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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http://www.cedu.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1001 

聯繫 mail：cedu@mail.nptu.edu.tw 

特色： 

一、 以師資培育為本追求創新發展。 

二、 兼融教師專業成長與學術研究。 

三、 以實務取向培育行政領導幹才。 

四、 以人文關懷心念推廣社會服務。 

五、 結合產官學開創教育發展契機。 

教育行政研究所 

http://www.giea.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1101 

聯繫 mail：giea@mail.nptu.edu.tw 

教育行政研究所是本校教育學院學術研究的重鎮，教行所經

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目前碩士生、博士生一共有 256 位。

為厚植研究生的學術競爭力，教行所更推出別具特色的學術

護照，其目的在期許每一位研究生都能在教行所有一個快樂

學習與豐碩收穫之專業成長。 

學生發展方向： 

全方位的升學與就業輔導，參加國小教師甄試外，兼顧升學

博士班及參加教育行政人員考試等，同時鼓勵參加中小學以

外職場之就業機會。 

學制： 

碩士班、博士班 

教育學系 

http://www.edu.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1401、31402 

聯繫 mail：edu@mail.nptu.edu.tw 

孕育桃李滿天下是我們教育學系的榮耀，培養一個個專業優

秀的國民小學教師以及具有服務熱忱與行動力的教育工作

者是我們的目標，結合鄰近理念學校、客家與原住民小學、

文化教育機構等場域的教育實踐是我們努力的成果。近來在

院長和本系老師規劃下，打造「教育與遊戲實驗室」與「學

習產業創研基地」的創新實作空間，嘉惠高屏地區莘莘學

子、家長以及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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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國民小學教師、公職人員，以及任職於教育

與數位學習產業、文教事業、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

人力資源發展等機構或單位。 

三、 證照：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取得國民小學類科

合格教師證書，參加各縣市教師甄試。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 

http://www.epc.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1301 

聯繫 mail：eg@mail.nptu.edu.tw 

最懂你的心也最會安撫你情緒的是我們教育學院的教育心

理與輔導學系。你聽說過嗎？多接觸他們，會帶來幸福的一

個奇妙的學系，它就是『心輔系』，諧音｢心輔系就是幸福系

啦~｣，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由大學部到碩士班一貫系統性課

程教授下來，將為社會機構與企業單位培育專業的心理諮商

人才，尤其就業出路方面有｢諮商心理師｣專業證照的優勢。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從事社區輔導機構之相關工作(如張老師、

生命線、家扶中心)、從事文教機構相關工作...等。 

三、 考試：參加國小教師甄試、參加公職人員考試，擔

任心理與輔導相關職務。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幼兒教育學系 

http://www.ec.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1501 

聯繫 mail：pt1159@mail.nptu.edu.tw 

*閃亮亮 閃亮亮，幼教就是不一樣！ 

引導未來主人翁發展的最優質推手就是我們教育學院

的幼兒教育學系。 

基於發展幼教專業特色及轉型的需求，未來的幼教學生

必須更加強科技與人文的素養，以發展全方位的幼教人。 

幼教系的同學每年都定期為偏遠社區的兒童舉辦幼幼劇坊

的兒童劇表演，深獲好評。並與地方政府合作定期為社區的

幼兒進行「猴小孩說故事」，幼教系的同學藉由服務社區的



實際行動充分展現做中學的精神，她們用最熱誠、最活潑、

最認真的態度將歡樂帶給高屏地區的小朋友。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可申請或參加國內、外之研究所碩、博士班

考試，取得更高學位。 

二、 就業：本系學生畢業後可以在公、私立幼兒園、托

嬰中心、家庭保母擔任幼教師、教保員和保育人員；高

職、大專幼保或幼教科系師資，幼兒相關文化事業或故

事屋講師、企劃，文教研發人員。 

三、 證照：修畢本學系課程即具備教保員資格，參加大

五實習且成績及格，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即能取得幼

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參加教師甄試。並輔導

學生參加「褓母技術士」證照考試。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 

http://www.special.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1701 

聯繫 mail：carrie@mail.nptu.edu.tw 

落實因材施教，發掘每一個孩子的優勢，補償每一個孩子的

劣勢，就是我們教育學院的特殊教育學系。因為堅信每一個

人的存在都有他的尊貴與價值，所以不放棄每一個孩子；因

為敬重每一個生命，所以用無盡的愛與關懷去體現每一個生

命的價值。 

特殊教育學系的老師以身教與言教，陶塑系上每一位學生成

為優質的特殊教育老師，每一位學生在校期間需完成一百小

時的義工服務，藉由走入人群、走入社會，去瞭解差異，進

而養成關懷弱勢的情懷。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教學工作：國小特教老師、學前特教教師、早療及

