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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專線：037-730775

學校網址：http://jtwww.jente.edu.tw/

學校地址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7鄰砂崙湖7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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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含地圖)

學校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7鄰砂崙湖79-9，

服務專線 : 037-73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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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火車、客運等)

校車：本校共有特約交通車二十餘部。

校車運輸動線：校車服務範圍北至竹北，

南至台中，海線到龍井，方便學生通勤。

火車：搭乘海線火車--至後龍站下。

搭乘山線火車--需先到苗栗站，再轉搭公車至後龍。

返鄉專車：例假日備有專車接送學生返家。

返鄉專車登記：

每星期二~四 9:00~16:00，學生可至「校車中心」登記購票。

苗栗客運：5807新竹 ↹ 後龍 5808後龍 ↹ 大甲

5811後龍 ↹ 竹南 5816後龍 ↹ 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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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特色

秉承校訓「仁心德術、博施濟眾」之理念

以「關懷生命、圓滿人生」為導向

發揮「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之崇高理想

整合醫護類科之教學特色

建立「生、老、病、死」全方位之教學資源中心

達到醫護專業教學與實務實作並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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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室設備

教室即考場:

設有國家級專業考場並提供學生課後練習以提高
考照能力。如:

* 保母人員考場

* 照顧服務員考場

* 烘焙食品ACLS考場

* 喪禮服務乙級及丙級考場

* 眼鏡鏡片製作技術士丙級考場

* 中餐烹調乙級國家技能檢定術科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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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入學方式

招生科系
核定招
生名額

五專免試
招生名額

分區免試招生名額

竹苗區 中投區 彰化區 小計

護理科 490 392 20 43 35 98

復健科 300 240 15 30 15 60

醫事檢驗科 110 88 6 10 6 22

視光學科 100 80 6 8 6 20

餐旅管理科 40 32 6 2 0 8

幼兒保育科 30 24 3 2 1 6

健康美容觀光科 45 36 2 4 3 9

行動數位商務科 24 19 2 2 1 5

生命關懷事業科 45 36 4 3 2 9

職業安全衛生科 40 32 3 4 1 8

調理保健技術科 30 24 2 2 2 6

口腔衛生學科 40 32 2 4 2 8

1294 1035 71 114 7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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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系
護理科—衛生與護理

復健科—衛生與護理

視光學科—衛生與護理

醫事檢驗科—衛生與護理

職業安全衛生科—衛生與護理

生命關懷事業科—衛生與護理

健康美容觀光科—餐旅

餐旅管理科—餐旅

幼兒保育科—家政

行動數位商務科—商業與管理

調理保健技術科—衛生與護理

口腔衛生學科—衛生與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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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一)
護理科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課程涵蓋基本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產科護理學、
兒科護理學、精神科護理學及社區衛生護理學。並安排至全國北中
南各建教合作教學醫院或衛生機構實習，以達成學理與實務結合的
學習目標。

證照檢定考試：護理師證照(國家考試)

相關比賽或競賽：全國護理技能與知識競賽

/CPR比賽/OSCE比賽

未來進路

• 升學:科技大學、一般大學護理系

• 就業:通過護理師執照考後，可至醫院、

護理之家、坐月子中心、安養之家、醫

學美容診所、一般診所擔任護理師或是

當校護、廠護及從事其他健康產業相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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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二)

復健科 -- 物理治療組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物理治療組課程以培養物理治療師為目標。

證照檢定考試：物理治療師證照
未來進路

 升學

參加二技考試：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參加大學插班考試：弘光科技大學、義守大學、

台中體育大學、林口體育大學等相關科系。

考取執照後，可以大學同等學力直接申請就讀

研究所。

 就業

醫院、復健中心、養護中心、特殊醫療院所等

擔任物理治療師。亦可自行開業成立物理治療所、

輔具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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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二)

復健科 -- 職能治療組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本組職能治療組課程以培養職能治療師
為目標。

證照檢定考試：職能治療師證照

未來進路

 升學
參加大學插班考試：輔仁大學或義守大

學職能治療學系或參加私立醫聯招報考

大學相關科系。

考取執照後，可以大學同等學力直接申

請就讀研究所。

 就業
醫院、復健中心、社區康復之家、養護

中心、特殊醫療院所等擔任職能治療師

亦可自行開業成立職能治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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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三)

視光學科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基礎醫學、光學類科、視光
學、配鏡學、隱形眼鏡學、雙眼視覺學
等。

