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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修修與與發發展展典典範範科科大大計計畫畫  

正修科技大學

為因應大環境之人

力結構變遷趨勢及

配合教育發展政

策，擬建構一親產

學環境之產業連結大學，其目的為使學生更有效率的學以致

用，在完成學業之前，提早接觸產業環境，達到「畢業即就業」，

對社會及業界做出貢獻，發揮人力資源與產業之連結，幫助產

業找到需要的人力，並替社會大眾找到適合的工作，使人盡其

才且減少產業生產力受人口老化之衝擊。 

    此外，強調以學生實務為學習與創新的主體，透過「問題

導向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和「行動導向學習」

（Action Learning）為取徑，將課程教學與學習的對象及場域，

延伸結合至產業界以聯結外部資源，提升學生學習意願並且同

時強化在地聯

結，讓學生能夠

從參與產業實務

中，切身體驗智

慧創新與技能發

展的重要方向，

更進而拓展學生

「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實務經驗與機會，讓學生透過實際解

決問題的過程中，獲得知識整合、問題解決及行動抉擇的能

力，達到真正的「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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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在既有教學研究基礎與產學合作技術之下，成立

「產學研發中心」並建立人才培育與產學研發機制，實踐由「創

新（Innovation）」結合「智慧（Intelligence）」發展並連結「產

業（Industry）」，統整實務教學、智慧財產及產業資源，營造

親產學之環境，進行長期性之產學共同培育人才、研發布局及

成果推廣，帶動人力及智慧財產加值，以建構「典範科技大學

(i-Campus)」達成「務實創業‧行動就業」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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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究究發發展展處處  

一、前言  

研究發展處成立宗旨在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與科技發展，

提升學校學術研究水準，加強產學交流與技術合作，落實「理

論與實務並重」及「科技整合」之技職教育目標。 

二、現階段執行成效 

    本處各中心及各組作為學校與業界進行技術合作之橋

樑，積極致力於學校教育與產業的結合。協助各系、所、科技

研究中心推展各項業務，使全校執行政府及民間機構委託研

究、產學計畫案逐年增加。 

1. 學合作經費每年已超過貳億元，自民國 84年至今已 8度獲

得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建教、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得獎

單位須隔年才可再申請）。 

2. 96、97、98 與 99 年度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大專校院產

學合作前一年之績效評量，本校三年獲得私立技職體系「爭

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構面，頂標學校、頂尖校院

3 次第 1 名，1 次第 2 名；「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評量構

面 2次第 1名，2次第 2名；「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評

量構面 3次第 1名，1次第 2名。 

3. 校更積極配合政府辦理各種職業訓練及各種推廣教育，近

5 年平均每學年辦理超過 60 班，績效顯著。 

4. 年來深化產業實習機構連結與推展學生校外實習成果顯著

逐年成長，並已拓展至海外合格實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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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展望 

1. 產學合作中心 

    本中心未來將持續加強教師產學媒合機制，以產學教

學、產學論壇、開辦就業學程的方式與業界建立良好之互

動關係，並透過科技中心引薦及媒合教師與業界合作執行

產學計畫，同時整合運用學校資源與設備，強化科技中心

與區域產業連結，建立本校產學合作之特色。 

日後持續推動校內先期型產學計畫，培養教師累積豐富

的產學經驗，使成為政府與民間企業信賴的合作夥伴，鼓勵

教師積極申請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經濟部 SBIR 計畫、

教育部產業園區產學合作計畫，擴增產學合作層面，使合作

經費能逐年成長。 

 

2. 新創及技轉中心 

本中心未來將提供更多的行政支援，以提升本校研究

發展之水準，並積極推動全校研究風氣，整合跨系所(或跨

科技中心)及跨校之合作計畫。 

提供服務窗口，辦理國科會、國科會與教育部、經濟

部或國防部合作等各項研究計畫，鼓勵專任教師申請研究

計畫及辦理各項獎勵之申請。 

彙整教師各項研究成果，積極推動學術活動，促進學

術交流，配合本校各科技、研發中心推動新創、育成與技

術移轉的工作，並將研究成果推展至業界應用，並致力尋

求與國內外大學從事跨校及跨國之國際合作。 

 

3. 技能發展中心 

本中心未來將落實「證照制度」之推動，鼓勵各系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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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級技能檢定場地，結合課程建立考證機制，協助學生

