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說：53 週年校慶，董事長張紹鈞(左三)與傑出校友顏志隆(左起)、何淦
銘、杜文中、林佳圜、曹秉羿合影 

 
圖說：明新科大 53週年校慶，執行董事張祖民(左一)頒發王年異(左二起)、
張棋龍、陳鴻、黃宏莆、黃耀賢傑出校友獎 

本校 10 月 26 日上午舉辦 53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董事長張紹鈞、執行董事張祖民與董事

會成員、校長林啟瑞與各教學行政主管、校友總會會長楊守杞及各界貴賓皆出席觀禮。大會頒

發 10位傑出校友獎，表揚其在各專業領域的傑出成就。 

當選本屆傑出校友的分別是 106年管研所畢業的王年異、107年服管所畢業的何淦銘、100

年企管系畢業的杜文中、99年幼保系畢業的林佳圜、63年機械科畢業的張棋龍、96年休閒系

畢業的曹秉羿、77年機械科畢業的陳永津、72 年機械科畢業的黃宏莆、65年化工科畢業的黃

耀賢、76年電子科畢業的顏志隆等 10位在各領域表現卓越的校友。 

值得一提的是，本名陳永津的知名型男主廚陳鴻當選本屆傑出校友，現在也擔任服務產業

學院創意執行長，出席領取傑出校友獎外，也將甫於馬來西亞獲得的世界頂級廚師獎及最佳節

目主持人獎獻給母校做為生日賀禮。陳鴻表示，當年工專時期讀機械科，卻斜槓到廚藝、演藝

圈大鳴大放。多年後能重返母校擔任老師完全是計畫外的行程，他會以感恩與回饋的心來傳承

他的經驗給學弟妹們。陳鴻於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開課，主授異國料理、傳播品牌魅力與行

銷等課程深受學生歡迎。 

另外，畢業於服管所的竹北市長何淦銘成立竹北市醫友協進會、竹北市關愛服務協會等，

20幾年來不分族群不分地域，協助與服務無數民眾就診接送、法律扶助諮詢、資助弱勢家庭等

熱心公益，現擔任竹北市長戮力從公。企管系畢業的新竹縣議員杜文中為民喉舌外，任校友會

新竹縣理事長、校友總會第七屆常務理事熱心會務，也協助母校「智慧學研中心」加入新竹縣

「國際 AI 智慧園區」智庫團隊，擔任志工服務曾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其他像是張棋龍創業

有成為七信工業總經理、林佳圜為托嬰機構執行長、顏志隆任康和綜合證券副總經理，還有在

公務與研究單位的經濟部水利署主任秘書黃宏莆、工研院工程師王年異，以及三和科技顧問黃

耀賢、臺視節目導播曹秉羿等 10 位，在各專業領域發光發熱、傑出閃耀，為學弟妹的楷模表

率。(資料來源/校友服務中心) 

延伸閱讀：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4127839    

 

 

第 23屆「TDK 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10月 19日於台中勤益科技大學舉

辦決賽，本校機械工程系的「Legends of MUST」隊，蟬聯遙控組第 1名與獲得 20萬元獎金。

另外該系的「明新漢化組」也同時獲得遙控組第 3名，包辦 1金 1銅是遙控組最大贏家。 

機械系於遙控組連霸成功，由林礽昌副教授指導大四的學生許智閔、徐嫚鍶、劉彥均、鄭

人豪組成的「Legends of MUST」團隊，以「投球爬梯機器人」獲得第一名。隊長許智閔說，

遙控組比賽內容考驗機器人對不同尺寸物品的夾取能力、投擲能力及其精確度，需在緊湊的 4

分鐘比賽時間內，完成跨障、夾取 3 種得分球，再爬上高度 20 公分的發射台，因此，團隊一

開始就以快速、精準、穩定為方針來設計機械人。 

許智閔也說，因為是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場大型比賽，隊友們都希望能奪冠畫下完美句點，

大家這半年來格外努力。隊友們從大二開始並肩參加三年的機器人競賽，累積不少經驗，在機

器人設計與團隊合作上，有十足的默契與有效分工，在比賽時可以做最好的發揮。而同樣由林

礽昌副教授指導大三學生施孝成、李宇軒、陳易民、林千富的「明新漢化組」團隊，也在遙控

組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績。同學們表示將做好競賽經驗傳承，期待明年學校能三連霸。 

總獎金高達 126 萬的 TDK 盃，今年有 78 支大專校院隊伍參加，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楊玉

