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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 Good百 公廣歲末齊樂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2-01-04 13:59:48)

農委會徵文字創意 崑山科大獲獎最多 

(悠遊台灣新聞網2012-01-05)

末年終，各大公司都舉辦尾牙犒賞員工辛勞，崑山
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公廣系也於12月29日，在校園
的游泳池前廣場舉辦公廣年度盛事，今年主題為

「kiss good 百」，以親吻的方式告別今年，也因為在跨
年前夕又將此活動稱為小跨年，全公廣系師生特別抽空參
加，更以每年傳統辦桌的模式邀大家共襄盛舉，更有上菜
秀和加碼摸彩大獎吸引大家熱情參與。

公廣系會長唐聆表示，為了拉近師生間的距離，在
每年結束時舉辦尾牙活動，這也是第12屆系學會承辦的第
一項大型活動，希望能夠邀請系上的老師同學齊聚一堂，
也準備了有圍爐意義的火鍋和豐盛的餐點，系學會公關組
更是大力的像許多廠商力邀贊助，目的就是要參與的師生
能夠有視覺和味覺的高度享受，系學會也會將排練多時的
表演，作為尾牙完美的ending，也期許大家能給予最大的
支持和指教，讓第12屆系學會能為系上呈現更多精彩的表
演。

以帥哥和美女的吸睛上菜秀開場，讓現場驚呼聲不
斷，豐富的火鍋料和精緻的餐點，讓參與的師生讚不絕
口，由一年級兩班帶來的舞蹈表演，更能看出他們排練多
時的精彩成果，壓軸更是由第12屆系學會成員所組成，高
水準的表演可見對公廣系尾牙的重視，台下的師生也用熱
情的掌聲和尖叫聲回饋這精采的演出，尾牙的另一波摸彩
高潮，今年更是祭出現金紅包牆和在場老師的大方加碼，
目的就是要讓大家能滿載而歸，在2011的尾聲能夠讓大家
聚在一起，也讓尾牙這項傳統能夠延續下去，作為公廣系
的獨家特色。

了將美好的旅遊記憶透過文字的細膩描寫保存下
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100年度休閒農業區
創意詩文徵選比賽」競賽，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

暨廣告系邱詣文、吳佳宜、王翊立、陳語霏、陳采君、方
鈺婷等6位同學，在大專組新詩類和散文類，分別拿下第
二名第三名及三項佳作。

該校公廣系費翠老師表示，系上的教育目標除培育學
生具備專業寫作能力外，也相當重視人文素養訓練，創意
媒體學院核心課程中有許多寫作相關課程，培育學生文武
兼具，成為全方位專業公關寫作人才。

該競賽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透過詩文徵選比
賽，記錄心情故事、深刻記錄休閒農業區的自然生態美
景、人文產業活動及樸實田野意象，藉由入選作品的分
享，展現農村風情的休閒旅遊魅力，提升休閒農業區之文
藝氣質，並增進民眾對休閒農業區地方特色之認識。比賽
作品分為新詩類與散文類兩組，經過評審審核後，崑山科
大公廣系在大專組新詩類，拿下第二名和第三名殊榮；散
文類也獲第二名和三項佳作，可說是比賽中的最大贏家，
得獎者頒獲獎金、獎狀和所有得獎者作品集。

行政院農業委會會理事長段兆麟表示，近年來台灣農
業轉向觀光導向，相關人才紛紛展露頭角，國內也積極推
廣產業行銷，朝精緻農業和創意文化邁進，該競賽為激發
更多人對休閒農業的興趣，藉由競賽提供交流舞台，共分
為高中職、大專院校及社會組，活動吸引近千篇的投稿，
顯示國民對文化產業的高度關注。舉辦創意詩文競賽，希
望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人對休閒農業的熱情，首度舉辦
便吸引許多人的參與，該競賽將繼續舉辦，期盼更多人的
重視。

為

▲ 農委會徵文字創意 崑山科大公廣系獲獎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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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倫理個案分析競賽
 (新南瀛/記者 黃鐘毅/報導2012-01-02 23:57)

韓國專門大學教育協議會 二度造訪崑山科大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2-02-09 15:41:19)

▲ 季軍隊伍_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山科技大學舉辦「2011年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倫理個案分析競
賽」，該校商業管理學院為了倫理教育的扎根工作與發揚倫理教育的
價值，特別以競賽形式，徵求全國大專院校同學參與，應用課堂所學
理論與個案分析方法，培養倫理決策的意識與敏感度。

該競賽為全國首次辦理的大專院
校學生倫理個案分析競賽，期望藉由
競賽活動過程，連結政府、產業、學
術三方，為倫理教育與推動提供對話
平台，以及藉由企業資源的投入為台
灣即將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培育正面向
上的就業力。本競賽活動共有69隊參
賽隊伍報名參加，全國28所大專校院
共同參與，初賽由8名評審採序位審
查，競爭激烈，共計16隊入圍。