取得專業證照。 

在競賽層面將落實各系「標竿競賽項目」之建立，積極

推動「奪標計畫」之執行，使本校各系學生競賽能力能夠大

幅提昇。 

在學生實習層面，將積極協助各系建立學生校外實習據

點，暢通學生實習管道，以培育本校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

具之人才，增進學生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達成學生順利就

業目標。 

 

4. 校外實習中心 

本中心將落實檢核實習之「專業職能」所需具備的特定

職務能力與系所本位課程之關聯性及銜接就業職能。 

積極協助各系建立學生校外實習據點，暢通學生實習

管道，以培育本校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人才，增進

學生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達成學生順利就業目標。 

積極推動技職再造教師實務增能使教師於課程規劃、

教學策略與學習評量中導入職能概念與培養，持續推動產

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提供符合產業需求之技術人

才。 

 

5. 推教育中心 

本中心將配合教育部推展終身學習之理念，加強規劃辦

理各類學分及非學分班之課程，提供全民良好之進修機會。

並繼續辦理各類委訓班、第二專長養成班及市、縣民學苑，

以達成全民教育為理想的目標。 

為配合台灣未來產業需求，積極參與經濟部工業局設立

半導體學院計畫，開設 IC 製造人才培訓班，培養優秀高科

技人才，進入高科技產業，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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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辦理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及泰山職訓

中心--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極力培養產業實務人才，增

加產業的產能與競爭力，進而提高就業率。 

6. 研發處校外實習中心 
為縮短學用落差，強化產學運用，希望藉此消弭或縮短

大學教育與就業市場需求之落差，以提升畢業生就業力，培

育具實作力、就業力及競爭力之優質專業人才。本計畫積極

開拓學生國際觀，朝向「全球化」的產業實務參與，與國內

外產業接軌。  

新加坡海外訪視 

   

 

 

海外實習地點: 

F.J. Benjamin Holdings Ltd. 

海外實習地點: 

Wisma Atria, Izzue Department 

store, 

  

海外實習地點: 

Seventh Heaven 

海外實習地點: 

Wisma Atria, I.T. Department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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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泰豐媒合會 

  

校外實習中心主任致詞 鼎泰豐總公司人資組長致詞 

  

鼎泰豐公司簡介 面試學生參與說明會 

  

實習內容說明 實習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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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友友及及職職涯涯發發展展中中心心  

一、中心發展現況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以協

助在校生厚植「就業準備力」、

創造「多元就業優勢」、強化「全

方位職涯發展」機制為主要目

的。為落實上述目標，中心積

極與 締約廠商洽談就業媒合事

宜，由校方與產業界簽訂就業

保證協議，提早為畢業後做準

備，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且與就業輔導中心業師合作駐點服

務，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生就業管道，且亦可提升就業率，降低

待業率。並建立資料庫整合校友與企業能量，提供實質的就

業資源服務，便捷學生就業輔導，提高就業媒合效率。 

 

二、活動與成果 

為加強學生就業知能，中

心辦 

理一系列職涯講座，例如校友 

與業界創業經驗分享：透過「 

職涯探索」輔導，建立學生正 

確的職場倫理；開辦創業研習 

課程：邀請青輔會、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及創業成功業師等專 

家開設創業班；創意履歷設計 

：以活潑生動的影音效果，創新與創意的模式表達自我，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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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能更了解本校學生之優點；企業顧問面試協訓及履歷表診

斷：請企業界人資主管蒞校協同診斷學生履歷內涵及模擬面

試，提供就業職能知識及面試應徵服裝穿著、態度與應對談吐

之建議；辦理徵才「就業博覽會」：適時掌握現代社會脈動，

進行初步面試與現場填寫履歷，提升就業率；產業參訪經驗分

享：帶領學生進入職場，多元了解職場環境。且為促進本校畢

業生就業媒合機會，更建置「就業立即報」系統，更引進勞工

部就業服務中心定期駐校服務，專人協助學生媒合就業。 

 

