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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1 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15) 日上午熱鬧舉行，今年共有日間部、進修部與國際學生 3300 餘位

應屆畢業生；還有 43 位樂齡大學的阿公阿嬤們一起開心結業。

總統馬英九特致賀電表達祝福，同時勉勵本校畢業生建立多元學習目標、習取專業職能新知、拓展
宏觀人文視野、參與國際志工服務，為堅持理想、實現遠景而努力。副總統吳敦義賀電表示，祝福所
有畢業生，期許青年朋友以終身學習豐厚實力、博覽多聞汲取新知、以愛心服務關懷社會、以智慧學
能開創未來，砥礪奮發大步向前行。

校長蘇炎坤致詞時表示，經過四年的薰陶，在座畢業生已從小小的幼苗茁壯成大樹，步入職場後，
應以敬業的態度為基礎，如同樹根；以專業能力做為主幹，而熱情、樂觀進取的態度為枝葉，方能順
利成功邁向未來。蘇校長進一步表示，「態度決定成就的高度」，凡事秉持謙虛、積極的態度，並多
元發展、終身學習，時時吸收新知不要落伍；另外，人際關係比學歷更重要，學習培養圓融的處事態
度與外圓內方的特質，是提升職場競爭力的最佳的利器。最後，蘇校長說「崑山科大是最好的後盾、
永遠的娘家」鼓勵學生畢業後，仍能持續與母校師長聯繫，如遇困難才能透過校友的彼此支援解決難
題。

創辦人李正合先生表示，無論是就業或是繼續升學，一定要有全然的計畫，時時因應環境的不同而
調整改變，進而持之以恆的執行，保持樂觀奮鬥的精神，運用學識基礎開創美好未來，而今年參與畢
業典禮還有樂齡大學的銀髮族，長輩們退而不休的精神值得效仿學習。董事長李士崇先生首先恭喜在
座畢業生及家長，經過四年的修煉奠定進入職場或繼續進修的基礎，完成新的里程碑，期盼所有崑山
人更上層樓。李董事長也提醒在多元複雜的社會要避開誘惑，立身處事符合道德標準，在新的起點不
要辜負父母、師長的教導與期盼。

民國 60 年畢業校友曾韋龍也到場為勉勵畢業生，身為學長的他以「會做人，才會做事」，提醒
學弟妹懂得為別人著想，累積人脈奠定成功的利基。他也以西方學者 Albert Mehrabian 教授所提出
「55/38/7」法則為例；55% 代表過半的外表及旁人的觀感，38% 在於輔助表達知識、學識的方法 , 也
就是風趣的談吐、手勢等，而 7% 取決於專業形象，希望在座畢業生除了專業，更重要的是整體態度及
表達，而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人，就是不容易被社會淘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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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蘇炎坤致詞
▲校長蘇炎坤 (右 )頒獎

101學年度畢業典禮 畢業生昂首前程

▲創辦人李正合先生致詞

▲商管學院院長陳淑美為畢業生撥帽穗
▲出席畢業生

▲工學院院長周煥銘為畢業生

撥帽穗

▲樂齡大學 43 位學員快樂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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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獲 2金 1銀

          (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622 15:18:50)
與德國紐倫堡、瑞士日內瓦發明展，並列世界三大國際發明展的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於 6 月 22

日晚間頒獎，本校成績亮眼，三件參展作品共獲 2 金 1 銀的好成績，其中「智慧型氣霧藥劑吸入器」
更一舉奪下 2面金牌，為校增添國際榮譽。

由機械系師生王松浩、孫書煌、葉緯朋、陳培殷、林明憲、陳誠仁所共同研發的「智慧型氣霧藥劑
吸入器」獲得兩項金牌，該項發明係考量到病患吸入藥劑的不正確動作、噴藥時間不正確、造成醫藥
資源浪費等因素，因而將吸入藥劑的動作轉換成葉片的轉動，並用感測器及微處理器記錄葉片轉動的
動態訊號，經濾波器以及適當數學處理，得到病患吸氣的時間和流量。更重要的是，根據系統測得的
吸氣動態資訊、以及鐳射光的輔助，分析藥霧在氣管、支氣管內的流動影像狀態，同時結合流體力學
的基本原理與專業醫師的經驗，得到配合吸氣狀態的最佳噴霧時間段而進行自動噴霧，以確保病患每
次藥劑吸入的品質。

