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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科技大學簡介 
辦學卓越 

教部評鑑第一 104年教育部評鑑，所有科系 100%通過評鑑，通過率全國第一。 

教部卓越肯定 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學校獎補助金額，連續 5 年成長，全國唯一；九年共獲獎

勵金 4 億元，桃園第一。 

教部獎助肯定 108年獲得教育部私校獎補助款 6,712 萬元，全國第 9，桃園第一。 

設備全面提升 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獎補助金 7,959 萬餘元，全力提升教學設備。 

優秀學生獲獎 資工系黃冠龍同學榮獲 105年總統教育獎。 

傑出學生獲獎 資管系邱泰源同學獲頒 103年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競賽成績斐然 近五年師生在國際發明展及國際競賽中共獲得 8 面特別金牌、40 面金牌、

45 面銀牌、49 面銅牌及 3 項佳作，成績斐然。 

企業合作密切 與宏達電子、趨勢科技、欣銓科技、日月光集團、宏致電子、戴爾科技、王品集

團、神腦國際、昇恆昌、采盟、安捷飛航、亞東電子商務(GoHappy)、雄獅旅

遊、新竹物流、德商信可物流(世界前三大物流公司)等知名企業進行產學合作，

每年約 500 家企業提供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國際實習視野 與法國知名坎培爾職訓學校合作，提供學生赴法國米其林餐廳海外實習，全國

唯一。同時與日本、新加坡等地知名企業亦有合作。 

運動成績傑出 本校籃球隊 105、106、107 學年獲 UBA 大專籃球聯賽甲一級冠軍、亞軍、冠

軍，籃球隊教練獲選為國家代表隊教練，並培育出 3 位 2017 年世大運國手。 

企業愛用肯定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評比，健行科大榮獲企業最愛用私立技職校院第 9 名。 

校園環境 

地點最優質 本校位處桃園市中壢市區，從大溪交流道或中壢交流道，開車到校只需約 10 分鐘；

緊鄰中壢車站及前後站商圈，步行僅需 8分鐘，交通便利。 

生活最便利 校門口設有 Ubike 站，連結中壢各大鬧區，短程代步更輕鬆。透過 Ubike 從本校到

各景點時間：中壢前站商圈血拼(5分鐘)、中原夜市吃小吃逛地攤(5分鐘)、中正公園

及市立圖書館享受藝文饗宴(8分鐘)、SOGO商圈逛街看電影(10分鐘)、南區青少年

活動中心(10分鐘)、中壢觀光夜市美食之旅(13分鐘)、忠貞市場雲南異國之旅(20分

鐘)，生活機能第一。 

設施最新穎 斥資 10 餘億，修建教學大樓包括電資學院、工學院一館、工學院二館、商學院、體

育館、行政大樓、圖書館以及全新民生創意學院大樓、運動操場及地下 2層汽機車停

車場，校內停車方便，全新設施，桃園第一。 

教學最先進 教室 100%設置電子化教學設備，設置教學情境教室、創客中心、實務教學工廠及特

色實驗室等，年年斥資逾億元更新軟硬體設施，改善校園環境，學習品質桃園第一。 

卓越辦學 

優良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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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健行科技大學的理由 
十全十美的大學 

 

◇1 生活交通最便利 

1.距離中壢火車站僅 500公尺，步行只要 8 分鐘。 
2.緊鄰中壢商圈及中原商圈，生活機能完善。 
3.校門口即有 Ubike站，輕鬆代步好便利。 

◇2 就業發展最容易 

緊鄰科技工業區，位居桃園航空城的核心，與知名企
業密切合作交流，就業率達 9 成以上，畢業立即就業，
未來發展不可限量。 

◇3 教學品質最卓越 

多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大學、技職再造、自我評鑑、
獎補助款等各項考核之肯定，並獲選綠色大學示範學
校(全國僅 13 所，桃園僅本校與元智大學獲選)。證照
專業訓練、國際發明展、校外競賽成績優異。 

◇4 專業師資最優秀 

擁有最優秀的師資群，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達
83.5%，全體教師具博士學位者達 76.16%，領先全
國各私立科技大學，教學熱忱與研發實力廣為各界
肯定。 

◇5 系所特色最吸睛 

1.綠能科技、資訊安全、防災科技、無人機應用、精
密機械、觀光餐旅、物聯科技、室內設計、數位媒
體及跨領域新零售等領域表現傑出。 

2.實務教學能量深獲政府機關信賴，推廣教育中心承
辦勞動部、中研院等機關專業技能培訓班。 

3.創客中心、餐旅大樓、木工教室、數媒系專業教室
(全國唯一)、財金金融中心、智慧科技農場、太陽
能板架設(全國唯一認證考場)、道德駭客滲透測試
技術實驗室。 

4.專業技術領先全台，擁有綠色能源、空間資訊與防
災、網路全球衛星定位、歐亞、非破壞檢測等校級
研究中心，每年承接 2,300 萬以上產官學計畫。 

5.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檢定合格考場：甲級 2 間(室內
配線/冷凍空調)、乙級 11 間、丙級 5 間，受到政
府信賴肯定。 

6.全校升級 IEEE 802.11ac 無線上網與 E 化教學設
備，主幹網路達 10Gbps速率，支援遠端上課及課
業諮詢，打造行動校園。 

◇6 產學合作最務實 

1.與知名優質廠商如宏達電子、趨勢科技、欣銓科技、
日月光集團、宏致電子、戴爾科技、王品集團、神
腦國際、中華汽車、昇恆昌、采盟、安捷飛航、亞
東電子商務(GoHappy)、雄獅旅遊、新竹物流、德
商信可物流(世界前三大物流公司)進行產學合作。
每年約 500家企業提供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2.學生實習跨足法國、日本、新加坡等地知名企業，
展現學生國際化能力。 

3.2010 年獲得企業愛用 8 大私立技職校院之一。 
4.2016 年獲得 Cheers 雜誌評選最佳大學指南企業
最愛技職私校第 9 名。 

5.設有高中職→大學→企業三方接軌「校校企」合作，
建立長期穩定之合作關係，同時促進就業媒合。 

◇8 獎助學金最豐厚 

提供充裕獎助學金，包括：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經
濟弱勢扶助、體育競技、證照檢定、校外競賽、社團
服務等，每年提供獎助學金超過 6,000萬。 

◇7 國際交流最深入 

1.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阿帕拉契州立大學、西南明尼
蘇達州立大學、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及俄羅斯莫斯科
國立大學等歐美日名校辦理 3+2 雙聯學制、交換學
生、暑期參訪等國際交流合作。 

2.與大陸浙江財經大學、瀋陽工業大學及深圳職業技
術學院等共 15 家大學進行深度交流，101 學年度
至今已有 47名交換學生就讀。 

3.與法國坎佩爾職訓學院、日本沖繩縣社團法人泡盛
協會、新加坡樟宜機場等知名機構進行實務教學、
實習交流及合作。 

4.每年平均有 10 個參訪團到校參訪，至今已累計有
三峽大學、吉林農業科技學院及長沙民政職業技術
學院等 41 個學校師生來訪，了解本校辦學理念與
方法。 

◇9 住宿環境最舒適 

學生宿舍採飯店式管理，設有健身房、桌球室、撞球
檯、籃球場、投籃機、Wii、閱覽室、交誼廳、洗衣間、
自動販賣機等設施，更有課輔小老師進駐，住得安心。 

◇10 社團活動最多元 

豐富多元社團活動，包括自治、綜合、學術、學藝、
體能、康樂、服務性社團共 68個，各有獨立社窩(辦
公室及活動空間、專屬電話、E-mail 及網頁空間)。
本校籃球隊於 UBA 大專聯賽屢獲佳績，競技啦啦隊
亦為 UCC大專啦啦隊錦標賽常勝軍(2015 第 1 名)，
棒球隊、撞球隊(2014 第 1 名)都於競賽舞台中獲得
好成績！學校全力支援學生社團活動，校內表演場
地、舞台眾多，支援社團外快閃與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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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榮耀績效： 

時間 榮耀績效表現 
95-104年 獲教育部獎勵「卓越計畫」補助累計達 3 億 6 千餘萬元，近年桃園區僅健行科大與

長庚科大獲此殊榮。 
95-107年 成為全台第一所與莫斯科國立大學(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締結姊

妹校之大學。 
101-107年 積極拓展國際視野，與日本泡盛品酒協會合作開設「琉球泡盛學」講座，講座持續辦

理至今已第五年；並有餐旅系學生於 103-107 年度分別赴新加坡與日本沖繩進行海
外實習。 

101-107年 應用外語系開設「航旅服務學分學程」，畢業學生錄取國內外航空公司空服員及地勤
人員共 28 人。 

102-105年 自 102年起連續四年榮獲「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獎助執行協助高職優化計畫」。 
103-105年 餐旅系連續 3年榮獲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總經費 271萬元，補助學生出國進修。 
102年 10月 參與「2013 烏克蘭國際發明展」，共計獲得 6 金 6 銀，及 3 件特別獎。 
102年 10月 參與「2013 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共計獲得 1 金。 
102年 10月 工管系「企業系統整合與應用實驗室」提供給學生進行創新與智慧製造之實習場所，

至目前為止產出 70 餘件專利，成果豐碩。 
103年 4月 機械系通過教育部「技職再造設備更新計畫」，共獲得 2300 萬補助，培訓精密機械

加工人才。 
103年 9月 師生參與「2014 台北國際發明展」，共計獲得 1 金 1 銀 2 銅，成績傲視全國。 
103年 10月 資管系碩士班學生邱泰源榮獲「中華民國第 52 屆十大傑出青年」，為全國技職體系

