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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萬能科技大學於民國61年3 月創立至今，已邁入50週年。

秉持「精勤公正」的校訓以及務實致用的理念，學校除了以「

全人教育」涵養學子，並致力於「企業最愛專技人才」的培育

，不斷精進學生的就業力，達成產學無縫接軌的目標，成為桃

園航空城與八大工業區的人才培育中心。

　　隨著社會脈動及產業發展需求，學校近十年來陸續設立航

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碩士班、航空光機

電系、時尚造型設計系、車輛工程系、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

、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等，分屬航空暨工程學院、觀光餐旅

暨管理學院與設計學院。今日的萬能科技大學，不但是教育部

肯定的高教深耕教學卓越大學，積極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計

畫，更藉由各系所專業客製化之課程設計、各院整合的學程發

展特色，輔以全校學生校外實習，以及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

築夢計畫赴海外研修、實習，與社會／國際即時鏈結。

　　對於技職優異同學，學校特別成立「極光競賽培訓中心」

，在2021年的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事，萬能科大的選手

在10個職類中榮獲四面金牌與三面銅牌，金牌數與總獎牌數為

全國大專校院之冠。除此之外，因應電子競技的方興未艾，率

先在校園建置電競館，成立電競專班，近兩年，已分別在國內

大型比賽獲得了三項冠軍、一項亞軍與兩項季軍。

　　萬能科技大學是桃園航空城計畫區內唯一的科技大學，

配合政府推動的5+2創新產業計畫及鄰近八大工業區發展優

勢，鏈結航空城智慧產業的發展，各科系都與企業進行客製

化人才培育計畫，依企業需求開設課程，達到「畢業即就業

、就業即上手、上手即萬能」的目標。

　　萬能科技大學在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的作法上，是從入

學一直到畢業就業的全程關懷輔導，結合各單位的資源與功

能，落實各項輔導計畫，推動職場體驗，邀請業師授課，增

加學生對於職場的瞭解及幫助個人就業適性。

　　校長莊暢表示，萬能科大能夠成為雇主最愛的科技大學

，主要是植基於三項特色上，一是採用德國式與日本式的「

師徒制」教學方式，邀請業界專家教學，降低學用落差。老

師專注證照輔導課程、職涯輔導課程，奠定學生的第一專長

，再透過跨院系學程、多元職場外語課程、校特色課程，培

養第二專長的能力。

　　二是產業實習，培養「就業即戰力」，校內全面推動大

四校外實習，讓學生畢業後能被企業優先錄用，因此，萬能

科技大學近三年畢業生當年度平均就業率達 97%，在航空城

附近工業區內就業比例高達 66%，也是企業最愛、就業率最

高的科技大學。

　　三是經由雙聯學制海外課程、海外研修課程增加「國際

移動力」，萬能科大致力於國際化教學環境，重視英語能力

的提升，並選派許多學生前往美、澳、日、韓等國的海外姊

妹校當交換學生。校外實習除國內各大企業外，更有學生分

別赴日本、新加坡、菲律賓及韓國等國實習，學生精進外語

能力，具有國際溝通力，學用合一擴大職涯視野。

　　萬能科大特色學系培育專業人才，各特色院系結合航空

城智慧產業發展特色，培育包括空服、地勤、航空貨運物流

、飛機修護、觀光休閒、旅館、空廚等專業人員，已成為桃

園航空智慧產業的主要人才庫。萬能科大保證高薪就業，選

擇萬能，就比他人先邁出成功的第一步。（新聞來源：經濟日

報電子報2021.07.13）

　　因應各個新設系所的專業教學，學校全新建置了「六軸動

態飛行模擬機」、「飛機修護棚廠」、「CNC多軸精密機械加

工實習工廠」、「車輛實習修護廠」、「模擬機艙教室」、「

網紅直播教室」、「智慧餐旅創新中心」、「影音錄製流行樂

團多功能教室」等實作場域；為了讓學生擁有更舒適安全的住

宿環境，107年8月，學校斥資三千多萬，打造了五星級的宿舍

；為了提供大四學生職涯探索與就業的準備， 109年，學校與

勞動部合作，催生了「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萬能分館」……萬

能科技大學用心造就一個全方位、與時俱進的學習園地，自始

至終不遺餘力。

　　欣逢本校創校50週年，象徵「萬能科技大學向您報訊」的

《萬訊》應時而生，編輯內容匯集本校行政單位與觀光餐旅暨

管理學院、設計學院與航空暨工程學院等三大學院的本期「新

聞快訊」，展現人才培育成果的「競賽之光」，鏈結企業策略

聯盟的「產學脈動」、呈現多采多姿活動的「校園聚焦」。《

萬訊》創刊，一則是期許成為校友們聯繫情感的平台，更是

U-RICH辦學理念的最佳寫照，新時代的挑戰誠然從不間斷，但

萬能科技大學的辦學初衷未曾改變—期待藉由《萬訊》，讓大

家看見「國立品質、技職首選」的萬能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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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之光
Competition

