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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包含航空光機電系、營建科技系(所)、環境工程系(所)、資訊工程

系(電資研究所)、車輛工程系、工業管理系。配合學校發展成為航空大學

之目標，各系與產業簽屬合作意向書，積極培育航空修護、航空精密製

造、車輛修護、互聯網智慧居家、空間設計、室內設計、綠生態環境營

造、資通訊整合與物流生產力4.0之專業技術人才。

各系教學以實務為主、理論為輔，採「做中學」之教育方法；特別著重

與產業結合之實務專題製作及產業實習，採取全院校外實習，鼓勵學生參

加國內外專業競賽，並積極輔導同學考取專業證照。

College of Aviation and Engineering

本院團隊

產學結盟 出路保證

實習就業 專業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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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暨工程學院 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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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空
光
機
電
系

資
訊
工
程
系

●網路與安全教室

●網路架設實驗室

● 多媒體技術教室

● 嵌入式計算實習教室

● 物聯網應用與機器人實務實驗室

● 網路多媒體實驗室

● 無線與行動通訊實驗室

●嵌入式系統實驗室

● 學生休息室

●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考場

●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考場

●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考場

● Pearson VUE授權考試中心

●電競館與電競專業訓練教室

●室內裝修教室

●室內裝修展示室

●測量儀器室

●室內設計產學工坊

●建築製圖教室

●專業電腦教室

●材料實驗室

●風洞實驗室

營
建
科
技
系

●流體力學實驗室

●結構力學實驗室

●土壤實驗室

●工程測量乙丙級教室(檢定場所)

●建築製圖手繪檢定教室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教室

(丙級檢定場所)

● TQC SketchUp教室(檢定場所)

●飛機修護棚廠

●飛機修護證照輔導實驗室

●通訊技術證照輔導實驗室

●機電整合證照輔導實驗室

●航空品保實驗室-非破壞性實驗室

●航空複合材料製作與修護實驗室

●飛行模擬實驗室

●飛機發動機實習區

●無人機設計與製作實驗室

●流體力學實驗室

●光電工程實驗室

● 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多軸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通訊/電子電路實驗室

●嵌入式系統/電腦介面應用實驗室

●高頻電路研發室/專題製作室

●通訊原理模擬實驗室



航空暨工程學院 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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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業
管
理
系

●電腦繪圖國際證照檢定考場

●精密機械作品展示室

●系統化產品創新設計實驗室

●電腦專業教室

●精密量測實驗室

●多軸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 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多媒體視聽教室

●機械實習工廠

●航空科技中心

●經營分析實驗室

●逆向工程暨快速原型實驗室

●電腦輔助繪圖實驗室

●人因認知實驗室

●品質暨量測實驗室

●生產管理實驗室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檢定考場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檢定考場

環
境
工
程
系

●水質分析實驗室

●普通化學實驗室

●環工微生物實驗室

●環境品質監測實驗室

●廢棄物分析實驗室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水質檢驗檢定考場(乙級)

●土壤污染分析及復育技術實驗室

●空污分析實驗室/能源實驗室

●環工儀控實驗室

●環工單元操作實驗室

●精密儀器室

●車輛汽油引擎暨證照輔導實習室

●車輛柴油引擎暨證照輔導實習室

●車輛電系暨證照輔導實習室

●車輛底盤暨證照輔導實習室

●機車修護暨證照輔導實習室

●綠能動力實驗室

車
輛
工
程
系

●電機電子實驗室

●精密量測實驗室

●多軸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 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材料試驗實驗室

●機電整合證照輔導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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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成果航空暨工程學院

2018 桃園科技創造力競賽進階組第二名
2018 T IRC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相撲機器人賽佳作
2018 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大賽相撲機器人組佳作
2018 全大運英雄聯盟殿軍
2018 第五屆全國水質檢驗競賽第五名
2018 Overwatch校際盃(賽事日期：日期：1/2~1/12)，目前校隊已入選最後四強賽。
2018 全國智慧機器人與智慧生活創意競賽
2018 桃園盃英雄聯盟高中職聯賽
2018 mBot研習
2018 桃園科技創造力競賽進階組第二名
2018 TIRC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相撲機器人賽佳作
2018 全國自走車競速暨機器人創意大賽相撲機器人組佳作
2018 全大運英雄聯盟殿軍



2018 年第五屆全國水質檢驗競賽第五名2017參加龍華盃全國技專校院英語狼毒比賽龍或個人賽第二名
2017 全國無人飛機創意競賽-飛行性能組獲3佳作
2017 11月18日去國無人幾障礙賽-全國第三名
2017 勞動部「第47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技能競賽」飛機修護職類，榮獲第一名
2017 全國無人機障礙賽-全國第三名
2017 桃園空間與室內設計創意創業競賽獲前三名
2017 全國智慧機器人與智慧生活創意競賽

A組-行動裝置遙控機器人障礙競速競賽(大專與高中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佳作
E組-相撲機器人競賽(大專組) 第一名、第三名、佳作
G組-Line 貼圖創意競賽(大專組) 第三名

2017  TIRC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祥儀極限機器人相撲賽第二、三名
2017 第四屆全國「水質檢驗」技能競賽，榮獲第三名
2017 參加松山菸廠室內設計聯展
2017 桃園市政府青年局-2017桃園空間與室內設計創意創業競賽獲前三名

獲獎成果航空暨工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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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實習合作廠商航空暨工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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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優質企業!畢業即就業!航空暨工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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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苗豐田汽車 長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CHANG YUAN MOTOR CO., LTD

元隆汽車公司
東星汽車公司

榮陞汽車公司

璿豐汽車公司 信昌機械廠公司

福祐汽車公司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機械組、航空科技組)

系主任 楊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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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位於桃園航空城內，為配合航空城產業發展及全球航空產業的人力需求，在104學年度成立「航空光
機電系」，培育飛機修護專業人才。

 本系與中華航空、長榮航空、漢翔公司、亞洲航空及太古航空等航空維修大廠簽署產學合作，並由前述
公司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培育相關人才，使課堂學習與產業實務能夠相互結合，進而協助學生就業規劃。

 未來本系學生可於大一或大二暑假至太古培訓中心進行320小時的147基本技能培訓，和於大四時進行校
外實習教學，接受1800小時的147維修基礎培訓。通過考試的學生可於畢業時取得「147基礎培訓合格證
書」和「147基本技能培訓合格證書」，再累積1年的飛機維修工作經驗，可參加66維修人員基礎執照考
試，通過者可獲得在中國大陸航空器維修工程師的資格。

