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感謝張董事長紹鈞、張執董祖民，及各位董監事，知遇與提拔之恩，啟瑞有幸能夠加

入明新這個大家庭，成為一員，忝為校長一職。時光任苒，倏忽之間已歷二年又五個月，感謝

董事長與執董與諸位董事之領導，相互扶持，襄助甚多，使得校譽蒸蒸日上，在社會、國家、

及國際好評甚多，學校聲望扶搖直上。 

兩年有餘，亮點顯現。首先本校是科技大學極少數設有華語文中心之一的學校，並獲教育

部通過及認證。新設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時尚造型與設計系(非工程科系，這在當下是不容易

的)。註冊率連續兩年均衝破 80 個百分點(提升了近十一個百分點)。國際產學菁英專班全國排

名第一(員額外加，史上沒有)。成立原資中心，及三個原住民專班(員額外加，史上沒有)，半導

體封裝類產線實習工廠教育部補助案五千萬元，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楊玉惠親臨主持並正式揭牌

啟用。工學院 AI 智慧科技體驗區之完成，全校性智慧大學館興建。優化技職設備機械系工具

機補助一千萬元。科技部大產學約七百萬元(史上沒有)，價創計畫三千萬元(私立科技大學唯一

通過，史上沒有)。高教深根計畫五千萬元(史上沒有)。教育部獎補助款六千三百萬元(史上最

高)。科技部一般型與產學型計畫數、指導大專學生計畫數目，學海飛揚計畫，等都創新高，為

私立科大之冠。 

最難得的是，打開本校募款先河，企業界及個人贊助本校治校發展，與弱勢助學金，二年多來共募的近七百多萬元(含讀書小書僮(史上沒有))，用以幫助

系所、院、師生發展，弱勢助學金，鼓勵師生甚多。工學院通過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推廣教育中心獲得「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訓練機

構版銀牌。教育部補助產業學院計畫 288 萬元。 

此外，獲獎無數，如林永禎老師所率領的團隊獲得 108 年度技職之光，機械系參加第 23 屆 TDK 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包辦遙控組 1 金

1 銅，及日本第 12 屆國際微機構競賽，榮獲「障礙物走破無線」第一名及其他 9 項大獎。妝品學程參加韓國第 14 屆韓國國際美容藝術大賽獲得 10 金 1 銀。

機械系菲律賓亞當森雙聯學制學生參加澳門亞洲機器人競賽，榮獲 2 金 2 銅。資管系上海國際發明創新展覽會，榮獲金牌獎與特別獎。休閒系觀光部交通局

十萬青年獎百萬創意遊程全國競賽，榮獲特別獎。旅廚系參加 KWFC 韓國國際餐飲大賽，榮獲 1 金 1 銀。全國大專運動會，跆拳道隊榮獲 2 金 1 銅。全國

啦啦隊錦標賽，熱舞隊榮獲大專嘻哈團體組第一名。15 個國家地區國際學生校園國際化，國際生人數突破千人全國技專院校第一。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通

過數量全國私立科大第二名等等，在在顯示明新科大團隊的堅強，戮力齊心，開創先河。 

新的一年 2020 年已來臨，少子化的生員驟減，國際情勢與經濟的劇變，滿天的灰天鵝與灰犀牛，將會更加嚴峻和多變；生員的短缺，將會對本校的整

體發展和穩定帶來一定的衝擊。在充滿各項元素不確定的環境下，學校定要設定永續生存的發展特色。2020 年，我們的責任將更加重大，本校是教育部認

定技職教育的典範之一，謹提出三項重點工作，引領學校在不確定的大環境下，穩定正向發展、創造特色、獨樹一幟、永續經營。 

[第一項]落實產業大學，入學即就業，畢業與就業無縫接

軌。企業公費獎學金(Enterprise financed students)，實習津

貼，實習保險金等，與企業談判及對接。 

一、鏈結地方產業，擴大結盟廠商。 

二、推展業界實習，厚實就業學程。 

三、精進專業教室，強過產業環境。 

四、產業專題競賽，導向務實升級。 

[第二項]與趨勢結合，建立 AI 教學特色，發展智慧

科技與智慧服務。 

一、發展智慧機器人。 

二、半導體封裝測試特色。 

三、智慧商務。 

四、健康促進。 

[第三項]數位與智慧化校園建立，活化校園，創造生

機，全時服務、匯集人氣。 

一、招商引資，活絡研發。 

二、興學勸募，弱勢助學。 

三、美化校景，製造氛圍。 

四、數位與智慧化校園建立。 

 