資優機構教師及自行開設療育機構。 

2. 行政工作。 

3. 相關專業人員：手語翻譯員、大專院校資源教室輔

導老師、文教產業相關工作及社福機構相關工作。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管理學院 

http://www.ccm.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001 

聯繫 mail：ccm@mail.nptu.edu.tw 

商管學院主要培養學生四大核心能力： 

一、 實務化能力：具有實務操作的能力，得以學用合一。 

二、 專業化能力：擁有專業證照、具備跨領域的專業知

識。 

三、 思創化能力：具有獨立思考、創新與創意的能力。 

四、 國際化能力：擁有第二外語專長，並具備國際視野。 

商業自動化與管

理學系 

http://www.cam.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101 

聯繫 mail：cam@mail.nptu.edu.tw 

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培育資訊科技及製商整合視野的中

高階管理人才，利用資訊科技發展商業自動化與企業電子

化。商管系教師皆擁有國內外博士學位，系所發展特色包

括：充足研究計畫、豐富教學資源。業界教師協同教學、理

論與實務並進。企業實習、增加就業能量。專屬 e 化教室，

強化專業程度。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從事企業電子化或電子商務相關工作，此外尚有物

流公司、零售業、金融業等十分歡迎本系培育之專業人

才。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

學系 

http://www.mdm.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201 

聯繫 mail：mdm@mail.nptu.edu.tw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學制涵蓋大學部、碩士班及產學攜手專

班，重視實務與理論結合，專業與通識並重，教學與研究均

衡，科技與人文融合，並拓展產學合作，設計多元性及豐富

的課程，讓學生在課程中充份學習與成長。行銷與流通管理

學系秉持用心教學、創新研究之精神，朝一流系所邁進，更

以「行銷靠創意、流通更長久」之理念，培養符合產業中高

階行銷流通管理之人才。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行銷企劃方面：行銷/活動企劃人員、市場開發/調



查/分析人員、廣告企劃專員、宣傳/公關企劃人員、以

及產品企劃開發人員等。 

三、 流通管理方面：物流規劃人員、倉儲物流人員、店

舖規劃人員、 門市經營管理人員、以及系統分析/企劃/

品管專員等。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休閒事業經營學

系 

http://www.leisure.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301 

聯繫 mail：leisure@mail.nptu.edu.tw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是國家重點發展的六大新興產業之學

系，以培育國家未來優良之休閒旅遊、觀光遊憩的服務與管

理人才為目標。休閒事業經營學系系風溫馨、師生關係融洽

就像一家人，課程多元、教學活潑有創意，校外教學、企業

參訪、分組實作、以及校外實習等是休閒系的教學特色。休

閒系的學生開朗自信而體貼，實習學生和畢業學生的表現，

極受業界的肯定，是個深具發展潛力的學系。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休閒活動企劃（包括活動設計與領導、戶外活動帶

領等、創意產業與企劃）。 

2. 休閒事業經營管理（休閒俱樂部規劃與管理、民宿

經營與管理、購物中心規劃與經營、休閒與商業不

動產開發管理、遊樂場之開發與管理）。 

3.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環境生態學、國家公園概論、

遊憩地理、休閒地理資訊系統、民俗節慶與活動管

理、觀光旅遊與地區發展）。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不動產經營學系 

http://www.rem.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401 

聯繫 mail：remw@mail.nptu.edu.tw 

不動產經營學系目前擁有大學部及研究所。是南臺灣唯一國

立大學的不動產系，是培養臺灣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不

動產經紀人重要搖籃。本系致力培養國內不動產市場所需要

之專業人才。 

學生發展方向： 

javascript:viewjob(409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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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升學。 

二、 就業：本系學生畢業後，可從事房屋仲介公司、建

設公司、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地政士事務所、工程顧

問公司、金融機構、地政機關、營建署、都市發展局（城

鄉發展局）、觀光局、或其他公國營事業機構等。 

三、 證照：國家考試證照包括：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

經紀人、地政士及其他不動產營業員等相關證照。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 

http://www.mba.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501 

聯繫 mail：baman@mail.nptu.edu.tw 

本系設定四個發展特色： 

一、 規劃專業主修模組─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本系專業課程規劃了「商務企劃」與「管理控制」兩

