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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
30、60、70A、70B、70D、
217、橘7A、橘7B、橘12、紅
30A、黃1、黃2A、黃2B、黃2C

高雄客運：
60、 8006、 8008、 8009、
8021 、 8041A 、 8041B 、
8041C、8048、8049

捷運：
至衛武營站轉乘公車10分
鐘即可抵達

自行開車：
校內設有汽、機車
立體停車場，交通便捷

校區位置及生活機能圖

☕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電話：07-7358800 傳真：07-7315367 電機工程系分機：3402



企業管理系(科)、經管所
資訊管理系(所)
金融管理系(所)

管理學院 3系3所1科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所)
幼兒保育系(所) 應用外語系(科)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所、科)
觀光遊憩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文創所 餐飲管理系(科)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系

生活創意學院 9系4所3科

土木(科)與空間資訊系、營建所
電子工程系(所)
機械工程系、機電所
電機工程系(所、科)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
建築(科)與室內設計系
資訊工程系(所)
環境毒物與新興污染物研究所
電競科技管理系

工學院 8系7所3科

學校簡介



2020
技職類最佳大學排名前15名
全國大學校長互評辦學績效前20
名獲教育部5年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2021

全國大學校長互評辦學績效前20名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全國大學排名第25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私立科大排名第2
獲教育部5年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學校簡介

技職類最佳大學排名前15名

2018

全國大學校長互評辦學績效前20名

獲中國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2019

技職類最佳大學排名前15名
全國大學校長互評辦學績效前20
名獲教育部5年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2022
產學合作總金額為全國科大TOP3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TOP30
私立科大排名第2
獲教育部5年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本校專業辦學，因應社會個教育階段不同需求有多樣學制，另設有師資中心。

 與世界25國201個學術機構締約交流，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設有16個職類、26個職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場地，為各級學校之冠。



#@%

為什麼選擇
正修科技大學？

校友13萬餘人 累積黃金人脈存摺，學長姐傳承學弟妹，一同貢獻所學

打造一生四師 主任導師、班級導師、校友導師、業界導師

技能檢定場地 各級學校之冠，獲得勞委會職訓局肯定

證照輔導班 專業在手免煩惱，專業課程大力丸助你一臂之力

語言學習中心 外籍師資與線上教育資源，潛移默化中增進外語學習興趣

學習不設限 開設跨領域學分學程極為學分學程，第二專長免煩惱

學生適性輔導 志趣不合，協助輔導生涯規劃，就學就業不徬徨

多元化社團活動 豐富多樣社團選擇，多采多姿大學生活

豐富獎助學金及工讀金 協助弱勢或有需求的學生，安心就學翻轉人生



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圖書館-多功能閱覽室正修最大演藝廳-正修聽專業國際會議廳圖書館-遊戲谷籃球場、網球場、排球場等運動空間提供多樣選擇且美味的學生餐廳

校園特色空間

正修及文山二棟學生宿舍



Place Your Picture Here

白天的正修 充滿活力

活力四射的校慶開場熱鬧有趣的舞台劇精彩動漫展嘉年華歡樂趣味競賽充滿回憶的畢業典禮
港都盃

全國餐飲旅遊大賽
工學院拔河比賽名人演講

浩子
名人演講
陶晶瑩

學生畢業展演



夜晚的正修 無限魅力



電力與能源組 控制與系統組

電機工程系簡介

 通過國際工程及教育認證(IEET)最優的6年認證，教學品質有保證，學歷並受到國際承認。
 具有悠久歷史、光榮傳統及傑出系友，自民國60年成立迄今，累計大約13000名畢業校友。
 以控制、電力及光電為主要發展方向，發展重點分別為自動化工程、配電技能及光電技術。
 聚焦在最熱門的綠能與節能科技產業。

自動化工程

機電整合實務
單晶片
嵌入式系統
PC-Based控制實務
PLC控制實務
圖形監控
電動車驅動R&D

配電技能

工業配線
配電設計實務
配電法規
電工電腦製圖
電機設備檢驗實務
系統保護與協調
電力監控自動化

光電技術

太陽能光電技術
光電材料與元件
半導體物理元件
半導體製程設備
奈米科技
真空技術
薄膜工程與實

綠能與節能科技產業



 積極輔導學生考取電機相關專業證照以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
 本系擁有機電整合丙乙級考照場和全國第一間太陽光電設置乙級考照場
 學校提供證照獎金，積極鼓勵同學考取相關證照

