

清寒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者，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之考生，須

於時間內完成各項報名手續，經審核不合格者，需依本招生委員會通

知補繳費用。 

(四) 個人書面資料審查文件(請依各所規定繳交)。 

 

https://saip.vnu.edu.tw/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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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費： 

(一) 報名費：新台幣1,500元整。  

(二) 繳費方式及期限：請選擇以下任一方式於106年11月22日09:00起至106

年12月14日15:00以前完成繳費，並請自行上網確認報名繳費是否完

成。 

1. 各銀行自動櫃員機（ATM）轉帳：於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完成

後將由系統自動產生一組繳款帳號，每一報名序號均對應不同的繳

費帳號，請依正確帳號繳費，以免報名無效。 

2. 臨櫃繳款：依報名系統產生之繳款帳號至台灣土地銀行辦理臨櫃繳

款。 

3. 報名繳費帳號： 

轉入銀行代碼：005 (台灣土地銀行) 

報名繳費帳號：6014XXXXXXXXXX (共 14 碼) 

繳費金額：新台幣 1,500 元整。 

※ 本校辦理代收 107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報名費銀行為「台灣土地銀行中

壢分行」，若考生選擇跨行 ATM 轉帳，則需依各金融機構規定扣取跨

行手續費。 

※ 繳費查詢系統開放時間：繳費日隔天 13:00 以後可上網查詢確認。 

四、 寄繳方式： 

(一) 報名文件請依報名文件袋封面所列之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並用

迴紋針夾妥，置入報名文件袋。 

(二) 指定繳交資料請裝訂完整，以免散失。如無法完全裝入報名專用信

封，請另行以包裹方式處理。 

(三) 將報名文件袋(A4規格)及指定繳交資料裝入報名專用信封(B4規格)，

以掛號郵寄。 

※ 各項報名表件所要求提供之證件資料係供教務處註冊組審查報名資格

使用，若指定繳交資料中亦要求提供相同資料（例如學歷證件等），敬

請另外提供以利審查評分。 

※ 使用網路下載考生，請使用附表 7 及 8 分別貼黏於 A4 及 B4 信封上。 

(四) 報名繳交之資料如表件不全或資格不符而遭退件無法報名者應自行

負責，所繳報名費扣除作業費新台幣200元予以退還，郵寄前務請再

次核對確認。 

五、 收件地址：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 1 號。 

收件人：萬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 

六、 注意事項： 

報名資料寄出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更改報考資料，同時無論錄取與

否，報名資料概不退還，相關資料請自行影印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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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准考證列印方式： 

一、 考生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10:00 起可上網查詢資格審查結果並

請自行列印准考證。網址：https://saip.vnu.edu.tw/admission 

二、 面試當天考生持身分證及網路列印之准考證應試，未攜帶准考證者，需

攜帶身分證至試務辦公室申請補發。 

 

陸、甄試(面試)日期、時間及地點： 

一、 甄試(面試)日期：107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 

二、 面試地點設於本校校區，地址：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 1 號，面試

時間分配表於 107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公告於本校教務處考生專區網頁。 

三、面試時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應試。 

 

柒、成績計算及複查： 

一、 成績計算方式:書面資料審查 50%，面試 50%。 

二、 甄試總成績將於 10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當天 10:00 時起開放網路查詢，

如有疑問可於 1月 12日(星期五)09:00前以傳真申請複查，逾期恕不受理。 

三、 申請成績複查時請填具「複查成績申請表」(附表 4)傳真至(03)4531300，

並於上班時間 08:20~16:40 以電話確認複查結果，電話:(03)4517256。 

 

捌、錄取： 

一、 錄取標準由本招生委員會決定之，並依成績高低依序錄取，成績未達錄

取標準，或其中 1 項為零分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分組遇缺額時，其

名額經招生委員會之決議後得互相流用。 

二、 考生總成績分數相同時，應依簡章內所定同分參酌方式決定錄取順序(請

見『貳』同分參酌順序欄說明)。 

三、 除依核定名額錄取正取生外，得列備取生，備取生名額由招生委員會訂

定之，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四、 錄取名單於 107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 12:00 公告在本校教務處考生專區

網頁，並以專函通知。 

五、 錄取學生除因病或特殊事故在報到後無法入學者，需檢同有關文件(依本

校學則第 5 篇第 72 條規定)提出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經校長核准外，均須

於 107 學年度入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六、 錄取後未能於 107 年 7 月 31 日前繳交畢業證書者，取消錄取資格，亦不

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七、 錄取且已報到學生如欲報考他校系(所)招生考試，須於 107年 1月 25日(星

