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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示對技職教育的關心與重視，行政院院長江宜樺率領教育部官員於今 (25) 日至本校進行參訪，針對產業發展與產

學合作之兩大重點，安排參觀本校創意媒體學院，了解教學成果與特色。

近年來台灣的技職教育體系，無論在培育國家基礎建設人力、抑或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上，皆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技職教育發展重點在於「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及「技術研發」，並且強化產學實務計畫，達到與產業無縫接軌的目標，

藉此建立技職教育獨特的辦學特色，提升應用研發能力。

作為技職教育的深耕者和領航者，本校早已定位為「親產學之科技大學」，長期以來進行產學共同培育人才、研發佈

局及成果推廣，在辦學之餘更持續帶動人力及智財加值。在地緣環境上，該校臨近台南科學園區、路竹科學園區、高雄

軟體園區等科技發展重鎮，早已依據其產業特性，發展「綠能生活科技」、「文化創意」、「智慧生活科技」和「精密

機械」等特色教學與應用研究，目前已與 745 家廠商建立產學夥伴關係，共同研發關鍵性技術及扎根技術，以學術能量

提升國家工業基礎技術水準，同時協助專利技術轉移及技術商品化，並強化智財權的技術管理與交流。

校長蘇炎坤在致詞中提到，教育部歷年來對技職教育發展的領導與積極推動，讓本校不僅獲得「教學卓越計畫」連續

九年的補助，最近更榮獲 102 至 105 年、四年一期的「典範科技大學」私立科大最高補助每年八千萬元，讓技職體系在

台灣越趨茁壯、持續發展。此外，蘇校長針對本校現況、企業實習、產學合作成果等做簡單報告，江院長也對本校之辦

學成效表示高度肯定，並指出技職教育對國內人才素質提升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產業與各領域的發展，都十分仰賴技職

校院的人才培育，期許能透過產官學三方的合作，進一步推動國家經濟發展。

創意媒體學院長期深耕文化創意產業領域，連續 5 年由文化部核定為全台唯一在台北地區以外的「藝文產業創新育成

中心」，協助南部文創產業全方位的輔導與服務，至今扶植的文創廠家數共有 23 家。該校特地安排江宜樺院長參訪本校

「多媒體製作中心」，江宜樺院長親自參與由視訊系學生所策劃的〈意遊味境〉節目錄製，暢談自己最愛的家鄉基隆美

食「天婦羅」，並且也分享在美留學時親自研發的「麵包雞」食譜，充分展現親和力與平易近人的一面，也讓在場首度

與政府官員近距離接觸的學生們大開眼界。

此外，江宜樺院長也參觀了本校「創意影音中心」，學生們合力呈現學習成果，包含利用鋼琴鍵盤結合感應器，透過

鋼琴聲節奏、速度與和絃控制影像畫面，讓聲音也有了多媒體畫面。而另一項作品，則將一般的平面閱讀模式，透過『浮

空投影技術』讓書面文字彷彿漂浮於空中，進而轉換成 3D 立體閱讀，使之更為生動有趣。同時，創媒也將現代人流行的

手機自拍結合電腦程式運算，發展出即時影像互動APP，江院長站在螢幕前，透過影像擷取，與電腦亂數產生的幾何符號，

組合構成饒富藝術與趣味感的自拍影像，每個人都可以即時成為藝術家。對此，江院長對該學院的教學成果深表贊同，

也於參訪後進行綜合座談會，與產業界人士及各技職院校代表進行議題探討。

此次江宜樺院長參訪展現了對技職教育的重視，關注技職教育如何因應環境產業的變化，有效縮短學用落差，而兩者

的結合不僅能發揮教學特色、協助產業維持競爭優勢之外，更能降低企業缺工情況，進而提高大學畢業生之就業率。而

為達到縮短學用落差之目標，本校以創意、創新、創業之「三創」教育為主軸概念，聘請業界師資共同規劃課程、協同

教學，將產學合作計畫成果轉化為教材，期許透過江宜樺院長的參訪、及座談會等相關行程，進一步提升技職教育的品

質、人才培育與競爭力，再創技職教育巔峰。

行政院江院長宜樺蒞臨本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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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江院長宜樺參訪崑山科大 

