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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體系建築系與一般大學建築系的差異

技職 一般大學

學制 4年制 5年制

教學導向 均衡發展 設計至上

著重 實務就業 理論研究



高中生念技職體系建築系的優勢

學科優勢 技職體系的基本學科（國英數），約是高中程度的再複習
，節省下的時間可以好好熟悉不熟悉的專業科目

請問高中生在專業科目上是否會落後高職生太多？
不會。

所有專業科目從頭教起
－近年觀察，只要有興趣又認真

高中生很快就趕上，且表現完全不遜色



本系優秀高中生

嘉義嘉華高中-傅詠瑄
現在就讀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

嘉義嘉華高中-龔珮語
考取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潮州高中-蘇莛雅
考取台南藝術大學建築研究所

馬公高中-蔡長剛
任職任職於澎湖縣政府

高雄女中-溫天儀-畢業設計第一名
任職於禾揚建築師事務所

嘉華高中-蔡珵宜
考取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本系優秀系友-林敬樺建築師（畢業於大里高中）



A.本系簡介



110年度 建築組 招收二班
室內設計組 招收一班
進修部 招收二班

普通高中生40人

本系建築組-可考國家考試建築師執照

2組皆有土建群、設計群名額

5名應屆高中畢業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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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計(1)

基本設計(2)

建築設計(1)

建築設計(6)

建築與室內設計(1)

建築與室內設計(6)

～ ～

大一：建築組與室內設計組一起上課
大二、大三：兩組組成團隊作設計



（1）通過 IEET 認證表示該系所之教學成效滿足認證規範，具備一定之水準。

（2）我國之 IEET 為 WA 正式會員，故基本上 WA 會員皆會承認通過 IEET 認證

之學歷，尤其是在專業工程師考選過程中。

Washington Accord （華盛頓協定，簡稱 WA）簽署於 1989年，主要的精神是協助會員

（各國／經濟區的工程教育認證組織）在「實質相當」（substantially equivalent）的前

提下，互相承認各自的認證標準與程序。通過認證的大學院系畢業生，即被認可其完

成工程專業所需之基礎教育，且為會員間所承認。

本系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108學年度

再次通過『工程認證』六年期限。。

全球26個先進國家承認本系文憑

本系榮獲工程認證



師培中心:教育學程

未來可朝當高工職老師方向

正修建築系友現有高工職老師

岡山農工建築科邱玫老師
新化高工建築科鄭惠娟老師

鍾玉鳳老師
虎尾農工建築科童文真老師
後壁高中建築科念暉淇老師
彰師附工建築科翁麗敏老師
嘉義高工建築科陳家鋒老師
海青工商建築科羅又慈老師
海青工商建築科黃雅勳老師
羅東高工建築科王迪華老師
瑞芳高工建築科詹雅琄老師
埔里高工建築科劉依玲老師
土庫商工建築科吳靜怡老師



校園



SINCE 1965 創校57年

系友遍佈 建築相關 產業

公部門

學術界



建設公司董事長、知名建築師設計師、清大交大教授、景觀公會理事長、營造廠老闆



學生人數：17,473人(109.1)

[全國公私立人數科大第三]

[全國公私立人數大專第十]



