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僑務委員會 110 年 7 月 20 日僑生研字第 1100501538 號函核定）

一、宗旨：
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培養海外青年獲得實用知識與生產技
能，發展農、工、商、家政事業，促進當地繁榮，特辦理海外青年技
術訓練班。
二、招生學校與班別：
本訓練班所有科目課程，依照職業分類，以因應各該行業之實際需要
為主，學科與實習並重，由本會遴選設備完善之學校辦理（招生學校
與班別，詳如附表）
。
三、申請資格：
(一)
1.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申請保薦，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出國所持中
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

高二肄業以上（即在僑居地華校高二肄業或相當於華校高中之高二
肄業，含英制中學五年級肄業）
，年齡 40 歲以下（西元 1981 年 7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華裔青年，女性申請人如曾育有子女者，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每一胎得延長年齡 2 歲，惟最高不得超過 45 歲。

3.

身體健康，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者。

4.

學歷程度合於申請各科資格者。

5.

通曉華文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者。

6.

泰國地區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申請人，須具有泰國國籍。

7.

緬甸地區申請人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得以具有緬甸國
籍（即依現行緬甸國籍法規定，持有 Naing、Ei 或 Pyu 等有效身分
證者，始可報名，不接受持 FRC、通行證等依現行緬甸國籍法非屬
該國國籍有效證明文件）或以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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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之。
(二)

申請者須持有效護照，無護照或持旅行證者，不得申請；持有汶萊
地區效期 3 年以上旅行證者不在此限，請各保薦單位（學校）確實
審核。

(三)

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不得
申請。

(四)

具有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澳門居民身分或持有大陸地區所發
護照者，不得申請。

四、申請方式：
(一)
1.

申請地點：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
外機構）或本會指定之保薦單位。申請人應在僑居地向上述單位申
請，不得越區申請。

2.

緬甸地區為設有高中部之華文學校（即保薦學校）
。惟保薦學校高中
部畢業生限向原就讀學校申請。

(二)

申請時間：自西元 2021 年 7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止（郵寄申請者，
以當地發信郵戳為憑）
。保薦單位（學校）受理申請並查核簽註後，
應於西元 2021 年 10 月 5 日前將申請表件以航空掛號寄至各駐外機
構轉寄本會。凡逾時申請或證件不齊全或以海郵寄發者，不予受理，
亦不得申請延繳。

(三)

繳交表件：下列表件經保薦單位（學校）審驗後，寄經駐外機構轉
寄本會。

1.

申請學生繳交資料檢核表。
（如附件 1，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
其餘繳交表件依本表項次順序裝訂）

2.

申請表一式 2 份（如附件 2）
，各貼最近 6 個月內脫帽 2 吋正面半身
照片 1 張，保薦單位抽存 1 份，另 1 份寄經駐外機構轉寄本會。

3.

切結書及海外學生基本資料卡。（如附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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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繳交僑居地居留證件影本（如當地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本或中華民
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頁影本）
。泰國地區須另繳交華裔證明文件及
國民身分證明或其他國籍證明文件。

5.

畢（肄）業證書及成績單影本（外文證件須譯成中文）經保薦單位
（學校）查驗後，於該影本上蓋章證明。

(四)

申請表、基本資料卡及切結書均須詳實填寫，姓名及出生日期需與
僑居證、學歷證件所載相符。申請學科志願，請事前考慮清楚，至
多填寫 8 個志願（塗改未簽章者不予分發）
；本會於審核申請人符合
保薦資格後依其志願分發。

(五)

申請人向保薦單位
（學校）
繳交郵電費每名最多以美金 20 元為原則，
折合當地貨幣繳付，不須再繳交其他報名費用，具特殊事由者，保
薦單位（學校）得酌予減免；惟如增加收費，應經本會同意。上述
收費限作申請表件寄送郵電費用途，不得移作他用，如有剩餘應退
還申請人。

五、分發、開班及入學規定：
(一)

各班依符合資格之報名學生所填志願依序分發，所填志願若未獲開
班者，若核定開辦之班別尚有缺額時，得依其他志願依序分發。

(二)

各班訓練期間自西元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止（包括在校實
習期間），惟海青班多元方案及高科技培訓基地專班訓練期間依各
校簡章公告的時程。

(三)

本班於西元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7 日報到，同年 4 月 8 日正式
上課，並配合我國入境相關措施辦理。

(四)

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外交部及駐外
機構得要求申請人面談、提供旅行計畫、親屬關係證明、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無犯罪紀錄證明、財力證明、來我國目的證明、在我國
之關係人或保證人資料及其他審核所需之證明文件」，經錄取之持
外國護照學生，須依相關規定申請取得入臺簽證後，方得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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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抵臺後，所繳各項證件如經發現與入學資格不合或申請書表中
所填各項資料不實時，得註銷其入學資格，並應立即自費返回僑居
地。

(六)

學生來臺後複檢體格，如發現有肺結核、精神病或其他痼疾殘疾不
合各校入學規定時，不准入學；已入學者，應令退學，並須自費返
回僑居地。

(七)

在訓期間應遵守校規，倘有違規或不接受指導行為，當視情節之輕
重，分別予以處分或退訓，並立即自費返回僑居地。

(八)

為便於學校對受訓學生之照顧及安全之維護，海青班學生一律住宿
學校宿舍。

(九)

來臺後如未辦理註冊入學或因故退學者，必須返回僑居地，不得在
臺居留。

(十)

訓練農工商家政各科專業人員所需經費較高，各申請人須預籌在臺
之生活費用及應繳各項費用；政府不予任何補助。

(十一) 經分發入學者，不得中途申請轉科或轉校。
(十二) 海青班係屬非學位性質之訓練課程，委由各大學校院代訓，並不具

正式學籍，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由各校依規定發給僑務委員
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中英文畢業證書；修滿規定學分數且成績
及格者，得由各承辦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相關規定發給學分證明，未修滿修業規定學分數者，得發給修業
證明書。
(十三) 凡自海青班退學或畢業者，2

年內不得再申請就讀海青班。

六、各項費用估計：（本簡章所列各項金額，係以新臺幣為單位）
（一）僑務委員會補助部分：為鼓勵海外青年返國研習專業技能，學得
一技之長，補助每位學生每學期學費（額度視本會年度預算辦理）
，
並交由開班學校統籌辦理開班事宜，以支持學生完成學業。
（二) 學校收費部分：（計分 4 學期繳清，於每學期開學註冊時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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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雜費每學期 2,400 元，4 學期共計 9,600 元。

2.

宿舍費依各校規定收費（詳招生學校一覽表）。

3.

實習材料費（詳招生學校一覽表）
。

（三) 學校代收代辦費部分：
1.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取得居留證明文件，在臺連續居住滿 6 個
月或其曾出境 1 次未逾 30 日，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
併計達 6 個月之日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至應繳健保費額度則
依據相關規定辦理。惟家境清寒僑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機構或
保薦單位(學校)、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位（非個人）開立之中文
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
僑務委員會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自付額二分之一。另抵臺後在未參
加全民健康保險前，得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作業規定參加僑生傷病
醫療保險，保費自行負擔二分之一，僑務委員會補助二分之一。
2. 課外活動費每學期 425 元，4 學期共計 1,700 元。
3. 制服費全期 3,480 元（制服樣式及數量均依照學校之規定，於第一
學期收取），另工作服則依各校實際需要製作（詳招生學校一覽
表）
。
4. 書籍費每學期約 3,500 元（參考金額）
，4 學期計約 14,000 元。
5. 學校依規定應投保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詳招生學校一覽
表）
。
6. 以上各項費用均係約略計算，實際支付農工商家政各類科不同，學
校代收代辦後多退少補。膳費每月約需 5,000 元（參考金額）。日
常零用及來回程旅費均須自備。
7. 除上述各項費用外，各校不得另行增收班費、講義費、辦理社團活
動額外收費、額外保險費及電腦網路實習費等費用，如確屬必要，
須先徵得學生同意後為之。
七、學生入境申請、居留與設籍相關規定：

5

(一)

持外國護照者，憑（1）中華民國簽證申請表（請至外交部領事事
務局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boca.gov.tw，點選簽證/線上填寫
申請表專區/一般簽證申請表，依順序詳實填妥各欄位資料後下載
列印並簽名）
（2）護照（有效期須 6 個月以上）
（3）6 個月內拍攝
之 2 吋彩色白底照片 2 張（4）分發通知書（5）由衛生福利部或僑
居地駐外機構認可之國外合格醫院（請洽僑居地駐外機構）最近 3
個月內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即「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
，
詳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查詢，網址：http://www.cdc.gov.tw
點選國際旅遊與健康/外國人健檢/居留健檢）（6）駐外機構要求之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等，向我駐外機構申請居留簽證來臺，並於入國
後 15 日內向居留地之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所屬服務站
申請外僑居留證。僑居地無衛生福利部認可國外醫院者，可洽詢我
國駐外機構，比照當地簽證常規辦理。
持泰國護照僑生因獲錄取分發而向駐泰國代表處申請簽證及入境
我國機場、港口時，均應繳驗具有泰國公民權之證明。

(二)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應在僑居地備齊下列文件（1）申請書（繳
交 6 個月內拍攝之 2 吋彩色白底照片 1 張、依國民身分證規格）
（2）
僑居地或居住地身分證明（3）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有我國
國籍之文件（4）僑居地或居住地警察紀錄證明書(未成年人，其僑
居地未發給或不發給者免附）(5) 由衛生福利部或僑居地駐外機構
認可之國外合格醫院（請洽僑居地駐外機構）最近 3 個月內出具
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即「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
，詳見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查詢，網址：http://www.cdc.gov.tw 點選
出國際旅遊與健康/外國人健檢/居留健檢）(6)分發通知書及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向我駐外機構申請核轉移民署，經許可者，發給單
次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區居留證副本，自入國之翌日起 15 日內，
持臺灣地區居留證副本向移民署換領臺灣地區居留證。已入國停
留者，得備齊上述應備文件及入國許可證件，向移民署申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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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居留證。
(三)

在臺原有戶籍者，應於入國後 30 日內持憑經機場蓋有入國查驗戳
記之我國護照或入國許可證副本，逕向原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辦理遷入登記，不須另辦居留證。

(四)

所有海外學生入境臺灣應配合我國政府防疫規定，居住檢疫處所費
用須自付，有關政府補助部分依主管機關公告為準。

八、相關注意事項：
(一) 本招生簡章請申請人詳閱後，再行填寫各項表件。
(二) 駐外機構及保薦單位（學校）須確實查明本簡章第三項申請資格及
第四項申請方式之各申請書表件內容屬實後，始簽章保薦。
(三) 本會收到各駐外機構寄來之申請表件，並經審查核准申請人參加受
訓後，即將分發函寄發駐外機構或原保薦單位（學校）轉送申請人
準備辦理來臺手續，在開學前 1 週抵臺辦理報到，逾期不得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
(四) 已註冊或未註冊入學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五) 駐外機構或保薦單位（學校）於接獲本會所寄發之分發函後，應儘
速轉送申請人持憑辦理來臺相關手續。
(六) 請駐外機構及保薦單位（學校）應儘速轉知申請人，所需各項費用
及日常零用金與來回程旅費均需自理；無心學習技術者，請勿申
請。
(七) 依據「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第 3 條規定，原有戶
籍國民具僑民身分之役齡男子，自返回國內之翌日起，屆滿 1 年時，
依法辦理徵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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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志願代碼及校科縮寫一覽表
類科

資通訊科技
（4）

數位媒體與
動漫遊戲
（4）

商業與工業

志願代碼及
校科縮寫

參加招生學校

招生班別
電子產品檢測專班

4101

龍華科技大學

4102

龍華科技大學

4103

樹德科技大學

資通訊技能應用科

4104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技術科

4105

靜宜大學

數位媒體與網頁設計科

4106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科

4107

大葉大學

動漫遊戲設計科

4108

龍華科技大學

動漫與遊戲設計製作科

4109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商務科

4110

明新科技大學

商業智慧與大數據分析科

4111

中華大學

(高科技培訓基地-學程 2 年)
5G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培訓班
(高科技培訓基地-學程 3 個月)

工業管理科
(海青班多元方案-學程 1 年)

智慧管理(4)

智慧製造應用與機器深度學習
4112

龍華科技大學

培訓班
(高科技培訓基地-學程 3 個月)

車輛先進技

4113

崑山科技大學

汽機車零組件工廠實務科

術

4114

東南科技大學

車輛修護技術科

(3)

4115

南開科技大學

車輛修護技術科

現代農業科

411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自動化農業科

技（2）

411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暨精緻熱帶農業科

4118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產品設計科

4119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暨室內設計科

4120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空間設計科

4121

中華大學

室內設計與裝修科

4122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與電腦輔助設計科

產品與室內
設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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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保健與

4123

弘光科技大學

動物保健與寵物美容科

美容（2）

412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寵物保健美容科

媒體與影音

4125

銘傳大學

大眾傳播科

技術（2）

4126

靜宜大學

影音創作技術科

4127

南開科技大學

長期照護科

4128

銘傳大學

華文流行音樂與演藝主持科

4129

東南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與設計科

4130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暨餐旅管理科

4131

靜宜大學

廚藝與餐廳管理科

4132

中華大學

酒店管理科

4133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科

4134

大葉大學

休閒農業經營科

4135

中國文化大學

美容暨時尚造型設計科

4136

靜宜大學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科

4137

弘光科技大學

美容化妝品應用科

4138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科

4139

中國文化大學

烘焙科

4140

中國文化大學

烹飪科

4141

銘傳大學

烘焙科

世界料理創

4142

銘傳大學

烘焙科(金門分部)

新技術

4143

弘光科技大學

餐飲廚藝科

(9)

4144

弘光科技大學

烘焙科

4145

中華大學

餐飲加工創業科

4146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烘焙廚藝科

4147

大葉大學

國際餐旅暨烘焙飲調科

長期照護管
理(1)
流行音樂與
表演藝術
（2）

觀光事業與
飯店管理(5)

美容時尚設
計
(4)

9

資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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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高科技培訓基地招生簡章
校名

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電子產品檢測專班

科名

Training Program of Electronic product Testing
(高科技培訓基地-學程2年)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01)龍華電子

科系或專長類科

10.電子技術相關類科

重點說明

本專班以訓練「電子工程專業技術人才」為目標。主要教導學生具有表面黏
著技術（SMT）製程技術及資訊技術兩項能力。讓學生在結業後就可直接成
為電子產業所需人才，達成產學無縫接軌、畢業即可用。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可合法工讀

針對中文較弱的同學，本校華語中心將安排入境前線上先修中文課程，或於
在學期間加開中文補強課程提供學生補強課程。
一、一般科目
1. 初級華語(一)
2. 初級華語會話 (一)
3. 實用英文（一）
4. 初級華語(二)
5. 初級華語會話 (二)
6. 實用英文（二）
7. 核心通識（一）職場
倫理
8. 博雅通識: 應用社會
領域

二、專業科目
1. 電腦概論
2. 基本電學（一）
3. 基礎數學
4. 邏輯設計
5. 基本電學（二）
6. 基礎電子學(一)
7. 基礎電子學(二)
8. 資料結構
9. 電子產業研討(一)
10. 計算機網路
11. 電子產業研討(二)

三、實習科目
1. 基礎電子學實作(一)
2. 程式設計
3. 基礎電子學實作(二)
4. 電腦應用軟體
5. 表面黏著元件焊接實
作
6. 印刷電路板佈局實作
7. 表面黏著技術製程實
作
8. 印刷電路板製作實作
9. 嵌入式系統
10.智慧機器人設計概論
11. 手機程式設計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2.寒暑假期間。

本校電子工程系定期將安排實習及工作媒合，也會邀請海青班同學一同參
與。
畢業後適任工作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一、電子工程師
二、韌體設計工程師
業後適任工作)
三、生產技術/製程工程師
四、設備工程師
五、產品工程師

可深造

本校海青班畢業學生申請進入本校大學部就讀後，可依本校【外國學生科目
學分抵免辦法】提出抵免學分申請，並依所抵免的學分提高編制。（至多抵
免60學分）
1. 抵免32~45學分，提高至二年級上學期
2. 抵免46~58學分，提高至二年級下學期
3. 抵免59~72學分，提高至三年級上學期
11

1.僑務委員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學習輔助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龍華科技大學獎學金:
海青班畢業升讀本校大學部，若於海青班成績表現優異，入學的第一學期可
依本校【外國學生暨僑生就學獎助學金辦法】給予獎助學金補助。
(1)海青班四學期班上排名前5%，第一學期學雜費全免。
(2) 海青班四學期班上排名前10%，第一學期學雜費半免。
(3)海青班四學期班上排名前20%，第一學期免四分之一學雜費。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其他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 元； 4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寒暑假住宿另行付費 )
男宿：4人房，每學期 15,700元 (以 18 週計算 )。
女宿：4人房，每學期 15,700元 (依房型不同而定，以 18 週計算 )。
※宿舍費包含冷氣電費預收2,000元，依實際使用多退少補。
三、健保費、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
額為準。健康檢查費: 約 1,300 元 ~2,000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金額計收，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報考。
一、校址：3330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
二、電話：+886 2 8209 3211 轉 5600 電子工程系 朱國志主任
三、網址：www.lhu.edu.tw 電子信箱 : kcchu@gm.lhu.edu.tw
四、數位咨詢窗口
姓名：曾澤威
電話：+886 2 8209 3211 #2509
聯絡方式： Line ID: chanzw0428
語文協助：中文，英文，馬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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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高科技培訓基地招生簡章
龍華科技大學

校名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G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培訓班
5G PCB Process Associate Training Course
(高科技培訓基地-學程3個月)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02)龍華5G電路

科系或專長類科

10.電子技術相關類科

重點說明

由基礎課程開始，因應國內電路板產業發展趨勢與人才需要，並搭配5G天線
實作課程使學員產出成果作品。本計畫為短期培訓班，以3個月為期限，每
周課程規劃為3天進行專業課程培訓(共210小時)，另外2天則是校內或校外實
習。輔以使用本校兩座特色場域環境，提供學員業界同步設備進行實際操
作，以培育學生養成工作專業職能，結訓後能順利返回居住地協助臺商企業
發展或投入相關就業市場，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針對中文較弱的同學，本校華語中心將安排入境前線上先修中文課程，或於
在學期間加開中文補強課程提供學生補強課程。
一、印刷電路板製程與
檢測印刷電路板製程實
習
1. 電路板製造流程
(硬板)
2. 電路板產業概論
3. 電路板製造流程
(軟板)
4. 電路板品質要求
5. 材料組成結構
印刷電路板檢測實習
1.
2.
3.

可合法工讀

印刷電路板製程
切片分析檢測
印刷電路板封裝製
程

二、5G 射頻元件設計
5G 天線設計與量測實習
5G 印刷電路板電性測試 1. 5G 毫米波天線量
實習
測技術
1. 5G 行動通訊發展
2. 雙極天線設計與量
現況與未來 6G 發
測
展趨勢
3. 單極天線設計與量
2. 向量網路分析儀原
測
理與操作
4. MIMO 天線設計與
3. 射頻集總元件電性
量測
參數與量測
5G 陣列天線設計與量測
4. SOLT 輸入阻抗量
實習
測
1. 貼片天線設計與量
5. 基板介電特性萃取
測
2.

1x4 陣列天線設計
與量測

本班為短期培訓專班，不適用本條辦法。

畢業後適任工作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一、電路板製程工程師
二、射頻工程師
業後適任工作)
三、天線工程師
可深造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學習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本班為短期培訓專班，不適用本條辦法。
僑務委員會提供每位學員12,000元學習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及雜費：每位學員自付額為新臺幣 2 萬 9,100 元(含實習材料
費 26,700 元及雜費 2,400 元)。期間為 111/4/08-111/7/08，共計 3 個月。
二、住宿費：(寒暑假住宿另行付費 )
男宿：3人房，每學期 11,500元 (以 18 週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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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宿：3人房，每學期 11,500元 ~15,025元 (依房型不同而定，以 18 週計
算 )。
※宿舍費包含冷氣電費預收2,000元，依實際使用多退少補。
新男女宿： 4人房，每學期 15,700元 (以 18 週計算 )。
三、健保費、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
額為準。健康檢查費: 約1,300 元 ~2,000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金額計收，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報考。

其他

一、校址：3330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
二、電話：+886 2 8209 3211轉 2004 秘書室 劉小姐
三、電子信箱：he270@gm.lhu.edu.tw
四、網址：www.lhu.edu.tw
五、數位咨詢窗口
姓名：曾澤威
電話：+886 2 8209 3211 #2509
電子信箱 : he277@mail.lhu.edu.tw
聯絡方式： Line ID: chanzw0428
語文協助：中文，英文，馬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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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樹德科技大學
SHU-TE University
資通訊技能應用科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03)樹德資通

2.資訊網路相關類科
9.電子技術相關類科
本專班旨在培育資通訊技術人員，主軸是訓練資通訊相關技術及APP設計。
秉持「實務導向」教學理念，訓練學生獲得所需之專業技能與職場態度，培
重點說明
育優秀專業人力。課程規劃為一般科目、基本學科及資通訊相關技術實作課
程。
本校於第一學期開設2學分應用華語課，加強以及提升學生華語能力。因此
學華語
針對華語能力弱勢的同學，於課後安排正式學籍生且諳華語之同國籍之學長
姐擔任華語小老師，協助學生華語輔導。
一、一般科目
三、實習科目
13.網頁設計
1.科技英文
1.計算機基礎
14.資料庫
2.應用華文
2.電腦軟體應用
15.Web APP 網站後端
3.生活體育
3.Java 程式設計 1、
初階程式設計
4.資訊人生涯規劃
2、3
16.Web APP 網站前端
4.電子電路實習 I
初階網頁設計
二、專業科目
5.電子電路實習 II
17.Web APP 網站後端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1.基本電子學
6.電路技術 I
進階程式設計
實習科目）
2.基本電路學
7.電路技術 II
18.Web APP 網站前端
3.基礎數學
8.3D 繪圖
進階網頁設計
4.程式設計概論
9.電子裝置維修實務
5.電腦繪圖概論
10.電信技術證照輔導 I
6.邏輯設計
11.電信技術證照輔導 II
7.電腦網路與通訊原理 12.多媒體視覺設計
科系或專長類科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1. 系所提供工讀媒合，並依勞基法規範之時薪制方式支薪。學期期間最高可
安排每週20小時的工讀，寒暑假期間則不受此限。
2. 楠梓科技產業園區鄰近本校，可協助媒合學員於學期或寒暑假期間工讀：
(1)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811高雄市楠梓區新開發路12號
合作方式：學期或寒暑假期間工讀
薪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時薪支應。
(2)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811高雄市楠梓區中三街9號
合作方式：學期或寒暑假期間工讀
薪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時薪支應。
畢業後適任工作
一、半導體工程師
二、電信技術工程師
三、網頁設計工程師
四、程式設計工程師
五、電信工程相關工作與創業
六、手機與電腦維修相關工作與創業
七、電子商務相關設計工作與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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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勵學員結業後繼續就讀本校春季班，若選擇四技日間部電腦與通訊系，
所得之推廣教育學分證明，可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最高可抵修學分
為畢業應修學分數的二分之一(64學分)，並得以編級從三年級開始就讀。至
可深造
少修業兩年並修滿規定畢業學分128學分，即符合畢業條件，頒發學士學位
證書。
2.學員取得大學畢業證書後欲留臺工作，依既有實習合作廠商進行就業媒合
活動。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共計38,000元。
二、住宿費：4至6人房，每學期11,000元(6人房)、16,000元(4人房)，宿舍提
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
證金3,500元，期末離宿時退還），寒假不收費，暑假住宿費另計，以每
各項收費
周900元計算。
（單位以新臺幣計）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自費)。
五、其他：
1. 體育休閒設施籃、排、羽、桌球場、韻律教室、體適能教室。
2. 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1.校址：中華民國臺灣824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
2.電話：+886-7-615 8000轉1610
其他
3.網址：www.stu.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陳亞淯副組長Alice Chen (中、英文協助)、Line: yayuchen
What’s app: +88691079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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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可深造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學習輔助

