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培育工業 4.0 智慧製造人才，明新科技大學獲口罩國家隊的精密機械研究

發展中心支持，捐贈價值 40 萬元的 20 套 SkyMars 軟體，助攻智慧製造產業人

才培育。捐贈儀式於 5 月 12 日下午舉行，由精機中心副總經理李健勳代表捐

贈，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也回贈感謝狀表揚精機中心對技職教育的貢獻。 

校長林啟瑞表示，機械系 2017 年即與台中精機、科冠國際等業者成立「精

科產學合作平台」，積極推行業界教師協同教學與校外實習教學。合作平台運作

3 年，已安排學生赴產業實習人數超過 130 名。 

機械系積極發展精密製造教學與研究，獲得教育部多項計畫案補助，陸續更

新工具機教學設備，同時參與教育部「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計畫，

建構「工具機智能機聯網」教學場域，將業界級設備移植校園教學。林校長感謝

精機中心支持「工具機智能機聯網」教學場域，熱心捐贈工具機遠端連線軟體，

提供 20 套市值 40 萬元的 SkyMars 專業版軟體，應用在工具機智能監控與管

理，還有提供業師協同教學，提升工業 4.0 人才培育能量。 

精機中心副總經理李健勳表示，針對工具機產業機台遠端連線研發

SkyMars 應用軟體，可與國內外 CNC 控制器連線，具備機台 NC 程式傳輸、資

訊監視、警報訊息、刀具補償、工件補正、Macro 變數等功能，SkyMars 已經

全面安裝於機械系的教學電腦。 

捐贈儀式後，現場也頒發 CNC 乙級技術士證照獎勵金，明新科大機械系系

主任戴任詔表示，機械系積極發展精密製造教學，輔導學生考取 CNC 銑床乙級

技術士專業證照，提升學生工具機使用的專業能力。取得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

證照者，每人可獲得 5 千元證照獎勵金，今年有 22 位考取，系上四年內已累積

80 人考取。同為「精科產學合作平台」的科冠國際董事長特助張德涵代表公司

出席，捐款 5 萬元贊助證照獎勵金來肯定同學們的努力，並轉達董事長張衡州

允諾若同學們持續保持高考取率，將持續捐贈鼓勵。(資料來源/機械系)    

 

圖說 明新科大機械系獲精機中心捐贈市值 40 萬元的 SkyMars 軟體 20 套，明新科大校長林啟

瑞校長(左)、精機中心副總經理李健勳代表雙方出席捐贈儀式 

 
圖說 明新科大機械系獲贈 SkyMars 軟體導入智慧製造教學，舉辦捐贈儀式及CNC 證照獎勵金

頒獎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098-pmc 

 

 
圖說 生輔組品德教孝月活動融入國際專班，越籍生阮煌仲(左二)、武氏錦仙(右二)

將彩繪的「越南風情」品德袋送給董事長張祖民(左一)，感謝張董事長對國際生的

關懷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品德教孝月系列活動，與通識教育中心合作，從 3 月底開始，

透過語文活動及設計創作的活動方式，提供學生探討、省思品德價值、意義的機會。這次

活動擴大國際專班的學生共同參與，專班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在課程中融入品德議題，

