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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傳系3D動畫「吃電怪獸」 勇奪2011台灣國
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年度大獎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11129 16:46:30)

教育部高教司主辦的2011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最高榮譽「年度大獎」由崑山科技大學視傳系3D動畫「吃
電怪獸」拿下，由該系鄧偉炘老師指導學生團隊8人，獲
頒獎盃獎狀及新台幣四十萬元，也是該競賽舉辦四年來，
首度由動畫類作品奪得首獎。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競賽，今年邁入第4屆，競賽類
別分產品設計、視覺設計、數位動畫三大類，吸引來自新
加坡、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巴西、英國、立陶宛、斯
洛伐克…等31國，共3千9百多件作品參賽，創歷屆紀錄，
由9國專家及6名國內設計菁英擔任評審，選出97件決賽作
品，最後由崑山科大榮獲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唯一
年度大獎，獲獎盃及40萬元獎金。

今年六月從崑山科大畢業的楊書府、石艾玄、林彥妤、
薛玉翎、林志翔、游佳華、林晏羽、鍾劭瑄等8人，耗時
一年製作的畢業專題《吃電怪物》，將競賽年度大獎留在
台灣。該部動畫短片描述小北極熊因暖化失去棲息地，將
悲傷轉為憤怒，偽裝成黑熊，拿著鐵鎚進入城市大肆破壞

燈泡，以為只要除掉耗電燈泡，就能回復原有居住環境；
最後城市雖陷入黑暗，但環境已無法挽回，小北極熊只能
看著浮在海上的同伴屍體獨自傷心，情節以北極熊的生態
議題為主，希望人們能以同理心來看待北極熊面對的困
境，喚醒人類重視地球的能源節約問題。評審團盛讚《吃
電怪物》原創性強、完整性高，以獨特方式討論地球暖化
議題，因此頒給年度大獎。該動畫短片日前也入圍德國柏
林短片影展、法國龐畢度動畫展等國際知名動畫展。

《吃電怪物》製作團隊組長楊書府說，先以幽默方式呈
現嚴肅的暖化議題，結局則沉重，反映出情緒落差，盼觀
眾將心比心，不要再當地球暖化的加害者。該團隊撰寫劇
本就用了半年，最後三個月「最爆肝」，平均每天只能睡
三小時，還須輪班睡覺，但獲得大獎很開心，再辛苦都值
得。

崑山科大視傳系主任黃文勇表示，「吃電怪獸」影片角
色動作細膩自然，畫面的呈現相當具層次感，並帶有淡淡
特有的插畫風格，製作團隊非常用心，組員每天以24小時
輪流方式在學校動漫實驗室製作該動畫，從無間斷，得獎
全是大家辛苦努力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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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大國際YOUNG GUNS展 全球新銳設計展
  (2011-11-23 11:30:52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11123 11:30:27) 

私立技職體系產學三構面整體績效排名 崑科
大奪冠　
  (悠遊台灣新聞網)

紐約藝術指導俱樂部ADC年輕設計師（YOUNG GUNS 8）
亞洲首展，日前於崑山科技大學藝廊，舉行開幕剪綵活
動，展出全球五大洲多位年輕設計師作品。
崑山科大校長蘇炎坤表示，紐約是世界流行與設計的重

鎮，該校有幸成為南部唯一展出學校，相信透過實務性的
國際作品展覽與業界交流，將有助拓展學生視野。主辦單
位視覺傳達設計系鄭中義老師表示，該展經半年籌備，
感謝李根在設計師幫忙，讓台灣的設計工作者有機會看到
「字體、圖像」的另種設計傳達形式，透過文字排版、重
組，排列成圖，將發展更多創作的可能性。
該校第二次展出Young Guns（簡稱YG）設計展，09年以

Young Guns 6 的展覽形象設計獲台灣國際CI（形像）設
計獎-JAGDA 最優秀獎 ，協助促成此展的旅美台灣設計師

李根在表示，09年ADC主席來台看到YG6的形象大呼說比紐
約他們自己作的還要好，因此YG8亞洲展覽也決定交由崑
山科大接手。
紐約藝術指導俱樂部設立於1946年，已舉辦了56屆競賽

