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啓瑞校長日前接受《科技生活雜誌》專訪，暢談治校理念提出建

構「產業科技大學」、「學校永續發展之推動策略」及「學海 HEAD 

HUNTER」計畫，完整詳細敘述並且有步驟地推動執行。摘要如下： 

一、建構「產業科技大學」 

以「產業大學」為辦學理念， 將「智慧科技」與「智慧服務」訂為

兩大主軸發展，教學符合社會潮流與產業趨勢，與產業界密切合作簽訂

產學，打造「產業科技大學城」培育人才。 

二、「學校永續發展之推動策略」 

林校長提出永續發展之四大工作方向「留才」、「招生」、「產學研發」、

「就業工作」及五項執行策略包含「開放大學國際融合」、「研究與產學

並重」、「教學與課程遠距教學」、「實習與就業」、「環境與友善校園」，並

列舉 21 項具體做法，讓全校在明確的指導下，建立共信共識，永續發

展。 

三、「學海 HEAD HUNTER」計畫 

本計畫中 HEAD HUNTER 中文譯為「獵人頭」，意指專門為企業物

色人才。也就是學校建立「圓夢平台」整合資訊窗口，透過產業端(政府

部門、企業及海外端)的需求、由學校內行政與教學體系，培養訓練及媒

合符合之人才為產業端所用。 

 

 

 

 

 

 

明新科技大學為有效整合及推動學界與業界資源充分利用，與國立空中大學建立教學策略聯盟，並於

4 月 15 日上午在國立空中大學會議廳舉行策略聯盟合作簽署儀式，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空中大學校長

陳松柏代表雙方簽署備忘錄，明新科大將結合空大資源運用，共同建立數位教材、遠距課程教學推動等事

項，雙方將加強後續在數位教學課程及資訊交流等資源互惠合作，讓雙方優質特色完美融合共創佳績。 

 

空中大學校長陳松柏表示，國立空中大學是國內第一所採用視聽傳播媒體教學的大學，以終身學習之

精神配合時代變遷需求，採多元傳播媒體實施全時、開放、永續成人進修及繼續教育，來培育重視生活與

文化素質，具備責任與專業素養的現代公民。空大現在全國各地有 13 個學習指導中心及 40 個面授點，

提供各地學員就近學習的方便性，是國內的數位典範大學。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表示，明新科大致力推廣教育，與空大理念不謀而合，雙方合作將有更多元的數

位課程嘉惠兩校學生。林校長表示，與空大將從 80 學分班、二技學分班、禮儀師學分班的遠距教學進行

初步合作，建立數位「新空」學程，將課程透過空大專業的遠距設備進行完善的教案建置，透過遠距教學

的方式，讓更多的偏遠地區需要進修的民眾能在工作之餘，更便利的進修課程，學有所得，並進一步在明

新科大建立空大管理研究所的教學點來推廣相關課程，兩校結盟發揮彼此資源特色，使雙方教學資源運用

達到最大化。(資料、照片提供/推廣教育中心) 

 

圖說：明新科大與空中大學策略聯盟推廣遠距教學，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左)與空中大學校長陳松柏代

表雙方簽署備忘錄 

 

明新新聞 

 電 子 版  
MUST NEWS 

 
明新科大與國立空大策略聯盟 
合作數位「新空」學程推廣遠距教學 

報導時間：2019/04/15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策 略 聯 盟 

發行日期：2019/05/01  發行人：林啟瑞校長  彙編：明新小編 

2019 年            月號 04 

 
校長林啟瑞接受《科技生活雜誌》專訪，暢談治校理念 治 校 理 念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69-digito


   

明新新聞電子版 2019 年 04 月號 

 

 

 

 

 

 

圖說：明新科大化妝品學程同學黃新倫(右起)、梁嘉芳、邱宸妤、

鄭皖云，在老師彭茗榆、夏一民指導下，參加韓國第 14 屆國際

美容藝術大賽大放異彩獲得金牌獎 

 

新竹明新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學程與世界高中時尚造型科師生聯手，參加 4 月 6 日在韓

國首爾的第 14 屆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傳回捷報，在兩校的 6 位選手合作下，一舉抱回 12

面金牌及 2 面銀牌，其中還有 3 位是「三冠王」，都各奪得三面金獎實力驚人！韓國 IBEAC 國

際美容藝術大賽為韓國 IFBC 國際美容家聯合會主辦的國際性賽事，有來自韓國、日本、中國、

美國、加拿大、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及台灣等地的美容美髮選手同場競技，比賽分為美髮

類、半永久化妝類、彩妝類、睫毛類、皮膚類、健康類、美甲類、除毛類、紋身類與整體造型

類，是亞洲最高規格的專業國際美容賽事。 

 

