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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教育部鼓勵科技大學設置「產業學院」，本校會同產官學研代表，共同推動南部特色產業永續發展，今 (21)

日舉行「產業學院暨策略聯盟啟動典禮」，目前與 30 多家業者、12 家公會團體簽約。

教育部關注畢業生失業率高，但產業卻缺工嚴重問題，將於 102 學年推動全新「產業學院」計畫，科大必須和合

作廠商共同開課，企業提供三至六個月實習，並留用六至七成的實習生。同時，經濟部工業局允諾協助推動「產業

學院」計畫，協調產業公會建立企業和學校交流的機制，扮演企業和校系的媒合平台，掌握產業發展訊息，針對產

業提出的人才質量需求，開辦產學合作的學程 (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或專班。

校長蘇炎坤表示，本校為落實與區域產業連結，透過產業學院規劃，與企業合作推動「產業學院」，經由業界與

學校的合作來設計課程，納入業界師資共同教學，企業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及津貼；藉此除了訓練學生專業能力，也

同時培養該產業所需人格特質，於實習機會中進行準員工的培育觀察。該校更結合推動多年的「跨院系科技整合專

案」，讓學生畢業專題符應產業需求，客製化培育產業所需人才。目前與 30 多家業者簽約，預計可有 447 位應屆

學生參與，提供 239 個實習名額及 133 個就業機會，實現學生就業與企業無縫接軌。

為推動南部特色產業發展，提供業界更完整的服務與資源，崑山科大亦邀請南部12個公(工)協會代表，簽署「產

學聯盟」，主要發展「綠色生活科技」、「文化創意」、「智慧生活」及「精密機械」等四大類別，落實雙方技術、

人才與資訊交流、建立相互支援體系，以互惠互利為原則，促進彼此成長與多元特色產業聚落，達到多贏目標。

台南科工區產業工會理事長郭海濱表示，國家最優秀的人才在學校，以往大學培育的人才較無法深入產業所需，

但其實產業界、勞動力與學校是命運共同體，年輕人的高失業率對台灣經濟與廠商都是警訊，如今透過產業學院的

推動，將協助企業找到合適人才，提升台灣競爭力。台南市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殷世熙也指出，產業學院的核心課程

全依業界所需規劃，解決學用落差，讓大學生畢業即就業、留住在地及中北部人才，有了穩定的工作，便能實現市

長賴清德所謂『適合作夢、工作、戀愛、結婚的台南』。富雅樂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帆若也分享自己白手起家的

經驗，他鼓勵年輕人養成吃苦耐勞的個性，必能有一番成就。

產業學院出席代表：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奇景光電、廣泰金屬、龍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宏遠興業、

富雅樂企業有限公司、雙子星有線電視、奇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邑科技、鈊安資訊科技、萬達科技、社團法人

台灣數位文化協會、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永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家便利商店、康和期貨、偉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優人力股份限公司、國昕資產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惠群廣告事業有限公司、欣洸興業有限公司，共 21 家

廠商。

產學聯盟出席代表：台南市中小企業服務團、台南科工區產業工會、南臺灣綠色科技聯盟、台南市產業服務團、

台南美術設計協會、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台灣包裝設計協會、台南視覺設計聯誼會、台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資訊暨綠色產業發展協會、台灣精密機械與模具策略聯盟、台灣汽機車研發暨策略聯盟，共 12 家代表。

本校產業學院暨產學聯盟啟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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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啟動儀式 ▲產學聯盟啟動儀式▲崑山科大產業學院暨產學聯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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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藝術研究生張再興 獲拍片百萬輔導金

          (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306 17:29:45)

本校媒體藝術研究所張再興同學，以短片《花若離枝》獲得彰化縣政府補助影視業者拍攝影片
一百萬輔導金，日前已完成簽約。該片已於台北絕色影城舉行播映會，獲得影視專家一致好評，
知名導演王小棣亦親臨觀賞指導。

張再興獲得一百萬輔導金，將延續《花若離枝》劇情拍攝《花若離枝－前傳》，透過鏡頭讓觀
眾感受到台灣小人物的多樣性，呈現家人之間互動最純粹的感動。張再興表示，物質文明越是邁
進，人的心靈就會更空虛，每個年輕人或許都會歷經一段家庭革命，每個家庭都會有一段故事，
這就是他想透過鏡頭詮釋的故事。

此次作品的拍攝也融入彰化縣意象，如：田尾花田、員林都市計畫、八卦山大佛、溪湖葡萄園
等。張再興與指導教授李思欣老師邀請多位業界專家加入拍攝團隊，讓產業與學界有更多交流機
會，包括榮獲金鐘獎與金馬獎最佳攝影的張展、《命運的化妝師》與《海角七號》製作人林添貴、
金鐘獎最佳攝影張宜敏、公視與客家台製片陳南宏等。