而榮獲銀牌作品的「自我充電呼氣檢測儀」，則由機械系師生王松浩、盛之、及電子系張培華老師
共同研發，利用發電機發電原理，將吹氣氣流的動能轉換為電能，轉換成反映肺活量的數位訊號，除
了可以自動儲存於記憶體，不必再手工記錄外，也可以藉著遠距系統上傳資料至遠距醫療照護中心，
可以配合未來遠距醫療發展的新趨勢。另外，該作品加入自我充電設置，取代市面上數位式檢測器使
用電池的情況，大大減少了環境污染，同時更具備了酒精濃度監測功能，使得該項綠色產品用途更為
廣泛。該檢測儀除了省電電路設計之外，更具備保養、清潔及使用上的簡易性，讓該作品獲得國際評
審青睞，奪得銀牌。

2013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台灣代表團共獲 37 金、33 銀的傲人成績，成為今年成果最豐碩的代
表團，而本校以 2金 1銀的成績再度為台灣爭光，更加印證了師生豐沛的研發能量。

▲王松浩老師 向評審解說產品特性▲機械系王松浩老師 展示 2013 匹茲堡

發明展 2金 1銀成果

▲王松浩老師 向評審解說產品特性



視訊系「金馬教授」 陳博文致力提攜實務人才

「常人只有一個人生，但剪接師可以體驗無數個人生！」出身台南柳營、榮獲三座金馬獎

及國家文藝獎肯定的剪輯大師陳博文，三十年來從無數影片中體會各種人生，致力為每部作

品剪出最合適的風格。除剪輯工作之外，陳博文從 2002 年開始擔任本校視訊系專任副教授，

學生的樸實上進讓陳博文十多年來甘於南北兩地往返，以實務性課程培養新一代的剪接人才。

陳博文在 1980 年隨當時的動作片剪接大師黃秋貴學習，開啟三十年的剪輯生涯，他回憶，

當了 7 年學徒、剪過 200 部電影，幫助他建立起紮實深厚的剪接技巧。至今奪下第 36 及 43

屆金馬獎最佳剪輯、41 屆最佳電影工作者，以及 2009 年第 13 屆國家文藝獎等殊榮。

2002 年陳博文進入本校任教，全力栽培對剪接有興趣的人才，不僅提供自己剪輯過的素材

給學生練習、更在課餘時額外指導，也曾為了學生的畢製作品熬夜到凌晨。如此認真的教學

態度，讓許多一大早無法起床的學生，也必定會為了陳老師而準時到課。陳博文說，他每週

固定一天與學生吃早餐，有問題可提問，甚至在上完進修部課程後，也有學生把握晚餐時間

與他一起切磋討論，親和力十足讓學生封之為「最平民的金馬教授」。

就讀媒體藝術研究所的林倚鄉表示，當初選唸本校除對電影的熱愛之外，另一原因就是陳

博文老師。她說陳老師對作品雖要求嚴格，但常幽默、迂迴地指導不足之處，不讓學生感受

壓力。此外，陳博文採納度高，曾以電影「花漾」預告片當課堂素材，讓學生提出自己的剪

接構想，透過課程接觸業界實務，讓林倚鄉覺得相當可貴。而同樣為了陳博文進入本校的，

還有就讀視訊系三年級的施養浩，他在大一時便到進修部旁聽陳博文的剪接課程，學習理論、

培養分析能力，同時對照師生觀點，再以實務素材練習剪接。施養浩說，雖然理論深澀，但

陳博文有系統、按部就班的教學卻讓他相當受用。

陳博文表示，本校課程務實且專業，學生的後製技術相當不錯，至今他已推薦 7 位學生進

入業界。在教學上，陳博文講求實務性與精彩度，擅用影像與理論做對照，藉此印證理論的

可實行性；同時他也建議學生要有熱忱、努力練習，才能不斷超越自己，提升重新解構素材

的能力。在同輩的剪接師中，目前僅剩陳博文在業界發展，他希望以自己的實務經驗做傳承，

