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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聞
Hot News

多項全國第一 實現大學夢想 盡在萬能

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賽
本校榮獲 4 金 1 銀 4 銅   全國大專院校之冠

　　時序進入鳳凰花開的畢業季節，首先恭

喜本校大四學生們迎來順利畢業的喜悅，相

信你們在大學期間優異的表現，將為自己的

人生打開一條寬廣的就業道路，預祝每位萬

能畢業的學生鵬程萬里，展翅高飛，同時也

給即將成為未來大學生的年輕高中學子幾點

建議。我認為：「世界上沒有所謂最好的大學，

只有最適合自己的大學。」因此在面臨選擇

大學的時候，學校的辦學成效非常重要。

　　第一、學校擁有鼓勵或幫助學生考取技能

相關專業證照的輔導或是獎勵機制，因為多

取得一張專業證照等於就是多一個工作機會。

萬能科大不僅有專業師資輔導學生取得乙級

或丙級相關證照，還提供獎學金獎勵通過證

照考試的學生。 

　　第二、學校廣納專業學科、職業類科的

名師，學有專長師資傳授專業知識，專業技

術的師資能夠教授術科，並培訓優秀的同學精

進技能，參加全國技能競賽，或是進軍國際競

賽走上世界的舞台。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

區分區賽」本校勇奪 4 金、3 銅、4 佳作的好

成績，成為全國大專院校之冠；今年第 52 屆

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競賽，再度榮獲 16 個

獎項，金牌數量與得獎總獎項更是高居私立科

技大學第一名。

　　第三，學校擁有產學合作資源，安排學生

校外實習，使得學生「學用合一」，無縫接軌

產業職場。本校鄰近航空城計畫區，又有亞洲

矽谷計劃，青埔特區、還有附近的八大工業

區，工商鼎盛產業發達未來產業實習機會非常

多，可謂是全國第一個位於航空城的智慧航空

城大學。

　　勞動部也肯定萬能科技大學，本校舉辦

乙、丙級檢定考場的數量也是全國第一名。另

外，本校每年投入 1.4 億元的資金在學校特

色教室、五星級規模的宿舍，這也是全國數

一數二的第一的設備。

　　今年學校給學生的獎助學金，也是全國

第一。 今年只要就讀日間部，可獲得 2 萬元

獎助學金、有特色的工程類科，更高達 3 萬

以上。拿到全國技藝競賽獎項，或是全國技

能競賽獎項，還有全年學雜費減免，這些優

惠獎學金也是全國第一。

　　本校更是教育部肯定高教深耕、卓越教

學的重點大學，全數的評鑑通過，就是對我

們我們的辦學績效的最大肯定。最後祝福順

利畢業的萬能學生，在產業中學以致用，也

祝福高中生找到適合自己的大學，勇敢實現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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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賽 4 月 22 日

落幕，萬能科技大學所培訓的技藝選手在 8 個職類中榮獲 4

金 1 銀 4 銅，共 16 項獎牌的佳績，其金牌數與總獎牌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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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更有 11 名選手可晉級參加全國賽。

　　在優秀選手激烈的競爭中，本校所獲獎項如下：觀光餐

旅暨管理學院的技藝選手榮獲 1 金 1 銀 2 銅等佳績，共 9 項

獎牌；航空暨工程學院的技藝選手榮獲 2 金 1 銅等佳績，共

4項獎牌；依次為設計學院的技藝選手榮獲 1金 1銅等佳績，

共 3項獎牌。

　　莊暢校長強調：配合個人的天分，努力培養競爭力，一

定能夢想成真。響應教育部技職司楊玉惠司長「選技職有前

途」的方向，大力推動「適性揚才、務實致用」的理念，透

過做中學、學中做的學習環境，塑造出各領域的職場技藝人

才，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因此本校投入大量經費設置 36

項職類術科、55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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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順利考取