建國科技大學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電子技術科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4104)建國電技
9.電子技術相關類科
臺灣具有領先全球的電子技術優勢，包括電子製造業核心能力和產業供應
鏈群聚，本班結合AI人工智慧，培養僑生具備專業技能，輔導學生取得相
關之證照，使其兼備升學及就業之紮實競爭力因應國際發展趨勢。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本班規劃華語文學習課程，強化僑生華語文能力，在語文學習的歷程中強
調人文精神、社會關懷以及國際觀。
一、一般科目
三、 實習課程
8.手機 app 程式設計與
1.應用中文(一)(二)
1.數位邏輯與實習
實習(一)(二)
2.科技英文(一)(二)
2.計算機概論
9.PHP 網站設計與實習
3.體育休閒(一)(二)
3.C 語言程式設計與實
(一)(二)
4.電子科技創意
習
10.遊戲程式設計與實
4.人工智慧應用與實習
習
二、 專業科目
5.電子實習(一) (二)
11.數位影像處理與實習
1.基本電路學
6.智慧生活設計與實習 12.太陽能發電導論與
2.基本電子學
7.微算機原理與應用實
實習
3.光電工程概論
習(一)(二)
13.LED 照明系統設計
14.專題製作(一)(二)
本班安排：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2.寒暑假工讀，無每周20小時上限。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僑生畢業後本校「學生發展中心」輔導至本校合作之上市企業就業。
畢業後適任工作：
App程式設計師、3C維修技術師、程式設計師、機器人工程師、電子工程
師、零組件工程師、電子工程助理、通訊軟體工程師、半導體工程師、光
電工程師、數位IC設計工程師。
1.海青班畢業後，申請校內大學部科系流程及學分抵免成績依標準。
2.可選擇本校海外合作學校交換與實習。
3.可選擇本校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就讀。
4.海青班畢業申請在臺就讀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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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2.校內：鼓勵學生參與證照考試合格者給予補助。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四學期共38,000元。
二、住宿費：六人房每間房間約7坪，每學期宿舍費9,500元(包含水電費及
網路費，冷氣電費及寒暑假住宿另計)。保證金2,000元，於最後一學期
住宿費中扣除保證金。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
各項收費
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500~2,000元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單位以新臺幣計） 四、各項考照費：實際課程考試並自付練習材料費，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
告為準，依個人決定是否報考。
1.丙級工業電子技術士 1,870 元
2.乙級數位電子技術士 2,430 元
五、其他：上課書籍、寢具用品、個人工具、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支出費
用為準。
1.校址：(彰化校區)50094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1號
2.電話：+886-4-7111111轉1727(劉雅菁老師)
3.網址：https://cia.ctu.edu.tw/p/412-1005-4800.php
4. 劉雅菁老師電子信箱：
cia@ctu.edu.tw
jing8201@ctu.edu.tw
其他
杜艷玄老師(越南)
abbydu@ctu.edu.tw
黃亮清老師(印尼)
friscaps@ctu.edu.tw
5.劉雅菁老師 LINE：lili8201
Wechat：yaya639450
6.傳真：+886-4-711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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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與動漫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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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數位媒體與網頁設計科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and Web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05(靜宜數媒)

科系或專長類科

7.數位媒體設計相關類科

本科旨在培育海外華裔子弟具備數位媒體應用、動態網頁設計及資訊系統整
合之能力。課程規劃以多媒體處理、電腦動畫設計、網站規劃與資料庫應用
為重點，並結合文創美學課程，達成培育專業設計人才之目標。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專案協助印尼、越南、菲律賓與泰國等地學生學習華語，相關說明由本校
制定。
一、一般科目
5.電腦繪圖(一)(二)
三、實習課程
1.英文(一)(二)
6.數位設計基礎
1.網頁前端程式設計實習
2.體育(一)(二)
7.行動電子商務
2.電腦繪圖實習(一)(二)
3.計算機概論(含實習) 8.動態網頁設計
3.動態網頁設計實習
4.歷史與文化
9. 數 位 影 片 製 作 4.數位影片製作實習
5.程式設計(含實習)
(一)(二)
(一)(二)
6.資訊生活與應用
10.行動應用軟體開發 5.行動應用軟體開發 實習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7.創意 APP 實作
11.遊戲設計
6.遊戲設計實習
實習科目）
二、專業科目
12.網站規劃與管理
7.網站規劃與管理實習
1.資訊管理導論
13.3D 電 腦 動 畫 8.3D 電腦動畫實習(一)(二)
2.網路行銷
(一)(二)
9.iOS APP 實務設計實習
3.基礎攝影
14.專題製作(一)(二)
10.結業成果展實習
4.網頁前端程式設計
15.資料庫管理
16.iOS APP 實務設計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17.結業成果展
重點說明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可深造

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則不
限。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畢業後適任工作：
（1）平面設計人員
（2）多媒體設計人員
（3）電腦繪圖人員
（4）網頁設計人員
（5）網站行銷企劃
（6）軟體設計師
（7）電腦專業教師
（8）自行創業
1.海青班畢業後可申請校內相關科系，
「數位媒體與網頁設計科」畢業學生申
本校「資訊管理學系」，學分抵免達 36 學分以上可提高編級至二年級，若
請非相關學系，所取得學分亦可申請辦理學分抵免，學分抵免依各學系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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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錄取本校大學或研究所後，可申請海外合作雙聯/三聯學位學校，或申請交
換 至 海 外 姊 妹 校 。 相 關 資 料 可 參 考 網 址
https://411.pu.edu.tw/p/426-1073-6.php?Lang=zh-tw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學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海青班畢業回流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可申請校內相關獎助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
2.住宿費：4 人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
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告
為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4.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各項收費
（1）ACA 國際證照考試(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
（單位以新臺幣計）
（2）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微軟 Office 國際認證。
（3）Microsoft HTML5證照。
（4）ICDL 多元認證。
5.其他：
（1）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4 學期共計 800 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2）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校址：（43301）臺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2.電話：+886-4-26328001轉19105。專線：+886-4-26329840
3.網址：https://dpcd.pu.edu.tw/
其他
4.數位諮詢窗口：江靖瑜 小姐 / jyjiang@pu.edu.tw 或 pu11300@pu.edu.tw；
Facebook：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靜宜大學海青班官方Line@ 帳號：
@397kan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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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科名
數位媒體設計科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Design
志願代碼校科縮寫
(4106)銘傳數媒
科系或專長類科
7.數位媒體設計相關類科
重點說明
爲因應電腦科技發展之進步及數位設計時的趨勢，特成立數位媒體設計科，
本科特以電腦網路設計、電腦動畫、電腦多媒體與數位影像設計等課程為主
要發展重點，以人文藝術為本，配合電腦科技及視聽音樂之結合，達到培育
新一代專業設計人才
學華語
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校內每學期免費開設華語加強班課程，同學繳交押金全程參與課程後退還押
金。
一、一般科目
二、專業課程：(含實際操 三、實習課程：
1.應用英文(一)
作)
1.Word PPT-資訊科技：
2.應用英文(二)
1.設計素描(一)(二)
辦公室應用
3.應用英文(三)
2.色彩原理與應(一)(二) 2.Illustrator-電腦繪圖(一)
4.應用英文(四)
3.電腦字學與編排
3.Photoshop-電腦繪圖(二)
5.應用華文(一)
4.電腦繪圖(一)(二)
4.In Design-電腦繪圖(三)
6.應用華文(二)
5.電腦繪圖(三)(四)
5.Painter-電腦繪圖(四)
7.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6.數位音樂(一)(二)
6.Dream weaver-網路媒體
8.體育(壹)
7.基本設計(一)(二)
設計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9.體育(貳)
8.透視表現法
7.Cakewalk-數位音樂
實習科目）
10.體育(參)
9.基礎動畫(一)(二)
(一)(二)
11.體育(肆)
10.多媒體音效製(一)(二) 8.Maya-3D電腦動畫
12.班會
11.基礎多媒體設(一)(二)
(一)(二)
12.角色造形設計(一)(二) 9.Premiere Pro-數位影片
13.3D電腦動畫(一)(二)
製作(一)
14.網路媒體設計(一)(二) 10.After Effects-數位影片
15.數位影片製作(一)(二)
製作(二)
16.畢業專題(一)(二)
11. Animate CC-基礎動畫
(一)(二)
可合法工讀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2.寒暑假期間則無時間限制。
輔導就業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助媒.
與創業(畢業後適任
合就業。
工作)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可深造

一、2D、3D動畫影片
六、電腦遊戲設計
十一、多媒體視覺設計
二、MTV動畫製作
七、網路遊戲設計
十二、多媒體設計與企
三、DV影片製作
八、網頁設計
劃
四、網路電影
九、多媒體電子書製作
五、角色造型設計
十、光碟設計與製作
1.校內申請大學部科系流程及學分抵免成績標準
2.海外學校學分抵免。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疫情期間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
證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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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獎 學 金 與 完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善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每
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實習材料費共計約38,000元。
二、住宿費(桃園校區)：2人房，每學期15,000元(含寒暑假，含網路、水費)，
4學期共計約60,000元，電費及冷氣費另計。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2,000
元，離宿時退還。宿舍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明成街19號。
各項收費
三、健康檢查費約550 ~1,200元 (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單位以新臺幣計）
四、考照費：ACA國際證照(Photoshop、Illustrator、Dreamweaver…等)考照
費每種約2,500元，依個人需求報考。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畢業製作費用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
費為準。
一、校址：(桃園校區)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 5 號
二、電話：886-2-28824564轉2411/ 2402
三、數位諮詢窗口：莊小姐(中/英文)
其他
四、網址：http://www.dmd.mcu.edu.tw/SEA/index.html
五、電子信箱或其他通訊方式：oyvts@mail.mcu.edu.tw
六、Facebook粉絲頁：銘傳海青一家親https://www.facebook.com/oyvtsofmcu

23

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100字內)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動漫遊戲設計科
Training in Anime and Game Design
(4107)大葉動漫
2.資訊網路相關類科、7.數位媒體設計相關類科
本班宗旨在提升數位動漫遊戲產業設計人員相關專業知識、技能及就業能
力。課程著重專業知識建立與實務能力訓練。課程內容包含通識教育課程、
專業基礎課程、技術養成課程、實務實習課程和證照訓練輔導。透過辦理相
關企業參訪、實習與實務講座討論課程，以增進學員實務經驗，提升就業能
力。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針對華語能力較弱之學生，本校華語教學中心每位華語教師均提供每週2-4
小時的諮詢輔導時間，讓學生採預約或現場到華語學習輔導中心進行一對
一輔導。學生也可視程度或需求選擇對應的短期華語課程修讀。
一、通識教育課程
三、技術養成課程
7.專題製作(一)
1.語言與應用
1.電腦動畫(一)
8.專題製作(二)
2.英文聽力與口語
2.電腦動畫(二)
五、證照訓練與輔導
3.英文閱讀與寫作
3.聲音設計與剪輯
1.Photoshop證照
4.全球化與國際觀講 4.基礎遊戲製作
2.3DS Max證照
座
5.遊戲程式設計
3.Maya證照
二、專業基礎課程
6.插畫繪本設計
4.Unity 3D遊戲證照
1.設計素描
7.版面編排設計
5.Dreamweaver證照
2.色彩學
8.網頁設計與應用
*證照訓練與輔導是融合
3.造形基礎
9.分鏡腳本設計
在專業基礎、技術養成及
4.多媒體導論
四、實務實習課程
實務實習相關課程授課
5.遊戲設計導論
1.2D動畫
過程之中
6.數位影像處理
2.3D動畫製作
7.電腦繪圖
3.遊戲美術設計
8.動畫原理與應用
4.動態網頁設計
9.腳本企劃
5.擴增實境設計
10.手繪動漫人體
6.文創立體創作
11.數位行銷
1.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則
不限。
2.寒暑假期間，媒合至本校具產學合作關係之企業，如艾斯倍特數位創新股
份有限公司、創點數位概念股份有限公司、釩泰研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及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求職管道: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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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1.平面設計師
6.電腦動畫設計師
11.多媒體專案設計師
2.廣告設計師
7.電腦遊戲設計師
12.網站設計企劃人員
3.美術編輯設計師
8.動漫設計師
13.電腦動畫設計企劃
人員
4.電腦繪圖設計師
9.插畫繪本設計師
14.電腦遊戲設計企劃
人員
5.網頁設計師
10.數位學習設計師
15.多媒體設計企劃人員
1.本校回流海青學生在海青班修讀之80學分提升編級至大學部後已認抵學分
數為64學分。
可深造
2.一系一雙聯，提供專業學習與國際接軌，取得國際名校雙學位。
3.海青班畢業可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並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學習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大葉大學提供下列獎助學金：
(1) 凡符合報名海青班之華裔青年以本校為第一志願申請並就讀者，每人最
高可獲新臺幣二萬元獎學金。
(2)本校應屆結業之海青班學生於結業後三個月內申請入學者，獎助學金依
照海青班成績排名作為核發標準，班排名前五名者核發第二級獎助學
金，其餘核發第三級獎助學金。
(3)本校企業實習合作廠商提供獎助學金或相關助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 元，4學期共計 52,000 元整。
2.住宿費：視實際學校安排宿舍房型收費，每學期約新臺幣 10,000 ~ 13,000
元。冷氣電費按電錶計費。【住宿時需預收冷氣電費2,000 元/年，學年結
各項收費
束離宿時多退少補】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依學校規定。
（單位以新臺幣計）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4.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簡稱為ACA）國際認證-Photoshop及「Dreamweaver」、「3DS Max國際
認證」、「Maya國際認證」及「Unity遊戲製作認證」等相關專業技能證照。
1.校址：515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2.電話：+886 48511888 轉1762
3.網址：
大葉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http://fa.dyu.edu.tw/
其他
大葉大學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http://mdc.dyu.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
林羿妙組長(中文)Line ID: 0937255157
楊婷茹(英文) Line ID: 0983726
黃林桃(越南文) Line ID: d0126505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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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動漫與遊戲設計製作科
Department of Animation & Game Design and Productio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08)龍華動漫

科系或專長類科

7.數位媒體設計相關類科

重點說明

多媒體內容的設計與製作為本課程核心基礎，目的在讓學生了解目前文化創
意產業、數位內容發展趨勢，掌握產業者的需求。並配合數位內容技術，教
導學生以新技術或新服務方式開創新的應用市場。

學華語

針對中文較弱的同學，本校華語中心將安排入境前線上先修中文課程，或於
在學期間加開中文補強課程提供學生補強課程。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一、通識課程
1.應用英文
2.應用華文
3.體育 一 二
二、專業實作課程
1. C/C++ 程式設計
2. 遊戲企劃
3. 遊戲設計賞析
4. 遊戲引擎應用
5. 基礎素描
6. 向量繪圖
7. 數位影像處理

可合法工讀

8. 數位音樂
9. 數位攝影
10. 2D 遊戲引擎
11.基礎漫畫製作
12. 3D 建模
13. 數位影音剪輯實務
14. 遊戲引擎應用實務
15. 3D 動畫腳本設計
16. 3D 數位場景設計
17. 虛擬實境
18. 多媒體與網頁設計

19. 電腦動畫視覺特效
20. 3D 動畫實務
21. 數位遊戲角色設計
22. Unreal引擎內容開發
23.行動遊戲設計初階
24.行動遊戲設計進階
三、整合性實作課程
1. 數位情境模擬導覽製
作
2. 多媒體整合實務
3. 社交網頁遊戲實務
4. 專題製作 一 二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2.寒暑假期間。

本校多媒體遊戲發展科學系定期將安排實習及工作媒合，也會邀請海青班
同學一同參與
畢業後適任工作
一、程式設計師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二、遊戲企劃
業後適任工作)
三、3D 美術設計師
四、企劃專員師
五、動畫師
六、美術設計師

可深造

本校海青班畢業學生申請進入本校大學部就讀後，可依本校【外國學生科目
學分抵免辦法】提出抵免學分申請，並依所抵免的學分提高編制。（至多抵
免60學分）
1. 抵免32~45學分，提高至二年級上學期
2. 抵免46~58學分，提高至二年級下學期
3. 抵免59~72學分，提高至三年級上學期
26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學習輔助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龍華科技大學獎學金:
海青班畢業升讀本校大學部，若於海青班成績表現優異，入學的第一學期可
依本校【外國學生暨僑生就學獎助學金辦法】給予獎助學金補助。
1. 海青班四學期班上排名前5%，第一學期學雜費全免。
2. 海青班四學期班上排名前10%，第一學期學雜費半免。
3. 海青班四學期班上排名前20%，第一學期免四分之一學雜費。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 4學期共計 38,000 元。
二、住宿費：(寒暑假住宿另行付費 )
男宿：3人房，每學期 11,500元 (以 18 週計算 )。
女宿：3人房，每學期 11,500元 ~15,025元 (依房型不同而定，以 18 週計
算 )。
※宿舍費包含冷氣電費預收2,000元，依實際使用多退少補。
新男女宿： 4人房，每學期 15,700元 (以 18 週計算 )。
三、健保費、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
額為準。
健康檢查費: 約 1,300 元 ~2,000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金額計收，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報考。
例如：ACP國際證照：3,000元。
五、雜費: 每學期2,400元。
制服費：3,780元 （僅第一學期）。
一、校址：3330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
二、電話：+886 2 8209 3211 轉 2509 曾澤威專員

其他

三、網址：www.lhu.edu.tw 電子信箱 : he277@mail.lhu.edu.tw
四、數位咨詢窗口
姓名：曾澤威
電話：+886 2 8209 3211 #2509
聯絡方式： Line ID: chanzw0428
語文協助：中文，英文，馬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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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工業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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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電子商務科
Department of E-commerc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09)崑山電商

2.資訊網路相關類科
4.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相關類科
本校海青班「電子商務科」成立宗旨為培養學生多媒體網頁開發與網路行銷
能力，提供企業消費偏好資訊及配合網站通路達到行銷與交易目的，學成後
重點說明
可以發展資訊網路、網路行銷、電子商務等事業，使學生具備未來銜接至企
業間學習的基礎技術。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海青班開設之華語課程，針對學生程度因材施教；而華語程度不佳的學生，
教師將個別指導與加強。且透過華語文中心安排，積極鼓勵學生參加每週
學華語
兩次之多元分級華語文能力輔導課程，以提升其華語能力。
3.每學期安排華語小老師，進行一對一課後華語輔導，藉以提高學生學習華
語的興趣與能力
一、一般科目
三、多媒體網頁設計與 五、整合課程：
1.華語
開發課程：
1.電腦系統維修實務
2.資訊倫理與智慧財產 1.數位攝影與影像編
2.創業與經營管理
權
輯
3.實習與製作(I)3.通識(一)(二)
2.電子書製作
動態網頁設計
4.體育(一)~(四)
(製作個人風格電子
4.實習與製作(I)二、基礎科目
書)
網路行銷實務
1.電腦網路概論
3.全景導覽設計
5.實習與製作(II)2.基礎程式設計
(google 街景導覽設
響應式網頁設計
3.網頁設計
計)
6.實習與製作(II)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4.資料庫管理系統
4.數位影片編輯
跨境電商實務
實習科目）
5.企劃書製作與簡報
5.網站規劃與管理
7.企業實習(選修)6.商業資料分析
四、電子商務與網路行
開設於第四學期
7.Windows 作業系統
銷課程：
輔導考取相關證照
8.系統分析與設計
1.市場調查與分析
1.Google Analytics 網站
2.網路行銷與企劃
流量分析認證
3.顧客關係管理
2.Google Ads 廣告認證
4.大數據分析
3.網路與社群行銷管理師
4.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
5.勞委會硬體裝修丙級
6.勞委會軟體應用丙級
 本校針對海青班學生協助媒合環境安全及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廠商，提
供學生工讀之機會，以減輕經濟壓力負擔。
上課期間(每週20小時的工讀)
寒暑假期間媒合實習
 合作廠商（支薪方式勞基法標準時薪）
可合法工讀
萬國股份有限公司（701 東區勝利路 69 號）
隆廷實業有限公司（74546 臺南市安定區安加里安定工業區 258-9 號）
龍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 818 號）
得禎興業有限公司（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 588 號）
笙榮紙業股份有限公司（724 臺南市七股區樹林里樹林 65-18 號）
科系或專長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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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通國際開發有限公司（704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 833 巷 12 號）
廈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717 臺南市仁德區田厝二街 172 號）
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811 高雄市楠梓區新開發路 12 號）
輔導就業與創業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畢業後適任工作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一、程式設計師
業後適任工作)
二、行銷企劃人員
三、網站開發人員
四、網路行銷人員
五、網頁設計人員
六、廣告文案企劃人員
報到註冊及抵免學分獲得入學許可後，辦理簽證至崑山科技大學報到。並於
註冊入學起一週內至註冊組領取抵免學分申請表，填妥資料同時檢具崑山科
技大學所發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分證明正本，依抵免學分申請表內通識
教育課程及專業科目之順序依序至各負責學分抵免單位辦理抵免完成學分
抵免手續。其提高編級的規定如下：
可深造
1.抵免學分總數達三十六學分（含）以上者，得提高編級為二年級。
2.抵免學分總數達五十八學分（含）以上者，得提高編級為三年級。
完成上述程序後即可順利於崑山科技大學大學部二或三年級繼續就讀學士
課程。
本校海外合作雙聯學位英國公立密德薩斯大學。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共計38,000元整。
二、住宿費(含寒暑假)：每學期約11,900元至21,132元，4學期共計47,600元
至84,528元(2至4人房，依實際入住房型計價。含宿舍網路費、水費及基
本電費，用電超過基本度數後，則須另繳超過度數之電費)。入住時須
另繳宿舍保證金3,000元，結業離宿時退回。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依
學校公告辦理。
各項收費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單位以新臺幣計）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考照費用計收，學生依個人需求決定是否報考
1.網路與社群行銷管理師1,200元
2.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1,200元
3.勞委會硬體裝修丙級1,500元
4.勞委會軟體應用丙級950元
五、其他：
1.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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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本校備有多項免費體育休閒設施(如籃球場、羽球場…等)，使用游泳池及
健身房者須依當學期收費標準另行付費。
3.因疫情影響，所有入境人員均應檢疫14天。本校為減輕同學負擔，將提供
防疫補助10,500元（集中檢疫所費用約一天1500元）。
一、校址：中華民國 臺灣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
二、電話：+886-6-2727175 ext. 259
三、網址：https://web.ksu.edu.tw/DTMAIMD/page/53441
四、承辦人：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馮馨儀書記
WECHAT：fengyo5987
電子信箱 oiaf@mail.ksu.edu.tw
LINE：khiconbonmat(越南文)
LINE：ferdyglenys(印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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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商業智慧與大數據分析科
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e Analysis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10)明新大數據分析

科系或專長類科

1.資訊網路相關類科

本課程「商業智慧與大數據分析」主要涵蓋商業智慧相關軟體與應用，課程
包含辦公室軟體、人工智慧、程式設計、資料庫與大數據分析。規劃一系列
重點說明
大數據應用相關的實務課程，以培育具有商業智慧的專業技能，並輔導考取
專業證照，回到僑居地後，可與職場接軌，或自行創業的大數據專業人才。
一、僑委會：提供免費華語文遠距數位教學課程。
學華語
二、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可依學生華語文能力提供不同層度之華語文課程。
三、實習科目
11. JAVA 程式設計
一、一般科目
1. 英文：(一) (二)
1. 程式設計實習
12. 資料庫理論與設計
2. 中文閱讀與表達
2. 文書處理入門
13. 商用套裝軟體
(一)(二)
3. 試算表入門
14. 視覺化資料分析
3. 體育(一)(二)
4. 簡報入門
15. 網頁程式設計
5. 資料分析與試算表
16. 試算表與 VBA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二、專業科目
6.
網際網路實務
17. 資訊管理與大數據分
實習科目）
1. 管理學
7. 計算機概論與實務
析
2. 程式設計概論
8. 程式設計
18. 電腦網路
3. 統計學
9. 商業資料分析與會計
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4. 人工智慧概論
10.
視窗作業系統管理與
20. 實務專題
5. 專業倫理
安全實務

可合法工讀

一、學生可自行尋找或由學校協助安排合法工讀機會(時數限制：上課期間20
小時/週、寒暑假期間40小時/週)。
二、預計安排合法工讀廠商如下：智邦科技、金士頓、欣銓科技、矽創電子、
捷創、彤果等。以上廠商情況需依實際情況為準。

一、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協助媒合就業。
二、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一、資訊應用程式開發 四、人工智慧應用工程師 八、系統分析師
工程師
五、網頁設計師
九、程式設計師
業後適任工作)
二、軟體(測試)工程師 六、知識工程師/管理師
十、電子商務程式設計師/
三、資料分析師
七、資料庫設計師/管理師
管理師

可深造

一、申請本校大學部者：各科系皆可接收以海青班成績進行學分抵免，並依
情況提高編級。
二、有意至海外姊妹校研修者：可持成績單向海外姊妹校申請抵免學分。姊
妹校名單：https://reurl.cc/YOe1DL
三、一貫學碩士學位：可於大學期間同時研修碩士課程，並有機會一年取得
碩士學位。
以上第一、二點之抵修作業原則、抵免學分限制或提高編級程度，皆需依當
時規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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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計52,000元整。
二、住宿費：2~4人房，每學期9,050~12,800元，免費網路。 (住宿房型若有
調整，則依當期實際情況收費)(需繳交保證金2,000元，離宿時退還)。寒
暑假住宿、水電費、冷氣電費另計。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新生健康檢查費：依實際金額為準。
四、各項考照費：(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並自付考照費，學生可決定是否報考)
1.證照一：TQC Word ，約600元。
各項收費
2.證照二：TQC Excel，約600元。
（單位以新臺幣計）
3.證照三：TQC PowerPoint ，約600元。
4.證照四：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約1,000元。
5.證照五：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約2,000元
6.證照六：TQC+基礎程式語言 Python，約1,500元。
7.證照七：經濟部巨量資料分析師，約1200元。
五、其他：上課書籍、個人用品、游泳池、保齡球館、健身中心等，須另外
付費。
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一、校址：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二、電話：+886-3-559-3412
三、網址：http://www.im.must.edu.tw
四、數位諮詢窗口：
1.承辦人：莊杰茹小姐，可提供的語文協助：中文。
(1)電話：03-5593142#3433
(2)信箱：ruby@must.edu.tw
2.升學、獎學金：陳家凱先生，可提供的語文協助：中文、越文。
其他
(1)電話：03-5593142#2145
(2)信箱：kai.chen@must.edu.tw
(3)Line ID：Jk0827
3.實習與工作：賴彥如老師，可提供的語文協助：中文。
(1)電話：03-5593142#3431~3433
(2)信箱：yenru@must.edu.tw
(3)Line ID：yrl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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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多元方案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工業管理科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海青班多元方案-學程1年)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11)中華工管