大主修模組，本系學生入學後必須選一個模組作為主

修始能畢業，同學們可依照個人興趣與職涯性向做選

擇，培養未來就業專長。 

二、 強調實務個案教學─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教學強調實務操作，配個個案教學、實務演講、實務

專題製作以及參與競賽，讓學生除了理論基礎的建立

之外，並從實際操作中培養創意與創新思考能力。 

三、 實施校外實習─加強學生與職場之連結 

規劃校外實習課程，鼓勵學生選修，同學們必須依照

實習機構規定，實際參與企業內部的運作，落實體驗

職場的精神，除了學習職場所需的技能之外，並能與

未來的就業直接連結。 

四、 推動證照輔導─提升學生就業優勢 

依照就業方向訂定專業證照，每項證照均有本系專業

教師負責同學考照，本校及本系均訂有證照獎勵及補

助辦法，全方位的鼓勵學生考取專業證照，提升未來

就業競爭力。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財務/會計人員、行銷與流通管理人員及人

力資源管理人員…等等。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國際貿易學系 

http://www.trade.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701 

聯繫 mail：trade@mail.nptu.edu.tw 

國際貿易學系成立於民國 80 年，目前有日間部、夜間部、

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各一班，二十多年來培育為數眾多優

秀的國貿尖兵，引領各行各業生產的產品，推廣到國際市場

上，為台灣島國經濟開創經濟成長的康莊大道，也為台灣人

民的就業提供有力的支持。 

隨著時代的進步，國際貿易學系在所有教師不斷努力之下，

仍將不斷追求「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行銷」和「國

際企業」等領域的精進，為擴增台灣的貨品貿易、服務貿易

提供更大的支持。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專責報關及貿易相關工作、國際貿易會議展

覽相關工作、國際企業、一般公司及金融機構之國外業

務及外匯部門及海外就業(含中國大陸就業)…等等。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 

http://www.finance.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801 

聯繫 mail：finance@mail.nptu.edu.tw 

財金系本著以培育財務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專業財務

金融人才為宗旨。著重學生對財務金融之基本分析能

力及金融實務運作之訓練，積極開拓建教合作、學術

交流及校外實習等活動，提升學生就業與進修能力。

在今日強調專業證照的年代，在系上師生共同努力

下，每位學生畢業時金融相關證照高達 9張以上，金

融機構實習單位高達 25家以上，學生就業率更是逐

年提升。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於金控公司/金融保險公司擔任證劵營業員或理財專

員等、於中研院/國科會/財團法人研究中心擔任研究

人員或研究助理。 

2. 可經由理財分析師執照/高普考擔任金融及外匯相關



公務人員。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會計學系 

http://www.accd.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2901 

聯繫 mail：accd@mail.nptu.edu.tw 

本學系以培養社會所需之會計專業人才為目標，規畫「會計

專業」及「會計及資訊科技」與「商業學群核心」等課程。

強調教學理論與實務並重，增進會計、稅法及資訊化能力；

師資擁有會計師及內部稽核師等證照及實務經驗；並實施學

生票選優良教師活動以落實教學成效；許多系友均考取會計

專業證照並在產業與政府各單位貢獻所學。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取得專業證照擔任會計師、內部稽核師及證劵分析

