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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 

「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簡章 

一、依據： 

(一) 教育部 108年 7月 1日臺教技(一)字第 1080096034A號函。 

(二) 本校 109年 3月 3日第 6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 

二、招生系別及名額： 

(一) 系別：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 名額： 

1. A班 40名: 參與「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之畢業生。 

2. B班 40名: 參與「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12名、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名、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8學

年度 20名之畢業生。 

三、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學校與產業機構說明： 

高職階段 大學階段 實習合作企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機械科、鑄造科、機電科、製圖科、機

械木模科) 

 

產業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 

A班 

大河凡而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日信鑄造有限公司 

英銓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超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伍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共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正昇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機械科、鑄造科、板金科)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機械科、模具科)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機械科、電腦機械製圖科、生物產業機電

科) 

產業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 

B班 

光隆股份有限公司 

源潤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源合興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承鋒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南鑄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共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正昇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四、報名資格：  

以參與「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8

學年度畢業生為優先招生對象；如有缺額時，得經協同辦理之公司同意，酌收未參與該專班

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秀水高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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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職業學校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8 學年度工業類畢業生，但仍以補足原核定總名

額(80人)為限，其人數不得超過原核定總名額 30%(A班 12名、B班 12名)，唯仍以家庭經濟

弱勢或清寒學生優先錄取。 

五、報名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電話：04-7252541轉 227或 269)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電話：06-2322131轉 236)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建教組(電話：04-7697021轉 603)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處(電話：05-6322767轉 405) 

六、 報名日期： 

(一) 109年 04月 27日(星期一)起至 05月 01日(星期五)下午 4點止。請將報名表(如附錄

四)繳交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實習處、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建教組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

習處代收。 

(二) 書面審查資料請於 109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三)前繳交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建教組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處。 

七、招生方式：以推薦甄選入學方式辦理。 

採書面資料審查：本校將依書面審查成績高低訂定合格標準。 

八、書面審查應繳資料： 

(一) 在校歷年成績，需由學校註冊單位核章證明(在校歷年成績，採前五學期成績)。 

(二) 自傳(含學經歷)、學習計畫。 

(三)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書面資料(如：技術證照證明、服務績優、獲獎紀錄、發明創新、

參與研究、專題報告及其他獲獎資料等，自由檢附。) 

(四) 教師、現任職企業推薦函各一封(如附錄二及附錄三)：非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

作專班同學可免附。 

(五) 經濟弱勢考生需繳交地方政府開具之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無則免附） 

(六) 上述之書面審查資料文件，一律 A4 列印並裝訂成冊，並繳交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國立秀水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建教組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處統一代收。 

(七) 注意事項：報名參加本校產學攜手計畫招生之甄試生，即表示同意自動授權本校運

用考生報名之基本資料與成績相關資料。不論錄取與否，所繳交之各種文件資料，

由本校留存備查，報名資料概不退還。 

九、錄取方式及流用原則： 

(一) 本項招生依書面審查成績訂定合格標準，合於標準者列為錄取生，並得依成績高低

依序列備取生若干名。 

(二) 如備取至最後一名仍有缺額，本校得經合作企業同意辦理第二次招生，招收對象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秀水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8 學年度工業類畢業生，但以補

足原核定名額為限。 



3 

 

 

十、重要日程： 

(一) 繳交報名表時間：109年 04月 27日至 05月 01日下午 4點止 

(二) 繳交書面資料時間：109年 05月 20日止 

(三) 公告正備取名單：109年 06月 24日前 

(四) 錄取報到：109年 07月 03日前 

十一、報到及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一) 錄取者請攜帶畢業證書到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國立臺

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建教組及國立虎尾高級農

工職業學校實習處驗證，證件不符與逾時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二) 錄取生於正式入學報到時，繳交畢業證書，未繳交學歷證書或逾期未報到者取消入

學資格。 

(三) 錄取生所繳交之各項資料及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塗改、抄襲、不實

等情事，在錄取後未註冊前察覺者，取消其錄取資格；註冊入學後始察覺者，即開

除學籍，並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察覺者，除勒令繳銷其學 

位證書，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外，並應負法律責任。 

(四) 經報到後如需辦理放棄錄取，請填妥「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錄五)於

109 年 8 月 1 日前，郵寄（郵戳為憑）至本校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智能示範鑄造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工作小組廖小姐收。 

