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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簡介 

 

一、緣起 

本校原名「開南管理學院」，創立於 2000 年。由「開南商工」十萬校友為落實開南學園理想，

展現再創新境的決心，經過校友們逐年籌措挹注經費而創建。由於師資優良、教學卓越，辦學績效

良好，獲得 2004年度大學評鑑之優良評價及各界肯定，故奉准於 2006年 8月 1日正式改名「開南

大學」，並在 2006年至 2011年系所評鑑獲全數通過。 

二、地理環境優越、校舍典雅與宏偉兼具 

本校地理位置優越，是北臺灣國際機場、商業港口及高鐵系統等重要運輸物流匯集樞紐。自創

立以來，一直朝「追求教學卓越、提升學生的國際觀與競爭力、朝向成為全球頂尖學府」努力邁進，

積極投入培育工商企業在經營行銷、跨國投資、財務管理、會計資訊及航管觀光等高級專業人才的

行列，目前設置商學、資訊、運輸、人文社會及健康照護管理 5個學院、19個學系、10個研究所

和 5 個碩士在職專班，以完整學術領域，培植具獨立思考及創新能力之專才，俾提供邁向二十一世

紀經濟建設之人力資源需求。 

本校校區規劃與建築係委託國際知名建築師李祖原先生設計，頗具氣派的建築外觀與校園環境

融為一體，典雅及宏偉兼具。現代化的建築與鄰近田園風光自然結合，彰顯「關懷本土、立足臺灣、

放眼世界」的雄心，並希望以「發展國際化、校園人性化、教學卓越化」的教育目標，持續引領本

校師生共同開拓大學教育的新局。 

三、至誠、卓越、自由、豪邁，重視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本校是一所以教學研究與培養學生就業職能為重心的大學，學習環境優質，秉持「至誠、卓越、

自由、豪邁」之校訓，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為辦學宗旨，採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者兼顧，

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進的原則，涵養學生具備新世紀國民所需之工作價值、專業倫理、團隊

合作、人文關懷等基本素質與專業知識、溝通表達、基本外語、問題解決的核心能力，透過精心設

計專業課程、核心課程與通識課程，以培植兼備完整人格及專精學識之高等教育人才，期能為國家

社會培植具獨立思考及創新能力之專才，增進社會安定繁榮與進步。 

四、重視國際視野，推動學用合一，培養就業即戰力 

為迎接「國際化」與「全球化」趨勢，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與開闊胸襟的「世界公民」，本校非

常重視國際化及學生對多元文化的瞭解，積極開辦「國際榮譽學程」，學生除了來自臺灣各地外，

目前更與 18國 100校簽訂姊妹校或各項學術與交流活動。外籍及境外生來自日本、韓國、越南、

美國、加拿大、甘比亞、匈牙利、俄羅斯、史瓦濟蘭、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是一個「學習的

聯合國」，學生在這裡不但認真學習、研究，參加社團及各種服務學習，生活上更得到妥善照顧與

協助，既與本地生相處愉快，還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彼此交流，不但認識多元文化，更增進

包容與尊重，是一個健康、快樂的大家庭。 

此外，本校推動學用合一，加強產學合作，與臺灣產業界保持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學生每年

均有機會赴臺灣知名的大公司實習，讓學生在校期間即具備職場所需的多元能力與服務精神。 

五、願景與未來 

本校創校迄今已邁向第 19 年，在葉董事長哲正及梁校長榮輝的卓越領導下，校務蒸蒸日上，

不管教學行政、品格教育、服務學習、就業輔導都深獲各界肯定。未來將以更前瞻的思維與時俱進，

開創學校的優勢和特色，涵養學生多元創新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朝國際精緻卓越一流大學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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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概況 
 

開南商工成立於 1917 年 4 月 20 日，是全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私立職業學校，創

校九十七年來，在歷屆董事會、校長和全體教職員的經營下，秉持「至誠」校訓，

兢兢業業戳力以赴，為國家社會培育了無數優秀人才，更見證了臺灣工商業發展的

脈動。 

長久以來，眾多開南校友基於感念母校和永續開南的信念，莫不期望藉由母校

開南商工的辦學經驗為基礎，向上提升及拓展教學服務的層面；1985 年 3 月，開南

商工第十一屆董事會在眾多校友的企盼下，議決成立「開南升格籌備小組」，感謝全

體校友及歷屆董事的共同努力與奉獻，開南管理學院在 2000年 9月終於成立，並開

始招生，2006 年更升級為開南大學，不但達成了九萬餘位校友的願望，更樹立「薪

火相傳」的典範，為開南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里程碑。 

 

