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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 110 年11 月5 日 星期 五   
地  點: 中興大學理學大樓

活動流程總覽

 

活動名稱 60週年慶活動 
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高教深耕教學成果展 

時間/地點 國際會議廳    理學大樓廣場 

11:30-12:30     -       報到及佈展 

12:30-13:30 來賓報到及參觀博覽會 
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 
高教深耕教學成果展 

13:30-13:50 歷史迴廊揭牌儀式 

13:50-14:05 開幕/貴賓致詞 

14:05-14:10 大合照 

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 
高教深耕教學成果展 

14:10-15:10 歷史回顧音樂會 

15:10-15:30 歷任院長心得分享 

15:30-16:30 
 第二屆校友傑出成就獎頒獎典禮 
理學院獎學金頒獎典禮 

備註:本活動視疫情狀況做滾動式調整，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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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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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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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游弦樂四重奏

演奏曲目

藝游愛樂由前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助理首席林祐丞創立。樂團名稱來自孔

子論語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集合了國內國家

級交響樂團的頂尖好手，以管弦樂團、弦樂團與室內樂重奏等不同組合，將

東西方音樂經典以最完美的方式呈現，成立至今已經於國內各音樂場館，舉

辦超過五十場的大小演出，廣受各界好評。

巴海貝爾：卡農

Pachelbel : Canon
 
莫札特：G 大調小夜曲 第一樂章

Mozart: Eine kleine Nachtmusik in G  K. 525 1st move.
 
鮑凱利尼：小步舞曲

L. Boccherini: Minuet for string quartet
 
德弗札克：第 12 號弦樂四重奏《美國》第四樂章

A. Dvorak: String Quartet no.12 in F major “America”op.96 4th move. 
 
淡水暮色  

Tamsui Twilight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
Open the window to our heart
 
望春風
Desire to the spring breeze
 
外婆的澎湖灣 
Granny’s Penghu Bay
 
新不了情
New everlasting love
 
蘭陽舞曲
Lan Yang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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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提琴 / 林祐丞

第二小提琴 / 黃毓婷

八歲啟蒙學習小提琴，師事魏啟聰恩師，陸續跟隨

魏淑華、曾慶然、陳吳淑如、謝中平、孫巧玲等老師等老師

學習，期間榮獲三次台中縣音樂比賽第一名、全省優等。

中學畢業後考入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因成績優異，

並擔任學校樂團首席，期間隨團至美國公演，深獲好評。畢

業後，任職於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翌年，並獲團長陳秋盛賞

識，推薦為樂團助理首席，期間隨林克昌教授學習，得到莫

大進步。1994 年考入『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爾後經過激
烈競爭考取該樂團的助理首席。多年來擁有許多室內樂與

個人獨奏演出的經驗。目前任教於台中二中、彰化高中、台

中雙十國中……等音樂班學校。

德國科隆音樂院小提琴演奏碩士，在德國就學期間，曾

獲 DAAD德國學術交流協會全額獎學金。目前熱衷於教學

以及演出，演出足跡遍佈台灣、日本、北京、澳門、盧森堡、

德國。教學方面目前任教於光復國小音樂班、民生國小音

樂班、清水國小音樂班、雙十國中音樂班、鹿鳴國中音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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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琴 / 許漱卿

大提琴及導聆主持人 / 余濟倫

台中市人，加拿大蒙特婁大學音樂演奏碩士、法國國

立布隆尼音樂院中提琴演奏文憑、國立 Aubervilliers- La 
Courneuve音樂院鋼琴演奏文憑。曾任 NSO前身聯合實驗
管絃樂團專任演奏員、法國 Ensemble instrumental de Nice
弦樂團團員、奇美愛樂管絃樂團常任團員等。