三、未來展望 

中心將會持續維繫並增進

在校生、畢業校友及媒合廠商

間的無縫接軌橋樑，其中包括

了像是學生求職登記與媒合、

建立雇主與學校合作平台、辦

理校園職涯宣導活動、畢業生

職涯意願調查及畢業生動向調

查等五點，以確實達到本中心

創立宗旨，並且有效的協助在校生探索合適的性向及職場，並

創造出畢業即就業的環境；一方面定期的與畢業校友的聯繫

及調查，落實畢業生動向統計，亦可作為在校生職向參考；最

後媒合廠商可於在校生及畢業校友中，挑選出合適的人才，以

三方面無縫接軌的態勢，營造出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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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生輔輔導導中中心心 

一、打造績優輔導成效．形塑典範諮商場所 

  本校重視校園輔導工作，在校長充份授權及各單位全力支

持下，積極促進師生心理健康，有著充沛的輔導專業人力與空

間資源，並多次榮獲全國大專校院等級之獎項肯定。 

二、建構完整輔導網絡．促進師生心理健康 

  學生輔導中心以「三、生、友、性」做為心理衛生推展之

準則，一方面以簡單明瞭之概念協助全校師生了解學生輔導工

作之意涵，另一方面則可以依據不同業務進行專業分工，以期

達到有效的輔導服務。而「三生友性」分別代表三級預防、生

涯輔導、友善校園與性別平等，並進而將人力分為心理輔導

組、生涯專案組、資源服務組與多元關懷組，藉由任務編組，

以更加深化服務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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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工作感動行銷．啟動青年四大願景 

  為了讓拓展本校輔導工作成效之能見度、確保師生熟悉

學生輔導中心之功能及服務。本中心多年來運用 N 世代學子

慣用且愛好的網路平台、社群網絡、同儕影響及走動式輔導活

動(例如系輔小棧活動、校園攤位活動…)等貼近學生生活、學

習習慣及興趣的方式，做為輔導工作行銷之媒介，有效讓學生

了解如何運用學輔中心服務、提高本中心輔導服務及輔導成效

之能見度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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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視校際經驗交流，主動分享輔導成效 

  本校連續 8年獲得教

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邑注，

100-101 年更獲得最高補

助額度一億七仟元。學生

輔導中心輔導團隊的專業

素養、執行效率及創新輔

導架構獲學校重視，在每

期卓越計畫的「學生軟實

力提升主軸計畫」及「教

師輔導知能提升主軸計

畫」中，扮演重要的策劃

與執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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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訊訊創創新新服服務務中中心心  
一、中心簡介 

資訊創新服務中心主旨 

 「資訊創新服務中心」於民國九十八年起成立。 

 主要提供產業界產學合作服務，藉由與產業界之合作。 

 管院所屬專業師資人數逾百人，多數具有實務經驗。 

 提供符合產學合作廠商需求之專業知識及技術支援。 

 

推廣執行目標與策略 

 提昇院所與產業間互動關係 

 進行產官學界研究合作與輔導 

 增進老師與學生實務經驗 

 提供企業教育訓練及網路建置 

 定期舉辦相關國際認證考試 

 

二、活動與成果與典範計畫相關為主 

 MOS 證照培訓計劃之規劃與執行： 

 近年來資訊相關認證已成為具備資訊能力的重要指

標，專業人員是否具有相關認證成為就業的重要依

據。 

 本中心藉由校內資訊課程訓練後，輔導學生取得各

種專業的認證，以期提升學生相關之資訊能力。 

 跨校與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合作： 

 完成"ZigBee 無線門禁控管資訊系統"產品開發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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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無線感測網路應用於節能管理之研究”計畫。 

 就業學程合作： 

 開學程課程，使學生在畢業前能了解就業上的問題

及準備就業資訊。 

 和各外界廠商實習上課，業師輔導教學 

 

三、中心未來展望 

 

 

 

 

 

 

 

 

 

 

 

 
 本中心未來會持續推廣增加計畫專案，並能多讓學生

參與計畫內容，使學生能多發揮專長及應用如：資訊、

APP、網際網路、管理等技術。 

 本中心希望能為學生的發表專案成果申請到國家專

利。 

 多承辦類似就業學程等合作事宜，讓學生在畢業後能

有所準備及多加了解社會資訊。 

 證照計畫多舉辦為學校學生學習及爭取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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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產學學營營運運中中心心  

