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說：明新科大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示範工廠揭牌啟用，技職司長楊玉
惠(左 6)、新竹縣副縣長陳見賢(左 4)，以及明新科大董事長張紹鈞(右 6)、
執行董事張祖民(右 5)、校長林啟瑞(左 5)，還有產學合作廠商及桃竹苗區
高中職夥伴學校出席揭牌典禮 

 
圖說：明新科大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示範工廠揭牌啟用，為全台第一座
半導體封測人才教學場地 

為培育半導體業界的專業人才，明新科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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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半導體廠的產線環境到校內，在示範工廠裡提供實

務教學，並於 11 月 15 日下午正式揭牌啟用，技職司長楊玉惠、新竹縣副縣長陳見賢，以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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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新科大董事長張紹鈞於揭幕式中感謝教育部技職司補助 3 千 8 百萬元來新增建類產線的

教學環境，學校也加碼投入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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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業師指導與設備技術支援。校長林啟瑞則表示，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籌備長達一

年的「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示範工廠」落成啟用，封裝測試類產線教室有先進的作業環境，

將科技廠的產線設備搬進教室，讓學生有優質的實作場域學習，也與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子學

院合作，未來做為封裝測試的證照考試及開設對應培訓課程的基地。 

出席揭牌典禮的技職司長楊玉惠致詞時表示，教育部鼓勵各校積極與鄰近大專校院、法人

機構、在地產業等進行連結，建立緊密技職人才培育體系。迎合 5G 時代，台灣封測業的群聚

優勢有高階封測核心技術的競爭力，對人才的需求勢必更加殷切，明新科大的類產線教室可以

落實產學合作實務教學目標。 

推動「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示範工廠」建置的明新科大工學院長呂明峰表示，類產線教

室分為「測試類產線基地」與「封裝類產線基地」，有業界等級的測試機台、量測設備及完整的

QFN 封裝量產系統，提供學生以就業為導向的實作教學環境。 

揭牌啟用典禮中，神通資訊科技現場捐贈 100 萬元獎學金，支持明新科大培訓技職人才投

入科技產業。校方也與優貝克簽署合作執行科技部產學研究計畫。教育部技職司長楊玉惠、新

竹縣副縣長陳見賢、神通資訊科技副總經理丘金勝、新漢科技董事長林茂昌等貴賓也於揭幕式

後實地參觀封裝測試類產線教室的設施與運作方式。(資料來源：工學院) 

延伸閱讀：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54911     

 

 

因應科技與工程技術在醫學領域的應用發展趨勢，明新科技大學整合校內科系，與童綜合

醫院就工程醫學、AI 應用、輔具開發等實務簽訂產學合作。童綜合醫院院長李三剛、執行副院

長童敏哲與醫研部、教學部人員出席 11 月 26 日上午於明新科大舉辦的簽署儀式，明新科大執

行董事張祖民代表董事會歡迎李院長、童副院長等一行人。儀式由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與童綜

合醫院院長李三剛代表雙方簽訂合作意向書，未來將從學術合作、教學支援、研究發展、圖書

與資訊、智慧財產權、實習與就業等方面展開交流與合作。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表示，他曾擔任台灣工程科技與應用醫學學會理事長，推動工程科技

在醫學應用與創新，明新科大在教學與研發採跨領域模式，像是工學院機械、資工、電子科系

與服務產業學院的樂服、幼保科系合作，都有創新的技術應用成果。所以明新科大的產學研究

能量，能提供雙方在科技與醫療領域上的研發、教學資源與交流。林校長也提到，童綜合醫院

長期推動「國際醫療中心」，雙方也可以共同發展新南向，與東南亞國家醫療單位建立長期的合

作，共同深化醫療訓練與跨國人才培訓。 

童綜合醫院院長李三剛表示，童綜合醫院是中部海線首屈一指的區域教學醫院，為提升醫

療品質，不斷創新醫療技術與引進儀器設備，設有「微創手術中心」引進最新的達文西手臂讓

病患有更好的手術選擇。還有導入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科技，協助病歷管理、醫學影像判讀等，

醫護團隊也定期舉辦 AI 相關訓練課程來精進技術知識。李院長表示，本次與明新科大合作，希

望藉重明新在工程科技的專長，共同推動 AI 訓練與醫療應用、醫材輔具研究開發等項目，促進

醫療照護品質的提升。 

負責產學合作事項的明新科大研發處表示，與童綜合醫院的跨產業合作，明新科大將整合

校內工學院、服務產業學院等院系的師資與設備，特別像是人工智慧判讀、檢測、病理顯影等

技術進行合作，也規畫與院方合辦 AI 技術應用、工程科技等相關進修課程，藉由雙方共同學習

與交流互動機會，來創新、創造更多的醫療科技應用。(資料來源/產技中心) 