專業證照。另一方面，校方為了培養國際技能競賽選手，設

置「極光國際競賽培訓中心」，聘請五星級專技教師，每年

提供無上限的經費和資源，全力培訓具有潛力的國際競賽選

手。

　　本校積極推展產學合作，力求產學無縫接軌並與許多高

職與國中合作，形成「校、校、校、企大聯盟」，共同培育

技能競賽選手。這次共同培育許多高職學生獲得殊榮，可

見校方重視學生未來的職涯發展與客製化課程的需求，使學

生在實作學習的過程中發揮潛能，於全國技能競賽與各種

國際賽中嶄露頭角、發光發熱，成就他們的夢想。許多得

獎的同學，率先獲得國際知名公司的高薪預約聘用，可說

是還沒有畢業，就已夢想成真。( 新聞來源 : 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4.29)

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賽 競賽成績榮譽榜
學院 競賽職類 優異成績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
( 1 金 1 銀 2 銅 )

餐飲服務職類 簡義昌第 1 名、陳美芳第 3 名

西點製作職類 吳梓瑄第 5 名、邱海虹佳作

西餐烹飪職類 張立誠第 3 名、鹿政翔佳作

中餐烹飪職類 吳志祥第 2 名、邱少謙第 4 名

雲端運算職類 陳廷為佳作

航空暨工程學院
( 2 金 1 銅 )

展示設計職類 陳思妤第 1 名、陳侑榛第 3 名

飛機修護職類 楊潣理第 1 名、連詠賢佳作

設計學院
( 1 金 1 銅 ) 美髮職類 謝翔宇第 1 名、王昕第 3 名

鍾家蓁佳作

莊暢校長與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賽獲 4 金 1 銀 4 銅共 16 獎的選手
合影

