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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據科技部 2020 年統計，臺灣全國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為 3.63，是全世

界第三大投資研發國家，並與德國、美國、瑞士，並列全球 4 大創新國，臺灣技術研

發能量充沛，若要走向國際，能與「引路人」與「合作夥伴」的海外僑臺商共同合作，

將是事半功倍的最佳選項。 

海外僑臺商約有 4 萬家企業遍布全球，力量及資源龐大，為深化全球僑民與臺灣

在各領域的連結及合作，由僑委會扮演槓桿支點，建構國內產學研發單位與全球僑臺

商間合作網絡，邀集臺灣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

案」，透過資訊、人脈及資源之整合，提供僑臺商跨境便利諮詢，推動國際產學合作，

不僅幫助僑臺商產業升級，同時也協助我國大學開拓國際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內容除整合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產學合作資

源，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商各大學產學合作中心聯繫

窗口資料，並彙整各校創新研發成果與產學合作方式、概況及資源等面向。未來僑

委會也將持續以調查需求、資訊彙整、直播介紹、交流會、參訪及媒合等面向，藉

由整合產業、官方及學界三股力量，針對不同的區域產業特性，激發出創新的動能，

將僑臺商與國內產學研發機構鏈結對接，作為僑臺商提升競爭力及產業升級之利基。 

今後僑委會仍將秉持一貫的政策立場，輔導與協助僑臺商事業發展，期由本「全球

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的編撰，讓僑臺商在發展事業的過程中，能善加運用國內研

發技術升級及成果產業，並從中感受到政府支持的力量。同時期盼僑臺商與政府密切攜

手合作，使臺灣經濟再度躍升。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童振源 

   

 

 

 2022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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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本校前身為「明志工專」，座落在新北市泰山區山麓，在 1963 年由王永

慶先生與王永在先生昆仲所創設，迄今已近一甲子的時間。目前設有工程、環

境資源與管理暨設計等 3 個學院，包含 10 個系及 11 個研究所、2 個博士學位

學程。本校 10 個系所全數通過教育認證，其中 9 個系所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

會 IEET 教育認證，經管系通過 ACCSB 華文商管學院認證教育制度與國際接

軌；2020 年遠見雜誌最佳大學技職類中私立科技大學排行第一、綜合大學類第

20 名；不論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或高教深耕計畫，本校平均每位學生獲得

補助金額，均為私立科大第 1名。這是我們在教學上所持續努力的成果。 

「產學研發型科技大學」是明志科技大學的目標。我們一直努力積極推

動，自 1994 年起，皆獲得中國工程師學會評選為「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2020 年也榮獲中華創業育成協會「年度育成中心」，本校更有全國唯一的

「三明治教學」－大三實施全年校外實習，畢業後 95%高就業率與高起薪，

不但是許多家長公認深具優良傳統與辦學績效卓越的技職學府，更是各製造

業大廠長期合作的對象，也是中小企業研發創新的支持者。希望這一本服務

手冊的編印，能讓您見到更多的明志研發能量，更期待未來您與我們一同開

創產學合作新疆土，成為產學合作或技術研發的好伙伴。 

 

明志科技大學  校長劉祖華 

 

          

 

2022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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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 

為鏈結國內學研機構與海外僑臺商進行產學合作交流，由僑委會搭建平

臺，邀集臺灣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

方案」，結合臺灣研發能量，協助僑臺商產業升級，並為國內大學開拓國際

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以產學合作雙方需求為導向，執行項目如下： 

(一) 於僑委會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專區，連結各校產 

學合作單位官網，增進媒合機會。 

(二) 設立 LINE 總機單一窗口，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 

(三) 結合僑委會僑臺商邀訪活動，安排參訪各校產學合作單位，進行媒 

合交流。 

(四) 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商組織及各大學 

產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及各校產學合作服務內容與相關案例。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公告於(IA.Taiwan-World.Net)及僑委會官網

「僑臺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歡迎臺商朋友免費下載參

考運用並踴躍分享。 

https://ia.taiwan-world.net/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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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志科技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學校特色 

