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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很厲害的

朝陽會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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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會計師年薪多少嗎?
你知道銀行招考要考會計嗎?

你知道會計系最有利公職考試嗎?

你知道會計系最有利斜槓青年嗎?

你知道只有會計系能考會計師嗎?
你知道很多CEO是會計系畢業的嗎?

你知道會計商學院含金量最高的證
照是甚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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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年薪150-1800萬!
銀行招募考試多數必考會計學!
公職相關類科最多：會計、稅務、審計..

不能不懂會計創業、資訊、金融、網路行銷

會計背景CEO上銀/穩懋/聯電/一銀/富邦金控二代

會計師全考科只有會計系限定

會計師是商學院含金量最高的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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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影片連結

會計研究月刊會計人的數位轉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FBDVQIIdq0

朝陽會計系數位轉型實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GWsrTE-Xc

學長姐推薦入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2YKRWhJbPQ

朝陽會計系的數位
轉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FBDVQIIdq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GWsrTE-X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2YKRWhJb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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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會計系

比你想得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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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邏輯思考與運算」-APP Inventor

1.避免學習程式的乏味過程

2.具介面互動優勢，感受「創造」程式魅力

3.建立撰寫程式之邏輯思考觀念與習慣

4.感受運用APP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

5.順利接軌「會計資訊」相關課程

1) 「Excel試算表運用」

2) 「商用程式設計VBA」

3) 「商用大數據分析Python」

4) 「商業智慧與大數據分析」

5)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

6) 「會計資訊系統AIS」

7) 「電腦審計ACL」

8) 「會計資訊系統專題研討」(XBRL、RPA、區塊鏈)



8

朝陽會計系數位轉型實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GWsrT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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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租稅法課程」特色

1.實務連結-會計連結稅務相關法規

2.「記帳士」及公職國家考試，感受專業優勢

3.建立會計實務與稅務實務實作能力

4.順利接軌「會計稅務」職場就業

1) 「稅務法規」

2) 「公司法」

3) 「遺產及贈與稅法研討」

4) 「租稅申報實務」

5) 「稅務會計」

6) 「租稅專題研討」

7) 「稅務規劃」

8) 「租稅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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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校外實習」課程特色

1.集體公開媒合甄選

2.學期型實習遵守勞基法規範，感受職場優勢

3.雙軌並行「校內實作」與「校外實習」

4.就業展跨域優勢(事務所、銀行、資訊、公司行號)



持續創新的會計系

全國第一所會計系設立實習課程

全國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學會計系

全國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學會計碩士班

全國第一所會計系設三模組必修課程

全國第一舉辦系內『會計議題辯論競賽』

全國唯一舉辦『會計實務專題競賽』

舉辦『全國高中職會計分析達人個案簡報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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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二技 招收四技日間部

設立研究所 停招二技
停招四技
進修部

招收四技夜間部

邁入26年

會計系發展沿革



教師人數

在校生人數

 專任教師：15位

 兼任教師：16~18位

 四技日間部：670人

 研究所碩士班：13人

 本國在校生人數約680人

 外籍學生：0~30人

畢業系友

•大學部：3,519人

•研究所碩士班：201人

共計:3,720人

資料時間：110.04.12

 8位具中華民國或美國會計師專業證照
 11位中大事務所、上市企業實務工作經驗

會計系學制與畢業系友



教師專長

• 指導學生競賽獲獎
• 教師個人參賽獲獎
• 教學及研究獲獎

• 發表期刊論文
• 會議論文
• 專書著作

• 政府公部門計劃
• 公司企業計劃
• 教學及學術研究計畫

• 實務經驗14位
• 會計師執照8位
• 專業證照共67張



會計系師長著作

會計系師長對同學的叮嚀與鼓勵



系主任介紹

會計系不只是會計
跨域、晉級、再創新~~會計比你想的還精彩!

 學歷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 學士

 中央大學財務管理 碩士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 博士

 經歷

 朝陽科技大學副教授

 台聚(股)企業投資研究員

 德葉公司財務會計

 ERP軟體應用師審題委員

 企業電子化跨境電商應用師

 專業領域

 會計資訊系統、公司理財、商
業智慧與資料探勘

熊杏華 副教授



師長介紹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科學系學士

 經歷

●福太洋傘工廠(股)生管課、委外組組長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現為能源局)企劃控
制師
●國立台中商專企業管理科助教/講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專業領域

 管理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企業評價
與分析、財報分析、策略與績效管理計

會計是最有發展潛力的專門職業，
進可成為大事務所或大企業的經營者，
退可從事會計審計或稽核與管顧等工作!