延伸閱讀：https://udn.com/news/story/6928/4188333   

圖說：明新科大與童綜合醫院跨產業結盟合作，共同推動醫療科技創新與
應用 

圖說：明新科大與童綜合醫院產學合作，(右起)明新科大執行董事張祖民、
校長林啟瑞、童綜合醫院院長李三剛、執行副院長童敏哲出席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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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大把教室變科技廠房  

全台第一座半導體封測人才教學場地落成 
報導時間：2019/11/15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產 業 大 學 

 
明新科大與童綜合醫院跨界合作  

共同推動醫療科技創新與應用 跨 界 合 作  報導時間：2019/11/26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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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明新科大與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策略聯盟，首度合作辦理在營專班，
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指揮官姜振中中將(右)與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代表雙
方簽署意向書 

 
圖說：明新科大與新竹後指部合作，將提供官兵優質教學品質及服務的公
餘進修管道，以強化官兵專業職能 

明新科技大學與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簽署策略聯盟，提供國軍官兵優質進修管道，於 11 月

7 日下午在新竹後備指揮部舉行策略聯盟簽約儀式。後備指揮部指揮官姜振中中將與明新科大

校長林啟瑞代表雙方簽署意向書，未來雙方將秉持互惠的原則，為志願士兵及營區專班招募等

工作共同努力，也締結進修訓練、學術研究等合作伙伴關係。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感謝姜指揮官戮力推動終身學習，嘉惠所屬官兵，也很珍惜與該部締

結策略聯盟的合作關係，將提供優質的課程與專業師資。林校長表示，明新科大為響應「募兵

制」國家政策，分別於桃園、新竹等地區開設國軍在營專班的優質進修管道；校內也為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宣導推廣，並協助部隊辦理志願士兵招募作業。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中將指揮官姜振中則表示，後備指揮部鼓勵所屬官兵終身學習，尋求合

作教學單位，能與北部地區頂尖明新科大簽訂策略聯盟合作推動在營專班、進修課程等，對後

備指揮部有很深遠的助益，也期望藉明新科大的優良師資及辦訓豐富經驗，讓所屬官兵透過國

軍「在營專班」公餘進修管道，提升本質學能，構建部隊純樸書香風氣，強健後備部隊的無形

戰力。 

明新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在營專班」敬軍優惠專案，規劃「碩士學分班」、「二技學分

班」、「二專學分班」等，針對學分修習與獎學金的補助措施，鼓勵部隊官兵透過「在營專班」

進修管道獲得學位過程中，減輕大家面對部隊任務、學費、休假及兼顧家庭照顧等等問題，在

有計畫的、逐步、及輕鬆的完成學位學程，增加在職場競爭的能力。 

新竹後備指揮部指揮官蘇茂嘉上校也於 11 月 21 日下午率員拜訪明新科大董事長張紹鈞、

校長林啟瑞及校內相關主管會談辦理國軍官兵進修課程詳細事宜，期望藉本次結盟交流，提供

後備部隊官兵優質教學品質及服務，以建立實質的合作關係，及由雙方的教育訓練合作，優化

軍中人力素質，進而達到多贏目標。(資料來源/推廣教育中心)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85-afrc  

 

明新科技大學多元族群文化中心於 11 月 21 日在校內鴻超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社會企業與客家美食的傳播」學術研討會，由校長林啟瑞主持開幕儀式，

有新北市客家事務局局長林素琴、義民中學董事長潘鵬仁、成吉思汗訓練中心董事長易乃文等貴賓出席，新竹縣文化局局長田昭容也代表縣長楊文科親臨會

場致詞。新北市客家民謠發展協會也帶來精彩的客語歌謠為研討會開幕。研討會現場也展示客家文化出版品，以及客家美食烹調的現場示範活動。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表示，全球化的今天，為維持客家文化多元化的特色與發展，將客家傳統產業轉變成文化產業，配合適當的產業發展策略，鼓勵年

