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說：本校駐點桃園幼獅工業區設置「產業輔導諮詢中心」，
校長林啟瑞(右四)同其他貴賓出席為中心揭牌啟用 

圖說：本校於桃園幼獅工業區設置「產業輔導諮詢中心」，
將提供「研究開發」、「經營管理」、「技術改善」、「人才培訓」
及「節約能源」五大加值服務 

提升產業輔導服務的質與量，本校特別與桃園幼獅工業區服務中心合作，於園區內駐點設置「產

業輔導諮詢中心」，並於 6 月 28 日下午於園區內舉行揭牌儀式。由校長林啟瑞與校友總會總會長楊

守杞、勞動部桃竹苗分署長賴家仁、桃園市經發局副局長黃穗鵬、楊梅區區長羅國裕、幼獅工業區服

務中心主任傅治平，以及桃園市幼獅產業協進會理事長羅孝威等貴賓為「產業輔導諮詢中心」揭牌。

工學院院長呂明峰、管理學院院長杜鳳棋、研發長張榮正、校務研究室主任張盛鴻、國際處副國際長

戴清良、校長特助王國平等校內主管也親臨揭牌儀式。 

 

校長林啟瑞於揭牌致詞時表示，明新以地利與研發能量等優勢，成為桃園幼獅工業區之合作夥

伴，近二年以「優化工業區高效率的加值服務」計畫，專案輔導工業區內廠商達到 75 家次，與區內

廠商保有緊密的互動與合作。透過輔導桃園幼獅工業區計畫的鏈結，除協助經濟部工業局持續推動工

業區精進發展計畫外，更規劃以智能服務及人力培訓為方法，開啟工業區轉型為智慧化產業園區為目

的。 

 

研發處表示，做為桃園幼獅工業區人力培育合作的主力學界資源，為提升服務的質與量，研發處

特別在幼獅工業區內定點設置「產業輔導諮詢中心」，「產業輔導諮詢中心」正式揭牌運作，讓明新優

秀教師能扎根於幼獅工業區內，定期、定點輔導工業區內的廠商，以「研究開發」、「經營管理」、「技

術改善」、「人才培訓」及「節約能源」等五大項目提供加值的服務，並進一步協助工業區內廠商升級

轉型並促進工業區整體發展，以明新充沛的研發能量與豐富的教學資源，導入 AI 資源，協助工業區

內廠商掌握 AI 發展技術，轉型為智慧化生產。 

 

當天上午也有一場「AI 科技與 AI 智慧工廠國際論壇」，邀集產官學研各界參與，透過論壇交流

分享 AI 科技與 AI 智慧工廠的技術與應用。校長林啟瑞也於論壇中，以「成功且適當地開發人工智慧

的應用」為題專題演講，分享時代變革下，人工智慧科技所帶來的挑戰與應用，並以明新為例，說明

AI 潮流下的創新課程與創新產學合作之實例，與業界分享明新科大的 AI 技術教學資源與研發計畫。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820-youth 

 

 

 

 

 

因應台灣社會高齡化的發展趨勢，產生新型態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模式，本校特別整合校

內科系，與桃園國軍總醫院針對高齡產業的領域，在人才培育與技術應用等方面產學合作，雙方

並於 7 月 16 日上午，於校內哈佛講堂舉行合作意向書簽約儀式，由本校校長林啟瑞博士與桃園

國軍總醫院院長林志穎將軍，代表雙方出席簽約儀式共同簽署合作。 

 

校長林啟瑞表示，明新與桃園國軍總醫院的跨產業首度合作，由服務產業學院整合院系資源，

像是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的專業訓練課程，可與國軍醫院的老人照護服務實務相結合，提供明新

學子實習機會。醫療關懷品質方面，雙方更可結合幼兒保育系專長與幼兒醫護，共同研究幼兒教

育、特殊發展與早期療育等領域；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提供星級旅館暖服務特色，並結合廚藝

創意提升醫院餐食整體視覺印象，讓營養餐更具色香味；休閒服務管理系將提供院方休閒進康促

進硬體與活動規劃，提升院方工作與醫療場域溫暖氛圍，強化身心靈祥和康健。 

 