繼續為剪輯領域提攜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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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6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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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教授」陳博文與

學生互動良好 親和力十足

▲「金馬教授」陳博文與學生互動良好 親和力十足

▲「金馬教授」陳博文與學生互動良好 

親和力十足



第四十五期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六月三十日                       第四版

                                          (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605 17:21:15)

為使學生透過專題展覽觀摩優秀作品，從中提高個人創意能量，本校於崑山藝廊舉
行「台灣視覺設計獎校園首站巡迴展暨專題系列講座」，展出「2012台灣視覺設計獎」
獲獎之 60 件作品，鼓勵青年學子發揮創意設計，藉此為國內商業設計界注入新能量。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秘書長戴新蓉表示，本校於「2012 台灣視覺設計獎」中，獲
得 1 鉑金 3 金獎之榮耀，獲獎數為全國學校之冠，因此校園巡迴的首站於本校舉辦，
意義非凡。經濟部商業司為協助國內商業設計界累積創意能量，透過舉辦設計競賽、
選擇優秀作品參與國際競賽交流、辦理標竿設計輔導、參與跨領域商機會展活動及辦
理成果展示等活動，與國內外設計界及企業合作互動與交流，並呈現出國際視野與能
量及知名度。

參展類別共分為「識別設計」、「海報設計」、「包裝設計」、「印刷設計」等四
類共 60 件創意作品，展出作品不僅技法純熟、內涵豐富並涵蓋在地特色，同時結合
東方文化，高度展現國際化及創意。此次之系列活動也邀請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設
計師進行專題系列講座，演講包含「以在地文化為品牌加溫」、「向福田繁雄致敬─
談創意」、「設計好好玩」等三大主題。視覺傳達設計系葉仁玉同學表示，自己本身
也從事設計工作，藉由該展覽觀摩學習，獲得許多創意的啟發。

「台灣視覺設計獎」作品展 本校首站登場

▲學生觀摩作品

▲創媒院長黃雅玲 (右 )協同嘉賓參觀▲「台灣視覺設計獎」作品展剪綵儀式

▲中華民國美術設計協會秘書長戴新蓉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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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端午節總有許多應景風俗及競賽，本校國際學生除了體驗包粽子，更組成龍舟代

表隊參與「2013年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今年參賽隊伍多達169隊，人數逾4000人。