科系或專長類科

1.工廠管理相關類科

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工業生產的種類、製程、型態等日趨複雜，再加上
全球化的競爭，對工業工程師的需求越來越大。在工業界擔任主管或經理人
重點說明
並統領各類工程師團隊的工業工程師出身的佔了三成多，尤其新竹科學園區
先進製程對此人才需求更殷。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中華大學華語中心將針對東南亞學生華語程度開設華語課程。通曉華語者，
學華語
開設以通過華語文測驗為目標的華語課。其餘則另外開設以生活華語
為目標的華語課程。
一、普通科目
二、專業科目
三、實習科目
1.實用華語
1.人工智慧導論與實作 1.工廠實習課
2.認識臺灣
2.統計學導論與實作 2.品質管制實務與實作(一)
3.職場倫理
3.品質管制實務與實作(二)
4.自動化應用與實作(一)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5.自動化應用與實作(二)
實習科目）
6.商管軟體應用與實作(一)
7.商管軟體應用與實作(二)
8.CAD/CAM實作
9.程式設計 Python
1.已與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提供學生學期間工讀(160 元以上/小時)與
暑期月薪工讀機會，滿足在臺生活開銷與住宿花費，以達自給自足基本需
可合法工讀
求。)
2.寒暑假期，本校亦協助安排工讀。海青訓練期間也將安排實習，實習期間
廠商將提供實習津貼，落實做中學。
1.就業輔導整合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業外，並媒合學校合作業者，結合課程安排與工讀機
會，搶先熟悉與認識業主。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3.畢業後適任工作如下:
業後適任工作)
一、 工業工程師
三、品質管理技術師 五、廠務工程師
二、 生產與作業管理技 四、AutoCAD 繪圖師
術師

可深造

1.校內直升工業管理學系學分抵免，可直接銜接大二課程，三年後取得學士
學位。
2.海外結盟學校學分抵免。
3.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取得雙學位。本校有與英國桑德蘭大學、西英格蘭大
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簽訂雙學位學程，提供海青畢業生多樣深造管道。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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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學習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學習輔導以科主任及每班一名導師進行學業與生活輔導，由導師安排班級
活動與社群關懷，並與授課教師連結掌握學習狀況，維護學生學習安心與
生活安全之目標。
1.每學期約 5,000 元，2 學期共計約10,000 元(依實際金額為準)。
2.男生宿舍每學期 11,400 元(約為五坪，五人共宿，使用公共衛浴)；女生宿舍
每學期 11,500 元(約為五坪，五人共宿，含衛浴)。費用含寒暑假期間、水
電費、網路費。
各項收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金額為準。
（單位以新臺幣計） 4.其他：
(1)個人寢具: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設施。

其他

1.校址：30012 臺灣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 707 號
2.電話：+886-3-518-6338
3.網址：http://international.chu.edu.tw/index_welcome.php
4.數位諮詢窗口:E-mail:international@g.chu.edu.tw
聯絡人: 黃婕老師(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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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高科技培訓基地招生簡章
龍華科技大學

校名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智慧製造應用與機器深度學習培訓班

科名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pplication and Machine Deep Learning Training Course

(高科技培訓基地-學程3個月)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12)龍華智慧製造

科系或專長類科

10.電子技術相關類科

重點說明

本計畫為短期培訓班，以3個月為期限，每周課程規劃為3天進行專業課程培
訓(共182小時)，另外2天則是校內或校外實習。由基礎課程開始，並提供實
習，逐步建構學員整體概念，以因應智慧製造應用與機器深度學習產業發展
趨勢與人才需要，培育學員養成工作專業職能，結訓後能順利返回居住地協
助臺商企業發展或投入相關就業市場，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針對中文較弱的同學，本校華語中心將安排入境前線上先修中文課程，或於
在學期間加開中文補強課程提供學生補強課程。
一、智慧製造應用
物聯網實務
1. 物聯網概論
2. 感測元件與應用
3. 物聯網平台及應用
4. 可程式控制器及應
用
5. 人機介面及應用
二、製造整合技術實習
1.
2.
3.
4.
5.

可合法工讀

物聯網平台開發環
境實習
機台類比感測器參
數擷取
機台致動器控制
遙控自動化生產
生產履歷追蹤

三、工廠自動化設計與
實作
1.
2.
3.
4.
5.
6.

工廠自動化設計平
台與 PLC 整合
形狀判別與傳送
顏色辨別與姿勢調
整
姿勢判別與換向
材質分揀與加工
重量判別與整列

四、機器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應用與實作
1.

Python/TensorFlow
操作
2. 類神經網路實作與
應用
3. 深度神經網路實作
與應用
4. DNN 創新與實作
5. 深度捲積神經網路
實與應用
五、大數據智慧製造應
用
1. 大數據於智慧製造
的特色與成果
2. 製造巨量資料分析
3. 數位製造模擬
4. 智慧排程網實整合
5. 資安防禦技術

本班為短期培訓專班，不適用本條辦法。

畢業後適任工作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一、智慧製造工程師
業後適任工作)
二、自動化工程師
三、機器人工程師
可深造
本班為短期培訓專班，不適用本條辦法。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學習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僑務委員會提供每位學員12,000元學習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及雜費：每位學員自付額為新臺幣 2 萬 1,640 元(含實習材料
費 19,240 元及雜費 2,400 元)。期間為 111/4/08-111/7/08，共計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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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二、住宿費：(寒暑假住宿另行付費 )
男宿：3人房，每學期 11,500元 (以 18 週計算 )。
女宿：3人房，每學期 11,500元 ~15,025元 (依房型不同而定，以 18 週計
算 )。
※宿舍費包含冷氣電費預收2,000元，依實際使用多退少補。
新男女宿： 4人房，每學期 15,700元 (以 18 週計算 )。
三、健保費、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
額為準。健康檢查費: 約1,300 元 ~2,000 元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金額計收，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報考。

其他

一、校址：3330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
二、電話：+886 2 8209 3211轉 2004 秘書室 劉小姐
三、電子信箱：he270@gm.lhu.edu.tw
四、網址：www.lhu.edu.tw
五、數位咨詢窗口
姓名：曾澤威
電話：+886 2 8209 3211 #2509
電子信箱 : he277@mail.lhu.edu.tw
聯絡方式： Line ID: chanzw0428
語文協助：中文，英文，馬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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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先進技術

38

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崑山科技大學
Kun Shan University
汽機車零組件工廠實務科
Department of Automobile Parts and Modules Workshop Practices Divisio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13)崑山汽車

1.工廠管理相關類科
11.汽車修護與機械相關類科
本課程「汽機車零組件工廠實務科」著重在汽機車業零組件的2D、3D 圖面
設計、CAD/CAM 、CNC 加工、PLC 程式設計等。以培育具有汽機車零組
重點說明
件製造與裝配基礎、車用零組件電腦輔助設計繪圖與 CNC 加工製造技術專
業人才。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海青班開設之華語課程，針對學生程度因材施教；而華語程度不佳的學
生，教師將個別指導與加強。且透過華語文中心安排，積極鼓勵學生參加
學華語
每週兩次之多元分級華語文能力輔導課程，以提升其華語能力。
3.每學期安排華語小老師，進行一對一課後華語輔導，藉以提高學生學習華
語的興趣與能力
一、一般科目
1.計算機程式設計
13.車輛原理及實習
1.華語 (一)(二)
2.圖學
14.創意思考與方法
2.通識(一)(二)
3.2D電腦繪圖實習
15.工業產品設計
4.3D電腦繪圖實習(一)
16.PLC原理及實習
二、專業基礎課程
5.3D電腦繪圖實習(二)
17.智慧製造生產管理
1.機械工程概論
6.機械加工實習(一)
實務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2.機械製造
7.機械加工實習(二)
18.精密軸承實務
實習科目）
3.工程材料學
8.CAD/CAM(一)
19.模具開發實務
4.數值控制機械
9.CAD/CAM(二)
20.氣液壓技術及實習
5.車輛工程概論
10.CNC加工實習(一)
輔導考取相關證照
6.品質管制
11.CNC 加工實習(二)
1.升降機丙級
12.電子學及實習
2.CNC加工丙級
三、專業實習課程:
＊本校針對海青班學生協助媒合環境安全及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廠商，提供
學生工讀之機會，以減輕經濟壓力負擔。
上課期間(每週20小時的工讀)
寒暑假期間媒合實習
可合法工讀
※合作廠商（支薪方式勞基法標準時薪）
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711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 355 號）
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709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二段 98 號）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710 臺南市永康區仁愛街 398 號）
KRICO 金華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829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二段 39 號）
輔導就業與創業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畢業後適任工作
業後適任工作)
一、機械繪圖人員
二、機械設計人員
三、車用零件開發人員
四、CNC 加工技術人員
科系或專長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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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汽車相關產業人員
六、PLC 程式設計人員
 報到註冊及抵免學分獲得入學許可後，辦理簽證至崑山科技大學報到。
並於註冊入學起一週內至註冊組領取抵免學分申請表，填妥資料同時檢
具崑山科技大學所發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分證明正本，依抵免學分
申請表內通識教育課程及專業科目之順序依序至各負責學分抵免單位
辦理抵免完成學分抵免手續。其提高編級的規定如下：
可深造
1.抵免學分總數達三十六學分（含）以上者，得提高編級為二年級。
2.抵免學分總數達五十八學分（含）以上者，得提高編級為三年級。
 完成上述程序後即可順利於崑山科技大學大學部二或三年級繼續就讀
學士課程。
 本校海外合作雙聯學位英國公立密德薩斯大學。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計52,000元整。
二、住宿費(含寒暑假)：每學期約11,900元至21,132元，4學期共計47,600元
至84,528元(2至4人房，依實際入住房型計價。含宿舍網路費、水費及
基本電費，用電超過基本度數後，則須另繳超過度數之電費)。入住時
須另繳宿舍保證金3,000元，結業離宿時退回。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
用依學校公告辦理。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
準。
各項收費
四、各項考照費：依實際考照費用計收，學生依個人需求決定是否報考。
（單位以新臺幣計） 1. CNC 銑床乙級3790元
2. CNC 車床乙級4340元
3.升降機丙級2,100元
五、其他：
1.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準。
2.本校備有多項免費體育休閒設施(如籃球場、羽球場…等)，使用游泳池及
健身房者須依當學期收費標準另行付費。
3.因疫情影響，所有入境人員均應檢疫14天。本校為減輕同學負擔，將提供
防疫補助10,500元（集中檢疫所費用約一天1,500元）。
一、校址：中華民國 臺灣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
二、電話：+886-6-2727175 ext. 259
三、網址：https://web.ksu.edu.tw/DTMAIMD/page/53441
四、承辦人：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馮馨儀書記
其他
WECHAT：fengyo5987
電子信箱：oiaf@mail.ksu.edu.tw
LINE：khiconbonmat(越南文)
LINE：ferdyglenys(印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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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車輛修護技術科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14)東南車輛

11.汽車修護與機械相關類科
本校為落實永續發展、積極培育技職人才，並致力推廣於海外華人技職教育
之交流傳承與滿足社會需求，積極推動國際化交流。本校機械工程系為因
應時代脈動及社會演進潮流，以機械與車輛主軸作為推廣於海外華人技職
教育之交流。
本次申辦海青班二年學制「車輛修護技術科」，將加強培育符合產業界的基
重點說明
礎技職人才，發展方向與課程規劃是以『車輛維修技術』、『車輛服務與銷
售技術』、『車輛零組件製造技術』做爲教學與研究重點。本科發展計畫為
培育學生具備車輛維修、車輛服務與銷售技術、車輛零組件製造等知識，
能夠從事車輛工程、設計開發、車輛服務與銷售與管理等相關工作，培育
車輛相關領域所需之人才。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内開設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一、共同科目
三、專業實習科目
10.汽車板金學及實
1. 國文
1. 電腦輔助繪圖 I
習
2. 英文
2. 電腦輔助繪圖 II
11.汽車儀器工具
3. 微積分
3. 車輛零件製造
12.自動變速箱原理
4. 通識課程Ⅰ
4. 先進車輛技術
與檢修
學技術-訓練課程 5. 通識課程Ⅱ
5. 底盤工程
13. 電腦軟體應用
（含實習科目）
二、專業科目
6. 氣液壓學及實
14. 物料管理及實習
1. 工程力學
7. 車輛感器原理及
15. 專業實務實習 I
2. 材料力學
實習
16. 專業實務實習 II
3. 機構學
8. 車輛實務專題
17. 汽車材料試驗
4. 熱力學
9. 車輛電子學及實
18. 車輛行銷及實習
習
19. 車輛綜合檢測
1. 學期間提供工讀之廠商：TAIWAN FRUCTOSE (M) SDN BHD、藝家協
會（一週工讀 20 小時，每小時支薪新臺幣 160 元以上）。
可合法工讀
2. 寒暑假期間提供工讀之廠商：TAIWAN FRUCTOSE (M) SDN BHD、藝
家協會（每小時支薪新臺幣 160 元以上）
，本校亦會協助安排工讀機會。
1. 車輛維修技師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2. 車輛服務專員
業後適任工作)
3. 車輛銷售專員
4. 車輛零件製造工程師
可深造
校內直升機械工程系車輛組，學分抵免。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學習輔助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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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其他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每
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1. 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雜費：2,400 元，四學期共計約 47,600 元。
2. 課外活動費：每學期 425 元，四學期共計 1,700 元。
3. 制服費：全期 3,480 元。
4. 住宿費：四人房，每學期 10,725 元(含水電、網路)，四學期共計 42,900
元，冷氣費以實際使用費用另計。寒、暑假期間宿舍費用以週次計算。
5. 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
際費用收取。
6. 各項考照費：依考照主辦單位公告為準，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7. 其他：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
為準。
1. 校址：臺灣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2. 電話：+886-2-86625948
3. 網址：http://www.tnu.edu.tw/
4. 承辦人：丘志佳老師
Line
：qzj859386654
WeChat：LL859386654
5. 電子信箱：1100601@mail.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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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可深造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學習輔助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車輛修護技術科
Department of Vehicl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Technology Program
(4115)南開車輛
11.汽車修護與機械相關類科
由於海外地區對車輛維修專業人才之需求極為殷切，將車輛產業列為重點產
業，為協助海外青年培養汽車修護專業知識與實用技能，促進當地車輛服務
技術產業發展，特辦理海外青年車輛修護技術科。
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一、一般課程
4. 車輛工程原理
5. 噴射引擎檢修實務
1. 中國文學欣賞
5. 汽車感測器原理
6. 遠端暨電腦診斷系統
2. 英文
6. 汽車底盤原理
實習
3. 綠色節能概論
7. 引擎廢氣控制
7. 汽車綜合技術
4. 資訊應用
8.汽車經營管理學
8. 車輛數位邏輯控制
5. 顧客服務關係
三、實習課程
9. 車輛微處理機實習
二、專業課程
1. 汽車引擎技術
10. 柴油引擎檢修實習
1. 汽車引擎原理
2. 汽車電系技術
11. 自動變速箱實務
2. 基礎應用電學
3. 汽車底盤技術
12. 汽車快速保養實習
3. 汽車電系原理
4. 汽車綜合技術
13. 汽車美容實習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之工讀時數。
2.寒暑假期間合法工讀。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本專班畢業後可媒合擔任下列職務工作
(1)汽車引擎修護助理技師
(2)汽車電系維修助理技師
(3)汽車底盤維修助理技師
(4)汽車空調修護助理技師
(5)汽車檢驗助理技師
(6)汽車行銷專員
(7)汽車材料管理專員
(8)汽車美容助理工程師
(9)汽車製造助理工程師
(10)車輛製程規劃助理工程師
(11)車輛測試助理工程師
1. 海青班畢業後，已修習之及格課程之學分數，可抵免校內直升或相關系相
同或類似課程之學分數。
2. 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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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共計38,000元整。
2.住宿費：每學期11,500元，4人房含水電費及網路費，冷氣電費按電錶計費，
入宿繳交房卡費用550元，退宿時退還。寒、暑假住宿費另計。（須註明房
間大小、每學期住宿費、是否含寒暑假、水電費、冷氣費、網路、保證金
及其他注意事項，均須敘明）
各項收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以實際支付金額為準(學生自
（單位以新臺幣計）
付) 。
4.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及勞動部公告為準。
5.其他：
(1)制服費3,480元(僅於第一學期繳交，核實報支，多餘款項退還學生)。
(2)購買個人器具、寢具，依實際花費為準。
1.校址：5424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2.電話：+886(49)2563489#1591/1595
其他
3.網址：www.nkut.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承辦人：簡名俞小姐(WeChat ID：mingyuer1015)，電子信
箱： yu@nk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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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農業科技

45

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自動化農業科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utomation
(4116)屏科自動農業

8.農漁業相關類科
本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設立之目的為協助農業相關產業升級，特別開設於自
動化農業、農業技術智慧化、農場管理與機械維護等機械維修，所需之人才
的訓練與實作相關課程，除沿續原先並積極建立以技術與應用為導向之人才
重點說明
培育的環境。
學生畢業後可從事任何有關農場生產及自動化的工作或創業，並提供產業創
新及價值提升，提升自我價值並為社會國家貢獻一份心力。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語言中心提供華語收費課程，課程安排於平日夜間或寒暑假。
一、一般科目
13.資源循環技術
三、實習科目
1. 應用中文
14.農田水利與實習
1.工廠作業實習
2. 體育
15.灌溉排水原理
2.工程圖學實習
二、專業科目
16.智慧農業機械(1)
3.電工學實習
1.生物產業工程概論
17.數位控制原理
4.電腦繪圖實習
2.工廠作業
18.油氣壓學
5.電子學實習
3.水文學
19.感測元件原理應用
6.灌溉方法實習
4.程式語言與實習
20.智慧農業機械(2)
7.智慧農業機械實習(1)
學技術-訓練課程 5.工程圖學
21.微處理機原理
8.感測元件原理應用與
（含實習科目）
6.電工學
22.可程式控制
實習
7.應用生物學
23 圖形控制程式
9.油氣壓學實習
8.灌溉方法
24. 光學原理與應用
10.灌溉排水原理實習
9.影像處理原理與應用 25.資訊管理
11.智慧農業機械實習
10.電腦繪圖
26. 機構學
(2)
11.自動化控制
27. 專題實務
12.微處理機原理應用與
12.電子學
實習
13. 可程式控制與實習
14.圖形控制程式與實習
1.上課期間，校內外可每週 20 小時工讀
2.寒暑假期間可媒合實習:
．上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可合法工讀
．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谷林科技有限公司
．格園種苗
．啟發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輔導就業與創業:
1.馬來西亞屏科大校友會就業媒合。
2.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3.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業後適任工作)
4.提供回僑居國之工作機會:
．上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谷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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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深造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學習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其他

．格園種苗
．啟發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畢業後適任工作:
一、智慧農場技術員 二、機電整合技術員 三、自動控制技術員
四、農機維修技術員 五、機械製圖技術員 六、品質檢驗技術員
七、農業設備業務員 八、教師
九、自行創業
1.校內海青班升讀大學部學分抵免說明:
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
(學生修讀正課與實習同時開設之科目，正課與實習應全部及格，始得申
請抵免)
2. 具大學或同等學歷可報考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國內企業實習合作提供獎學金:
．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上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谷林科技有限公司：
．格園種苗
．啟發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學生表現優良時，得酌予提供獎助學金或相關助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計52,000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7,129元(含宿網費，寢具及冷氣費另計)、保證金500元(離
宿時退還)，寒、暑假住宿費另計。
三、團體保險費及新生健康檢查費：依學校規定收取。
四、其他：
1.體育館各項休閒設施(健身房、游泳池等)使用者另行付費，壘球場、
田徑場、排 球場、網球場、室內外籃球場、攀岩場、羽球場及桌球
場免費使用。
2.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校園內免費接駁公車、校園至市區公車每趟約50元。
4.校外參訪車資及保險費用另計。
1.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2.電話：+886-8-7703202 轉 6300
3.網址：www.npust.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國際事務處 古明瑾專任助理
WECHAT：forkid1986
電子信箱 ku0956@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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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農園生產暨精緻熱帶農業科
Department of Plant Industry and Sophisticated Tropical Agriculture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17)屏科精農

8.農漁業相關類科
本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設立之目的為協助華裔青年返臺接受熱帶精緻農業生
產之各項農業生產技術、品質管理與研發等技術並培養相關人才，學成後回
重點說明
至僑居地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開拓兩地農業發展橋樑
並與世界接軌。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語言中心提供華語收費課程，課程安排於平日夜間或寒暑假。
一、一般科目
16.農業經營實務
5.香草科學及實習
1. 應用中文
17.設施栽培及實習
6.經濟果樹及實習
2. 體育
18.有機農業之土壤管理 7.作物栽培原理及實習
二、專業科目
及實習
8.植物繁殖技術及實習
1.專題實務
19.農業機械及實習
9.作物病蟲害診斷技術
2.農業氣象學
20.食藥用菌菇栽培及實
實習
3.環境生態與實習
習
10.特藥用作物之利用及
4.有機農業概論
21.經濟蔬菜生產及實習
實習
5.食用作物及實習
22.有機質肥料生產及實 11.造園學及實習
6.農園產品處理學及實
習
12.設施栽培及實習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習
23.草坪利用及實習
13.有機農業之土壤管理
實習科目）
7.香草科學及實習
24.作物改良及實習
及實習
8.經濟果樹及實習
25.園藝作物產期調節
14.農業機械及實習
9.作物栽培原理及實習
26.行銷學實務
15.食藥用菌菇栽培及實
10.植物繁殖技術及實習 27.花卉學及實習
習
11.作物病蟲害診斷技術 28.組織培養技術及實習 16.經濟蔬菜生產及實習
12.作物病蟲害診斷技術 三、實習科目
17.有機質肥料生產及實
實習
1.專題實務
習
13.特藥用作物及實習
2.環境生態與實習
18.草坪利用及實習
14.造園學及實習
3.食用作物及實習
19.作物改良及實習
15.休閒農業及民宿經營 4.農園產品處理學及實
20.花卉學及實習
管理實務
習
21.組織培養技術及實習
1. 上課期間，校內外可每週 20 小時工讀。
2. 寒暑假期間可媒合實習:
可合法工讀
．竹湖山居自然生態休閒農場 ．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稼穡種子有限公司
．美麗的有機生態農場．銘泉生態休閒農場
．卉豐園藝有限公司
．景祥花樹開發有限公司
輔導就業與創業:
1.馬來西亞屏科大校友會就業媒合。
2.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助媒合就業。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3.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業後適任工作)
4. 提供回僑居國之工作機會:
．竹湖山居自然生態休閒農場 ．稼穡種子有限公司 ．美麗的有機生態農場
．卉豐園藝有限公司 ．景祥花樹開發有限公司
畢業後適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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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藝作物栽培及生產之經營者
二、園藝作物栽培及生產之經營者
三、花藝暨造園景觀設計及經營者
四、種苗產業及相關工作之經營者
五、園產品採後處理及檢疫之經營者 六、大型真菌及菇類栽培及生產經營者
七、土壤有益菌培養及生產之經營者 八、土壤肥料技術員
九、植物病蟲害防治員
十、有機農業栽培及生產之經營者
十一、農園藝學研究專業人員
十二、生物技術研究專業人員
1.校內海青班升讀大學部學分抵免說明:
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
可深造
(學生修讀正課與實習同時開設之科目，正課與實習應全部及格，始得申請
抵免)
2.具大學或同等學歷可報考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學習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國內企業實習合作提供獎學金:
．竹湖山居自然生態休閒農場 ．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稼穡種子有限公司
．美麗的有機生態農場
．銘泉生態休閒農場
．卉豐園藝有限公司
．景祥花樹開發有限公司
．大龍王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學生表現優良時，得酌予提供獎助學金或相關助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計52,000元。
二、住宿費：每學期7,129元(含宿網費，寢具及冷氣費另計)、保證金500元(離
宿時退還)，寒、暑假住宿費另計。
三、團體保險費及新生健康檢查費：依學校規定收取。
四、其他：
各項收費
1.體育館各項休閒設施(健身房、游泳池等)使用者另行付費，壘球場、田
（單位以新臺幣計）
徑場、排 球場、網球場、室內外籃球場、攀岩場、羽球場及桌球場免
費使用。
2.提供校園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校園內免費接駁公車、校園至市區公車每趟約50元。
4.校外參訪車資及保險費用另計。
1.校址：中華民國臺灣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2.電話：+886-8-7703202 轉6300
3.網址：www.npust.edu.tw
其他
4.數位諮詢窗口：國際事務處 古明瑾專任助理
WECHAT：forkid1986
電子信箱 ku0956@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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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產品設計科
Department of Product Design

