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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萬能的新鮮人：

　　新的學期開學了，首先恭喜你們成為大學新鮮人，

歡迎同學們加入萬能科技大學這個全國唯一的航空城

大學。我們是距離桃園國際機場最近的科技大學，享

有航空城產業豐沛合作資源，並且有可見度高的實習

就業機會，不僅交通便捷，高鐵、台鐵、捷運與機場

組成便利交通網絡，學校還提供同學們免費接駁公車

往返於中壢與萬能，讓師生免費搭乘，到站即到校。

萬能校景遠近馳名：河濱大道、景觀餐廳與五星級宿

舍，我們提供舒適的大學校園環境，歡迎你們在優美

校園與首屈一指的學習空間裏，展開大學生活與學習，

相信你們在大學知識殿堂裡可以創造出自己潛藏的獨

特價值，期許你們與全校師生攜手共同追尋夢想，成

為萬能科大的大學生，邁向新的人生里程碑。

　　在萬能，你將接觸到多元的學習領域，認識不同

科系和來自不同高中的同學以及國際境外生。我們有

三大學院：航空暨工程學院、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6 個研究所，總共有 17 個科系。為了鼓

勵年輕的你加入萬能科大安心學習，學校最近 6 年自

106-111 年所提供給學生的獎助學金總額超過 6 億元，

成為北台灣大學之冠，這些都能做為你們的後盾，相

信你們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在萬能就學，開啟大學學習

歷程。

　　來萬能，是你們很棒的選擇。萬能科大，是教育

部肯定高教深耕教學卓越重點大學，在萬能讀書，每

個科系的同學們除了本科系所學習專業科目知識，更

需要修「通識課程」與「跨域課程」，這些是除了專

業科目之外，能夠拓展視野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除

了增加你們的基礎素養，更是為了培育全方位的你們。

每個科系學生並需通過指定的「專業證照認證」考試，

以做為將來職場的致勝秘笈。萬能的大四學生將全面

到產業進行實習課程，實習與就業無縫接軌，畢業即

就業，同時也是企業最愛用的學生，因此無論在實習

與就業率皆有冠於全國科大的優勢。

　　當然如果你立志成為技藝超群的國家級選手，本

校更擁有 5 星級教練，培訓選手參加全國技能競賽，

讓學生在競技舞台盡情發揮。今年「第 52 屆全國技能

　　9月 12日本校日間部正式開學，

歡迎大一新生來到萬能展開大學校園

新生活。萬能科大鄰近高鐵、台鐵、

捷運與機場，擁有便利交通網，不僅

有免費接駁專車到校內，到站即到

校；生活機能完備，距離青埔高鐵特

區，萬坪購物中心、亞洲矽谷、國際

棒球場十分便利，還有寬敞的汽車與

機場停車可以申請。學生用餐選擇

競賽」全國賽與分區賽，總獎牌數為全國大專院校之

冠，我們優秀的選手總共贏得 6 金 3 銀 4 銅，共計 23

個獎項，展現豐碩的培訓成果，堪稱是本校技職教育

之光。

　　大學生活，是影響你們一生的重要階段，大學是

知識的殿堂，技職教育更是讓你成為擁有技藝在身的

人才，大學生活絕對值得你們期待與探索。在萬能，

你們會遇到開啟智慧的師長，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學，

甚至結交到一輩子的朋友，抑或找到人生的伴侶，完

成大學 4 年學業並且在職場發光發熱，期待你們盡情

享受這段青春與挑戰的求學生涯，在萬能度過充實且

愉快的大學時光。

　　歡迎加入萬能這個大家庭，成為萬能科大的一員，

祝福新生們學藝精進，夢想成真。

莊暢 謹誌

萬能科大校長

2022年09月10日

一、 餐廳及超商恢復營業時間

1. 統一超商，信義樓門市持續營業中，

   育英樓門市於 9/12( 一 ) 起開始恢復營業。

2. 中山美食生活廣場，於9/12(一)起開始恢復營業。

3. 學生實習餐廳，開學後再行公告恢復營業時間。

　　本校有榮獲國家金質獎的單人 / 雙人學生

宿舍之萬能學苑及信義樓 4 人套房 ( 全新五星