期四)前(郵戳為憑)以書面聲明放棄本校甄試錄取資格(聲明書如附表 3)。

違反前述規定者，ㄧ經發現，立即取消本校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https://saip.vnu.edu.tw/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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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報到： 

一、 正取生： 

(一) 報到日期：107年1月18日(星期四)10:00~11:00。 

(二) 報到地點：本校教務處。 

(三) 繳驗(交)證件： 

1. 錄取通知單。 

2. 畢業證書正本(應屆生驗學生證正本)或同等學力證件正本。 

3. 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辦

報到，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二、 備取生： 

(一) 正取生報到後缺額於107年1月19日(星期五)12:00公告，並依序通知備

取生遞補。 

(二) 備取生遞補作業至107年8月31日(星期五)截止。 

 

拾、簡章獲得方式： 

一、 簡章獲得方式：網路免費下載：請至本校教務處招生專區網站下載(網址：

http://www.exams.vnu.edu.tw/is）。 

二、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招生專線，電話：(03)4517256。 

 

拾壹、其他 

一、 本校辦理本招生，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

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

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

凡報名本入學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得將考生報名參加本入學

管道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

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1)考生本人(2)招生策進總會或其他錄取報到管

制主辦單位。 

二、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請依考生申訴處理辦

法提出申訴。（詳見『拾貳』考生申訴處理辦法說明） 

三、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若有相關法令規章未明定，而造

成疑義者，由本校招生委員會研議方案，召開臨時委員會議討論決議。 

四、 收費標準：學雜費等各項收費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請參閱本校首頁點

選『公開專區』→『財務資訊分析』→『學雜費與就學補助資訊』→『財

務資訊』查詢。 

http://www.exams.vnu.edu.t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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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考生申訴處理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考生申訴處理辦法 

91.7.5教務會議通過 

105.11.30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為維護考生權益，提供考生申訴管道，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訴範圍) 

一、事件結果決定考生錄取與否者。 

二、招生簡章規定不明確，致考生認有損其權益者。 

三、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者。 

第三條 申訴要件 

本校各項招生考試考生對前條申訴範圍，應先向試務承辦單位反應，業經招生業務

承辦人員處理或提報上級主管協調後仍無法解決者，得向本校考生申訴處理小組提

出申訴，同一案件申訴以兩次為限(第二次申訴需有新的証據經考生申訴處理小組同

意後方予處理)。 

第四條 組織 

一、招生委員會下設考生申訴處理小組，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自招生委員中遴聘，

且由小組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並得就申訴案件之性質，臨時增聘法律專業人

員或有關專家共同組織之，但臨時委員人數，每一案件不得超過二人。  

二、小組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聘得連任，臨時委員之任期，則以各該申訴案件之會

期為限。  

三、小組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議，除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超過半數定之。 

四、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考生申訴應於接獲本校處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惟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小組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考生申訴事項應以書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並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入學考試

名稱、准考證號、報考系所組別、聯絡住址、聯絡電話、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

望獲得之補救。  

三、小組收到考生申訴案件後，應於半個月內召開委員會議處理，負責評議，並得視

需要邀請其他相關人員出席。  

四、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或行

政訴訟者，應即通知考生申訴處理小組。小組獲知後，應即中止評議，俟訴訟終

結後再議。惟連帶影響其他考生權益之申訴案不在此限。  

五、小組會議之召開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

到會說明。 

六、申訴案件由申訴處理小組指派專人受理，並於收件後三十日內回覆。 

七、評議書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六條 評議效力及執行 

小組做成評議書，陳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處分單位，原處分單位如認為有與法規

抵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知考生申訴處理

小組。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小組再議(以一次為限)。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

序後，原處分單位應即採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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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参、附表： 

附表 1   萬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名表 

 

註：1.各欄位請考生親自以正楷填寫。 
    2.請將報名相關資料依上列次序排列，並將左上角對齊，以迴紋針夾好。 

3.請考生務必確實填寫通訊資料，為避免因無法聯繫致考生權益喪失，若需
於 107 年 7 月 31 日前變更通訊資料者，請洽專線(03)4517256。  

報名序號 ※                               (本欄由招生委員會填寫) 

請    貼 

脫帽 2 吋 

照片 1 張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通訊處 
107 年 7 
月 31 日前 

□□□        縣/市       市/區/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電  話 (    ) 行動電話  

E-mail  

報考所別 
□經營管理研究所 □經營管理組  □觀休餐旅組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營建科技系碩士班 

