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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再創4年成長高峰 蘇炎坤教授續任崑山
科大校長 中央日報網路報 蔡清欽/報導

原由成功大學借調接任崑山科技大學校長的蘇炎
坤教授，他於七月底任滿，由於過去4年校務表現亮
眼，崑山科大董事會誠摯邀請蘇炎坤教授續任，而蘇
校長也向成功大學申請退休，正式專任崑山科大校
長，與崑大師生攜手再創優質未來。
該校創辦人李正合表示，2007年商請成功大學借調

蘇炎坤教授領導崑山科大，主要看重他的行政力與領
導力，過去四年果然也繳出漂亮成績，如今任期屆
滿，蘇炎坤教授選擇從成大退休，續任崑山科大校
長，是崑山人的福氣。崑山科大董事長李士崇提到，
蘇炎坤教授無論人品或學術方面對學校都有正面影響
力，接下聘書是代表董事會及全校教職員生將校務發
展的權力交付給蘇校長，新的任期新的重擔，李董事
長期盼未來能全方面發展，他希望蘇校長能帶領崑山
續創高峰。 
蘇炎坤教授是國內外重要學者之一，在學術上也獲

國內外肯定，曾受邀至法國、加拿大、印度、南非、
日本、韓國等地，進行共45場演講，蘇教授致力於
研究，專利方面已取得65件，其中台灣48件、美國9
件、日本2件、韓國2件、中國大陸2件、德國2件，
2011年更獲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頒發「研究傑
出獎」。

蘇炎坤教授也擔任過國際會議大會主席、分會主席
及委員會委員二十餘次，至今國內外著名發表期刊
已有五百六十篇，國際會議論文三百六十一篇，且曾
應邀於紐約州立大學（SUNY）Binghaton 校區兼任教
授，也擔任德國Stuttgart大學客座教授，講授光電
及微波元件。
崑山科大校長蘇炎坤表示，續任崑山科大讓他驚覺

時光飛逝，轉眼間四年匆匆已過，在過去累進的基礎
上，他將與熟悉的教學與行政團隊們執行更躍進的計
畫，首先教學方面仍著重以學生成果為導向，包括：
一、課程調整以學生學習、未來發展及就業為考量。
二、電子學習地圖配合證照地圖的確實執行。三、建
立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預警及補救教學機制。四、重
視學生學習效果的評估機制。
在產學合作方面希望能繼續保持全國科大第一，藉

由產學合作提升教師實務經驗，提供學生學習機會，
進而提升教學品質；藉由技術移轉，促進產業升級，
「聚焦務實致用，師資連結產業」，將豐富的業界實
務經驗呈現在教學上，教材與課程安排應與實務連
結。
協助推動學生為企業最愛，加強與1600大企業家的

溝通和宣傳，讓1600大企業喜歡晉用該校畢業生，
加強輔導品學兼優的學生進入1600大企業。另外健全
崑山之友和校友連繫，引進資深經理人協助產學合作
等，還有認養工業區，跨領域核心技術，建立該校產
學特色，增加崑山服務機構能量認證，以加強學生實
務驗，成為企業界最愛。
面對少子化危機及衝擊，爭取「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雙軌訓練旗艦班」、「產學攜手計畫」並擴
展至招收外國學生、陸生（學位班、研修班）及僑
生。同時，調整系所設置，將學程與系所雙軌並行。
行政事務方面著重於：一、行政效率的再提升；二、
行政再創新，不墨守成規；三、建立標竿作業機制
（SOP）且依法行事；四、加強輪替制度，全面瞭解
各處室規章，辦法及制度。

　蘇校長最後以自已英文名字縮寫YKSU為例，KSU
為崑山科大的英文名縮寫，Y則代表yes，可見蘇校長
與崑山的緊密相連，未來4年將再創學校高峰，Yes！
崑山！

▲ 崑山科大董事長夫李士崇先生頒發聘書給蘇炎坤校長(右)。



第二十四期 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二版

崑山科大領廣東師資培訓營　走訪府城意象
  中央日報網路報 蔡清欽/報導

【台南訊】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於崑山科技大學
召開會議，除討論聯盟委員會工作執行狀況，各校也分享
招生經驗談，嘉義以南至屏東、澎湖等33所大專院校共計
51位校長、高階主管參加，由崑山科大及南台科大校長共
同主持會議。