「開南」校名的由來： 

（1） 1935年（日治昭和十年）日本佔領臺灣四十周年紀念會上，拓務省大臣兒玉

秀雄氏表示－臺灣島係日本帝國的南方要衝，和南支那（中國大陸華南地

區）、南洋保有密切關係，所以應增進彼此間的貿易往來。由此可證日本當

時確將臺灣視為重要「南進」根據地。 

（2） 在教育上，臺灣也成為日本「南進人才」訓練基地。「財團法人私立臺灣商

工學校」，終於在 1939年（日治昭和十四年）獲准成立「開南工業」及「開

南商業」兩所甲種實業學校。 

（3） 定名「開南」實為寓意「開」拓「南」洋（方）。 

（4） 查 1924 年（日治大正十三年）臺灣商工校友同學錄的封面，業已明示「開

南」二字，足證本校在臺灣教育史上係有歷史意義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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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在眾多熱心的開南商工校友出錢出力催生之下，開南大學在桃園完成創

校理想，而開南商工 10 萬畢業校友多年來期盼提升教育資源的宏願，也在

開南大學設立後萌芽成長，19 年來持續茁壯，本校更為全臺高中職畢業生

優質升學選擇的理想對象。  

開南大學長期深耕桃園的優勢，持續發展自我特色，成為高等教育培養

人才的機構，本校充分體認到自我的社會責任與回饋家園的重要性，展望未

來，除了自身努力充實教學師資和設備，負擔起大學的社會責任外，也會把

此理念傳承給所有教職員生，讓開南大學「至誠、卓越、自由、豪邁」的精

神得以永續傳承。  

大家攜手同心，Work Together，持續精進校務與教學，追求卓越，邁向

成功！  

                              董事長   葉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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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開南大學位於桃園起飛的亞洲矽谷園區，航空城基地雙核心，美麗校園與迴

廊建築自然光影，讓師生共同分享在充滿學術氣息與年輕氛圍的校園生活中。  

回顧歷史，開南大學是由開南商工的校友，貫徹「得之於學校，回饋於學校」

的精神，在董事會及校友們積極熱心的推動下，經過校友們逐年籌措與挹注經

費，一步一腳印所創建設立，是全臺唯一由畢業校友所開創的綜合大學，展現了

「開南人」全人教育的理想園地。在各任董事與校長們的擘劃帶領下，所有開南

人共同努力奠定立校根基與養分，以開創性視野，開南大學一路在北桃園站穩腳

步，更積極拓展全臺，推動全球化交流，讓本校在 21 世紀的高教體系中領先前進。 

開南大學重視國際化及學生對各國文化的瞭解，對日交流與交換生赴日學

習，密度與數量都領先全臺，而本校目前與 18 國 100 校簽訂姊妹校和各項學術交

流活動，我們外籍及境外生來自大陸、東亞、東南亞、歐美，及非洲各國，「學

習聯合國」更讓開南大學多元融合，外籍生數量名列全臺五強，無形中增進學生

的世界觀。本校注重社團發展以及學生運動風氣的展現，熱舞社與電競社的優異

表現，享譽全臺，而開南大學棒球隊屢創佳績，獲得 2017 大專棒球聯賽 UBL 冠

軍，更是中華職棒發展的重要推手。  

新世代教育變革與數位學習時代來臨，本校提供學生多元的發展，在學術方

面，鼓勵學生實作與研究並進，積極因應當前學術與產業需求發展，成為適性研

究人才；在創業和就業方面，各系安排就業媒合、創業服務及專長培訓，讓學生

提前準備，充實應戰；而學校經由多元通識課程規劃，與定期準備各類型演講活

動、藝文展演、社團競賽等設計，對於學生國際視野和社團活動參與感培養，更

是不遺餘力。 

開南大學積極培養師生的思考力、創造力與實踐力，持續以教學研究深化與

培養學生就業職能為重心的方針，透過四年導生之間交互學習，我們將培育學生

具備「工作價值、專業倫理、團隊合作、與人文關懷」的基本素養，為迎接未來

做做好的準備。  

開南大學，歡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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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班研修生申請信息 

