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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府產業調查成果豐碩 崑科大辦理成果分
享會 經濟日報 謝昇珀

▲ 蘇炎坤校長為研討會致詞。

【台南訊】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使施政政策
更貼近產業界，今年特別委託崑山科技大學針對臺南
市最具潛力或競爭力的四大產業，包括生物科技、綠
色能源、流行時尚及精密 模具等進行調查與研究，
希望能夠了解臺南市此四項產業發展的現況與問題，
進而掌握各產業之動態及未來趨勢。於崑山科大圖書
資訊館辦理產業發展調查分析計畫 成果分享會。
崑山科大校長蘇炎坤表示，升格直轄市後之台南

市，人口規模達187萬 人，已躍升成為全國第六大都
會區。在產業經濟條件方面，人力資源培養、研發能
量累積，工業區與科學園區在區位上互相連接等基礎
來看，已具備區域產業發展的 優勢與特殊條件，未
來實更有機會發揮產業群聚的效益，提升國內外的競
爭力，相信透過臺南市政府帶領之團隊努力下，經由
精密模具、流行時尚、生物科技、綠色 能源共四大
產業之產學研專家及代表，充分討論與溝通後，必能
知悉產業永續發展的方向，並作為臺南市政府產業政
策規劃的依據，如此必能共創台南市產業發展之 佳
績。
產業發展政策之規劃與資源投入已從過去單一縣市

之格局提升至大都會，甚至能形成區域產業版塊的格

局。政府部門面對此改變，在檢視台南市產業發展脈
絡時，應思考從較大的區域作整體性布局與規劃，建
構良好的基礎建設、產業發展條件與促成產業在地生
根的實績，藉此期望能為台南市的未來經濟與產業的
發展，擘劃一個美 好且可落實的遠景。
「台南市產業發展調查分析計畫」成果分享會，各

單位參與代表包括產業界有精密機械暨模具策略聯盟
會員及產業界代表、南台灣紡織研發聯盟（STTRA）
會員及紡織產業界代表、台灣生技產業聯盟（TBIA）
會員及生技產業界代表、南台灣綠色科技聯盟會員及
綠能產業界代表共同與會發聲，市府代表有經濟發展
局相關人員，法人代表有工業技術研究院、紡綜所參
與，學術界則有成大及崑科大等教授等代表與會，超
過一百人參與此項盛會。

▲ 台南市政府產業調查成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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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版Angry Bird 崑山科大亮相
  中央社訊息服務

崑山科技大學舉辦國際學生新生座談會，新生當中最
遠的來自西非布吉納法索，今年共20位國際生以獎學金入
學，該校國際事務處特別安排府城一日遊，讓國際學生體
驗台南古都風情。

崑山科大特別安排府城一日行，帶領國際生探訪安平老
街、安平樹屋、億載金城、台江國家公園、鹿耳門天后宮
及七股鹽山等地，安平樹屋的水車、億載金城的護城河、

台灣/國際新生報到　崑山科大安排府城行
  中央日報網路報　蔡清欽/報導日報

寺廟建築之美及七股鹽山的鹹冰棒讓國際新生印象深刻。
崑山科大今年20位國際新生以獎學金入學，有12位拿

到國合會獎學金，另有8位分別拿到該校創辦人及董事長
獎學金，他們分別來自越南、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
拉斯等12個國家，該校國際事務處衛祖賞處長表示，進入
大學是機會與責任的展現，他勉勵新生大學四年多出外走
走，結交與自己不同國籍的朋友。

來自巴西的機械系四年級柯儒培，以學長身分鼓勵國
際新生，他說，到國外讀書，文化衝擊絕對是有的，但千
萬別驚慌或排斥，在台灣四年可以學到很多經歷，只要懂
得適應環境與體驗民俗風情，他特別提醒學弟妹用功讀書
也用心玩，務必成為讓家鄉驕傲也讓自己驕傲的人。

