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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

 以前有頂尖大學及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
 2018 年教育部推動「高教深耕計畫」,以

更多高教經費來提升大學品質。

 比英國、美國、澳洲等學歷為高。

 臺灣的大學提供多元的學系，有一
些是香港的大學所沒有的學系，如:
海洋、農業、森林等；

 對於想要擔任老師的教育相關學系，
香港所提供的學額較少，台灣的教
育或特教、幼教學系品質優良、培
育制度完善，是港生最佳選擇。

 此外，臺灣的大學更提供產業人才
及高尖科技之系所，如AI人工智慧、
工業4.0之物聯網及智慧製造、長期
照護、循環經濟等人才需求。

 政府鼓勵產業與大學合作。



2019年教育展8大特色展區
(新增「海洋/森林/農業」)

 「大學系統」
 「醫藥/治療/護理」
 「餐飲/休閒/運動」
 「文史/心理/教育」
 「金融/經濟/管理」
 「海洋/森林/農業」
 「藝術/傳播/設計」

 「綜合」

2019年教育展-8大特色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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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系統】-特色展區

大學的結盟合作，
學生可享用結盟學校
的學習資源
4個結盟合作的系統: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立中興大學、國立

中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中山高醫攻頂大學聯盟：國立中山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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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系統】

特色展區-
展區位置圖
（紅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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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台灣社會各界傑出人才，
具國際能見度的綜合研究型
大學。

熱門學系:獸醫系、醫療相關
學系、社工系、電機系、土
木系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三個指標大學共同組成，約6萬名師生共享三校資源。

【大學系統】-特色展區~國立臺灣大學系統

科技之舵，培養產業各類優
秀人才。

管理學院是台灣第一所通過
國際高等商學院協會(AACSB)
及歐洲質量發展系統(EQUIS)
之認證。

教育、人文、藝術、體育為優勢領
域，華語文及僑教獨具特色。

臺灣第一所「國際文憑教師證照」
師培機構。

熱門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國文
系、地理系、企管系、美術系、設
計系、音樂系、體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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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系統】-特色展區~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扮演臺灣經濟起飛之重要的工業推手，培育無數優
秀產業人才。

熱門學系: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視覺傳達設計
組)、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產品設計
組) 、資訊工程系、經營管理系、資訊與財金管理
系

聚焦「提升學生關鍵基礎能力、跨域素養、
國際觀」、「創新教學與精進課程的永續
發展」、「無縫接軌的就業競爭力與軟實
力」。

重點領域:以法學、商學、人文、社會科
學、公共行政、電機、資訊、通訊工程

即時智慧型光機電系統實驗室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是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及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4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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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系統】-特色展區~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農業科技、植物與動物科
學、化學、工程、材料科
學、生物與生物化學、臨
床醫學、藥理與毒理學、
環境與生態學、一般社會
科學等10大領域表現優異。

熱門學系:獸醫學系、森
林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特色領域：前瞻製造系統、
高齡研究、犯罪防治、地
震研究、電機、資訊工程、
環境智能及智慧系統、心
理學（結合認知心理與神
經科學）、勞工關係

熱門學系:傳播學系、心理
學系、犯罪防治學系、運
動競技系、師培課程、管
理學院課程、機械工程、
資訊工程、生物醫學、化
學生物、中文系、歷史系、
外文系、法律系等。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中興、中正、成大、中山4校組成

在科技部「國際產學
聯盟」計畫支持之下
成立國際產業合作中
心。

熱門學系:物理治療
學系

加強學術專業、培
育國際視野、孕育
人文精神、追求宏
觀創意為五大策略。

熱門學系:音樂系、
劇藝系、生科系、
化學系、企管系、
財管系、資管系、
電機系、機電系、
資工系、海資系、
海工系、政經系、
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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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系統】-特色展區~中山高醫攻頂大學聯盟

提供師生最佳的醫學臨床、研究與
實習之場所。

熱門學系:醫學系、牙醫系、藥學
系、心理系、職能治療系、物理治
療系、護理系。

高雄醫學大學與國立中山大學組成

「中山高醫攻頂大學聯盟」，強調

「選擇中山，擁有高醫；選擇高醫，

擁有中山」理念，培養跨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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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設計】

特色展區
展區位置圖
（紅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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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設計】特色展區

 CNN在臺灣唯一夥伴大學。師生可使用CNN新聞素材，
學生亦有機會前 往亞特蘭大總部實習。

熱門學系:新聞學系、廣播電視電影
學系、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兼顧傳統與現代、國際與本土並
進」，培育藝術創作、展演及學術
研究人才。