　　勞動部辦理2021國家技能週「好膽來技

較！」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為國內一大盛事

，今年在漆作裝潢職類，有來自全國北、中

、南區共13位好手參與較勁，最終由本校室

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學生李俊誠，奪下青年

組漆作裝潢金牌，將有機會代表國家參加亞

洲技能競賽與國際技能競賽。

　　目前就讀二年級的李俊誠，為桃竹苗分

署共同培訓「漆作裝潢｣選手之一，因

COVID-19疫情導致賽事延期，指導老師翁韻

涵表示，為克服各項練習無法如期進行的狀況，從5月中旬居家防疫開始，要求李

俊誠先以家中牆面作基本練習，並構思自由表現創作，做好隨時能回到學校及桃竹

苗分署集訓的準備。李俊誠歷經2年的磨練，這是第3次進入全國賽。賽前一直謹記

「以平常心面對」的他，非常感謝家人，以及指導老師的支持與栽培、學長姐與朋

友們的鼓勵，最後謝謝自己的堅持。

　　萬能科大非常重視「適性揚才，務實致用」的「個人化」啟發式教學，不僅建

置了優質的特色專業教室，鼓勵學生積極探索、體驗專項技能，充分發揮個人的潛

在能力，並補助生活費與材料費，參加競賽的學生在金牌教授的訓練引導下，果然

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2021.11.18）

　　「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賽」經過各分

區賽的激烈競爭，產生各職類優勝選手，本校

餐飲管理系大有斬獲，榮獲2銀1銅1佳作共4項

獎牌。三位大放異彩的選手，分別是麵包製作

職類第二名的吳梓瑄、第三名的紀紫葳，以及

中餐烹飪職類第二名的張立誠、佳作的林欣慧

，他們除了獲得獎金之外，並有機會晉身為國

手，參加國際技能競賽。

　　勞動部職能標準及技能檢定組組長謝青雲

表示，國手資格是兩年選一次，將從兩屆的前

三名中擇優遴選，產生正取、備取各一，取得

國手資格。獲勝選手除可獲得獎助學金、升學

優惠及技能檢定術科免試等獎勵外，更有機會

參加國手選拔賽，參加2022年在上海的國際技

　　歷年來在成棒甲組、協會盃、梅花旗等比賽表現優

異的萬能科大棒球隊，於2020年獲得列特博生技冠名贊

助，成為「萬能科大-列特博生技」棒球隊，隊員們在

學期間延續著打棒球的運動生涯，自觀休系畢業後則馬

上擁有機會，得以進入列特博生技公司，在最夯的生技

產業工作。

　　列特博生技是諾貝爾生物公司子公司，針對新冠肺

炎(COVID-19)，該公司研發精準的快篩自動化設備，

走在防疫前端。在疫情期間，萬能科大棒球隊的同學們

開始跟著學習，甚至到醫院現場支援，對於能參與防疫

第一線工作，把運動員的專注態度帶到工作上，成為防

疫小尖兵，隊員們都深覺榮幸和驕傲。

　　曾是棒球隊主力投手的列特博生技老闆戴極昇表示

：「萬能科大棒球隊球員加入列特博生技成為正職員工

後，便可以社會甲組的模式，同時兼顧打球，為公司和

個人創造雙贏局面。」觀休系主任蘇俊雄則說，在休閒

運動的主軸課程中，體適能訓練、「健康樂活」的概念

，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這次的產學鏈結合作，不僅讓

學生運動員站上充滿前景的就業舞台，更極具時代意義

——「萬能科大-列特博生技」棒球隊華麗轉身，一變

而為「國家防疫隊」。（新聞來源：編輯部綜合整理）

能競賽，以及2024年在法國里昂的國際技能競賽。

