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院系所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傳統與現代接軌：強化古典文史哲現代化，以提升學生融合傳統與現代的接軌能力，
適應當代全球化產業潮流。 
從文學、史學，與哲學的角度來了解中華傳統文化，在文史哲三系共同推薦的知名
學者專家的講座導引之下，理解傳統中華文化資產的豐厚，提升學生中華文化的涵
養，並能站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思考並學習如何發揚並創新，俾便原本的文史哲專
業能與目前文創產業實務相結合。 

 

 

 

  

哲學系(所) 邏輯思考、理性思辯、生命教育、哲學諮商、文化創意。 

中國文學系(所)  

文學與劇本、文學典故故事改寫、文學與數位化資料庫、
文學與採錄(田野調查)、文學與字詞典編輯、文學與廣
告、文學與企劃行銷、文字與編採出版、文學與人文化
成的實用化。 

史學系(所)  

中國斷代史研究(中古、近世、近現代)、中國書畫文物研
究、中國工藝史研究、圖像史研究、 移民史研究、族群
史研究、文史作品與文史資料編輯出版、編寫地方志、
修纂廟志、調查地方文史資料、調查撰寫家族史、調查
與研究地方文化資產、文史導覽、寺廟史蹟調查與 VR
實景拍攝解說、遊戲產業歷史模擬類內容編寫。 

文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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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熟稔就職場域，推動學生職場實務訓練，促進產學人才培育連貫性，培養正
確的工作與處世態度，提升學生之職場適應力與就業競爭力，落實學用合一。 

 

 

 

日本語文學系 

中日（日中）筆譯，中日（日中）口譯人才、日語教學，
第二外語師資人才、 商務經貿產業人才、政治外交相關
人才、書籍出版與影視文化人才與觀光休閒實務人才之
培育。 

韓國語文學系(所) 
中韓(韓中)口譯、韓語教學、韓語觀光導覽、經貿政治外
交 IT 產業韓語、韓國語文學研究、韓語師資培育。 

俄國語文學系  
中俄英翻譯、觀光旅遊導覽、商用俄語、俄語教學、俄國
文學翻譯。 

英國語文學系 
貿易商務、英語教學、出版編輯、口筆譯產業、文化創意
產業、新聞傳播、空服及地勤、導遊及導覽、活動規劃及
展場服務。 

法國語文學系  
中法文書籍出版、版權代理及翻譯、法語與跨文化產業人
才培育、影視文化藝術傳播、數位文創、法語教學、服裝
時尚產業、中法廚藝美食、醫療科技國際合作等。 

德國語文學系 
德漢翻譯、德國觀光導覽、商業德文、德語教學、德國文
學研究。 

全球商務學位學程 

本學制設有學士班與碩士班，課程結合本校商學院各系
所之核心能力與專業科目(包含：國際企業管理、國際金
融、經濟、會計、統計、資料庫管理、財務管理、行銷管
理、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管理經濟學、電子商務、
消費者行為、管理資訊系統等)，使學生獲得全面性、系
統性之全球商務知識。為營造全英語學習之環境，所有課
程皆採全英文授課，於學生就學期間增強學生之英文能
力。課程多元並與企業廠商簽署產學合作方案，提供實習
與就業機會。與美國、法國、澳洲等大學策略聯盟，提供
雙聯學位、學碩一貫學位。招收國內外學生，藉由與國際
學生之接觸，培養國際觀與世界觀，使學生及早與國際接
軌，提升國際競爭力。 

國際暨外語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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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產業發展方向，培育綠能及防災特色人才，近年亦加入海洋、化學、大數據
以及量子計算與資訊議題的研究，秉持「理論與實務並重」、「應用與研究兼顧」
之信念，持續推動產學合作之進展。 

 

 

        應用數學系 
3D 系統整合應用服務、3D 列印集結創意設計、3D 列
印技術精確數位組裝、移動式機器人建模、內建機器人
資料庫、社區監視系統安全設計、遠端照護規劃服務。 

        光電物理學系 
光電與磁性材料研發、光學系統設計、生醫光電、太空
遙測、光電元件的製程研發與生醫感測平台、光電元件
的設計模擬與影像處理、量子計算與資訊研究。 

        化學系(所) 

