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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理學院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活動流程 總 覽

廠商說明會流程

科學 教 育中心 科 技論 文競賽 流程

活動地點- 興大理學院1F 平面圖

活動地點- 廠商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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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理學院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活動流程 

時間：2018年 11月 16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至下午 2時 
地點：理學大樓一樓 

 

活動項目 產學說明會 產學合作與 
人才培育博覽會 科技論文競賽 

活動地點 S1A03演講廳 S101教室、S102
教室、S106教室 

理學大樓 
1樓大廳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長官開幕致詞 
產學合作 
與 

人才媒合 
壁報論文發表 

09:10-10:25 產業界介紹 

10:30-10:40 茶會時間 

10:40-11:40 產業界介紹 

產學合作 
與 

人才媒合 

 

11:40-12:00  
科技論文競賽 
頒獎典禮 

(S1A03演講廳) 

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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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理學院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說明會 流程 

時間：107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中午 11 時 40 分 
地點：理學大樓一樓 S1A03 演講廳 

 

時間 產業界分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長官開幕致詞 

09:10-09:25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杏圓 人工智慧長 

09:25-09:40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劉欣怡 校園關係經理 

09:40-09:55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子民 資深副理 

09:55-10:10 叡揚資訊公司 林喬琪 人資專員 

10:10-10:25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 郭原良 課長 

10:30-10:40 茶會時間 

10:40-10:55 大氣電漿股份有限公司 王弘壹 經理 

10:55-11:10 模帝科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美萱 行銷專員 

11:10-11:25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簡素娟 管理師 

11:25-11:40 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葉容真 專員 
 
備註：10 分鐘說明，5 分鐘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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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8年 11月 16日 (五 )    地點：理學大樓一樓大廳

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 議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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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演講廳

產業說明會

大廳

S1A03

教 室
S106

教 室
S113

教 室
S101

茶水間

女廁

電梯 電梯

報到處

科技論文
壁報發表區

茶會區
教 室
S102

氣 球 拱 門

| 理 學 院 1 F 平 面 圖 |活 動 位 置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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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1教室

廠商位置示意圖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
( 股 )有限公司

台達電子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佐登妮絲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三晃股份
有限公司

禾伸堂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大氣電漿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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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2教室

廠商位置示意圖

晶元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

啟德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采威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經緯航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希華晶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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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6教室

廠商位置示意圖

學務處
生涯發展中心

模帝科電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叡揚資訊公司

寶成國際集團

聯華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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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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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Company  P r o f i l e

目前我們的產品有下列幾大項

民國 63 年，本公司創辦人黃沂榮先生有感台灣經濟起飛，化學
相關產業開始蓬勃發展，因此創立三晃油墨 ( 股 ) 有限公司，初期以
生產油墨與油漆為主。走過 40 多年來的篳路藍縷，創辦人帶領公司
全體同仁不斷提升研發與高效生產的能力，並於民國 84 年將公司
更名為三晃 ( 股 ) 有限公司，持續耕耘不同品項的產品。讓本公司以
品質優良，價格合理等優勢享譽業界。民國 105 年本公司與國慶化
學 ( 股 ) 有限公司合併，營業項目也進而拓展到防曬乳使用之紫外光
吸收劑與西藥原料藥 .

1.植物保護用藥
2.阻燃劑
3.高分子彈性體
4.電子化學品
5.橡塑膠添加劑
6. PVC&PU 人造皮革表面處理劑
7. cGMP 產品
展望未來，我們希望廣納有志菁英在此一展長才，獲取個人與公司

的最大利潤。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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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電漿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鞋業一年240億雙數量的市場，遠比手機數量（16億支每年）
還龐大，我們提出顛覆整個鞋業的新技術，用空氣來製造鞋子，取代有

毒的膠水。

大氣電漿公司於 2017年時創立於台中，是一家專門提供智慧
自動化系統服務的公司，專門把過去用在高階半導體的科技，轉化

到傳統產業身上，以新環保科技為傳統產業客戶進行加值。

創辨人是張加強 博士，曾獲得 2013 中華民國第五十二屆十大
傑出青年。也在 2012獲得過總統頒發的中國工程師優秀工程師獎，
獲獎無數。包含美國的百大科技獎，華爾街日報的傑出創新獎。屢

屢帶領團隊成功突破創新及國際肯定。

再次帶領團隊，以新科技顛覆全球鞋業，採用更環保的科技，

同時徹底釋放腳下的壓力，也帶動產業巨幅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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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Company  P r o f i l e

