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消防應用機器人 

整合消防瞄子、化學消防噴嘴、增壓器、化學氣液體偵測

器、節能高照明度燈具與熱顯像等模組，藉由移動載具進行擴

大消防安全縱深，減少專業消防人員，於火場與化學災害救援

時之突發閃燃爆炸意外傷亡。 

 

 

 

 

 

 

  

模組測試情形 化學災害偵測 

  

載具量產測試 與現有消防車設備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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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牆清潔機器人 

應用場域 清潔高樓外牆 

耐候要求 IP63以上 

重量與體積要求 較重、較大 

材料設計 無限制 

行走環境 垂直、 橫向移動 

主要功能 

1.可見牆面之影像 2.噴灑清水及清潔劑 3.清除玻璃

與外牆灰塵 4.清潔洗滌 5.回收汙水 6.烘乾 7.未來將

發展工程施作功能 

規格 長：126cm、寬：126cm、高：115cm 重量：125.5kg 

 

  

機器人本體 工程輔具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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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道清潔機器人  

應用場域 通風管道(天花板垂直壁面) 

耐候要求 IP63以上 

重量與體積要求 較輕較小 

材料設計 較低鐵磁性合金材料 

行走環境 轉彎、下有孔洞 

主要功能 1.管道清潔 2.毒氣偵測 3.環境探勘 4.異物清除 

感測器裝置 米輪計、超音波、影像 

規格 長： 74cm、寬： 20cm、高： 18cm 重量： 28kg 

 

 

 

  

管道清潔機器人 機器人運用方式 

  

管道清潔現地作業 管道清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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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功能保全機器人 

 

 

主要功能 

1.機動性高不易被事先掌握破壞         4.具有標示入侵者功能 

2.具有主動非傷害性警告功能           5.具有音爆警告功能 

3.具軌道導引消除觀察死角             6.聲音小行蹤隱密 

應用場域 居家智慧型保全與監控環境 

耐候要求 IP63以上 

重量與體積要求 較輕較小 

材料設計 無限制 

行走環境 依佈放軌道移動 

感測器裝置 米輪計、超音波、影像 

規格 長*寬*高(cm)：24cm*16cm*37cm 重量：5kg 

  

 

多功能保全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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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射擊模擬訓練系統 

可替代射擊預習、射擊習會可製化全部課程，並具有射手

學習糾正、彈著分析與記錄輸出系統。本設計已完成量產準備。 

場域要求 走道或室內 

重量與體積

要求 

較輕較小 

材料設計 無限制 

設置方式 輕便可攜行 

主要功能 1.光學觸動 2.可靠的高精準度 3.適合各種直射武器具體提升訓

練效能 4.個人完成架設使用 5.具體提升訓練效率 6.提供多目

標選擇節約彈藥 感測器裝置 光觸動螢幕 

規格 使用場地  長：3~10m   寬：65cm 整套重量：30kg 

 

  

射擊模擬系統 實彈射擊情境 

  

射擊輔具-槍架 射擊模擬-程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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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展望 

 
本中心將整合工學院之電子、電機、資訊、機械工程與工

業管理系之師資及教學軟、硬體設備，拓展現有研發能量，積

極參與各項國際級競賽，具體達成典範計畫要求學術與產業指

標項目。結合未來 4年主軸發展，本中心將以「智慧型載具系

統」專業技術領域研究成果與學校相關中心連結，強化產學連

結基礎建設。並就「智慧型載具系統」特定產業應用技術及人

才需求，透過歷年研究成果布局、智慧財產運用及結合業界共

同開發等，強化產學實務連結，藉以提升本中心產學連結及研

發水準，務求發揮技職教育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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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微微量量研研究究科科技技中中心心 

 
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 

Super Micro Mas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Center 

一、技術服務項目 

1. 環保: 煙道、周界空氣檢測、水質、飲用水檢測、土壤及

地下水檢測及調查、環境影響評估監測、室內空氣品質監

測、廢棄物檢測、噪音及振動檢測、工業安全衛生檢測、

各種基質(煙道氣、環境大氣、飛灰、底灰、土壤、底泥、

魚貝類、肉類、乳品、 飲用水、地下水、河川水、工廠

放流水、植物、蔬菜、血液、電子商品等)戴奧辛檢測、

及環保技術諮詢服務。 

2. 禁藥: 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MDMA/MDEA/MDA、大

麻代謝物、愷他命代謝物(愷他命及去甲基愷他命)、鴉片

類(嗎啡及可待因)藥物、FM2、………等尿液或毒品檢驗

及運動選手之同化性藥物、興奮劑、麻醉鎮定劑、利尿劑、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Beta2 作用劑、Beta 阻斷劑等禁藥檢