傅鍾仁 教授



師長介紹

林鳳麗 副教授
 學歷

 逢甲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會計與
租稅組)

 美國克利夫蘭州立大學會計財務資
訊系統碩士

 經歷

● 繁貴行會計專員

● 台灣管理人菁英發展協進會顧問

● 台灣工商管理學會顧問

 專業領域

 審計、管理會計

跳高之前必先曲膝，切莫蹉跎青春、空嘆氣？努力未
必都會成功，更何況不努力呢？

會計系的學生畢業後只要肯做，應該最容易找到工作，不是因為你是會計系畢業生，而是因為你在學時間，
從初會、中會、成管會、高會、審計學及稅法等，每一科都扎扎實實地唸過與解題，學會解決問題的能力，

踏入職場奉獻所學找到成就與歸屬感，所以會計系的學生應是管理學院最用功的學生。



師長介紹

陳輝格 副教授

 學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所(財務金融
組)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碩士

 經歷

●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管理顧問組組長

●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副組長

●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總預算編審

 專業領域

 審計、管理會計

快樂學習
才能了解自己的優勢與劣勢，進而面對世界

的機會與威脅。



師長介紹

導致我們學習最大障礙的是已知的東西，而不是未
知的東西 –克洛德·貝爾納

It is what we think we know already that often 

prevents us from learning  - Claude Bernard

陳俊宏 副教授
 學歷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經歷

 和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專任經濟顧問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專任研究助理

 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專任工業工程

 專業領域

 經濟學、財政學、貨幣銀行學、商用數學



 學歷

 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管理碩士

 逢甲大學商學博士學程博士

 經歷

● 朝陽技術學院實習就業輔導組組長
●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助理查帳員

● 存貨控管及成本分析諮詢，晟昌機電(股)
● 存貨流程管理及成本分析諮詢，聯源貿易

 專業領域

 會計學、成本與管理會計

會計成就你未來就業的有力背景!

彭譯葶 副教授

師長介紹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經歷

 中國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專任講師

 華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課長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領組

 專業領域

 會計學、審計學、成本與管理會計

夢想是改變現實生活的動力。人一定要有夢想才能有
奮發向上的意志，也才能擁有突破困境的力量。

人生需有夢，築夢需踏實

王若蓮 副教授

師長介紹



師長介紹

楊維如 副教授

希望同學在朝陽會計系的四年，能跟著系上的規劃及老師的教
導，充實自己，畢業後一定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要對自己有信

心，我們一定做得到。

 學歷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博士

 美國雪城大學會計碩士

 經歷

 翔準先進光罩(股)監察人

 景順投信(股)監察人

 中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襄理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查帳部副理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專業領域

 公司理財、投資學



 學歷

 政治大學統計學系博士

 政治大學統計學系碩士

 經歷

 中小企業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系列課程計畫
(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學術倫理融入個體計量方法與應用，教育
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
機制發展計畫

 無形資產評價師-初級

 專業領域

 研究方法、計量經濟、品質管制與管理、
會計審計相關議題

歡迎來到朝陽會計系！！！
數據資料分析在商業上已掀起巨大浪潮，
統計學將帶領同學一窺資料科學的奧秘。

大二時，我們課堂上見囉！

呂明哲 助理教授

師長介紹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博
士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會計碩士

 經歷

 100年度全國性暨省級財團法人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評鑑委員

 94年度全國性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評鑑委員

 大立光電(股)公司會計主管暨英文秘書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級審計員

 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級審計員

 專業領域

 財務會計、高等會計學、稅務會計

Accounting: A gateway to achieve your dream. 

會計: 夢想的實現管道
Achieve your dream. Be an accountant.

張淳堅 助理教授

師長介紹



學歷

逢甲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財務組)

南加州大學EMBA碩士

經歷

鉅勝公司貿易經理

國際貿易、投資評估與決策諮詢及輔
導計畫，敬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貿易訓練與諮詢計畫，敦盟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

專業領域

總體金融、財務管理、國際貿易、大
數據

為了跟上當今世界的快速進步
我們必要不斷的學習新技能和知識，
並將其學習和磨練過程累積成智慧，
融入於自己的思想和每個細胞裡。

阮清萍 助理教授

師長介紹



 學歷

 雲林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人
力資源組)

 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經歷

 中央產物保險公司台中分公司襄
理

 泰興企管顧問公司稽核組專員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領組查帳員

 稅務代理人登記證書

 中華民國會計師

 內部稽核人員考試及格

 專業領域

 會計學、審計學、會計審計實務、
稅務會計

會計專業是學習的根本，大學四年記得要努力吸收養分，但
也別忘了伸展眺望、擴展視野，方能開枝散葉，屹立昂揚。

李秋燕 助理教授

師長介紹



 學歷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博士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 傳山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稽核
●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副領組

● 中華民國會計師

● JCCP傑克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

● 國際條碼管理技術士證書

 專業領域

 會計學、審計學、商業教育、成本及
管理決策會計

踏出一小步，就是邁向成功的一大步
掌握時間，就是掌握未來

為自己努力! 為自己創造未來!