志願代碼校科縮
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18)德霖創設

5.產品與工業設計相關類科
「設計」是世界共通的語言。臺灣和東南亞多國擁有華文背景，本校為協助
重點說明
海外華裔青年學習臺灣產品設計知識和技能，特辦理產品設計科，期望成為
產品設計之基層專業人才，創造自己的工作理想與成就，促進僑居地之繁榮。
1.僑務委員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開設「應用華文」課程。
一、一般科目
6.向量圖形設計
5.陶瓷設計與實務
1.應用華文
7.表現技法
6.成形與材料
2.職場英文
8.電腦輔助繪圖 (證照：
7.攝影實務
3.美學鑑賞
TQC+基礎電腦輔助平面 8.專利實務
4.體育
製圖)
9.畢業專題設計與實務
二、專業科目
9.色彩學
10.畢業作品集
學技術-訓練課
1.設計概論
10電腦輔助造型設計
11.網頁設計與實務
程(含實習科目)
2.設計素描
三、實習科目
12.人因工程實務
3.設計圖學
1.模型製作實務
13.數位雕刻設計與實務
4.影像編輯製作 (證 2.基本設計
14.電腦輔助設計與實務
照：TQC+影像編輯 3.3D 列印和雷射雕刻實務 15.金工設計與實務
製作)
4.產品設計 (一)(二)
5.創意思考概論
1.上課期間及寒暑假工讀，依「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可合法工讀
2.推薦廠商：東南銘板有限公司、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僑務委員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助
媒合就業。
輔導就業與創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畢業後適任工
3.畢業後適任工作：居家用品設計師、工業產品設計師、文創產品設計師、
作)
視覺設計師、攝影師、美術繪圖師、廣告設計師、模型製作師、櫥窗/展示
設計師、電腦輔助繪圖師、美工小編。
1.深造管道：憑高中學歷報名學士班，取得學士學位。取得學士學位後可以
繼續升讀碩士班、博士班等等。
可深造
2.本校學分抵免：完成海青班學業後，報名本校學士班，學分依本校抵免學
分相關辦法抵免。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善學習輔助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51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共計38,000元。
二、學生雜費：每學期2,400元，4學期共計9,600元。
三、住宿費：4人房，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52,000元，含網路和水電，冷
氣費另計。寒暑假住宿費為一天100元。入住宿舍時須繳保證金1,000元，
退宿時歸還。
四、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團保為一學期590元，4
各項收費
學期共2,360元。健檢費為600元，入學時繳交。惟團保與健檢費用視當
（單位以新臺幣
年度招商狀況而定。
計）
五、考照費：
（自費，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專業設計人才認證合格
證書(TQC+)：影像編輯製作、基礎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六、其他：
1.繪圖用具、個人用品、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校內提供免費無線網路。
3.加入體適能中心會員，需另行收費。
1.校址：（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2.電話：+886-2-22733567 轉 834、835、837。
3.網址：http://www.hdut.edu.tw/
其他
4.數位諮詢窗口：B570@mail.hdut.edu.tw (茹明遠先生)、
WeChat ID: myuan29、Line ID: myuan29；
此窗口可提供越南文、馬來文、粵語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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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校名
科名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景觀暨室內設計科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Interior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19)文化室設

12.室內設計相關類科
本科係為培育海外青年獲得實用知識與教育，推廣景觀造園設計之能力與室
重點說明
內空間設計能力，使其成為專業之設計人才，致力培育學有專精、術德兼修
的優秀設計人員，以達「全人教育」理念之實現。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華語文中心。
一、普通科目
三、實習科目
7. 景觀工程(一) (二)
1. 歷史與文化
1. 景觀設計與實習
8. 室內工程(一) (二)
2. 應用中文
(一)-(四)
9. 城市生態觀察&創意
3.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室內設計與實習
設計思潮
4. 生活輔導
(一)-(四)
10. 設計實務應用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5. 體育
3. 電腦應用與實習
11. 空間色彩美學
實習科目）
二、專業科目
(一)-(四)
12. 展示設計
1. 景觀設計概論
4. 圖學與表現法(一)
13. 都市再生空間應用
2. 室內設計概論
(二)
14. 室內建材應用
3. 環境創意產業
5. 基礎素描(一) (二)
15. 通用設計
4. 建築設備概要
6. 模型製作與實習(一)
(二)
除寒暑假外，一週工讀20小時，每小時支薪新臺幣160元。
專業設計服務業相關
1. 于我國際設計有限公司-Fii Design/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98號。
可合法工讀
2. 大予創意設計工作室/新北市汐止區新臺五路1段102號3樓。
3. 和信景觀有限公司/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110巷97弄24號。
4. 銘宇興業有限公司/新北市新店區吉祥街7巷3號(含服務業)。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3.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4.海外校友成立設計聯盟
1. HENG ID SDN BHD/No, 135A, Jalan Susur Perdana Tengah, Taman Bukit
Perdana, 83000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
2. Space Line Interior Design Sdn Bhd/ No 101-01, Jalan adda 3/1, taman adda
height, Johor bahru,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3. Adnex interior/ 49-1 Jalan SS18/6 Subang Jaya, Selangor, 47500 Malaysia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4. Firetronics Private Limited / 14 Woodlands Walk, Singapore 738394
業後適任工作)
5. DC Design/ 15A đường Trần Hoàng Na, P, Ninh Kiều, Cần Thơ, Việt Nam
6. Merah Putih Architecture/ Indonesia
（1）Jakarta
Jl. Cimandiri No 6,RT 006/ RW 004 Cikini,Menteng, Kota Jakarta PusatDKI
JAKARTA - 10330
（2）Medan
Jl. Bilal Ujung No. 219
4.文化大學海青班 Facebook「華岡海聯」增加就業機會。
5.畢業後適任工作：
(1)室內設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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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觀規劃設計人才
(3)空間企劃人才
(4)室內工程人才
(5)景觀工程人才
(6)工程估算師
(7)市場分析師
(8)國家公園從業人員
(9)遊憩環境規劃人才
(10)裝潢規劃從業人員
(11)數位3D模型製作人才
(12)園藝技師
一、校內科系：可直接申請大學部60系組。抵免學分按申請科系之規定，共
同學分（所有系）+專業學分（相關系）
，例：景觀暨室內設計科申請『景
觀學系』約可抵免19學分。
二、海外學校：可申請中國文化大學412所姊妹校。與『景觀系』相關共14 所：
韓國(東亞大學校、湖南大學校、公州大學校、慶熙大學校、祥明大學校、
鮮文大學校、圓光大學校、嶺南大學校)；泰國(農業大學)；越南(胡志明
市農林大學)；法國(維爾曼建築學院、國立東方語文學院)；英國(曼徹斯
可深造
特大都會大學)；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姐妹校資訊 (pccu.edu.tw)。
三、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可申請33所與中國文化大學雙聯學位締約學校。
與『景觀學系』相關共16 所：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南方學院、
韓新傳播學院、韓江學院)；韓國(安東大學校、慶南大學校、慶煕大學校、
西京大學校、湖南大學校、國立慶尚大學校)；日本(敬愛大學)；美國(北
阿拉巴馬大學、莫瑞大學、漢弗萊斯大學)；法國(瓦岱勒國際飯店與旅遊
管理學院)；中國(哈爾濱工業大學)。
四、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學習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 校內：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前三名的同學，依學
校獎懲規定予以記功加分跟海青班給予獎學金：金牌5,000元、銀牌3,000
元、銅牌2,000元。
1. 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 12,000元，4學期共計約 48,000元整。
2. 住宿費：每學期約計17,250元(包含寒、暑假)，第4學期12,375元（4~6人一
間，大小約5-7坪，以6個月計，含水電費不含冷氣費，並提供免費電腦室、
交誼廳設施）。
各項收費
3. 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
（單位以新臺幣計）
4. 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考取證照公告為準)
（1）TQC - CA工程製圖類（CAD Application）- AutoCAD 2D、3D，每項各
1,000元。
（2）TQC - IP影像處理類（Image Process）- Photoshop，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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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5. 其他：
（1）個人寢具等，則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本校體育館備有多項休閒設施(如游泳池、健身房…等)，使用者另行付
費。
（3）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 校址：(臺北校區) 111396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2. 電話：+886 2 28610511轉41507
3. 網址：http://www2.pccu.edu.tw/OYTTF/
4. 數位諮詢窗口：張元碩、+886 921551209、（Line：yansean//Wechat：
yansean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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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室內空間設計科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4120)東南室設

校科縮寫
12.室內設計相關類科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本校海青班『室內空間設計科』發展方向與課程規劃係以「室內設計」與
「室內裝修管理」為兩大主軸，著重設計技術、空間規劃與裝修工程實務
管理的教育模式，強調奠立學生正確的室內空間設計觀念與實作技巧，亦
灌輸室內裝修實務管理等重要知識與理念，終極目的在培育符合產業界的
基礎技職人才達成學用合一。
校内開設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一、共同科目
1. 國文
2. 實用中文
3. 英文 I
4. 英文 II
5. 認識臺灣
6. 體育 I
7. 體育 II

二、專業科目
（含實習科目）
1. 室內設計概論
2. 室內物理環境
3. 室內防火安全
4. 人因工程
5. 色彩計畫
6. 近代設計史
7. 施工估價

三、專業實習科目
1. 資訊概論與程
式設計
2. 基本設計 I
3. 基本設計 II
4. 生活木藝
5. 室內塗裝實務
6. 室內裝修實務

14.
15.
16.
17.

7. 設計素描
8. 照明設計與應用
9. 圖學 I
10. 圖學 II
11. 室內設計 I
12. 室內設計 II
13. 電腦輔助繪圖

20. 室內設計證照
輔導

電腦輔助設計
數位空間設計
施工圖
室內節能與水
電設計
18. 室內材料與構
造
19. 木工實作

1. 學期間提供工讀之廠商：菲律賓 MSK 營造建設公司、台富國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唐門室内裝修規劃設計、藝家協會（一週工讀 20 小時，每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
(畢業後適任工作)

小時支薪新臺幣 160 元以上）。
2. 寒暑假期間提供工讀之廠商：菲律賓MSK營造建設公司、台富國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唐門室内裝修規劃設計、藝家協會（每小時支薪新臺幣
160元以上），本校亦會協助安排工讀機會。
1.
2.
3.
4.

室內設計師
室內裝修工程師
照明設計師
景觀設計師

7. 專案管理工程師
8. 施工估價工程師
9. 施工繪製工程師
10. 測量儀校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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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室內電腦繪圖師
6. 工務裝修工程師
可深造

提供獎學金與完
善學習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其他

11. 家具設計師
12. 櫥窗展場設計師

校內直升室內設計系，學分抵免。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每
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1. 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雜費：2,400 元，四學期共計約 47,600 元。
2. 課外活動費：每學期 425 元，四學期共計 1,700 元。
3. 制服費：全期 3,480 元。
4. 住宿費：四人房，每學期 10,725 元(含水電、網路)，四學期共計 42,900
元，冷氣費以實際使用費用另計。寒、暑假期間宿舍費用以週次計算。
5. 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費用收取。
6. 各項考照費：依考照主辦單位公告為準，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7. 其他：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
為準。
校址：臺灣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電話：+886-2-86625948
網址：http://www.tnu.edu.tw/
承辦人：丘志佳老師
Line
：qzj859386654
WeChat：LL859386654
5. 電子信箱：1100601@mail.tnu.edu.tw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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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室內設計與裝修科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21)中華室設

12.室內設計相關類科
1.本班旨在為提供海外華裔青年在室內設計與裝修人才技術的訓練，及符合
國際就業潮流及社會需求，與連結本院 ”建築健檢中心” 的目標。
重點說明
2.本室內設計與裝修科係培養學生具備空間設計及裝修、景觀工程設計、數
位 3D及模型製作等領域的專業能力。
3.本班課程內容朝向就業的準備，與邁向創業的儲備。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中華大學華語中心將針對東南亞學生華語程度開設華語課程。通曉華語
學華語
者，開設以通過華語文測驗為目標的華語課。其餘則另外開設以生活華語
為目標的華語課程。
一、一般科目
二、專業科目
4.設計圖學與習作(一~二)
1.實用華語
1.經濟與房地產
5.傢俱設計與習作(一~二)
2.認識臺灣
2.空間閱讀
6.工程施工圖與習作
3.國際視野探索
3.城市旅行
(一~二)
4.探索東南亞
7.職場體驗實習(一~二)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5.體育(一)
三、習作科目
8.施工估價與習作
實習科目）
6.體育(二)
1.室內設計與習作(一~四) 9.創作工坊與習作
2.電腦輔助設計與習作
10.室內節能與水電設計
(一~四)
習作
3.室內設計表現技法與習 11.造型設計與習作
作(一~二)
一、合作的內裝修設計公司、事務所與工作室
(地點新竹縣市，以工讀模式，一週工讀16小時，時薪比照工讀生)
1.群新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2.唐門室內裝修規劃設計3.家和空間設計有限公司可合法工讀
4.榮興有櫥櫃木芯有櫥櫃製造廠5.吳金泰建築師事務所
6.中畫社工作室
二、寒暑假期，本校亦協助安排工讀。海青訓練期間也將安排實習，實習
期間廠商將提供實習津貼，落實做中學。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畢業後適任工作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1) 設計公司繪圖與設計
業後適任工作)
(2) 建設公司幹部
(3) 景觀工程規劃設計
(4) 裝潢與園藝規劃
(5) 數位 3D與模型製作
(6) 室內工程估算
1.畢業後可以在校內直升中華大學建築學院相關科系(大三)。
可深造
2.海外學校學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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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本校有與英國桑德蘭大學、西英格蘭大學、美國
舊金山州立大學簽訂雙學位學程，提供海青畢業生多樣深造管道。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學習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名額(暫定):
（1）越南 (30)。
（2）印尼 (13)。
（3）馬來西亞 (8)。
（4）泰國 (7)。
（5）緬甸 (3)。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2,000 元，4 學期共計 8,000 元整。
2.男生宿舍每學期 11,400 元(約為五坪，五人共宿，使用公共衛浴
女生宿舍每學期 11,500 元(約為五坪，五人共宿，含衛浴)。費用含寒暑假
期間、水電費、網路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金額為準。
各項收費
4.其他：
（單位以新臺幣計）
(1)個人寢具: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設施。
5. 各項考照費：
(1)Autodesk Revit 認證(約 2,000 元),
(2) Autodesk AutoCAD認證(約 2,000 元)
1.校址：30012 臺灣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 707 號
2.電話：+886-3-518-6338
其他
3.網址：http://international.chu.edu.tw/index_welcome.php
4.數位諮詢窗口:E-mail:international@g.chu.edu.tw
聯絡人:黃婕老師(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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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室內設計與電腦輔助設計科
科名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and CAD
志願代碼校科縮寫
(4122)德霖室設
科系或專長類科
12.室內設計相關類科
『室內設計與電腦輔助設計科』課程包括室內設計、電腦輔助設計繪圖、透
視圖渲染擬真、空間動畫、建築資訊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重點說明
BIM) 等。由宏國建設集團雄厚業界資源，提供校外實習機會，培養同學具
備室內設計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
1.僑務委員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開設「應用華文」課程。
一、一般科目
三、實習科目
10. 室內裝修工程實務
1. 應用華文
1. 室內設計(一)
11. 校外實習
2. 職場英文
2. 室內設計(二)
12. 電腦繪圖(一)
3. 美學鑑賞
3. 室內設計(三)
13. 電腦繪圖(二)
4. 體育
4. 室內設計(四)
14. 電腦輔助設計(一)
5. 圖學(一)
15. 電腦輔助設計(二)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二、專業科目
6. 圖學(二)
16. 3D 電腦輔助表現法
實習科目)
1. 人因與空間設計
7. 施工圖
(一)
2. 材料與構造
8. 表現技法
17. 3D 電腦輔助表現法
3. 室內環境控制
9. 室內裝修估算
(二)
4. 室內設計裝飾
18. 建築資訊模型
BIM(一)
19. 建築資訊模型
BIM(二)
1. 上課期間及寒暑假工讀,依「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可合法工讀
2. 推薦廠商：透過宏國建設集團資源，推薦室內設計相關實習機會。
1.僑務委員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
助媒合就業。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業後適任工作)
3.畢業後適任工作：室內設計師、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師、家具設計師、電腦
輔助設計師、空間數位設計師、建築資訊模型 BIM 建模師、建築資訊模型
BIM 設計師、櫥窗/展示設計師。
1.深造管道：憑高中學歷報名學士班，取得學士學位。取得學士學位後可以
繼續升讀碩士班、博士班等等。
可深造
2.本校學分抵免：完成海青班學業後，報名本校學士班，學分依本校抵免學
分相關辦法抵免。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習輔助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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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共計38,000元。
二、學生雜費：每學期2,400元，4學期共計9,600元。
三、住宿費：4人房，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52,000元，含網路和水電，
冷氣費另計。寒暑假住宿費為一天100元。入住宿舍時須繳保證金1,000
元，退宿時歸還。
四、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團保為一學期590元，4
學期共2,360元。健檢費為600元，入學時繳交。惟團保與健檢費用視當
各項收費
年度招商狀況而定。
（單位以新臺幣計）
五、考照費：（自費，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專業設計人才認證合
格證書 (TQC+) 基礎建築及室內設計立體製圖、基礎電腦輔助平面製
圖。
六、其他：
1.繪圖用具、個人用品、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校內提供免費無線網路。
3.加入體適能中心會員，需另行收費。
1.校址：（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2.電話：+886-2-22733567 轉 834、835、837。
3.網址：http://www.hdut.edu.tw/
其他
4.數位諮詢窗口：B570@mail.hdut.edu.tw (茹明遠先生)、
WeChat ID: myuan29、Line ID: myuan29；
此窗口可提供越南文、馬來文、粵語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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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保健與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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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動物保健與寵物美容科
Department of Animal Healthcare and Pet Grooming
(4123)弘光動保
18.其他相關類科
培育寵物美容及照護多元專業人才為教學目標，融合產業界師資積極培育寵
物專業美容造型設計能力及具備動物保健的專業技能及相關保健能力。並且
會輔導同學們考取多元證照，期待能培養專業的寵物保健與美容之專才，學
成後返回僑居地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成為動物保健與寵物美容專業人員。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本校可提供華語加強課程。

一、一般科目
1. 中文閱讀與書寫
(一)(二)
2. 美學(動物素描)
二、專業課程
1.寵物產業概論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2.獸醫學概論
實習科目）
3.生物學
4.動物解剖與生理學
5.犬貓類學
6.微生物學
7.動物營養學概論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可深造

8.動物食品與保健
9.寵物產業經營與管理
實務.
三、實習課
1.生物學實驗
2.寵物美容工具實務
3.寵物美容技術(一)
4.寵物指導手實務(一)
5.動物心理與行為實務
6.寵物基礎造型實務(一)
7.寵物美容技術(二)
8.寵物體型構造實務
9.寵物指導手實務(二)

10.微生物學實驗
11.寵物按摩實務
12.寵物基礎造型實務
(二)
13.進階寵物美容技術
(一)
14.貓美容技術
15.進階寵物美容技術
(二)
16.寵物美容時尚造型實
務
17.寵物美容造型設計
四、校外參訪
五、臺灣各證照輔導
1.上課期間，同學可課餘自行安排工讀（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2.寒暑假期，本校可協助媒合本校產學合作企業進行工讀（依勞基法規定）。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一、寵物美容師
五、寵物營養保健品研發人 八、寵物用品量販店門
二、寵物造型設計師
員
市服務人員
三、獸醫師助理人員 六、犬隻行為管理師
九、寵物餐廳、旅館經
四、寵物飼養管理照 七、寵物商品設計師
營管理人員
護員
十、自行創業
1.申請本校大學部可申請學分抵免，並依抵免情況得申請提高編年。
2.海外專科以上修習學分可申請學分抵免。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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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學習輔助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部份：
（1）輔導同學考取證照並核發獎勵金，並發給獎狀。
（2）本校海青班申請本校大學部，符合資格可獲獎學金 5,000～30,000 元新
臺幣。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計52,000元。
2.住宿費：
（1）協議宿舍：每學期14,000元-34,000元，(1-2人1房，依實際住宿房型計價，
不含水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5,000元，離宿時退還)，皆有
網路。
（2）女生宿舍：宿舍每學期8,500元，四人房型含水電費，冷氣費依實際使用
計價收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
各項收費
3.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550 ~1,200元(依實際支付金
（單位以新臺幣計）
額收費)。
4.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5.其他：
（1）工作服(包含實習衣、工具袋、腰包)費用約1,200元。
（2）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
生金額付費。
（3）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
用。
1.校址：中華民國 臺灣 433304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2.電話：電話：+886-4-26318652分機7301 傳真：+886-4-26314074
其他
3.網址：https://csc.hk.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isadmission@hk.edu.tw / 陳俊良（Line/ Wechat）: jordn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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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寵物保健美容科
Department of Pet Healthcare and Groom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24)元培寵保

18.其他相關類科
本科以培育寵物照護及寵物美容為教學目標。與業界緊密合作，提供獸醫專
業師資，建置專業實驗室，提供優質教學環境，以及寵物丙級美容考場輔導
重點說明
學生考取證照。積極培育學生具備寵物美容造型設計能力和動物保健專業技
能。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校內華語文中心：
(1)針對海青班學生，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的課表皆規劃2學分2學時中文課程，
學華語
內容將以學生程度，訂定適合學生學習的華語課程，協助學習華語；若學
生學習狀況不佳，具輔導機制及教師諮詢時間，輔導學生華語。
(2)除了課堂學習以外，系上亦規劃由本地生擔任學伴陪讀，協助生活適應及
語言交流，以利於學生增進使用華語的機會，並加強華語能力。
一、一般科目
10.基礎動物行為學
5.寵物訓練與管理
1.中文(一)(二)
11.動物藥理學
6.犬貓生理量測實作
2.基礎程式設計
12.動物醫院醫事輔助技 7.基礎寵物美容造型實
3.體育
術
作
4.博雅通識-醫事倫理
13.寵物食品加工概論
8.寵物創意造型設計(一)
5.職能通識-多元創新與 14.動物行為及矯正
9.專業證照輔導
創業
15.特殊寵物醫學概論
10.動物生化分析實作
二、專業科目
16.犬貓中獸醫學概論
11.動物醫學影像及設備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1.普通生物學
17.動物醫療糾紛與處理 12.寵物創意商品開發
實習科目）
2.解剖學暨實驗
18.寵物食品安全衛生
13.專業實習
3.動物營養學概論
19.寵物店經營與管理
14.寵物創意造型設計
4.水族飼養與保健
三、實習科目
(二)
5.寵物產業概論
1.寵物美容工具學
15.動物復健醫學
6.普通動物學與實驗
2.寵物美容繪圖
16.寵物照護與護理技術
7.微生物學及實驗
3.基礎寵物清潔
17.寵物烘焙與鮮食製作
8.生理學及實驗
4.基礎寵物美容設計與
9.犬貓類學與保健
實作
1.上課期間：
(1)疫情期間：協助學生至校內處室、系所工讀，並同步協助學生至防疫措施
較完善的校外合作廠商(動物醫院、寵物美容店)工讀。
(2)非疫情期間：協助學生在校外合作廠商(動物醫院、寵物美容店)工讀。
可合法工讀
2.寒暑假期間：
(1)疫情期間：協助學生至防疫措施較完善的校外合作廠商(動物醫院、寵物美
容店、動物園)工讀，增加學生實務技能。
(2)非疫情期間：協助學生至校外合作廠商(動物醫院、寵物美容店)工讀，增加
學生實務技能。
一、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二、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業後適任工作)
三、校內規劃：
1.僑居地之就業：本海青班在學期間輔導學生考取C級、B級國際證照，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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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下列管道增加學生返回僑居地的就業。
(1)疫情緩和時，透過元培醫大國際處至馬來西亞協助就業。
(2)透過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霹靂留學臺灣同學會(Taiwan
Graduates Association of Perak) 協助就業
(3)透過本校海青班健康管理科及餐飲科畢業學生校友資源，協助畢業生就
業。
(4)國內企業(六福村等等)的馬來西亞分公司提供本校海青班畢業生海內外
實習及就業機會。
2. 國內工作機會媒合：學生在畢業進入職場前，先到動物醫院、美容機構、
寵物事業相關機構進行實習，讓學生熟悉工作特質、工作環境及工作內容，
作為進入業界前的銜接教育。同時也進行媒合工作，在學生實習之後，讓
學生順利銜接工作發揮專才。
3.亞洲地區的就業：透過與臺灣巴克麗協會合作，媒合到港澳及大陸地區工作。
1.校內直升科系學分抵免說明：本海青班學生就讀寵保科二年期間，共需修讀
84個學分，修讀學分除了可抵免本校原修讀之寵物保健系學分之外，並鼓
勵學生繼續留臺深造。預計可輔導學生參加學士後獸醫、寵物保健系及動
可深造
物保健系等學系就讀。
2.海外學校學分依照與各姊妹校的合作協議辦理抵免。
3.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英國國立密德薩斯大學、美國德州健康大學等。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學習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
本校特別提供 41 期海青班「寵物保健美容科」給予每人 6, 000 元的優秀學
生獎學金，共計 20 個名額。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12,500元，四學期共計約50,000元。
2.住宿費：套房內設有冷氣、浴室與廁所，並備有飲水器、洗衣機與烘衣機。
(1)2人套房每學期約10,500元(含網路費／水費。電費另計)
(2)或可選單人套房每學期約18,500元(含網路費／水費。電費另計)，備有交
誼廳。寒暑假留宿費用另計。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1,100元(依實際支付金額
各項收費
為準)。
（單位以新臺幣計）
4.各項考照費：考照費依實際公告為準。
(1)丙級寵物美容技術士–各約2,540元。
(2)PCP寵物照護員認證–各約2,500元。
5.其他：
(1)白袍約1,000元。
(2)全校提供無線上網、本校體育館休閒設施使用者另行付費。
1.校址：中華民國臺灣30015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其他
2.承辦人電話：楊小姐+886-3-61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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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址：https://io.ypu.edu.tw/p/412-1019-4373.php?Lang=zh-tw
4.數位諮詢窗口：
聯絡人姓名：楊小姐（語文協助提供中文、英文、越南文、印尼文）
(1)電話：+886-3-6102407
(2)電子信箱：
mulin@mail.ypu.edu.tw
(3) Line ID：mizsun0706
(4) Whatsapp ID：+886-975258426
(5) Wechat ID：mizsun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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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影音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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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大眾傳播科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志願代碼校科縮
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25)銘傳大傳