師…等等。 

2. 參加公務人員考試進入政府機關擔任會計、審計及

稅務行政人員。 

3. 擔任一般產業之財務會計或成本、管理會計人員。 

學制： 

學士班 

資訊學院 

http://www.ccs.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4001 

聯繫 mail：ccs@mail.nptu.edu.tw 

發展重點 

一、 多元學習、追求卓越： 

為因應社會多元發展及全球化的趨勢，本學院所培育的

學生也應多元學習，以厚植未來的競爭力及就業力。 

二、 實務產學、精進教學： 

本學院推動學術及實務性課程分流，並強化產學合作、

專業證照與校外實習，以精進師生教學及實作品質。 

三、 前瞻科技、創新研發： 

本學院鼓勵師生開創具前瞻性的創新研發與產學，以協

助國家資通訊產業發展及技術升級。 

四、 國際交流、永續發展： 

本學院增進國際學術交流及交換生，並加強校友、產業

交流互動，以奠定永續發展之根基。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電腦與通訊學系 

http://www.com.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4101 

聯繫 mail：comweb@mail.nptu.edu.tw 

近年來電腦與通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新的通訊方式如網

際網路與數位無線通訊系統相繼問世之後，不僅大幅提升了

工商業界的競爭能力，而且還逐漸進入每一個人的生活領

域。許多先進國家投入大量的研發人力與資金，於整合無線

通訊與電腦技術，以實現使用者可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與時

間，直接傳輸包括聲音、數據及影像之多媒體訊息。因此培

養具備創造與設計能力的電腦與通訊專業人才，使台灣的工

業在下一個世紀仍維持其高度的競爭力，為本系設立的主要

目標。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畢業學生可至資訊產業、無線通訊、衛星通訊、有

線電視網路、IC設計及網際網站服務等相關產業服務。

擔任軟體工程師、硬體工程師、韌體工程師、IC設計工

程師、網路程式設計師、網路管理工程師及通訊系統工

程師等工作。 

學制： 

學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http://www.csie.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4201 

聯繫 mail：csie@mail.nptu.edu.tw 

資訊科技應用的未來發展極為寬廣，本系所的發展方向，將

以培育出理論與實務兼備的資訊科技應用的研發人才為目

標。發展重點將以「資訊應用技術」、「網路實務應用技術」

與「多媒體設計與應用技術」等三個專業技術領域為主軸，

發展資訊系統以整合開發、影像多媒體、人工智慧、嵌入式

系統、無線通訊網路、行動通訊與感測網路等高附加價值的

資訊相關應用技術領域。 

本系所重點發展之主要特色有三，分述如下： 

一、 發展資訊應用技術領域。 

二、 發展網路實務應用技術領域。 

三、 發展多媒體設計與應用技術領域。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程式設計師 

2. 手機遊戲開發工程師 

3. 系統管理師 

4. 專案管理師 

5. 資料庫管理師 

6. App 開發工程師 

7. 晶片與韌體開發工程師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資訊科學系 

http://cs.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4301 

聯繫 mail：ptdola@mail.nptu.edu.tw 

本系以培育理論與技術兼具的優秀資訊人才為目標，使其具

備影像處理與網路通訊研究、系統設計與智慧型運算研究或

數位內容與學習研究領域之專長，並能成為企業界的資訊精

英人才。針對國際間日益重要的數位學習科技，本系結合本

校視覺藝術與音樂系所，積極發展具創意之數位學習、數位

典藏等新興產業資訊科技人才。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可從事影像處理與網路通訊研究、IC設計與智慧型

運算研究、數位內容與學習研究、數位學習教學設計與

製作等相關事業。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資訊管理學系 

http://www.mis.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4501 

聯繫 mail：misweb@mail.nptu.edu.tw 

資訊管理學系以資訊管理、資訊系統及網路應用為導向，並

結合市場需求。人才培育著重於應用資訊系統的開發和資訊

技能之養成，並注重資訊倫理素養之建立。強調以資訊系

統開發及商務系統規劃兩大模組為教學特色，奠定學生

正確的資訊管理觀念，同時施以重要的資訊技術訓練，以培

養「資料庫管理人員」、「網路程式設計師」及「企業電子化

規劃人員」等人才。最後再以一年的專題製作及校外實習課

程，來加強實務開發的經驗。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可參與各產業資訊部門之企劃、經營、管理或研發

等各項工作。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人文社會學院 

http://www.lsod.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001 

聯繫 mail：bear@mail.nptu.edu.tw 

學院目標： 

一、 培養具備文化素養與國際視野之中、英、日文專業

人才。 

二、 培育兼具學術涵養與優秀展演能力之音樂、藝術人

才。 

三、 培育具備社會發展理論研究、文創開發與經營之人

才。 

中國語文學系 

http://www.cll.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201 

聯繫 mail：ikino@mail.nptu.edu.tw 

本系為培養學生品格，奠立學術研究基礎，於課程設計上，

除核心必修課程外，選修科目提供多元選擇。大一修習通識

及本系課程；大二漸浸本系課程；大三、四課程特別重視深

化、批判思考及研究能力；並且定期舉辦各種國際及全國性

學術研討會、各類演講、學術活動等，提供學生參與各種活

動，在不同情境達到深度學習，期能兼顧學術、藝文的紮根

與推廣，以落實設系宗旨與教育目標。期望本系學生知道自

己處於什麼位置、自己應做什麼、自己想去哪裡，以及自己

如何維持動力往前邁進。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從事華語文教學教師、出版編輯工作、作家/自由