呂珮珊 助理教授

師長介紹



 學歷

● 雲林科技大學管理所博士(會計組)

 經歷

 100年度全國性暨省級財團法人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評鑑委員

 94年度全國性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評鑑委員

 大立光電(股)公司會計主管暨英文秘
書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級審計員

 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級審計員

 專業領域

 會計、審計、稅務、財務分析

讓會計系開創您美好的未來，
勇往向前開啟璀璨人生!

~~給聰明堅定的會計新鮮人

楊麗文 助理教授

師長介紹



學歷

美國加州海岸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會計研究
所碩士

經歷

 詮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台中所所長暨合夥
會計師

眾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台中所所長暨合夥
會計師

林國全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暨主持會計師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專任領組

專業領域

審計學、財務會計、財務管理、財報分析、
稅務法規

沒有目標就沒有方向，
每一個學習階段都應該給自己樹立一個目標。

林國全 講師

師長介紹



助教介紹負責業務
負責業務

 系教務、學務、總務相關事宜

 系財產管理

 課程開課作業

 學生加、退選課業務

 畢業學分審查

 各學制招生事務

 系所評鑑作業

 境外生選課與生活輔導

 單位預算

 經費核銷事務

 教師國科會、產學案、研究案
等行政事務

 各項系務資料彙整建檔備查

規劃善用自己的時間，不要覺得是小事，許多簡單的、你應該做到的事
你都做到了，你就不簡單。好好規劃讓自己進大學後能夠在一種積極、

正向的狀態中學習並享受大學生活！



會計系課程特色

Double IFRS

會計軟實力

會計硬底子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資訊應用 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財報分析

Regulation 

familiarization

法規熟悉

Skill 

enhancement

技能增強Sustainability 

堅持

Responsib
ility

責任

Fervency 

熱情

Innovation 

創新

培育「軟實力」與「硬底子」兼備之會計專業人才



大學部課程架構

大學部課程規劃符合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建構及職能需求

可自由選修課程
（12學分）

系專業選修課程
（17學分以上）

校院訂必修及通識
課程（30學分）

模組專業必修課程
（12學分）

系共同必修課程
（57學分）

專業技能

專業倫理

敬業態度

國際視野

終身學習

六大核心能力

會計及稅務相關法規之
遵循、判斷與規劃能力

會計及審計之專業資訊
處理、彙整與分析能力

企業流程規劃、
分析與操作能力

實務所需技能
與電腦操作能力

團隊合作、溝通
與協調能力

職業道德認知
與終身學習能力

教育目標

畢
業
後
之
職
涯
與
專
業
成
就
期
望

會計審計
人員

稅務規劃
與顧問人員

會計資訊
系統應用
與顧問人員

租稅法
模組

會計
模組課

程
規
劃
及
其
他
專
業
學
習

畢
業
時
應
具
備

特色模組 代表性職業最低畢業學分128

會計資
訊





朝陽會計系數位轉型實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GWsrTE-Xc












以會計系為關鍵字查詢，
共有1876筆正職工作







會計系十二項特色課程



會計專業倫理與團隊建構(必修)

會計系
特色課程(一)



系際盃合唱比賽

會計系
特色課程(二)



會計系
特色課程(三)

畢業專題製作課程(必修)



會計系
特色課程(四)

國稅局校外服務學習



會計系
特色課程(五)

校內實作課程



全年校外實習課程(選修)

會計系
特色課程(六)





研討會及論壇參與

會計系
特色課程(七)



校外企業參訪課程

會計系
特色課程(八)



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

會計系
特色課程(九)



課程結合專業證照輔導

會計系
特色課程(十)



國際交流

會計系
特色課程(十一)



跨域學程

會計系
特色課程(十二)



會計系五項特色活動













會計系歷屆優秀系友介紹



 