證照檢定考試：驗光人員、眼鏡鏡片製
作丙級、門市服務丙級。

相關比賽或競賽：全國眼鏡設計暨製作
比賽、大視盃等。

未來進路

升學：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中台科技大學
視光系、元培醫事大學視光系、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視光系。

就業：各大眼鏡公司驗光師、眼科助理驗光
師、鏡框公司、鏡片公司、隱形眼鏡公司、
視光儀器公司、上市櫃高科技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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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四)

醫事檢驗科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課程包含通識教育、基礎醫
學、臨床生理檢查(例如腦波檢查、超音
波檢查等各項檢查)與臨床檢體檢驗以及
醫院臨床實務實習。

證照檢定考試：醫事檢驗師證照

相關比賽或競賽：全國臨床檢體檢驗技

能與知識競賽。

未來進路

升學：一般大學或科技大學之申請入學與轉

學插班考試。

就業：國內外各個公私立單位公司從事醫學

醫療相關產業工作。此外，取得醫事檢驗師

證照後，可於相關醫學醫療機構任職醫事檢

驗師工作或自行開業醫事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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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五)
職業安全衛生科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設有職業安全管理、職
業衛生管理、作業環境測定、消防設備與實驗實習等各種基礎
理論與實作技能專業課程。

證照檢定考試：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甲級職業安全
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理技術士、消防設備師\士、及物理/化學
作業環境測定技術士等相關證照。

相關比賽或競賽：全國技能設計暨製作比賽。

未來進路

升學：選擇二技、插班大學三年級
或畢業滿一年後報考研究所。

就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作業
環境測定士、消防設備士、工業安
全技師、工礦衛生技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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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六)
生命關懷事業科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因應產業界發展需求，設置有殯葬管理、商品設計、
陵園設計與管理、殯葬資訊、喪禮司儀與遺體修復與美容等殯
葬禮儀相關的各種基礎理論與實作技能專業課程。

證照檢定考試：國家禮儀師證與喪禮服務職類乙級、丙級證

相關比賽或競賽：全國技能設計暨製作比賽。

未來進路

升學：選擇插班大學三年級或報考研
究所。

就業：考取公職負責各級單位生命禮
儀主管業務，或是擔任殯葬禮儀師、
陵園設計管理師、會場規劃設計師、
殯葬資訊管理師、商品開發設計師、
遺體美容師、寵物殯葬禮儀師等等，
也能自行開設禮儀公司。



Company name15

六、各群科介紹(七)
健康美容觀光科 (餐旅)

課程內容：本科培訓醫療觀光健康產業服務人才，課程內容包含健康管理、醫學美容、健診觀
光、國際醫療客戶服務、與健康休閒等專業技能。

證照檢定考試：

1. 考試院華(外)語領隊及華(外)語導遊專門技術考試

2. 交通部觀光局華(外)語領隊及華(外)語導遊執業執照

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乙級與丙級美容師證照

4. 專業醫學會或護理學會健康管理師、醫學美容師等

5. 民間協會國際禮儀接待員、銀髮族健康休閒規劃師、國際芳療師、溫泉保養指導員等

6. 國際紅十字會急救技術證照等

7. 英、日語能力檢定

相關比賽或競賽：觀光休閒領域-行程設計競賽;美容時尚領域-美容技術競賽

未來進路：

• 升學：國內各大學觀光休閒、美容時尚、健康管理相關二
技或插大。工作三年後直接申請國內外觀光、美容、健康
管理相關碩士研究所

• 就業：醫療院所或健康管理機構擔任健康管理師或醫學美
容師溫泉會館或SPA會館擔任芳療師專業服務人員, 旅行社
專任職員或特約導遊領隊。其他觀光休閒機構專業接待解
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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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八)

餐旅管理科 (餐旅)
課程內容:中西餐廚藝、飲料調製、麵包西點烘焙、餐飲服務、旅館服務、團體
膳食製備實務、餐旅成本控制、餐廳實務經營等。

證照檢定考試: 中餐烹調、西餐烹調、飲料調製、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中
式麵食加工、餐旅服務。

相關比賽或競賽:
國際競賽：新加坡FHA廚藝挑戰賽/ 香港廚藝美食比賽
國內競賽：各政府機關與各級學校均有舉辦。

未來進路

 升學：可與各二年技術學院或大學接軌。

 就業：

(1)旅館從業人員：櫃台接待員、櫃檯訂房員、櫃
檯主任、大廳副理、服務中心服務員、服務中
心領班、服務中心副理。

(2)餐旅從業人員：餐廳服務員、餐廳領班、餐廳
副理、業務行銷專員、會展活動企劃專員。

(3)其他相關行業：高中職觀光科教師、自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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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九)
幼兒保育科 (家政)