級宿舍 )，宿舍皆配有冷氣空調及網路設施，

安裝有電熱水器提供熱水洗澡，並設置自動錄

影系統及 IC 電子識別系統，配有管理員一人

負責門禁管制工作，加強宿舍安全。

　　校內設有 U-Bike 駐點，享受騎乘

樂趣的同時，也盡覽萬能河濱大道的

優美景致。此外，包括籃球場、排球

場、壘球場、網球場、田徑場、體適

能中心以及高爾夫球練習場等運動設

新生
資訊施，豐富完備，不僅供體育教學之用，更讓學生在課餘之暇有

不同樣態的休閒活動與空間。

　　萬能科大生活機能便捷，臨近大江購物中心 ( 星橋國際影

城、地下美食街 ... 等 )、SOGO 百貨、威尼斯影城、華泰名品

城、Xpark、IKEA、新光電影城、國際貿易中心、航空城等，

不論逛街用餐還是看電影，繽紛多元，應有盡有。

多元，學生社團活動也精

彩可期，相信能讓新生們

在萬能的校園生活，食衣

住行育樂各方面都享受便

利。相關資訊如下：

校 長 給 新 生 的 一 封 信

校園生活訊息看過來

食

　　本校免費接駁專車由中壢往返萬能班車，於 9/11( 日 ) 起恢復正常

行駛。本學期新增搭乘地點「中壢簡易庭站」，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學生還可辦理汽車停車申請，請攜帶學生證或可證明學籍之

文件及行照，至前門汽車停管處辦理，9/12( 一 ) 09:00~11:00、

14:00~16:00、18:00~20:00 於活動中心設有專人服務申辦，連絡電話：

張先生 0965-705782。

　　學生辦理機車停車申請，請攜帶學生證或可證明學籍之文件及行

照，至前門機車停管處辦理，9/12( 一 ) 09:00~11:00、14:00~16:00、

18:00~20:00 於活動中心設有專人服務申辦，連絡電話：陶小姐 0938-

092490 行



競賽之光
Competition

　　由第一商業銀行冠名贊助、

台灣電子競技聯盟與中華民國

電子競技運動協會主辦、教育

部體育署與 Garena、Riot 共同

指導的「第一銀行 LSC 第五屆

《英雄聯盟》校園聯賽」在台

北國際電玩電競展上圓滿落幕，

萬能科技大學勇奪冠軍。

　　有著全台灣最大校園聯賽

之稱的LSC賽事已邁入第五屆，

　　萬能科技大學籃球隊今年戰績亮

眼，於 UBA 賽事中，締造隊史最佳紀

錄，獲得 UBA 男子籃球第四名。在四

強賽中，首度踏進籃球聖地台北小巨

蛋，也受到許多 HBL 高中籃球名校優

秀球員的關注，期待透過運動績優入

學，繼續在體壇上發光發熱。

　　籃球隊於今年暑假征戰了數個全

國盃賽事，包括了 8/11 ～ 8/19 舉辦

　　棒球隊今年在大專棒球聯賽（UBL）取

得進入甲一級的佳績，睽違 6 年後，確定

明年重返一級賽場，爭奪四強。於此之前，

9 月中旬的桃園盃邀請賽，將以「列特博

生技」掛名比賽；11 月初梅花旗大學錦標

賽（甲組）和月底的大專盃錦標賽（甲一）

則均由「萬能科技大學」掛名參賽，「瑋

祥科技」贊助；強勢出擊，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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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對球員提

供長遠的就業保障，不僅提供萬能科大棒

球隊的訓練經費，更是選手畢業後就業出

　　萬能科大妝品系李佳晉

主任指導學生鄭文英與黃冠

頤，參加「第八屆高雄 KIDE

國際發明暨設計展」，以作

品「臉型掃描面膜模具」參

賽，榮獲金牌獎。結合妝品

系課程的這項發明，讓藝術

與科技應用在同一作品上，

榮獲金牌實至名歸。

　　高雄 KIDE 國際發明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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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在全國賽中表現優異，榮獲 2 金、2