姓名 考試通過名稱 取得年度 姓名 考試通過名稱 取得年度 

戴○倉 中華民國會計師 89 鄧○怡 中華民國會計師 99 

陳○月 中華民國會計師 93 謝○冠 中華民國會計師 99 

林○佑 中華民國會計師 93 林○任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1 

游○欣 中華民國會計師 93 許○雯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1 

陳○瑤 中華民國會計師 93 蔡○婷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1 

黃○彬 中華民國會計師 93 呂○翰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1 

張○鈞 中華民國會計師 93 呂○杰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2 

紀○成 中華民國會計師 94 陳○廷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2 

陳○義 中華民國會計師 95 林○伶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3 

胡○禛 中華民國會計師 95 林○伶 (美國會計師) 103 

秦○聆 中華民國會計師 96 葉○青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3 

陳○樺 中華民國會計師 96 鍾○安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3 

劉○榮 中華民國會計師 96 廖○琪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3 

粘○杰 中華民國會計師 97 賴○翰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6 

楊○如 中華民國會計師 97 陳○廷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7 

廖○堯 中華民國會計師 97 吳○穎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7 

吳○松 中華民國會計師 98 陳○享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8 

葉○伸 中華民國會計師 98 曾○祐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8 

林○侃 中華民國會計師 98 林○茵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8 

陳○欽 中華民國會計師 98 莊○鉅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9 

陳○呈 中華民國會計師 98 張○鈞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9 

陳○平 中華民國會計師 99 鍾○晏 中華民國會計師 109 



姓名 考試通過名稱 取得年度 姓名 考試通過名稱 取得年度

林○祐 內部稽核師 87 廖○堯 內部稽核師 97

鍾○芳 內部稽核師 87 劉○宗 內部稽核師 98

李○楨 內部稽核師 87 林○君 內部稽核師 99

姓名 通過年度 姓名 通過年度 姓名 通過年度

陳○苓 94 謝○惠 96 陳○儀 103

陳○茹 94 陳○月 97 黃○婷 103

蘇○玲 94 林○霈 97 黃○琳 103

張○文 94 陳○呈 97 黃○涵 103

高○貞 94 蔡○婷 97 黃○楓 103

林○齡 94 張○美 97 黃○喬 103

鄭○尹 94 李○琪 97 楊○育 103

林○君 94 林○誠 97 溫○諭 103

顏○雅 94 江○仙 97 廖○怡 103

蔡○惠 94 錢○冠 97 廖○庭 103

王○文 94 呂○杰 97 褚○汶 103



姓名 通過年度 姓名 通過年度 姓名 通過年度

邱○芳 94 游○凱 97 趙○呈 103

李○婷 94 簡○湄 97 賴○翰 103

陳○似 94 吳○松 97 葉○成 104

劉○慧 94 陳○君 97 許○瑜 104

伍○燕 94 夏○馨 97 張○雲 104

洪○珊 94 陳○珍 97 陳○芬 104

黃○瑜 94 黃○汶 98 黃○碩 104

林○惠 94 施○慧 98 黃○雯 104

吳○貞 94 莊○宏 98 盧○雅 104

程○君 94 潘○純 98 陳○汝 104

林○美 94 陳○含 98 李○廷 104

黃○玲 94 陳○廷 98 黃○ 104

王○雅 94 王○婷 98 黃○玫 104

賴○華 94 鍾○安 99 藺○傑 104

何○珊 94 李○孝 99 簡○宇 104

黃○貞 94 王○懷 99 蔡○翰 104

湯○福 94 謝○君 100 曾○凱 104

林○婷 94 李○治 100 呂○葶 104

李○青 94 黃○菁 101 李○妤 104

廖○欣 94 蔡○民 101 林○娟 104

王○芳 94 蘇○娟 101 賴○儀 105



姓名 通過年度 姓名 通過年度 姓名 通過年度

陳○蕙 94 柳○聿 101 鍾○晏 105

胡○卿 94 余○儒 101 莊○鉅 105

賴○如 94 陳○杰 101 賴○瑄 105

馮○芬 94 曾○霖 101 吳○穎 105

林○芳 94 李○洹 101 張○鈞 105

陳○燕 94 曾○鈞 101 林○竟 105

黎○如 94 彭○盛 101 石○賢 105

王○毓 95 傅○萍 101 呂○慈 106

陳○羚 95 張○瑋 101 游○亮 106

秦○聆 95 陳○安 101 張○瑜 106

李○琮 95 葉○安 101 蘇○文 106

陳○如 95 吳○穎 101 林○瑜 106

謝○萍 95 沈○雲 102 張○涵 106

林○娟 95 曾○淳 102 侯○如 107

林○瑛 95 林○茵 102 邱○雲 107

林○怡 95 林○閔 102 蘇○毅 107

黃○綾 95 林○庭 102 許○濱 107

楊○雯 95 陳○林 102 鄭○雯 107

林○蓉 95 羅○宏 102 王○彬 107

陳○怡 95 林○宏 102 諶○慈 107

林○侃 95 方○雯 103 黃○瑩 107



姓名 通過年度 姓名 通過年度 姓名 通過年度

陳○婷 95 方○婷 103 蔡○凱 107

陳○珊 95 王○勝 103 黃○淮 107

黃○哲 95 王○玟 103 陳○妤 107

林○敏 95 白○廷 103 楊○筑 107

施○昭 95 吳○玲 103 林○芳 107

李○萍 95 呂○雯 103 張○維 107

陳○娉 95 李○正 103 陳○汝 107

林○伶 95 林○綾 103 陳○瑄 107

張○如 95 林○平 103 何○筠 107

張○美 95 邱○汝 103 吳○璇 107

林○馨 95 紀○慈 103 邱○茹 107

張○惠 95 胡○鴻 103 賴○樺 107

陳○伶 95 許○茹 103 戴○丞 108

謝○冠 96 許○文 103 王○涵 108

許○菁 96 許○文 103 李○臻 108

許○娟 96 陳○享 103 王○心 108

林○惠 96 陳○廷 103 謝○翔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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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畢業不當會計師
選擇更多…

會計系畢業不當會計師？
聽聽走資產管理的人怎麼說

美女會計師跨越代溝 扶植新創
鏡週刊達人理財》

跟著會計師挖好股拚出千萬身價

會計系學生可到各行各業就職!

