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輔導班公告 

 
1. 機械系同學有意報考 CNC 銑床乙級證照且符合報名資格者〔大四同學或已取得車床、銑床、

機械加工丙級證照(3 選 1)〕。 

 
2. 開班人數：下限 15 人，上限 25 人，未達 15 人不開班。人數超過上限，系上保有篩選機制。 

3. 報名時間：自 11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00 〜 7 月 14 日上午 9:00，請上網報名。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GvN8P87WT25yRkks8。 

4. 報名程序： 

STEP1: 請於報名時間內先上網報名。 

報名時間：11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00 〜 7 月 14 日上午 9:00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vN8P87WT25yRkks8。 

STEP2: 請準備以下資料，於 8/8〜8/18 至系辦公室報名。 

 「課程規範遵守同意書」，需簽名蓋章。 

 「111 年度 CNC 銑床乙級證照輔導班家長同意書」，需簽名蓋章。 

 「報名簡章」，請自行至便利商店購買。 

 「報名費」，3790 元。 

 「保證金」，1000 元。 

 「在學證明書」，請上學生服務系統列印。 

5. 輔導課時間： 

   輔導時間 : 周六(上午)。 

自主上機 : 周一~周五晚上。 

邱正豪老師所教授課程的上課時間會加強輔導。 

6. 機械系提供 CNC 銑床機台、黑皮工件素材(需自行至綜合工廠銑削六面)、教師鐘點費，同學需

自備(或系上代購)練習用刀具(約 2,500 元(未稅))及附錶游標尺(約 2,300 元(未稅))，專班同學共

同負擔 2 組 Z 軸補正儀(約 3,200 元)與尋邊器(約 600 元)；另筆試通過者，術科考試用刀具由機

械系免費提供借用，以資鼓勵。 

7. 參加輔導班必須繳交 課程規範遵守同意書 及 家長同意書(包含 1,000 元保證金)。 

8. 未報考學科或術科考試者，將取消被輔導資格。(報名費須由學員自行負擔) 

9. 確保輔導班進度與品質，特設置以下汰除機制(取消被輔導資格)： 

(1) 未報考學科或術科考試者。 

(2) 未參加學科及術科考試者。 

(3) 連續曠缺課 2 次，或曠缺課太多者。 

(4) 經常遲到早退、請假者。(晚間輔導時間至 P.M.22:00) 

(5) 課堂秩序及學習態度不佳者。 

(6) 不愛惜工具、機械設備者。 

(7) 服裝儀容不整者。(實驗室嚴禁穿拖鞋、短褲) 

(8) 進入工廠不得攜帶飲水、飲料、食物。 

(9) 課程中除經輔導教師同意，不得使用手機。 

(10) 不參加輔導班相關服務(環境清潔、機台保養…)。 

(11) 不積極想考 CNC 乙級證照者。 

10. 通過乙級證照，或機械系獎助金者，須配合參與證照獎勵相關活動。 

11. 參加輔導班同學需由系上統一團報(團報報名時間 8/8〜8/18)。 

12. 其他考試相關資訊，請逕行參考網站: https://skill.tcte.edu.tw/reg_step.php 

 

重要 

https://forms.gle/GvN8P87WT25yRkks8
https://forms.gle/GvN8P87WT25yRkks8
https://skill.tcte.edu.tw/reg_step.php


報名簡章填寫範例 

 

 



110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時間 

 
 

 



課程規範遵守同意書 

 

本人           ，身份證字號             ，目前就讀明新科大機械系           ，報名

參加 111年 CNC銑床乙級證照輔導班，茲同意課程修習相關規定，違反者將無異議接受汰除，並沒

收保證金捐予學校，當成機械系系務發展基金(由學校發給捐款收據)。 

汰除機制如下： 

1. 未報考學科或術科考試者。 

2. 未參加學科及術科考試者。 

3. 連續曠缺課 2 次，或曠缺課太多者。 

4. 經常遲到早退、請假者。(晚間輔導時間至 P.M.22:00) 

