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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
105 學年大學註冊率

萬能科技大學桃園地區第一

教育部公布
105 學年大學註冊率

危險名單
 17校低於6成 (包括南亞技術學院)
 30校低於6成5 (包括健行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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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港的大學格局校園
• 校區面積 10 公頃；優質的大學校園，才有優質的學習體驗。

• 全校學生人數將近 1 萬 2 仟人，財務健全，最值得信賴。

• 1111人力資源網站報導：企業最愛大學，萬能科大在桃園地
區奪下第一名。

• 105年投資 5 億元，興建五星級學生套房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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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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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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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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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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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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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育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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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萬能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的八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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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一：多項勞動部及國際證照合格考場
擁有全國工業工程/管理相關系所最多的 15 項勞動部及國際證照合格考場

勞動部電腦機械設計製圖乙、丙級技術士

勞動部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技術士

AutoCAD 國際認證

Autodesk-Inventor 國際認證

Autodesk-3ds Max Design 國際認證

Autodesk-Revit 國際認證

Solid Works CSWA、CSWP 國際認證

ACA-Flash 國際認證

ACA-Dreamweaver 國際認證

ACA-Photoshop 國際認證

IC3 國際認證

SAP B1 資訊經營管理師國際認證

萃智創新師 TRIZ Level 1

開設多項證照輔導課程，專業師資輔導考照
非破壞檢測師

勞動部機械加工乙、丙級技術士

勞動部 CNC 車床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

品質管理技術師

ISO 品保稽核認證

生產與作業管理技術師

工業工程師

106 年度規劃設置勞動部合格考場
勞動部 CNC 車床乙級技術士 勞動部機械加工乙、丙級技術士

ERP 規劃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

服務品質專業管理師國際認證

六標準差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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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誠、陳宥誠

106 年考取勞動部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

已被 多家優質企業 鎖定延攬

就讀工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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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二：多家優質產學合作企業
本系與 40 多家優質企業，建立實質產學合作關係，產業別涵蓋航空、

精密機械、汽車、資通訊、物流倉儲等產業。

本系與中華航空、漢翔航空工業、長榮航宇精密、中興電工機械、台

中精機、大同、日月光半導體製造、台灣大昌華嘉、欣興電子、台灣

永光化學工業、時碩工業、健策精密工業、一品鑽石工業、名超企業、

漢台科技與佳世達科技等產學合作關係，畢業後延攬為正式員工。

想進入優質企業就業，唯一途徑就是就讀萬能科

大工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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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三：優質完善的產業實習制度

• 堅強師資

• 業師授課

• 職訓局師資

• 銜接產業設備

• 實作課程

• 專業證照

• 師徒制教學

• 視為正式員工

• 有給薪實習

• 非作業員

• 表現優異留任

• 媒合企業

+
★ 實習抵 18 學分

★ 獲得寶貴職場經驗

★ 實習收入可達 480 K ，超
過大學四年學費

★ 實習期間，企業補助學雜
費

★ 提前穩定未來職涯規劃

3 年教學 1 年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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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宇校外實習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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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四：系友成就，多元發展
名超企業副總經理、桃園市農業局長、聯發科技研發主任、中華映
管經理、長榮航太科技工程師、大溪花海農場兩蔣文化園區園長、
興霖食品(五木拉麵)經理、大潤發平鎮店總經理、漢台科技經理、
台灣晶技稽核室主任、高技企業課長、亮星遊戲工作室總經理、捷
盛運輸倉儲室主任、中國氣動經理、宏達國際電子工程師、冠信電
腦財會處副理、航空公司國際航線機師、合信汽車營業部部長、全
國電子數位本部主任、臺灣康明斯工程師、阿聯酋航空空姐、東立
物流總經理、東源物流事業稽核室專員、瀚宇博德課長、中宇環保
勞安專員、聯興儀器專員、漢台科技品檢組長、永信開發工程專員
興國機電經理、統苓國際企業總經理、瑞締科技經理、利愛電氣董
事長、介面光電資材部主任、元隆汽車引擎技師、泰商泰金寶科技
副總經理、王品集團經理、億大機械廠長、日月光半導體製造經理

(這個位置留給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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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五：完備的實習設備，教學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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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整合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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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破壞檢測實驗室

微電腦介面實驗室



工業管理系

理由六：結合航空製造產業，待遇優具發展性

本系是桃園市境內大學，唯一有全新

五軸加工機及蔡司三次元量測儀之系

所(與長榮航宇、中興電工和台中精機

等企業銜接)，並有專任教師教學。

擁有五軸機械加工技術，

月薪可望八萬起跳；甚至

超過十萬。

五軸同動加工機

車銑複合加工機 電腦輔助繪圖實驗室

蔡司三次元量測儀

CNC 機械加工機

精密量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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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航空製造產業，待遇優具發展性(二)

全球航空市場蓬勃發展，國內航空產業

前景可期，「桃園航空城計畫」預計可

以創造 20 萬個工作機會與人力需求

本校系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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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量測及非破壞檢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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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新進師級人員甄選

資料截取自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6 年新進師級人員甄選簡章

中華航空
臺灣飛機維修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招募
您瞭解我們對品質的堅持
我們珍惜您對專業的價值

航機維護類：

•工程專業類：

航機簽放工程師
航機維護工師

排程管制工程師

資料截取自臺灣飛機維修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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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七：學習技術硬功夫及管理軟實力