　　校長莊暢表示，觀管學院成立「極光競賽培訓中心」給予選手生活上的補助，

使學生無後顧之憂，更得以專心努力準備比賽，期能培訓優秀國際選手，而近年來

學生們的表現，已可說是立足台灣，放眼國際的最佳證明。（新聞來源：聯合電子報

、中時電子報2021.11.18）

　　本校籃球隊自109學年度UBA（大

專籃球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封冠

，以全勝之姿回歸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的舞台，並於今年11月舉辦的110學

年度UBA公開男生組第一級賽事，獲

得四連勝，寫下隊史新頁。

　　萬能科大籃球隊在個人化與團隊

化的「雙軌菁英」教學策略下，學生

擁有參加國家級與國際級競賽無上限

的獎勵與資源，因此自成立以來，佳

　　備受時下年輕人喜愛的電競運動蓬

勃發展，本校在莊暢校長大力支持下，

也聘請了專業師資，培育優秀人才，近

兩年來，「萬能科大電競隊」在各項大

型比賽中。三場冠軍分別是「2020年第

三屆LSC英雄聯盟」、「 2020 年台中電

競嘉年華英雄聯盟」和「2021英雄聯盟

激鬥峽谷校園聯賽春季賽挑戰組」冠軍

。今年11月「2021 J TEAM 電競列車校

園交流賽」邀請全國18所電競名校的《

英雄聯盟》校隊進行交流賽，本校一路

過關斬將，拿下冠軍。除了獎金，萬能科大電競隊還同時獲得職業戰隊 J TEAM 二隊

的試訓、以及與臺北市代表隊「臺北熊讚隊」進行交流賽的機會，實為難得。

　　《英雄聯盟》校隊一直是本校的強項，不但有培訓選手、教練、實況主、導播、

活動企畫、遊戲設計與3C設備人才的專業場館。更鉅資建置了最先進的電競場館，聘

請了專業的教練，成立電競專班，給予選手高額的獎助學金與最好的學習環境，因而

培育了許多年薪千萬的國際職業選手。最近更開發具有AR/VR/MR/XR功能與AI深度學

習的技術，建置更有前瞻性的元宇宙Metaverse的電競場域，讓學生所學的、體驗的

都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科技。（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報2021.11.26 / 編輯部整理）

績不斷。今年以全勝之姿回歸的萬能科大籃球隊，參加110學年UBA大專一級賽事，連

續擊敗輔大、台師大、中原大學和文化大學、台大，一嚐5連勝的甜美滋味，被譽為

今年最大黑馬，有機會持續推進校史紀錄。

　　籃球隊有兩位表現不俗的外籍學生，蓋比就讀於觀休系，張傑瑋就讀於商設系，

教練吳奉晟表示，「這幾場賽事是籃球隊在公開男一級賽事中打出最好的開季成績，

我們不斷創下隊史新頁，4連勝後檔次再提升，天花板在哪，充滿想像空間。」

同時充滿想像空間的，還有球員們的亮點未來。表現優異的杜育誠目前在T1 聯盟隸

屬於桃園雲豹籃球隊，王新瑋目前則在 SBL台灣啤酒籃球隊，都在在說明了這支球隊

的無窮潛力。（新聞來源：編輯部綜合整理）

　　本校所培育的技職優異選手，在今年「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賽」勇奪4金、3銅、4佳作的好成績，成為全國大專院校之冠。

緊接著的「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賽」中，本校選手更是大放異彩，室設系李俊誠奪得「青年組漆作裝潢」職類金牌；餐飲系選

