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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與經歷 

1. 俄羅斯國際工程院通訊院士 

2. 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訪問學者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分校客座教授 

3. 台灣工程技術與應用醫學學會理事長 

4. 國際期刊「健康科技」主編 

5.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傑出校友（北科大） 

6.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傑出機械工程教授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特聘教授 

7. 台灣科技大學傑出校友（台科大） 

8. 台北科技大學機電學院院長六年、副校長六年半 

9. 教育部 RFID推動辦公室主任 

10. 教育部 RFID促進辦公室主任 

11. 兩岸現代職業教育協會第二屆理事 

12. 中華兩岸高等及職業教育交流合作協會第四屆理事 

13. 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第九屆理事 

14. 中華兩岸高教協會理事 

15. 台灣精密工程學會第三屆理事 

16.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技術教育認證(TAC)委員  

17. 明新科技大學第九任校長 



2017 年 8 月 1 日 

一個時代開始 
林啟瑞接明新科大第九任校長 

 
▲新任校長林啟瑞致詞。 

（照片╱公關室提供） 

 

2017 年 8 月 1 日上午，本校於中正堂

舉行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由北科大前副

校長林啟瑞教授接任第 9 任校長。他許諾

未來將成為兩校橋樑，把北科大豐富的研

究資源傳遞給明新科大，也將把明新科大

在地封測廠家資源注入北科大，啟動強強

聯手，雙贏效應！ 

新任校長林啟瑞表示，明新科大擁有

豐富地緣關係，當地已形成近 20 幾家大

小不同的封裝廠家部落，而北科大有豐沛

的研發能量，結合兩校所長，將能爆發「研

發製造一條龍」的創新價值。 

不僅如此，他更將帶領明新往「產業

大學」的目標前進。首先規劃創建三個 

中心：「分析檢驗認證中心」、「加工製造

中心」、「設計中心」；讓師生的研發往商

品化邁進。在未來，要努力爭取教育部「高

教深耕」經費。林啟瑞期許師生同仁化壓

力為動力，並善用擁有新竹地域的既有基

礎和優勢，配合地利與人和的機會，勇於

接受與面對挑戰。 

交接典禮在董事長張紹鈞的監交與

各界來賓的見證下，新任校長林啟瑞從卸

任校長袁保新手中接下印信，完成校務傳

承，繼續負起校務推展的重責大任。 

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中，觀禮貴賓包

括產官學先進，新竹縣政府秘書長蔡榮

光、北科大校長黎文龍、華夏科技大學董

事長孟繼洛、機車大廠三陽工業董事長吳

清源等，以及各界貴賓與校內同仁前來觀

禮。 

卸任的袁保新校長表示，感謝董事會

及全校同仁，以及產學各界的好朋友支

持，通過了教育部 104 學年度科技大學綜

合評鑑，以及 105 年度教育部大專院校綜

合視導等重大任務，並推動「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期待明新能從在地發展中

創造價值。 

袁保新同時表示，非常有幸與全體教

職員生，一同參與慶祝明新建校 50 週年

的系列活動，一起見證明新的成長與蛻

變、共同寫下歷史。祝福明新團隊在林啟

瑞校長的帶領下，以「堅毅、求新、創造」

的精神再創明新高峰。 

 

▶袁保新校長將印信交給新任校長林啟瑞

（左），由張紹鈞董事長監交。 

（照片╱公關室提供）  



 

2017年 9月 11日 

願景與展望 
林啟瑞校長談治校理念 

2017年 9月 11日是 106學年起始的

開學日，本校上午召開全校教師會議，林

啟瑞校長於會中簡報說明治校理念。 

本次全校教師會議，林啟瑞校長簡報

說明校務治理的理念與實施方式，他舉工

業 4.0與智慧網路發展等趨勢，提出以「科

技」與「服務」兩個方向，利用新竹科技

城的在地優勢，發展明新成為以產學服務

導向的「產業大學」。 

他說，明新擁有優秀與穩固的教學基

礎，建立研究中心，讓師生做研究與開發

技術，逐步加強產學合作，協助業界，期

使業界回饋學校，可提高學校聲望與達到

多面向發展、多角化經營，進而確保辦學

效率與品質的向上提昇。 

林校長提到，本校的國際交流成果豐

碩，將擴大發展雙聯學制、交換學生來提

高國際知名度；他也說，校友是凝聚向心

力最大的根本所在，明新的十幾萬校友，

將是發展及宣傳的利基、產學的最佳夥伴。 

最後，林校長也以「熱誠與決心」期

勉全體教職員共同努力，以「跨域整合、

務實創新」來共同打造明新科大，成為帶

動區域產業鏈結、企業發展合作開發的產

業大學。 

 