於攝影棚與學生開心互動 ▲合影

▲行政院江院長宜樺參訪崑

山科技大學
▲行政院江院長宜樺參訪崑山

科大 「多媒體製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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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韓國婦女發明展暨創意競賽

獲 1銀 1銅 2特別獎
          (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506 11:05:04)

本校參加 2013 第 6 屆韓國婦女發明展暨創意競賽，參賽的兩件作品分別獲得 1 銀及德國特
別獎、1銅暨沙烏地阿拉伯特別獎之佳績。

視訊系老師鄭玲兒「基於物聯網的緊急逃生指示燈及系統」獲得銀牌及德國特別獎，該作
品主要在緊急指示燈內加入 j 物聯網的 Zigbee 無線模組、人體紅外線感測器、煙霧感測器、
蜂鳴器和 LED 燈，藉由將物聯網的無線雙向網路通訊功能導入到目前的緊急指示系統中，使
目前的緊急指示燈變得具有煙霧偵測和緊急指示正確方向的功能、人員感知與節能照明，並
提供緊急求救功能。當某一個緊急指示燈偵測過量煙霧時會發出警報聲，並做出逃離此地的
指示，也通知鄰近指示燈指示逃離此地的方向，如此就可以確保一定是指示逃離有煙霧的地
方，避免只是單純指向出口的方式。藉由配合逃生指示燈的佈建可以提供大量的緊急求救點，
使校園更安全。此系統已具量產雛型，也可以擴大為校園的區域安全系統。

另外，視訊系洪莉雯老師作品「展場資訊收集系統」獲得銅牌及沙烏地阿拉伯特別獎，該
作品由超音波模組、微電腦控制器電路 (PIC18F4620)、識別碼電路、網路介面電路、控制介
面電路、以及必要的電源電路組成。利用超音波感應器，可查知是否有參觀者接近；透過反
饋控制裝置之設置，可達到自動化地於有參觀者靠近時，增強照明燈之光源強度及啟動播放
器等動作，並可利用提前增強下一個展品的照明而指示參觀路線，收集觀眾駐足的時間而得
到展品受歡迎程度，以及關場前直接由電腦觀看展品是否還有人駐足參觀而免去巡場的麻煩，
輔助展場關場之清場檢查、保全維護。

▲崑山科大鄭玲兒老師獲得銀牌

及德國特別獎 ( 德國授獎者、

鄭玲兒老師、台灣發明創意產

業學會理事長蘇本鴻先生 )

▲崑山科大洪莉雯老師獲得銅牌與沙烏地阿拉伯特別獎 ( 左 沙
烏地阿拉伯授獎者、洪莉雯老師、台灣發明創意產業學會理事
長蘇本鴻先生 )

▲崑山科大洪莉雯老師向評審們解說作

品 ( 左起評審、洪莉雯老師、評審、

翻譯 )