的典範。 
103年 11月 電子系師生獲得「2014 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第一名。 
103年 12月 參與「2014IIIC 國際創新發明競賽」，共計獲得 2 金 2 銀 2 佳作。 
104年 4月 籃球隊以全勝成績榮獲「103 學年度 UBA 大專籃球聯賽甲二級男子組」冠軍。 
104年 5月 餐旅系師生參加「2015 韓國國際料理烹飪大賽」榮獲 1 金 7 銀 2 銅佳績。 
104年 5月 與國際大廠「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契約。 
104年 6月 與國內旅遊業第一品牌「雄獅旅行社」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 
104年 6月 世界前三大物流公司德國鐵路集團「信可物流」與本校簽署產學合作，提供實習就

業機會。 
104年 8月 機械系與莫斯科大學合作參加東元電機舉辦的「東元國際創意競賽」，榮獲首獎。 
104年 8月 通過 ISO 27001:2013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國際標準認證。 
104年 8月 數媒系蔡銘益老師參加「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LOGO設計競賽」榮獲第一名，並

正式成為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之 LOGO。 
104年 9月 餐旅系師生參加「加拿大國際泛亞式廚藝大賽」榮獲 3 金。 
104年 10月 湖南長沙技術學院蒞臨本校進行三創(創新、創意、創業)交流。 
104年 10月 參與「2015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共計獲得 1 銀 1 銅。 
104年 10月 參與「2015 IIIC 國際創新發明競賽」，共計獲得 3 金 3 銀 4 銅。 
104年 10月 應資系師生榮獲「2015 全國大學暨技專院校超級盃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與技能競賽」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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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1月 行銷系建置亮點空間，與桃園機場免稅店合作打造產學環境，並展示師生實務作品，
成為本校一大特色。 

104年 12月 資工系吳匡時教授榮獲「104 年度傑出發明家」，並獲副總統與立法院長接見表揚。 
104年 12月 資工系榮獲教育部「技職再造技計畫」補助新台幣 1,400 萬元，經費運用於滲透測

試專家實驗室、大數據、思科與資通安全等實驗室設備提升。 
104年 12月 數媒系吳辰俊、邱雨薇、胡宏綾等學生於「2015 IIIC 第六屆國際創新發明競賽」榮

獲 2 金、1 銅、1 佳作之成績。 
104年 12月 數媒系學生於「2015 高雄 KIDE國際發明暨設計展」榮獲 1 金 1 銀。 
105年 3月 餐旅系 14 位同學前往法國知名坎佩爾職訓學院，接受 9 個月的課程與實務訓練，並

赴當地米其林餐廳進行實習。 
105年 4月 資工系洪浩翔同學在學期間取得「CCIE頂級證照認證」，為全國科大生殊榮。 
105年 4月 籃球隊榮獲「104 學年度 UBA 大專籃球聯賽甲一級男子組」第四名佳績。 
105年 4月 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乙級技能檢定場正式啟用，為全國首座太陽光電檢定場地。 
105年 5月 與名列「全球最大 500 家公司」戴爾電腦簽署策略聯盟。 
105年 5月 行銷系師生榮獲「桃園市智慧節電計畫-微電影創意節電競賽」企業組第一名。 
105年 5月 資工系師生參加「10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榮獲輪型機器人摸黑-大專院校

組-C 組第一、二名。 
105年 5月 數媒系成立桃園唯一 Acoustuca Mixcraft 數位成音國際證照認證中心。 
105年 5月 餐旅系師生參加「2016 韓國國際料理烹飪大賽」榮獲 4 金 1 銀 2 銅。 
105年 5月 資管系師生榮獲「雲端 APP 程式設計」北區賽大專組第一名；全國賽大專組第二名。 
105年 5月 數媒系蔡銘益老師指導學生獲得「第一屆全國工學生工程藝文獎-平面藝術類」金牌。 
105年 6月 行銷系師生參加科技部「科教國合司科普活動」計畫，榮獲 103 年冠軍、季軍；104

年度冠軍；105 年度季軍。 
105年 6月 參與「2016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共計獲得 1 金 2 銀 1 特別獎。 
105年 6月 資工系碩士班黃冠龍同學榮獲「2016 總統教育獎」，由總統親自頒獎。 
105年 6月 教育部科技大學綜合評鑑本校校務類與專業類學士班獲全數通過，通過率全國第一。 
105年 7月 行銷系與桃園機場昇恆昌免稅店、采盟免稅店進行學生校外實習合作，留任正職人

數已逾 150 人。 
105年 7月 劉孟竹老師入選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籃球隊教練； 

籃球隊學生黃泓瀚、簡祐哲及曾品富獲選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籃球國家代表隊。 
105年 8月 與「南非大學」進行雙邊國際合作交流。 
105年 9月 參與「2016 台北國際發明展」，共計獲得 1 金 2 銀 1 銅。 
105年 9月 國企系「航空服務與行銷企劃組」開辦全國第一個民航機師訓練學程。 
105年 9月 統計全校學生參與校外實習人數佔應屆畢業生比率平均達 6 成。 
105年 9月 統計全校在學生共取得 21,624 張證照，平均每位學生擁有 2.8 張證照。 
105年 10月 慶祝 50 週年校慶，擴大舉辦校慶運動會、園遊會暨校園演唱會，桃園市鄭文燦市

長親臨祝福。 
105年 10月 餐旅系學生參加「2016 KFTF WACS 韓國奧林匹克餐飲大賽」榮獲 1 銀 2 銅。 
105年 10月 機械系成立 3D列印中心，並與實威國際、通業科技、研能科技、國航科技、立印科

技及寶聯通等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契約。 
105年 10月 數媒系蔡銘益老師裝置藝術作品《破浪》獲得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6 桃園地景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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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節」展覽。 
105年 10月 電子系師生參加「2016 亞洲創新設計大賽」榮獲一等獎。 
105年 11月 數媒系蔡銘益教師指導資工系多媒體組學生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2016 年鮮

享在地微電影徵件比賽」，獲得佳作。 
105年 11月 數媒系蔡銘益老師、陳進益老師、周昌民老師微電影作品「分寸之間」，參加臺北市

府政風處主辦 「廉清人 Action！」影片徵選，榮獲全國第二名。 
105年 11月 全新餐旅大樓(民生創意學院)落成，建置實習餐廳、多功能宴會廳，並設有西餐烹調、

烘焙、飲料、咖啡烘焙、品茶、巧克力、房務實習、商務中心及五星客房等新穎的專
業教室。 

105年 11月 全新運動操場及地下二層汽機車停車場落成，提升運動環境並提供師生便利、安全
的停車場所。 

105年 11月 國企系與安捷飛航訓練中心簽署策略聯盟意向書，開設「民航機師與飛航管理學分學程」。 
105年 11月 與遠東集團旗下平台亞東電子商務（GoHappy）簽署產學合作契約，投入大數據研

究。 
105年 12月 數媒系師生於「2016 IIIC 第六屆國際創新發明競賽」榮獲 1 金、1 銀。 
105年 12月 數媒系師生於「2016 高雄 KIDE國際發明暨設計展」榮獲 2 金。 
105年 12月 工管所 58 歲「老學生」王大衛與指導教授合力發明「光觸媒於輕鋼架 LED 日光燈

照明系統之加值應用」，獲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金牌及大會特別獎。 
106年 1月 應資系學生以空拍機與測量繪圖能力拍攝影片，獲得由臺北市文獻館主辦的「目不

暇給」臺北城市之美影像競賽第三名，也是本次唯一獲獎的科技大學團隊。 
106年 1月 商管學院與亞東電子商務及和盟電子商務簽屬產學合作意向書。 
106年 1月 106 年獲得教育部獎補助款 4,490 萬元，桃園第一。 
106年 5月 本校籃球隊 106 年獲 UBA 大專籃球聯賽甲一級冠軍 
106年 8月 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學校獎補助金額，連續 5 年成長，全國唯一；九年共獲獎勵金

4 億元，桃園第一。 
107年 4月 107 年獲得教育部獎補助款 6,644 萬元，全國第 11，桃園第一。 
107年 5月 本校籃球隊 107 年獲 UBA 大專籃球聯賽甲一級亞軍 
107年 7月 本校 107 年畢業生簡祐哲、陳冠毅、劉人豪獲選 2018 年 SBL 超級籃球聯賽新秀，

入選台啤、金酒、裕隆職籃球隊。 
107年 8月 本校數媒系蔡銘益老師獲得 2018 七大國際電影節 13 個獎項。 
107年 9月 本校資工系陳維魁、吳匡時老師 2018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本校教師獲得 1 銀 2

銅佳績。 
107年 10月 本校進修部四技及二技，註冊率皆為 100%，是桃園最受歡迎的進修部。 
107年 10月 健行科大 AFA 世界廚藝大賽 3 金 3 銀翻糖媽祖登國際。 
107年 10月 第一屆桃園電競市長盃，健行科大分獲冠亞軍。 
108年 4月 108 年獲得教育部獎補助款 6,712 萬元，全國第 9，桃園第一。 
108年９月 2019 臺灣＆亞洲區大學籃球交流賽，健行科大奪冠。 
108年 10月 「2019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健行科技大學在中斬獲 1 銀 2 銅，得獎