13.大眾傳播相關類科
本科隸屬於本校傳播學院，旨於提供對大眾傳播領域極感興趣或想從事相
關工作華裔青年良好之學習環境。課程規劃秉持提升學員實務操作能力之
重點說明
理念，以循序漸進方式規劃廣告行銷、新聞、廣播、電視及數位媒體等基
礎學理與實務應用課程，使學員擁有再升學的基礎或就業的能力。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每學期免費開設華語加強班課程，同學繳交押金全程參與課程後退還押金。
一、普通課程：
4.視覺傳播
19.數位特效製作
1.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 5.廣告學
20.整合行銷傳播
(一)
6.公共關係
21.粉絲團經營
2.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 7.內容產製
三、實習課程：
(二)
8.電視節目製作
1.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3.應用英文(一)~(四)
9.行銷學
(實習)
4.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10.廣告創意
2.程式設計(實習)
學技術-訓練
5.程式設計
11.全媒體敘事
3.傳播專題研究(一)(二)
課程（含實習科目）
6.體育(壹)~(肆)
12.戲劇概論
4.攝影實務
7.班會
13.專題講座
5.多媒體進階應用
二、專業課程：(含實際操 14.專題企劃與報導
6.多媒體基本應用
作)
15.電視進階製作
7.電腦繪圖
1.傳播原理
16.新媒體頻道策展
8.新聞採訪寫作
2.新聞採訪寫作
17.消費者洞悉
9.內容產製
3.廣播節目製作
18.電視剪接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可合法工讀
2.寒暑假期間則無時間限制。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助媒合
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
一、媒體企劃與購買人員 七、廣播節目主持人
十二、新聞編輯(報紙、
與創業(畢業後適 二、廣告業務人員
八、廣播節目導播
廣播、電視、網路、雜誌)
任工作)
三、廣告企劃人員
九、電視攝影記者
十三、傳播媒體管理人員
四、市場調查人員
十、電視節目企劃人員 十四、報紙、雜誌攝影記
五、行銷企劃人員
十一、新聞記者(報紙、
者
六、公關人員
廣播、電視、網路、雜誌) 十五、網頁企劃人員
1.校內可申請大學部科系流程及學分抵免成績標準。
2.海外學校學分抵免。
可深造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疫情期間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
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善學習輔助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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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實習材料費共計約38,000元。
二、住宿費：3-5 人套房，每學期 19,600-21,600 元(以 1 學期計，含網路)，
水電、瓦斯費另計。寒、暑假期間宿舍費另計，(寒假期間約 4,300 元，
暑假期間約 8,600 元)。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 2,000 元，離宿時退還。宿
各項收費
舍地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 173-175-1 號
（單位以新臺幣計）三、健康檢查費約550 ~1,200元 (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四、考照費：ACA國際證照(Photoshop、Flash、Dreamweaver)考照費每種約2,500
元，依個人需求報考。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畢業製作費用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
費為準
一、校址：(臺北校區)111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二、電話：886-2-28824564轉2411/ 2402
三、數位諮詢窗口：莊小姐 (中/英文)
其他
四、網址：http://www.mcu.edu.tw
五、電子信箱或其他通訊方式：oyvts@mail.mcu.edu.tw
六、Facebook粉絲頁：銘傳海青一家親https://www.facebook.com/oyvtsof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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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影音創作技術科
Department of Creative Media Productio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26(靜宜影創)

科系或專長類科

13.大眾傳播相關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業
後適任工作)

可深造

本科旨在培育海外華裔子弟具備大眾傳播內容創製之從業能力，課程規劃
以影像內容創製為主，利用跨媒材、跨媒體的多元運用，不侷限在影像或
平面的傳統分野，而是以融合傳播專業與數位化發展所帶來之社會需求，
培養學生具備多元化的傳播就業能力。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專案協助印尼、越南、菲律賓與泰國等地學生學習華語，相關說明由本
校制定。
一、一般科目
2.電影賞析
13.微電影創作
1. 閱 讀 與 書 寫 3.流行文化
14.紀錄片賞析
(一)(二)
4.基礎攝影
15.攝影棚節目製作
2.英文(一)(二)
5.報導攝影
16.劇情片創作
3.藝術經典與美 6.動態影視創作概論
17.廣播節目製作
學素養
7.影視劇本創作
18.電腦繪圖
4.資訊應用概論 8.電視製作概論
三、實習課程
5.資訊應用概論 9.視覺設計
1.在地文創考察(一)(二)
實習
10.影音剪輯
2.結業成果展
6.程式設計概論 11.表演學
3.結業專題創作
7.程式設計概論 12.廣告與公共關係實務
實習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8.體育(一)(二)
二、專業科目
1.大眾媒介與社
會
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則
不限。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
合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畢業後適任工作：
（1）導演、攝影、剪輯人員
（2）行銷企劃人員。
（3）廣播工作人員
（4）媒體設計人員。
（5）公關人員。
（6）自行創業。
1.海青班畢業後可申請校內相關學系，「影音創作技術科」畢業學生申請
本校「大眾傳播學系」
，學分抵免達 36 學分以上可提高編級至二年級，
若申請非相關學系，所取得學分亦可申請辦理學分抵免，學分抵免依各
學系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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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大學或研究所後，可申請海外合作雙聯/三聯學位學校，或申請
換 至 姊 妹 校 。 相 關 資 料 可 參 考 網 址
https://411.pu.edu.tw/p/426-1073-6.php?Lang=zh-tw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
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習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以第一志願報名本科系，入學後核發獎學金 NT$2,500 元，第二學期起
學業及操性成績均達 80 分以上者，續獲獎學金 NT$2,500 元。
5.海青班畢業回流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可申請校內相關獎助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2.住宿費：4 人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
實際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
告為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各項收費
4.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單位以新臺幣計）
（1）ACA 國際證照考試(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
（2）ICDL 多元認證。
5.其他：
（1）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4 學期共計 800 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2）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校址：（43301）臺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2.電話：+886-4-26328001轉19105。專線：+886-4-26329840
3.網址：https://dpcd.pu.edu.tw/
其他
4.數位諮詢窗口：江靖瑜 小姐 / jyjiang@pu.edu.tw 或
pu11300@pu.edu.tw /Facebook：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靜宜大學海青班
官方Line@ 帳號：@397kan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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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南開科技大學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長期照護科
Department of Long-Term Care &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27)南開長照

16.長期照護相關類科
本科之重點在於，針對高齡化社會需求，培養學生學習照顧服務之基本能力，
重點說明
並取得相關專業認證之資格，以利於學生日後投身於長期照顧相關產業。
一、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二、本校提供華語課程。
1.針對海青班學生開設實用中文課程內容，將以學生程度訂定適合學習的
學華語
華語課程，協助學習華語。
2.針對華語學習不佳學生開設僑生中文輔導班，教師另行設計教材於課後
加強學生華語聽說讀寫能力，海青班學生可免費上課。
一、通識科目
7. 專業團隊實務運作
5. 輔具與復能
1. 實用中文
8. 社會心理學
6. 銀髮產業行銷管理
2. 實用英文
9. 長照經營管理與品
7. 長期照顧與實習
3. 生活通識(一)(二)
質
8. 失智症照顧
4. 成人心理與成長
10.長照個案討論
9. 生活照護空間設計
二、基本專業
11.長照個案管理與實
10.社會統計
學技術-訓練課程
1. 長期照顧概論
務
11.社區工作
（含實習科目）
2. 社會學
12.方案設計與評估
12.銀髮族活動設計規
3. 溝通與情緒管理
三、實習實作課程
劃
4. 長照經營管理與品
1. 照顧實務與實驗
13.簡報技巧與實務
5.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
2. 自立支援照顧實務
14.校外實習(一)
境
3. 財務管理專論
15.校外實習(二)
6. 非營利組織概論
4. 智慧養老技術與應
16.校外實習(三)
用
17.校外實習(四)
一、學期中每週 20 小時之工讀時數，寒暑假期間合法工讀。
二、學校提供產學合作企業工讀資訊並可協助媒合。
三、產學合作廠商：
可合法
1.禾田護理之家
工讀
2.嘉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3.尚讚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4.朝日安養中心
5.南開樂齡日照中心
一、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二、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三、本專班畢業後可媒合擔任下列職務工作：
1. 照顧服務員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2. 居家督導
業後適任工作)
3. 照顧管理專員
4. 長照相關產業
5. 社區關懷據點工作人員
6. 高齡協會、基金會專員
7. 衛生單位人員
8. 醫療單位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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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相關產業諮詢顧問
10.與高齡服務相關之社工機構
一、本校海青班學生畢業後，可申請直升本校機械車輛系或相關系別，已修
習之及格課程之學分數可抵免與提高編級。
可深造
1.抵免學分數30學分(含)以上，得提高編級為二年級。
2.抵免學分數60學分(含)以上，得提高編級為三年級。
二、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學習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本校提供海青班直升大學部獎助金 5,000 元。
5.本校提供海青班直升大學部學生享有學雜費每學期減免 2 萬元或全免。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共計38,000元整。
二、住宿費：每學期11,500元，4人房含水電費及網路費，冷氣電費按電錶計
費，入宿繳交房卡費用550元，退宿時退還。寒、暑假住宿費另計。
各項收費
三、學校依規定應辦理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實際支付金額由學生自付。
（單位以新臺幣計）
四、各項考照費：
照顧服務員之檢定費2600元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依個人實際支付為準。
一、校址：5424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二、電話：+886(49)2563489#1591/1595
三、網址：www.nkut.edu.tw
四、數位諮詢窗口：
1.中文/英文：簡名俞(WeChat ID：mingyuer1015)
其他
電子信箱：yu@nkut.edu.tw
2.越南文：Lan Nguyen (Zalo ID：+886968926326)
電子信箱：Lan263@nkut.edu.tw
3.印尼文/英文：Steven Harry (Whatsapp ID：+6281919768138)
電子信箱：harrystevenz@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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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與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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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校
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
類科
重點說明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華文流行音樂與演藝主持科
Department of Mandarin Popular Music and Performance
(4128)銘傳華藝
17.表演藝術相關類科

本科隸屬於本校傳播學院，主要建基於原廣電實務課程中聲音專長課程，旨在
提供海外華裔青年對流行音樂與演藝事業的表演、創作、製播、行銷與經紀有
興趣，並有意從事相關行業者，訓練其具備相關專業職能。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每學期免費開設華語加強班課程，同學繳交押金全程參與課程後退還押
金。
一、一般科目
3. 傳播原理
13. 電視剪接
1.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一) 4. 基礎樂理
14. 電視進階製作
2.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二) 5. 基礎發聲
15. 填詞技巧
3.應用英文(一)~(四)
6. 詞曲故事與賞析
16. 網路媒體企劃與製作
學技術-訓練 4.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7. 電視節目製作
17. 數位特效製作
課程（含實習 5.程式設計
8. 進階發聲
18. 影視造型設計
科目）
6.體育(壹)~(肆)
9. 填詞技巧
19. 舞臺表演
7.班會
10. 戲劇概論
20. 演藝經紀
二、專業課程：(含實際操作) 11. 廣告創意
21. 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
1. 廣告學
12. 表演學
22. 演藝主持
2. 基礎攝影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可合法工讀
2.寒暑假期間則無時間限制。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助媒合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
一、流行音樂創作者
五、流行音樂發行與行銷 八、演藝活動執行人員
與創業(畢業
二、歌曲創作歌手
六、流行音樂影像MV製作 九、網路媒體創作人員
後適任工作)
三、流行音樂後製工程人員
人
十、網路媒體後臺製作人員
四、流行音樂與表演經紀人 七、演藝活動主持人員
及執行人員
1.校內可申請大學部科系流程及學分抵免成績標準
2.海外學校學分抵免。
可深造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疫情期間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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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獎學
金與完善
學習輔助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每
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9,500元，4學期共計38,000元整。
二、住宿費：3-5 人套房，每學期 19,600-21,600 元(以 1 學期計，含網路)，水電、
瓦斯費另計。寒、暑假期間宿舍費另計，(寒假期間約 4,300 元，暑假期間約
8,600 元)。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 2,000 元，離宿時退還。宿舍地址：241 新
各項收費
北市三重區集賢路 173-175-1 號
（單位以新臺
三、健康檢查費約 550 ~1,200 元(健檢及保險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幣計）
四、考照費：ACA 國際證照(Photoshop、Flash、Dreamweaver)考照費每種約 2,500
元，依個人需求報考。
五、其他：購買個人器具寢具、畢業製作費用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
準
一、校址：(臺北校區)111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二、電話：886-2-28824564轉2411/ 2402
三、數位諮詢窗口：莊小姐(中/英文)
其他
四、網址：http://www.mcu.edu.tw
五、電子信箱或其他通訊方式：oyvts@mail.mcu.edu.tw
六、Facebook粉絲頁：銘傳海青一家親https://www.facebook.com/oyvtsof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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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東南科技大學
Tungnan University
表演藝術與設計科
Department of Performing Arts and Design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29)東南表藝

17.表演藝術相關類科
本校海青班「表演藝術與設計科」係以協助海外青年培育符合表演藝術
與設計業界的基礎技職人才，著重培育具表演藝術素養兼具創作溝通與
重點說明
實作設計展現能力之教育模式，發展方向與課程規劃係以「表演藝術專
業與創作」及「數位藝術設計」為兩大主軸，一方面奠立學生的表演藝
術專業與創作技巧，另一方面亦灌輸數位藝術設計的重要技能。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内開設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一、共同科目
三、專業實習科目
13. 流行舞蹈 I
1. 國文
1. 舞蹈基礎 I
14. 流行舞蹈 II
2. 實用中文
2. 舞蹈基礎 II
15. 數位聲響與電
3. 英文
3. 歌唱技巧 I
子音樂
4. 認識臺灣
4. 歌唱技巧 II
16. 流行音樂編曲
5. 表演藝術行政與
5. 節奏基礎 I
與創作
管理
6. 節奏基礎 II
17. 戲劇表演 I
6. 體育 I
7. 表演基礎 I
18. 戲劇表演 II
7. 體育 II
8. 表演基礎 II
19. 正音與口條訓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二、專業科目
9. 數位影音編輯
練
實習科目）
1. 表演藝術概論
10. 劇本導讀
20. 數位錄音與音
2. 跨領域藝術美學
11. 彩妝造型設計
響工程
3. 名作排演
12. 活動主持訓練
21. 電影製作與技
4. 表演藝術心理學
術基礎
5. 表演與多媒體運
22. 藝術產業創意
用
設計
6. 劇場技術基礎
23. 燈光技術實務
24. 演出製作
25. 整體造型設計
實務
1. 學期間提供工讀之廠商：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藝家協會（一週工
讀 20 小時，每小時支薪新臺幣 160 元以上）。
可合法工讀
2. 寒暑假期間提供工讀之廠商：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藝家協會（每
小時支薪新臺幣160元以上），本校亦會協助安排工讀機會。
1. 演藝經紀／宣傳人員
9. 攝影師
2. 舞蹈演藝人員
10. 影片製作技術人員
3. 歌唱演藝人員
11. 剪輯師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4. 活動表演／主持人員
12. 棚內技術工程人員
業後適任工作)
5. 平面／舞臺模特兒
13. 舞臺搭設工程人員
6. 編劇及詞曲創作
14. 燈光技術人員
7. 演員
15. 媒體公關人員
8. 造型設計師
可深造

校內直升表演藝術與設計科，學分抵免。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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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1. 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雜費：2,400 元，四學期共計約 47,600
元。
2. 課外活動費：每學期 425 元，四學期共計 1,700 元。
3. 制服費：全期 3,480 元。
各項收費
4. 住宿費：四人房，每學期 10,725 元(含水電、網路)，四學期共計 42,900
（單位以新臺幣計）
元，冷氣費以實際使用費用另計。寒、暑假期間宿舍費用以週次計算。
5. 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費用收取。
6. 各項考照費：依考照主辦單位公告為準，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7. 其他：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
費為準。
1. 校址：臺灣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2. 電話：+886-2-86625948
3. 網址：http://www.tnu.edu.tw/
其他
4. 承辦人：丘志佳老師
Line ：qzj859386654
WeChat：LL859386654
5. 電子信箱：1100601@mail.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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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事業與飯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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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觀光暨餐旅管理科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30)文化觀光

10.餐飲旅宿相關類科
因應全球觀光潮流之轉變，展望亞洲旅遊市場，觀光人才需求提升。本科教
學在觀光專才培育，使理論與實務結合。課程採循序漸進的原則，著重技術
重點說明
訓練，輔以理論解說，並定期安排國際觀光旅館、旅行社、臺灣地區特殊景
點或民俗風采活動以輔助學生實習，增進教學效果。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華語文中心。
一、共同科目
7.會計學
6.飲料調製
1.體育
8.英文
7.國際觀光及餐旅產業
2.電腦軟體應用
9.義式咖啡調製
管理實務講座
3.歷史與文化
10.攝影實務
8.旅館與客房實務
二、通識教育課程
11.消費者行為
9.觀光網頁與媒體
1.生活教育
12.影像處理實務
10.餐廳規劃與經營
2.國際禮儀
13.吧檯調酒實務
11.國際會展實務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三、基礎專業課程
14.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12.公共關係與危機處
實習科目）
1.企業管理
15.觀光調查與分析
理
2.世界飲食文化
四、實務專業課程
13. E化顧客管理
3.經濟學
1.會議展覽概論
14.觀光網路行銷實務
4.餐旅管理概論
2.餐飲衛生與安全
15.輕食製作
5.觀光學
3.休閒旅遊概論
16.觀光實務實習
6.旅館管理
4.人力資源管理
17.菜單設計
5.人際關係與生涯規劃 18.綜合實務實習
除寒暑假外，一週工讀20小時，每小時支薪新臺幣160元。
一、校內實習咖啡廳:文化咖啡/中國文化大學
二、觀光暨餐旅服務業相關
1. 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台北市士林區格致路237號
2. 想 陽明山/ 台北市士林區光華路30號
3. 愛瘋牛排/台北市士林區光華路26巷1-1號
4. BRICK YARD 33 1/3美軍俱樂部/ 台北市士林區凱旋路49號
可合法工讀
5. F103複合式餐飲/台北市士林區愛富一街1號
6. 屋頂上/台北市士林區凱旋路61巷4弄33號
7. 草山夜未眠/台北市士林區東山路25巷81弄99號
8. 陽明山美國渡假村/台北市士林區凱旋路61巷2弄2號
9. 永心鳳茶/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5號三樓
10. IBIS Hotel KLCC/ 32 Jalan Yap Kwan Seng, KUALA LUMPER,
MALAYSIA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3.文化大學海青班 Facebook「華岡海聯」增加就業機會。
業後適任工作)
4.畢業後適任工作：
(1)導遊
(2)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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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公園解說員
(4)旅行業從業人才
(5)航空公司從業人才
(6)餐廳從業人才
(7)風景遊憩區從業人才
(8)吧檯供應經營管理人才
(9)旅館從業人才
(10)餐飲服務技術師
(11)餐飲行銷經營管理專業人員
(12)自行創業
1.校內直升科系：校內各系都可提出申請，各系抵免學分按申請科系之規定，
共同學分（所有科系）＋專業學分（相關科系），例：觀光暨餐旅管理科
申請『觀光事業學系』約可抵免48學分。
2.海外學校學分抵免：海外學校申請，在中國文化大學412所姐妹校內，與觀
光事業學系相關合作學校共有4所，瑞士飯店管理學院HTMi、義大利佛羅
倫斯藝術大學FUA、法國瓦岱爾國際酒店與旅遊管理商學院、日本長崎國
際大學進行學生交換與產學雙軌實習之機會。姐妹校資訊 (pccu.edu.tw)
3.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可申請33所與中國文化大學雙聯學位締約學校。
可深造
與『觀光事業學系』相關共22 所：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南方學院、
韓新傳播學院、韓江學院)；韓國(安東大學校、慶南大學校、慶煕大學校、
西京大學校、湖南大學校、國立慶尚大學校)；日本(敬愛大學)；美國(北阿
拉巴馬大學、莫瑞大學、漢弗萊斯大學、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法國(瓦
岱勒國際飯店與旅遊管理學院、雷恩商業學院、諾歐商學院)；澳洲(邦德大
學)；泰國(宣素那他皇家大學)；西班牙(赫羅納大學附設桑特波爾廚藝觀光
學院)；瑞士(瑞士飯店管理大學)。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 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學習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前三名的同學，依學
校獎懲規定予以記功加分跟海青班給予獎學金：金牌5,000元、銀牌3,000
元、銅牌2,000元。
1. 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9,500元，4學期共計約38,000元整。
2. 住宿費：每學期約計17,250元(包含寒、暑假)，第4學期12,375元（4~6人一
間，大小約5-7坪，以6個月計，含水電費不含冷氣費，並提供免費電腦室、
交誼廳設施）。
各項收費
3. 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
（單位以新臺幣計）
4. 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考取證照公告為準)
5. 其他：
（1）個人寢具等，則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本校體育館備有多項休閒設施(如游泳池、健身房…等)，使用者另行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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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費。
（3）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 校址：(臺北校區) 111396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2. 電話：+886 2 28610511轉41507
3. 網址：https://oyttt.pccu.edu.tw/bin/home.php
4. 數位諮詢窗口：陳昱凱（Line：tourist490//Wechat：tourist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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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廚藝與餐廳管理科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inary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31(靜宜廚藝)

科系或專長類科

10.餐飲旅宿相關類科

本科旨在培育與輔導華子弟學具備從事中西式點心烘焙、中西餐飲烹調製
備、餐廳管理與行銷等專業技能。本校觀光事業學系為臺灣地區觀光、休閒
重點說明
與餐旅教育之領航者，特聘教學經驗豐富之專任教授群及具經驗豐富的技術
教師，共同擔任課程教學與指導，提供參訓學員廚藝與餐廳管理完整的專業
知識與技能。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專案協助印尼、越南、菲律賓與泰國等地學生學習華語，相關說明由本校
制定。
一、一般科目
6.麵包烘焙
21.菜單設計
1.藝術經典與美學素養 7.臺灣特色小吃
22.專題實作成果展
2.歷史與文化
8.中餐烹調(一)(二)
三、實習課程
3.體育(一)(二)
9.西點烘焙
1.麵包烘焙實習
4.資訊應用概論
10.中式點心製作
2.臺灣特色小吃實習
5.資訊應用概論實習
11.西餐烹調(一)(二)
3.中餐烹調實習(一)(二)
6.程式設計概論
12.飲料管理
4.西點烘焙實習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7.程式設計概論實習
13.餐旅資訊系統
5.中式點心製作實習
實習科目）
8.英文(一)(二)
14.素食製作
6.西餐烹調實習(一)(二)
二、專業科目
15.餐飲採購學
7.飲料管理實習
1.管理學
16.視覺傳達設計
8.創意管理實習
2.觀光行銷學
17.專業證照輔導
9.素食製作實習
3.人力資源管理
(一)(二)(三)
10.專題實作成果展實習
4.餐飲英文會話(一)(二) 18.創意管理
5.餐館管理
19.餐旅連鎖經營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照
20.餐旅服務管理
可合法工讀

