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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大機械工程系 

MUST ME 

快樂學習 

就業力第一 

http://meu.must.edu.tw/ 

http://meu.must.edu.tw/
http://meu.must.edu.tw/
http://meu.must.edu.tw/


明 新 科 技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系 

明新科大機械系獲得教
育部科技大學評鑑一等
及通過IEET之「工程及
科技教育」國際認證。  

註：IEET 為國際工程教育認證協定「華盛頓協定」會員，通過IEET 認證系所之畢業生
受美、加、澳、紐、英、愛、南非、港、日、韓、星及馬等12 國認可。 

1966年成立明新工專機械科 

2002年 改名為明新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通過第三週期認證，有效期限:6年 



國際認證的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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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明新工專成立，同年設機械科 



明新科大機械系109招生資訊 
  

就讀資訊網址:http://meu.must.edu.tw/ 

 學制 入學管道類別 名額 

日間部 

高中生申請入學 40 
技優甄審入學 12 
機械群甄選入學 64 

動力機械群甄選入學 5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甄選入學 5 

機械群聯合登記分發 38 
動力機械群聯合登記分發 5 

進修部 

進修部獨立招生高中生申請入學 9 
進修部獨立招生高職生申請入學 26 

獨立招生 精密製造四技產學訓專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與CNC銑床乙級技術士雙證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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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產學攜手專班 38 



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 機械系發展重點與教學 

• 畢業生未來職缺與校外實習 

• 招生資訊、入學勵學金與獎學金 

• 機器人競賽培養就業力 

• 國際交流與外籍生 

• 校外合作資源 

• 甄選入學準備方向 

• 進修部四技產學訓專班 

• 進修部四技&產學攜手專班 

• 12000名畢業系友 

• 系學會與迎新活動 

• 美麗校園 5 

時程表 



明新科大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自動化 + 精密製造科技 

智慧製造

精密量測

傳統加工

機電整合材料實務

精密製造
機械設計



堅強師資陣容 
20位教師，90%教師助理教授以上 

賴國銘老師 
設計與精密製造 
鴻海9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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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must.edu.tw/must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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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發展重點 
●機電整合自動化科技 

●精密製造科技 

2019第23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 
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遙控組第一名 

智慧製造 

機聯網 

3軸CNC 

5軸CNC 

價創計畫 

CNC證照輔導 

每學期50萬元獎學金 

校外實習 

教育部工具機教學更新
計畫1000萬(108學年) 

教育部再造技
優設備更新計
畫2000萬 

海外留學(108學年)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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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 
入學管道: 
高中生、機械群、 
資電類、動力機械群 

MUSTME訓練/明新機械系影片_20160214.mp4
機械系影片/mustme_2019.mp4


學習願景:中級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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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必須具備能力：使用機器/撰寫程式 
•成長方式：工廠參觀/業界教師/校外實習 
•學習步驟：機器製造/機器操作/零件製作 
 

•動手做 
•和大工業 自動化變速箱 CNC加工部 
•20億設備 40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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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阿里山的日出 
要早起努力才可以看到 
人生也是這樣 



杭州 西湖 20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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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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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西湖 201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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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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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 
• 「淮南子齊俗篇」：「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
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 。發掘學生長才，培育
優秀技術人才。 

• 要讓學生習得一技之長，不寄望學生是否有很好學習
資質，而是要設計出讓他們覺得可以勝任的課程，進
而讓學生透過動手作學習肯定自我，啟動他們學習
動能， 成為技術人才。 

• 近幾年，為了讓同學可以動手作來學習，校院系大
力支持，成立機電整合檢定教室，並通過機電整合
乙級技術士檢定場與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檢定檢定場。 

• 103年底增購五軸加工設備，104年底增購三軸加工
等設備，108年底增購鋸床、車床、CNC銑床與
CNC車銑複合機，強化精密製造就業力之養成。 



機械、自動控制、
機電整合、 

生產設備工程師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類 

產
業 

機械工程系 

航太科技、 
汽機車設計、 
軌道車輛工程師 

技 
術 
型 
高 
中 

機械製造修配產業、半導體產業、自動控制相關產業 

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產業、航太科技產業 

軌道車輛產業、光電產業製造業、電腦設備製造產業 

電腦繪圖、機械
設計、CNC技術、

品管工程師 

工
程
師 

高中普通科 



林啟瑞校長(原北科大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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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 & 108學年  新老師  
李育佐博士 翁永豪博士 
林俊銘博士 賴國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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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國銘老師 
設計與精密製造 
鴻海9年經驗 

