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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二技、日間部研究所、 在職班研究所

時尚造型設計組：日四技、進四技

時尚表演藝術組：日四技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室內設計組：日四技、進四技

營建科技組：日四技(產學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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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簡介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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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造型設計組:日四技、進四技
時尚表演藝術組:日四技

室內設計組:日四技、進四技
營建科技組:日四技(產學訓專班)
日間部研究所

陳錦江院長 妝品系 林麗惠教授

室設系  留仁義主任

林明惠副院長

在 職 班 研 究 所

系所與學制

本 院 團 隊

商設系 盧建光副教授 時尚系 蔡春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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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 Civil  Engineering

生活應用創意設計研發中心

時尚造型設計組
時尚表演藝術組

國際競賽人才培育中心

設計與實務並濟，培育專業證照最佳管道設計與實務並濟，培育專業證照最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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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美體芳療教室

藝術美甲眉睫半永久妝創業教室

時尚工藝(服裝、配飾、包袋)設計教室

專業形象設計教室

時尚藝術美髮專業教室

時尚設計電腦教室

時尚演藝微劇場

時尚伸展台走秀多功能教室

影音錄製暨流行樂團教室

歌唱暨音樂練習教室

成音配樂暨圖案藝術設計教室

舞蹈教室(一)(二)

音樂練習室

金工暨珠寶設計工坊

流行服飾設計工坊

室內裝修教室 

室內裝修展示室 

測量儀器室 

室內設計產學工坊 

建築製圖教室 

專業電腦教室 

專業室內乙級配線教室 

專業工業配線丙級教室

專業木作實習教室

專業雷射雕刻教室

專業油漆塗裝教室

工程測量乙丙級教室（檢定場所）

建築製圖手繪檢定教室（檢定場所）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教室（丙級檢定場所）

景觀乙丙級教室（檢定場所）

TQC SketchUp 教室（檢定場所）



2012新一代設計展

2020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銀牌獎

2019亞洲盃時尚造型設計競賽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HAKKA INSTYLE 時尚發表會

妝品系2020全國北區技能競賽美容類第三名

醫美中心成立大會，合作醫院院長

2019第31屆IBH國際美容美髮競賽, 韓國首爾，榮獲3項冠軍

萬能商設師生榮獲時報金犢獎1銀4入圍

德國紅點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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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泰國曼谷國際美容美髮大賽新娘化妝社會組金牌

2018泰國曼谷美容美髮大賽梁力云新娘化妝學生組銀牌

第15界技職之光時尚系劉怡伶同學

商設系葉金燦師生榮獲莫斯科MIFA美國IPA國際攝

影競賽1金1銀2銅2佳作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2020優選. 入選

校外實習MOU廠商媒合說明會

2019HBC國際盃3金1銀1銅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大四同學許琇惠，考取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與建築物室內設計

裝修工程乙級可開業雙證照。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陳献恩同學以「疫後重生-全齡健康複合式住宅空間設計」獲得

評選青睞優選榮獲「最佳模型獎」!

2021美國MUSE Design Awards由本系彭若雯老師與室設四甲洪嘉祐同學共同參賽，

作品《遊艇光波 Sailing Beyond the Horizon》從全球50多個國家/地區的參賽作品

中脫穎而出，榮獲概念設計類室內設計項目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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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 / 技優甄選、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單獨招生
進修部 / 單獨招生

專業教學設備與實習場所包含設計教室、繪畫教室、MAC電腦教室、PC電腦教室、攝影棚、虛擬攝影棚、陶藝教室、模型工
房、文化創意教室、創意教學工房、視聽教室。實習廠商包含南緯實業集團、綠合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序邦設計有限公司、藍
本設計顧問公司、綺天開發事業有限公司、執子花婚紗工作室、次立方設計公司、藍姆設計有限公司、怡凌股份有限公司。

副 教 授盧 建 光



2019泰國曼谷國際美容美髮大賽新娘化妝社會組金牌

2018泰國曼谷美容美髮大賽梁力云新娘化妝學生組銀牌

第15界技職之光時尚系劉怡伶同學

商設系葉金燦師生榮獲莫斯科MIFA美國IPA國際攝

影競賽1金1銀2銅2佳作

商設品牌包裝達人-隋馥年講師隋馥年老師於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研究所畢業，在設計產業已有10
幾年的經歷，專長為視覺傳達設計、品牌企畫、包裝設計、文化創
意設計，在商設主要教學科目包含專業領域設計課程以及設計創業
實務課程、專題設計、設計競賽等。隋老師教學生動有趣、多元化
、實務化的上課方式，培養學生專業與實務之能力，提昇學生上課
的興趣，更大幅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榮譽感。隋老師指導學生全
國包裝設計競賽，三百多件作品中，得到前兩名，榮獲最高榮譽，
金牌及優選！隋老師說以讓學生實務操作練習及比賽提早接觸職場
，訓練專業、獨立思考是有助於學生未來畢業馬上跟業界接軌。
[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讓世界變不一樣。細膩思考大膽創新，達到
卓越的設計品質，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給未來的設計師們。

商設原創IP推手-林昱廷助理教授林昱廷老師推行原生創作，保持年輕與創意！從業十餘年，各項創
意工作的經驗豐富，並成立自己的公司行號：「草米菓創意事業有
限公司」是包含原創圖像創作與商業協力開發製作的製作單位。林
老師2006年從平面設計起家，曾於2008年年為高雄燈會『金鼠迎世
運』主筆主燈設計，同時在業界任職多項創意工作，包括了耳熟能
詳的霹靂布袋戲周邊商品設計、霹靂公仔設定開發、金光布袋戲公
仔系列開發、與知名IP授權商品合作開發，如啾啾妹、狗與鹿、尖端
出版社旗下動漫、宅男打籃球初期合作..等，之後林老師又建立了自
己的『馬奇宇宙 / MAKI’S UNIVERSE 』為名的粉專平台，預備打造
更更多的原創IP，像是《飛兒行星》角色故事、《創神王》漫畫創作
，實體店面實驗：《流氓老母麵食店》，以及Mx Luggage 《Mx.樂
嗑嘴》設計師玩具創作...等計畫。林老師在業界的服務項目還有活動
攝影、校園MV拍攝製作、活動展覽專案、少量商品製作、公仔設計
，原創貼圖、動畫、以及正在支持推展原創創作的藝術家授權經紀
與自有品牌做準備。

商設影像達人-洪志傑助理教授



八閩杯晉江岸大學生設計營競賽 2等獎杯

商設系師生榮獲日本東京TIFA 國際攝影大賽銅牌

商設系師生榮獲新一代設計展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商設系師生榮獲新一代設計展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

萬能商設洪志傑陳珆君鄭亞欣葉孟萍黃可馨劉承宗師生榮獲

日本東京國際攝影大賽 1金 1銀 1銅 2優選

萬能商設葉孟萍榮獲《晉江杯兩岸大學生設計營》二等獎

劉承宗、陳珆君同學獲獎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 #優選 #入選

劉承宗、陳珆君同學獲獎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 #優選 #入選



商設系影音狂人-唐祥程講師

商設藝術彩繪達人-劉勝雄副教授萬能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劉勝雄老師，紐約州立大學藝術研究所
畢，曾獲國內外多項獎項，包括全國青年美術創作油畫金牌獎、全
國書畫創作水彩第一名、日本東京新表現美術協會認定展、日本東
京ANEB 推薦展、以及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期會公募展等等。
並在國內外展出30餘次：美國文化中心「本質的再探」個展、台北
市立美術館「新天新地」個展、台中國立美術館「面對人間」個展
、國立中正藝廊展出、日本東京國立新新美術館以及紐約州立大學
藝術館展出等等。
四十多年的創作經驗與三十餘年教學，在創作與教學的過程裡，深
切體會為人師的社會責任與信念，更深深覺得設計教育與美感需落
實於生活的懇切性，所以也經常帶領同學參加各類競賽，以提升設
計創作的能。