 本系未來更將朝航空維修、零組件製作與光機電精密檢測等專業領域邁進。培育符合航空產業所需的優
質和專業的航空維修人才，因應未來航空產業的人力需求。

【教學特色】

【證照輔導】

【教學設備與實驗場所】

【證照檢定試場】

【入學管道】

【畢業出路】

【重點特色】

 規劃體驗式實務實習課程，整合飛機維修理論與實務相關聯之課程，使學生一邊動手實作一邊體會其原
理，建立務實致用的課程特色，進而引起學生學習之興趣。

 輔導學生考取勞動部「飛機修護」乙、丙級證照、「機電整合」丙級證照、「通信技術」乙、丙級證照，
使學生具備飛機修護的基本專業技能，提高就業競爭力。

 教育部四年補助1700萬建置全新複合材料製作、非破壞檢測與修護實驗室，培養本系學生未來能進入相
關複合材料產業，以提高本系畢業學子之出路。

 安排大四學生至合作廠商進行飛機維修實務訓練，增進學生的實務維修技術與經驗，同時培養學生正確
良好的工作態度，適應未來的工作環境，提高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達到產學無縫接軌、學習即實習、
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勞動部飛機修護乙丙級技術士、勞動部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勞動部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乙丙級技術士、
勞動部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技術士、國際認證AutoCAD、國際認證SolidWorks等。

Cessna 152型單引擎飛機、UH-1H直升機、飛機修護棚廠、飛機修護證照輔導實驗室、通信技術證照輔導
實驗室、機電整合證照輔導實驗室、航空品保實驗室-非破壞性實驗室、航空複合材料製作與修護實驗室、
飛行模擬實驗室、飛機發動機實習區、風洞實驗室、流體力學實驗室、光電工程實驗室、CNC機械加工實
習工廠、多軸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通訊/電子電路實驗室、嵌入式系統/電腦介面應用實驗室、高頻電路
研發室/專題製作室、通訊原理模擬實驗室、無人機設計與製作實驗室

勞動部飛機修護乙丙級證照考場、勞動部機電整合丙級證照考埸、勞動部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乙丙級證照考
場

高中申請入學、技優甄審入學、甄選入學、聯合登記

機師、飛機修護技師、航空發動機維修人員、飛機結構維修人員、空用電子維修人員、航太品保工程師、機
電整合技師、電信線路技師、CNC機械加工技師



航空光機電系 師資陣容—專業達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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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修護考照達人 -楊豫台老師

機電整合考照達人 –張興華老師

無人機創作達人 –蔡元謙老師

楊豫台老師專長為飛機修護乙、丙級證照考試訓練、飛機發動

機、飛機旋傳及飛機結構維修，考取勞動部飛機修護乙、丙級

技術士證照，並取得『飛機修護』監評委員之資格，本校飛機

修護乙、丙級檢定場在楊豫台管理下、除了提供本校學生檢定

用外，更提供北部鄰近學校學生學習考照服務，平均每年服務

400人次到本校。

任教本校航空光機電系期間，除正常課程外，會利用其他時間

加強輔導學生考取飛機修護相關證照，使本系學生獲取證照率

達9成以上，提前讓學生完成證照的畢業門檻，更在2016年開始

培養本校學生參加全國及地區性相關飛機賽，使學生了解飛行

的重要，另一方面也積極的培養學生在航空產業實習的能力,使

學生在未來的航空日子中，提早了解航空產業的動向。

張興華老師專長為機電系統整合及機電整合證照考試訓練，取得

勞動部氣壓乙級、機電整合丙級、飛機修護丙級技術士證照。負責

之機電整合檢定場，除了提供本校學生檢定用外，也提供鄰近高中

職學校學生學習考照服務。因應業界自動化機電整合之才之需求，

更提供北部區域相關業界人士訓練及考照服務。張老師也積極的推

廣機電整合產學合作，為附近的中小企業進行自動化之改善，已完

成手機天線自動化量測，拉鍊廠自動化顏料配方製程開發等。

張老師任教本校航空光機電系，除了學生在航空光機電相關知識的

養成之外，也開始培養學生參加無人飛機(UAV)相關的競賽及創意

發明競賽。使學生藉由競賽的過程，了解飛機設計與飛行操控的原

理及電子相關的知識，提升學生動手修動手做的能力，期望學生未

來進入產業後能成為飛機的機械與電子的雙修達人。

蔡元謙老師的專長為無人機整合設計、航空模型設計製作、航

空科技創意應用、空中攝影與量測、自造者工藝、電腦輔助設計

與數位製造等，曾任中華民國航空模型運動協會理事，中華民國

飛行運動協會顧問，FAI F3A國際飛行競賽裁判。蔡老師為全國

航空科學競賽及斜坡滑翔機空戰大賽創辦人，不斷帶領學生參加

各項競賽活動，獲獎無數。在校開設電腦輔助設計、數位製造與

無人機設計應用等專業課程，透過數位製造等動手做的方式，以

實作為主，理論為輔，讓學生體驗學以致用的過程，期望學生未

來進入航空相關產業時能夠具備多元發展的潛力，不斷吸收新知

識及淬鍊自我技術的能力。



航空光機電系 產學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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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ing 737-200飛機 Cessna 152型單引擎飛機

JT8D發動機剖面圖

機電整合(丙級)技能檢定試場

發動機實習教室

飛機修護(乙丙級)技能檢定試場

UH-1H直升機

電腦單機板飛行模擬實驗室

學生飛機製作專題實驗室

華航、長榮航空簽屬MOU 漢翔公司簽屬MOU 廈門太古航空簽屬MOU

中山科學研究院簽屬MOU 亞洲航空簽屬MOU 華夏公司簽屬MOU

安捷飛航訓練中心簽屬MOU 北岸飛航訓練中心簽屬MOU
桃園航空城公司簽屬MOU



目前是大三學生，本來想要從軍，後來因與興趣不合，決定朝

向自己的興趣發展，進入航空光機電系就讀，因為本身對於於

飛機修護就具有非常高的與趣，所以對於自己本身不足的地方、

本軒自己會透過老師來得到答案，在飛機技能乙級檢定訓練中，

他總是能掌握重點學習，勤加的練習，有時候假日也會來學校

做自主訓練，這樣的學習精神，使他獲得2017年第47屆技能

競賽北區分區賽第一名及全國技能競賽佳作成績，並且也會將

其學習經驗傳承給的同學及學弟妹，這種無私的行為，真的值

得我們的學弟妹學習。

洪本軒 /萬能科大在學學生

航空光機電系 培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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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科技大學航空光機電系是專業飛機維修及航空科技人才培育

