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於 6/20 上午舉行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今年有近 2 千 9 百位畢業生

揮別校園，因防疫考量縮小畢業典禮規模，僅開放畢業生受獎代表及家長實名制

入場，典禮也首度以線上直播方式，讓無法進場的畢業生與親友能透過直播觀看

參與典禮。董事長張祖民代表董事會出席祝福畢業生，校長林啟瑞、校友總會總

會長楊守杞、校友總會顧問團團長鄭棟樑，以及行政院政務顧問謝聖言、新竹縣

縣長室秘書何昌臨、竹北就業中心主任劉文菁等也出席觀禮。 

董事長張祖民致詞表示，明新創校邁入第 54 年，培養近 12 萬校友，有許

多的成功人士，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人脈資源。校長林啟瑞則舉今年因疫情，全

球同步經歷巨變與挑戰，病毒改變了一切，但應樂觀期待「危機就是轉機」，勉

勵畢業生善用 AI 科技與跨界應用，掌握機會「與時俱進」為未來開創無限可能。 

今年畢業生，有現年 65 歲的卓新仁與 34 歲兒子卓榮三父子檔一起從土環

系碩士班畢業。二年來不辭辛勞每週從台北到新豐上課，提升在監造工程實務與

理論的專業，年長的卓新仁更從班上第一名畢業獲得智育獎，讓兒子自嘆不如。

工管系約有 20 位同學，經由校外實習與產業學院計畫，因實習表現優異，畢業

直接留用，不受疫情影響擔心找不到工作。 

畢業典禮中頒發智育獎、群育獎、服務獎、體育獎外，也頒發 7 位「傑出成

就獎」，其中菲律賓雙聯學位的機械系蕾吉娜(Oatigdig, Regina)是首位獲傑出成

就獎的外籍生，身為雙聯學制班上唯一女生，她希能成為一位優秀的工程師，其

他 6 位獲得「傑出成就獎」的畢業生還有機械系陳柏辰與徐嫚鍶、管研所盧適

頎、工管系陳昱瑋、旅廚系楊博丞，以及運管系楊哲瑄等人。 

籌辦今年畢業典禮的畢委會表示，配合防疫政策今年典禮縮小規模，但祝福

的心意不變，除了增加直播讓不克到場者能收看轉播參與，校園內各處也精心佈

置供畢業生拍照打卡的看板景點，讓畢業生與親友為大學生涯留下美好的畫面。

(資料來源/學務處)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243-comm0620 

 
圖說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校長林啟瑞勉勵畢業生面對世局變動要「與時俱進」掌握機會 

 
圖說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機械系菲律賓雙聯學位的蕾吉娜 Regina(右一)是首位獲傑出成就獎

的外籍生 

 

 
圖說 明新科大畢業生是半導體產業招募首選，辦學受業界肯定，來自矽谷的

AgilePoint 捐贈價值 500 萬台幣的「人工智慧數位轉型服務平台」，做為校內半導

體封裝測試類產線在人工智慧技術應用的教學使用 

來自矽谷的 AgilePoint 公司是數位轉型及自動化的領導者，於 6/2 捐贈新台幣 500

萬元的人工智慧數位轉型服務平台給本校教學使用。該平台是基於低代碼或無代碼開發方

式並整合雲端服務及人工智慧的快速與敏捷開發平台，並具有強勁的流程引擎，能夠提供

企業級統一的應用程式發展平台，整合公司內部及外部所有服務流程與資源為一體。捐贈

儀式由校長林啟瑞與 AgilePoint 公司台灣區總經理王冠章代表雙方出席。 

校長林啟瑞感謝 AgilePoint 捐贈，他表示明新以「產業大學」為定位，結合在地產業

優勢推動「智慧科技」與「智慧服務」，與多家廠商簽訂產學合作，積極為學生打造「畢業

即就業」的實習就業一條龍的產業大學環境。日前 104 人力銀行公布最新調查，含金量最

高的半導體產業，最愛邀約面試明新科技大學的畢業生，是半導體產業招募首選，也是「製

程規劃類人員」的第一，排名超越成大、交大、台科大等國立大學。 

AgilePoint 總經理王冠章表示，這套系統的架構設計之初，就是基於將人工智慧(AI)