□電資研究所 □環境工程系碩士班□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碩士班 

報考資格 

畢業

學校 

大學(院)                專科           年

制科/系          組           年級 

畢(肄)業日期    年   月    □畢業  □肄業 

符合報名資格種類 

□學士學位 

□同等學力(第五條 第        項) 

□同等學力(第六條)   □同等學力(第七條)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地址 

    

檢
附
資
料 

□1.低收入戶證明(符合低收入戶考生檢附)。 
□2.學歷證明。 
□3.報名表：應正楷填寫，親自簽名並貼妥照片 1 張。 
□4.書面審查資料(依各所規定繳交)。 

簽認 

1. 本人已詳閱招生簡章內容，並符合報考資格，嗣後若有資格不
符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2.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如有不
實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理，絕無異議。 

考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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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萬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推薦書 

(A) 申請人填寫部份： 

姓    名  報考所組  出  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電  話  

學    歷 
□     年     月             大學            系 

專  長 
 

□同等學力：第参條第    項，取得資格    年    月  

報考人工作單位  職   位  單  位  

報考人直屬主管姓名  職   位  單  位  

(B) 推薦人填寫部份 

說明：本推薦書之目的在協助本校研究所招生系所了解申請人過去求學、研究或工作狀況，
以作為申請人是否能夠入學的參考，您的寶貴意見及充分合作甚為感激，此項資料將
列為機密，請予彌封。 

1.您與申請人之關係：   □學生專題指導教授   □大學部課程教授  □工作單位主管 

 □其他                                                                           

2.申請人在學期間您認為他一般學業成績在班上排名為前百分之    內。 

3.申請人擬研讀碩士學位，您認為他對此學位所需之基本課程的準備及認識如何  □充實   □
尚可   □差   □無從觀察。若方便的話請舉例說明：                              

                                                                                 

4.申請人在學或在職期間，您認為他的工作態度如何 □自動自發□嚴謹小心□被動□馬馬虎 

虎□惡劣。若方便請舉例說明：                                                   

                                                                                 

5.申請人具有重要優點及特殊表現值得您一提，請說明：                                

                                                                                  

6.申請人具有嚴重缺點值得您一提，請說明：                                          

                                                                                 

7.若有其他說明請列於下面空白處(如不敷使用請另紙填寫)： 

 

推薦人(簽章)：                  填寫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8. 推薦人服務單位：                                  職位：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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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萬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本人自願放棄甄試錄取萬能科技大學                研究所（系）碩士班

入學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萬能科技大學 

 

 

 

聲明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監護人姓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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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萬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複查成績申請表 

 

 

考生簽章：＿＿＿＿＿＿＿＿＿＿＿ 

 

 

 

注意事項： 

 

1. 考生對成績如有疑慮，請親自填寫本表，於 107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09:00

前以傳真申請複查，並以電話確認複查結果，逾期恕不受理。傳真電

話:(03)4531300，聯絡電話:(03)4517256。 

2. 考生複查成績以 1 次為限。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學 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報 名 序 號  

連絡電話  

報考所組別  

申請複查項目 □書面資料審查  □面試 

複查結果處理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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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持國外學歷報考切結書 

本人所持外國學歷證件確為教育部所認可，且經駐外單

位驗證屬實，並保證於錄取後報到時，繳交原校成績單正本

及內政部移民署出具之入出國日期證明，若未如期繳交，視

同放棄錄取資格。 

學校所在國及州別： 

報考所別： 

立書人：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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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萬能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申訴申請表 

 (考生請勿填寫網底部分) 

申訴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准考證號碼：        考生簽名： 

聯絡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報考所組別： 

 

申訴內容 處理結果 

  

說明 

1. 本表應由申請生親自以正楷填寫。 

2. 對招生事宜有疑義者，得備妥相關資料於 107 年 1月 26日(星期五)前以限時掛

號(郵戳為憑)向本會提出申訴。 

3. 本會電話：（03）4517256，傳真：（03）4531300，地址：32061桃園市中壢區

萬能路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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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請剪下黏貼於 A4 信封上） 

萬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名文件袋封面 

 

 
 

 
 

 

寄 

件 

人
： 

  
 

 
 

 

地 
 
 
 

址
： 

   
 
 
 
 
 
 
 
 
 
 
 
 
 
 

報
考
所
別
：
□
經
營
管
理(

□
經
營
管
理
組
□
觀
休
餐
旅
組)

 

□
資
訊
管
理
□
營
建
科
技 

 
 
 
 
 
 
 
 
 
 
 
 
 
 
 
 
 
 
 
 