結盟產學廠商與地方產業建立鏈結，成立產官學聯盟 

 

發展特色教學，全台第一座半導體封測類產線教室落成啟用 

 

對外積極勸募弱勢助學金，獲各界企業、人士熱心捐助 

新的一年，就是學生、產業進得來的一年，是建立人工智慧 AI 特色的一年，也是招商引資，活化校園的一年。讓學生願意進來與家長放心的優質校園。

建立守護明新的三項指標工作，將是 2020 年重點努力的工作項目。最後，以感恩的心送走過去，以虔誠的心把握現在，以祝福的心迎接未來。祝福大家，

新春福滿門，歲歲平安吉祥，年年如意安康，學校校運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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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虔誠與祝福 

迎接多變的 2020 年            校長林啟瑞 
報導時間：2019/12/31 

資料來源：校長室 
新 年 展 望 



明新新聞電子版 2019 年 12 月號 

 

 

 

 

 

 
圖說：明新科大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以學習取代工讀，補助弱勢學生充實專業與建立技能 

 
圖說：明新科大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經由「推動弱勢生國際參與」子計畫有機會出
國的國際志工社同學分享心得 

明新科技大學獲教育部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其中「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項目，利用校內資源建構學習輔導、

職涯發展及生活參與等機制，補助弱勢學生充實與建立技能，提升高等教育的公共

性。該計畫於 12 月 18 日~20 日三天，在校內宗山樓學生活動中心 1 樓舉辦成果

展，展現弱勢生學習輔導機制的具體成效。12 月 18 日下午的成果展開幕活動，由

該校國際志工學生的精彩舞蹈表演揭開序幕，主任秘書陳永忠特別代表校長出席致

詞，教務長鄭武德、學務長彭政雄與校內各師長也出席參觀計畫的成果展現。 

學務長彭政雄表示，學務處執行的高教深耕計畫以「培力．翻轉力．行動實踐

力」為主軸，總括來說就是「以學習取代工讀」，辦理各式課後輔導課程，縮短學

習落差，提升成就並給予參加的學生獎助金。彭學務長說，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弱

勢學生補助加上向校友與企業界募款，今年度約有 780 萬勵學獎助金，照顧校內

近 1,700 位弱勢學生，使學生可以兼顧課業與生活，來達到提升弱勢學生發展、學

習技能翻轉力的目標，讓弱勢學生在「學習、職涯、生活」三方面有完整學習發展。

(資料來源/學務處) 

延伸閱讀：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220004513-260405 

 

圖說：明新科大休閒系學生參加「2019 艾柏盃全國芳香療法競賽」，分別獲得「精油
配方」第一、三、四名、及「精油香氣鑑定」第三名等大獎 

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由范嘉莉老師和芳療師蔡銀杏共同指導學生，

日前參加「2019 艾柏盃全國芳香療法競賽」成績優異，學生黃詩珈、廖曼伶、丁

連欣分別包辦「精油配方」項目大專組第一名及三、四名；郭力嘉則獲得「精油香

氣鑑定」項目大專組第三名。 

明新科大休閒系主任廖淑容表示，參賽的學生都是第一次參加芳療性質的大型

競賽，競賽項目之一的精油配方設計，需從精油的選取、精油的特性、濃度比例的

調配，並為自己的作品賦予生命及有意涵的名字，來打動評審的心。另一項目為精

油香氣鑑定，參賽者要透過氣味辨識出 30 支精油的正確名稱，比的是正確性跟速

度，想脫穎而出需有一個如狗鼻般的靈敏嗅覺。獲得「精油配方」組第一名的黃詩

珈表示，從競賽可以學習到許多課堂外的經驗及知識，感謝老師在精油調配上的指

導，也很高興能有這樣參與大型競賽的經驗並獲得大獎。 

2019 艾柏盃全國芳療競賽由中華芳香精油美容保健協會、艾柏國際芳香療法

學院主辦，12 月 21 日於台南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舉行，分為精油香氣鑑定、身

