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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hiu University 　「2019正職您心，修得我薪」校園徵才博覽會，3
月27日登場，龔校長身著帥氣機長服，高舉機票進
場，帶領著空服員服裝的同學推動象徵飛機油門的啟

動桿「啟航」，邁向成功之路。 
　龔校長說，有4000多名應屆畢業生即將步入職場，
學校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共同舉辦

校園徵才博覽會，就是要讓同學在離開學校進入職場

前，有機會與廠商面對面求職，伯樂也專程到校找尋

他們心目中的千里馬。

　本次就業博覽會有80家廠商前來徵才，求才廠商橫
跨教育、服務、電子科技、金融及旅遊業各大領域，

提供畢業生多樣求職選擇，企業廠商透過徵才活動直

接與求職學生交流互動。

　正值報稅季節，高雄國稅局為協助外籍人士報

稅，與本校簽訂合作備忘錄，由本校支援泰國、

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印尼8位外籍生前往國
稅局，服務外籍人士報稅。 
　國稅局人員到校對外籍生進行專業職前訓練，

經專業訓練的外籍生就能加入報稅服務隊立即上

工。國稅局人員指導外籍生在語言、填表件，如

何讓外籍人士了解台灣的報稅程序及如何退稅。

　國稅局設立專門給外籍人士詢問的服務區，也

可在國稅局網路系統填報，符合現代人忙碌無法

到場申辦的情況。

　本校外籍生鍾家勝說，很高興協助高雄國稅局

幫助外籍人士報稅，了解報稅相關知識及作業程

序，有機會幫助外籍人士。

Q：學生將老師上課內容做成筆記，整理並經修改潤飾，改頭
換面，可否出書？

A：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
著作的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的權利，此種權利稱

為「禁止不當改變權」。另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的權利，將老師

講課的內容予以筆記，又加以修改潤飾，改頭換面，應注意是否侵害了老師的「

禁止不當改變權」；而把改過的筆記出書，如果未徵得老師的同意，則又侵害了

老師的重製權或改作權，這樣的行為是違反著作權法的。

（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詳細內容請參考網址：http://www.tipo.gov.tw/ct.asp?xIt
em=284720&ctNode=7194&mp=1）

本校外籍生受訓　助外籍人士報稅
  本校頒百萬獎金圓學生創業夢，資訊管理系研發團隊一路過關斬將，以《E客千
金》研發長照、服務型產品且開發創客教育教具及教材，拿下「學生創業圓夢百

萬獎金競賽」第一名，獲100萬元創業獎勵金。
　為培養學生結合所學創業，發想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營運模式及新商品，以成

立公司為目標，由管理學院主辦「學生創業圓夢百萬獎金競賽」，第一名頒發創

　南六公司董事長黃清山早年賣菜瓜布起家，生意眼光

獨具、創立自有面膜品牌「詩柔Silk Soft」，打造水針布
面膜成為亞洲最大不織布工廠，營業額超過67億。
　龔校長4月12日特敦聘黃清山為名譽教授，加入＜正
修＞大家庭。名譽教授頒授典禮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

行，現場冠蓋雲集，包括前高雄縣長楊秋興、副縣長吳

裕文、前高雄長庚醫院長陳肇隆、市議員黃柏霖及各大

企業董事長30多人觀禮，對於黃清山獲本校頒授名譽教
授，都認為實至名歸。 
　龔校長指出，黃清山董事長熱心公益，對教育也非常

關心，曾邀黃董事長到校演講，給予同學最直接的勉

勵，透過「產學攜手專班」合作，本校學生在學就能到

南六公司實習，畢業即就業，無縫接軌到職場，企業有

愛心，學子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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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獎勵金100萬元，免費提供育成中心營運空間作為新創公司基
地，學校持續提供資源，輔導成立公司與未來的營運。 
　本次競賽歷經半年初賽、複賽與決賽激烈競爭，經七位校內