• 品管/品保/品檢工程師

• 電腦繪圖/產品設計工程師

• 航空/CNC 機械加工技師

• 航空/精密量測技師

• 航空/非破壞檢測量測技師

• 製程/生管工程師

• 平面繪圖工程師

職涯進路

兼具技術及管理知識，成為職場高競爭力的人才；也成為所有產業通吃的人才

• 國際物流/倉儲/供應鏈管理師

• 服務業品管/設計/規劃管理師

• ERP 規劃師

• 工業工程師

• 職安衛專員

• 立體繪圖工程師

航空、車輛、半導體、化工、光電、通訊高科技、陸海空運、觀光休閒事
業、餐旅業、醫療健康或服務等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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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八：辦學優異獲教育部肯定

本系為桃園地區科大工管系唯一近年連六次(82、86、91、

95、99、104年)獲得教育部科大評鑑一等或通過最佳成績

本系組獲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再造技優計畫(民國103~106年)「多軸數值控

制切削加工技優人才培育計畫」近二千四百萬元補助，強化更新設備

本系連兩年(民國103、104年)獲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產業學院計畫，共獲得

一百五十萬元補助產業化教學



工業管理系

堅強的師資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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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理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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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創辦人郭台銘說: 

「我告訴各位，我兒子要去念書，
他問我應念那個科系，我告訴他
去學IE(工業管理)，因為IE (工
業管理)是工業之父，……。」

取自鴻海（郭台銘）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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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各位,我兒子要去美國念書,他問我應念那個科系,我告訴他去學IE。在我
心目中,模具是工業之母,IE(工業工程/工業管理)就是工業之父。母親給你成
長的基礎,父親給你茁壯的空間。所以我要求,集團推動IE必須達成三大功能和
效用。第一是績效管理。第二個功能叫價值工程。怎樣做才能讓它更有價值,
做這件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能不能花更少的時間?我常講第一是抄,第二是研究,第三是創新,第四是
發明。IE將來要和經管的職系合併,所有經管的人如果只會以會計角度看問題,而沒有IE背景,那就不
夠資格。經管系統的人將來要“升官”,沒有IE背景就過不了我這一關。IE的第三個功能是經營管理,
包括資源的分配評估和資源的有效運用。將來的資源是什麼?時間、人才、技術。IE的作用就是用
有限的資源去做更多的事。就時間而言,高階的、關鍵性人力的時間是資源;就人才而言,關鍵性的
人才是資源;就技術而言,基礎的技術和創新的技術,這都是資源。時間、人才和技術構成了我們競
爭力的資本和源泉,它們共同打造出富士康所賣的五項競爭力產品,那就是速度、品質、工程服務、
彈性、成本。這五項競爭力產品,無不與IE(工業工程/工業管理)的作用息息相關。

我今天的話,全部內容都只想表達一個意思,那就是IE非常重要。
IE的三個功能各異,你如果能夠學成、學透、學精,那麼我相信你
將不只會成為一個合格的廠長,還會成為一個很有管理能力的總經
理。我將來選擇外派總經理人選時,我一定選擇有IE學歷背景的。
謝謝各位!

取自鴻海（郭台銘）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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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培訓計畫

精英培
訓計畫大四全年實習

知名企業優先
面試

最高40萬元
獎助學金

輔導並考取企業
高度認同之專業

證照

美國日本姐妹校
交換學生優先推薦

技能競賽
培訓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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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獎助學金

 各管道入學：第一學年國立大學收費。

(保證一年，最高四年)

 甄選或聯登統測加權 500 分(含)以上，獎
助學金 40 萬元。

 外縣市學生第一年保證住宿；
外縣市學生第一年六人房優惠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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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雜費減免：原住民籍學生、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現役軍人子女等。

◎ 心連心助學金：每月補助生活費 4 仟元，按月發放，一學
期最多以補助四個月計，受補助期間，每
月需從事服務學習 20 小時。

◎ 弱勢學生：符合條件申請補助為 12,000-35,000。
◎ 低收入戶學生住宿補助金：6,500 元(以本校宿舍 6 人房為

基準)。
◎ 證照獎學金：甲級：1 萬元、乙級：2 仟元、丙級：5 佰元。
◎ 學生成績優良獎學金：第一名：2,500元、第二名：1,000元、

第三名：500元。

助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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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工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入學管道及招生群類員額

甄選入學

聯合登記分發

單獨招生

機械群 13 動力機械群 6

機械群 9 動力機械群 6
餐旅群 2

不分群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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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設計製造組

入學管道及招生群類

聯合登記分發 機械群 8        動力機械群 4

甄選入學 機械群 9        動力機械群 4

技優甄選 機械類 5

運動績優 工程相關科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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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理系 畢業學生
 擁有 產業高度需求 的技能
 擁有 高技術硬功夫 的技能
 擁有 職涯升遷高度前瞻 的技能
 擁有 他人無法取代 的技能
 擁有 比一般人較高薪資 的技能
 擁有 未來自行創業 的技能
 擁有 進入優質企業就業 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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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選擇
萬能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不僅用文憑就業‧更用技能優質就業

就讀 萬能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讓您 畢業後 進入優質企業 就業

實現 高收入、 高成就、 高生活品質 的未來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