體按摩、精油配方及臉部按摩等四項目競賽，是國內大型的芳療性質重要競賽。(資

料來源/休閒系) 

延伸閱讀：https://udn.com/news/story/6929/4259052 

  

 
明新科大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 

學習取代工讀助弱勢生翻轉 
報導時間：2019/12/20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高 教 深 耕 

 
全國芳療競賽 

休閒系獲「精油配方」組冠軍等大獎 全 國 競 賽  
報導時間：2019/12/30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220004513-260405
https://udn.com/news/story/6929/425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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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深耕在地與服務社區，12 月 2 日上午在校內藝文中心舉辦成果

展開幕活動，展出教師帶領學生與課程結合，社區實踐行動的成果。成果展開幕活

動安排運管系學生以有氧舞蹈活力開場，有明新科大董事長張紹鈞、校長林啟瑞、

富邦人壽竹苗區部范德亮部長及夥伴社區出席分享合作心得。教育部前政務次長姚

立德也特別出席開幕式參觀明新科大這一年來的 USR 成果。 

計畫主持人文與設計學院院長劉崇治表示，明新科大將大學社會責任(USR)的

精神，結合企業社會責任(CSR)的資源，攜手走入社區，一年來由 7 位老師跨領域

整合 39 門課程，與富邦企業志工一起規畫以社區為基礎的發展計畫，帶著大一到

大四的學生超過 2 千人次參與，服務約 5 千人次的社區居民。劉院長說，服務學

習、學習服務，明新科大的社區參與沒有時間表，將持續積極參與社區發展、與社

區共榮。 

明新科大今年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成果展，有運管系師生發揮運動指導專

長，到湖口鄉愛勢社區、新豐樂齡中心等社區，替長輩做體適能檢測、教導長輩運

動增加肌耐力；樂服系學生為新竹縣 13 個樂齡中心，辦理「樂齡貼圖創作種子營」，

教導長輩學習 App 及做出特色貼圖。計畫包括有到新豐鄉、湖口鄉、竹北市、新竹

市、竹東鎮等社區，進行樂齡活動帶領、體適能檢測、高齡資訊教育、社區彩繪、

幼兒課輔親子活動等社區實踐行動的內容，成果展也於開幕式後至 27 日為止，在

校內藝文中心完成展出。(資料來源/服學中心) 

 
圖說：明新科大舉辦 USR 成果展，與富邦企業志工、社區民眾一起分享愛與感動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93-usr3  

 

明新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學生盧適頎，參加多項國內外創新發明競賽獲獎表現

優異，是得獎常勝軍，獲得今年第 15 屆「技職之光」技職傑出獎項的發明達人獎，

也是明新科大管理學院首位獲得技職之光的學生。 

現就讀碩二的盧適頎大學時原就讀機械工程，因為大二開始擔任同校管理研究

所林永禎教授的工讀生，看到林永禎教授所管理的「系統創新中心」琳瑯滿目的獲

獎證書、獎牌與專利證書，平常就喜歡動手做的他，開始對創新與發明領域產生興

趣並報考管理研究所，開始展開創新發明之路。一年來在林教授的帶領下，參加國

內外著名發明展，在 2018 烏克蘭國際發明展以「幫助聽覺障礙者感應聲音的裝置」

獲得金牌、2018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有「手腕隨身包」獲得金牌以及其他作品獲

