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光科技大学 
2018年(秋季班) 

短期研修申请简章



 

基本讯息 

学校名称 弘光科技大学 承办单位 国际暨两岸事务处 

联 络 人 陈俊良执行长、邢嘉芸专员 

电    话 
+886-4-26318652 转

7301 
传真 +886-4-26314074 

QQ： 
2742604387 

1876044512 
WeChat： 

jordnccl 

emily76543 

电    邮 
jordnccl@hk.edu.tw、2742604387@qq.com 

nhu10121008@hk.edu.tw 

地    址 台湾台中市沙鹿区台湾大道六段 1018号 

 
申请讯息 

短期研修申请讯息 

学  期 2018年秋季班（上学期） 

研修期间 自 2018 年 9月至 2019 年 1 月 

申请截止 2018年 7 月 31日 

研习期限 1 学期或 1 年 

申请资格 专科生、本科生、硕博生 

学  费 

台币 50,000 元/学期（硕博生  台币 60,000 元/学期） 

※合作办学专班其学费另协议订定 

※实作课程材料费则依教学实际规划另酌予收费 

申请文件 

1. 研习申请书。 

2. 2 吋半身白色背景照片档案。 

3. 在学证明（需所属学校用印）。 

4. 大陆地区身份证复印件。（建议用照像方式） 

5. 一岁后麻诊疫苗施打证明。 

（入台后提供，未提供则入台后须施打） 

选课讯息 

请连结至弘光科技大学网址: http://www.hk.edu.tw/进入本校网

页后点选[教学单位] 栏，点选相关院系，可获取该院系的相关信

息及课程情况。 

mailto:2742604387@qq.com


 

短期研修申请讯息 

选课规范 

来校前 3周提供开课材料，同学先初选课程，并将选课单回传，待

开学后第 1 周内试听课程，第 2 周可再进行加退选课。 

（依班级人数限制加选） 

学分限制 26 总学分为上限 

招收名额 

每一专业至多以 15 名为限。各专业学系专业实操课程则依专业教

室器材限制来提供研习选课人数之限制，同专业若达 20 人以上，

则可依各校专业对接规划需求课程，以专班进行开课。 

（学生学费及课程另商议） 

住宿讯息 

1. 套房学生宿舍：18,000 元/学期。(2 人一室内含卫浴)。 

2. 雅房学生宿舍：10,000 元/学期。(2 人一室、公共卫浴)。 

3. 女生雅房学生宿舍：8,500元/学期(4人一室、公共卫浴)。  

4. 寝具费用大约 2,000 元，内含：枕头、冬夏两用被、床垫。 

※申请套房学生宿舍，依人数及实际状况进行安排，其它宿舍则

由弘光科技大学依研习学生人数进行床位安排。 

学分、成

绩承认 

1. 至本校进行短期延修之陆生必须参加其在本校所修课程之考核，

考核通过后由本校给予成绩证明。 

2. 研修生之所属学校依据本校提供的成绩证明给予登记成绩。 

3. 研修生所修本校课程之学分视为其所属学校之同等学分。 

其他费用 

以台币计 

1. 申办入台证手续费用：600元。 

2. 胸部 X 光检查及麻疹疫苗施打：1,200 元。（须入境后进行健

检） 

3. 疾病医疗保险及意外险保费：3,000 元/学期。 

4. 学生往返旅费。 

5. 在台期间每个月生活费(约 6,000～10,000 元/月) 。 

6. 实作课程材料费则依教学实际规划另酌予收费。 

7. 书本费等依实际情支出由学生自理。 

备注： 

1. 于申请截止日前将申请材料以电子档案 E-mail 到本校即可。 

2. 以上各项费用为台币计算，入台后费用以台币缴费。 



 

弘光科技大学-学校简介 
弘光科技大学位台湾台中市，成立于 1967 年，设立 5学院 20个学系、10 个研
究所及 1个博士班，在校学生人数约 13,000 人，具博士学位教师高达 87%，师
资阵容、教学设备及办学绩效深受各界肯定。 
本校秉持「弘毅博爱」的校训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关怀生命」的办学理念，
以「成为亚太地区培育具关怀生命特质专业人才之卓越科技大学」为愿景，积
极型塑各学术领域特色，打造「健康及民生领域的典范科技大学」追求卓越的
优秀学府。办学绩效： 
一、本校为全台第一所荣获台湾质量学会「卓越经营质量奖」（教育类）「三星