本校校訓「勤勞樸實」，堅持以精緻辦學、實務致用的辦學理念，持續培育

具有現代知識技能之工業技術人才。近年來，我們陸續獲得教育部「前瞻與傳統

─車輛維修產業之再造技優暨技術接班人計畫」、「跨世代電力設備檢測維護工

程產業奠基深耕計畫」、「永續創新農業發展-應用農業回收資材建立高產率生

物肥料製造流程之開發與人才培育計畫」、「客製化輔具與老人福祉產品數位設

計人才培育計畫」、「優化跨院系電動車輛實作場域培訓新一代實務技術人才」

(含擴充計畫)、「先進智能即時生產示範工廠」、「創新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暨

醫療照護產品之深耕專業技術研發與人才培育計畫」等計畫補助，獲補助總額將

近 2 億 4,000 萬元。由本校、臺灣大學、臺塑汽車貨運公司及艾歐圖科技公司共

同組成的臺灣 iAuto團隊，參與 2019年杜拜世界自駕運輸挑戰賽，榮獲新創組第

二名，獎金美金 50 萬元，未來將規劃與臺灣大學、臺塑汽車貨運公司成立聯合

研究中心。上述的種種成果，都顯示本校積極將研究與實務結合，培育出產業所

需要的技術人才，並深獲各界肯定。茲列舉本校重要特色與績效說明如下： 

 

1. 身心靈均衡發展的全人教育，重視勤勞樸實態度的養成：本校以全人教育為

出發點，制定與國際認證接軌的教育制度，透過學生團體生活制度，邁向一

流人才培育重鎮，期望畢業生成為產業求才首選。透過學生團體生活制度，

經由大學之道、正念靜觀、服務學習、專業證照與畢業門檻的課程設計，到

第八節課後的社團、讀書會、補救教學、博雅座談、職涯規劃講座活動等各

項措施，每年舉辦校園路跑、田徑、游泳、羽球、桌球、籃球、排球、壘

球、拔河等各項體育類競賽，並將校園路跑及游泳列入學生運動能力畢業門

檻，近三年(2017-2019 學年)平均通過率達 90%以上。透過團體生活方式培

養規律的生活作息和強健的身心體魄外，同時養成勤勞樸實態度與健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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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由於大部分教師亦住校，可就近輔導學生，落實「傳道」、「授業」、

「解惑」之教育理想目標。2016 年榮獲教育部「校園食材管理精進獎」及

「健康促進績優學校」。 

 

2. 挹注超值教學資源，培育學子回饋社會：本校創立之初，學雜費比照公立學

校甚至全免，用以吸引經濟弱勢的學生就讀，目前學生人數約 4,500 人(日間

部 4,000 人、進修部 500 人)，設有學生宿舍六棟及研究交流會館，每學期住

宿費 4,000-6,500 元。整體而言，各系新生成績在所有考生排名約前 40%

內，且均名列私立科技大學第一名，近三年全校新生註冊率達 95.6%。由於

堅持精緻辦學，每位學生教育成本遠較其他學校高，近三年每位學生平均投

入成本約 24萬元/年。學雜費收入約占經常性支出 36%、外部經費(政府補助

+產學合作收入)佔約 32%，不足部分約占經常性支出 32%，皆由財務收入與

董事會捐款支應，迄今董事會捐贈金額高達 153 億元，旨在實現回饋社會、

培育人才之理想。 

 

 

3. 重視學校評鑑與認證，追求至善之自我持續改善：本校 2011 學年科大評鑑

所有受評單位(校務行政、三學院、十系、十一所)全獲一等佳績，全國排名

第一，創技專校院評鑑制度的歷史記錄。由於辦學成果優良，2016 學年獲教

育部核准自辦外部評鑑，評鑑結果全校均獲得「通過」。本校歷年獲得教育

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平均每位學生獲補助金額為全國最高，且 2006-2017

年連續 12 年榮獲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計畫共補助 5 億 4,715 萬元，2018-

2020年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共補助 2 億 7,273 萬元。2008 學年起

7 個工程類系所皆已通過 IEET EAC 工程科技教育認證，其中 5 個系所通過

最高六年效期認證；工設系、視傳系 2014 學年起通過 IEET DAC 設計教育

認證；經管系 2017年起通過 ACCSB華文商管學院認證，教育制度與國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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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接軌。2010 年通過溫室氣體排查 ISO-14064、2015 年社會責任永續報告書

