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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遠見雜誌》出刊的「2013 大學特刊」中，以大學入學指南為主軸，分析國、私立高等教育
及技職教育的辦學特色與聲望調查。在產學合作績效中，本校專任教師在執行產學合作、推廣教
育國科會及教育部研究計畫，近三年平均每人近 370 萬元的計畫經費，教師貢獻度名列私立技職
校院第一。

《遠見雜誌》指出，產學合作已逐漸成為現今高等教育之發展主力，除了力求教學與研究符合
社會期待之外，也因企業亟欲培養新血求得技術創新、以及培訓學生實務技能符合職場需求等要
素，促使產學合作成為近年顯學，以「教學貼近實務」的目標，提升學生就業力。

在該期雜誌中，調查全國大專院校的產學績效，從 99 年 1 月至 101 年 10 月底，本校以每位教
師近370萬元的貢獻度，爭取超過16億的計畫經費，列為私立技職第一。此外，本校更分別在「技
術移轉與技術授權總金額」的教師貢獻度排名、以及所調查之「技術移轉破百件」等兩項目中，
同時列居全國私立科大之冠，足見對產學合作的重視度。

校長蘇炎坤表示，本校雖以工專學制起家，但近幾年在各個領域中皆有亮眼的表現，因為秉持
「優質教學」目標，每位老師均能發揮專長且貼近產業需求，執行多項計畫案，並將產學合作成
果轉化成教材，真正落實於教學；同時也將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給廠商，真正為廠商解決問題。

對於產學合作成果，研發長林水木表示近年來積極與業界合作，並以獨特的創意、創新、創業
之「三創」教育，致力於教學與應用研究，培養整合型人才，為企業所用。同時，透過「跨院系
科技整合產品開發計畫」，已開發出超過 220 件的新技術及新產品，近三年更取得破百項的專利
權，同時於德國紐倫堡、瑞士日內瓦、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展、美國匹茲堡、烏克蘭、
韓國首爾及台北國際發明展等世界重要發明展競賽，獲 1鉑金、24 金、24 銀、13 銅、4特別獎，
共 66 個獎項，提供業界技術移轉合作商機，促使了研究成果與產業緊密連結，也締造出學生充分
就業、技職教育深耕發展、及產業競爭力提升之三贏局面。

本校教師產學績效貢獻度 名列《遠見》私立技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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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產學績效貢獻度名列《遠見》私立技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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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連續 9年教學卓越計畫

辦學成效優異

           (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206 16:53:51)

教育部日前公布第三期技職校院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名單，本校再度憑藉優良辦學績效，獲得兩年 1億 1千萬元的補助經費。

校長蘇炎坤表示，自教育部95年起推動教學卓越計畫以來，本校已連續9年榮獲計畫補助。今年獲得補助的學校全國僅 38 所，在各校補助金額均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本校再度獲此殊榮，更可見本校辦學績效深獲教育部與各界的肯定。

蘇炎坤也談到，因應全球「提升學生就業力」的教育趨勢，本校每年獲得產學計畫案 3 億元以上的經費，作為發展利基的產學合作資源，讓學生透過企業合作模式，成為實務學習中最大的受惠者，並且協同業界師資共同授課，累積企業所需的工作職能，培育學生畢業後即上工，擁有「零時差之無縫接軌」的就業力。

教務長劉見成也表示，榮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不僅確保教學品質，同時透過「成果檢核」的執行，讓學生在取得畢業文憑之際，更可擁有英語、資訊、專業證照等「三照」在手的就業能力。在輔導學生考取證照方面，本校近年來更有倍數成長之亮眼表現，「英語證照」取得人數，從 95 至 100 學年度成長 17.3 倍，「資訊證照」為 5.4 倍。此外，與關乎學生專業技能表現的「乙級專業證照」亦成長 4.9 倍，同時，本校也推動教師赴公民營企業研習與業師協同教學的雙講師制，激勵教師專業精進，累計教師獲得專業證照數達 1,400 張，達到師資專精、教學產出、及人才培育等三方並進之辦學成效。
本校最近捷報連連，包含了獎補助金額與排名躍升、師生國內外競賽佳績頻傳、連續 5 年技職風雲榜總積分為私立科大第二、商業與管理類私立科大第一。此外，榮獲教育部 101 年度「全國技專校院辦理具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績優學校及個人獎」之績優學校團體獎及 3 項個人獎，為該競賽最大贏家之外，更獲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表揚 100 學年就業學程雲嘉南區執行績優學校。同時，在 101 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中，本校的「大專校院開創智財收入」及「大專校院孕育新創企業家數」2 項指標，與國立科技大學同列為績優校院，更是台南地區唯一兩指標皆達頂標之科技大學。而產學合作績效評量三構面排名，連續 4年獲得「私立技職體系」第一名，成果豐碩、表現優異。
本校今年再度獲得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將會更珍惜此教育資源，全力提升教學品質、學生競爭力、及辦學績效，確保學校永續發展、成為典範科技學校。