機電整合技術

一年級：程式語言、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二年級：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三年級：機電整合實習
專業能力：機電整合技術
就業職稱：自動化工程師

配電設計實務

二年級：電路學
三年級：配電設計、電工電腦製圖
專業能力：配電技術
就業職稱：配電工程師

能源與節能科技

二年級：電子學、電路學、
太陽光電設置及實習
專業能力：太陽光電設置裝修
就業職稱：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

電動車技術

一年級：物理、電路學
二年級：電機機械
三年級：電動車概論電動車機電整合
專業能力：電動車技術
就業職稱：電動車工程師

創意工程設計

二年級：單晶片應用實習
三年級：微處理機與實習、電工電腦製圖
四年級：創意思考訓練
專業能力：創意工程設計
就業職稱：產品設計工程師

電機工程系課群主題及證照輔導

機電整合
丙、乙級

工業配線
丙級

太陽光電
設置乙級



電機工程系網站及宣導影片

電機系宣導影片



電機工程系 教學與實習設備

太陽能光電實習室 機電整合實習室 高低壓配電實習室 PC-Based 控制實習室



電機工程系 教學與實習設備

配電實習室 工業配線丙級實習室 電機機械及電力電子實習室



2021 第 13 屆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 銀牌

2021 第12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1金牌1 銀牌

2022 巴黎國際發明展 銀牌

2022 第13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銀牌

2022 第14 屆歐洲盃國際創新發明展 銀牌

電機工程系 榮譽時刻



電機工程系 辦學特色及入學方式

 產學 連結電機相關產業與學校技能教育，強化學生之實用職能訓練，使產學之間無縫接軌
 設備 投入金額2千7百餘萬元，來強化切合電機相關產業所需求的實習及設備
 競爭力 學生在學階段即能接觸產業設備與實務技能，以提升學生就業之競爭力與高度

入學方式

日四技

繁星 運動績優 技優 推甄 獨招 聯登

 繁星6人
 運動績優6人
 技優15人
 單招14人
 登記分發數名

 二專進修部 39人 + 退輔會 44 人

 二技進修部 55人 擴充名額 3 人+資安2人
 四技進修部 一般生60人產學攜手班60人

 推甄
一般生 68人
原住民 4人
資安人才2人

10萬
第一
志願
2萬

第一
志願
1萬

第一
志願
5仟



4/29 ~ 4/30
考試

報名：即日起 ~ 5/5
術科測驗：5/13

高職學校推薦

8/10~8/16

100%書審
一階報名繳費：5/19~5/26

說明會：6/11
二階報名繳費+書審上傳：6/8~6/15

登記志願序：7/12~7/14

技藝技能傑出

報名： 3/15~3/22
選填志願：4/27~5/3

運動專才

資格審查登錄：5/2~5/8
報名：5/22~5/26
書審上傳：6/7~6/12
登記志願序：7/3~7/5

個別資格登錄：5/18~6/7
個別繳費：7/18~7/26
登記志願：8/1~8/4

電機工程系 技術型高中(高職)+綜高 112年日四技報名期程

四技技優甄審

統一入學測驗 四技甄選入學四技運動單招

四技繁星計畫

四技獨立招生

四技聯合登記

 白天工作 產攜、雙軌(合作公司上班)、進修部四技、二專獨招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技優

•入學資格：乙級專業證照一張。
•集中技優生成立一班技優專班；
•免費為技優專班開設系上所有
特色專業證照。

•為技優專班規劃更多專業實習
和實務課程

•個別輔導進入相關專業廠商實
習及就業。

•報名流程
•資格審查登錄+繳費
•報名
•備審資料上傳
•登記就讀志願序

甄選

•動力機械群 13 人。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16 人。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41 人。
•不需術科實作，只有書審。
•報名流程

•第一階段報名繳費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參加正修說明會
•第二階段繳費、上傳資料
•公告正(備)取名單
•登記就讀志願序
•志願序分發放榜