惠、贊助單位 TDK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彭紹斌等貴賓也出席頒獎典禮。第 23 屆 TDK 盃競技主

題是「金匠機器人-籃道是你」，以大學生最愛的籃球運動所需要的協調、力量、合作及判斷等

綜合能力，做為機器人的設計主軸，挑戰分成自動組、遙控組及飛行組三項，致勝的重點在「團

隊合作」。今年競賽遙控組由明新科大機械工程系連霸冠軍，自動組由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

獲得冠軍、飛行組冠軍則由虎尾科大資訊工程系取得。各組冠軍可獲得 20 萬獎金及前往日本

觀摩 2019 機器人大賽。(資料與照片提供/機械系)。 

延伸閱讀：https://udn.com/news/story/7324/4116776 

 
圖說：機械系學生參加第 23 屆 TDK 盃競賽連霸遙控組冠軍，由教育部
技職司司長楊玉惠(右)代表大會頒獎 

圖說：機械系學生參加第 23 屆 TDK 盃競賽獲遙控組第 3 名，由勤益科
大校長陳文淵(右)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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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度創校 53 週年 頒發傑出校友獎 報導時間：2019/10/26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閃 耀 明 新 

 
第 23 屆 TDK 盃機械人競賽 
機械系蟬聯遙控組冠軍 連 霸 T D K 報導時間：2019/10/21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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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熱舞社與烏克蘭、俄羅斯、印度、蒙古國際生(著白 T 者)一起於校
慶大會中擔綱開場表演，呈現國際化與學生活力 

 
圖說：校慶慶祝大會表揚感謝先鋒材料科技等各界捐款助學的熱心企業與
校友 

慶祝本校創校 53週年，於 10月 26日上午校內中正堂盛大舉辦校慶慶祝大會，董事長張

紹鈞與董事會成員、校長林啟瑞與各教學行政主管、校友總會會長楊守杞，還有國際姐妹校代

表、產學廠商代表及桃竹苗區高中職校長等各界貴賓皆出席盛會，新竹縣府也派楊季媛秘書長

代表縣長出席祝賀。慶祝大會由菲律賓同學傳統舞蹈，及烏克蘭、俄羅斯、印度、蒙古國際生

與熱舞社合力的熱舞表演開場，呈現本校的國際化與學生活力。 

董事長張紹鈞致詞中感謝創校到現在的所有教職員工生辛苦付出，成就今天的規模。面對

教育資源的競爭，期勉全體以「產業大學」及衍生企業方向努力，讓學校立於不敗之地、永續

發展。 

校長林啟瑞致詞時表示，國際化是校務發展重點，目前有 15 個國家地區超過 1 千位國際

學生就讀，其中新南向政策的「國際產學專班」招生成果更是全國第一。林校長提到以「智慧

科技」、「智慧服務」為發展「產業大學」的主軸，今年起投下鉅資打造「智慧大學館」，配合人

工智慧教育，整建為 AI整合教學場域及 AI 實驗室，讓同學與時俱進學習最新人工智慧教育。

還有半導體封裝類產線教室、時尚館、圓夢館及成果展示館等都將陸續完成，朝產業大學的方

向發展與實踐，期待展現校園的新風貌。 

校慶慶祝大會中頒發資深教職員服務獎，也頒發王年異、何淦銘、杜文中、林佳圜、張棋

龍、曹秉羿、陳永津、黃宏莆、黃耀賢、顏志隆等 10位當選 108學年度傑出校友。日前獲韓

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金牌、TDK 盃競賽冠軍等獲獎師生，也以獻獎來祝賀校慶。大會最後表揚

感謝先鋒材料科技、億光電子、建綸工業、矽格、旭申國際科技、恩良企業，以及洪建儒、鑫

淼教育基金會等各界捐款助學的熱心企業與校友。 

創校 53 週年校慶校內各種熱鬧慶祝活動，25日的運動會有投籃大賽、拔河、大隊接力、

教職員主管競走，以及明新我最萌等項目。各單位也舉辦像是大師系列講座、教學成果展、校

園文創商品展售、學生社團嘉年華、園遊會等各式活動，全校於歡欣、熱鬧中歡度校慶。(資料

來源/課指組)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31-cel53 

 

  

本校化妝品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攜手世界高中師生，參加 10月 11日在韓國舉辦的第 15屆 IBEAC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與來自韓國、中國，泰國，馬