引導學生創作設計出別具意義的作品並分享。 

生輔組表示，本校在董事長張祖民與校長林啟瑞的領導下，強力開拓國際交流，目前

在校國際生來自 15 個國家地區、人數超過千人，是技專校院之冠。國際生的課程與教學，

除專業知識外，本學期特別透過通識課納入國際生班級參與，從課程學習中扎根品德教育。 

像是國際產專班黎明香老師，在通識課程中融入品德議題，指導光電一丙越籍生阮煌

仲、武氏錦仙共同創作「越南風情」品德袋，用不同顏色呈現春夏秋冬，畫出越南四季，

呈現家鄉的美麗風景，並將創作的品德袋送給董事長張祖民。阮煌仲、武氏錦仙兩位同學

說，「很珍惜來台灣讀書的機會，明新的同學、師長都很關懷我們，會認真學習中文及讀

書。」感謝張董事長對國際生的關懷與鼓勵，常出席支持國際生的活動，張董事長就像親

切的長輩，照顧同學、提供好的學習環境，贈送自己創作的品德袋給張董事長，代表感恩

與祝福。 

另外，光電一丙的阮黃忍越籍生也創作「國際環保心」品德袋送給國際長廖信德，以地球圖案為主要設計，透過國際村的概念，傳達身為地球的一份子，

要好好珍惜與愛護環境，也代表本校「友善校園」的氛圍。黃忍越把作品送給廖國際長，感謝國際處師長對外籍生的用心與關懷，並把友善、環保的種子傳

遞出去，讓更多人感受到「明新有品」、「愛在明新」。 

生輔組品德教孝月系列活動，從課程、社團等學生的角度辦理各式融入品德教育及服務學習活動，形塑友善多元校園文化，培養學生對提升自我品德之

認同，藉以永續深耕，培養品學卓越之學生為最終目標。(資料提供：生輔組)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087-vennet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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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助攻智慧製造教學  

明新科大獲贈智慧監控管理軟體   
報導時間：2020/5/13 

資料來源：機械系 
智 慧 製 造 

 
品德議題融入國際專班   

董事長喜獲越籍生創意彩繪品德袋 
報導時間：2020/5/5 

資料來源：生輔組 
品 德 教 育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098-pmc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087-vennet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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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明新科大與 14 個新住民團體簽約，將共同提供新住民朋友進修、培訓等教育服務 

為擴大教育服務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明新科技大學 5 月 12 日上午與新竹縣市 14 個新住民團體舉行聯合簽約儀式，在新竹縣議會議長機要秘書林福

君、新竹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督導陳佳芬、台灣新住民黨黨主席麥玉珍、明新科大董事長張祖民等人的見證下，由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與 14 個新住

民協會、團體代表，共同簽屬合作備忘錄，未來將一起在進修學位、教育培訓、文化技藝等項目，提供新住民朋友優質的進修資源。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表示，明新科大透過教育部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計畫，積極招收新南向越南、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緬甸等國家國際

生有相當的成果，外籍生人數居技職院校之冠，校內也設有教育部審定合格的華語文教學中心，重視國際生的求學權益與生活適應，獲得各界肯定。經由

新住民協會團體的倡議，以及基於大學社會責任，對於新住民教育的重視，樂於分享教學資源，強化在地服務與社會責任。 

新竹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表示，根據統計資料，目前新竹縣新住民人口約為 1 萬 3 千多人，約佔全縣人口 2.4%，新住民的教育、進修需求開始受到

重視。日前與該校國際處合作舉辦了新住民教育座談會，會中有新住民代表反應，新住民在升學、進修、華文學習有極大的需求。為讓新住民有適合的進

修資源與管道，讓明新科大與新竹縣市境內新住民協會聯合簽約，整合資源並透過有計劃性的合作，開展教育培訓、文化技藝、訪問、諮詢等合作交流，

共同承辦執行相關活動。 

明新科大國際長廖信德則表示，在新竹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協助下，明新與新竹縣市境內的新住民團體合作，開辦像是學分班、華語課，或者輔導

取得學歷認證，讓新住民可以繼續進修讀大學或碩士；或是在技能、技藝課程上師資合作，前往新住民團體課程任教。 

簽約儀式由就讀明新科大的菲律賓、印尼同學精彩歌舞中展開序幕，縣府議會、新竹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等皆派代表與會，出席的新住民團體朋友，都

盛裝穿著母國傳統服裝出席，顯示對本次簽約的重視與未來合作的期待。(資料來源/國際處)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097-newresident   

 