南台科技大學校長戴謙表示，相較北區院校南區院校顯
然較弱勢，應集結更多思維來對應招生問題。

南區聯盟院校會議 崑山科大舉行
  經濟日報　謝昇珀

▲ 崑山科大蘇炎坤校長(左)與南台科大校長戴謙相談甚歡

崑山科技大學校長蘇炎坤指出，高校指考的新聞，學
生們選校不選系，甚至出現重北輕南的現象，嚴重影響南
部各校的招生，而5年500億的補助及大型研究機構 也多
在北區院校，他認為南區聯盟的33所校院有必要更團結，
在教育及各方研究上也能互相學習經驗交流，各校互相幫
助形成力量，使南部學校有更好的發展。

南區技專聯盟因應教育部資源整合政策，率全國三區
之先，於民國91年6月在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成立，
並設置包括：圖書設備、課程教學、跨校研究、產官學 
研、學生活動、國際合作、校園徵才、招生宣導等委員會
及專案計畫推動小組，以促進校際資源有效利用與整合強
化產學合作互動的平台或機制，以期達成技職教育 體系
培育產業人才的目標。

廣東省首期台灣暑假師資培訓營在崑山科技大學展開8
天課程，授課內容除課堂講述也安排戶外活動，由該校公
廣系鄭鼎寶老師及畢制小組「+1味」共同接待，以城市意
象與符號消費為題，走訪赤崁文化園區及安平區，體驗台
南古都文化之美。
崑山科大公廣系鄭鼎寶老師以廣告、行銷及傳播如何與

城市意象連結帶入主題，鄭老師表示，台南以文化立都，
加上荷蘭、日本等國家的統治改革，加深府城的國際化樣
貌，從過去的生活方式到現代文化都產生了明顯對比，鄭
老師說學員們都是老師，希望透過介紹府城意象與消費文

化的變遷讓他們獲得更多教學上的靈感。
廣東師資培訓團的學員們表示：「鄭老師上課方式活潑

生動，待人親切客氣，課程內容豐富，更透過參觀台南景
點讓他們實際了解城市意象，真的收穫良多！」參訪行程
中，學員們也對安平劍獅相關商品及夕遊出張所的366色
生日彩鹽很感興趣，直呼研發文化創意商品的設計師真是
太”給力”了。
崑山科大公廣系「+1味」畢製小組表示，兩岸職業技術

教育交流，讓他們吸收到多元化的資訊，建議學校多舉辦
兩岸或國際交流活動，不僅在學術上互相切磋，也能分享
不同的生活經驗。
崑山科大安排廣東師資培訓營團隊參觀赤崁樓、祀典武

廟、祀典大天后宮、東興洋行、安平樹屋及夕遊出張所等
歷史古蹟，也特別準備赤崁擔仔麵、安平豆花等府城小吃
邀請學員品嚐，讓培訓團的古都行留下美好記憶。 

▲ 南區聯盟院校會議 南區各大技專校院校長蒞臨崑山科大

▲ 廣東師資培訓團在赤崁樓前聽鄭鼎寶老師講解府城意象。

▲ 01.廣東師資團與崑山科大鄭鼎寶老師(上排左6)和「+1味」小組(前排)
開心合影。



第二十四期 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三版

敗犬有個單無雙，真實的
平面媒體世界裏，公廣有個
黃心韻。拼勁和經歷絕不輸
偶像劇女主角，且聽她如何
說自己……  

　　我在壹傳媒工作四
年，從專案助理、企劃、文
案、編輯一直到現在的業務
部業務專員，但『編輯』跟
『業務』都不是畢業時所設
定的工作選項，所以我希望
透過這次的系友日誌，讓系
友們認識編輯跟媒體業務這
兩個有趣的工作，也許，你
會成為下一個Top sales，或
者發現自己原來適合時尚編