李老師 - 複製.mp4


王伯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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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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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工廠實習_鉗工焊接.mp4
Training/工廠實習_鉗工焊接.mp4


機電整合教學設備 

 

人機介面 

機台模擬 

小模組 



積極規劃教學內容 

 

機電整合乙級技術士檢定機台 



教育部106智慧製造跨領域跨校跨系聯盟
桃竹區唯一科技大學:明新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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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經費:1,035,000 

機聯網_控制器.MP4
IOT/機聯網_控制器.MP4


工業4.0 智慧物聯網軟體 
KingSCADA捐贈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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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KingSCADA_IOT.mp4


智慧製造實驗室聯網互動 

• 傳統機台原使用PLC控制，無法聯網，本專題由泓格科技
業師指導，採用MQTT 裝置連結致動元件與感測元件，使
用樹莓派建立Broker，利用Python設計互動程式，可使用
電腦或手機APP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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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 

IOT/MUST_MQTT.mp4


智慧製造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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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智慧製造.MP4
IOT/智慧製造實驗室.mp4


經濟部 啟動產業人力紮根計畫  
學年 學程名稱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108 金屬機電智機化暨人才扎根分項
計畫 

翔勝企業 
銓寶工業 

$300,000 
$80,000(12人) 

105 智慧型機器手臂整合應用技術人才
培育計畫  

工研院 
洋威數控 
蟲洞科技 

$300,000 
$75,000(5人) 

104 智慧型半導體封裝設備人才培育計
畫 

工研院 
廣化科技 
展勤科技 

$300,000 
$80,000(5人) 

102 自動化精密機械設計專業產業人才
培育計畫 

經濟部 
廣化科技 

 凱華高科技  

$510,000 
$180,000(6人) 

101 自動化精密機械設計專業產業人才
培育計畫 

經濟部 
廣化科技 

$476,000 
$300,000(10人) 

100 自動化精密機械設計專業產業人才
培育計畫 

經濟部 
廣化科技 

$478,500 
$400,000(8人) 

98 機器視覺與機器人自動化專業產業
人才培育  

教育部 
經濟部 

$1,200,000 
$850,000(17人) 

97 機電自動化與精密檢測專業產業人
才培育  

教育部 
經濟部 

$1,800,000 
$1,100,000(22人) 

96 精密機電與檢測專業產業人才培育  教育部 
經濟部 

$2,030,000 
$650,000(13人) 

30 



商業週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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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2 



科技部 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學年 學程名稱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108 智慧機械設備人才培育模組課程與企業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735,556 

106 精密機械設備人才培訓模組課程與企業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853,334 

105 
精微自動化製程設備人才培訓模組課程與企
業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926,000 

104 
微奈米自動化制程設備人才培訓模組課程與
企業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720,000 

103 
微奈米自動化制程設備人才培訓模組課程與
企業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955,556 

102 
高精度自動化制程設備人才培訓模組課程與
企業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899,500 

101 
高精度自動化制程設備人才培訓模組課程與
企業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899,500 

100 
高精度自動化制程設備人才培訓模組課程與
企業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01,500 

99 
精密制程及光檢設備振動防制技術模組課程
與實習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865,000 

98 
光學檢測設備振動防制技術提升實務模組課
程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5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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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案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教育部工具機教學 
設備更新計畫1000萬 

精密加工與智慧製造
之優質人才培育計劃 

108.10-
108.12 

教育部第二期 
技職教育再造2000萬 

智動化精密機械產業 
職能再造技優計畫 

103.4-
106.12 

教育部106學年度推動技專校
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 

智能機械產業 
學分學程 

106.8-108.7 

教育部105學年度推動技專校
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 

精密機械產業 
學分學程 

105.8-107.7 

教育部103學年度推動技專校
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 

精密機械製造 
學分學程 

103.8-105.7 

教育部102學年度推動技專校
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 

多軸精密加工 
學分學程 

102.8 -104.7 

教育部 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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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再造技優設備更新計畫 
高階五軸加工機 

