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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績優選拔 崑山科大排名第一
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100年度產學合作績優單
位選拔，崑山科技大學獲私立大學與科技大學組第1
名，昨(3)日於「中國工程師學會創會百年暨各專門
工程學會100年聯合年會及慶祝工程師節大會」典禮
中接受表揚，由總統馬英九頒獎。
表揚單位共分為公立大學與科技大學、私立大學與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高中職、企業等5組別，總共
20個名額，崑山科技大學榮獲私立大學與科技大學組
第一名。中國工程師學會為促進公、民營事業單位與
學校間之產學合作相配合，提昇並落實我國工程技術
與管理水準，因應國家經濟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培養
工程技術人力，為此舉辦表揚產學合作績優之公、民
營事業單位與學校，評選方向為教育訓練及職業訓
練、研究發展與技術發展等2大類。
崑山科大校長蘇炎坤表示，該校在國際競賽中成績
斐然，包括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德國紐倫堡國際
發明展、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台北國際發明暨技
術交易展覽、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法國巴黎發明展，
獲多面金牌肯定；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該校之學術典
藏項目高居全球第42名，居全國技職體系之冠，並依
據1111人力銀行統計，該校為2010年企業最愛進用新
鮮人校系技職院校排行第二。
教育方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制度健全，獲教育部獎
2011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崑山科大二金一銀
與德國紐倫堡、瑞士日內瓦發明展，並列世界三大國
際發明展的第26屆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6月18日(美國
時間6/17)頒獎，全球共近一千多件參賽作品參賽，台灣
代表團共54件作品參賽，獲25金11銀和4個特別獎佳績，
其中崑山科技大學更獲得2金一銀，所有得獎學校排名第
二。
獲得金獎的崑山科大機械工程系王松浩老師「無耗能玻
璃表面清潔裝置」，利用太陽光的熱能轉換為動能，帶動
清潔裝置刷動玻璃表面，完全免耗費電力，可以用於每日
自動清潔室外之太陽能電池或大樓帷幕玻璃表面。
該校機械系黃景良與電機系謝聰烈老師「乾衣機或電熱
乾燥器之自動停機方法」獲金牌獎，該作品可就衣服材質
的不同，選擇高溫或低溫自動烘乾。當衣物達到足夠乾的
程度，經由控制單元控制停止加熱器，但馬達及風扇仍能
繼續運轉，以快速冷卻衣服，如此可確實達到省能、衣服
不燙手、低靜電以及防皺效果。同時保留傳統定時烘乾時
間設定，可作為做為床單、枕頭套等等定時加熱作除塵蟎
功能。

崑山科大獲產學合作績優單位選拔私立大學與科技大學組1名，校
長蘇炎坤(左二)受獎

▲

助全國技職校院排名第一，參與教育部推動大專畢業
生創業服務方案競賽，榮獲文化創意產業類獎項全國
唯一優選。該校與長期進駐校園育成中心廠商簽訂技
術移轉合約，將「折收式之太陽能聚光器構造」、
「移動式空調設備之散熱構造」及「泡桶構造」專利
技術移轉給崑瀛能源科技，可望為廠商未來產品帶來
全新發展。
黃景良與謝聰烈另一作品「具加濕功能之省電多功能
空調機」獲銀牌獎，該空調機具冷氣、除濕、乾燥、暖
氣和加濕5種功能，運轉電功率約380瓦，在只針對個人附
近區域作空調，
不必對整個空間
作空調造成能源
浪費；回收蒸發
器冷凝水降低凝
結器溫度，提升
冷房效果，無須
像除濕機定期將
蒸發器冷凝水倒
掉的麻煩，冬天
時使用暖氣的同
時可同步加濕，
使暖氣舒適不乾
燥，可移動，機
面可作為桌面使
▲ 王松浩老師(右)與黃景良老師代表受金獎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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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大畢業典禮 3544位畢業生昂首前程
崑山科大99學年度畢業典禮於昨(18)日上午10點熱鬧舉
行，今年共有3544位畢業生，會場邀請教育部長吳清基蒞
臨，大家齊聚一堂互相勉勵，開啟離開校園後人生的另一
個里程。
崑山科大校長蘇炎坤致詞時表示，4年前他擔任崑山科
大校長，也算是崑山新鮮人，與在座畢業生共同經歷4年
的成長，他期勉畢業生要常懷感恩之心，感謝家人的栽
培、感謝師長的諄諄教誨、更感謝社會國家的安定讓學生
們無後顧之憂的學習；進入職場後要存有專業、敬業、樂
業之心，隨時保有精益求精、終身學習的態度，同時樂於
工作，犧牲享受，享受犧牲。除此，圓融柔軟的待人處事
態度也很重要，具備外圓內方的特質，有好的人際關係但
不忘自己的準則與標準。董事長李士崇則表示，崑山科大
教師團隊培育了一批新的國家生力軍，四年前的崑山新鮮
人，四年後的社會新鮮人，期待畢業生在職場上成為發光
發熱的優秀人才。
▲

