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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萬能科大精工系的優勢

優質全新設備—設備教學化，親身操作學習新穎設備

專業技術考場—CNC 車銑及製圖考場，成立機器人考場

學生校外實習—涵蓋精機、航太、汽車、高科技資通訊等

證照輔導教學—課程結合證照，專業實務教師教學

國際全國競賽—參加國際競賽，技能競賽成績優異

系友成就非凡—系友發展表現，畢業職涯規劃更寬廣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2021 年
 桃園市正職工作月薪中位數 3.7 萬，各縣市中第三高

http://www.104.com.tw/cfdocs/project/adpda08/ad20211005_26101.htm
http://www.104.com.tw/cfdocs/project/adpda08/ad20211005_26101.htm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2020 年
 桃園市正職工作月薪中位數 3.5 萬，各縣市中第三高
 桃園市月薪扣除支出之後的結餘平均 12,463 元，各縣市中第二高

http://www.104.com.tw/cfdocs/project/adpda08/ad20211005_26101.htm
http://www.104.com.tw/cfdocs/project/adpda08/ad20211005_26101.htm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萬能精工系畢業後就業三大領域

電腦繪圖‧產品設計

多軸精密機械加工

精密量測‧機電製造

電腦整合製造

智慧生產‧機器人

自動化工程

精實生產‧物聯網

人工智慧雲端計算

工業工程‧供應鏈

品管‧企業資源規劃

生管‧人因工程

職安衛

精機、航太、汽車、半導體、高科技資通訊、醫療、服務等相關產業

精密機械 智慧製造 工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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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全新設備

設備教學化，親身操作，學習新設備

類產線教學，智慧製造

四年免收實作材料費

▲ 多軸 CNC 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 電腦輔助繪圖專業教室

▲ 蔡司三次元量測儀

▲ 勞動部 CNC 銑床檢定考場

▲ 勞動部 CNC 車床檢定考場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智慧製造與智慧生產實習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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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考場

勞動部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 CNC 車床乙級技術士

雙考場
原場地
考照

AutoCAD 國際證照
Solidworks (CSWA, CSWP) 國際證照

雙考場

成立機器人工程師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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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驗室

航空科技中心 工業機械人實驗室

電腦輔助繪圖專業教室 人因認知實驗室

機電整合實驗室 品質實驗室

機械實習工廠 數據分析實驗室

生產管理實驗室 逆向工程暨快速原型實驗室

勞動部CNC 銑床檢定考場 勞動部CNC 車床檢定考場

多軸 CNC 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電腦繪圖國際證照檢定考場

智慧製造與智慧生產類產線工廠

勞動部全國技能競賽選手培訓
CNC銑床職類
CNC車床職類
機器人系統整合職類

技能競賽分區前五名或技藝競賽金手獎：四年學費全免+生活助學金

技能競賽分區佳作或技藝競賽優勝：四年國立收費+生活助學金

乙級證照獎助學金日間部加碼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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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工業工程
智慧製造

‧生產與作業管理
‧品質管理
‧供應鏈管理
‧人因工程
‧專案管理
‧企業資源規劃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品質保證系統
‧設施規劃
‧……………………

‧人工智慧概論
‧物聯網技術
‧智慧製造實務概論
‧電腦整合製造
‧精實生產
‧智能生產與管理
‧大數據分析應用實務

‧生產排程
‧機器人設計與原理
‧……………………

精密機械

‧電腦輔助繪圖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精密量測
‧機電整合
‧工程材料
‧逆向工程
‧曲面建構模型
‧多軸CNC機械加工
‧彈性製造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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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輔導—課程結合證照

勞動部

CNC 銑床

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

CNC 車床

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

機械加工

乙丙級技術士

經濟部

智慧生產

工程師

機器人

工程師

自動化

工程師
精實工程師 工業工程師

AutoCAD
國際證照

Solidworks
國際證照

生產與作業
管理技術師

六標準差

綠帶

品質技術師
ERP

相關證照

ISO

品質稽核

相關證照

人工智慧

技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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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課程—就業領航