本校位置 Location

高雄市區

高雄

5KM

澄清湖

澄清湖棒球場

正修

長庚醫院



高雄市 Kaohsiung City

一個蛻變成功以及適合居住就學的海洋城市



全台灣最多特色新建築的城市-隨時可去觀察與學習



文山特區-生活機能便利



校園巡禮 Campus Scenes 01

A.校門 B.行政大樓

A
B



校園巡禮 Campus Scenes 02

D C

C.幼保科後花園 D.幼保科大樓



校園巡禮 Campus Scenes 03

E

F

E.河西走廊 F.學生活動中心



校園巡禮 Campus Scenes 04

H

G

G.籃球場 H.運動區



校園巡禮 Campus Scenes 05

J
I

I.人文大樓 J.大草坪



校園巡禮 Campus Scenes 06

K L

K.圖科大樓 L.學生宿舍



校園巡禮 Campus Scenes 07

K L

M.科技大樓正修廳 N.圖科大樓後花園



校園巡禮 Campus Scenes 08 O.學餐





校園活動 Campus Events 01



校園活動 Campus Events 02



入口
景觀電梯

校門

側門

本系空間



空間介紹 Space Introduction

設計教室

設計教室工作區：大二大三工作區

電腦繪圖室

出圖室

創意設計資料中心

9F

階梯教室

教師辦公室

入口中庭

系辦公室



建四乙工作室

建四甲工作室

施工圖教室

空間介紹 Space Introduction

研究生討論室 450人大演講廳（至善廳）

作品展示區 教師辦公室

10F



6F

設計教室

一般課程上課教室



三區空間及機器介紹
1.模型製作區:如大一基本設計的石膏澆灌、木工等半戶外作品製作區

2.木工工坊、機具收納空間：部分木工工作台與機具放置區

3. CNC機具及雷射切割機空間：內部規劃三台數位設計工具，包括
A.大型CNC切割機一台（900KG)-工作範圍1200mm*1200mm
B.中型CNC切割機一台（300KG)-工作範圍900mm*600mm
C.大型雷射切割機-工作範圍900mm*1300mm
D.中型雷射切割機-工作範圍600mm*300mm
E.3D列表機四台(大型一台，二台雙色。小型一台)
E.等離子切割機Plasma一台-工作範圍1200mm*2400mm
F.高階3D掃描器

模型製作區 PLASMA
等離子切割機

CNC機具及
雷射切割機
空間



設計教室



設計教室



設計教室



設計教室



大廳



創意設計資料中心 Library



製圖教室



出圖室



微工坊



階梯教室



至善廳



工作室



工作室工作情形



創客工廠工作室





VR虛擬實境 VIVE-空間體驗



割紙機



高階3D列印機



UV噴墨機 3D掃描器



空氣品質監測儀器



空拍機



B.課程與學習

Design

Architecture

Interior

Landscape



課程主軸-詳細課程請參閱本系官方網站

建築設計整合-設計課 1~4年級8學期皆有

建築工程實務-製圖、施工圖、細部大樣、建築法規、施工估價

電腦運用-CAD、3D繪圖、動畫與排版、數位製造

建築結構-結構行為、建築結構與造型

建築與環境-建築物理環境、建築環境控制、綠建築

建築與都市-敷地計畫、社區規劃、都市設計

建築人文與美-風土建築、西洋建築史、現代建築史、人體工學

本課程符合建築師考試科目



建築設計



建築史 表現法



專業製圖



電腦運用



設備系統、物理環境 構造、施工營建



結構學 都市設計、社區營造



法規、估價 人體工學、創意思考訓練



[基本設計作品]