 

 

 

 

 

 

 

 

 

 

 

  

 

 

 

 

 

 

 

2017年 10月 17日 

聽校長怎麼說 
IC 之音╱竹科廣播專訪林啟瑞校長 

本校林啟瑞校長接受 IC之音‧竹科

廣播專訪，分享治校理念與本校產學成

果。林校長期許自己能以浴火鳳凰出

發，強強聯手，結合本校與北科大資源

與各自所長，打造一條龍的創新價值。 

林校長規劃成立「分析檢驗認證中

心、加工製造中心，設計中心」三個中

心，讓師生的研發往商品化邁進，未來

將帶領明新往「產業大學」前進，讓明

新科大成為業界的明日之星。 

  
 

明新科技大學發展藍圖 

http://www.ic975.com/news/index.php
http://www.ic975.com/news/index.php


2019年 11月 16日 

全台首座 
半導體封測教學場地落成 

為培育半導體業界專業人才，

本校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在校園

內建置全台第一座「半導體封裝測

試類產線示範工廠」，複製半導體廠

的生產線環境到校內，在示範工廠

裡提供實務教學。 

「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示範

工廠」於 2019年 11月 15日揭牌啟

用。教育部技職司長楊玉惠、新竹

縣副縣長陳見賢，及本校董事長張

紹鈞、執行董事張祖民、校長林啟

瑞，還有日月光、矽品、艾克爾、

力成、矽格、愛德萬測試、廣化、

優貝克、神通資訊科技、新漢科技

等產學合作廠商，以及桃竹苗區高

中職、大專端的夥伴學校都出席觀

禮。 

張紹鈞感謝教育部技職司補助

3,800 萬元新建類產線的教學環

境，學校也投入 1,270 萬元的配合

款。他也感謝產學合作廠商的支

持，捐贈設備、獎學金，提供業師

指導學生與設備技術的支援，讓半

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成為學生實

作教學環境及特色亮點。 

林啟瑞表示，很高興籌備長達

一年的「半導體封測類產線示範工 

   ▼教育部技職司長楊玉惠（女）親自前來見證，

受到董事長張紹鈞、校長林啟瑞與學生們夾道

歡迎。               （照片╱公關室提供） 

廠」落成啟用，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建置

出全台第一座。將科技廠的產線設備搬進

教室，學生有優質的實作場域學習。 

同時，本校也與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

子學院，共同成立台灣「積體電路封裝測

試能力鑑定」推動中心，做為封裝測試的

證照考試及開設對應培訓課程的訓練基

地。 

 

▼工學院院長呂明峰（右一）解說，貴賓們

專注聆聽。    （照片╱公關室提供） 

  

 

2017年 8月 16日 

半導體封測聯盟成立 
本校 2017年 8月 16日在校長林啟瑞的催

生下，率先產、學界，與 6家國際封測大廠簽

約成立「半導體封裝測試產業聯盟」，校長林

啟瑞希望幫助業界在開發、測試、驗證、設計

及加工成型領域提升動能。 

林啟瑞表示，明新座落新竹縣新豐，臨近

新竹湖口工業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在地擁

有國際封測大廠資源；這次簽約的 6家廠商包

含了封裝測試產業鏈的上下游，估計聯盟廠商

年產值約百億元，約占產業逾 5成，且是學界

與業界合作創舉。 

簽約封測業者有愛德萬測試、力成科技、

矽格、廣化科技、欣銓科技與矽拓科技等封測

大廠。林啟瑞說，產業聯盟未來將技術合作、

聯合研發、實習訓練及結合聯盟資源培育人

才，也規畫與廠商簽約成立「半導體封測中

心」，將帶來豐沛就業機會與研究資源。 



2017年 10月 28日 

三陽與我 
明新三陽‧強強聯手 

本校於 2017 年 10 月 28 日舉辦第

5 1 週年的校慶，以「明新創校半 

世紀‧產業推手五十年」為主軸，揭開 

序幕。 

校長林啟瑞推動治校朝「產業大學」

前進，於校慶大會中與三陽工業董事長

吳清源代表雙方攜手產學合作，簽訂「車

輛結構測試分析產學合作意向書」，三陽

工業同時提供本校該公司的先驅產品

「ex4U 環保電動小車」供師生教學研究

使用，董事長吳清源也加碼捐贈 10萬元

做為校方的弱勢助學金。 

    校長林啟瑞表示，就任以來他以「科 

 技 Technology」與「服務 Service」兩個主

軸，利用結合在地產業的優勢，發展明新

為以產學服務為導向的「產業大學」前進。

他說，坐落新竹工業區的三陽工業，是台

灣第一家橫跨機、汽車製造的國際化企

業，能於校慶時與車輛研發製造的龍頭產

業三陽簽訂合作特具意義。他指出，本次

簽訂車輛結構測試分析及聯合研發外，也

有研發企劃、實習訓練及資源共享等規

劃，並合作設置「車輛結構測試分析中心」。 

▼國瑞汽車與本校產學合作，贈送教學用

車輛。            （照片╱公關室提供） 

 