的搖籃，目前就讀本系2年級的張致偉同學，從嘉陽高中飛機修

護科畢業時就熱愛飛機修護，所以大學選擇了就讀萬能航空光

機電系延續對飛機學習的熱忱，經常在放假中獨自一人留在學

校完成老師交付的飛修學習進度，自動自發的精神實屬難得，

透過本系老師們的指導之後，使得他飛機維修技能更上一層樓，

參加了2018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賽飛機修護類榮獲第三

名，接著在今年8月繼續參加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45屆國

手選拔賽，更榮獲全國第五名的好成績。真的非常的為玫偉同

學感到高興，他已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天空。

高中女生修飛機，修飛機在一般人眼中是男生的天下，但本系2

年級的許喬筑同學來自大興高中普通高中，進入高中後經由師

長的介紹漸漸對飛機修護有興趣，因此在高中畢業後，選擇了

與同班同學不同的道路-萬能科技大學航空光機電系，喬筑是一

位非常有責任心的學生，雖然是高中生但在飛機修護工作方面

不會輸給任何一位同學，目前喬筑擔任本系系學會副會長，除

了舉辦系上各種活動，還參加了第48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賽

的選手，其精神令人敬佩，但這些活動並没有影響到她的課業，

在班上成續仍然保持第一系上排名第二所以證明了努力是成功

的根本。

張致偉/ 萬能科大在學學生

許喬筑/ 萬能科大在學學生



資訊工程系

系主任 李勝楠

【本系簡介】

●成立全桃園唯一電競專業賽館，並開設電競產業學程，培育電競選手、直播主、導播、企劃、活動執行、遊戲設

計與多媒體設計人才。

●獲教育部補助1300萬，成立物流倉儲模型工廠，培育物流相關產業之資訊人才。

●具備網路架設及電信線路乙丙級術科考場，並與電信公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提供訓考用三合一服務。

●完整思科CCNA, CCNP課程，畢業後可直接進入相關電信公司，參與台灣4G網路建置。

●完整的校外實習規劃，讓大四同學可到資訊產業公司實習一年，讓所學與產業聯結，達到畢業即就業目標。

【教學特色】

萬能科大資工系在教大家怎麼做出高科技玩具，包括「硬體的玩具」、「軟體的玩具」、「手機上的玩具」、「會

思考的玩具」、以及「能和其他玩具溝通的玩具」。不但上課教你玩，如果有興趣還可以借回家玩。為了讓你的骨

子裡成為一個真正懂得設計玩具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很會玩，而不是只會念書的書呆子。所以課後時間，老師們

（也就是你的朋友）會跟你一起玩遊戲、辦活動、搞社團。為了讓你知道你自己設計的玩具比別的學校的強，所以

老師們會帶你參加比賽：電競賽事、機器人賽跑、機器人相撲、機器人跳舞等、APP創作、網路技能等等。

【證照輔導】

勞動部網路架設技術士、Cisco CCNA、Oracle Certified Programmer、Autodesk AutoCAD、TQC+ Android 程

式設計、Java Programming。

【重點設備及特色實驗室】

電競館、物流倉儲模型工廠、網路與安全教室、網路架設實驗室、多媒體技術教室、電競專業實習教室、物聯網應用

與機器人實務實驗室、網路多媒體實驗室、無線與行動通訊實驗室、嵌入式系統實驗室、學生休息室。

【證照檢定試場】

網路架設、硬體裝修乙丙級證照檢定考場、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考場、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考場、TQC企

業人才技能認證考場、Pearson VUE授權考試中心(提供認證考試種類：Cisco系列認證、Adobe系列認證、Oracle 

DB系列認證、Oracle Java/Solaris系列認證等) 。

【入學管道】

日間部:技優入學、推薦甄選、聯合登記分發、在職專班(週日班)

【畢業出路】

電競選手、直播主、導播、企劃、活動執行、遊戲設計師與多媒體設計師、軟體工程師、網路工程師、物聯網程式設

計師、資安工程師、測試工程師、嵌入式系統工程師、資訊管理師、物流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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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達人-鍾彥文老師
鍾彥文老師熱愛發明，分別在2016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

展發明競賽、2016 KIDE高雄國際發明展中，以專利作品「體

感手環夾娃娃機」榮獲兩面銀牌獎；另一件「運用加值型電子

地圖之電子導覽系統」更入選於2016台北國際發明展教育部館

中展出。鍾老師於產業界服務長達10餘年，業界資歷豐富。在

校服務期間，考取國內外相關專業技能證照多達25張；新創發

明與新型相關專利證書共14項；發表於期刊與研討會論文共17

篇；主持或參與執行的產學研究計畫共13案；除此之外，亦曾

應邀赴大陸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青海大學進行境外講學與

專題報告。

江義淵老師專長於機器人的研發與教學。曾開發素描機器人、智

慧型3D列印機器人等，教同學如何讓機器人具有「靈魂」。目前

致力於自動駕駛車相關技術的研究。在老師的教導下，期望同學能

讓遙控車及四軸飛行器變身為能自動駕駛及自主飛行的機器人。為

了掌握最新技術，江老師除了於104年8月至105年1月赴業界深耕

進修半年之外，亦於全球知名MOOC平台修習世界知名大學及企

業所開設之課程，並取得認證。包括知名大學，如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所開設的「Data Science (資料科學) 學程」、「Machine 

Learning Nanodegree (機器學習學程)」及「Self-driving Car 

Nanodegree (自動駕駛車學程)」等。

資訊工程系

機器人達人-江義淵老師

師資陣容—專業達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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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控制達人-李勝楠 李勝楠主任畢業於元智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就學歷程都

在高教體系成長，畢業後開始服務於技職體系，服務初期發現

大學與研究所所學之傳統資訊工程課程並不完全符合技職體系

學生的需求，有幸於10年前開始接觸機器人的世界，在這10年

的過程中，累積了很多機器人相關知識與技能，也在大大小小

的比賽中輔導學生得到國內外獎項，與不同比賽中擔任裁判(全

國技能競賽機器人組、WRO等)，近年物聯網的興起，更加速機

器人相關應用的發展。電競產業這幾年已逐漸成為一股主流，

資工系本與遊戲產業有密切的關係，故近幾年接觸與推廣電競

相關課程與活動，不論在電子競技戰隊的經營、直播、導播與

活動企劃都將成為本系的另一項主力。



資訊工程系 專業設備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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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與安全教室