得銀牌與銅牌，還有上個月以「組合式蚊帳之創新設計」最新獲得 2019 國際創新

發明競賽金牌獎，以及其他全國性創新競賽的獎項，相當不容易。 

指導老師林永禎教授說，很開心盧適頎能受到肯定而獲獎，盧適頎具備發明人

所應該有的強烈企圖心與勇於追夢的態度，加上他具備機械工程的知識背景與實作

能力，發明內容多元且貼近生活，讓他能成為優秀的發明達人。 

教育部於 94 年起舉辦技職之光選拔，鼓勵技職校院師生參與國際技藝技能競

賽、表揚在專業領域有卓越表現的學生，是技職校院的至高榮譽。今年第 15 屆技

職之光頒獎典禮於 12 月 3 日在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5 樓流行廣場舉行，今年度一

共頒發 38 件獎項，包含「競賽卓越獎」17 件、「技職傑出獎」21 件，共 53 人獲

獎，由教育部長潘文忠親自到場頒獎。(照片提供/管研所) 

 
圖說：明新科大管研所盧適頎(左)獲今年度教育部技職之光「技職傑出獎」獎項的發明

達人獎，與指導教授林永禎合影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97-outstanding 

 

 
圖說：第五屆「全球傳動智能自動化競賽」，明新科大雙聯學制菲律賓學生「Unsullied」
團隊，在任復華老師(左一)指導下奪冠 

工業 4.0 發展趨勢下，「智慧機械」成為產業熱門領域，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

程系雙聯學制的 11 位菲律賓同學，組成三支隊伍，參與「第五屆全球傳動智能自

動化創意實作競賽」，於 12 月 6 日在臺北科技大學舉辦的決賽中，由團隊

「Unsullied」打敗北科大風光奪得冠軍，其他學生也獲得兩個創新獎、兩個人氣

獎，總計獲得五個獎項，實力艷驚全場。 

獲得冠軍的是由明新科大機械系任復華、梁若暉老師指導，來自菲律賓的蕾吉

娜、羅伊爾、梅納德與奧爾德林 4 位同學組成的「Unsullied」團隊，設計「Gantry 

Automated Agbot」新型自動化農業機器人，作品實務應用潛力獲評審青睞，拿

下冠軍及獎金 15 萬元。指導老師任復華表示，這組新型自動化農業機器人，在 XYZ

方向上配有線性執行器，能透過可編程邏輯控制器進行操縱，執行自動播種、澆水

等功能，減少人力重複勞動，提高工作效率。 

全球傳動科技整合國內 12 家大廠和組織資源合作舉辦的「全球傳動智能自動化創

意實作競賽」，競賽總獎金和零組件價值超過 300 萬元，吸引全國 37 隊報名參賽，

明新科大今年派出外籍生首度參賽，就從決賽的 19 個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冠軍。

(照片提供/機械系)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98-tbimec2019 

  

 
管理研究所盧適頎 

獲教育部技職之光發明達人獎 
報導時間：2019/12/04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技 職 之 光 

 
明新科大 USR 成果展 

攜手富邦人壽服務社區分享愛與感動 
報導時間：2019/12/02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成 果 展 覽 

 
全球傳動創意實作競賽 

機械系菲律賓雙聯學位生首參賽奪冠 
報導時間：2019/12/09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創 意 實 作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93-usr3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97-outstanding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998-tbimec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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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設立實習餐廳@house 提供學生累積實戰經驗的教學場所，配合聖誕節的到來，授課教師西餐創意名廚王申長老

