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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以發展「光機電系統整合」產業創新性及「尖端工程技術」前瞻性為目
標，培養實務應用科技人才，因應國際工業4.0趨勢，及機器人、精密機械、
光電、電動車、生醫、與綠能等高科技產業之發展需求。

本系教授國際觀與研發力豐富，課程設計主導整合實作能力養成，教學方式
要求理論與實作融合，強調產業連結主題學習，培養學生工程實務能力，安
排學生校外實習，拓展海外實習資源，激勵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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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本系為強化學生專業能力，積極推動證照輔導課程與實作學習課
程，並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議、工管專題發表／成果展，藉由實
際實驗儀器設備操作，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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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產品設計組

本系為提升學生「職涯規劃」、「就業觀念」及「工作實務」方面的知識與技能，時常舉辦各種企業參訪、校外實習與產學合作計畫，使所
學能與產業實務經驗接軌，達到產學並用的技能境界。

本系為一門整合工程、管理及資訊之學系，旨在培養具有專業才能、人文關懷、創新思維及宏觀視野之現代化工業工程與管理人才為
目標。師資結構優良，教師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博士。本系具有五大特色：「健全課程設計」、「整合理論與實務」、「引導創新研究」、
「建立教學品保」、「培育人文素養」，已達實務與理論結合的優質化教學，強化學生未來就業或升學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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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本系以人文、科技並重，除了注重資訊專業技術的培養外，更重
經濟、社會、管理等宏觀人文思想，基於同學能在求學階段就有
實務應用體驗，以實務課程、校外參觀實習、專案合作之方式，
期結合外界實務專家與資源，增加同學之實務經驗，為未來進入
職場先做熱身動作，增加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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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與行動應用學程：培養同學具備雲端計算與行動裝置技術領域相關知識，並以雲端、行動服務與多媒體設計應用作為課程規劃與發
展之方向。經由本學程提供相關的課程，能使同學對雲端計算與行動裝置技術在企業應用有通盤的瞭解，藉以使同學能夠從事雲端及行
動環境的規劃、應用與研發。

資通安全學程：訓練學生從組織面、系統面及產品面來探討資訊安全，以資訊管理導向為主軸，將資安需求併入資訊系統的設計過程
中，從導入、建置、評估與稽核面，來建置資訊安全政策、資訊安全管理與資訊安全機制。

商業智慧學程：訓練學生完整之商業智慧概念與決策技巧、強化資料分析、資料探勘與統計軟體的應用能力，並配合企業E化之需求，
如ERP、CRM、SCM、電子商務整合與管理，來增加企業競爭優勢，達成企業的目標與永續經營。

資訊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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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本系主要培養全球重點科技產業所需之電子、電機、資訊、光電、
生醫、材料、通訊、機構設計與工業設計等跨領域的高階「智慧
型電子整合應用」人才。

本系教授研究與教學能量充沛，學生生活及學習輔導完善，課程設
計以專題為導向，學習跨領域整合與務實致用技術，著重產學協力、
產業合作、競賽培訓、境外學習或校外實習等職場適應力、競爭力
與國際移動力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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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Humanities

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外國語文學系

 and Literature

哲學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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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秉持「覺之教育」的創校理念，以及「生命實踐」的設系理
念，呈顯教學活動的根本特色為「有體有用」之全人教育：一方
面重視生命主體之安立，另一方面強化專業技能之研習，是本末
齊彰之完整生命學架構。

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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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設計上，將設系理念灌注於中華學術體系之五大領域（總類、義理、文藝、考據及經世），並有「學術研究」、「文教事業」與
「應用文創」三面向之分流設計。除此之外，詩詞吟唱、劇本寫作、中華花藝、書法，以及文學治療學、審美治療學等是本系極具特色
之文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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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哲學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建立勞思光思想研究重鎮
設立勞思光思想研究中心，以此中心做為全球研究勞思光思想重
要基地，在研究所課程以文化哲學作為傳承勞思光思想之研究主
軸。  

彈性學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降低必修學分，以更彈性的學分設計讓學得以規畫自己的學習生
涯，以學生自主學習為課程中心，以學生所需、學生所用為考
量，進行教育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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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產品設計組

時尚商品設計組

哲學文創建立哲學實務推廣
把哲學結合文化創意以利於哲學之應用與推廣，開發哲學桌遊和哲學活動企劃與影像製作等實務應用，讓哲學理念以文創形式學以致用。

八大學程開拓學生哲學專業華梵哲學首創八大學程培養學生哲學第二專長，以因應社會實務導向，讓學生可以理論和實務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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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外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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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美文學（literatures）、第一外語（亦即English）和第二外語（second foreign languages）為主，著重專業英語文訓練、第二外
語課程、和英美文學與西洋文化知識之養成，希望能培養學生未來在升學上或就業上的競爭力；同時因應社會需求與國際趨勢，提供多
元化之選修課程，與國際遊學課程讓學生日後能在升學及就業領域更具競爭力。