禾伸堂生技 (Holy Stone Healthcare) 為創新藥物研發公
司，致力於研究生物性高分子的藥物技術，發展專一性藥物傳

輸平台。目前已成功建構自主的「透明質酸藥物傳輸技術平台」

(Hyaluronan Drug Delivery, HDD)，以透明質酸作為傳輸載體，
發展多項醫材產品及新藥。

禾伸堂生技除了自主研發技術外，也與多個研究機構及學術單

位合作，擴大透明質酸藥物傳輸技術的臨床研究及治療應用，研究

成果陸續發表在期刊、學術年會及生技展場。目前已有新藥正在申

請或進行臨床試驗中，預計在 5~10 年內通過衛生主管機關的審核
上市。

因應透明質酸藥物傳輸的專門技術，禾生技於 2012 年在新竹
生醫園區成立臨床實驗用藥的先導藥廠，並通過台灣衛生福利部

(TFDA) 許可成為 PIC/S GMP 廠，專責進行臨床試驗藥物的製程
開發，提供臨床試驗所需的藥物。

禾伸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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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達集團由鄭崇華先生創立於 1971 年，為全球提供電源管理
與散熱解決方案。面對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台達長期關注環境議

題，秉持「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持續開發創新節能產
品及解決方案、不斷戮力提升產品的能源轉換效率，以減輕全球暖

化對人類生存的衝擊。近年來，台達集團已逐步從關鍵零組件製造

商邁入整體節能解決方案提供者，深耕「電源及零組件」、「自動化」

與「基礎設施」三大業務範疇。

台達總部位於台灣，致力於創新研發，每年投入集團營業額

6%-7%作為研發費用，據點遍佈全球包括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
美國及歐洲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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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Company  P r o f i l e

光洋應材始於貴金屬材料回收精煉與製品加工，經多次蛻變後

成為今日專業貴金屬與薄膜靶材製造商，其專業化的薄膜材料技術

研發及製造，整合真空熔煉、熱間塑性加工、粉末冶金及銲合等技術，

提供光電、半導體等相關產業所需之關鍵性材料，開創新興材料應

用之事業範疇！

光洋應材為全球規模最大「光儲存媒體薄膜靶材製造廠」，成

立於 1978 年，是全球領先的貴金屬與稀有金屬回收精煉、特殊成
型、加工以及銷售供應商之一，主要核心競爭力在於厚實的研發能

力，同時持有台灣環保署核發之氰化物電鍍廢液回收許可及唯一

氰化銀化學品製造執照，更配合政府綠色產業與傳統產業高價值化

政策，投資設立貴金屬回收精鍊廠，以發展高附加價值與精密之貴

金屬材料產品。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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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4190)

佐登妮絲創立於 1989 年，以「誠實、信賴、永續經營」的理
念經營美容 SPA 及生產肌膚保養品。公司將於 2020 年於嘉義斥
資數億打造具備 AI 人工智慧的亞洲研發中心、貴儀中心及萬坪粧
品 GMP 廠房。亞洲研發中心於配方、原料、技術的研究發展進行
專研，如適合亞洲人肌膚的配方、生物反應器、包覆技術、植物幹

細胞等等之研究開發；貴儀中心將配置 LCMSMS、GCMSMS、
ICPMS 等貴重儀器，著重於產品安全之檢驗方法開發；GMP 廠
房致力於製程之遵循並產出高品質之產品，同時也與國內外學術

界 / 企業合作，進行原料開發或生產技術的轉移及交流。以此為
基礎並結合 AI 人工智慧，期許開創成為亞洲第一之 AI 人工智慧
化粧品工廠。

我們竭誠歡迎有熱情、有想法、有專業的您，加入我們的團隊，

成就不凡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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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Company  P r o f i l e

全球石英頻率控制元件解決方案領導廠商

希華晶體科技成立於 1988 年，專精於石英頻率控制元件之研
發、設計、生產與銷售。從人工晶棒長成到最終產品，透過最佳團隊

組合及先進之生產技術，建立完整的產品線，包含人工水晶、石英晶

片、SAW WAFER，以及石英晶體、晶體振盪器、晶體濾波器、溫度
補償型及電壓控制型產品等，以健全的供應鍊系統，為客戶提供全

方位的服務。 

導入先進微機電製程創新研發技術

敏銳地掌握電子產品輕薄短小化、快速光電寬頻傳輸與高頻通

訊的發展主流，致力於開發小型化、高頻與光電領域等產品，與日

本同業並駕齊驅。且深耕微機電 (MEMS) 技術領域，加速導入 TF 
SMD Crystal 的量產，藉以擴大公司營收規模並且提昇獲利空間。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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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創立 19 年，服務中小企業數已超
過 5,000 家，最了解在地中小企業需求。我們預計 2021年掛牌上
市櫃並期許成為 AI 智能服務的領導廠商，目前有雲端運維與智慧
安全、智慧製造與智慧工廠、智慧觀光與零售加值、智慧健康與能

