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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已故創辦人　莊心在教授創辦的萬能科技大學，

今年（2022）欣逢創校50週年，在3月將舉辦一系列校

慶活動。回顧本校榮耀風華的校史發展，當初是為了因

應國內高等教育的發展而成立，時值社會開放，經濟繁

榮起飛，資訊快速累積以及經建人才需求殷切等因素，

於是在民國61年3月27日獲教育部核准立案，成立「私

立萬能工業技藝專科學校」；翌年改名為「私立萬能工

業專科學校」；民國79年奉准更改校名為「私立萬能工

商專科學校」；民國88年改制「萬能技術學院」；民國

93年2月1日教育部核定改名為「萬能科技大學」。民國

95年2月，本人接棒擔任校長迄今，為邁向一流科技大

學而穩步躍進發展。110學年度，本校已有三個學院，

包括：航空暨工程學院、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設計學

院，包含6個研究所、17個系，加上招收國際境外生700

多人，目前全校教職員與師生，總計達到9,000多人，

一路走來，展現風華，盡顯榮耀。 

　　勞動部王安邦政務次長1月6日到桃園本校進行

講座活動，就「發展技能競賽、鏈結職業訓練、提

升青年就業競爭力」為題發表演講，宣揚技職精神

。他並參觀萬能科大特色教室與技檢考場、大數據

雲端教室、賈桃樂萬能分館、廚藝複合多功能教室

、全國技能競賽西餐考場，對萬能科大深耕技職教

育的努力，十分肯定。

　　莊暢校長表示，萬能科大的技能教學品質全國

掛帥，在2021年勞動部主辦的「第51屆全國技能競

賽」北區分區賽大放異彩，榮獲4金3銅共18項獎項

，其金牌數與總獎牌數為全國大專校院之冠，也創

下了歷年來在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中最佳成績。

　　本校重視學生技能的提升，投入大量經費設置

34項職類術科、52間勞動部認證的國家級技能檢定

考場，考場數目為全國第一，讓校內所有學生都能

透過實作技能訓練，順利考取專業證照。另一方面

，校方為培養國際技能競賽選手，設置「極光國際

競賽培訓中心」，聘請金牌專技教師一對一的輔導

，自106年起已在全國技能競賽中獲得40個獎項的

殊榮。

　　本校最近與勞動部桃竹苗分署合作，在校内建

置「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萬能分館」，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提供免費的軟體資源，分別是108題心理

測驗、VR職場體驗及模擬面試；硬體設備則由學校

規劃，師資、課程由萬能科大安排。

　　莊暢校長強調，萬能科大主推131證照就業保

證計畫，配合優質的專業教室與師資，歷年來都創

造高就業率，萬能科大的畢業生，已經獲得附近八

大工業區與航空城產業的雇主最高滿意度，1111人

力銀行統計也顯示，萬能科大已成為航空城附近產

業最愛用的大學人才。(新聞來源；中時電子報 /自由

時報 2022.01.06)

　　面臨少子化的衝擊，本校為了打造優質的技職教育

環境，維護師生權益與學校財務健全，仍持續發放各類

獎金，鼓勵教師增進實務經驗、研發能量與提升教學品

質。去年，總發放金額更直逼千萬元，讓教師們能積極

與業界同步，進而投入到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中。

　　本校座落於航空城與亞洲．矽谷國家級雙引擎經濟

發展特區，自民國94年起，不僅17年來從未調漲學雜費，

106年至110年，近5年來更提供高達6億獎助學金，為北

臺灣之冠，同時也挹注經費充實各項教學硬體設備，建

置各類多元教學與實作場域。致力於提升學生專業技能

，以維持良好教學品質，配合實習課程與產業緊密鏈結

，精進學生的就業力，成為企業最愛的專業技術人才。

　　技職教育價值的核心在於實務教學及實作能力培養

，因此萬能科大非常重視學生技能的提升，不僅投入大

量經費，設置了34項職類術科、擁有52間勞動部認證的

國家級技能檢定考場，考場數目全國第一；近年來，更

獲得勞動部肯定，協助辦理「全國技能競賽」。今年4

月舉辦的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競賽，萬能科大

即承辦青少年組及青年組，包括機器人、雲端運算、網

路安全、商務軟體設計、資訊與網路技術、機械設計製

圖、漆作裝潢、模型創作、花藝、美容美髮、餐飲服務

、中西餐烹調、麵包西點製作共計17項職類、20項競賽

職類，期許學生技能不斷提升。此外，109年建置勞動

部「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萬能分館」，以科技方式協助

青年探索職涯，更是深受鄰近高中職學生的好評。

　　前瞻未來發展，年初設置完成的「大數據雲創智慧

基地」將於校慶盛大舉行揭牌儀式，透過人工智慧與大

數據分析為核心，結合智慧商業、智慧物聯網、與智慧

生活等三大特色，提供學生最優良的學習環境，讓學生

成為資訊界最搶手的人才。

　　為順應元宇宙世代的來臨，本校電競館已提前佈局

，打造出「VR虛擬實境的元宇宙體驗場域」，此外，近

年全校更規劃建置許多專業教學實作場域，例如「六軸

動態飛行模擬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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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妝教室」、「金工教室」等，

更能為青年學子職涯探索與就業做準備，培育學生具有

專業技術，成為符合產業需求的人才。本校欣逢創校50

週年歡迎畢業校友們參與校慶暨校友回娘家的活動，回

到萬能來，看看母校的前瞻發展，本校秉持正向辦學精

神，相信在全校師生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攜手邁向下一

個50年，迎來新一波榮耀。

          校長 莊暢 2022.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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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持續深耕技職教育
獲勞動部王安邦次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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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萬能科大EMBA校友會成立近20年，