測。 

 

二、技術專利項目 

1. “全碳氫鏈新型高分子液晶材料之製備及用於氣相層析儀

管柱快速分離多苯環芳香化合物之靜相材料’(中華民國, 

專利號 00438877, 公告日期:2001/06/07)。 

2. “自水中採集超微量有機物之採集裝置”(中華民國, 專利

號 208620, 公告日期:2003/08/01) 

3. “自水中採集超微量有機物之採集裝置”(大陸專利,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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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03236754.6) 。 

4.  “用以處理戴奧辛類化合物的蓄熱式焚化裝置” , 93, 

08,11 , (申華民國專利) 。 

5.  “用以處理戴奧辛類化合物的蓄熱式焚化裝置” , 93, 

09,13 ,(大陸新型專利) 。 

6. 中溫脫附結合高溫電漿氧化破壞戴奧辛類化合物之處理

設備與方法” 發明專利(中華民國, 專利號 I309289 號) 。 

7. 用於清除存在於一受污染的介質中之戴奧辛污染物的微

生物試劑及其使用方法」發明專利(中華民國, 證字號 I 

377249) 。 

 

三、實驗設備 

1. 高解析度氣相層析/高解析度質譜儀(5台)。 

2. 高解析度氣相層析/低解析度質譜儀(20 台)。 

3. 串聯式液相層析質譜儀(7台)。 

4. 同位素氣相層析質譜儀(1台)。 

5. 電漿藕合質譜儀(2台) 。 

6. 電漿藕合原子放射儀(2台) 。 

7. 原子吸收光譜儀(2台)。 

8. 土壤、地下水檢測設備(5套)。 

9. 空氣品質監測設備。 

10. 大氣 PM2.5採樣及分析室(class 100 級) 。 

11. 深層土壤不擾動採樣設備。 

12. 地下水採樣設備。 

13. 煙道戴奧辛、重金屬、PM2.5、及 Cr
+6採樣設備。 

14. 大腸桿菌、總菌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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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室認證項目 

1. 環境實驗室：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NIEA)認證（空氣檢測類、

地下水檢測類、飲用水檢測類、水質水量檢測類、土壤檢

測類、廢棄物檢測類、噪音檢測類、毒性化學物質檢測類、

底泥檢測類）、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及行

政院衛生署認證(FDA)。 

2. 禁藥實驗室 

行政院衛生署濫用藥物尿液認證(尿液中嗎啡、可待因、

大麻、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MOMA、MDA、愷他

命)。 

 

五、主要已合作廠商/機關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5.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6.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7.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南區工程處。 

8.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9.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2.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13.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14.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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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電機機科科技技中中心心 

一、中心發展現況 

中心成立於民國 92年，主要為推

動電機工程與照明光學技術發展，並

提供電機與照明專業技術服務與支

援，加強對南部地區電機工程界與照

明燈具產業之服務，藉由產業界合作

結合理論與實務之經驗，設有防塵防

水實驗室、照明光學實驗室、耐腐蝕

實驗室、燈具安規實驗室、電磁量測

實驗室與光生物安全檢測實驗室等，

並成為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

（TAF）認可之實驗室，認可編號為

1041，符合 ISO/IEC 17025之要求。 

提供技術服務項目： 

1. 與產業界及政府工程單位建立良好合作關係，提供相關訓 

練及解決專業技術問

題、支援政府工程單位精

確的檢測試驗，協助公共

工程品質之提升。 

2. 承接政府及民間產業界

之專案研究計畫、提供電

機設備與照明燈具檢測

服務、協助產業創新技術

和產品之開發、以及輔導

育成新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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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電機系所配合並積極邀請碩士生參與相關研究，建立良 

好之產學互動，縮短學用落差。 

4. 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國際電工協會規範(IEC)、

美國材料測試工程協會規範（ASTM）等規範標準，作各

種電器和照明燈具之性能檢測服務。 

 

二、 活動與成果 

1. 引進光生物安全性量測系統和 EMI 電磁量測系統等設  

備，提升教學品質與研究成效，強化產業技術服務能量。 

2. 舉辦『LED照明燈具設計原理剖析與應用』和『照明設計

與軟體應用』產業研習課程。 

3. 參加特色產業展覽，包括『台灣國際照明展』、『台北國
際光電週-台灣前瞻學術展』和『台灣國際電子展』。 

4. 舉辦校外產業觀摩活動，包括『壹東實業太陽能光電
園區』、『台灣電力公司南部火力發電廠』和『核三廠綠

能發電展示館』等，增進學生對產業脈動的瞭解。 

5. 本校電機系與東方設計學院流行商品設計系策略聯盟，共
同承接尚光保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之產學計畫-『LED熱能應

