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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校長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TAISE)董事長簡又新大使共同簽署「大學永續發

展倡議書」，強調本校將永續發展融入校務中長期規劃，永續行動不缺席。

新聞記事

TAISE

為落實對大學社會責任及永續發展的重視

與貢獻，龔校長8月17日與台灣永續能源研

究基金會(TAISE)董事長簡又新大使共同簽

署「大學永續發展倡議書」；龔校長強調，

正修承諾將永續發展融入校務中長期規劃，

「永續行動不缺席」，簽署儀式在全校90

位一級及二級主管共同見證下完成。

簡又新大使以「大學永續發展的挑戰與機

會」為題發表演說，指出氣候變遷將改變

大學研究與教學的方向，教育必須與永續

轉型結合，才能培養符合產業需求並引領

產業前進的永續人才。

龔校長表示，面對永續浪潮，各產業需要

大量的永續人才，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口，

本校將以培育產業所需之永續人才為目標，鼓勵教

師將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和ESG（環境、社

會及企業治理）概念融入教學、研究及產業服務中，

特別是讓學生理解永續發展相關知識、技能、視野

和價值，提升未來進入職場的競爭力，也期許學生

可以成為企業永續轉型的中堅份子。

近年，淨零排放為全球最受矚目的關鍵議題，龔校

長表示，本校「環境毒物與新興污染物研究中心」

為全國獨步比擬國際標準的污染物研究機構，長期

積極參與循環經濟及零廢棄計畫，協助企業碳足跡

盤查，減少廢棄物與碳排放，達循環經濟及零廢棄

目標，即在實踐大學治理、環境永續與社會共融議

題，促使社會朝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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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規劃設立20座「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本校與

全國各國立大學競爭脫穎而出，以「五軸複合切削高質化人才培

育基地」獲得上億元補助。

配合政府投資青年就業政策，教

育部規劃設立20座「區域產業人

才及技術培育基地」，本校與全

國各國立大學競爭脫穎而出，以

「五軸複合切削高質化人才培育

基地」獲得上億元補助。

教育部共規劃設立20座「區域產

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每座

基地1億元，本校「五軸複合切削

高質化人才培育基地」透過區域

教學能量，強化大專校院與產業

聚落的連結。

機械系主任陳鴻雄說，本校與台、

清、交、成等國立名校同台競爭，

通過第一階段核定，競爭力不輸

國立大學。

本校經由「五軸複合切削高質化

人才培育基地」培育先進材料複

合製程技術與自動化製程能力的

學生，同時訓練符合在地產業聚

落所需工具機精密切削技術應用

專業技術人員及儲備幹部，養成

國內先進製造技術與量測專業實

作能力人才。

龔校長表示，五軸複合切削高質

化人才培育基地的設置，在學校

就可以培訓學生操作最先進的設

備，習得一技之長後，將來與業

界無縫接軌，就業即上手。

新聞記事



本校亞太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新創科技研究中心受託

為百年歷史聖觀音進行修復，再現原有青銅風采。

120年前打造的一尊聖觀音像，材質原為青銅，

但為防偷盜故意以黑漆附著，長期以來被誤為

「黑銅聖觀音」；如今這尊聖觀音像委由本校亞

太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新創科技研究中心修復，於

2022年10月份完工，讓銅像回復最初的青銅色

光彩。

亞太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新創科技研究中心營運長

李益成教授表示，黑漆移除是此次修復的重點，

去漆工作完成後，銅像將回復最初的青銅色光采；

也由此可見，「文物修復」對年代悠久的藝術作

品及歷史文物的重要性。

原座落在高雄橋仔頭糖廠這尊聖觀音像，約182

公分，有24片蓮花瓣，蓮花座高約60公分，台

糖公司日前向高雄市文化局申請修復，並在

2022年5月委由本校亞太文保新創中心展開修復，

將針對銅像進行非破壞性檢測，以了解材質、漆

的特性，並進行表面清潔、黑漆層的移除與加固、

基座裂縫環氧樹脂補強、重新補色及色澤調整，

最後表面塗布保護層。

「修復師好比古文物跟藝術品的醫生，修復則有

如手術，讓藝術品跟文物回到原本健康的狀態」。

李益成教授表示，霉菌、顏料受損或剝落等都可

以修復，但在修復開始前，修復師必須先為作品

做全面健檢，確認材質、原料，並針對文物當下

的狀況，判斷是否能修復，以及該選擇何種技法

與材料來著手，才能「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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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憩系與餐飲管理系頻傳捷報，桃園市2022第六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線上競賽拿下