MUSTME訓練/五軸加工渦輪葉片.mp4
MUSTME訓練/五軸加工渦輪葉片.mp4


教育部再造技優設備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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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大機械系 
精密加工技術人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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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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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送料與品質檢驗機台 自動充填滴定分度加工機台  方向判別與裝配機台 

顏色識別與天車堆疊機台 自動倉儲存取機台 

機電整合證照檢定教室—重要儀器設備 

乙級機台 

人機介面 



2017年 迄今共輔導 6位機電整合乙級技術士 
                                 49位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                             
                                 57位CNC銑床乙級技術士  
每名乙級技術士獲頒證照獎學金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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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 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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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 新銑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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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新車床 

 
教育部工具
機教學更新
計畫1000萬
(108學年) 



108學年新CNC銑床 

 

教育部工具
機教學更新
計畫1000萬
(108學年) 



108學年新CNC車銑複合機 

 

教育部工具
機教學更新
計畫1000萬
(108學年) 



45 

2019年 
成立「半導體封裝測
試類產線示範工廠」 

教育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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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成立「智慧科技體驗館」 

          新漢科技協助 



參觀2017工具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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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參訪:和大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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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0 



 

106學年度畢業專題成果展 

本國生第一名 外籍生第一名 



大四生參加 六方精機校外實習 
畢業後成為正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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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5/主管都是校友 



校外實習面試:力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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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名科技 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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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研究室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產學合作案-鋼琴機器人 

追
求
創
新
設
計 

鋼琴機器人/羅密歐與茱麗葉電影主題曲.AVI
鋼琴機器人/鋼琴機器人.mp4
鋼琴機器人/大黃蜂(Maksim-Flight Of The Bumble Bee).mp4
鋼琴機器人/2014樂譜辨識.mp4
鋼琴機器人/鋼琴機器人.mp4


產學合作與研究績效 

年度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金額 
千元 

$13,088 $11,703 $41,905 $14,705 $6,377 $1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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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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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設備工程師 

• 機構工程師 

• 機械設計／繪圖人員 

• 機械工程師 

• 生產技術／製程工程師 

• 半導體設備工程師 

• CNC機台技術工程師 

• 機械裝配技術人員 

• 國內業務人員 

• 半導體製造業 

• 光電產業 

• 自動控制相關業 

• 其他製造業 

•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 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配業 

• 機械製造修配業 

• 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 

畢業生未來職缺與服務產業 

56 

發展重點: 機電整合自動化科技  & 精密製造科技 



明新機械系畢業生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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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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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高鐵站 
9.5公里 

新竹科學園區 12公里 

新竹工業區 



就業市場最優質 
薪資 新竹縣市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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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實習廠商 

臺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旭申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遠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翔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隆山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壹冷凍機電有限公司 

2018校外實習廠商 

旭申國際校外實習學生 
畢業後成為正式員工 

20170615/主管都是校友 

旭申國際(六方精機)認同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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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薪資27000元 



2020校外實習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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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薪資27230元 
翔名科技 
力成科技 
辛耘企業 
油欣精機 
翔勝企業 
七信工業 
日揚科技 
四維創新材料 
派博科技 
索爾思光電 
富泰空調科技 
隆山元工業 
鉅祥企業 
漢磊科技 
鑫峰精機 
全球傳動科技 
豐達科技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機電所 

實習廠商 
翔名科技 四維創新材料 
力成科技 派博科技 
辛耘企業 索爾思光電 
油欣精機 富泰空調科技 
翔勝企業 隆山元工業 
豐達科技 鉅祥企業 
七信工業 漢磊科技 
日揚科技 全球傳動科技 

鑫峰精機 
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與機電系統

研究所 

拜訪隆山元工業 

校外實習說明會 



台積電 
設備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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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畢業 



2019教育部技職之光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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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畢業盧適頎系友 



2018國際志工海外僑校服務計畫  &  
上銀科技2018 JIMTOF大學生日本見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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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智宇 



2019 泰國、馬來西亞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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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馬來西亞暑期短期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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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日本「第十二屆國際微機構競賽」 

障害物走破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相撲部門 【有線部】   第二名、第三名 
相撲部門 【無線の部】 第二名、敢闘獎 

 



菲律賓亞當森大學雙聯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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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亞當森大學雙聯學制2019 
第五屆「全球傳動智能自動化競賽」 

 