四翼機應用程式設計

網路假設實驗室

物聯網應用與機器人實務實驗室

電競館(2)

物流倉儲模型工廠(2)

電競館(1)

物流倉儲模型工廠(1)



陽光熱血的吳同學是資工95級畢業生，在學期間加入登山社，熱

愛爬山與路跑。畢業後在資訊領域發光發熱，曾任職痞客邦，當

時，是一家平均年齡不到27歲的年輕公司，50多位員工中多為國

立大學研究所畢業，只有3位是私立大學學歷(2位是淡江大學，

僅吳同學1位是技職體系畢業)，他躋身其中鶴立雞群，從事系統

開發，頗受好評。目前於日股公司KKBOX擔任核心工程師，學校

老師曾在訪問該公司時巧遇人事主管，她對吳同學表現讚譽有加，

直言表示：「可否多多推薦萬能資工系畢業生到本公司服務」，

真是資工系之光。資訊專長為Python、PHP與Java，致力於維護

及開發開放原始碼為職志。

吳佳修 / KKBOX

丁同學是資工系第一屆畢業的學生。身為土生土長的花蓮人，金金

(她的小名)畢業後繼續在慈濟大學攻讀資訊工程碩士。

第一份工作是台達電子資訊工程師，一年後，她決心回到生活步調比較

緩慢，有好山好水的故鄉。目前任職於花蓮二信銀行資訊部門， 她本

以為在資訊部門只需要會撰寫程式碼、管理資料庫、與世隔絕躲在機房

就行了，沒想到毎天還要被規定穿OL服裝，站有站相、坐有坐姿，對

她而言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除了正職工作外，接案是資訊工作者常有的兼差，她在電腦補習班當講

師，接案的經驗極為豐富，近期在開發中國的坐月子中心的ERP系統。

她的專長為Java EE/Servlet, 常常在下班或假日時間與台北、香港、上

海的工作團隊多方通話，開會討論系統開發，是一位出色的SOHO族。

當年以游泳隊國手的頭銜進入萬能資工系第一屆就讀，曾任資工系創

系第一屆及第三屆會長，個性活潑，有大將之風。畢業後在家族企業

任職，於資訊部門從事研發、設計工作。經過多年歷練，開始接任總

經理一職，也著手開發家族企業的新產品，終於在103年推出第一項

自行設計生產的產品「K's蠶絲指套Baby刷」，由於此項產品的大賣，

也讓他常常出現於電視購物電台，努力推廣他們家的產品。

除了管理公司外還要兼顧EMBA學業，麥片(他的小名)，也不曾忘記

要發明出蠶絲內衣與資訊整合的新產品，目前致力開發新型穿戴式裝

置，可以收集生理資訊並動態調整之功能性內衣，希望再創一波機能

性內衣的新話題。另外，他也著手投資開發超小型自主式飛行器，

在宴會或展示場合可以做自動飛行及全方的攝影。

丁如君 / 花蓮二信銀行、SOHO族

高敬舜 / K's 凱恩絲蠶絲塑身內衣

航空暨工程學院 培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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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科技系

系主任 留仁義

本系以就業為導向，以優異的師資與軟硬體設備為基礎，整合營建施工、營建管理、室內設計、室內裝修、空

間營造等專業領域教學，培育具備高度競爭力的營建專業人才，歷年培養畢業同學超過3000人頗受業界歡迎。

以實作為主配合理論課程強調「作中學、學中作」建立同學實作能力，並落實校外實習制度讓同學於學校學習

階段就能了解目前業界需求，並能順利進入職場。

內政部營建署專業設計技術人員、內政部營建署專業施工技術人員、勞動部造園景觀乙丙級技術士、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技術士、勞動部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丙級技術士、勞動部測量乙丙級技術士、勞動部建築物室

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勞動部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技術士、AutoCAD國際認證、SketchUp專業認證。

室內裝修教室、3D列印實驗室、室內裝修展示室、測量儀器室、室內設計產學工坊、建築製圖教室、專業電腦

教室、材料實驗室、風洞實驗室、流體力學實驗室、結構力學實驗室、土壤力學試驗室、工程測量乙丙級教室

(檢定場所)、建築製圖手繪檢定教室、電腦輔助建築製圖教室(丙級檢定場所)、TQC SketchUp教室(檢定場所)

TQC SketchUp、工程測量乙、工程測量丙級、建築製圖手繪(丙級)、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丙級) 。

四技日間部二班：

室內設計與管理組：

推薦甄試、聯合登記分發等管道入學(設計群、機械群、電機群)

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推薦甄試、聯合登記分發等管道入學(土木建築群、設計群、動力機械群)

進修部一班(室內設計與管理組)：登記分發

室內設計師、室內裝修管理、品管工程師、土木技師、大地技師、水利技師、結構技師、景觀設計師、土木類

公職考試、建築師、工地主任、AutoCAD繪圖工程師、BIM繪圖工程師、電腦動畫工程師、測量工程師。

【重點特色】

【教學特色】

【證照輔導】

【教學設備與實驗場所】

【證照檢定試場】

【入學管道】

【畢業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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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與管理組、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留仁義老師於室內裝修設計已經執業超過35年，從企劃、設