無縫接軌做考量，系統可讓人員毋須編寫程式碼，使用者即可用模塊拖拉用軟體元件組裝

的概念與圖形化介面，讓非資工背景的人員也可在短時間內做出符合個人、企業需求的

App 與網頁。如此的做法除了可加速 AI 的運作之外，另外一方面也可促進企業的數位轉

型。 

工學院院長呂明峯表示，為了培育半導體產業的精英人才，獲得教育部補助在校園建置「封裝測試類產線」，讓學生在學期間就能熟悉業界的作業環境

和機台，將來能順利的與產業接軌。同時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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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舉辦封裝與測試工程師證照考試。 

AgilePoint 公司捐贈的這套數位轉型服務平台已經被全球五百大企業大量採用，在台灣也有台積電、聯電、力成科技等公司採用，明新科大的半導體封

裝測試類產線教學也率先引進，持續打造優質的「實務人才培育基地」，成為一所培養學生立即就業能力的產業大學。(資料來源/工學院)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183-agil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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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大畢業典禮  

校長林啟瑞勉：與時俱進、掌握機會 
報導時間：2020/6/20 

資料來源：學務處 
鵬 程 萬 里 

 
AgilePoint 公司捐助人工智慧數位轉型服務平台   

攜手明新科大培育半導體產業精英人才 
 

報導時間：2020/6/2 

資料來源：工學院 

 

人 才 培 育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243-comm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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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去(108)年 10 月校慶期間，於校內圖書館前設立雕塑名家王秀杞老師

銅雕作品「讀書樂」的小書僮塑像，今年再添新成員，由校友恩良企業董事長

鄭棟樑加碼捐贈一座「閱讀」女書僮，代表推廣閱讀與陪伴的價值。 

6 月 16 日上午特別舉行揭幕儀式，由榮譽董事長張紹鈞、董事長張祖民、

校長林啟瑞、圖書館館長張祖國，及捐贈者恩良企業董事長鄭棟樑賢伉儷與親

友等人，共同為銅雕塑像揭幕。董事長張祖民也代表學校致贈感謝狀表揚校友

鄭棟樑的貢獻。 

校長林啟瑞表示，明新科大校友已近 12 萬人，遍及各行各業，是明新潛

在的力量。像白手起家的恩良企業董事長鄭棟樑，事業有成更熱心公益，歷年

來持續捐贈獎學金與捐款累計近百萬，幫助清寒優秀學弟妹們安心就學，回饋

母校不遺餘力！更感謝鄭董慷慨解囊出資捐贈「閱讀」女書僮，讓好事成雙，

「讀樂樂、眾樂樂」，象徵開卷有益、學無止盡，鼓勵更多人加入讀書的行列。 

捐贈女書僮塑像的恩良企業董事長鄭棟樑表示，他初中畢業後去做黑手，

體認到「沒有讀書就沒有力量，沒有力量就沒有未來」，在明新工專時期半工

半讀，受到師長照顧及獎學金奧援完成學業，點滴在心。 

鄭董事長，從就業到創業都沒有忘記保持讀書的習慣，現在有能力也每年

提供獎學金回饋。校園再添書僮塑像，除了推廣閱讀風氣外，鄭董事長認為「陪

伴」是人生最大的價值，像是父母陪伴子女、師長陪伴學生、夫妻相互扶持、

同儕同窗相伴等等都是美好的，希望兩座書僮倆倆相伴，來傳達「陪伴」的精

神。 

本校傑出校友鄭棟樑董事長，於 1983 年創立「恩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於高分子複合材料的研發及部品零組件的生產製造，以及配電器材的設計