 

 

三陽工業吳清

源董事長則表示，鄰

近新竹工業區的明

新科大是業界產學

的好夥伴，畢業校友

於三陽工業任職，從

生產、研發、管理及

銷售部門都有，表現

優異。 

吳董事長說，希

望藉由明新科大工

學院各系的教學資

源與研發能量，在車

輛結構測試分析與

聯合研發加強合

作。也提供明新學生

優質的校外實習場

域。 

 

◀三陽工業先驅產

品「ex4U 環保電動小

車」，師生紛紛拿起

手機猛拍。（照片╱

公關室提供） 

2018年 3月 12日 

國瑞贈車 
本校與國瑞汽車公司產學合作人才

培育，2018年 3月 12日辦理捐贈儀式，

國瑞汽車致贈 TOYOTA「ALTIS」汽車 1台，

作為本校相關科系的實務教學與實習研

究使用。贈車儀式由校長林啟瑞與國瑞汽

車室長俞祈全代表雙方出席。 

校長林啟瑞表示，此次贈車是落實本

校與國瑞汽車合作關係，雙方自去年簽定

機電產業人才培訓計畫，以深耕務實致用

教學理念，辦理產學合作，與工學院電機

系等相關科系開辦專班，培訓車輛產業的

機電設備人才。 

國瑞汽車室長俞祈全則表示，明新科

技大學是全國大學端唯一與國瑞汽車辦

理產學合作學校，重視的就是明新科大的

教學資源與研發內容符合業界需求。因

此，除了共同合作人才培訓專班的計外，

也贈送一台最新款車輛，提供教學實務使

用，期待雙方在產學合作、教師赴企業研

習有更多交流。  



2019年 4月 17日 

玩玩智慧科技 
「智慧科技體驗館」揭牌啟用 

本校工學院與新漢公司產學合作，並

在新漢的協助下，於校內設置「智慧科技

體驗館」，於 2019年 4月 17日揭牌啟用。 

本校董事長張紹鈞、校長林啟瑞與工

學院院長呂明峰，及新漢董事長林茂昌、

副總呂俊宏、處長彭晨理等皆出席揭牌儀

式，一同為本校的智慧科技教育展開新頁。 

林啟瑞特別感謝新漢，協助工學院設

置相關研究資訊與應用成果，像是智慧醫

療健康小站、智慧製造戰情室、預知保養

維護等各領域的先進設備。 

他表示，「智慧科技體驗館」從教學的

需求面出發，結合了產學雙方產業新革命

的能量，不只是靜態的展示，每項主題展

品都是課程和教材！ 

新漢董事長林茂昌表示，2年前開始與

明新科大合作培訓智慧校園 80幾位種子教

師，成為具備人工智慧（AI）結合物聯網

（IoT）專業的 AIoT師資。讓各領域的教師，

都能擁有開啟結合數位生活、智慧教學與

應用的鑰匙，引導學生進入智慧產業領域。 

未來，將針對智慧科技場域與設備，

持續培養種子師資、學生，讓物聯網、人

工智慧的基礎教育向下扎根。 

 

▶新竹區第一座大學校園內 i 郵箱在本校

校門口旁啟用。     （照片╱公關室提供） 

 ▼本校成立「智慧科技體驗館」，工學院院長呂明峰（左起）、校長林啟瑞、董事長張紹鈞、

新漢董事長林茂昌等人，一同揭牌啟用。                           （照片╱公關室提供） 

 

 

2018年 6月 12日 

我有 i郵箱 
中華郵政新竹郵局特別與本校合

作，成立新竹區第一座大學校園內的 i

郵箱，提供師生和民眾 24小時自助交寄

及取件功能。 

校長林啟瑞說，在校園內設置 i 郵

箱，除了服務教職員與學生，也提供了 

鄰近地區民眾，更便捷的物流管道。 

啟用儀式由本校校長林啟瑞、學務長

彭政雄，及新竹郵局局長徐志宏等人，共

同剪綵啟用。 

新竹郵局局長徐志宏表示，「i 郵箱」

是一種新型態的寄、取件體驗，整合物流、

金流及資訊流功能，突破郵局以往寄、取

件時間及地點的限制，除提供客戶更便利

的平台及全年無休的服務，也提供一般商

家及網購業者更多選擇的配送通路。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8%AD%E8%8F%AF%E9%83%B5%E6%94%B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83%B5%E5%B1%80