計、施工有全方位見解及論述，除本身有專業實務經驗，還含

有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專業證照，亦在職訓體系室內裝修設計

中培育專業人才，並輔導同學考取相關證照，在業界享有盛名，

留老師發現目前技職體系較缺乏專業實務，秉持傳承之心態，

因而投入萬能科技大學營建科技系，希望將本身專業技能與同

學分享，從室內裝修企劃設計、施工管理，證照考試、及裝修

實務專業技術，培育人才銜接產業職場，亦可於畢業後無縫接

軌式投入業界，希望在室內裝修設計業，能注入一股洪流培育

更多專業人才。

室內裝修設計業界達人-留仁義老師

證照達人-錢榮芳老師
錢榮芳服務營科系超過30年，對於營建相關軟體如AutoCAD、

SketchUp、Lumion均瞭若指掌，錢老師除本身具有專業相關

證照外，亦積極輔導同學參加相關證照考試，每年均有超過20

位同學經錢老師輔導順利取得AutoCAD證照。因技職體系同

學若於求學過程中能取得相關證照除能證明本身之專業能力對

進入職場亦是一大利多。故錢老師於教學中均希望同學能將技

術確實到位故對於每一操作步驟均應落實並確實練習，如此分

但能求學期間獲得扎實功夫爾後進入職場亦能於各個崗位能展

露頭腳。另一方面隨著時代進步錢老師亦鼓勵同學對於新技術

之接觸如動畫、建築資訊模型(BIM)，VR與AR應用於空間設計

均為未來室內與空間設計發展之方向，唯有不斷充實自我方能

不被現實環境所淘汰。

室內設計實務達人-顏良年老師 顏良年老師有二十多年的業界經歷諸多設計及工程案，從小

型的住宅到大型的別墅、辦公室、各種商業空間..等等，均為

顏老師所掌握。維持專業的熱忱是顏老師的使命，顏老師表示

室內設計並非繪圖，一個好的設計師需有個人的風格外對於空

間之敏感度與設計材料之選擇均為成就一優秀設計師必要條件。

另一方面室內設計師亦須有良好溝通能力方能將設計理念讓業

主接受，另外一方面良好的溝通亦方能將設計理念與工班溝通

將設計概念落實。從業界專業的設計的領域轉型至萬能科大營

建系，更延伸的一貫的熱忱的心投入傳承的行列，希望能培養

出專業的室內設計人才。

營建科技系 師資陣容—專業達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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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科技系 專業設備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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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工作坊

室內裝修展示室

智慧建築展示室

室內裝修展示室室內裝修展示室

室內裝修實作教室

大樓入口

多媒體演講室



蕭佳晏同學目前就讀營科系四年級，蕭同學平時對於課業即相

當用心，成績亦一直名列前茅。105年暑假參加營科系暑期實

習至利晉工程實習，實習過程中表現優亦除獲得同事與長官認

同，暑期時間除有利晉工程實習津貼並獲頒利晉公司暑期實習

獎學金2萬元。蕭佳晏同學並於105年12月亦獲得中興顧問獎

學金。蕭同學表示營科系學習過程中除接受老師們指導外，系

上推行實務實習課程更能了解如何將課堂中之知識應用於相關

領域。對於未來蕭佳晏同學相當有信心，將會於營建領域建立

自己專業並找出自我一片藍海。

蕭佳晏 / 萬能科大在學學生

營科系105年度畢業同學梁博凱及於大三升大四暑假於基礎工

程專業公司欣琪營造作為期兩個月實習，實習期間梁博凱同學

積極投入公司相關實務工作獲得實習單位極高肯定。實習結束

於大四期間梁博凱同學亦於課餘回實習單位參與實務，畢業後

即獲公司留任並給與40k高薪。梁博凱同學對於在營科系在學

期間能透過實習了解業界需求進而能將學校所學應用於工作當

中為技職同學進入職場相當正確之方式，亦希望學妹們能於在

學期間能充分利用實習機會開拓自我機會。

畢業於萬能科大營建科技系，新興高中廣設科畢業的黃同學在

學期間對於多媒體應用與製作產生濃厚之興趣。透過營科系相

關課程之培訓由AutoCAD基本繪圖而置空間立體設計與三維動

畫等相關課程了解相關空間規劃動畫製作方法。畢業前更透過

實務專題課程將相關多媒體應用工具充分應用於專題製作當中

並於畢業專題展中展現深獲評審老師之肯定。營科系畢業後即

進入顧問公司擔任工程動畫展示製作相關工作，更協助公司順

利取得龍潭吊橋新建工程標案，更打敗多位國立大學畢業生立

即受聘為專任工程師。黃同學之學習就業歷程實為技職體系同

學之典範。

梁博凱 / 欣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治翔/

營建科技系 培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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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系

系主任柴浣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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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色】

以環保產業技術及生態與環境資源管理技術二大領域為教學重點，加強環保產業技術與環境資源管理之領域，

強化學生跨足綠色材料、水資源與能源管理、碳足跡盤查技術及環控生物技術應用等相關新興領域時之能力及

知識。

【證照輔導】

就學期間可取得環保署核發的「乙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及勞動部核發的「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

「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技術士(水質檢驗、處理系統兩類)證書

以上2張下水道技術士證照可以經由考驗制度取得經濟部核發之「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操作類、化驗類)」丙級

證照。

大學畢業後，可立即檢附畢業證書及修讀學分向環保署申請認證成為合格的「環境教育人員」。

【重點設備及特色實驗室】

共設有十三間專業實驗室，擁有原子吸收光譜儀、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元素

分析儀、離子層析儀、界達電位粒徑分析儀、總有機碳分析儀、流動注入分析儀、粒子質量濃度計數器、熱卡

計、氣相層析儀、太陽能光電機及儲能電控系統、風力發電機及儲能電控系統、土壤濕度計、高精度背負式

GPS定位及接收器等完善的設備。

設立生態溫室，發展環控精緻農業與超集約式養殖技術，以落實生態、能源與資源管理。

【證照檢定試場】

勞動部「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水質檢驗」技術士檢定考場(乙級) ) -環工系歷年水質檢驗乙級技術士檢定考試通

過率均超過九成。

環境保護署「廢(污)水處理」、廢棄物清理、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訓練場所。

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研習場所

【入學管道】

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運動績優

【畢業出路】

環境工程技師、環保類(工程、行政、檢驗)公職人員、企業工安衛管理師、企業環保操作專責人員、環境稽核

管理師、碳盤查及節電節能規劃工程師、環保工程(顧問)公司工程師、環境檢測分析及採樣技術人員、企業廠

務、儀器銷售維修工程師、環境教育人員、生態導覽解說員。

(環保產業技術組、生態與環境資源管理組)