來自瓜地馬拉的容兆明今年於崑山科大企業研究所拿
到碩士學位，這學期再度以新生之姿進入崑大機械研究所
就讀，容兆明說，因為喜歡學校環境加上大學本科就讀的
是機械系，所以想再拿個碩士，來自西非布吉納法索的伍
嘉宏到台灣一年，先在輔仁大學學中文，期間向國合會提
出崑山科大機械系就讀申請，由於家鄉說法文所以英文說
起來特殊腔調，伍嘉宏希望大學四年結交各國朋友，也改
善自己的口音。

為培育更多具有國際視野的友我專業人士，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自87年推動「國際人力資源開發培
訓計畫」，提供全額「國合會獎學金」予友邦推薦並獲遴
選的傑出青年學子來台進修。國合會已與國內16所大學合
作，共開設24項英語大學部及碩、博士班課程。

真人版Angry Bird校園也能玩得到！崑山科技大學公廣
系受國民健康局委託，展開一系列校園拒菸宣導活動，今
日舉行「Angry Smoking無菸生活」活動，將目前最夯的
手機遊戲Angry Bird，搬上真實舞台！
「Angry Smoking無菸生活」以手機遊戲Angry Bird為

概念發想，將遊戲中的障礙物小豬改成香菸及菸盒，讓參
與者以拒菸標誌的子彈對香菸及菸盒發動攻擊，象徵對菸
害用力說「不」!參與的同學需捐出身上的菸，拋出最多
根香菸的同學參與實際體驗，公廣系還祭出美女牌，請來
系上公認的美少女，組成台版「少女時代」一起進行活
動，吸引了許多有抽菸習慣的男同學，爭相搶著玩實體

Angry Bird。
現場學生皆

表示，以往只
有在電視上看
過真人版Angry 
Bird，能夠親
自現場體驗真
的好酷!由於參
賽資格為捐出
手中的香菸，
拋出最多支香
菸的同學即可
參與，現場許
多有抽菸習慣
的同學為了力
拼遊戲資格，
紛紛捐出香
菸。
活動總共募

集了近百根香
菸，由公廣系
劉正道副教授
代表銷毀遊戲
時所募得的香
菸，宣示崑山

科大一起加入無菸生活。國民健康局為了宣導拒菸特地舉
辦「無菸生活」設計大賞，期許發揮年輕族群的創意與設
計，經由次文化的語言與喜好的溝通方式，積極宣導青年
加入「無菸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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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朱宗慶打擊樂團）的行銷企劃，當時負責的是樂
團的宣傳、行銷…等工作，中間也曾涉獵「朱宗慶
打擊樂教學系統」的招生宣傳，半年之後，深覺得
自己不適合而離開。

之後又到了聯合報系的「經濟日報」擔任企劃，
主要負責活動、展覽、研討會/論壇/座談會/演講、
廣告、刊物編輯及廣編稿等工作，由於媒體性質的
關係，接觸到完全不熟悉的產業，如房地產、金
融、機械、傳產…等產業，剛開始連閱讀自家報紙
都有困難。期間，我又因緣際會接下幾家出版社的
採訪案，主題大多是創業，也寫過旅遊、美食、寵
物、房地產…等議題，稿費不多，卻認識不少有趣
的人，間接強化我對議題的規劃和新聞敏感度，這
個部份在公關的工作上是很有幫助的。
我目前是興大的媒體公關，主要負責學校的新聞

撰寫與發佈媒體聯絡人、興大週報(電子報)編輯、
校園記者培訓…等等，大部份都是突發性的新聞事
件，而且不分晝夜，工作壓力很大，身體也出了些
狀況。

中興大學是中部地區最好的國立大學，所以媒體
對我們的需求很高。像是去年的三聚氰胺「大陸毒
奶」事件，就需要化學系的老師協助作毒物檢驗，
或者是每逢颱風土石流發生時，記者也會需要水保
系、土木系等防災專長的老師，所以當學校公關，
全校各個學系的領域都要瞭解，才能在短時間內找
到「對的人」為記者解惑，這件事在媒體關係上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外，因為媒體都是有時效性的，所以突發性的

