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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競賽 

2018/10/20 TDK 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2018/11/03 機器人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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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人才培育 

2018/06/15 雪地滑板成果發表會 

2018/06/21 拜訪幼獅職業訓練場 

2018/06/22 「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計畫 

2018/08/08 機械系新老師講習 

2018/09/18 獎學金會議 

2018/09/26 週會 

2018/10/15 校外實習第二階段廠商說明會 

2018/10/27 52 週年校慶 

2018/10/30 洋威數控業師 

2018/11/09 機電整合丙級檢定場 

2018/11/09 教育部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期末成果展 

2018/11/21 產業學院專班 

2018/12/12 校外實習職前研習 

2018/12/23 實習工廠訓練 

2019/01/02 明新機械系畢業專題成果展 

2019/01/04 拜訪勞動部桃竹苗分署幼獅訓練場 

2019/01/25 雙聯學制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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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2018/06/14 謝師宴 

2018/06/16 畢業典禮 

2018/09/03 新生定向輔導 

2018/09/21 雙聯學制學生拍畢業照 

2018/12/27 系學會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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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產業交流活動 

2018/05/28 鉅祥企業來訪 

2018/05/29 台中 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產業展 

2018/05/30 晶彩科技捐贈設備 

2018/06/06 校外參訪:立多祿 

2018/06/19 盟立機電校友業師 

2018/07/05 感謝晶彩科技 

2018/07/06 拜訪祥益金屬 

2018/07/10 拜訪鴻海集團 

2018/07/19 拜訪工研院機械所 

2018/07/26 中強光電來訪 

2018/08/01 深圳國際物聯網博覽會 

2018/08/06 陸聯精密來訪 

2018/08/09 力致科技來訪 

2018/08/14 產官學聯盟 

2018/08/16 新創公司專利 Workshop 

2018/08/22 拜訪臻裕企業(校友企業) 

2018/09/03 蕊成科技來訪 

2018/09/10 拜訪逸昌科技 

2018/09/12 翔勝企業來訪 

2018/09/13 北科大機械系丁主任來訪 

2018/09/14 高聖精密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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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4 拜訪新鶴公司 

2018/10/04 台灣奧奔麥來訪 

2018/10/16 參訪高聖精密 

2018/10/18 拜訪聯毅科技 

2018/10/18 YPCloud 公司來訪 

2018/11/05 拜訪力致科技 

2018/11/07 明新機械教師創新創業成長社群 

2018/11/07 拜訪鉅祥企業 

2018/11/07 拜訪索爾思光電 

2018/11/12 陸聯精密 

2018/11/14 IoT 應用發展 

2018/11/19 參訪祥儀企業 

2018/11/20 拜訪漢磊科技 

2018/11/27 泓格科技業師 

2018/11/28 拜訪翔勝企業 

2018/12/04 拜訪日揚科技 

2018/12/10 拜訪鉅祥企業 

2018/12/10 拜訪工研院機械所 

2018/12/12 拜訪車燈大王帝寶工業 

2018/12/19 智慧製造演講 

2018/12/28 拜訪捷邦國際科技 

2019/01/15 拜訪廣化科技(3S) 

 

回第 1 頁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http://me.must.edu.tw/memust/news/2019_1/Factory.pdf


明新科大 機械工程系 電子報 第 11期   回第 1頁    108年 1月 30日               

 

 

外籍生與國際交流 

2018/06/07 越南專班聯誼午餐 

2018/07/18 拜訪六方精機-旭申 

2018/09/05 菲律賓亞當森大學雙軌班新生 

2018/09/27 越南專班開學 

2018/10/05 越南專班同樂會 

2018/12/04 菲律賓亞當森大學國際長來訪 

2018/12/12 日本信濃馬達來訪 

2018/12/21 菲律賓式耶穌生日會 

2018/01/29 國際學生歲末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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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交流學習 

2018/12/08 「技職夢工廠 FUN 眼大未來」博覽會 

2019/01/11 拜訪磐石高中 

2019/01/21 拜訪花蓮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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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互動 

2018/07/25 傑出校友蔡裕孔董事長捐款 

2018/07/30 拜訪建綸電器工業(校友企業) 

2018/08/02 拜訪旭豐智能裝備(校友企業) 