2金3銀1銅，第四屆首彩盃澳洲葡萄酒國際競賽亦囊括葡萄酒盲飲品評前三名佳績。

2022第四屆首彩盃澳洲葡萄酒國際競賽日前在

新北市舉辦，本校由餐飲管理系廖瓊雯和觀光遊

憩系謝希瑩兩位老師共同指導，帶領學生參加葡

萄酒盲飲品評，從觀察、晃動、嗅聞、啜飲甚至

吐酒，都能呈現學理與實務並用的一面，深獲評

審青睞。

謝希瑩表示，葡萄酒盲飲比賽時間為10分鐘，從

抽出酒款依盲飲步驟分析葡萄酒的特性，以澳洲

葡萄品種酒款包含白葡萄酒及紅葡萄酒的品評後

再回答學科知識題，藉此考驗選手臨場反應與各

類葡萄酒的專業知能。

獲盲飲品評第一名的觀光遊憩系四年級同學羅翊

禎說：「我很幸運獲得大家的支持，此次得獎讓

我更加懂得感恩。」

桃園市2022第六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線上競賽

成績業經揭曉。正修科大觀光遊憩系拿下2金3銀

1 銅。其中獲得金牌的學生分別是葡萄酒

Sommelier 國際侍酒服勤動態A組羅翊禎和創意

口布摺疊動態組王翊靖。銀牌則有創意西式餐桌

擺設動態組唐玉英；創意毛巾摺疊動態組高笠羽、

劉宛婷及銅牌洪伶。

這項競賽首次改採線上辦理，有超過2000名、

14個國家共175組的選手報名參賽，競爭非常激

烈。觀光系主任邱博賢表示，此次能在比賽中發

揮所學的知識及技能並締造佳績，著實難得。他

特別感謝指導教師謝希瑩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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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校長表示，學校非常支持視傳系與各科系參與

國際專業設計競賽，學生透過專業技術、創意構

思及設計美感的呈現，與國內外大專院校觀摩學

習，進而強化自身專業能力，不論得獎與否，對

日後工作經驗都有加分作用。

視傳系2010年成立至今已12年，系主任林育靚

表示，師生積極參與各項設計競賽及展演活動，

從國內的「青春設計節」、「放視大賞」到「新

一代金點新秀設計獎」，國際競賽如「德國紅點

獎」、「莫斯科金蜂獎」、「墨西哥國際海報雙

年展」、「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年展」獲獎無數，

已拿下上百項國內外設計大獎。

「2022 PAINT FOR HUMAN RIGHTS」人權海

報設計競賽，主要是加強人權教育及交流，鼓勵

各界正視人權。

視覺傳達設計系摘銀的海報設計〈歧視〉，由視

傳系競賽選手召集人賴岳興老師指導，視傳系大

三同學許沛婷設計，作品講述許多人對女性有嚴

格標準，常用女性的外在做比較與攻擊，卻忽視

女性自身的能力，以外界對女性的束縛為主題發

想，引起評審團的共鳴，順利拿下銀獎。

獲佳作的作品〈結束對婦女的暴力〉，由視傳系

競賽選手培訓教師賴岳興、林育靚、吳守哲共同

指導，視傳系大二同學張翔雯設計，作品表達地

球有三分之一女性曾遭受身體及性暴力侵害，畫

面使用「玫瑰」的元素，藉以傳達結束對婦女的

暴力行為。

視覺傳達設計系參加國

家人權委員會首次舉辦

的「2022 PAINT FOR

HUMAN RIGHTS 」

人權海報設計競賽，以

〈歧視〉、〈結束對婦

女的暴力〉勇奪銀獎及

佳作，分別抱走15萬

及2萬元獎勵金，在獲

獎率只有8%的競賽中，

表現十分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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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2022日本真夏設計創意發明展」