用系統整合改善計畫』，計畫總金額 304,000元。 

6. 育成新創廠商傑友科技有限公司和尚光保股份有限公司，
扶植 LED 新創產業，達成產學共榮願景。 

7. 孕育教學研發成果，產出創新技術專利-新型專利M464589

『LED燈連結結構』，並且參加 2013台北國際發明展獲得

銅牌獎。 

 

三、未來展望 

電機科技中心以電氣設備和燈具照明檢測為基礎，輔助教

學與實驗課程的實施，協助教師研究發展，促進產學合作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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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育成為目標，承續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歷年來在設備與活

動經費的協助下，繼續成長茁壯，發揮學術輔助企業的功能，

希望成為南部地區電機工程與照明燈具產業界之產學研發、人

才培育和創新育成三者兼具的服務中心。  

國國  務務  處處  

一、 設立緣起 

 本處兼具教育、文化與學術交流、國際事務等三大功

能，致力於發展國際文化、教育與學術交流計畫，協助辦理各

系所推展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研討會，並建置「無所不在」的

語言學習環境。 

 

二、 發展願景 

  進國際視野，加強學術能力，本校目前與世界 20國以

上之學術機構，涵蓋美國、加拿大、哥斯大黎加、巴拉圭、墨

西哥、英國、義大利、俄羅斯、西班牙、日本、韓國、新加坡、

中國、蒙古、越南、菲律賓、泰國、印度、澳洲與紐西蘭等，

共計與 130 所以上學校、學協會與機構，締結學術交流合約。 

 

1. 聘請歐、美、日與俄等國之先進學府知名教授於本校客座

教學及從事輔導研究；且國外知名大學、學會於本校設置

台灣辦事處。 

2. 本處積極輔導及鼓勵教師與研究生赴國外發表論文，以及

獎勵教師赴國外客座學習新知。 

3. 本校教授帶領研究生赴日本、菲律賓、中國、馬來西亞與

新加坡等國發表論文，學生赴日本、新加坡、泰國等國知

名企業實習，累積實務經驗，姊妹校間雙向派遣交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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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做一學期以上之研習，成果豐碩，深獲讚賞。 

4. 積極招收外籍學生、陸生與僑生，促進本地學生與國外學

生之交流，藉由彼此交流，培養學生之國際觀，瞭解各國

文化、習俗、經濟與社會，促使本校形成一個地球村，走

向國際化。 

5. 積極開拓國際產學交流市場，結合產業財團法人及其駐海
外機構，並整合政府與學校產業計畫，以發揮國際產業計

畫之最大效益。積極塑造校園「無所不在」的語言學習環

境，強化英文課程教學外，將更致力於創建國際化校園。 

 

三、海外實習 

  

泰國 新加坡 

  

日本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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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學生交流活動        外籍學者專題演講 
  

國際麻吉社上課狀況 斯洛伐克教授機械系演講 

  

國際麻吉社聖誕報佳音 美國 Jay Taylor教授國企系演講 

  

 

國際麻吉社辦理異國他鄉活動 Kumar Sharma教授資工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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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藝  文文  處處  
 

一、藝文處發展現況 

「藝文處」為均衡科技

與全民文化藝術推廣之完全

教育，積極結合學校教育與

環圍社區居民之資源，策辦

系列性藝術展演、藝術人文

講座及社區美術、音樂系列

欣賞與實作課程，以帶動校

園內外之藝術文化風潮，開

展藝術欣賞之視野，深入文

化之認知，建構以大學校園為中心之社區總體營造為目的。主

要業務對內負責校內藝文活動之整體規劃與執行，對外則積極

促進校際和社會互動之藝術文化交流，以平衡高速率科技社會

之人文氣息，增進藝術鑑賞之美感經驗。並為推廣藝術品正確

保存與維護觀念設立「文物修護中心」，加強藝術品修復保存

專業技能與人才培訓，擴大藝術品修復類別與研究，期望建立

社會大眾的文物及藝術品正確保存與維護的觀念。 

 

藝文處榮譽 

1. 榮獲 90年度教育部

推展社會教育有功

獎 

2. 榮獲 94年度南部七

縣市社教有功團體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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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榮獲教育部 100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績優 