(CSR)通過英國標準協會 AA1000 認證、2016 年榮獲新北市環保局銀鵝級低

碳校園認證、自 2015 年起每年持續通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27001，自

2012年起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認證至今，持續推動並完備相關環境

管理程序，為精進校園環安衛工作，規劃自 2021 年起推動 ISO45001 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藉由建立系統化運作制度，整合安全衛生工作，預防

意外事故與職業傷害或職業病的發生。凡此均為自我持續改善、追求校務至

善的具體成果。 

 

4. 實務與理論結合，學生就業百分百：本校設校之初即特別強調教學品質、理

論與實務結合，以及學生品德教育等，故建立了「全體住校」與「工讀實務

實習」二項制度。透過「全體住校」制度，陶養學生健全人格，培養樸實生

活、發展群己關係；藉由規劃一年完整的「工讀實務實習」制度，培養學生

獨立自主、刻苦耐勞、動手做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能以負責的態度面對

職場生涯並建立自信。此制度行之有年，明志校友典範早已普獲社會大眾認

同。自 2006 學年起實施之境外工讀實習，更是國內大專校院之創舉，實習

地區包含美國、中國大陸、瑞士、馬來西亞及越南，迄今(2019 學年)境外實

習學生人數累積已達 592 人，為國際化目標向前邁進。在校期間運用生涯與

就業協助系統(CVHS)，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能耐發展之建立，學職轉

換心理建設及生涯世界經營等職涯輔導，持續辦理就業輔導講座、履歷健檢

與面試技巧活動，拓展職場競爭優勢，及就業博覽會等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並建置就業平臺提供就業訊息，推薦優秀畢業生參加建教合作企業徵才，另

外針對畢業校友，調查了解校友在職場的動態，並整合學校、合作廠商、校

友企業、政府部門等各資源，持續深化校友的職場競爭力，畢業生平均擁有

二張以上專業證照及一張英文證照，就業率百分百。近三年(2018-2020)本校

畢業生畢業後一年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平均約 4.4 分(滿分 5 分)，其中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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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團隊合作、責任感、重視職場倫理等 3 項滿意度較高。2019-2020 年遠見

雜誌公布｢臺灣最佳大學排名調查｣，本校排名全國科大第六名、私立科大第

一名。 

 

5. 強調務實研究，設置特色研究中心：持續鼓勵教師參與產學合作，除可提升

實務應用的研發能力外，同時也可以得到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驗，進而將所

學融入教學，和產業發展趨勢接軌，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考量「集中資源

投入、特定領域傑出」的原則，聚焦於跨領域技術整合，並建立前瞻性研究

團隊，目前本校五大發展領域為「健康生技」、「醫療照護」、「綠能科

技」、「電漿科技」與「設計創新」，迄今已成立「生化工程技術」、「電

漿與薄膜科技」、「中草藥萃取與純化」、「綠色能源電池」、「有機電

子」、「可靠度工程」及「智慧醫療」、「人工智慧暨資料科學」、「環境

永續與人類健康」等 9 個校級特色研究中心。各研發團隊分別與國內外多家

知名公司長期緊密合作，成果豐碩，部分合作公司每年回饋本校股票，足見

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獲得企業肯定。2019 年教育部公布全國大專校院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執行公民營產學計畫人均金額，本校排名全國科大第 3 名、私立科

大第 2名。2018年教育部公布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智慧財

產權衍生利益人均金額，本校排名全國科大第 3 名、私立科大第 1 名。2020

年科技部公布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科技部研究計畫人均金

額，本校排名全國科大第 5名、私立科大第 1名。2020年 Web of Science公

布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發表 SCI、SSCI 論文人均篇數，本

校排名全國科大第 3名、私立科大第 1名。2019年 SURFACE & COATINGS 

TECHNOLOGY 期刊公布 2016-2018 年該期刊累計發表文章篇數，本校排名

世界第 7 名。並多次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優單位」、「建

教合作績優單位」，顯見教師研究能量及研究成果已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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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懷弱勢族群，提高大學公共性：本校自創校以來，凡具原住民身分學生學