觀管學院的技藝選手榮獲 1 金 1 銀 2 銅等佳績，共
9 獎

航空學院的技藝選手榮獲 2 金 1 銅等佳績，共 4 獎

設計學院的技藝選手榮獲 1 金 1 銅等佳績，共 3 獎



競賽之光
Competition

全國英語競賽學生成績斐然 航服系囊括 4 金 3 銀 4 銅 共 17 獎

專業職類英語競賽 航機系名列前茅 萬能籃球隊吸引優秀新血加入

棒球隊獲得瑋祥科技贊助百萬比賽經費 商設吳承澤榮獲全國美術比賽佳作

　　萬能科技大學航空光機電系於 2021

年和2022年培訓出6位菁英學生參加「英

文菁英盃─專業英文詞彙與聽寫能力大

賽」，在各職類領域名列前茅！航機系

系主任許立根表示，航機系除了培養航

空修護、精密機械加工、複材產品製作、

非破壞性檢測等航空工程專業人才，對

學生英語能力的培植也不遺餘力。 

　　指導老師蔡友惠表示，去年「菁英

盃─專業英文詞彙與聽寫能力大賽」總

共有 2,738 位選手報名參加，這一年來

本校航機系翁茂庭榮獲「電機與電子職

類英文」大專組冠軍、羅廷楷榮獲「機

械工業職類英文」大專組冠軍、呂欣哲

榮獲「汽車工業職類英文」大專組亞軍、

高祐恩與高師緯分別榮獲「職場與生活

應用英文」大專組亞軍及金腦獎，航機

　　萬能科技大學於今年的 UBA 賽事中，創造

隊史最佳紀錄 UBA 男子籃球第四名。四強賽首

度踏進籃球聖地台北小巨蛋，一圓許多球員夢

想，也受到許多 HBL 高中籃球名校優秀球員的

關注，透過運動績優入學的管道，尋求就讀這

所籃球新興強權學校，繼續在體壇上發光發熱。

　　經過教練吳奉晟多年的指導、淬鍊與磨合，

積極網羅來自奈及利亞、美國、馬來西亞與日

本等外籍學生加入球隊陣容，逐漸走出屬於萬

能科大特有的籃球文化，被譽為今年最強黑馬。

　　替學校創造奇蹟的主要先發球員外籍生蓋

比、張傑瑋和陳奎恩等人，今年都將因畢業或

屆滿年齡上限而離隊，國內已經有數支職業球

團表達高度興趣邀請加入。吳奉晟表示，外籍

學生憑其優異的籃球天分，能夠迅速地融入球

隊的戰術系統，持續不懈地努力與投入，他們

　　萬能棒球隊今年在

大專棒球聯賽（UBL）取

得進入甲一級的佳績，

確定明年重返睽違 6 年

的賽場，爭奪四強。繼

列特博生技公司贊助棒

球隊成為「萬能科大 -

列特博生技隊」後，3

月更獲得瑋祥科技股份

　　由教育部指導、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主辦的「全

國學生美術比賽」，今年邁入第 70 個年頭，共約有

5 萬件作品參加縣市初賽，經評審遴選後送至國立臺

灣藝術教育館參與決賽者總計 8,673 件，萬能科技大

學商設系吳承澤從眾多高手中脫穎而出，榮獲漫畫類

大專美術系組競賽佳作獎，實屬不易。

　　指導老師林昱廷表示，吳承澤同學以水彩作品

「魚要龍門」參加大專美術系組競賽，作品傳達出不

同階段人們對「龍門」抱持著各種不同的期待、糾結，

以及對於「出人頭地」價值觀的批判。吳承澤同學花

了近 4 個月的時間從構思至繪圖，完成極細膩以及完

　　萬能科技大學重視英語教學與國際化學習，為了提升學

生的國際就業競爭力與移動力，積極輔導學生參與全國競

賽，過去一年在英語中心蔡友惠老師指導之下，航服系同學

參加各項英語競賽，榮獲 4 金、3 銀、4 銅、6 佳作共 17 獎

項的戰績。

　　本校通識中心主任李訓清表示，專任英文教師蔡友惠移

轉美國 K-12 公立學校英語教學與特殊教育專業執教經驗與

獨特技術，近三年一共獲得金牌 20 件、銀牌 19 件、銅牌

16 件、第四名以下至佳作近 40 件，育才無數。這一年通識

英語教學中心蔡友惠老師除了指導航服系選手，還指導了跨

三院其他系，例如妝品系、商設系、旅館系、航機系、餐飲

系、觀休系、時尚系等，英語競賽得獎總數超越 50 件以上

的獎項。

　　回顧「2021全國技專校院創意英語簡報比賽」的成果，

航服系黃昕琪、藍冠得、顧曼妮與陳韋志榮獲最佳團體獎第

一名、最佳個人形象獎第一名和最佳個人形象獎第二名等獎

項；「2021 全國技專校院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則由航服

系黃昕琪、陳彥君、王蓉瑾、顧曼妮組隊參加，獲得最佳團

體獎第二名；「2021 全國技專校院英語口說大賽」由傅羽

慈與張柏恩聯手參加，他們接受老師正音指導，持續不斷

練習，最後在 CEFRB1- B2 級初賽中，從全國技專校院總共

116 名參賽選手中脫穎而出，晉升 CEFR B2-C1 級總決賽，

雙雙榮獲佳作獎；「2021 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職英語讀者

劇場」，由航服系傅羽慈、彭茹蕙、張柏恩、林妙旻、洪子

喬組隊參加，在此賽事中擔任台詞份量最多且吃重的劇場

「旁白」加「七隻羊」等多重角色，從百餘名選手中奪下全

國第三名殊榮，大放異彩。

　　在今年的「2022 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職英語讀者劇場

比賽」中，航服系的陳心柔、曾玉、徐偉宸、陳彥君、顧曼

妮組隊參加，表現出色，再度榮獲第二名佳績。

　　校長莊暢表示，在各類競賽中所獲得的好成績，都可以

成為高薪就業的保證，並有機會爭取能見度高的專業工作機

會，因此學校不斷提供高額獎勵，鼓勵師生勇於參賽。在競

賽中表現傑出的傅羽慈、張柏恩與彭茹蕙，目前即將升上大

四，就已通過了新加坡新翔集團 (SATS) 的英文面試，獲得

資格前往全球最佳機場「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實習一年，

達成航服系以培育學生成為地勤、空服員、機師及國際物流

人才的教育目標。(新聞來源 :通識英語中心 )