師，與學生共同企畫，以傳統西式的節慶烤雞為實作主題，做為實習餐廳期末營業日的主菜色，當天剛好是 25 日聖誕節，學生忙進忙出，現場與外帶總共

製作 90 份聖誕烤雞，大受好評、反應熱烈。 

王申長老師表示，烤雞是嚴選放養肉雞，製作前晚先泡鹽水，雞身裡再放入 8 種調味蔬菜，成品大約 1 斤半，可供 4 人食用，配菜他挑選時下最夯的台

農 57 號地瓜，還有青花菜及紅蘿蔔等，黃綠紅的繽紛色澤兼具營養與節慶象徵。王老師提到，這次指導學生實作學習西式的節慶烤雞，最耗時費工的就是

醬汁，他與學生們二個禮拜前就開始準備，擬定熬煮的食材並試作調整味道。王老師大方分享醬汁材料，是用雞骨肉汁、數種蔬菜、蕃茄糊、紅酒外，還特

別加入瑪薩拉(Marsala wine)一種甜酒，將所有的材料熬煮 8 小時後濃縮成醬汁，將烤得軟嫩適中的雞肉搭配醬汁食用，就能從甜酸的味道中感受的幸福與

節慶的喜悅滋味。 

旅館系每週三營業的實習餐廳@house，專供大二的學生實作練習，每個禮拜都推出不同的風味料理。本學期的最後一次實習營業恰好遇上聖誕節，一

推出節慶特餐預告，原本的 50 組名額馬上秒殺預約額滿，學生們討論後特別追加 40 組外帶滿足校內師生的需求，數量爆增也提升同學備餐的壓力。 

為了呈現最好的聖誕烤雞特餐，學生們跟王申長老師花了二個禮拜準備，並在 25 日營業當天，從前場接待、點餐、擺餐，與後場的烹調、備餐、上菜，

呈現最好的餐點與服務，在現場客滿與歡愉的聖誕節慶氣氛下，也間接展現了一學期以來的學習成果，讓學生透過實習餐廳的實務運作、經營與行銷活動，

強化未來進入業界的適應能力和專業技巧。(資料來源/旅館系) 

 
圖說：旅館系實習餐廳王申長老師(右二)，配合節慶主題企畫，指導學生實作傳統西式烤雞大餐，

大受好評 

 
圖說：旅館系實習餐廳配合節慶主題企畫，推出聖誕烤雞大餐，學生於實習廚房忙著製作外帶

訂單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005-2019xmas 

 

 
圖說：明新科大休閒系校友講座，邀請當選今年度傑出校友的金獎導播曹秉羿分享職場
生存之道(照片提供/休閒系) 

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畢業校友，現擔任台視資深導播的曹秉羿，是有

轉播多屆金馬獎、金曲獎及大型知名節目的金獎導播，也當選今年度傑出校友，休

閒系特別在 12 月 10 日邀請他返校專題演講，以「那些休閒系教會我的職場生存

之道」為題分享職場與人生經驗。 

明新科大休閒系主任廖淑容表示，曹秉羿 96 級畢業是休閒系的第四屆校友，

目前是台視的資深導播。他擔任過許多知名電視節目、頒獎典禮的導播與現場指導，

包含近 10 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金曲獎頒獎典禮、台視除夕特別節目紅白藝能大

賞小巨蛋、百萬小學堂、百萬大歌星、讚石夜總會與我要當歌手等。其作品也入圍

多次的金鐘獎，例如百萬小學堂、與鑽石夜總會。在職場的優異表現可為年輕學子

的楷模，特別邀請他回到系上來分享職場心得。 

曹秉羿表示，在休閒系的四年期間，系上內容多元的課程與自由開放的學風，

讓他可以涉略廣博、多方體驗，建立許多專業能力，使他在多變的媒體產業能不慌

不亂，執行發想時能大思泉湧，創意不絕。他表示，系上的藝術類、遊程規劃課程，

以及系學會的社團經驗對他也大有幫助，讓他在管控節目流程時能注意細節、吸引

觀眾，製作出受歡迎的節目，入圍金鐘。 

提到系上學生公認最困難的畢業專題課程，曹秉羿則認為，畢業專題可以學到

構思、報告撰寫、議題溝通與練習表達技巧，使他在職場的提案工作，可以與客戶 

充分溝通，知曉客戶需求，並提出受歡迎的計畫書。他也回想強調禮貌的系訓、茶藝課的「喝茶」之道，都是踏入職場後人際與工作的「眉角」學問。 

最後，曹秉羿勉勵學弟妹，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在休閒系，他學到許多職場的生存之道，希望他們也同樣有所收穫。(資料、照片提供/休閒系)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001-tsao 

 
  

 
旅館系實習餐廳聖誕企畫 

烤雞大餐校園飄香受好評 
報導時間：2019/12/26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聖 誕 企 劃 