商設熱血教師 樂分享達人－鄒永勝講師鄒永勝老師一路從台中商專商業設計科、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
交通大學應用應用藝術研究所視覺傳達設計碩士，學歷百分百接地
氣，設計本科、本科設計。任職萬能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迄今已超
過20年。目前持續擔任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印前製程」職類術科
監評委員已10年。在教學上求新善變、熱血分享是其特色，「玩中
學」是他的教學理念，課堂上氣氛總是歡愉熱烈，學生常被耍得團
團轉，下課後表情若有所得。鄒老師的教學部落格「鄒永勝開始用
部落格」累積瀏覽人數已經超過135,300人次，YOUTUBE頻道分享
20支關於印前製程乙丙級技術士檢定教學影片，全部點閱次數達
127,700次，有網友留言一定馬上回覆，頗受應檢人、高中生關
注。個人創作方面有兩個第一名：陽明山國家公園海報設計競賽和
綠色設計海報設計競賽；第二名獎項有新一代包裝設計、力嘉杯兩
岸四地創意包裝設計大賽。

商設文創達人-盧建光副教授
當你走訪鶯歌老街時，是否有股衝動要試一下拉坯，是否被陶藝
作品詮釋的故事而感動? 當你參訪三峽老街藍染節，看著滿街的藍
布衫，是否也想要製作一件獨一無二的自己作品? 盧老師所負責的
創意工房可讓你的感動化成實際行動，讓你的夢想成真！
盧老師出身英國里茲大學染色博士，學養深厚，跨足人文範疇，擅
長陶藝、影片技術、植物染…等領域。盧老師本著「人文、設計、
關懷」精神，不斷學習，不斷挑戰，帶領著學生「做中學」，將所
學的設計專長依各地偏鄉需求，融入在偏鄉服務上。如：桃園市龜
山區福源國小陶板牆製作、桃園市大園區竹圍國小「幸福在飛翔的
城市」微電影拍攝、桃園市復興區溪口部落羅馬公路旁「枕頭山抗
日事件」彩繪圍牆，以及最近花蓮縣瑞穗舞鶴的咖啡牛奶植物染，
更是將當地特色融入文創的最佳案例。
盧老師不斷的提醒學生，讓作品說故事，讓故事觸動人心。由於在
商設系有規劃完整的美感與設計訓練配套課程，歷屆學生在盧老師
指導之下在陶藝作品上獲得多項設計專利，陶藝文創商品及偶動畫
製作與拍片畢業專題方面也屢獲佳績。



MAC



藍鏡頭影視工作室
吳悠同學

吳悠同學畢業於宜蘭高商商業經營科，本來沒有要繼續升學的意
願，後來覺得至少還是要有大學文憑後來選擇萬能科大商業設計系
就讀，大一開始專心學習拍片也順利的第一次參加學校比賽取得不
錯的成績，經過老師與爸爸的多次實習與磨練後，大二成立了藍鏡
頭影視工作室，開始獨立接案，一開始是和家裡傳播公司開始互相
配合，到後面很幸運的桃園/台北公司有商業合作上邀請，讓我很
早可以跟業界接觸，獲得很多經驗和錢。
畢業後的近況，踏入社會後 藍鏡頭更名為悠秀影像重新出發 跑遍
北中南接案子，除了一般企業外，也與政府單位合作，最近的影片
標案有幸能夠在15家廠商競爭中脫穎而出，標案除了一開始的構思
提案，現場報告，後期製作，與客戶溝通並修改調整影片內容，這
些都是在學校不會接觸的，但是設計系學生畢業後如果去公司上
班，自行創業都會遇到這些問題，是你要去學著解決的，所以在大
三開始接觸專題時要好好去準備/規劃 踏入職場有很多工作內容與
專題制作有很大的相關，包括你的創意/計劃提案/分工合作/進度掌
握/都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希望大家在在學時能把握機會，因為在
學校還可以失敗了重來，職場不行，非常的現實，加油，共勉之。

輿恩有限公司
陳珆君同學

陳珆君同學畢業於至復興商工-美工科，因為想延續對設計的熱情
與學習，畢業後決定選擇萬能科大商業設計系就讀。大二下廣告設
計的期末作業，因為做一張創意概念海報，經過任課老師細心的建
議及多次的修改，幸運的獲得時報廣告金犢獎的第二名。在大三上
商業攝影的期中作業，要拍攝一系列的創意商品攝影，在與老師討
論與修改下，分別拿下東京國際攝影競賽學生金獎，以及入圍全國
學生攝影比賽。在大三下學期的暑假，在經過老師的推薦後，進入
了輿恩有限公司實習，從中開始磨練自己的技藝和實戰能力。
在輿恩有限公司不但要精進基本技能與創意，更要學習如何與客戶
溝通應對，在溝通的時候能即刻抓住他們的喜好與訴求，更需在有
限的時間內完成案子，給主管與客戶審核修正，這些都使我將校內
所學到的技能有效的加以提升。在兩個月實習完後累積了不少經
驗。陳同學說：「設計是需要熱情與細心兼併，才能做出最棒的設
計。」也希望能夠在畢業之前，將我所學的為商設系盡一份力。

大霹靂國際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許少凡同學

許少凡同學，畢業於至善高中商用資訊科，因夢想築夢前往五年的
軍旅生涯，在退伍前夕與高中老師「顏景弘」討論後選擇商業設計
系數媒組就讀，也很高興的築下一個夢想讓興趣延伸增廣。大一下
學期時榮獲「2017時報金犢獎」入圍獎-〈七夕〉，大三下時榮獲系
際盃籃球賽第三名，經過盧建光班導、洪睿杰老師、林昱廷老師的
多次建議及修改在大四下時榮獲「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入圍獎、
複審獎〈台南天后宮-玉皇之煉〉。在大學畢業前夕多次與林昱廷老
師討論未來得職場生涯規劃，也順利的進入朝夢想中的「大霹靂國
際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邁進。
在大霹靂國際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不但是把布袋戲文化與
商品結合，也要多觀察市場上動態及現在的行銷手法，雖然剛進公
司沒多久學習的地方還很多，但一步步地完成自我夢想是很有成就
的雖然途中一定會有失敗但都是經驗的累積。設計可能是流程改
善、或是更好的溝通方式。



日間部 / 高中申請入學、技優甄選、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單獨招生
進修部 / 單獨招生

教 授



國手級美容彩妝神手
沈雅如講師

萬能科大最年輕的教師沈雅如，年僅26歲卻已是造型國手，更榮
獲APHCA亞洲太平洋髮型化妝大賽晚宴組冠軍，不僅國際競賽成績
斐然，帶隊比賽也多有斬獲，平時教學以創意素材為主，是學生間
備受好評的「大姊姊」老師。
在造型領域中，不僅是彩妝神手，人體彩繪、飾品配件設計還是設
計圖創作，通通難不倒她，光國內競賽就拿了6個冠軍、2個季軍，
即便參加國際競賽，也時常名列前茅，還曾在享譽國際的APHCA亞
洲太平洋髮型彩妝大賽中，獲得美容全場總冠軍、創意晚宴化妝冠
軍的殊榮。
技藝超群的沈雅如，畢業後投入技術培訓及高中教職，由於出身技
職體系，總能以獨特見解，為學生提出的問題對症下藥。教學上注
重創意發想，還曾有學生特地為了她就讀萬能科大，讓她驚喜萬
分。她期許自己，未來應成為學生的照路燈，從旁輔導他們專業技
術與興趣所在，往有目標的人生旅途邁進。

化妝品配方設計達人-李佳晉副教授

林佩珊講師



10.