本校連續 9年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曾惠青受邀澳洲昆士蘭
「第七屆亞洲太平洋當代藝術三年展」

舉辦動畫回顧展                                 
連續兩屆獲得動畫類的國際技職之光，視傳系曾惠青老師，受邀澳洲昆士蘭當代美術館

「第七屆亞洲太平洋當代藝術三年展」(the 7th Asia Pacific Tr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簡稱 APT) 舉辦動畫回顧展，將於 3月 23 日於澳洲電影博物館展出。

APT 於 1993 年起創立，每三年於昆士蘭舉行，逐年的參觀人數逐年增加，上一屆 2009 年吸
引超過 53萬以上人次參觀。此次展出曾惠青老師參與製作過的動畫作品：《域忘之都》、《低
科技》、《玩土》、《拾捨》、《人超連結》、《愛地球》、《吼》等 8 部作品。該八部動畫
參與工作的人員不僅有本校視傳系歷屆學生，還有幾部由國中、國小學生所製作的動畫。

曾惠青老師近年來致力於推廣動畫創作，她的動畫作品結合傳統與數位科技的技術，採用多
媒材創作方式，加上她多年的純藝術創作背景，作品呈現獨特的視覺風格，因此特別受到國際
影展的青睞、受到許多國際影展的注意。澳洲 APT 所播映的台灣動畫單元，完整收錄了她的相
關作品，以專題單元播映；2012 年東歐知名的斯洛維尼亞 Animateka 動畫影展，也以專題單
元播映曾惠青老師的動畫作品共六部，並邀請她擔任影展的兒童國際競賽單元的評審；西班牙
「MICE 國際教育影展」（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ICE）在 2013 年一月份也播映了曾
老師六部動畫作品。

曾惠青老師製作的動畫，過去總共獲得超過一百多個國際影的肯定，獲選為國際競賽片或播
映片，這些影片曾經播映的國家遍及五大洲，其中許多是世界重要的國際影展。曾入圍過七個
奧斯卡認證國際影展，分別為第 20 屆巴西 Anima Mundi 動畫影展、第 29 屆芝加哥國際兒童電
影節、第 40 屆威斯卡國際影展、西雅圖國際影展、第 21 屆里約熱內盧國際短片影展、第 30
屆烏普薩拉國際短片節、SHORTSNONSTOP。全球有超過七千個國際影展，其中獲得奧斯卡認證
的國際影展僅有 62 個，獲 ?作品可直接晉級奧斯卡國際影展。

另外，曾入圍的影展為文化部補助國際影展有第 66 屆愛丁堡國際影展、第 31 屆和第 32 屆
夏威夷國際影展、釜山國際影展。入圍過教育部補助國際競賽的影展有第 25 屆和第 26 屆柏林
短片影展、2008 廣島動畫影展、第 12 屆墨爾本國際動畫影展。

曾惠青老師給未來朝著動畫創作學生的建議，在國際影展參賽件數常常動則數千件或數百
件，最後僅有幾百部或幾十部作品能夠入圍，很多機率不到百分之一，而投入動畫產業的競爭
也同樣激烈，因此，一部吸引人的動畫並非取決於數位技術或是繪圖技巧，最重要的是作品獨
特的內涵與故事。

第四十一期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三版

(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30204 16:58:51)

▲視傳系老師曾惠青 (上排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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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勞委會職訓局與教育部合作的「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為技職體系考量家庭經濟負擔

的學生謀求兼顧升學與就業的管道，電機系今年再申請 2 個雙軌專班計畫，徵得 7 家合作

廠商，預計招收 108 位學生，參與雙軌計畫的學生，除享有學費補助外，還可領取企業每

月津貼，讓學習與就業雙軌並進。

校長蘇炎坤表示，電機工程系去年 6 月執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開設「機電整合 -