作品：垃圾分類機器人、連接機構、隨身型環境品質監測系統。 
108年 10月 本校進修部四技及二技，招生率皆為 100%，是桃園最受歡迎的進修部。 

http://www.uch.edu.tw/zh_tw/news/%E5%81%A5%E8%A1%8C%E7%A7%91%E5%A4%A7AFA%E4%B8%96%E7%95%8C%E5%BB%9A%E8%97%9D%E5%A4%A7%E8%B3%BD3%E9%87%913%E9%8A%80-%E7%BF%BB%E7%B3%96%E5%AA%BD%E7%A5%96%E7%99%BB%E5%9C%8B%E9%9A%9B-%E8%81%AF%E5%90%88%E5%A0%B1-%E4%B8%AD%E5%A4%AE%E7%A4%BE-%E5%A4%A7%E7%B4%80%E5%85%83-PC-home-%E6%96%B0%E8%81%9E-%E6%96%B0%E6%B5%AA%E6%96%B0%E8%81%9E-%E7%B6%93%E6%BF%9F%E6%97%A5%E5%A0%B1-%E4%B8%AD%E6%99%82-%E8%95%83%E8%96%AF%E8%97%A4-%E8%87%AA%E7%94%B1%E6%99%82%E5%A0%B1-China-News-%E5%B7%A5%E5%95%86%E6%99%82%E5%A0%B1-%E4%BA%BA%E9%96%93%E7%A6%8F%E5%A0%B1-66129890
http://www.uch.edu.tw/zh_tw/news/%E7%AC%AC%E4%B8%80%E5%B1%86%E6%A1%83%E5%9C%92%E9%9B%BB%E7%AB%B6%E5%B8%82%E9%95%B7%E7%9B%83-%E5%81%A5%E8%A1%8C%E7%A7%91%E5%A4%A7%E5%88%86%E7%8D%B2%E5%86%A0%E4%BA%9E%E8%BB%8D-%E4%B8%AD%E6%99%82%E9%9B%BB%E5%AD%90%E5%A0%B1-%E4%B8%AD%E5%A4%AE%E9%80%9A%E8%A8%8A%E7%A4%BE-%E7%B6%93%E6%BF%9F%E6%97%A5%E5%A0%B1-%E5%B7%A5%E5%95%86%E6%99%82%E5%A0%B1-%E5%A4%A7%E7%B4%80%E5%85%83-%E8%95%83%E8%96%AF%E8%97%A4-%E8%81%9A%E8%B2%A1%E7%B6%B2%E6%96%B0%E8%81%9E-7518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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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亮點新聞： 

時間 亮點新聞 
104 年 3 月 中央通訊社---桃園市民上課不用錢，健行科大推出國內唯一免費進修專班 

▲健行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連續三年獲評為 TTQS 銀牌的優質機構，為善盡社會
責任並回饋鄉里，率先推出「桃園市民」及「弱勢民眾」免費進修課程。 

104 年 3 月 自由時報電子報---UBA》末節拉尾盤健行奪甲二冠軍 
▲UBA 大專籃球聯賽甲二級決賽，健行科技大學和中洲科大廝殺全場，終場 73：
66 獲勝，拿下 103 學年度全國甲二級冠軍。 
 

104 年 4 月 yam天空新聞---健行科技大學培訓人才成果豐碩創造高就業率成職訓班領導品牌 
▲健行科技大學舉辦「產業技術人才培訓據點建置計畫」成果發表會，邀請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主管以及廠商與會，共同見證本校優良成效(近兩年辦理
的職訓班達到平均 85%的超高就業率)。 

104 年 5 月 聯合新聞網---健行科大與趨勢科技結盟開課 
▲健行科技大學與國際大廠趨勢科技簽定產學合作，成為與趨勢科技合作的第一所
私立科技大學。 

104 年 5 月 聯合新聞網---健行科大研發 3D冰淇淋機做出台北 101 
▲健行科技大學巧用 3D列印技術研發冰淇淋機，榮獲台灣專利及多國發明獎金
牌。 

104 年 6 月 聯合報---健行科大、安碁合作培育雲端人才 
▲健行科技大學與宏碁集團旗下安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培養新一代資安產業
人才為目標，簽訂產學合作契約，除安排學生校外實習，同時引進安碁企業教師
進行教學。 

104 年 8 月 yam天空新聞---聯隊遠征加國廚藝大賽台灣雙名廚陳麒文、黃經典勇奪 2 面金牌 
▲健行科大餐旅系黃經典老師代表台灣參與加拿大廚藝比賽榮獲 2 面金牌。 

104 年 10 月 聯合財經網---健行科大主辦 2015 綠色能源研討會 
▲健行科大電機系與綠色能源研究中心以提升綠能技術，促進再生能源產業升級為
矢志，自 2001 年起每年舉辦綠色能源研討會共商綠色能源科技產業的發展。 

104 年 12 月 車訊網---捐贈七台試驗車給健行科大，中華汽車向下扎根開創技職教育 4.0 
▲健行科大機械系車輛工程組獲中華汽車捐贈 ZINGER 車輛，作為電動車及油電
混和車款研發與教學示範車，提升專業實務人才培育。 

105 年 2 月 ETtoday---專利申請數出爐了，私立科大擠下台成清交！ 
▲105 年專利申請數公布，健行科大申請數擠下台成清交獲全國第 4 名！ 

105 年 3 月 中時電子報---赴法學廚藝健行學子開先河 
▲健行科大餐旅系 14 名學生赴法國知名坎佩爾職訓學院接受 9 個月實務訓練，並
於米其林餐廳進行海外實習課程。 

105 年 4 月 中時電子報---全國首座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乙級技能檢定場於健行科技大學啟用 
▲健行科大建置全國第一座「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乙級技能檢定場」，為培養太陽
光電系統架設人才及推廣綠色能源貢獻心力。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66243.aspx
http://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272670
http://n.yam.com/greatnews/politics/20150417/20150417982673.html
http://udn.com/news/story/6901/890896
http://udn.com/news/story/6929/905372
http://web.uch.edu.tw/history/index.php/2016-01-19-05-58-51/2015-11-04-09-40-10/177-%E5%81%A5%E8%A1%8C%E7%A7%91%E5%A4%A7%E3%80%81%E5%AE%89%E7%A2%81%E5%90%88%E4%BD%9C-%E5%9F%B9%E8%82%B2%E9%9B%B2%E7%AB%AF%E4%BA%BA%E6%89%8D.html
http://web.uch.edu.tw/history/index.php/2016-01-19-05-58-51/2015-11-04-09-40-10/177-%E5%81%A5%E8%A1%8C%E7%A7%91%E5%A4%A7%E3%80%81%E5%AE%89%E7%A2%81%E5%90%88%E4%BD%9C-%E5%9F%B9%E8%82%B2%E9%9B%B2%E7%AB%AF%E4%BA%BA%E6%89%8D.html
http://n.yam.com/greatnews/politics/20150831/20150901249151.html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1267244
http://www.carnews.com/news/article/43333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203/642934.htm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15000591-260107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06002954-2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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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5 月 中時電子報---產學合作健行科大資源加分 
▲健行科大電子系與台灣瑞薩電子公司、台灣晶技公司舉辦產學合作簽約儀式，培
訓嵌入式微控制器人才獲世界賽事與業界肯定。 

105 年 5 月 中時電子報---健行好棒盃 700 學子競技 
▲健行好棒盃餐旅技能暨創業創意全國公開賽辦出公正嚴謹口碑，105 年有 61 所
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生，共 741 名選手參加。 

105 年 5 月 自由時報電子報---健行科大、聯邦銀行產學合作畢業即就業不是夢 
▲健行科大財金系與聯邦銀行簽訂產學合作契約，讓學生畢業就業無縫接軌。 

105 年 5 月 自由時報電子報---黃冠龍拿總統教育獎，健行科大 50 年來首位 
▲健行科大資工系學生黃冠龍榮獲 2016 年總統教育獎，由總統親自頒獎。 

105 年 6 月 自由時報電子報---健行科大「鞋尋」行動募集二手鞋送非洲 
▲健行科大學生自動自發貢獻愛心，為對抗肆虐非洲的沙蚤病，辦理「鞋尋」二手
鞋募集活動，成功募集 3570 雙鞋送暖到肯亞！ 

105 年 6 月 聯合新聞網---匹茲堡發明展健行科大 1 金 2銀 
▲健行科大資工系師生以「輕鋼架 LED日光燈照明系統之創新應用」等作品榮獲
匹茲堡發明展 1 金 2 銀 1 特別獎。 

105 年 6 月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Garena 校際盃《英雄聯盟》項目，健行科大拿下中路單挑
王 
▲健行科大學生張博誠於 Garena 校際盃《英雄聯盟》項目中獲得「中路單挑
王」。 

105 年 7 月 聯合新聞網---金融科技新浪潮健行科大財金系破浪前行 
▲為迎合數位金融環境之變遷，健行科大財金系結合金融知識、資料分析技術及跨
領域整合姓專業培訓人才，並與知名企業產學合作以大幅縮短學用落差。 

105 年 7 月 聯合新聞網---無人機席捲全球帶動商機與就業市場 
▲健行科技大學應用空間資訊系規劃「UAV 無人機應用課程」，洞燭先機，搶先
前瞻育才，近幾年組成「無人機飛行小隊」帶領學生做中學，專業能力深獲各界
肯定。 

105 年 8 月 大成報---健行科大推廣中心產業技術人才培訓據點計畫正式啟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健行科技大學建置「機械、金屬及相關製造產業類」及

