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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屆韓國首爾發明展 崑山科大獲2金2銀1銅 

(2011-12-08 01:55工商時報 葉圳轍)

2011第7屆韓國首爾發明展，3日成績揭曉，崑山科技大
學參展6件作品，獲得2金2銀1銅，表現亮眼。

崑山科大鼓勵師生發揮創意研發作品，常舉辦競賽與大
型研討會，並致力於開發研究領域，在各大發明展都有亮
眼成績。

今年的韓國發明展，除了該校老師獲1金1銀，與哈爾濱
工業大學跨校合作獲1銀牌，另由崑山科大擔任召集中心
的GoGo聯合技術中心，該校副研發長盧春林與遠東科大張
勝雄教授及其領導團隊也獲得1金1銅，共奪2金2銀1銅，
在國際舞台上為該校爭光。

崑山科大副研發長盧春林團隊研發的「多語系互動式語
音咖啡機」獲得金牌，該項發明將全自動咖啡機改用雙向
的語音溝通方式操控，咖啡機會使用語音引導，讓第一次
接觸咖啡機的使用者也能操作，降低自動咖啡機的使用門
檻，讓咖啡機變得更為人性化；同時保留手動操作方式，
讓咖啡機的操作更為多元。

值得一提的是，該咖啡機具有辨識多種語系的功能，可
自動以相同的語系和使用者作雙向的溝通，讓咖啡機不只
是機器，更是使用者的好朋友。

崑山科大另一獲金牌作品為「擴充實境立體影像展示平
台」，乃由崑山科大召集的GoGo樂活聯合技術中心，由該
校副研發長盧春林及遠東科大教授張勝雄暨研究團隊共同
設計，以反射影像為主，平面投影成像方式結合反射、投
射等原理製作虛擬魚缸，將實體魚缸與動畫將兩者搭配結
合，使觀看者再觀看時產生立體影像錯覺，並有新奇的效

果。

該項發明揭示三維立體展示裝置，可有效地將欲展示之
物體立體投影至參觀者眼前。

此外，該校獲銀牌作品分別為「停車位置指引系統」及
「新型調光照明裝置」；銅牌作品為「具心跳檢測與發光
功能之樂活手環」。該手環具備心跳偵測技術，遇到老人
心跳過快時，可以使用聲光警示並以無線通知援救人員。

金牌

(1)多語系互動式語音咖啡機

崑山科大－盧春林、李天祥、蔡佩芳、李記豪(學生)

(2)充實境立體影像展示平台

GoGo樂活聯合技術中心－張勝雄(遠東)、盧春林(崑山)、
以及張勝雄所領導的研究團隊。

銀牌

(1)停車位置指引系統

崑山科技大學：資工系老師張慶寶、學生林漢青

(2)新型調光照明裝置

崑山科大/哈爾濱工業大學－盧春林、李天祥、李記豪(學
生)、潘正祥(哈工大)

銅牌

具心跳檢測與發光功能之樂活手環

GoGo樂活聯合技術中心－發明人：張勝雄(遠東)、盧春林
(崑山)、以及張勝雄所領導的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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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趨勢　展望海洋台灣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11202 15:01:26)

【台南訊】休閒管理產業高峰論壇日前於崑山科技大
學盛大展開，特邀亞洲唯一排名全球前十大的豪華遊艇品
牌（Horizon）、嘉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啟驊與
年輕學子們共同探討海洋休閒產業的全球趨勢，以及台灣
遊艇產業的未來展望，並分享國內外的各式遊艇，介紹其
差異性、功能性與休閒性，讓與會的學子們能夠更進一步
的了解海洋休閒產業的未來發展。
鄭啟驊董事長表示，台灣四面環海，有著得天獨厚且

豐富的海洋資源，政府近年來也一再以「海洋立國」為口
號，希望發展海上休閒觀光，從北台灣到南台灣到東台灣
都有「藍色公路」的出現，各地方縣市政府也積極規劃輔
導傳統漁業轉型成為觀光休閒產業，遊艇休閒也將會成為
海洋觀光產業裡不可或缺的遊樂平台。
鄭董事長指出，海洋休閒產業對於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經

濟，經常扮演著不容忽視的角色和重要性，台灣遊艇製造
產業的發展十分蓬勃，並有「遊艇王國」的美譽，相對於

▲ 崑山科大企管系主任呂德財(左)、嘉鴻遊艇董事長鄭啟驊(中)與
興南興廣告總經理李宗隆(右)合影。

遊艇外銷的佳績，國內遊艇活動服務產業則因為受東北季
風的影響下，間接限制了海上活動的季節性、船舶航線的
管制與國人休閒習慣等因素，而有著發展遲緩的現象，鄭
董事長期待政府和民間合力突破各種障礙，為國內的海洋
休閒產業發展提供更好、更有附加價值的休閒生活平台。
鄭董事長也與在場師生分享國內外的各式遊艇，並向大