培育出數百位優秀的企業菁英，在各行

各業都有傑出表現。由於在校學弟妹屢

屢在國內外競賽大放異彩，為了分享母

校喜悅，在校友會理事長賴欣鈴的邀約

安排下，EMBA校友於去年1月19日重返

校園，並且與莊暢校長進行座談交流。

　　「我的家庭真可愛，整潔美滿又安

康……」，莊暢校長以優美的小提琴樂

聲，為萬能科技大學EMBA校友會參訪揭

開序幕。近20位校友參訪母校多個特色

教室，莊暢校長也期待校友、企業攜手

支持，歡聚在萬能大家庭，合力打造一

流的萬能科技大學。

　　校友們陸續參觀航空暨運輸服務管

理系的「模擬機艙教室」、「地勤服務

模擬教室」，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的「網

紅直播教室」，培育電競人才的「電競

館」，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的「多軸

CNC機械加工實習工廠」，航空光機電

系的「航空科技館」等特色教室，再加

上師長專業的解說，會場學弟妹SOP流

程操作，都讓校友們讚歎不己。

　　莊暢校長表示：教育是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的志業，大學發展靠單一力量

有侷限性，相較之下，來自校友與企業

的人脈和資源就特別顯出其重要。感謝

EMBA校友踴躍捐款，萬能科大在校友、

EMBA校友回娘家活動

EMBA校友參訪

企業攜手支持下，合力打造成一流的大

學。校長感謝校友們撥空參訪學校的特

色教室，希望大家眼見為憑，將學校專

業的設備和一流的師資讓更多人認識和

瞭解，進而跟社會大眾分享母校辦學的

U-RICH精神。

　　理事長賴欣鈴表示，校友雖已畢業

多年，但對母校的長期發展都十分關心

，面對國內少子化的挑戰，透過參觀後

，對母校發展深具信心，大家以母校為

榮，也願意回饋、為母校服務。其他校

友也陸續發言，關心母校未來發展、創

新方向、參與發展地方特色小吃等議題

。(新聞來源：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

姓名　        本校畢業科系所                      現職
本田HONDA汽車桃園經國廠長
朝敏興業執行總監
台北文華東方酒店宴會廳總主廚
國泰人壽專招國惠通訊處推展總監
中華航空公司地勤運務人員
數位資訊暨數位市場行銷執行長
台北晶華酒店房務部主任
美商蘋果亞洲(股)公司台灣分公司供應商專員
郭元益糕餅文化園區副執行長
鼎吉食品負責人
臺東縣議員、體育會理事長
聖宜整形外科診所講師及順風醫美集團主任講師
萬能科大助理教授
中信集團台灣人壽資訊安全部資安人員
仰德高中時尚造型科教師

王榮慶 106年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古俊庭 108年經營管理研究所
李政上 103年餐飲管理科
邱碧惠 110年經營管理研究所
洪慧柔 106年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胡進榮    91年資訊管理系
許芳崋 106年旅館管理系
陳宗廷    91年環境工程系
陳信守 107年經營管理研究所
陳葦伶 106年餐飲管理系
陳銘風    75年土木工程科
傅莉蘭 105年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研究所
隋馥年    99年商業設計系
楊大慶 106年資訊管理研究所
盧凡宇 107年美髮造型設計系

111年傑出校友名單 

(依姓氏筆畫排列) 捐款網址：https://www2.vnu.edu.tw/vnudonate/index.html

　　欣鈴在2016年進入萬能科技大學就讀在職專

班，取得學士學位，又再繼續攻讀萬能科大EMBA

經營管理研究所，並完成碩士學位。有幸擔任

EMBA校友會理事長一職以來，與母校萬能結緣已

有10年之久，至今仍非常感念學校師長諄諄教誨

，同窗同學一起讀書一起學習的日子。

　　母校萬能科大給予我非常多的回憶，親身見

證母校在這黃金十年裡，矗立著一座如此新穎現

代的信義宿舍大樓！連直昇機及飛機都進駐校園

的飛機維修棚廠！還有最近新落成的車輛工程維

修實驗廠房，這些都讓我們印象深刻。

　　在日新月異的時局下，更多挑戰不斷來臨，

如：少子化及國際競爭壓力等，很開心看到母校

非但沒停下腳步，反而由 莊暢校長帶領著全校

師生，共同努力，毅然決然繼續投資多項硬軟體設備，說明校方領導層的高瞻

遠矚！

　　最後，我以誠摯的心，祝福母校及全體師生、校友們：在這五十而知天命

之際，期許我們以大無畏及無所懼的勇氣，面對另外一個五十年！

EMBA校友會理事長 賴欣鈴

EMBA校友會理事長 賴欣鈴
祝福母校飛揚50 生日快樂

　　素美102年自萬能科大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畢業，很榮幸擔任母校校友會第11屆、第12屆

會長至今，見證母校的光榮發展。本人有幸在政

治界服務，擔任過立法院第九屆立法委員，更早

之前也先後擔任過桃園縣議會第十六屆、第十七

屆縣議員、桃園市議會第一屆市議員，感謝母校

師長的栽培與提攜，完成大學學位，並在人生的

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適逢母校萬能科技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素美

很高興能夠與各位師長、校友以及學弟學妹們一

起為母校歡慶生日。

　　回首半世紀風華，萬能科大造就無數人才，

在台灣社會與國家發展的歷程中，萬能校友也都

扮演著重要角色。過去幾年，母校不論是在打造

優質技職環境、各項研究領域與競技比賽，都可謂成績斐然，若非各位師長、同

學以及校友的努力及支持，又如何能有更多的傲人表現。

　　打造一流大學，在努力實現理想的過程中，勢必遭遇困難和瓶頸。不過，「

事在人為」，有心就有力，素美也盼望和各位校友們一同在各自崗位努力，不僅

成為母校的資源和後盾，更進一步達成共同的理想和目標。

　　最後，祝賀母校五十歲生日快樂，也祝福母校再創巔峰。

校友會會長  陳賴素美

校友會會長 陳賴素美
母校璀璨五十載： 再創巔峰

5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競賽之光
Competition

　　本校耗鉅資建置了最先進的電競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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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更有前瞻性的元宇宙

Metaverse的電競場域，更聘請了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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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聯盟》校隊，造就許多年薪千萬的國

際職業選手，成就豐碩的戰績。

　　胡裕強教練表示，選手的發掘與養成不易，除了選手本身要有極高的遊戲天

賦與熱情之外，還必須具備強健的心理素質與良好的心態，這樣才能有辦法在短

時間內面對諸多不同的比賽壓力。（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報 2021.11.26/編輯部

整理）

　　被媒體比喻為本屆

大專籃球聯賽UBA「最

強黑馬」的萬能籃球校

隊，球隊歷經幾場賽事

，越打越精彩，2/25以

81：74擊敗義守大學取

得隊史八強賽首勝；

2/27 以80:68 力拼台

師大；3/3以81：68打

退台灣藝大，這場可謂

是彌足珍貴的賽事，紀

錄著首度躋身四強的一刻，創下隊史新猶。

　　事實上，藍球校隊上屆UBA在公開二級戰場開打，本屆重返公開一級即被視為

大專強勁新星。教練吳奉晟表示，除了就讀觀休系的蓋比與商設系的張傑瑋這兩位

外籍生戰將展現威力，還有神射手李家俊、高偉綸也都表現不俗，成為球隊的搶分

大將之外，每個上場的球員都充分展現實力，毫不保留的發揮，更是在關鍵戰役的

致勝主因。UBA男一級複賽已完賽，萬能籃球隊確定以第4順位前進台北小巨蛋。

　　UBA四強決賽將於3/19登場，觀看UBA公開男一級四強爭霸戰賽事，預料成為全

校熱門話題。(新聞來源：編輯部整理)