系趙恭賜則榮獲「電競專業英文」大專組亞軍，整體表現優異，展現出航機系近年

來努力推動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的具體成效。

　　莊暢校長表示，航空產業需要高級英語能力，國際觀、國際移動力的提升都非

常重要，萬能科大重視高品質英語教學，看重學生的國際語言實用能力，相信對未

來的職場生涯將會是顯著的利多！（新聞來源：通識英語教學中心 2022.05.11）

整度相當高的作品，第一次參加競賽就獲得佳作獎，值得肯定。

　　莊暢校長表示，商設系透過紮實的授課將設計精神傳遞給年輕學子，所以

商設同學們屢獲國際大賽，包括紅點、IF、法國 PX3 國際攝影大賽、TIFA 日本

國際攝影大賽、MIFA 莫斯科國際攝影賽等，吳承澤同學此次勇奪全國學生美術

比賽的佳作獎，足以顯示商設系師生的專業能力以及致力於培養嶄新設計人才

的成果，並讓世界各地的人們看到萬能科大商設系同學的專業表現。(新聞來源:

工商時報電子報 2022.04.18)

有限公司企業獎助 150 萬元，此筆企業贊助專款將做為棒球隊訓練與比賽之用。

　　莊暢校長表示，只要學生有夢想就能在萬能實現，不管是參加運動校隊，棒球隊、

籃球隊、電競隊，或是全國技能競賽的各職類競賽，在萬能科大都有國手級教練與專

業師資輔導學生圓夢，這是萬能的辦學精神。

　　瑋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彭梓育表示，他自己是萬能科大環工系畢業校友，

基於回饋母校的初衷，因此當聽聞母校棒球隊需要訓練與比賽經費，便促成此一美事，

未來棒球隊學弟們畢業後，也歡迎加入公司工程團隊，成為工程產業生力軍，也期許

選手們在瑋祥科技贊助 3 年訓練比賽經費的激勵下，更無後顧之憂地打好球，在明年

甲一級拿下更好的成績。(新聞來源 :觀休系 )

的進步都是有目共睹的，相信未來一定能在更高的籃球殿堂，展現其應有的價值。

　　萬能科大今年戰績異軍突起，吸引許多 HBL 高中籃球名校優秀球員的關注。

校方指出，相當歡迎有志挑戰 UBA 公開一級戰場的優秀新血加入球隊，就讀後，

不僅每年提供高額的獎助學金，更免費住宿在五星級套房宿舍。日前，即將有 1

位出身美國高中籃球重點學校的球員在 4 月底入學，後續還會透過其他管道，爭

取更多的外籍學生加入陣容。（新聞來源：聯合報 /聯合新聞網 2022.04.27）

指導老師蔡友惠（中）與「2022 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
職英語讀者劇場」5 位銀牌選手

指導老師蔡友惠（右二）與「2021 全國技專校院創意
英語簡報比賽」4 位團體賽金牌選手：顧曼妮（左起）、
黃昕琪、陳韋志、藍冠得

莊暢校長（中）與高師緯（左起）、趙恭賜、高
祐恩、呂欣哲合影

「最強黑馬」的萬能科大創造隊史
最佳紀錄 -UBA 男子籃球第四名

外 籍 生 蓋 比 ( 中 )、 張 傑 瑋 ( 左 2)
和陳奎恩 ( 右 1)