大放異彩，勇奪4金2銀2特別獎，

獲獎團隊7月22日呈獎給龔校長，

接受校內表揚

2022

4 2 2

企管系周秀蓉主任〈鍋柄攪拌匙〉獲金牌及波蘭特別獎；

電競系李俊德老師〈可調式枕頭結構〉獲金牌及印尼特

別獎；金牌作品有電子系張法憲老師〈居家生活管線檢

查與維修機器人〉及幼保系李佩育老師〈AI智慧翻轉病

床〉、銀牌作品有企管系朱奐玫老師〈具有紫外光殺菌

功用之可替換砧板結構〉及企管系蔡政宏老師〈AIOT自

動倉儲裝載系統〉。

7
本校數位學伴計畫

連續7年榮獲教育

部「傑出大學伴」

及「傑出帶班老師」

雙獎，經由遠距教

學陪伴輔導中小學

生，為偏鄉孩子的

未來帶來改變。

本校從101年起承辦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遠距教學輔

導中小學生，服務超過1,000名偏鄉學童，年年榮獲

「傑出大學伴」、「傑出帶班老師」獎。

今年服務高雄市湖內區文賢國小、湖內國中、桃源區桃

源國小、樟山國小的小學伴，由各系所與師資培育中心

師生組成大學伴，根據中小學師長提出的學童需求，為

小學伴客製化適性、活潑、高互動的學習內容，並融入

時事議題與職業探索，再結合電子系老師施松村帶領資

訊程式多元課程，提供有溫度的陪伴，幫助小學伴樂於

學習，探索生涯夢想。

龔校長對本校師生優異的表現，連連豎起大姆指說讚，教師跨領域合作

以及培植學生實踐發想的成果值得肯定。

本校遠距教學陪伴輔導中小學生獲廣大迴響，連續7年榮獲教育部

「傑出大學伴」及「傑出帶班老師」雙獎，擔任數位學伴計畫主持

人的師培中心陳瑜容主任表示，看見偏鄉孩子學習的困境，也看見

大學生潛力，經由數位學伴陪伴，為偏鄉孩子的未來帶來改變。

榮譽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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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花絮

57
眾星雲集熱力四射
57週年校慶演唱會盛大登場，龔校長與校友總會會長李建昌合切蛋糕，

祝正修57歲生日快樂。

正修57週年校慶演唱會盛大登場，「kimberley」

陳芳語、「FeniX」原子少年、婁峻碩、蕭秉治

賣力開唱，現場尖叫聲此起彼落，璀璨煙火照亮

夜空，龔校長並與校友總會長李建昌合切蛋糕，

祝正修生日快樂。

上千位師生將校園草皮廣場擠得水洩不通，現場

氣氛十分火熱，蕭秉治一出場就帶來「毒藥」這

首歌，主持人無尊提到有一首歌已經破億，「我

還是愛著你」馬上引起同學的共鳴，現場一起大

合唱。

壓軸婁峻碩演唱「COLORFUL」時，特別從台上

走下來和同學互動，當場分送許多海報，讓同學

開心不已。

龔校長與校友總會長李建昌、副校長黃柏文、主

任秘書郭柏立及學務長林淑芸合切蛋糕的同時施

放煙火，剎那照亮整個夜空，驚呼聲此起彼落。

龔校長說，校慶演唱會帶領57週年系列慶祝活動

達到最高潮，師生感受到歡欣鼓舞的喜悅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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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聲傳遞情感交流