銀、2 佳作 6 個獎項。若再計入「分區賽」，本校共計獲得 6

金 3 銀 4 銅等 23 個獎項，為萬能科大在全國技能競賽史上再

萬能科大在為期 3 個多月的夏季賽中一路過關斬將，最終於總決賽上以 3：1 的成

績奪冠。最強電競校隊「萬能雄獅」第二次獲得 LSC 冠軍殊榮，贏得高達 10 萬元獎

金。

　　校長莊暢表示，近年積極發展電子競技為學校的重點特色，配合資訊工程系與

資訊管理系的師資與設備，設立專業競賽場館，培訓專業選手、實況主、導播、活

動企畫、遊戲設計、電腦硬體設備與電腦周邊人才，在推廣新興產業上不遺餘力。

除了建立一處讓學生們放心練習，快樂學習的電競環境外，更期許選手們未來在電

競產業上繼續發光發熱。（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7.05）

設計展，是由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及台灣發明商品促進協會共同舉

辦，也是全台目前唯一全程使用英語介紹作品的發明型展覽。參賽的鄭文英

來自香港的境外生，而黃冠頤則畢業於中山女中，兩位同學在比賽過程中均

能以英文對答如流，相信也是獲獎的原因之一。

　　校長莊暢表示，妝品系創系邁入 21 年，培養多位包括自行創業或位居公

司高位的優秀人才，因此配合的實習廠商多達兩百餘家。妝品系課程內容豐

富，分別有醫學美容、美容保健養生、創意美容設計、化妝品調製等四大領域；

在特色教室上，則有勞動部美容及美髮乙、丙級技能檢定試場、醫美、美容

保健養生、創意美學設計，化妝品配方設計及管理教室等，加上豐富新穎的

專業儀器和設施，相信在化妝品商機暢旺的產業中，必然獲致就業保證。

（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7.27)

路的保證，希望營造一個無憂的棒球運動發展環境。

　　此外，今年 3 月萬能棒球隊再獲得瑋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助 150 萬元，提供棒球

隊選手獎學金補助，讓球員能減輕生活上的負擔，能夠安心打球及就學。瑋祥科技彭梓

育董事長是萬能科大校友，基於回饋母校初衷，極力促成此一美事。

　　本校校長莊暢表示，本校長久以來致力於發展棒球運動，投入許多資源，選手可以

在最佳環境下安心訓練與成長，因此在歷年大專棒球聯賽屢創佳績。教練李育忠則表示，

列特博生技與瑋祥科技公司的贊助，讓萬能科大棒球隊選手運動員得以持續接受專業場

地訓練，更能放心打球，每一場比賽都能全力發揮，取得好成績。

（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8.25、本刊編輯部整理）

的「花蓮菁英盃籃球錦標賽」、8/27 ～ 8/28 舉辦的「汎美盃籃球賽」，花蓮菁

英盃籃球錦標賽共報名公開組及大專組兩個組別，公開組以贊助商凱邦工程及三

維體能訓練為名，取得公開組冠軍；大專組則取得季軍的佳績，接下來將會參加

9/4 ～ 9/10 的全國長耀盃籃球錦標賽，以及 9/25~9/25 登峰造極籃球邀請賽，累

積堅強的實戰經驗。

　　9 月份全國盃賽事都是以 110 學年 UBA8 強球隊為邀請對象，10 月份則會有

全國社會甲組籃球聯賽，屆時，萬能科大籃球隊將會以凱邦工程為名，挑戰二連

霸，萬能籃球隊在教練吳奉晟多年的指導下，逐漸建立屬於自己特有的籃球文化，

他們將持續練習，為 111 學年大專盃的出戰做準備。（新聞來源：本刊編輯部整理）

添榮耀紀錄，總獎牌數為全國大專院校之冠。

　　在「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賽」中，本校

室設系陳思妤榮獲青年組「展示設計」職類金牌，

陳侑榛榮獲銀牌；餐飲系吳梓瑄榮獲「西點製作」

職類銀牌，簡義昌榮獲「餐飲服務」職類佳作；時

尚系謝翔宇在「美髮」職類奪得金牌，妝品系陳薀

安則在「美容」職類獲得佳作，技藝超群，當之無

愧。

　　校長莊暢表示，萬能科大獲得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的高額獎勵金後，砸下重金，不斷精進，盡心

培育技能競賽選手，成為北部科大第一，邁向世界

舞台。近年來，積極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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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今在全國技能競賽的表現如此出色，不僅代表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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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編輯部整理）

