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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就學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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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如何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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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的差異?

1.教學內容?
2.輔導證照?
3.國際交流?
4.產業實習?
5.就業輔導?
6.畢業後就業條件?

高中與高職生的差異:
1.數理基礎?
2.英文能力?
3.競賽項目?
4.證照項目?
5.就業競爭力?

校友表現--最終目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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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為何要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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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讀書?

期望出社會後能出人頭地
找到一份安穩的好工作
退休前存到一筆優渥的退休金

父母的期望?
朋友的眼光?
同儕的競爭?
個人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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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未來產業
需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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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就業環境是如何?
未來就業時面臨最大的敵人是誰?

我是壞人嗎?

卓越
成就

人

事

地

物

品質 交期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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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選什麼科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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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統計各類學士程度人力需求比較表:
(一)學士程度 單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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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年學士程度科技人力供需比較



12/32

108-110年 5+2暨數位經濟相關產業欠缺人才主要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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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明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龍華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萬能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聖約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建國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東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修平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健行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南台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只有高科大跟正修是
發給工學學士學位其餘
都是管理學士學位或其
他學位!
★工學學士學位起薪多
300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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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工業工程
在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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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在學甚麼?
• 生產管理 – 強調生產效率、排程

• 品質管理 – 如何提升與管控產品品質

• 製程分析 – 製程能力指標分析(你會用牛刀殺雞嗎?)

• 設施規劃 – 工廠內部佈置(如何讓在製品流程順暢?)

• 工作研究 – 作業程序改善(解決操作程序與人因相關問題)

• 資訊應用 – 如何應用資訊科技(如電子商務、企業資源規劃)

• 經營管理 – 與企管有何不同?(工管重決策分析、績效評估等)

學習目標:
提升品質
縮短交期
降低成本

改善目標:
人、機、
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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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hone 6S 關鍵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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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經濟日報

★蘋果享有高額利潤，讓供應商感嘆「蘋果生意難做」，但畢竟能打入蘋果供應鏈，象徵
「公司產品質量佳」，有利爭取更多其他客戶訂單，因此有時甚至賠錢也得出貨。蘋果新機
利潤豐厚，讓非蘋業者稱羨。外資報告表示，目前高階市場僅蘋果獨占鰲頭，相較之下，非
蘋陣營三星、宏達電、LG、聯想及索尼等品牌，僅三星勉強賺錢，LG則幾「等於做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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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先生強調
• 模具是工業之母、IE是工業之父
• 高科技離開了實驗室，就是工業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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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五項莫無不與IE(工業工程)的作
用息息相關。

• IE三大功能。
第一是績效管理，第二是價值工程，第三是經營管理。

什麼是工業工程與管理?

鴻海集團2019創
造年產值5兆3千
多億，全國第一
名!

凡是超過生產產品所絕對必要
的最少量的設備、材料、零件
和工作時間的部份，都是浪費

－豐田汽車董事長

豐田章一郎

降低企業的浪費、創造產業價值，

提高經營管理績效，都是工業工程

與管理人才所必須學習的實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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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正修科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有何
特色?校友有哪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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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空間 系館空間充足並建置輔導空間

8間 專業實習室
2間 視聽階梯教室
2間 專題討論室
2間 工管小棧
4間 專業自習與輔導室
2間 系辦公室及系會議室
每位老師均有教師研究室
4間 研究生室
2間 數位教室

全國首創系所設置輔導室，重
視學習低成就與生活輔導

獨立
系館

工管
小棧

自學與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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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管理的人才就業市場如何?工作內容為何?

1.工業工程與管理的人才在產業界常被稱為:

企業或工廠的醫生
負責改善公司的生產流程、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

政府強調工業4.0、台積電在南科設廠等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2.本系畢業生薪資如何?(以南部某公司為例)
大學畢業:平均約26000-31000 (新竹約31000-35000)
碩士畢業:平均約36000-42000 (有經驗43000-46000)



24/32

記者林信男／高雄報導
2017年「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競賽」ROBO-ONE格
鬥賽冠軍出爐！得主是正修科技大學大三學生葛
士冬，這是他繼第10屆「RBL機器人格鬥賽」後，
再次奪得機器人格鬥賽事冠軍，之後將在9月，
前往日本橫濱參加ROBO-ONE，與來自世界各國的
選手，同場競技。
「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競賽」由教育部主辦，在
ROBO-ONE格鬥賽獲得冠、亞軍的選手，可獲得教
育部補助（機票費用），前往日本參加ROBO-ONE
比賽。