 
 
 
 
 
 
 

□
電
資
□
環
境
工
程
□
化
妝
品
應
用
與
管
理 

   

 
 

 
 
 

學
年
度
碩
士
班
甄
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啟 

 
３２０６１ 

桃
園
市
中
壢
區
萬
能
路
１
號 

萬
能
科
技
大
學 

報考資料（請考生依序整理，並以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 

□1.低收入戶考生請檢附證明文件。 
□2.學歷證件影本（請依報考資格繳交）。 
□3.報名表：登錄報名系統填寫後列印，請親自簽名並貼妥照片 1

張。 
□4.其他：               。 

※上列各欄請考生填寫，確實檢查資料內容後再劃記「v」符號
以利處理。 

請
沿
線
撕
下
使
用 

107 郵
票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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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請剪下黏貼於 B4 信封上） 

 

萬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寄 

件 

人
： 

  
 

 
 

 

地 
 
 
 

址
： 

   
 
 
 
 
 
 
 
 
 
 
 
 
 
 

報
考
所
別
：
□
經
營
管
理(

□
經
營
管
理
組
□
觀
休
餐
旅
組)

 

 
 
 
 
 
 
 
 
 
 
 
 
 
 
 
 
 
 
 
 
 
 
 
 
 
 
 

□
資
訊
管
理
□
營
建
科
技
□
電
資 

 
 
 
 
 
 
 
 
 
 
 
 
 
 
 
 
 
 
 
 
 
 
 
 
 
 
 

□
環
境
工
程
□
化
妝
品
應
用
與
管
理 

    
 

 
 
 

學
年
度
碩
士
班
甄
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啟 

 

３２０６１ 

桃
園
市
中
壢
區
萬
能
路 

１ 

號 

萬
能
科
技
大
學 

個人資料審查文件：（請依報考所甄試項目依序排列順序） 
□1. 報名文件資料袋。 
□2.學歷證件影本（請依報考資格繳交）。 
□3.歷年成績單乙份。 
□4.個人簡歷、自傳。 
□5.讀書或研究計畫。 
□6.推薦函 2封(格式如附表 2)。 
□7.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專題報告、著作、學校成績名次證

明及獲獎事實等)                          

※上列各欄請考生填寫，確實檢查資料內容後再劃記「v」符號以利處理。 

請
沿
線
撕
下
使
用 

請
沿
線
撕
下
使
用 

107 郵
票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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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交通資訊】 

 

 

 

 

 

 

 

◎大眾運輸： 

※台鐵：於中壢火車站下車後，搭乘中壢客運往萬能科大班車抵達本校，於萬能站(校內)

下車。 

 

※高鐵、桃園捷運：高鐵桃園站距離本校約 5 公里，高鐵站周邊計程車由車行排

班接送，並照表收費。高鐵桃園站至本校建議路線：於高鐵北路一段右轉青昇路接

中興路，直行至中正東路三段右轉接中園路二段，達萬能路右轉進入校區。 

（1） 搭乘高鐵、桃園捷運於高鐵桃園站下車，轉搭統聯客運高鐵站至八德(編號208路)

公車至本校門口。 

（2） 搭乘高鐵、桃園捷運於高鐵桃園站下車，騎乘 U bike 至本校萬芳樓前 U bike 站。 

 

※其他： 

（1） 客運： 

 台北搭乘國光客運往中壢(編號1818)班車，南下56公里處下交流道後，於第一

站桃圳橋站下車，沿中園路左轉跨越中山高速公路高架橋約5分鐘路程。 

 橫跨高速公路陸橋請走有人行穿越道的那一側。 

（2） 士林北投地區： 

 可自台北車站搭國光客運(編號1818) 

 士林捷運站搭乘中興巴士(編號2022) 

 中山高南下內壢交流道後，至桃圳橋站下車步行抵校。 

（3） 松山、南港： 

 松山機場搭乘台北客運(編號9025)至桃園客運中壢車站，轉乘往萬能科大班車

抵達本校。 

（4） 新莊、三重、蘆洲林口等地： 

 於新莊捷運輔大站搭乘輔大—桃園—內壢線聯營公車(編號601、棕線)至內壢車

站，轉搭統聯八德至高鐵站(編號208路)公車至本校門口。 

 搭乘機場捷運至桃園高鐵站，轉搭統聯高鐵站至八德(編號208路)公車至本校門

口。 

（5） 桃園北區：桃園、龜山、八德、樹林、鶯歌 

 可搭乘客運班車或台鐵列車至內壢車站，轉搭統聯八德至高鐵站(編號208路)公

車至本校門口。 

 自中壢車站轉乘中壢客運往萬能科大班車抵達本校。 

（6） 桃園南區：中壢、新屋、觀音、永安、龍潭、大溪 

 搭乘客運班車至中壢車站，轉乘中壢客運往萬能科大班車抵達本校。 

 