手則榮獲2銀、1銅、1佳作，獎牌數量為全國相關系所之冠。

李俊誠 (右)在「漆作裝潢｣奪金

餐飲系選手張立誠(中)，獲得全國技能競
賽-中餐烹飪第二名

萬能科大(列特博生技)棒球隊

電競隊勇奪「 2021 J TEAM 電競列車校園交流賽」
冠軍

籃球隊球員們充滿亮點的未來

餐飲系選手吳梓瑄(中)、紀紫葳(右)大放
異彩

餐飲系吳梓瑄「麵包製作 」
張立誠「中餐烹飪」雙雙搶銀

室設系李俊誠
「青年組漆作裝潢」奪金

籃球隊締造新猷 UBA男一級五連勝 電競隊屢獲冠軍打造元宇宙場域

「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賽  本校大放異彩



產學脈動
Cooperation

　　萬能科技大學與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桃園市

鄭文燦市長見證下，由張國煒董事長與莊暢校長代表

雙方，於11月8日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共同推展產

學合作與實務訓練。萬能科大看準航空產業趨勢及配合周邊發展

，積極投入航空相關產業人才培育，近年來陸續與國內外優質航

空公司進行產學合作，此次與定位於高端服務、精緻化品牌的星

宇航空產學合作，相信對培訓航空實務專業人才有很大的幫助。

　　星宇航空董事長張國煒表示，星宇航空首重飛安，定位為精

品航空，重視細節。未來希望透過與萬能科大的產學合作，讓航

空人才培育向下紮根，不僅培養產業相關的專業能力，還要從學

生時期，即奠下安全、嚴謹的從業態度。

　　萬能科大校長莊暢強調，萬能科大具有先天獨厚的絕對地理

優勢，是距離機場最近的科技大學，旁邊還有國家級的航空城計

畫與亞洲矽谷計畫，是全國唯一的航空城大學。萬能科大重視實

務應用，推動大四全學年實習，以「學用合一」的精神培育學生

的職場競爭力。此外，校方建置諸如航空科技中心、飛機修護棚

廠、模擬機艙教室、地勤模擬教室及美姿美儀教室等，提供完善

教學實作環境，培育航空相關產業的實務專業人才。此次與星宇

航空的合作，除了提供萬能科大校外實習的機會，更期待星宇航

學生產業實務與未來就業即戰力，進一步增進產學合作面向，力麗觀光將提供萬能

科大學生到集團旗下飯店／事業體實習的機會。

　　力麗觀光董事長蔡宗易指出，未來力麗觀光與萬能科大的產學合作，相信可以

讓學生在實習時，學到精緻的旅宿服務，培養實務經驗。力麗觀光成立於1990年，

並於1998年上櫃，以優質品牌形象將觸角延伸至全台灣各熱門景點，以多元的旅宿

品牌，提供優質服務，放眼全台，全面佈局，在全省已擁有10處不同營業型態的據

點。重視創新服務的力麗觀光，，非常歡迎萬能學子來磨練實戰經驗。

　　萬能科大擁有全國學生人數最多的觀光暨餐旅管理學院，其中的觀光與休閒事

業管理系以培育觀光休閒專業人才為宗旨，長期與國內大型觀光旅遊產業、旅館業

、觀光工廠等休閒產業保持密切交流與合作，每年都安排年輕學子到業界實習一年

，讓學生未來的就業與觀光休閒服務產業接軌，成為具有實務能力、服務熱誠、團

隊合作精神及國際觀的人才。（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報2021.11.11）

　　歷經2020年國旅大爆發，

2021年全球觀光旅遊業也正逐漸

復甦，後疫情時代宣告來臨。為

了培育觀光餐旅管理專業人才，

本校與力麗集團旗下的力麗觀光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4月21日簽

署產學合作意向書，雙方就提升

空團隊能蒞校擔任業師，教授學生們實務與職

場經驗。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航空業的範圍很廣

，除了空服、地勤，還包括飛機修護、零組件

製造、航空物流、航空交通服務、旅遊服務、

餐飲服務等，衍生出許多周邊的產業，是龐大

的機場經濟學。雙方強強加相，相信能為台灣

航空業添加新的生力軍。（新聞來源：中央社、

自由電子報、電子報聯合電子報、工商時報電子報

、經濟日報電子報、桃園電子報、三立、寰宇新聞

台、壹電視等2021.11.08）

　　智慧製造是國家發展產業升級的

重要一環，目前國內產業對於精密機

械、機電整合及智慧製造的技術人才

，需求甚為殷切。萬能科技大學與協

易機械工業為了紓解精密機械人才短

缺的問題，深刻意識到學校與產業必

須共同合作，培育技術人才為未來的

產業變革共創願景。雙方於10月中旬