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則不
限。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畢業後適任工作：
（1）專業領域創業
（2）餐飲經營管理專業人員
（3）料理烹飪專業教學教師
（4）中餐烹飪專業人才
（5）中式米食加工專業人才
（6）中式麵食技術專業人才
（7）餐旅服務技術專業人才
（8）調酒專業人才
（9）專業導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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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青班畢業後可申請校內相關學系，
「廚藝與餐廳管理科」學生畢業後申請
本校「觀光事業學系」
，學分抵免達 36 學分以上可提高編級至二年級，若
申請非相關學系，所取得學分亦可申請辦理學分抵免，學分抵免依各學系
規定辦理。
可深造
2.錄取本校大學或研究所後，可申請海外合作雙聯/三聯學位學校，或申請交
換至姊妹校。相關資料可參考網址
https://411.pu.edu.tw/p/426-1073-6.php?Lang=zh-tw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學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海青班畢業回流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可申請校內相關獎助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2.住宿費：4 人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
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告
為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4.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1）美國飯店業協會教育學會 （AHLEI）國際認證
各項收費
（2）英國 City & Guilds
（單位以新臺幣計） （3）中餐烹調技術士-丙級。
（4）西餐烹調技術士-丙級。
（5）.飲料調製技術士-丙級。
（6）烘焙食品(麵包/餅乾/西點蛋糕)技術士-丙級
5.其它：
（1）廚師服約2,000元（2套廚師服）。
（2）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新臺幣200元，4學期共計新臺幣800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3）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校址：（43301）臺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2.電話：+886-4-26328001轉19105。專線：+886-4-26329840
3.網址：https://dpcd.pu.edu.tw/
其他
4.數位諮詢窗口：江靖瑜 小姐 / jyjiang@pu.edu.tw 或 pu11300@pu.edu.tw /
Facebook：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靜宜大學海青班官方Line@ 帳號：
@397kan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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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酒店管理科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32)酒店管理

科系或專長類科

10.餐飲旅宿相關類科

渡假酒店產業的營運包含旅館、餐飲、休閒設施、會議與餐旅活動之服務提供，
以綜合娛樂度假城(Integrated Resort，IR)為觀光產業經營模式主流。本課程以臺
灣飯店服務管理成功模式導入，開發學生對飯店服務管理與專業技能創新之興
重點說明
趣潛能，培育學生具有飯店技能基礎，營運管理應用能力與未來投入產業就業
能力，並導入國際品牌店經營、行銷與創業理念，輔導管理證照取得，提升學
生畢業後就業優勢。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中華大學華語中心將針對東南亞學生華語程度開設華語課程。通曉華語者，
學華語
開設以通過華語文測驗為目標的華語課。其餘則另外開設以生活華語為目標
的華語課程。
一、普通科目
三、實務科目
四、實習科目
1.體育(壹)-(貳)
1.旅館客務管理
1.餐飲創意產品開發實務
2.實用華語
2.旅館房務管理
2.餐廳經營實務
3.認識臺灣
3.休閒旅館與俱樂部管理
3.餐飲創意專題
4.國際視野與探索 4.餐旅服務
4.企業專業實習
5.探索東南亞
5.食物製備原理
5.服務、飲調、烹飪、烘焙證
二、專業科目
6.中西餐實務
照輔導
學技術-訓練課程 1.旅館品牌概論
7.酒吧與飲料管理
（含實習科目） 2.餐飲管理概論
8.飲料調製
3.旅館管理概論
9.點心製作
4.餐旅行銷學
10.遊樂園管理實務
5.餐飲衛生安全
11.主題活動規劃與行銷
6.創意觀光
12.宴會管理
7.國際禮儀
13.國際會議管理
8.智慧觀光與 AI
14.餐旅個案分析
應用
1.已與新竹地區之新竹老爺大酒店、芙洛麗酒店、六福集團渡假村與遊樂園、
麗寶集團福容飯店與遊樂園、新竹國賓大飯店、新竹煙波飯店合作，提供學
生學期間工讀(160 元以上/小時)與暑期月薪工讀機會，滿足在臺生活開銷與
可合法工讀
住宿花費，以達自給自足基本需求。)
2.寒暑假期，本校亦協助安排工讀。海青訓練期間也將安排實習，實習期間廠
商將提供實習津貼，落實做中學。
1.就業輔導整合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業外，並媒合學校合作業者，結合課程安排與工讀機
會，搶先熟悉與認識業主。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與創業
3.畢業後適任工作如下:
(畢業後適任工作)
一、飯店客務部門人員 五、飯店餐飲外場服務人員 八、自行創業民宿經營管理
二、飯店客務部門人員 六、飯店餐飲內場服務人員 九、連鎖品牌餐廳外場服務
三、渡假村活動專案人 七、自行創業餐廳、咖啡廳
人員
員
經營管理
※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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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深造

四、渡假村休閒部門人
員
1.校內直升餐旅管理學系學分抵免，可直接銜接大三課程，兩年後取得學士學
位。
2.海外結盟學校學分抵免。
3.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取得雙學位。本校有與英國桑德蘭大學、西英格蘭大
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簽訂雙學位學程，提供海青畢業生多樣深造管道。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善學習輔助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每
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新竹地區合作酒店與渡假村工讀學生提供成績優異獎學金，每學期3,000元到
5,000元。
5.學習輔導以科主任及每班一名導師進行學業與生活輔導，由導師安排班級活
動與社群關懷，並與授課教師連結掌握學習狀況，維護學生學習安心與生活
安全之目標。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6,000元，4學期共計24,000元整。
2.男生宿舍每學期 11,400 元(約為五坪，五人共宿，使用公共衛浴)；女生宿舍每
學期 11,500 元(約為五坪，五人共宿，含衛浴)。費用含寒暑假期間、水電費、
網路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金額為準。
各項收費
4.實務操作個人廚服與刀具費用 3,000 元(廚服組 1,500 元與刀具 1,500 元)
（單位以新臺幣 5.各項考照費：(實際費用依當期簡章規定並自付練習材料費，學生決定是否報
計）
考)，包括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中或西餐丙級技術士
報名費約 2,000 元
6.其他：
(1)個人寢具: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設施。
1.校址：30012 臺灣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 707 號
2.電話：+886-3-518-6338
3.網址：http://international.chu.edu.tw/index_welcome.php
其他
4.數位諮詢窗口:
E-mail:international@g.chu.edu.tw
聯絡人:黃婕老師(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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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實
習科目）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業後
適任工作)

可深造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休閒事業管理科
Department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4133)德霖休閒
10.餐飲旅宿相關類科
(一) 招募海外華裔學生，培育具休閒運動及觀光旅遊的實務專業技術人
才。
(二) 藉由海青班學生與本地學生的交流，協助本地學生接觸各國文化，
熟悉當地產業環境，成為本地學生日後如有赴國際就業時的當地人
脈關係。
1.僑務委員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開設「應用華文」課程。
一、一般科目
三、實習科目
9.體驗教育實務
1.應用華文
1.導覽解說理論暨實務 10.戶外遊憩管理
2.專業職場英文
2.休閒活動體驗
11.活動整合暨營隊管
3.電腦軟體應用
(一)(二)
理(一)(二)
(一)(二)
3.觀光旅遊體驗
12.自行車實務操作
二、專業科目
(一)(二)
13.運動觀光創新實務
1.服務業人力資源管理 4.領隊與導遊實務
14.休閒運動實務訓練
2.休閒行銷與顧客關係
(一)(二)
與實習
管理
5.航空訂位系統實務
15.旅行業經營管理與
3.國際禮儀
6.遊程規劃與設計實務
實習
4.休閒運動概論
7.航空客運與票務
16.休閒運動創新經營
5.健康體適能
8.主題旅遊
與實習
6.觀光資源概要
17.觀光旅遊創新經營
7.觀光餐旅概論
與實習
18.運動觀光專題講座
(一)(二)
1.上課期間及寒暑假工讀，依「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2.推薦廠商：凱撒大飯店、凱達大飯店、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1.僑務委員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
助媒合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畢業後適任工作：
(1) 旅行社 OP、票務、行銷及業務人員
(2) 航空公司票務及業務人員
(3) 國家公園解說、生態解說及導覽人員
(4) 領隊、導遊人員
(5) 運動安全防護員
(6) 休閒運動場域從業人員
(7) 休閒運動專業教練、指導員
(8) 休閒活動管理之企劃、行銷及專業管理人員
(9) 飯店與渡假村行政、行銷及業務人員
(10) 休閒農場及民宿經營管理人員
(11) 主題樂園行銷、管理及業務人員
(12) 休閒俱樂部行銷、管理及業務人員
1.深造管道：憑高中學歷報名學士班，取得學士學位。取得學士學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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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習
輔助

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計）

其他

可以繼續升讀碩士班、博士班等等。
2.本校學分抵免：完成海青班學業後，報名本校學士班，學分依本校抵
免學分相關辦法抵免。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9,500 元，4 學期共計 38,000 元整。
2.學生雜費：每學期 2,400 元，4 學期共計 9,600 元。
3.住宿費：4 人房，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 52,000 元，含網路和水
電，冷氣費另計。寒暑假住宿費為一天 100 元。入住宿舍時須繳保證
金 1,000 元，退宿時歸還。
4.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團保為一學期590元，
4學期共 2,360 元。健檢費 600 元，入學繳交。惟團保與健檢費用視
當年度招商狀況而定。
5.各項考照費：（自費，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自行車領隊證、
體適能檢測員、救生員、潛水證、國民領團人員、華 (外) 語領隊、
華 (外) 語導遊、基礎訂位認證。
6.其他：
(1)繪圖用具、個人用品、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校內提供免費無線網路。
(3)加入體適能中心會員，需另行收費。
1.校址：（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2.電話：+886-2-22733567 轉 834、835、837。
3.網址：http://www.hdut.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B570@mail.hdut.edu.tw (茹明遠先生)
WeChat ID: myuan29、Line ID: myuan29
此窗口可提供越南文、馬來文、粵語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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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可深造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休閒農業經營科
Department of Leisure Agritourism Management
(4134)大葉休農
8.農漁業相關類科、10.餐飲旅宿相關類科
培養海外青年學生在休閒農業領域的相關專業能力，在協助取得相關專業證
照的課程設計概念下，幫助其未來返回僑居地後，不僅成為具有休閒農業經
營相關行業管理人才之專業，並透過創意與創業相關課程培養其創業能力，
協助傳統農業轉型為休閒農業，促進當地相關產業長期永續發展。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針對華語能力較弱之學生，本校華語教學中心每位華語教師均提供每週2-4
小時的諮詢輔導時間，讓學生採預約或現場到華語學習輔導中心進行一對一
輔導。學生也可視程度或需求選擇對應的短期華語課程修讀。
1. 城鄉與社區概論
12. 休閒心理與行為
一、通識教育課程
2. 餐廳經營管理
13. 突破休閒
1. 語文與運用
3. 休閒遊憩服務概論
14. 社區小旅行
2. 運算思維
4.
休閒活動設計
15. 作物生產概論
3. 英文聽力與口語
5.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16. 節慶規劃與管理
4. 英文閱讀與寫作
6. 旅宿經營與管理
17. 產業文化觀光
二、基礎能力課程
7. 休閒資源規劃管理
18. 活動主持技巧與實務
1. 休閒農業概論
8.
解說與導覽
19. 休閒景觀管理
2. 經濟學
9. 資源調查與分析實務
20. 有機農業與生態旅遊
3. 會計學
10.休閒產業分析
21. 休閒產業創業計畫
4. 行銷管理
11.營地經營與管理
三、專業課程
1.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則
不限。
2.寒暑假期間，媒合至本校具產學合作關係之企業，如至雅育休閒農場、飛牛
牧場、金玉湖酒莊、二林斗苑休閒農業區、二水休閒農業區等。
求職管道: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工作內容：
1.休閒農場經營管理人員
2.餐廳管理服務人員
3.領隊導遊人員
4.旅宿管理人員
5.旅行行程規劃人員
6.休閒活動帶領人員
7.休閒資源規劃調查人員
8.休閒農業自行創業
1.本校回流海青學生在海青班修讀之80學分提升編級至大學部後已認抵學分
數為64學分。
2.一系一雙聯，提供專業學習與國際接軌，取得國際名校雙學位。
3.海青班畢業可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並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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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學習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大葉大學提供下列獎助學金：
（1）凡符合報名海青班之華裔青年以本校為第一志願申請並就讀者，每人
最高可獲新臺幣二萬元獎學金。
（2）本校應屆結業之海青班學生於結業後三個月內申請入學者，獎助學金
依照海青班成績排名作為核發標準，班排名前五名者核發第二級獎
助學金，其餘核發第三級獎助學金。
（3）本校企業實習合作廠商提供獎助學金或相關助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 元，4學期共計 52,000 元整。
2.住宿費：視實際學校安排宿舍房型收費，每學期約新臺幣 10,000 ~ 13,000
元。冷氣電費按電錶計費。【住宿時需預收冷氣電費2,000 元/年，學年結束
各項收費
離宿時多退少補】
（單位以新臺幣計）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依學校規定。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4.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1.校址：515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2.電話：+886 48511888 轉1762
3.網址：
大葉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http://fa.dyu.edu.tw/
其他
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http://rm.dyu.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
（1）林羿妙組長(中文)Line ID: 0937255157
（2）楊婷茹(英文) Line ID: 0983726
（3）黃林桃(越南文) Line ID: d0126505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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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時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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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美容暨時尚造型設計科
Department of Cosmetology and Fashion Styl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35)文化美型

15.美容時尚設計相關類
本科旨在培育海外青年獲得美容暨時尚造型設計之專業知識、實用技能與服務
業經營管理知能，並輔導學生取得相關專業證照。課程內容採循序漸進的原
重點說明
則，著重於技術訓練，輔以理論解說，使學生具備美容美髮的專業知識及技能、
人文藝術涵養與健康生活態度的時尚造型設計專業人才。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華語文中心。
一、普通科目
7.服飾製作
6.影視特效彩妝
1.歷史與文化
8.美容護膚
7.新娘秘書實務
2.人際關係與職涯規劃
9.美容與衛生實務
8.形象美學設計
3.生活教育
10.美體雕塑
9.指甲藝術設計
二、專業科目
11.芳香療法
10.整體造型設計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1.色彩學
三、實習科目
11.造型秀展演與企劃
實習科目）
2.藝術美學概念
1.品牌經營管理與趨勢
12.畢業專題製作
3.化妝品概論
發展
13.沙龍經營管理實習
4.中西時尚史
2.藝術彩妝設計
四、證照輔導
5.基礎彩妝實務
3.進階髮型梳理
美容專業實習 : 證照
6.基礎髮型實務
5.進階服飾製作 : 禮服 輔導
改造
除寒暑假外，一週工讀20小時，每小時支薪新臺幣160元。
可合法工讀
1.時尚彩繪造型及時尚美甲凝膠相關專業
2.Asia Colors 亞洲色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211號7樓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文化大學海青班Facebook「華岡海聯」增加就業機會。
4.畢業後適任工作：
(1)時尚造型師
(2)彩妝師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業 (3)髮型設計師
(4)藝術美甲師
後適任工作)
(5)美體雕塑師
(6)美姿美儀講師
(7)芳香療法美容師
(8)新娘秘書
(9)專業秀導
(10)秀場企劃
(11)開設個人工作室

可深造

1.校內科系：可直接申請大學部60系組。抵免學分按申請科系之規定，共同學
分（所有系）+專業學分（相關系），例：美容暨時尚造型設計科申請『生活
應用科學系』約可抵免14學分。
2.海外學校：可申請中國文化大學412所姊妹校。與『生活應用科學系』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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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 所：日本香川大學、韓國忠北大學校、東亞大學校、東國大學校、慶星
大學校、祥明大學校；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賴比瑞亞大學。
https://ap2.pccu.edu.tw/sisterSchool/schoolList/schoolList.asp?continent=1
3.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可申請33所與中國文化大學雙聯學位締約學校。與
『生活應用科學系』相關共16 所：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南方學院、
韓新傳播學院、韓江學院）；韓國（安東大學校、慶南大學校、慶煕大學校、
西京大學校、湖南大學校、國立慶尚大學校）；日本（敬愛大學）；美國（北
阿拉巴馬大學、莫瑞大學、漢弗萊斯大學）；法國（瓦岱勒國際飯店與旅遊
管理學院）；西班牙（赫羅納大學附設桑特波爾廚藝觀光學院）。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習輔助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 校內：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前三名的同學，依學校
獎懲規定予以記功加分跟海青班給予獎學金：金牌5,000元、銀牌3,000元、
銅牌2,000元。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13,000元，4學期共計約52,000元整。
2. 住宿費：每學期約計17,250元(包含寒、暑假)，第4學期12,375元（4~6人一
間，大小約5-7坪，以6個月計，含水電費不含冷氣費，並提供免費電腦室、
交誼廳設施）。
3. 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
各項收費
4.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依行政院勞委會公告為準。)
（單位以新臺幣計）
(1)美容丙級約1,325元
(2)美髮丙級約1,070元
5. 其他：
（1）個人寢具等，則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本校體育館備有多項休閒設施(如游泳池、健身房…等)，使用者另行付費。
（3）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校址：(臺北校區) 111396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2.電話：+886 2 28610511轉31508
其他
3.網址：https://www2.pccu.edu.tw/OYTTD/new_page_2.htm
4.數位諮詢窗口：陳靜如、+886 975536577、（Line：lucy0975536577/ Whatsapp：
+886 97553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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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科名

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科
Department of Cosmetology, Hairdressing and Styling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36(靜宜美容)

科系或專長類科

15.美容時尚設計相關類科

本科旨在培育與輔導華裔子弟具備從事婚紗造型、時尚彩粧、指甲彩繪、髮
型飾品設計、化粧品調製與產品行銷等工作之專業技能。本科由臺灣首創化
重點說明
粧品科技教育的學系負責承辦。特聘教學經驗豐富之專任教授群，及具國際
美容美髮實務經驗之專家，共同擔任課程教學與指導，提供參訓學員美容美
髮造型設計完整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專案協助印尼、越南、菲律賓與泰國等地學生學習華語，相關說明由本校
制定。
一、一般科目
9.彩粧藝術學
三、實習課程
1.英文(一)(二)
10.時尚彩粧
1.美髮學實習(一)(二)
2.資訊應用概論
11.新娘秘書實務
2.基礎彩粧實習
3.資訊應用概論實習
12.美髮造型設計學
3.彩粧藝術學實習
4 程式設計概論
13.流行髮藝設計
4.時尚彩粧實習
5.程式設計概論實習
14.多媒體應用
5.新娘秘書實務實習
6.藝術經典與美學素養
15.化粧品配方解析
6.美髮造型設計學實習
7.歷史與文化
16.整體造型設計學
7.流行髮藝設計實習
8.體育(一)(二)
(一)(二)
8.多媒體應用實習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二、專業科目
17.美膚美顏學
9.化粧品配方解析實驗
實習科目）
1.色彩學
18.芳香精油與 SPA
10.整體造型設計學實習
2.環境與生活
19.指甲彩繪
(一)(二)
3.化粧品概論
20.飾品設計
11.美膚美顏學實習
4.行銷概論
21.美容師證照實務
12.芳香精油與 SPA 實習
5.專題講座
(一)(二)
13.結業成果展
6.醫學美容化粧品
22.生活時尚美學
14.結業成果展實習
7.美髮學(一)(二)
23.舞蹈與肢體探索
8.基礎彩粧
24.生理與美容
※輔導學員取得專業證
照
可合法工讀

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 20 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則
不限。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
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畢業後適任工作：
（1）整體造型設計師
（2）新娘婚紗設計造型師
（3）美容塑身顧問專業人才
（4）美髮設計顧問專業人才
（5）美容與化粧品經營規分析專業人才
（6）美容與化粧品教育訓練或產品專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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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理行銷化粧品
（8）商品設計企畫專業人才
（9）專業領域創業或開設個人工作室
（10）化粧品研究開發專業人才
1.海青班畢業後可申請本校「化粧品科學系」，「美容美髮造型設計科」所取
得學分可申請學分抵免，至多可提高編級至三年級，若申請非相關學系，
所取得學分亦可申請辦理學分抵免，學分抵免依各學系規定辦理。
可深造
2.錄取本校大學或研究所後，可申請海外合作雙聯/三聯學位學校，或申請交
換 至 姊 妹 校 。 相 關 資 料 可 參 考 網 址
https://411.pu.edu.tw/p/426-1073-6.php?Lang=zh-tw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學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海青班畢業回流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可申請校內相關獎助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2.住宿費：4 人房，每學期 9,000 元。宿舍提供網路及水電，冷氣電費依實際
使用計價收費。【住宿時需繳交宿舍保證金 550 元，離宿時退還】
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一天約 80 元，需以週為單位申請(以實際公告
為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4.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
各項收費
（1）英國 ITEC 第二級國際專業化妝造型證書
（單位以新臺幣計）
（2）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澳洲 TAFE)
（3）美容技術士-丙級
（4）美甲師或彩繪師證照
5.其他：
（1）體育館基本使用費：每學期 200 元，4 學期共計 800 元。
（使用室內溫水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者，需另行付費）。
（2）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校址：（43301）臺灣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2.電話：+886-4-26328001轉19105。專線：+886-4-26329840
3.網址：https://dpcd.pu.edu.tw/
其他
4.數位諮詢窗口：江靖瑜 小姐 / jyjiang@pu.edu.tw 或 pu11300@pu.edu.tw /
Facebook：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 靜宜大學海青班官方Line@ 帳號：
@397kan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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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美容化妝品應用科
Cosmetolog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37)弘光美容

美容時尚設計相關類科
弘光的特色：專業師資、先進設備、耐心教學！
本科以培育化妝品相關之專才為使命，並借與產業界建立長久良好的合作關
重點說明
係提昇學生畢業就業率，使之發揮一技之長，對於整體化妝品產業有積極正
面的助益。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本校可提供華語加強課程。
一、一般科目
17. 視覺傳達設計概論
14.新日式晚宴包頭技術
1. 中文閱讀與書寫
18. 整體造型設計實作
實作
2. 創意概論
19. 畢業製作
15.新娘彩妝技術實作
3. 消費者心理學
20. 美體技能實作
16.舞臺煙燻式彩妝技術
4. 美學
21. 基礎造形
操作實作
5. 人文精神
22. 醫學美容實務
17.假雙眼線彩妝技術操
6. 應用程式設計
23. 進階指甲護理與彩
作
二、專業課程
繪實作
18.廣告化妝之裸妝技術
1. 生理學(一) (二)
三、實習課程
操作
2. 化學(一) (二)
1.創意材質整體造型形
19.皮膚生理學
3. 化妝品概論
象設計實習
20.清潔用化妝品成分辨
4. 美容衛生與法規
2.時尚頭飾設計實務
識技巧
5. 化妝品原料學
3.當代美學配件設計實
21.護膚保養化妝品成分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6. 基礎美容技藝實作
作
辨識技巧
實習科目）
7. 創意設計
1.前衛服裝配搭炫時尚
22.髮類化妝品成分辨識
8.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創作
技巧
9. 化學實驗
5.伸展臺走秀展演策劃
23.影片編輯與社交媒體
10. 美容營養學
6.創意包頭造型設計
應用技巧
11. 進階彩妝學實作
7.多變化編髮技巧
24.醫學美容術後保養操
12. 精油導論與美膚實
8.芳香精油生活應用
作實務
作
9.精油聞香調配實作
25.個人魅力形象塑造操
13. 指甲護理與彩繪實
10.亮顏手技實作
作實務
作
11.精油肩頸按摩實作
26.品牌形象設計實務
14. 美姿禮儀
12.眼妝操作實務
27.法式美甲凝膠設計製
15. 基礎髪型設計
13.彩妝品材質運用與搭
作
16. 化妝品資訊應用
配技術實務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1.上課期間，同學可課餘自行安排工讀（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2.寒暑假期，本校可協助媒合本校產學合作企業進行工讀（依勞基法規定）。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一、個人形象設 四、彩妝造型師
七、美甲造型師
計人才
五、造型工作室
八、加盟連鎖事業
二、新娘秘書專 六、代理行銷化妝品
九、彩妝設計師
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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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容專業人
才
1.申請本校大學部可申請學分抵免，並依抵免情況得申請提高編年。
2.海外專科以上修習學分可申請學分抵免。
可深造
3.直升大學部後可申請本校國外合作院校雙聯學位修讀。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學習輔助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部份：
（1）輔導同學考取證照並核發獎勵金，並發給獎狀。
（2）本校海青班申請本校大學部，符合資格可獲獎學金 5,000～30,000 元新
臺幣。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計52,000元。
2.住宿費：
（1）協議宿舍：每學期14,000元-34,000元，(1-2人1房，依實際住宿房型計價，
不含水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5,000元，離宿時退還)，皆有網
路。
（2）女生宿舍：宿舍每學期8,500元，四人房型含水電費，冷氣費依實際使用
計價收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
各項收費
3.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550 ~1,200元(依實際支付金
（單位以新臺幣計）
額收費)。
4.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5.其他：
（1）工作服(包含實習衣、工具袋、腰包)費用約1,200元。
（2）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
生金額付費。
（3）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
用。
1.校址：中華民國 臺灣 433304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2.電話：電話：+886-4-26318652分機7301 傳真：+886-4-26314074
其他
3.網址：https://csc.hk.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isadmission@hk.edu.tw / 陳俊良（Line/ Wechat）: jordn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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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美髮造型設計科
Department of Hair Styling and Design
(4138)弘光美髮
15.美容時尚設計相關類科
弘光的特色：專業師資、先進設備、耐心教學！
鑑於生活水準提高，對於個人形象建立以及造型設計等趨於重視，美髮產業
的發展相當蓬勃且迅速，因此相關專業人員的需求日益殷切。為增加美髮造
型設計人員、美容師、彩妝師專業知識與技能，並提高服務品質，故申請開
設本科培育海外華裔青年成為相關之專才。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本校可提供華語加強課程。