「電子資訊產業類」據點計畫，計畫期間針對產業需求開設 20 門職業訓練課程，

培養符合產業趨勢的優秀專業人才。 
105 年 10 月 聯合財經網---健行寶可夢幫你教育課程圓夢 

▲健行科大推廣教育中心期望成為北部地區最大的教育訓練中心，從 99 年開始陸
續開設商管學堂、設計學堂、工程學堂、資訊學堂以及語言學堂，共開設過超過
五千門的課程，會員人數達到近 7 萬人，是桃園地區進修人數最多的學校。 

105 年 10 月 麗台運動報---105 年全國社會組籃球錦標賽由健行科大奪冠 
▲以健行科大學生為班底組成的國光電力隊於105年全國社會組籃球錦標賽中勇奪冠
軍！ 

105 年 10 月 蘋果日報---韓國奧林匹克餐飲大賽台灣隊奪團體金牌 
▲在韓國舉行的「2016 KFTF WACS 韓國奧林匹克餐飲大賽」由健行科大黃經典
及外校三位教師組成的台灣代表隊再度拿下團體金牌的佳績。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13000585-260107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15000362-260107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98885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01768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17244
http://udn.com/news/story/6929/1767399
http://gnn.gamer.com.tw/6/133706.html
http://gnn.gamer.com.tw/6/133706.html
http://udn.com/news/story/9832/1827846
http://udn.com/news/story/9832/1827838
http://history.n.yam.com/greatnews/politics/20150831/20150831247572.html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2005847
http://www.ltsports.com.tw/basketball/other/119594-2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009/96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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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0 月 自由時報電子報---健行科大「泡盛品酒認證」由日本會長頒授證書及胸章 
▲健行科大餐旅系與日本沖繩泡盛品酒協會合作開設「琉球泡盛學講座」，66 位
通過品酒資格認證考試的學生，由日本泡盛品酒協會會長新垣勝信頒授證書及刻
有品酒師編號的胸章。 

105 年 10 月 HiNet 新聞社群---健行 50 經營有成，健行科大 50 周年校慶系列活動熱鬧登場 
▲健行科大 50 周年校慶活動熱鬧展開，除 50 周年生日外，餐旅大樓完工、嶄新
操場落成更是三大喜事，除了可讓學生擁有五星級之教學場地使用，亦可讓週邊
鄰居及師生們享受更安全舒適的運動活動空間。 

105 年 10 月 中央通訊社---2016 亞洲創新設計大賽－健行科大電子系勇奪一等獎 
▲由美國 FPGA 晶片領導廠商 Altera(現為 Intel 子公司)和友晶科技主辦的「亞洲
創新設計大賽」，是亞太區首屈一指的 FPGA 設計競賽，更是頂尖學生視為最高
榮譽的競技場。健行科大電子系廖裕評老師帶領吳聲盈、許博喬與彭龍輝三位同
學參賽，在中國大陸各大學作品的激烈比賽中脫穎而出，拿下"一等獎"的佳績，與
台灣大學電機系並駕齊驅。 

105 年 10 月 聯合財經網---健行科大卓越計畫成果亮眼全世界 
▲今年邁入 50 周年的健行科技大學，歷年所獲得的「教學卓越計畫」總獎勵金額
高達 3 億 6,000 餘萬，位居鄰近學校之冠。健行科大 102-105 年計畫以「培育結
合在地產業發展的人才」為主要目標，緊密結合技職教育與鄰近產業之需求。 

105 年 10 月 中央通訊社---2016 健行盃自走車競賽，全國高中職精銳爭速 
▲「2016 年健行盃全國高中職自走車競賽」共有 73 隊報名角逐，本競賽在高中
職端獲得相當好的名聲。希望透過研習及比賽，可以將智慧型自走車所需的軟硬
體實作能力向下紮根，達到寓教於樂的目的。 

105 年 11 月 聯合新聞網---培養飛行人才，健行科大和安捷飛航簽意向書 
▲健行科技大學 105 年與安捷飛航訓練中心(APEX)簽署策略聯盟意向書，開設
「民航機師與飛航管理學分學程」，由安捷提供飛行訓練學、術課程專業師資與
設備，採「3+1 模式」（3 年大學課程，加 1 年飛行訓練），培訓學生取得「商
業飛行駕駛員資格(CPL)」並推薦給航空公司成為民航機駕駛員。 

105 年 11 月 中時電子報---GoHappy攜手健行科大 投入大數據 
▲遠東集團旗下的線上購物平台亞東電子商務（GoHappy）與健行科大簽約，雙方
希望在行動時代落實虛實整合為發展重點，並投入大數據的研究，同時提供實習機
會。 

105 年 12 月 中時電子報---58 歲老學生 國際發明展奪金 
▲58歲健行科技大學工業管理所「老學生」王大衛，與指導教授，合力發明「光觸
媒於輕鋼架 LED日光燈照明系統之加值應用」，今年參加第 3屆香港創新科技國際
發明展，奪下金牌以及大會特別獎。 

105 年 12 月 INSIDE SPORTS 運動內幕報導---好學有禮，健行科大「禮貌文化」 
▲「好學有禮」就是健行科大一直以來謹守遵行的校訓，雖為運動競技隊伍，他仍然
要求學生在爭取勝負輸贏的同時，也絕不能忘記身為學生運動員的品德基礎教育。 

106 年 1 月 中央通訊社---用“飛行”翻轉影像美學-健行科大用空間地理概念勇奪銅牌 
▲健行科大應用空間資訊系黃仁興同學以所學空拍機與測量繪圖能力拍攝影片，以穿
越時空概念，獲得由臺北市文獻館主辦的「目不暇給」臺北城市之美影像競賽第三
名，也是本次唯一獲獎的科技大學團隊。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55437
http://times.hinet.net/news/19438040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2828.aspx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2046555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3009.aspx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18000161-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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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8 月 自由時報-綠能科技產業專業人才向你「招」手 月薪最高 40k 
▲政府前瞻基礎「綠能建設」計畫，委託健行科技大學辦理。 

106 年 9 月 蘋果日報 2017 年 09月 14 日 
▲健行科大和中原大學策略聯盟，兩校學生理論和實務結合，兩校資源共用共享，增
進學生學習利益。 

106 年 10 月 中央社 2017 年 10 月 02 日 
▲健行科大與韓國COMEDO協會簽約，為學生搭起韓國時尚交流橋樑，促進本校
國際交流能見度。 

106 年 10 月 中國時報 2017 年 10月 03 日  
▲健行科技大學參與台北國際發明展，師生團隊囊括 1金 3銅好成績，健行科大維
持多年來發明競賽常勝軍的態度，實務研發績效仍然耀眼。 

107 年 10 月 經濟日報、中時電子報 2018 年 10 月 22日 
▲「鍊‧蛻變 趙(世)賢鐵雕展」 健行科技大學優雅展出。 

107 年 10 月 聯合報、經濟日報、中時、自由時報 2018 年 10 月 19 日 
▲健行科大 AFA 世界廚藝大賽 3 金 3 銀 翻糖媽祖登國際 

107 年 10 月 中時電子報、經濟日報、Yahoo新聞、聯合新聞網 2018 年 10 月 12 日 
▲2018 客家等路交流賽 健行科大創造客家產業商機 

107 年 10 月 中時電子報、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2018 年 10 月 9 日 
▲第一屆桃園電競市長盃 健行科大分獲冠亞軍 

107 年 10 月 中央社、桃園市政府、東森新聞、中時電子報 2018 年 10 月 1 日 
▲健行科大引爆 2018 桃園電競嘉年華 

107 年 10 月 經濟日報、中時電子報 2018 年 10 月 26日 
▲健行科大 52 運動暨園遊會訴求減塑環保。 

107 年 10 月 中央社、HiNet 新聞 2018 年 10 月 28 日 
▲中壢東區扶輪社在健行科大用愛傳遞創意好味道。 

107 年 10 月 T 客邦 2018 年 10 月 31 日 
▲Lenovo 進擊校園，體驗會、快閃車北中南開跑，Lenovo 前進校園，分別舉辦
「Legion 軍團來襲校園體驗會」與「創新科技體驗未來 校園快閃車」活動，將
分別在桃園健行科技大學與台北的台灣科技大學舉行。 

107 年 10 月 yamNews蕃新聞-2018 年 10 月 28 日 
▲2018 台中市調酒大賽 75 組調酒好手同台較勁，經過激烈比賽後，職業大專花
式組由健行科技大學的游秉庠奪冠；學生傳統組由健行科技大學的吳章平脫穎而
出。 

108年９月 青年日報-2019 年 9月 1 日 
2019 臺灣＆亞洲區大學籃球交流賽，健行科大奪冠。 

108年 9月 yamNews蕃新聞-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健行科技大學在中斬獲 1 銀 2 銅，
得獎作品：垃圾分類機器人、連接機構、隨身型環境品質監測系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3445560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051378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62210-lenovo-deep-rooted-taiwan-attack-on-the-campus-experience-meeting-fast-flashing-car-north-of-nankai-run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299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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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 

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簡章公告 108年12月3日(二) 
請至本校進修部網站下載招生簡章，本會不另行發售。

http://bit.ly/2zO4x1A 

網路報名 

108年12月19日(四) 

至 

109年8月7日(五) 

1.網路報名: 

108年12月19日(四)~109年8月7日(五)20:00關閉系統 

網路報名系統網址: http://bit.ly/2xRViw0 
2.資料繳交: 

