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說：明新科大土環系與頂尖國際合作智慧營建人才培育，由明新科大

校長林啟瑞(左二)與頂尖國際董事長石晉方(右二)代表簽署產學合作備

忘錄 

 

明新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為提升學子就業競爭力，5 月 1 日下午與

頂尖國際顧問公司舉行產學合作簽約儀式，並於校內成立 BIM 建模師認證中心。明新

科大校長林啟瑞、頂尖國際董事長石晉方代表雙方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藉由產學合作

成立「BIM 建模師認證中心」，提升 BIM 建模師訓練與認證品質，提供土環系師生、桃

竹苗地區營建人員及社會人士，有關土木建築 BIM 建模師職能培訓課程、及勞動力發

展署核可 iCAP 證書考證場所。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表示，土環系與頂尖國際顧問公司合作，引進業界資源與實務

課程，進行勞動部力發展署授權的 iCAP 職能「建築 BIM 建模師證照」課程，讓土環系

的學生可就近於系上受訓期滿並通過考試後授予證書。學生在校期間就能和產業無縫接

軌，具備 BIM 建模師認證也增加畢業獲企聘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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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特展開幕邀請劉其偉長子劉怡孫、長媳王永元女士、孫女劉思岑，及基金會陳國寬老師等貴賓蒞臨。明新科大人文與設計學院院長劉崇治也於開幕

活動中頒贈感謝狀予提供畫作展出的劉其偉文化藝術基金會。劉其偉文化藝術基金會自民國 100 年起，推廣校園公益巡迴展，讓年輕人透過觀展，感受劉其

偉一生的堅毅精神。 

 

「活到老，頑到老」已故畫家劉其偉是位充滿熱情與冒險精神的不老畫家，身分多樣的他是工程師、作家、畫家、探險家更是文化人類學家，一生充滿

傳奇，曾經歷家族破產、第二次世界大戰、越戰…等人生波瀾，大半輩子都是工程師的他在 38 歲拾起彩筆，自學成為畫家。晚年進入蠻荒部落探險，展開人

類學研究。一生著作無數，提倡生態保育，表現出對自然及人文無盡的愛與關懷，人如其畫，原始率真不造作，畫作廣受歡迎。 

 

主辦的明新科大藝文中心主任呂盈蓉表示，本次展覽採主題式分區展出，有最為人知的「薄暮的呼聲－婆憂鳥」系列作品，象徵對祖母的思念之情；「母

子情深」闡述動物間的互動母愛的流露；「探索情愛」則用畫作闡述性是生命的延續，是自然也是健康的；「野性的呼喚」則是劉其偉晚年創作，呼籲生態保

護及愛護動物的為創作題材。呂主任說，除了畫作，基金會也提供多樣與劉老相關的文物，更深入的介紹畫壇老頑童的傳奇故事。展場也特別擺放一大型婆

憂鳥公仔，造型可愛成為學生拍照打卡熱點，歡迎喜愛劉其偉老師作品的民眾前來免費參觀。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83-maxliu 

 

圖說：明新科大藝文中心劉其偉特展，人設院院長劉崇治(右)頒贈感謝獎予劉其偉長

子劉怡孫先生 

 

圖說：明新科大藝文中心舉辦劉其偉特展，劉其偉孫女劉思岑(左)代表致贈劉其偉老

師畫作一幅予藝文中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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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與矽格公司於 5 月 15 日下午，在校內哈佛講堂舉行「AI 半導體封測合作

意向書簽約」儀式，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矽格事業群總經理郭旭東代表雙方出席簽署合作，

也宣布雙方結合智慧製造與半導體封測的「AI 半導體封測」產學合作已漸有突破，並合作開

辦相關課程培訓半導體產業的 AI 人才。 

 

矽格於去年與磐石高中、明新科大共同開辦半導體人才培育班，人才孕育向下扎根，同

時也在半導體封測技術上與明新科大一同合作。矽格總經理葉燦鍊特別指示 2019 年公司必

須持續提升工廠自動化能力，包含機台遠端監控系統、晶片自動光學文字辨識(OCR)系統、

機台品質預先警示系統及 AI 異常比對系統，積極配合客戶新產品及新技術之工程認證，以

迎應客戶的出貨需求。 

 

此等 AI 技術的衍生應用，還可以擴展至 IC 封裝產線與生產數據有效管理與分析。有鑑於

此，矽格郭總經理鼓勵員工們也學 AI 相關課程，以提升員工 AI 的專業能力，並期許能與產

線鏈結。因此邀請明新科大工學院 AI 團隊，支援 AI 課程，從基礎 AI 程式撰寫至中高階程

式結合產線應用，讓雙方互惠成長，也真實地回應政府推動 AI 產業化，一個具體顯著的成

果。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85-aiic 

 

圖說：明新科大與矽格產學合作 AI 半導體封測，由明新校長林啟

瑞(右)、矽格事業群總經理郭旭東代表雙方簽署合作意向書 

 

 

 

 

圖說：明新科大@house 實習烘焙坊開幕，提供烘焙課程學

生製作與經營教學場所 

 

明新科技大學旅館系 5 月 21 日上午舉行「@house 實習烘焙坊」的開幕活動，明新科大董

事長張紹鈞、校長林啟瑞等校內師長出席幫實習麵包店揭幕，將可提供旅館系烘焙課程學生，學

習烘焙製作與經營教學的場所。 

 