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共同推動以建置產業人才的訓練基地為導向，以及辦理多

項產學合作，培育具有實作力與就業力的優質產業人才。

　　協易機械董事長郭雅慧表示，希望未來在技術上、研究上及學生實習能力培

育等產學方面進一步合作。協易機械深耕台灣近60年，為全球伺服沖床設備的領

導品牌，主要客戶遍佈汽車、航太、醫療器械、農機、3C電子等金屬零件製造產

業群。透過此次與萬能科大的合作，培養沖壓產學人才，推動沖壓應用的創新，

縮短學用落差，期盼能激盪出跨領域結合的綜合成效。

　　在硬體設備上，萬能科大多次爭取教育部總計達數仟萬元經費及斥資上億元

，添購多部與業界無縫接軌的飛機修護、多軸精密CNC工具機與CNC三次元量測儀

，提供學生們全方位學習航太及精密機械的專業技能，使學習更貼近於實務面，

在畢業的同時，展現職場即戰力。（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報2021.11.11）

　　新冠肺炎(COVID-19)反轉航空產業的營運模式，以往航空公

司以載客為主，但這一年多來各航空公司改以貨機或客機載貨，

以維持公司龐大的營運開銷。台灣是國際供應鏈的重要環結，桃

園航空城更是台灣航空貨運及國際物流產業的心臟，所以航空城

國際貨運及物流產業效率的提升，對製造業邁向全球運籌管理，

將提供巨大能量。

　　校長莊暢表示，萬能科大是桃園航空城內唯一科技大學，與

航空貨運與物流產業緊密對接。萬能擁有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等眾多相關系組，與永儲股份有限公司、遠

雄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等國內外航空貨運產業及鄰近百餘

家物流業者，都有密切的產學合作，因此雙方簽訂產學合作意向

書，有助於萬能科大培育的新世代航空貨運與物流人才，展現專

業能力，成為企業最合適的人選。

　　航服系開設的「國際航空物流課程」與中華民國關稅協會合

作人才就業學程，積極培訓學生在校考取「保稅倉庫、免稅商店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及物流中心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訓練證照」，

4年時間，共輔導超過250位學生考取。行銷系開設的「國際物流

就業學程」也連續執行10多年，與產、官、協會三方合作，輔導

學生考取堆高機、國際運籌物流、貨棧貨櫃集散站及保稅倉庫等

自主管理專責人員、保稅業人員、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

等8類相關證照，每年通過合計300張以上，因此3度獲勞動部遴

選為全國少數優良學程之一，學生們畢業後也隨即成為許多物流

業者的頂尖好手，可說是成效卓著。（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報 

、經濟日報電子報2021.06.23）

桃園市市長鄭文燦(中)擔任見證人，星宇航空與萬能科大雙方
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萬能科大與協易機械工業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共同培育產業人才

力麗觀光與萬能科大雙方一級主管合影

星宇航空董事長張國煒(左)與萬能科大校長莊暢(右)
在桃園市市長鄭文燦(中)見證下，雙方簽署產學合作
意向書

萬能科大校長莊暢(左) 與中華民國關稅協會宋
汝堯理事長，代表雙方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遠雄自貿港區董事長葉鈞耀 (右 ) 與萬能科大校
長莊暢，代表雙方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萬能科大攜手力麗觀光集團
培育觀光餐旅管理專業人才

萬能科大與協易機械攜手
培育智慧製造產業人才

本校攜手關稅協會、遠雄自由貿易港區
培育航空貨運與物流專業人才

星宇航空與萬能科大 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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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1月，本校首度邀集超級跑車助陣，配合時下最夯的韓國「