耶誕前夕，本校舉辦「2022第三屆

正修盃僑生歌王爭霸賽暨耶誕晚會

活動」，進入總決賽的7位僑生同場

飆歌，經過一番競爭，由來自印尼

的樹德家商余美麗奪冠，馬來西亞

籍的三信家商黃慧惠亞軍，印尼籍

的高苑工商紀勇吉獲季軍。

2022年正修盃僑生歌王爭霸賽結合耶誕晚會活

動，選在寬廣舒適的生創廣場以辦桌形式舉行，

讓僑生來台期間，除專業學習及實務技能訓練外，

當場就能體驗到台灣獨特的辦桌文化，邊欣賞歌

舞、邊摸彩，並聆聽來自各國僑生的歌藝，進一

步促進情感交流。

龔校長表示，配合政府南向政策招生數百位橋生，

學校除照顧他們的食衣住行外，也會舉辦中秋烤

肉、冬至喝湯圓、參訪，在耶誕節前夕並舉辦歌

唱大賽，以解他們的思鄉之苦，對台灣文化也有

更深一層的了解。

本次僑生歌王爭霸賽，有來自印尼、馬來西亞、

越南等僑生參賽，最後有7位進入總決賽，演唱

時下流行歌曲包括「再見只是陌生人」、「光年

之外」及「最近」等，時而深沈、時而激動，用

心投入感情展現歌喉，配合肢體情感的表達，台

下前來助陣的加油團尖叫連連，氣氛非常熱絡。

選手隨著歌曲音域愈唱愈高，飆高音到吶喊，台

下加油團紛紛站起來尖叫連連，來自印尼的樹德

家商余美麗，果然不負眾望以一首「再見只是陌

生人」勇奪冠軍。

許多參賽同學唱到最後，由於太過投入，臉上表

情神傷，幾乎都要哭出來了，觸動在場加油同學

的敏感神經，頗有職業歌手的架勢。

歌唱比賽告一段落，現場響起「叮叮噹、鈴聲多

響亮…」聖誕樂音，龔校長在聖誕老公公陪同下

來到現場，聖誕老公公分送糖果給現場同學，滿

溢節慶歡騰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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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起健康大作戰