　　萬能科大觀休系於3年前組成的「

創舞隊」，去年12月25、26日參加在天

母體育館舉行的「2021 年全國啦啦隊

錦標賽」，榮獲嘻哈雙人大專女子組、

彩球團體小組大專組雙料冠軍；彩球個

人、嘻哈個人、彩球雙人、彩球指定動

作4個第二名，彩球雙人大專組同時獲

得第三名，不僅為校爭光，更突破創隊

以來的佳績。

　　校長莊暢表示，在疫情艱困的這一

年，創舞隊仍在教練指導之下自我提升

訓練，學生選手們充分展現自信、樂觀

和挑戰困難的團隊精神，終將最優秀的

一面展現出來，期勉選手們未來持續努

力為校爭光。

　　觀休系系主任蘇俊雄表示，觀休系

特色主軸為：時尚玩家、健康樂活，因

此特聘國家級教練葉宛婷老師來指導啦

啦隊學生，培訓運動舞蹈選手，學生不

僅利用課餘時間練習，提升觀休系創舞

隊啦啦隊水準，為自己的大學生活留下

美麗的回憶，同時也有機會打開進修研

究所之路，近2年就有兩位觀休系學生

考上體育研究所進修，相信啦啦隊未來

更能與國際接軌，創造佳績。（新聞來

源：編輯部整理）

　　本校棒球隊自2020年獲得列特博生技冠名贊助，成

為「萬能科大-列特博生技」棒球隊後，持續團練維持球

隊戰鬥力，日前於3/3進行的大專棒球聯賽(UBL)公開二

級複賽最後一場賽程，以勝利之姿挺進四強決賽。3/10

在國立體育運動大學進行四強決賽，最終成為獲勝的兩

支隊伍之一，明年確定重返公開一級賽場，距離104學年

度參加公開一級賽事，相隔6年，萬能棒球隊堅強的團隊

實力，值得期待。

　　棒球隊教練李育忠表示，此次賽前練習遇到雨季，

影響戶外練習時間，後來由列特博生技公司贊助，無後

顧之憂移地南部加緊訓練。兩位主力先發投手林承穎與

伊信-阿娜斯，比賽時控球穩定，全隊有如吃下定心丸

。萬能棒球隊成員皆是透過運動績優升學管道，進入到

萬能科大觀光與休閒事業系就讀，在持續的培訓下，今

年已有5位畢業同學成為列特博生技公司正式員工，獲

得穩定的工作之外，還可以繼續棒球生涯，因此竭誠歡

迎各高中職棒球隊員，一起加入萬能棒球隊，成為棒球

場上的明日之星。（新聞來源：編輯部整理）

2019 《英雄聯盟》第二屆LSC亞軍

2019 《英雄聯盟》第一屆大專盃季軍

2019 《傳說對決》第一屆大專盃季軍

2020 《英雄聯盟》第三屆LSC冠軍

2020 《英雄聯盟》台中電競嘉年華 冠軍

2020 《英雄聯盟》GAMEFORCE 亞軍

2021 《英雄聯盟》JTEAM電競列車校

　　　園交流賽 冠軍

2021 《英雄聯盟》GAMEFORCE 亞軍

2021 《特戰英豪》台南市長盃 亞軍

2021 《英雄聯盟：激鬥峽谷》校園

　　　春季挑戰賽 冠軍

　　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

心主辦的「第52 屆全國技能競賽」，

本校將負責承辦「北區分區技能競賽青

少年組」共17職類、20項競賽，除了本

校學生在歷屆全國技能競賽表現優異之

外，本校專業競賽場地也深獲勞動部肯

定。

　　回顧本校所培育的技職優異選手，

在「第49屆全國技能競賽」中，餐飲系

選手楊繡禎勇奪麵包製作第一名，當時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親自為楊繡禎同學戴

上獎章，楊繡禎同學也獲得獎金12萬元

；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賽本校選手勇

奪4金、3銅、4佳作的好成績，成為全

國大專院校之冠。在「第51屆全國技能

競賽全國賽」中，室設系李俊誠奪得「

青年組漆作裝潢」職類金牌，獲得總統

蔡英文頒獎並合影；餐飲系選手則榮獲

2銀、1銅、1佳作，110年全國技能競賽 

(分區賽與全國賽) 榮獲5金2銀4銅，共

23個獎項，總獎牌數為全國大專院校之

冠。

　　莊暢校長表示，萬能科大將不斷精

進，追求技職卓越，成為北部科大第一

。近年來，積極培訓的選手在全國技能

競賽成果如此出色，不但代表著學生的

個人努力，也意味著本校在追求技職教

育特色之下的成果，意義重大。（新聞

來源：編輯部整理）

《英雄聯盟》校隊2019～2021年戰績

蔡英文總統與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青年組漆作裝
潢」金牌李俊誠同學合影 

萬能雄獅電競隊實力堅強

萬能科大籃球隊搶進一級四強

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競賽，莊暢校
長與得獎選手合影

第49屆全國技能競賽，時任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親自為楊繡禎同學戴上獎章

創舞隊榮獲2020全國啦啦舞錦標賽冠軍

創舞隊榮獲2021全國啦啦舞錦標賽雙料冠軍

2022 棒球隊於UBL賽場合影

籃球隊首度搶進UBA男一級四強 《英雄聯盟》電競校隊戰績豐碩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本校創舞隊二度奪金添銀

全國技能競賽獲獎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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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七日，奉教育部核准立案，定名為「私立萬能工業技藝專科學校」，初設

　紡織技術、塑膠加工、工業電子、營建技術等四科，各招一年級新生兩班，計八

　班四百名；並定三月廿七日為「校慶紀念日」。

‧四月廿日，教育部核定前台南工學院院長秦大鈞博士為

　首任校長。

‧七月卅日，行政大樓、教職員宿舍、Ａ棟（工業設計館）

　、Ｂ棟（環境工程館）兩棟教學大樓相繼落成啟用。

•民國六十一年

‧三月五日，教育部核准更改校名為「私立萬能工業專科學校」。

‧五月一日，教育部核准增設工業管理科，旨在配合國家經建發展

　，培養管理人才。

‧七月一日，奉令各科改稱為紡織工程科、電子工程科、土木工程

　科、化學工程科、塑膠加工科，另增設工業管理科。

‧七月卅一日，忠孝樓學生宿舍落成。

•民國六十二年

‧四月一日，聘前教育部參事郁漢良教授為第二任校長。

•民國六十三年

‧十二月，教育部技職司蒞校考評行政業務，經評列一等。

•民國六十四年

‧四月卅日，工教大樓（化工館）落成。

•民國六十五年

‧三月一日，聘前中興大學工管科主任劉戊亮教授為第三任校長。

•民國六十六年

‧六月卅日，新建綜合運動場落成。

‧十一月一日，萬卷樓（電子館）落成。

•民國六十八年

‧十一月卅日，與韓國仁川市富川工業專門大學締結姊妹學校。

•民國六十九年

‧民國七十一年

‧五月十五日，奉教育部核准設立夜間部，初設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六月廿日，覺民館（土木館）落成。