吳承澤作品「魚要龍門」

瑋祥科技董事長彭梓育（左 3）與莊暢校長（右 1) 及棒球隊合影

羅廷楷榮
獲「機械
工業職類
英文」大
專組冠軍
以及「電
機與電子
職 類 英
文」大專
組季軍



產學脈動
Cooperation

萬大車輛系打造產學互聯網 人才培育開啟藍海新紀元

萬能攜手智泰科技 聚焦 AI 人才 本校與觀光工廠促進協會創新合作

攜手APTF亞太頭皮管理師認證聯盟合作

本校與大潤發  培育流通業菁英 涓豆腐x手信坊企業贊助僑生專班

　　為培育更多未來優秀

的 AI 人才，智泰科技 4

月 19 日拜會萬能科大，

除了簽署產學合作，並為

VisLab 軟體捐贈與 AI 培

訓中心揭牌，智泰科技更

捐 贈 200 套 VisLab － AI

模型訓練軟體予萬能科

大，正式開啟雙方產學合

作的第一步。

　　本校時尚造型設計系於 3月 29日

與「APTF 亞太頭皮管理師認證聯盟」

簽訂產學合作，從學校端開設由業師

親自授課的「頭皮健康管理實務」課

程，並提供店家實地實習。透過培訓，

在專業知識、技術服務流程的品質提

升，協助現有美業沙龍轉型成創新的

　　本校與永平工商攜手開設僑生產學攜

手專班，近日更與涓豆腐及手信坊觀光工

廠深化合作面向，由兩家品牌企業提供優

渥的獎助學金，只要實習滿 6 個月，即符

　　為了順應後疫情時代所需的零售流通

業的競合發展，本校攜手大潤發流通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於 5月 3 日簽署產學合作

意向書。大潤發未來除提供萬能學子帶薪

實習、業師協同教學及教師赴廠實務研

習，更將與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合作，

共推「升學 +就業」雙贏方案。

　　大潤發與本校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共同設計了「升學 + 就業」雙贏的產

學合作方案。參與此方案並選擇行銷

系就讀後，可獲得 12,000 元新生入

學獎學金，起薪月薪 26,300 元。其

後，如通過定期的技術檢定和考核，

另有千元以上的調薪。另外，大潤發

針對參加此方案的同學，每學期另發

給 13,000 元獎助學金，期能減輕同

學們的經濟負擔。(新聞來源:行銷系)

　　為了落實教育部「提升產業實務人才培育質量」的技職

教育方針，日前，福祐、東星、元隆、馬自達、桃苗、裕

益……等產學夥伴企業，特別撥冗到萬能科技大學，與本校

締結「產學大聯盟」。莊暢校長表示，萬能科大前身為萬能

工專，對工程學門的發展相當嫺熟且重視，再加上近年來電

動車、AI 智能車等後勢看漲，相信在車輛系紮實

而先進的專業技能訓練下，必定可對諸如新能源動

力、智慧檢修等項目的人才短缺現象，提供莫大助

益。

　　車輛系自成立以來，除了全面與大桃園地區的

車輛產業簽訂 MOU，建置電動、智能車輛專業修護

等多項合作計畫外，另一方面，也與鄰近高職汽修

科密切互動、分享教學資源，達成學用合一目標，

締結產學相挺的大聯盟。

　　在創立之初，福祐汽車公司與台灣馬自達汽車

公司即分別致贈一部 2016 FOCUS 1.5、2018 CX-9

給車輛系，而系上也將其淋漓盡致運用在實車通訊

模組、引擎控制系統、先進車輛技術科技、電系系

統、傳動系統等實車實體教學。因此，台灣馬自達

汽車公司最近再加碼致贈一部 CX-30，期盼學生能跟

上業界最新的科技進程，超前投資職場尖兵。此外，

桃苗汽車公司則提供業師協同教學，培訓學生全方位

的知識網實務，並全力支援系上共同培訓全國技能競

賽之噴漆選手。而鑑於近年來電動車的發展銳不可

擋，各公司皆表示不會在此市場缺席，將盡可能給予

最大化協助，為培育電動車的檢修專業人才盡一份心

力。

　　今年，車輛系即將有第一批學生進行校外實習。

對此，諸如元隆、馬自達、桃苗、福祐、裕益、福

斯、璿豐、東星等合作夥伴，皆慎重其事地派專人蒞

校進行面試座談，在大疫情時代裡，讓企業沒有缺人

之虞，學生得以精進技能。( 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

報 2022.05.20)