商業會計法第 5 條
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應置會計人員辦理之。

自行創業!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9&flno=5


新生入學之輔導機制

完善之新生生活、生涯之輔導機制及配套措施，落實個別照顧、全程關懷

5.課程說明會
(模組、實習、專
題課程說明)

6.外籍學生
座談與學伴
(共計次22場活動)

1.新生座談
新生訓練

(含轉學生、外籍生)

4.導師制度
(每學期6次班會)

、系主任時間
(每學期1次)

校長與學生
有約(新生班)

3.國際學生
接待家庭
(28位教師次/
接待學生60人)

2.學生健康
與住宿訪視

(導師每學年一次)

個別照顧
全程關懷



78



79



80



完善的學務系統

完善之教職員資訊系統，整合「授課教師資訊系統」、「導師資訊系統」、
「行政/教學資訊系統」、「招生相關系統」、「課務相關系統」、「外
語能力輔導系統」及「學涯系統」等，教師及系所充分掌握學生課業學習
及學習歷程以有效協助學生課業學習



全方位課業輔導規劃

課後
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輔導52
門課程，2,592人
次

 補救教學追蹤
 教學TA輔導
 外籍生
 轉學(系)生輔導

事前強化
學習效果

 模組選擇輔導
 實習行前說明會
 轉系、跨校選課
 導師輔導
 生涯與學習輔導

課外綜合
學習輔導

 畢業專題與服務學習
(每年約150位同學)

 五年一貫(共有36位)
 提前畢業(共有3位)
 會計議題辯論(每年6

隊)
 碩士生參加論文發表

(共63人次)
 獎助學金

學習中預
警與輔導

 成績預警輔導
 缺曠預警輔導
 學習落後生輔導
 教師之請益時間
 學科指導教授

(諮詢158人次)
 大學專題、碩士

論文指導

課業學習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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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學習支持

1. 海外學習獎助學金
海外研修獎助金：「菁英學生獎學金」(2位)、「千人移
動機票補助」(32位)
、「管院海外壯遊計畫(生活+機票補助)」(9位)

2.研究生TA獎助學金
每學期獎助金金額約NT$100,000元

3.教師產學合作案工讀機會提供
每學期參與學生數約為10-20人次

4.校、院系獎助學金申請
5.會計系友會獎助學金
6. 競賽補助、取得專業證照補助
7.跨境學機機票或生活費補助
外籍生接待家庭制度
舉辦輔導座談、餐會、送別等活動

8.鼓勵志工參與
學生分赴中國、坦尚尼亞參與國際志工活動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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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指標
3-4

3-4-2學生根據系所之教育目標與本身學習與
發展，能有合理之課業學習成效表現(4/6)鼓勵學生參與專業競賽，培育專業與自信的會計人才

專題競賽

•歷年於全國會計實務專題競賽第一名、第二名、第三
名、優勝、佳作等，均獲得獎項

•「新世代全球產業發展與創新管理專題競賽」榮獲第
三名。

•連續「 E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榮獲優良獎

會計議題辯論賽

•大會盃-「第28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榮獲團體組
優勝

團體證照競賽

•證”造”未來夢想起飛─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校園金融考
照擂台賽蟬聯團體組冠軍及亞軍，個人組第三名之
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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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指標
3-4

3-4-2學生根據系所之教育目標與本身學習與
發展，能有合理之課業學習成效表現(5/6)

教學&證照競賽獎

•鼎新「ERP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認證競賽」榮獲特優

•鼎新「ERP軟體應用師-生管模組認證競賽」榮獲特優

•鼎新「BI軟體績效管理師認證競賽」榮獲特優

•榮獲「E化教學」榮獲優良獎

•「 JCCP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證照推廣競賽」榮獲特優

•第二屆「全民財經檢定校際競賽」榮獲非財經組第二名

社會公益競賽

•106及107年度「校園載具刷刷樂環保減碳e起
來」租稅教育活動競賽分獲第四名及入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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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連續10年以上榮獲「E化教學」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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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指標
3-4
應屆畢業生自我檢視均有正面評價與信心，平
均分數達4.06