2019國際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2017台北國際發明展得獎作品

2020全國北區技能競賽沈雅茹老師與

尤緗甯選手

2020 創意妝品生活美學

2020妝點美麗新人生

2019年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

2020中華奧林匹克盃1金1銀1銅

醫美中心成立大會，合作醫院院長

辦理2020校外實習媒合會

2020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金牌教授帶

出優秀藝能選手獲獎

活 動 成 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美容美體實務與芳香療法專家
王蘭芝助理教授

Aromatherapy起源於古埃及，近代盛行於歐洲，是指藉由芳香植
物所萃取出的精油做為媒介，並以按摩、泡澡、薰香等方式經由呼
吸道或皮膚吸收進入體內，來達到舒緩精神壓力與增進身體健康的
一種自然療法。王蘭芝老師畢業於萬能科大妝品系、經管所，曾經
擁有一家美容 SPA養生館且身兼負責人一職。蘭芝老師從事現場美
容美體實務、芳療、彩妝、美甲彩繪、專櫃銷售等工作具產業實務
二十多年的經歷，有深厚的理論與實務技術。由於美容美體實務、
芳香療法有著龐大的人才需求，有鑑於此，在職與教學期間，不斷
的參加廠商的商品及進階教育課程訓練，並參加國家乙、丙級相關
領域與跨領域多種證照的考試，深入了解整個產業的新趨勢及新脈
動，以嘉惠學子。具備產業實務經驗的蘭芝老師秉持教學熱忱，總
是用心的規劃課程，致力於創新的教學方法，總讓學生耳目一新，
專業的個人形象，身受萬能莘莘學子的喜愛！想成為美容美體、芳
療領域的達人嗎? 你一定要來認識萬能妝品系氣質美女蘭芝老師，
同時，屢屢獲獎的萬能妝品系也是你最佳的選擇!

創意競賽培訓專家-黃文招講師具有美髮美容業界實務經驗並且擔任勞動部美容、美髮乙丙級檢
定審查人員超過二十五年。近年來致力於將各項產業(美容，美髮，
彩妝，美甲，美睫，半永久化妝術)需求融入教學，讓學生發揮技職
教育做中學、學中做的精隨。所指導的學生不僅獲得國內外美容美
髮大賽的優異成績，更讓所指導的學生畢業前獲得美容、美髮相關
企業的青睞，達成畢業即就業的無縫接軌的良好技職教育典範。並
且常利用課餘時間指導學生美容、美髮乙、丙級證照考試訓練。在
時而嚴肅，時而輕鬆的靈活教學方法下，將自身的十八般技藝無私
地傳授給學生。
教師自身獲獎紀錄:
2019第11屆美國MNS越南國際菁英盃
  ◎時尚美睫-金牌
  ◎時尚半永久化妝術（眉）-金牌.
  ◎時尚新娘髮型-金牌

香氛品創作達人-邱文慧副教授亞太地區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化妝品市場，而化妝品業更是最不受景
氣影響的產業。在日常生活中舉凡洗髮精、洗面乳、沐浴乳、牙膏
、化妝水、乳液、面膜、口紅….等，都屬於化妝品。這些每天與我
們接觸的化妝品到底添加什麼原料？如何製造？是否安全符合法規? 
都是進入妝品系後學習的重點。邱文慧老師致力於化妝品研究開發
超過20 年，進入妝品系將為追求美麗的您解答以上疑惑。多年來，
邱文慧老師在乳化產品、植物萃取液應用、香氛化妝品及創意美學
手工皂之商品研究開發，培育許多優秀學生，並在各項國際競賽及
學術論文競賽中，多次榮獲冠軍佳績。畢業學生除了順利進入研究
所，也陸續成為化妝品產業優秀之研發人才。未來妝品系將繼續培
育具創意美學之化妝品科技研發人才，讓您隨時掌握化妝品產業發
展脈動與流行趨勢。想成為兼具美麗與智慧的化妝品達人嗎?妝品系
是您獨一無二的最佳選擇。



專業產品研究實驗室更改為生技化妝品實驗室



東森自然美實習
何家艶同學

何家艶高職就讀宜蘭縣頭城家商美容科，109年畢業於萬能科技
大學妝品系。會選擇萬能科大妝品系，是因為系上的課程規劃相當
完善，最吸引我的是大四下的校外實習，因為家裡經濟不是很寬
裕，所以我很珍惜能就讀大學的機會。就學期間依照自己的計畫，
大一下考取電腦及化學丙級證照，大二下取得美容乙級證照，大四
上經由麗惠主任的認真輔導及自己的努力，考取的化學乙級證照，
雖然犧牲了許多玩樂的時間，但我相信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大四修習系上開設的校外實習課程，很幸運地獲得到東森自然美
實習的機會。個人在實習期間認真積極的學習態度深獲店長之肯
定，因此實習結束後，能持續工讀至畢業，而目前已經成為正式員
工。在校外實習期間，從現場櫃檯接待、電話禮儀、環境介紹做
起，培養服務業的基本態度，更從現場學姐以及店長身上學習到許
多專業知識，最重要的是感受到店內愉悅的上班氣氛，讓我堅定實
習結束後，一定要續留下來的決心，也期望未來能將學校所學的相
關知識技能與公司的實務相結合，成為一個可以讓店長、主管及同
事信任的好員工。

國際發明展競賽獲獎
柯姿伃同學

柯姿伃109年畢業於萬能科大妝品系，來自彰化正德高級中學普
通科，高三時經由班導師的推薦利用申請入學方式進入萬能妝品
系，就學期間依循系上安排的課程及老師的輔導，順利考取美容
乙、丙級及化學丙級等相關證照﹐班上跟我一樣來自普通高中的同
學，也都能考取考取這些證照，事實證明當初選擇萬能科大妝品系
是正確的，至少畢業後能有一技之長。
    大學四年期間參加許多藝術類及化妝品調製比賽，均有不錯的成
績，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四上學期時，專題指導老師推薦我參
加2019 KIEDE高雄國際發明展，此發明展是全台目前唯一全程使用
英語的發明型展覽，參賽者將近400人，來自世界各地。藉由這次
的高雄發明展讓我見識到，來自不同國家所發明的參賽作品，參賽
者從國小的小朋友、大學生及社會人士都有，每組參賽作品都相當
有創意，有日常生活用品、食品、化妝品成分、包材，及為年長者
發明的穿衣機器…等等。本次競賽很開心能得到評審的青睞，獲得
金牌獎，但收穫最多的是，觀摩各式各樣的參賽作品，豐富了自己
的想像力與創作力。這次的比賽，讓我體會到用英文面對國外評審
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也因為有這些國外評審與參賽者，讓自己有機
會練習膽識與英文，甚至學習使用各種方法與外國人溝通。整體而
言，這次比賽讓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收穫滿滿，也為大學生
活留下一個美好回憶。