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賽  萬能科大得獎名單

院 / 系 競賽職類 得獎學生 得獎名次 指導老師

航空學院 室設系 展示設計
陳思妤 金牌

顏良年老師
陳侑榛 銀牌

觀管學院 餐飲系
西點製作 吳梓瑄 銀牌 陳純婉老師

游育誠老師

餐飲服務 簡義昌 佳作 戴逸帆老師
戴憶欣老師

設計學院
時尚系 美  髮 謝翔宇 金牌 林明惠老師

妝品系 美  容 陳薀安 佳作 沈雅如老師

賀

全國第一 二連霸

私立大學第一 三連霸

北部大學第一 四連霸

萬能籃球隊征戰全國盃佳績連連

棒球隊獲得列特博生技、瑋祥科技贊助

萬能選手制霸「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 榮獲 2 金 2 銀 2 佳作

KIDE發明暨設計展妝品系榮獲金牌

電競隊勇奪「英雄聯盟」校園聯賽冠軍

莊暢校長（左 5）與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美髮職類金牌得主謝翔宇（右
3）、展示設計銀牌得主陳侑臻（左 4）、及指導老師與得獎選手們合影

籃球隊榮獲第 19 屆花蓮菁英盃籃球錦標賽社會
組冠軍

榮獲金牌獎的鄭文英 ( 左 1)、黃冠頤 ( 左 2) 及指導老師
李佳晉 ( 右 1)

棒球隊獲冠名列特博生技隊

瑋 祥 科 技
贊 助 比 賽
經費

電競隊勇奪第五屆 LSC 校園聯賽冠軍，贏得高達 10 萬元
的冠軍獎金



產 學脈動
Cooperation

　　萬能科技大學

於 7 月與齊家保全

簽署產學合作備忘

錄，藉由「航空暨

運輸服務管理系」

的專業師資，提供

有系統且完善的教

育訓練，共同培育

優質機場服務人

員。

　　萬能科技大學航空暨運

輸服務管理系今年有 7 位學

生錄取立榮航空實習、12 位

學生錄取臺灣高鐵實習，以

及 10 位學生錄取新加坡樟宜

國際機場地勤實習，是全臺

私立科大航空服務與運輸服

務相關科系中錄取人數最多

的系所，堪稱全國實習錄取

三冠王。

　　錄取立榮航空實習運務

　　2022 年受到全球疫

情的持續影響，車用晶

片短缺、原物料上漲、

全球船運航班紊亂與漲

價，不斷衝擊疫情下原

已不穩的產業供應鏈。

若再參看經濟部統計處

的最新觀察，可以發現

電動汽車的銷售量每年

幾乎以倍速成長，車輛產業的人才荒可說迫在眉睫。

　　日前，和泰汽車人才儲備專車特地開到萬能科大車輛系，透過專業具體的求

才講解，學生們可選擇成為技師或服務／銷售專員。值得一提的是，和泰汽車特

別推出「返鄉實習」與「原廠證照」計畫，前者鼓勵職場新人在地服務，後者培

育尖兵為己所用，這兩個理念，嘉惠不少學子。

　　車輛系林明俊主任表示，車輛系除了設置國家級汽 / 機車乙級技術士術科檢

定專業考場與設備之外，市面上最夯的油電混合車、各廠家的電動機車與最新款

的智能汽油車(如CX 30等 )也一應俱全；加上學經歷豐富的專業技能訓練師資，

可說是堅實的車輛人才培育基地。

　　校長莊暢強調，萬能科大非常重視前瞻、先進及創新的科技發展，整合航空

暨工程學院的資訊工程系、精密機械與工業工程系及車輛工程系的研發能量，運

用 AI 人工智慧、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物聯網 (IoT)、5G 通訊與大數

據 (Big Data)，打造自駕智能汽車的技術研發中心。( 新聞來源 : 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7.25)

　　隨著全球車用電子、5G 及 AI 等需求暢旺，全

球專業二極體 ODM 領導廠商德微 - 亞昕科技將持續

提升產能，並擴大人才招募。在此契機下，萬能科

技大學與德微 - 亞昕科技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

結合雙方教研資源，深化產學合作。

　　校長莊暢於 2022 年 6 月 9 日率領教學單位主

管前往參訪，由德微 - 亞昕科技公司董事長張恩傑

親自解說產線先進半導體設備運作原理，雙方並簽

署 MOU，深化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習、學費補助

及就業保證的機會。張董事長除將捐贈先進設備，

協助萬能科大建置半導體封裝及測試類產線外，更

表示德微 - 亞昕科技歡迎萬能科大的學生來實習，

經過培訓可成為儲備幹部，若繼續進修碩專班，公

司也將提供學費及共同指導碩士論文等相關資源。

　　莊暢校長表示，校方與半導體企業合作成立半

導體學院，結合校內各系跨域資源，開設半導體設

計、元件、材料、製程與封裝等基礎實務課程，並

建置半導體實驗室，聘請業師協同教學。學校與企

業全方位合作，除推動日間部學生校外實習外，進

修部以及產學攜手、新南向、僑生產學攜手、產學

訓等專班學生，都可望成為產業前線即戰力人才。

( 新聞來源；聯合電子報、自由時報電子報、工商時報

電子報 2022.08.08、本刊編輯部整理 )