目前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積

極參與各類型演出活動，合作團隊包括台藝大音樂系交響

樂團、清華大學 AI 樂團、台中聯合交響樂團、台中市交響
樂團、大甲愛樂室內樂團、藝遊愛樂、數人室內樂、Radiant 
Ensemble 瑞光樂集等。

兼具指揮家、大提琴演奏家與音樂會導聆主持多重身分

的余濟倫老師，在國內古典音樂園地深耕已經超過 35 年，足

跡遍布臺灣各地乃至於離島澎湖與金門，是國內最資深的音

樂導聆講師之一。

除了擔任台灣絃樂團、NSO 與 NTSO 等國家級交響樂

團音樂會前導聆與音樂會主持與規畫工作外。也曾參與總統

府音樂會、台東利卡夢戶外音樂會以及維也納愛樂、柏林愛

樂亞洲台灣巡迴演出之戶外轉播主持人。也是樂賞基金會的

古典音樂講師之一的余老師，結合本身在古典音樂演出的專

業以及古典音樂欣賞教學的豐富經驗，特別對於如何將崇

高而難以理解的古典經典樂曲，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讓

初次接觸到的聽眾，都能體驗到音樂的美感與奧妙的這一

點，得到廣大愛樂者的極高評價與廣泛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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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第二屆校友傑出成就獎共有五位校友獲獎，包含瑞磁生物科技創辦

人暨執行長何重人（化學系 65 級）、安普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常青
（化學系 72 級）、東海大學化學系特聘教授楊定亞（化學系 73 級）、中
臺科技大學校長陳錦杏（應數系 74級）、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室 -
創新顯示中心處長陳一通（物理系 80 級）。

傑出校友

國立中興大學第二屆理學院校友傑出成就獎獲獎名單

系 所 當選人 畢業系級 服務單位

化學系 何重人 化學系 \ 大學部 65 級 瑞磁生物科技創辦人暨執行長

化學系 黃常青 化學系 \ 大學部 72 級 安普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化學系 楊定亞 化學系 \ 大學部 73 級 東海大學化學系

特聘教授

應數系 陳錦杏 應數系 \ 大學部 74 級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

物理系 陳一通 物理系 \ 大學部 80 級 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室

創新顯示中心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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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二屆理學院傑出校友

傑出成就事跡

  *專利技術發明者 :獨特數位生物條碼 (BMB)

    適用於開發多元分子與免疫體外診斷產品 (IVD)

  *開發自有品牌 :新冠肺炎檢測

  *榮獲南加州玉山傑出企業家獎 (2010)

  *榮膺「本校第 25 屆傑出校友」

何重人（化學系 65 級）

瑞磁生物科技創辦人暨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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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二屆理學院傑出校友

傑出成就事跡

* 安普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4 日

  台灣證交所上市掛牌

* 安普新為專業電聲設計及製造廠，主要產品 
  為電競耳機及 TWS(真無線藍牙耳機 )

* 台灣為研發中心，工廠分布於中國、越南等

  亞洲地區

黃常青（化學系 73 級）

安普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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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二屆理學院傑出校友

傑出成就事跡

*東海大學理學院院長 (2021.07.31卸任 )

*東海大學特聘教授 (105.107.108.109學年度 )

* 科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複審委員 (2014-2016年 )

楊定亞（化學系 73 級）

東海大學化學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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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二屆理學院傑出校友

傑出成就事跡

*教 學 :獲選中臺科技大學校級優良教師

*服 務 :於中臺科技大學 31餘年，行政經歷完整

*研 究 :連續主持科技部計畫數十年，並將研究
           融入教學

陳錦杏（應數系 74 級）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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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二屆理學院傑出校友

傑出成就事跡

* 主導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企業數位轉型

* 擔任 AUO Cross Function Team      
   Chairman(MFG/TF/Integration)

*AI( 工業 4.0) 導入 Array/CF 實戰經驗

陳一通（物理系 80 級）

瀚 宇 彩 晶 股 份有 限 公司 總 經 理 室
創新顯示中心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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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名冊