教育部長吳清基至崑山科大勉勵畢業生

亦在校授課，對於余學杰的就學期間表現深表肯定，於
是延攬他至公司擔任工程師；畢業後為精進學理技術，
繼續攻讀博士學位，3年半即拿到博士學位，隨著他的
勤勉向學，他在公司也日益受到重視，目前擔任該公司
總管理中心副總經理。他笑說，當初退伍後抱著終生學
習的心情來到崑山，沒想到完成學業的同時也開啟人生
另一個職涯發展，更特別是從事現在最夯的太陽能綠能
產業，人生能有這樣的機會與轉折，他衷心感謝崑山科
大。
畢業典禮中特別頒發傑出校友薪傳獎，應屆畢業生有
3位學生的家長為該校校友，其中企業管理所吳介呈的
父親為東陽事業集團總裁吳永茂，吳總裁打趣的表示，
他和兒子的關係非常複雜，是父子、是校友、還是同科
▲ 撥帽穗
系的學弟關係，希望將來繼續傳承下去。吳介呈目前擔
任東陽實業維修業務副理一職，他表示在校所學有關財
教育部長吳清基表示，早在17年前他擔任技職司長的 務、管理方面的知識能學以致用，立即的運用在現任的
時候，崑山就一直是技職體系的優質生，無論從專科改制 工作上。另外2位為材料系郭哲昇與電子系杜孟餘，他們
學院到改名科技大學，崑山辦學績效總是表現亮眼，能從 的父親分別為該校材料系副教授郭木城及電子系講師杜
這麼優質的學校畢業，表示大家的學習表現備受肯定，手 勇進。
中的畢業證書有其價值與意義。不過他也勉勵畢業生進入
近3千5百位應屆畢生中包含23位國際學生，分別來
職場後「不要為失敗找理由，要為成功找方法」，正所謂 自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貝里斯、巴拿馬、
態度決定高度、專業決定成敗、而品德決定未來。部長同 宏都拉斯、波蘭、布吉納法、越南、美國等10個國家，
時提醒學生留意四面向，一是「專業導向」：累積專業， 來自布吉納法就讀機械研究所的米約瑟代表國際學生致
運用在校所學；二是「待人處世」：開拓人脈，用圓融的 詞，他首先感謝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提供的獎學金，讓
態度打造良好人際關係，未來在事業上便能如魚得水事半 他能夠來到崑山科大，這裡良好的設備、師資以及和善
功倍；三是「世界觀」：要具備國際觀，學習國際語言以 的人們，讓他克服了文化及語言溝通的障礙，豐富且精
開拓國際視野；四為「終身學習」：資訊時代來臨大環境 采了求學生活。最後他以中文驕傲地說，他從崑山科大
變遷快速，競爭激烈，學習沒有終點站，具終身學習的精 畢業了，自己儼然已是2300萬台灣人的一份子，他相信
神，並謹記不進則退的道理，並以learning to know、to 回國後就會應用自己所學的專業技術貢獻自己的國家並
do、to be together、to be、to change作為最後祝福與 有所改變。
提醒的話語。
另外身心障礙學生共有149人，今年應屆畢業生有42
名，該校特別在畢業典禮中邀請優秀身障生企業管理系
崑山科大今年共有3544位應屆畢業生，包含大學部3259 黃佳魚代表致詞，希望透過他的人生觀勉勵畢業生在面
位、研究所274位、及博士生2位。其中外籍博士生已返哥 臨未來的挑戰不要輕言放棄。
斯大黎加，擔任大學副教授；另一位為威奈聯合科技股份
許多畢業同學都把握最後巡禮校園的機會，穿著學士
有限公司總管理中心副總經理余學杰，原為職業軍人上校 袍繞行校園一周，接受學弟妹們歡送的捧花與禮物，還
退休，94年參與行政院退輔會的就學服務計畫，考進崑山 有老師及學校同仁堆著祝福的笑容歡送同學，畢業生們
科技大學機械系碩士班，跟著指導老師黃景良進行薄膜太 都非常珍惜校園生活的最後一刻，有人甚至感動的泛著
陽能板的研究，當時威奈聯合科技公司總經理黃文哲先生 淚光，在一片溫馨氣氛中離開共同成長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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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所99級郭溥村
探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軟體工程師
目前任職於探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軟體工
程師的郭溥村，是本校99年度畢業校友，他的工作
與在校所學的專業，都是資訊相關領域，可說是學
以致用。
郭溥村提及：『在學時打下的
專業基礎很重要，大部份的人，
在剛出社會工作時，都要從頭學
起，如果基礎沒打穩，那麼從入
門一直到可以投入工作，所花費
的時間會比基礎穩的人多好幾
倍。我曾看過，新人來面試時，
主管所提的專業性問題，一問三
不知，最後面試結果，當然是不
予錄用。』
學校所學的基礎理論要學
懂，基礎穩了，將來在職場上
要應用就比較容易上手。另
外，職場上除了溝通，『態
度』也很重要，好的態度，除
了可以讓自己進步，也會讓人
去注意和欣賞你。