十二、學生權利與義務： 

(一) 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

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及光隆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三間合作企業辦理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參與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學生經甄審合格後，方可進入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就讀，並除了修業

課程外，同時在就讀期間(大一至大四)須至各合作企業進行職場實習。 

(二) 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因屬於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性質，該年度錄取生不得

保留學籍，亦不得辦理休學，而在學期間不得任意更換實習合作廠商。如有違反以

上之情事，得經由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審議予以該生退學處理。惟若因特殊因素，

無法繼續在原合作廠商實習時，本校可經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提供適當之輔導措施。 

(三) 錄取學生需配合各合作企業機構之實習時間及實習地點。 

(四) 實習津貼、福利：產學攜手合作企業對所屬實習生給付津貼及各項福利簡述如下

(詳列於產學攜手合作技術生教育訓練契約)： 

1.津貼：在產學攜手合作機構實習訓練期間，按各公司一般敘薪規定辦理，並符合

勞委會規定之最低薪資以上。 

2.保險：技術生在產學攜手合作機構接受實習訓練期間，合作機構應為該生辦理勞

工及全民健康保險。 

(五) 學生解約或停止契約機制： 

1.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學生於就讀期間需依規定與合作企業簽訂「產學

攜手計畫合約書和教育訓練契約」，若學生無意願在合作企業進行實習、或合作

企業判定學生不適 宜在該公司職場實習，或有其他因素無法持續實習時應立即解

約，且不予保 留學籍。 

2.學生因修業成績或個人因素無法修習本校課程並達到退學標準時，應立即解約，

不予保留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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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有其他前述未規範事項發生，悉由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開會決議之。 

(六)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 個資法及性平相關規定 

1.本招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

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

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凡報名本校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

校，得將自考生報名參加本招生所取得之個人及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校招生

事務使用，並同意本校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考生本人及辦理新生報到或入學

資料建置。 

2.本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3條規定「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但基於歷史傳統、特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

性別因素之正當理由，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而設置之學校、班級、課程者，不在

此限」，考生於本次招生各階段辦理過程中如遇違反性別平等相 關規定之情事，

請於事實發生後兩週內檢具相關事實及內容，向本校招生委 員會提出申訴。 

(二) 學雜費收費標準： 

本專班為續辦班，學雜費收費標準比照本校大學部工類收費，每學期收取學費

16,979元；雜費 10,8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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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流程： 

 

 

 

 

 

 

 

 

 

 

 

 

 

 

 

 

 

 

 

 

 

 

 

 

 

 

 

 

 

 

 

 

 

 

 

 

 

 

 

 

 

 

 

 

 

 

 

 

 

 

 

 

 

 

 

 

 

 

 

 

簡章公告 

開放下載 

繳交報名表 

填寫報名表，繳交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建教組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處 

繳交書審資料 
準備書審資料，依簡章規定繳交資料，裝訂成冊後，

繳交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建教組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處 

公告正備取名單 

錄取報到 

錄取者請攜帶畢業證書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建教組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處 

進行驗證，證件不符與逾時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109年 04月 07日公告 

109年 04月 27日至 

109年 05月 01日止 

109年 05月 20日止 

未繳交報名表 

109年 06月 24日前 

109年 07月 03日前 

放棄產攜專班 

報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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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班別、名額及相關規定 

專班名稱 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A班) 

招生系別 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取得學士學位 

招生名額 

對象 
40名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參與智能示

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銜接生優先錄取。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非合作專班

之 108學年度工業類畢業生最多錄取 12位名額。 

合作企業 

志願 

序號 
合作企業名稱 職缺上限 

10901 大河凡而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5 

10902 日信鑄造有限公司 2 

10903 英銓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10904 超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10905 申伍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6 

10906 共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10907 臺灣正昇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5 