一、理學院 110 學年度「興理科學獎學金」－第一類。每名頒發獎學金 25,000 元整
及獎狀乙紙，獲獎名單：

系    所 系級 姓   名

化學系

大四 吳淳輔

大三 蕭敦篁

大二 陳妍潔

應數系

大四
王禹文

洪瑋翎

大三
陳霆軒

林翰莘

大二
陳祁榕

丘偉辰

物理系
大四

蔡幸慈

陳忨詠

大三 郭天樞

系    所 系級 姓   名

化學系 碩二

吳亭萱

游鎮宇

洪鈺晴

應數系 碩二
羅世明

于凡淵

物理系 碩三 黃光裕

統計所 碩二 萬書含

奈米所 碩二 廖珮雯

系    所 系級 姓   名
化學系 博四 吳昌權

應數系 博一 丹國尼

物理系 博五 陳德森

( 一 ) 學士班 12 名

( 二 ) 碩士班 8 名

( 三 ) 博士班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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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學院 110 學年度「興理科學獎學金」－第二類。每名頒發獎學金 50,000 元
整及獎狀乙紙，獲獎名單：

三、理學院 110 學年度「興理科學獎學金」－第三類。每名頒發獎學金 25,000 元
整及獎狀乙紙，獲獎名單：

系    所 系級 姓   名

化學系 大二 劉俊廷

化學系 大三 李璿明

系    所 系級 姓   名

化學系 大四 卓襄夷

應數系 大三 許朝智

物理系 大三 藍柏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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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 

博 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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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林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海量數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開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瑞磁生物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興大學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化學系

應用數學系

物理學系

科學教育中心

1

2

3

4

參 展 廠 商 位 置 說 明 圖

(依公司名稱筆畫排序 )

 

高 教 成 果 展 參 與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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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集章卡說明

博覽會一共 12家公司參展，集滿 8家，憑卡至服務台兌換限量精美小禮物哦 !

每人限領取一份。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110 年度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 集點卡

力山工業 友達光電 台中銀證券

台灣數位光訊 明昌國際 矽品精密

科林研發 海量數位工程 開易 (北京 )科技

瑞磁生物科技 環鴻科技 生涯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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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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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山工業集團自民國六十二年創立至今，已成為跨機械、電機與電子領域

的上市公司。目前於中國大陸設有分公司，目前集團人數約為 1800人。

歷年來力山產品多次曾榮獲中華民國第一屆發明獎，經濟部產業發展傑出

獎，經濟部精銳獎。並通過歐洲共同市場 ISO-9002驗證 ISO9001認證，
ISO-14000 認證。名列全國前 500大企業之一。

公司兩大產品：一是健身機，如橢圓軌道機、健身腳踏車、跑步機、半躺

式腳踏車⋯等產品，以OEM為主，目前是全球最大健身機代工企業之一。
二是工具機：如電動木工機、電動工具等產品，以 OEM/ODM 為主，並朝
自營品牌發展，公司產品每年皆穩定成長，其所生產的工具機是機械工業

中附加價值最高的產品類型，躍居為台灣最大的 DIY 工具機製造商；以
外銷美國與歐洲地區為主。曾榮獲 2019《天下雜誌》快速成長企業一百
強、2020《天下雜誌》營運績效 50 強第一名的殊榮！

力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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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光電為全球光電解決方案領導廠商 (TFT-LCD設計、製造及研發公
司 )，擁有 G3.5 至 G8.5的完整世代線，導入 AIoT智慧製造技術，提供客戶
高客製化及高品質的產品服務，另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無論是公司治理、環

境永續或社會關懷，皆採取高標準自我要求，2014年成立「永續委員會」，
將宏觀的企業永續願景落實至各個層面。

友達豐沛研發能量來自於優秀的研發人才和智權表現。截至 2021年 4月
底，累積專利申請量已達 27,900 件，獲核准之全球專利總數超過 20,900
件，其中 99%為發明型專利，展現深厚的創新研發能量。

公司注重每一位員工的身心健康，設有「維力中心」及專業醫師團隊、設

備齊全的「活力館」、以及不定期舉辦的路跑活動。透過不同領域的交流，

讓員工從中學習、激發熱情及提升藝文素養，並每年舉辦「生活饗宴」，

邀請各界名人分享新知與經驗，設立多元的社團，給同仁培養興趣、與

同好交流的機會，每年舉辦大型活動，如家庭日、運動會，促進團隊及

家人間的情感聯繫。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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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銀證券為台中商業銀行 100% 轉投資之子公司，成立於 2013 年 5
月 2 日，致力發展全功能綜合券商業務，企業金融服務範疇除輔導股票
上市櫃及籌資外，也包含跨境企業籌資、併購、股份轉換等多元專業財