•教育部主辦Intelligent
Humanoid Robotics榮獲
五項冠軍(足球機器人遙
控組、足球機器人遠端視
訊組、格鬥機器人遠端視
訊組、Robo-ONE Light
、直線行走項目)，獲得
獎助至日本參與國際競賽

•2016年海峽兩岸大學生行
銷模擬決策競賽」榮獲優
勝。

•2016年底獲邀至上海參加
中國首場VR直播"RBL 機
器人格鬥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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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本系林邦傑老師帶
領機器人競賽團隊榮獲
107年教育部主辦國際智
慧人形機器人競賽榮獲
Robo-ONE 第1名/第3名/
佳作 , Robo-ONE Light
第1名/第2名, 格鬥遠端
視訊第1名/第2名, 足球
遙控賽2個佳作, 足球賽
遠端視訊第1名/佳作,
遠端視訊機械手臂操作
賽佳作等獎項!是水晶獎
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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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教師擁有189張國內外專業認證證照。

★本系教師指導學生參與「2015年至2021年智慧型機器人競賽」
共榮獲323個獎項。

年度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其他獎 小計

2015 12 11 8 61 92

2016 17 24 12 38 91

2017 13 - 10 30 53

2018 10 8 5 14 37

2019 8 4 2 21 35

2020 4 - 1 7 7

2021 4 - - 4 8

合計 68 47 38 175 323

6th RBL Side kick demonstration.mp4
6th RBL Side kick demonstration.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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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舉辦競賽
學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第一名 4 4 4 4 1

第二名 2 5 2 2 1

第三名 3 2 1 1 2

佳作 5 2 5 - -

合計 14 13 12 7 3

2019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序號 作品名稱 獎項 競賽日期

1 智能魚缸植栽 銀牌 2019/08/14

2 智慧保母之設計與實現 銀牌 2019/08/14

3 智能泡澡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銅牌 2019/08/14

4 無人麵包店 銅牌 2019/08/14
2020年臺灣綠點子國際發明
設計競賽榮獲二銀三銅

2020年臺灣綠點子國際發明設計競賽

序號 作品名稱 獎項 競賽日期

1 智慧魚缸 銀牌 2020/05/24

2 智慧移動警示裝置 銀牌 2020/05/24

3 智能音箱 銅牌 2020/05/24

4 智能酒窖 銅牌 2020/05/24

5 智慧麵包店 銅牌 20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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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主評價：
主動學習、耐操、抗壓性強等特質優於其
他學校的畢業生，能堅守工作崗位。

本系傑出畢業校友

廖冠智教授榮升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所教授
李家銘教授擔任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授
黃恆綜博士榮任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高世州老師擔任高苑科大經營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之光三隆齒輪董事長廖昆隆
台灣高鐵第一位女性駕駛馬雅吟，目前擔任高鐵駕駛唯一女性督導
工業技術研究院、日月光製造部主任、旗勝科技副理、台積電課長、
副理、中鋼主管、中油主管

校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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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在國立末端私立前段，該如何抉擇?
•未來的目標與方向為何?碩士?
•該校過去的校友表現如何?
•個人經濟能力?
•到學校看一看!
• 104-107學年度高科大工管系碩士班推甄50%錄取本系
學生，其中包括106工工所跟國企所榜首、107-108榜
首代表本系的教學成果受到國立學校肯定。

• 107學年度大四同學6位錄取漢翔公司(年終獎金5個月
的公司)

★選間長遠經營的學校?
還是選比自己早畢業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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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本系招收高中申請入學一班40名。
•111學年度日間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高職生甄選入學招收56位

甄選入學 登記聯合分發

機械群 56名

機械群 3名

動力機械群 1名

電機電子群
資電類科系

2名

技職學生入學管道：
日間部：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獨招10名、技優甄審-機械群1名
進修部：獨招招生-採書面資料審查（免筆試，免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系所簡介-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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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如戰場如何克敵制勝?

天
•了解環境

地
•掌握資源

人
•提升自我



一堆機器人，那麼要人幹嘛?

祝福各位家長同學:
事事如意!平安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