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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科大向日葵義工社 100年教育優先區績效
卓著 中央日報 蔡清欽

▲ 夏令營所有向日葵志工合影

崑山科技大學向日葵義工社申請通過教育部、行政
院青年輔導委員會「100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暑假
營隊」-趴嘎喔嚕嚕夏令營活動在臺南市歸仁區文化
國小舉行，三天兩夜的活動在近百位小朋友的熱情參
與下圓滿結束。
活動始業式由文化國小輔導主任蔡錦燕致詞表示，

表示非常歡迎崑山科大向日葵志工來到文化國小，也
希望小朋友能夠抱著快樂的心情參與整個活動，並且
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崑山
科大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泣奉華主任、社團指導老師
楊淑雯也到場致詞，除了歡迎小朋友的參加外，也感
謝文化國小提供機會願意讓這群志工們懷著感恩的心
來服務，共聚暑假時光。
本次營隊負責人也是向日葵義工社社長薛祐昇表

示，這次教育課程主要的內容為該社團擔任學輔義工
一直以來推廣的性別平等與生命教育活動，藉由相關
課程傳遞愛惜自己、尊重他人，並且讓學童對於性

別刻版映像，導入正確的觀念，強化這次營隊的主要
目的。另外營隊負責人薛祐昇也說，這個夏令營活動
籌備十分辛苦，如何運用「學做中學」在有限的資源
下，發揮無限的可能及創意構思，這也是社團的一大
理念，更是成為區域和平志工的開始；藉由整個活動
的籌備、進行與活動結束檢討也能夠讓社團在共識上
發揮很大的向心力及凝聚力。
活動課程相當充實，除了性別平等教育讓學童知道

自己的身體界限與生命教育外，還包括用餐禮儀我也
會－讓小朋友了解用餐的基本禮貌、科學好好玩－運
用各小隊的團隊默契一起構思完成製作、校園安全課
程－讓學童注意校園危險的角落，以及有趣的早操比
賽、團康帶領活動、趣味競賽等，營隊課程內容設計
十分豐富，也讓小朋友非常開心，度過三天充實美好
的暑假。
向日葵義工社成立至今剛好屆滿兩年，也多次在崑

山科大社團評鑑評列為服務性績優社團；營隊申請至
今皆全獲專案補助辦理。本次「趴嘎喔嚕嚕夏令營」
為第5次申請通過教育部、行政院青輔會寒暑假教育
優先區營隊活動；在第三天結業式當中，臺南市歸仁
區文化國小頒發感謝狀贈予向日葵義工社，營隊活動
辦理績效十分卓著，老師、家長及學童反應相當熱
烈，非常歡迎崑山科大向日葵義工社在未來能夠繼續
到文化國小來辦理營隊服務。最後活動也在學童們與
向日葵志工一起合唱明天會更好，順利圓滿落幕。 

▲ 崑山科大向日葵志工社所有小隊輔帶領學童練習早操

▲ 小朋友在課堂上踴躍舉手發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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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大卓玫君 世界第二名

▲ 崑山科大應英系卓玫君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10725 16:26:26)崑山科技大學應
用英語系學生卓玫君參加美國Certiport主辦的Power of 
10 Video Challenge，與來自世界眾多國家選手角逐最後
10強的總決賽，經過10天全球網友票選，獲得世界第二名
之榮耀，不僅為校爭光，更讓台灣名揚國際。

Microsoft 為慶祝 1千萬人擁有國際認證，國際認
證單位美國Certiport 公司特別舉辦The Power of 10 
Challenge相關活動，以主題：認證是如何改變你的生
活？及為什麼認為取得認證是很重要的事情？兩者擇ㄧ拍
攝影片並發布於YouTube ，由主辦單位選出前10名，再由

【台南訊】 證照時代來臨，MOS認證更是全球認可的電
腦技能標準，崑山科技大學施金翰及陳威任靠著精準操作
與最短時間，在2011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南區選拔
賽，分別拿下大專院校組Word 2003冠軍及Excel 2003亞
軍。

該競賽Excel 2003亞軍陳威任同學目前就讀電通系碩士
班，專長是電腦維護與辦公軟體的研究，參加過世界盃電
腦應用技能競賽四次南區賽及兩次全國總決賽的陳同學表
示，很開心終於在今年拿下大專組Excel 2003第二。