奖」之最高荣誉！ 
二、本校获颁「台湾企业永续报告奖」及「非营利组织银奖」，与台积电、宏达

电等知名企业同列台湾 Top 50 强，同时也是全台唯一通过最新版「全球永
续性报告指南」严格认证的大学院校。 

三、本校荣获台湾教育典范大学奖励补助！  
四、世界大学学术表现，本校名列全台大学院校第 39 名，排名为全台私立应用

型大学之冠。  
五、本校连续 11 年荣获教育奖励教学卓越计划之肯定。  
六、「远见杂志」大学毕业生就业力调查，本校排名全台私立应用型大学第 4 名，

学生表现深获企业主肯定  
七、本校拥有最多专业级检定考场(29个) ，居全台学校之冠。  

各院系所总览 

院系所 学士 硕士 博士 院系所 学士 硕士 

护理学院 医疗健康学院 

护理系(所) ● ● ● 生物科技系（所） ● ● 

民生创新学院 营养系暨营养医学研究所 ● ● 

应用英语系 ●   物理治疗系 ●  

文化创意产业系 ●   语言与听力治疗学系 ●  

运动休闲系 ●   动物保健学士学位学程 ●  

食品科技系（所） ● ●  老人福利与事业系（所） ● ● 

化妆品应用系 

暨化妆品科技研究所 
● ●  

健康事业管理系(所) ● ● 

资讯管理系 ●  

幼儿保育系 ●   智慧科技学院 

美发造型设计系 ●   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 

环境工程研究所 

职业安全与防灾研究所 

● 

 

 

 

● 

● 

餐旅管理系 ●   

通识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系 ●  

资讯工程系暨 

智能型辅助科技研究所 
● ● 



 

各专业学系简介 
护理学院 
护理科系所：（专科、本科、学士后、硕士、博士） 
秉承校院教育目标，培育学生具有护理专业技能、人文素养、自我成长之核心
学养，使成为「称职」且为病人、家属与民众所「信任」之临床实务照护人才。 

 
智慧科技学院 
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所：（本科、硕士） 
因应全球环境保护、工业安全卫生、绿色能源与绿色科技之热潮，以及新兴产
业发展需求与永续管理政策趋势，本系以培育环境工程与污染防治、工业安全
与卫生、绿色科技与节能减碳之专业技术人才。 

职业安全与防灾研究所：（硕士） 
培育职业安全工程与管理之高阶人才，建立、改善及传递职业安全文化，提供
社会所需之职业安全及职业灾害预防服务，本所获 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
学位受 Washington Accord其他 12个会员国认可。 

生物医学工程系：（本科） 
生物医学工程是整合工程技术与生物医学的跨领域学科，本系在教学与研究上
致力于诊断与监测医疗器材、行动辅具等医疗器材的技术发展。培育医疗健康
机构医学工程人才、医疗器材设计制造与认证人才、与医疗器材整合服务导向
所需之医学工程人才。在本校医护教育之现有教学资源、课程规划、师资专长
与教学医院和本校产学合作医院支持之基础上，使本系极具发展潜力。 

资讯工程系：（本科） 
培育资讯技术应用、因特网系统开发及嵌入式系统开发三大类人才。在该系毕
业后之学生将具备资讯应用、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建置与管理、网站规划设
计与管理、微处理机系统整合开发、以及嵌入式系统整合开发等专业能力。其
主要目的在养成计算机资讯技术开发与应用人才，以满足区域性产业需求，供
各产业所赏识并重用。其任务将以推动与支持产业计算机化、资讯化、网络化、
数字电子化发展为目标。 

资讯工程系暨智能型辅助科技研究所：（硕士） 
智能型辅助科技为跨领域之学门，本硕士班希望培养学生跨领域之学习与研究
能力。研发主轴涵盖信息、医工、物治等技能培育，包括「智能科技系统开发」、
「智能型辅具研发」、及「整合机电系统研发」的系统开发及技术研究。课程兼
顾跨学科及整合性领域之培育目标，提供学生多元专业领域之学习场域。本所
因应毕业后进入智慧健康科技之产业市场，专业课程包含进阶机器视觉实务、
进阶图像处理与图形识别应用、物联网系统实务、云端应用服务开发、高等医
学仪表与量测等。 



 

民生创新学院 
应用英语系：（本科） 
培养扎实英文基础之学生，以做为工商业界职场所用。因应台湾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WTO），国际观光产业蓬勃发展，与英语教学师资短缺等产业需求，本系
除了精进学生英文听、说、读、写的能力，亦提供多项商务方面的选修课程。 

文化创意产业系：（本科） 
本系专业必选修课程规划以未来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工作所需之基础行政、
创意设计、企画营销等专业整合型人才之所需能力为目标。课程设计理念兼顾
理论与实务，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本系教育目标对应课程规划，分为「文化
基础」、「创意设计」，以及「营销经营」三大类课程。 

运动休闲系：（本科） 
规划「休闲游憩服务」与「运动保健指导」等两项模块，并以下为教育目标：
1.培育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之伦理态度。 
2.培育具保健知能之运动指导专业及具旅游知能之休闲游憩专业人才。 

食品科技系所：（本科、硕士） 
以考取食品技师执照为培育目标，课程规划着重七大领域及实作技能，学生依
个人兴趣选向，自二年级起，分为「食品科技组」及「烘焙科技组」两组教学；
※食品科技组： 
感官品评、调香技术、酿酒技术、基因检测技术及食品生物快速检测等。 
※烘焙科技组： 
拉糖技术；馅料调制、食品烘焙、中式面米食、巧克力制作、感官品评、复合
式经营管理等。 