在連續三天的激烈競爭下，本校國際學生勇奪國際友人組第一名及第二名佳績。

本校已連續七年參加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今年龍舟代表隊由來自超過十個國家的

選手，組成「波霸奶茶」、「龍馬奔騰」兩支隊伍，選手們在教練潘建州老師指導下，

連續 3 週利用課餘時間於校內泳池加強練習划槳，主辦單位也安排兩組各四次前往安平

實地演練。

來自中南美洲、非洲等地的「波霸奶茶隊」，更在激烈競爭中表現超越以往，自 11 隊

國際友人組中拿下第一名。另外，來自馬來西亞、中國及印尼的「龍馬奔騰隊」，選手

們幾乎是第一次參與，在這次比賽中獲得第二名的好成績，大家興奮不已。

國際事務處組長李妍儀表示，由於國外少見團體划船競賽，且多人同時划槳相當不容

易，本校國際學生對龍舟競賽抱持著高度的熱忱，透過親身的參與，也讓國際學生深刻

體驗認識台灣文化與傳統風俗。

本校國際生 

勇奪 2013 年龍舟賽第一、二名

▲ 本校龍舟隊「波霸奶茶」勇奪 2013 年台南市龍
舟賽第一名▲本校龍舟隊「波霸奶茶」勇奪 2013 年台南

市龍舟賽第一名

▲龍舟代表隊與教練潘建州 (右 )合影
▲龍舟代表隊合影



薛榮清校友回想國中聯考時，考上五專，在選填志願時，因為本身的數理能力較弱，所以不顧父親的反對，
選擇了當時較熱門的國際貿易系，而傳統的父親一直希望他能選擇工科，學得一技之長。在現實與夢想中掙
扎，他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選擇了離家不遠的崑山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就讀。

剛進入五專時，對任何事都是充滿新奇和興趣，所以當學長、姐邀他一起進入國貿系會時，他很開心的接
受了，相對的也得到很大的收穫，例如活動的策劃、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專三開始，由於課程也不至於滿堂，
他就趁著沒課時，跑到麥當勞打工，希望可以分擔父、母親的經濟壓力，也可以提早適應職場生活。團體的生
活，也可訓練自己適應各個不同的環境與各式各樣的人，榮清校友認為：在系學會的學習與打工，這對他進入
職場，有很大的影響和幫助。

專科畢業後，因為沒考上理想的學校，隨即入伍服兵役。退伍後，對於找工作心中也沒有太大的想法，但
也不設限自己要找什麼工作，在徬徨時，薛爸爸便要榮清校友到他任職的公司工作，說真的剛開始是有點排斥
的，因為這和自己所學相違背，又覺得讀到商科畢業卻要到工廠去當作業員，好像拉不下臉。但薛爸爸一再鼓
勵他，要他轉個念想，雖然並非學以致用，但有機會可以多學習這何嘗不是一件好事，於是答應了薛爸爸。薛
爸爸任職的公司是在製造汽車零件-活塞，剛開始進入公司是先從加工製程先學習，每天穿著公司的白制服，到
了下班總是變成了黑衣,雙手也總是黑黑的，這樣的生活持續了約一年,大概也將加工機器的操作和流程都熟悉
了，公司看到了榮清校友的努力和表現，便將他晉升為加工線的技術員，這時要學的就是調整機器，當時的著
實遇到了很大的難題，因為本身不是工科出身，所以要付出比別人多的時間和努力去學習，甚至連假日都要犠
牲和朋友的聚會，進廠摸索機器，才能跟得上進度。在工作的同時，榮清系友又到崑山國貿系讀夜間部，想充
實晚上的時間，也順便彌補學歷上的不足，就這樣半工半讀了二年。

調整機器及整個製程技術大概花了二年的時間，在這個階段完成後，榮清校友又到鑄造部門，那是製造活塞
最初的製程，也是最艱辛的工作，就是將原料-鋁熔解，那裡的工作環境約50-60度，夏天的溫度還會更高，在
這個部門工作的人員，不是外勞就是40~50歲的中年人，所以他們對於榮清校友是不看好的，因為他們會覺得讀
到這樣的商科學歷,再加上工作環境很差，怎麼可能會待的住。但榮清校友就是秉持著不服輸的精神，戰勝了這
艱辛的工作，慢慢的從最基層的員工晉升為領導階層的幹部，這活塞的整個生產製程在這三、四年的時間裡都
讓榮清校友學會且融會貫通了。