高級技術員」四技專班，目前共 24 位學生就讀，學生的課業學習態度相當良好、學期成

績均合格，課業穩定度達 100%。根據去年合作該計畫的三家企業表示，雙軌生的職場實習

狀況相當優良，這些企業早已將學生視為公司未來的人才主力。

今年電機系再度徵得 7 家廠商同意合作，開設 2 個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招收名額較

去年成長 4 倍。電機系吳明芳老師表示，東陽、震勵兩家企業提供 60 個名額、包辦其中

一雙軌專班，該班學費全免 ( 職訓中心及企業各補助一半 )、並擬提供高於基本時薪的實

習津貼等優渥條件，期望吸引並培育優質的技術人才。臺南職訓中心與電機系團隊，非常

讚賞這兩家廠商對培育公司人才的作法與投入，並期待這兩家廠商與本校電機系能有長久

的合作關係。

未來四年，參與雙軌計畫的學生，每週在學校上課 2 天、在業界實習至少 3 天，降低學

校教育和職場技能的落差；學費則由臺南職訓中心提供至少一半優惠補助，企業另提供職

務薪資，讓受訓學生同時享有學費補助與事業單位訓練津貼的雙重保障。順利畢業的學生，

將可取得正式學歷文憑以及勞委會和事業單位共同核發的結訓證書。本校同時安排技術士

證照檢定輔導課程，全力協助學生取得乙級技術士證照。

電機系申請開設「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四技學制之「機電整合 - 高級技術員」專班，特

別感謝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及臺南市榮譽指導員 ( 企業志工 ) 協進會之輔導及媒合

事業廠商，提供高職電機及機械領域相關之學生就學與就業並進的機會，以配合教育部鼓

勵技職體系學生於就學期間，採取「學中做，做中學」的教育方針。並依據職訓局臺南職

訓中心關於雙軌計畫的辦理宗旨，希望增進產學合作，提供學生與企業間的互動平台，一

方面養成學子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並且也能歷練實務經驗；一方面也經由輪調等配套措

施，為企業培養經驗豐富的幹部人才，厚實國家經濟建設發展能力。

去年與本校電機系合作雙軌旗艦計畫的三家企業為：洲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宏昕電機

股份有限公司及燊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合作企業有：東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震勵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天成包裝機械企業有限公司、清河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澄茂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志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及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7家公司。

本校執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求學就業雙軌並進

▲校長蘇炎坤與市長賴清德合影

▲校長蘇炎坤 (右五 )與電機系老師、協力廠商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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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進技職教育與職場訓練相互接軌，本校材枓工程系與台南當地企業三香科
技公司進行產學合作，開設職場就業導向之「產業學院非織物製造學程」；本校
相關專長的應屆畢業生只要修滿學程學分，即可保證就業。

 「產業學院」的概念來自於韓國三星 (Samsung) 公司，該企業自設產業學院，並
負責員工的養成、訓練，進而提升為核心研發工作團隊的基地。有鑑於此，本校
材料工程系以此為借鏡，並以三香科技公司的核心價值為標的，開設產業學院並
進行永續密切的合作關係。在初期的合作員工職前教育訓練中，該公司透過產業
學院於本校徵才，訓練合格經錄取後，試用期三個月的月薪為 26K。同時，雙方合
作關係將以「崑山科大材料工程系成為三香科技核心研發基地」之目標邁進。

  目前國內大學與企業接軌的教育方式，有「最後一哩」、「就業學程」、「訂
單培訓」等等，但皆止於訓練、未落實於實務運用。因此，本校材料工程系與三
香科技公司建立「訓用直通車機制」，以開設產業學院的方式，協助該公司提早
在本校招聘員工，辦理準員工職前訓練。參與「產業學院非織物製造學程」的學
生，必須進行為期4個月的學分課程，修滿相關學分並合格者，即可獲得修業證明；
同時，在今年畢業後可獲直接錄用，真正落實「訓用合一」的合作理念。而三香
科技也允諾，於產業學院修業合格的學生，一經錄用、並通過試用期者，將立即
獲得調薪。

  三香科技公司為台南市山上區第一座採用科技公司廠房建造標準所興建的企業，
2004 年正式量產，主要從事不織布、耐火材料的製銷，產品品質已通過日本豐田
汽車的認證，訂單穩定、產能滿載，並以躋身為「世界級不織布與隔熱產品專業
製造廠」為發展目標。而此次本校材料工程系與該公司合作，開辦產業學院非織
物製造學程，成為該公司之員工教育訓練「單位」，對於新進員工由雙方共同進
行企業廠務培訓，而在職員工則由本校辦理進修教育，以協助該公司從事產品研
發與檢測、繼而促使研發單位能夠移地至本校。