在"理論與實驗"及"應用與研究"相互並重的特色下，持
續研發台灣產業發展所需基礎化學技術，發展有機化學
合成技術、智慧型材料技術、奈米材料、環境污染防治
技術、微量分析技術、生化材料、生化技術。 

        地理學系 

空間資料測繪、空間資料庫建置、空間資訊分析與相關
應用系統建置、空間大數據分析、空間資訊視覺化地理
觀光遊程規劃與導覽解說；環境資源調查與規劃、災害
調查與潛勢評估；地方與旅遊資源調查、社區營造與地
方塑造、休閒農業區調查與規劃；地名資訊化的建置查
詢及推廣工作、利用電腦大量估價模型建置工作。 

        大氣科學系  

� 防救災產業（颱風、水災、旱災的預防與調適策略）; 
� 能源產業（風能、太陽能、水資源管理決策）; 
� 交通運輸（航空、海運、鐵路、公路及物流）; 
� 氣候變遷調適因應（天氣衍生性金融避險規劃、氣候

變遷與健康、醫療、綠色建築、智慧城市規劃）。 

   地學研究所 

環境變遷與衝擊調適：氣候變遷與劇烈天氣、都市與區域
變遷、環境衝擊與評估、變遷因應與調適策略研究； 區
域發展與資源經營：自然與人文文化資產、族群文化景
觀、都會發展與擴張、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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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學系 

岩石及礦物鑑定分析、現址地質調查、崩坍潛勢評估、
地熱水樣調查、地下水傳輸調查、陸域及海域火山調
查、沿岸沉積物調查、離岸風力發電海域場址地質調
查、地質教育及訓練推廣、都會防災科學及教育推廣、
地質圖調查、石油貯集層的沉積物性質；孔隙度及成岩
作用調查。 

        生命科學系 

生物多樣性調查與保育、生態檢核、生物大數據分析、
自然史相關博物館館典藏與教育、植物組織培養、轉殖
農業作物應用、生物醫學(原生生物藥物及生物材料之開
發) 、健康食品、美粧保養產品。 

 

秉持「厚實且優質多元」、「國際兼本土視野」、「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法律專業，
提供並協助業界解決相關之法律問題。 

 
 

 

 

 

本院的研究與教學兼顧區域化與全球化，以達到跨領域科際整合的目標，充分發揮
本院各系所專業。強調培養學生人文素養、職場倫理及對社會、政經等問題的關懷，
使社會科學回歸社會，涵養社會，並為社會所用。 

 
 

    政治學系(所) 

政府部門及政黨黨部黨團、立法委員市議員服務處、公關
公司、政治性團體等機構之服務管理，包括：政策研擬、
民意調查、處理選民服務案件並追蹤掌握民意趨向、協助
辦理或出席地區群眾聯誼活動、競選的地方經營、文宣設
計、行政文書等。 

    法律學系 (所) 企業法律服務、跨國企業合約審閱、智慧財產權維護、
訴訟策略諮詢。 

法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社會科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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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系(所) 

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的方向，包括資源、環境與生態議題
的經濟分析，以及從教育、健康、勞動力的角度探討國家
永續發展。國際經濟整合與產業發展的方向，則是包括國
際貿易、區域經濟整合、廠商的研發與競合行為、國際金
融市場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實質面的影響。 

   勞動暨人力資源 
   學系(所) 

人力資源與就業關係之整合研究，包括:勞資關係、社會安
全、勞動與就業法、就業安全、人力資源發展、人才管理、
職涯發展、組織發展、工業安全管理、工業衛生管理、人
因工程、有害物質管理策略。 

   社會福利學系(所)   

兒童照護及托育機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之經營與管理，包括：托育服務、兒少權利、老人權利
之倡導等。社會福利政策策劃及倡導，並促使產業合作，
制定國家發展與產業整合方向及研究。 

   行政管理學系   

以公務體系、教育機構、研究單位和新聞媒體為合作對象，
提供公共政策、財務行政暨預算規劃、人力資源管理、政
策行銷、政府公共關係、非營利組織管理、環境科技政策
與資訊數據整合等產學合作。 

   國家發展與 
   中國大陸研究所 

以公務體系、教育機構、研究單位、新聞媒體、大陸台商、
和從事兩岸經貿之企業為對象，提供中國大陸情勢、台灣
發展情勢、兩岸關係現況與演變以及全球化趨勢等領域之
專業分析意見與因應措施建議，並作為兩岸學術單位和企
業單位交流合作之窗口、渠道與平台。 