來西亞，香港、澳門、印尼等國際好手共同競技，打敗各國眾多選手、脫穎而出，總共獲得 8面金牌與 2面銀牌，是全場最大贏家。其中阮怡蒨與陳麗安，

更以「紅鳳凰」的宮廷風整體造型，包辦六金牌，頒獎現場驕傲展現作品並為國、為校爭光。 

每年春秋兩季各舉辦一次的 IBEAC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是國際美容賽中重要指標之一，本校皆鼓勵學生每次參與盛會，磨練技能、累績競賽經驗及

增加國際觀來提升自我實務能力。此行由妝品學程李玉蘋副主任及推廣教育中心張鉯崴執行長，與世界高中蘇至斌校長，帶領兩校陳麗安、阮怡蒨、徐翊華

與湯晏婷 4名學生前往韓國參賽，世界高中蘇至斌校長也代表台灣的選手團上台致詞。 

妝品學程表示，本次派阮怡蒨、陳麗安 2 位學生前往韓國參賽，其中阮怡蒨參加、「眉毛手工紋繡」、「平面藝術美甲」項目，陳麗安則報名「眉毛機器

紋繡」、「平面藝術美甲」及「睫毛創意設計」。其中阮怡蒨參加的「整體造型設計」項目，由隊友陳麗安擔任模特兒，以中國宮廷風的作品「紅鳳凰」，霸氣

頭冠與貼滿水鑽的手工大紅鳳袍，完美展現宮廷華麗與氣派，作品完成後在比賽現場動態展演時，驚艷全場，更打敗來自中國的隊伍在「整體造型設計」項

目中就獲得 6面金牌！ 

阮怡蒨表示，感謝李玉蘋老師的耐心指導，「紅鳳凰」從構思到製作總共歷時 10個月，上千顆的水鑽鑲在衣袍布料上，整件超過 5公斤，感謝當模特兒

隊友陳麗安體形瘦弱，要踩著 20 公分的高跟鞋跟一身厚重的大紅鳳袍，聞風不動地站著讓她化妝，出場時也用最完美的狀態將作品呈現出來，最後獲得評

審的一致青睞拿到金牌。另外，陳麗安與世界高中的選手徐翊華與湯晏婷，將現代彩睫及美甲技術，結合中國風的意象，表現出特殊藝術風格，在藝術美甲、

睫毛創意設計等其他競賽項目也奪得 2金 2銀獎牌的肯定。(資料、照片提供/妝品學程) 

延伸閱讀：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7002577-260405     

  

 
53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呈現產業大學新風貌 報導時間：2019/10/26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校 慶 大 會 

 
妝品學程霸氣宮廷風「紅鳳凰」  

韓國際美容藝術大賽包辦 6 金   
報導時間：2019/10/17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明 新 之 光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31-cel5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7002577-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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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林啟瑞校長(左四)、經濟部工業局呂正欽副組長(右三)及封測廠商代
表，共同簽訂「封裝測試產業人才能力鑑定」合作 

 
圖說：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子學院、明新科大與封測大廠共推「封裝測試
產業人才能力鑑定」，合作專業實務人才培育與認證 

經濟部工業局攜手產官學推動專業實務人才培育與認證，10月 23日於明新科技大學舉辦

｢半導體封裝測試能力鑑定合作廠商發佈會議｣，由明新科大林啟瑞校長、經濟部工業局呂正欽

副組長以及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封測廠商日月光、艾克爾、力成、矽格、廣化等公

司代表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正式展開「半導體封裝測試能力鑑定」合作計畫的推動。 

明新科大林啟瑞校長表示，明新以「產業大學」為發展定位，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和新竹工

業區的優勢，位居桃竹苗區域中高科技產業聚集的核心點，周邊半導體封裝測試公司林立，多

與明新進行緊密的產學合作。林校長提到，明新科大提出「半導體封裝測試實務人才培育計畫」，

獲得教育部補助 4千多萬元在校內建置「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教學環境，讓學生在學期間

就能熟悉業界的作業環境和機台，將來順利接軌業界實務，成為科技產業菁英生力軍。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欽副組長表示，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子學院已經有｢數位 IC 設計能力鑑

定｣和｢IC 佈局設計能力鑑定｣2 張證照，現再加上｢IC 封裝測試能力鑑定｣剛好構築完整的人才

培育藍圖。讓學生接受 IC 封裝測試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養成，並取得能力認證，就能縮短學