桃園國軍總醫院表示，面對人口高齡化之議題，對於老人長照服務所需要之照顧服務人員之

專業人才培訓，明新科大服務產業學院有由幼到老的教學資源，醫院方面則可以提供學生校外教

學參訪或教師赴院研習、學生實習、教師專題研究、支援專業課程授課與協同教學、辦理學術研

討會活動、規劃照護產業體驗短期課程實施與發展等活動。 

 

服務產業學院表示，本次雙方的跨產業合作，將由服務產業學院主導，跨域整合校內工學院、

管理學院的教學師資與設備，特別針對醫院資訊科技應用，像是人工智慧判讀、檢測；藥品檢驗、

病理顯影等技術進行研發合作，以精進提升醫療技術品質。另外，也會結合推廣教育中心與院方

開辦醫技、長照等相關進修課程。廖院長表示，藉由本次的簽約合作，提升雙方共同學習與成長

之互動機會，也希望未來雙方可有更進一步的合作及研發成果。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874-hospital  

 
圖說：本校服務產業學院整合院系資源，與桃園國軍總醫院跨
產業合作，由校長林啟瑞(右)與桃園國軍總醫院院長林志穎代
表雙方簽署意向書 

圖說：本校服務產業學院整合院系資源，與桃園國軍總醫院跨
產業合作人才培訓與醫療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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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配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維持學務(含校安)人力，委託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承辦，於 7/22~8/2、8/12~8/23 辦理兩梯

次為期四週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課程，並於 7 月 22 日上午在校內鴻超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開訓典禮。 

 

校長林啟瑞以東道主的身份親自出席開訓典禮，代表該校師生歡迎來自全國各地參訓人員蒞臨，林校長表示，很榮幸擔任培訓活動的承辦單位，希望兩

梯次共 300 名參訓的各校精英，都能從豐富多樣的課程學有所穫，進而學以致用，提升學務與校安相關的工作專業知識與能力。 

 

教育部學生事務特殊教育司司長鄭乃文也親臨主持開訓典禮，除代表教育部向參訓人員宣導教育部重大教育政策外，還與眾人分享友善校園的核心理

念，正可作為進入培訓的第一門課。鄭司長表示，教育部舉辦儲備校安人員培訓課程，課程時數有 70 小時，內容分專業知能、校安實務課程、體能訓練及

其他四大類，希望透過培訓課程，合格的人員可提供學校作為聘用之人才庫，以執行各項學務工作及校園安全業務，達成精進學務工作與維護校園安全之目

的。 

 

每梯次為期 10 天的培訓課程邀請各高中校院資深的校長、主任分享校園安全事件處理、特殊需求學生危機管理、基本輔導諮商技巧，其中還包含最近

備受重視的兩性議題、網路霸凌等各類豐富的課程。此外，為培訓合格的專業學務人員，課程也涵蓋體能測驗、分組座談、學術科測驗等，課程豐富而充實，

讓參與參訓人員獲得實質的業務經驗。而承辦的明新科大有別於以往辦理培訓課程模式，特別邀請五星級飯店團膳團隊進駐學校，為學員料理營養健康的餐

食，並安排於結訓當天舉辦慶生餐會，增添學員間的互動交流，讓參訓學員留下深刻的印象。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課程於結束舉辦考評，由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編組鑑測小組 3 至 5 人，實施體能、學

科與術科測驗，全項成績合格者，由教育部頒發結業合格證明，列入學務(含校安)儲備人才庫。 

 

延伸閱讀：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3948572  

 
圖說：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在明新科大辦理，透
過課程培訓合格人員，充實校安學輔人才庫 

 
圖說：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在明新科大辦理兩梯
次為期四週的課程 

 

 
圖說：本校幼兒保育系與師培中心承辦經營新竹縣政府於
新豐國新開辦的新豐非營利幼兒園，新學年正式開園 

新竹縣今年在新豐國中新開辦的新豐非營利幼兒園，委託本校幼兒保育系與師培中心經營，於 8

月 1 日開學，招收 2 班、60 名 3 歲到 6 歲的學齡前幼兒，已在 7 月 6 日新豐國中舉辦 108 學年第一

屆新生家長座談會。 

 