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題項
對應核

心能力

會計 租稅法 會計資訊

1.我具備處理審計相關的知識 1 4.17 4.32 4.09 3.71 3.85 4.00

2.我具備處理會計相關的知識 1 4.22 4.47 4.09 3.89 3.69 4.13

3.我具備處理稅務相關的知識 2 4.26 4.40 4.18 3.93 3.62 3.89

4.我具備應用會計資訊系統之相關知識 3 3.91 4.30 3.77 3.46 3.62 4.33

5.我具備電腦操作的技能 4 3.83 4.26 3.86 3.71 4.00 4.53

6.我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溝通及協調的技巧 5 4.26 4.40 4.14 3.89 4.15 4.47

7.我了解會計專業職業道德與倫理精神的重要性 6 4.30 4.49 4.23 4.07 4.00 4.60

8.我同意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6 4.26 4.47 4.18 4.07 3.92 4.67

9.我具備基本外語溝通能力 5 3.96 3.79 3.95 3.43 3.77 3.73

平 均 4.32 4.05 3.81 3.85 4.29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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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指標
3-4碩士班應屆畢業生自我檢視均有正面評價與信
心，平均分數達4.35

題項
核心
能力

我具備會計審計相關知識 1 4.31 4.5

我具備稅務相關知識 1 4.23 4.6

我具備探討(分析)會計實務議題之能力 2 4.23 4.3

我具備基本外語能力 3 4.00 3.7

我重視會計專業職業道德與倫理精神 4 4.46 4.7

我將奉行終身學習的態度 4 4.38 4.7

平 均 4.27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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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指標
3-4

學年度 競賽名稱 名次 

105 

系際盃合唱比賽 (創意組) 優等獎 

「改變從禮開始」禮貌運動競賽(上學期) 最佳禮貌推廣團體獎 

「改變從禮開始」禮貌運動競賽(下學期) 第 3 名 

106 

系際盃啦啦舞蹈比賽 (創意組) 優良獎 

「由禮行動，從你開始」禮貌運動競賽(上學期) 第 3 名 

「由禮行動，從你開始」禮貌運動競賽(下學期) 第 3 名 

朝陽科技大學 106 年度新生盃女子籃球賽 季軍 

第三十八屆大會盃女子組 籃球 季軍 

107 系際盃啦啦舞蹈比賽 (創意組) 優等 

 

課堂外競賽活動表現亮眼，注重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

3-4-3 學生在課業學習、課外活動、生涯及職涯學習表現，符
合系所對教育目標與學生能力之期望，展現辦學成效(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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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指標
3-4

3-4-3 學生在課業學習、課外活動、生涯及職涯學習表現，符
合系所對教育目標與學生能力之期望，展現辦學成效(6/6)

跨域學習職場飛揚，本系主開跨領域學程修課人數

跨境學習國際翱翔，105-107(上)共計43名學生透過交換、雙聯、
參訪及研習等方式進行海外學習

國
別韓國 越南

馬來
西亞

泰國 英國 日本 丹麥 中國 合計

人
數

3人 4人 4人 1人 4人 15人 1人 10人 43人

學程名稱 人數

「稅務策略與保險規劃」 17人

「會計與國際商務學程」 51人

「會計分析與理財學程」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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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

地址：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聯絡電話：04 - 23323000 分機 7424
網址：http://www.acc.cyut.edu.tw/

甚麼系不怕失業？
甚麼系最有就業保障？
甚麼系進可攻？退可守?
畢業後職場符合所學之就業率超過90%
公司不論大小，一定需要會計人員！

本系特色：
1.大學部設記帳士輔導課程
2.研究所設會計師輔導課程
3.就業場域多元化：公司財會、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資訊、銀行、金融保險、公職…
4.教師實務經驗豐富，8位具會計師執照

實務融入
教學

證照補助
證照輔導

校外實習
業界導師
校外參訪
講座

職涯輔導
升學
就業
公職

實務經驗上手 會計就業不愁

陳珮妤、林嘉音、呂冠榕、胡智鴻、蕭姵芸高中
109年高普考

莊斐鉅、張雅鈞、鍾雨晏高中109年會計師

本系在校生5位考取108年記帳士

狂賀～狂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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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給你滿滿的收穫!
帶著愉快的心情入學~
請掃碼加入會計on air@line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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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朝陽?