熱門學系:音樂、美術、戲劇、舞蹈、
電影與新媒體皆是熱門學院

全媒體大樓-虛實影像與製模掃瞄專業教室 專業展演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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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設計】特色展區

以實踐「創新服務」的校務發展理念

培育具有品格力、創新力、實做力、整合
力的「立」型人才為基礎。

熱門學系:設計學院相關科系、語文學院相
關科系

教學目標融合設計、藝術、創意美學和科
技

熱門學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創意設計大樓

12



【藝術/傳播/設計】特色展區

100%師資均具有豐富業界經驗

以培育專業人才為導向。

熱門學系: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訊傳播
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公共關係暨廣
告系、餐飲管理及廚藝系、旅遊文化
系

透過創作展演，產學合作與國際交流提升
影視專業之實務技能與創新視野。

熱門學系:表演藝術系、影視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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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設計】特色展區

推動「千人海外體驗」計劃，每年選送至少
1,000名學生赴海 外多國姐妹校學習體驗交流

是European Teacher Education Network（歐
洲教 師教育平台）的成員之一

熱門學系:視覺傳達設計系、傳達設計系

擁有全臺灣首屈一指的虛擬攝影棚

具備完整之電影電視及各種數位匯流教學資源。

熱門學系:大眾傳播學系、應用心理學系、社會
工作學系、餐旅管理學系

獲獎_德國紅點
虛擬攝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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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設計】特色展區

成立6個「產學共構技術研發中心」，營造
一個學生與業界無縫接軌 的環境。

熱門學系: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流行
音樂產業系、創新產品設計系

朝「企業夥伴型大學」願景邁進，達成「念大
葉 好就業 就好業」之目標。

獲德國紐倫堡發明展、義大利發明展、日本東
京發明展等國際獎項肯定。

熱門學系:視覺傳達設計、造形藝術學系、多
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空間設計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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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設計】特色展區

連續5年榮獲國際評比網站《Ranker》評
選為「全球30所最佳設計學校」。

2019金點新秀設計獎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得
獎排名第1。

熱門學系:設計學院系及餐飲管理學系、
觀光管理學系

學院坐擁臺中十大地標之一的巴洛克式建
築

推動國際交流318計劃，學生在學期間必備
3種語言(中文、英文、程式語言)、輔導4
年至少出國「1」次

熱門學系: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獲獎_德國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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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設計】特色展區

本校為全國第一所Maker/AV/VR教育全面融入
學系教育的大學

「全校實施書院制度(書院學習)的大學

熱門學系:美術與文創學系、攝影與
VR設計學系、智慧生活設計學系、佛
教藝術學系

工程學院IEET 國際工程技術認證及資訊教
育認證(TAC/CAC)通過。

率先推出「訂單式就業學程」，透過相關
領域指標和關鍵性企業合作

熱門學系: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MAC多媒體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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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設計】特色展區

與英國、美國與紐西蘭等多所
國立大學簽有 3+1 雙聯學制，
可 同時取得兩校畢業證書

熱門學系:建築系、室內設計系、
數位媒體設計系、化妝品應用
系

三明治教學-大三全年工讀實習制度

自2006年起實施之國外工讀實習，
實習區域包含美國、瑞士、中國大
陸、 馬來西亞、越南等

熱門學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以必修英語與日語、拓展國
際視野的通識課程來建立學
生國際移動力

國際志工 、國際工作營、
國外實習、姊妹校短期遊學
及雙聯學制等讓國際移動力
成為本校畢業生的基礎能力

熱門學系:工業設計、媒體
設計工業設計、媒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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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治療/護理】

特色展區
展區位置圖
（紅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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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治療/護理】特色展區

為臺灣中部以醫藥護理之科技大學

熱門學系:物理治療系、護理系及語言與
聽力學學系

為臺灣南部以藥學著稱之科技大學

以「全人健康服務」為教育目標，為樂活
(LOHAS)創新服務之綜合型大學。

熱門學系: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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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治療/護理】特色展區

台灣北部的醫學專業大學， 2019 THE亞洲大
學排名64 ， 2019 QS亞洲大學排名80

以優秀的訓練計畫來吸引國外的醫療團隊來北
醫大受訓、學習。

研究領域:癌症轉譯醫學、神經醫學、胸腔醫
學、人工智慧、細胞治療及免疫治療、醫療器
材研發

位於花蓮之醫護專業大學:護理系、醫學影
像暨放射科學系、醫務暨健康管理系等學系。

國際交流豐富:專業實習、志工服務、海外
研習、文化交流及語言增能，國家如美國、
英國、芬蘭、澳洲、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泰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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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治療/護理】特色展區