69 



新南向政策越南國際產學合作專班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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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越南國際產學合作專班 
2018 



法國巴黎電子學院交換學生 

72 



73 



74 

11月26日(星期二)，馬來西亞國能大學Dr. Sami

主持的IoT Workshop 



明新科大機械系109招生資訊 
  

就讀資訊網址:http://meu.must.edu.tw/ 

 學制 入學管道類別 名額 

日間部 

高中生申請入學 40 
技優甄審入學 12 
機械群甄選入學 64 

動力機械群甄選入學 5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甄選入學 5 

機械群聯合登記分發 38 
動力機械群聯合登記分發 5 

進修部 

進修部獨立招生高中生申請入學 9 
進修部獨立招生高職生申請入學 26 

獨立招生 精密製造四技產學訓專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與CNC銑床乙級技術士雙證照輔導 

25 

進修部產學攜手專班 38 



明新科大入學早鳥登記   
https://goo.gl/PLmqab 

• 完整填寫問卷
可以在入學本
校大一日間部
並註冊後獲得
2,000元勵學金
喔 ~(*´∀`)~♥ 

 
76 本校另有新生入學勵學獎助學金 最高20萬元 

https://goo.gl/PLmqab
http://me.must.edu.tw/mustme/MUSTME_SS.pdf
http://me.must.edu.tw/mustme/MUSTME_SS.pdf
http://me.must.edu.tw/mustme/MUSTME_SS.pdf
http://me.must.edu.tw/mustme/MUSTME_SS.pdf


77 

高中申請入學- 
採計學測原始成績平均 

勵學獎助學金 

達12(含)級分以上 200,000元 

達10(含)級分至12(不含)級分 100,000元 

達8(含)級分至10(不含)級分 30,000元 

達6(含)級分至8(不含)級分 10,000元 

6(不含)級分以下 5,000元 

技優甄審入學 勵學獎助學金 

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並註冊就讀者 10,000元 

精密製造四技產學訓專班入學 勵學獎助學金 

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並註冊就讀者 10,000元 

※ 獎助學金資格要求皆以相關單位實際公告為主。 

新生入學勵學獎助學金  
( 1 0 9 學年度適用 )  



78 ※ 獎助學金資格要求皆以相關單位實際公告為主。 

花東地區高中職畢業  
新生入學勵學獎助學金  

( 1 0 9 學年度適用 )  

第一學年申請本校住宿免住宿費 

(不含寒暑假) 

勵學獎助學金 18,100元  



79 

甄選入學- 
統測成績原始總分 

勵學獎助學金 

450(含)分以上 200,000元 

400(含)分至450(不含)分 100,000元 

350(含)分至400(不含)分 50,000元 

300(含)分至350(不含)分 20,000元 

250(含)分至300(不含)分 10,000元 

250(不含)分以下 5,000元 

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統測成績原始總分 

勵學獎助學金 

以「第一志願」
錄取本校並註冊

就讀者 

450(含)分以上 200,000元 

400(含)分至450(不含)分 100,000元 

350(含)分至400(不含)分 30,000元 

300(含)分至350(不含)分 10,000元 

300(不含)分以下 5,000元 

新生入學勵學獎助學金  
( 1 0 9 學年度適用 )  

※ 獎助學金資格要求皆以相關單位實際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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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訓單獨招生 勵學獎助學金 

錄取本校並註冊就讀者 10,000元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 勵學獎助學金 

報名本校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單獨
招生並含所有學制註冊就讀者 

800元 

※ 獎助學金資格要求皆以相關單位實際公告為主。 

新生入學勵學獎助學金 -進修部  
( 1 0 9 學年度適用 )  



台灣精密工具公司捐款超過50萬元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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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與各界獎學金 

每學期獎學金 大學部 碩士班 備註 

吳詩在先生 
紀念獎學金 

5名 1名 3萬元 

傑出校友蔡裕孔
先生獎學金  

2名 1名 5萬元 

六方精機獎學金  4名 1名 2萬元 

台灣精密獎學金  3名   8,000元 

達盛機械 
優秀獎學金 

4名 1萬元 

獎學金以當學年實際募款狀況來發放 



各界與校友獎學金 
獎學金 大學部 備註 

翔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每名5000元
~20,000元 

約8萬元 

周濟平獎學金 2名 3000元 

畢業系友鼓勵在校生考取重點
證照獎學金 

重點證照 
每名約5000元 

小額捐款 

畢業系友鼓勵在校生就讀研究
所入學獎學金 

每名10,000元 小額捐款 

品學兼優獎學金 8,500 元/名 2名 

獎學金以當學年實際募款狀況來發放 



機器人競賽培養就業力 

85 

•2002 
• 第6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大學組第一名、 

                                                                       創意獎、TDK獎 

•2005年  
•第9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大學組第一名、 
                大學組第二名、大學組第三名、創意獎 