　　本校校長莊暢表示，為迎接「AI 大數據」與「元宇宙」時代來臨，萬能科大

與智泰科技合作，於校內新完成的大數據雲創智慧基地，設置「桃園AI培訓中心」，

該基地是以「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物聯網」三大核心技術所打造的智

慧化示範教學場域。此次合作，將結合最新軟體與硬體設施，攜手推動 AI 教育與

業界人才培訓，以 AI 專業技能提升職場競爭力。

　　智泰科技董事長許志青指出，VisLab 係由智泰科技耗時數年自主開發的 AI 模

型訓練套裝軟體，可應用於各行業領域，透過簡易且可視化的操作介面，讓未曾學

習過程式語言與不熟悉 AI 資料庫的使用者，都能藉由 VisLab 將產業經驗永續保留

並傳承，同時可立即感受 AI 技術所帶來的便利性。

　　未來，這個「桃園 AI 培訓中心」將規劃投入教案與教材開發，以實際落實 AI

教育。雙方將共同攜手推動AI人才培訓，提升AI普及率與國際競爭力。(新聞來源:

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4.26)

複合式經營，創造倍增的業績。

　　聯盟主席張瑞欽表示，聯盟由多

家優質企業籌組而成，頭皮健康管理

需要專業性、全面性、系統性的管理

與維護，因此與培育專業時尚人才的

萬能時尚系產學合作，並於 4 月 28

日設立「APTF 亞太頭康管理師認證

合申請條件。每年涓豆腐企業贊助獎助學

金達到 240 萬元，手信坊企業獎助學金也

達到 100 萬元，此項合作對培育國際產攜

專班人才，將更具吸引力。

　　莊暢校長表示，萬能科大致力於提升

學生的國際就業競爭力，觀休系系主任蘇

俊雄表示，111 學年度僑生產學攜手專班

不遺餘力結合永平工商觀光科，與豆府餐

飲集團旗下涓豆腐簽訂實習合約，同時也

與手信坊產學合作。在取得學位的同時，

也提前布署了職場生涯。（新聞來源：工

商時報電子報 20220.05.09）

聯盟考證中心」，透過與萬能科大產

學合作進行校園育才與選才。此外，

面對大疫情時代，服務勢必走向專業

與精緻化路線，在經營管理與專業知

識的層面佔比必須提高，相關的人才

培育極為關鍵。( 新聞來源 : 經濟日報

電子報 2022.05.10)

　　萬能科技大學與中華民國觀光

工廠促進協會、新北市產業觀光促

進發展協會、桃園觀光工廠促進發

展協會、宜蘭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

等觀光工廠相關協會，於 3 月 2 日

在輔導單位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視察

許世燦的見證下，共同簽署合作意

向書，正式啟動創新合作。

　　莊暢校長表示，萬能科大位於

桃園航空城，多年來致力於培育出

符合航空城智慧城市所需的國際化

人才，再加上師資、與專業特色教室提供學生有如職場的場域，培養學生進入產

業的即戰力。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系主任蘇俊雄表示，未來希望建構創新的觀

光教育模式，一方面讓產業有機會深耕南向國家，一方面藉由產業訓練平台的建

構，讓學生們掌握 ｢ 做中學，學中做 ｣ 精神，不僅善盡觀光工廠社會企業責任，

也降低產業訓練成本。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視察許世燦表示，很高興見證本次 MOU 簽約儀式；中華民

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許立昇理事長則表示，事實上觀光工廠的發展已進入 20年，

從最初 5、6 家，發展到今日 161 家，累計參觀達到 2,300 萬人次，經濟總產值

高達新台幣 52 億元，相信此次產官學的合作必能成功搭起企業與學校人才培育

的橋樑。(新聞來源 :工商時報電子報 2022.03.08)

車輛產業相挺，締結大聯盟

本校攜手智泰科技產學合作，共同培育 AI 技術人才 莊暢校長（右）與中華民國觀光工廠促進協會理事長
許立昇（左），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視察許世燦（中）

本校與亞太頭皮管理師認證聯盟簽訂產學合作

永平工商僑生產攜班學生參與涓豆腐實習面試

莊暢校長 ( 左 3) 與大潤發流通事業人力資源處
譚竹芸經理 ( 左 1) 共同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校園聚焦
Highlight

