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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6 隆山元工業來訪 2018/05/28 鉅祥企業來訪 

本校與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今天(5/28)舉行「產學

合作」簽約儀式，會後校長陪同貴賓參觀機械系機電整合檢定教室，陪同者有

研發長、管理學院院長、工學院院長等人，系主任負責介紹智慧機電設備與機

聯網設備(最新設備)。大家對於機械系的設備與教學都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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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9 台中 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產業展 

菲律賓亞當森大學雙聯學制機三丙師生 參訪 #六方精機 (#旭申國際科技)，我到

台中與他們會合，參觀 2018 台中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產業展，同學收穫很

多。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5%AD%E6%96%B9%E7%B2%BE%E6%A9%9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7%AD%E7%94%B3%E5%9C%8B%E9%9A%9B%E7%A7%91%E6%8A%8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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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30 晶彩科技捐贈設備 

晶彩科技支持本校 林啟瑞 校長 大力推動 的 封裝測試類產線、與 本系優質機

械人才培育，慨捐本校工業級高階相機與鏡頭，原始總價高達 七百多萬。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480137912&__tn__=K-R&eid=ARD6uh5CELKdMM6GmN21XuDJVp1c9JZEtVdrqsndeljBu6OYHpIOUVBrmEy6JS5fDWL4zhpK7VCvhRQT&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cqesS_ses1B_h_9HBvsBXkNJ7MmNRu6jC3q7T1pJKZcfqaRxAO6daGKM9b4Yi5lo1T0DGhSQWgn1XPhGgXHy9bSYDp8SfhYn5S7HeXZkON6IB0xrpRXGQjBx4ZKvDEHMhyQgOv336s2IU-NNBHMXKpEi4doM3ZOYsPyinIbu7jqTurrdL4S7Vh_otturYOS1YoRcZCAW9rQuEGiKYmgxKDzEt6LHxMyGTg_00v6gzh1EMo31MVlODlKvlCUcnPuFzPOqlgQw9Guh5xjrabdoJlgO3aSdyW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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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6 校外參訪:立多祿 

感謝幼獅服務中心與研發處安排明新機械參觀世界級高品質滾針軸承製造商立

多祿。由董事長、資訊長、廠長等高階主管撥空接待待與介紹產品生產流程，

工業 4.0 生產。並邀請董事長與設備技術主管機械校友合照。立多祿公司邀請

學生暑期打工或校外實習，希望未來學生成為公司技術人才或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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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9 盟立機電校友業師 

盟立機電應用事業副理蔡校友返校擔任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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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5 感謝晶彩科技 

晶彩科技是國內自動光學檢測設備製造廠，更是國內唯一被面板廠成功導入的

TFT Array 段製程 AOI設備商。為提升明新科大光學檢測教學能力，並縮短產學

落差，特別致贈明新科大多台工業高階相機與鏡頭(價值 700多萬)。 

由電機系 李智新主任、光電系 李憶興主任 與機械系 戴任詔主任等代表明新科

大 林啟瑞校長，前往晶彩科技竹北總部表示謝意。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10158182662&__tn__=%2CdK-R-R&eid=ARCe-DWRohVhGpu-iY1fQWr9BdsOqpg0bvzAnFz3J9Oyv4nMtCTyANvljLpKeQnM9uo7HwyzjBz1HZmN&fref=men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791473168&__tn__=%2CdK-R-R&eid=ARA4ioCp2QE1jYeDec_szB7ACmZ93dam2aLRxnvvJ25o2QSt2jAYmCzVmQbWjeXw6Eipj8kiLnZIWCNI&fref=men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021524162&__tn__=%2CdK-R-R&eid=ARCa6y984F7EKMX0qnsDOnVrHpCttUX9wIR9N1_v74w15i4iKBVU66ZoEWKTvsysV8RHsqZqoD-ifxQZ&fref=men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480137912&__tn__=%2CdK-R-R&eid=ARDl3-K6jUopsWfiz_xOfo6GQjiY_HnRKRfw3LpJFCsk1O94u2nsvVh46w3blWDqAUyda9sFAjSZ0NoS&fref=mentions


回第 1頁 

2018/07/06 拜訪祥益金屬 

教育部獎補助款:汰舊換新自動銑床，強化優質機械人才培育。 祥益金屬表達提

供校外實習，共同培育機器人技術人才之意願。  

 