用落差，並能順利鏈結封裝測試產業，讓學生的學習與封測業者的需求契合，降低企業培訓新

進員工的時間，增加企業的人力需求效益。 

主持能力鑑定計畫的明新科大研發處趙守嚴副研發長表示，明新科大與經濟部工業局智慧

電子學院共同推動「封裝測試產業人才能力鑑定」，做為台灣「積體電路封裝測試能力鑑定」的

推動中心。現階段為籌備委員會、進行培訓課程規畫、證照檢定題庫建立等。明年 9月起課程

及檢定陸續上線，將開設證照檢定對應的培訓課程，規劃舉辦初階、中階封裝與測試證照考試。

(資料提供：研發處) 

延伸閱讀：https://udn.com/news/story/7324/4130632    

 

本校於 10月 10日與世界高級中學、中華髮藝藝術職能教育協會共組韓國教育策略聯盟訪

問團，前往韓國參訪斗源工科大學，並洽談國際技術交流教育規劃。  

明新科大推廣教育中心執行長張鉯崴教授表示，明新科大近年來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有成，

目前校內除了政府新南向政策招收的越南與馬來西亞學生外，還有來自蒙古、美國、韓國等 15

個國家地區的國際境外學生就學。為提升國際學生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也特別成立華語文教

學中心，強化國際學生華語文能力，也提升國際學生就業競爭力。像是越南籍的國際學生畢業

返國就業，因為多了一項中文能力讓其薪資水準高於當地人。 

斗源工科大學國際交流中心所長丁鎮鎬博士，代表接待參訪團，丁所長在致詞中表示，與

國際技術教育合作已經是時代潮流與趨勢，過去幾年該校有數名學生在畢業後，負笈跨海到台

灣的明新科技大學求學，在明新科大完成學業後留在台灣就業的例子，學校其實相當重視與台

灣高等教育的合作機會，希望學生能走出舒適圈，帶著過去在學校學習的技能邁向國際舞台。 

世界高中校長蘇至斌則代表參訪團，與斗源工科大商討未來學生短期技能研修規劃，讓學

生技能養成過程中，能透過國際短期研修形式加深加廣學生技術領域學習。參訪團的業界代表，

中華髮藝藝術職能教育協會北區會長陳芊羽女士則表示，該協會希望透過國際賽事的舉辦，讓

台灣的技術選手們能夠與國際高手們切磋交流。  

本次教育參訪行程由韓國台灣教育中心理事長沙春生居中牽線順利完成，參訪團也邀請斗

源工科大學明年一月前來台灣參訪，並規劃完成合作意向書(MOU)的簽訂，以儘快能在明年暑

假期間，提供學生赴韓國技能短期研修的規劃。(資料、照片提供/推廣教育中心) 

延伸閱讀：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9&n_id=194074  

 
圖說：本校與世界高中、中華髮藝藝術職能教育協會組成教育策略聯盟前
往韓國斗源工科大學參訪 

 
圖說：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執行長張鉯崴(右)致贈交流禮物予韓國斗源工科
大學丁鎮鎬博士 

 

 
圖說：明新科大休閒系與日本北海道鹿の湯溫泉飯店強化及擴增
實習合作，鼓勵學生勇闖海外培養國際移動力 

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重視學生國際移動力，與北海道鹿の湯飯店強化及擴增實習合作，飯店代表

畠山 係長與黃昱禎小姐，遠從北海道前來休閒系參訪，並向該系 1、2年級同學介紹鹿の湯溫泉飯店。 

休閒系系主任廖淑容表示，休閒系學生范語庭去年(106 學年度)在鹿の湯實習期間，卓越的表現

獲得該飯店同仁與主管一致好評，因此特地前來明新向同學介紹鹿の湯飯店與日本工作環境，希望能

與系上建立長期教學實習合作。畠山 係長表示，台灣同學具英語、中文能力，接待各國旅客具優勢，

為飯店加分不少。 

休閒系系主任廖淑容表示，與北海道鹿の湯飯店強化及擴增實習合作，主要是看中該實習單位，

除提供完善的住宿與生活照顧外，管理單位會定期評估實習生的學習狀態，適時調整實習部門，讓送

往日本實習的學生，能在語言、人際溝通、服務專業技巧上有實質的學習與進步。藉由本次參訪機會

鼓勵學生們前往日本實習，也與系上 10名 2年級同學進行實習面試，並說明海外實習條件等。(資料、

照片提供/休閒系) 

  

 
工業局啟動半導體封裝測試能力鑑定 
攜手明新科大推動專業實務人才培育與認證 

報導時間：2019/10/28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人 才 培 育 

 參訪南韓斗源工科大學 推動國際教學合作 報導時間：2019/10/14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國 際 交 流 

