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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學制 

(日間部/進修部) 
  科系       辦理職類   配合事業單位 

核定員額數 

個別數 總計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45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企業管理系 工商管理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10  

 
35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企業管理系 工商管理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5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企業管理系 工商管理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0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富強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28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迎盛股份有限公司 5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祥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大衛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澄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陞樺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永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69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精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承育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崑山科技大學 四年制進修部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工商管理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3 
 

 

 

 

 

20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工商管理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5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工商管理 桂田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6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工商管理 天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2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工商管理 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 2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工商管理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四季洋圃生物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5 
 

 
37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芳德鑄鋁股份有限公司 22 

遠東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龍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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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電動車輛工程 富義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3 
 

 

 

 

23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電動車輛工程 
英屬維京群島商永德福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5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電動車輛工程 鑫宏嘉股份有限公司 5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電動車輛工程 智慧嘉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5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車輛科技與經營管理系 電動車輛工程 瑞特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5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應用數位媒體系 商品設計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 15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德鑫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1  

 

 

 

 

 

 
28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雄仁工業有限公司 4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8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全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俐合奕有限公司 5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建曄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4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機械工程系 機械工程技術 呂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天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0  

 

 

 

 

 

 
38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銓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雄仁工業有限公司 4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鼎坤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2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台灣力冠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4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全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建華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10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四年制日間部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高級技術員) 俐合奕有限公司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