千人業師：業界專家學者授課



學生作品與評圖



校外參訪



就業學程:安排實習體驗與參訪



就業學程:參訪衛武營工地



CNC機具訓練學習



作品
色彩學與拼貼作品



混凝土模型：認識材料與施工



手繪與型態轉化



線條素描轉化



構築接點-燈具設計



物件放大



建築與室內設計作品



學生模型作品





電腦與數位設計作品

學生室內設計渲染作品



學生3D設計渲染作品



學生3D設計渲染作品



學生3D設計渲染作品



本系108年畢業生學生3D動畫

108年畢業班3D動畫



數位設計CNC



畢業展 Graduate Works Exhibition



正修建築與室內設計系2012畢業展
高雄市捷運美麗島站展出



高雄市政府中庭 系展





全國室內設計畢業展—台北松山文創園區



駁二青春設計節



高雄文化中心-青春美展



競圖獲獎 Competition Award

參加全國室內設計比賽



台灣第一屆住宅改造王：友善空間設計競賽
競賽對手包含業界

電視採訪影片

全國第一
獎金十萬



「高雄厝來挽面」設計競圖

優等



桃花島創意規劃徵選

佳作



中港綠堤河廊橋樑意象設計創作比賽

縣長獎：第一名 獎金10萬元



台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廣告物標準圖樣甄選活動

餐飲類第一名 獎金五萬



2016年櫻花廚具金獎 獎金10萬室內設計組吳韋廷





2017年櫻花廚具設備類銅獎 室內設計組李聖揚





2010高雄青春設計節場地競賽--銀牌獎 全國第二
獎金五萬



2013 青春設計節展場

銅牌獎



2014 青春設計節展場



2014 青春設計節展場
金牌獎



銅牌獎



銀牌獎

2016 青春設計節展場



2017 中建盃海峽兩岸
實構築大賽銅牌獎-福州



系展展場-駁二青春設計節師生實構築



C.就業與升學



建築系

實務業界

建設公司
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顧問公司
室內設計公司
景觀工程公司
營造廠
3D動畫、透視圖、VR
建築雜誌媒體
材料相關公司-帷幕牆、石材..

公部門

工務局建管處
都市發展局
捷運局
中油
台電
台鐵

學術界

大學教師
高工職老師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

就業發展

建築研究所



建築系

實務業界

建設公司
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顧問公司
室內設計公司
景觀工程公司
營造廠
3D動畫、透視圖、VR
建築雜誌媒體
材料相關公司-帷幕牆、石材..

公部門

工務局建管處
都市發展局
捷運局
中油
台電
台鐵

學術界

大學教師
高工職老師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

就業發展

建築研究所



畢業學生升學狀況

103年度 考取研究所

楊孟璋---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研究所
陳怡妏---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王濬偉---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申韻妤---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蘇暄雯---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鄒智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賴靜儀---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

102年度 考取研究所（開始記錄）

林界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規劃組
王怡蘋---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
梁瑞安---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研究所
李冠慧---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
潘美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陳韋伶---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畢業學生升學狀況

105年度 考取研究所

陳柔勻---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
鄭伊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
林佳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曾韓生—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蔡杰霖—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郭奕興—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104年度 考取研究所

陳巧儀---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乙組(榜首)

陳宗偉---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城鄉組
張詠宣---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城鄉組
梁齊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黃怡寧---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畢業學生升學狀況

106年度 考取研究所

張恩溱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史論組
黃旨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盧巧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李翊彰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城鄉組
鍾富山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
張鈞凱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Ａ組
宋妍儀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
李翊彰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林長運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范嘉富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潘幸鈺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潘柏成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李軍坣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陳湘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吳芊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研究所



畢業學生升學狀況

107年度 考取研究所

謝旻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規劃組（榜首）
曾敬文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在職專班
謝旻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陳冠丞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林哲宇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許伯瑄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楊景祥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在職專班
柯振濱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
胡靜媛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



畢業學生升學狀況

108年度 考取研究所

陳奕其 法國格勒諾布爾阿爾卑斯大學-都市計畫及阿爾卑斯地理學院
林孟穎 日本東京電機大學未來科學研究科建築學專攻
傅詠暄 東海大學建築學研究所城鄉組
王孝育 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
陳品錡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梁愷芸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莊詠崴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劉佑恆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許芳瑜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陳品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魏賦泓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陳振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研究所



畢業學生升學狀況

109年度 考取研究所（COVID-19年）

蔡珵宜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
李昕純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環控組
黃睿畇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在職專班
林洧安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
李昕純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林洧安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蔡珵宜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侯籹廷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空間資訊組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營建管理碩士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戊組

胡幼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



畢業學生升學狀況

110年度 考取研究所

謝榆蒨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工程組
黃楚樺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
龔珮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吳韋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在職專班
龔珮語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組
林威佑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組
陳柏諺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
卓恩誠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黃文德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郭聿凱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鄭琴君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研究所
陳柏諺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王詰立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郭聿凱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丁玟成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蘇莛雅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魏培任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謝旻珈

107年成大建築研究所規劃組榜首
陳巧儀

104年成大建築研究所設計組榜首



輔導準備考研究所



參訪研究所



建築系

實務業界

建設公司
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顧問公司
室內設計公司
景觀工程公司
營造廠
3D動畫、透視圖、VR
建築雜誌媒體
材料相關公司-帷幕牆、石材..