獲得南區賽Word 2003冠軍的施金翰則說，自己曾代表
台灣及學校參加IC3海峽兩岸賽榮獲銀牌，不只在電腦方
面有專業技能，進入大學後參加了不少種類的競賽，讓他
見識到許多人事物也學到寶貴經驗。

崑山科大希望學生不只吸收書本上的知識，更鼓勵學生

世界盃電腦競賽 崑山科大獲南區冠、亞軍
  經濟日報 謝昇珀

們參與校內外實習累積經驗，該校各系亦將考取國際證照
列為畢業門檻條件之一，以利學生們在現今競爭激烈的求
職市場中，能順利獲得工作機會。

▲ 崑山科大電通系施金翰(左)、陳威任(右)與指導老師曾昭雄合影

網路平台供網友票選，被網友點擊喜歡次數最多的作品為
最後優勝者。

卓玫君同學用「說故事」的方式呈現影片內容，影片
約4分鐘全程用英語講解，卓同學表示，雖然自己是應用
外語系但畢竟不是母語，用英文簡報還是蠻難的，有時會
直接中翻英甚至說出台式英文，初次錄影時狀況百出，好
在系上及翊利得資訊公司的全力支援，協助她完成參賽影
片，卓玫君的影片內容主要講述取得認證的好處，而該競
賽冠軍及季軍由美國選手包辦。

預計在今年考取多益語言認證及 IC3電腦證照的卓
同學說，比賽前她會告訴自己，放手一搏全力以赴，只
要有心，任何事都可以達成，卓玫君同時也是2010年
Microsoft簡報達人技能全國競賽的冠軍，她與獲得季軍
的同校學生施金翰將ㄧ起參加2011年的世界簡報大賽，她
認為這些競賽不但提高學生電腦學習技能，也經由實際操
作簡報製作，提升在台上的口語表達能力，讓她的表現更
出色，對她未來就業也有很大幫助。

在宣佈獲得Power of 10 Video Challenge競賽世界亞
軍後，卓玫君也拍攝一段影片放上YouTube感謝網友們投
票支持，卓同學除有亞軍頭銜，也獲得美國主辦單位贈送
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Microsoft Office 2010專業版
及Adobe Photoshop等軟體，另外也獲得崑山科大提供約6
萬元的競賽獎勵金。

▲ 崑山科大應英系卓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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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設計系96級吳佳怡
青禾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總經理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92級邱嘉慧
李奧貝納廣告公司

2009年3月14日，本系邀請現任職於李奧貝納廣
告公司，業務經理邱嘉慧系友，回來與學弟妹及到
場系友們分享其在學期間的學習
歷程、畢業製作上的相關經歷、
求職經驗以及職場上的實務操
作。
　在演講一開始時，邱嘉慧系友
便告訴大家，她在過去並不是
一個愛念書的人，更何況大學是
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階段，必須要
好好留住這段期間每一分玩樂的
時間；但玩就要有玩的本錢，也
因此在出去狂歡之前，必須將該
要準備完的功課及報告都完成之
後，再去享受那玩樂的時光。
　而面對不景氣的大環境，學姐
也提醒大家在任何時刻都必須做
好準備，多一天的準備，也就比
別人多一分的機會，這觀念在傳
播業界尤為重要。
　座談中，邱嘉慧系友也詳盡的
介紹了廣告公司的內部結構，以及相關的其他行
業，包含了哪些部門應該要負責哪些項目、各部門

間的相關配合事項、各部門需要哪些條件、為什麼
這樣條件的人適合這樣的部門，並且強調出溝通是
傳播產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邱嘉慧系友認為做廣告是條很辛苦的路，但她樂
在其中，因為她覺得廣告才是她所喜愛的環境，雖
然也有遇到許多的挫折與瓶頸，但她都樂在其中，
邱嘉慧系友亦提到許多在工作上的趣事，如:穿旗

袍當show girl、假扮OL拍攝
廣編特輯、甚至是在路上裝扮
成發DM的小妹等，也引起在場
的人們哈哈大笑。

　最後邱嘉慧系友提出了他所
面臨的公司的差異性，來提醒
到場的學弟妹們未來該如何去
做抉擇，學姐指出，大公司與
小公司的差異性，在於分工的
細緻度，小公司內由於人力的
限制，常常必須身兼數職，雖
然很累，但這樣的方式，更可
以讓自己成長的更快，而大公
司講究精緻分工，每個人都有
其所專業負責的部分，邱嘉慧
系友也鼓勵到場者，未來可以
先到小公司磨練一下，不需一