帶隊參賽的明新科大化妝品學程主任夏一民表示，學程的鄭皖云、邱宸妤、黃新倫、梁嘉

芳同學由彭茗榆老師卯足全力培訓投入集訓，在去年鄭皖云與邱宸妤參加該賽事的靜態作品比

賽獲得金牌，今年更上一層樓報名挑戰動態整體造型的賽事，分為舞台妝、新娘妝與夢幻妝三

項，鄭皖云、邱宸妤、黃新倫三位同學發揮練習成果，於比賽現場熟稔的發揮技巧、實力加上

創意，在舞台妝、新娘妝與夢幻妝三項中都獲得金牌成為三冠王。 

 

世界高中校長蘇至斌表示，這次很高興能與明新科大合作，讓世界高中同學們可以走上國

際舞台展現才華、拓展國際視野。蘇至斌校長也提到，世界高中這幾年致力於與產業及科大鏈

結，以這次獲獎的時尚造型科為例，與曼都國際集團的合作就在這次比賽展現成績，高二的洪

莉文同學就是在業師協同教學的課程中，精進自己的冷燙技術，再透過不斷練習後在這次比賽

中奪下金牌。而另一位獲獎的陳偉茹同學，在學期間便成立美睫社團，她本次 IBEAC 大賽選擇

報名創意美睫與手工紋繡兩個項目，也獲得兩面金牌與一面銀牌。這次兩校合作一起在國際舞

台上嶄露頭角，師生們感到相當驕傲振奮。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則表示，明新的妝品學程成立以來，就不遺餘力地推動國際化，除了

參加國際大賽屢獲大獎外，妝品學程年初也和東泰高中合聘韓籍專業教師強化師資，也選送學

生赴韓國實習或研習，提供學生與世界接軌的學習資源。明新科大也樂於與周邊學校共享教育

資源，如同本次與世界高中聯手合作培訓選手參加國際性賽事，並獲得卓越佳績，是兩校師生

合作的成功典範，更是對兩校學生專業技能的肯定。(資料、照片提供/妝品學程) 

 

圖說：韓國第 14 屆國際美容藝術大賽，明新科大化妝品學程鄭

皖云(左一)、邱宸妤(左二)、黃新倫(右二)，勇奪三冠王各獲得三

面金牌，梁嘉芳(右一)也獲得一金一銀 

 

 

 

 

 

圖說：明新科大成立原資中心，立法委員高金素梅、鄭
天財等，以及新竹縣縣長楊文科等貴賓，到場參加揭牌
典禮 

 

明新科技大學現有原住民學生約 178 位，來自 11 個不同族群，以泰雅族、阿美族、排灣族佔居多，

因應原民法修法以及獲教育部經費補助，經一年多籌備，正式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

原資中心)，並於 4 月 17 日上午舉行揭牌典禮，現場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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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新竹縣縣長楊文科與原民處處長雲天寶、地

方鄉長、原民議員、鄉代表等貴賓，同明新科大董事長張紹鈞、執行董事張祖民、校長林啟瑞等校內各

單位主管一起到場見證啟用，立法委員孔文吉、林為洲也派代表前來觀禮，共同期許明新科大原資中心

成為新竹縣原民教育、就業與文化傳承的基地。 

 

明新科大原資中心的標誌將校徽放置中心象徵太陽，周邊圍繞自然萬物代表傳統文化的守護保存與延

續，期許帶給所有族群力量和溫暖之意。該標誌圖案是就讀進修部應外系大四的排灣族同學葉王翎所設

計，其中 5 座帶有圖騰的小山，代表台灣的中央、玉山、雪山、阿里山跟海岸五大山脈，象徵原住民族

群與自然的共存關係，兩旁的飛鳥表現原住民熱愛奔放、自由、優游豁達的天性。 

 

明新科大原資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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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所學給部落族人與社會。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0-apc 

  

 
明新科大與世界高中聯合培訓選手 
赴韓國際美容藝術加大賽奪冠獲佳績 

報導時間：2019/04/08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競 賽 成 果 

 
明新科大原資中心揭牌 
打造原民文化傳承基地 

報導時間：2019/04/17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文 化 傳 承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0-apc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67-ibeac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0-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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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特別感謝新漢，協助工學院順利設立「智慧科技體驗館」，陳設校內相關研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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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林校

長表示，明新以「產業大學」為定位，掌握產業趨勢以「智慧科技」、「智慧服務」為教學主軸，日前也成

立「智慧學研中心」做為新竹縣府「國際 AI 智慧園區」的智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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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智慧科技應

用的整合式展覽，帶動參觀師生對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技術與應用的興趣，從實用、活潑、有趣的