 
休閒系強化擴增海外教學實習 
與日本北海道知名溫泉飯店合作 

報導時間：2019/10/09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國 際 合 作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911-shikanoyu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4130632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9&n_id=194074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911-shikan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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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創校 53 週年校慶，展開一系列精彩活動，10 月 25 日上午在校內圖書館前，有價值

近百萬的名家銅雕藝術作品剪綵，由明新科大董事長張紹鈞、執行董事張祖民、校長林啟瑞、

捐贈者威邦工業董事長徐明德，以及雕塑名家王秀杞老師也親自到場，共同為銅雕藝術「讀書

樂」的小書僮塑像剪綵。 

校長林啟瑞表示，圖書館前廊新增設的銅雕藝術，是國內知名雕塑家王秀杞的作品「讀書

樂」小書僮塑像，國內很多公共場所都有王老師的作品。感謝自動化輸送設備產業龍頭威邦工

業的董事長徐明德慷慨致贈，象徵開卷有益、學無止盡。林校長說，經由知名公共藝術作品的

妝點，讓明新校園呈現不同風貌，將科技大學的剛性與圖書館的柔性融合一體，也啟發與鼓勵

明新學子求知、求新多多閱讀。 

圖書館除了館外增設了銅雕藝術作品，圖書館一樓增闢一個充滿地中海風情的休閒閱讀

區，由化材系顏志超、妝品學程李玉蘋老師一起改造、佈置，提供學生閱讀、討論、休閒放鬆

的角落。還有，迎合 AI時代，明新休閒運動中心執行長謝美惠熱心捐贈一台價值百萬的「智能

導覽機器人」，讓讀者可與「智能導覽機器人」互動，像是直接查詢書目、館藏位置或指引圖書

館的各項服務等 9 大智能功能，從 AI 科技的應用，提供師生與社區民眾更便利的圖書館使用

體驗。(資料來源/圖書館) 

延伸閱讀：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58025    

 
圖說：圖書館前新設名家王秀杞老師(左 2)銅雕藝術作品，妝點校園文藝
氣息推廣閱讀 

 
圖說：53週年校慶，迎合 AI 時代，圖書館增添「智能導覽機器人」，提供
師生與社區民眾更便利的使用體驗 

 

 
圖說：旅館系副教授陳鴻(左五)於馬來西亞獲頒兩大獎，董事長張紹鈞(左
四)、校長林啟瑞(右三)、主任秘書陳永忠(右一)、服務產業學院院長廖美
瑩(左二)及多遊系副教授張齊軒(右二)等人特別當面祝賀、分享榮耀 

現任本校旅館系副教授兼服務產業學院創意執行長的陳鴻，10 月 16 日首度以學者身份獲

頒馬來西亞「世界頂級廚師獎」及「最佳節目男主持人獎」兩項大獎，是台灣史上第一位榮獲

此殊榮的廚藝大師。董事長張紹鈞、校長林啟瑞特別當面祝賀，陳鴻也出席 26日校慶慶祝大會

將獎項獻給母校，與全校師生、校友分享榮耀。 

服務產業學院院長廖美瑩表示，2019年第三屆世界頂級美食獎及 2019年第一屆世界頂級

旅遊獎，上週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成功時代廣場酒店(Berjaya Times Square Hotel)盛大舉行。今

年世界頂級廚師獎共 20位獲獎者，來自亞洲、美國及歐洲各國，明新科大陳鴻是唯一台灣獲獎

廚師。 

陳鴻表示，感謝母校給他機會回到校園當副教授，將貢獻在餐飲、主持領域的經驗豐富，

傳承培養更多餐飲人才，未來將帶領學生們出國比賽，提升台灣美食觀光產業國際觀與競爭力。

(資料、照片提供/服務產業學院)。 

延伸閱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56127 
 

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獲教育部補助辦理「技專校院原鄉學生職涯試探試辦計畫」，

並核定本校為全台唯一半導體「類產業環境人才」技職教育宣導示範點。因新竹為科技廠商聚

落，工學院電子工程系與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10 月 2 日起，合作辦理三天豐富的科技應用