家介紹各類遊艇的差異性、功能性與休閒性，取鏡國外遊
艇休閒的經驗，強調遊艇在一般人的觀念中雖然是昂貴的
奢侈品，但是它也可以是平價的豪華享受。
嘉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76年，不僅是亞洲唯

一排名全球前十大的豪華遊艇品牌，也是唯一代表亞洲進
入SYBAss超級遊艇製造商協會的品牌。至今，在亞洲船舶
大賽中，已連續六年奪得「亞洲最佳動力遊艇製造廠」獎
的殊榮。20多年來，嘉鴻依循創新、務實及勇於嘗試的精
神，設計並製造世界等級的產品行銷全球，以多樣化的產
品線提供給全球各地的客戶，專業的分工，除了提高品質
及品味，迎合世界買家的極致要求，同時也能兼顧安全性
及可靠性，使客戶能自在無憂的徜徉於碧海藍天中，體驗
獨一無二的感覺、享受愉悅人生，完成人生的夢想。

▲ 崑山科大商管學院院長陳淑美與嘉鴻遊艇董事長鄭啟驊(左)合影。

韓國專門大學教育協議會 參訪崑山科大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11219 15:12:07)

韓國專門大學教育協議會(KCCE)今(19)日參訪崑山科
技大學，KCCE會長暨才能大學校長李基雨、仁德大學校長
尹達善、新安山大學校長姜成樂、大邱科學大學校長金
碩鍾、群長大學校長李升雨、KCCE事務總長裴優昌6位貴
賓，由崑山科大校長蘇炎坤與各級主管高規格接待，期盼
兩校將來有更深入的學術交流與實質合作。
崑山科大校長蘇炎坤表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曾經長達19年兩國彼此高等教育間的交流較不頻
繁，然隨著時代的演變、國際村的形成，大學的經營模式
逐漸朝向國際化之後，台灣與韓國的大學開始有了較為
密切的互動。崑山科技大學除積極與全球132所大學建立
學術交流管道，締結國際姐妹校，近年來更積極與韓國如
忠北大學、漢城大學等知名學校簽署MOU(學術合作協定

▲ 韓國專門大學教育協議會與崑山科技大學合影。



書)，成為姐妹/兄弟校；近5年來每年寒暑假，慶熙大學
皆派學生至崑山科大參與冬令營遊學活動；2006年以來，
韓國國立藝術大學與該校亦有密切且實際之交流。
韓國專門大學教育協議會會長暨才能大學校長李基雨表

示，該協議會主要成員為韓國知名且經營完善之大學校長
並擔任各分會會長，即為韓國高等教育界的菁英，致力於
高等教育的發展，同時為韓國專科學校之評鑑機構。李基
雨會長表示，過去韓國民眾熱衷於英語、日語、德語、法
語等外國語言，近十年來，學習中文正夯，已成為英文以
外，第二外語的首選，由於崑山科大目前是台灣教育部文
教處核可的華語文教學與檢測場地，方便國際學生學習華
語並直接於該校檢測，專業的師資及便利的檢測場地，必
能吸引韓國學生前來；他非常感謝蘇校長的熱情款待，由
中、韓文對照版的會議資料可見崑山科大的用心與重視。
會後韓國教育評議會參訪團至該校圖書資訊館、教學

研究大樓、創意影音中心、語言中心及U-Home明日科技屋
參觀，參訪團對崑山科大校園設施及教學研究成效相當關
注，該校圖書館有東亞首座大型圖書分類系統及自助借還
書機，搭配射頻晶片辨識（RFID）運作，引起參訪團相當
大興趣，不僅詢問系統如何建造、機器如何運作等問題，
還親自試用借還書機，參訪團表示，目前韓國國立中央圖

▲ 韓國專門大學教育協議會於創意影音中心體驗創新實物，嘖嘖稱奇。

書館也有相似的自助系統。該校展示文化創意商品、動畫
影視、發明展等多項獲獎作品，其中還有獲今年首爾發明
獎金牌的智慧語音咖啡機及銀牌的網路自動調光系統，參
訪團關切該校成果，得知獲獎作品為教授及學生共同創作
相當激賞，參訪團表示對該校印象深刻，回國後會推薦與
該校進行實際交流如短期遊學、交換學生、課程研修等。

