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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進行產業研習與研究統計 

學年度 學院 主聘系

所 
產業研習/研究形式 

主要產業研習

/研究合作機

構類型 

主要產業研習/研究合作機構名稱(教
師數) 

產業研習/研究

內容是否與教授

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相關 

105 學

年度 
上學期 

電資 光電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啟能科技有限公司 

鼎元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裝訂機零組件自動檢測系統設計/豐
民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程 
機設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山水雲林股份有限公司 

旻成齒輪股份有限公司 
是 

動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普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是 

管理 

財金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存誠法律事務所 是 

資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2)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財團法人或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是 

企管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其他單位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雲林郵局 是 
文理 多媒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大同醬油罐頭食品工廠 是 

105 學

年度 
下學期 

電資 電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升暘科技有限公司 
榮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永琨有限公司 
遠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其他單位 工研院南分院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鴻銘國際資訊有限公司 是 

 
 
 
工程 

動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眾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發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是 

車輛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寰紀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金泰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是 

材料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豐炬工業有限公司 
安全發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 

是 

管理 - - - - - 

文理 生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德企業社 
是 

106 學

年度 
上學期 

電資 資工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新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速切削智慧 CNC 帶鋸床開發 
是 

工程 

動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建築用耐蝕性螺絲開發計畫(ㄧ) 是 
車輛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長效型鉛碳電池製作技術開發 是 
材料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山水雲林科技有限公司 是 
機設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Docker 管理機制研究案 是 

管理 財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蓁豆國際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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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 主聘系

所 
產業研習/研究形式 

主要產業研習

/研究合作機

構類型 

主要產業研習/研究合作機構名稱(教
師數) 

產業研習/研究

內容是否與教授

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相關 
存誠法律事務所 

資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10) 是 

企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室內設計工程管理系統第二期 是 

文理 
生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青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 

應外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部門 雲林縣政府 是 

106 學

年度 
下學期 

電資 

資工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文山青工程行 
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是 

電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遠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升暘科技有限公司 
永琨有限公司 
榮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工研院南分院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鴻銘國際資訊有限公司 
見盈交通工業有限公司 

是 

工程 

材料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安全發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豐炬工業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旭泰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是 

車輛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太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寰紀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金全益股份有限公司 
金泰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威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飛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掌宇股份有限公司 是 

動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普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眾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發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聖精密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新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機設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山水雲林科技有限公司 
明和超音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管理 

企管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政府機關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榮星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財金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存誠法律事務所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蓁豆國際有限公司 
樂活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是 

資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發展中心 
(4)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6) 是 

文理 生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德企業社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青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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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 主聘系

所 
產業研習/研究形式 

主要產業研習

/研究合作機

構類型 

主要產業研習/研究合作機構名稱(教
師數) 

產業研習/研究

內容是否與教授

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相關 
應外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雲林縣斗六市公所 是 

通識中心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森樹下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是 

107 學

年度 
上學期 

電資 

光電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啟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 
資工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其他單位 好住民宿 是 
電子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豐民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電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科利達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程 
材料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瑩耀科技公司 是 
飛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士發企業有限公司 是 
動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管理 企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是 

文理 多媒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鉦峰木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 

107 學

年度 
下學期 

電資 

光電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啟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耀聖科技有限公司 
舒霖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瑩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資工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好住民宿 是 
電子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豐民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電機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見盈交通工業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兆申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台灣電綜股份有限公司(2) 
仁丞有限公司(2) 
舒霖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工程 

自動化

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經濟部(3) 是 

材料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旭泰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新世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 

是 

車輛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秉華科技有限公司 
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飛機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掌宇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士發企業有限公司 
索羅爾企業有限公司 

是 

動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機設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坤裕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大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機輔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明和超音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管理 

工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高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企管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榮星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是 

財金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樂活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是 

資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矩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是 
生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富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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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 主聘系

所 
產業研習/研究形式 

主要產業研習

/研究合作機

構類型 

主要產業研習/研究合作機構名稱(教
師數) 

產業研習/研究

內容是否與教授

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相關 

文理 

開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休閒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 是 

應外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齊志股份有限公司 是 
通識中心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森樹下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是 

108 學

年度 
上學期 

電資 

光電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教育部(2)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富智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瑩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 
臺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凱豐國際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資工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奇城數位有限公司 
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電子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彰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電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科利達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採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經濟部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工程 

自動化

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立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黎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經濟部(4) 是 

材料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金全益股份有限公司 
瑩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車輛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秉華科技有限公司(2) 

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飛機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益得棉織有限公司 
合默麟機械股份有限公司(2) 
索羅爾企業有限公司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國家實驗研究院太空中心(5)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動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機設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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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 主聘系

所 
產業研習/研究形式 

主要產業研習

/研究合作機

構類型 

主要產業研習/研究合作機構名稱(教
師數) 

產業研習/研究

內容是否與教授

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相關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偉群製刀股份有限公司 
泰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羅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機輔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行政院國科學委員會中部工業園區管
理局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鼎堅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野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5) 是 

管理 

工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2)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高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企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全裕機械廠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雲林郵局(2) 

是 

財金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樂活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是 

資管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因貝迪科技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矩陣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文理 

生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開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健實業有限公司 
台亞食品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是 

休閒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政府機關 嘉義市政府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廣達文教基金會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雲林縣政府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新綠地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是 
多媒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禾橙視覺設計有限公司 是 
應外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教育部(12) 是 

108 學

年度 
下學期 

電資 

光電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朝揚塑膠廠有限公司 是 

資工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詠翔量測工程有限公司 
優瀚國際有限公司 
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電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極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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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 主聘系

所 
產業研習/研究形式 

主要產業研習

/研究合作機

構類型 

主要產業研習/研究合作機構名稱(教
師數) 

產業研習/研究

內容是否與教授

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相關 
崇善有限公司(2)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採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程 

自動化

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2)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飛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掌宇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太空中心
(3) 

是 

動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是 

機設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2) 是 

機輔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晶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管理 

工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維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登斯家飾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3) 是 

企管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拓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雲林縣政府 
台灣立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資管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因貝迪科技有限公司 是 

文理 

生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品益生技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休閒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斗六市公所 是 

多媒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多得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禾橙視覺設計有限公司 是 

應外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齊志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教育部(10) 是 

農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雲果農業行銷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雲林縣政府 是 

109 學

年度 
上學期 

電資  

光電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朝揚塑膠廠有限公司 是 
資工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電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採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豐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程  

自動化

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錦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車輛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瑞明陳企業有限公司 

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是 

飛機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太空中心
(3)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公私立醫療機
構或護理機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雲林分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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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院 主聘系

所 
產業研習/研究形式 

主要產業研習

/研究合作機

構類型 

主要產業研習/研究合作機構名稱(教
師數) 

產業研習/研究

內容是否與教授

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相關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是 

機設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伸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是 

機輔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主賀機械廠有限公司 是 

管理  
工管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5) 是 

資管系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因貝迪科技有限公司 是 

文理  

生科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科技部 是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嘉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多媒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企業 多得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是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企業 禾橙視覺設計有限公司 是 

應外系 產學合作計畫案 政府機關 教育部(12) 是 

註：資料來源為技專資料庫表 1-17 與表 1-18(維護單位為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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