及生產。創業 30 多年，恩良公司已是國內外電機大廠主要的電氣絕緣材料供

應商。(資料來源/校友中心)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239-bronze2   

 
圖說 校友恩良企業董事長鄭棟樑(左)捐贈銅雕女書僮塑像，董事長張祖民(右)代表學校致贈感謝

狀表揚貢獻 

 
圖說 校園再添銅雕女書僮塑像，由圖書館館長張祖國(左起)、校長林啟瑞、董事長張祖民、榮譽

董事長張紹鈞，及捐贈者恩良企業董事長鄭棟樑與親友等人，共同為塑像揭幕 

 

 
本校多元族群文化中心 6 月 11 日在校內鴻超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民族主義與客家文化的傳播」學術研討會，活動在新北市客家民謠發展協會的客家

歌舞表演中揭開序幕，新竹縣縣長楊文科也親臨現場致詞，及頒獎感謝熱心參與本次客家研討會人員。 

縣長楊文科表示，新竹縣是客家大縣，他重視客家語言的傳承，上任後積極推動客語學習，希望年輕一代的學子能學習客語；他也提到客家菜「四炆

四炒」經典菜餚，就展露客家族群生活與居住環境，代表著客家民族節儉與刻苦習性。楊縣長最後感謝明新科大辦理客家議題的研討會，能讓年輕學子有

機會體認客家文化與客家民族主義的硬頸精神。 

校長林啟瑞則表示，全球化的今天，客家民族主義硬頸精神配合適當的產業發展策略，維持客家文化多元化的特色與發展，透過研討會讓師生瞭解客

家民族，有助於客家文化之發揚。 

研討會場邊也有茶道展演、客家傳統點心粢粑(麻糬)的品嚐活動。提供學生參與客家民族相關特色文化的機會。明新科大曾美玲老師現場介紹茶道文

化，縣長席，新豐鄉機要秘書李介蓉也代表鄉長許秋澤與會。(資料來源/多元中心)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218-hakka0611   

  

 
讀樂樂眾樂樂 

明新科大再添銅雕書僮塑像推廣閱讀 
報導時間：2020/6/16 

報導來源：校友中心 
校 友 捐 贈 

 
明新科大辦客家文化研討會   

傳承客家民族與美食文化 
報導時間：2020/6/11 

資源提供：多元中心 
客 家 文 化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239-bronze2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1218-hakka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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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長林啟瑞(下圖右 3)帶領校內師長於 6 月 22 日拜訪新竹在地建商「京茂建設」董事長鄭秀勳(下圖左 3)，鄭董事長事業有成更熱心公益，擔任本

校校友總會顧問期間，協助會務發展不遺餘力，這次透過該校校友總會總會長楊守杞、副財務長許淑美及土環系友會總幹事洪燕卿勸募，捐款贊助弱勢助學

金 5 萬元，同時也可讓學校獲得教育部同額補助弱勢助學金 5 萬元，鄭董事長期待能拋磚引玉，讓更多企業響應，鼓勵弱勢學生勤奮向上並能安心就學！ 

林校長表示，本校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培養弱勢學生自我能力建構，例如：課業學習輔導、職涯與就業輔導、證照課程考照輔導、提昇就業競爭

力之輔導、參與專業競賽輔導、國內外社會參與服務、生活自主學習措施等，培養未來就業的專業能力和軟能力、拓展國際觀與多元文化的接觸，落實對弱

勢學生整體的關懷與照顧，讓每位經濟不利學生都能順利畢業並銜接進入社會。 

林校長也代表學校感謝鄭秀勳董事長樂於回饋與無私付出的精神，同時也誠懇籲請企業主及社會大眾能支持明新科大「弱勢助學金勸募」，透過完善學

習輔導機制，縮短學習落差提升成就，落實對弱勢學生學習的關照歷程。「弱勢助學金勸募」聯絡電話：秘書室 校友服務中心 03-5593142 分機 2630 或

2631。(資料提供/校友中心)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44-starwisdom  

 