輯台… 
這件事對我來說蠻重要的－我指的是為7月號繫友電

子報(第4期)寫上一篇系友日誌。這其實不是個困難度很
高的任務，學弟凱迪也說：學姐輕鬆寫啊！但我反覆想
了好多主題、想了好幾天該怎麼下筆(一直想切入點是什
麼？哈！)總之，主題一日三變，很婆媽地就是拿不定主
意困擾的重點，在於我覺得應該分享些有價值的經驗，
這是個很珍貴的溝通平台前有老師、學長姐分享經驗，
後有學弟妹用心編彙，確實讓我掛心好多天，現在你們
看的也不知道第幾版了果然，我又在交稿日的隔天大翻
盤了(沒錯，就是現在你正在看的。)

　　談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出社會這短短的四
年，職務內容其實都不是當初畢業時設定的選項，但也
因為這些轉折，意外的讓我獲得一些新的經驗！分享給
大家，也許未來你們認識的工作職務多了，會有更多選
項。

簡單整理一下過程，我在畢業之後，應徵上蘋果日
報的行銷專案組，剛開始擔任助理工作，大部份負責一
些社內活動，還算勝任愉快；但說實話，三個月後我就
覺得應該要更有挑戰性！於是，在耳聞企劃部準備徵人
之後，腦海裡就開始冒出這樣的念頭：跟主管自薦！斟
酌一陣子，便整理出一封自我推薦信『包括了為何想調
組、有什麼值得主管用你的優勢...』，沒想到，主管
竟然也願意給予機會，就這樣，我進入了蘋果日報企劃
部，誤打誤撞開始這段『企劃&文字寫手&編輯』之路。

報紙的行銷企劃和我們
當初在學校所學的企劃不同
之處，在於除了提案外，最
主要的任務就是『廣編寫
手』！這對完全沒寫過廣編
的我來說--還真是一大挑
戰，猶記得，一個簡單的1/4
頁廣告，卻耗去我一整天的
工作時間，完全不知道主標

該怎麼切、字數要多少可以拉

什麼重點出來寫提示、圖說該怎麼寫…現在想一想，自己
還真的是好大的狗膽啊！但隨時間慢慢磨練後，除了寫稿
速度變快，就是對於文字的敏感度了！可以在短時間內抓
出重點，跟客戶討論廣編內容、提案、切入點也更精準…
就這樣，我的報社文案工作一待就是兩年；後來，主管高
昇掌管壹週刊行銷企劃部，我便跟著自願請調主管麾下一
窺報紙及雜誌不同之處

於是，展開了我在
壹週刊的日子…這也
是另一個相當大的轉
變，因為，我從一個
『企劃&文案』，變
成『文案&編輯』這
其中可是大大不同，
除了一般例行性的廣
編，我也成了一個

『編輯』。編輯的工作內
容，並不是為客戶付費的廣告寫稿，而是我們一般看雜誌
時由雜誌本身提供的資訊。這是我當初始料未及的，尤其
自認對流行時尚並不敏銳的我，開始要編寫時尚報導、人
物專訪、服裝單元、保養單元..除了新鮮感外，我最大的
感受是戰戰兢兢..從接過一個單元開始，接著找設計版型
(layout)、想編輯切入內容，如果需要拍照還要設定拍照
場地、借產品、敲攝影師時間、聯絡經紀人敲模特兒(或
藝人)、約彩妝師、設定妝髮、聯絡品牌窗口借服裝、借
飾品、想雨天備案、擬採訪主題…林林總總，聽起來是不
是覺得粉厲害？哈..說真的，當時的我真的快被這些資訊
淹沒了老實說除了LV跟GUCCI，還真的沒認識幾個品牌，
我甚至連寶格麗都不知道怎麼拼，也不知窗口該怎麼找、
話術該怎麼說..才發現這些都需要硬底子的功夫！找版型
要有創意、跟攝影師溝通要有概念、敲模特兒要有判斷
力、借服裝要有眼光、配飾品要有品味、採訪要有點、臨
場反應要夠快...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練就的，除了
天生的品味跟興趣外，就是靠時間累積出來的人脈和經驗

慢慢地，跟品牌窗
口認識久了，借東西也
方便多了；也開始知道
一些身為編輯該有的態
度以及專業…也不再討
厭看那些高處不勝寒的
國際中文版；開始為自
己的作品驕傲；開始發
現自己愈來愈能夠一