◎自行開(騎)車： 

※內壢以南：［高速公路北上﹞： 

本校備有便捷且密集之中壢客運班次往返中壢車站與本校校區，客運直接
進入校內： 

1. 尖峰時刻：週一至週五，上下課時段每 10~15 分鐘一班車。 

2. 其餘時刻：週一至週五，每 20 分鐘準點發車，例如 

（1） 中壢至萬能：08：00、08：20、08：40、09：00、09：20、09：40…。 

（2） 萬能至中壢：08：10、08：30、08：50、09：10、09：3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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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平面：於內壢交流道（編號57）大園出口行駛出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右轉

往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駛約500公尺。（中壢出口為前往中壢市區） 

 五楊高架：於59中壢轉接道銜接至國 平面，於內壢交流道（編號57）大園出口

行駛出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右轉往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駛約500公尺。 

※內壢以北：［高速公路南下﹞： 

國 平面至內壢交流道（編號 57）中壢大園出口左側車道往大園出口匝道行駛出

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右轉往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駛約 500 公尺。（請勿使

用五楊高架） 

※從火車站前元化路右轉至延平路： 

從火車站前元化路右轉至延平路接中華路約 500 公尺往中園路一段（左邊路口中油

加油站）左轉約 2 公里，經高速公路交流道至文中路兩段式左轉接中園路二段（高

架橋），下橋後第二個紅綠燈（全家便利商店）左轉即可達萬能路進入校區。 

※從火車站前元化路右轉至新生路： 

從火車站前元化路右轉至新生路往大園方向過高速公路高架橋涵洞後，右轉永清街

即可達萬大路進入校區。  

 

◎校內停車 

［機車﹞：校內可容納 1600 台以上(收費)，後校門可停放機車 1000 台以上(免費)。 

［汽車﹞：校內停車位 600 個(收費)，夜間另可增加停車位 60 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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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交通資訊說明】 

 
地區 運輸業者 路線 乘車站 下車站 備註 

台北車站 國光客運 台北—中壢(1818) 台北西 A 站 桃圳橋站 沿忠孝西路、重慶北

路，接重慶北路交流

道上高速公路，於內

壢交流道下高速公

路，接中園路、中華

路、建國路至中壢總

站。 

台北北區 中興巴士 台北士林—中壢(2022) 士林 桃圳橋站 沿基河路、中山北

路、承德路接重慶北

路交流道上高速公

路，於內壢交流道下

高速公路，接中園

路、中華路、建國路

至中壢總站。 

松山機場 台北客運 台北松山—中壢(9025) 松山機場 桃園客運 

中壢總站 

沿敦化北路、民生東

路、松江路接圓山交

流道上高速公路，於

中壢交流道下高速

公路，接民族路、中

正路、復興路至中壢

總站。轉乘中壢客運

至本校校區。 

新莊、 

五股、 

三重、 

泰山、 

迴龍、 

龜山 

桃園客運 

、中壢客

運聯營 

內壢—桃園—捷運輔大線 

1. 棕線「桃園—捷運輔大」 

2. 601「內壢—捷運輔大」 

捷運輔大 桃園車站 

、內壢車站 

於內壢車站轉乘統
聯客運客運(208)至
本校校區。 

新屋 桃園客運 3. 新屋—中壢(5025，經藍埔) 

4. 新屋—中壢(5035，經過嶺) 

新屋 中壢車站 轉乘中壢客運至本

校校區。 

新竹客運 1. 新屋—中壢(經南勢口) 

2. 新屋—中壢(經顯伯公) 

3. 新屋—中壢(5654，經埔心) 

新屋 中壢車站 轉乘中壢客運至本

校校區。 

觀音 桃園客運 1. 觀音—中壢(5032，經石磊) 

2. 觀音—中壢(5033，經保生) 

3. 觀音—中壢(5039，經永安) 

4. 觀音—中壢(5041，經白玉) 

觀音 中壢車站 轉乘中壢客運至本

校校區。 

石門水庫 桃園客運 1. 石門水庫—中壢(5050，經員樹林) 

2. 石門水庫—中壢(5055，經山仔頂) 

石門水庫 中壢車站 轉乘中壢客運至本

校校區。 

大溪 桃園客運 1. 大溪—中壢(5112，經八德) 