本校學務處生輔組連續 5 年與新竹縣政府及財團法人

蔡衍明愛心基金會三方合作「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三節

慰問活動」，結合校內弱勢學生，關懷校區週遭弱勢家庭，

藉以嘉惠本校莘莘學子，並將這份溫暖祝福也擴及弱勢戶

手中。 

新竹縣政府今 (109)年度「公益青年-送愛明新趣-

2020 新竹縣端午節慰問活動」同時連結本校與縣內大專

院校及多個善心企業共同響應。本次因應疫情改以匯款為

主，各校代表個案家訪為輔，縣府社會處處長李國祿與蔡

衍明愛心基金會執行長徐海倫代表，6 月 17 日親自蒞校頒

贈旺福紅包新台幣 5,000 元及伴手禮盒，給本校的受贈代

表學生慰問關懷，本次活動捐助總經費新臺幣 150 萬元，

受益弱勢家庭共 300 戶，合計新臺幣 150 萬元。本次受助

名單係由新竹縣政府社會處與本校及其他大專院校共同評

估符合弱勢濟助條件者，再推薦予該基金會列冊扶助，期

將善款作最充分發揮。 

本校受訪視的代表張柏仁同學目前就讀電機系三年

級，張同學生長在單親家庭，由父親扶養長大，父親從事

計程車業，近期因為疫情影響導致收入減少許多，由於張同學平時在學校表現良好，故獲得推薦。 

為表達感謝之意，本校校長林啟瑞博士致贈蔡衍明基金會及新竹縣政府社會處感謝獎牌。校方長期重視與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合作「公益青年-送愛下鄉

趣-三節慰問活動」，本次活動已進入第 5 年，加入新竹縣政府的資源，上從校長、學務長的支持，結合民間資源，本校受惠弱勢學子們共計 5 百人，讓學子

在三節時都能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與關懷。(資料提供/生輔組)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42-0617  

  

 
京茂建設捐款弱勢助學金  

助明新科大學生安心就學 
報導時間：2020/6/24 

資料來源：校友中心 
捐 款 助 學 

 
公益青年送愛明新趣 

生輔組參與 2020 新竹縣端午節慰問活動 
報導時間：2020/6/19 

資料來源：生輔組 
公 益 參 與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44-starwisdom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4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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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執行 109 高教深耕與 USR 大學社會責

任計畫，結合「休閒產業經營管理講座」課程，用舉辦微電影製作競賽做

為期末報告成果，以「新竹縣市休閒資源(在地小農)的在地美好，明新休閒

四年的學習經典」為主題，讓大四生在畢業前夕透過鏡頭結合校園生活與

新竹美景、美食，拍攝與休閒旅遊、觀光景點相關的影片，由網路公開投

票及請來業界評審評分，也為大學四年留下學習見證與回憶。競賽獲獎名

單在 6 月 20 日公布，由描述科技冷漠的「沉默的友情」獲得第一名、最

佳人氣獎與人氣加碼獎及獎金，是最大贏家。美食主題的「竹北夜市」及

休閒體驗的「溝貝親子農莊一日農夫體驗」，則分獲第二名、第三名。 

系主任廖淑容表示，在網路媒體興盛的數位資訊時代，影像敘事能力

成為新興職場力，因此結合課程與專案計畫，舉辦微電影製作競賽，邀請

微電影導演授課，教學生認識影片拍攝及手法，且請來業界平面設計師，

教導與協助學生海報設計，提升數位行銷能力。 

其中陳侑群、張芝凌、陳俊宏、彭楉淇、彭歆、鄒淑櫳、曾則凱、許

信智同學，有感於科技冷漠，以「沉默的友情」為題材，描述同學舉行烤

肉派對過程，片中角色相聚一起，卻各自低頭盯手機，出遊烤肉也是用手

機溝通而非直接談話，簡單的影片題材，卻貼切現代人生活經驗，獲得網

路票選最高票與評審讚賞。 

 
圖說 休閒系 2020 短片製作競賽，獲得第一名的「沉默的友情」，描述科技冷漠貼近生活感受，網路

票選也獲得人氣高票(圖/休閒系提供) 