 

本院產學合作朝多元化發展，研究養生園藝、園藝作物品種良、家畜育種、開發森
林特產品及機能性食品、不動產市場的經濟模式、氣候變遷衝擊的資源管理等，更
積極推薦學生至產學單位實習，拓展畢業生業界工作能力，並逐年購置高階質譜儀
等設備，成立「農業產品活性成分研究中心」以及「食品檢驗認證實驗室」，提升產
學合作能量。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園藝作物之功能性成分含量及其礦物營養元素分析；切花
保鮮藥劑及技術研發；優質高接梨穗開發與生產輔導；海
芋育種及觀賞作物健康種苗繁殖；應用基因體學、轉錄體

農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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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分子生物學技術於植物逆境生理監測和作物栽培資
源管理；田園體驗與環境教育相關合作研究。 

 動物科學系 

強化種豬產業振興；豬隻體組成性狀如肌肉脂肪活體評估
人工智慧；高品質品系豬隻之育成技術；開發新穎飼料添
加物提升家禽生產表現；經濟動物遺傳多樣性檢測及評
估；建立豬 SLA 基因型次世代定序技術與鑑定豬細胞株
SLA 呈現之特定外源胜肽；延遲冷卻溫度對白羅曼鵝屠後
胸肉品質、嫩度指標、calpain 活性及肌結構變化之影響；
國產白肉雞溯源安全管理；軟性電路板雙面電解鍍銅裝置
及方法；畜產加工品於生醫材料的應用；伴侶動物保健與
照護人員培訓；家禽廢棄物再利用。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開發森林特產物：如發展茶油產業：延續先前的產學合作
計畫，找出具有高油酸的品系，未來希望能夠透過育苗並
推廣發展；開發蜜源植物並發展出具特色與專業之森林
蜜；開發金線蓮機能性飲料產品；進行台灣天仙果之繁殖
與推廣，研究台灣天仙果之實用價值並發展出可商業銷售
與生產之模式；開發小徑木之國產材規劃與設計，具競爭
力之商業銷售模式，林下菇蕈栽植與採收方式。 

 土地資源學系 
不動產市場的經營與投資模式、不動產估價與大量估價技
術、不動產開發模式、水資源保護與規劃、土水污染整治
與防治模式、氣候變遷衝擊的資源管理。 

 生活應用科學系(所) 

� 餐飲開發與製作、菜單計畫與管理。 
� 保養品開發與製作。 
� 家庭教育、婚前教育、婚禮顧問/婚禮企劃、暴力防治、

美容教育等推廣。 

 保健營養學系 

� 食品機能性成分含量分析與商品開發：各類油品如苦茶
油、紫蘇油、印加果油，紫蘇籽、葡萄、番薯、台灣特
產蔬菜等機能性成分分析以及商品開發； 

� 黃豆與苦茶油加工產品製程輔導：豆干、豆腐、豆花、
百頁豆腐、豆皮(腐竹)、納豆、豆渣處理與各類油品製程
輔導； 

� 營養教育推廣與教學：減重課程、日常生活營養與保健
課程與推廣活動策畫與教學； 

� 團膳與各類食品加工廠製程與衛生輔導：工廠 HACCP
製程改善與輔導、餐廳衛生環境改善輔導； 

� 生化技術、保健食品與一般食品新產品開發：黃耆、黃
耆葉、番薯葉萃取物、納豆激酶等。  

 生物科技研究所 
產品開發、產品安全性、產品成分分析、產品確效性、動
物試驗、萃取技術、小分子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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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理論教學與實際應用並重」及「社會責任與工業開發並重」之信念，加強人才
培育，持續保留深耕台灣產業發展所需基磐技術，協助原料與產品開發，厚植業界與
技術研發能量。 

 

 

  化學工程與 
  材料工程學系(所) 

高分子技術、生質能源材料、生化技術、奈米材料、電化
學技術、電子/光電/半導體材料、觸媒化學、有機化學合
成、微流體技術、程序控制、化工技術、材料科學、奈米結
構材料、材料製程與製造技術、超臨界流體萃取技術、環
境未知物檢測技術。 