決賽結果如下：朝陽科技大學「我愛台灣之朝陽天下」獲得冠
軍，亞軍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無與倫比girl cell」、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Human Be-ing」拿下季軍、優勝隊伍有五組，分別為：國
立清華大學「你說對不隊」、朝陽科技大學「黃橙橙綠油油隊」、崑
山科技大學「OH YA隊」、南台科技大學「南台。理生活」、元培科技
大學「守護醫界隊」。該活動獲信義房屋、信義文化基金會及中華企
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的全力支持，提供高額的獎金及活動經費，冠軍隊
伍可獲得1萬5千元。

佳作共有8隊：崑山科技大學「文譯姵慧吟」、中原大學「全
人嚴選隊-中原企管系(所)」、崑山科技大學「崑山smile」、中正
大學「導盲犬隊」、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Bonjour」、政治大學
「ithink隊(政大中山)」、文藻外語學院「TALA」、中原大學「親愛
的!你真的愛我嗎？」。

國專門大學教育協議會(KCCE)昨(8)日參訪崑山科
技大學，群長大學校長李升雨帶領仁川大學、新安
山大學、大邱科學大學、又松大學、仁德大學、翰

林大學、KCCE等16位貴賓來訪，由崑山科大創辦人李正
合、董事長李士崇、校長蘇炎坤與各級主管高規格接待，
期盼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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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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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大除了與全
球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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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韓國專門大學協進會李基雨會長曾與
5位貴賓蒞校訪問，建立了持續合作的空間，這次參訪期
盼能更進一步探討與韓國學校合作的可行性。

該校國際事務處國際長衛祖賞表示，目前已與韓國
仁德大學締結姊妹校關係，下學期將有仁德大學4位交
換生至該校電子系、應英系及視訊系研讀，另外有2位
高中畢業生申請攻讀學位。

韓國群長大學校長李升雨致詞時用流利的中文說
「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在場貴賓給予熱情的掌聲，他
表示，非常高興二度造訪崑山科大，此次來訪主要的目
的是與加強台灣學校間的學術交流合作，及了解台灣各
校的產學點作經驗，特別在教學與業界合作的合作關
係、國際證照、學生實習及畢業生就業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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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軍隊伍_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冠軍隊伍_朝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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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服務於動點PPM的系友李文禮。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96級 李文禮
動點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課長

經 歷：
一瞬眼，光陰似箭，四年充實、美好、快樂且回憶豐富的學生生活快速的過去了，當兵的十一個月也在覺

得忽快忽慢的日子中度過，在面臨出社會之際，【動點】他主動的出現在我的1111人力銀行上面，四年前的種子
因為【網路】媒體而開花結果，就這樣，我去參加了面試，在沒有跟我表姐報告的情況下，自己上網看了一下資
訊，也沒有多了解些什麼，只知道公司在網路上的評價有點…，我只有看ㄧ個人的正面回答：「工作很有挑戰
性，是我自己無法接受挑戰」，只有他檢討自己，其他的有人說公司是詐騙集團…等評論，再去看一下公司官方
網站的介紹，大概只知道【動點】好像是在規劃企業到國外投資、設立公司/工廠的諮詢公司，內心一度抱著懷疑
的心，我想如果不是我姐在公司裡面，我也會想說這間公司是在Do What。

對這間公司半知半解，那我面試到底是要準備什麼，想了一會兒，後來也是因為相信我姐，也想讓自己去了
解看看這公司到底是否像網路上所說，所以決定要自己去確認，也一併了解我姐到底是在做什麼神秘的工作，就
這樣去面試了，完成面試，感覺挺快樂的，面試過程像和朋友聊天，但對工作還是一知半解，面試我的人說公司
會有培訓期，會先培訓後才讓我們正式工作，就這樣，我入職了，在確定通知上班後，我就馬上打電話給我姐，
問她公司到底在幹麼的！我需要做什麼準備，她說新人只要記住三點；第一是拼命讀公司給的資料；第二要能忍
受當空中超人的準備；第三要能接受一直被罵的考驗。

校友故事：
海外的工作&生活，如同劉姥姥逛大觀園-新奇有趣，也像日本動漫海賊王或獵

人一樣，一直在冒險中成長，像來到了像貪婪之島一樣的大陸，與一個從來都沒來
過的神秘海域，在這裡使自己各方面的經驗值都倍增，加速成長！

一路從台中面試，台北受訓，大陸發展，短短半年多一點的期間，讓我覺得自
己好像在拍電影，覺得不可思議，這期間感覺濃縮了很多學習在裡面，因為來大陸
工作一直沒有出現過在我的預期中，會想說自己怎麼會在這裡工作，這是從以前到
現在都沒想過的事情，真是應證了所謂的「計劃趕不上變化」。長期與台灣相望的
中國，讓從來沒有出過國的我，大開眼界！體會到什麼叫中國！什麼叫世界！這份
工作給了我很大的國際視野！這裡的人之多…平時搭個動車(=台灣高鐵)，像過年
似的擠…能想像真的過年的情景嗎？這裡的設備之先進…這裡的地之大…這裡的天
氣之冷…這裡的人真的很愛隨地的吐口水…這裡的感受如此的震驚！什麼叫作國際