• 堅強師資

• 業師授課

• 專業課程

• 銜接產業設備

• 實作課程

• 證照輔導

• 師徒制教學

• 視為正式員工

• 有給薪實習

• 非作業員

• 表現優異留任

• 媒合企業

+

★ 實習抵 18 學分

★ 獲得寶貴職場經驗

★實習收入可達 480 K ，

超過大學四年學費

★ 提前穩定未來職涯規劃

3 年學習 1 年國內外實習

http://mail.vnu.edu.tw/cgi-bin/owmmdir/openwebmail-viewatt.pl/R0013550.JPG?action=viewattachment&sessionid=hclin*-session-0.119202255076868&message_id=<20141229140737.M23811@mail.vnu.edu.tw>&folder=INBOX&attachment_nodeid=0-1&convfrom=none.big5
http://mail.vnu.edu.tw/cgi-bin/owmmdir/openwebmail-viewatt.pl/R0013550.JPG?action=viewattachment&sessionid=hclin*-session-0.119202255076868&message_id=<20141229140737.M23811@mail.vnu.edu.tw>&folder=INBOX&attachment_nodeid=0-1&convfrom=none.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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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產業
全球傳動科技 • 台灣瀧澤科技 •旭申國際科技 • 健策精密工業 •台中精機 • 漢台科技 •一品鑽石工
業 •銘鈺精密工業 •瑞鋐科技 •六和機械 •東野精機 •名超企業 •山福工業 •祥儀企業 •台普工業 •
岳峰工業 •超群機械工業 •長聲工業 •中華台亞 •宏致電子 •眾宇科技 •野寶科技 •樺欣機械工業 •
四維精密材料 •新日興 •台全電機 •協易機械工業 •基準科技 •高林 •福特六和汽車 •太業科技 •中
華汽車 •永揚電梯工業 •維輪實業 •春源鋼鐵工業 •創國精密

高科技資通訊產業
日月光半導體 •環球晶圓 •凌巨科技 •研華 •英業達 •中華精測科技 •景碩科技 •友達光電 •晶碩光
學 •欣興電子 •大同 •明基材料 •佳世達科技 •高技企業 •福旻實業 •神準科技 •興普科技 •肯微科
技 •群浤科技 •瑞太福科技 •台灣東電化 •南岩半導體 •輝能科技 •亞德光機 •台灣國際航電 •信通
交通器材 •嘉聯益科技 •瀚宇博德 •信昌電子陶瓷 •華新科技 •友輝光電 •榮創能源科技 •昇銳電子
•合晶科技 •長樺電子 •台達電子 •迅嘉電子 •艾克爾國際科技 •艾克爾先進科技 •穩懋半導體 •晶
成半導體 •恩嘉科技

航太機械產業
中山科學研究院 • 長榮航太科技 • 漢翔航空工業 • 時碩工業 •凱奕科技 • 中興電工機械 •復盛應用
科技 •豐達科技 •現代航太 •安博全球航太科技

物流及其他產業
台灣大昌華嘉 •信可物流 •利豐物流 •長榮物流 •百及物流 •輝煌實業 •台灣永光化學 •逢興生物科
技 •富堡工業 •台灣華可貴 •興昌紡織 •功學社教育用品 •地球綜合工業 •黑松

產學合作企業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合作廠商—航太機械產業

長榮航太科技 中華航空修護工廠

豐達科技

中興電工機械

復盛應用科技

時碩工業

漢翔航空工業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合作廠商—精密機械產業

全球傳動科技

健策精密工業

台中精機廠

台灣瀧澤科技

銘鈺精密工業

一品鑽石工業

漢台科技

名超企業

旭申國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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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巨科技

高技企業

合作廠商—資通訊產業

日月光半導體

環球晶圓 英業達

友達光電

欣興電子

中華精測
佳世達科技晶碩光學

明基材料

台灣國際航電

景碩科技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www.cakeresume.com/companies/chpt&psig=AOvVaw2W6VTVlps8F0AD_tjK0Mya&ust=1601134962742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IC8_NzShOwCFQAAAAAdAAAAABAD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www.cakeresume.com/companies/chpt&psig=AOvVaw2W6VTVlps8F0AD_tjK0Mya&ust=1601134962742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IC8_NzShOwCFQAAAAAdAAAA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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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國內外實習‧畢業就有優質工作

中華航空修護廠
長榮航太科技

英業達
漢台科技

一品鑽石工業

晶碩光學 時碩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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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晏翎/漢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晏翎，參與大四全年校外實習時，甄選至世界第三

大PCB銑刀製造廠的漢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習，擔任

品管人員，也因為表現傑出，在實習期間，還是學生的

她就被公司晉升為品檢部門組長，月薪超過四萬五仟元，

畢業後繼續任職原公司。

周元鵬/中山科學研究院

周元鵬，大學四年級參加校外實習時，選擇了長榮航

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表現優異，畢業後即考入原公

司，成為長榮航太科技的正職人員，而在畢業後繼續努

力，更上層樓，考進中山科學研究院，擔任機械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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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羽航/現代航太