價值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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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大是一所強調科技、管理、創新與人

文兼顧的綜合型專業大學，以培養 “專業技

術、健全品格”，“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

手”的中高階一流專業人才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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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身世界級大學之列

本校榮登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9連續2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1000大、

亞洲地區大學排名301-350、

全球新興經濟體大學排名350大、

亞太地區最佳大學排名250大，

五項排名均為臺灣唯一進榜之私立科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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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最愛畢業生

遠見雜誌調查，本校榮列綜合大學20強、技職大學
20強及社會影響前20強，另提供學生助學金總額為
全台私立技職校院第一

《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中部
科技大學第一

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調查」，本校企業最
看好年輕潛力大學排行私立科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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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環境優良

第一宿舍（校園內）

4人或8人普通套房，宿舍費用每學期（4個月）約新台幣13,000元～9,000元。

第二宿舍（校園外）

單人或雙人冷氣套房，宿舍費用每學期（4個月）約新台幣18,800元。

第三宿舍（校園外）

單人、3人或4人冷氣套房，宿舍費用每學期（4個月）約新台幣22,500元～13,000元。

第四宿舍（校園外）

雙人冷氣套房，宿舍費用每學期（4個月）約新台幣1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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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國際視野
本校現有350所海外姊妹學校

涵蓋學校有美國、英國、德國、澳洲、日本、

韓國、馬來西亞、越南、蒙古、香港及中國

大陸，並與國際知名學校簽訂交換學生協定

與雙碩士學位計畫，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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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業、不怕失業

-就好業、專業程度高、不易被取代

-國家保障專業資格：記帳士、會計師

-所有商業的核心基礎、懂會計就懂企業

-培養數字能力、有益生涯發展與理財規劃

-就業領域廣：事務所、一般公司、金融業、服務業….

-會計系畢業取得會計主管入門票 (證交法等相關法令)

-跨界發展與創業更容易有好成績：會計+資訊；會計+管
理；會計+外文；會計+財金；會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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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會計系的理由

喜歡會計的當然選會計系，不
喜歡會計的更應該選會計系，

各行各業任您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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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海外雙聯、交換或研習(全校1000個名額)

-免費記帳士及會計師考試輔導

-大學校園~~豐富多元課外活動-會計系學會、迎新、啦啦
隊、辯論比賽、英文自學競賽、專題競賽、各種運動…

-三模組-「會計模組」、「租稅法模組」、「會計資訊模組」

-老師學經歷俱佳、實務經驗豐富、勤教嚴管

-鼓勵跨科系選課與學習-「會計分析與理財學程」、

「稅務策略與保險規劃學程」、「會計與國際商務學程」

-畢業生就業領域廣：事務所、一般公司、金融業、服務業

-深獲會計系畢業校友及其雇主肯定

-畢業生就業率高達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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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朝陽會計系?



簡  介
朝陽科技大學（CYUT）成立於 1994 年，為全台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學，師資陣容及教學設備深

受各界肯定，同時廣納國際學生，以發展為標竿高等學府為目標。朝陽會計系成立於 1996 年，目前
設置有大學日間部每屆 3 班共 12 班、碩士研究所每屆 1 班，在校學生人數共約 700 人。 

朝陽科技大學會計系依據技職教育之精神，力求理論與實務並重，以培養工商業、政府機關、會
計師事務所與企業界之會計及財務管理專業人才為目標，並重視學生品德養成，打造友善且兼顧專業
實務的學習環境。目前設有四年制學士班及二年制碩士班，分別授予「會計學學士學位」及 「會計學
碩士學位」。自創系歷經 25 年寒暑，截至 108 學年度，已累計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系友約 200 人，大
學部畢業系友約 3,500 人，畢業系友遍佈國內外企業、會計師(記帳士)事務所及政府機關之會計、財
務、稅務及管理部門，成為財會領域之專業人才。 

特  色

校外參訪

團隊建構啦啦隊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本系發展之特色如下： 
1. 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設計，與產業界接軌爭取

產學合作計畫融入教學；執行校內實作、產學雙
師(業師共構)、企業參訪等實務導向教學活動。 

2. 大學部採「會計」、「租稅法」與「會計資訊」三模
組教學，並設有跨領域學程。 

3. 設立「會計和審計模擬實驗室」，以增強各種會計
、稅務及審計軟體的操作應用技能。 

4. 輔導學生專業證照考試，以獲得各種專業執照，
例如：國家記帳士，國家會計師執照，金融證照、
電腦稽核執照及大數據、軟體設計等資訊證照。 

5. 提供實習課程，為學生與產業架起一座橋樑，讓
學生畢業後輕鬆地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實務在
手、就業不愁！ 

本系致力建構的辦學特色與管理學院所擘劃之
六項育才策略相互契合並行不悖，期望培育出軟實力
與硬底子兼具之會計專業人才(Double IFRS )：會計人
的軟實力-(1)Innovation(創新)、(2)Fervency (熱情)、
(3)Responsibility(責任)、(4) Sustainability ( 堅持)；會
計人的硬底子-(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資訊應用)、(2)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財報分析)、
(3)Regulation familiarization( 法規熟悉 ) 、 (4)Skill 
enhancement(技能增強)。 