源照明、智慧教育與數位學習五個事業群及研發與 APP開發團隊，
員工人數約 150人；營運總部位於台中 ( 正籌備興建新的企業總
部大樓 )，在台北、嘉義皆設有分公司，提供各地區客戶即時與最佳
專業服務。

采威致力發展【人工智慧】、【區塊鏈】、【雲端服務】、【資料科技】

四大核心服務，並導入【維運服務】、【IP 服務】、【系統整合】提供
企業解決方案，並結合物聯網應用於【智慧製造】、【智慧照明】、【智

慧教育】 、【智慧旅運】四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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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民國 72 年，主要產品在於電子數
字顯示磅秤衡器及相關零件。啟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秉持著『誠、勤、

樸、慎』經營理念，竭誠為顧客服務，持續提供滿足顧客的產品及追

求企業永續經營成長。

本公司具有 ISO9001與 ISO13485之國際品質認證，並榮獲德
國 IF工業設計獎 ,歐洲 / 美國 / 加拿大 / 澳洲專業量測認證。

啟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自創品牌，目前旗下有二支品牌：

Chardermedical與 oserio(歐瑟若 )。

Chardermedical品牌官網
http://www.chardermedical.com
http://www.chardereurope.com
 

oserio(歐瑟若 )品牌官網
http://www.oserio.com

Charder 公司官網
http://www.charder.com.tw

啟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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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民國 85 年 9 月成立於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專業生產超高亮度發光二極體 ( LED ) 磊晶片及晶粒。
本公司以自有的有機金屬氣相磊晶 ( MOVPE ) 技術﹐全力發展超
高亮度發光二極體系列產品。

本公司的技術團隊來自於工研院光電所、及國內外光電專家，

充分展現了產品設計及量產技術能力的最佳組合。本公司資本額為

新台幣 109 億元。本公司生產的發光二極體磊晶片及晶粒，具備體
積小、耗電量少、壽命長的特點，其應用範圍非常廣泛，適用於消費

性電子產品的指示燈、傳真機及掃描器光源、液晶顯示器背光源、

室內或室外資訊顯示看板、汽車用燈具、交通號誌顯示燈以及照明

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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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OSAT Aerospace & Technology 
Inc.)成立於 2004年，專精於無人飛行系統 (UAS)之技術發展與創新
應用，是當前亞洲唯一具備垂直整合上游 (研發生產 )、中游 (操作服務 )
及下游 (資料分析 )之加值型服務廠商，並擁有自行研發之人工智慧辨
識系統，能提供客戶完整之解決方案。

經緯航太擁有 200 位各領域專家，統合航空太空、機電資通
系統整合、複合材料製造、遙感探測、人工智慧及空間資訊等技術

能量，提供無人飛行載具系統 (定翼機及旋翼機 )及關鍵次系統 (飛
控系統、地面導控系統、資料傳輸系統及酬載設備 ) 之銷售，能針
對客戶特殊需求進行載具客製與酬載系統整合，提供完整解決方

案、保固服務及加值應用服務。本公司飛航服務團隊，可提供飛行

操作人員教育訓練，及定型化或客製化之應用服務，例如航遙測製

圖、空間資訊系統、防救災應變分析、環境監控、都市發展規劃、土

地測量調查、保全巡檢、大型結構物定期檢測、資源調查與探勘等

各類解決方案。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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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帝科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模帝科是一家 ISO 9001:2008 認證創立二十年的傳動系統製
造商。總公司位於台北，工廠位於楊梅及蘇州。我們研發、生產、行

銷線性推桿、控制器、及手控器，並提供客戶全自動解決方案於各

類多元應用上。應用範圍包含家俱、醫療、工業自動化、太陽能系統⋯

等。舉凡需電動傳動及其控制系統的應用，都與我們的產品息息相

關。現今我們已是歐、美、日、中東、及中國許多客戶的策略合作夥伴。

「卓越企業，學習生活，讓世界更美好」是我們的願景。在成為卓越

企業的過程中，全體同仁齊心從工作中學習、成長、並回饋社會。

本公司產品朝向智慧機械努力，未來是自動化及人工智慧的世

界，對此類產品的需求將日益劇增，我們深切期盼，有更多願意與

我們一同努力的優秀人才加入我們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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叡揚資訊（Galaxy Software Services）是一家善於將資訊科