廖主任也提到，今年很多產業都受疫情影響，反讓戶外休閒類的異軍突起，因此學生選擇將大學生活場景拉大到整個新竹，外出拍攝踏青、遊憩、美

食探勘型態的影片，也達到宣傳新竹休閒資源、在地小農的效果。 

像是「溝貝親子農莊一日農夫體驗」影片，蔡欣螢、蔡芳茹、張庭穎、余筱婷、黃晏欣同學前往竹北溝貝，透過鏡頭記錄下田採收青椒、玉米筍，釣鱸

魚、鮮蝦，以及撿雞蛋等，再將收成烹煮出豐盛菜餚享用，體驗從產地到餐桌的食農樂趣。一日農夫的生動內容讓影片獲得第三名。 

另外，梁家鏵、謝見強、吳冠廷、戴湘宇、彭政元、張志宏、許庭淮同學一起完成的參賽影片「勇五指境」，同學們在片中化身冒險王，攀爬攻頂難度

頗高的竹東五指山，影片採紀實、穿插採訪方式拍攝，記錄爬山點滴，畫面綠意盎然，也有面臨地勢陡峭、騎虎難下的窘境，過程歡笑參雜汗水。同學們

還租借空拍機，讓影片呈現壯麗山林美景，獲頒最佳導演獎。 

休閒系短片製作競賽共有 37 組參賽者報名，12 組入圍決賽由網路投票(40%)及業界評審(60%)方式計分，網路票選從 6 月 7 日到 15 日，短短一週期

間，觀看數累計高達 3 萬 6 千多人次，讓學生從參賽過程，同時學習到網路行銷推廣的實務。休閒系 2020 短片製作競賽完整獲獎名單與各組參賽短片歡

迎前往活動網站查看。(資料來源/休閒系) 

 
圖說 休閒系 2020 短片製作競賽，「竹北夜市」透過影片推薦在地人氣小吃(圖/休閒系提供) 

 
圖說 休閒系 2020 短片製作競賽，第三名為「溝貝親子農莊一日農夫體驗」(圖/休閒系提供) 

延伸閱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45-film0623  

 

本校林啟瑞校長愛心領學，推動圓夢銀行敦促學生勤學，鼓勵學子努力實踐人生夢想。

林校長百忙之中仍不忘關愛學生，於企業募款中提撥些金額來協助圓學生的夢。透過學子

圓夢的起緣、過程、達標，那怕只是小小夢，藉由圓夢的起承轉合，能給學生正能量，帶

來溫馨感、幸福感看見未來希望。於是溫馨、幸福、希望的製造工坊圓夢銀行就在明新誕

生。 

林校長得知有學生積極向學，每天參加高國檳老師中午開設之日文輔導學習。因景氣

不安定影響學生，林校長啟動圓夢銀行協助學生取得學習輔具和書籍，以提升學生學習效

益，期許學生勤勉向學、邁向國際、開創未來。(資料提供/行銷系高國檳老師兼秘書室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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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19-03-21-02-43-28/1203-dreambank  

  

 
休閒系辦短片競賽 

畢業生用鏡頭發掘新竹在地美好 
報導時間：2020/6/23 

報導來源：休閒系 
休 閒 產 業 

 
梅雨時節春雨傳愛   

學子勤學壯大明新 
報導時間：2020/6/05 

資源提供：秘書室 
圓 夢 銀 行 

https://contest.plus1today.tw/2020video/way/content?id=2&v=940614&openExternalBrowser=1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45-film0623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03-dreambank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03-dream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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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原資中心)6 月 10 日下午於圖書館一樓多元享閱區舉辦第三場「學涯原無疆」講座，請來部落旅遊達人、

瘋馬旅行社總經理李文瑞，以「旅行中閱讀原住民文化特質與生活美學」為題，分享旅行體驗原住民生活的文化價值、生活態度，所培養成的美學真諦。 

平埔族(大武壟族)的李文瑞深耕部落文化觀光 20 年，著力於部落人文、藝術美學、生態旅遊，也熱衷公益協助部落產業觀光。他自稱「在部落的年青

人，才是真正的男人」，於是將旅遊工作帶入部落生活、部落文化、部落美學。李文瑞從職涯過程中體會到「在外地工作是改變自己生活，回家則是在生活中

創造工作機會」，他也告訴同學，「價值」是認同自己的工作，把它做到最好，服務更多人。 

李文瑞指出，原住民文化觀光發展核心，是從土地長出來的，部落、神話、歷史、文化、認同、文創無不與土地相連。他說，現代社會是一個「換裝時

代」，以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而言，新事物不斷淹沒石板、山海、泥土、木頭和茅草的記憶，但如果「捨棄穿著百步蛇衣裳的樣子」，無論穿上什麼樣新潮服飾