中台灣地區培養優職醫療院所人才之科技
大學

熱門學系:護理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視光系、老人照
顧系、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以「實務教學」、「全面實習」、「全人
教育」為辦學主要特色

熱門學系: 護理系、幼兒保育系、保健營
養系、化妝品應用系、高齡暨健康照護管
理系、呼吸照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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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治療/護理】特色展區

北台灣的優質醫學大學

建立暑期第三學期制度，學生能妥善規劃
學習生涯並獲得第二專長，可縮短畢業時
程。

3+2雙聯學制：本校與美國韋恩州立大學
（Wayne State University, WSU）簽署
雙聯學位合作協議

2013-2016世界國際發明展大仁科技大學
擁有129項專利。

熱門學系: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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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治療/護理】特色展區

臺灣唯一附設醫院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生物科技、化學材料、職業安
全、資訊管理、資訊科技等系獲國際工程
教育IEET認證，學歷專業國際認可。

熱門學系:護理系、物理治療系、健康美
容系、保健營養系、護理系、物理治療系

、健康美容系、保健營養系

國際化五大目標:學程國際化、學生專業
證照與就業能力國際化、學生來源國際化、
學生人文素養國際化、學術研究國際化。

熱門學系:護理系、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國際蒙特梭利碩士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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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治療/護理】特色展區

位於台中的專業醫學大學

熱門學系: 護理學系、物理治療學系、語
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榮獲上海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前200大、世界藥
學暨製藥科學及護理學領域皆排行第76-100
名；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亞洲大學排名
第46名，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榮獲藥理學
排名102名，醫學排名151~200名。

熱門學系: 物理治療學系、藥學系、中醫學
系、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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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治療/護理】特色展區

企業最愛大學:台灣1111人力銀行評比2015年生命科學、
醫藥衛生類企業最愛大學。

競爭力強 :畢業生就業率3個月內80%、1年內達90%。

專業最齊:全台生醫健康產業相關系所最齊全的大學。

熱門學系:護理系、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醫學檢驗生
物技術系

26



【金融/經濟/管理】

特色展區

展區位置圖
（紅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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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經濟/管理】特色展區

全國唯一的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法國語文
系、德國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日本語文系、
應用華語文系、外語教學系、翻譯系、國際事
務系、國際企業管理系、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
系、傳播藝術系及東南亞學系等13個系

與全球五大洲35國，逾200所大學校院簽定學術
交流協定

熱門學系：外語相關科系、國際企業管理系

「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中大在「國際合作」指標

名列全球第23名

 ERP中心長期保持與德國SAP總部的合作，在具有全

國領先的ERP System之下，培養學生成為能使用資

訊科技的商管人才

熱門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財務金

融學系、經濟學系、產業經濟研究所、人力資源管

理研究所、會計研究所及管理學術研究中心（兼碩

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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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森林/農業】

特色展區

展區位置圖
（紅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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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森林/農業】特色展區

海洋專業大學：全球海洋海事排名最前面之
「國際化的頂尖海洋高等學府」，適合港澳地
區的國際化需求，海洋領域如:商船、輪機、
航運、運輸、河工、造船、海洋、食品與食品
安全、 養殖、漁業、海洋生物與生態、海洋
事務等表現傑出

熱門學系:商船、輪機、航管、運輸、河工、
造船、食品與食品安全、養殖、漁業、海洋生
物與生態、海洋事務等領域尤其著名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與100所國外大學締結姊妹校:美國密西根大學迪
爾博恩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
推動3+2與1+1學位合作，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森林學院(Faculty of Forestr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2學位合作

熱門學系: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環境工程學系、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
系、食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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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森林/農業】特色展區

實習林場則提供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
系學生實習場地。

熱門學系: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木質材
料與設計學系、景觀學系、動物科學 系、
農藝學系、園藝學系、水生生物科學系

必修跨領域學程，加值學生未來在職場上
的競爭優勢。

熱門學系: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動物科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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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心理/教育】

特色展區

展區位置圖
（紅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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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心理/教育】特色展區

位在日月潭旁之環境優勢和在地人才，結
合周遭的自然觀光資源，發展各項特色運
動，如射箭、高爾夫、船艇等。

熱門學系：歷史學系、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位於臺灣東岸的花蓮，環境優美。

多元、多語的友善校園，目前有來自逾50
個國家的境外學生約850名

計3個學士班、11個碩士班、8個博士班，
提供全英語授課學程

熱門學系：華文文學系、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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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心理/教育】特色展區