狀況很多，我常常在早上八點上班的路上，或者是
放假期間，被各家電視台記者狂Call，最恐怖的記
錄是曾在一個早上接到20多通媒體電話。

校友故事：
我覺得「人」的相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公關看

似可以獨立作業，但在大學裡可不一定，像我上面
提到的，記者需要協助，你絕對沒辦法先預測到誰
會是下一個人。

像是最近繁星計劃放榜，有些平面媒體會需要做
專題報導，希望能找過去因繁星計劃入學的學生專
訪，站在校方的立場，當時是以成績優秀，對學校

有向心力的學生受訪，這時候就得靠教務處行政人員
協助過濾名單後，我再聯絡各系助教打聽學生的狀
況，篩選出適合的人選。

其實學校的行政人員工作都很忙碌，尤其在興大這
種大型學校，要請別人挪出自己的時間來幫忙，你就
可以發現，「做人」真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是
你平常就要努力，而不是事到臨頭就能馬上建立的，
雖然不可能盡善盡美，但我總是會儘量抱著感激的
心。

國立大學的公關人員壓力很大，24小時接到記者電
話是家常便飯，所以真得覺得很累時，我會休個一星
期的假期，到國外自助旅行，因為只有人在國外時可
以不用接電話。

對我來說，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工作，還有很多很
多；這個世界上，也不是只有台灣，或者短暫的國外
旅行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目前我給自己一個期限和
目標，在35歲前，想暫時放下工作到外地（或異國）
住一段時間，不管是旅行也好、進修也好、再繼續寫
出版社的稿子也好，我不想侷限在自己的觀點或者世
界裡面，我是需要不同「刺激」的人，每次發現新事
物，都會讓我變得更積極。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92級 粘玉菱
中興大學秘書室媒體公關組



第二十五期 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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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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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系陳嵩教授指導黃治滿同學參
加「國科會99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
畫」榮獲「研究創作獎」暨「獎金二萬
元」

企業管理系陳嵩教授指導黃治滿同學，以「銷
售人員自我監控能力、適應性銷售行為與銷售績效
之關聯性」參加「國科會99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
畫」榮獲「研究創作獎」。國科會頒發陳嵩指導教
授獎牌乙座、黃治滿同學獎狀乙禎暨「獎金二萬
元」，以茲表揚。

國科會大專生研究創作獎之目的是鼓勵大專生參
與專題研究計畫，以加強實驗、實作能力，提早培
育優秀研究人才。99年度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之公、
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所繳交之研究成果報告共2,439
件，經審查後評定為成績優良而有創意者僅100件。
從民國90年至99年，本校榮獲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
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共7件，在私立大學中實屬不易。

陳嵩教授認為獲得研究創作獎的大專生，研究的
專題多對社會具有貢獻。未來陳嵩教授也將繼續投
入更多的心力指導同學，期盼研究出更具有前瞻性
及與社會連結的學術成果。

陳嵩教授強調，崑山科技大學提供了一個優良
的環境，讓商業管理學院的學生可以接觸不同的思
維，也有很多機會擴展創意廣度。陳教授同時提醒
學生，「研究熱情與投入」是非常重要的；有熱情
才能自動自發，遇到挫折或困難時，才會勇於克

服。他鼓勵學生可從大三就投入專題研究，跟隨老師
學習，並在過程中培養解決問題及研究創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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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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15 初期之學生宿舍全景
64.9.19 韓國忠北大學校長簡閱學生
壯盛隊伍

64.9.19 本校與韓國忠北大學互簽盟
約

76.9.7 西德姊妹校郝德博士蒞校講
授CNC工具機，與機械科同學合影

77.9.28 李正合校長服務教育工作四十
年，獲教育資深教師，並接受前行政院長
俞國華先生頒獎

81.9.2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教育學院
Duger博士蒞校訪問，與校長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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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2 美國加州諾斯洛普大學薛樂傑博士
蒞校專題演講

85.9.14 應邀參加本校首屆二年制技術
系新生開學典禮貴賓於校長室合影

85.9.14 教育部技職司吳清基司長於本校二
年制技術系首屆新生開學典禮中致詞

85.9.14 學院大樓啟用典禮

89.9.24 紐西蘭奥克蘭商學院姊妹校
一行來訪

93.9.8 本校舉辦93年生醫工程奈米
科技潔淨能源與精密模具多國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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