與三香科技攜手合作
　
         本校再造產學合用人才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30221 14:04:35)

▲崑山科大再造產學合用人才



一切就從離開台灣後開始說起吧！ 
　　在我來到北京後的這一年裡，我遇到很多人(不管是台灣人或大陸人)，他們通常對我說的

第一句話就是：嚴郁郁，你好有勇氣喔！呵呵，從那一刻起，嚴郁郁的個人特質基本上只剩下
“勇氣”了！ 
　　我不可能很矯情的告訴各位我很膽小，但也非像眾人所說那樣果決勇敢，我必定會徬徨困

惑並失落寂寞，但我總覺得沒有什麼好失去的：從花蓮到台南、於台南至台北，在由台北前來北
京，不都是一無所有從頭開始，我只是暸解自己立定目標，一次次走的更遠，並走的更堅定罷
了，但我如同各位一樣，簡單且普通，只是剛好沒有任何牽絆可以做喜愛的事情罷了！ 
　　在異地很多生活的體驗，我無法一一說明，只能講些簡單的例子與各位分享：
我曾為擠進擁擠的地鐵站（亦稱捷運）而不甚暈倒，醒來後依舊默默上班
我曾聽聞傳媒大師講解“媒介融合”對傳播的發展影響，感到學術偉大並肅然起敬
我曾與葛優共看國寶級演員陳道明，在距離我不到100米的台上演出經典舞臺劇
我曾經日日工作十二小時，夜夜與老闆電話討論會議，沒日沒夜到中國各地出差
我曾與蠻橫的哈爾濱室友拉開嗓子大吵，百思不得其解為何文化差異如此大
我曾整整一天處在伸手不見黑暗的屋子裡，獨自享受心靈的洗滌
我也曾經在零下10度的寒冬中，凍到嘴唇發紫雙手發青
當然也曾在中秋及春節等象徵團圓的日子裡，孤獨的不能自己 
　由以上的文字撰述中可得知，在異地的生活可謂苦樂参半，沒有更好也無最壞，心智決定生

活的態度。
　　 已逝的Steve Jobs曾說過：活著是為了改變世界，如果我們無法做到改變，那麼一定要努

力體驗，用自己短暫的一生去體驗這個世界！最後你終會明白，這世界縱然有許多邪惡、髒亂、
悲傷、不公平且無法改變之處，卻依舊值得你期待、體驗並企圖改變！我也用我這小小的心得與
崑山公廣的學弟妹一起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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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嚴郁郁
畢業系所：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畢業年度：91級

現職：萬達集團
職稱：銷售中心主管

嚴郁郁學姊最親密的家人經歷：

2011/09迄今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就讀博士班中 
2011/04迄今　万达电影院线－銷售中心主管 
2010/09－2011/03　北京汇正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助理總監 
2009/09－2010/07　臺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系暨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研究所－碩士 
2004/11－2010/08　喜滿客京華影城－企劃襄理 
2003/07－2004/10　中華航空產業工會－文宣幹事 
2000/03－2002/12　電腦商場/補習班/國賓影城/連鎖影視店－客服暨企劃專員 
1997/10－1999/08　連鎖影視店/西餐廳/精品店－Parttime

穿上正裝的我參加集團的通訊員會議

（中間黑色西服為嚴郁郁學姊)

（資料來源：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77.12.14 生產自動化應用技術研討會開幕
典禮

78.6.13 行政院青輔會郭處長蒞臨指導「嘉
南區大專青年就業輔導座談會」

86.11.27 本校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策略聯盟
簽約典禮

87.12.28 本校假台南縣走馬瀨農場辦理 87
年度高等技職教育研討會

88.2.18本校舉辦「網路工程師職業訓練班」
89 學年度結訓典禮

88.5.6 本校辦理第十四屆全國技術及職業
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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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30 本校產管系與東陽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建教合作

90.3.16 本校與二十餘廠商共同建立「夥伴
關係及建教合作策略聯盟」簽約

93.5.1 本校 39 週年校慶舉辦「科技大學再
創優勢論壇 - 產學合作的資源與模式」與談
貴賓於會場前合影

93.5.19 深圳職業技學院教師學術觀摩小組
蒞校拜會創辦人李正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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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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贈
節 稅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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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ksu.edu.tw/fund/nod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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