一、現況介紹 

1.辦理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各項委託研究、鑑定、檢試

驗、諮詢、分析等產學合作相關事宜。 

2.鼓勵教師積極申請校內先期型產學計畫，提升本校師、生

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之比率及數量。 

3.與校外公民營機構簽訂策略聯盟或夥伴關係，建立互動機

制，以活絡產學合作管道。 

4.配合本校各科技中心辦理各項產學合作案，並強化與區域

產業連結，服務區內相關產業。 

5.整合院、系、所及科技研發中心資源，擴大產學合作能

量，積極推動師、生參與產學計畫，強化產學與實務連

結，提升教師實務能力，培育優質實務人才。 

 

二、未來展望： 

持續加強教師與業界交流，強化產學媒合機制，以產學

教學、產學論壇、開辦就業學程的方式與業界建立良好之互

動關係，並透過科技中心引薦及媒合教師與業界合作執行產

學計畫，同時整合學校資源與設備，強化科技中心與區域產

業連結，建立本校產學合作特色藉以提升產學營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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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成果 

 

 

 

 

 

 

 

 

 
產研社群會議                    學生產學成果分享競賽    

親產學設備植入計畫              優質企業交流計畫 

 

 

 

 

 

 

 

 

 

 

 
(3D雷射掃描儀操作訓練)          (業師指導學生製作 LED日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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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產業業策策略略發發展展中中心心 

 

一、中心展現況(亮點特色) 

產業策略發展中心經常與跨

領域不同的三個學院內的多位教

師藉由專案的需求組成專案任務

團隊分享交流達到合作之經驗與

成果。 

本中心營運項目包含一般企

業委託案、政府計畫、公部門標

案、推廣教育與創新育成，業務範

疇有專案企劃、市場調查、網路

資訊平台、財務會計、教育訓練

與公部門計劃與標案等項目。 

二、活動與成果與典範計畫相關為主 

  本中心產業合作部分有超過百件橫跨多學院多科系教師

的產學合作案，並輔導廠商申請中小企業創新 SBIR 計畫、創

新服務憑證、國科會產學合作案、工業區廠商的輔導計畫等，

產學合作金額逐年成長。其次，在創新育成的部分包括 98 年

的U-STAR創業團隊黃金印記烏魚坊有限公司與 ITE創意科技

DIY 益智套件公司，99 年 U-STAR 創業團隊橙嵐創意設計有

限公司。101 年進駐育成輔導廠商亞瑪薩國際有限公司、湘藍

創藝坊、伊絲凡妮國際有限公司。並辦理 101年度發展典範科

技大學計畫 -產學開發行動服務團(專利開發研發布局)，102

年度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產學開發行動服務團(跨領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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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服務團)。 

100 年度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縣市合併後公務人

員從業態度及職能發展之研究」。102年度高雄市交通局「凹

子底公有停車場多功能使用規劃民意調查計畫」。推廣教育部

分辦理 99-102年度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縮短身心障礙者數位落差強化職業能力實施計劃勞務採購

案」，101-102 年度「身心障礙者第二專長(進修)職業訓練計

畫」，成效卓著。 

三、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本中心將在既

有的基礎上，積極推動新的

「產官學研」合作交流與共

享，以創新、創意與創業為主

軸，透過專案管理、知識管理

的實施，落實跨領域、跨科系

甚至跨校的合作案，以協助產

業升級、配合政府方向、理

論實務應用、研究創新開發為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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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載具具及及電電子子科科技技中中心心 

 

一、 中心發展現況 

1. 中心成立的緣由 

本中心前身為智慧載具實驗室，於 2013 年 8 月 1 日

將實驗室正式提升為校級的中心。 目前朝危險工程輔具與

運動訓練輔具發展，並結合工程用途之危險、骯髒、辛苦

3K工作環境之替代輔具與機器人設計，期望能提昇相關工

作之安全與效率，降低意外事件發生，保護勞工與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並建立專業訓練與工程輔具科技開發製造之

自主性，期望各方挹注資源，建立堅實之發展根基。 

 

 

 

 

 

 

2. 願景與目標 

本中心願景為建立本校成為國際級三 K 產業「危險、

辛苦、骯髒」設計研發中心，其目的為結合工業與產業中

危險與勞務機器人產業發展，藉由完整之光機電系統整

合訓練模組具，提昇學生產業實務能力與競爭力，以達成

19



培養學生在特殊場域工業產業智慧型工程載具研發技術能

量，並透過產學契合、行動就業及技職飛揚的具體目標。 

中心的組織、設備與特色簡介 

 
  本中心下設有產學研

發行政組、產學創新設計組

等 2個小組及 1師資合作群

組，協助執行產學計畫、創

新研發案、以及相關委託測

試服務，且互相配合積極

與企業 (產業 )合作，共同

提升本校三 K 產業技術水

準及競爭力，本中心的設備

包括分別簡介如下，本中心

組織如架構圖所示。 

 