2005年工廠的幹部與薛爸爸有另組公司的想法，從籌備到營運穩定的這三年，也是榮清校友認為他人生目
前為止最艱難的日子，包括找廠房，為了尋找適合的坪數和地點，他每天騎著摩托車來回不停的找尋，找到了
適合的地點，公司又為了節省成本，所有的生產設備都是公司的人員自己發包零件組裝，大約花了一年的時間
才正式量產，幹部和薛爸爸對生產的技術都是很有經驗的，苦的是全部的人員裡，沒有人有業務底子，有技術
和生產的能力，卻不知客戶在哪裡？訂單在哪裡？於是大家就開會決定，推薦榮清校友當任業務，因為只有他
懂從頭到尾的製程技術，但榮清校友也沒有做過業務，他的壓力真的很大，頭髮也從黑髮變成了白髮，但他知
道如果他都不試試看，工廠可能還沒開始營運就倒了，於是榮清校友每天上網找客戶，積極的聨絡拜訪，當時
在沒有高鐵的年代，每每拜訪客人，半夜三、四點就要起床搭客運或開車，為的是趕在客人九點上班前出現在
公司門口，不為什麼，只想讓客人看到他誠懇的態度和精神，榮清系友每天睡三、四小時的日子，也持續了
二年，公司的業績總算慢慢穩定下來，他很開心因為他的努力總算有了成果，由於公司的產品在業界得到了肯
定，訂單一張一張接著來，他才慢慢的有時間將重心放在廠內，把生產與出貨一手包辦，滿足客戶的需求。當
今的全球經濟環境也非昔日的穩定，工廠的營運必須跟的上客人的腳步，生產產品的速度要快，品質要好，當
然價格是要最有競爭力的，這樣才能立足在這個市場，當然這也是當今工廠要面對的課題，這幾年來公司的產
品也一直在研發和創新，生產出難度較高階的產品，這是同業無法輕易替代和打入的市場，也由於這樣，公司
才得以渡過金融風暴和不景氣的時期。

榮清校友說：『人生就是如此，時時刻刻都在接受挑戰，並非都能一帆風順，但卻可從失敗中得到教訓和經
驗，愈挫愈勇是我人生的寫照，我沒有因此而被打敗。「態度」也是決定我今天成就的高低，更要謝謝父親的
鼓勵和家人的支持，都是因為他們，我才有今天一點點小小的榮耀。』(資料來源：崑山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姓名：薛榮清
畢業系所：國際貿易系(五專部)
畢業年度：89年度
現職：銓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業務經理

經歷：2002-2003  鉅全工業（股）公司作業員
      2003-2005  鉅全工業（股）公司技術員
      2005-2007  銓泰動力科技（股）公司廠務助理
      2008-迄今  銓泰動力科技（股）公司業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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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10 圖書館閱覽室 57.12.9 工設館之興建

59.4.29 工設科第一屆畢業生作品展，於臺
南及高雄舉行展出

59.6.19 本校第一屆畢業典禮田董事長頒獎
予優秀畢業生

80.8 成立教師研究中心 82.12.8 圖書資訊館落成剪綵，由李校長及
閔館長陪同貴賓參觀館內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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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學校以您在各行業中發
光發熱為傲，畢業後別忘了回母校走
走，探探師長。

捐
贈
節 稅 辦

法

為讓校友服務更加緊密，請點選系友會
聯絡資訊，加入各系系友會。

86.6.7 創辦人李正合先生於畢業典禮中頒
獎表揚指導學生畢業專題製作優異老師

88.5.1 創辦人李正合先生陪同教育部吳清基
次長參觀 34 週年校慶畢業專題製作成果展

92.10.6 視傳系邀請澳洲名設計家 Ken-Cato
蒞臨參訪

92.12.17 廖本榕老師手持金馬獎獎座與楊
明興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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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
聯絡資訊

校友
服務平台

實就組
Blog

實就組
Facebook

求職
求才網

http://academic.ksu.edu.tw/fund/node/8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RD/CJS/pageDetail/6093/
http://www.ams.ksu.edu.tw/
http://www.wretch.cc/blog/ireneinksu
http://www.facebook.com/KSURDCT?v=wall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RD/CJS/AP/job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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