•第三屆全國微型機器人製作競賽 3項第一名 
•第17屆微機構競賽(日本精密工學會（JSPE）)/第一名 
• 第六屆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 2項第一名 

•2019 持續得獎中 
•第23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遙控組冠軍，
共4個國內外機器人競賽冠軍 



學生競賽成果 



加入明新機械成為明日之星 
87 

第23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遙控組第一名&第三名 

2019_TDK23/TDK23_第一名.mp4


加入明新機械成為明日之星 
88 

第22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遙控組第一名&第三名 

2018_TDK22/TDK22_第一名.MP4
2018_TDK22/TDK22_第一名.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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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20屆TDK盃全國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2016_TDK20/明新科大季軍.mp4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台灣區 

學生分會ASME 2017 第二名 

90 

ASME/ASME2017_現代五項.mp4
ASME SDC競賽/ASME2017_現代五項.mp4


2017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
勇奪第二名 

91 



第21屆TDK盃全國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2017 

92 

2017_TDK21/TDK21冠亞軍資格賽.mp4
2017_TDK21/TDK21冠亞軍資格賽.mp4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2018 ASME SPDC 

ASME/ASME2018_足球機器人_國內比賽.mp4
ASME SDC競賽/ASME2018_足球機器人_國內比賽.mp4


 

94 

2018「第11回國際微機構競賽」 

榮獲冠軍等大獎，揚名東瀛。 



智能化技術暨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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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4明新科大 代表台灣參加2018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美國東區E-FEST SDC機器人
競賽，於54隊參賽隊伍中，取得第13名。 

國際競賽 

比賽會場 攻擊型機器人 

機器人足球比賽 ASME記者採訪 

ASME/ASME2018_足球機器人_美國比賽.MOV
ASME/ASME2018_足球機器人_美國比賽.MOV
ASME/ASME2018_足球機器人_美國比賽.MOV
ASME/ASME2018_足球機器人_美國比賽.MOV
ASME SDC競賽/ASME2018_足球機器人_美國比賽.MOV


2019 第23屆TDK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
設計與製作競賽遙控組第一名&第三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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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球傳動智能自動化
創意實作競賽 

冠軍、創新獎、最佳人氣獎 

加入明新機械成為明日之星 



99 

2019 競賽成果 
• 2019日本「第十二屆國際微機構競賽」 

障害物走破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相撲部門 【有線部】   第二名、第三名 
         相撲部門 【無線の部】 第二名、敢闘獎 
• 2019國研盃智慧機械競賽(ASME Taiwan 

SPDC)  第三名 
• 2019 DITC 競賽 Urgent rescue  

第一名、第三名 
 



 



2019亞洲機器人競賽冠軍&季軍 



國家發展精英 
陳維鈞校友 

• 畢業于六和高中的明新機械系校友，

曾獲得第6屆(2002)大學組第1名、創意

獎第1名及TDK獎三冠王得主的陳維鈞，

在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服務。他說，參加競賽能將專業知識

技能的理論實際化，所獲得的成就感

令人難以忘懷，且所習得經驗對後續

順利修讀碩、博士學位也有相當大的

幫助。 

102 出處: http://city.udn.com/59263/3898933#ixzz4P6K2UxR6 

第62屆美國真空年會 
地點：美國加州聖荷西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 

http://city.udn.com/59263/3898933#ixzz4P6K2UxR6


得獎學生成為機電自動化精英 
王思維校友研發能量 

103 



機電自動化精英 
展勤科技工作團隊 

104 

• 展勤科技工作團隊多數為明新精密
機電研究所畢業生，從事整合軟體、
硬體、韌體、機構、電子電路等研
發工作，業務觸及半導體、PCB 、
視覺辨識、…等產業。提供客戶快
速、穩定、完善的自動化解決方案。 