學習主題觀摩活動，活動第一天上午並舉行開幕活動，董事長張紹鈞、執行董事張祖民、校長

林啟瑞及東泰高中校長何軒盛與師生皆出席開幕，原住民族委員會族群委員林國雄也代表到場

觀禮。 

開幕式中，由校長林啟瑞與東泰高中校長何軒盛代表雙方簽署「原住民族教育發展」合作

意向書。校長林啟瑞表示，將和東泰合作辦理原住民族學生人才培訓的課程、產業學程升學管

道合作，以及原住民族實驗班升學管道建立等等，未來也將深入原鄉辦理當地高中職以下原住

民族學生觀摩技職教育、職業探索活動，讓原民學生探索職涯適性發展，在升學與就業有較多

元的選擇機會。 

林校長也提到，配合教育部「產學攜手 2+2N 產業精英專班」計畫，培養半導體封裝測試

產業的優質技術人力，本校開辦半導體產業的專班，提供高中職原住民族學生就讀大學的新選

擇，專班學生在大三、大四學程時連結高階產業廠商合作，提供對科技產業有興趣的原住民族

學生，在校學習階段就有提早進入相關企業就業與發展的機會。109學年度起也將在土木、樂

齡和幼保三個科系領域，成立原住民族專班。 

東泰高中校長何軒盛則感謝明新科大在餐旅、電競課程，提供各種教學資源，現在進一步

在原民學生的教學與升學就業上合作，辦「走進科技應用與體驗」的觀摩活動，提供原民生對

科技產業的瞭解跟引起他們的興趣，也感謝給東泰的原民學生有多接觸科技產業的機會。 

原資中心本次辦理的「原鄉學子職涯觀摩-走進科技應用與體驗」三天學習觀摩活動，帶領

學生認識半導體產業，利用工學院「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教學場域的教學資源，做為原住

民族學生認識科技產業，以及進一步探索與發展個人職涯的教育平台。(資料來源/原資中心) 

延伸閱讀：https://news.ltn.com.tw/news/HsinchuCounty/breakingnews/2933988  

 
圖說：本校辦理原住民學生職涯觀摩活動，並校長林啟瑞(左)與東泰高中
校長何軒盛代表雙方簽署原住民族教育合作 MOU 

 
圖說：本校原資中心辦理原住民學生職涯觀摩活動並與東泰高中合作原民
學生教育，利用學校在半導體封裝測試教學的資源，提供原住民族學生認
識科技產業探索個人職涯的教育平台 

  

 
迎接 53 週年校慶  
圖書館新添銅雕藝術作品推廣閱讀 

報導時間：2019/10/25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開 卷 有 益 

 
旅館系陳鴻名揚馬來西亞  

獲頒世界頂級廚師獎及最佳節目主持人獎 
報導時間：2019/10/24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明 新 之 光 

 
原住民學生職涯觀摩活動  

與東泰簽署合作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 
報導時間：2019/10/02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原 民 教 育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58025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56127
https://news.ltn.com.tw/news/HsinchuCounty/breakingnews/293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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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緬懷與感念五位創辦先賢的創校精神，10/25上午，董事長張紹鈞、執行董事張祖民及董事
會成員，與校長林啟瑞率校內主管向五位創辦先賢銅像一一獻花致敬 

 
校慶運動會舉辦教職員競走比賽，校長林啟瑞與教學、行政一二級主管們熱情參加 

 
管理研究所執行高教深耕計畫舉辦大師講座，10/25 特別請來 1111人力銀行總經理李大華(左
9)專題演講，以「AI 時代 關鍵人才搶手秘碼」為題，介紹 AI 應用的「AI 模擬面試系統」，以
「蒐集失敗、創建成功」為目標做為學生求職輔導與職涯能力輔助應用。 

 
迎接校慶，圖書館特於 10/23~29 在圖書館 1樓多元享閱區舉辦「風崗印記」校史特展，展出
創校以來的各式校園出版品，從出版品的內容中，回顧創校至今 53 年校園人事物的更迭與印
記 

 
教學發展中心「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靜態成果展」10/21~26 於管理學院大樓 101室展出 

 
通識教育中心 10/26 於鴻超樓 1樓的「校園文創營運空間」成果展 

 
校慶運動會競爭激烈的大隊接力賽 

 
校慶運動會熱血的班際拔河比賽 

 
校慶運動會壓軸項目「明新我最萌」班際競賽，各班使出渾身解數賣萌 

 
通識教育中心於 10/23 下午在圖書館 1樓舉行樂意悠揚的校慶音樂會 

 
社團嘉年華展現學生青春熱情、活力與才藝 

 
宗山樓周邊校慶園遊會，參加校慶活動也享受各地美食 

 

 
校園精彩系列活動  熱情接力賀校慶 報導時間：2019/10/31 

照片來源：各活動單位 
校 慶 圖 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