   

https://goo.gl/MxHniD?fbclid=IwAR3GJV5-RMZfHWRzuLY7IPNBg5uboW7fez0doXZyXsM0T04USGHAyXXHMQo
https://goo.gl/MxHniD?fbclid=IwAR3GJV5-RMZfHWRzuLY7IPNBg5uboW7fez0doXZyXsM0T04USGHAyXXHM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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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0 拜訪鴻海集團 

系主任由系友會理事長洪學長安排，前往鴻海集團見學工業 4.0，並分享明新機

聯網教學，收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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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9 拜訪工研院機械所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與明新科技大學簽訂學研合作意向書，未來將為人才培

育與技術開發共同努力，學研合作意向書由胡所長與林校長代表雙方簽訂，機

械所許組長、陳經理多人、本校董事長、教務長、研發長、院長與多位主任共

同見證歷史一刻。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經營智慧化、綠能化、精微化核心技術多年，舉凡智慧

機器人與自動化、薄膜設計與製造、智慧機電及先進車輛等能量均具備相當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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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6 中強光電來訪 

中強光電林副總來訪，洽談產學合作事宜，同行人員溫處長為明新機械系 81年

畢業校友，大合照中有三位明新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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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1 深圳國際物聯網博覽會 

感謝 85畢業機械系林校友招待，親自接送至 2018深圳國際物聯網博覽會，讓

工學院呂院長，機械系前主任與戴主任參觀展覽都很順利美滿，也見識到大陸

物聯網創新發展。 

 

   
 

   



回第 1頁 

2018/08/06 陸聯精密來訪 

上銀集團旗下陸聯精密(智慧機械製造示範廠，世界級高水準的精密齒輪製造機

具供應商)人資高階主管蒞臨明新科大，洽談機械人才培育合作，陸聯精密願意

提供職缺給進修部學生，校外實習職缺給日間部學生，共同培育學生為優質機

械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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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9 力致科技來訪 

力致科技人事行政曾協理蒞臨機械系，洽談 RD人才培育，力致科技願意提供明

新機械碩士班學生與大學部學生學習機會，共同為培育優質機械人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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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4 產官學聯盟 

明新科大鏈結桃竹苗七大工業區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共同成立

產官學聯盟，將藉由多贏的鏈結，共同培育在地人才。 

透過產官學聯盟建立合作平台，優化學生校外實習、落實畢業生就業輔導、解

決產業界人才需求、強化產學合作、提升學校教學研發能量、培養專業技優人

才，優點講不完。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330829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3308291?fbclid=IwAR1BiMWmIdwqUmhO5Z19HXWYILChv7qtH6EHeGZbeIviLjZrkx6CQelSw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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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6 新創公司專利 Workshop 

系主任與新進教師李老師參加科技部產學研鏈結中心之新創公司專利 

Workshop，本專利 Workshop 主要是本系王老師申請價創計畫(計劃名稱： 類

光譜儀之色彩辨識晶片量產與產業應用商業模式建立之價創計畫，總經費 2190

萬)，本系受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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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2 拜訪臻裕企業(校友企業) 

系主任與任老師拜訪校友企業:臻裕企業(傑出校友蔡裕孔學長所創辦)，公司工

程主管撥空接待，並介紹品管部門的工件外觀或內部檢測設備，系主任代表本

系感謝優質機械公司臻裕企業提供職缺給畢業校友。 

臻裕企業有很好的教育訓練，值得推薦畢業生就業，品管部門員工除了具備檢

測技術外，也需要知道製程與產品之品質關連性，在臻裕企業任職，可以學到

許多專業技術。 

臻裕企業 是一家專業的汽機車零件公司，在業界頗負盛名，產品外銷遍及世界

各地。主要從事汽機車零件出口.供應給 DUCATI .KTM.等歐洲地區大廠..整體營

運穩定，獲利狀況逐年提升，是國內績優廠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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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3 蕊成科技來訪 

蕊成科技董事長與總經理來訪，討論合作事宜。由本系機密機電碩士班越南校

友 Tony Mai (2012畢業)與夫人 LiLi Anata陪同， 

 

   

https://www.facebook.com/TONY.MAI.18.3?__tn__=%2CdK-R-R&eid=ARC18RVJR04Q6EV6ttT5NZYx9Gqjp945QVapxUKJs7Ph6WwTKsOv3QToRJzppHrSEBBSlO9eZPD6q0Xi&fref=men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nguyen.sweet.547?__tn__=%2CdK-R-R&eid=ARBfO0ocKfREDHbC0oWoJJgWqM1ilOk3Acii41vrfbXx7cieDUb4H2RFNZo3NWi3BdPfX8aolFd7T02u&fref=m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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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0 拜訪逸昌科技 