室設系呂韋諾入圍傢俱設計大賽

航服系樟宜機場實習人數全國第一

溫馨 5 月 師生歡慶母親節

啦啦舞全校盛事  展現創意活力

航機系開設「長榮航太產學菁英班」

資管系囊括全國雲端 APP 四項大獎

旅館系獅王盃 花式調酒國手奪冠軍

時尚系表演驚艷桃園青年表藝週

妝品系打造「醫學美容師」投入產業

精工系開設產業專班 就學兼就業

　　本校室內設計與營建科技系呂韋

諾參加特力家居盃傢俱設計類競賽，

以「CAT-CHAIR」榮獲入圍佳績，可

喜可賀。

　　呂韋諾表示，這次的作品「CAT-

CHAIR」，以人與貓之間的互動為設

計主軸，是一種細部思考後的呈現。

　　第 10 屆全國雲端 APP 行動創意應

用競賽，於 2021 年底在本校舉行，來

自全國各地的大專與高中職校的好手

踴躍參加，經過激烈初選，共有 71 隊

進入總決賽，萬能科大資訊管理系勇

奪第二名、第三名與佳作。

　　此次得獎第二名作品「秀才休閒

農業」，由陳美純老師指導陳玟卉、

　　萬能科大妝品系看準生醫產業發展趨勢，特別增設

醫學美容學程，協助學生投入醫美服務產業。莊暢校長

表示，3 年前成立的「萬醫學美容教學研究中心」，已

培育多位醫學美容師，妝品系擁有完整且先進的醫美教

學設備，並且有國家級專業生化名師，全力輔導學生考

取乙級醫學美容諮詢師、甲級醫學美容顧問師等證照，

百萬年薪不是夢想。妝品系主任林麗惠表示，系上提供

從入學到實習就業的一條龍規劃，學生在大四下學期可

　　第三屆萬能獅王盃全國餐旅競賽 3 月 9 日於本校舉行。

今年除了花式調酒項目，還新加入托盤及黑箱調酒比賽。

眾所矚目的花式調酒國手游秉庠接觸調酒已近 8 年，這次

參賽以手工琴酒為基底，不負眾望拿下冠軍。觀光餐旅暨

管理學院院長呂堂榮表示，萬能科大提供最完善的航空城

大學教學環境，在學校建置的特色教室與跨域加值的課程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日前

舉辦桃園青年表藝月，創造優質舞

台給桃園的表演藝術人才，本校時

尚系表演藝術組身為桃園最強表

演科系，今年結合百老匯默劇、吉

他自彈自唱、饒舌以及韓系女舞，

以跨領域方式呈現時尚服裝秀。以

改編自迪士尼 101 忠狗的主題，帶

萬能科大不僅是全國唯一的航空城大學，

更是全國唯一與航空三雄 ( 華航、長榮、

星宇 ) 簽訂策略聯盟的大學。今年，新加

坡新翔集團 SATS 舉辦的新加坡樟宜機場

實習線上面試，航服系 10 位學生全數錄

取全年有薪實習，錄取人數為全臺之冠。

　　航服系師資陣容堅強。航服系主任徐

郁茹指出，從短期或學期實習，到大四全

年實習，範圍囊括國內外航空公司的客貨

　　在一年一度的母親節裡，萬能科技大學學務處再次推動「愛要及

時」活動，鼓勵同學為偉大的母親獻上親手寫的卡片與鮮花，莊暢校長

也親自贈送康乃馨，祝福全校教職員們母親節快樂。透過節慶主題所設

計出的活動，培養學生們的人文素養及多元視野。(新聞來源 :學務處 )

　　本校 5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延續每年舉辦的啦啦舞比賽，展現青

春活潑的創意與活力，各個上場的隊伍，無不卯足全力，以華麗的大型

道具搭配精湛的舞藝，完美發揮團隊精神。經過激烈的競賽，最後獲獎

者如下：第一名：觀休系、第二名：妝品系、第三名：航服系，啦啦舞

競賽無疑已成為每年校園最大的盛事之一。(新聞來源 :學務處 )