一、一般科目
11.藝術美甲實務
5.染髮實習
1. 中文閱讀與書寫 12.燙髮基礎實務
6.吹風造型技術實習
(一)(二)
13.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7.剪髮造型設計實習
2. 美學
14.髮妝品概論
8.頭皮管理頭皮檢測與
3.消費者心理學
15.髮妝品原料學
諮詢
4.應用程式設計
16.髮妝品分析學
9.肩頸紓壓與精油按摩
5.人文精神
17.染髮基礎實務
10.色彩與設計實作
二、專業課程
18.紓壓洗髮實務
11.皮膚分析消毒液及消
1.顧客服務與管理
19.剪髮基礎實務
毒方法之辨識及操作
2.應用色彩學
20.美髮專業實務技能實作
12.女子美髮丙級模擬實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3.美髮造型素描
(證照)
作
實習科目）
4.設計概論
21.髮妝品調製實務
13.彩妝創意實作
5.假髮應用及飾品設 22.頭皮養護實務
14.整體造型整合製作
計
23.剪燙染進階實務
15.搖滾天后造型製作
6.畢業專題製作
24.時尚造型梳理實務
16.甜美悸動造型製作
(一)(二)
25.校外參訪
17.海洋之星造型製作
7.基礎彩妝實務
三、實習課程(均安排於第 3 18.凝膠指甲鑲寶石
8.創意彩妝學實務
學期進行實習課程)
19.髮妝品調製實習
9.造型諮詢與形象設 1.沙龍基礎技術服務實習
20.畢業成果展製作
計
2.冷燙髮技術實習
21.專業沙龍店實習
10.整體造型設計實 3.溫塑燙髮技術實習
務
4.離子燙髮技術實習
1.上課期間，同學可課餘自行安排工讀（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可合法工讀
2.寒暑假期，本校可協助媒合本校產學合作企業進行工讀（依勞基法規定）。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一、美髮造型專業人才
二、個人形象設計人才
三、新娘秘書專業人才
四、美髮設計顧問專
業人才
五、美髮品牌行銷企劃

六、彩妝造型師
七、造型工作室
八、藝術美甲造型師
九、加盟連鎖事業
十、化妝品研究開發專業人才
十一、時尚造型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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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自行創業

可深造

1.申請本校大學部可申請學分抵免，並依抵免情況得申請提高編年。
2.海外專科以上修習學分可申請學分抵免。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學習輔助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部份：
（1）輔導同學考取證照並核發獎勵金，並發給獎狀。
（2）本校海青班申請本校大學部，符合資格可獲獎學金 5,000～30,000 元新
臺幣。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計52,000元。
2.住宿費：
（1）協議宿舍：每學期14,000元-34,000元，(1-2人1房，依實際住宿房型計價，
不含水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5,000元，離宿時退還)，皆有
網路。
（2）女生宿舍：宿舍每學期8,500元，四人房型含水電費，冷氣費依實際使用
計價收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
各項收費
3.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550 ~1,200元(依實際支付金
（單位以新臺幣計）
額收費)。
4.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5.其他：
（1）工作服(包含實習衣、工具袋、腰包)費用約1,200元。
（2）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
生金額付費。
（3）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
用。
1.校址：中華民國 臺灣 433304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2.電話：電話：+886-4-26318652分機7301 傳真：+886-4-26314074
其他
3.網址：https://csc.hk.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isadmission@hk.edu.tw / 陳俊良（Line/ Wechat）: jordn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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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烘焙科
Department of Baking and Bakery Management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39)文化烘焙

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自 1994 年以來，本科致力於教育及培訓海外青年在中西式烘焙業上的專業知
識和技能。
重點說明
由紮實基礎知識到各式食品製作，強調理論與實習。同時注入現代化經營管理
理念與技巧，配合教學安排參觀知名機構，達校內外學習相輔相成。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華語文中心。
一、普通科目
三、實習科目
14. 中國傳統糕餅
1. 歷史與文化
1. 麵包製作原理與實
15. 歐式點心
2. 應用中文
習
16. 巧克力製作
3. 人際關係與職涯規劃 2. 蛋糕製作原理
17. 藝術蛋糕
4. 生活教育
3. 蛋糕裝飾
18. 特殊麵包
二、專業科目
4. 中式點心
19. 宴會糕點設計
1. 烘焙學
5. 小西餅
20. 西式簡餐設計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2. 營養學
6. 西式點心（基礎）
21. 丙級技能檢定證照
實習科目）
3. 食品衛生安全
7. 蛋糕裝飾設計
輔導-麵包
4. 烘焙經營與管理
8. 專業實習
22. 丙級技能檢定證照
5. 飲食文化
9. 硬式麵包
輔導-蛋糕
6. 行銷學
10. 蛋糕裝飾藝術
23. 丙級技能檢定證照
7. 食品品質管制
11. 西式點心（高級）
輔導-飲料調製
8. 專題講座
12. 西餐點心與盤飾設
24. 乙級技能檢定證照
計
輔導
13. 廣式茶點
25. 畢業專題製作
除寒暑假外，一週工讀20小時，每小時支薪新臺幣160元。
1.統一多拿滋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53號9樓
可合法工讀
2.Foliage cafe/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8巷23號
3.屋頂上/臺北市士林區凱旋路61巷4弄33號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文化大學海青班 Facebook「華岡海聯」增加就業機會。
4.畢業後適任工作：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業 (1)麵包製作供應及經營管理
後適任工作)
(2)西點蛋糕製作供應及經營管理
(3)大飯店西點、中點專業 管理及技術師
(4)複合式餐飲製備供應管理人才
(5)專業烘焙技術士
(6)烘焙專業教學
(7)自行創業
1.校內科系：可直接申請大學部 60 系組。抵免學分按申請科系之規定，共同學
可深造
分（所有系）+專業學分（相關系）
，例：烘焙科申請『生活應用科學系』約
可抵免 2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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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外學校：可申請中國文化大學 412 所姊妹校。與『生活應用科學系』相關
共 8 所：日本香川大學、韓國忠北大學校、東亞大學校、東國大學校、慶
星大學校、祥明大學校；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賴比瑞亞大學。
https://ap2.pccu.edu.tw/sisterSchool/schoolList/schoolList.asp?continent=1
3.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可申請 33 所與中國文化大學雙聯學位締約學校。與
『生活應用科學系』相關共 16 所：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南方學院、
韓新傳播學院、韓江學院）
；韓國（安東大學校、慶南大學校、慶煕大學校、
西京大學校、湖南大學校、國立慶尚大學校）；日本（敬愛大學）；美國（北
阿拉巴馬大學、莫瑞大學、漢弗萊斯大學）
；法國（瓦岱勒國際飯店與旅遊管
理學院）；西班牙（赫羅納大學附設桑特波爾廚藝觀光學院）。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學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習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前三名的同學，依學校
獎懲規定予以記功加分，以及海青班給予獎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13,000元，4學期共計約52,000元整。
2.住宿費：每學期約計17,250元(包含寒、暑假)，第4學期12,375元（4~6人一間，
大小約5-7坪，以6個月計，含水電費不含冷氣費，並提供免費電腦室、交誼
廳設施）。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
各項收費
4.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考取證照公告為準)
（單位以新臺幣計） （1）烘焙丙級約1,965元、乙級約3,110元
（2）飲料調製丙級約2,290元
5.其他：
（1）個人寢具等，則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本校體育館備有多項休閒設施(如游泳池、健身房…等)，使用者另行付費。
（3）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校址：(臺北校區) 111396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2.電話：+886 2 28610511轉31509
其他
3.網址： https://dbbm.pccu.edu.tw/bin/home.php
4.數位諮詢窗口：周于婷、+886 955119927、（Line：tamerchou//Wechat：
tamer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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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
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
課程（含實習
科目）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
創業(畢業後
適任工作)

可深造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烹飪科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4140)文化烹飪
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為培育餐飲業內、外場服務、團體膳食、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特開設烹飪科，傳授
學生專業知能，輔導學生瞭解餐飲業現狀與發展趨勢，並安排校外教學與機構參訪，
陶冶其職業素養，致力培育學有專精、術德兼修之專業人員。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校內華語文中心。
一、普通科目
三、實習科目
14. 北方點心
1. 歷史與文化
1. 食物製備原理實習
15. 飲料調製
2. 應用中文
2. 基本刀工
16. 咖啡調製
3. 人際關係與職涯規劃
3. 餐盤裝飾
17. 素食
4. 生活教育
4. 中式米麵食
18. 西餐
二、專業科目
5. 地方小吃
19. 義式料理
1. 食物製備原理
6. 臺菜
20. 日式料理
2. 食物營養學
7. 粵菜
21. 宴席菜
3. 餐飲衛生安全
8. 江浙菜
22. 烘焙學實習
4. 餐飲經營與管理
9. 川菜
23. 專業實習
5. 飲食文化
10. 北方菜
24. 專題講座
6. 食品加工
11. 蔬果雕
25. 畢業專題製作
7. 餐飲服務
12. 燒烤滷
26. 專業證照輔導
8. 烘焙學
13. 港式點心
除寒暑假外，一週工讀20小時，每小時支薪新臺幣160元。
1.屋頂上/臺北市士林區凱旋路61巷4弄33號
2. Foliage cafe/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8巷23號
2.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文化大學海青班 Facebook「華岡海聯」增加就業機會。
4.畢業後適任工作：
(1)中式烹調技術師
(2)中式米食加工技術師
(3)中式麵食加工技術師
(4)西餐烹調技術師
(5)餐飲服務技術師
(6)烹調教學教師
(7)吧檯調酒師
(8)餐飲內、外場從業人員
(9)團體膳食經營管理師
(10)餐飲業規劃設計顧問
(11)餐飲行銷經營管理專業人員
(12)自行創業
1.校內科系：可直接申請大學部 60 系組。抵免學分按申請科系之規定，共同學分（所
有系）+專業學分（相關系），例：烹飪科申請『生活應用科學系』約可抵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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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3.海外學校：可申請中國文化大學 412 所姊妹校。與『生活應用科學系』相關共 8 所：
日本香川大學、韓國忠北大學校、東亞大學校、東國大學校、慶星大學校、祥明
大學校；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賴比瑞亞大學。
https://ap2.pccu.edu.tw/sisterSchool/schoolList/schoolList.asp?continent=1
4.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可申請 33 所與中國文化大學雙聯學位締約學校。與『生
活應用科學系』相關共 16 所：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南方學院、韓新傳
播學院、韓江學院）
；韓國（安東大學校、慶南大學校、慶煕大學校、西京大學校、
湖南大學校、國立慶尚大學校）；日本（敬愛大學）；美國（北阿拉巴馬大學、莫
瑞大學、漢弗萊斯大學）；法國（瓦岱勒國際飯店與旅遊管理學院）；西班牙（赫
羅納大學附設桑特波爾廚藝觀光學院）。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與完善學習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每
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前三名的同學，依學校獎懲
規定予以記功加分，以及海青班給予獎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約13,000元，4學期共計約52,000元整。
2.住宿費：每學期約計17,250元(包含寒、暑假)，第4學期12,375元（4~6人一間，大
小約5-7坪，以6個月計，含水電費不含冷氣費，並提供免費電腦室、交誼廳設施）。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
4.各項考照費：(依個人需求報考，費用依考取證照公告為準)
各項收費
（1）中餐丙級約2,110元、乙級約2,995元
（單位以新
（2）西餐烹調丙級約2,735元
臺幣計）
（3）飲料調製丙級約2,290元
5.其他：
（1）個人寢具等，則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本校體育館備有多項休閒設施(如游泳池、健身房…等)，使用者另行付費。
（3）自強活動、畢業旅行：依實際花費為準。。
1.校址：(臺北校區) 111396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2.電話：+886 2 28610511轉31509
其他
3.網址： https://oyttc.pccu.edu.tw/bin/home.php
4.數位諮詢窗口：周于婷、+886 955119927、（Line：tamerchou//Wechat：tamer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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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
類科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烘焙科
Department of Baking and Pastry Arts
(4141)銘傳烘焙
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本課程「烘焙」主要涵蓋麵包、餅乾、蛋糕、中西式點心、中式糕餅、巧
克力裝飾藝術等製作。「餐旅管理」著重在餐飲業的實際經營與管理，課
重點說明
程包含餐館營運、行銷、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飲料管理等。以培育具有
烘焙理論基礎，烘焙產品實際製作能力、自行創業和未來導向餐旅管理理
念的烘焙專業人才。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每學期免費開設華語加強班課程，同學繳交押金全程參與課程後退還押
金。
一、普通課程：
13.專業烘焙商品製作
11.烘焙蛋糕製作
1.應用英文：(一)~(四)
14.烘焙畢業專題製作
12.廣式、臺式月餅製作
2.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 15.餐館管理
13.鮮奶油蛋糕裝飾
(一)(二)
16.食品衛生與安全
14.丙級中式麵食加工輔
3.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17.餐旅行銷
導
4.程式設計
18.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15.飲料管理實習
5.體育(壹)~(肆)
19.飲料管理(一)
16.調酒
6.班會
20.餐旅連鎖
17.巧克力慕斯蛋糕製作
二、專業課程：
21.飲料管理(二)
18.卡通造型蛋糕製作
1.烘焙學
22.西餐烹飪
19.臺灣傳統糕餅拌手禮
學技術-訓練課程 2.麵包製作原理
三、實習課程：
製作
（含實習科目） 3.丙級麵包證照輔導
1.烘焙學實習
20.結婚創意蛋糕製作
4.蛋糕製作原理
2.麵包製作原理實習
21.歐式頂級手工巧克力
5.蛋糕裝飾藝術
3.歐式硬麵包
22.巧克力工藝品
6.巧克力製作與裝飾
4.臺式調理軟麵包
23.歐式開胃三明治設計
7.西點烘焙製作原理
5.創意盤式點心
製作
8.流行時尚甜點(含實習) 6.歐式餅乾製作
24.杏仁膏卡通造型捏麵
9.中式點心製作
7.丙級麵包證照輔導實習 25.五星級旅館烘焙商品
10.結婚蛋糕創意製作
8.蛋糕製作原理實習
製作
11.進階創意蛋糕裝飾
9.蛋糕裝飾概論
26.藝術裝飾麵包製作
12.進階巧克力製作與裝 10.歐式、日式常溫蛋糕製 27.畢業專題製作
飾
作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可合法工讀
2.寒暑假期間時間則無限制。
3.校內設有 café 409 咖啡廳由學生經營備餐，對校內全校師生營業。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助媒合
就業。
輔導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與創業(畢業後適 一、麵包店經營管理
五、糕餅烘焙技術師
九、家庭餐館經營管理
任工作)
二、麵包烘焙技術師
六、烘焙專業管理人才 十、觀光旅館餐飲從業人
三、蛋糕烘焙技術師
七、速食店餐館經營管理
員
四、中西點心技術師
八、咖啡專賣店經營管理 十一、自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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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深造

1.校內可申請大學部科系流程及學分抵免成績標準。
2.海外學校學分抵免。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疫情期間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
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與完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善學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實習材料費共計約52,000元。
二、住宿費(桃園校區)：2人房，每學期15,000元(含寒暑假，含網路、水費)，
4學期共計約60,000元，電費及冷氣費另計。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2,000
元，離宿時退還。宿舍地址：桃園縣龜山鄉明成街19號。
三、健康檢查費約550 ~1,200元 (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四、廚師服約3,160元(含廚師衣2件、圍裙2條、褲子1條、帽子2頂、鞋子1雙、
領巾2條、訂做名牌1個) 。
各項收費
五、各項考照費：(實際費用依當期簡章規定並自付練習材料費，學生決定是
（單位以新臺幣計）
否報考)
1.丙級烘焙技術士(麵包/餅乾/西點蛋糕) -約1,915元。
2.乙級烘焙技術士(麵包、餅乾/西點蛋糕、麵包/西點蛋糕、餅乾)約3,320元。
3.丙級中式麵食加工技術士(酥油皮、糕漿皮類)-約1,870元。
六、師資：特聘請頂尖五星級旅館點心房主廚及連鎖烘焙坊顧問。
七、其他：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
為準。
一、校址：(桃園校區)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 5 號
二、電話：886-2-28824564轉2411/ 2402
三、數位諮詢窗口：莊小姐(中/英文)
其他
四、網址：http://web.tourism.mcu.edu.tw/zh-hant/node/224
五、電子信箱或其他通訊方式：oyvts@mail.mcu.edu.tw
六、Facebook粉絲頁：銘傳海青一家親https://www.facebook.com/oyvtsof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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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
類科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烘焙科(金門分部)
Department of Baking and Pastry Arts
(4142)銘傳金烘
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本課程「烘焙」主要涵蓋麵包、餅乾、蛋糕、中西式點心、中式糕餅、巧克
力裝飾藝術等製作。「餐旅管理」著重在餐飲業的實際經營與管理，課程包
重點說明
含餐館營運、行銷、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飲料管理等。以培育具有烘焙理
論基礎，烘焙產品實際製作能力、自行創業和未來導向餐旅管理理念的烘焙
專業人才。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校內每學期免費開設華語加強班課程，同學繳交押金全程參與課程後退還
押金。
一、普通課程：
13.專業烘焙商品製作
11.烘焙蛋糕製作
1.應用英文：(一)~(四)
14.烘焙畢業專題製作
12.廣式、臺式月餅製作
2.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
15.餐館管理
13.鮮奶油蛋糕裝飾
(一)(二)
16.食品衛生與安全
14.丙級中式麵食加工輔
3.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 17.餐旅行銷
導
4.程式設計
18.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15.飲料管理實習
5.體育(壹)~(肆)
19.飲料管理(一)
16.調酒
6.班會
20.餐旅連鎖
17.巧克力慕斯蛋糕製作
二、專業課程：
21.飲料管理(二)
18.卡通造型蛋糕製作
1.烘焙學
22.西餐烹飪
19.臺灣傳統糕餅拌手禮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2.麵包製作原理
三、實習課程：
製作
實習科目）
3.丙級麵包證照輔導
1.烘焙學實習
20.結婚創意蛋糕製作
4.蛋糕製作原理
2.麵包製作原理實習
21.歐式頂級手工巧克力
5.蛋糕裝飾藝術
3.歐式硬麵包
22.巧克力工藝品
6.巧克力製作與裝飾
4.臺式調理軟麵包
23.歐式開胃三明治設計
7.西點烘焙製作原理
5.創意盤式點心
製作
8.流行時尚甜點(含實習) 6.歐式餅乾製作
24.杏仁膏卡通造型捏麵
9.中式點心製作
7.丙級麵包證照輔導實習 25.五星級旅館烘焙商品
10.結婚蛋糕創意製作
8.蛋糕製作原理實習
製作
11.進階創意蛋糕裝飾
9.蛋糕裝飾概論
26.藝術裝飾麵包製作
12.進階巧克力製作與裝 10.歐式、日式常溫蛋糕製 27.畢業專題製作
飾
作
1.上課期間（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可合法工讀
2.寒暑假期間時間則無限制。
3.可申請校內愛校服務助學金。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助媒
合就業。
輔導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與創業(畢業後適任 一、麵包店經營管理
五、糕餅烘焙技術師
九、家庭餐館經營管理
工作)
二、麵包烘焙技術師
六、烘焙專業管理人才 十、觀光旅館餐飲從業人
三、蛋糕烘焙技術師
七、速食店餐館經營管理
員
四、中西點心技術師
八、咖啡專賣店經營管理 十一、自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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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深造

1.校內可申請大學部科系流程及學分抵免成績標準。
2.海外學校學分抵免。
3.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疫情期間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
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善學習輔助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每
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申請本科系為第一志願者，入學後免收學期中住宿費，另設有校友
會獎學金，成績優異表現傑出者，可獲獎學金資格。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實習材料費共計約52,000元。
二、住宿費(金門校區)：4人套房，每學期12,000元(含網路、水費、電費)，4學
期共計約48,000元，冷氣費另計。寒、暑假期間宿舍費另計，(寒暑假期間 每
日住宿費100元，冷氣費另計)申請本科系為第一志願者，入學後免收學期
中住宿費，入住時須繳交保證金2,000元，離宿時退還。
宿舍地址：金門縣金沙鎮德明路105號。
三、健康檢查費約550 ~1,200元 (實際費用依相關規定收取)
四、廚師服約3,160元(含廚師衣2件、圍裙2條、褲子1條、帽子2頂、鞋子1雙、
各項收費
領巾2條、訂做名牌1個) 。
（單位以新臺幣計）
五、各項考照費：(實際費用依當期簡章規定並自付練習材料費，學生決定是
否報考)
1.丙級烘焙技術士(麵包/餅乾/西點蛋糕) -約1,915元。
2.乙級烘焙技術士(麵包、餅乾/西點蛋糕、麵包/西點蛋糕、餅乾)約3,320元
3.丙級中式麵食加工技術士(酥油皮、糕漿皮類)-約1,870元
六、師資：特聘請頂尖五星級旅館點心房主廚及連鎖烘焙坊顧問。
七、其他：購買上課書籍、個人器具、寢具及參加自強活動等，依實際花費為
準。
一、校址：校址(金門分部)：890金門縣金沙鎮德明路105號
二、電話：886-2-28824564轉2411/ 2402
三、數位諮詢窗口：莊小姐(中/英文)
其他
四、網址：http://web.tourism.mcu.edu.tw/zh-hant/node/224
五、電子信箱或其他通訊方式：oyvts@mail.mcu.edu.tw
六、Facebook粉絲頁：銘傳海青一家親https://www.facebook.com/oyvtsof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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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餐飲廚藝科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43)弘光餐飲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弘光的特色：專業師資、先進設備、耐心教學！
本科培育學生符合餐飲產業發展人才需求之特性，使其具備餐飲產業所需知
識與技能、務實致用能力、以及講求專業倫理及崇尚人文關懷之工作態度。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本校可提供華語加強課程。

一、一般科目
1. 人文精神(一)
2. 英文(一)
3. 中文閱讀與書寫
(一)(二)
4. 體育
二、專業課程
1.餐飲管理
2.食材與營養認識
3.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4.餐飲英文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5.菜單設計與說菜技巧
實習科目）
6.職場溝通與應用
7.世界飲食文化
8.餐旅行銷管理
9.咖啡與茶飲調製實務
10.刀工技術運用
11.西餐實務
12.飲料調製證照輔導

13.葡萄酒知識與運用
14.餐飲服務實務
15.餐飲藝術應用
16.中餐實務
17.進階西餐實務
18.校內實習(一)
19.酒類知識與調製實務
20.中式麵食與實作
21.進階中餐實務
22.食品烘焙與實作
23.西式點心實作
24.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25.進階食品烘焙與實作
26.歐陸主題餐點製作
27.蛋糕裝飾
28.中餐烹調證照輔導
三、實習課程
1.中西式基礎刀工
2.簡易蔬果雕刻
3.基礎餐盤擺飾設計
4.基礎西餐概論
5.基礎食材認識
6.各式中西式醬汁、高湯
調製

7.基礎西餐烹調製作
8.擺盤與配色製作
9.希臘風情沙拉製作
10.口布變化與應用
11.各式餐具認識與運用
12.臺灣傳統麵點製作
13.菜單設計與應用
14.餐桌擺設與配置
15.色彩學搭配
16.西式盤飾、畫盤運用
17.特殊食材認識
18.進階烹調手法運用
19.擺盤與配色
20.臺灣茶飲文化
21.手搖飲品調製
22.咖啡鑑賞與烘焙
23.咖啡藝術與運用
24.酒類知識
25.雞尾酒創作
26.校外參訪

可合法工讀

1.上課期間，同學可課餘自行安排工讀（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2.寒暑假期，本校可協助媒合本校產學合作企業進行工讀（依勞基法規定）。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一、中餐製作及管理 四、餐飲服務從業人員
七、中式麵食製作人才
人才
五、餐飲行銷管理人才
八、中西點心技術師
二、西餐製作及管理 六、加盟餐飲連鎖事業
九、咖啡專賣店經營管
人才
理
三、吧檯飲調及管理
人才
111

可深造

1.申請本校大學部可申請學分抵免，並依抵免情況得申請提高編年。
2.海外專科以上修習學分可申請學分抵免。
3.直升大學部後可申請本校國外合作院校雙聯學位修讀。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學習輔助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部份：
（1）輔導同學考取證照並核發獎勵金，並發給獎狀。
（2）本校海青班申請本校大學部，符合資格可獲獎學金 5,000～30,000 元新
臺幣。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計52,000元。
2.住宿費：
（1）協議宿舍：每學期14,000元-34,000元，(1-2人1房，依實際住宿房型計價，
不含水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5,000元，離宿時退還)，皆有網
路。
（2）女生宿舍：宿舍每學期8,500元，四人房型含水電費，冷氣費依實際使用
計價收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
各項收費
3.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550 ~1,200元(依實際支付金
（單位以新臺幣計）
額收費)。
4.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5.其他：
（1）工作服(包含實習衣、工具袋、腰包)費用約1,200元。
（2）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
生金額付費。
（3）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
用。
1.校址：中華民國 臺灣 433304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2.電話：電話：+886-4-26318652分機7301 傳真：+886-4-26314074
其他
3.網址：https://csc.hk.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isadmission@hk.edu.tw / 陳俊良（Line/ Wechat）: jordn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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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烘焙科
Department of Bakery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44)弘光烘焙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學華語