雜費全免，並補助膳宿與書籍費，累計補助 4.3 億元，嘉惠 1,800 餘人。協

助低收入、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特殊境遇家庭學生申請政府補助，並給予

相對補助，2017 年通過教育部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工作審查，2017-2019

年共獲補助約 320 餘萬元。家庭突遭變故者，可申請學雜費分期及膳宿費減

免。繁星計畫學生比照公立收費。2018 年起推行鴻鵠計畫，協助弱勢學生就

學，並提升就學與畢業後就業能力，三項支持方案包含安心學習：以學習取

代工讀，透過學習輔導機制，使經濟弱勢學生得以同時兼顧課業及生活所

需。展翅課程：辦理職涯探索與輔導、職前能力培訓、職場分析講座等，內

容包含面試技巧、履歷撰寫及健檢、口語表達等，並透過就業博覽會等企業

徵才活動，以謀學生展翅高飛。暑期專業證照：鼓勵學生利用暑期參與系、

院開設之專業證照課程，以提升專業能力，獲取職場所需之專業技能證照，

以增強未來職場競爭力，2018 年共有 390 人次共獲得助學金 1,225 萬元；

2019年共有 913人次共獲得助學金 787萬元。為減輕本校學生住宿負擔，以

低於住宿成本收取學生住宿費用，每年至少提撥學雜費 10%以上作為學生獎

助學金，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校友秉持創辦人奉獻社會、照顧弱勢

理念，累計捐款近 1.5 億元，其中清寒獎助學金約 4,600 餘萬元，已嘉惠約

1,000餘人期能回饋社會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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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電池研究中心楊純誠主任代表校方與 

印度 Alagappa University校長簽訂(MOU) 

 

 

電漿與薄膜中心謝章興主任與暨南大學先進耐磨蝕 

及功能材料研究院簽訂 MOU 

 

 

明志科大校長劉祖華與志聖工業董事長梁茂生 

代表雙方單位簽訂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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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校 14個對應之校級、院級研究中心 

 (二) 研究中心介紹 

明志科技大學針對僑臺商較相關的產業類別，特別介紹本校研究中心亮點技

術，供僑臺商參考。本校為鼓勵並引導教師投入產學研發工作，聚焦於研發能量

之提升及增加產業技術應用價值，針對重點發展領域「智慧科技」、「環境永

續」、「健康醫療」，逐步成立實務應用型研發中心，迄今已成立共 14 個對應

之校級、院級研究中心(圖 1)，其中 9 個校級研究中心包含：生化工程技術、中

草藥萃取與純化、綠色能源電池、電漿與薄膜科技、可靠度工程、有機電子、智

慧醫療、人工智慧暨資料科學、環境永續健康促進等研究中心；3 個院級研究中

心包含：創新服務設計、智能即時作業系統、虛擬設計共同研究中心等。希望未

來能與僑商共同合作邁向亞洲地區重點領域之創新與應用研究領航者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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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發能量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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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合作服務窗口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明志科技大學 

地址：24301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 84號 

電話：+886-2-2908-9899 

 

陳勝吉研發長 

電話:(02) 2908-9899 #3001 

E-mail: kevinliu@mail.mcut.edu.tw 

 

馮奎智主任 

電話: (02) 2908-9899 #3069 

E-mail: chsu@mail.mcut.edu.tw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 

車靜玫副理 

電話:(02) 2908-9899#3071 

E-mail: chingmei@mail.mcut.edu.tw 

 

楊佳穎副理 

電話:(02) 2908-9899#3079 

E-mail: chingmei@mail.mcut.edu.tw 

 

許秀芳組員 

電話: (02) 2908-9899#3070 

E-mail: fang@mail.mcut.edu.tw 

 

mailto:kevinliu@mail.mcut.edu.tw
mailto:chsu@mail.mcut.edu.tw
mailto:chingmei@mail.mcut.edu.tw
mailto:chingmei@mail.mcut.edu.tw
mailto:fang@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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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明志科技大學篇】  

編著者：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地址：100 臺北市徐州路五號十五樓  

電話：(+886)2-2327-2670 

官方網站：www.ocac.gov.tw  

短網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僑臺商專區) 

 https://IA.Taiwan-world.Net/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專區) 

 

 

 

僑務委員會 

關心您 
 

http://www.ocac.gov.tw/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https://ia.taiwan-worl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