• 展勤的價值規範是親和顧客；核心
能力是持續創新、快速回應。 

• 提供客戶多元化的系統開發、自動
化設備製造&改善，提供客戶可靠
的品質和最好的服務，並有效提升
客戶制程效率&良率，進而大幅降
低客戶的成本。 

 

梁達鴻校友 



107/08/14成立產官學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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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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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平鎮、桃園幼獅、新竹、頭份、竹南、銅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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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合作資源 
業界教師:啟德董事長胡漢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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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工業:汽機車製造廠 

捷邦科技:粉末冶金 

校友企業 達盛機械工程 
專業的壓力容器.鍋爐 
及各式機械設備製造商 

翔勝企業 
特殊精密機械零組件設計製造 
半導體應用設備開發及製造 

https://www.ds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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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達科技 航太引擎扣件合格供應商 

合擎 
古董車夢工廠 

立多祿工業 
精密滾針軸承專業製造公司 

校友企業 油欣精機 
立式車床與生產線供應商 

http://zh.nafco.com.tw/
http://zh.nafco.com.tw/
YSP/Ring.mp4
http://www.nrb.com.tw/zh-tw/features-1105/%E8%A3%BD%E7%A8%8B%E8%88%87%E8%A8%AD%E5%82%99.html


  

 

109 

旭申國際 精密五金零組件製造 

陸聯精密 
優質客製化齒輪刀具 

鉅祥企業  金屬類連續沖模、 
精密金屬零組件、精密成型模具 

力致科技 
NB散熱模組廠 



110 

校外參訪:泓格科技- 智慧製造資訊 

IOT/泓格智慧工廠.mp4


111 

校外參訪:新漢位於華亞科技園區的
工業4.0工廠 

IOT/新漢智慧工廠.mp4


明新科大機械系109招生資訊 
  

就讀資訊網址:http://meu.must.edu.tw/ 

 學制 入學管道類別 名額 

日間部 

高中生申請入學 40 
技優甄審入學 12 
機械群甄選入學 64 

動力機械群甄選入學 5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甄選入學 5 

機械群聯合登記分發 38 
動力機械群聯合登記分發 5 

進修部 

進修部獨立招生高中生申請入學 9 
進修部獨立招生高職生申請入學 26 

獨立招生 精密製造四技產學訓專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與CNC銑床乙級技術士雙證照輔導 

25 

進修部產學攜手專班 38 



機械工程系進修部四技產學訓專班 

• 第一學年，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輔導學生考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技術士
與CNC床乙級技術士雙證照。 

• 第二~四學年，學生於週一至週五上午日間赴
合作企業就業，周五下午與週六回明新科技大
學修習專業必修課程，(上課時間安排依實際
課程時數而定)。薪資約28000元以上。 

• 招生名額25名:技術型高中以上機械群、動力
機械群科別畢業者。 

113 



產學訓專班招生重要日程表(暫定版) 

(實際日期依教育部核定為主) 
項目 日期時間 

報名 
109年3月16日(一) 起 
至109年5月25日(一)止 

報名表件收件截止 109年5月25日(一)   

面試時間 109年6月6日(六) 

成績網路查詢 109年6月11日(四) 

放榜及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年6月15日(一)   

報到 109年6月20日(六)   

114 

本系面試均依照書面資料來提問 



115 

明新科大機械工程系四技進修部產學訓專班 

https://meu.must.edu.tw/


116 
校址：304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就讀資訊網址:https://meu.must.edu.tw   
電話：(03) 559-3142 轉 2214~2215, 2218~2219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幼獅訓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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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車床 
CNC銑床 

傳統加工 

電腦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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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專班 

合作廠商 

• 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 捷邦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邁萃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119 



產學攜手專班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時間 

現場報名 
109年5月20日(三) 起 
至109年5月29日(五)止 

書面資料審查 109年6月5日(五)   

面試時間 109年6月10日(三)起 

成績通知 109年6月29日(一) 

放榜及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年7月3日(五)   

報到 109年7月8日(三)   

120 

本系面試均依照書面資料來提問 



進修部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時間 

網路報名 
109年3月25日(三) 起 
至109年7月20日(一)止 

現場報名 
109年6月1日(一) 起 
至109年8月5日(三)止 

成績網路查詢 109年8月11日(二) 

放榜及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年8月14日(五)   

