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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56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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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全景導覽 http://arvr.ksu.edu.tw/goksu/

http://arvr.ksu.edu.tw/gok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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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歲囉

機械系成立於1966

機械系網站 https://web.ksu.edu.tw/DTCEMED/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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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一萬多名系友分布全國機械業！

https://web.ksu.edu.tw/DTCEMED/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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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核定經費(萬)

學校 經費 學校 經費

崑山科技大學 21,081 國立中正大學 15,637

南臺科技大學 16,357 中原大學 14,88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6,62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4,558

龍華科技大學 12,662 東海大學 11,731

正修科技大學 19,507 東吳大學 9,580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3,979 國立東華大學 7,072

樹德科技大學 8,040 義守大學 9,587

嘉南藥理大學 9,020 長榮大學 5,89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4,218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5,3955

本校辦學優異，因此教育部每年均補助本校顯著經費，甚至超過許多國立大學，學生受益比高！



崑 山 科 大 特 色 亮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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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2年教卓及5年典範科大，107、108、109年連續3年獲得高教總經費挹注每位學生

平均受益經費為全國私立科大第一，並獲國際競爭力Global Taiwan研究中心

由104人力銀行調查(2020.02.02)本校畢業生人平均月薪薪資高於3萬元占82.5%；高於

4萬元占54%；高於6萬元占18.6%，高於7萬元以上占為11.7%。

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合作培育共同建立「太陽光電暨分散式電網」之人才培育環境，並在
本校成立「大數據分析在再生能源與電力系統之應用」聯合實驗室且創立技術服務公司

(RSC)，全國唯一私立科大。

本校培育工業4.0的技術人才，成立「工業4.0研發中心」及南部唯一「Epson機械手臂南部訓
練中心」並獲教育部最高補助1,940萬元，設置iPAS「機器聯網與應用」、「感知系統整
合應用」與「機器人」工程師術科考場。

2019年教育部第15屆技職之光本校榮獲「技職傑出獎」專利達人與發明獎

達人獲獎數最高的私立科大。

01
02
03

04
05

讚

讚

讚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系招生類別

• 日間部四技大學部(推甄、技優、
聯登及獨招)

• 本籍生

1. 智慧車輛組

2. 智慧製造組

3. 機電綠能組

4. 精密機械設計組

• 外籍生

• 碩、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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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四技大學部(獨立招生)

1. 車輛組

2. 機械組

3. 勞動部雙軌A、B班

• 二技班

• 產碩專班

各種不同學制與組別，適合各種需求的您！



崑山科大機械系大學部

2

1

 本系四技大學部110

學年分為四組招生:
• 機電綠能組 40人

• 智慧車輛組 75人
3

• 智慧製造組 40人

4

• 精密機械設計組 40人



機械、電機與電子、綠能技術等，著重於程式撰寫人機介面、
機電系統設計與整合、綠能應用、節能技術、太陽能電廠、
原理與實務應用並重。

機械系各組核心能力培育方向

智慧製造著重於CNC數控加工實作、智慧製造技術、遙測技
術應用、模具設計、機聯網、機械潤滑。

智慧
製造組

機電綠能
組

精密機械
設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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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機械設計相關知識與實務教學，精密機械元件設計與分
析，伺服控制系統，模具設計實務，創意設計，精密機械設
計技術。

先進車輛、電動車與自駕車等三項核心科技；著重於車輛檢
修，程式撰寫與單晶片控制、電動機系統設計與整合、電動
機能源管理、車聯網實務應用。

智慧
車輛組



學生課外活動 校內外聯誼活動 系學會 愛情學分

共同課程 通識課程 外語能力

專業核心課程 證照輔導班(考取專業證照) 業界專家講座

整合實務課程 國內外競賽活動 直升研究所4+1學程

2021 選擇崑山機械 鏈結全世界!