嚴羽航，本系馬來西亞僑生嚴羽航， 107 年來台就讀

大學，大四全年實習時錄取進入現代航太公司擔任研發

助理工程師，期間工作表現認真，受到主管嘉許和欣賞，

畢業後獲公司延攬留台，投身精密機械產業貢獻己長。

陳京虢，經由本系產學合作企業媒合，順利通過中華精

測科技面試，大四全年實習擔任生管工程師一職，負責

協助中華精測科技 PCB 產線的生產計畫、排程和異常

排除追蹤。實習期間主動積極、認真負責，工作表現受

到主管讚賞與肯定，畢業獲延攬留任。

陳京虢/中華精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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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田/桃苗豐田桃園廠

林富田，本身高中職是汽車修護科畢業的背景，為了

長遠職涯的考慮 就讀本系，因為有工業工程的背景，

在桃苗豐田公司從基層的維修技術員，努力不懈一路技

術員升到接待專員，今天是桃苗豐田桃園廠的副廠長，

是精工系校友的榜樣。

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能精工系每年與長榮航太科技合作學生校外實習實習，

近三年實習同學表現中規中矩，深獲長榮航太科技公司

的肯定，其中多位同學在實習期間，就通過的長榮航太

科技的肯定，畢業後即留任為正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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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系學生校外實習→留任正式員工

長榮航太科技

周元鵬 楊宜豪 魏見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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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教學—產業接軌(企業參訪)

長榮航太科技 漢翔航空工業

中華精測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時碩工業

國立太空科技中心

台中精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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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超企業副總經理、桃園市農業局長、聯發科技研發副處長、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經理、瑞鋐科技廠長、王品集團經理、

大同公司經理、長榮航太科技工程師、興霖食品(五木拉麵)經理、

大潤發平鎮店總經理、漢台科技經理、台灣晶技稽核室主任、

大溪花海農場兩蔣文化園區園長、亮星遊戲工作室總經理、

捷盛運輸倉儲室主任、中國氣動經理、冠信電腦財會處副理、

虎航機師、合信汽車營業部部長、全國電子數位本部主任、

阿聯酋航空空姐、長榮航空空姐、東立物流總經理、

億大機械廠長、興國機電經理、統苓國際企業總經理、

瑞締科技經理、利愛電氣董事長、介面光電資材部主任、

泰商泰金寶科技副總經理、桃苗豐田桃園廠的副廠長、

………………………………………………………………………………

系友畢業後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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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課程—拓展視野(海外交換學生)

【美國】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霜堡州立大學）

【澳洲】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南十字星大學）

【日本】Nagasak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長崎國際大學）

【日本】Nagasaki Junior College（長崎短期大學）

【韓國】부천대학교（富川大學)

日本長崎國際大學交換學生計畫

美國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交換學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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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創辦人郭台銘說：

「我告訴各位，我兒子要去念書，

他問我應念那個科系，

我告訴他去學 IE (工業工程)，因為

IE (工業工程)是工業之父，…。」

取自鴻海（郭台銘）演講稿

Mechanics (機械)是工業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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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創辦人郭台銘說：

IE (工業工程)將發揮其三大功能性開創作用：
第一是績效管理；第二是價值工程；第三是經
營管理

你如果能夠學成、學透、學精，

那麼我相信你將不只會成為一個合格的廠長，

還會成為一個很有管理能力的總經理。

我將來選擇外派總經理人選時，

我一定選擇有 IE (工業工程)學歷背景的。

取自鴻海（郭台銘）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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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Auburn University 工業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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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制與名額

機械群 21

甄選入學

聯登分發

動力機械群 5

甄選入學

聯登分發

不分群類 14

單獨招生

四技日間部 40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47 四技進修部 35 二技進修部 50

申請入學
免統測 免學測
免入學筆試

申請入學‧免統測‧免學測‧免入學筆試

身障生甄試 ← 暖心圓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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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品勵學獎助學金
 統測加權總分 500分以上入學獎助學金：四年學費全免

 統測加權總分 450~499分入學獎助學金：10萬元

 甄選入學及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獎助學金：1萬元

 單獨招生入學獎助學金：1萬元

 身障生甄試入學獎助學金：1萬元

 技能競賽分區前五名或技藝競賽金手獎：四年學費全免+生活助學金

 技能競賽分區佳作或技藝競賽優勝：四年國立收費+生活助學金

 產學攜手專班入學獎助學金：四年學雜費國立收費 •最高四年學雜費全額補助

 四技進修部入學獎助學金：1萬元 + 最高四年學雜費全額補助

 預約享優惠：112/06/15前登錄預約報名系統

★敦品勵學獎助學金申請資格

★乙級證照獎助學金日間部加碼 1 萬元
(含符合技優甄審報名資格)