2. 大溪—中壢(5098，經官路缺) 

大溪 中壢車站 轉乘中壢客運至本

校校區。 

龍潭 新竹客運 1. 龍潭—中壢(5671，經 804 醫院) 

2. 龍潭—中壢(5616) 

龍潭 中壢車站 轉乘中壢客運至本

校校區。 

楊梅 新竹客運 1. 楊梅—中壢(經南勢口) 

2. 楊梅—中壢(5623，經埔心) 

3. 楊梅—中壢(經高榮 幼獅 埔心) 

楊梅 中壢車站 轉乘中壢客運至本

校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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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壢客運 

班 

次 

中壢-萬能 萬能-中壢 

  

中壢-萬能 萬能-中壢 

  

中壢-萬能 萬能-中壢 

週一至週五 週六 週日 

1 △06:00(鄉界) 06:30(全家) △06:00(鄉界) 06:30(全家) △06:00(鄉界) 06:30(全家) 

2 △06:20 不進站 06:50(全家) 07:00(鄉界) 07:30 07:00(鄉界) 07:30 

3 07:00(鄉界) 07:30(全家) 07:30 08:00 07:30 08:00 

4 07:30 07:50 08:00(鄉界) 08:30 08:00(鄉界) 08:30 

5 07:40 08:10 08:30 09:00 08:30 09:00 

6 07:50 08:20 09:00(鄉界) 09:30 09:00(鄉界) 09:30 

7 08:00(鄉界) 08:30 09:30 10:00 09:30 10:00 

8 08:20 08:50 10:00(鄉界) 10:30 10:00(鄉界) 10:30 

9 08:40 09:10 10:30 11:00 10:30 11:00 

10 09:00(鄉界) 09:30 11:00(鄉界) 11:30 11:00(鄉界) 11:30 

11 09:20 09:50 11:30 12:00 11:30 12:00 

12 09:40 10:10 12:00(鄉界) 12:30 12:00(鄉界) 12:30 

13 10:00(鄉界) 10:30 12:30 13:00 12:30 13:00 

14 10:20 10:50 13:00(鄉界) 13:30 13:00(鄉界) 13:30 

15 10:40 11:10 13:30 14:00 13:30 14:00 

16 11:00(鄉界) 11:30 14:00(鄉界) 14:30 14:00(鄉界) 14:30 

17 11:20 11:50 15:00(鄉界) 15:30 14:30 15:00 

18 11:40 12:10 16:00(鄉界) 16:30 15:00(鄉界) 15:30 

19 12:00(鄉界) 12:30 16:30(鄉界) 17:00 15:30 16:00 

20 12:20 12:50 17:00(鄉界) 17:30 16:00(鄉界) 16:30 

21 12:40 13:10 18:00(鄉界) 18:30 16:30 17:00 

22 13:00(鄉界) 13:30 19:00(鄉界) 19:30 17:00(鄉界) 17:30 

23 13:20 13:50 20:00 20:30 17:30 18:00 

24 13:40 14:10 21:30 21:50 18:00(鄉界) 18:30 

25 14:00(鄉界) 14:30     18:30 19:00 

26 14:20 14:50     19:00(鄉界) 19:30 

27 14:40 15:10     19:30 20:00 

28 15:00(鄉界) 15:30     20:30 21:00 

29 15:20 15:50     21:30 22:00 

30 15:40 16:10         

31 16:00(鄉界) 16:30 備註： 

1.國定假日依週六班次行駛，最後一日依週日班次行駛。寒

暑假期間依週六班次行駛。 

2.每日 18：30 起夜間時段客運不進入本校中山廣場，請至

前門候車亭搭乘。(標記△表示不進學校) 

3.開往鄉界班次，行經本校後前往大江購物中心。無（）標

示班次於本校中山廣場或前門候車亭停靠，（全家）指萬能

路前全家便利商店。 

4.中壢客運總站洽詢專線 03-4255722，或總務處 03-4515811

轉分機 23000、23600。 

5.學生憑學生證至中壢客運（桃園市中壢區建國路 100 號）

購買一卡通享特價優惠。 

32 16:20 16:45 

33 16:30 17:00 

34 16:40 17:15 

35 17:00(鄉界) 17:30 

36 17:20 17:50 

37 17:40 18:10 

38 18:00(鄉界) 18:30 

39 18:30 19:00 

40 19:00(鄉界) 19:30 

41 20:00 20:30 

42 21:30 21:50 2017/06/26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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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客運：中壢 ↹ 萬能： 