張再興表示，研究所課程讓他學習到專業技術的精進以及理論研究的方法，念了研究所之後，
他才了解這兩部分在作品的製作過程中，不論是前製提案、拍攝期、後製期都是不能缺乏的；另
外企劃書的撰寫也是他在研究所課程中所學到的。張再興特別感謝指導老師李思欣在這次提案過
程中，從通過初審到複審，不斷地協助他修改多達百頁的企劃書，李老師鼓勵他不要放棄，讓他
得以有機會獲得此百萬補助。

▲張再興 (右 )與指導老師李思欣 (中 )合影

▲崑山科大媒體藝術研究所張再興 ( 右 ) 獲彰化縣政府
百萬輔導金



推廣偏鄉資訊發展 數位機會中心現身高雄國際馬拉松

102 年度高雄數位機會中心持續由本校電算中心主任徐國鈞、資管系副教授賴正文

領軍的團隊進行輔導工作。為推廣數位機會中心 ( 簡稱 DOC)、帶動偏鄉資訊發展生

機，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科技科聯合高雄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隊，配合高雄國際

馬拉松設置攤位、進行宣傳活動。

一年一度的高雄國際馬拉松比賽，2 月 24 日於高雄世運主場館登場，比賽分為全

程、半程馬拉松及健康組，參與人數居歷屆之冠。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科技科聯

合高雄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隊，希望藉由大型推廣活動提升數位機會中心知名度並

推行 DOC 理念，活動當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鄭新輝局長、郭副局長、王副局長皆

蒞臨數位機會中心推廣攤位指導與勉勵，期許數位科技帶動偏鄉資訊發展生機，並

擴展為全面性發展。

本校配合教育部辦理數位機會中心計畫，協助偏鄉地區設立數位機會中心，除原

有的甲仙、杉林、六龜、溝坪、美濃、燕巢、旗山 DOC 等外 7 個據點，並於 102 年

度新增田寮 (崇德國小 )、茂林 (茂林國小 )等兩個數位機會中心據點，著重於地方

民眾資訊教育課程與經濟推展、文化資產保存，力求縮短數位落差與創造偏鄉民眾

接觸數位資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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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偏鄉資訊發展 數位機會中心現身高雄國際馬拉松

▲推廣偏鄉資訊發展 數位機會中心現身高雄國際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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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326 16:55:25)

「2013 全國大專校友盃慢速壘球錦標賽」日前於嘉義縣開打，共有來自新北市新埔、
新竹縣中國科大、台中市逢甲、南投縣暨南、彰化縣大葉、嘉義、台南、高雄等 15 所全
國大專院校校友參與，本校於 16 支實力強勁的隊伍中，勇奪季軍。

本校壘球校隊於民國 85 年成立，指導老師高宏鎮表示，學生畢業後，也常懷念球隊生
活的點點滴滴；雖然大家工作忙碌、各分東西，但每個人對於壘球隊仍維持著向心力，在
高老師的號召下，即便身在台北、台中或高雄，大家皆放下手邊繁忙的工作、投入練習，
總計共有 20 位校友參與今年校友盃壘球錦標賽。

為了這次的比賽，壘球隊校友們利用假日返校集訓，有些球員甚至攜家帶眷熱忱參與，
畢業 8、9 年仍不減對壘球運動的熱情。返校練球除了加強體能與球技之外，昔日同窗好
友也藉此機會連繫彼此間的情誼，對他們而言，重溫球場與夥伴並肩作戰的感覺，遠勝過
得獎喜悅。

本校壘球隊於初賽獲分組冠軍順利晉級，複賽最終獲得季軍，為明年留下進步的空間。
中華民國慢壘協會為了倡導學生畢業後能延續該運動之發展，特別舉辦「2013 全國大專
校友盃慢速壘球錦標賽」，期許選手們在工作之餘精進球技，於球場上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同時鍛鍊強健的體魄。

校友盃壘球錦標賽 本校獲季軍

▲校友盃壘球錦標賽 崑山科大獲季軍開心合影

▲校友盃壘球錦標賽  崑山科大獲季軍

▲崑山科大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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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恬妤就讀企業管理系四年級，在校期間考取多張證照，並擔任華語中心小老師、參與