梁村燈老師教學認真負責，實務專題課程特別注重同學自行DIY的

能力，在2015年的環工年會，梁老師與系上2位大學部同學(黃鴻廸、

陳勝榮)以論文題目：廢棄底片中的銀回收，獲得「104年度廢棄物

處理技術研討會最佳論文獎」及獲得「104年度環境工程實務技術

研討會口頭報告優等獎」。除了指導大學部的專題實作外，也教授

環境監測及監控相關的課程，不僅讓同學擁有環工專業領域知識外，

更讓同學擁有其它環工系所沒有的環境監測及監控等相關知識能力，

使得本系畢業生具備更優質的競爭力。

環工DIY實作達人-梁村燈老師

研究達人-李中光老師

李中光教授熱衷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在學術研究方面，其於奈

米材料在污染防治上之應用、吸附及觸媒、統計熱力學之實際應

用、碎形及混沌分析在材料及工程上之應用皆有所建樹，所承接

之科技部專題計畫已有二十餘件，而所發表之SCI學術期刊論文亦

已達七十餘篇。另一方面，基於了解產業脈動、學術理論驗證及

挑戰、申請實務專利及替學生未來尋找出路等考量，李教授亦積

極投入產學合作，擔任廠商在各項污染防治議題上之諮詢、診斷

及輔導，所承接之產學合作專題計畫亦已超過五十餘件。

水污染防制達人-劉新校老師

劉新校老師專研水處理接近30年，長期輔導工業區廠商在廢污

水處理困難上的診斷及輔導。10年前投入水產養殖水處理技術研

究，走遍水產試驗所討教後發現，從事傳統養殖業的漁民通常較

注重育苗、病毒、用藥、餌料製作等研究，卻忽略水中藻類與水

質不穩定，會造成魚群生病死亡的問題。因此結合水處理技術及

生態循環養殖概念建置「微生物水處理養殖系統」，可做到不投

藥、不換水的生態養殖法。將環境工程中的水處理技術與物聯網

系統充分的結合，並應用在高密度精緻養殖業中可說是一套零用

藥的高密度養殖系統。

環境工程系 師資陣容—專業達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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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系 專業設備及空間

勞動部(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水質檢驗技能檢定試場/B102水質分析實驗室

環保署(甲級)廢(污)水處理專業技術人員訓練場所
-B102水質分析實驗室

生態溫室

環保署(甲級)廢(污)水處理、廢棄物清理、
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訓練、

「環境教育人員」研習場所/E303多媒體視聽教室

超集約式循環養殖系統
觀賞魚繁養殖系統

Vanung University 26

總有機碳分析儀

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



環境工程系 培訓成果

瑋祥科技有限公司

大四全學期實習內容為協助新建科技廠之廢水處
理工程、廢水設備的安裝及配管工程。
以廢水處理系統為例，在學校學得處理系統及流
程、原理及設備功能，而實習時則可以結合學校
所教的內容，並加深印象。且學習操作實務，加
深對系統的印象及實務經驗。
此次實習讓我受益良多，了解到從事環保工程，
遠超過自己想像，學到很多課堂上看不到的實務，
以及在課堂上學不到的實場操作技術。

呂冠宏(105學年畢業)

廢水系統桶槽及LCP盤 廢水系統藥桶

現場監工廠商施工 MBR系統消泡劑桶槽

山林水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廠區環境整理及清潔 配合環保局稽查

現場清潔整理環境 沉澱池污泥清除

大四全學期實習內容包括廠區環境整理及清潔、更換
鼓風機濾網、刷洗沉澱池溢流堰、調整各沉澱池提流
式克閥控制出泥量等。
一些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與實場操作時有所不同，例
如有許多實場的小操作，對現場的狀況有關鍵性影響。
這是我第二次實習，感謝系上給我這次機會，在此次
實習遇到從未遇過的事物，但同事不厭其煩的教導我，
讓我自己動手。幾個月後已經慢慢地能抓到訣竅，非
常感謝同事們的細心講解與教導，讓我在短時間內了
解廠內的系統與流程。

維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噪音計維護與保養

大四全學期實習的內容包括在新竹地區進行噪音監測
站實地勘察，及機動車輛管制檢測。為有效管控交通
環境噪音水準，減緩機動車輛噪音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我們主要就是檢測機動車輛噪音。內業為蒐集法規、
製圖、電焊接線、噪音計操作等等，學習自己解決困
難。
在公司需要打很多報告，包括非游離輻射、機動車輛
稽查報告、航空噪音報告，還有會勘和查核，雖然累
又辛苦，但也都成為我吸收經驗的食糧。
這半年幾乎都是跑外業，桃園、新竹、台北、台中都
在工作範圍，真的很累很辛苦，但體驗到每樣工作都
不輕鬆。

進行機動車輛噪音檢測

陳致安(105學年畢業)

陳燦翔(105學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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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是全國唯一航空城大學，航空城帶來航空相關產業之經濟效益，並帶動航空精密機械產業之發展；航空汽及零組件
精密製造是未來明星產業，航空製造產業，是品質管理系統最為嚴謹，系統整合技術最為複雜的高科技產業，並具備高
度產業關連性、高附加價值及高薪資，薪資約為一般製造業的 1.5 倍。
1.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設計製造組培育學生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CNC五軸與車銑複合加工機等高階技術能力、尖端航
空、國防、汽車、醫療等精密機械加工技術能力，以及單機複合化及自動化之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技術能力，以及高科
技產業管理人才之培育，包括：生產、品管、精密量測、電腦繪圖、企業資源規劃，供應鏈管理等。本系讓學生在學期
間強化就業競爭力，訓練出企業高度需求並無縫接軌之技術人才。

2.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設計製造組具備完善的大四全學年有給薪實習規劃、生活環境、儀器設備、教學師資、課程規
劃、與輔導機制。造就愉快學習、生活充實、學能紥實與優質就業的學習生涯。

1.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機械組是桃竹苗地區唯一，同時與中山科學研究院、漢翔航空工業、長榮航太科技、長榮航宇精
密、中華航空、中興電工機械、豐達科技、一品鑽石工業、復盛應用科技、日月光半導體製造、時碩工業、漢台科技、
祥儀企業、銘鈺精密工業及台中精機等多家大型優質企業，建立緊密產學合作。

2.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機械組是桃園市境內大學，唯一有五軸同動加工機及智慧製造實地教學之系科，並有專任教師教
學。擁有五軸機械加工技術，月薪八萬起跳；甚至可超過十萬。

3. 本系「航空科技中心」提供最新的設備，訓練學生CNC精密航空機械、品管/品保/品檢、進階的航空/精密量測、智慧
機械與智慧製造及非破壞檢測技術。

4. 航空及高科技產業是品質管理系統最為嚴謹，系統整合技術最為複雜的高科技產業，並具備高度產業關連性、高附加
價值及高薪資，大四安排至優質企業實施全學年有給薪校外實習。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技術士、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丙級技術士、CNC車床乙級技術士、CNC銑床乙級技術士、機
械加工乙丙級技術士、AutoCAD國際認證、Autodesk-Inventor國際認證、Solid Works國際認證、非破壞檢測師、工
業工程師、品質管理技術師、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師。