繁星

•高職應屆畢業生。
•綜高專門學程修畢科目25學分
以上應屆畢業生。

•需全程就讀同一學校，在校學
業成績排名在科(組)或學程前
30%以內，並符合校內遴選資
格經學校推薦者。

•遴選日期由高中端訂定。

10萬
第一
志願
1萬

第一
志願
2萬



電機工程系 日間部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運動績優單招

•錄取名額6人。
• 112年5月5日前報名。
• 112年5月10日前簡訊通知測試時
間與地點。

• 112年5月13日術科測驗。
• 112年5月19日10:00公告成績。
• 112年5月24日公告榜單。
• 112年6月9日報到。

單獨招生

•錄取名額14人。

•學歷：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力。

•免筆試純書審。

• 112年8月10~16日報名

• 112年8月23日公告榜單

• 112年8月24日報到



電機工程系 進修部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 週一至五班夜間上課

• 招生名額：一般生60人

• 報名截止日期：112年8月17日

進四技

• 週六日班

• 招生名額：53名 AI擴充名額2名

• 報名截止日期：112年7月7日

進二技 • 週六日班

• 招生名額：39名+退輔會44名

• 報名截止日期：112年8月10日

進二專

 免統測、可跨類別
 本系提供電機相關產業公司媒合工作的機會
 邊讀書邊工作



電機工程系 產學班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嚴選事業單位
 保障基本工資

 落實工作輪調(多元學習)

實習

 同時取得學經歷
 證照、證書
 高就業率

就業

 想就業也想完成大學學業
 工作+課業的完善輔導機制
 實務接軌的課程規畫
 ４年後想成為怎樣的自己

何謂「產學專班」
 產攜2.0_機電模組專班(原雙軌計畫)日間部學制學費優惠

 工學院專班：教育部補助2萬元
 日間部正規班：學費$54,735元

 不需統測成績不限相關科系
 學費省一半(勞動部補助)
 薪資(津貼)(自給自足)

就學



電機工程系 產學班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產攜2.0_機電模組專班-日間部電機系 & 事業單位
 上課時間：週五下午、週六全天，訓練生(學生)享有學費之優惠補助。

 週一到週四全天及週五上午上班，月薪制、時薪制：符合法定基本工資。

 四年期畢業可領3證書：學校畢業證書、勞動部與訓練單位結訓證書、勞動部專業職能認證證書。

辦理職類 配合事業單位 員額

機
電
模
組
專
班

佐茂有限公司 5

川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汎武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華鏞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5



兼具升學與工作雙重優勢方案 高就業率

電機工程系 產學班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電機工程系 產攜班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學 制：進修部四年制。

 招生名額：60名。

 授課方式：66輪調(6個月上班、6個月上課)。

 6個月在學校學習

 6個月在工廠工作

 公司福利：健全獎勵津貼。

 甄選方式：由事業單位與學校共同面試。

 在校學習期間，以留職停薪辦理，學校給予助學津貼。

 同時享有勞保、健保及年資計算。

合作事業單位

東陽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可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優惠補助

每學年四萬元

公立學校收費

每月5千元補助

補助條件請詳見簡章



電機工程系 產攜班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東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
基本薪資26,800元/月(含)以上，以符合勞基法規定為原則。

•住宿：付費提供約800元/月。

•伙食：付費提供 700元/月。

•工作內容：
職務機能學習及機台實務操作技術能力。

•福利措施：
績效獎金、年終獎金(依公司當年度公告)。

•學費補助（不含雜費）上限三萬、勞保、健保。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薪資26,000元以上，津貼另計

•住宿：員工宿舍或特約外宿(依房型每月負擔約750~2500
元)

•伙食：享有餐費全額補助、提供加班餐點

•工作內容：機台操作、生產製造/組裝、CNC製造、加工、
精度研磨、雷射雕刻

•福利措施：勞保、健保、團保、年終獎金、績效獎金。提
供獎助學金

•申請及年節禮金/禮券(中秋、端午、春節、生日) 。

•其他如員工社團活動、休閒聯誼活動、健康管理活動、多
樣化的特約商店。



電機工程系 ROTC 入學資訊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準

補助及優惠：
 適用對象：日間及進修部四技一、二年級學生
 報名錄取後次一學期起至畢業前即可獲享津貼補助
 畢業後任官起薪50560元。
 享政府各項補助(進修、結婚、生育等)、就醫免費、

水電減免、勤務加、退休俸福利、
 退伍前輔導職訓轉業服務，滿20年可享終身月退俸。

受訓方式：
 大學階段軍事課程：在學期間每周1日(周六)
 寒暑假軍事訓練：各軍種軍官學校訂定
 任官前軍事教育：大學畢業後受訓
 任官與服役：自任官之日起軍官役5年



正修科技大學電機系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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