指導老師翁韻涵表示，引領學生透過觀察，發現生活中的問題，進而解

決問題，讓學生在設計領域中在人和環境尺度間，能兼顧感性及理性平

衡。透過競賽能提升學生自我實力，期望學生在未來職場上得以順利接

軌，開創豐碩的未來。（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3.28）

鄭子琪、黃柏翔、邱君翰等同學完成。第三名有 3組並列：沈清正老師所指導的團隊：高士澤、

吳律緯、張文彥、張承琪所開發的「桃園 e 指通 APP」；黃雅莉、蔡妮恩、陳郁婷、陳佩君所

開發的「台灣米其林餐廳 APP」。另一組第三名由魏憲中老師指導，成員包括劉品誼、李銘峰、

蕭國倫、蕭柏榮，APP 作品為「緊急救援」。

　　資管系主任邱順波表示，資管系大力培養雲端運算與行動裝置人才，此次能囊括四項競賽

大獎，彰顯出專業而堅強的實作能力。（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3.16）

進入醫美診所實習，實習後直接銜接就業，達到畢業即

就業的目標。（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5.24）

領觀眾進入 70~90 年代百老匯懷舊情境，現場觀眾大為驚豔。

　　作為全台第一個將表演藝術與時尚造型結合的系所，此次演出的妝

髮與服裝全由系上師生一氣呵成。時尚系以培養具有跨領域能力的全方

位造型人才及表演者為目的，時尚與表藝能力相輔相成，讓學生成為最

亮眼的明星。（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電子報 2022.03.23）

運輸服務、國際機場地勤服務、航空公司機場貴賓室及機場旅館等，學生在校即可利用課餘時

間，爭取校外實習機會，累積服務經驗，讓理論與實務並進，替自己未來投入航空產業大大加

分。（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4.23）

　　萬能科大航空光機電系以培育

航空維修人才著稱，近期與長榮航

太大園廠合作，111 學年開設「長

榮航太產學菁英班」，該系學生大

三期間即可先行進入訓練場域，進

行每週一天的飛機修護訓練，之後

將施行全學年職場實習，學生未來

　　本校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簡稱精工系）開設「精

密機械加工產業專班」，除了擁有大學畢業文憑，還有 4

年的薪資收入保障和 4 年工作資歷與勞保年資，更有多家

合作廠商對於每學期成績優秀的學生，提供獎助學金或補

助全額學雜費。本校因地緣性佳，鏈結桃園航空城與學校

附近八大工業區內精密機械、航太機械和資通訊等三大產

業上市上櫃廠商，如長榮航太、台灣瀧澤、時碩工業、漢

台科技、大同公司、六和機械、健策精密、復盛、全球傳動、

就業將可無縫接軌。目前航機系已有數十名學生在長榮航太、亞洲航

空、漢翔航空、新加坡科技宇航、安博全球航太等公司實習，今年 3 月

下旬，陸續有台灣飛機維修、華夏航科、翔竣與航合等多家公司到航機

系招攬全學年實習學生，該系培育專業人才的成果相當卓著，深獲好

評。（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12.05.20）

岳峰工業、瑞鋐科技、凱奕科技、銘鈺精密與旭申國際等 14 家優質業者，這利於專班學生實習

甚至就業，直接接軌職場。（新聞來源：經濟日報 2022.05.27）

規劃引領下，必定能邁向國際舞台、美夢成真，未來進入

職場，將具有獨到的領先地位。（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4.22）

指導老師翁韻涵 ( 右 ) 和呂韋諾同學
( 左 ) 合影

時尚系表藝組學生在桃園青年表藝週展
演，技驚四座

萬能資管系同學榮獲第二名第三名與佳作

第二名妝品系

長榮航太與航機系開設產學菁英班

莊暢校長 ( 左 5)、徐郁茹主任 ( 中 ) 及兩位老師與錄取實
習學生蔡易允 ( 左起 )、董易瀚、吳毓庭、薛安琪、傅羽慈、
陳宜婷、張柏恩

第一名觀休系

花式調酒國手游秉庠 ( 右 ) 拿下冠軍

D-IRV 全臉皮膚透視分析儀。( 非疫情期間
拍攝 )

精工系郭順奇老師講解五軸加工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