外專家評審團嚴格評審後，選出最優秀團隊《E客千金》。 
　龔校長表示，鼓勵學子結合所學創新創業，學校持續輔導創

業公司，促進新創公司持續成長，繁榮在地產業，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

「2019正職您心，修得我薪」
校園徵才博覽會

108年校友會新春團拜

正修人，一家人

6月16日各學院3806名博士、碩士和學士

畢業生，於正修廳分三梯次舉行畢業典禮。

Youtube全程實況轉播，從早到晚驪歌輕唱

，歡送一梯接一梯的畢業生，畢業生流露離

校前感謝師長培育之恩情及回味在校學習生

活點點滴滴的美好。（攝影/吳俊勳） 

108級畢業典禮

隆重 溫馨 祝福 感恩

百萬獎金圓學生創業夢

　正修科技大學校友會選在元宵前夕舉辦「108年校友會新春團拜∼正修人，一家
人」席開近50桌。　
　龔校長宛如財神爺般的邊走紅毯邊發送包有巧克力的金元寶，兩旁校友紛紛前去

領金元寶，一片喜氣洋洋。 
　鄧建立說，校友會今年舉辦高爾夫、壘球賽及親子健行等活動，歡迎學長姊能帶

著家屬一起來參加，讓彼此的感情更融洽。 
　龔校長表示，超過13萬校友的支持，一直是學校最強而有力的後盾，許多校友更
是全家正修人，如土木系畢業的黃啟川曾任高雄市議會議長，夫人侯彩鳳當過立

委、女兒黃香菽為現任市議員，「正修家族」優異的表現，母校感到相當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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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 日校園熱鬧滾滾，上
千位家長與孩子一早就來參加

「甄選入學說明會」，玄關展

示各系教學成果，在工研中心

學生展現技術分析加工製造微

精密CNC切削，在載具實驗室
學生操作救援夾爪機器人、多

功能爆裂物移除機器手臂等。

　本次甄選入學說明會如嘉年

華般推出電競賽、系所研發成

果展，展現產學合作績效及優

質的學習環境，對本校科技研

發成果學生和家長都留下深刻

印象。 
　同時，在進化基地電競館

舉辦4強決賽，冠軍隊伍與MS 

女子戰隊進行觀摩表演賽，場

外有社團Cosplay角色扮演及
異國美食、古箏表演、街頭音

樂會活動，展現正修學生的青

春活力。

   龔校長說，本校重實務教學
並結合產業，學校評鑑一等，

產學績效也是第一，10多萬校
友在各行各業表現突出，都是

求職強而有力的後盾，師生互

動好像一個溫馨的大家庭，多

年來優質學習環境深獲學生和

家長肯定。

　市立聯合醫院醫療團隊2月13日由院長張宏泰率領蒞校，締結「區域發
展與產業夥伴策略聯盟」合作協議，向本校研發處、工程研究、超微量

科技中心等研發單位取經。 
　為推動人才培育、區域發展、產學合作與資源共享，落實區域發展特

色，市立聯合醫院長張宏泰帶領一級主管蒞校，與龔校長簽署合作協

議。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協會與本校觀

光遊憩系、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及

餐飲管理系三系共同辦理「2019
第八屆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

賽」，今年邁入第八年。

　競賽分五天四夜來台旅客組及三

天兩夜國內旅遊組，強調台灣本土

農產資源及傳統藝品的觀光遊程安

排、宣揚台灣在地觀光價值。

　觀光遊憩系一年級同學陳晉揚等

組成「愛情產業鏈」團隊，勇闖

「來台旅客」組，他們排定陸客來

台最值得去的景點，包括佛陀紀念

館、夀山忠烈祠及夢時代採購在地

手工藝品伴手禮。

　本次競賽吸引高中職組及大專組

81隊400多位選手參賽，優勝隊取
得總決賽門票，金牌臺灣隊伍可優

先參加「北京海峽兩岸遊程表演

賽」，且與具代表性全國知名旅行

社簽訂「就業意向書」。

　幼兒保育系獲教育部「學海逐夢計畫」補

助，選送學生前往海外實務見習，師生及異國

小朋友收穫滿滿。

　本學年度幼保系選送20名同學海外見習，分
別為美國8人、馬來西亞4人、緬甸4人、柬埔
寨4人 ，不同國情激盪豐富的課程。 
　獲補助到美國創新之都矽谷實習一個月的大