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弘光的特色：專業師資、先進設備、耐心教學！
本科結合烘焙、中式麵食及飲料調製並注重專業技術訓練，提升學生就業及
創業能力。除提升學習烘焙的理論及實務，提高技職教育的品質、達成全人
教育為目標。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本校可提供華語加強課程。

一、一般科目
1. 人文精神(一)(二)
2. 中文閱讀與書寫
(一)(二)
3. 英文(一)(二)
4. 體育(一)(二)
二、行銷與管理課程
1. 網路與軟體應用
2. 食品衛生與安全
3. 管理概論
三、專業與實習課程
1.飲料調製
(1)臺灣茶飲文化
(2)手搖飲製作
(3)美式咖啡與藝術咖
啡拉花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4)雞尾酒創作…等
實習科目）
2.中式米食實作(一)
(1)臺灣特色米食（冰
皮月餅、臺式肉粽、
糕仔崙、鳯眼糕…
等）
(2)創意粥品（八寶
粥、廣東粥、海鮮
粥…等）
3.烘焙原理與實作
(1)烘焙摩擦溫
(2)烘焙計算理論
(3)麵包類操作原
理
(4)蛋糕類操作原

可合法工讀

理…等
(5)生日、婚禮、彌月
(5)西點類操作原
蛋糕製作
理…等
(6)特殊節日蛋糕製
4.西點蛋糕實作(一) (二)
作…等
(1)基礎蛋糕製作
9.裹油與歐法麵包實作
(2)法式甜點蛋糕
(1)藝術麵包製作
(3)和菓子
(2)創意節慶麵包製作
(4)馬卡龍變化與裝飾
(3)歐式、日式麵包製
藝術
作…等
(5)基礎泡芙製作與變 10.進階食品烘焙與實作
化裝飾…等
(1)核桃塔、蘋果塔
5.麵包實作(一) (二)
(2)丹麥吐司、辮子麵
(1)臺式麵包
包
(2)臺式吐司
(3)虎皮蛋糕捲、巧克
(3)丹麥類麵包
力慕斯…等
6.中式麵食實作(一) (二) 11.創意麵點
(1)鳳梨酥、蛋黃酥
(1)創意造型鳳梨酥
(2)老婆餅、太陽餅
(2)臺灣節慶糕點製作
(3)宮廷式點心製作…
(3)果蔬卡通包
等
(4)花朵造型饅頭…等
7.餅乾實作
12.中餐烹調與刀工
(1)基礎餅乾製作
13.巧克力製作
(2)純手工造型餅乾
(1)手工巧克力
(3)創意造型餅乾
(2)巧克力裝飾…等
(4)婚宴、彌月、收涎 14.食品包裝與設計
餅乾製作…等
伴手禮設計與製作…
8.西點蛋糕裝飾(一) (二)
等
(1)基礎蛋糕裝飾
15.畢業專題實作
(2)鮮奶油主題蛋糕裝 四、校外參訪
飾
五、臺灣各證照輔導（中
(3)彩繪慕斯蛋糕實作
麵、麵包、蛋糕…等）
(4)造型蛋糕製作與裝
飾
1.上課期間，同學可課餘自行安排工讀（每週 20 小時的工讀）。
2.寒暑假期，本校可協助媒合本校產學合作企業進行工讀（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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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可深造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一、烘焙麵包、蛋糕 三、吧檯飲調及管理人才
六、咖啡專賣店經營管
製作及管理人
四、中式麵食製作人才
理
才
五、中式米食物製作人才
七、加盟餐飲連鎖事業
二、西點製作及管理
八、自行創業
人才
1.申請本校大學部可申請學分抵免，並依抵免情況得申請提高編年。
2.海外專科以上修習學分可申請學分抵免。
3.直升大學部後可申請本校國外合作院校雙聯學位修。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學習輔助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校內部份：
（1）輔導同學考取證照並核發獎勵金，並發給獎狀。
（2）本校海青班申請本校大學部，符合資格可獲獎學金 5,000～30,000 元新
臺幣。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3,000 元；4 學期共計 52,000 元。
2.住宿費：
（1）協議宿舍：每學期 14,000 元-34,000 元，(1-2 人 1 房，依實際住宿房型
計價，不含水電、冷氣費，入住時需繳交保證金 5,000 元，離宿時退還)，
皆有網路。
（2）女生宿舍：宿舍每學期 8,500 元，四人房型含水電費，冷氣費依實際使
用計價收費，寒暑假住宿費另計。
各項收費
3. 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約 550 ~1,200 元(依實際支付金
（單位以新臺幣計）
額收費)。
4. 各項考照費：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照費自付)。
5.其他：
（1）工作服(包含實習衣、工具袋、腰包)費用約 1,200 元。
（2）班際活動、企業參訪、個人實習用具及自我練習等若產生費用依實際產
生金額付費。
（3）本校免收網路使用費，並於校園多處提供定點之電腦及上網免費自由使
用。
1.校址：中華民國 臺灣 433304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2.電話：電話：+886-4-26318652分機7301 傳真：+886-4-26314074
其他
3.網址：https://csc.hk.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isadmission@hk.edu.tw / 陳俊良（Line/ Wechat）: jordn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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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餐飲加工創業科
Department of Catering Processing Entrepreneurship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4145)餐飲創業

10.餐飲旅宿相關類科
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餐飲加工創業科為結合餐飲製作技術、食品加工包裝技術、創新啟發及創業
育成，培育具餐飲實作、研發及創業能力人才。
(1)餐飲專業課程規劃：以中西日式餐點及烘焙的訓練實作技能，以奠定學生
餐飲實作之基礎
重點說明
(2)加工專業課程規劃:以食品加工原理及技術操作為主軸，導入 包裝設計及
電商營銷強化產品之銷售力，加強技術的紮根落實及實務的運用，輔以
學理基礎之印證，穩固根基。
(3)強化創新潛力開發及創業輔導:藉由實務課程及校外實習強化學生之專業
技能。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中華大學華語中心將針對東南亞學生華語程度開設華語課 程。通曉華語
學華語
者，開設以通過華語文測驗為目標的華語課。其餘則另外開設以生活華語
為目標的華語課程。
一、一般科目
二、專業課程
三、實習科目
1.實用華語(華語一) 1.食物製備原理
1.食物製備原理實習
2.認識臺灣(華語二) 2.餐飲營養學
2.中餐烹調技術
3.國際視野探索
3.餐飲行銷學
3.西餐烹調技術
4.探索東南亞
4.食品加工原理與 4.麵包製作
5.體育(一)
技術
5.包裝設計與實作
6.體育(二)
5.創新與創意管理 6.電子商務管理
7.餐飲文化
6.創業規劃與管理 7.日式料理技術
8.餐飲日文
7.餐飲會計學
8.進階中西餐烹調技術
(一)(二)
8.餐飲衛生安全
9.西點烘焙技術
10.中式點心技術
學技術-訓練課程（含
11.飲料調製實務
實習科目）
12.咖啡烹煮技術
13.義式咖啡與拉花技術
14.食品加工實務
15.創意料理開發實務
16.8℃產品經營管理實務
17.冷凍食品經營管理實務
18.養生餐飲經營實務
19.餐飲創業經營實務
20.餐飲創意專題
21.餐飲加工專業實習
22.餐飲加工專案實習
1.學期間提供工讀之企業:
A.
高雄空廚竹苗廠（7-11鮮食供應）
可合法工讀
B.
屯京拉麵-日本連鎖餐飲
C.
晶旺燒丼（晶旺連鎖餐飲集團）
D.
Mo-Mo-Paradise 壽喜燒（日本連鎖餐飲）
科系或專長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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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博殿（日式豬排連鎖店）
涓豆腐（韓式-豆腐餐飲集團）
餐飲加工校園微型創業（本校輔導；提供行動餐車/攤車
(學期間實習每週以 20 小時為原則，薪資為 160 元/時以上。)
2. 寒暑假期，本校亦協助安排工讀。海青訓練期間也將安排實習，實習期間
廠商將提供實習津貼，落實做中學。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3.畢業後適任工作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1)中餐技術人員/西餐技術人員/日料技術人員
業後適任工作)
(2)咖啡技術人員
(3)烘焙技術人員
(4)餐飲經營者/餐飲自行創業者
(5)食品加工技術人員
1.校內直升科系學分抵免，依學生直升科系四年課程規劃進行抵免，若科系
相關，學生可順利就讀三年級，二年取得大學畢業資格。
2.海外學校學分抵免，依各校相關規定辦理。
可深造
3.海外合作雙聯學位學校。本校有與英國桑德蘭大學、西英格蘭大學、美國舊
金山州立大學簽訂雙學位學程，提供海青畢業生多樣深造管道。
4.海青班畢業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可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學習輔助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 10,000 元，4 學期共計 40,000 元整。
2.男生宿舍每學期 11,400 元(約為五坪，五人共宿，使用公共衛浴)；女生宿舍
每學期 11,500 元(約為五坪，五人共宿，含衛浴)。費用含寒暑假期間、水
電費、網路費。
各項收費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金額為準。
（單位以新臺幣計）
4.其他：
(1)個人寢具: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提供校園內網路免費無線上網
(3)提供游泳池及健身房等設施。
1.校址：30012 臺灣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 707 號
2.電話：+886-3-518-6338
其他
3.網址：http://international.chu.edu.tw/index_welcome.php
4.數位諮詢窗口:E-mail:international@g.chu.edu.tw
聯絡人:黃婕老師(中文/英文)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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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烘焙廚藝科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4146)德霖烘焙

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一、為協助海外華裔青年學習臺灣烘培廚藝技術，特辦理烘焙廚藝科，積極
推出臺灣美食及異國料理技術課程。
重點說明
二、集團旗下之「凱撒飯店連鎖」有八家飯店，可提供強而有力的企業資源
(如業師、實習、工讀、就業場域及機會)。
1.僑務委員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學華語
2.開設「應用華文」課程。
一、一般科目
三、實習科目
11.特色伴手禮製作
1.應用華文
1.飲料與咖啡立體拉花 12.經典歐洲料理製作
2.實用烘焙與廚藝外語
2.歡樂食光-下午茶規劃 13.創意彩繪蛋糕製作
3.體適能訓練
3.中餐烹調與實習
14.餐飲專業實習
4.創新與創業實務
4.基礎麵包製作
(一)(二)
二、專業科目
5.基礎蛋糕製作
學技術-訓練課程 1.食品衛生與安全與廚藝 6.時尚與季節限定烘焙 ※證照輔導：
（含實習科目）
概論
創作
1.烘焙食品
2.餐飲美學與食物設計
7.西餐烹調
2.中餐烹調
3.民俗與節慶料理之運用 8.巧克力製作
3.西餐烹調
4.食品營養學
9.拉糖藝術
4.國際調酒師
5.綠能食材與廚藝
10.懷舊中式米麵食製作 5.國際咖啡師
6.宴席規劃與菜單設計
與實習
6.侍酒師
7.餐飲大師講座(一)(二)
1.上課期間及寒暑假工讀，依「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可合法工讀
2.工讀廠商包含：凱撒飯店連鎖企業，Mega 50 Cafe、Asia 49亞洲料理及酒
廊、波記茶餐廳、Ne Ne Chicken韓式炸雞、GB鮮釀餐廳
1.僑務委員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 協
助媒合就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輔導就業與創業
3.畢業後適任工作：麵包烘焙技術師中西式點心技術師、蛋糕烘焙技術師、
(畢業後適任工作)
糕餅烘焙技術師、中餐烹調技術師、中式麵食技術師、調酒師、飲料特調
師、咖啡拉花師、烘焙教師、餐飲服務業管理人員、創意料理研發人員、
開設烘焙工作室。
1.深造管道：憑高中學歷報名學士班，取得學士學位。取得學士學位後可以
繼續升讀碩士班、博士班等等。
可深造
2.本校學分抵免：完成海青班學業後，報名本校學士班，學分依本校抵免學
分相關辦法抵免。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 每
提供獎學金與完
人每學期5,000元。
善學習輔助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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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收費
（單位以新臺幣
計）

其他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
生，每人50,000元。
3. 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一、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1,000元，4學期共計44,000元。
二、學生雜費：每學期2,400元，4學期共計9,600元。
三、住宿費：4人房，每學期13,000元，4學期共52,000元，含網路和水電，
冷氣費另計。寒暑假住宿費為一天100元。入住宿舍時須繳保證金1,000
元，退宿時歸還。
四、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團保為一學期590元，4
學期共2,360元。健檢費為600元，入學時繳交。惟團保與健檢費用視當
年度招商狀況而定。
五、考照費：（自費，費用依證照考試相關公告為準）飲料調製乙、丙級證
照；烘焙食品乙、丙級證照；中、西餐烹調乙、丙級證照；國際咖啡師、
國際調酒師、侍酒師證照。
六、其他：
1.工作服、刀具、個人用品、寢具等，依實際購買金額為準。
2.校內提供免費無線網路。
3.加入體適能中心會員需另行收費。
1.校址：（23654）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2.電話：+886-2-22733567 轉 834、835、837。
3.網址：http://www.hdut.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B570@mail.hdut.edu.tw (茹明遠先生)
WeChat ID: myuan29、Line ID: myuan29
此窗口可提供越南文、馬來文、粵語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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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名
志願代碼
校科縮寫
科系或專長類科
重點說明
(100字內)

學華語

學技術-訓練課程
（含實習科目）

可合法工讀

輔導就業與創業(畢
業後適任工作)

可深造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國際餐旅暨烘焙飲調科
Department of Training in Hospitality and Baking
(4147)大葉餐旅
10.餐飲旅宿相關類科、14.烘焙廚藝相關類科
本班宗旨為提升餐旅暨烘焙產業服務人員相關專業知識、技能及就業能力。
課程著重專業知識建立與實務能力訓練。課程內容包含通識教育課程、基礎
能力課程、餐旅烘焙基礎及進階課程、餐飲服務、飲料調製技藝課程。透過
辦理企業參訪與實務體驗，以增進學生實務經驗、提升就業與創業能力
1.僑委會透過遠距數位教學，提供免費華語文學習課程。
2.針對華語能力較弱之學生，本校華語教學中心每位華語教師均提供每週2-4
小時的諮詢輔導時間，讓學生採預約或現場到華語學習輔導中心進行一對一
輔導。學生也可視程度或需求選擇對應的短期華語課程修讀。
一、通識教育課程
三、餐旅技藝課程
2. 麵包製作
1. 語言與應用
1. 基礎廚藝
3. 西點製作(一)
2. 英文聽力與口語
2. 中餐烹調與實習(一)
4. 西點製作(二)
3. 英文閱讀與寫作
3. 中餐烹調與實習(二)
5. 蛋糕製作與裝飾
4. 計算機概論
4. 西餐烹調與實習(一)
6. 中式點心製作
5. 全球化與國際觀
5. 西餐烹調與實習(二)
五、飲務技藝課程
講座
6. 臺灣料理
1. 飲料設計與成本控制
二、基礎能力課程
7. 餐飲服務與實務
2. 飲務管理與實務(一)
1. 經濟學
8. 餐廳管理與設計
3. 飲務管理與實務(二)
2. 餐旅英語(一)
9. 桌邊烹調與服務
4. 咖啡調製與實務(一)
3. 餐旅英語(二)
四、烘焙技藝課程
5. 咖啡調製與實務(二)
4. 食物與營養
1. 烘焙原料與實作
5. 餐飲衛生安全管
理
1.取得在臺工作證後，於學期期間，每週工讀以20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則不
限。
2.寒暑假期間，媒合至本校具產學合作關係之企業，如王品、鼎泰豐、85℃烘
焙坊、星巴客、長榮桂冠飯店、全國飯店等五星級產業，透過實際參與的
過程獲得實務操作經驗。
求職管道:
1.僑委會「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https://Talents.Taiwan-World.net)協助媒合就
業。
2.僑務委員會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創業基金貸款。
工作內容：
1.飯店點心房烘焙師
2.烘焙坊從業人員
3.烘焙食品業從業人員及創業
4.餐廳管理人員
5.旅館管理人員
6.飲料業從業人員及創業
7.飯店中餐廚師
8.飯店西餐廚師
1.本校回流海青學生在海青班修讀之80學分提升編級至大學部後已認抵學分
數為6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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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系一雙聯，提供專業學習與國際接軌，取得國際名校雙學位。
3.海青班畢業可申請就讀原學校之春季班，並直接在臺灣辦理學生簽證轉換。
1.僑委會提供下列獎學金及學習輔助：
（1）2年學習獎學金：目前共48,000元。
（2）學行優良獎學金：學行優良者中，考取證照及競賽得獎者優予核頒，每
人每學期5,000元。
（3）新生接機作業補助：每人5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4）僑保（6個月）：共補助560元（抵臺後尚未參加健保前）。
（5）健保：補助清寒學生健保費自付額的一半（每個月補助413元）。
（6）春節加菜金與自強活動：每人每年1,400元(撥款給學校辦理)。
（7）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獲工讀機會的學生每人每月2,200 元。
提供獎學金與完善 （8）急難慰問救助：視個案給予協助。
學習輔助
2.企業捐贈之獎學金:傑出海青班畢業生獎，擇優獎勵前1%馬來西亞籍學生，
每人50,000元。
3.鼓勵有海外分公司之國內企業與海外僑臺商提供獎學金。
4.大葉大學提供下列獎助學金：
(1)凡符合報名海青班之華裔青年以本校為第一志願申請並就讀者，每人最
高可獲新臺幣二萬元獎學金。
(2)本校應屆結業之海青班學生於結業後三個月內申請入學者，獎助學金依
照海青班成績排名作為核發標準，班排名前五名者核發第二級獎助學
金，其餘核發第三級獎助學金。
(3)本校企業實習合作廠商提供獎助學金或相關助學金。
1.實習材料費：每學期13,000 元，4學期共計 52,000 元整。
2.住宿費：視實際學校安排宿舍房型收費，每學期約新臺幣 10,000 ~ 13,000
元。冷氣電費按電錶計費。【住宿時需預收冷氣電費2,000 元/年，學年結
各項收費
束離宿時多退少補】寒、暑假住宿費另計，費用依學校規定。
（單位以新臺幣計）
3.學校依規定應辦理之團體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實際支付金額為準。
4.各項考照費：自費，由學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檢定。烘焙食品丙級，飲料調
製丙級，中餐烹調丙級，西餐烹調丙級，WSET認證國際侍酒師等證照。
1.校址：515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2.電話：+886 48511888 轉1762
3.網址：
大葉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http://fa.dyu.edu.tw/
大葉大學餐旅管理學系http://hom.dyu.edu.tw/
其他
大葉大學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http://bbp.dyu.edu.tw/
4.數位諮詢窗口:
林羿妙組長(中文)Line ID: 0937255157
楊婷茹(英文) Line ID: 0983726
黃林桃(越南文) Line ID: d0126505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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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申請表件資料檢核表
申請人中文姓名：

附件 1

申請人英文姓名：

※所有申請表件請以正楷填寫，並依序裝訂
項次 表件名稱
1

檢核表

保薦單位/學校審查（請勾選填寫） 駐外機構審核

2

3

切結書 1 份

4

基本資料卡 1 份 □ 已繳交

6

擇一繳交
□ 已繳交畢業證書
高二肄業以上學
□ 已繳交在學證明
歷證明
□ 已繳交離校證明
□ 已繳交

9

□ 查符
□ 未繳
□ 查符
□ 未繳

擇一繳交
□ 已繳交公民證
□ 已繳交護照
□ 已繳交

身分證明

8

□ 查符
□ 未繳

□ 已繳交

5

7

□ 查符
□ 未繳

□ 已繳交

申請表 1 份
（一式二份，保
□ 已繳交
薦單位/學校自
行留存 1 份）

注意事項

□ 查符
□ 未繳

□ 查符
□ 未繳

有取得成績單之
最高學歷 2 個學
請依成績單之年級或名稱填寫 □ 查符
期成績單或國家
成績單 □ 未繳
級考試成績之證 □ 已繳交
明
□ 查符
其他
□ 已繳交
□ 未繳
□ 查符
其他
□ 已繳交
□ 未繳
□ 查符
總頁數： 計
頁
（總計
保薦單位/學校核章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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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人須依本期招生
學校及科別親自填寫
志願。
2.塗改處未簽章或填寫
非本期招生學校及科
別，不予分發。
各欄均須確實填寫。
各欄均須確實填寫。
1.保薦單位/學校請先驗
正本，再於影印本核
章繳交。
2.公民證須以 A4 紙將正
反面列印至同 1 頁，
切勿剪裁，以免遺失。
1.保薦單位/學校請先驗
正本，再於影印本核
章繳交。
2.各項證明書須有核發
學校校印或校長簽名
章。
保薦單位/學校請先驗正
本，再於影印本核章繳
交。

依所附資料名稱頁數
填寫
依所附資料名稱頁數
填寫
頁）
駐外機構核章欄

附件 2

2022 年 （ 第 41 期 ） 海 外 青 年 技 術 訓 練 班 申 請 表
性

姓

名中 文
（英文姓名請與所持護照
相同，並以大寫字母填寫） 英 文
在

校自

年

月

日起 僑 居 地

名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通 訊 處
□LINE
□WeChat
□WhatsApp
□其他

有無僑居地國籍

電

話

姓名：
在

臺

親

友

聯

繫

資

料

希

望

就

學
科

事

月

日

家

長中

日

期

E-mail

ID
文

姓

名英

文

姓

名出

生

父

西元

年

月

日

電話：

母

西元

年

月

日

讀 第１志願：41□□，

第５志願：41□□，

校 第２志願：41□□，

第６志願：41□□，

經詳閱第41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招生簡章

第７志願：41□□，

此處貼妥二吋正

中各項規定均願意遵守
申請人：

第８志願：41□□，

面半身脫帽照片

件
件
件

家

長：
西元 2021 年

一、 能否取得回原居留地 2 年簽證或能辦妥有效簽證 12 個月，期滿能自行辦理延期加簽：
駐外機構或所委
託單位對申請人 二、中文聽講能力：
審 查 意 見
三、是否為華裔：□ 是
□ 否
（請詳實填寫）
四、其他：

意

年

地址：

別 第３志願：41□□，
（請填寫志願代 第４志願：41□□，
碼及校科縮寫）
畢（肄）業證書或國家級考試文憑
檢
附
居留證明
證
件 有取得成績單之最高學歷 2 個學期成績單

注

出生日期 西 元

出生地

畢業或肄業學校
稱

別

保薦單位
/ 學 校
簽

章

月

保薦者：
電話：
傳真：
地址：

一、本表各欄須以正楷詳實填寫，不得使用簡體字，粗線框內資料，申請人請勿填寫。
二、分發後不得申請改分學校、科別。
項
三、所填學歷及檢附證件，如有不實願照簡章規定退學。
四、本申請表及附件資料報名後一律不退還，各語文版成績單及附件資料均須譯成中文，並請保薦單位/學校簽章證明後寄由各駐外機構轉寄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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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附件 3

申請來臺參加 2022 年（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切結書
（學生姓名）
承（保薦單位或保薦學校全名）
保薦來臺參加第 41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對於僑務委員會所訂各項規定，均已詳細閱讀；並願意遵守下列之規定：
（1）持居留簽證者，入國後須向居留地之內政部移民署所屬服務站辦理外僑居留證及延期事項。
（2）在臺求學期間願依規定按期繳納費用，並負擔本人應支付之一切費用。
（3）來臺及訓練期滿或因故離校返回僑居地旅費自備。
（4）絕不毀損公物，否則照價賠償。
（5）來臺後不以任何理由請求轉學、轉科、轉校。
（6）在臺求學期間均依規定住宿學校宿舍。
（7）具有華語聽力及會話溝通能力，並具有中文筆記能力，能進行聽寫。
（8）因故退學者須於 1 週內離校，儘速辦妥出境手續返回僑居地。
倘有不遵守上述規定或不接受指導時，願受僑務委員會及學校處置，自費接返僑居地，絕無反悔，特立此切結書。

申

請

人：

（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註：申請人若未滿 20 歲者，家長或監護人需連帶簽章負責，若已滿 20 歲者則免）
通
訊
處：
電

西

元

2

話：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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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月

日

附件 4

海外僑生基本資料卡
注意：畫虛線方格請勿填寫
姓

中
文

名

英
文

流水號：
性 男 (M)
別 女 (F)
代

出生
地
國

僑居地

最高學歷

出生
日期

名 碼

家長或
監護人
在臺

父名

日

碼

縣
市

本
人
電子郵件

母名

稱
謂

職
業

住
址

電
話

親友
申請類別

月

科別：

本
人
聯絡電話

姓
名

年

僑居地址

校名：

在臺住址

家庭狀況

西元

保薦單位/
學校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