2018年 9月 27日 

國際產學專班 
本校響應政府教育新南向政策，積

極拓展新南向招生版圖，與業界合作培

育新南向人才；107 學年新學期的國際

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吸引了越南及菲律

賓共 440名優秀學子入學，國際處為遠

道而來的國際生，舉辦別開生面的開學

典禮，表達歡迎之意。 

越南台灣事務委員會秘書長阮進

洪、越南同塔省副省長團晉寶等一行

人，代表越南師長前來台灣出席開學典

禮；前越南台商總會長謝明輝及產學專

班合作企業，也出席觀禮。在地學生以

熱舞表演迎新，已在校就讀的越南、菲

律賓學生，也表演當地的民俗歌舞，讓

離鄉來台求學的國際生，在溫馨的氣氛

中展開大學生活。 

校長林啟瑞表示，本校自 106學年

度起，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辦理「國際

學生產學合作專班」，以提供優質教育產

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為主軸，強調「技

術實作」、「在地經驗」、「國際視野」及

「華語溝通」四大特點，吸引 340名越

南學子前來就讀，進入第二年度的 107

學年報名更是踴躍。 

除了國際產學合作專班學生，新學

期校園內也迎來緬甸、菲律賓、越南、

韓國、日本、馬來西亞、蒙古以及烏克

蘭等 80 多名一般國際學生參加開學典

禮，熱鬧的呈現出本校國際招生成果及

邁向國際化的校園氛圍。 

  2018年 8月 31日 

華語文教學中心 
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通過教育部評

鑑，核定為准許境外招生的華語文研習

機構，成為新竹地區首間通過資格的技

職院校，提供外藉人士就近學習華語的

選擇。 

 

◀華語文中心為國際生進行華語教學課

程。            （照片╱公關室提供） 

華語文教學中心主任何延光表示，

通過教育部審核成為大學校院附設華語

文教學中心，除可境外招生，也提供新

竹地區的外藉人士華語學習，可協助有

意前來台灣留學的外國學生，來本校先

上華語文先修班、以及協助提供佐證學

生入學語言資格等事宜。 

校長林啟瑞表示，除教學之外，中

心也會舉辦各式文化體驗活動，輔導證

照考試，與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

會簽訂考試中心契約與策略聯盟。 

 
▲本校國際產專班開學典禮，活潑的菲律賓同學表演精彩熱舞。                                           （照片╱公關室提供） 



邁向國際化校園 
 

 

 

 

   



2019年 4月 17日 

多元民族融合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揭牌 

本校現有原住民學生約 178 位，來

自 11個不同族群，以泰雅族、阿美族、

排灣族居多，因應原民法修法以及獲教

育部經費補助，歷經一年多籌備，成立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並於 2019

年 4月 17日舉行揭牌典禮。本校董事長

張紹鈞說，成立原資中心，落實服務原

民學生外，更致力與部落連結，做好文

化發展與傳承任務，也是善盡大學社會

責任（USR）的一環。 

原民會教文處專門委員洪玲、教育

部綜合司副司長王明源、立法委員高金

素梅、立法委員鄭天財等，及新竹縣長

楊文科與原民處處長雲天寶等貴賓皆一

起到場見證啟用。 

校長林啟瑞表示，明新為一所國際

性多元族群融合的文化特色校園，有將

近千名的國際生，百餘名不同族群的原

住民學生，除了專業培養外，更注重學

生文化尊重、文化學習、文化傳承的涵

養學習，成立原資中心可以整合校內外

資源，開展推動原住民族相關主題的活

動、致力維護與推廣原住民族文化，彰

顯多元文化教育價值。 

本校原資中心，除提供原住民族學

生生活、課業及就業輔導、生涯發展、

民族教育課程與活動，啟發學生對族群

認同、文化學習外，也將結合新竹縣 

  ▼本校成立原資中心，立法委員高金素梅、鄭天財特別前來參加揭牌典禮，勉勵原

民學生發揚與傳承部落文化。                           （照片╱公關室提供） 

 