 

 

 

 

 

 

 

 

 

 

 

 

 

 

20



 

1. 半導體量測設備 

Agilent 4156C、Agilent 4284A、Agilent E5250A、DC Probe Station 

    HT-200、Agilent ICS、Agilent 16442、Agilent 41501B 

 

2. 半導體製程無塵室設備 

超音波洗淨機、金相顯微鏡、快速退火爐、蒸著機、

光學旋轉塗佈機、電漿化學氣相沉積設備、光罩對準儀、

精密烤箱 

 

3. 奈米光電量測設備 

光功率計、氦-鎘雷射、晶粒粘著機、LED壽命測試儀、

光電效應測定儀、雷射光譜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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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射頻辨識系統設備 

雙頻 RFID 閱讀器( iPico 2215)、手持式 RFID閱讀器(HP 

iPAQ 5500)、長距離高頻 RFID 閱讀器 (Alien LR-9780)、

電腦工作站 (Sun Blade 1500)、嵌入式發展平台、生醫發展

系統、邏輯分析儀 (Tektronix TLA 5201)、ARM 模擬器 (TI 

OMAP 5910)、可程式輸送控制系統 

 

5. 智慧型載具開發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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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與成果 

目前成效 

智慧載具實驗室發展出外牆工程與清潔機器人、管道清潔

機器人、多功能保全機器人與射擊模擬訓練等系統，為驗證科

技與創新性，積極參與技術競賽指標項目發明展，共榮獲

我國、日本、韓國、義大利、烏克蘭、波蘭、馬來西亞等國際

發明競賽獎牌數 10金 1銀 3銅，實驗室主持人獲頒發明國光

獎章，以上

經外界檢驗

成果可做為

技術研發實

力之佐證。 

 

 

 

 

1. 多功能爆裂物移除機器人 

多功能爆裂物移除機器手臂，使專業操作人員可在安全

環境下，移除未爆物或危險化學物質、廢棄彈藥、詭雷、輻射

物質等高危險與污染物體，前端模組改裝為金屬偵測器及探

地雷達，戰時可作為地雷移除與偵測，平時可擔任國土安全維

護與急難救災偵測等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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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金屬偵測器 水平夾取爆裂物 

  
電腦監控畫面 遙控偵察模組 

  

載具結合實景 整合主動消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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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毒氣偵檢消除機器人 

載具結合 LCD氣體偵測器(英軍野戰毒氣偵檢器)，可偵測 

200 種以上有害毒氣並判定氣體性質，與高功率無線模組及載

具整合，形成為遠端監控，提供正確數據回傳至災害指揮中心

作為決策依據，減少因人員背負儀器深入污染區偵測意外與危

險，大幅提昇生化攻擊與工業災害處理安全，並可搭載消除器

進行即時災害控制與消毒。 

 

3. 戰鬥偵察機器人 

戰鬥偵察機器人，可搭載各式口徑機槍與反裝甲武器，作

為戰場火力平台。因其具有低姿勢、低噪音、低熱散等特性，

加裝熱顯像等觀測設備，可運用於搜索、偵查、警戒、掩護、

伏擊、反裝甲、複雜地區偵察、道路偵察、城鎮戰攻堅與協助

士兵戰鬥，減少戰鬥人員傷亡。 

  

多口徑武器模組 反裝甲模組 

  

實彈射擊 大口徑火力支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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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動巡邏保全機器人 

整合人員捕捉網槍、標示色彈、催淚瓦斯、震撼彈與塑膠

子彈、電擊槍等模組，藉由移動載具進行遠端遙控與監控，並

藉熱顯像系統與光學瞄準鏡，對於非法分子進行行動控制、標

示與威嚇，制止其破壞行動與企圖，保障廠(營)區安全。 

 

 

 

 

 

  

機動巡邏保全機器人 網槍射擊情境 

  

操控模組 電擊槍射擊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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