國際化妝品品牌Sisley實習生
陳俞凱同學

來自桃園市啟英高中時尚科的陳俞凱，109年順利畢業於萬能科
技大學妝品系。由於家住桃園市，因此選擇離家近的萬能科大妝品
系就讀，雖然班上只有兩位男生，卻不影響我的學習態度。就學期
間，擔任過班代、副班代都幹部，也考取的化學丙級證照。個人在
大四的專題競賽得到第一名，很感謝陳啟武老師的教導，讓我在專
題課程中學到很多寶貴的專業知識，這些訓練對於我在校外實習時
有很大的助益。
    由於個人在大一到大四上學期的優異表現，在大四下的校外實
習，才有機會進入國際知名化妝品品牌Sisley擔任實習生。實習這
段時間，公司裡的專業講師，教導許多關於化妝品成分、功能及行
銷的相關知識，讓我最有收穫的是，有機會能直接面對消費者，將
所學知識與技能進行實務演練，也很慶幸自己在學校所學的皮膚生
理學與化妝品原料學，使我更清楚每個保養品的成分、功效及注意
事項，讓我在行銷產品時，更能展現出專業度，也能藉由話術找到
客人的『痛點』，推薦適合客人需要的產品。每一位客人都讓我能
學習到不同的應對方式，每一筆的成交也帶給我更多的成就感。但
由於兵役的問題，無法繼續留任，甚感可惜，但相信實習這段期間
的扎實訓練與學習，退伍後個人有把握能快速找到適合自己的工
作。



　　強化與國際時尚接軌，以時尚為基礎、藝術為動力、創新為導向，理論與實務並進。掌握國內外時尚造型發展的動
向，整合最新時尚流行產業與創作設計整體性為主，積極培育以美學設計為基礎之時尚設計創作人才。規劃多元式專業課
程，以時尚產業界最流行的美甲、美睫、半永久式化妝、新娘秘書、時尚包袋、服裝造型設計、整體造型設計、時尚流行
髮型設計、化妝品設計研發、行銷管理等課程，提升學生在時尚創新產業的專業素養，讓學生除了技術好之外行銷能力更
佳，開拓學生多元的就業能力，強化市場競爭力，目前已與相關時尚業建立良好之互動關係並落實於產學合作。

時尚設計為本與國際時尚接軌，著重創作與美感設計，課程規劃多元式設計，理論與實作並重，重視學生實作教學，實習
課程多，並且安排學生於大四全學年實習，利於未來就業；結合時尚商務管理職能，培育具時尚美學及行銷之專業人才；
邀請業界專業知名師資，產學合作與就業領航。

勞動部美容乙、丙級證照；勞動部美髮乙、丙級證照；勞動部男子理髮 乙丙級證照；勞動部美甲證照；勞動部紋繡證照；
芳香療法應用師乙級證照；時尚品牌行銷企劃師乙級證照；時尚活動展覽企劃師乙級證照；美容微型創業諮詢師乙級證
照；時尚生活美學設計師乙級證照；新娘秘書造型設計師乙級證照；時尚婚禮企劃師乙級證照；婚禮宴會主持人乙級證
照；婚禮宴會場地佈置規劃師 乙級；APTF亞太頭皮管理師。

專業形象設計教室、創新整體造型教室、視覺藝術彩妝教室、時尚美體芳療教室、考場級護膚教室、藝術美髮教室、藝術
美甲眉睫半永久妝創業教室、時尚配飾包袋鞋設計教室、競賽選手專技培訓室、時尚服飾設計工坊、珠寶金工設計工坊、
時尚展演教室、化妝品調製實驗室。

勞動部美容乙、丙級，美髮乙、丙級檢定場所、男子理髮乙丙級考場、紋繡考場、美甲考場、美容美髮全國技能競賽考
場、頭皮管理考照中心。

專業新娘秘書設計師、時尚整體造型師、專業彩妝師、手足美甲保養繪製設計師、美睫及半永久妝紋繡師、美容師、美髮
造型設計師、頭皮管理師、芳香SPA應用師、時尚服裝設計師、金工珠寶設計師、鞋靴包袋設計師、整體造型教育訓練講
師、時尚工藝配件創意設計師、時尚服務業行銷與管理人員、時尚創意設計品銷售人員、時尚品牌行銷師、美容沙龍經營
者、時尚服務業行銷與管理人員、髮妝品教育訓練講師、化妝品原料研發及行銷人員、美髮服務業行銷專員。

日間部 / 高中申請入學、技優甄選、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單獨招生 
進修部 / 單獨招生

教 授時尚造型設計組



時尚造型設計組�/專 業 師 資

【技職之光】金牌教練-林明惠 副教授你想成為高手嗎，歡迎來接受加入萬能科大時尚造型設計系!
林明惠老師在傳承技術且培養產業人才，奉獻所有時間，在這幾年間，
全心盡力的指導學生參加國內外際競賽總計共獲獎341個獎項。如下：
國際競賽：共獲得64面金牌、44面銀牌、31面銅牌。國內競賽：共獲得
30面金牌、29面銀牌、27面銅牌、36面佳作。
其中最值得驕傲的是培養出第八屆與第十一屆的盛博揚、徐邱翊兩位技
職體系殊榮的技職之光。除此之外，明惠老師除了努力作育英才外，
2018年榮獲全球OMC協會最高榮譽卓越成就獎、2013年奪得教育部技
職教育的最高榮耀「奧斯卡獎」美譽的競賽卓越獎教師組第九屆技職之
光。
明惠老師獲得教育部技職教育的最高榮耀後，仍然不斷的精進自己的專
業能力，除擁有美容及婚禮企劃和國際教練等數十張證照外，也研發取
得多項新型專利。不斷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勤加練習使技術更加精進，
也運用自己的產業界人脈提供實習就業機會。
教學的方式是採用啟發式創意教學，在學生眼中明惠老師是個魔術師，
要什麼有什麼的老師，和同學的相處方式像朋友與家人般的相處模式，
經由討論達到共識，總是給學生最大的鼓勵與協助；遇到瓶頸時採觀賞
一部好電影或去欣賞別人的作品讓自己放鬆一下，讓學習變成一件開心
快樂的事。能突破傳統的教學方式，使同學們能讓臺灣在國際競賽上發
光發熱。
從事彩妝教學已有數十年的經驗，累積三十年的實務專長，常以最高的
標準要求自己與選手，從筆觸線條的勾勒，顏色的暈染都必須一練再
練，觀察每個學生的特質，針對不同的學生做不同的教學方式，讓每位
學生都能做出最好的作品。每一次帶學生參賽，都把它當作是自己在比
賽，不斷挑戰新的造型。當學生站在台上領獎時，剎那間一切的辛苦都
是值得的。

