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業：

升學：

發展出路

電子應用工程師、製程整合工程師、設備工程師、量測工程師、可靠度工程師、測試

工程師、磊晶工程師、光機電整合工程師、光學設計人員、光機電整合工程師、光纖

研發人員、光通訊研發工程師、RF 電路測試工程師、RF 電路設計工程師、天線設計

工程師、天線量測工程師、EMC 測試工程師、EMC 電路設計工程師、通訊系統工程師、

RFID 設計工程師、無線通訊 -- 品保經理、無線通訊類比工程師、IC 設計工程師。

本校電子、資工、電機及機電工程研究所或其他大學院校相關研究所。

秉持「技術與實務導向」的教學研究目標，培養學生「電子專業」的實務能力，並以微電子工程、

光電工程、綠能科技應用工程，三大領域為教學研究的主要範疇。結合本校「載具及電子科技

中心」大力推動產學建教合作、推廣教育、技能檢定等以掌握產業脈動，交換實務經驗，確保

學生具有專精技術實力，符合產業就業所需之職能。

Phone: +886-7-735-8800, ext. 3202http://www.ee.csu.edu.tw

電子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eng Shiu University
正修科技大學

校址：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 澄清湖棒球場旁 )
招生組電話：886-7-7358800 轉 1111  傳真：886-7-7310213   http://visit.csu.edu.twCheng Shiu University

正修科技大學

教學卓越 ‧ 產學典範 ‧ 永續發展

學年度

日間部四年制
申請入學

KAOHSIUNG  C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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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參加高中 ( 職 ) 申請入學，錄取並完成註冊之同學，贈送卓越教學行動學習工具『ipad mini』乙台。

為達成與技職零落差，提升同學就業能力，免費輔導考取專業證照。

凡參加高中 ( 職 ) 申請入學，錄取並完成註冊之同學，贈送卓越教學行動學習工具『ipad mini』乙台。

為達成與技職零落差，提升同學就業能力，免費輔導考取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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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為主

招生系(組)學程一覽表
電子工程系綠能科技應用組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55名
55名
35名
34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30名
30名
15名

發展出路

升學：

就業：半導體業、光電業等，如台積電、聯電、宏達電等，同時本系領先中部以南所有國、私立科大，第一所通過「工程教育認證」，

教學與國際接軌，成果獲得業界肯定，將來畢業後學歷受到華盛頓公約會員國所承認。因此選擇本系就讀是符合未來國家規劃與

產業人才的需求系所。

可報考相關研究所碩博士班，本校亦有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依據行政院經建會統計至民國 104 人力需求資料，工業工程學士人才淨供給每年為 4700 人，淨需求為 5250 人，

每年不足 550 人。而碩士級工業工程人才淨供給每年為 1200 人，淨需求為 2450 人，每年不足 1250 人。因此，

工業工程人才被經建會列入加強人力培育的重點系所第二名。本系就業學程規劃與產業的合作成效對畢業學生未

來的就業具有正面的助益。

Phone: +886-7-735-8800, ext. 3502http://iem.csu.edu.tw/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發展出路

就業：

升學：

可從事休閒遊憩產業經營管理人員、運動產業經營管理人員、觀光遊憩產業 ( 旅館服務、餐飲服務、旅運服務 ) 經營管理人員等相關

產業工作、觀光科教師、餐飲科教師、體育教師及運動、健身教練。

可報考休閒、運動、健康等相關研究所，本校亦設有休閒與運動管理研究所。

本系培育兼具休閒、運動與管理之整體概念，又有各自擅長領域之專長知能的優秀人才。

☆完善的建教實習計畫，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充沛的社區合作資源，連結產官與學術結合。

☆卓越的學術師資陣容，強調學科與術科並重。☆完整的課程教學規劃，追求技能與品格並進。

http://csulsm.csu.edu.tw Phone: +886-7-735-8800, ext. 610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

發展出路

發展出路

發展出路

發展出路

就業：

升學：

行銷管理組 : 行銷企劃、活動企劃、網路行銷、業務銷售、市場調查、招商規劃等專業人員或主管。

經營管理組 : 專案管理、行政管理、公司財會、人事、品管、稅務金融等專業人員或主管。

流通管理組 : 門市管理、電子商務、連鎖店管理、倉儲、運務、顧客服務管理等專業人員或主管。

可報考企管、行銷流通、人力資源、財稅等相關研究所，本校亦設有經營管理研究所。

1. 推動就業學程、雙軌旗艦班、產學攜手計畫班及其他產學合作計畫案。

2. 推動暑期及學期校外實習、實務專題及個案教學，以訓練實務知識及整合能力。

3. 強化學生對外競賽與證照取得能力，建立溝通表達及專業技能，並擴大視野。

4. 推動國際交流，以提升學生外語能力與跨國文化素養。

5. 透過課程規劃、專題製作及舉辦競賽活動，強化學生創業與創意管理能力。

6. 培養專案執行能力，自 91 年開始每年通過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7. 就業接軌，自 94 年開始每年通過勞委會就業學程，近年每年至少通過三件。