展，是非常重要的年度活動，該競賽鼓勵30歲以下的設計
新銳開發創意，每年吸引2000-3000作品參賽，參加的國
家遍及五大洲，獲獎作品有機會於亞洲、南美洲、歐洲等
多地全球巡迴展出，且可發行作品集。 

【台南訊】崑山科技大學繼96、97、98連續3年，
獲私立技職體系產學三構面整體績效排名第一，今年
再度奪冠。高等教育評鑑中心100年11月公布99年度
大專校院產學績效三構面評量結果，該校在92所私
立技職體系的校際評量中，「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
度」、「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應」、「爭取產學經
費與效率」三構面整體績效排名第一，表現優異。

教育部為了解各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的推動成效，
並引導學校建立系統性、整合性的校內運作經營模
式，民國96年起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
「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評量」調查作業。分別就學
校「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
度」及「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三項主要績效構
面進行評量。

構面一「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評量，屬於資源
投入的階段，評量包含爭取政府機構產學經費、企業
機構產學經費與其他機構產學經費的投入程度；構面
二「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評量，屬於資源投入與
資源組合階段，包含教師參與產學合作程度及合作對
象的廣泛程度，主要是評量合作對象與教師之間產學

合作的互動所產生的資源投入與組合程度；構面三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評量，屬於成果產出
與成果運用階段，評量面向包含智慧財產授權收益
與效率、新創企
業成果與專利及
新品種成果。

崑山科大研發
長林水木表示，

該校能有如此優
越的產學績效，
實有賴全校師生
的共同努力，多
年來著力於產學
合作的推動，藉
由引進外部資源
與企業傳承，擴
大產學合作實質
效益，已逐步落
實學生所學與企
業需求的密切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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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為國家富強的基石，技職體系更是國家專業
技術人才培訓的主要管道，今年教育部出版建國百
年技職教育專刊，特別訪問12位技職教育達人，供
學子們 學習效仿，畢業於本校空間設計系吳佳怡總
經理，用創業競賽獎金，創立「青禾創意設計」公
司，打破七年級生等於草莓族的迷思，成為技職教
育達人典範之一。
98年參加教育部創業競賽，吳佳怡總經理組隊設

立「青禾創意設計」公司，開始艱辛的創業路途，
當初以獲得專利的「垂直綠牆模組」一路過關斬
將，擊敗 台大、清大、交大等國立大學創業團隊，
在全國45隊參賽隊伍中，榮獲文化創意類前5名，並
獲得創業基金35萬元及競賽獎金50萬元。
吳佳怡總經理提到，她曾夢想自己開餐廳當廚

師，創立公司真的是相當偶然的機緣，在創業過程
中，也遇過資金不足、年紀太輕被質疑能力、廠商
對產品價格 不彈性等困難時刻，她感謝母校創新育
成中心提供許多幫助，吳總經理也強調，公司並不
是她一個人能撐起的，多虧了設計團隊和學校師長
的大力支援，提供解決方 案，且協助她注意到許多
忽略細節，才成就今天的青禾。
吳佳怡總經理積極參與國內外展覽，各處都有青

禾團隊的足
跡，青禾設
計 研 發 的
「環保植生
杯 」 ， 在
2010年獲美
國匹茲堡發
明展銀獎殊
榮，打開公
司知名 度，
證明自己雖

青禾創意綠環保 七年級生勇敢築夢
空設系畢業生勇敢創業 成技職教育達人典範

然是七年級生，但實力不容小覷。吳總經理深信，機
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她鼓勵就讀技職體系的年輕朋
友們，平日要多充實自身專業技能，才能掌 握佳機，
放手一博。
青禾創意設計公司是一群為美化生活環境、提高生