　　齊家保全 ( 齊家物業 ) 承攬桃園機場出境服務台已近五年，對於提升機場服

務品質不遺餘力，2017 年桃園國際機場榮獲「Skytrax 2017 年全球最佳機場員

工大獎」，同年，齊家物業服務人員也榮獲「桃園國際機場」優良服務獎狀，可

說與有榮焉。

　　校長莊暢強調，航服系與齊家保全的合作將使學生畢業後無縫接軌地投入機

場服務行列，成為一名航空暨客貨運輸的服務尖兵，一起為機場經濟努力。

　　航服系徐郁茹主任表示，航服系除了課程設計相當多元之外，尤其著重服務

管理，系上除聘任各大航空公司的座艙長及事務長老師，更建置了機艙實境教室、

地勤實境教室以及航空安全教室，在專業教室內進行實務課程訓練，使學生透過

課程要求，即使面對危機處理，也能保持服務熱誠與品質；學生也將服務內化成

日常生活，讓自己隨時且自然地展現專業服務，成為企業所需的服務人員。

(新聞來源 :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8.17)

員的陳孟賢，高中就讀振聲高中觀光事業科；錄取臺灣高鐵彰化站實習站務員的繁田

裕綺，高中畢業於中壢高商國際貿易科；錄取新加坡樟宜機場實習地勤人員的黃智俞，

畢業於啟英高中應用外語科英文組。他們透過系上安排的英語加強、模擬面試、美姿

美儀，以及口語表達等訓練，建立起自信與形象。

　　校長莊暢表示，萬能科大是全國唯一「智慧航空城大學」，受到國內與國際知名

航空公司的青睞，除了航服系外，還有航機系、行銷系航空運籌組等，所培育的新世

代航空人才，具有專業的職場即戰力。

　　莊暢校長進一步強調，萬能科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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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生畢業後即成為空服員、地勤人員、飛機維修師、航空貨

物運輸的專業人才，表現可圈可點。相信這些獲得實習機會的學生，也將以極佳的服

務熱忱迎接未來的實習歷練。(新聞來源 :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7.14)

　　萬能科技大學航空光

機電系與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桃園市榮民服

務處攜手合作，於 6 月

13 日由徐偉光處長與莊

暢校長代表雙方簽訂合作

備忘錄，共同致力於無人

機產業人才培訓與退除役

官兵就業媒合。

　　近年來，物聯網、無

人機、大數據等創新科技

為傳統產業注入轉型升級

的新動力，萬能科大航機系、退輔會及多家廠商簽訂產學合作計畫，透過推廣教育中

心推出無人機就業培訓課程，協助培訓退除役官兵與社會人士的就業技能。

　　根據民航法的遙控無人機專章規定，無人機從業人員的專業證照取得有相當難

度，本校航機系有完整的無人機術科訓練課程，再加上校內術科訓練場地即將動工，

可完整協助學員取得「遙控無人機普通與專業操作證」，配合產學合作企業的加入，

相信會有加乘效益。

　　校長莊暢表示，去年推出針對年輕人的產業新尖兵課程，執行狀況相當成功。無

人機多元化的應用包括空拍、農業測量、精準噴藥等，技術均已漸漸成熟，推廣中心

希望藉由一系列課程，培養更多無人機產業人才，達到產訓合一，協助學員快速就業，

順利進入無人機這項新興產業。（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7.05）

萬能科大攜手德微 - 亞昕科技 培育半導體人才

本校與齊家保全培育機場服務人才 航機系打造無人機 開啟就業新契機

車輛人才搶手 汽車產業超前部署 航服系實習錄取人數 全國三冠王

莊暢校長 ( 左 6) 拜訪德微 - 亞昕科技董事長張恩傑 ( 左 5)