‧民國七十二年

‧五月十五日，奉教育部核准增設夜間部電子工程科。

‧八月一日，聘本校教務主任莊晉博士為第四任校長。

‧八月廿五日，仁愛樓學生宿舍落成。

‧民國七十四年

‧八月十五日，信義樓學生宿舍落成。

‧民國七十五年

‧一月廿五日，創辦人莊心在教授逝世。

‧五月廿二日，奉教育部核准增設日間部工業設計科。

‧六月十日，工業大樓（工管館）落成。

‧民國七十六年

‧四月十五日，榮獲教育部七十五學年度督學視導評定成績甲上。

‧七月卅一日，經國樓（紡織館）落成啟用。

‧民國七十七年

‧四月五日，榮獲教育部七十六學年度督學視導評定成績甲上。

‧民國八十一年

‧二月廿八日，榮獲教育部對全國六十所私立專科學校評鑑總評，辦學績優第五名。

‧五月十日，奉教育部核准增設日間部電子資料處理科及夜間部企業管理科。

‧民國八十二年

‧四月一日，奉教育部核准增設夜間部環境工程科。

‧民國八十三年

‧三月十六日，榮獲八十二年度教育部私立專科學校評鑑總評，

　辦學績優第五名。

‧八月一日，「電子資料處理科」更名為「資訊管理科」。

‧八月五日，教育部專科學校工程類類組評鑑，工管科、環境工

　程科、教務組、訓輔組獲「壹等」最高等第，其餘均獲二等。

‧民國八十四年

‧三月十七日，八十三學年度教育部全國私立專科學校總評，辦學績優獎。

‧三月廿五日，獲教育部八十三學年度督學視導評定甲上。

‧四月十五日，教育部核准夜間部增設資訊管理科。

‧八月卅一日，育才樓（國貿館）工程落成啟用。

‧十一月廿日，教育部公布商科第六次評鑑成績，本校

　商科（國貿、企管、資管）均榮獲一等最高等第。

‧民國八十五年

‧三月廿二日，榮獲教育部八十四學年度督學視導評定「優等」。

‧三月廿五日，獲教育部八十四學年度行政考核優等學校，總評辦學成績優第五名。

‧五月八日，教育部核准新設商業設計科。

‧十一月十一日，舉行新建存廬紀念圖書資訊館落成啟用剪綵典禮。

‧民國八十六年

‧四月廿五日，榮獲教育部八十五學年度「辦學績優」、「視導評鑑優良」、「行

　政考核優良」、「技職教育專案卓著績效獎」，總評辦學績優公私立專科第十

　名、私立專科第五名、二專第一名。

‧民國八十七年

‧四月十五日，教育部核准設立專科進修補校。

‧五月五日，榮獲教育部辦學績優、視導評鑑優良、師資優良學校等獎牌。

‧九月三日，榮獲教育部工業類評鑑，教務、訓輔、行政支

　援三組，及六個科（土木科專業評鑑）均榮獲最高等第。

‧十一月十二日，弘道館落成啟用。

‧民國八十八年

‧八月一日，獲教育部核准改制為「萬能技術學院」，

　日間部增設化工、環工、工管、資管等四個技術系。

　夜間部更名為進修部，增設環工、工管、資管等系及

　妝管、商設二科。進修補習學校更名為專科進修學校，並增設在職專班。

‧八月廿八日，新建資訊及萬全兩棟大樓破土施工。

‧八月卅日，第七屆商業類評鑑公佈，本校除商設科二等

　（後申請專案評鑑）外，餘皆榮獲「壹等」最高等第。

‧十月卅日，運動休閒園區、體適能中心、各項球場、高

　爾夫練習場等設施，落成啟用。

‧十二月廿五日，榮獲全國大專校春暉專案實行第四名，辦學績優公私立學校第

　四名，師資績優第五名、督學親導第八名（私立學校第四名），行政績優第九名。

‧五月一日，奉教育部核准增設日間部環境工程科。

‧八月十五日，學生活動中心，中山堂、圖書館落成。

‧民國七十八年

‧四月十五日，榮獲教育部七十七學年度督學視導評定成績甲上。

‧五月一日，日間部奉准增設商業類國際貿易科，招收一年級新生一班。

‧民國七十九年

‧一月十日，奉教育部核准更改校名為「私立萬能工商專科學校」。

‧五月十日，日間部奉准增設企業管理科。

‧民國八十年

‧三月廿日，榮獲教育部對全國八十所私立專科學校評鑑總評，辦學績優第九名。

‧四月一日，榮獲教育部七十九學年度督學視導評定成績甲上。

‧六月五日，奉教育部核准增設夜間部國際貿易科。

‧六月五日，日間部設立企業管理科。

‧八月廿日，新建育英樓（商學館）落成啟用。

‧十一月廿日，榮獲教育部工業類專科學校第六次評鑑

　成績優異。

(文接下頁P5)

民國71-80年
(1982~1991)

民國81-90年
(1992~2001)

民國61-70年
(1972~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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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一年

‧四月，核准設立經營管理研究所。

‧十一月，萬能橋啟用。

‧民國九十二年

‧三月廿七日，校慶典禮與十五所高中職校交流合作簽約典禮。

‧五月，與microsoft簽定IT Academy與Net種子教師北區培訓及認證中心。

‧八月，設光電工程系、生物技術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及美容系。成立高分子材料

　、綠色環境、製商整合及電腦通訊等四個研發中心。

‧民國九十三年

‧二月一日，奉准改名為萬能科技大學。

‧八月，美容系更名為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並增設工程科技研究所。

‧九十三學年度本校進修學院、進修專科學校接受教育部訪視業經公佈皆為甲等。

‧九十三學年度體育評鑑榮獲績優學校。

‧十月廿七日，成立推廣教育中心台北分部。

‧十一月一日，第六任徐新興校長上任。

‧十一月十七日，本校啦啦隊榮獲大專校院

　九十三年啦啦隊錦標賽男女混合組第一名。

‧民國九十四年

‧七月廿日，萬能科大河濱大道啟用典禮剪綵。

‧八月，調整為工程、管理、電子資訊三個學院，經營管理所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十一月廿九日，「運動與健康休閒系」更名「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民國一○一年

‧四月十七日，通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認證，為全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通　

　過認證。

‧八月一日，增設旅館管理系及環境工程系碩士班。

‧十一月二十九日，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盛博揚同學榮獲教育部2012年第八屆「技職　

　之光」競賽卓越獎。

‧民國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桃園縣政府攜手萬能科大成立「桃園觀光發展趨勢中心」。