8月7日(五)前，將資料掛號郵寄達本校 

32097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 

「109 學年度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委員會」收 

現場報名 

108年12月19日(四) 

至 

109年8月7日(五) 

於進修部上班時間，皆可報名及繳交資料。 

地點：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行政大樓一樓A112室) 

成績查詢 

及 

成績複查申請 

8月11日(二)14:30 

到 

8月12日(三)14:30 

成績查詢： 

從本校進修部首頁登入，線上查詢:http://bit.ly/2oGCQBv 
(不寄發紙本成績單) 

成績複查申請： 

1.填寫簡章附錄七「成績複查申請表」，以傳真方式提出複

查申請，傳真後請以電話與本會確認。 

2.本會電話：(03)4581196轉 3711~3715 

3.本會傳真：(03)2503859 

放榜 8月14日(五) 
20:00公告於本校進修部首頁，網址:http://bit.ly/2oGCQBv 
(另以簡訊及 email通知，不寄發紙本通知。) 

正取生報到 8月17日(一) 採網路報到或現場報到，報到時間請見簡章說明。 

備取生遞補 8月18日(二)起 若正取生有缺額，將個別電話通知備取生報到。 

註冊及健檢 

8月20日(四) 

至 

8月21日(五) 

1.註冊及健檢時間 18:30至 21:00，須到校辦理。 

2.地點：本校體育館 2樓 

3.未於期限內完成註冊繳費，視同放棄錄取資格。 

新生座談會 9月1日(二) 18:30準時舉行，重大集會，須親自到校。 

開學 9月7日(一)起 依個人課表開始上課。 

註：以上為預定工作日程，如因故變動，將以本校進修部首頁公告為準。 

http://bit.ly/2zO4x1A
http://bit.ly/2xRViw0
http://bit.ly/2oGCQBv
http://bit.ly/2oGCQ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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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及聯絡電話 

學院 招生系組 主任  聯絡電話 相關資訊網站 

進修部 詹明興主任 分機 3711~3715 
http://aps2.uch.edu.tw/adm_unit

/div_con/index.asp 

商管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薛哲夫主任 分機 7500~7501 http://www.mdm.uch.edu.tw/ 

工業管理系 張英仲主任 分機 6100~6101 http://www.ie.uch.edu.tw/ 

企業管理系 林玲圓主任 分機 7100~7101 http://www.ba.uch.edu.tw/ 

企業管理系 

時尚產業管理組 
林玲圓主任 分機 7100~7101 http://www.ba.uch.edu.tw/ 

財務金融系 

(主修會計實務)  
吳佩珊主任 分機 6700~6701 http://www.fd.uch.edu.tw/ 

財務金融系 

投資理財組 
吳佩珊主任 分機 6700~6701 http://www.fd.uch.edu.tw/ 

資訊管理系 林孟文主任 分機 7300~7301 http://www.im.uch.edu.tw/ 

民生與 

設計學院 

餐旅管理系 杜振輝主任 分機 6600~6601 http://www.hm.uch.edu.tw/ 

應用外語系 廖梨月主任 分機 7900~7901 http://www.afl.uch.edu.tw/ 

國際企業經營系 

觀光休閒組 
林建偉主任 分機 6300~6301 http://www.ib.uch.edu.tw/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進益主任 分機 6990、6992 http://www.dmd.uch.edu.tw/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蕭良豪主任 分機 5750~5751 http://www.pm.uch.edu.tw/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陳碧東主任 分機 5300~5301 http://www.ee.uch.edu.tw/ 

電子工程系 廖炯州主任 分機 5100~5101 http://www.et.uch.edu.tw/ 

資訊工程系 鍾宜玲主任 分機 7700~7701 http://www.csie.uch.edu.tw/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 陳健忠主任 分機 5500~5501 http://www.me.uch.edu.tw/ 

機械工程系 

車輛組 
陳健忠主任 分機 5500~5501 http://www.me.uch.edu.tw/ 

車輛工程系 劉家彰主任 分機 5900~5901 http://www.ve.uch.edu.tw/ 

土木工程系 詹益臨主任 分機 5700~5701 http://www.ce.uch.edu.tw/ 

 
  

http://aps2.uch.edu.tw/adm_unit/div_con/index.asp
http://aps2.uch.edu.tw/adm_unit/div_con/index.asp
http://www.mdm.uch.edu.tw/
http://www.ie.uch.edu.tw/
http://www.ba.uch.edu.tw/
http://www.ba.uch.edu.tw/
http://www.fd.uch.edu.tw/
http://www.fd.uch.edu.tw/
http://www.im.uch.edu.tw/
http://www.hm.uch.edu.tw/
http://www.afl.uch.edu.tw/
http://www.ib.uch.edu.tw/
http://www.dmd.uch.edu.tw/
http://www.pm.uch.edu.tw/
http://www.ee.uch.edu.tw/
http://www.et.uch.edu.tw/
http://www.csie.uch.edu.tw/
http://www.me.uch.edu.tw/
http://www.me.uch.edu.tw/
http://www.ve.uch.edu.tw/
http://www.ce.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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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組、上課時間及名額 

一、夜間班 

上課時間：每週一到週五的夜間 18:30~21:40(每晚 4節)為原則，寒、暑假不用上課。 

招生系組及名額如下。 

系班代碼 系組 招生名額 

1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5 

12 企業管理系 55 

13 財務金融系 (主修會計實務) 32 

14 財務金融系_投資理財組 32 

15 資訊管理系 32 

16 工業管理系 32 

17 餐旅管理系 90 

18 應用外語系 58 

19 國際企業經營系_觀光休閒組 54 

2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43 

21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32 

22 電機工程系 60 

23 資訊工程系 45 

24 電子工程系 35 

25 機械工程系 50 

26 車輛工程系 45 

 

二、平日班 

（一）上課時間：每週上課 2日為原則，平均每週 16節。 

1. 固定：每週二 8:00~18:25上課 10節。 

2. 另外：上學期預排每週四夜間(18:30~21:40)上課 4節，下學期則預排每週四

和週五夜間(18:30~21:40)，2晚共 8節。 

 第 2點的上課時間可以依個人需要調整，可以換到其他平日的夜間或週六下

午(13:00~17:40)；平日夜間每晚最多 4節，週六下午最多 6節。 

3. 寒、暑假不用上課。 

（二）招生系組及名額如下： 

 
系班代碼 系組 招生名額 

3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 

32 餐旅管理系 51 

33 企業管理系_時尚產業管理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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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日班 

（一）上課時間：每週上課 2日為原則，平均每週 16節。 

1. 固定：每週日 8:55~17:40上課 10節。 

2. 另外：預排每週六 13:00~17:40上課 6節。 

 第 2點的上課時間可以依個人需要調整，可以換到平日的夜間(18:30~21:40)

上課，每晚最多 4節，要 2個夜間。 

3. 寒、暑假不用上課。 

（二）招生系組及名額如下： 

系班代碼 系組 招生名額 

51 企業管理系 60 

52 電機工程系 45 

53 機械工程系_車輛組 56 

54 土木工程系 45 

 

附註： 

1. 進修部共有三種上課時段(夜間班、假日班、平日班)，學生須自行規劃選修課程，以修足畢

業學分。進修部各系、各種上課時段班級的畢業學分皆相同，皆為128學分。 

2. 四年制進修部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證書。未於四年

內修足畢業學分者，須延長修業年限，最多可延長2年。 

3. 以上各系組之總招生人數係依教育部核定辦理。 

4. 進修部的開課時段包含週一到週五的夜間18:30~21:40、週六8:55~17:40、週日8:55~17:40，

學生可到各時段選修課程(視實際開課而定)。 

5. 各項收費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各系學雜費收費標準請參閱本校會計室網頁查詢。 

  

https://sites.google.com/gapps.uch.edu.tw/bookkeeper/%E5%AD%B8%E9%9B%9C%E8%B2%BB?authuser=0
http://bit.ly/2ya01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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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對本簡章所有規定，務請詳細閱讀確實瞭解，報名時如發生錯誤，須請自行負責。 

二、報名參加本招生，免考試，不採計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成績及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三、本招生採網路報名及現場報名，申請人請擇一方式報名，免收報名費。 

四、參加當年度技專校院及大學各種入學管道已獲取錄取者，需繳交原錄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始得報

名本次招生入學，違者取消錄取資格。 

五、申請人資格（含學歷（力）、經歷（含年資））之認定，以報名表上填寫之資料為依據，各項應繳

證件，必須於報名時一次繳齊，如表件不全、資格不符致無法完成報名者，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律不

予採認，所繳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申請人若不提供各項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申請

人之報到作業，請申請人特別注意。 

六、僑生及港澳生依「僑生回國及就學輔導辦法」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不得

申請就讀僅於夜間、一日或例假日授課之班別。 

七、非勞動部所核發之技術士證照，不得作為同等學力報名資格認定之用，且報名者所持相當於乙級

以上技術士證等級之認定有疑義者，由本會召開之「專業技能證照等級適用類別疑義審查會議」

審定，報名者不得異議。 

八、繳交之書面審查資料（除了學歷證件正本外），其他文件無論錄取與否，概不退還。 

九、本招生報名截止後，各系組人數未達 30人時，得轉介報名其他系組或不辦理招生作業。 

十、報名者經錄取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註冊繳費，視同放棄錄取資格，不得異議。 

十一、本會於報名表及附件中對於申請人資料之蒐集，係為申請人成績計算、資料整理、登記、報到

作業等招生作業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報到註冊作業使用，申請人資料蒐集之範圍

以本會報名表及附件本為限，資料使用之期限由申請人完成報名作業至註冊完成為止，相關資

料並由本會保存一年後銷毀，但若有申請人提出申訴者，並延長保存至申請人申訴作業完成後

進行銷毀。 

十二、完成報名程序之申請人，即同意本會對於申請人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目的、

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 ，並同意本會對於申請人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 