明新科技大學為強化師資陣容，禮聘知名造型師李明川擔任人文設計學院

藝術總監，並於時尚造型與設計系教授專業科目，不拘泥傳統教學模式的啟發

式教學，讓修課同學直呼「很充實、超值得啊！」而以往因工作才來新竹的李

明川表示，新竹的一切對他來說都很新鮮，因為來明新科大教書前，工作都是

去百貨公司、購物中心，覺得新竹是個純樸可愛的地方，希望有機會能跟同學

們四處探訪。 

造型師工作 20 幾年經驗的李明川當老師很親切隨和，非常受同學歡迎，在

日夜間部都是必修的專業課程，有「基礎彩妝實作」、「色彩藝術美學」及「整

體造型設計」等，他捨棄傳統的書本教學模式，引用國外開放、啟發式的教學，

經常分組進行實作課程，顛覆制式教學的形式，同學在課堂參與度都很高。 

除了造型、彩妝的基本功，他更想要傳授給同學是「觀念」，用啟發的方式

引導學生去認識學習業界中應具備的觀念。像是引導同學色彩、線條集體創作，

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力，因為「拿捏視覺比例的差異性，這在整體造型裡是最重

要的能力」。如俗諺所說「給他魚吃，不如給他釣竿、教他釣魚」，李明川希望在課程中，是協助同學進入產業的前導站角色，畢業後在職場成為閃亮的一

顆星。 

明新科技大學積極延攬名師達人，打造國際星級師資陣容，除人文與設計學院藝術總監李明川外，還有也是校友的陳鴻擔任服務產業學院創意執行長，

星級師資陣容與業界實務接軌。強調實作的技職達人教學理念，星級名師用創新創意加值課程內容，將專業與實務，手把手傳授學生，在校就能累積實力

與培養實務經驗，讓學生獲得成長與自信，為未來的職涯人生鍍金。(資料來源/時尚系)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120-lee 

  

 
新住民新力量   

明新科大與新住民團體合作教育培訓進修 報導時間：2020/5/12 

報導來源：國際處 

新住民教育 

 
明新科大再添星級教師   

知名造型師李明川教學受歡迎 
報導時間：2020/5/18 

資源提供：時尚系 
星 級 教 師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097-newresident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120-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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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5 月 20 日下午，於校內與新竹縣政府青年事務中心簽訂

「2020 年新竹縣竹青創生夢想育成計畫」，本計畫目的在點燃青年有志於新竹

縣發展的創業動能，提升新創風氣，發展在地特色產業及鼓勵投入地方創生產

業，協助青年創意啟發、創業培力，進而實踐創業構想。 

「竹青創生夢想育成計畫」為新竹縣政府首次針對培育青年創業所委託的

計畫案，由明新科大管理學院院長杜鳳棋所帶領的跨學院跨領域團隊獲得本次

標案。計畫簽約儀式由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與青年事務中心副主任詹皓智代表

簽約，新竹縣政府希冀未來可以打造「新竹縣新創團隊交流平臺」，藉由「竹夢

Young 點子競賽」、「商業實戰課程」、「創業工作坊」及「成果展示會」的活動及

課程，徵求具有創新、創意、創業想法的青年以進行培力計畫，將青年的創意夢

想具以產品實現，透過媒合商轉機會，導入市場行銷，以達成青年創業、地方創

生的綜效目標，活動總獎金高達 40 萬元。 

明新科大校長林啟瑞表示，明新科大的核心價值在於培育為產業所用的實

務人才，加上推動跨領域的「創新、創意、創造」教學型式，以「學中玩、玩中

做、做中學」的新創課程，培養學生創新思考、適性參與、解決問題，實務應用

的跨域能力，以因應秒速進展的產業趨勢。而這次能夠承辦「竹青創生夢想育成

計畫」，將可結合縣府和學校的三創資源與人力，為有志投入創意、創新、創業

的青年團隊提供專業與豐富的資源，成為青年創業夢想的推手！ 

而本身擁有多項專利及產品開發經驗的計畫主持人，同時也是管理學院院

長杜鳳棋教授表示，三創是明新科大管理學院重要的發展方向，計畫團隊包含許

宜庭(行銷)、邵雲龍(創新)、潘昭儀(財務)、張乃心(人資)等不同專長的教授，再

加上校內的創客教室、VR 教室、互聯網互動教室等硬體資源，將提供創客教育

發揮的空間。此外，未來管院也將設立「創業精英班」，希望能將三創教育向下

札根，造福更多學子！(資料提供/管研所)   

 