技、作業流程、產業知識整合之企業 e 化應用軟體開發與服務之領

導廠商，目前員工約 500 名。   

1987年成立，即懷著永續經營的精神，關心客戶的滿意與成效，

經由成熟的軟體工程、專案管理、善用資訊科技，及優異的系統架構

設計能力，開發出符合客戶需求之流程 e 化與創新應用之系統及服

務，搏得金融業、政府、醫院、電信與製造業等客戶的好評。   

經過 30年來的努力，已經演化出能在較短時間內滿足客戶有 e

化系統可用的期待，所提供的 e 化系統不僅已有廣大客戶群，更是年

年都有新的技術與創新應用推出，近來在 AI、機器學習及大數據等

新領域，已有多項具體的成果。

叡揚資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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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聯華電子身為半導體晶圓專工業界的領導者，提供先進製程與

晶圓製造服務，為 IC 產業各項主要應用產品生產晶片。聯電完整
的解決方案能讓晶片設計公司利用尖端製程的優勢，包括 28 奈米
Poly-SiON技術、High-K/Metal Gate後閘極技術、14奈米量產、
超低功耗且專為物聯網（IoT）應用設計的製程平台以及具汽車行
業最高評級的 AEC-Q100 Grade-0 製造能力，用於生產汽車中的
IC。 

聯電現共有十一座晶圓廠，遍及亞洲各地，每月可生產超過

60萬片晶圓。聯電在全球超過 20,000名員工，在台灣、日本、韓國、
中國、新加坡、歐洲及美國均設有服務據點，以滿足全球客戶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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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成國際集團成立於 1969 年，是現時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
閒鞋製造商，以及大中華區領先的運動用品零售商及代理商之一，

全球員工人數超過 36 萬人；其中鞋類年產量超過 3 億雙，全球據
點遍布台灣、中國、印尼、越南、緬甸、美國、 墨西哥、 孟加拉與
柬埔寨，通路業務則覆蓋整個中國及台灣、香港。

寶成國際集團致力成為最好的運動休閒用品製造商及零售商。

持續提供一流的產品與服務與解決方案，為我們的客戶、員工、投

資者、供應商及社區創造價值。

寶成國際集團秉持「重視人才、以人為本」的信念，相信人才是

集團最重要的資產。加入寶成，您可享有專業的教育訓練制度、暢

通的晉升管道、完善的職涯規劃、在全球化運營的集團發揮所長，

共創未來 !

寶成國際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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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生涯發展中心的宗旨是結合學校教育目標，輔導學生發展生涯

規劃，並協助學生增進就業能力，提升職場競爭力。

為達到上述宗旨，本中心提供職涯諮詢、職涯測評、職能講座

及活動等多元服務，期能協助本校學生適性發展，學職涯順利轉銜，

實現多彩豐富的人生。

本中心提供全職、兼職就業訊息及校外實習職缺，均刊登於本

中心網站。近期將辦理的職能活動、就業徵才及實習媒合活動如下，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107 年企業導師系列活動：合作廠商有矽品精密、永豐銀行、
永信藥品、味丹企業，由企業主管到校授課、擔任導師，並有企業參

訪活動，讓同學深入產業，了解職場，並可獲得優先面試、錄取機會。

 
108 年 3月 23 日 ( 六 ) 在本校惠蓀堂辦理就業博覽會。
108 年 3月 28 日 ( 四 ) 在本校社管大樓辦理實習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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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光電成立於 1996 年 8月，是全球第一家於美國紐約證交
所股票公開上市之 TFT-LCD 設計、製造及研發公司，目前公司全
球員工達 43,000人，營運據點遍佈臺灣、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
韓國、美國及歐洲等全球各地。

友達擁有完整的 3.5 代至 8.5 代廠，提供涵蓋各類顯示器應用
之面板，並以全方位顯示技術與多元化產品組合，致力成為完整解

決方案的提供者，與客戶共創更高附加價值。

友達光電發揮光電專業，每年舉辦各項的校園活動，包含年度

校園博覽會、暑期 A+ 種子實習計畫、人才培育獎學金計劃、研發替
代役招募、液晶實習工廠一日實習⋯等。

友達光電提供穩定的工作環境與貼心的福利措施，歡迎具備熱

情與執行力的你加入達人行列。

相關資訊歡迎參閱友達官網 (http://auo.com)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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