 
休閒系校友講座 

金獎導播曹秉羿分享職場生存之道 
報導時間：2019/12/12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校 友 講 座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005-2019xmas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001-t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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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體育室與運動管理系 12 月 10 日下午舉辦專題講座，請來富邦悍將的應援團長 Anu(阿努)分享職涯經驗，在職棒球團啦啦隊已經營出個人

特色的 Anu 建議青年學子，畢業後不一定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但要記得保留自己的原始個性，從不同工作中確立自己的定位、把握任何能大展所長的機

會，就能實現夢想。 

本名王聖杰的 Anu，是布農族的帥氣型男，曾是短跑選手，原本立志當老師，於是大學選擇就讀彰師大體育系，因為擔任畢業展總召，從活動籌辦過程

接觸企畫、行銷工作，畢業後就去運動行銷公司擔任活動企畫。Anu 笑說，運動行銷公司其實非常辛苦，活動幕前幕後的庶務、場務都要包辦，讓他印象最

深刻的是有搬不完的水、補給不完的備品，但他仍保持自己原住民樂天、隨和的原始個性，做好每一件事，也讓主管看到他的專業、努力與個人特色。 

2015 那年，因公司與義大犀牛球團有合作，讓他擔任啦啦隊應援團團長，他其實和棒球接觸不多，個性樂天、隨和的他一開始是抱著學習的態度接受

任務，跳上觀眾席、帶領球場氣氛後，他發現原來加油應援，也有很多可以發揮的地方，研發口號、歌曲、舞蹈、手勢等花樣，與觀眾互動、氣氛帶動、情

緒鋪陳都是行銷專業。後來 2017 年他有機會到富邦悍將再度擔任應援團團長，除了認真的幫球隊、球員發展獨特的加油風格，也希望透過應援行銷的方式，

傳遞球隊的精神，讓更多人認識球員及喜歡棒球。 

運管系主任張博能表示，Anu 在大學期間就很有個人特色令他印象深刻，在職棒球團的應援、行銷領域闖出名號，請他來與學生分享從運動行銷轉戰球

場第一線應援行銷的職涯經驗，讓學生認識不同的職業甘苦，也學習 Anu 積極、認真的工作態度。(資料來源/體育室、運管系) 

 
圖說：明新科大體育室與運管系舉辦名人講座，邀請富邦悍將應援團長 Anu 與學子分享運動行銷、應援加油的職涯經驗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000-anu 

 

【校友檔案】何淦銘 / 現任竹北市長 / 服務產業暨管理研究所畢 

各位師長、學長姐、學弟妹大家好，能夠獲得傑出校友的殊榮，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衷心感謝母校、服管
所諸位恩師及張董事長、林校長與廖所長，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榮耀、感激及惶恐；母校自創校以來，培育了無
數對國家、社會有諸多貢獻的人才，也造就了許多在各行各業深具影響力的社會賢達。 

學校求得的學問，讓淦銘從一個陌生的環境領域到熟悉，進而喜歡投入這個知識的領域，師長、同學，更
一直是淦銘公務生涯中非常寶貴的人力資源，最感謝的是服管所各位老師的不吝教導，幫助我在市政工作上能
夠逐一的突破許許多多的問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淦銘深信學問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也一直秉持「活到老、學到老」終身學習精神，期許未來能
夠繼續為社會奉獻，為母校爭取更多的榮譽，也為學弟妹做一個更好的楷模，再次感激母校給我的珍貴榮譽，
最後願我們互相勉勵，讓本校培育出來的每一位優秀校友，為我們的社會盡心盡力，相信所有的校友，以身為
「明新人」為榮。 

再次謝謝大家，並祝福母校，校運昌隆，再創輝煌。 
 

 
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當選感言輯錄 報導時間：2019/12/31 

資源提供：校友中心 
明 星 校 友 

 
運動行銷、應援行銷大展長才 

明新科大邀富邦悍將 Anu 分享職涯經驗 
報導時間：2019/12/11 

報導來源：學校網站 
職 涯 經 驗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000-anu
https://www.facebook.com/mustmingh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