航空科技中心、系統化產品創新設計實驗室、機器人設計實驗室、品質暨量測實驗室、電腦輔助繪圖實驗室、逆向工程
暨快速原型實驗室、精密量測實驗室、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多軸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人因認知實驗室、經營分
析實驗室、非破壞檢測實驗室、生產管理實驗室、機械實習工廠。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CNC車床乙級(108年度本系申請設置合格考場)、CNC銑床乙級
(108年度本系申請設置合格考場)、機械加工乙丙級(108年度本系申請設置合格考場)、Solid Works CSWA、CSWP；
AutoCAD；Autodesk-Inventor、3ds Max Design、Revit；SAP B1資訊經營管理師，以及萃智創新師TRIZ Level 1。

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等。

航空、汽車、醫療、電子/CNC 精密機械加工技師、航空、汽車、醫療、電子/非破壞檢測量測技師、電腦平面/立體繪圖
工程師、航空、汽車、醫療、電子/精密量測技師、品管/品保/品檢工程師、製程/生管/職安衛工程師、航空、汽車、醫
療、電子/產品設計工程師、航空、汽車、醫療、電子/行銷規劃師、ERP/供應鏈規劃師、工業工程師。

【重點特色】

【教學特色】

【證照輔導】

【教學設備與實驗場所】

【證照檢定試場】

【入學管道】

【畢業出路】

工業管理系

系主任 林鴻欽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機械組）



郭順奇老師於20多年前起在師徒制的淬鍊之下出身於機

械產業，擁有鉗工，車床工，重機械修護-引擎，CNC車

床，CNC銑床…等專業證照。今年受邀到日本參訪全球排

名前三大之工具機廠，同時也是航太A-Team4.0聯盟課

程之教師分別開設航空零組件之加工技術專業課程，邀集

來自全台，北，中，南，航太製造商，工具機業者，原物

料廠商，工具商…等，藉由相關課程的幫助學員及學生具

有更高的技術層次及國際觀以提升航空製造業生產技術能

力。另外在產業界之相關技術教育訓練的課程輔導亦獲得

相當大的肯定，可以說是成效相當卓越。

CNC精密機械達人-郭順奇老師

高科技產業管理達人-顏丹青老師
顏丹青老師為高科技產業管理實務的資深學者，其職涯

發展的前十餘年，都是在國內大型工業技術研究機構與國

際型自動化高科技工廠任職。親身參與多座機構的規劃、

建廠到大量生產的管理過程，深諳工業產品從研發到量產

的精髓與Know-How。Apple iPhone手機所使用的高解

析度液晶顯示面板就是由顏老師當時參與規劃興建的高科

技工廠所生產的產品。另外，顏老師也曾赴日本、韓國、

新加坡修習「精密加工技術」專業訓練。

電腦輔助繪圖證照達人-劉家盛老師

劉家盛老師輔導之證照主要有三個部份，第一部份針對

勞動部電腦繪圖相關證照，包括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乙丙級技

術士及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技術士，亦輔導電腦軟體應用

乙丙級技術士、網頁設計丙級技術士及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

術士。第二部分為工業工程相關證照輔導、包括中國工業工

程學會的工業工程師證照、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師證照及品

質管理技術師。第三部分為Autodesk國際證照輔導，包含

Autodesk AutoCAD認證工程師、Autodesk Inventor認證

工程師、Autodesk 3ds Max Design認證工程師及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認證工程師。近年來，特別是Autodesk

國際證照輔導考取率都有八成以上的通過率，通過張數近千

張，輔導證照取得成果相當輝煌。

工業管理系 師資陣容—專業達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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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設備及空間

Vanung University 30

工業管理系

多軸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精密量測實驗室電腦輔助繪圖實驗室

蔡司三次元量測儀

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 航空科技中心

五軸同動機械加工機CNC車銑複合加工機



陳晏翎(104 年畢業)，大學時期就表現優秀，除了學業成績傲

人，也曾經是本校知名的競技啦啦隊成員。在工管系就讀期，

也積極參與學生事務，曾在系學會担任重要幹部，舉凡學會的

各項活動，在她的參與規劃下，莫不圓滿順利，表現裴然。參

與大四全年校外實習時，獲選於全世界第三大銑刀供應廠，漢

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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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級的幹部，月薪超

過四萬元，畢業後繼續任職原公司。優良的表現，也讓獲得她

的母校成功工商與萬能科大頒贈的優良校友奬。

陳晏翎/漢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培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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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傑、楊宜豪/長榮航宇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長榮航宇精密公司生産飛機發動機零組件等近160産品，

其中供應美國奇異公司100多項發動機産品。此外，供應波音777

貨機的防撞牆合約訂單也己排至2019年。

是世界上航空産業中的重要大廠，也是年輕人嚮往的企業。

萬能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是少數獲長榮航宇精密肯定的大學學系，

每年均選派優秀同前往長榮航宇精密實習。

蕭秀丞同學現為萬能工業管理系精密設計製造組大四學生，

於簽訂產學合作的時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徵選時獲得錄取，

目前分別在生產課和品管課進行為期一年之校外實習，期將企業

實務經驗融入教學，以達學用一體，與企業共同培育技術與管理

人才；企業透過彼此合作和此種學習模式，也將能培育儲備人才。

學生學習狀況良好，工作能力和表現皆獲得公司高度的肯定，

相信學生除了拓展產業趨勢新資訊視野、活用職類專業技術能力

之外，與未來工作更能順利完美接軌。

蕭秀丞/時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管理系



車輛工程系
系主任 林明俊

本系師資具備車輛、機械、電子、電機專業背景並擁有豐富的車輛修護實務專長。

本系與桃苗汽車公司、璿豐汽車公司、東星汽車公司、台灣馬自達汽車公司、匯豐汽車公司、裕益汽車公司、

元隆汽車公司、福祐汽車公司、長源汽車公司、榮陞汽車公司、信昌機械廠公司與台灣瀧澤科技公司等大廠

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並由前述公司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培育相關人才，使課堂學習與產業實務能夠相互結合，

進而協助學生就業規劃。

本系將朝綠色動力系統、車輛維修技術、車輛結構與車輛材料等方向，以發展出綠色、智慧、安全的新世代

綠色動力車輛，培育符合車輛產業所需的優質和專業的人才，因應未來車輛產業的人力需求。

【教學特色】

【證照輔導】

【教學設備與實驗場所】

【證照檢定試場】

【入學管道】

【畢業出路】

【重點特色】

本系除訓練學生熟習車輛結構功能外，並深入探討引擎噴射系統、底盤系統、傳動系統、空調系統、安全輔

助配備之控制系統、油電車系統、電動車系統、綠能動力科技的功能與原理，且藉由校內實習課程與產學合

作提升其實務經驗，進而培訓車輛產業維修、高階故障診斷、技術管理的專業服務人才。

輔導學生考取勞動部「機車修護」乙、丙級證照、「汽車修護」乙、丙級證照、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檢)