系主任帶碩士班研究生拜訪逸昌科技，洽談人才培育，逸昌科技將提供實習職

缺，並視學生表現，未來適度提供獎學金，培育學生成為公司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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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2 翔勝企業來訪 

翔勝黃總與張課長蒞臨機械系洽談人才培育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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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3 北科大機械系丁主任來訪 

本校林啟瑞校長原任職於北科大機械系，並擔任副校長乙職，林啟瑞校長就任

明新校長後，積極促成兩校合作，北科大機械系丁主任特別於 9月 13日撥空蒞

臨明新機械系，分享智慧製造與物聯網技術與應用，並洽談未來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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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4 高聖精密來訪 

9 月 14 日長期合作夥伴高聖精密游課長蒞臨機械系，洽談人才培育合作，

https://udn.com/news/story/6903/2614828 

 

https://udn.com/news/story/6903/2614828?fbclid=IwAR0qXXizxS-UsCv0pzf-Wrg0ExjlBo4y198bb1nQQrH04NH5QcL7rydZs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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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4 拜訪新鶴公司 

系主任與曾重誌老師前往新鶴股份有限公司，拜訪機械校友彭老闆。(半導體先

進設備零組件專業製造商)，新鶴公司內一台機器，聽說以前一台 200萬(可以買

10間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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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4 台灣奧奔麥來訪 

80年畢業系友台灣奧奔麥陳總經理返校，進行多軸加工指導與交流，希望能運

用 OPEN MIND軟體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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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6 參訪高聖精密 

為提升師生工業 4.0智慧製造參的專業技能，特別安排師生拜訪 工業 4.0智慧

製造優質廠商:高聖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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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8 拜訪聯毅科技 

拜訪"以機械手臂為核心提供全方位工廠自動化服務"的聯毅科技，並與林總經

理及徐副總經理洽談高科技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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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8 YPCloud 公司來訪 

承製本系智慧導覽系統的 YPCloud公司蒞臨本校，分享 Ultranet Note Msg物聯

網應用，公司創辦人林師傅(宏碁五大創辦人之一)與徐總經理親自解說雲端技術

整合與應用服務。YPCloud公司希望協助明新科大發展更多更有價值的雲服務物

聯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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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5 拜訪力致科技 

拜訪力致科技，討論人才培育合作，力致科技同意與本系合作辦理 108 學年度

明新機械系高中菁英班，對於通過力致科技校外實習認證之學生，力致科技提

供畢業生 30K至 32K，優質廠商招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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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7 明新機械教師創新創業成長社群 

明新機械教師創新創業成長社群邀請到楊宗諺學長(民 58入學)分享冷凍業的創

新與經營，題目為中央空調冰水機與系統造雪機在台灣的展望與未來，透過學

長數十年經驗分享，對於創新創業，教師收穫很多。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6706988555&__tn__=%2CdK-R-R&eid=ARC2734J-T0MlgKsJ4_iw7CbHS27X8DRR8MSwMhebch1__ma-Vh7E35hOcBn6Z2-t-8fO_l-P6wLIjg0&fref=m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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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7 拜訪鉅祥企業 

拜訪優質校外實習廠商鉅祥企業，本次主要參觀工廠宿舍、訓練環境與實習場

所，並充分認識鉅祥企業校外實習人才培育方法。 

明新機械人才培育主軸  精密製造 與 機電自動化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B2%BE%E5%AF%86%E8%A3%BD%E9%80%A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A9%9F%E9%9B%BB%E8%87%AA%E5%8B%95%E5%8C%9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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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7 拜訪索爾思光電 

拜訪優質校外實習廠商 索爾思光電，與現場主管討論實習內容。 

明新機械人才培育主軸 

#精密製造 與 #機電自動化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B2%BE%E5%AF%86%E8%A3%BD%E9%80%A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A9%9F%E9%9B%BB%E8%87%AA%E5%8B%95%E5%8C%9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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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2 陸聯精密 

拜訪產攜班優質合作廠商:陸聯精密，公司相當重視本次訪問，人資單位主管先

與導師及系主任對談，說明公司人才培育方式與福利，再集合所有學生，進行

互動。 

   
 

   



回第 1頁 

2018/11/14 IoT 應用發展 

為了讓機械系師生認識工業 4.0 與 物聯網，系主任特別邀請 #泓格科技 鄭樹發

副總經理演講，演講主題：泓格科技的 IoT 應用發展，透過實務分享，提升師

生智慧製造技能。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B3%93%E6%A0%BC%E7%A7%91%E6%8A%8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回第 1頁 