  電機工程學系 

微控制器介面、生醫訊號處理、生醫晶片、波導管、電子
電路檢測、3D 影像融合與重建、數位全像術、鋰電池放電
模型、數位影像處理、人工智慧、語音辨識、聲音訊號處
理。 

  機械工程學系 

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精密機械、3D 列印、工業
4.0、數位設計與製造、塑膠模具設計、模流分析、機器人
實務、數位機電系統整合、智慧型機器人開發、嵌入式微
控制器之開發、智慧型控制、能源工程、燃料電池、儲能
技術、冷凍與空調、電腦輔助熱流分析。 

  紡織工程學系 

機能性纖維、高性能高分子材料、紡織生醫材料、高附加
價值複合材料、高分子化學、紡織化學、纖維界面科學技
術、紡紗材料、織造工程技術、不織布、紡織色彩與圖案
學、染整工業、服裝工程技術、有/無機化學材料合成。 

  資訊工程學系 

AI 金融科技應用、巨量分析與機器學習整合開發、智能物
聯網(AIoT)應用系統、電腦視覺與深度學習應用、雲端運算
應用系統、資訊安全、電腦動畫與遊戲程式設計。APP 開
發、電子電路模擬、嵌入式系統應用 

 

  

工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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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執行產學合作係以「提供學生優質實務學習環境」以及「協助企業永續發展」為目

標，目前主要之產學合作方式如下：(1)實施產學教育合作，敦聘優良企業團隊(如國際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至校園授課，強化學生專業知識與運用能力；(2)推動學生有薪實習，

讓學生提早熟稔職場環境，增加職場適應力及就業競爭力，並同時彌補企業忙季人力需

求，達到學生與企業雙贏之目標；(3)執行企業委託專案研究計畫，協助企業發展與經營

管理，提升企業競爭力；(4)擔任企業榮譽顧問，與企業攜手打造優質企業治理與管理模

式。 

  國際貿易學系(所)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總體經
濟學、個體經濟學、電子商務、網路行銷、消費者行為、
國際行銷學等相關。 

  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所) 

財務管理領域相關、行銷管理領域相關、人力資源管理領
域相關、創業與創新領域、互聯網商業模式相關，以及協
助國防部建置---軍人保險投資分析監管系統、物業管理、
創新與創業管理、市場調查、消費者行為分析、大數據分
析、資料庫行銷、電子商務、社群媒體經營。 

  會計學系(所)  
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租稅法令及規劃、審計、人
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展、
企業評價、薪酬與績效、內部控制、證管法令、決策分析。 

  觀光事業學系(所)  
觀光產業服務品質、觀光產業行銷管理、觀光產業人力資源、
觀光產業創新與創意、觀光產業財務金融、觀光產業電子商
務、觀光產業策略管理、觀光產業環保永續。 

  資訊管理學系(所)  
資訊安全、資料庫應用、CRM 技術、ERP 技術、資料挖掘
與大數據分析、行動雲端、專案系統開發、區塊鏈、軟體工
程、人工智慧、電子商務、企業電子化等技術。 

  財務金融學系(所)  
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P2P 借貸平台、線上開戶、App 設
計與應用、社群媒體行銷、區塊鏈、數位行銷、行動商務、
金融監理等新型態線上工作業務。 

  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市場調查、消費者行為研究、產品可行性分析、訂價分析與
策略,品牌形象研究與建立策略規劃、商圈調查、促銷規劃與
效果評估、廣告策略與效果評估。 

商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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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碩士 
  學位學程 

物聯生活與數據、創新科技與服務、O2O 與零售、互聯應用
與社群等四大面向，內容包含：物聯網帶來的新興商業模式、
科技的創新應用、個人化的行銷、大數據金融、行動支付、
程式開發設計等技術。 

  航空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 

顧客服務管理、航空票務、航權航路規畫、飛航安全管理、
航程計畫、機場服務計畫、機場設施管理等。 

  企業實務管理 
  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創新經濟、商業創新、智慧商務、數位轉型、知識管理、策
略管理、創業管理、卓越經營管理、管理科學、決策分析、
資訊科技應用、國際行銷管理、亞洲企業研究、系統領導、
人力資本、社會創新、社會企業、地方創生、文創事業管理、
永續發展 

  休閒事業管理 
  學士在職學位學程 

休閒產業服務管理、休閒產業行銷管理、休閒產業人力資源、
休閒產業創新、休閒產業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休閒產業策
略管理、餐飲經營管理。 