活品質、促進城市綠化發展的熱情年輕人所創立的公
司，產品設計除了專業外，還希望給人一股親和力的
感 覺，因此用諧音為公司命名，秉持著尊重人與自然
的理念，不掉土、不弄髒環境，還可以長期保存的概
念。主要運用專利改良的「無土環保介質」為基礎材
質，搭配 專利綠牆模組，以垂直綠牆整體規劃設計、
垂直綠牆模組，針對生活周遭之垂直空間進行環境綠
美化為主要營運項目，透過不同的組構方式，多樣性
的嘗試，提升空 間綠化的品質，希望給人易親近、舒
適、輕鬆的感受。
                  (資料來源：崑山科技大學焦點新聞)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95級 陳香君
貴族唱片 網路行銷企劃

三年前的現在，我正處
於投履歷、找工作、面試的
階段，很幸運畢業後回台北
不到一星期，便開始了月薪
才2萬元的文案企劃一職。
第一個禮拜我就曾經加班到
晚上12點才回家（還好公司
離我家大概5分鐘的距離)，
陸陸續續過了2個月的加班
生活，後來選擇離職的原因
是因為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說
話藝術的主管(凡事說的很
好聽，但卻常常埋頭自己研

究outlook)，以及一位只會將工作丟給別人的同事，再加
上每天開會卻常開不出個結果？原本抱持著＜我要跟你
拼到底＞及＜我一定可以＞的心態，在辦完第一個活動
後，我不這麼想了，因為我不想將第一份工作經驗，浪
費在這間公司裡，且我相信才剛出社會的我，一定有機
會再找到其他工作，所以不到試用期3個月，我便離職
了…

離開第一間公司後，約半個月左右，我又再度找到
第二份工作-網路行銷企劃，也就是目前我任職的公

司。這間公司雖然不大，但我想最令人羨慕的應該就是
可以準時上下班吧！？因為我們的老闆在經營公司時，
秉持著一個信念『員工不是奴隸，應該要有自己的時
間，去陪自己的家人、朋友、情人。』，因為老闆的理
念，我每天準時下班，也讓我在工作之餘，能夠增進語
文能力；也因此公司許多同事都在這服務超過5年以上。

雖然名片上印製的職稱是行銷企劃，但實質上我的
工作內容是很繁雜的，因為隸屬於網管部門，所以除了
負責網路行銷外，還必須協助解決公司同事電腦的大小
問題，另外也身兼版權部門；以這份工作來說，雖然身
兼多個部門，卻能夠實實在在的讓自己的工作經驗更成
長。在這間公司我做了很多我人生中第一次的事情，第
一次洽談合作通路、第一次檢查合約、第一次找國外版
權、第一次看英文合約、第一次與外國人互通e-mail…
等，其中，最困擾我的就是英文版權合約，其中有很多
的專有名詞以及在這個行業中的特殊條件，記得當初我
每天都在研究合約的內容，深怕自己看錯什麼或誤會什
麼內容，除了版權合約外，對於每天收到國外寄來的
e-mail，我也會很緊張，一封英文信總是會讓我重複的
看了又看，去設想對方表達的意思是否與自己想的相
同？會再將有疑問的地方，將自己所想的意思再次詢問
對方，與對方確認，經過二年的訓練，我不再害怕看到
版權合約、也不再害怕收到英文信了，但…目前最怕的
是接到國外電話，所以專長很重要，但外語能力更重要
呀！

▲ 空間設計系 96級 吳佳怡

http://www.ksu.edu.tw/utility/focusNews/detail/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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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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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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贈
節 稅