2018/11/19 參訪祥儀企業 

本系機器人競賽優異表現，有一部分要感謝祥儀企業，本系學生使用祥儀企業

的馬達當成機器人動力，本次參賽學生參加經濟部產學推廣活動:【祥儀企業 X 

明新機械】，到現場觀看馬達製作流程，也看到智慧製造生產線，此次參訪令人

印象深刻。 

 

    



回第 1頁 

2018/11/20 拜訪漢磊科技 

拜訪校外實習廠商:漢磊科技，漢磊科技所提供的校外實習，均屬於正常班，薪

水高，可以學到很多專業知識，相當吸引同學參予。 

 

   



回第 1頁 

2018/11/27 泓格科技業師 

泓格科技何處長受邀擔任人機介面與製造聯網實務課程業師，分享智慧製造雲

端裝置，何處長帶來保全居家安全機聯網裝置，與同學分享實務。 

 

   



回第 1頁 

2018/11/28 拜訪翔勝企業 

拜訪優質自動設備製造廠商：翔勝企業，翔勝企業黃董親自撥空介紹公司各項

發展與願景，學生在翔勝企業進行校外實習，將受到很好訓練，成為自動化設

備優質人才。 

 

   
 

   



回第 1頁 

2018/12/04 拜訪日揚科技 

系主任、楊老師與李老師拜訪優質校外實習廠商:日揚科技，日揚科技為真空技

術設備的製造商和真空領域全方位整合服務的供應商，本次拜訪由寇總經理親

自撥空接待。 

 

   
 

   



回第 1頁 

2018/12/10 拜訪鉅祥企業 

林啓瑞校長帶領明新科大特助、研發長、工學院院長、系主任與教師，前往鉅

祥企業參訪，本次參訪由鉅祥企業總經理親自接待，雙方洽談產學合作與人才

培育配合事宜。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23386365931&__tn__=%2CdK-R-R&eid=ARAr3Pwekb2Sow6PDgzya75TvtI_l7rVRH9U3_8mLbghIOSEr6qmodJ5agC1a_4y7bE03QR-M-m_jRiT&fref=mentions


回第 1頁 

2018/12/10 拜訪工研院機械所 

王國平特助帶領研發長、工學院院長、系主任與教師前往工研院機械所參訪，

由副所長接待，雙方並洽談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配合事宜。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8160481909&__tn__=%2CdK-R-R&eid=ARDKNeNlXwtc9jHJ5ypUnYmBQnrSSskJD2M9pGWkQr1VxlX4kHhbKMwSgxJ5o1oNvVY4A2moSgEGq3Cw&fref=mentions


回第 1頁 

2018/12/12 拜訪車燈大王帝寶工業 

系主任、任復華老師與越南專班導師陳子夏老師前往車燈大王帝寶工業，系主

任代表學校感謝公司提供校外實習職缺，共同培育越南台商企業人才。 

 

   



回第 1頁 

2018/12/19 智慧製造演講 

林礽昌老師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機械系 蔡孟勳教授(教育部「智慧製造跨校跨域

教學策略聯盟計畫」主持人與科技部自動化召集人)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智慧

製造過去、現在與未來，演講內容偏重實務面，師生受益良多。 

 

   



回第 1頁 

2018/12/28 拜訪捷邦國際科技 

拜訪提供職缺給產攜班的優質機械廠:捷邦國際科技(產品為精密塑料射出、傳動

器齒輪箱、粉末冶金元件)，感謝公司與本系共同培育人才，在現場，看到大二

學生已可獨立作業，並帶領學弟成長。 

 

   
 

   



回第 1頁 

2019/01/15 拜訪廣化科技(3S) 

明新機械系拜訪廣化科技(3S)，廣化科技擁有具備光、機、電、軟體、AOI、精

密組立及驗證等多元能力整合團隊，所研製之固晶機，已建立起屬第一流設備

的品牌。 

與廣化科技張董合照中，3 位年輕博士為明新機械系畢業校友。本次拜訪也看

到本校工學院與電子系呂明峰院長帶隊通過「教育部 107 學年度: 半導體封裝

測試實務人才培育計畫─建置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 

 

   



回第 1頁 

2019/01/16 隆山元工業來訪 

長期合作夥伴&優質機械廠商隆山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部協理等人蒞臨

明新機械系，洽談人才培育計畫，願意提供校外實習職缺與產學訓專班職缺。 

隆山元工業並表達意願，支持 明新機械系高中生申請入學就業保證班的實習與

就業保證。去年本系校外實習學生，隆山元工業大力栽培，不惜成本，送到海

外訓練，拓展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