三生許馨儀，把身為排灣族文化特色與圖騰，

融入當地幼兒園的美學創作，且與美國熟悉的

印地安原民文化對應，引起孩子的探究好奇，

特別有意義。 
　曾蹲點馬來西亞幼兒園，今年完成美國實習

後，又赴澳洲布里斯本托嬰機構交流的碩士生

黃巧昀說，她以專業實踐國際移動力，是幼教

人勇於擁抱地球村的原動力。

　餐飲管理系「2019香港美食大獎」傳捷報，四年級
同學廖昱霖從15國15隊脫穎而出，作品《獵》拿下
「藝術類蔬果雕刻」銀牌。

　談到創作過程，廖昱霖說，為了動物頭型及狩獵動

作能逼真呈現，前幾次一直抓不到感覺，尤其是豹頭

更是讓人費心，刻起來一下像熊，一下像老鼠，一下

又像狗，反覆刻了快20顆芋頭才抓到豹的初型及肢體
動作和骨架。

　他說，從發想到完成創作，前前後後約花了3個月
時間，除了上課，就是雕刻，每天都要花8至12小時
雕芋頭，雕壞了再來，刻斷了重刻，從練習到最後組

裝就用掉近120斤芋頭。
   在香港頒獎時真的很感動，比起去年的他，又向前
了一大步，很感謝家人背後默默的支持與鼓勵，最感

謝的就是鄭欽俊老師無微不至指導。

2019第八屆觀光精英盃

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400多位選手在本校顯身手

建築系《建室面》擁抱成

長與挫折的碰撞；數位系《澎派》締造美好

視覺饗宴；時尚系《圍創》圍繞著創意、驚

喜與收穫；幼保系《巫婆的秘密》貼

近社會議題；應外系《Mamma 

Mia!》經典復古歌舞劇；彩妝

系《1460》編織夢想藍圖…

本校與市立聯合醫院
區域發展與產業夥伴策略結盟

　全球電競產值破千億美

元，電競產業成未來趨勢，

本校斥資近兩千萬元，打造

頂尖電競設備「進化基地電

競館」4月24日盛大開幕。
　龔校長主持「進化基地電

競館」開幕，美國、中國大

陸和韓國都將電競視為產業

發展的一環，目前有40多國
將電競列為正式運動項目，

台灣電競產業也在去年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正式納入「運

動產業」，未來電競選手將

比照運動項目，享有國家選

拔、培訓、賽事及國家獎章

等資源。 
　電競館現場由本校「電競

戰隊」出戰「高職聯隊」，

雙方菁英盡出展開激烈的對

戰，每一次的攻防都帶動現

場觀戰人士的情緒。

　因應電競產業的興起，本

校數位多媒體設計系，除原

有動畫及互動遊戲設計課程

外，再增加電競產業概論、

電競遊戲實務、電競節目製

播、賽事規劃及自媒體經營

等，引導學生擁有多元發展

的跨領域學習。

　張宏泰說，醫院發展

往往受限於設備而難以

突破，每次開刀多少會

遇到器具不足問題，總

是令人困擾，若能與本

校合作研發，定能節省

成本，進而提升醫療品

質，共創雙贏。 
　龔校長說，本校非常注重產學合作，醫師只要提出構想，校方就會找專

業老師配合醫師提計畫，學校工研中心、檢驗、機械等單位與聯合醫院都

有相當的合作空間。 

學有所成 學有所用

畢 業 成 果 展

進化基地電競館 盛大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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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說明會展現辦學成果
優質學習環境獲學生和家長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