幼儿保育系：（本科） 
以「培育服务人群身心灵整体健康，并兼具人文与科技均衡发展的高级专门技
术人才」的教育目标导引下，本系由幼儿保育学术专业的发展特性出发，为满
足儿童发展的需求，以及配合社会发展的动脉。 

化妆品应用系所：（本科、硕士） 
培育化妆品科技、时尚美容技艺等专业技术人才 
※培养具有咨询、销售、管理、经营等综合能力之专业技术人才  
※积极辅导学生参与美容技术士考试，培育学生成为美容专业技术人才  
※培育硕士班学生成为化妆品产业中、高阶专业研发人员。 

美发造型设计系：（本科） 
教授毛发生理学、发妆品科学、美发技艺、整体造型、艺术美学、顾客服务与
管理及创意设计等多项课程，以期培养美发实务技能及术德兼备、敬业乐群，
具有服务精神及职业伦理的美发相关专业技术人才。 

餐旅管理系：（本科） 
应本系教育目标、产业发展需求及考虑学生特质，课程规划落实「餐旅组」与
「厨艺组」适才专业分组教学、补救教学、学习预警、强化实作及增进实务经
验等策略；具体做法如落实校内外实习制度，提升实务课程比重，增进协同教
学、实务课程成果展及延聘海外业界专家及学者短期教学。 



 

医疗健康学院 
生物科技系所：（本科、硕士） 
本系所为协助学生具备未来从事生物科技产业所需的理论与技术，故课程设计
主要着重在生技医药与保健方面之基础知识外，还更重视在生物程序技术如基
因选殖、表现及培养条件或制程放大，包括酦酵、纯化及制剂等。 

物理治疗系：（本科） 
培养「人文素养、临床医学知识、基础专业知能、临床实务技能、多元应用」
及「关怀生命、专业能力、多元学习」及术德兼备之专业物理治疗人才。 

营养系暨营养医学研究所：（本科、硕士） 
培育营养专业领域人才为主轴，除致力营养师专业之临床营养、团体膳食及小
区营养与长期照顾人才养成外，亦依未来社会发展，提供生医营养的专业人才
培育。 

语言治疗与听力学系：（本科） 
培养具专业知识与实务能力的语言治疗师及听力师。强调学生临床实作与学理
涵养之运用、强化学生统整能力，培育具备优质「专业与人文能力」的临床语
言治疗及听力科学治疗人才。本系也着重养成学生自主学习、逻辑思考及解决
问题能力，以加强语听专业的自主性及科学性。 

动物保健学士学位学程：（本科） 
培育动物保健相关产业人才，而动物保健的专业技能需求，除健康照护外，宠
物美容造型设计以及宠物相关产业的经营管理与营销技巧，均是动物保健专才
未来具备全方位的职场技能的必要条件。 

老人福利与事业系所：（本科、硕士） 
培育具备长期照顾服务管理能力之老人社会工作及银发事业经营服务人才，以
切合国家政策、社会趋势与产业需求，结合校内相关科系软件硬件资源(包括护
理、物治、营养、健管、运休系等)，开设专业课程与夸系学程(包括银发产业
管理学程、银发观光休闲学程、养生食疗学程、美容福祉学程等)，培育全方位
老人服务人才，并提供学生多元生涯发展机会。 

健康事业管理系所：（本科、硕士） 
培育学生具备建康知识、基础管理与应用信息三核心能力，并具备照护管理、
医务管理及服务管理之次专业能力，以培养健康事业所需之具备实务管理技术、
良好工作态度与团队合作能力之人才。 

资讯管理系：（本科） 
培养学生具备管理与应用资讯科技之能力，协助企业倒入资讯科技，并以医疗
资讯管理、资讯科技应用为主体，结合本校资源，拓展产业领域资讯管理应用
之整合，以增加学生就业计会与竞争优势。 

 



弘光科技大學大陸地區來台研習交流申請表 

*應檢附文件檔案(檔案格式須為 jpg、jpeg  ) 

1. 白底證件照     2.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    3.在學證明/在職證明   4.一歲後麻疹施打證明（非必要） 

申

請

人

資

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身分證號  

原名  性 別 
 

手機號 
 

出生日期

(西元) 
 出生地 中國大陸         省(市)          縣(市) 

學歷 高中    專科    學士  碩士  博士 

聯絡方式 EMAIL：                               QQ： WeChat： 

 

 

 

 

 

 

 

職業

資料 

 就學日期/到職日期 

(填寫一個即可) 
畢業日期/離職日期 公司名稱及單位全銜 職稱&職業 

本職  

 

  仍然在學/在職 

  _______________ 

 

 

  學生 目前年級________  

  教師 

 ________ 

兼職 
1.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居住

地址 
 

聯絡

地址 
 

親

屬

狀

況 

親屬

資料 

稱謂 存或歿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職業 現住地址 電話 

父       

母       

配偶       

子       

女       

來台研習規劃 

來台研習專業  

住宿需求 
      單人套房        2人套房        2人房(公共衛浴)        4 人房（公共衛浴，限女生） 

※請以數字 1、2、3為順序代表填寫，以供本校參考按實際宿舍數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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