時尚造型設計培育達人-范姜慧珍 副教授榮獲專業美容世界雜誌2020台灣美業百佳講師的范姜老師自17歲起開
始學習美容美髮，從洗頭小妹成為大學教授，在美容美髮業界累積34年
資歷與實務經驗，開設美容美體學苑20多年身經百戰，在技術上及美容
美髮服務業經營管理方面經驗非常豐富。專長為美容護膚、美體、紋
繡、整體造型設計、新娘秘書、芳香療法、創意彩妝、飾品配件設計、
人體彩繪、美甲、美容乙、丙級培訓及國際競賽選手培訓等相關美學教
學的工作，擔任勞動部及全國各項技藝競賽評審，對教學工作有高度熱
忱與耐心，教學採多元知識性及專業技能實作，常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比
賽，藉此累積經驗有助於日後可讓學生在專業技術上有更好的發展。
目前最夯的半永久化妝、美睫、3D仿真蘊點(頭皮紋繡)、韓式孕睫都是
范姜老師的特色教學，一直以來都以應材施教的方式教學，使每位學生
都能真正學到技術，唯有這個方法才能讓學生學習到能謀生創業的專業
技術，為了讓學生能夠學習到最新時尚流行的專業技術，到目前為止老
師本身仍不斷學習新技術充實自我，也參加國外競賽，於2017年參加韓
國美容美髮專業競賽榮獲三項金牌，並榮獲桃園市長鄭文燦在市政府表
揚。范姜老師來自業界與產業界有密切的鏈結合作關係，對學生未來就
業有很大的幫助，讓學生學習到與業界相同的實務技能是老師一直以來
的堅持，常看到畢業後的學生都能有一份好工作更是她最大成就。

競賽與證照培訓達人-陳育睿 副教授陳育睿老師30多年的產業實務經驗，專長為美髮、彩妝、造型、專業
證照、活動主持培訓，曾榮獲第10屆教育部技職之光及2014年亞洲美業
金紫荊時尚風尚人物大獎，並指導學生獲得第13屆及第15屆技職之光，
在時尚產業中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亦曾擔任業餘模特兒10餘年，更多
次受邀擔任國際型髮型秀藝術總監及秀導，且有豐富的主持經驗，包含
了國內外競賽、時尚秀、歌唱比賽、公益演唱會……等等著實地將時尚與
表演藝術完整的結合，創造全方位人才培訓的概念，不用很厲害才開
始，要開始了才能讓自己變得更優秀，築夢踏實，朝夢想起飛，多元的
實務產業體驗提升你的專業技能與人脈，讓你輕鬆地與未來就業接軌。



2021歌唱培訓實務錄音室肢體與鏡頭動作課程

2021家事技藝競賽金手獎研習

2021家事技藝季賽金手獎研習營

2021拍攝網路時尚節目「小紅不衣young」

萬能科大時尚系6比4獲勝 

2021新娘秘書認證考照現場

2021全員通過新娘秘書技能認證合格師

2021國際美容化妝品展」以¨傲慢¨為主題發表作品

2021國際美容化妝品展」以¨傲慢¨為主題發表作品

2021萬能科大時尚系造型團隊與星光美聲小胖林育羣合影

劉一勳老師(右一)帶著學生蕭雅芸(左一)支援文華酒店服裝秀活動造型

2021家事技藝競賽美髮組研習

陳育睿老師(右三)帶領學生參與2021桃園市政府活動走秀

活 動 成 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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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時尚服裝人才培育達人-林禎唯講師林禎唯老師大學服裝系畢業後成立個人服飾品牌期間進修應
用設計研究所，其設計受到各方喜愛，中國大陸、日本、美國
都有其客戶，擅長將傳統文化轉換成時尚服飾，將在地文化推
廣至全球。希望培育台灣更多對服裝設計有興趣的服裝設計人
才，而投入教育界，教授服裝設計、服裝版型設計、服裝構成
製作、立體打版與文創設計、經營等課程，並擔任勞動力發展
署職前訓練「數位印花與服裝設計專班」之教師，顯示其在教
學的專業性與熱誠都受到肯定。

時尚整體造型與新娘秘書培育達人-劉一勳助理教授劉一勳老師擁有美容、美髮、女裝三乙級的全方位老師，有
著近二十年業界的經驗與自我精進的進修，跨足創意彩妝、商
業彩妝、新娘秘書及整體造型領域等等；抱持著「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教育學生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憑藉本身在業
界累積的實務經驗，為學生培養創新思維、堅實的技能與專業
的知識，並建立正確價值觀念，希冀為學校培養出優秀的學
生，為產業界培育出更多技藝超群的人才。更盡其所能使用其
在業界累積出來的人脈協助學生快速地進入職場；看著學生成
長茁壯甚至超越本身都是一件感到欣慰的人生樂事。

 金工技藝達人-李敏惠助理教授金屬藝術創作者、珠寶/產品設計師與相關課程講師,以金屬或
結合複合媒材為主要創作方式。
以台灣桃園為主要創作基地，但不設限發展空間與領域。
研究/發展領域：
●金屬藝術與創作：珠寶飾品設計與製作、器物、金屬藝術創

作、金工教學。
●複合媒材創作與商品設計：3D列印、木/竹/寶玉石雕刻與研

磨、竹編、藍染、漆藝、皮件等。
●文創產業：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國際化發展、國際文創

發展趨勢、文創商品設計。
●創業：夢想具體化與實踐、品牌建立/經營、提案計畫撰寫、

創作設計專案管理。

時尚造型設計組�/專 業 師 資



109全國家事技藝競賽-美顏組-夏令營大合照

109時尚魔法體驗營

2019全國反毒街舞大賽

109全國家事技藝競賽-美顏組-夏令營-學生實作

2019 VNU決戰伸展台.明日之星選拔賽

2020APTF亞太頭皮管理師認證考照輔導

2020美髮夏令營協助學生備戰家事技藝競賽1

ICB國際職能認證109年度美睫.半用久考照輔導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HAKKA INSTYLE 時尚發表會

活 動 成 果



劉怡伶-技職之光劉怡伶 從小就愛拿媽媽的化妝品在臉上塗塗抹抹，長大後對美的事物都很
有興趣，高中時就讀育達高中時尚造型科，一開始很喜歡彩妝卻很排斥美
髮，但是告訴自己想成為整體造型師是要會更多技能的，到了大學選擇了萬
能時尚系，老師時常鼓勵同學們參賽，我也喜歡挑戰自己、挑戰沒有做過的
事，美容、美髮的各種項目不論是靜態或是動態都嘗試過，也爲自己增添了
許多獎盃。
在學期間也考到美容、男子理髮、婚禮企劃師及主持人乙級證照。陳育睿老
師時常接洽各縣市政府活動及商業演出的造型，並且帶領我們去擔任造型師
的工作，讓我們可以在學期間就了解要成為一個專業的造型師應該具備甚麼
樣的條件及專業技能，也因為有這樣的機會才能夠得到教育部技職之光時尚
造型達人的殊榮，我一直都是以學習、觀摩的心態去參加比賽及協助造型的
工作，因為每一次的競賽或是活動造型都能讓我有很多的經驗成長，能夠得
獎感到非常榮幸，知道自己還不夠好，在未來的路上我依然會抱著上進的心
前進，當然對於原本排斥美髮的我來說，在經歷過了這麼多的體驗後現在我
很喜歡，也想朝向成為專業的美髮設計師前進！