大學部是以培養英美文學與西洋文化、語言學等相關領域的人才為目標，並增進人文素養的提升，讓學生畢業後在升學上或就業上有完
善接軌。

碩士班則是以培育整體英語文能力，深化英美文學與相關領域之教育及培養數位化英語教學之設計、實施、評鑑與相關研究人才為目標。

外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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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Humanities

「以漢傳佛教研究為主，儒佛交涉研究為輔」。肩負深刻歷史使命與人文
關懷而成立之跨系所、跨領域之綜合型人文科學研究所；設有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
特設天台學典藏中心，收集典藏各種語文之天台學原典、文獻及參考書
籍，推動天台學研究，重視國際研究交流，每兩年邀請國際一流學者來台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致力成為國際漢傳佛教研究之學術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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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設計學院
College of Arts and Design

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工業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美術與文創學系

Culture Creative Design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Eniveronmental 
and Hazards-Resistant Design

p.23



工業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本系採用專業領域分組授課訓練，分為產品設計組〈生活科技產品設計、時
尚商品設計、藝術創作設計三種專業領域〉與交通工具設計組。本系重視實
學、實作之實務訓練，及國際化視野之養成。

交通工具組為全國唯一的汽車造型設計專業課程，聘有具國際車廠資深汽車
造型設計師的高階經理人擔任專任教師，課程重視設計實作之訓練；並與日
本日產汽車北京設計中心、納智捷汽車、蓋亞汽車、光陽機車進行多項產學
合作案，更提供學生到國際車廠設計中心實習，擴展其國際性的設計視野。

交通工具設計組
Transport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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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生活科技組以消費性電子產品、通訊產品、資訊產品、家用電器為主的專業
設計，課程主要以創新產品規劃設計與數位互動介面之學習與應用。

生活科技產品設計組
Technology Product Design

時尚商品設計組以時尚前端的學習，以品味培養的設計、以材料質感為講究
的習慣、蘊育未來時尚精品設計師。

時尚商品設計組
Fashion Product Design

藝術創作組以人類生活的精華為內涵，體現文化藝術於生活中的運行、繼以
器物圖騰、符號之意涵與隱喻的講授與揭露、淺移默化學生應用材料特性之
實作，達到獨立形式的表達與創造。

藝術創作設計組
Applied Art Design

生活科技產品設計組

時尚商品設計組

藝術創作設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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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與文創學系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ulture Creative Design

本系分為美術創作組與文創設計組、美術創作組旨在培養當代藝術創作與藝
術行政人才；文創設計組則培養創意設計與企劃人才。本系教師陣容堅強，
師資來源包含學術界與業界，教師留學背景橫跨中、英、美、法、西、義，
學生在思想、創作表現上均可以獲得多元的刺激。

美術創作組課程涵蓋理論與實作，教師鼓勵學生嘗試各種媒材，以創造出獨
特的藝術語彙，同時輔以藝術理論，數位設計的教學，以培養學生的創作、
行政、策展能力。

美術創作組
Fin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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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設計組課程包含藝術、設計、行銷三種跨領域之能力。本組將強化學生
的藝術內涵以提升創造力及美感品味，同時透過造型、數位藝術的學習、培
養學生的設計、企劃及行銷能力。

文創設計組
Culture Creative Design

本系於104學年增加表演藝術人才培育課程，由優人神鼓藝術總監劉若瑀教授
負責規劃，期能融會肢體、影音、設計等多元美的元素，彰顯傳統美術與當
代創作之多元表現。

美術與文創學系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Culture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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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分為環境防災與環境設計組，整合大地工程、土木保持、景觀及生
態規劃設計之相關領域，期望透過多元化的課程內容，使本系學生具有
水土防災工程技術，景觀與生態規劃設計專業之知識與技能。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Eniveronmental and Hazards-Resista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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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計組主要學習景觀與生態規劃設計。畢業可於景觀、建築設計領域繼
續深造，擔任公職或任職於工程顧問公司，從事繪圖、規劃及設計工作。

環境設計組
Environment Design

環境防災組主要學習大地工程與水土保持專業，畢業可於土木、水利及水土
保持領域繼續深造，擔任公職或任職於私人工程顧問公司。

環境防災組
Environment Hazards-Re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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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Department of Eniveronmental and Hazards-Resistant Design

                             



建築學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本系發展以「地域建築與永續環境」、「城鄉規劃與營造」、「文化保存與
舊建築活化」等相關建築設計、人文、與工程整合實務學習，亦透過「海外
及國際實務見習」課程，跨足兩岸等亞太地區，進行實作與參觀，以成為華
人世界藉由「公共空間設計」、「室內設計」、「空間設計」、「建築文創
」、「地域建築」、「文化資產活化」、「社區營照」等整合，以推動空間
魅力改造的領航者！畢業生可以從事這些領域相關工作或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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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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