圖說 明新科大與新竹縣府青年事務中心合作青創育成計畫，由校長林啟瑞(左)與青年事務中心

副主任詹皓智(右)代表雙方簽署合約 

 
圖說 明新科大跨領域團隊與新竹縣府青年事務中心合作「竹青創生夢想育成計畫」，打造新創團

隊交流平臺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139-young  

 

 

圖說 明新科大多遊系與生輔組合作，透過實作課程拍攝品德微電影，圓學生導演夢(生輔組提供)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首次與多遊系曾俊霖主任及張齊軒副教

授帶領明新學子親自體驗，實際拍攝品德微電影。齊軒老師合作

於其開設之課程中，結合品德意涵發想及實拍微電影，從 3 月開

學時，一路課程規劃，到帶領學生開拍，前置開會就歷經 10 多

次的會議討論，品德故事發想、改編成劇本形式，還要再畫出各

場域的分鏡鏡頭，演員選角的過程須要即興演出，競爭激烈，許

多勝出者都是明新數一數二的風雲人物！ 

如：女主角瞿詠婕是明新文學獎第一名得主，渾身文藝氣息、

空靈的女孩；男主角的姐姐郭念慈參加校外校園潛力之星選拔賽

得到第 3 名，計 45270 票支持度，本人外形可人，談吐不凡；男

主角是資工系范淇詠同學本身之前也有拍過微電影的經驗，且就

其在星巴克打過工，所以此次咖啡店的工作就曾是他的日常，表

現自然又很會調製飲品。 

這次小導演是應外系系學會副會長李彥騏同學，之前也有拍

微電影的經驗，此次與多遊系合作拍片，也看到多遊的學弟妹們

專業的技術與分工縝密，從中也學到很多。擔任首席攝影師徐璽

鎧同學雖才一年級，但課餘也有兼攝影剪輯工作，日前也拍攝系

上牽手傳愛的微電影，拍攝手法專業精準。 

此次編劇有 2 位，一位是應外系瞿詠婕同學，文筆浪漫細膩，

再結合多遊系李育馨同學的理性專業，才能讓此次微電影的靈魂 

誕生。畫分鏡的姜致遠同學才華揚溢，各場域各個重要的鏡頭，要透過他實地看過各場域環境角度，腦中想像著品德微電影成型的畫面，繪製出實體拍攝時

最需要的分鏡腳本。 

做協調管預算、進行場佈道具的副導演張文杰及製片饒竣元、吳克泰、何崧瑋，都是超人等級，排除萬難默默做著苦工，讓開拍順利。還有許多協助後

製剪輯的學生像張智凱和陳薪宇、陳昱佑、黃凱祺，以及選角的古歆瑀，負責打燈、打版及臨演的學生們，一支微電影的拍攝完成，是集結多人的心血呀。 

多遊系曾俊霖主任表示，支持系上張齊軒副教授結合課程實作拍攝品德微電影，動用系上資源全力支持與齊軒老師一起陪伴學生拍攝，希望同學們實際

體驗拍片過程增強基本功，並學會如何團隊合作，學會技能，進而提升品德素養。(資料提供：生輔組)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122-firm 

  

 
竹青創生夢想育成  

明新科大與新竹縣府簽定青創育成計畫 報導時間：2020/5/21 

資料來源：管研所 

青 創 育 成 

 
生輔組與多遊系合拍品德微電影 

「圓」學生一個導演夢 報導時間：2020/5/18 

資料來源：生輔組 

品德微電影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139-young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122-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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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台啤總教練周俊三(前排左二)、球星簡祐哲(前排左三)於「菁英學程大師講座」中，與同學分享職業球員經歷與人生哲學 