盧凡宇-時尚宇宙之光我是盧凡宇，平凡的凡，宇宙的宇，起初我也以為我很平凡，直到我進入
萬能科技大學遇見了范姜慧珍老師！從此一切開始都不平凡外，現在的我，
順利獲取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設計碩士學位，並且通過教師資格檢定，目前任
職於高職時尚造型科，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宇宙。
回想當初，畢業於高中普通科進入科技大學毫無基礎的我，就像一顆發芽的
樹苗，而我的家人如同土壤，給我支撐，使我內心更堅強面對挫折，給我支
持，尊重我每一個人生上的抉擇，給我支援，讓我無後顧之後的向前奔跑，
我的恩師給予的磨練與教誨，如同陽光、如同雨水、如同強風，沒錯，我遇
見了一位良師－范姜慧珍老師，讓我在兩年內考取了美容乙級等證照外，美
容相關競賽得獎範圍小至國內區域性競賽，大至國際性、國外競賽，從默默
無名到榜上有名。就讀碩士之後，想成為能改變學生一生的重要他人，憑著
對教學滿腔的熱血甄選到了師培生的資格，三年的努力，我順利的拿到碩士
學位及教師資格，如今的成就最感謝的不外乎老師與家人。
人生，莫過於遇見一位良師，得到一位良友，握住一次良機。這麼地剛好，
這麼地幸運，在我最徬徨的時候遇見了范姜慧珍老師，磨擦出了亦師亦友的
情誼，並在人生準備起飛的時候，獲得最好衝刺的時機，造就了今日的我。

梁力云̶毅力堅強孩子出頭天梁力云是幾年前八仙塵暴的傷者之一，全身大面積灼傷百分之70% 二至三
度，她不但沒有自暴自棄，反而更認真帶著傷忍痛繼續完成高中學歷，隔年
由范姜老師協助進入大學朝著自己的夢想繼續前進，力云曾說: 「活著不只
是呼吸，要愈活愈好」，讓大家對於她的毅力感到既佩服又心疼。在大學所
學之半永久運用在先天眉毛條件不好的人義務幫忙完成眉型設計，在范姜慧
珍老師的指導下，目前大三就能夠銜接在業界服務顧客之半永久化妝霧眉、
妝髮整體造型等，也因為如此受到桃園市今華美容短期補習班及可愛之家美
容美髮公司的聘任擔任美容、美髮整體造型師及半永久化妝講師，力云的專
業技術實力已遠超其他同年級的學生，可以說是頂尖超群，也參與很多競賽
得到很好的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        
力云同學表示，比賽中他認為遇到最難克服的事是畫線條，因為疤痕攣縮限
制手腕靈活的幅度，導致控制不了力氣、線條，也換了不知道幾支筆，練習
了上千次，還是沒達到預期的效果，加上受傷皮膚無法排汗無法承受久站和
高溫，比賽現場都需要久站，但堅強的她不輕言放棄，強大的意志力讓人佩
服，仍持續的練習參加各項美容競賽，想透過自己的努力告訴大家，她持續
實現自己的夢想從事時尚產業，想用化妝、穿著、造型協助他人修飾外型的
不完美，想成為幫助別人愛自己的幕後推手，未來獲得好成就成為一位美學
造型設計師。
看似理所當然的背後，她做了多少努力和付出，多次參加國內外競賽獲得佳
績，同時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回饋社會在陽光基金會擔任義工，用毅力戰勝
身體上各方面的不適，希望能用自己的例子鼓勵其他學生。



國 際 競 賽 人 才 培 訓 中 心

藝 術 美 甲 眉 睫 半 用 久 妝 創 業 教 室

考 場 級 護 膚 教 室

時 尚 工 藝 ( 服 裝 、 包 袋 、 配 飾 ) 設 計 教 室

時尚造型設計�/專業培訓教室



時 尚 伸 展 台 走 秀 多 功 能 教 室

歌 唱 暨 音 樂 練 習 室影 音 錄 製 暨 流 行 樂 團 教 室

流 行 樂 團 教 室  演 藝 時 尚 微 劇 場展 演 暨 攝 影 中 心

� 時尚表演藝術�/專業培訓教室



亨利來自於Mask舞團、TC舞蹈
休閒館之營運長，專長為舞蹈編
排、舞蹈教學、活動籌備、商業演
出師資培訓等。在舞蹈教學領域上
也歷經了20餘年，在各大比賽中也
獲得個人與團體相當亮眼之名次，
可說在街舞圈無人不知曉亨利老師
的名號。

不僅如此，近幾年也步入演藝圈的亨利老師，不僅僅
是幕後的舞蹈編排，老師的幽默風趣與舞蹈特色也使
老師在螢幕前發光發熱，2020年擔任台灣知名節目
DD52選秀節目「粉紅梅花」指導老師後，進而成為了
大家口中的「冠軍導師」！

� 時尚表演藝術組

時尚表演藝術組

培養兼具文化藝術涵養、國際文化視野、跨界溝通能力，及多元時尚演藝專業與應用能力之人
才，體現表演藝術關懷社會文化、人文機制與當代美學之涵養。教育過程中將尊重學生多元發
展、營造活潑與積極的學習風氣，同時邀請業界專業人士協同授課，以培養學生們之音樂、舞
蹈、戲劇、跨界表演等時尚演藝實力。

以文化創意為本，提升表演藝術的國際接軌，培養歌唱、戲劇、舞蹈、影視專業人才，兼具舞台燈光設計、成音配
樂、詞曲編輯、影音錄製、幕後製作、編導企劃的專業演藝人才，理論與實務並重，結合專業知名演藝師資授課，
產學並用利於未來就業。

成音配樂、Acoustica MixCraft7、AFAA有氧舞蹈、體適能專業認證、BREAkING霹靂舞、街頭藝人等相關證照。

日間部:四技 / 高中申請入學、推甄、聯登、單獨招生

演藝人員、模特兒、戲劇演員、舞台劇演員、歌舞劇演員、歌手、舞蹈家、舞蹈老師、歌唱老師、戲劇老師、成音
配樂專業人員、音樂製作、編導演、影音錄製剪輯師、秀導、街頭藝人、流行樂團、舞蹈團、經紀人。

時尚演藝微劇場、影音錄製暨流行樂團專業教室、歌唱及音樂室、舞蹈教室(一)、舞蹈教室(二)、音樂教室、成音配
樂暨圖案藝術設計教室、Acoustica MixCraft7考場、展演教室、彩妝教室、整體造型教室、美髮教室、展演暨攝影
中心、表演舞台。



流行舞蹈.表演藝術人才培育達人-陳亨利助理教授亨利來自於Mask舞團、TC舞蹈休閒館之營運長，專長為舞蹈編
排、舞蹈教學、活動籌備、商業演出師資培訓等。在舞蹈教學領域
上也歷經了20餘年，在各大比賽中也獲得個人與團體相當亮眼之名
次，可說在街舞圈無人不知曉亨利老師的名號。
不僅如此，近幾年也步入演藝圈的亨利老師，不僅僅是幕後的舞蹈
編排，老師的幽默風趣與舞蹈特色也使老師在螢幕前發光發熱，
2020年擔任台灣知名節目DD52選秀節目「粉紅梅花」指導老師
後，進而成為了大家口中的「冠軍導師」！
在亨利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們各個才華出眾、才識過人，老師傳授
的不單只是舞蹈的技巧，更多的是對待自己的自信，讓學生成為人
生中最亮眼的自己。