在地尖石鄉和五峰鄉所擁有的豐富

原住民傳統文化和自然資源，擔任原鄉部

落鏈結的重要橋樑。 

未來將進一步規劃設置「原住民專

班」，增加原住民學生入學率與培育專

業，也提供考照輔導、創業支持、就業協

助，及文創產學合作等面向，讓在高教階

段的原住民學生，可以學到專業知能及暢

通就業管道。 

 2019年 6月 6日 

青年創業與客家文化 

本校多元族群文化中心於 2019 年 6

月 6日，舉辦「青年創業與客家文化的傳

播」學術研討會，校長林啟瑞主持開幕儀

式，新竹縣縣長楊文科也親臨致詞。 

林啟瑞表示，為維持客家文化多元特

色與發展，將客家傳統產業轉變成文 

化產業，配合產業發展策略，鼓勵年輕人

用創新、創意來創業，可帶動客家地區經

濟振興，有助客家文化之發揚。 

縣長楊文科表示，新竹是客家大縣，

致力傳承客家文化，像是客語教學、客家

戲曲還有客家美食等，都是客家無形文化

資產，縣府提供各式資源讓客家青年有發

揮的空間，與明新合作下，讓新竹縣成為

客家文化保留與傳承的「領頭羊」。 



2020年 4月 8日 

校園活化新風貌 

 

 

創新創意溫馨滿校園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 2020年 4月 8

日下午在明明樓 1 樓新改建的智慧長廊

舉辦心創市集，提供學生藉由手作活動來

舒緩學習與生活壓力，經由活動的參與及

分享，讓心靈淨化及開啟品德新視野。校

長林啟瑞、主任秘書陳永忠、學務長彭政

雄等師長出席開幕活動，林校長提醒疫情

期間同學要注意保持身心健康，學習手作

小物從中獲得成就感，也可以疏壓與療

癒。 

New Life New Love心創市集是生輔

組品德教孝月系列活動之一，因應校園防

疫，利用明明樓 1樓智慧長廊的開闊戶外 

空間舉辦，活動開場邀請校內弱勢學生

表演自彈自唱、說故事及團體舞蹈。 

市集請來手作達人擔任講師，教導

學生乾燥花卡片、多肉植栽、樹皮便條

夾等 5 種生活小物製作，其中療癒疏壓

的多肉植物特別受到學生歡迎，在達人

的指導下，同學們發揮創意做出一個個

獨一無二的多肉盆栽，為生活疏壓自我

療癒。當天活動還特別請同學將作品與

師長分享，鼓勵他們去教師辦公室找到

師長，說出感謝或祝福話語，來提升感

恩回饋及情感連結強度。 

▼新建智慧長廊，成為校園舉辦師生活

動的新場域。     （照片╱公關室提供） 

 

 

 

 

    

鴻超樓 1 樓大廳增設明亮活潑的「校園文創中心」，展現師生創新創意與活力。   

管理學院 1 樓設行動咖啡車，由推廣教育中心負責營運，校園飄散咖啡香，校長林啟

瑞擔任一日店長體驗煮咖啡。 

催生旅廚創意系學生實習自營烘培坊，提供新鮮出爐麵包供師生選購。 

服務產業學院立緒樓 1 樓開放空間活化，創造溫馨學習生活風貌。     

與業界合作建置電競館，打造金質教學環境。                （照片╱公關室提供） 

1 

2 3 

4 5 



2019年 12月 31日 

展望未來 
首先感謝張董事長紹鈞、張執董祖

民，及各位董監事，知遇與提拔之恩，啟

瑞有幸能夠加入明新這個大家庭，成為

一員，忝為校長一職。時光任苒，倏忽之

間已歷二年又五個月，感謝董事長與執

董與諸位董事之領導，相互扶持，襄助甚

多，使得校譽蒸蒸日上，在社會、國家、

及國際好評甚多，學校聲望扶搖直上。 

兩年有餘，亮點顯現 

01.本校是科技大學極少數設有華語文中

心的學校，並獲教育部通過及認證。 

02.新設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時尚造型

與設計系（非工程科系，這在當下是不

容易的）。 

03.註冊率連續兩年均衝破 80 個百分點

（提升了近 11個百分點）。 

04.國際產學菁英專班全國排名第一（員

額外加）。 

05.成立原資中心，及 3個原住民專班（員

額外加）。 

06.半導體封裝類產線實習工廠，教育部

補助案 4 千萬元，教育部技職司司長

楊玉惠親臨主持並正式揭牌啟用。 

07.工學院 AI智慧科技體驗區之完成，全

校性智慧大學館興建。 

08.優化技職設備機械系工具機補助 1 千

萬元。 

 

 

 

 

 

 

▶108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公聽會，校長

致詞。              （公關室提供） 

 

 