8. 重視創意與競賽，自 96 年開始每年舉辦全國性創意與創業競賽。

9. 培養創業能力，特別於 98 學年度通過教育部七件大專生創業計畫。

10. 訓練創意思考，每年通過多件師生合作之新型商品專利，並屢屢獲獎。

Phone: +886-7-735-8800, ext. 5103http://ba.csu.edu.tw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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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

就業： 本系畢業生就業私部門業別主要是建築師事務所、建設公司、營造廠及景觀設計公司、室內設計公司、工程顧問公司等等，少部分畢業生開設個人

工作室，公部門則主要集中於建管部門，近來在大陸地區也有許多校友在該地區就業。

建築設計研究所、室內設計研究所、環境設計研究所、創新設計研究所、數位建築研究所、

藝術研究所等碩士班 ( 推薦甄試及一般考試 )。

以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業界實際人才需求，於建築設計組方面分別以設計、規劃、設備、結構、史論、景園、電腦輔助設計等基本領域培養藝術與美學

兼備之建築設計人才；室內設計組分別以平面設計、空間設計、造園、設備、構法、史論、電腦輔助設計等基本領域培養藝術與美學兼備之室內設計人才。

並強化工程實務管理、高階設計技巧整合，與業界合作實務專題，以達到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目標。

http://archi.csu.edu.tw/ Phone: +886-7-735-8800, ext. 360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升學：

就業：可從事建築工程師、土木工程師、水利工程師、測量工程師、環境工程師、結構工程師、大地工程師、水土保持師、營建管理工程師、進度管理工程師、

品管工程師、採購工程師、估價工程師、混凝土品管工程師、工地主任、專案管理規劃師等相關行業。

可報考土木工程、營建工程、材料工程、水利工程、土木與防災工程、土木與生態工程、測量工程、空間資訊、遙測科技等相關領域研究所。

本系以培育土木工程相關領域中級工程人員為目標，奠定學習中級技術專業知能

之基礎能力，並具備繼續進修之能力，期能達成下列目標：

( 一 ) 工程技術組：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監檢測及營建維護之工程實務訓練。

( 二 ) 空間資訊組：土木營建、測量製圖、空間資訊及遙測科技之工程實務訓練。

Phone: +886-7-735-8800, ext. 3102http://civil.csu.edu.tw/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綠建材研發與應用3D 雷射掃瞄儀土壤直接剪力自動試驗儀 透地雷達

無人載具 (UAV) 空拍

電子水準儀

混凝土氯離子電滲

試驗儀

升學：

就業：保母、教保員、課後托育老師、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課後輔導助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兒少社工助理專業人員、幼兒居家式照顧保母、兒童

居家照顧員、親子文教產業老師、社工員、社工師 ( 國家專技高考 )、社福訪視督導、非營利組織行政人員、家庭或青少年福利服務機構專業人員。

符合衛生福利部所頒布「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畢業即具政府認定之保育人員資格。另依據 2013 年勞委會調查，大專以

上畢業生以社工、幼保等科系就業率最高，等於是最好找工作。

幼保系成立於民國 86 年，103 年設碩士班，因應政府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之家庭與社會福利政策，培養具嬰幼兒教保學理技能、倫理涵養、及研究發展能力

的幼保人員及從事相關領域之產業專業人才。開設兒童「托育教學組」及「家庭社工組」課程模組。「托育教學組」培養幼兒保育實務專才，符合具備擔任

托育機構之教保員及保母技能之完備訓練；「家庭社工組」培育學生具備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能力，運用社會工作專業與社會資源，促進家庭功能，強化家

庭生活，協助個人及家庭解決家庭關係及社會適應問題。配合技職教育特色，強調務實致用，加強社區推廣教育服務及托育人員職類技能檢定，促進與親子

文教產官學界接軌實習實作，輔導協助學生適性就業職能發展。

Phone: +886-7-735-8800, ext. 6012http://ecce.csu.edu.tw/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幼兒保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