4. 榮獲 102年第三屆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績優產業創

新學術獎 

 

二、活動與成果 

1. 連結通識教育中心共同策辦「文化藝術融入通識教育

課程實施計畫」將生活美學、藝術展演融入教學，推

介優良藝文團體舉辦藝文講座，並推動校園藝文季，

以發掘潛藏校園中的藝術人才，並引導師生培養藝文

興趣以及啟發學生創造力，進而涵養藝術人口。 

2. 重視文化藝術資產，延續藝術生命進行文物修護

保存，並加強修復專業技能與人才之培訓，以及擴大

藝術品修復類別與研究，來達到傳播藝術品正確修復

及保存觀念。 

3. 開放展覽空間以及修復研究室及專業典藏庫房供民

眾參觀，讓參觀者進一步了解藝術文物修復工作及其

保存環境的重要性。 

4. 辦理社區藝術推廣教育課程，落實社區藝術文化總體

營造，開辦社區音樂欣賞班、社區美術欣賞班、基礎

素描班等課程。 

5. 出版藝術作品專輯、藝術文集、藝術家音像紀錄導覽

DVD，以供藝文活動之教育推廣並提供全國藝文單位

學術研究。 

6. 建構數位美術館以學術研究完全紀錄藝術家創作、論

述及現場，提供藝術教育交流平台。 

7. 編輯藝訊電子報，主動推介當期展演精采内容與相關

藝術訊息，並廣為傳播。 

8. 承辦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連結全國大學院校藝文

中心協會會員學校之互動，舉辦藝術巡迴展演、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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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藝術考察活動，以及出版「全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

協會簡訊」季刊，分享藝術文化資源。 

 

三、未來展望 

藝術文化的教育與推廣為台灣近期所致力的重點目標，本

校藝文處為落實藝術文化之教育與推廣達到持續推動校園生

活美學教育之目標，結合本校生活創意學院、管理學院及工學

院，積極規劃各項人文藝術及文物保存維護觀念推廣活動，以

提升本校師生以及社區環圍民眾藝術活動之參與和學能，實踐

生活美學創意人才專業養成。期望以藝術文化活化社會，提昇

全民素養，為台灣的藝文環境與心靈的提昇，盡一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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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師資資培培育育中中心心 

 

一、緣由 

  本校奉教育部核准自 90學年度起設立教育學程，並於 92

年正式成立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開始投入中等學

校技職師資培育之行列。本校明訂「強化師資培育」為本校校

務發展總目標之一，計畫持續篩選優秀學生就讀中等教育

學程，以增加學生專長並拓展就業管道。10 餘年，培育

了數百中等學校的優秀師資。目前奉教育部核准培育餐飲管

理科等 18個類科的師資。 

 

二、辦學特色 

    本中心以培育能教、會教、志於教、樂於教之中等學校教

師及具有教育理念的社會人為教育目標。本中心的辦學特色為

小班教學並強化與在職同學之同儕學習，配合學校資源、行動

學習與雲端資源提供 e 化與多媒體的學習情境，並規劃多元教

學方式、多元評量及符合趨勢的課程，著重中學教師協同教

學，以強化學生職業類科實務教學。同時，本中心亦提供對於

弱勢與偏鄉學生的服務，並積極辦理地方教育輔導活動，提升

學生品德及服務精神，也協助提升地方教育人員素質，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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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教師全數具有博士學位，且多具有中等以下學校教學及

研究之經驗。本中心組織架構如下圖： 

 

三、教學設備 

    本中心設有專

屬教學空間，另有

晤談與諮詢的沙發

區、小團體分享與

活動的和室區以及

軟硬體和完善的圖

儀設備，並提供多          

樣化的教育與人文

書籍，滿足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需求。 

 

四、人才培育狀況 

    經調查，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畢業生，修習教育相關課程之

後，除擔任正式教職外，多數從事教育相關工作，普遍能將教

育專業知能應用於工作環境之中，畢業師資生就業情形良好。

本校畢業師資生對於本中心課

程、教學和學生輔導方面的滿意

度均給予高度肯定；不僅如此，

近年業界對於本中心畢業師資生

在「工作態度」、「配合度」及

「整體工作表現」的滿意度均在

96 %以上。畢業師資生普遍受到

業界高度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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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發展方向 

本中心目前服務重點為深化

實習課程，落實務實致用特色，以

培育具實際教學能力之優質教師，

強化畢業生實習與就業輔導制度

運作，以增強畢業生參加教師甄 

試之競爭力等。未來將因應政策與

社會變遷需求，發展學校特色之教

育專業課程，推動師資培育國際

化，以活絡師資生國際觀涵養。本中心有高度的信心，在本校

各單位的全力支持之下，將不斷地提升教學服務品質，為培育

優質的技職師資略盡棉薄之力! 