  



 
 

15 

網路報名作業流程 

 

 

 

 

 

 

 

 

 

 

 

 

 

 

 

 

 

  

 

 

 

 

 

 

 

 

 

 

 

 

 

 

 

 

  

網路報名起迄時間: 

108年12月19日(四)開放系統 

109年08月07日(五)20:00關閉系統 

網路報名系統網址: http://bit.ly/2xRViw0 
 

特殊字若電腦無該字，請以「*」表示，再於

印出的報名表上用紅筆更正。 

 

 

 

 

 

核對報名資料，所有報名資料經確認送出後即

不得更改，請審慎填寫 

 

 

 

請以 A4白紙列(影)印: 

1.報名表:請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在簽

名處親自簽名。 

2.報名資料:請檢附相關資料文件。 

 

將報名表及資料文件裝入自備牛皮紙信封中，

並貼妥報名專用信封封面（本簡章最後一

頁）。 

 

 

郵寄資料方式： 

1.掛號郵寄: 

8月7日(五)前寄達， 

32097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 

「109學年度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委員

會」收 

2.現場繳件: 

 8月7日(五)20:00前，進修部上班時間。 

地點：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行政大樓一樓 

A112室) 

 

未於期限內寄達或繳交資料者，視同未完成

報名手續。 

進入 

「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

報名系統」 

填寫「網路報名表」 

檢查資料 

是否正確? 
離開報名系統 

從系統中列印報名表 

自備牛皮紙袋， 

並貼妥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郵寄報名表及資料文件 

 

 
報名資料 

是否齊全? 

完成報名 

未完成報名 

否 放棄 

否 

是，掛號寄出 

是 

http://bit.ly/2xRViw0


 
 

16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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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簡章 

壹、 招生系組、名額及聯絡資訊 

一、招生名額 

  

學院 招 生 系 組 招生名額 招生系組網站及聯絡電話 

商管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5 http://www.mdm.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7500~7501 

工業管理系 32 http://www.ie.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6100~6101 

企業管理系 115 http://www.ba.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7100~7101 

企業管理系 

時尚產業管理組 
35 http://www.ba.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7100~7101 
財務金融系 

(主修會計實務)  
32 http://www.fd.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6700~6701 
財務金融系 

投資理財組 
32 http://www.fd.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6700~6701 

資訊管理系 32 http://www.im.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7300~7301 

民生與 

設計學院 

餐旅管理系 141 http://www.hm.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6600~6601 

應用外語系 58 http://www.afl.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7900~7901 

國際企業經營系 

觀光休閒組 
54 http://www.ib.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6300~630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43 http://www.dmd.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6990、6992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32 http://www.pm.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5750~5751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105 http://www.ee.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5300~5301 

電子工程系 35 http://www.et.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5100~5101 

資訊工程系 45 http://www.csie.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7700~7701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 50 http://www.me.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5500~5501 

機械工程系 

車輛組 
56 http://www.me.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5500~5501 

車輛工程系 45 http://www.ve.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5900~5901 

土木工程系 45 http://www.ce.uch.edu.tw/ 
（03）4581196 分機 5700~5701 

http://www.mdm.uch.edu.tw/
http://www.ie.uch.edu.tw/
http://www.ba.uch.edu.tw/
http://www.ba.uch.edu.tw/
http://www.fd.uch.edu.tw/
http://www.fd.uch.edu.tw/
http://www.im.uch.edu.tw/
http://www.hm.uch.edu.tw/
http://www.afl.uch.edu.tw/
http://www.ib.uch.edu.tw/
http://www.dmd.uch.edu.tw/
http://www.pm.uch.edu.tw/
http://www.ee.uch.edu.tw/
http://www.et.uch.edu.tw/
http://www.csie.uch.edu.tw/
http://www.me.uch.edu.tw/
http://www.me.uch.edu.tw/
http://www.ve.uch.edu.tw/
http://www.ce.u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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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系組、上課時間及名額 

（一）夜間班 

上課時間：每週一到週五的夜間 18:30~21:40(每晚 4 節)為原則，寒、暑假不用上課。 

招生系組及名額如下。 

系班代碼 系組 招生名額 

1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55 

12 企業管理系 55 

13 財務金融系 (主修會計實務) 32 

14 財務金融系_投資理財組 32 

15 資訊管理系 32 

16 工業管理系 32 

17 餐旅管理系 90 

18 應用外語系 58 

19 國際企業經營系_觀光休閒組 54 

2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43 

21 室內設計與管理系 32 

22 電機工程系 60 

23 資訊工程系 45 

24 電子工程系 35 

25 機械工程系 50 

26 車輛工程系 45 

 

（二）平日班 

上課時間：每週上課 2日為原則，平均每週 16節。 

1. 固定：每週二 8:00~18:25上課 10節。 

2. 另外：上學期預排每週四夜間(18:30~21:40)上課 4節，下學期則預排每週四和

週五夜間(18:30~21:40)，2晚共 8節。 

 第 2點的上課時間可以依個人需要調整，可以換到其他平日的夜間或週六下

午(13:00~17:40)；平日夜間每晚最多 4節，週六下午最多 6節。 

3. 寒、暑假不用上課。 

招生系組及名額如下： 

 

系班代碼 系組 招生名額 

3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0 

32 餐旅管理系 51 

33 企業管理系_時尚產業管理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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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日班 

上課時間：每週上課 2日為原則，平均每週 16節。 

1. 固定：每週日 8:55~17:40上課 10節。 

2. 另外：預排每週六 13:00~17:40上課 6節。 

 第 2點的上課時間可以依個人需要調整，可以換到平日的夜間(18:30~21:40)

上課，每晚最多 4節，要 2個夜間。 

3. 寒、暑假不用上課。 

招生系組及名額如下： 

系班代碼 系組 招生名額 

51 企業管理系 60 

52 電機工程系 45 

53 機械工程系_車輛組 56 

54 土木工程系 45 

 

附註： 

1. 進修部共有三種上課時段(夜間班、假日班、平日班)，學生須自行規劃選修課程，以修足

畢業學分。進修部各系、各種上課時段班級的畢業學分皆相同，皆為128學分。 

2. 四年制進修部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證書。未於四

年內修足畢業學分者，須延長修業年限，最多可延長2年。 

3. 以上各系組之總招生人數係依教育部核定辦理。 

4. 進修部的開課時段包含週一到週五的夜間18:30~21:40、週六8:55~17:40、週日

8:55~17:40，學生可到各時段選修課程(視實際開課而定)。 

5. 各項收費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各系學雜費收費標準請參閱本校會計室網頁查詢。 

  

https://sites.google.com/gapps.uch.edu.tw/bookkeeper/%E5%AD%B8%E9%9B%9C%E8%B2%BB?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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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名資格 

公立或已立案之高級中等學校之畢業生，或具有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力者，即准於取得學歷（力）

資格當年報考。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

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

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

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

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

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等學校或

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班）結業，持有

修（結）業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畢

業程度學力鑑定通過證書。 

六、知識青年士兵學力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力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力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十、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一款所列情形之一。 

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二）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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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二）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三）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四）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五）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三、年滿十八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四、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分證明

書。 

十五、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十六、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經大

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十七、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 

 

※注意事項: 

1. 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列規定辦理：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持有之大陸地區高級中

學學歷證件，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檢具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驗證及戶籍所在地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之學歷證明文件。 

2. 各項報名資格年資是否滿1年之計算，以取得報考資格起計算到109年9月30日為止。 

3. 持國外高職(中)學校畢業證件者，應另附歷年成績證明，且應檢具以下文件： 

(1)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正本。 

(2)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正本。 

(3)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紀錄(本文件外國人或僑民免檢附) 

4. 修讀相當於英制大學預科第一年程度以上者，得以成績單及學校開具之修業證明文件正本，經

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報名，併附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紀錄(本文件外國人與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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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免檢附)。 

5. 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檳吉臺灣學校、吉隆坡臺灣學校、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東莞

臺商子女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上海臺商子女學校等八所海外學校學生報考資格比照國內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中(職)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6. 由國內移居至馬來西亞地區，但未具僑生身分學生，因未修讀馬來文致無法取得高中畢業證書

者，得持馬來西亞三年制高中修業證明書(修畢所有課程，且各科成績及格)，經駐外單位驗證

後，得比照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相關規定辦理。 

7. 以技術士證作為同等學力報考資格者，須持勞動部核發之技術士證照，始得作為報考資格認定

之用。 

8. 考生所持相當於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認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召開之資格審查委員會審定，考

生不得異議。 

9. 依據教育部102年9月4日臺教高(四)字第1030101916B號令，有關大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及

第3項本文所定入學資格，依規範入學資格之最低條件門檻，如具同級或更高級學位者，因允

得報考修讀各該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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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報名方式、日期及地點 

一、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或「現場報名」，免考試，免收報名費。 

(一)網路報名: 