國際貿易系 85級 梁銘興
台灣高爾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廠經理

經歷：
87.11~91.06 台南企業(股)公司 採購專員
91.06~96.07 亞洲微電(股)公司 高級採購管理師
96.07~97.04 楠梓電子(股)公司 高級採購管理師
97.04~99.01 律勝科技（股)公司 採購課長
99.01~迄今 台灣高爾特電子(股)公司 廠經理

校友故事：
本期國貿系所要報導的傑出校友乃是畢業於85級五專部
的梁銘興校友。梁銘興於學生時代就非常的活躍，曾擔任
82級的國貿科科會長，且於當任會長期間建立了科會許多
的制度及傳統，同時也創下了當時商學院的首例，例如:
由國貿系自行舉辦的舞會、英文歌曲演唱比賽、英文話劇
比賽……等。
自從梁校友出杜會工作後，他總是把每一份工作當作是
自己的事業來做，且從不問老闆是否看到他的績效。而他
總是問自己從這份工作學到了什麼知識或是技能。就是這
樣的精神，所以一路走來在採購的領域中他學習到了許多
採購學問的精髓。
「劍及履及、實事求是、今日事今日畢」是梁校友的座
右銘，此乃奠定了他日後在職場上總是表現得比別人出色
的原因。
2010年中日商Gold打算在台灣投資設廠，而現任董事長
主動與梁校友聯繫，詢問他是否可到Gold任職並且協助公
司建廠的相關事宜，而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之後，梁校友
答應到高爾特任職。而原本一無所有的廠在經過一翻的整
頓之後，很順利的在三個月後就順利量產。問梁校友是如
何辦到三個月就可以讓一個廠順利的量產，他回答是在有
限的時間完很最多的事，把所有的工作一一的列出然後再
區分輕重緩急，再利用甘特圖表去管控進度。就是這樣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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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理手法，所以才把不可能的任務化成可能。
從上述簡短的報導梁校友成功的職場生涯，我們不難領
悟一件事，工作態度在職場中的重要性，而良好的工作態
度將會左右您未來職場生涯中的發展。

（資料來源：崑山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第二十八期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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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火相傳成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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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滿喜樂與祝福的聖誕節又到來之時，崑山
科技大學校友教育基金會沈尚宜董事長與校友總
會洪啟峰秘書長、台南市校友會尤燦松會長、高
雄市校友會侯華嵩會長及崑山科技大學研發處實
就組陳怡昌組長等人，於本(100)年12月11日送愛
心至台南市北區家扶中心及後壁區蓮心園啟智中
心，讓小天使們臉上開出喜悅的花朵。
崑山科技大學校友教育基金會及校友總會，每
年歲末年終均以實際行動參加送暖活動；沈董事
長表示，家扶及啟智中心的每個天使，其家庭背

後都有許多辛酸感人的故事，透過同理感覺，
傳遞我們溫暖的問候,也就足以讓他們感動，有
不斷前進動力。
如此有意義的活動，希望明年能號召更多校
友共同發揮愛心，無論是新買的或二手物品，
只要是適合小朋友的玩具、書籍或其他生活用
品，都可踴躍捐贈，為家扶及啟智中心的天使
們一圓幸福快樂夢。

（資料來源：崑山科技大學校友教育基金會）

崑山科技大學校友教育基金會年終送暖圓夢活動

▲ 校友教育基金會沈尚宜董事長(右三)率領(左起)崑山科技大學研發處
實就組陳怡昌組長、沈董事長夫人、校友教育基金會黃銘勳執行長、台
南市分會尤燦松會長、校友總會洪啟峰秘書長及(右起)高雄分會侯華嵩
會長、校友教育基金會林和均董事與蓮心園張田黨園長(右四)合影。▲ 崑山科技大學校友教育基金會沈尚宜董事長與家扶中心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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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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1 第一次升旗典禮

54.12.12 學生宿舍第一期工程

54.12.12 校園西側工學館之興建
57.12.9 工設管之興建

57.12.30 二年制技藝部第一屆新生訓練

58.12.7 可容納五百人住宿之學生宿舍
大樓竣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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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2.15 本校足球隊參加大專足球
賽榮獲冠軍

60.12.28 台灣區私立中學校長一八o餘
人蒞校參觀

63.12.2 本校主辦大專院校第五屆橄欖球錦
標賽所豎立之巍峨牌樓

80.12.20 圖書資訊館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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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88.12.16 本校申請改名[科技大學]

，教育部訪視小組蒞校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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