此路線行經本校、鄉界、五塊厝、埔心、建國九村，相關發車班次如下： 

搭車：萬能路路口 

5118 中壢 ↹ 萬能科大 ↹ 下內定 

班次 中壢→下內定 下內定→中壢 

1 07:30 08:10 

2 11:40 12:15 

5017 中壢 ↹ 萬能科大 ↹ 竹圍 

班次 中壢→竹圍 竹圍→中壢 

1 07:20 06:05 

2 17:37 15:50 

5078 中壢 ↹ 萬能科大 ↹ 陳康國小 

班次 中壢→陳康國小 陳康國小→中壢 

1 06:45 07:25 

2 08:15 09:00 

3 17:13 15:30 

4 18:30 17:58 

※中壢站（派車責任單位）電話：03-4220162；大園站（派車責任單位）：03-3862010。 

 

 

 

 

三、 國光客運 

國光客運 1818「臺北↹ 中壢」 

搭車：內壢交流道上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下高速公路（上下車站：桃圳橋站） 

中壢→台北 台北→中壢 

上客站 下客站 上客站 下客站 

中壢 啟聰學校站 國道客運總站西 A 站 桃圳橋站（萬能科大） 

新街 重慶北路公車專用道 重慶北路公車專用道 黑松汽水站 

中壢市聯合辦公大樓 圓環站 大龍市場 中福派出所站 

保養場站 國道客運總站西 A 站 
 

保養場站 

中福派出所站   簡易法庭 

黑松汽水站 
  

中壢市聯合辦公大樓 

桃圳橋站（萬能科大） 
  

新街 

   
中壢監理站 

   
中壢站 

頭班車 05:30~末班車 22:00，約 10~15 分鐘一班 頭班車 06:20~末班車 23:00，約 15 分鐘一班 

全票：75 元 ●旅程時間：約 01 小時 00 分鐘。 

半票：39 元 （含愛心票、敬老票、孩童票） ●中壢站：03-4222509。 

電子來回票：120 元 回數票：600 元 ●台北西站 A 棟：02-2383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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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興巴士 

中興巴士 2022「臺北(士林區) ↹ 中壢」 

搭車：內壢交流道上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中壢→台北 台北→中壢 

上客站 下客站 上客站 下客站 

中壢車站 酒泉重慶北路口 調度站社子站 桃圳橋站（萬能科大） 

中壢監理站 台北市立美術館 士林區行政中心 啟英高中 

新街 捷運劍潭站 捷運劍潭站 中福派出所 

中壢聯合辦公大樓 士林區行政中心 台北市立美術館 保養場 

中壢簡易庭 調度站社子站 捷運圓山站 中壢簡易庭 

保養場  酒泉重慶北路口 中壢聯合辦公大樓 

中福派出所   新街 

啟英高中   中壢監理站 

桃圳橋站（萬能科大）   中壢車站 

頭班車 06:00~末班車 22:20，約 15~20 分鐘一班 頭班車 06:00~末班車 22:00，約 15~20 分鐘一班 

收費方式 全票 半票 服務電話：0800-002277 

投現(不找零) 75 元 38 元 中壢站：03-4222509 

悠遊卡 60 元 38 元 台北站：02-2816-3137 

 

五、 台北客運 

台北客運 9025「臺北(松山機場) ↹ 中壢」 

搭車：中壢交流道上高速公路，圓山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中壢→台北 台北→中壢 

上客站 下客站 上客站 下客站 

中壢公車站 行天宮站 松山機場 祐民醫院站 

舊社站 台北大學 台北大學 舊社站 

祐民醫院站 松山機場 行天宮站 中壢公車站 

頭班車 06:00~末班車 22:30，約 20~30 分鐘一班 頭班車 06:00~末班車 22:30，約 20~30 分鐘一班 

票價 全票 半票 台北客運 0800-003307 

中壢公車站-松山機場 75 元 38 元 台北瑞光站 2-87519096 

舊社站-松山機場 75 元 38 元 桃園客運 0800-053808 

祐民醫院站-松山機場 70 元 35 元 

  