本校圖書資訊處10月11日舉辦以

「疫起健康大作戰」為主題的系列

活動，規劃「我是正修智慧王」闖

關探索圖書館資源。

面對後疫情時代，本校圖書資訊處10月11

日舉辦「疫起健康大作戰」主題系列活動，

規劃「我是正修智慧王」闖關探索圖書館資

源，闖過6道關卡的同學，就有機會抽中

iphone手機、SONY無線音箱及禮券等40

項大獎。

「圖資藝文月─疫起健康大作戰」率先登場

的是「我是正修智慧王」闖關活動，設計6

道關卡推廣館藏資源與服務，包括有Switch

運動大王、正修LINEBOT、EDS探索大王、

電子書大王、讀書大王及媒體大王，只要成

功挑戰6道關卡、集滿十個印章就完成闖關。

圖資處推出4場名人演講，包括「呂佐成

醫師／經絡理療，帶您用中醫角度了解自

身保健」 、「卓瑞賢先生/讓咖啡小農帶

您認識杯上下午場」、「吳靜宜營養師/

營養師帶您認識如何吃得健康」，及「靈

魂急轉彎Soul」、「金牌特務：金士曼起

源」2場正修電影院，還有「什麼都不必

說，疫啟動起來(呼拉圈大賽)」、「疫起

健康大作戰主題書展」、「彈珠檯PK」及

「復古童玩抽抽樂館藏借閱推廣活動」等

活動。

此外，新易課2.0平台亦設置「圖書館基

礎導覽」、「資料庫加油站」、「電子書

充電站」、「圖書資源利用教育」4門線

上課程讓同學自學，內容包括圖資處簡介、

電子書、電子雜誌及電子資料庫的使用操

作，讓師生依自己需求選擇最合宜的學習

方式，讓師生在輕鬆活潑參與過程中，走

入圖書館，愛用館內資源。



本校應用外語系畢業公演《Frozen》改編自

2013年知名3D動畫電影冰雪奇緣，學生克

服疫情，透過視訊自行編舞、編劇、製作道

具，展現不一樣的歌舞演出。

雷雕創新、元宇宙體驗
各具特色
管理學院國企系、企管系、資管系、金融系聯

合舉辦成果展，智慧創客研發、台灣有機農創、

元宇宙應用遊戲體驗展現教學成果亮點。

四系聯合成果展在歡樂舞獅表演中揭開序幕，企管系

展出學生實務專題及校友創業成果，包括「永續文創

創業坊：兜兜轉文創工作室」、「懷舊創新創業坊：

彈珠汽水」、「精進就業證照達人坊」等。

資管系展出「智慧創客研發成果」、「元宇宙應用+

遊戲體驗」、「智慧生活+電商創業」、「智慧物聯

網AIOT應用」，學生可現場體驗新穎的虛擬實境遊戲。

金融系以「理財智慧王闖關」、「理財戰略王桌遊」、

「理財記憶王闖關」、「金融財運占卜」帶給學生嶄

新的理財體驗。

管理學院周秀蓉院長說，本次聯展以永續、創新為設

計主軸，呈現四系辦學亮點，中山工商、樹德家商、

楠梓高中、復華中學及三信家商近400位同學一同體

驗各系特色攤位。

游副校長表示，管院聯合成果展各具特色教學多元化，

不再以期中、期末考作為唯一評量標準，讓同學找回

自信，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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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zen
冰雪魔法效果吸睛

應用外語系畢業公演《Frozen》11月15日登場，以

歌舞劇全力還原動畫電影的戲服，為還原電影特效

畫面，還特別租用氣柱機製造冰雪魔法效果，並使

用專業燈光設備和音樂效果，在適當時機營造唯美

氣氛。

系主任張世娟表示，本校應外系舉辦畢業公演已有

10年，曾改編舞孃俱樂部、歌舞青春等知名電影，

2022年希望能更推陳出新，特選擇冰雪奇緣作為演

出題材，演出同學在籌備中不斷突破自我、享受學

習。

龔校長表示，同學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全英文運用

在歌舞劇中，表現非常出色。



傳遞愛與永續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辦理全國高中職木橋載重創新設計競賽，

來自全國24所高中職236隊841位學生齊集一堂，作品兼具專業及獨特創意。

游副校長說，木橋載重競賽的專業素質非常高，

主要在訓練學生的力學知識及結構觀念，以木

條設計模擬橋梁結構，增進工程及設計科系學

生具有創新規劃與應用設計能力，從快樂學習

角度出發，結合創意能力計劃及團隊合作訓練，

激發設計創造力。

「木橋載重創新設計競賽」以木條設計模擬橋

梁結構，試驗結構系統所能承載的最大能力，

激發設計創造力，競賽分為以外型創意、結構

系統及製作工藝的「造型創意」並以木橋加載

重量到破壞，與自重比值的「最大強度」及

「精準強度」比賽，學生僅以木條設計模擬橋

梁結構，測驗結構系統承載的最大能力。

〈再成為大人之前〉作品認為愛就應該無所

限制，成長歷程不需跟著既定形式，每人都

可照自我理念創造屬於自己的劇本。

〈永生〉讓被穿過的二手服飾，經過不斷的

變化，產生不一樣的創意，生命週期得以延

續。

〈千禧蝦妹的下課生活之制．青春〉，在瞬

息萬變的世界以原宿風逐漸成為主流，展現

自我穿搭方式如同千禧年的我們。

〈海藍之謎〉傳達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密切，

彼此都需互相尊重。

競賽以「愛無設限加上環保永續」主軸為創作發想，結合藝術與創意將美學概念轉化為人物整體造型

呈現，並搭配走秀方式演出，將平日所學專業技術運用到展演中，演繹出屬於自我風格的時尚造型。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妝彩週《愛．無設》走秀盛裝登場，

學生運用多元的愛為造型元素，衝破框架展現自我。

激發設計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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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酒賽程全部以IBA國際標準執行，主辦單位採