課程內容:培育具幼兒保育理念與實用技能的幼保人員，使其在托育機構就

業時，能整合幼兒保育教育與嬰幼兒照護的能力。

證照檢定考試: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照檢定。

相關比賽或競賽:教保技藝競賽、說演故事競賽、幼兒教具製作競賽。

未來進路

升學:報考幼保科系家庭、兒福高齡、長照等相關二技或插大。

就業:幼托機構教保人員-幼兒園教保員、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嬰幼兒照護

人員、家庭保母、托嬰中心保育人員。



Company name18

六、各群科介紹(十)
行動數位商務科 (商業與管理)

課程內容:以「數位媒體應用」和「行動商務」為發展主軸，規劃完善的

課程和實作訓練，佐以考取資訊專業證照輔導課程。培養維修或數位內

容專業人才為目標。

證照檢定考試:乙/丙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硬體裝修、丙級網頁設計、A
dobe 國際證照、Music Maker 2013 、Mixcraft 6國際證照、TQC Linux 系
統管理及網路管理專業級、Autodesk 3DS Max國際證照。

相關比賽或競賽: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華陀盃網路解疑競賽、影片比賽、

數位繪圖競賽、攝影比賽。

未來進路

 升學:四技/二技數位媒體設計
系、資訊管理系、多媒體遊戲
設計系等相關科系。

 就業:手機維修及包膜工程師、
電腦維修工程師、動畫設計師、
攝影師、配樂師、數位剪輯師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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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11)

調理保健科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本科以培育專業調理保健整復師為宗旨，以結合健
康產業需求、養生保健趨勢發展而規劃整體課程。

證照檢定考試：國家整復師證照

未來進路

升學：選擇插班大學三年級或報考研
究所。

就業：畢業後可擔任調理整復師、輔
具工程師、商品開發師、資訊管理師、
照顧服務員或自行開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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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群科介紹(12)

口腔衛生科 (衛生與護理)

課程內容：本科以培育口腔衛生師，提升口腔醫療品質為宗旨，
主要專業課程包括：預防牙醫學、口腔衛生學、義齒照顧學、
牙科器械學、社區牙醫學等。

證照檢定考試：口腔衛生師

未來進路

升學：選擇插班大學三年級或報考研
究所。

就業：畢業後將在醫療院所與牙醫師
配合診療，優化醫療品質與管理行政
執行，或選擇於牙材、牙齒美容相關
產業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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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關比賽或競賽

21

「2016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榮獲一面金牌、一面銅牌及
評審特別獎

「105年度中區優良教學遴選活動」獲優良教學助理殊榮

「中區醫護類科夥伴學校實證護理能力競賽」臨床實證問題
組海報競賽-第一名

「2016第四屆韓國WICC世界發明創新競賽」榮獲金牌

「2016澳門MIIE國際創新發明展」榮獲金牌

「2016香港發明創業展」榮獲金牌及波蘭評審特別獎

「2016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全國賽」【大專社會組】冠軍

「2016研發成果網路聯合發表會作品競賽」獲頒特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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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關比賽或競賽

22

「2016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輔具競賽」第三名與佳作

「2016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健康照顧類第五名

「2016紫薇盃創意口布競賽」榮獲高中職組銀獎、佳作

「2016台灣國際盃髮藝美容睫美甲造型大賽」，季軍、
殿軍及特優

「2016年第七屆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榮登
百萬護理知識闖關競賽個人組總冠軍

「2016KICC韓國國際烹飪大賽」榮獲4面金牌

「104學年度竹北區原住民族樂舞暨族語文化教育成果聯
展」榮獲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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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關比賽或競賽

23

「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

「全國技專校院護理技術創意競賽」

「全國技專校院OSCE護理臨床能力鑑定競賽」

「佛光全國創意素食料理競賽」

「2014第三屆苗栗客家粽料理爭霸賽」

「2014幸福點心創意競賽」

「2013首屆世界粵菜廚皇精英賽」

「觀光盃全國房務鋪設服務競賽」

「全國創意國產鮮乳調飲競賽」

「第九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南洋盃」

「2013佛光全國創意素食料理競賽」

「2013第二屆苗栗客家粽料理爭霸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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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團活動(一)
本校社團種類眾多，共分為五大類，六十餘個社團：
 學會性：學生自治會、各科科學會、畢聯會等。