明新科大旅館系系主任張博能表示，系上安排烘焙選修課程的學生試賣產品進行近 7 個月時

間，主要客源是校內老師，因有學校掛保證，全程監督供應安心食品，不僅師生或校友，還有附

近民眾慕名而來購買，為提供學生完整的經營管理學習場地，在校內設置「@house 實習烘焙坊」

的實體店面，5 月 21 日正式開張。 

 

烘焙課程的指導老師廖利凱，為明新科大旅館系聘任的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本身在烘

焙領域已有 9 年多的經驗，廖老師表示，烘焙課程為系上的選修課，其中有對烘焙有興趣、或未

來想從事烘焙師、開店的學生中，加入實習烘焙坊的運作，半年前從校內試賣開始，主要對象是

校內老師，現在經營出口碑，有接單提供校內研討會餐點。廖老師說，學生已有設計 40 種品項，

輪流生產，最受歡迎的是香蒜麵包、還有裸麥製作的鄉村農夫麵包這兩種。廖老師說，營業時間

新開幕試賣第一個禮拜是每週二到週五的下午 2 點到 6 點，下週開始正式營運時間為每週二到週

五的上午 10 點到下午 6 點。 

 

108 學年起，明新科大原旅館事業管理系將改系名為「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學生的實習

烘焙坊未來可提供更多對烘焙廚藝有興趣的學生學習操作環境，校內師生教職員能夠購買到安全

又健康的麵包，學生可以有實際製作以及開店經營管理的實習機會。也希望在全校師生、社區的

支持下營運能上軌道，未來食材的採購也將朝採用在地特色食材，來發展出具新竹在地特色的產

品。 

 

圖說：明新科大@house 實習烘焙坊開幕，董事長張紹鈞(左

三)、校長林啟瑞(左一)等人出席幫實習烘焙坊揭幕 

  

 
明新科大辦理 AI 半導體封測人才培訓 
與矽格產學合作半導體封測服務智慧化 

報導時間：2019/05/15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產 學 合 作 

 
明新科大實習烘焙坊開幕 
學生烘焙製作與經營教學場所 

報導時間：2019/05/21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實 習 商 店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85-aiic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85-aiic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790-bread


   

明新新聞電子版 2019 年 05 月號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行政單位新任主管接任，其中服務產業學院院長兼服務產業暨管理研究所所長廖美瑩教授表示，接

下服務產業學院院長重任，未來將配合校務發展，推動智慧樂齡服務產業，此外也將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培養「學用合一」

的「跨領域智慧服務與健康促進專業人才」為目標。廖院長提到，未來學院必朝著系所整合及跨領域的結合邁進，具體的落實會從

課程、活動、專題、研究及產學各種面相同時進行，系所師生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及以增加與其他學院的師生交流合作機會，無

論研究或產學都會有更突出及創新的表現，期許未來服務產業學院能成為一流的產業學院。 

 

兩岸教育與交流中心主任黎正評副教授表示，持續加強與大陸學校、業界在文化、教育上的交流與學習研究，做好與大陸教育

校流的溝通聯繫橋樑外，致力增加與大陸地區學校的學術交流、研究數量，做好來訪團體、教師接待、來台學生生活照顧與服務管

理等事務，暢通大陸姐妹校交流，提升大陸來台短期研修交流學生人次，以及積極參與「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

招生工作，並行提升來校陸生質與量。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代理主任林杏表示，原資中心在 4 月 17 日正式揭牌運作，校內現有原住民學生約 178 位，來自 11 個

不同族群，以泰雅族、阿美族、排灣族佔居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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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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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職務 姓名 生效日期 

研究發展處 

產學及技術移轉中心 
主任 陳炳茂 108/4/1 

校務研究辦公室 行政教師 林鴻銘 108/4/1 

服務產業學院 院長 廖美瑩 108/5/1 

服務產業學院 

服務產業暨管理研究所 
所長 廖美瑩 108/5/1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兩岸教育與交流中心 
主任 黎正評 108/5/1 

學生事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代理主任 林杏 108/5/15 

研究發展處 

研究與技術推動中心 
主任 陳建志 108/5/16 

 

 

 

 

校友檔案 

許正良【電子科(83)】國立台南大學電機系系主任 

 

許正良學長是本校電子科畢業校友，攻讀至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博士學位，工作經歷為

台積電產品工程師、工研院材料所副研究員、明志科大電子系助理教授，現職為國立台南大

學電機系教授，並擔任系主任。 

 

許正良學長累計 SCI 期刊發表 105 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連續通過 15 件(累積近 1700

萬元)，個人實驗室培育碩班約 30 人，分別工作於聯電、奇景光電、瑞昱、聯發科、台電、台

灣應材、日本三井化學研究所…等公司。 

 

正良學長表示，於明新電子科畢業至今，能有些許成就，非常感謝明新科大的栽培，尤

其是當時電子科的師長們，吳明瑞導師與陳在泩老師等的提攜與照顧，點滴感恩在心頭。誠

摯推薦明新電子系，讚！ 

 

圖說：許正良校友(圖左)，明新電子科(83 年畢)，現職為國立台

南大學電機系系主任，SCI 發表量破百。許學長感謝明新電子科

紮實的培育，誠摯推薦明新電子系，讚！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行政單位新任主管 報導時間：2019/05/28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新 任 主 管 

 
電子科校友許正良任大學教授 SCI 發表量破百 明 星 校 友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4-44/794-new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