‧民國一○三年

‧十二月二日，陳育睿老師榮獲教育部2014年第十屆「技職之光」競賽卓越獎

‧民國一○四年

‧五月二十二日，舉行觀光休閒旅展「桃園升格、萬能飛翔」，啟動桃園休閒農業旅　

　遊聯盟。

‧八月一日，增設航空光機電系。

‧十二月一日，萬大花園景觀實習餐廳及萬大花園廣場落成啟用。

‧十二月一日，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徐邱翊同學榮獲

　教育部2015年第十一屆「技職之光」競賽卓越獎

‧民國一○五年

‧二月二十二日，2016台灣燈會在桃園，萬能

　科大迎新春「萬大獅」主燈豎立於台灣燈會。

‧三月二十四日，航空科技中心揭牌。

‧六月十三日，教育部公佈104學年度科大綜合評鑑結果，校務類及專業類全數通過。

‧八月一日，增設演藝與時尚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民國一○六年

‧六月一日，電競館啟用。

‧八月一日，增設時尚造型設計系。

‧十月三十日，與澳洲南十字星大學締結姊妹校。

‧十二月八日，教育部2017年第十三屆「技職之光」

　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時造型設計系林彥筠同學

‧民國八十九年

‧一月十四日，教育部公佈土木科專業評鑑「壹」等。

‧七月十日，教育部公佈商設科評鑑「壹」等，全校經評鑑科組皆榮獲「壹等」。

‧七月十日，獲IS0 9001認證證書。

‧八月一日，成立通識教育中心。原紡織工程科、電子工程科改制為紡織科學系、

　電子工程系。進修部增設紡織、化工、電子等三個技術系、招收二技部。

‧十一月廿九日，舉行新建資訊、教學大樓落成剪綵啟用典禮。

‧民國九十年

‧七月廿三日，成立進修學院，招收二技工業管理系及資訊管理系各一班。

‧八月一日，日間部原土木、國貿、企管、商設四個專科改為系，另新設資工、

　財金兩個系，進修部增設企管、國貿、土木三系。

‧九月十八日，納莉颱風侵襲，動員全體員工與中央救災中心、地方政府等支援

　，全力搶救復健，於九月廿四日恢復上課。

‧十一月廿一日，原任校長莊晉博士，與第五任校長王純粹教授交接典禮。

‧十二月十三日，教育部督學視導等第甲上。

‧民國九十五年

‧八月一日，校長莊暢，接任第七任校長就職典禮。

‧民國九十六年

‧五月廿一日，教育部九十五學年度評鑑，獲得行政類一等

　，專業類九個系所獲得一等，為北部地區私立科大之冠。

‧民國九十七年

‧三月廿九日，萬芳樓落成啟用典禮。

‧四月十八日，本校電子系、資工系通過IEET工程認證。

‧民國九十八年

‧五月，光電系、高材系、化材系、環工系通過IEET工程認證。

‧六月卅日，本校獲得教育部頒發九十八年度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九月一日，增設「餐飲管理系」；「工業管理系」更名「管理與資訊系」。

‧民國一○○年

‧六月七日，教育部公佈九十九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結果，本校獲得行政類一等

　，專業類工程學院、管理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材料科技研究所)、環境工

　程系、光電工程系、資訊工程系、管理與資訊系、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

　系、國際企業系、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一等。

‧八月一日，「國際企業系」更名為「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十一月一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結果，榮獲私立技

　職體系「智慧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第八名。

‧民國一○七年

‧八月九日，新建學生宿舍信義樓落成啟用。

‧十二月，體適能中心啟用。

‧民國一○八年

‧八月一日，增設車輛工程系。

‧十二月，餐飲系楊繡禎同學榮獲第49屆全國技能賽全國賽「麵包製作」金牌。

‧十二月三日，時尚系劉怡伶同學榮獲教育部2019年第十五屆「技職之光」 。

‧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六日，教育部公佈108學年度科大專業類評鑑結果，各系所全數通過。

‧十月十四日，桃園市政府表揚本校電競校隊雄獅隊勇奪

　「第三屆LSC《英雄聯盟》校園聯賽大專院校組冠軍」。

‧民國一一○年

‧三月十九日，勞動部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萬能分館開幕。

‧四月三十日，智慧餐旅創新中心開幕啟用。

‧四月，餐飲管理系紀紫葳、王梓翰、林欣慧同學與室內設計與營建工程系李俊

　誠同學分別榮獲勞動部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賽「麵包製作」、「西點

　製作」、「中餐烹飪」、「漆作裝潢」四項職類金牌。

‧四月，參加勞動部「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賽，榮獲4金3銅，總計18

　項獎牌的佳績，金牌數與總獎牌數為全國大專校院之冠。

‧六月十一日，教育部公佈109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務類評鑑，本校全數通過。

‧六月十二日，本校電競代表隊-萬能雄獅隊於首屆「英雄聯盟：激鬥峽谷」激鬥

　校園春季賽勇奪冠軍。

‧十一月十四日，室內設計與營建工程系李俊誠同學榮獲勞動部第51屆全國技能

　競賽全國賽青年組「漆作裝潢」金牌。

‧十一月二十一日，本校電競代表隊-萬能雄獅隊榮獲2021 J TEAM 電競列車校園

　交流賽冠軍。

‧民國一一一年

‧三月十八日 本校創校5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大數據雲創智慧基地揭牌儀式

 ( 詳細校史大事紀請詳見:萬能官網: https://www.vnu.edu.tw/events)

(文承上頁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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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脈動
Cooperation

‧民國一○○年

‧十月十八日，瑞薩(RENESAS)公司日籍技術總監井上清代表捐贈20套MCU，並簽

　署產學合作備忘錄，攜手研發晶片科技與應用技術。

‧民國一○一年

‧十月十九日，與日式三井餐飲事業集團推動產學合作計畫，發展「選、訓、用」三

　合一的客製化培訓課程。

•十一月三十日，「產學
　攜手人才培育」桃園航
　空城72家廠商代表，共
　同簽訂客製化人才培育
　計畫。

‧民國一○二年

‧四月一日，與陸軍特戰部隊簽約結盟 培養學位、證照人才提升國軍素質。

‧五月，與泰國湄州大學結盟交流，結合桃園觀光旅遊局學術旅遊合作。

‧十一月二十六，與泰國湄州大學、揚昇高爾夫俱樂部簽訂三方合作協議。

‧民國一○三年

‧四月一日，與陸軍特戰部隊簽約結盟 培養學位、證照人才提升國軍素質。

‧民國一○五年

‧三月十八日，大桃園區的豆府餐飲集團等12家企業聯合贊助萬大男籃隊60萬元，捐

　贈儀式。

‧四月十二日，與桃禧航空城酒店簽訂產學合作，強化航空城國際競爭力。

‧九月二十日，與台中精機、科冠國際公司簽定合作備忘錄，設立產學合作平台。

‧十一月八日，與東星汽車貿易有限公司簽定產學合作意向書，進一步深化彼此的合

　作關係。

‧十二月二十九日，與安捷飛航訓練中心簽定產學合作備忘錄，共同培育機師人才。

‧民國一○六年

‧一月三日，與美國北岸飛航訓練公司(North Coast Air Inc.)簽訂產學結盟意向書，

　為學生開闢機師圓夢路。

‧一月十九日，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簽訂建教合作契約。

‧二月二十四日，與漢翔航空工業簽訂策略聯盟，提供實習機會，加強就業競爭力。

•四月十七日，由桃園市鄭文燦
　市長見證與中華航空、長榮航
　空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學
　用合一」與業界接軌，為桃園
　培養航太產業人才。