大一
試探性

基礎核心課程 跨領域學程 證照班/考取證照(專業證照)

校內競賽活動 國內、外競賽活動
大二
打基礎

大三
專業實務

智慧車
輛組

智慧製
造組

機電綠
能組

精密機
械設計
組

聯絡TEL：(06)2050496、2050891 WWW.K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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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競賽活動 輔導就業/創業 業界專家講座 專業核

心課程 深根產業 研發-創新創意 申請專利 培育撰寫計畫

國際交換學生 就業學程 國內外學期與學年實習 準備升學

輔導就業/創業
大四
實習就業

研究所



技能與實務訓練為導向:
課程結合證照訓練；
務實應用與跨領域整合。

機聯網、感知系統、機器人工程師iPAS證
照；
CNC車銑乙丙級證照、
升降梯乙丙級證照、
冷凍空調乙級證照…等等。

輔導就業，好就業，就好業！

課程規劃方向
機械工程學系/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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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種類：
機器聯網工程師、感知系統整合工程師、機器人工程師

經濟部因應就業市場人力需求，統籌推動專業人才能力鑑定，邀集企

業依據產業所需職能，規劃專業技術與能力之檢定與測驗機制。在校

學生及相關領域從業人員均可報考。

由經濟部核定、教育部認可的的專業能力證書，擁有此證，表示學生

『具職場即戰力』，同時可獲得『認同企業』優先面試/聘用及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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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僅兩間學校獲教育部補助成
立3個iPAS證照考場：
就地訓練、就地考照，訓輔考合一

提升就業力與起薪



第三方認證下的
崑山機械系的優越

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也不是哆啦A夢裡面的胖虎歌聲，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不只是自己認為很優越，

下面告訴大家崑山機械系非常優質的外部數據與實績

5/31/2021 KSU, ME 13



崑山機械系榮獲優秀機械團體與傑出工程師榮譽

• 崑山科大機械系109年榮獲台灣機械界最大的學會組織中國機械工
程師學會高雄市分會頒發優秀機械團體獎的榮譽！

• 崑山科大機械系108、109、110連續三年分別由朱孝業教授、張育
斌教授與陳長仁教授在多人角逐中榮獲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高雄市
分會傑出工程教授獎的榮譽！

• 以上獎項均係由第三方公正機構所評選給予崑山科大機械系的榮譽，
不是其他學校機械系自吹自擂可比擬的，足見崑山科大機械系在機
械領域的卓越貢獻深獲肯定！

14



就業：本系保證就好業!

本系 提供同學們未來 就好業的保證

與超過1,200家知名企業建立夥伴關係，並積極推動「產業學
院」，與台積電、可成科技、群創、東陽實業、南茂科技、統一企業、
東台精機等百餘家企業簽訂人才培育計畫，開辦學分及學位學程，透
過業界師資協同授課、業界實習、輔導證照之取得，協助畢業生們順
利就業。

升學：本系研究所科大最優!

畢業後最重要的兩件事
崑山科大機械系四年

5/31/2021 15KSU, ME



提供同學最新機械相關技術
讓畢業同學無往不利
接著以 CNC數控工具機加工技術 為例說明

5/31/2021 KSU, ME 16

崑山科大機械系



CNC數控工具機加工技術

• CNC數控工具機加工技術是崑山科大機械系重點之一。

• 崑山科大機械系擁有30多台的各式3軸或5軸CNC加

工機可以加工各種複雜曲面形狀。

• 右圖即為運用本系CNC五軸銑床所加工出來的佛像。

• 這些都是目前業界所需的機械加工技術！

• 未來朝向智慧工廠的方向規劃，CNC工具機將加上

感測器，並與機器人結合，透過機聯網打造智慧

工廠，讓學生與業界所需人才接軌。
17



機械系提供同學們未來就好業的保證

1.崑山科大機械系教師產學合作成效在南部所有機械系
名列第三，僅次於成大與中山大學！

2.與南部機械業指標性公司合作密切，工具機、射出機、
螺絲螺帽…等產業龍頭大廠均優先錄用本系畢業生！

3.各大汽車公司均有本系系友任管理職，本系學生可優
先赴各大汽車公司實習或工作。

4.畢業系友眾多廣布且與系上配合密切，提攜學弟妹就
好業不遺餘力！

18



01
成大機械
557

02
中山機械
293

03
崑山機械
250
04
南台機械
182

• 本系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自97~108.4.27共計250件，緊追成大與中山大學，

顯示崑山機械系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多且紮實，與產業界緊密契合，
學生就業保證！

• 科技部學術獎補助查詢網站(97~108.4.27)

• https://was.most.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註:數字為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件數