報到 109年8月16日(日)   

121 



校訓:「堅毅、求新、創造」 

122 



123 

 



甄選入學準備資料 

• 在校成績 

• 自傳(學生自述)、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含實驗、
實務）科目實習報告（成果） 

•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 

• 語文能力證明 

•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本系面試均依照書面資料來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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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PLmqab
https://goo.gl/bub3kc
https://goo.gl/QxM2Hy
https://goo.gl/N2ZSPF
https://goo.gl/PQLWgS


甄選入學 
實作測驗 
三選一 

1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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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大 張祖民董事長 
明新工專機64丙 畢業系友 

130 



 

系友會理事長 聚眾聯合科技總經理  
洪建儒學長 捐款協助系務發展 



機械系系友會籌備會議 

 

132 



機械系系友會籌備會議 





系友會會員大會 20190413 

 



系友會會員大會 20190413 



系友會揭牌儀式20190522 



系友會揭牌儀式20190522 

 



傑出校友:陶大堯學長 

139 

 

累計金額8萬6千美金 



校友企業:建綸工業 吊扇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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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生產線.MP4


校友企業:建綸工業 自動化 

141 

大陸/機器人.mp4


建綸工業 
馬達製作 

大陸/Motor.MP4


傑出校友蔡裕孔先生肯定 
肯定明新機械人才培育 
捐贈獎學金，鼓勵同學 

143 

累計金額150萬元 



齒輪傳動元件 

144 



只需2.5秒就可完成0~100km/h加速， 
極速也挺進至407km/h！ 

145 

B.. 

億元 跑車 



校友企業:臻裕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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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盛機械每年8萬元 
優秀獎學金 

 



東泰高中何軒盛校長:機械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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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企業:油欣精機 
董事長傅盛烘學長捐款鼓勵學生向上 

 

YSP/剎車碟.mp4
YSP油欣精機/剎車碟.mp4


 

151 尊師重道的畢業學長邀請高齡95歲的導師返校開同學會 

明新機械12000名校友 
是人才培育的最佳後盾 



明新科大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自動化 + 精密製造科技 

智慧製造

精密量測

傳統加工

機電整合材料實務

精密製造
機械設計



全校最優的系學會:機械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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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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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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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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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校訓與美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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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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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齡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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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場 



田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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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場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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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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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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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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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廳誌」八景之一:鳳崎晚霞 

竹北與新竹新豐交界處，自古就被列為全淡
八景之一，而有鳳崎晚霞的美名 



校外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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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蔭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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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 機械工程系 
  

技訊網2020網站       招生資訊 
109學年度各類招生時程表 

高中生 
技優甄選 
甄選入學 

聯合登記分發 
產學訓專班 
產攜班A類 
產攜班B類 
進修部 

 
 

http://meu.must.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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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大機械系109招生資訊 
  

就讀資訊網址:http://meu.must.edu.tw/ 

 學制 入學管道類別 名額 

日間部 

高中生申請入學 40 
技優甄審入學 12 
機械群甄選入學 64 

動力機械群甄選入學 5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甄選入學 5 

機械群聯合登記分發 38 
動力機械群聯合登記分發 5 

進修部 

進修部獨立招生高中生申請入學 9 
進修部獨立招生高職生申請入學 26 

獨立招生 精密製造四技產學訓專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與CNC銑床乙級技術士雙證照輔導 

25 

進修部產學攜手專班 38 



109學年度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 
聯合招生(招收高中生) 1/2 

項目 日期時間 

第一階段報名 

學校集體報名： 
109.3.23(一)～109.3.26(四) 
個別報名： 
109.3.23(一)10:00～109.3.27(五)17:00
（繳交報名費至109.3.26(四)）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109.4.1(星期三)10:00起 

寄發第二階段複試通知 109.4.1(星期三) 

郵寄資格審查資料 109.4.13(星期一)止 

網路上傳書面審查資料 109.4.13(星期一)止 



109學年度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 
聯合招生(招收高中生) 2/2 

項目 日期時間 

網路上傳書面審查資料 109.4.13(星期一)止 

甄試日期 109.4.25(星期六) 

寄發成績單 109.4.30(星期四) 

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5.6(星期三) 