輕人用創新、創意來創業，以社會企業為優先選擇，可帶動客家地區經濟之振興，有助於客家美食文化之發揚。 

主辦的明新科大多元族群文化中心主任黎淑慧表示，本研討會與義民中學、世界基金會合作，由義民中學補助經費，共同推展與促進社會創業與客家美

食文化發展，提供學界、政府共同推動客家美食文化之平台，以落實從實際生活中促進社會企業與學習之目的，並推動青年的社會創業的實踐，促進客家美

食文化之發展。黎主任表示，客家美食文化產業經濟的振興，必須加入客家要素，結合客家文化圖像，成為具有客家特色的產品，營造更多客家特色。此外，

全球化的風潮和消費型態的轉變，亦促使人民與客家美食文化效益亦是高漲，各地方為了繁榮經濟，對客家文化除了提供產業產品之需求之外，更需要滿足

心理的認同，不再停留單純的產業交易，而是進一步提升到文化產業的行銷層面，附加文化特色。 

本研討會從「青年社會企業創業」、「客家美食特色商品」、「客家美食」、「客家文化園區」、「客家文化群聚品牌」，及「客家慢活小鎮」等旗艦產業，並就

產業的「創新研發」、「市場開拓」、「人才培訓」、「品牌發展」、「行銷推廣」及「資金運用」六行動方案的價值創新、資源整合與行銷國際化策略進行整體性

進行學術探討。藉由此次論文的研討，可達青年社會企業與發揚客家美食文化的力量，學者專家齊聚一堂，擴大整個客家圈的發展力量，並對未來學術與客

家族群的發揚具有卓越的貢獻。(資料提供/多元族群中心) 

 
圖說：明新科大舉辦「社會企業與客家美食」研討會，校長林啟瑞(左)代表感謝義民中學董事長
潘鵬仁支持與贊助研討會經費，共同傳承客家文化 

 
圖說：明新科大舉辦「社會企業與客家美食」研討會，學者專家及各界關心客家文化賢達齊
聚，探討與傳承客家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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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新科大扎根與傳承客家文化  

舉辦社會企業與客家美食研討會   
報導時間：2019/11/21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文 化 傳 承 

 
明新科大與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策略聯盟   

在營專班提供國軍官兵優質進修管道貌 
報導時間：2019/11/21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在 營 專 班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85-afrc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7002577-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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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明新科大推廣教育中心提供多元優質的進修與訓練課
程，獲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銀牌認證 

明新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提供多元優質的進修與訓練課程，今年 11 月取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TTQS 訓練機構版銀牌獎的認證肯定，該中心願景使命是成為「職能培訓、專業證照、品味學習、學分專

班」的優質訓練機構，以培訓業界具有專業技能、品味生活及終身學習的人才，協助有進修或訓練需求的

企業與民眾終身學習管道，成為最佳的人才培育策略夥伴。 

推廣教育中心表示，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簡稱 TTQS)，是

勞動力發展署為職業訓練單位的辦訓能力及促進人才培育而訂定的系統，是一套嚴謹、公平、客觀的評核

標準制度，以計畫(Plan)、設計(Design)、執行(Do)、查核(Review)、成果(Outcome)等 5 大準則與持續

改善進步的評核工具進行。推行迄今已累積超過 12,000 家單位接受過 TTQS 的評核，107 年有 1,749 家

單位提出評核申請，獲得銅牌 441 家(約 26.91% )、銀牌 115 家(約 7.02%)、金牌 33 家(約 2.01%)。推廣

教育中心本次能從嚴格評核中，獲得 TTQS 訓練機構版銀牌的肯定，表示中心已受到認證，具有教育訓練

品質保證，符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標準列為辦訓資格優良訓練機構之一。 

明新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課程推陳出新，近期陸續推出化妝品專業技術人員職前訓練、BIM 建模師

課程、測量乙級術科加強班、SELF POWER 冬令營、管研所碩士 12 學分班等課程，還有口碑的熱門課程

如英國 City & Guilds 國際咖啡師認證輔導班、伸展瑜珈、初級日本語、每週賺/年翻倍股市絕學等生活實

用系列的課程，開課資訊於該中心網站即可查閱，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資料提供/推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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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90-ttqs  

 