新豐非營利幼兒園辦理宗旨，以關懷為基礎，以專業為目標，以協力為方法。提供幼兒家長優質、

平價及友善之教保服務環境。以「愛。健康、生活、學習」為方向，透過「學習區」的環境，讓孩子

能自由探索發展天賦，並且透過「小方案」的統整課程走出戶外，讓生活與學習結合。此外，每天會

安排 30 分鐘以上出汗性大肌肉活動，並且提供健康的餐點。。 

 

幼兒園辦理的兩班取名「陽光」班、「小雨」班，平日的教保服務時間為 8:00-17:00，最早 7:30

可入園，最晚可延托至 19:00(延托費用另計)。平均每月僅收 3500 元、中低收入戶免費、家中第三名

以上子女 2500 元，其餘由政府補助。 

 

延伸閱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8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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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承辦教育部高中以上學務儲備人員培訓 
充實學務輔導與校安人才庫 

報導時間：2019/07/22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教 育 訓 練 

 
新豐非營利幼兒園 8 月 1 日開學 
明新幼保系與師培中心迎新生 

報導時間：2019/07/31 

報導來源：機構官網 
系 所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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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科研高教部訪明新科大 
與 2+i 專班印尼學生座談 

報導時間：2019/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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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服務產業學院於新的 108 學年度開始，特別聘請本名陳永津的型男主廚陳鴻，擔任

服務產業學院創意執行長。陳鴻將由該校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主聘，借重他「多元跨域整

合」規劃及「服務創新營運」優化的實務教學理念，配合社會潮流，將精湛的烹調技藝與時

尚創意結合，培育餐飲界具備樂齡健康促進與康養膳食創新開發的新一代創新人才，引領出

服務產業學院更多元的務實創新思維。 

 

即將走馬上任成為明新科大創意執行長的陳鴻，也是明新科大工專時期的校友，他民國

77 年畢業於機械科，因對廚藝有熱情、風格親切，加上大師級好手藝，而斜槓到廚藝界成為

婆媽界最受歡迎的型男主廚。 

 

明新科大服務產業學院表示，陳鴻近年來活躍於星馬與中國大陸等地區，在新加坡主持

的電視美食節目「食不可擋」，創下當地收視率紀錄。他也關注公益議題，近年積極投入社會

公益，連續多年擔任台灣「漸凍人協會」關懷大使。明新科大服務產業學院因為校友陳鴻形

象清新以及專業符合院系發展需求，為借重他的專才，特別從 108 新學年 8 月 1 日開始，延

攬陳鴻擔任學院的創意執行長。 

 

陳鴻創意執行長不僅是一位專業的美食家，也是第一位型男美廚的形象創造者，充分結合廚

藝專業與時尚創意的新美食觀點。明新科大服務產業學院團隊在陳鴻創意執行長的加入後，

將提升學生跨領域學習多元專業，以及服務創新能力，一起為傳統的服務產業注入新思維的

教學生力軍。 

 

延伸閱讀：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61235  

 
圖說：本名陳永津的型男主廚陳鴻圖左)，將擔任明新科大服務產業
學院創意執行長，校長林啟瑞(右)頒發聘書歡迎陳鴻加入 

 
圖說：服務產業學院 108 學年度開始，特別聘請也是校友的型男主
廚陳鴻(左 2)擔任創意執行長，將借重其專才培育餐飲界新一代創新
人才 

 

 
圖說：教育部、印尼科研高教部貴賓參訪本校，校長林啟瑞
(前排中)親自接待，並安排與校內印尼國際專班學生座談 

教育部與印尼科研高等教育部洽談技職 2+i 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為瞭解計畫執行情形，由印尼

科研高教部長資深顧問 Hari 博士率領印尼國立技職校院協會主席 Imbang 博士，於 7 月 19 日至本

校參訪，並與校內 2019 年春季班的印尼二技(2+i)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

座談，也並參訪該校產學合作夥伴「頂尖國際顧問有限公司」與在該廠工讀之專班學生晤談。 

 