明新科技大學「菁英學程大師講座」5 月 5 日下午邀請甫獲得 SBL 總冠軍的台啤總教練周俊三與後衛球星簡祐哲，與明新科大同學分享在瞬息萬變的籃

球殿堂爭取成功的職業球員經歷與人生哲學。「阿三哥」周俊三在演講中鼓勵同學把握各種機會多方嘗試，也提醒同學盡早為自己「買保險」，累積專業實力、

人脈資源等，為未來職涯鋪路。 

年輕球星簡祐哲大受同學們歡迎，在 HBL 時期就打出名號，大學球隊也是頭號大將，學生時代就拿過 HBL、UBA 的 MVP 殊榮。他說自己從小跟著哥

哥看 NBA，就懷有籃球夢。到了高中才有機會加入球隊，一開始連熱身、運球都不會，自我要求努力訓練，高三那年與球隊一起在 HBL 聯賽奪冠並得到 MVP，

也堅定要往籃球運動發展的信念。大學畢業便投入 SBL 加入台啤，他說，學生球員跟職業球員有很大的不同，學生時期是單純的喜歡打球，成為職業球員要

考量的事情就比較多。他認為，球隊是「團隊比個人重要」的，雖有自己的想法，但與隊友的溝通、配合教練團的指示等，都是要顧及的地方。 

周俊三表示，他跟簡祐哲有相似之處，原本都是田徑選手，後來接觸了籃球，才在籃球的領域找到自己、發光發熱。周提到，自己的球員生涯跌跌撞撞，

但一直秉持著學習不放棄的態度，抓到機會就努力表現，才得以讓人生更精彩。他也提到，運動產業是全球前五大，不管是足球、籃球、棒球等運動，都有

很大的商機，除了球員，轉播工程技術、賽事行銷、運動週邊等都是需要人才投入的地方。像是今年因疫情影響，他職業球員 30 幾年的經驗，第一次遇到

沒有觀眾的比賽，但危機就是轉機，沒有觀眾加油的閉門球賽反而在轉播市場大有成長，賽事播報、行銷、轉播工程等人才就獲得重視的機會。 

演講最後，周俊三跟同學分享他在台啤 14 年，對新進球員第一個要求就是要球員「買保險」。他說，運動員的職業風險較高，所謂「買保險」，不單只

是醫療理賠，而是要為自己儲備專業能力、證照、人脈累積職場資源的機會。他鼓勵同學們，學生時代就要開始累積自己的實力，進入職場之後才能有一展

長才的機會。 

運管系系主任張博能表示，人文設計學院辦「菁英學程大師講座」，邀請名人來院內各學系，分享職涯歷程或人生哲學，讓同學從不同領域的菁英大師分

享中，學習成功之道，累積追求夢想的動力。(資料來源/運管系)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088-sbl 

 

【校友檔案】陳鴻/ 現任明新科技大學 創意執行長/ 機械科畢 

我是 72 學年度機動五乙的畢業生，謝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當選傑出校友，當初誰也沒料到，阿鴻會
去上菜，而阿鴻，如今也已經成為歐巴桑的天菜，我非常謝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當選傑出校友，因為這個
獎項，讓我再次肯定，我成為明新科技大學，最佳的青年典範，再次感謝學校的肯定。 

離開是為了再回來，我也謝謝明新科技大學讓我找到回家的路，現在每天在往返區間車的路途上，讓
我不禁想起我的少年時代，我發覺這樣也沒什麼不好，就像當初也不知不覺從機械工程跨界到美食界，也
只不過用好心好好做，就讓陳鴻成為當今美食界品牌第一人。 

我真正有個心願，希望能夠把桃竹苗，這個屬於我們在地幸福的台三線，透過美味關係來串連，就像
林校長所說，現在已經是 AI 時代，我們當時影片從過去到現在傳統黑白電視跨界到現在的網路平台，我們
一直在學習，如何在與時俱進的過程當中不停地跟不同的世代，去聯繫情感，這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邏輯。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要跟學弟學妹分享，持續努力的勇氣是我們最重要該保持的心態，能量是無所不在
的，希望能夠用我們的笑容去改變這個世界，而不要讓世界來改變我們的笑容，把這個觀念分享給學弟妹
們，因為你們的未來是無所限量的，因為我阿鴻就是明新培養出來的，也謝謝推薦我的主任、老師，讓我
獲得這個殊榮，也希望明新早日入圍長春藤百大名校。  

 
台啤總教練周俊三球星簡祐哲  

明新科大分享職業球員成功之道 報導時間：2020/5/6 

資料來源：運管系 

大 師 講 座 

 
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當選感言輯錄 V 報導時間：2020/5/28 

資源提供：校友中心 
明 星 校 友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088-sbl
https://www.facebook.com/mustmingh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