1.網路填表報名表後，須於規定期限內繳交相關資料文件，方為完成報名手續。 

※網路填表時，考生務必詳細核對資料，無誤後再從報名系統中列印報名表。經確認

送出後即不可更改，請審慎填寫。 

2.日期及時間： 

108年12月19日(四)開放系統至109年8月7日(五)20:00關閉系統 

網路報名網址：http://bit.ly/2xRViw0 

(二)現場報名: 

1.到本校進修部現場填寫網路報名表，繳交相關資料文件。 

2.日期：108年12月19日(四)至109年8月7日(五)20:00，於本校進修部上班時間皆可報

名。 

3.地點：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行政大樓一樓 A112室) 

 

二、繳交資料方式： 

1.現場繳件（自行送件或委託他人送件）： 

收件時間、地點：8月7日(五)20:00前，進修部上班時間。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行政大樓一樓 A112室) 

2.掛號郵寄： 

8月7日(五)前寄達本校 

請以掛號郵寄至： 

32097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 

「109 學年度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委員會」收 

查詢聯絡電話:(03)4581196分機:3711~3715 

 

 
  

http://bit.ly/2xRViw0
http://bit.ly/2ya01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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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繳交資料： 
 

項次 繳交文件 說明 

1 

(必繳) 
紙本報名表 

1.填寫網路報名表後，確認無誤後以A4白紙直式列印「紙本報名

表」。 

2.請在「紙本報名表」上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核對無誤後，在「紙本報名表」之考生簽名欄位親自簽名。 

2 

(必繳) 
學歷(力)證件 

所繳驗最高學歷之學歷(力)證件必須符合本簡章報名資格之規

定。 

1. 若已經畢業，請繳交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若為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繳交歷

年成績單正本或學生證影本(須蓋有108學年度第2學期之註

冊章)。 

2. 以肄業生同等學力身分報名者，請繳交原學校修業證明書或歷

年成績單正本。 

3. 以職業證照報考者，含國家考試及技能檢定，請繳交合格證書

或文件。 

4. 其他同等學力身分者，請繳交相關學力證明文件。 

5. 曾經就讀大學者，請繳交大學修業證明書。未繳交大學修業證

明書者，入學後不得辦理學分抵免。 

3 

(必繳) 

高中職成績單 

正本 

請繳交高中職成績單正本，如未繳交，則學業成績以 30分計算。 

4 

(選繳) 

(1) 證照影本 

(2) 好學有禮聲

明書 

(3) 其他有利審

查事項 

1.證照影本 

2.簽署及繳交「好學有禮聲明書」(附錄二)。 

3.其他有利加分的事項(例如自傳、競賽獎狀、榮譽證明、主管或

師長推薦函、繳交學歷證件正本…等文件)，最多列出 3 項。 

※本項資料缺繳仍可以報名。 

備註: 

請從網路報名系統中，列印出「紙本報名表」，連同其他附件依序疊放整齊夾妥，裝入自備之

牛皮紙信封，信封封面請黏貼「資料寄送專用信封封面」（附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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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相關注意事項: 

一、填寫報名資料： 

1.請依本簡章「網路報名作業流程說明」(請見第 XV頁）填寫報名資料。 

2.請務必核對各項報名資料，所有報名資料經確認送出後即不得更改，請審慎填寫，若報名

表內容與所繳驗證件不符，則不予受理。 

3.請將報名表列印出來，並於「紙本報名表」上粘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申請人若更改姓名者，請一併檢附戶籍謄本，否則不得報名。 

5.請於規定時間內繳交相關資料，方為完成報名手續。 

二、服志願役現役之國軍官兵須由各單位權責主管核准始能報名，並須繳交「准予報名證明書」

正本。各級國軍官兵之權責主管及核定階級如下：[依國防部 99 年 1 月 4 日國力培育字第

0990000002號函規定] 

1.少校級（含）以下官、士、兵：由上校或少將級單位主官（管）核定。 

2.中、上校級軍官：由中將級單位主官（管）核定。 

3.將級軍官：由上將級單位主官核定。 

註：所謂「准予報名證明書」為核准單位發給申請人之核准函或令，內部報告或簽呈不予受

理。 

三、現役軍人（包括替代役男），「依教育部88.4.22台(88)技(二)字第88044912 號函規

定」，如在109年9月30日以前退伍或解除召集者，憑各部隊出具之「退伍日期證明書」即准

予報名（於報名時請隨報名資料繳交「退伍日期證明書」影印本乙份）。 

四、檢附學歷(力)證件時，請依照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辦理： 

1.同時具備本簡章規定 2種以上『報名資格』者，限擇一資格報名，所繳證件需與報名資格

相符。 

2.以國外學歷申請者，請依照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應檢具下列正本: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2)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錄一份。(應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期間) 

五、其他： 

1.各項應繳證件，必須於報名時備齊繳交，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繳或追認。 

2.報名者在報名階段，未公布錄取名單之前，本校得要求繳驗學歷證件正本。申請人如獲錄

取，所繳證件或所填各項資料與事實不符，或應屆畢(結)業生於報到時，未能如期繳交

畢(結)業證書者，均取消錄取資格，不得註冊入學。 

3.報名者經錄取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註冊繳費，視同放棄錄取資格，不得異議。 

4.申請人報名資料除作為招生(錄取後作為學籍資料使用)及相關統計研究使用外，其餘均依

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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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審查項目及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及評分標準 

順

序 
審 查 項 目 評         分         標         準 

1 學業成績 

1.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力者，以高中職在校學業成績6個學期智育成績之總平

均分數計算。 

 如有缺成績之學期，該學期以30分計算。 

2.如有下列情況，其學業成績以30分計算。 

(1)未繳交成績單者。 

(2)持同等學力報名，無高中職成績者。 

2 證照 

1. 勞動部甲級技術士證照：每張加30分。 

2. 勞動部乙級技術士證照：每張加20分。 

3. 勞動部丙級技術士證照：每張加10分。 

4. 其他證照：每張加5分。 

※若無證照亦可報名。 

3 年資 

申請人在符合大學報名資格後，以其學歷(力)證書頒發年月起算，計算至 109

年 8月 7日為止，核計其年資，每滿一年加 3分，未滿一年的部分不給分。 

本項分數上限為 36分，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4 
好學有禮 

聲明書 

簽署及繳交附錄二之「好學有禮聲明書」，加10分。 

※若無此聲明書亦可報名。 

5 其他加分事項 

如有其他有利加分的事項，例如自傳(工作經歷)、競賽獎狀、榮譽證明、主管

或師長推薦函、繳交學歷證件正本…等文件。加1至50分，最多列出3項。 

※若無其他資料亦可報名。 

計分方式 

(一) 入學總成績計分方式： 

入學總成績＝學業成績＋證照成績＋年資加分＋好學有禮聲明書加分＋其他

事項加分 

(二) 入學總成績計算範例：某生 

 學業成績 80分 

 證照成績：1張乙級技術士、2張丙級技術士共加 40分 

 年資滿 8年，加 24分 

 繳交好學有禮聲明書 10分 

 其他加分事項 8分 

==>該生入學總成績為：80＋40＋24＋10＋8＝16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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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錄取標準 

一、招生委員會依報名人數及審查項目成績，議定各系組別最低錄取標準，若申請人之成績

達該系組別之最低錄取標準者始予錄取，並按總分高低排序，錄取正取生至額滿為止。 

二、每位考生報名時最多可填寫3個志願，本會將依考生的志願優先順序且達最低錄取標準

者，只錄取1個就讀系組。如果所填3個志願都未達到最低錄取標準，可列為備取生。 

三、各系組錄取學生最後一名如有2人以上總成績相同，以學業成績較高者為優先錄取；如分

數再相同，以證照成績較高者為優先錄取；如分數再相同，以年資分數高者為優先錄

取；如分數仍相同，則提交招生委員會討論，擇優錄取。 

四、報名者在報名階段，未公布錄取名單之前，本校得要求繳驗學歷證件正本。報名人繳交

證件正本後，經發現與報名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其錄取資格，報名表件概不退還，考

生不得異議。 

 

柒、網路成績查詢 

一、8月11日(二)14:30-8月12日(三)14:30，開放查詢個人成績，請申請人登入查詢網頁，不再

寄發紙本成績單。非開放期間不受理查詢。 

二、成績查詢網頁: http://bit.ly/2oGCQBv 

 

捌、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複查時間：申請人對成績有疑義時，應於 8月11日(二)14:30-8月12日(三)14:30，以傳真方

式提出複查申請，傳真後請以電話與本會確認，未依規定辦理或逾時申請者，

本會不予受理。 

二、辦理手續：請填妥「成績複查申請表」(附錄七)，傳真本會。 

本會電話：(03)4581196轉 3711~3715    

本會傳真：(03)2503859。 

三、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且不得要求影印相關資料及重審書面資料。 

 

玖、放榜 

一、8月14日(五) 20:00，開放查詢個人正備取結果，請申請人登入下列查詢網頁，本會另以手

機簡訊及 Email通知個人，但不再寄發紙本通知書。 

二、個人正備取查詢網頁: http://bit.ly/2oGCQBv 

 

 

http://bit.ly/2oGCQBv
http://bit.ly/2oGCQ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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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報到 

一、錄取生報到： 

(一)網路報到：已繳交學歷證件正本者，採用網路報到，報到截止時間將在錄取通知

中公告。 

(二)現場報到：未繳交學歷證件正本者，採用現場報到，須於 8/17(一)20:00前完成

現場報到。 

現場報到地點：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行政大樓一樓 A112室) 