感受最深的即是，在求學過程中，因自己做事的
態度，獲得指導老師王平教授的欣賞，共同參與了
許多專案研究、到台南高工擔任程式設計的講師、
與教授赴國外參加研討會等，並在教授的指導下，
申請了多項專利，渡過了充實且有意義
的二年研究所生活，這就是良好態度
所獲得的收獲。
在給學弟妹建議上，很多事與能力
是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天份高低只佔
了一小部份，天份再好不用心學習一
樣是沒用，而天份普通的人可用『時
間』來彌補，只看你願不願意花時間，
因此，建議學弟妹，『盡量能在自己
有興趣以及專業科目上多點花時間去
學習，畢竟學到了就是自己的收獲，未
來工作職場上就有發揮的籌碼；當學生
是件很幸福的事，在體驗大學生活的同
時，如果也能學得許多專業，是件很棒
的事，不是嗎？』
(資料來源：資訊管理系)

會計資訊系98級杜依純
祥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審人員
高中時期就有學過的會計，為何上大學後很多人會
怕呢?那是因為大學所用的是原文書，很多人看到英
文就會有恐懼感，但其實沒什麼好怕的，只要上課時
用心聽講就會覺得很簡單，因為那只不過是將之前所
學的中文轉換成英文而已。
在學時常聽到老師們說畢業後，
能進事務所工作個二、三年是
最好的，因為那是個累積學習
經驗的好地方，對未來不管是
要進公司，還是要繼續再事務
所都是很有幫助的。
畢業時剛好遇到企業實習方
案，讓我畢業二個月就找到工
作，那間公司在岡山，剛開始只
是個小小的會計助理，一年的實
習時間到了，升為那間公司的正
式職員，但那並不是我想要的工
作，因此我選擇離開工作了一年
又二個月的公司。
那我想要的工作是什麼呢?當然

就是進事務所，要試試在校所學的，是否能在工作上
學以致用，進到事務所後感觸很深，並不是只要學過
會計就能進事務所，還要有一定的程度才行，不然工
作起來累的不只有自己，還有教導我們的上司。
在 事 務 所工作說簡單也不算簡單，要有聽客戶
抱怨的耐心，解決問題的毅力，更要
有加班的體力，就像在學時老師們說
的，在事務所工作會很累，但卻是很
有成就感的累。
公司跟事務所的差別在於上下班時
問的不同，還有學習領域也不同，但
若真要排序的話，我會建議先進事務
所後再進公司，因為若先進公司再進
事務所，有些人可能會吃不了苦。
最後我想跟學弟妹們說，不管
是進公司還是事務所工作，或是在
其他事業工作，都要盡全力去做，
因為那都是自己所選擇，未來要走
的路掌握在自己手裡。
(資料來源：會計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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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19 本校第一屆畢業典禮田董事
長頒獎予優秀畢業生

59.6.19 本校第一屆畢業典禮李校長
頒發畢業證書

63.6.20 雲青館落成啟用

71.6.20 本校教職員在崑山湖舉行龍
舟競賽

73.6.27 完工後之四百米PU標準田徑
場聖火台-勝利門

79.6.8 李正合校長主持79學年度南
區五專聯招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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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14 教育部合訂本校升格改制
「崑山技術學院」

86.6.7 創辦人李正合先生於畢業典禮
中頒獎表揚指導學生畢業專題製作優
異的老師

87.6.21 創辦人李正合先生在崑山
技術學院校友總會成立大會上致詞

92.6.1 舉辦91學年度網路虛擬畢業
典禮

93.6.19 本校92學年度畢業典禮馬英
九市長演講中與畢業生互動並頒獎予
企研所李宗隆同學

93.6.18 本校假成功大學舉辦 2004產品開發成果展暨招商說明
會會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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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 100年度會員大會
崑山科技大學校友總會於本(100)年6月17日舉辦100
年度會員大會，改選校友總會第七屆理監事，第七屆
理監事名單如下：
吳永茂
方財福
施進旺
王明和
王瑞璋
陳文珪
林志宏
邱勝裕
施純隆
曾信達
連宏勳

曾韋龍
顏耀亮
余榮輝
洪啟峰
王久亮
林揚城
宋傳良
吳明標
曾榮燦
蘇榮峰
林德興

陳榮良
侯華嵩
張桂淋
許永坤
黃浩誠
林啟發
柏立文
林志忠
歐文秀
張平村
林明毅

沈尚宜
黃培曦
詹文銓
陳樹華
王瑞賢
蔡錦富
高連凱
黃怡肇
吳睿騰
王瑞麟
陳端濱

尤燦松 林義山
許至椿 陳水森
林和均 王百世
林武雄 李文誠
劉高登 謝銘誌
譚華山 陳來發
張進山 蔡啟芳
林宏明 林和興
楊金柱 吳明松
沈師賢 郭皆榮
張簡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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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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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