2018/08/03 機械工程系友會發起人會議 

2018/08/13 拜訪金正達(校友企業) 

2018/09/27 明新機械系友會籌備會 

2018/09/28 拜訪三左興業 

2018/10/02 精密模具專家李學長來訪 

2018/10/06 明新工專 64 入學機械丁班同學會 

2018/10/10 明新工專 67 入學機械丁班同學會 

2018/10/27 系友成立大會 

2018/12/17 系友會正式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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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歷屆傑出校友 
 

當選 

學年度 
姓名 

畢業 

學年度   

當選 

學年度 
姓名 

畢業 

學年度 

一零七 李信義 63   八十九 廖建量 76 

一零七 洪建儒 81   八十九 許嘉興 73 

一零六 李永茂 61 
  

八十九 吳詩在 61 

一零五 陳能慶 61   八十八 林仲和 61 

一零四 蔡裕孔 69 
  

八十八 葉政原 60 

一零三 陳俊憲 61 
  

八十七 陳慶福 65 

一零二 陶大堯 61 
  

八十七 張泳洲 86 

一零二 李驥 75 
  

八十六 田昭俊 61 

一零一 張文洲 70 
  

八十六 呂理展 65 

一零一 范文昌 60 
  

八十五 蔡銘鈞 67 

一百 陳振雄 73 
  

八十五 陳鏗爾 62 

九十九 劉嘉仁 73 
  

八十四 羅廷相 71 

九十九 彭元振 65 
  

八十四 莊鍊雄 63 

九十八 何統雲 67 
  

八十三 劉亦文 69 

九十八 石勝雄 73 
  

八十三 羅美鈔 68 

九十七 莊明聰 72 
  

八十三 高新明 65 

九十七 李松賢 72 
  

八十三 徐正德 60 

九十七 周青麟 69 
  

八十二 溫超東 70 

九十三 邱成忠 60 
  

八十二 杜鳳棋 69 

九十二 余明光 61 
  

八十二 李錦郎 66 

九十 林紹緯 70 
  

八十二 鄭榮鉒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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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捐款同意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機構名稱  

聯絡方式 電話：(  ) 傳真：(  ) 行動： 

通訊地址 
□□□ - □□ 
 

電子信箱  

身分 □明新科大校友/民國    年□機械工程科/□機械工程系/□精密機電所 畢(結)業 

                         □機械工程班/□其他 

□明新科大教職員工 □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其他 

服務單位                                        職稱 
 

捐
款
內
容 

捐款金額 民國        年        月，本人捐款新台幣                   元整 

捐款用途 

 

 

 

□機械系專款使用(用途：獎學金、證照獎勵、系友連絡等)  

□清寒獎助學金                   □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學生宿舍興建                   □學校自行運用 

□其他(請說明)                                            
 

捐
款
方
式 

□現金 請填妥本同意書後，請至本校機械系系辦公室捐款 

□支票 
抬頭「明新科技大學」，連同本同意書，以掛號郵寄下方地址。 

地    址：304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1 號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系 收 

□銀行匯款 

/ATM 轉帳 

請填妥本同意書後，連同「匯款單」或「轉帳收據」傳真或郵寄至本校機械系。 

匯款帳戶：銀行代號 050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新竹分行，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帳號：「320-120-52013」。 

□信用卡捐款 請填妥本同意書，傳真或郵寄至下方號碼或地址即完成捐款手續。 

地    址：304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1 號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系 收 

傳    真：03-5573797 

持卡人姓名  卡別 
□VISA   □MasterCard   
□JCB    □American Express  

卡號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發卡銀行  

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明新科技大學，方式如下： 
1.於民國        年    月，單筆捐款新台幣         元。 
2.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 
  固定 □每月□每年  捐款新台幣         元 
 

 

 

捐
款
收
據 

抬頭名稱：□同捐款人   □指定姓名、公司名稱                                      

寄送地址：□同通訊地址 □其他                                                    

＊捐款可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列舉扣除額 100%扣除。 
＊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是 □否 

備註：以上捐款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校入帳之依據，未經本人同意不對外公開。建議盡量採非信用卡方式捐款 

明新科技大學機械系: 捐款專線：03-5593142  分機 3001 陳小姐或 3010 黃小姐 

傳    真：03-5573797 

     地    址：304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