通訊地址：桃園市蘆竹區開南路 1號 B113-1（開南大學兩岸人才培育中心）郵編：33857。 

聯繫人：刁聖峰老師（電話：+886-3-341-2500分機 4139）。 

研修時間 2020年 2月至 2020年 6月 

申請截止日 2019年 10月 31日（四） 

名額 由兩校共同協商確定 

申請資格 在學本科生、研究生 

申請文件 

1. 研修生入學申請表（附件一）（WORD 檔）。 

2. 在校成績單（JPG 圖檔）。 

3.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名冊（附件二）（ EXCEL ）。 

4. 在學證明（JPG 圖檔）。 

5. 身份證正反影本（JPG圖檔）。 

6. 團體表格（附件三）（EXCEL）。 

7. 健康檢查表（附件四）。 

8. 白色背景大頭照（JPG圖檔）。 

選課規範 每學期選課學分為 15-25學分（研究生可依實際情況調整） 

開課訊息 
點選開南大學網址 http://www.knu.edu.tw/ 

→進入後點選右上方「網站導覽」→「7其他學生資訊」查詢 

收費標準 

1. 學雜費：NTD 47,569~57,208元（學雜費計算以入學時為準）。 

2. 住宿費每學期： NTD 16,500元（依實際安排居住樓館收費）。 

3. 辦理入台證費用：NTD 600元。 

4. 保險費 

（意外險）：NTD 400 元（依實際承保金額為準）。 

（醫療險）：NTD 2500 元（依實際承保金額為準）。 

5. 電腦使用與實習費：NTD 1600元（本科生需繳交，研究生免繳交）。 

備註 

1. 開南大學統一辦理學生投保意外保險及醫療保險。 

2. 申請文件電子檔請發送至 knu1917@gmail.com郵箱。 

http://www.k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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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大陸地區姊妹校自費交換生獎學金申請 

名額 當學期各大陸地區姊妹校自費交換生中擇優錄取。 

獎學金 

金額 

1. 傑出獎：新台幣壹萬元整（約人民幣貳千元）。 

2. 優秀獎：新台幣伍千元整（約人民幣壹千元）。 

申請資格 
本獎學金旨在獎助至開南大學進修至少一學期之大陸地

區姊妹校自費交換生。 

申請文件 

1. 獎學金申請表乙份。 

2. 歷年成績單乙份。 

3. 讀書計畫乙份。 

4.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如教授推薦函、獲獎證明等）。 

※上述申請文件請依上述順序排列送本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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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系所一覽表 

學院別 學系名稱 組別 大學部 碩士班 

商學院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  

國際企業學系  ○ ○ 

會計學系  ○  

行銷學系  ○  

商學院碩士班   ○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 ○ 

資訊傳播學系  ○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  

觀光運輸學院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   ○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  

空運管理學系  ○  

交通運輸學系  ○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  

觀光運輸學院碩士班 

國際運輸組  ○ 

觀光休閒組 
 

○ 

人文社會學院 

法律學系  ○ ○ 

應用日語學系  ○ ○ 

應用英語學系  ○ ○ 

健康照護 

管理學院 

保健營養學系  ○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  ○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健康照護技術碩士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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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概況 

一、 學生宿舍 
（圖為校內第二宿舍照片，僅供參考，入住宿舍須以學校實際安排為準） 

  

  

二、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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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南之美 

  

四、體育館 

  

五、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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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一部改編自日本漫畫《流星花園》的校園愛情劇，為台灣第一部偶像劇。 

2
 是一部題材另類的台灣偶像劇，由張韶涵、楊士萱、陸廷威主演。 

3
 2015 年三立華人電視劇週五檔系列的第八部作品，映畫傳播製作，李國毅、林予晞、雷瑟琳、周群達領銜主演。 

偶像劇熱門拍攝景點 

 

《流星花園》1、《愛殺 17》2、等偶像劇到此拍攝 

 

《料理高校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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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動態 

 
 

大陸交換生歡迎會 國際文化節 

  

交換生歌唱比賽 春遊活動 

  

獎學金頒獎典禮 結業式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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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