都是奇怪的。他認為，美麗的意義或許會隨時代改變，但是「滋潤美麗的養分」，永遠來自部落老祖宗留下的智慧。 

投入部落旅遊的李文瑞表示，觀光是要讓地區、部落、人與產業變得更好，觀光能活化在地資源取得平衡、共生，他也不斷透過觀光旅遊活動，來保護

在地資源永續利用，讓在地生活成為觀光發展的核心力量，繼之將部落生活經由旅行發揚及展現原住民文化特質的生活美學。 

聽完講座後，學生回饋以前只懂得透過旅行社安排行程或是自助旅行，沒想過部落旅行的內涵可以深遠有意義，透過講座，引發了對部落文化美學探索

興趣，及部落生活美學、文創及觀光資源的體驗、應用。 

原資中心主任林杏表示，原資中心今年辦理「學涯原無疆」系列講座，邀請原住民族傑出人士職場經驗分享。參與同學來自各學院系，透過講座可以漸

次了解原住民文化背景、各民族不同型態的文化、產業、經濟、生活等特色，進而激發更多對原民文化的好奇與認同。(資料來源/原資中心)     

延伸閱讀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19-crazy  

 

【校友檔案】杜文中/ 現任新竹縣議會 議員/ 企業管理研究所畢 

明新科大在國內是實作踏實的頂尖學校，在校訓「堅毅、求新、創造」中讓文中回顧
走過的路滿是恩典相隨，而這一次榮獲「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獎」，伴隨而來的是更重的
肩擔責任以及分享之後明新科大的永續種子光芒。 

回顧求學日子，徬徨少年時，但師長的諄諄教誨，同窗的風雨伴讀，講授的知識給我
日後創業的專業，同窗之情讓我隨行有伴，師表典範夙昔，想說的感謝就像所有學生曾踏
在校內步伐那麼的多，無法數算對學校的感激，一步一腳印，明新科大畢業的學生都是行
囊滿滿的知識，畢業生天各一方也撐起四方，不但是國內基礎工業的棟樑，更是企業優秀
的中堅分子。如果文中能有一點成就和一份貢獻，身上所呈現的就是明新科大的紮實
「DNA」。 

「灑我熱血一往無前」文中是 98 至 100 年就讀企管系碩士班並獲得學位，惕厲自
省，最難忘的老師是徐志明教授，每一堂課都讓我獲益匪淺，離開校園才是學習的開始，
但是徐老師的教導已讓我們贏在起跑點上。 

服務人群是文中一生的志向，幸福工程是我努力標竿，有志向和標竿讓自己成為眾人
的祝福自己也蒙福，而在經歷了三次的選舉，終於選上新竹縣縣議員，「往前看是困難，
回頭看卻是恩典」，「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選擇明新讓我們有能力，就讀明新讓我們有知
識，在能力超過學歷的時代，在知識就是力量的今天，我相信每一位明新的學生都是「明
新之光」。謹此代表我最誠摯的祝福獻給學校，同時也願意在成功與幸福的路上，約定和
所有的明新校友及在校生有共同努力！  

 
原資中心講座  

部落旅遊達人李文瑞用觀光發揚原民文化美學 報導時間：2020/6/12 

資料來源：原資中心 

專 題 講 座 

 
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當選感言輯錄 VI 

報導時間：2020/6/29 

資源提供：校友中心 明 星 校 友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2/index.php/news/2019-03-21-02-24-46/2019-03-21-02-43-28/1219-crazy
https://www.facebook.com/mustmingh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