　

‧十一月十日，與台灣職業電競隊伍「J Team」和其母公司「杰藝文創」簽署合作

　意向書，攜手合作培養未來產業所需人才並促進產學交流。　

‧民國一○七年

‧三月一日，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共同培育國防航太人才。

‧三月二十三日，與桃園航空城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以策略聯盟方式進行交流

　合作。

‧五月一日，與遊戲廠商La Mate(拉美特)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持續學生實習、就業

　、產官學交流等合作。

‧五月三十日，與聖宜醫美集團簽屬產學合作備忘錄，提供學生實習與就業機會。

‧七月九日，與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簽署培訓合作意向書，在民航維修培訓及

　教學上深入合作。

‧十月十六日，與韓國MBC Academy美容學院及IBR美容學院簽訂產學合作，意向

　書共同培育美容美髮人才。

‧十月二十三日，與雄獅集團進行產學策略聯盟簽約，雙方就共同培育產業所需的未

　來人才進行產學合作。

‧十一月六日，與桃園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簽署產學聯盟合作意向書，培　

　訓設計人才，提供實習與就業機會。

‧民國一○八年

‧三月十二日，與熊航公司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落實航空服務產學接軌。

‧十二月十一日，與花蓮高工、健策精密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透過校際合作建立務

　實的學習模式。

‧民國一○九年

‧一月十四日，與永虹先進材料產學合作，培育航空複合材料人才。

‧四月，新建萬能車輛修護廠啟用。

‧七月七日，與台灣房屋集團舉行「合作意向書」簽約儀式，攜手培育未來房仲產

　業人才。

　　　　　　　　　　　　　‧七月二十一日，與中華民國關稅
　　　　　　　　　　　　　　協會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共同
　　　　　　　　　　　　　　培育保稅倉庫、物流管理等專業
　　　　　　　　　　　　　　人才。

‧八月十八日，與福祐汽車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攜手落實「產學合作，實習就業

，無縫接軌」的理念。

‧九月二十二日，與元隆汽車簽訂合作意向書，攜手達到「學用合一」的目　標。

‧十月二十九日，與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漢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

　意向書，積極培育下一代優秀人才。

‧十一月三日，與台灣晉陞太空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攜手產學合作

　與實習就業。

‧十二月一日，與裕益汽車公司簽訂產學聯盟合作意向書，培育專業人才

‧民國一一○年

‧一月五日，與桃園市國際機場產業發展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提昇學生機場經濟

　的專業知識技能。

‧一月十二日，與台灣瀧澤科技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培養學生具備接軌企業

　的專業實戰能力。

　　　　　　　　　　　　　　•三月四日，與華新集團簽署產
　　　　　　　　　　　　　　　學合作意向書，共同成立「萬
　　　　　　　　　　　　　　　能華新學院」產學合作平台，
　　　　　　　　　　　　　　　培育5G、AI人才。

‧三月三十日，與銳鵬航太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培育航空維修人才，建立以企業

　需求為導向的產學合作平台。

　　　　　　　　　　‧四月十四日，攜手遠雄自貿港區簽署署
　　　　　　　　　　　產學合作意向書，共同推進產學合作與
　　　　　　　　　　　實務訓練。

•四月二十一日，與力麗觀光開發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培育觀光餐旅管理人才。

‧四月二十七日，與桃苗汽車公司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為汽車產業的人才培育與

　晉用提前布署。

‧五月四日，與手信坊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增進產學合作面向，實

　現產業實習與就業無縫接軌。

‧五月二十七日，與美商瓦器錄音室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正式成立「萬能科大–

　瓦器共創錄音室」培育錄音成音人才。

‧八月三十一日，與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簽署產學合作

　意向書，培育室內設計裝修人才。

‧十月十二日，與協易機械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攜手產學合作與實習就業。

　　　　　　　　　　　•十一月八日，由桃園市鄭文燦市長見
　　　　　　　　　　　　證，與星宇航空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共同推展產學合作與實務訓練。

‧民國一一一年

　　　　　　　　　　　　　　　•三月二日，由經濟部中部辦
　　　　　　　　　　　　　　　　公室許世燦視察見證，與中
　　　　　　　　　　　　　　　　華民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
　　　　　　　　　　　　　　　　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

·簽訂合作意向書之產學聯盟 詳見萬能官網: https://www.vnu.edu.tw/events



　　本校資工系完成「乙級室內配線術科考場」之設置

，提供在校學生及在職人士，在屋內線路配置、傳統電

機控制及屋外三相四線高低壓作業等技術之訓練及考照

，培養學員具備從事高低壓用電設備及線路裝置與維修

工作之能力及資格——這項極具就業競爭力的專業證照

，預計在今年7、8月開考。

　　基於建構桃園航空城、培育5+2創新產業優質實務

人才，資訊工程系向教育部申請設立電機控制組，預計

自今年111 學年度開始招生。桃園航空城計畫為台灣產

業轉型與創新的轉捩點，本校緊臨桃園航空城，鄰近八

大工業區工廠林立，工商發展快速，電機相關人才需求

大增，在此優越環境下，結合電機與資訊的人才將是炙

　　為了激發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對於具台灣特色的產品、觀光工

廠、觀光景點、美食及商店商圈

的行銷能力與創意企劃能力，萬

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2/2舉辦「2021全國大專校院台

灣特色商品行銷創意競賽」決賽

暨頒獎典禮。該行銷創意競賽有

來自不同學校30多隊報名參加，

最後挑選十隊作品進入決賽。最

後，由萬能科大行銷系的參賽團

隊分別獲得第一名、第三名以及

三項佳作獎。

手可熱。資工系邱泰毅主任表示，設立電機控制組的目

的是希望能培育出可整合人工智慧、機器人作業系統、

影像處理、感測器應用、伺服馬達控制、油氣壓控制等

技術的專業人才；為了迎接智慧製造的挑戰，目前學校

已申設電機系，如獲教育部核定，將於112學年招生。

　　莊暢校長表示，大資工時代來臨，新技術包含人工

智慧、物聯網、機器人、大數據、自動駕駛、VR、AR、

元宇宙等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資訊工程系有優秀的

師資與新穎的設備，設立電機控制組實為符合潮流的一

項創舉，歡迎有志青年報考加入萬能科大資工系，成為

科技時代的新尖兵。(新聞來源：資工系)