校長林啟瑞代表學校於座談會中歡迎訪賓，並說明國際專班現況及未來規劃。國際處表示，「印

尼 2+i 技職產學合作專班」是台灣與印尼官方在技職教育合作的新模式，由印尼科研高教部選送成

績優良的技職學院畢業生來台就讀。明新與其他三所學校試辦首批專班，已有 21 名學生於學期初進

入明新就讀。 
 

延伸閱讀：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52649  

  

校友檔案  

易健立【化工科(69 畢)】 達器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畢業於五專時期化工科的校友易健立，在畢業 36 年後應校友中心之邀回到母校演講，向學弟妹

分享自己的創辦品牌堅持夢想的歷程，為了要重溫學生時期的感受，他還專程以坐火車的方式回到

新豐，從新豐火車站下車，一路走回學校，已不見記譩中的磚廠、路邊比人還高的草…，而是現今車

水馬龍繁榮景象的風崗，感到非常開心！ 

 

易校友畢業後就從事室內景觀設計，50 歲時創立「FUNCUS」公司品牌，花了 7 年的時間才磨

出 1 件是燈具也是家飾設計品的恐龍燈，並於今年 5 月正式量產上市，受到消費市場注目。易校友

表示，從研發、開模到量產的歷程，過程中被 70 家公司拒絕也不放棄的高昂鬥志，終於贏得創元工

業陳星元負責人、三大產品設計公司董正勇總監的全力支持，終於讓第 1 件商品「恐龍燈」得以開

發、募資進而量產。 

 

校友易健立回校分享創業歷程與奮鬥精神，感動與激勵了參與演講的學弟妹們，也讓他們踴躍

詢問創業細節，相信易校友的創業精神已在校內播下種子，讓每個明新人都能成為堅持夢想的創業

家。 

 
圖說：化工科校友易健立(右 2)應校友服務中心之邀，回校
演講分享創業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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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大聘陳鴻擔任創意執行長 
服務產業學院創新優化實務教學 

報導時間：2019/07/31 

報導來源：服務產業學院  
創 新 優 化 

 FUNCUS 品牌創辦人  堅持夢想的冒險家 報導時間：2019/07/31 

報導來源：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 
明 星 校 友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877-indonesia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61235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5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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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第一學期一、二級單位新任主管名單 

單位 職務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系主任 陳肇業 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博士 

工學院 

光電工程系 
系主任 楊寶賡 光電工程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博士 

管理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系主任 李得盛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博士 

管理學院 

管理研究所 
所長 白東岳 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博士 

服務產業學院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 
系主任 黃玉梅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服務產業學院 秘書 陳麗媜 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西班牙巴亞多利德大學音樂藝術造型和肢體表達教學法學系博士 

人文與設計學院 

應用外語系 
系主任 趙子嘉 應用外語系教授 澳洲蒙那許大學英語系博士 

人文與設計學院 

運動管理系 
系主任 張博能 運動管理系副教授 美國新奧爾良州立大學體育博士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教學中心 
主任 郭益悅 

人文藝術教學中心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哲學系博士 

校務研究辦公室 副主任 林鴻銘 企業管理系教授 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博士 

校務企劃組 組長 林鴻銘 企業管理系教授 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博士 

進修推廣部 

學生事務組 
組長 葉謹華 軍訓室中校教官 明新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退休教職員工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機系 副教授 黃元鈞  企管系 講師 曾慧玲 

電機系 講師 倪如琦  企管系 講師 洪千惠 

電機系 講師 石欣平  財金系 講師 李雲 

土環系 講師 陳月霞  財金系 副教授 陳禮潭 

土環系 副教授 林秀美  工管系 講師 張瑪利 

土環系 副教授 鄧建剛  工管系 副教授 馮文俊 

土環系 副教授 張謝淵  管研所 助理教授 王貴英 

電子系 副教授 徐  璠  電子系 講師 鮑勝輝 

電子系 講師 黃孝祖  運管系 講師 張文煒 

資工系 助理教授 曾宏立  事務組 工友 蕭貿元 

資工系 講師 連金全  事務組 書記 林建成 

機械系 助理教授 溫烱亮  事務組 書記 周曉翔 

資管系 助理教授 蘇宜芬  事務組 書記 張旭輝 

資料提供：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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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時間：2019/08/01 

資料來源：人事室  
退休人員與教學、行政單位新任主管 人 事 異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