六、 桃園市計程車無線電台叫車服務電話 

計程車行 電話 計程車行 電話 

亞洲計程車無線電台 03-3315555 大文山衛星計程車無線電台 03-3501666 

合作計程車無線電台 03-3557700 欣（新）梅計程車無線電台 03-3630033 

新豐計程車衛星車隊 03-4281234 新利達計程車衛星車隊 03-3758888 

備註：計程運價：起程 1250 公尺 95 元，續程每 250 公尺 5 元。 5-10 分鐘來車 

備註：計時運價：時速 5 公里以下每 2.5 分鐘加收 5 元。 桃園市政府提供 

※高鐵站周邊計程車皆由各車行排班接送，並皆照表收費。 

※高鐵桃園站至本校建議路線：於高鐵北路一段右轉青昇路接中興路，直行至中正東路三段右

轉接中園路二段，達萬能路右轉進入校區。 

※桃園捷運至本校建議路線：搭乘桃園捷運於高鐵桃園站下車，高鐵站周邊計程車由車行排班

接送，並照表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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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桃園捷運 

 
 

 
 

八、 統聯客運 

※起訖路線：八德介壽豐德路口→八德區公所→陸軍專科學校→榮民南路→元智大學→內

壢火車站→內壢文化路→中壢工業區→萬能科技大學→青昇路→大園國際高中→捷運高

鐵桃園站 

※優惠活動：持桃園市民卡民眾刷卡搭乘本路線可享有「買一送一乘車優惠」，第一趟搭

乘依規定票價收費，第二趟搭乘則為前 8 公里免費，民眾僅須自付第二趟超過 8 公里的車

資。 

※公車時刻：平日尖峰時段約 20~30 分鐘一班、假日及離峰時段約 30~60 分鐘一班，可參考桃

園公車動態系統 http://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http://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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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校內餐飲營業資訊 

                                      育英樓  便利商店 

櫃位 攤位名稱 經營項目 營業時間 訂購電話 

A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7-11)販售價格方

面，除服務性商品及特價商品

外，凡本校之師生均以標示價

格九折優惠。 

週一~週日 07:00~22:00 
03-4680614 

03-4515811*23667 

B 高教圖書 

圖書及論文出版印刷、影印、

裝訂、代購教科書、文具批發

零售等。 

週一~週五 08:00~21:30 

週六、日休息 

03-4615742 

03-4515811*23662 

                                      覺民館  美食生活廣場 

B 
Cooking 

Boss 
簡餐 

週一~週五 11:00～18:00 

週六、日休息 
0989624010 

C 台灣小吃 
滷肉飯、雞肉飯、紫菜湯、貢

丸湯、湯麵、湯米粉、肉羹湯 

週一~週五 10:30~20:30 

週六、日休息 
03-4354496 

D 金盃美而美 
三明治、漢堡、蛋餅、蘿蔔糕、

鐵板麵 

週一~週五 06:30~14:00 

週六、日休息 
0919-354-318 

E 天津蔥抓餅 
抓餅(加蛋、培根、等等)、涼麵、

飯糰、簡單飲品 

週一~週五 07:00~17:00 

週六、日休息 
0953-215-281 

G 佳香快餐 
炒麵、炒飯、燴飯、焗烤飯類、

素食類、粥類 

週一~週五 10:30~20:30 

週日 11:30~13:30 

0935-116-579 

0975-069-262 

H 100%滷味 青菜、各式火鍋料、各式麵類 
週一~週五 08:00~20:00 

週六、日休息 
0927-396-030 

                                      中山堂  美食生活廣場 

A 自助餐 自助餐、團購便當 
週一~週五 10:30~13:30 

週六、日休息 
0933-952837 

B 呷霸小火鍋 小火鍋 
週一~週五 11:00~20:00 

週六、日休息 
03-4625939 

C 
新老牌 

牛肉麵 
牛肉麵食、水餃 

週一~週四 11:00~19:00 

週五 11:00~13:00 

週六、日休息 

0922-635398 

E 八方雲集 鍋貼、水餃、酸辣湯、豆漿 
週一~週五 10:30~20:00 

週六、日休息 
03-4628076 

F 食上屋 拉麵、丼飯、烏龍麵 

週一~週四 11:00~19:30 

週五 11:00~14:30 

週六、日休息 

0926-886698 

G 
THE MAP 

飲料 
冷飲專賣 

週一~週四 11:00~19:00 

週五 11:00~14:00 

週六、日休息 

0968-045978 

0938-886698 

                                      萬全大樓  萬大花園景觀餐廳 

A 

萬大花園 

景觀實習 

餐廳 

漢堡、三明治、義大利麵、米

食、飲料、咖啡、甜點 

每週一至五(例假日不開放)  

午餐 11：30~13：30 (最後點

餐時間)  

下午茶 11：30~16：00 (最後

點餐時間) 

03-4624534 

03-4515811*2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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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萬能科技大學位置圖： 

 

招生專線：03-451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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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萬能科技大學校園地圖： 

  

教務處註冊組 

行政大樓 1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