5. 課堂秩序及學習態度不佳者。 

6. 不愛惜工具、機械設備者。 

7. 服裝儀容不整者。(實驗室嚴禁穿拖鞋、短褲) 

8. 進入工廠不得攜帶飲水、飲料、食物。 

9. 課程中除經輔導教師同意，不得使用手機。 

10. 不參加輔導班相關服務(環境清潔、機台保養…)。 

11. 不積極想考 CNC 乙級證照者。 

 

通過乙級證照，或機械系獎助金者，須配合參與證照獎勵相關活動。為避免爭議，特立此據為證。 

立 約 人：            (簽名及蓋章) 

聯繫手機：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及手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111 年度 CNC 銑床乙級證照輔導班家長同意書 

一、主旨:輔導明新科大機械工程系學生考取「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 

二、說明: 

1. 為提升本系學生實作能力，本系開設「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輔導班」。 

2. 考慮 CNC 銑床乙級證照考試及輔導班費用不低，學科測驗成績已通過者，可向本系免費

借用術科測試所需刀具，以資鼓勵。 

3. 為激勵同學考取證照，本次通過考試並取得 CNC 銑床乙級證照者，除可申請學校證照獎

勵金外，亦可申請機械系加碼獎勵金(依據本系畢業系友鼓勵在校生考取重點證照獎學金辦

法辦理，且需視當年度募款狀況發放)。 

4. 參加輔導班同學不可無故缺課，並遵守輔導班課程規範，為培養同學良好的學習態度與觀

念，及提升證照通過率，參加者每人需繳交 1,000 元保證金，被取消輔導資格者，保證金

不予退回，捐予學校，當成機械系系務發展基金(由學校發給捐款收據)。 

5. 特此告知家長知悉此事，期家長能贊同本系輔導同學考取專業證照作法，以厚植學生未來

就業實力。 

三、取消被輔導資格之汰除機制: 

1. 未報考學科或術科考試者。 

2. 未參加學科及術科考試者。 

3. 連續曠缺課 2 次，或曠缺課太多者。 

4. 經常遲到早退、請假者。(晚間輔導時間至 P.M.22:00) 

5. 課堂秩序及學習態度不佳者。 

6. 不愛惜工具、機械設備者。 

7. 服裝儀容不整者。(實驗室嚴禁穿拖鞋、短褲) 

8. 進入工廠不得攜帶飲水、飲料、食物。 

9. 課程中除經輔導教師同意，不得使用手機。 

10. 須參加輔導班相關服務(環境清潔、機台保養…)。 

11. 通過乙級證照，或機械系獎助金者，須配合參與證照獎勵相關活動。 

四、輔導期間: 

依機械系公告(輔導時間採課後練習)。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系主任: 王進安主任  

聯絡人: 邱正豪老師             

 

 

班級  學號  姓名  

□ 同意 

□ 不同意  

參加「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輔導班」，上課期間遵守任課教師管教及實驗規定。 

學生簽章:  緊急聯絡電話:  

家長簽章: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系友鼓勵在校生考取重點證照獎學金 

 
1.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畢業系友為鼓勵本系在校學生考取重點證照，特設

立「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系友鼓勵在校生考取重點證照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並訂定本要點。  

2. 獎勵對象及請領資格：  

本系在校學生考取下列重點證照者： 

    勞動部機電整合乙級技術士證照 

    勞動部氣壓乙級技術士證照 

    勞動部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 

3. 獎勵方式：每學期獎勵經費最高為８萬元整（獎勵經費以不超過機械系務運作總募款累積金

額），取得上述證照，每張可得５點，每點以補助壹千元為上限，如獎勵經費不足，則以比例

調整之； 比例調整公式為：該學期獎勵金額除以該學期審核後總獎勵點數。  

4. 經費來源由畢業系友或有志者共同捐贈之機械系專款。  

5. 本要點由機械系系務會議訂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