10908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4 

甄試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成績評比 

方式 

總成績計算方式：書面審查佔 100%。 

總成績相同時參酌順序為： 

1.家庭經濟弱勢者(清寒)。 

2.高職歷年成績。 

3.學習計畫及自傳。 

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歷年成績單正本 50%（前五學期成績）。 

2.學習計畫及自傳 50%。 

3.教師推薦函與合作企業推薦函 

（非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同學可免附）。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與資料。(請以 A4紙張裝訂成冊) 

上課方式 每學期週五及週六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上課。 

注意事項 

1.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學生就學期間須至合作企業實習，若因故無

法實習，即喪失參與本專班之機會。 

2.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由合作企業支付學生在合作企業上班之薪資。 

3.錄取生於正式入學報到時，繳交畢業證書，未繳交學歷證書或逾期未報到者取

消入學資格。 

系所聯絡

方式 

電話：05-5342601 #3112 聯絡人：廖小姐 

E-mail：wani@gemail.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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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名稱 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B班) 

招生系別 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修業年限 四年修業及格畢業取得學士學位 

招生名額 

對象 
40名 

1.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2 名、國立秀水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8 名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0 名參與

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銜接生優先錄取。 

2.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非合作專班之 108

學年度工業類畢業生最多錄取 12位名額。 

合作企業 

志願 

序號 
合作企業名稱 職缺上限 

10921 光隆股份有限公司 3 

10922 源潤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8 

10923 源合興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5 

10924 承鋒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10925 興南鑄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5 

10926 共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0927 台灣正昇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2 
 10928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4 

甄試方式 書面資料審查 

成績評比 

方式 

總成績計算方式：書面審查佔 100%。 

總成績相同時參酌順序為： 

1.家庭經濟弱勢者(清寒)。 

2.高職歷年成績。 

3.學習計畫及自傳。 

書面審查 

應繳資料 

1.歷年成績單正本 50%（前五學期成績）。 

2.學習計畫及自傳 50%。 

3.教師推薦函與合作企業推薦函。 

(非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同學可免附)。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與資料。(請以 A4紙張裝訂成冊) 

上課方式 每學期週五及週六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上課。 

注意事項 

1.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學生就學期間須至合作企業實習，若因故無

法實習，即喪失參與本專班之機會。 

2.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由合作企業支付學生在合作企業上班之薪資。 

3.錄取生於正式入學報到時，繳交畢業證書，未繳交學歷證書或逾期未報到者取

消入學資格。 

系所聯絡

方式 

電話：05-5342601 #3112 聯絡人：廖小姐 

E-mail：wani@gemail.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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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合作企業資料表 
 

 

實習企業 地址 聯絡人/電話 主要產品與服務 

光隆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

3段 472號 

蔡小姐 

04-25664630 #134 
車體結構系統鑄件 

源潤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新庄里

溪頭路 326號 

汪小姐 

04-25629999 
灰口鑄鐵與球墨鑄鐵件 

源合興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豐洲路

1046巷 17號 

陳小姐 

04-25621717 
金屬製品鑄造 

承鋒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豐原區南村里

水源路 343巷 6-1號 

林小姐 

04-25242397 #16 
灰口鑄鐵與球墨鑄鐵件 

興南鑄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鹽洲里

洲尾街 72號 

李小姐 

06-2534185 #232 

灰口鑄鐵、球墨鑄鐵件與

高合金鑄鐵件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

道四段 2088號 

鄭先生 

04-23592101 #395 

工具機、塑膠機、 

精密鑄造 

共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成

功街 36號 

邱先生 

05-2212872 
灰口鑄鐵及球狀石墨鑄鐵 

大河凡而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線西鄉彰濱東

十一路 11號 

黃先生 

04-7910168 

青銅球閥、黃銅球閥、 

水龍頭 

日信鑄造有限公司 
台中市潭子區大豐里

潭富路 2段 298號 

林先生 

04-25323460 
減速機外殼及零件 

英銓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線西鄉線平路

33號 

劉先生 

04-7910553 
機械零件 

超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自強三

路 23號 

王小姐 

04-92257703 
鑄鐵產品、鑄鐵加工 

申伍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神洲路

852巷 56號 

謝小姐 

04-25625238 
球狀石墨鑄鐵及灰口鑄鐵 

臺灣正昇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新營區新營工

業區忠孝路 12號 

蕭先生 

06-6526105 #301 
球狀石墨鑄鐵及灰口鑄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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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9學年度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師長推薦表 
 