15.推廣教育中心獲得「TTQS 人才發展

品質管理系統」訓練機構版銀牌。 

16.教育部補助產業學院計畫 288萬元。 

獲獎無數 

17.林永禎老師所率領的團隊獲得 108

年度技職之光。 

18.機械系參加第 23屆 TDK盃全國大專

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包辦遙控

組 1金 1銅， 

19.日本第 12屆國際微機構競賽，榮獲

「障礙物走破無線」第一名及其他 9

項大獎。 

20.妝品學程參加韓國第 14屆韓國國際

美容藝術大賽獲得 10金 1銀。 

21.機械系菲律賓亞當森雙聯學制學生，

參加澳門亞洲機器人競賽，榮獲 2金

2銅。 

22.資管系上海國際發明創新展覽會，榮

獲金牌獎與特別獎。 

23.休閒系觀光部交通局十萬青年獎百

萬創意遊程全國競賽，榮獲特別獎。 

24.旅廚系參加 KWFC 韓國國際餐飲大

賽，榮獲 1金 1銀。 

25.全國大專運動會，跆拳道隊榮獲 2金

1銅。 

26.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熱舞隊榮獲大專

嘻哈團體組第一名。 

27.15 個國家地區國際學生校園國際

化，國際生人數突破千人全國技專院

校第一。 

28.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通過數量全

國私立科大第 2名等等。 

在在顯示明新科大團隊的堅強，戮 

 

09.科技部大產學約 7百萬元，價創計畫

3千萬元（私立科技大學唯一通過）。 

10.高教深根計畫 6千萬元。 

11.教育部獎補助款 9千 1百萬元，成長

幅度全國第一 

12.科技部一般型與產學型計畫數、指導

大專學生計畫數目，學海飛揚計畫，

等都創新高，為私立科大之冠。 

 
最難得的是 

13.打開本校募款先河，企業界及個人贊助本

校治校發展，與弱勢助學金，二年多來共募

的近 7百多萬元（含讀書小書僮 2座），用

以幫助系所、院、師生發展，弱勢助學金，

鼓勵師生甚多。 

14.工學院通過 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 



力齊心，開創先河。 

挑戰與回應 

新的一年 2020年已來臨，少子化的

生員驟減，國際情勢與經濟的劇變，滿

天的黑天鵝與灰犀牛，將會更加嚴峻和

多變；生員的短缺，不可否認的，將會

對本校未來的整體發展和穩定，帶來一

定的衝擊。在充滿各項元素不確定的環

境下，學校定要設定永續生存的發展特

色。 

2020 年，我們的責任將更加重大，

本校是教育部認定技職教育的典範之

一，謹提出三項重點工作，引領學校在

不確定的大環境下，穩定正向發展、創

造特色、獨樹一幟、永續經營。 

一、落實產業大學：入學即就業，畢業

與就業無縫接軌。企業公費獎學金

(Enterprise financed students)，實習津

貼，實習保險金等，與企業談判及對接。 

 鏈結地方產業，擴大結盟廠商。 

 推展業界實習，厚實就業學程。 

 精進專業教室，強過產業環境。 

 產業專題競賽，導向務實升級。 

二、建立 AI教學特色：與趨勢結合，

發展智慧科技與智慧服務。 

 發展智慧機器人。 

 半導體封裝測試特色。 

 智慧商務。 

 健康促進。 

三、數位與智慧化校園建立：活化校

園，創造生機，全時服務、匯集人氣。 

 

 

 

 

▼2017 年 12 月 4 日寮國工商 VITA 經濟

特區總裁蒞校參訪，校長致歡迎詞。 

               （照片╱公關室提供） 

 2020年 06月 16日 

開卷有益‧學無止盡 
讀樂樂眾樂樂  男女書僮相伴閱讀 

本校去年(2019)10月校慶期間，由威邦

工業董事長徐明德捐贈，於圖書館前設立

雕塑名家王秀杞老師銅雕作品「讀書樂」

小書僮塑像，今年 6月 16日再添新成員，

校友恩良企業董事長鄭棟樑加碼捐贈一座

「閱讀」女書僮，代表推廣閱讀與陪伴的

價值。 

揭幕儀式由榮譽董事長張紹鈞、董事

長張祖民、校長林啟瑞、圖書館館長張祖

國，及捐贈者鄭棟樑賢伉儷與親友等人，

共同為銅雕塑像揭幕。董事長張祖民也代

表學校致贈感謝狀表揚校友鄭棟樑的貢

獻。 

校長林啟瑞表示，本校校友已近 12萬 

人，遍及各行各業，是明新潛在的力量。

像白手起家的鄭董事長，事業有成更熱心

公益，歷年來持續捐贈獎學金與捐款累計

近百萬，回饋母校不遺餘力！更感謝鄭董

慷慨解囊出資捐贈「閱讀」女書僮，讓好

事成雙，「讀樂樂、眾樂樂」，鼓勵更多人

加入讀書的行列。 

董事長鄭棟樑表示，因體認到「沒有

讀書就沒有力量，沒有力量就沒有未來」，

在明新工專時期半工半讀，受到師長照顧

及獎學金奧援完成學業，點滴在心。現在

有能力回饋，捐贈女書僮塑像，推廣閱讀

風氣外，也希望兩座書僮倆倆相伴，來傳

達「陪伴」的精神。 

 