陳峰騰老師擁有豐富的業界經驗與產業人脈，在流行音樂圈中，
進可作為幕前搖滾吉他手、演唱會Band Leader ，退可至幕後擔任
詞曲編曲創作人，歌手王牌製作人。製作歌曲涵蓋兩岸三地，曲風
廣泛，從商業流行歌曲，至幼童歌曲、民俗歌曲...等深受業界好
評。於2017年考取RSL搖滾電吉他檢定8級(台灣區最高級)並於
2018年考取Cubase 專業成音軟體執照，並協同製作各大專校園音
樂相關科系發行專輯。創作專輯主打：數位你寫的歌；詞曲創作製
作並演唱：柔情的風；著名樂手、編曲師合作：不得不想你單曲。
首首動聽，大受好評。
關於夢想的版圖，讓音樂人為孩童築夢將是最美好的一件事。峰騰
老師常能與同學們打成一片，便是因為擁有十年以上的熱門樂器教
育經驗，總是能跟上時下最流行的歌曲，樂器拿起，隨口唱出，都
能得到學生們的共鳴與回響。而峰騰老師在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即
不斷強調網紅與自媒體的重要性，要求同學們每位都需要練習經營
自己的頻道與品牌，因為未來主流的演藝市場將會在網路上競爭，
流行音樂必須走在時尚與科技的尖端。而我們的任務，便是將傳統
演藝技能與時代接軌，並讓同學們於在學時期提升自己能力，找到
市場定位，達到畢業即就業的水平。

流行音樂創作暨影音錄製人才培育達人-陳峰騰助理教授

體態雕塑產業人才培育達人-許秋玫助理教授

創意展演人才培育達人-徐珍娟 教授



8.

2017藝益-流過時間的河

2018內灣火車-阿嬤的婚禮合唱戲劇

2019內灣火車-重返原鄉合唱戲劇

2019遇見愛情海開幕活動造型

2020花蓮玉富伸展台記者會

東森公主來了節目錄製

花蓮豐濱鄉稻時候鄉愛一起走秀造型

時尚系表藝組-明星造就-乾麵樂團演出

展 演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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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以就業為導向，以優異的師資與軟硬體設備為基礎，整合室內設計及營建科技、室內設計、營建管理、室內裝
修、空間營造、景觀園藝、不動產經紀等專業領域教學，培育具備高度競爭力的專業人才，達成畢業即就業之目標，歷
年培養畢業學生超過3000 人頗受業界歡迎。

教學設備與實驗場所中有：木作實習工廠、室內配線實習訓練場、油漆塗裝實習工廠、室內裝修教室、3D列印實驗室、室
內裝修展示室、測量儀器室、室內設計產學工坊、建築製圖教室、專業電腦教室、工程測量乙丙級教室(檢定場所)、建築
製圖手繪檢定教室、電腦輔助建築製圖教室( 丙級檢定場所)、TQC SketchUp教室(檢定場所)以實作和理論雙軌並行如：裝
修木作、油漆塗裝、室內配線、電腦繪圖、3D動畫、測量實務、AR、VR等課程，配合理論課程強調「作中學、學中作」
建立同學實作能力，並落實校外實習制度讓同學於學校學習階段就能了解目前業界需求，建立無縫接軌順利進入職場。

內政部營建署專業設計技術人員、內政部營建署專業施工技術人員、勞動部造園景觀乙、丙級技術士、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員技術士、勞動部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丙級技術士、勞動部測量乙、丙級技術士、勞動部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
級技術士、勞動部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技術士、 AutoCAD國際認證、SketchUp專業認證。

木作實習工廠、室內配線實習訓練場、油漆塗裝實習工廠、室內裝修教室、3D列印實驗室、室內裝修展示室、測量儀器
室、室內設計產學工坊、建築製圖教室、專業電腦教室、工程測量乙丙級教室(檢定場所)、建築製圖手繪檢定教室、電腦
輔助建築製圖教室(丙級檢定場所)、TQC SketchUp教室(檢定場所)

工程測量乙丙級教室(檢定場所)、建築製圖手繪檢定教室、電腦輔助建築製圖教室(丙級檢定場所)、TQC SketchUp 教室( 
檢定場所)

本系將依據學生就業需求與區域營建產業人才需求，聘請產業界人士、邀請學生代表與本系專業教師共同進行系本位課程
規劃設計，以期培養學生能滿足區域性產業用人之需求，並建立本系獨有教學特色，持續爭取教育部或勞動部經費補助，
辦理就業學程，結合校內與業界職場主管專家授課，讓同學將課程理論與實務結合，瞭解業界發展方向，確認自己的學習
內涵，畢業出路如：
室內設計與管理組
◆室內裝修設計師、室內裝修管理技術士、室內裝修公司高階管理職、室內裝潢設計裝修材料銷售主管、室內裝修設計事

務所、其他創新創業機會
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土木技師、景觀設計師、工地主任、品管工程師、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公職（土木類高普考及特考、台電、中油、自

來水公司）…，就業機會多，薪水優渥。

日間部/高中申請入學、技優甄選、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單獨招生、產學訓練班
進四技/單獨招生

留 仁 義時尚造型設計組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 Civil Engineering