明新科技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於 11 月 11 日上午 10 點

於校內管理學院大樓哈佛講堂舉辦了一場熱鬧、溫馨又特別

的華語生團體班開學典禮，歡迎 26 名遠道從越南、柬埔寨前

來明新，學習華語的學員。 

華語文教學中心於開學典禮特別增加「扣門禮」的儀式，

首先由具服務熱忱、擅長多元文化溝通能力的本地學生擔任

外籍生的學習夥伴，並引導外籍學生穿過「入學門」進場，然

後外籍生透過獻唱母國傳統民謠，以表達對師長的敬意。儀式

中特別安排柯思平、謝成達兩位外藉新生代表致叩門詞，透過

致詞宣誓，來傳達學習華語的動機與決心。開學典禮隨後由明

新科大董事長張紹鈞贈送筆給新生，勉勵用心向學，再由校長

林啟瑞發予學員證。  
圖說：明新科大華語文教學中心特別舉辦華語團體班開學典禮，歡迎從越南、柬埔寨前來明新學習華語的學員 

華語文教學中心透過舉辦開學典禮，期勉學生把握機會認真學習，除了把華語學好之外，也能經由課程細細體驗多元包容的台灣文化，對未來就學、就

業都有幫助。典禮的壓軸是由華語班的在校生演唱中文歌「剛好遇見你」，來迎接華語班新生。 

明新科大華語文教學中心於 2018 年 8 月通過教育部境外招生資格審查，是新竹地區第一所獲得教育部核可的科大，該中心參加華語文測驗的學員，通

過率近 100%，吸引許多外籍學生報名華語課程。教學口碑也讓學生人數保持成長，是桃竹苗地區學習華語的最佳選擇。(資料提供/華語文教學中心)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986-chteam  

 

 

圖說：台灣精密工程協會年會晚宴與頒獎典禮，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左起)、TSPE 理事
長胡竹生、TSPE 創會理事長李家同、漢民科技副董事長許金榮 

明新科技大學研發處與工學院承辦 2019 台灣精密工程研討會暨漢民科技論

文獎，11 月 28 日在竹北喜來登飯店隆重舉行。明新科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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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晚宴中同賀今年年會圓滿成功。 

擔任大會主席的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表示，明新科大以「智慧科技」與「智慧

服務」為發展主軸，也新建落成契合精密工程技術的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鄰近

工業區與科園學區，並具備教學創新等優勢，是學界、產業界建教、人才培訓、產

學合作的好夥伴。 

年會活動還包括學術論文發表（TPTW）、科技論文競賽、大專專題競賽、漢民

科技企業參訪。現場頒發「漢民科技論文競賽」，獎金總額達 42 萬元，共計 20 名

獎項。明新科大化學工程與材料科技系學生獲得科技論文組銅獎，機械工程系、光

電工程系學生也獲大專專題組佳作。(資料提供/研發處) 

延伸閱讀：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4194671   

 
  

 
明新科大推廣教育中心獲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銀牌認證 
報導時間：2019/11/21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品 質 認 證 

 明新科大華語文教學中心華語團體班開學典禮 報導時間：2019/11/11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華 語 學 習 

 TSPE 漢民科技論文獎 明新科大獲銅獎與佳作 報導時間：2019/11/29 

報導來源：TSPE 
產 學 研 發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4-44/990-ttqs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4-44/990-ttqs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986-chteam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419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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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全體師生恭賀 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當選人 

 
 

姓名 畢業年度及科系所 現任服務單位 職稱 

王年異 106年管理研究所 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程師 

何淦銘 107年服務產業暨管理研究所 竹北市公所 市長 

杜文中 100年企業管理系 新竹縣議會 縣議員 

林佳圜 99年幼兒保育系 新竹縣巧兒托嬰機構 執行長 

張棋龍 63年機械工程系 七信工業 總經理 

曹秉羿 96年休閒事業管理系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節目導播 

陳永津 77年機械工程科 明新科技大學 服務學院創意執行長 

黃宏莆 72年機械工程系 經濟部水利署 主任秘書 

黃耀賢 65年化學工程科 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顏志隆 76年電子工程系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依姓氏筆畫由少至多排列) 

 

 
圖說：機械系校外實習講座邀請啟德董事長胡漢龑(左三)，會前拜會董事長、校長 

明新科大機械系 11 月 21 日上午於鴻超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校外實習講座，邀

請也是校友的啟德機械起重工程公司的董事長胡漢龑，與機械系學生分享起重工程

的技術、設備以及相關安全管理與就業發展。講座吸引近 2 百位學生前來聆聽。 

會前胡董事長先由機械系主任戴任詔陪同拜會董事長張紹鈞、校長林啟瑞，表

示將提供實習名額，及業師指導學生在起重工程機械的領域學習與研究。 

胡董事長於講座中介紹啟德的創辦歷程，以及公司各式的機械起重與運輸設

備。目前啟德機械國內外有 10 多個據點、上千名員工，是全台最大、名列亞洲機

械運輸界的前 3 名。 

胡董事長表示，機械起重是門專業技術，起重吊車的操作、維護、保養與維修

都需要專業人才，尤其現在起重吊車都是數位化電腦操作，會操作的人員在業界的

薪資水準也高於其他，產業界也非常需要人才，藉由講座的機會分享產業現況，讓

更多同學能瞭解起重工程的相關資訊更明新優秀同學的加入。(資料提供/機械系) 
 

 
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名人榜 報導時間：2019/11/29 

報導來源：校友中心 
明 星 校 友 

 
機械系校外實習講座 

邀請啟德董事長分享起重工程技術與現況 
報導時間：2019/11/27 

報導來源：機械系 
實 習 講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