公部門

工務局建管處
都市發展局
捷運局
中油
台電
台鐵

學術界

大學教師
高工職老師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

就業發展

建築研究所



建設公司



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設計公司/景觀設計公司



➢ 3D圖繪製:電腦3D渲染及動畫繪圖員



➢ 施工圖繪製:2D電腦繪圖員



➢ 工程監造:工地主任或監工人員



➢設備系統、物理環境
:綠建築計算人員



➢老屋翻修:建築工作室負責人



➢ 室內設計:室內設計師



➢ 庭園景觀設計:景觀師



營造廠



建築雜誌、媒體、評論作家



材料相關公司-帷幕牆、石材..



公務人員/國營事業



研究員/大學教授/高工職老師

大學老師

高職老師



就業輔導：以2020年(COVID-19)為例



2020年(COVID-19)就業輔導

• 超前部署

• 發揮人脈

• 定著媒合

• 秘而不宣

• 飢餓行銷

• 永續就輔



明確掌握本系畢業生出路（目標）

• 建築師事務所

• 室內設計公司

• 建設公司

• 工程顧問公司

• 結構、機電設計

• 建材、設備公司

• 景觀設計公司

• 營造公司

• 公務人員

• 各級教師

• 上市公司廠務部

• 民間企業

• 家中企業（建設公司）

（營造廠）（建材公司）



本系就業輔導架構（策略）

• 完全符合業界需求
的課程內容。

• 實務專題製作。

• 兩個月的暑期實習

• 勞動部支援的就業
學程計畫。

• 四個畢業展：市府
展、台北松菸展、
駁二青春設計節、
青春美展。

• 考研究所輔導。

• 數位工坊練兵。



設計公司實習



工地現場實習



• 專任教師群：

（50%為建築師）

本系就業輔導人脈（人際網絡）

• 兼任教師群：

（90%為開業建築師、
室內設計師、公司負責
人）

• 數量龐大的實習公司群

（每年每位教師提供4~8家，累計超過100家）



本系畢業生工作職位的來源

• 專任教師的建築師同業公司提供職位。

• 兼任教師的公司提供職位。

• 原來的實習公司提供職位。

• 校友開設的公司提供職位。

• 畢業生自我推薦獲得職位。

• 畢業展會場，公司老闆直接邀人。

• 不建議學生經由人力銀行謀職。



南台灣各建築師、室內設計師多為本系暑假實習制度實習場合
本系學生實習過程風評極佳！
多數室內設計公司老闆、建築師直接請學生去公司上班



面試因才輔導

• 挑選公司（前段生）

• 定著輔導與媒合

（中段生）

• 費心輔導（後段生）

• 家裏公司接班

(每屆約有5~10位)

• 研究所推甄。

• 準備各種考試：研
究所、建築師高考、
室內設計技術士、
公務員考試。

• 大型企業考試



109級畢業生就業升學統計表(2020/8/30止)

畢業兩個月後「就業率」98%



傑出校友 Honor Alumnus

誠美建築開發公司董事長-陳百棟 數位設計程式撰寫國內第一強：王識源

木作實作構築設計師：黃廣華 高雄市優秀建築師：趙建銘



2015年遠東建築獎首獎



以嶄新的建築與室內設計整合型設計教學
引領您成為具整合能力之設計實務人才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http://archi.csu.edu.tw

邀您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