▲鄭玲兒老師向評審們解說作品



新一代設計展台北登場 

創媒學院「遊戲世代」展創意成果

第32屆新一代設計展於5月17日至20日台北世貿一館、三館展出，創意媒體學院以「遊

戲 ‧ 世代」為展覽主題，結合該校視傳系、空設系、視訊系及公廣系聯合發表成果展，展

現學生們四年所學精華，並邀請傑出校友共同揭開序幕。

「新一代設計展」自 1982 年開辦至今，逐漸發展為全球獨一無二的設計新秀聯展，展現

新生代設計創意，不只是台灣設計界的年度盛事，更是產業界發掘優秀設計人才的大好機

會。今年共計有國內設計學府 58 校 131 系，及來自美、加、英、義、日、馬來西亞等海外

6個國家20所設計院校一同共襄盛舉，超過8,400位年輕設計師，展出3,700件以上的作品。

創媒學院展覽主題「遊戲世代」，闡述著設計人以遊戲人間、遊戲時間以及遊戲空間的

內心與外在世界。而遊戲代表著我們與日漸碎化的世界重新結合的意志，遊戲不再是工作

的剩餘、不再是無意義、無意識、無生產；反之，遊戲是人生、遊戲是生活、遊戲是革命、

遊戲是力量、遊戲是態度、遊戲是一切。空設系「遊戲 _ 間」意謂著「展」就是遊戲間，

遊戲時間、遊戲空間，也是遊戲人間。視訊系「片局 Fraud」，引用「騙局」的諧音，諷刺

2012 謠言滿天飛的的末日預言，但影展即將開跑的此時此刻，地球還沒毀滅，我們還活著，

一起見證了這一場「片局」。視傳系「0123456789
 TIME SPAC

E」為主題，強調從 0開始到

9之間學習過程的重要性，藉由觀感的堆疊，將學生四年的所學成果在展覽中發酵。公廣系

「玩 ‧ 聚」象徵著玩轉創意的活躍思維，聚合概念的邏輯分析，是屬於公廣系理論與實務

的時代對話。

開幕活動創媒學院舉行頒贈傑出校友儀式，特別邀請空設系第一屆系友趙振宇，目前主

要擔任為鼎漢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任職於冉色斯動畫公司創意總監以及動畫導演視

傳系第二屆系友蘇俊旭、視訊系第ㄧ屆系友李哲光，主要經歷電視廣告與電影導演、最新

作品為統一企業茶裏王系列廣告與微電影，且為公共電視人生劇展及行政院新聞局 ( 文化

部 ) 電影短片輔導金得主、公廣系第二屆系友沈聖哲，負責於貳參柒伍工作室音樂創作、

製作、演出、設計、唱片宣傳、發行等，曾入圍 21、22 屆金曲獎最佳演唱團體的棉花糖樂

團團長，共同揭開序幕。

第四十四期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三版

(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520 1
0:00:43)

▲創意媒體學院視訊系「片局 Fraud」台北新

一代設計展展出

▲創意媒體學院公廣系「玩‧聚」台北新一代設計展展出
▲創意媒體學院視傳系「0123456789 TIME SPACE」台北新一代

設計展展出

▲創意媒體學院台北新一代設計展展出▲創意媒體學院台北新一代設計展展出

▲創意媒體學院視訊系「片局 Fraud」
台北新一代設計展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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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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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資系 5位在校生 考取記帳士證照

▲會資系彭相武老師 ( 左 ) 與進修

部通過記帳士之同學合影

▲崑山科大會資系莊曜愷主任 (中 )與日間部通過記帳士之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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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迎接即將到來的畢業季，提供應屆畢業生掌握產業及職場脈動，於今 (5/6) 假體

育館舉辦【幸福職場 ‧ 非你莫屬】校園徵才活動，為企業及青年學子搭起「就業媒合彩

虹橋」。此徵才活動獲得勞委會「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計畫」補助，並邀請了 37

家廠商參展，釋出逾 3000 個職缺。

校長蘇炎坤表示，今年校園徵才是由行政院勞委會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主辦，本校研

究發展處、校友教育基金會及校友總會共同承辦，邀請電子電機業、機械製造業、半導體

產業、教育文化事業、金融證券業、保險業、服務業等，共 37 個攤位提供 3300 個職缺，

提供應屆畢業生了解產業需求，及早為就業做準備；低年級生也能現場觀摩學習，提早關

心就業市場動態，在校學習貼近產業所需的技能，為未來就業儲值。

雲嘉南就業服務中心主任劉邦棟表示，希望應屆畢業生透過徵才活動，展現四年所學並

找尋未來的工作方向，瞭解廠商對目前求職者的基本要求，縮短與產業間的差距，在校生

也可探索職涯、規劃未來。此外，勞委會推出「青年就業讚」計畫，讓 18 到 29 歲初次尋

職者或失業滿半年以上者，可獲「兩年十二萬元」的職訓補助。劉邦棟鼓勵學生善用職訓

資源，並養成積極自信與團結合作的特質，才是提升職場競爭力的最佳利器。另外，事業

單位也應提升勞動條件，讓年輕人在職場上更有向心力。

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主任陳美顏表示，本校的學生充滿熱情與活力，尤其在創新發明方