化！什麼叫作開眼界！印象深刻！開眼界都快要到開天眼了我！我居然也可以和外國人做起生意！特別！ 
相見歡的大陸，什麼都是第一次(從辦護照/台胞證、搭飛機、小三通、出國、離開地

球表面…)
我是怎麼來到中國的？我走小三通，先從台北飛金門，再從金門到廈門，one night 

stay，再從廈門飛到上海，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本島的我，連去到金門，我都覺得新鮮的
不得了，終於看到阿寶老師口中常說的保平安風獅爺。接著搭船進入了異國風情的地方，
整個味道、氣息、氛圍，都完全不一樣了起來，像阿寶說的：「從人的嘴臉、說話、行
為，來分析」，心與腦一直再說這些人是TW人還是CN人，因為廈門人會說「台語」，都聽
得傻傻分不清楚，直到別的城市才能清楚辨別。

廈門的晚上，霓紅燈閃耀，只能說太美麗，地超大，真的是always都在大開眼界，連
搭飛機也是一樣，活像個台灣鄉下土包子，原以為自己去過台北，就很國際化、很FASHION
了，沒想到自己沒看過，沒去過，沒體驗過的事情，還是如此之多，原來沒有真正出來見
過世面，真的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長什麼樣子的，這份工作很好的地方是真的可以從工作
中看到世界的變動，現在都不覺得台北到高雄很遠了，感覺就像從崑山科技大學到台南火車站一樣…。

Hello，大家好，我是李文禮，我現在在大陸工作，我是台幹！！

老師，還有大家，好久不見，從畢業到現在，只回去過二次校園，一
次是陪我妹去面試，一次是去參加「油漆未乾」，因為我有在Follow
最近系上的外評日期，可能的話，這將會是畢業後第三次踏入「青春
無敵」的校園，報告長官，4930M025報到！

▲ 台北新人受訓時期 

▲ 高聳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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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故事：

蔡旭傑從大學到研究所都在崑山資管系就讀，從求學階段來做一個經驗分享：
大學時期影響我最多的有三位老師，李嘉紘老師、林文暉老師及羅仕堂老師；在我寫論文與參加校外比賽時，除

了給予很多實質的寶貴的意見與指導外還有精神層面上的鼓勵；記得當時要出去參加國網盃比賽，向老師詢問車馬費
問題，老師二話不多說，直接自掏腰包拿車馬費給我們，讓我覺得我們一點都不孤單；另外只要沒有課，李老師也會
自費至比賽會場支持我們，讓我們備感受重視。

在微軟創意盃比賽時，為了不讓老師失望再加上自我期許「我想做的更好」，那段時間，我一直不斷的修改再
修改，最後系統就這麼當掉不能用，當時已經是早上11點了，眼看下午一點就要比賽了，當下真的很懊惱很想放棄，
但是，老師還是不斷鼓勵我們，也請我們與微軟協調看看能不能連線至學校電腦的備份系統，在微軟員工幫忙下，我
們完成整個系統展示與說明，最後也獲得微軟PDA最佳應用獎。經過這次的實戰經驗，讓我體會到「凡事不能輕言放
棄，路是自己找出來的」。也因此奠定日後我在工作職場中，不管是在技術上或工作上崗位上遇到挫折時，皆不輕言
放棄的精神。

遠程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高級工程師

資訊管理研究所 97級 蔡旭傑

▲ 資訊管理研究所 蔡旭傑(左圖)。

經 歷：
          98/11-迄今  遠程國際電子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
           91/03-96/03 臺灣通路有限公司/專案副理
           94年，獲得微軟最有價值專家 FOR C#
           93年，獲得微軟最有價值專家 FOR C#
           (全世界二千五百員，台灣82員)

(資料來源：資訊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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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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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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12李校長主持十層學生宿舍動工典禮(左)及竣工後
的宏偉建築(右)。

▲ 86.2.1創辦人李正合先生在新任校長周文賢博士歡迎茶
會致歡迎詞。

▲ 89.2.22本校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在創辦人李正合先生
監交下，周文賢校長(左)將印信交予新任校長林文欽博士
(右)。

▲ 89.2.22本校為新任校長林文欽博士舉行歡迎茶會。

▲ 91.1.3監察委員一行蒞校視察。
▲ 92.1.2創辦人與陳倬民校長體驗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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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9李創辦人正合、楊校長明興授旗給新生海外遊學
訪問團領隊技合處莊處長昌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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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1.15本校機械系師生參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一)。

▲ 92.1.15本校機械系師生參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二)。

▲ 93.2.25本校「卓越領導系列講座」邀請行政院副院長
林信義蒞校演講。

▲ 93.2.25行政院副院長林信義先生蒞校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