證照達人-留仁義助理教授留主任於室內裝修設計已經執業超過35 年以上，從企劃、設計、

施工有全方位見解及論述，除本身有專業實務經驗，還含有室內設

計及裝修工程專業證照，亦在職訓體系室內裝修設計中培育專業人

才，並輔導同學考取相關證照，在業界享有盛名，留老師發現目前

技職體系較缺乏專業實務，秉持傳承之心態，因而投入萬能科技大

學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希望將本身專業技能與同學分享，從室

內裝修企劃設計、施工管理，證照考試、及裝修實務專業技術，培

育人才銜接產業職場，亦可於畢業後無縫接軌式投入業界，希望在

室內裝修設計業，能注入一股洪流培育更多專業人才。

室內設計實務達人-顏良年助理教授顏良年老師有二十多年的業界經歷諸多設計及工程案，從小型的

住宅到大型的別墅、辦公室、各種商業空間...等等，均為顏老師所

掌握。維持專業的熱忱是顏老師的使命，顏老師表示室內設計並非

只有繪圖，一個好的設計師需有個人的風格外對於空間之敏感度與

設計材料之選擇均為成就一優秀設計師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室內設

計師亦須有良好溝通能力方能將設計理念讓業主接受，另外一方面

良好的溝通亦方能將設計理念與工班溝通將設計概念落實。從業界

專業的設計的領域轉型至萬能科大營建系，更延伸的一貫的熱忱的

心投入傳承的行列，希望能培養出專業的室內設計人才。

室內空間造型藝術家-車守彬助理教授車守彬老師擅長運用跨領域的造型藝術觀點，帶給同學富創造力

的設計學習歷程。室內設計是一門深化人類生活品質的應用藝術專

業。從業人員除了需具備「設計製圖技術」與「裝修工程知識」，

更要培養對各種生活情境的細膩觀察與洞析能力。有別於功能主義

式的傳統教學思維，車老師從跨領域的創意思考與藝術美學角度出

發。教導學生如何運用水平思考、縱深論述，創作出具有特色風

格，「功能」與「美感」兼具的室內設計作品。

專 業 師 資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 Civil Engineering



室內設計實務達人-陳志榮助理教授陳志榮老師為建築及室內設計學術背景，業界實務經驗十餘年。

擅長於與室內設計空間規劃及整體空間營造！也專精於室內工程工

法的研究與改善。在設計職場秉持著「好的設計，用對的工法」的

理念，陳老師並有室內裝修相關專業證照：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

技術士，學術專長有閩南傳統民居研究、建築與室內設計、室內工

程管理，亦可培養專業設計人才。

電繪達人-彭若雯助理教授彭若雯老師擅長電腦繪圖軟體及3D模型渲染與環境模擬，曾在燈

光照明設計公司與室內設計公司擔任3D設計師，多年來在北部許多

大專院校擔任電腦繪圖類講師工作。萬事起頭難，路不是一開始就

很順暢，「只有去嚐試之後，才會知道結果是什麼」。教職的工作

很有挑戰性，教學目標是精進學生平面的能力再進而往更廣的建

模、渲染、環境模擬方向深造，並了解可以在學生面前帶入那些業

界需要的能力給他們，讓他們在畢業後擁有帶著走的能力。

多次帶領了學生參加國內外各的競賽，指導學生從設計議題、平面

發想到3D模擬與版面編排設計，看到學生一天一天的成長，以及學

會各種設計技能時的滿足笑容，內心總會湧出無比的喜悅與成就

感。經過這些年的學習，期許自己能與其他教育界前輩或晚輩後輩

學進們分享交流心得，將己之所學奉獻社會。

美學創意達人-翁韻涵講師翁韻涵老師為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研究所畢業，另外也於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暨創新設計研究所攻讀雙碩士。翁老

師擅長創意思考、室內設計、專題製作、電腦繪圖，並曾多次帶領

學生參加設計競賽，得到全國工科技藝競賽金手獎及全國技能競賽

北區分區賽殿軍，曾經榮獲廣達設計競賽冠軍，培養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從思考開始進而進到實作，並創作出與眾不同的設計作品。

專 業 師 資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 Civil Engineering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 Civil Engineering

專 業 製 圖 教 室室 內 配 線 教 室

木 作 實 習 教 室模 型 製 作 室

專 題 討 論 室室 內 設 計 實 習 教 室

測 量 專 業 證 照 檢 定 考 場 專 業 電 腦 教 室專 室 視 聽 教 室



2021美國MUSE Design Awards/
美國繆思設計-獎狀與獎盃

2021美國MUSE Design Awards 由本系彭若雯老師與室設四甲

洪嘉祐同學共同參賽，作品《遊艇光波 Sailing Beyondthe Horizon》

從全球50多個國家/地區的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概念設計類

室內設計項目金獎。

大四的洪嘉祐同學，除了本身有一定的實力外，對於設計創作更是

充滿了熱情，並經由系上專業課程的訓練，培訓過程中注重設計理

念與主題之契合度、空間內容定位與實用性，在創意構思與呈現方

面，注重造形、顏色、質感之美學效果。這個獎項需經過重重評

選，最終僅有具備頂尖美感與概念的作品，才能獲得美國M U S E 

Design Awards評審團公開肯定，獲得特製的「繆思女神雕像獎

盃」。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二年級李俊誠

全國技能競賽北區青年組漆作裝潢金牌李俊誠同學，目前就讀萬

能科技大學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二年級，也是桃竹苗分署與萬能

科大室設系共同培訓「漆作裝潢｣選手之一，獲獎後李同學表示，

在高三時雖然面臨升學壓力，但不想放棄漆作以及選擇自己的興

趣，而且萬能科大一直以來都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有

密切的合作辦理全國技能競賽，學校是百分百的支持技藝競賽選

手，感謝系上主任、翁韻涵老師的指導與栽培，讓學生意識到自己

無限的潛能，期望在職場上順利接軌，開創豐碩的未來。

「特力家居盃設計競賽」
最佳模型獎

本校萬能科技大學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陳志榮老師帶領學生陳

献恩同學以「疫後重生-全齡健康複合式住宅空間設計」獲得「特力

家居盃設計競賽」評選青睞優選，最終抱得「最佳模型獎」！成果

豐碩表現優異。

今年競賽主題為「全齡健康宅」層面涵蓋跨世代交流空間及居家生

活新指標。陳献恩同學的作品主要是探討疫情影響未來住宅模式的

可能性。認為未來防疫常態影響生活中所有的「群聚」活動，如何

創作一個最小「防疫社區單元」以兼具社區生活品質及避免防疫群

聚的二元思辨。

培 訓 成 果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暨研究所
Department of Interior Design & Civil Engineering



亨利來自於Mask舞團、TC舞蹈
休閒館之營運長，專長為舞蹈編
排、舞蹈教學、活動籌備、商業演
出師資培訓等。在舞蹈教學領域上
也歷經了20餘年，在各大比賽中也
獲得個人與團體相當亮眼之名次，
可說在街舞圈無人不知曉亨利老師
的名號。

不僅如此，近幾年也步入演藝圈的亨利老師，不僅僅
是幕後的舞蹈編排，老師的幽默風趣與舞蹈特色也使
老師在螢幕前發光發熱，2020年擔任台灣知名節目
DD52選秀節目「粉紅梅花」指導老師後，進而成為了
大家口中的「冠軍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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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四技/2班
進修部四技/1班 
進修部二技/1班
日間部碩士班/1班
碩士在職班/1班

時尚造型設計組/日間部四技/2班
時尚表演藝術組/日間部四技/1班
時尚造型設計系/進修部四技/1班

室內設計組/日間部四技/2班
室內設計組/進修部四技/1班
營建科技組/日間部四技/1班(產學訓專班)
日間部碩士班/1班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以時尚設計為本與國際時尚接軌，著重創作與美感設計。課程規劃多元式設計，理論與實作並重，利於未來就業。結合時尚商務

管理職能，培育具時尚美學及行銷之專業人才，邀請業界專業知名師資，產學合作與就業領航。本系重視學生實作教學，實習課

程多，並且安排學生於大四全學年實習，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輔導考取美容、美髮、男子理髮、服裝、金工、美甲、

美睫、紋繡、頭皮管理師等乙級關證照。

時尚造型設計系　時尚造型設計組

以文化創意為本，提升表演藝術的國際接軌，培養歌唱、戲劇、舞蹈、影視專業人才，兼具燈光舞台設計、成音配樂、詞曲創

作、導演、幕後製作的專業演藝人才，理論與實務並重，結合專業知名演藝師資授課，產學並用利於未來就業。本系組重視學生

產業實務教學，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輔導考取成音配樂、Acoustica MixCraft7、AFAA有氧舞蹈、體適能專業認

證、BREAkING霹靂舞、街頭藝人等相關證照。

時尚造型設計系　時尚表演藝術組

本系以就業為導向，以優異的師資與軟硬體設備為基礎，整合室內設計及營建科技、室內設計、營建管理、室內裝修、空間營

造、景觀園藝、不動產經紀等專業領域教學，培育具備高度競爭力的專業人才，達成畢業即就業之目標，歷年培養畢業學生超過

3000 人頗受業界歡迎。

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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