辦

法
薪火相傳程裴然

拋磚引玉為崑山

系友會聯絡資訊

求職求才網

校友服務平台

實就組Blog

實就組Facebook

說到這裡，各位畢業及未畢業的學弟妹們，請在課
業之餘或工作之餘，好好充實自己的外語能力吧！相
信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會用得到的！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底線，踩到就慘了！
每天剛進公司時，都會向每位同事說聲『早安！』，
大多數的同事都會開心的回應你，其中有位同事，
則是常常愛理不理，有時會聽到她回應你的早安，
有時卻又好像沒聽到的樣子，但我仍然是每天會說聲
早安，直到有一天，我一如往常的向她說聲早安後，
她帶著有點生氣的語氣跟我說：『其實我很不喜歡人
家跟我說早安，因為有時候我還沒準備好要跟別人講
話。』，聽到這，我便知道我踩到別人的線了，從那
次之後，我再也不會主動向她說聲早安，雖然不習
慣，但卻也能夠保持良好的同事情誼。

對我來說，工作快樂最重要！
『加班沒關係，但要加的有道理』，這是我出社會

工作後第一個學到的觀念，除了第一份工作曾加班到很
晚之外，第二份工作從開始到現在，我加班的次數用一
隻手可以算的出來，且每次加班的時間最多不超過1個
小時，試想，真的有必要加班嗎？若能夠在有限的時間
裡，安排規劃自己的工作進度，相信一定可以不用陷入
經常加班的命運裡，這不僅是自己出社會後該學習的部
份，也是讓自己可以免於加班的方法。

『寧願錢少也不願意做的不開心』，這是我一直以來
的信念，我即將在現職公司工作三年了，不得不說時間
真的過的很快，我目前在這間公司過的很開心，所有的
工作內容我也日漸上手，即便薪水不多、福利也不多，
但就現況來說，我能夠做喜歡的工作，也能在工作之
餘，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很棒了！所以，無論現在
你是否猶豫換工作或正在找工作，希望你都能夠想好釐
清自己所需要的、所注重的要求，再來省視自己是否要
換工作或是更能知道該找什麼樣的工作？總而言之，加
油加油！go go fighting!

     (資料來源：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崑山科技大學校友教育基金會100年「家扶感恩回饋-歲末創意市集」活動

崑山科技大學校友教育基金會為了能以實際行動
關懷鼓勵受助家庭，每年均於歲末寒冬之際，參
與實際送暖活動，預計於本(100)年12月11日假台
南市南瀛綠都心舉辦之「家扶感恩回饋歲末創意
市集」活動中，捐贈國中獎助學金予台南市北區
家庭扶助中心。

活動日期：100年12月11日（星期日）
活動時間：上午9:00-下午3:00
活動地點：台南市南瀛綠都心（新營區）
活動內容：表揚自強家庭、孝悌兒童；頒發獎助學
金、扶助家庭創意市集、書香閱讀、就業、法律等
知識攤位，以及中醫義診、義剪等

（資料來源：崑山科技大學校友教育基金會）

http://academic.ksu.edu.tw/fund/node/8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RD/CJS/pageDetail/6093/
http://www.ksu.edu.tw/cht/unit/D/A/RD/CJS/AP/jobHiring/
http://www.ams.ksu.edu.tw/
http://www.wretch.cc/blog/ireneinksu
http://www.facebook.com/KSURDCT?v=wall
http://www.ams.ksu.edu.tw/Magazin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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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1.17 越南教育訪問團蒞校參觀

60.11.19 教育部羅雲平部長等蒞校
視察

77.11.17 活動中心動土典禮(上)，
於80.8.17落成邀請技職司林聰明司
長剪綵啟用並合影(下) 82.11.13 李總統登輝先生蒞校指

導

82.11.22 德國姊妹校前院長郝德博士蒞
校訪問，對師生專題演講 83.11.21 法務部長馬英九先生蒞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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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1.26 教育部85學年度補助重要
儀器及設備訪視小組蒞校指導 

86.11.27 本校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策略聯
盟簽約典禮

87.11.20 87學年度為期三天的幹部訓練結
訓學員合影

89.11.24 89學年度教育部督學蒞校指導

91.11.7 本校應用纖維系師生在衛祖
賞院長、汪鼎芳老師率領下，赴奧地
利LINZ藝術大學姊妹校展開為期七天
的纖維藝術創作國際交流展，成果豐
碩

93.11.23 上海同濟大學萬剛校長蒞
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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