國科會計劃。吳恬妤為自己做了完整的學習規劃，最特別的莫過於大三升大四的暑假，以

優異成績與認真的學習態度，成功申請了海外實習的機會。在大學生活中，吳恬妤充實學

習，將計畫付諸於行動，她表示，有想法就有計畫，有計畫就去行動，進而得到結果，而

且每一次皆有超乎自己想像的收穫。

在申請海外實習過程中，吳恬妤經過老師、學校、海外公司等多次審核，才爭取到這難

得的機會，前往美國舊金山「中華豆腐」公司進行實習。過程中，吳恬妤參與了公司不同

部門的工作，例如市場調查及送貨，經歷了不同職務的運作流程，也從中獲得了不同以往

的工作體驗。此外，吳恬妤也提到在海外實習時，老師帶領大家到美國柏克萊大學上課的

過程，她表示，這不僅讓她見識到外國求學的開放態度，也體驗了不同於台灣的學習風氣。

因此在海外實習中，除了學習到商業行銷知識，也了解到英文的重要性，返國後更加注重

英文練習、不斷地提升自己，期許在未來有更好的語言能力。

吳恬妤說，透過老師指引，而得知許多海、內外的實習機會，也因為老師的協助，讓她

可以繼續朝著目標前進，包括近期成功地考取多所國立研究所。在本校，她打好根基，設

定目標，執行夢想，吳恬妤的努力、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眾人學習。

海外實習獲益多 企管系吳恬妤規劃人生藍圖

▲  崑山科大企管系吳恬妤 海
外實習獲益多 規劃人生藍圖

▲  崑山科大企管系吳恬妤在美國舊金山「中華豆腐」公司實習



  「若甘願做牛，就不怕無犁可拖」，這是材料工程系系友會理事長林武雄的箴言。從
小家庭經濟貧困，必須利用假日時間帶著弟弟妹妹到烏山頭水庫賣零食、紀念章、飲料，
對於面臨升學的他無從選擇，為了不增加家裡的經濟負擔，只有選擇入伍服役。不過好
勝心強的他，告訴自己「吃苦當做吃補」，常利用夜間空閒之餘，自我學習，努力充實自
己，培養英文專長能力，希望退伍之後能夠開創自己一片藍天。

  民國73年軍中退役後，進入剛於台南官田工業區設廠的怡華紡織公司擔任保全技術
員。僅高職畢業的他，因為軍旅生涯3年的磨練，加上軍中所習得之文書管理及外語能力，
獲得外國技師及主管的賞識，短短時間內，一路從技術員升上課長，並於民國78年當選公
司模範勞工。但他並不因此而自滿，民國79年崑山工專第一屆夜間部紡織科招生，他以第
一名成績考上，並於民國82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且於隔年當選紡織工程學會第23屆傑出
工程師。

  民國84年，西式漢堡連鎖崛起，眼光獨特的他，看好漢堡連鎖的商機及潛力，轉換跑
道加盟東方美漢堡連鎖店，不僅自己本身開了4家店，並被東方美公司董事長網羅進入公司
接任總經理，不僅改善了家裡的經濟，也改變了他的人生。

  事業漸漸穩定後，他開始加入社團，開拓視野及擴展人脈，也積極熱心公益及慈善工
作。例如淨山活動、愛心捐血活動、探訪老人關懷活動以及急難慰助困苦家庭等。他擔任
過台南縣救國團六甲鄉團委會會長，目前是六甲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六甲同心慈善
會理事長，也是崑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系系友會創會理事長。他總把他的成就歸功於遇到
很多幫助他的貴人。他說在人生生命中每個人都有很多機會遇到貴人；如果有人提拔你，
賞識你，讓你在職場或人生的路上更順利，請一定要記得他們的恩惠，並且把自己昇華，
幫助更多人，當別人生命中的貴人；如果在求職或人生的路上，總是很不順，或者總是遇
不到那位提拔你的人，也要想著，自己就是自己的貴人，千萬不要灰心、喪志，要勇於面
對挑戰，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他認為，聰明才智很高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唯有抱持毅
力及恆心的人才能成功。                     (資料來源：崑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系）

姓名：林武雄
畢業系所：材料工程系夜間部紡織科
畢業年度：82
現職：東方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總經理
經歷：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棉紡廠保全課長、廠務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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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29 第一屆校運會隆重舉行 58.12.15 本校足球隊參加大專足球賽榮獲
冠軍

61.3.5 本校足球隊訪問日韓，與大阪工專
舉行比賽，賽前兩隊隊職員合影

70.3.25 李正合校長率領我大專橄欖球代表
隊赴日訪問 , 與日本經濟大學代表隊賽前合
影

李正合校長率領我大專橄欖球代表隊赴韓訪
問 ,賽前與韓國檀國大學橄欖球代表隊合影

72.10.29 校友會捐建優泥網球場落成 , 國
大代表陳森茂蒞臨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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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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27 本校紐西蘭遊學團於中正機場出團
前合影

90.3.16 本校與二十餘廠商共同建立「夥伴
關係及建教合作策略聯盟」

92.10.16 中廣戰神籃球與本校進行聯誼活
動

93.1.9 本校 92 學年度優秀新生海外遊學訪
問團出發前於圖書資訊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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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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ksu.edu.tw/w_c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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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