撰稿人、作文指導老師、廣告企劃人才及記者等相關工

作。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社會發展學系 

http://www.social.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301 

聯繫 mail：liketoy@mail.nptu.edu.tw 



社會發展學系的前身是社會科教育學系，95 年 8 月為因應國

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轉型為社會發展學系，是南臺灣唯一

的社會發展學系。設系宗旨在針對社會發展及其產生的現

象，藉由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方法，進行綜合的研究、規劃和

教學，以期待培育理論與行動兼備的社會發展之經營人才，

並貢獻於社會，並自我期許朝「社會發展、發展社會、立足

臺灣、放眼世界」而努力。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任職研究機構：進修碩博士學位，擔任教師或研究

人員等。 

2. 任職公務機構：參加各項公職考試，服務政府機構、

國營事業，或擔任國會助理等。 

3. 任職第三部門：進入市場與國家之外的第三部門，

如各種基金會、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

或社會福利機構等。 

4. 任職相關私人企業：如文教事業、傳播媒體、人力

資源管理、市場或民意調查、企業經營等。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英語學系 

http://www.english.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401 

聯繫 mail：english@mail.nptu.edu.tw 

英語學系於民國 89 學年度正式成立，當時的系名為「英語

教育學系」，另於民國 93 學年度再成立碩士班；自民國 95

學年度起，因應改大轉型的需要，正式更名為現在師培與實

務課程並重的「英語學系」。英語學系目前有 14 位專任教師，

其中 9 位為本國籍教師，全部擁有國內外博士學位，另 4 位

為來自美國及澳洲擁有碩、博士學位且學有專長的外籍教

師。自民國 93 年第一屆學生畢業開始，英語學系大學部及

碩士班，都維持了極高之入學水平及畢業後就業率。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擔任英語教師。 

2. 於各行各業發揮所學專長，做適才適性最大的發展。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視覺藝術學系 

http://www.vart.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501 

聯繫 mail：yaya100@mail.nptu.edu.tw 

於民國 81 年，95 學年度轉型為非師培學系，沿革至今，已

有 22 年的歷史。大學部專業課程強化「造形藝術」與「動

畫遊戲」的養成訓練，「造形藝術」的發展重點包含繪畫藝

術、雕塑藝術、裝置藝術；「動畫遊戲」的發展重點包含 3D

建模、遊戲藝術、動畫藝術。碩士班專業課程強化「藝術理

論」與「藝術創作」的專業論述及創作能力。本系師生以營

造小而美且優質系所自我期許，師生與行政人員向心力高、

行動力強，為營造美感教育的學習環境而持續努力。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應聘文化創意顧問公司或民間企業。 

2. 應聘美術館及文化機構。 

3. 從事專業美術創作，及多媒體創作與設計。 

4. 任職多媒體傳播設計機構及企劃顧問公司等。 

5. 擔任美術教師 。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文化創意產業學

系 

http://www.cci.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701 

聯繫 mail：cci@mail.nptu.edu.tw 

文化創意產業為國家重點發展方向，本系即為全台第一所成

立的專門學系，具有引領台灣文創的地位與使命。文創業「十

五加一」的子產業中可概分為「媒體/內容」、「設計」、「藝

術文化資產」等三大類，本系均有優良的師資以及設備，均

衡發展，師生屢獲國家級獎項，即為明證。 

  本系碩士班分「文化產業」及「客家文化」兩組，具有

深耕在地文化特色及發展全球創意產業的雙重特色，大學部

重視奠實文創產業專業素養及知能應用，學生畢業後即能進

入產業，貢獻所長。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從事媒體與內容產業（電影/電視/出版/流行音樂/數