 

六、活動成果 

    本中心近年積極與高雄市三信高商、中山工商、立志中

學、鳳山商工、高英工商、國際商工、大榮中學、復華中學等

校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除了師資生的「教材教法」及「教學

實習」課程聘請以上學校之教師擔任協同教學指導教師，指導

學生觀摩、見習及試教，並分享與討論學習成果之外，本中心

教師亦受邀前往高中職進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講座，或擔任

教師教學觀摩時的指導者等，可以看出本中心與高中職已建立

了堅實的夥伴關係，詳如以下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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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培育狀況 

    經調查，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畢業生，修習教育相關課程之

後，除擔任正式教職外，多數從事教育相關工作，普遍能將教

育專業知能應用於工作環境之中，畢業師資生就業情形良好。

本校畢業師資生對於本中心課程、教學和學生輔導方面的滿意

度均給予高度肯定；不僅如此，近年業界對於本中心畢業師資

生在「工作態度」、「配合度」及「整體工作表現」的滿意度

均在 96 %以上。畢業師資生普遍受到業界高度的歡迎。 

 

八、未來展望 

    本中心目前服務重點為深化實習課程，落實務實致用特

色，加強與高中職建立合作關係，以培育具實際教學能力之優

質教師，強化畢業生實習與就業輔導制度運作，以增強畢業生

參加教師甄試之競爭力等。未來將因應政策與社會變遷需求，

發展學校特色之教育專業課程，推動師資培育國際化，以活絡

師資生國際觀涵養。本中心有高度的信心，在本校各單位的全

力支持之下，將不斷地提升教學服務品質，為培育優質的技職

師資略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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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營建建科科技技中中心心 

一、中心發展現況 
中心成立於民國 88 年，現階段發展方向包含產官學專案

計畫承接，以及綠建築技術與綠建材研發；營建材料能力試驗

及相關檢測服務；產學合作夥伴暨策略聯盟人才培育及培訓

等。 

 

 

 

 

 

 

 

 

 

 

 

營建產官學合作及分享平台架構 

二、活動與成果 
1. 產學研發：合作單位包含國科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高雄市政府及企業公司等。研發產出包含鋼筋混凝土及

鋼結構相關學術及實務專案計畫，並推動跨校（中興大

學）跨領域專案合作計畫；及積極利用低耗能及廢棄再生

材料，開發綠建築環保綠建材。並與財團法人台灣營建

研究院之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體系合作執行預拌

混凝土廠優質混凝土驗證（GRMC）計畫。 

 

48



2. 技術服務：中心已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19項認可
試驗項目，提供南部營建產業材料檢測服務。並經 TAF

授權為全國唯一土木領域能力試驗執行單位，藉由執行
過程進行產學資源分享及技術移轉。 

 
與 TAF簽署合作備忘錄 

3. 人才培訓：配合國家工程、品質及採購政策發展需求，
積極辦理推廣教育系列課程，包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品質管理訓練班及回訓班、內政部營建署工地主任及
回訓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專業人員基礎及進
階班。另為強化產學策略聯盟合作夥伴關係，積極辦理
營建企業專業實務培訓班；建立以就業為主，專業技能
提升為輔之實務導向型培訓單位。 

三、未來展望 
1.  持續強化與產官學合作，積極擴展研發廣度及深度，持續

擴充實驗室設備，確保產業合作競爭力。 

 

 

 

 

地形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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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強化提升營建材料檢測技術與水準，配合各單位需求

持續協助公共工程品質提升計畫。 

3.  積極與產官學研等合作進行產學研發、技術服務與人才培

訓之策略聯盟夥伴關係，期能成為南部地區公共工程土木

營建專業合作之運籌中心。 

4.  積極發展無人智慧載具技術，從事勘災、偵查、巡檢、地

形測繪、環境變遷監測等產官學合作專案。 

 

 

 

 

  

 

 

 

發展無人智慧載具技術 

 

資料蒐集 資料處理 資料分析
 

 

災變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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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7)731-0606 EXT.2415 
              傳真：(07)735-8808 EXT.1019 E-mail：opa@csu.edu.tw
              產學契合 行動就業 技職飛揚 http://opa.cs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