魷魚遊戲」的特殊裝扮，以及車輛系規畫的闖關遊戲，熱鬧展開萬聖

節活動。當天由潮流車庫贊助出動的3台千萬以上超跑，包括了最貴

的700P馬力藍寶堅尼大牛，以及650S麥拉倫和敞蓬保時捷718，引起

驚呼連連。

　　校長莊暢表示，時下超跑的租賃市場蓬勃發展，相關的維修保養

人才需求極大，車輛工程系即在培育車輛維修人才。至於眾所關注的

電動車產業，本校也配合產業所需，朝綠色動力系統、車輛維護修理

技術、車輛結構與車輛材料三大方向發展，與時並進，培育符合車輛

產業所需的優質專業人才。（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工商時報電子

報、中時電子報等2021.10.28）

　　本校時尚造型設計系畢業班學生，以「我的腦子不見了」為

題， 在11月20日舉辦大型畢業展演活動。看似無厘頭的主題，

其實是以諧趣的方式，表達出學生在創作過程中不時需要挖空心

思、進行腦力激盪的特點，十分引人入勝。

　　活動當晚共分時尚造型，服裝設計與表演藝術等三大領域，

以時尚走秀與現場live演出的形式進行，展現了畢業班學生4年

來的學習成果。學生們各擅其場，最後由陳泳均同學獲得表藝

MVP大獎。最佳整體造型獎由彭靖筑、王嬿婷及倪詩涵獲得，最

佳舞台效果獎則是由林珮琪與陳宣妙獲得。最佳時尚設計獎是由

姜姿妤、朱育萱二位同學獲得。另外四組同學林珮琪 (遠騰服裝

材料獎)、廖翌君、徐霈珊、林星辰 (嘉彧紡織獎)、呂殊慧、曾

于婷、余孟嫻（梁鑫國際行銷獎）、蕭雅玟(毅荃刺繡蕾絲獎)則

獲得廠商特別獎。從學生們精彩絕倫的演出，不難預見他們無限

可能的未來。（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2021.11.22）

　　為了讓更多外國學生認識台灣高等教育，萬能科技大學

於今年7月舉辦「第一屆新南向境外學生YouTube影片競賽」

，競賽主題以校園上課、生活及學習的分享為主，吸引多組

同學報名參賽。經過初賽的師長評分，以及決賽的網路瀏覽

、分享、按讚和留言次數等兩階段評審，結果於7/1出爐，

前三名各自可獲得600、500、400元獎金，佳作有三名，各

可獲得300元獎金。校方期勉境外同學未來多透過網路平台，

以影片紀錄在台的生活學習點滴，讓它們成為珍貴的回憶。

　　近年來，萬能科大已有多位航機系的學生赴新加坡實習，繼2019

、2020年新加坡科技宇航公司(新科宇航)慕名前來徵求飛機維修人才

之後，今年8月26日，本校航空光機電系又有10名優秀學生搭機赴新

加坡，參加新科宇航的海外實習。負責海外實習的楊豫台老師表示，

學生在新科宇航實習一年後直接就業，進而參加EASA B1類飛機維修

工程師認證考試，獲得飛機簽放資格，就業薪資大幅提升。海外實習

不但累積了在國際飛修大廠工作的珍貴經歷，並可同時準備進軍國際

的考試，加上航機系學生在實習中，無論修維專業、英文能力及電腦

輔助設計等表現都十分稱職，再次深獲新科宇航的重視，使得新科宇

航與萬能科大合作更加緊密。（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報2021.10.01）

　　第二代機器人作業系統ROS2是建構分散式機器人系統

的主流工具，為了因應ROS2的潮流趨勢，不僅開設一系列

人工智慧、機器人作業系統相關課程，甚至自行開發ROS2

機器人當作教具，從自主移動機器人(AMR)、自駕車、機

械手臂、到四軸自主飛行機器人等，應有盡有。

　　資工系主任邱泰毅表示，資工系從大學部到研究所，

有一系列人工智慧、機器人相關課程，強調機電整合及程

式撰寫，完成系列訓練之後，年薪兩百萬不是難事。（新

聞來源：工商時報A18全國版產業資訊2021.10.05）

　　美國繆思設計大獎(MUSE DPhotography Awards；MPA)