正取生報到、聲明放棄
錄取資格、遞補作業 109.5.22(星期五)12:00前 

備取生報到、聲明放棄
錄取資格、遞補作業 109.5.25(星期一)17:00前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1/2 

項目 日期時間 

交報名費 109.5.7(星期四)～109.5.12(星期二) 

資格審查登錄及繳件 
109.5.7(星期四)10:00～109.5.13(星期三
)17:00 

資格審查結果查詢 109.5.21(星期四)10:00起 

網路報名 
109.5.21(星期四)10:00～109.5.27(星期
三)17:00 

繳交甄審報名資料 109.5.21(星期四)～109.5.28(星期四) 

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6.18(星期四)10:00起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2/2 

項目 日期時間 

正取生及備取生上網登
記就讀志願序 

109.6.22(星期一)10:00～109.6.24(星期
三)17:00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
榜 109.7.1(星期三)10:00起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機械】 

項目 日期時間 

資格審查登錄及繳件 109.4.22(星期三)～109.5.6(星期三) 

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109.5.20(星期三)10:00起 

第一階段報名 

學校集體報名： 
109.5.22(五)～109.5.28(四) 
個別報名： 
109.5.22(五)10:00～109.5.29(五)17:00
（繳交報名費至109.5.28(四)）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109.6.3(星期三)10:00起 

第二階段報名 109.6.8(星期一)22:00止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一般組) 

項目 日期時間 

資格審查登錄及繳件 109.4.22(星期三)～109.5.6(星期三) 

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109.5.20(星期三)10:00起 

第一階段報名 

學校集體報名： 
109.5.22(五)～109.5.28(四) 
個別報名： 
109.5.22(五)10:00～109.5.29(五)17:00
（繳交報名費至109.5.28(四)）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109.6.3(星期三)10:00起 

第二階段報名 109.6.8(星期一)22:00止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一般組) 

項目 日期時間 

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 109.6.10(星期三)10:00起 

甄試日期 109.6.13(星期六) 

查詢甄選總成績 109.6.22(星期一)10:00起 

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6.24(星期三)10:00起 

正取生及備取生上網登記
就讀志願序 

109.7.1(星期三)10:00～109.7.4(星期六
)17:00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 109.7.8(星期三)10:00起 

分發錄取生報到截止 109.7.14(星期二)16:00止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 
聯合登記分發1/2 

項目 日期時間 

集體資格審查登錄（由
高中職學校辦理） 109.5.11(星期一)～109.5.15(星期五) 

個別資格審查登錄及繳
件 109.5.21(星期四)～109.6.10(星期三) 

資格審查結果查詢 109.6.29(星期一) 

集體報名繳費（由高中
職學校辦理） 109.7.9(星期四)～109.7.13(星期一) 

個別報名繳費 109.7.14(星期二)～109.7.20(星期一)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 
聯合登記分發2/2 

項目 日期時間 

個人總成績及排名查詢 109.7.23(星期四) 

網路選填志願 109.7.23(星期四)～109.7.28(星期二) 

放榜 109.8.4(星期二) 



產學訓專班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時間 

報名 
109年3月16日(一) 起 
至109年5月25日(一)止 

報名表件收件截止 109年5月25日(一)   

面試時間 109年6月6日(六) 

成績網路查詢 109年6月11日(四) 

放榜及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年6月15日(一)   

報到 109年6月20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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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面試均依照書面資料來提問 



產學攜手專班A類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時間 

現場報名 
109年4月6日(一) 起 
至109年4月20日(一)止 

書面資料審查 109年4月22日(三)   

面試時間 109年4月24日(五)起 

成績通知 109年4月27日(一) 

放榜及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年4月29日(三)   

報到 109年4月30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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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面試均依照書面資料來提問 



產學攜手專班B類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時間 

現場報名&網路報名 
109年5月5日(二) 起 
至109年5月29日(五)止 

書面資料審查 109年6月5日(五)   

面試時間 109年6月10日(三)起 

成績通知 109年6月29日(一) 

放榜及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年7月3日(五)   

報到 109年7月6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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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面試均依照書面資料來提問 



進修部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時間 

網路報名 
109年3月25日(三) 起 
至109年7月20日(一)止 

現場報名 
109年6月1日(一) 起 
至109年8月5日(三)止 

成績網路查詢 109年8月11日(二) 

放榜及公告正備取名單 109年8月14日(五)   

報到 109年8月16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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