昧的追求大公司與高額薪水，要讓雇主了解”你的
價值遠遠超乎雇主所付出的新資”。

想當初，
若不是一個好奇心作祟，讓我走進會議室聽完了整個創業的方案計畫
若不是系上老師的鼎力相助，大力支持，
若不是畢業學妹願與我同甘共苦，共同打拼
若不是身旁許許多多的家人、同學、朋友、貴人等的幫助

或許，今天將不會有『青禾創意設計有限公司』的成立。

我們是一群學設計的人。
機緣巧合，對於一群剛畢業的學生來說，機會真的
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透過教育部的『大專畢業生創
業服務計畫U-START』計畫，所獲獎的補助獎金，順
利將我們的滿腔熱血及無限創意實現，成立了『青
禾創意設計有限公司』公司。
『青禾創意設計有限公司』，是由一群為提升生

活環境美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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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主要的業務是做『垂直綠化』，顧名思義，就
是將綠化植栽等從平面種植轉為垂植種植。
由於都市土地貧乏，所以，善加利用廣大的垂直
面，如大樓牆面等。
而這樣的技術，透過與老師及業界的朋友不斷開
會、討論、研發改進，從設計圖、３Ｄ、開模、射

出等，完全都是Made In Taiwan，我們希望這樣的技
術雖然一開始是從外國傳進來，但台灣能夠創出自己
的技術，創出屬於台灣自己的風格，畢竟，每個地
區，每個國家的氣候條件，施工技術等都不盡相同，
要能夠達到符合台灣的環境，才能真正達到綠化的效
果。
因此，我們希望能盡我們的一份心力，將我們的所學
展現出來，期望能夠為這個社會，這個環境，這個地
球做點改變。

雖然現階段只有少少的人力，但是只要我們的熱情不
減，希望不變，相信許多問題未來都能夠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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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8 第一棟建築物化工館興建之
初

70.7.17 本校舉辦大專院校70年度國
際性體育學術發表會

76.7.15 李正合校長偕實習就業輔導
室、圖書館主任赴西德姊妹校訪問

79.7.3 本校主辦八十學年度南區五
專聯招，命題委員入闈

82.7.28 李正合校長榮獲全國特保最優人
員，接受李總統登輝先生親自頒獎表揚

89.7.31 本校改名為「崑山科技大學」
邀請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蒞校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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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30 陳倬民校長(右)在李士崇董事長
(中)監交下將印信交予新任校長楊明興博士

93.7.1 「2004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
開幕儀式中楊明興校長頒發參訪證書

93.7.1 本校楊明興校長率師生參加「2004
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全體團員合影

93.7.2 本校兩岸學生交流夏令營團員參
觀廣州中山大學，於孫中山紀念館前合影

93.7.6 楊明興校長偕李天祥處長等
拜訪杭州浙江大學

93.7.8 楊明興校長偕李天祥處長等
拜訪上海同濟大學



第二十三期 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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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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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日期：2011-07-28
教育部為「96-99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

實習方案」辦理企業徵才說明會及媒合活動，由
本校承辦台南地區場次，共有可成、能元、正達
光電、和鑫光電、官田鋼鐵、統一生活事業、85
度C、寶雅、大潤發等9家廠商參與，提供近750個
職缺。
本校企管系應屆畢業生蕭小姐說，自己大學期

間有打過工，畢業前6個月也到企業實習過，這些
經歷讓她在面試時較不容易緊張，她也在面試時
向評審人員提到自己的優點就是面對人群；同樣
是本校畢業校友的陳先生提到，面試前有上網到
人力銀行投履歷，未來兩天還會參加其他面談，
他認為找工作要多方嘗試不要只鎖定幾家公司。
本校為吸引更多人前往求職，現場準備摸彩

箱，提供7-11禮券及時下最夯的ipad2等16個獎
項，只要符合資格並完成面試的求職者，就有機
會獲得ipad2大獎。前往求職者近200位，還有遠
自嘉義大學畢業生前來面試。
本校研發長表示，目前本校已有202位畢業生透

過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媒合成功，很高興有機會舉
辦徵才博覽會，希望廠商可以找到想要的人才，
學生也可以面試到理想的工作。「96-99學年度大

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為協助近四年大
專畢業生順利就業，鼓勵企業進用96-99學年度畢
業之大專畢業生，教育部將提供每人每月補助1萬
元，最多6個月，總計6萬元之就業補助，鼓勵各校
畢業生順利找到理想工作。

▲ 廠商人員請應徵面試者填寫相關資料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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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