位內容……）。 

2. 從事設計產業（視覺傳達/廣告/展演/平面設

計……）。 

3. 從事文化資產保存/藝術行政等工作。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音樂學系 

http://www.music.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603 

聯繫 mail：huanghy@mail.nptu.edu.tw 

音樂學系成立於民國 82 年，95 學年度轉型為非師培學系，

沿革至今，已有近 21 年的歷史。音樂學系實施精緻教學，

展演訓練與理論課程並重。 

除了自我定位為屏東縣社區音樂學習中心，以提升高屏地區

音樂及藝文相關領域素質為使命，更藉頻繁的國際學術研討

會、大師班講座及音樂展演，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之音樂專業

人才，落實「在地國際化、國際在地化」之發展目標。目前

系上共有 12 位專任老師，九成以上為博士學歷，畢業生無

論從事公私立音樂相關教職，或音樂行政與流行音樂工作，

均有傑出表現。 

學生發展：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擔任學校或音樂教室的音樂老師。 

2. 從事音樂行政工作。 

3. 音樂活動策畫專員。 

4. 音樂展演。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應用英語系 

http://www.dae.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101 

聯繫 mail：dae@mail.nptu.edu.tw 

配合國家教育目標及經貿發展需求，培養應用外語人才。本

系課程教學採外語訓練及商業技能並重方式，應用強化學生

專業技能教材，在自然的語言環境中學習聽與說的口語知

識，進而增強讀與寫的能力，鼓勵學生於寒暑假至外商、貿



易、金融機構等實習或出國遊學，以經驗累積技能，同時訓

練學生具備商業的專業知識，目前本系所培育外語人才在各

個領域及行業都有相當好的表現。 

學生發展： 

一、升學。 

二、就業： 

1. 學生有多重機會可從事商務接待、外商銀行人員，

祕書人員，口譯人員或翻譯人員等一展長才。 

2. 可參加英外交特考。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應用日語學系 

http://www.daj.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901 

聯繫 mail：daj@mail.nptu.edu.tw 

應日系成立於民國 89 年，當時為二技體制，94 學年度改為

四技，迄今已邁入 15 年，年年獲獎不斷，曾四次蟬連全國

辯論大賽亞軍，並於 103 學年度「第六屆全國大專院校暨高

中職日語看圖說故事比賽」榮獲冠軍；對應日系同學而言，

參賽獲獎已視為語言精益求精的挑戰。 

本系特色：培育南臺灣經貿暨觀光服務業所需日語之人才，

擴展國際視野，學以致用。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擔任企業所需之日語經貿人才。 

2. 推動南台灣觀光文化產業，擔任台灣地區觀光服務

業所需之日語人才。 

3. 可參加日外交特考。 

學制： 

學士班 

原住民專班 

http://www.indigenous.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5801 

聯繫 mail：tzgladys@mail.nptu.edu.tw 

原住民專班是以專門培育原住民族學子為主。本系的核心精

神，是將原住民豐富多元的文化元素，融入產業發展的各面



向，以培養具備堅強之健康休閒知識體系、文化產業規劃之

優秀原住民，提供原住民人才進修精進管道，進而回饋部

落，促進原住民部落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在原住民文化相關產業擔任經營管理、服務、活動

策劃等從業人員，在國內文化園區、文化協會、部落發

展協會…等等。 

三、 參加國考。 

學制： 

學士班 

理學院 

http://www.science.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3002 

聯繫 mail：dianahu@mail.nptu.edu.tw 

學院目標 

    理學院積極轉型為綜合大學型態，朝向研究型與教學型

學院，發展兼具研究能量與教學產能的綜合學院特色。 

研究型目標 

    在培育具研創開發潛力、富創意思考的高科技產業人

才。 

教學型目標 

    在培育具專業領域特色、富創思熱誠的理學教育人才。 

    研究型與教學型的教育發展目標，皆立基在深耕培育具

產業實務實戰能力的高科技產業與理學教育人才為宗旨。 

科普傳播學系 

http://www.dsc.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3101 

聯繫 mail：smalla@mail.nptu.edu.tw 

本系前身為數理教育研究所，為持續培養科學教育和數學教

育的新血，結合過去堅實的數理教育研究基礎，往大眾科學

與科普傳播相關的領域進行擴展，於 103年 8 月成立科普傳

播學系，為國內第一個以「科普」為名的學系，期能提供學

生更充實的人文素養，讓所創作的科普作品可以透過不同的

傳播媒介，提供國人正確且易理解的數理新知，拉近大眾與

數學、科學、科技與生活之間的距離。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擔任數理老師或科學老師。 