(三)其他 

1.委託報到：當日無法親自辦理報到者，可交由受委託人辦理。 

2.未按規定時間報到者，視同放棄錄取資格。 

 

二、備取生遞補：(正取生有缺額，將個別通知備取生報到。) 

1.正取生報到後如有缺額，本會逕依備取順序，個別通知備取生報到。 

2.備取生遞補作業自 8 月 18 日(二)起開始，未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者，視為自願放

棄入學資格，事後不得要求遞補。 

3.備取作業將以電話通知，請考生於報名時留下可聯絡的電話號碼，並於備取作業期

間開啟電話，隨時接聽通知。如因為電話無法接通，且本會有留下電聯記錄，則本

會將不做任何補救措施。 

 

拾壹、健康檢查 

一、申請人錄取後，由本校另行公告或通知。 

二、經健康檢查確定精神異常或患有活動性肺結核、法定傳染病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衛生

情形者，錄取後本校得依學籍規則之規定，令其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視實際情況處

理，考生不得異議。 

 

拾貳、招生申訴處理程序及方式 

一、凡申請人針對報名過程、成績複查及其他有關招生事項，認為各項行政措施有未盡事宜

或執行疏失，致權益受損時，得檢具證明文件或敘明理由，並於 3日內檢附「申請人申

訴書」(附錄六)向本會提出申訴，本會收到申請人申請案件後轉送「招生申訴處理小

組」處理。 

二、「招生申訴處理小組」受理申請人申請案件，召開申訴評議會，針對申訴內容加以評

議，並做成相關決議，經主任委員核定後以限時掛號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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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訴次數同 1案件以 1次為限。 

四、請參閱「招生申訴處理辦法」(附錄四)。 

 

拾叁、其他注意事項 

一、報名者經錄取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註冊繳費，視同放棄錄取資格，不得異

議。 

二、報名、成績公告、錄取公告或報到等作業期間如遇下列重大事故，包括： 

(一)颱風、地震、豪(大)雨或其他重要天然災害。 

(二)法定傳染病流行疫情或其他重大疫情(如 H1N1)。 

(三)空襲、火災、停電等其他重大事故。 

致相關作業無法進行時，將由本會統一發布緊急措施消息，由廣播公司、電視台或本

會網站公佈，俟天然災害結束後再由本會統一規定處理辦法，網址為：

http://bit.ly/2oGCQBv 

三、其他未盡事宜將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若相關法令規章未明定，而造成疑義者，由本會

招生申訴處理小組研議方案，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http://bit.ly/2oGCQ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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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網路報名-印出報名表(範例) 

109 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報名表(第 1 頁)(範例) 

「基本資料表」 

(本表於網路報名完成後自動產生，請於系統中列印) 

報名系組 
志願序 

1 應用外語系夜間班 2 工業管理系夜間班 3 餐旅管理系平日班 

報名證號碼 
(系統產生) 10616001 姓   名 陳筱玲 性   別 女 

出生年月日 57年 06月 05日 身分證字號 A2345678XX 行動電話 09111234XX 

家用電話 0345811xx 緊急聯絡人 陳德明 
聯絡人的 
行動電話 

09221234XX 

通訊地址 320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229號 

LINE ID Abcd1234 

電子郵件 1234XX@yahXX.com.tw 

報考資格 

報考資格 高中職畢業 

學校名稱 XX高中 

部別 夜間部 科別 資料處理科 

取得年月 民國 80年 6月 服役情況 免役(含女性免役)  

累計大學修業
期滿之學期數 未曾就讀大學 

身分證影印本正面請黏貼於此 

影印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身分證影印本反面請黏貼於此 

影印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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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報名表(第 2 頁)(範例) 

「繳交附件檢核表」 

(本表於網路報名完成後自動產生，請於系統中列印) 

姓    名 陳筱玲 

繳交附件檢核表   (本次報名如有繳交附件，請自行在下列□內打ˇ) 

1.  (必繳)學歷(力)證件 

2.  (必繳)高中職成績單正本 

3.  (選繳)證照影本： 2 張（證照） 

4. □ (選繳)好學有禮聲明書 1張 

5.  (選繳)其他有利事項(最多 3項)：（請填寫文件名稱） 

 

※本表以上資料確係本人親自填寫，報名資料完全符合真實，如有不實之處，願受取消錄取資

格之處分。 

※完成報名程序之申請人，即同意本會對於申請人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目

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會對於申請人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 

 

報名人簽名：陳筱玲 

 

====================以下為審查區(本會填寫)================== 

 
初核章： 

複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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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好學有禮聲明書 

「好學有禮」是健行科技大學的校訓，為彰顯本人好學有禮進取之

態度，我認同以下公約： 

 公約一：如果我獲得錄取，我同意註冊後，我會準時上課，遵守上

課秩序，尊重老師及同學。 

 公約二：如果我獲得錄取，我同意註冊後，我會盡力完成學業，不

會輕易休退學。 

 

考生簽名：          

 

此致 

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招生委員會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33 

附錄三、委託書 

委託書 
 

茲委託代理人辦理「109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 

 報名 

 報到 

若因此遭致權益受損，委託人願負一切責任，敬請准予代理相關手續。 

此致 

109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委員會 

 

委   託   人：            （簽章） 

委託人身分證字號： 

委 託 人 電 話： 

代  理  人：            （簽章） 

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代 理 人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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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招生申訴處理辦法 

 
一、為妥善處理本會可能發生之糾紛案件，確實保障申請人權益，特訂定「招生申訴處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申訴主體：凡參加本會辦理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之申請人，得依據本辦法之規定提起

申訴。 

三、本會為處理相關申請人申訴事件，由主任委員召集危機處理小組成員成立「招生申訴處

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之。本小組成員若與申訴當事人為三親等以內之親屬

時，應主動迴避。 

四、申訴範圍：凡申請人針對報名過程、成績複查及其他有關試務事項，認為各項行政措施

有未盡事宜或執行疏失，致權益受損時，得檢具證明文件或敘明理由，向本小組提出申

訴。 

五、申訴處理程序： 

(一)申請人參加本會招生發生本辦法第四條申訴事項時，應於 3 日內向本小組提出書面

申訴，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訴未循申訴辦法之程序請求補救者，本小組得以書面駁回。 

(三)申訴人於本小組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 

(四)申訴之調查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五)申訴提起後，申訴申請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向本小組以外之機關提出申

訴，應即於一週內以書面通知本小組。本小組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中止評

議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其間如影響申請人權益，責任概由申請人自負。 

(六)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亦應作成評議決定書，

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七)評議決定書應依循本會組織系統，經主任委員核定後，送達申訴申請人。 

六、評議效力：評議決定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本小組應即要求招生委員會採行，招生委員

會如認與法規抵觸或事實上有窒礙難行者，應即列舉具體事實與理由陳報主任委員，並

副知本小組，主任委員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本小組再議，但以一次為限。 

七、本小組如有建議補救措施者，應提出具體建議，提請招生委員會議追認及補救。 

八、申訴人如有虛構事實或偽造證據情事，一經查明，本小組即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駁回

申訴，必要時送請司法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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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個人資料使用說明 

 

申請人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

相關規範 

一、本會於報名表及附件中對於申請人資料之蒐集，係為申請人成績計算、資料整理、登記、及

報到作業等招生作業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報到註冊作業使用，申請人資料蒐集

之範圍以本會報名表及附件為限，資料使用之期限由申請人完成報名作業至註冊完成為止，

相關資料並由本會保存一年後銷毀，但若有申請人提出申訴者，並延長保存至申請人申訴作

業完成後進行銷毀。 

二、申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利，將不因報名作業而拋棄或

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申請人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完成報

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律不予

採認，所繳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申請人若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

行申請人之報到作業，請申請人特別注意。 

三、完成報名程序之申請人，即同意本會對於申請人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目的、

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 ，並同意本會對於申請人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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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六、申請人申訴書 

 

 

此致 

109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申訴處理小組 

本會地址:32097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 

  

109 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委員會 

申請人申訴書 

報 名 系 組 

（請填第一志願） 

 

 
姓 名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申訴事由： 

期望建議： 

申 訴 人          （簽章） 

申 訴 日 期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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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成績複查申請表 

 

109學年度健行科技大學四年制進修部單獨招生委員會 

成績複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109年   月   日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報 名 系 組 
（請填第一志願） 
 
 

報名證號碼 
(若不知號碼，由本會填寫) 
 
 

複 查 項 目 

□學業成績    □證照成績    □年資分數    □好學有禮聲明書     

□其他加分事項成績 

複 查 結 果 

※本欄由本會填寫，申請人勿填。 
 
 
 
 
 
 
 
 
 
 
 
 
 
 
 

備 註  

 

1. 申請人對成績有疑義時，應於 8月 11日(二)14:30至 8月 12日(三)14:30，以傳真方式提

出複查申請，傳真後請以電話與本會確認，逾期不予受理。 

2. 複查手續：請填寫本「成績複查申請表」傳真本會，本會傳真(03)2503859，電話（03）4581196

轉 3711-3715。 

3. 各欄填寫時務必字體工整，切勿潦草。 

4. 申請複查，不得要求影印相關資料及重審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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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資料寄送專用信封封面 
 

 

【請將此封面黏貼於自備之牛皮紙信封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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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貼足 

掛號郵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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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打
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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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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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

必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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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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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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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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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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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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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達
。 

※

一
個
信
封
限
裝
一
位
申
請
者
之
報
名
表
件
。 

寄
件
地
址
： 

姓
名
： 

連
絡
電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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