齊家保全副總經理徐慶銘 ( 中左 ) 與莊暢校長 ( 中右 ) 代表雙方簽訂
產學聯盟合作

桃園市榮民服務處處長徐偉光 ( 左 2) 與莊暢校長 ( 中 ) 代表雙方，
簽訂合作

薛安琪 ( 左起 )、蔡易允、黃智俞、董易瀚錄取新加坡樟宜機場
實習地勤人員

車輛產業相挺萬能車輛系，締結大聯盟



校園聚焦
Highlight

　　邁入第 19 屆的「桃聯 TYD 舞

展」今年在中壢藝術館舉辦，吸

引桃竹苗地區高中職學生及親友

共襄盛舉。

　　今年的桃聯 TYD 在桃園市政

府青年事務局的指導下，由萬能

科技大學時尚系主辦，在引導學

生探索熱情的前提下，同時帶領

高中的協辦學生們，挖掘自身潛

力及成長樣態的無限可能。時尚

系表藝組陳亨利老師也提供旗下

TC 舞蹈休閒館的技術支援，成為

學生們的強大後盾。

　　校長莊暢表示，萬能設立時

　　2022 年萬能科技大學攜手星宇航空，推

出「聯合報 x 星宇航空夏令營」，替有志學子

一圓航空夢。身為協辦單位，萬能科大全力配

合活動計畫，分享校內豐富資源，包含與桃園

機場第二航廈出境大廳連線的地勤教室，學員

從報到櫃檯的地勤服務、海關通關流程、登機

門作業及宣讀廣播詞，一一完整體驗。在波音

747 機艙教室內，學員們則進行空服員實務工

作，包含迎賓入座、安全示範與檢查、餐車服

務等，現場舉辦救生衣與餐車服務比賽，使學

員體會分秒必爭的飛安重要性；此外還有模擬

飛行教室，讓學員體驗起飛與降落，瞭解飛行

員的操作流程。

　　校長莊暢表示，萬能科大除了航服系外，

還有其他相關科系，例如航機系、行銷系航空

運籌組等，所培育新世代航空人才具有專業的

職場即戰力，受到國內與國際知名航空公司的

青睞，許多學生畢業後即成為空服員、地勤人

員、飛機維修師、航空貨物運輸的專業人才；

此外還有海外研習與海外交換的國際課程，拓

展學生視野，無論升學或就業，都能朝向目標

　　已舉辦 3年的環太平洋國際廚

藝大賽，是目前台灣唯一非官方、

非營利組織、由公正餐飲協會主辦

的國際規格廚藝賽事，每年選擇在

不同城市舉辦。今年第四屆有星級

餐廳及飯店廚師報名參賽，為桃園

增添美食國際化的的亮點！

　　第四屆的比賽由丸莊醬油獨

家冠名贊助。預賽以「午仔魚」作

為指定食材，各界都期待選手如何

以厚實的廚藝功力結合創意，將兩

項「台灣之光」的食材做出完美的

搭配！

　　本次競賽餐飲系派出優秀選

手，由餐飲系老師安排魔鬼訓練，

不分日夜假期，努力不懈為競賽衝

　　萬能科技大學致力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

接軌國際，除積極爭取教育部學海計畫，減輕

學生經濟負擔外，並拓展海外姊妹校及海外實

習機構合作計畫。近日，教育部 111 年度補助

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專業實習的名單

公佈，萬能科大再度獲得學海飛颺、學海惜

珠、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等計畫補助，

可喜可賀。

　　前兩年因受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各國

邊境管制，學生出國研修或實習無法如期出

發。110 年 ~111 年在各國陸續開放入境後，

航空暨服務運輸管理系的 8 名學生如期於 110

年6月出發前往姊妹校韓國富川大學(Bucheon 

University)，進行為期一年的研修課程。學

生除了參與「學語學堂課程」提升韓語能力

外，也透過專業課程學習國際禮儀、航空安全

逃生、客艙服務等實務知識。

尚系表藝組，目的是讓熱愛表演的

青年有更多展現熱情的舞台，學校

陸續與知名企業公司共組產學聯

盟，讓同學更多機會能實際參與表

演藝術產業的職能培訓。（新聞來

源：經濟日報電子報2022.07.29 ）

刺，果然由曾偉哲、謝琡姿、王有

沁三人榮獲學生組團體現場烹調