次處理好幾件事..雖然，我當編輯
的時間很短還不夠深入到其中的堂奧，但肯定這是個有趣
的行業，如果你對時尚有興趣、對編輯雜誌、報紙、書籍
有興趣，你應該從現在開始培養『欣賞』的能力，蒐集喜
歡的版型、參考別人的創意、鑽牛角尖地想著別人為什麼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一直到現在，我到業務部
了，成了一枚菜鳥業務！

不誆你，這一次又是我自己想換跑道。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去摸索文案&編輯的工作，也看

見了自己的極限，這份工作其實並不適合我，一開始的熱
情和好奇心並不能延續我對這份工作的喜愛，它適合對時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93級 黃心韻
現職：壹傳媒

▲ 心韻學姊(左)與蘇打綠主唱青峰
(右)合照

▲ 蘋果日報娛樂版的編輯撰文

▲ 心韻學姐對知名樂團蘇打綠的專訪

▲ 雜誌專訪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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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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盡是崑山友

相聚一刻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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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保養、人物…更有興趣的人！我喜歡欣賞但我並不
敏銳，不敏銳，便無法用更新穎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
我發現自己看時尚雜誌時不興奮，那些最新一季的流行
並不能挑動我的神經，品牌寄來最新一季的目錄，我不
會High翻天，頂多把它存檔，以利於下次使用…這些自
我觀察，讓我確定自己不適合繼續這份工作，當我還有
熱情的時候，應該是善加利用，而不是放任它把一份有
趣的工作變成一件例行公事，怎麼想都覺得很不OK，不
是嗎?

　　於是我向主管提了離開的意願，她問我，想做
什麼呢？我說，我想當一個有企劃能力、與眾不同的業
務..(此段歷程下刪800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工作，我
覺得我會一直喜歡下去，它很有壓力，但挑戰別人是一件
很有成就感的事！…我現在真的還很菜、一年的時間都只
是在摸索，如果它是一輩子的志業，那我目前只在嬰兒階
段…嗯，那些被拒絕、被抱怨、被掛電話…的經驗，有機
會再慢慢分享吧…當然啦，那些挑戰成功、業績超過目
標…的好事，也期待它一直一直發生吧！ 

　　另外，喜歡文字工作的人，要把握每次機會，我個
人後來就因為身為企劃、文案的關係，認識一些客戶接了
一些外稿，幫補習班寫過文案、協助攝影師出過攝影書、
配合出版社寫髮型書..諸如此類，文字變成武器原來也是
賺錢的工具！

　　當文案時，不免要接觸各類的產品，什麼東西都
要寫，上天下地的，我幾乎以為自己真有那麼全方位了
(笑)！舉凡面膜、滑鼠、衛生棉、房地產、麵包店、竹炭
內衣褲、便利商店新促銷、機師課程招生說明......

以上區域為學姊作品大賞
人生第一次挑戰服裝單元－新婚別冊／婚紗單元 
　　可怕又令人懷念婚紗單元，因為婚紗超級無敵重！

而且，那一天外拍竟然還下雨，婚紗是不能碰到水的…
簡直快崩潰！畫面呈現的BMW、腳踏車…都是事前要借

好的哦！所以說，編輯真的不好當！但，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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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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17 本校承辦八十學年度南區專
科學校行政人員座談會，教育部技職
司林司長致詞

80.8.17 本校承辦八十學年度南區專
科學校行政人員座談會，會場一隅

80.8 成立教師研究中心
85.8.1 崑山技術學院校名標誌

77.9.28 李正合校長服務教育工作四十
年，獲教育資深教師，並接受前行政院長
俞國華先生頒獎

85.8.15 本校辦理大專畢業青年第二專
長訓練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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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29 升格改制崑山技術學院首屆開學典
禮85學年度第一學期

86.8.1 本校機械系甲級汽車修護研習班
開訓典禮

89.8.2 本校與美國杜克大學締結姊妹校交
換盟約

92.8.16 本校新任校長楊明興博士就職典
禮中李士崇董事長與楊校長合影

93.8.13 北京科技大學趙鋒教務長率
師生一行蒞校訪問 

93.8.31 郭添財立委偕教育部技職
司張國保司長、周以順督學蒞校訪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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