 

 招商引資，活絡研發。 

 興學勸募，弱勢助學。 

 美化校景，製造氛圍。 

 數位與智慧化校園建立。 

不變的守護 

新的一年，就是學生、產業進得來

的一年，是建立人工智慧 AI 特色的一

年，也是招商引資，活化校園的一年。

讓學生願意進來與家長放心的優質校

園。建立守護明新的三項指標工作，將

是 2020年重點努力的工作項目。 

最後，僅以感恩的心送走過去，以

虔誠的心把握現在，以祝福的心迎接未

來。祝福全校同仁，新春福滿門，歲歲

平安吉祥，年年如意安康，校運昌隆。 

 

 

 



 校友總會於 2018年 1月 27日，舉辦

3年一次的新任總會長與各地區分會、各

系友會的聯合交接典禮。本校董事長張紹

鈞、校長林啟瑞與各系師長應邀出席觀禮

與祝賀。 

典禮席開百桌，校友齊聚，在千名校

友與賓客見證下，由前任總會長吳烘森交

接給新任總會長楊守杞。 

 AgilePoint公司捐贈價值 5百萬台幣

的「人工智慧數位轉型服務平台」給本

校，該平台被全球 5百大企業、包括台積

電、聯電等公司採用。本校率先引進做為

在人工智慧技術應用的教學使用。 

2020 年 6 月 2 日舉行捐贈儀式，由

校長林啟瑞與 AgilePoint公司台灣區總經

理王冠章代表雙方出席。 

 

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領袖幹部參訪

團，2017 年 9 月 15 日上午在國際處的

安排下前來本校參訪。校長林啟瑞親自

接待參訪團團長陳治光一行 55人，並進

行交流會談。 

校長林啟瑞表示，藉由多元的參訪

互動增進雙方認識與瞭解，進一步能鼓

勵馬來西亞的學子前來本校就讀。 

   半導體設備知名企業欣憶電子團隊

於 2020年 4月 30日前來本校參訪，在研

發處安排下，由校長林啟瑞代表接待，向

欣憶電子董事長朱效鴻介紹本校研發與產

學能量，朱效鴻董事長一行也參訪本校所

建置，全台校園第一座的半導體封測類產

線實作教學場域，對本校豐沛的教學、研

發資源與成果大力肯定。 

 本校與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於 2019年

11 月 7 日，簽署策略聯盟，提供國軍官

兵優質進修管道，於新竹後備指揮部舉行

策略聯盟簽約儀式。 

簽約儀式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指揮

官姜振中中將與本校校長林啟瑞代表雙

方簽署意向，共同合作提供國軍優質進修

管道與課程。 

 本校承辦 2019台灣精密工程研討會

暨漢民科技論文獎，2019 年 11 月 28 日

在竹北喜來登飯店隆重舉行。 

校長林啟瑞擔任大會主席，與大會榮

譽主席工研院機械所所長胡竹生、台灣精

密工程學會創會理事長李家同教授、漢民

科技副董事長許金榮共同出席晚宴，祝賀

年會圓滿成功。 

 

本校與華苓科技產學合作，於 2020

年 7月 1日由校長林啟瑞與華苓科技董

事長梁賓先代表雙方簽署合作意向書。 

華苓科技提供開發的 Lale(啦哩)通

訊軟體平台，提供本校學生就業機會與

創業選擇。希望藉由與華苓科技團隊的

合作，以科技帶動學生創意，協助學生

創意商品化，學習電商產業之相關應用。 

   原資中心 2020 年 5 月 6 日舉辦「學

涯原無疆講座」，邀請校長林啟瑞以「科技

最好的結果必然是文化的延伸」為題演講。 

校長林啟瑞與校內原民學生分享，在

科技進步時代，未來職業變遷的速度將越

來越快，取而代之的是團隊及創新的商業

模式，將人工智慧科技與文化結合，來服

務人類社會。 



 為暢通學生的升學與就業，本校攜手

世界高中，與 HONDA新竹廣陽興業，三

方合作締結產學聯盟，推動升學、人才培

訓及就業互助互惠，並在 2018 年 12 月

20日舉辦簽約儀式。 

由本校校長林啟瑞、世界高中校長蘇

至斌，以及廣陽興業總經理戴昌言，分別

代表三方出席簽約儀式，簽署合作MOU。 

 本校與臺北科技大學於 2018年 7月

25 日，由本校校長林啟瑞，與北科大校

長王錫福代表雙方簽署合作協議，因應秒

速產業趨勢共同合作，建立技職教育人才

培育的新典範。 

兩校將以科研計畫及人才培育的合

作為主，進一步在課程、學分、師生交流、

研究發展等校務工作上的合作。 

 