銅牌。（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

2022.07.12）

　　前往研修的航服系大二學生鄭絜瑜表示，

在一年研修當中，體會最深的就是自己在萬能

科大與富川大學雖然就讀相同科系，但在課程

中卻發現兩國對於不同細節的不同態度，同一

個問題在不同國家，也會有不同的解決方式，

之後在面對顧客的問題時，就能有更多的選

項，能從中選擇最合適的解決方案，這些，

都是非常可貴的經驗。（新聞來源：中時電子報

2022.07.07）

　　111 學年度萬能科大觀休系產

學攜手僑生專班 72 位僑生，在永

平工商完成高中學業後，7 月 1 日

在該校校長胡劍峰及師長的歡送之

下，依依不捨離開生活了三年的

高中校園。隨即，由萬能科大國際

事務長莊哲仁和觀休系系主任蘇俊

雄親自出面，將這群來自越南、泰

國、緬甸、印尼、馬來西亞的僑生

迎接到校，開啟全新產學攜手專

班 4 年求學生涯。僑生們在暑假期

間，由學校協助安排到相關的單位

職場體驗，包括：手信坊觀光工廠、

涓豆腐集團、桃園喜來登飯店、漢

來集團等，一方面提前適應實習場

域，一方面等待新學期的到來。

（新聞來源：觀休系）

邁進，拉近與夢想之間的距離。

　　航服系徐郁茹主任表示，在專業教室內進

行實務課程，學員們能快速進入狀況，熟悉航

空運輸這個服務產業的運作機制，以及訓練學

生技能掌握，航服系就業領航的實習課程，相

信能讓學員們收穫滿滿。（新聞來源：經濟日報

電子報 2022.07.22）

　　萬能科技大學擘畫社會責任實踐藍圖，定

位為「桃園市內社區民生營造關懷之先導大

學」，結合鄰近工業區、商業界與觀光餐旅領

域之產學合作實力，進行社區輔導與居民關

懷，以「在地關懷服務」、「地方創生創新」

及「技職人才培育」三路線同時進行，旨在追

尋永續發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主持人吳舜丞表示，自

109 年度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萌芽型計畫「桃園

食品安全及社區健康營造計畫」及 USR-Hub 計

畫共 5件，其中 USR-Hub 4 項計畫分別為「環

境教育推廣及生態保育計畫」、「吾愛吾老 -

共創健康、銀髮樂齡在桃園計畫」、「漫遊桃

園航空城之促進觀光發展計畫」及「兒童診療

魔法藝術室」。在桃園食品安全校園播種計畫

成果中，旅館系將食安觀念與知識透過校園深

耕，進而擴散至社會，由大學引領高中職成立

示範教學點，協助開辦食安教育課程，讓食安

知識成為全民皆可學習的科普常識。

　　莊暢校長提到，社會責任計畫擴大至桃園

市內的各項民生關懷活動，進行接觸與蹲點，

期望善用過去累積之豐沛產學互動能量，結合

各界資源，導入教學場域，協助解決社區的各

項問題。（新聞來源：經濟日報電子報2022.07.26）

時尚系舉辦桃聯「TYD 舞展」

萬能科大力助學生築夢全球、飛颺國際

觀休系僑生產學攜手專班新生報到

食安教育三年有成 社會責任計畫邁向新紀元

航服系協辦聯合報 x 星宇航空夏令營

餐飲系榮獲丸莊環太平洋廚藝賽銅牌

治平女舞榮獲最佳音樂獎，由青年局專委溫建源 ( 中 ) 頒獎

永平高中 - 永平 Time 在舞台上賣力熱舞

曾偉哲、謝琡姿、王有沁榮獲學生組團
體現場烹調銅牌

桃園食品安全校園播種計畫推廣食安觀念

萬能科大觀休系蘇俊雄主任熱情歡迎學生

永平工商校長胡劍峰 ( 左 2) 及師長依
依不捨歡送僑生離開高中校園

110 學年度學海飛颺獲獎助的航服系學生赴韓國富川
大學研修，與富川大學學語學堂老師 ( 中 ) 合影

莊暢校長 ( 前排左 3)、航服系徐郁茹主任 ( 左 2) 與學
員合影

營隊學員在機
艙教室內學習
空服員的餐飲
服務技巧

旅館系將食安觀念，透過校園深耕，擴散至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