與多所大學成為姐妹校，其中亞洲，
大洋洲，歐洲，北美和南美 洲等共
204餘所可提供學生出國進行交流。

師資培育別具競爭力，教師資格檢
定通過率與教師甄試通過率皆名列
前茅。

熱門學系：運動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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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休閒/運動】

特色展區

展區位置圖
（紅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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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休閒/運動】特色展區

國際認證:獲世界廚師協會(WACS，簡稱世
廚)認證為優質廚藝教育機構。

國際化校園環境:外國學生多達680位。

熱門學系:餐飲廚藝系、觀光與餐飲旅館
系、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國際認證:加入英國TQUK香港夥伴中心，數位、
企管、餐旅學系認列於英國資歷架構中，擁有
國際證照

國際合作:與日本、韓國等國簽訂交換生，並
推動國際實習一年。本校加入國際CONAHEC聯
盟 (美洲交換生) 。

熱門學系:休閒保健學系、應用日語學系、數
位設計學系、數位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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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休閒/運動】特色展區

位於臺南市，兼具教育、人文、 理工、藝術、環境
與生態、管理領域的國立大學。

所有港澳學生皆可免考試申請修讀師資培育課程。

熱門學系:體育學系、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幼
兒教育學系、音樂學系、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戲
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與18國137校簽訂交流合作合約，提供獎學金讓
學生就讀雙學位、交換學生及國外實習

熱門學系:
觀光餐旅學院 - 旅館管理系、餐飲管理系、旅遊管理系

人文暨設計學院 – 視覺傳達設計系、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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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展區位置圖
（紅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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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師範教育優質的傳統特色

培育社會及國家發展所需的菁英及領導人
才

以「文化創意」為發展核心，致力於培育文創
科技人才，為「文創教學型大學」之優質學府

動雙語溝通能力，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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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位於台灣北部優質綜合型大學

管理學院通過AACSB（國際商管學院促進聯盟）認
證，並被EDUNIVERSAL(歐洲具相當權威的商學院
排名機構)評為台灣前五大管理學院。

12個學院:文學、藝術、醫學、傳播、教育、理工、
外語、民生、織品服裝、法律、管理、社科等

雙聯學制、海外實習、國際志工、全英語授課

特色課程:榮譽學程、垮領域學分學程、就業學
分學程、社團必修。

首創「大三出國留學計畫」，選送學生赴境外姊
妹校留學；首辦全英語授課校園_蘭陽校園;

 開設12門英文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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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以師資培育為根本，以新興專業為特色

熱門校系：幼兒教育學系、區域與社會發
展學系

「411 Study Abroad Program」主打4年大學
學習中，有機會能出國留學1次、遊學1次

熱門校系：日本語文學系、英國語文學系、
全英文授課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大眾傳播學
系、化妝品科學系、資訊傳播工程學系、食
品營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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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培養具國際視野之商務管理、商貿外語、創新設計
商務人才

與中國大陸、美、日、澳，以及東協國家越南、泰
國等105所學校締結交流協議

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University）合辦五年一貫碩學士MBA雙聯學
制，與愛爾蘭的愛爾蘭國家學院（National 
College of Ireland）、與美國的曼徹普利敦大學
（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學士學位雙聯
學制將於2019年秋季正式推行

與佛光大學、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天大學及
菲律賓 光明大學共同建立「佛光山聯合大學
系統」，提供學生多元化海外學習資源。

以「生命教育、環境永續 、智慧創新、三好
校園」為四大主軸

熱門校系：幼兒教育、生死學系、藝術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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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2017Cheers雜誌評比外國學位生能量，全臺灣第2
名。完善的國際化環境，開設全英語授課之學系：
國際企業經營學系、國際財務金融學系、國際觀光
餐旅學系、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

與香港理工大學及諾丁漢特倫特大學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合作

4年義守大學+1年香港理工大學(碩士) = 義守大學
學士+香港理工碩士

1年義守大學+1年香港理工大學 = 雙碩士學位

與美國普渡大學、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美國
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完美接軌

成立「跨領域設計學院」

「創能學院」整合「Programming & Cloud / 程式
語言與雲端」、「AIoT / 人工智慧與物聯網」、
「XR Intelligent Space / XR智慧空間」、
「Industrial AI / 工業人工智慧」、「RoSoCoop
/ 數位製造合作社」與「Commerce Innovation/商
業創新與智慧營運」等六大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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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與美、日、韓、加、德、奧、印、越、澳、
紐、巴等知名大學簽訂跨國雙聯學制