　　紅點設計獎是全

球設計界的四大競賽

之一，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時有佳績

，今年，隋馥年老師

再度以作品「再生」

榮獲德國紅點品牌與

傳達設計大獎，表現

相當亮眼。

　　隋馥年老師是萬

能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傑出系友，畢業後繼續在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研究所深

造，獲得碩士學位。無論在學校或設計產業界，隋馥年老師均有傑出表現，

因此萬能商設系邀聘她回到母校任教，近幾年來，她指導學生比賽獲獎無數

，有著萬能商設系「品牌包裝金牌推手神力女超人」的美譽。

　　除了指導同學參加各類比賽外，隋老師自己也不斷參加國際競賽以提升

個人的設計能力與教學實務經驗。此次榮獲德國紅點品牌與傳達設計大獎的

作品「再生」，是藉由摺紙的方式呈現出中文的「再」以及「生」字的意象

，這兩個字的中文代表著循環再利用的意思，代表著紙張折過重複利用的概

念，著實傳達出中國文字的美感與背後所傳達的意境，視覺效果極佳，榮獲

評審一致的青睞，獲致大獎可謂實至名歸。(新聞來源：商設系)

　　近年來，本校航空光機電系與桃園市無人機飛手

職業工會合作，開辦「無人飛行載具產業專業人才」

培訓班，深耕無人機飛手培訓，致力於培育無人機產

業新尖兵。其中接受培訓的羅鴻基和林嘉峻，日前挑

戰2021台灣飛行機器人競賽，一舉拿下二座冠軍和一

座亞軍，再次展現幾近職業選手的實力！

    台灣飛行機器人競賽已連續舉辦第七年，今年從

　　在此次競賽決賽中脫穎而出、勇奪冠軍，是由萬能科大行銷系學子劉威億、

陳昱銓、游涵歆提出「一杯清茶一抹清香 金銀花茶」的行銷企劃。其創意理念談

到後疫情時代所衍生出的零接觸經濟，以及5G、區塊鏈智能零售的概念，來行銷

宣傳桃園在地觀音區所生產的《金銀花茶》。該團隊的行銷企劃提案包含百人金

鋼茶創意料理、金銀茶遊戲、智慧零售、金銀茶文創市集、食安講座以及數位平

台串流應用。前面提到這些企劃提案內容會透過Youtube頻道合作影片、智能販賣

機、快閃活動、農事體驗、食農教育知識/身體檢測以及在地觀光遊程推廣等工具

宣傳推廣執行。（新聞來源：經濟日報全國版A14大學院校 2021.12.25）

高雄的航空教育展示館移師高苑科技大學舉辦，去年在

固定翼飛機室內穿越賽以壓倒性優勢奪得冠軍的羅鴻基

同學，今年率領學弟參賽，分別挑戰室內及戶外二組飛

行穿越賽，經過激烈競逐之後，室內組再度衛冕成功之

外，也同時拿下戶外組冠軍，刷新紀錄，取得雙冠王頭

銜。

　　雙料冠軍的羅鴻基受訪時指出，在截然不同的賽場

上能取得大幅領先，是因為每天在學校的飛機維修棚廠

練飛一百趟，強迫自己在高難度的室內空間穿梭飛行習

慣壓力，在完全沒有失誤的情況下，將自己最佳的狀態

呈現出來。

　　大二生林嘉峻原本專攻單旋翼直升機特技飛行，曾

連續二年榮獲中華台北航空模型運動協會的F3C遙控直

升機全國錦標賽冠軍。今年林嘉峻挑戰固定翼飛機穿越

項目，轉換跑道後牛刀小試，順利拿下戶外組亞軍。林

嘉峻受訪時表示，讀的是航空機械，每架飛機都親自組

裝，每天課餘在模擬器練習2小時，假日再到戶外飛行

場練習飛行，這次雖然緊張，但幸好還是順利拿下了固

定翼飛機戶外穿越組亞軍。

　　指導老師蔡元謙說，技職教育的精神就是勤學苦練

，任何技術的磨練都必須透過反覆不斷的練習，才能從

達人蛻變成職人，這二位同學顯然都做到了。目前符合

民航局規定條件的無人機飛手依然熱門搶手，大四的羅

鴻基同學已經取得民航局高級操作證，暑假期間擔任本

校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課程的助教，表現極為傑出，預計

畢業前可以媒合到無人機相關企業發展，前途無可限量

。(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3.02)

萬能科大行銷系學子劉威億(左3)、陳昱銓(中)、游
涵歆(右3)榮獲2021全國大專校院台灣特色商品行銷
創意競賽第一名(指導老師：林子涵)

室內配線技檢考場             

隋馥年老師2021榮獲德國紅點品牌與傳達設計大獎得獎
作品「Regeneration -再生」

莊暢校長勉勵得獎學生

羅鴻基(右)和林嘉峻(左)與比賽用的無人機合影

校 園聚焦
Highlight

台灣特色商品競賽 行銷系奪冠 商設系隋馥年老師榮獲紅點大獎

航機系職業級表現  2021台灣飛行機器人競賽囊括冠、亞軍

新設「乙級室內配線術科考場」  資工系電機控制組111招生



校 園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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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時尚造型設計系為了學生的實作環境，鉅資打造專業