是近年全球創意設計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獎項之一，萬

能科大商業設計系洪志傑、葉金燦教授與吳秉樺、張傑瑋

同學參賽作品《疫情下的真愛 True Love in COVID-19》

，從全球50多個國家/地區的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金

牌及年度學生獎殊榮。

　　參賽的吳秉樺同學表示：「能夠與外籍同學交流，是我

這輩子沒有想過的事情。從草圖發想到拍攝系列流程，花費

不少於50小時。」外籍學生張傑瑋擔任模特兒，他表示：「

拍攝前覺得此主題構思理念新鮮且前衛，能榮獲國際獎是在

台灣留學期間最美好的回憶之一。」萬能科技大學積極培育

文化創意產業人才，除了開設創新設計相關課程，並提供完

善的設備，學生的創新設計構想得以實踐，一步步朝向菁英

理想前進。（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2021.10.13）

　　由經濟部與科技部主辦的「2021台灣創新

技術博覽會」，首度以線上展形式辦理，今年

競賽共有435件專利參賽，結果公布鉑金獎11

件、金牌74件、銀牌73件、銅牌95件，本校資

管系陳美純教授帶領吳忠虔同學參加發明競賽

，在眾多強勁對手競爭下，榮獲金牌，殊為不

易。

　　吳忠虔同學表示，此次參賽作品「彈性行

銷組合農產品禮盒建議的系統」(專利證號

M609689)，結合了電商、大數據與APP設計三

項專業。主要以APP設計雛型系統，提供消費者在預算範圍內自動推

薦農產品，整合各種社群平台經營，並輔以電商網站建置推廣農產品

。在過程中，非常感謝學校提供充足的資源與設備，以及陳美純老師

的細心指導與鼓勵，經由此次比賽，自己的程式設計能力又精進了一

大步。（新聞來源：中廣新聞網2021.11.12）

　　第一屆新南向境外學生YouTube影片競賽」的第一名，由觀休一甲的阮氏美玲、陳氏江、

阮氏蕾英、范氏美玲、阮氏海燕共同獲得，主題為「第一次來台灣讀書」。第二名由旅館三甲

的范氏芳獲得，主題是「台灣留學生的生活圈」，第三名由觀休一甲的阮秋水、黎越黃、阮文

武、阮玉秀獲得，主題是「遇見」。同學透過YouTube新媒體，專注而細膩地構思拍攝作品，

展現無窮的創意。

　　莊暢校長強調，萬能科大加快國際化腳步，近幾年全校的僑生、港生及國際生已超過五百

位，接下來的新學年，教育部更核定了4個新南向產學專班。對此，學校特別提供高額獎助學

金，第一年學雜費全免、第二年以後學雜費優惠，含住宿優惠、德育獎助學金、華語獎助學金

等，盼能吸引更多優秀的新南向國家學生來萬能科大，用心學習，快樂分享。

（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報2021.07.20）

時尚MVP獎得主為吳春煜同學(中)

學生的婚紗設計作品

 莊暢校長頒獎給第一名阮氏美玲(右)
等5位同學

車輛產業千萬超跑炒熱節慶氣氛

萬能科大航機系學生準備搭機前往新加坡校外實習與家長、老師合影

《疫情下的真愛 True Love in 
COVID-19》，榮獲MPA金牌殊榮

《疫情下的真愛 True Love in 
COVID-19》，榮獲MPA年度學生獎

萬能科大資工系自行研發各式ROS2機器人

吳忠虔同學(左)表示感謝
陳美純老師(右)細心指導

商設系榮獲繆思國際攝影大賽金牌

時尚系跨領域畢業展演 燒腦登場

國際處舉辦第一屆境外生影片競賽

資工系研發ROS2機器人整合AI人才

車輛系千萬超跑炒熱萬聖氣氛

航機系星國實習取得國際認證

資管系「創新技術發明賽」奪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