全國唯一首創『實習金控中心』，為臺灣
第一所創業型大學。

為研究型大學，以理工著稱

在電子、資通訊及光電等領域已佔世界頂
尖領導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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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姊妹校分布5大洲28國總計超過200校

「博雅書院」為全球華人全人教育的典範

提供「全球職場體驗計畫」、「國際職場專業
實習計畫」、「實習農牧場」、「東海產學實
習工坊」、「系所海內外專業實習」等實習計
畫，每年度提供超過1,000個實習職缺

設計屆奧斯卡獎之稱的德國紅點設計獎表
現優異

熱門學系:表演藝術系、藝術經紀與藝術
管理系、視覺傳達設計系、電競產業管理
學士學程、動畫與遊戲設計系、流行設計
系、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行銷管理系、
休閒觀光管理系、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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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推動「新雙語」 學習；大學部必修程式
語言，且各學院皆設英語學士專班

工程、資訊、管理、人文社會、電機通訊
等五大學院，2017學年度全校有12%學生
來自30餘個國家，形成多元文化與國際化
校園。

表現傑出的研究型大學:系友於臺灣各產業發光
發熱，其中包含李遠哲院士在內的三位諾貝爾
獎得主

與國立中央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及交通大學共
同成立「國立聯合大學系統」

熱門學系:資訊、電機、化學、材料等理工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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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與美國北岸飛航訓練公司(North Coast Air Inc.)
簽訂產學結盟

與美國馬里蘭州霜堡州立大學(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FSU)、日本長崎國際/短期大學、泰
國湄洲大學(Maejo University，MJU)及韓國富川
大學進行短期交換學習。

熱門學系:航空光機電系、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強調全人永續教育，透過五大教育設計，
提升教育教學方面與教學內容。

熱門學系:運動競技學系

創意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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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位於臺灣最美的東岸，東臺灣的海洋、山林、與豐
沃多元的人文景貌，無一不是課堂，等待您與我們
一起探索學術與人生的秘境。

熱門學系: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體育學系、
美術產業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生
命科學系、應用科學系、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體育學系、 美術
產業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生命科
學系、應用科學系、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程

1加1：課程一主修、一輔修。

2加2：跨國雙學位，畢業獲頒台灣佛光大學與美國
西來大學兩張學士學位證書。

3加3：三生教育-重視生命、生活、生涯教育。

4年：就學四年公立大學品質且獎助學金優厚。

5校一體：「佛光山五校一體系統大學」及百所締
盟國際姊妹校，履行「一校註冊、百校服務」。

熱門學系:健康與創意蔬食學系、產品與媒體設計
系產品與媒體設計系、心理學系

48



【綜合展區】

法政、財經學群、商管學院辦學品質優良

「悠久大學聯盟」學校之一，擁有多元選擇、
跨域學習，學生享有所屬聯盟教育資源。

熱門學系：中國文學系、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學士學位學程

培育世界級優秀運動員：陳詩欣、謝淑薇、
王建民，以及戴資穎等

「教學卓越、研究精進、國際化、產學合
作、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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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20獲美國『國際高等商管學院聯盟』
AACSB新標準認證，成為亞洲第一所美國
認証大學。獲美國『國際高等商管學院聯
盟』AACSB新標準認證

熱門學系：傳播學院

全臺灣第一間AI+體驗中心於中華大學落
成啟用，將全球最新的AI應用帶進校園。

熱門學系：中華大學管理學院與英國西英
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雙學士專班、中華大學觀光學院
與英國桑德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雙學士專班、中華大學資電
學院、中華大學建築與設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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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學生可至美國、法國、韓國、日本、加拿大、
帛琉、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國家，進行一至
二學期之研修或企業實習。

成立「半導體封裝測試產業聯盟」簽訂產學
合作，與工研院、桃竹苗7個工業區結盟形成
產業大學城聚落

導入時尚、科技及智慧觀念，深耕影視產
業，與知名「伊林娛樂公司」共設「醒吾
伊林學院」

與影視流行產業積極合作，共創學生、學
校和產業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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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展區】

2019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榮獲私立大
學第一名持

「帶中原到世界，領世界到中原」之願景，打造良好
英語學習環境，每年進行國際移動學生數達1200+人。

熱門學系：心理學系、資工學系、室內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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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香港學生熱門科系

ㄧ般大學 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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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歡迎您!
~就讀大學 完成夢想

圖片來源: 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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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完畢，感謝聆聽。

圖片來源: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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