學習中，來翻轉傳統教學的單一樣態。 

 

新漢董事長林茂昌表示，工業 4.0 的產業潮流帶來生產變革，新漢也從工業電腦硬體供應商，轉為工

業 4.0 整體解決方案提供者，去年啟用的華亞智慧工廠完整結合 IT(資訊技術)、CT(通訊技術)、OT(運營技

術)，就是新漢工業 4.0 整體解決方案的具體呈現。2 年前開始與明新科大合作培訓智慧校園的種子教師，

由新漢提供教材和業師，培訓校內各院系 80 幾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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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學與應用的一把智慧鑰匙，進而建構出新穎

的智慧教學模式來引導學生進入智慧產業領域。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2-alot 

 

圖說：明新科大成立「智慧科技體驗館」，董事長張

紹鈞(左三)、校長林啟瑞(左二)、工學院院長呂明峰

(左一)，及新漢董事長林茂昌(右三)、副總呂俊宏(右

二)、處長彭晨理(右一)共同為體驗館揭牌 

 

 

 

 

 

圖說：明新科大資管系王勝石教授(中)，參加 2019 上海
國際發明創新展覽會榮獲金牌，也獲外國發明基金會青
睞頒發沙烏地阿拉伯特別獎 

 

明新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王勝石教授日前參加 2019 上海國際發明創新展覽會，以「整合停車與離場

之停車場導引系統」榮獲金牌獎與特別獎，充分展現明新科大師生的研發能力與教學成果。 

 

獲獎的王勝石教授表示，「整合停車與離場之停車場導引系統」，是以設計一完整的停車與引導資訊系

統的智慧停車場解決方案概念，應用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技術，來解決停車場業者的需求。王教授

所帶領的「寬頻暨行動無線網路實驗室」研究團隊已於五年前即開始投入智慧停車場整合管理系統的研

發，王教授說，該系統的設計重點在於定位方法與導引策略，因此，他設計利用場域設備及無線通訊技術

完成車輛定位，並使用最短路徑且最少轉彎次數的演算法，提供駕駛人必要的導引資訊，駕駛人只須依照

系統提示的導引資訊，便可抵達停車位或最佳出口，有效減少駕駛人尋找停車空位與繞路離場的時間和油

耗。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3-alotpark 

 

 

 

 

圖說：土木科校友建祥營建集團董事長蔡子昭(中)提供工
讀、就業機會予母校畢業學子，關心母校發展與熱心校友
事務 

 

校友檔案 

蔡子昭【土木科(68)】建祥營建集團董事長 

 

建祥營建集團董事長蔡子昭，民國 68 年畢業於明新工專土木科，畢業後即服務於國內知名建國工

程公司，至 83 年時繼承父業並發揚光大，將建祥營建集團打造成全台工程業界知名的資深營建團隊。

蔡董事長除了擔任建祥營建集團董事長一職外，亦擔任新竹(縣)市政府顧問、新竹學租財團董事、新竹

北區扶輪社 PP、建國工程董事、建輝文教董事長等多項要職。 

 

40 年來蔡董事長深耕於營建業，本著實在耕耘的經營理念，歷經數次營建業起伏與蕭條，公司仍然

屹立不搖，建立出老字號營造公司好口碑。在公共工程實蹟包括五股工商展示中心、大溪橋、林口高鐵

隧道、新竹市龍騰大樓、三民國小、載熙國小、光華國中，及北市救災總隊大樓等公共工程，公司團隊

的誠懇、用心和努力，皆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肯定和表揚。 

 

蔡董事長時常對外說明他是明新土木人，受到明新師長教誨，為了感念母校栽培，過去即提供許多

工讀、就業機會予本校畢業學子。去年 4 月響應贊助土環系籌設「創新建築安全履歷館」，日前並捐款

2 萬元做為弱勢助學金。也從業界實務建議母系開設工程品質管理、施工安全、工地主任相關實務課程，

增加學弟妹工程實務經驗。蔡董事長也承諾未來將提供更多工程參訪、校外實習及就業機會予在校學弟

妹們，用以回饋母校的栽培。 

 

 
2019 上海國際發明創新博覽會 
明新科大資管系智慧停車系統獲金牌獎 

報導時間：2019/04/23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創 新 應 用 

 
明新科大「智慧科技體驗館」揭牌啟用 
與新漢合作展開智慧科技教育新頁 

報導時間：2019/04/18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智 慧 科 技 

 堅持穩健永續經營，深耕營造產業 40 年 明 星 校 友 

想知道更多資訊嗎？快掃 QR Code 加入明新 facebook！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2-alot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3-alotpark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3-alotpark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72-al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