2. 從事科普作家、科學記者、博物館導覽人員及科學

活動企劃人員等。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應用化學系 

http://www.ac.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3201 

聯繫 mail：e92008@mail.nptu.edu.tw 

應用化學系以堅實的化學課程為基礎，藉由跨材料與生技領

域專長之師資，整合學習資源，輔導學生參與學術研究，落

實國際化教學，強化在地與國際連結，以培育多元專業力與

國際移動力。教師專長符合學術潮流發展，於教學、研究均

有所專精。實施雙導師制，提升學生輔導成效，使學生能受

到個別化之關懷照顧。空間及設備充裕，學生皆有機會進入

教師實驗室接受指導，進行獨立研究。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畢業生繼續進修之領域為化學、化工、農化、生化、

藥學、食品科技、材料化學、光電材料、生物醫學、

生物化學、環境化學、環境工程、分子生物、生物科

技、生物物理、生物資訊、細胞生物、公共衛生、生

醫光電、科學教育等研究所。 

二、 就業： 

主要就業市場有化學及相關工業、生物科技之教師、

研究員、工程師、分析檢驗師與業務員等；另有生物

科技、材料化學、半導體製程與研發、基礎科學與技

術研究開發人員、國中小科學教師等。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應用數學系 

http://www.math.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3301 

聯繫 mail：math@mail.nptu.edu.tw 

應用數學系以培養優秀的應用數學、計算數學、統計與精算

人才為主，著重基礎數學的養成訓練，提升分析、推理邏輯、



獨立思考、全觀與統合之能力，使學生具備從事研究進修、

電腦資訊、及數學教育等工作知能。應用數學兼顧理論與實

務的應用；理論方面規劃培養同學具有紮實的數學分析基

礎，而應用方面則考慮結合數值、科學運算、財務、經濟等

領域。統計將著重有實用價值的機率與統計之原理及方法，

鑑於精算在保險上之應用日漸廣泛，本系積極輔導學生取得

美國精算證照，以利就業與升學發展。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精算師或保險從業人員。 

2. 生物統計、科技管理人員。 

3. 公職、教師與教育從業人員。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應用物理系 

http://www.physics.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3401 

聯繫 mail：ee8860@mail.nptu.edu.tw 

應用物理系以培育光電、材料及奈米科技人才為宗旨，鍛鍊

學生未來深造或就業所需的實驗技術。本系依國內目前科技

產業發展之趨勢，積極調整系所之發展方向，除了保持原有

物理科學之基礎發展，更針對國家重點發展產業做相對應之

系所研究與教學配合。因此，本系下分為物理組與光電暨材

料組，期盼保有傳統物理系的課程內容基礎下，理論與實用

並重，另於進階課程中，提供一系列光電科技、薄膜物理、

奈米科技與微電子學等課程，搭配專題研究、高等物理實驗

及高等光學實驗等與產業關聯度較高的課程，以培養學生各

方面之專業，鍛鍊學生未來深造或就業所需的實驗技術全面

提升競爭力。冀望於就學期間，造就未來學術與產業發展所

需之專業人才。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主要就業市場有光電科技、材料、半導體製

程與研發、基礎科學與技術研究開發人員、電腦程式設



計及國小科學教師等。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體育學系 

http://www.phy.nptu.edu.tw 

聯絡電話：08-7663800#33601 

聯繫 mail：peggy@mail.nptu.edu.tw 

特色 

為符合社會脈動，師資培育多元及大學教育改革區樣與要

求，本系設計不同學生需求之課程，以協助學生建立未來之

專業發展與就業競爭之能力，並將課程分流為「休閒遊憩管

理」領域和「運動保健科學」領域。 

師資 

本系目前共有 20 位教師，當中教授 6 位、副教授 6 位，講

師 8 位。博士資歷佔師資比 63%外；在運動術科方面，教師

群亦曾參加奧運、亞運、或國際運動單項等賽會，擁國家級

運動教練資格。 

教育目標 

本系結合運動、醫療保健、休閒遊憩、管理科學等理論與實

務課程，培養兼具國際視野、產業分析與規劃能力之運動保

健科學人才、休閒遊憩管理人才和學術兼備、術德兼修之體

育師資。 

學生發展方向： 

一、 升學。 

二、 就業： 

1. 擔任運動教練、或服務於全國體育總會、單項協會

等。 

2. 自行開設體育運動才藝補習班，或進入休閒遊憩與

運動保健相關產業謀職，如老人照護、慢性疾病照

護、長青中心、健康休閒俱樂部等機構擔任運動指

導員。 

3. 考試：參加國小教師甄試、體育行政高普考、其他

公職人員考試、公費留學考試。 

學制： 



學士班、碩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