本校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與創意金

點科技公司產學合作建立策略聯盟，

2018年 11月 23日舉辦簽署儀式。 

本校董事長張紹鈞、校長林啟瑞

等，以及創意金點科技董事長郭朱文、

執行長李錚田等，皆出席典禮。雙方透

過產學合作與交流，辦理培訓課程，及

在教學課程、就業管道等資源互惠合作。 

   本校研發處於 2018年 8月 14日邀集

經濟部工業局所屬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7大工業區、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

苗分署，共同成立「鏈結經濟部與勞動部

產官學聯盟」並簽訂聯盟合作意向書。 

成立的聯盟將結合所屬資源，共同合

作人才培訓、就業媒合等事項，攜手推動

產官學合作、學生實習、資源交流。 

為落實技職教育培養實務人才，本

校與仰德高中、新竹物流，三方共同合

作開設「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2018

年 4月 11日舉行簽約儀式。 

簽約儀式由本校校長林啟瑞、仰德

高中校長劉永平、新竹物流營運長李正

義代表出席簽署合作，共同提供學子就

學、就業雙保障，培養產業實務人才。 

   為拓展學生就業與職涯輔導資源，本

校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合

作，於校內設立賈桃樂學習主題館的第五

座分館，於 2019年 4月 23日由本校校長

林啟瑞、桃竹苗分署長賴家仁代表雙方簽

署分館合作 MOU，藉由雙方的合作，推

動職涯紮根教育，提升求職就業的資源運

用效益。 

 本校與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

所，於 2018年 7月 19日在本校舉行簽署

儀式，由本校校長林啟瑞、工研院機械所

所長胡竹生代表雙方簽署MOU。 

雙方規劃將利用學研合作與契合式

課程，為產業培養人才。本校董事長張紹

鈞也出席儀式，見證雙方開啟產業創新技

術、與培養人才的合作新頁。 

 本校與磐石高中、矽格公司三方產學

合作「半導體培育教學計畫」，於 2018

年 10月 5日在磐石高中舉行「半導體人

才培育專班」計畫簽約及開訓典禮。 

本校校長林啟瑞、磐石高中校長陳方

濟，及矽格總經理郭旭東出席開訓儀式與

簽署合作，將結盟形成產學金三角，共同

培育半導體產業菁英人才。 

 



2020年 6月 20日 

畢業快樂 
與時俱進、掌握機會 

6月鳳凰花開也是畢業的季節，2020

年 6月 20日為 109級畢業生舉辦畢業典

禮。董事長張祖民、校長林啟瑞等師長，

一同祝福與歡送本屆 2 千 8 百多位，包

括日間部、進修部、碩士班，以及國際

雙聯學制的所有畢業生。校友總會長楊

守杞、校友總會顧問團團長鄭棟樑等貴

賓也出席觀禮。 

董事長張祖民代表董事會恭喜畢業

生完成學業，也提到明新創校邁入第 54

年，培養近 12萬校友，有許多的成功人

士，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人脈資源，鼓

勵畢業生加入校友會善用資源。 

校長林啟瑞致詞時代表全體師長祝

福畢業生展翅高飛、鵬程萬里。並舉例

今年因疫情，全球同步經歷巨變與挑

戰，病毒雖改變了一切，但應樂觀期待

「危機就是轉機」，勉勵畢業生善用 AI

科技與跨界應用，掌握機會「與時俱進」

為未來開創無限可能。 

畢業典禮頒發智育獎、群育獎、服

務獎、體育獎與傑出成就獎。配合防疫

畢委會縮小今年典禮規模，但祝福心意

不變，動員人力增加直播，讓無法進場

的畢業生與親友能透過直播觀看參與典

禮。校園內精心佈置供畢業生拍照打卡

的看板景點，大學生涯留下美好的畫面。 
 

 

▲畢業生於「回憶銘心」看板景點前開

心留影。         （照片╱公關室提供） 

 

 

◀2019年畢業典禮的校園巡禮，校長林

啟瑞率師長陪同畢業生繞行校園做最後

巡禮。           （照片╱公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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