★暖心圓夢方案(原住民、低收、中低收、身障生)：四年學雜費全免(最高)+政府獎助學金+

敦品勵學獎助學金+工讀媒合(低收優先)+安心圓夢獎助學金+高教勤學助學

★第一學年六人房住宿費全免(可補差額升級套房)

★身障生前三學年六人房住宿費全免(可補差額升級套房)

★甄選二階報名免費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產學攜手合作【精密機械加工產業專班】

• 每週五晚上，週六白天上課

• 週日休息不上班不上課，寒暑假不用上課
上課時間

‧長榮航太科技‧漢台科技‧時碩工業‧岳峰工業‧瑞鋐科技‧

凱奕科技‧全球傳動科技‧大同‧復盛應用科技‧銘鈺精密工

業‧台灣瀧澤科技‧永揚電梯工業‧六和機械‧健策精密‧中

華汽車‧春源鋼鐵‧映象‧維輪實業‧日月光半導體

合作廠商

‧入學進廠最高待遇優可達 30,000 元‧不綁約‧福利佳

‧培養儲備幹部‧入學以正式員工聘任‧

‧薪資高於基本工資‧依工作績效及公司營運逐年調升
薪資福利

‧學雜費國立大學標準收費(25,941 元)‧弱勢助學方案

‧廠商提供企業獎助學金‧最高四年學雜費全額補助
學雜費

‧輔導專業證照‧就讀期間考取證照‧頒發獎學金

‧考取乙級證照加薪 2,000 元/月
獎助學金

學生團體保險費 330 元/學期‧電腦與網路通訊使用費 895 元/學期

最高四年學雜費
全額補助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萬能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產學攜手合作 精密機械加工產業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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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加值

四年學雜費國立收費 住宿交通優惠補助 獎助不綁約 畢業久任獎金

企業獎助學金 最高四年學雜費全額補助
知名合作企業

正式員工聘任

培養儲備幹部

取得大學文憑

專業證照輔導

四年勞保記錄

四年工作經驗

競爭力
加值

報名產攜班

收入
加值

每月績效獎金

每月全勤獎金

每月加班薪資

年終獎金收入

取得證照加薪

升遷薪資加級

其他員工福利

四年基本薪資收入累積圖

(以剛入廠薪資28,000元/月計算，逐年調薪)

不只薪資加值

還有三大加值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萬能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產學攜手合作 精密機械加工產業專班

時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岳峰工業有限公司

瑞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凱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瀧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永揚電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六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映象有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維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 每週六日上課一天半 •寒暑假不上課

• 週六(9：10~14：30) •週日(9：10~17：50)上課
上課時間

‧入學即可協助媒合本系各產業合作廠商就業

‧投資自已‧提升職場競爭力‧大學文憑‧職場升遷制度
職場發展

‧合作廠商工作，四年學雜費全額補助
‧修多少學分/鐘點繳多少費用

‧每學期學分學雜費約 22,820 元‧弱勢助學方案

學雜費

‧入學獎助學金 1 萬元

‧輔導專業證照‧就讀期間考取證照‧頒發獎學金
獎助學金

學生團體保險費 330 元/學期‧電腦與網路通訊使用費 895 元/學期

四年學雜費
全額補助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 每週六日上課 •寒暑假不上課

• 週六(9：10~16：10) •週日(9：10~17：50)上課
上課時間

‧投資自已‧提升職場競爭力

‧大學文憑‧職場升遷制度
職場發展

‧修多少學分/鐘點繳多少費用

‧每學期學分學雜費 25,728 元‧弱勢助學方案
學雜費

‧專科畢或大學完成修業兩學年(含)以上

‧高中職畢(或同等學歷)後工作五年(含)以上

‧取得甲/乙級證照後工作三/四年(含)以上
報名資格

學生團體保險費 330 元/學期‧電腦與網路通訊使用費 895 元/學期

投資自已
提升職場競爭力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 學雜費減免：原住民籍學生、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現役軍人子女等。

◎ 心連心助學金：每月補助生活費 2~4 仟元，按月發放，一
學期最多以補助四個月計，受補助期間，
每月需從事服務學習 20 小時。(依學校規
範辦理)

◎ 弱勢學生：符合條件申請補助為 12,000~35,000 元。

◎ 證照獎學金：甲級：1 萬元、乙級：2 仟元、丙級：5 佰元。

◎ 學生成績優良獎學金：第一名：2,500元、第二名：1,000元、
第三名：500元。

助學方案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聯絡人 校內分機 行動電話

精工系主任 林鴻欽
(03)4515811 分機

61001
0973355657

聯絡 Line

QR Code

精工系網頁
QR Code

Line ID：0973355657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聰明的選擇

萬能科技大學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

讓您職場三高—專業高‧職位高‧薪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