  時尚與創意產業 
  品牌建構及經營 
  管理學士在職 
  學位學程 

中華藝術賞析、西洋藝術賞析、美學風格與服裝文化史、市
場分析與消費行為概論、品牌產業綜觀、時尚產業綜觀、品
牌建構導論、時尚行銷、品牌企劃實務作坊 Workshop 等。 

  數位媒體學士在職 
  學位學程 

� 設計管理與經營：專案管理、創業管理、電子商務。 
� 設計專業與技術：使用者介面設計、色彩管理與數位設計、

數位音樂與音頻技術、商標專利與智慧財產權。 
� 設計實務與創作：實務專題。 

  全球品牌與行銷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行銷管理領域、創意思考與設計領域、通路與零售領域、創
新與創業領域、消費者行為領域、新產品創意開發領域、大
數據分析領域、電子商務領域、數位行銷領域、行銷策略與
企劃領域、國際情勢領域等相關。 

  社會企業管理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社會企業與環境永續專題、志願服務專題研究、5G 發展與
資訊創新、非營利組織管理專題、社會企業策略管理專題研
究、社會企業創新專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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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培養「關懷熱誠」、「批判能力」與「開放創意」兼具的新聞傳播人為理念。重視
理論涵養與實務操作並重之研究與教學，持續培育文字表達、語音製作能力與經營管
理兼備之媒體人，貢獻社會。 

 

 

新聞學系(所)  

數位編採實務、廣播新聞採寫、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電視原理與製作、電視新聞製作、網路電視建構與管理、
整合行銷傳播、媒體經營與管理、跨文化新聞研究、新
聞英文、採訪寫作。 

廣告學系  

行銷策略、傳播策略、媒體企畫、消費者洞悉、創意表
現、社群數位行銷、整合行銷傳播、廣告實作、展覽籌
備企劃、消費者市場分析、公共關係經營、文化創意產
能、視覺設計、特效動畫影像、微電影。 

資訊傳播學系(所)   

網頁建置、APP 開發、視覺傳播設計、數位內容創製、
介面設計、影音與動畫製作、色彩研究、數位典藏、影
像處理、眼動實驗、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數位印刷複
製服務、媒材創意加值服務。 

大眾傳播學系  
微電影、非營利機構公關活動規畫、新媒體創作、網路
數據(大數據)分析與應用、社群媒體影音應用與行銷以
及廣告宣傳片等相關影片與公關宣傳活動。 

 

  

新聞與傳播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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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秉承本校「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之創辦理念，及現階段「放眼國
際，追求卓越」、「凝聚共識，建立標竿」、「企業精神，追求效率」、「行政革新，
組織再造」之辦學理念；因應世界文化創意、與科技藝術展演趨勢與風潮，以基
礎理論導入實際之課程，以多元、優異的師資，呈現「展演領導教學」之理念，
加強教師研究能量與精進教學成效，邁向卓越目標，提升本校對台灣藝術教育、
社會藝文環境之影響力。 

 

    美術學系(所)  

藝術理論著作、藝術創作、藝術行政與美術教學、文
化創意產業、策展實務、數位美術設計、電腦繪圖、
多媒體應用設計、視覺傳達設計、陶藝教學與創作、
金工設計、版畫創作與教學等。 

    音樂學系(所) 
西洋器樂演奏(唱)、室內樂演奏、巴洛克音樂研究、
商業音樂演奏、音樂理論作曲與編曲、音樂教學、音
樂數位科技應用、音樂劇製作與實務、藝術行政。 

    中國音樂學系(所)  
舞台表演、音樂劇場、藝術行政與實務、鋼琴伴奏藝
術、作曲法、文化創意產業、絲竹樂、揚琴合奏。 

    戲劇學系 
舞台演出、舞台設計與製作、舞台技術、燈光設計與
技術、服裝設計與製作、舞台化妝、舞台監督、劇場
行政、編劇、短片拍攝等。 

  中國戲劇學系 

編劇創作：舞台、電視電影、戲曲；表演：戲曲、戲
劇、舞蹈、旦角表演、歌唱、把子功、崑曲、布袋戲；
導演：戲劇製作、舞台監督、戲曲導演、跨界、即興；
藝術行政企劃：文案企畫撰寫執行、票務、公關宣傳；
舞台技術：燈光音響、攝影錄影、戲曲容裝臉譜、武
場、劇場實務；中西戲劇理論:劇本分析、戲劇史；台
灣戲曲。 