驗員證照，使學生具備車輛修護與檢驗的基本專業技能，提高就業競爭力。

媒合大四學生至合作廠商進行專業實務訓練，增進學生的專業實務技術與經驗，同時培養學生正確良好的工

作態度，以適應未來的工作環境，提高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訓練出企業「即時可用」人才，達成產學無縫

接軌、學習即實習、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勞動部「機車修護」乙、丙級技術士證照、「汽車修護」乙、丙級技術士證照、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檢)驗

員證照、勞動部電腦輔助繪圖乙丙級技術士、國際認證AutoCAD、國際認證SolidWorks等。

車輛汽油引擎暨證照輔導實習室、車輛柴油引擎暨證照輔導實習室、車輛電系暨證照輔導實習室、車輛底盤

暨證照輔導實習室、機車修護暨證照輔導實習室、綠能動力實驗室、電機電子實驗室、精密量測實驗室

、多軸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材料試驗實驗室、機電整合證照輔導實驗室

勞動部機車修護乙丙級證照考場、勞動部汽車修護乙級證照考埸

甄選入學、聯合登記

車輛引擎技師、車輛板金技師、車輛噴漆技師、車輛服務專員、車輛性能試驗工程師、車輛高階銷售專員、

品保工程師、製程改善工程師、設備維修工程師、CNC機械加工技師、產品開發工程師、產品設計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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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修護考照達人 –林明俊老師

林明俊老師專長為汽車修護乙級證照考試訓練、機車修護

乙、丙級證照考試訓練、汽車引控、汽車電系及機車實務維修。

目前已經考取勞動部汽車修護乙級技術士證照、勞動部機車修護

乙級技術士證照，交通部汽車修護技工執照，並取得『汽車修護』

與『機車修護』監評委員之資格。本校機車修護乙、丙級檢定場

地與汽車修護乙級檢定場地在林明俊老師的籌備與建制下，除了

提供本校學生教學與檢定用途外，更將提供桃竹苗學校學生學習

考照服務，估計每年平均服務300人次到本校考照。

將來規劃除正常課程外，會利用其他時間加強輔導學生考取汽機

車修護相關證照，使本系學生獲取證照率達9成以上，提前讓學生

完成證照的畢業門檻，培養本校學生增進專業實務技術與經驗，

同時建立學生正確良好的工作態度，以提高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車輛工程系 師資陣容—專業達人榜

洪丈力老師專長為電子電路設計、自動控制、感測元件設計與

應用，運用感測器連結嵌入式系統與受控元件，進行智慧型整

合控制系統研究。由於微晶片科技發展神速，各種為車輛安全、

方便、舒適所設計的車用電子產品之導入，加重了電子相關領

域的課程規劃，此外，現階段汽車產業發展，明顯的將走向電

動化、無人化以及共享服務。因此，在傳統車輛工程學教學之

外，電動機控制、節能設計、物聯網、人工智慧各元素與車輛

載具之結合，亦是目前車輛產業發展之主要教學與研究課題。

智慧系統應用專家
自動控制達人-洪丈力老師

人機互動科技專家
機器人達人-李文昌老師

李文昌老師專長為人機互動介面設計製作、多媒體互動展場規劃

製作、3D機構設計製作、機器人控制，每年帶領系上學生參加全

國各種機器人比賽成績斐然。

1.「2009新銳展翅—微電腦應用大賽」榮獲第一名。

2.「2009年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賽」榮獲第二名。

3.「2011新銳展翅—微電腦應用大賽」榮獲第一名。

4.「2013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榮獲第一名。

5.「2013第八屆盛群盃，多用途紅外線控制器」榮獲第三名。

6.「2014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榮獲第一與第二名。

7.「2015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榮獲第二名。

8.「2016春季全國機器人互動比賽」榮獲第一名。

熟悉各種嵌入式系統、Kinect、 Leap Motion、Arduino，

Raspberry Pi等硬體之軟體程式設計，利用3D列印機構開發機器

手互動裝置與影像追蹤伺服裝置。負責3D遊戲設計，手機APP開

發、3D機構設計、機器人設計相關等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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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電混合車實習車輛

汽車電子控制系統診斷器

實習/檢定用工具車

機車噴射系統診斷器

ROBINAIR冷媒回收充填機與廢氣分析儀

側滑與煞車試驗器/汽車乙級檢定設備

車輛工程系 專業設備及空間

汽機車乙級檢定/實習場地外觀

汽車乙級技能檢定實習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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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政策之航空城重點大學

■專業師資兼具豐富實務經驗

■最優質新穎的專業設備與空間

■多元的專業實驗室及國家級證照檢定試場

■ 設有學生專車，直達校內，交通便利

單位名稱 職稱 姓名 分機

航空暨工程學院
院長 沈國瑞 70001

院技士 邱奕升 70000

航空光機電系
系主任 楊勝俊 74001

系技士 王紫雲 74000

資訊工程系
系主任 李勝楠 72001

系技士 蕭雅文 72000

營建科技系
系主任 留仁義 54001

系技士 邱鳳娟 54003

環境工程系
系主任 柴浣蘭 55001

系技士 蔡姝萱 55000

工業管理系
系主任 林鴻欽 61001

系技士 蘇明輝 61000

車輛工程系
系主任 林明俊 46021

系技士 王紫雲 74000

聯絡資訊 ■ 萬能科技大學總機：03-4515811

航空暨工程學院

我們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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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暨工程學院 歡迎您的加入

108學年度甄選招生類群

*其他類組同學入學方式，請電洽：03-4515811 (分機：70000) 邱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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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系(所)別 班級數 招生群類

營建科技系

室內設計與管理組 1
動力機械群、機械群、電機類、
設計群、土木建築群

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1

環境工程系

環保產業技術組 1
動力機械群、機械群、電機類、
化工類、農業類

生態與環境資源管理組 1

資訊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1
動力機械群、機械群、電機類、
資電類

遊戲設計與競技組 1

航空光機電系

航空機械組 3
動力機械群、機械群、電機類、
資電類

航空科技組 1

工業管理系

工業管理系 1

動力機械群、機械群、工管類

航空精密機械組 1

車輛工程系 1 動力機械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