的金工教室。除了個人手作金工桌座位區，更增設了數個大型

工作桌，在教學設備上，則在傳統的手作金工工具之外，預留

了3D列印機台與微焊設備的專用空間，超前部署未來課程的發

展與升級。

　　時尚系在創意商品設計類的課程上，除了基礎金工手作的

課程，3D設計也將納入時尚系未來課程規劃中，配合去年全面

　　順應元宇宙世代的來臨，萬能科大打造VR虛

擬實境的元宇宙體驗場域，今年初設置完成「大

數據雲創智慧基地」。資管系系主任邱順波表示

，「大數據雲創智慧基地」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

分析為核心，具備智慧商務、智慧物聯網、與智

慧生活三大特色。符合政府推動的「5+2產業創

新政策」中的「物聯網 (亞洲．矽谷)」，以物

聯網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並以創新創業驅動經濟

成長。

　　大數據雲創智慧基地的規劃包括：人臉辨識

門禁系統、智慧貨架、電子標籤、自助結帳、戰

情資訊系統、無人搬運車、迎賓導覽機器人、群

飛無人機、自走車、元宇宙等。結合資管系的人

工智慧、大數據分析、雲端運算、電子商務、機

器人等專業課程，目的在提供學生最優質的學習

環境，培育出資訊界最搶手的人才。

　　台灣航空相關法令

的逐漸開放，讓許多夢

想飛行的人得以實現。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畢業學生李卉雯，為實

踐飛上青天的目標，跨

越性別藩籬，歷經層層

嚴格的飛行訓練與考驗

，終於如願取得自用駕

駛員執照，成為萬能科

　　秉持永續與創

新的精神，本校精

工系近期添購瀧澤

科技雙主軸車銑複

合機，這將能同時

進行車削和圓柱體

銑削溝槽，一次裝

卡完成大部分加工

製程，大大縮短產

品製造技術流程。

由於精密製造將是

大第一位女飛官。

　　對於初次接觸飛行訓練的人來說，訓練過程充滿許多未知的影

響因素，例如手眼腳協調能力、身心壓力調適、暈機情況、多工處

理能力、短期記憶力與英文能力等，都會影響飛行表現，且根據國

際統計資料顯示，訓練過程的淘汰率大約三成，如果沒有足夠的飛

行熱誠與學習能力，很可能半途而廢，再加上女性飛官比例不高，

這些困難都讓李卉雯更堅定地實踐自己的飛行目標。

　　畢業於桃園治平高中應用外語科的李卉雯，對航空業抱持著憧

憬與興趣，因而選擇萬能科大航服系就讀。在學期間，她積極汲取

航空服務管理相關專業知識、考取運輸相關證照、參加飛行模擬社

團，而系上模擬飛行教室的專業教學設備，更提高了對操控飛機的

興趣。大四，她加入安捷飛行訓練中心全年實習課程訓練，取得自

用駕駛員飛行證照，逐漸適應實機飛行的高速、高壓後，切身感受

飛行帶來的挑戰與成就感。李卉雯同學期許自己持續不斷地突破關

卡，接受更多淬練，最終成功考取自用駕駛員執照。（新聞來源：經

濟日報電子報 2021.12.24）

迎向未來工業4.0相當關鍵的要素，學習操作先進雙主軸車銑複合

機，是精密模具智慧加工新世代的必要能力。精工系一直配合著

產業趨勢脈動，提供給同學優質的學習環境，使每位同學畢業後

，都擁有日本職人工匠的專業和高精度加工的DNA。

　　校方表示，為了培養優秀機械專業人才，精工系投注相當多

資源在實作教學，系上提供先進的五軸CNC工廠環境的實驗室，讓

學生在求學過程便擁有國際級的技能水準。例如2021年由郭順奇

、顏丹青、陳德啟及梁曜宇老師指導學生參加美國舉辦的國際

MasterCam精密機械加工作品比賽，其中王教豪、陳柏宇、李尚哲

同學榮獲團體組第二的殊榮，陳明揚、葉家豪、吳振維獲得團體

組第三名的佳績。這次除有老師的專業指導外，系上一直規劃有

嚴謹的課程訓練，才能在國際競賽脫穎而出。（新聞來源：經濟日

報電子報 2021.12.17）

　　本校時尚造型設計系劉一勳老師培訓

的時尚彩妝造型社團，鼓勵學生參與競賽

。本屆2021屈臣氏彩妝大賽校園組有超過

百位參賽者，最後由本校時尚系蕭雅芸以

「香水」為主題榮獲冠軍，妝容中的紅紫

色再搭配上金箔點綴，以做自己的妝容展

現出自信與無畏的魅力，獲得1萬5千元獎

金；陳佳云同學以「Lucky Wish」的概念

來做設計妝容發想，營造出輕盈靈巧的魔

法氛圍，榮獲亞軍，並獲得1萬元獎金鼓勵

　　勞動部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萬能分館於2021年

3/19啟用，在本校莊暢校長的陪同下，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副署長林宏德、桃竹苗分署分署長賴

家仁、桃園市市長鄭文燦、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

局局長顏蔚慈、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總幹

事陳家濬等貴賓，當天皆親臨萬能分館參與啟用

儀式。

　　勞動部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萬能分館，設置於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系館一樓，由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提供108題心理測驗、VR職場體驗及模擬面

試等免費軟體資源，而硬體設備則由萬能科大規

劃設置，師資、課程也由校方安排。此外，為培

養數位網紅、數位直播、數位電商等創業人才，

萬能科大也在館內配置專業的導播機、虛擬攝影

棚、特效燈光、讀稿機及影片後製剪輯等設備，

以多元的影視環境，塑造完美的網路行銷平台。

設備升級的專業電腦教室，提供學生更多元的發展可能與就業機會。近年內，時尚系已陸續完

成了影音錄製流行樂團多功能教室、歌唱專業教室、成音配樂剪輯繪圖專業電腦教室、時尚演

藝微劇場、時尚伸展台走秀多功能教室、藝術美甲眉睫半永久妝創業教室等，再加上重金打造

的金工教室，更能全方位滿足同學對專業技能的追求。（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1.12.23）

　　為了讓全校師生上學或通勤更便利，自110學年度上學期開始，

免費接駁專車由中壢往返萬能，本校教職員、學生、洽公、參訪、考

試、檢定、訓練者，都可以免費搭乘，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專車時刻表請詳見本校總務處網站）

▓乘車地點：

￭ 往萬能：中壢車站附近元化路大鴻通訊廣場前（沿途只能上車，不

　能下車）

￭ 往中壢：中山廣場、前門候車亭（沿途只能下車，不能上車）

￭ 中途停靠站：中園育樂街口站、啟英高中，直接增加未來進入職場的就業競爭力。(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1.12.27)

在行銷系現有的智慧型平台(AR/VR/MR設備)之上，目前更打造一個結合AI(人工智慧)、

Metaverse(元宇宙)、Block chain(區塊鏈)以及XR(全域虛擬實境)的前瞻性創新平台，幫助學

生學到最新的觀念與技術，為產業打造更有競爭力的未來。(新聞來源：行銷系)

航服系李卉雯同學在安捷飛行訓練中心，取得
自用駕駛員飛行證照

本校時尚系重金打造的金工教室

先進的雙主軸車銑複合機實作教學

陳佳云同學作品榮獲亞軍蕭雅芸同學作品榮獲冠軍

大數據雲創智慧基地，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
為核心

本校打造VR
虛擬實境元
宇宙體驗場
域

貴賓蒞臨
參與勞動
部賈桃樂
學習主題
館萬能分
館啟用儀
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攜手本校，打造賈
桃樂學習主題館萬能分館

資管系「大數據雲創智慧基地」揭牌

時尚系重金打造金工教室

精工系育才  工業4.0再升級

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萬能分館  隆重啟用 航服系李卉雯 本校首位女飛官

時尚系蕭雅芸、陳佳云包辦彩妝大賽冠亞軍
中壢<―>萬能 免費專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