  舞蹈學系  
專業(商業)舞者、舞蹈教師、舞蹈編創、舞蹈教學、
舞蹈與科技應用、藝術行政、舞台監督、劇場行政、
文化創意產業、舞蹈學術研究等。 

  科技藝術碩士 
  學位學程 

科技藝術發展概論、視覺影像與音樂設計、互動藝術
設計、藝術與認知、專案企劃展演、互動程式應用與
設計、虛擬實境設計製作、科技藝術經營管理、畢業
專題與創作。 

藝術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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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領域科技為導向，整合本院相關科系之研究能量、發揮本院獨有之專業優勢，
與專業領域之公、私部門交流合作，協力參與智慧城市、綠色基盤建設、綠建築、
都市計劃、不動產開發管理議題、景觀設計、環境生態規劃、空間資訊模擬、老屋
翻修技術、低耗能建築等技術交流合作、專業互訪，建立共同合作模式，達成貢獻
所長之目標。 

 

都市計畫與開發 
管理學系(所)  

國土及區域規劃、土地開發評估、不動產財務可行性評估、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都市設計、土地使用變更、都市再生
與更新、社區營造、市地重劃作業、區段徵收作業、不動
產估價、休閒不動產規劃與開發。 

建築及都市設計 
學系(所)  

自然建築材料、自然建築工法、自然建築標章、低耗能建
築技術、智慧綠建築科技、智慧生態社區規劃、空間資訊
模擬技術、地理設計技術、韌性城市模擬技術、自力造屋
技術、老屋翻修技術。 

景觀學系(所)  

景觀工程設計、景觀工程施工與管理、景觀專業實務實習、
環境景觀生態規劃設計、社區景觀營造、環境美學、生態
城鄉、空間資源再生、永續景觀設計、植物園規劃與經營
管理、景觀空間 3D 動態情境模擬、環境色彩調查、植栽
設計、景觀維護與管理、棲地田野調查與設計、環境創意
產業、國際競圖、國際工作坊。 

 

  

環境設計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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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實習機會，培養符合社會需求之教育及輔導相關產業人員。 

 

 

教育學系   
創新教學型態規劃、相關研討會及講習策劃執行、在職
人力培訓、能力認證或職能進階培訓。 

心理輔導學系(所)  

與醫療院所、學校、企業組織及個人工作室進行以下核
心研究議題：藝術治療方案與介入、遊戲治療方案與介
入、父母效能與親子溝通訓練、生涯規劃與輔導、強迫
症的治療、員工協助方案。 

 
 
 

 
產學合作項目以遵行國家政策發展培養運動與健康促進人才為標竿，配合推動全民
化、職能化、科技化、產業化、國際化等五化策略架構，達到「增值我國運動產業
實力」、「展現我國運動城市魅力」及「激發國民運動健康活力」等三力目標，以蓬
勃「運動及健康產業」發展。 

 體育學系(所) 

� 運動科學研究：研究方向為人體動作擷取分析、運動技
術分析、測力板分析、肌電圖分析、足底壓力分析、人
體工學量測分析、熱影像分析、運動場域測試、建立生
物力學常模數據庫及運動員心理生理研究、實驗介入、
心理量表編制與測驗、調查國人健身運動動機等； 

� 運動員技術培訓：核心發展方向為培養國家優秀運動選
手及教練等。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健康管理、健康安全飲食、運動健身、心靈健康、運動保
健 、運動修復、運動與健康模式研發。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穿戴裝置智慧錶、智慧衣於運動中之生理數據蒐整；營養
增補劑應用於運動員之效益評估。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健康管理、健康安全飲食、運動健身、心靈健康、運動保
健 、運動修復、運動與健康模式研發。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教育學院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系所名稱 研究與產學合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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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學合作服務窗口及 LINE 諮詢專線 

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發展處 

地址: 11114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電話(總機): +886-2-28610511 

傳真: +886-2-28618139 

一般產學合作   分機 17801 

技術移轉與專利授權  分機 17802 

產業實習    分機 12502 

創新育成中心 +886-2-23316086 

 

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 LINE 專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