面擁有許多專利，學生學有專攻、貼近職場所需，畢業生一直是企業最愛！她提醒學生第

一次找工作時，應以務實的態度為基礎，累積實務經驗之後才能有更多的選擇。校園徵才

活動提供學生與企業媒合平台，她期望千里馬與伯樂都能找到彼此。

活動現場不乏知名廠商進駐設攤，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招募國內外業務人員、技

術人員；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釋出約 40 職缺，徵製程工程師、生管、LCD 驅動 IC 測試

產品工程師、品質服務工程師等；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募製造儲備幹部、製程品管助

理技術員、製程助理工程師等 90 缺額。國軍人才招募中心，這次主要招募專業軍士官及

志願行士兵等千餘個職缺。

「幸福職場‧非你莫屬」 

本校校園徵才逾 3000 個職缺

▲ 校長蘇炎坤致詞
▲雲嘉南就服中心主任劉邦棟致詞▲台南市勞工職訓就服中心主任

陳美顏致詞

▲國軍招募吸引學生駐足 ▲「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原助民與企業

媒合



 王三發學長於高中時期就從學徒開始學習成為技工，後來又進修本校機械系，學有所成後，於
民國78年成立信興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專門從事造紙工程、食品機械、飼料機械、化工機械，
擁有不少的客戶群，25年來獲得各廠商授權製作國內外造紙機械及安裝工程。王學長說當初從兩台
焊接切割工具至現今擁有30幾台的工具機，足以承包每筆幾千萬的工程，都是25年來累積的成果。

 王學長也給學弟妹們一些建議與期許：
 一.學術與實際經驗並重：   
   在就學期間，重視實際理論，應多利用寒暑假接觸就業市場或工廠實習，累積更多的經驗，

使學業與工作相輔相成。
 二.學習語文能力：
   面對就業環境的需求與國際化的競爭，若擁有良好的語文能力，就能在就業市場上取得絕對

的優勢，無論在科技業或傳統產業或是與國外合作的廠商，語文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三.珍惜在學校的資源：
   不管是就業或創業，學校提供我們非常好的環境，培養我們豐富的學識，並透過與老師的互

動及諮詢，更提升我們學術專業領域。
 四.人際關係的建立：
   同學間就是第一道非常好的人際關係，應善加利用我們週遭的關係，出社會大家互相扶持，

在就業場合中也應培養更好的人際關係。最後，王學長也勉勵大家能活到老學到老，以平常心面對
挑戰，開創未來的人生。
                                                 (資料來源：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姓名：王三發
畢業系所：機械工程系
畢業年度：7?
現職：信興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董事長

經歷：萬機重工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冷作及機械技工
      永隆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國外部工程冷作技工
     〈印尼水泥廠建廠工程〉
      78年創立信興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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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14 教育廳督學視察校地 56.3.17 琉球大學教育訪問團蒞校訪問

60.4.29 考試院楊院長亮功蒞校演講 60.11.19 教育部羅雲平部長等蒞校視察

75.4.29 李校長陪同教育部陳次長梅生參觀
畢業學生專題製作成果

77.12.1 教育部技職司陳重美科長率領企業
界人士到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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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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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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27 教育部吳京部長在創辦人李正合先
生陪同下參觀學生專題製作成果

89.4.29 林文欽校長引導貴賓參觀第 15 屆學
生實務專題成果展

93.5.1 本校 39 週年校慶李創辦人正合及中
研院院士吳京參觀「跨院系整合成果展」

93.5.6 李創辦人正合於「創意學院 - 新一
代設計展」開幕點燈儀式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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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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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u.edu.tw/cht/unit/D/A/RD/CJS/pageDetail/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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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