05
高科大機械
146

南台灣所有大學院校機械系排名第 03

崑山科大機械系產學合作與專題研究計畫

06
正修機械
72



第15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崑山機械系榮獲金質獎

• 號稱機械界諾貝爾獎的「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108年第15屆結果揭曉，崑山
科技大學機械所研究生貝里斯籍摩根與指導教授工學院周煥銘院長、機械系
朱孝業主任以「以振動訊號分析進行塑膠射出成型機性能監測研究」榮獲獎金
高達100萬元的金質獎，是國內第七所大學得獎，也是十五屆以來首次由科技大
學榮獲最高殊榮，且是首度由外籍研究生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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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所)專業教學與研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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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慧車輛中心 (一樓)

2.微精密製造中心 (二樓) 

3.潔淨能源中心 (四樓)



太陽能複合式
氣體偵測器

管道連續監測系統(量測VOCs)
機械炒手

機械系師生作品

3D

光
學
雷
達
系
統

助
動
腳
踏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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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風機-分段離心式發電裝置

適應性風機-扇葉轉向機構

4.5 kW 風力發電機機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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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部分設備

臥式CNC車床

精密五軸立式
CNC加工機

CNC實習工廠

精密三軸立式
CNC加工機

三軸立式CNC

加工訓練工廠
5/31/2021 24KSU, ME



其他機械系相關師生研發成果

• 江智偉老師-自動化平台車 https://youtu.be/gqusk7KRdvQ

• 江智偉老師-AGV_Robot https://youtu.be/tjH1JuRbC6k

• 江智偉-AGV載重 https://youtu.be/oGSh7Mz5sNg

• 江智偉-健身發電助動車 https://youtu.be/YWAhRAGn1WE

• 江智偉-民視電視台介紹光達遙測 https://youtu.be/dtbBOfVxEws

• 江智偉-汙染遙測 https://youtu.be/sqrl3yisn_M

• 江智偉-光達lidar夜間操作 https://youtu.be/bcwmwQxLJcI

• 江智偉-光達原理簡介 https://youtu.be/8Y7YRS_7V6w

• 江智偉-風場與污染監測 https://youtu.be/7SvHf8ZlN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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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械系相關師生研發成果
• 江智偉-中鋼料堆揚塵 https://youtu.be/XzRiV-UjfCA

• 江智偉-發現新台灣介紹光達應用 https://youtu.be/FefEbHEbzXg

• 江智偉-具SLAM無人載具 https://youtu.be/T27j4bK9Ob0

• 江智偉-M4自駕車實作 https://youtu.be/mpxpni_ZP70

• 江智偉-機械炒手(109台北發明展銅牌) https://youtu.be/VD3kYe9Gqzo

• 孫書煌老師-AR射擊模擬器 https://youtu.be/Tj9irXp-dys

• 孫書煌老師-AR射擊模擬
https://youtu.be/F33QoJwJdDY、 https://youtu.be/_akMzXIfO3o

• 林穀欽老師-高爾夫球表面及商標印刷瑕疵視覺品檢機
https://youtu.be/MpMolTHvv_w

• 朱孝業老師-螺帽成型機除粉盒(109台北發明展銀牌)
https://youtu.be/iFSTQUVEb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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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械系相關師生研發成果
• 鄒忠全、吳向宸-機車駕駛模擬器 https://youtu.be/yFNy3qnpoZ8

• 鄒忠全、吳向宸-輪圈檢測機整修 https://youtu.be/1KYV1kZ6e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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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yFNy3qnpoZ8
https://youtu.be/1KYV1kZ6e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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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能環控實踐基地
潔淨能源中心成果展示



崑山科大地理位置及生活機能超優越！

崑山科技大學

大灣交流道
2分鐘

夢時代、戲院
10分鐘

高鐵台南站
25分鐘

台南火車站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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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公車



崑山科技大學 , K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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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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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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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機械系歡迎您的加入!

智慧車輛組

機電綠能組

智慧製造組

 精密機械設計組

5/31/2021 36KSU, ME

朱孝業教授
兼微精密製造中心主任
0920-399237



台南高工就讀崑山機械系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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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人數 14 17 19 25 22 25

近年南工同學就讀本校的人數

逐年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