用高品質純淨不擾味的ICE WALKER冰塊，讓選

手可以調出最佳作品。

餐飲系主任吳許得表示，從本屆賽事報名熱絡情

況來看，調飲、咖啡咖花、餐飲服務業已是年輕

學子最喜好的選項，藉由競賽讓參賽選手觀摩學

習，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龔校長表示，參賽選手透過比賽表現專業技術、

創意及色香味，並與他校選手相互觀摩學習，進

一步強化自身專業能力，得獎與否對日後職涯發

展都有相當的幫助。

「第十一屆港都盃全國餐飲、旅遊大賽」由本校

與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共同主辦，開幕邀請世界盃

傳統調酒冠軍－餐飲系助理教授郭植伶、亞太盃

花式調酒冠軍郭詠鎰、世界花式調酒冠軍陳鈺承

進行花式表演，為大賽揭開序幕。

競賽項目包括傳統調酒、花式調飲、無酒精飲品、

咖啡拉花、立體雕花、托盤競賽、餐桌服勤、口

布折疊、中餐水花、主菜料理、蔬果切雕、翻糖

蛋糕、藝術麵包、糖霜餅乾、導覽解說共15組，

創下疫後參賽人數最多餐飲賽事。

學習領航

400位選手同台競技

「第十一屆港都盃全國餐飲、旅遊大賽」

10月4日在本校登場，來自全國47所大專

院校及高中職學校近400位選手同台競技，

競爭激烈精彩絕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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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熠樂集長林喚玲老師說，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第

一弦樂四重奏，曲風優美，其中一首專為聖誕節而

作的曲子，適逢聖誕節前夕，特別選來作為開場音

樂，期盼帶給大家平安又快樂的節慶氣氛。

本次邀請「2022正修科技大學音樂演奏競賽」11月

獲獎學生們共同參與，不管是演奏者或現場聆賞者，

大家對音樂都展現出異常的熱情，在彼此互動的過

程中，不單是音樂交流，在情誼上也都有所升溫。

沙龍音樂興起於19世紀上半葉，是貴族與中產階級

們的新興交誼聚會形式。小型而精緻的演奏形式，

專為主人與賓客們而奏，樂曲輕鬆不失格調，演奏

技巧亦不失專業，在愜意的氛圍中，涵養聆聽音樂

的喜好。

在彼得．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第一弦樂四重

奏既浪漫又抒情的優美旋律下，龔校長邀請

師生們跟著演奏家腳步，伴著幸福咖啡香與

精緻餐點， 一同體驗多重感官的音樂饗宴。

藝文處「澄懷味象─黎志文個展」展出黎志文

1975至2022年創作石雕及紙上繪畫，作品融

入歐美風格及東方文化，意境深遠。

創作石雕、紙上繪畫
饒富意境

專為疫情創作的作品〈放輕鬆〉則運用現成物的再製，

巧妙結合水滴造型石作，鼓勵疫情中的大家放輕鬆，

終將贏過黑暗。

另以生命探索為題的〈船〉拼湊成船型石塊，象徵每

個人不同的人生階段與生命經歷，雖都是探索，卻是

精采的光輝呈現。

除精彩石雕作品外，也同步展出多件紙上繪畫，1989

年創作的〈苗〉以甲骨文為型，配上魏碑拓印手法呈

現，作品很像田中椏生的新苗，輝映新生與源動的力

量。

黎志文從中國傳統文化出發，轉換成當代藝術語彙，

創作至今仍勤奮不懈，富有天趣的作品極具巧思，給

人無窮想像空間。

黎志文因喜愛老莊思想的箇中趣味，早年在義大利創

作期間，常運用中文六書造字原理，透過自然天趣與

人工雕琢對比，追求儒家和諧與中庸之道，作品風格

獨樹一幟。

他深感中文造型蘊藏悠久傳統文化，特運用在雕塑創

作，本次展出的藝術家雕刻創作「山水」系列，以師

法自然為核心命題，加上「山」型與「水」的婉轉、

流動，似山也似水，系列作品以抽象和寫意風格表現

山水之美。

平安樂符迎聖誕

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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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拍使用他人商品照片並標示來源，就不會侵權了嗎？

1.網路上的商品圖片如若具有「原創性」（非抄襲他人者）及「創作性」

（具有一定的創意高度），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攝影或美術著作，於網

頁中使用他人的著作，會涉及「重製」與「公開傳輸」的利用行為，應取

得該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合法利用；若沒有取得同意或授權，

可能須負相關之民、刑事責任。

2.截取他人網站照片並將該圖片放置於網拍網頁上，合理使用空間有限，

即使加註出處來源，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