朝陽科技大學會計系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專任師資

電話：886-4-2332-3000#7421
傳真：886-4-2374-2359
系辦︰管理學院大樓T2-614.1
網站：https://acc.cyut.edu.tw/

管理學院
會計系
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姓名  學歷 專長 

傅鍾仁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 管理會計、企業評價與分析 

熊杏華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會計資訊系統、公司理財、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林鳳麗 

副教授 逢甲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 
美國克利夫蘭州立大學會計財務資訊系統碩士 

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
會計資訊系統、財務報表分析 

陳輝格 
副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所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碩士 審計學、成本與管理會計 

陳俊宏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經濟學、會計學、網路經濟學
賽局理論、貨幣政策、財政學 

王若蓮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會計學、審計學、公司理財 

楊維如 
副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博士 

美國雪城大學會計碩士 財務會計、公司理財、投資學 

呂明哲 
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碩士 
統計學、品質控制與管理、會
計及審計議題研討 

張淳堅 
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會計碩士 
財務會計、高等會計學、
租稅規劃 

阮清萍 
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 

南加州大學 EMBA 碩士 財務管理、風險管理、財務經濟 

李秋燕 
助理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碩士  會計學、審計學、稅務會計 

呂珮珊 
助理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博士 
印第安納大學會計碩士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審計學、商業教育、成本與管理
會計 

楊麗文 
助理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所博士 

東海大學管理碩士 
會計學、審計學、租稅議題、
財務報表分析 

彭譯葶 
副教授 逢甲大學商學博士學程博士 

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管理碩士 會計學、成本與管理會計 

林國全 
講師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會計研究所碩士 財務會計、財務報表分析、

稅務法規 



課程規劃
大學部課程

大學部課程規劃

57學分系訂專業必修 +商事法、財務報表分析、高等會計學

57學分系訂專業必修 + 遺產及贈與稅、商事法、稅務會計、稅務專題研討

57學分系訂專業必修 +商用程式設計、會計資訊專題研討、企業資源規劃-
生管與成本模組、資料探勘與企業智慧

會計模組

租稅法模組

會計資訊模組

目前本系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之畢業學分總數為 128 學分，其中包括校訂必修 30 學分，會計系專
業必修 57 學分（包括：會計，審計，成本會計，經濟學，統計學，AIS 等），模組必修 12 學分，專
業選修 17 學分，及自由選修 12 學分，另可依據個人興趣選修跨院系課程。 

本系提供大學部四年制課程，可獲會計學學士學位。專業課程主要分為四類：會計與審計專業，
租稅與法律、資訊科技應用，一般管理與財務類等。此外，大學部課程採「會計」、「租稅法」與「會
計資訊」三模組教學，以培養企業所需之會計審計人員、稅務規劃與顧問人員、會計資訊系統應用與
顧問人員等專業人才為目標。 

研究所課程

研究所課程規劃
必修

管理講座、研究方法、計量經濟學、高等財務會計理論、高等審計學、高等
管理會計、會計專業倫理

選修

會計師實務專題研討、財務管理專題研討、企業資源規劃專題研討、租稅與
財產移轉規劃、企業租稅策略、海外研習、企業評價分析、高等管理會計專
題研討、會計資訊系統專題研討、會計準則研討、企業實習

會計研究所提供兩年制課程，畢業可獲會計碩士學位。為了促進學術研究和學習，提供每位學生
專屬研究空間、電腦設備、圖書資源、數位典藏及研究軟體，校園內可免費使用校園網路。除校園圖
書館外，本系的圖書館還藏有各種與會計相關的書籍，期刊和論文，供學生借閱使用。 

目前本系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之畢業學分總數為 39 學分，其中包括系專業必修 17 學分，專業選
修 10 學分，自由選修 6 學分及畢業論文 6 學分。 

實驗室及研究中心

會計審計虛擬實驗室

稅務暨會計諮詢服務中心

碩士生研究室

實驗室及研究中心

本實驗室包括 60 台個人電腦及網路教學設備，並配備會計，稅務及審計相關軟體，提供學生於
實作課程上機使用，相關課程如：會計資訊系統、電腦審計、財稅資訊系統、邏輯思考及運算、試算
表應用、企業資源規劃等。 除教學外，本實驗室具有證照輔導、提升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效能。 

為了幫助學生畢業後從事與稅務相關的工作，本中心整合了人力資源，提供技術諮詢和服務，積
累師生實作能力，並提供學術研究能量。本中心除為校內師生員工提供免費的稅務和會計諮詢外，還
接受外部產學案委託，進行稅務籌劃、財務分析、專案研究等諮詢服務。 

會計系的所有研究生都規劃有獨立空間從事與研究相關的工作。研究室設備齊全，配有舒適的私
人座椅，電腦和空調，使所有研究生都能進行專業研究。本研究室為研究生提供學術研究的氛圍，以
交流想法並培養專業研究發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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