 運動性：學生儀隊、熱舞社、跆拳道社、桌球社、羽球社、籃球社、武

術研究社等社團。

 服務性：山野童軍團、春暉社、生命志工服務社、社區服務隊、親善大

使團、原住民青年服務社……等社團。

 康樂性：熱門音樂社、炫音吉他社、廣播DJ社、動漫音樂社…等社團。

 學藝性：藝術音樂社、烹飪社、藝文欣賞社、柏克萊急救保健社、烘焙

社…等社團。



Company name

八、社團活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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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保科科學會、山野童軍團－

96年至103年辦理帶動中小學
社團活動。

 親善大使團、山野童軍團－10
2-103年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
評鑑暨觀摩活動—榮獲全國社
團評鑑績優獎。

 學生儀隊－102學年度參加桃
儀盃比賽，榮獲第五名佳績。

 學生儀隊隊長許雅媛榮獲「全

國優秀青年」殊榮。

 原住民青年服務社－『部落務
語』10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社團原住民族部落服務成果競
賽佳作，全國唯一獲選專科學
校。

社團經營成效卓著，重要得獎紀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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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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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開學、迎新活動

10月迎新活動、社團博覽會

11月烤肉活動、校慶、熱音成果發表

12月社團成果展、耶誕活動

01月臘八送暖活動

02月寒假、開學、儀隊苗栗踩街

03月音樂會、路跑活動

04月騎單車活動、烤肉活動

05月熱舞成果發表、社團幹訓活動

06月畢業典禮

07月暑假

08月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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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收費標準(註冊費)

五專前三年：免學費，雜費約6,190~9,320元

五專四、五年級：學雜費約33,363~37,203元。

科別 年級 學費 雜費 保險費
電腦資源
使用費

總計

護理科(實習) 5 26163 7888 330 0 34381

復健科(實習) 5 26163 7888 330 0 34381

醫事檢驗科(實習) 5 26163 7888 330 0 34381

幼兒保育科 5 27366 7380 330 850 35926

餐旅管理科(實習) 5 27366 5904 330 0 33600

視光學科(實習) 5 26163 7888 330 0 34381

健康美容觀光科 5 26163 9860 330 850 37203

職業安全衛生科 5 26163 9860 330 850 37203

行動數位商務科 5 25163 7020 330 850 3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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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獎助學金或相關補助

校內獎助學金：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校內競賽獎學金、證
照獎學金、生活學習工讀助學金、急難救助金、後龍子弟獎
學金……等。

校外獎學金：行政院原住民獎學金、教育部學產基金、各縣
市政府清寒獎助學金……等。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本校在籍之五專四、五年級/在職
專班學生皆可辦理。



Company name29

十二、住宿
五專新生：優先安排住宿。

在學期間：依個人意願登記申請住宿。

低收入戶：可享全額免費住宿。

女生宿舍：五棟，皆設有獨立冷氣房間。

男生宿舍：四棟，皆設有獨立冷氣房間。

床 位：共2,679床位（男生591，女生2,088）。

設備新穎：衛浴、冰箱、電話、光纖寬頻網路俱全。

（網路由中華電信專案辦理，費用自付。）

冷氣費用：宿舍冷氣採使用者自行付費原則。

住宿管理：安排專任舍監，管理與維護學生安全。

各宿舍收費如下：

宿舍名稱 每間人數 金額

女生宿舍
桂園、梅園、芳園

佳園、新園
5-6人

9,500~15,000

男生宿舍 松園、竹園、蘭園、戊宿 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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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學生用餐

校內設有美食街 (麵類、飯食等)、飲茶專
賣店、萊爾富便利商店等，依個人喜好享
用餐點。



Company name31

十四、制服

校服—週一至週四

實驗服—專業課程

運動服—體育課

實習服—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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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課後輔導

夜間專業課程輔導:
對象：畢業生。

課程：本校開設國考科目複習之夜間課輔班。

目標：為輔導學生畢業後順利考取國家級專業證照，

如：護理師、醫事檢驗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等。

夜間輔導:
對象：五專各科學生依個人需求參加。

科目：開設人文與通識及專業輔導課程

目標：兼顧品德與專業養成教育。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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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五專

仁德醫專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