(虛線以上由學生填寫) 

------------------------------------------------------------------------------------------------------------------------ 

(虛線以下由推薦師長填寫) 
 

推薦者姓名  單位名稱 
 

職稱  與考生關係 
 

您與考生認識之時間 

（年月） 
 聯絡電話 

 

 
請推薦者以打 V 的方式評選 
 

評定等級及項目 傑出 優良 佳 普通 尚可 

一般知識      

專業知識      

學習態度      

情緒管理      

工作能力      

責任心      

人際關係      

溝通能力      

組織能力      

專業領域發展潛力      

整體表現成績 (0〜100 分)： 

 
 

整體推薦之程度：□極力推薦 □推薦 □勉予推薦 □不推薦 

推薦師長簽章：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備註：請推薦人將本推薦函密封於信封內，並在信封口簽名後，交予考生。

 

 

報名專班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手機  

原就讀學校與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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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09學年度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企業推薦表 
 

 

(虛線以上由學生填寫) 

------------------------------------------------------------------------------------------------------------------------ 

(虛線以下由推薦者填寫) 
 

推薦者姓名  公司單位名稱  

職稱  與考生關係  

您與考生認識之時間 

（年月） 
 聯絡電話  

 
請推薦者以打 V 的方式評選 (新進員工可依面詴內容評選) 
 

評定等級及項目 傑出 優良 佳 普通 尚可 

一般知識      

專業知識      

學習態度      

情緒管理      

工作能力      

責任心      

人際關係      

溝通能力      

組織能力      

專業領域發展潛力      

整體表現成績(0〜100 分)： 

 

 

 
整體推薦之程度：□極力推薦 □推薦 □勉予推薦 □不推薦 

合作企業單位推薦者簽章：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備註：請推薦人將本推薦函密封於信封內，並在信封口簽名後，交予考生。 

 

報名專班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手機  

原就讀學校與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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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甄試入學報名表 

申請人類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參與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銜接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工業類一般生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參與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銜接生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工業類一般生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參與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銜接生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工業類一般生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參與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銜接生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工業類一般生 

(請先確認並勾填)  

學生基本資料：(請正楷填寫) 

申 請 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申請學生本人最近 

2 個月內 2 吋正面 

半身脫帽照片 1 張 

          

出 生 年 月 日 民 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聯 絡 電 話 
住家：  

手機： 
E-Mail 

 

聯 絡 地 址 
（郵遞區號□□□□□） 

目 前 實 習 地 點 

□ 光隆股份有限公司 

□ 源潤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 源合興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 承鋒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興南鑄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 共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 大河凡而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 日信鑄造有限公司 

□ 英銓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超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申伍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 臺灣正昇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 其他:______________ 

實習企業志願序 

(請填合作企業序號，參

閱簡章第 6頁或第 7頁) 

志願 1. 、志願 2. 、志願 3.  

(如申請人為產攜專班之銜接生且留任原企業單位實習者此欄無須填寫) 

相關專業證照 

工業類相關證照名稱/別： 

 

其它證照：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若有不實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絕無異議。 

考生親自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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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甄試入學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存查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手機  
家長姓名 

(監護人) 
 家長手機  

本人經由申請入學錄取貴校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甄試入學，因之故，

已辦理報到，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特立此書，俾利貴校辦理備取生之遞補作業，

本人概無異議。 

 

此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書人簽名  
家長簽名 

(監護人) 
 日期 109 年 月 日 

 

----------------------------------------------------------------------------------------------------------------- 
第二聯考生自存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手機  
家長姓名 

(監護人) 
 家長手機 

 

本人經由申請入學錄取貴校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甄試入學，因之故，

已辦理報到，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特立此書，俾利貴校辦理備取生之遞補作業，

本人概無異議。 

 

此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書人簽名  
家長簽名 

(監護人) 
 日 期 10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