務顧問諮詢服務，並會同母行台中銀行積極開發海外市場。

台中銀證券延攬台美二地的會計師、證券分析師、CFA、內部稽核師
及台美評價分析師 CVA、FCHFP、CFP 等專業投資銀行人才，奠基在
COSO 內控自評及著重公司治理下，提供客戶年輕、專業、具跨國際服
務經驗的服務團隊，扮演個人與企業全方位籌資與理財服務最佳夥伴的

角色。

台灣自 2018年 3月底老年人口占比超過 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三明治世代是孝養父母的最後一代，背負著養育子女、照顧父
母的沉重責任；2018 年台灣出生率再創新低，更加重未來三明治世代的
負擔比重。全方位的理財規劃，可為幼兒長期累積教育基金，亦可為自

身及長者預備養老照護基金，奠定救助、津貼與保險三大社會福利制度

背後更紮實的自助基礎；在集團海內外逾百家的據點協助下，台中銀證

券一起為這地做好全民全方位理財規劃普惠金融服務。

2020年 6月 8日台中銀證券高雄分公司開幕，完成北中南實體服務據點的
佈建，同時響應證券金融主管機關政策，以提升直接金融比例，協助中小企

業籌資為目標，輔導企業利用系統化、制度化、合理化、公開化，提升經

營效率創造信用，提供企業全方位募資規劃的顧問諮詢證券金融服務。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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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你的生活  最在地的好朋友
「我們不是最大，但我們一直都在」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Taiwan Optical Platform)成立於 2006 年，簡
稱「台數科集團」，英文簡稱「top」，2015 年於台灣證交所上市。
集團服務的內容涵蓋三大事業體「有線電視業」、「電信事業」、「媒體事

業」。「有線電視業」主要服務地區以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四大縣市為

主，2019 年事業版圖拓及嘉義縣、台南市，成為全國第四大之多系統經
營者 (MSO)，是台灣唯一擁有完整版圖的 MSO業者，全台面積覆蓋率
達 41%。
台數科集團亦是率先採光纖到戶服務之 MSO業者，基站電路供裝數近
2000 路。2018 年建置 IoT平台，結合雲端技術，與政府合作自駕車、智
慧工廠、智慧路燈等城市計劃，建立 IOT萬物聯網供應鏈，為「電信事業」
加值。

台數科集團之「媒體事業」版圖，包括「冠軍電視台」與「冠軍夢想台」全

國性衛星電視台， 地方自製頻道包含「中台灣生活網」、「大台中聯播新
聞」、「大台中新聞」、「南投新聞」、「雲林新聞」，自製節目以中台灣在

地故事為主，近年來屢獲「金視獎」、「卓越新聞獎」等獎項肯定，收視滿

意度達八成。

台數科集團結合有線、電信、媒體三大事業版塊，以服務中台灣鄉親為第

一目標，加值「智慧家庭」、「智慧城市」的服務，默默的努力耕耘，「我

們不是最大，但我們一直都在」。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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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76年，以鋼製辦公傢俱起家，然
而市場環境競爭激烈、掙扎於微利之中，只得尋求契機轉型；1981年由
創辦人張秋龍領軍，轉型研發生產 DIY工具箱，並在 1983年升級製造
專業級車用工具箱。

明昌具有為各國品牌代工經驗，代工生產銷售至 70多個國家，300多家
客戶；2005年創立主打系統化管理的車用工具收納品牌 BOXO，從原本
OEM、ODM代工，跨入自有品牌的新境地，兩年後，更在既有的技術基
礎之下，結合醫療設備的研發，成立醫療設備工具箱自有品牌 BAILIDA，
以簡練、優雅的產品形象成功打響海內外醫療車市場。

近年來，由於產品智能化系統嵌入式設計、互聯網概念的引入，公司積極

投入「教育用充電車、智能取物櫃」等市場，從過去外觀及機構設計變革

至機電整合、軟體 IOT嵌入式設計等複合性商品，為全球標竿客戶提供
完整解決方案。

走過逾四十個年頭，明昌仍立足於台灣第一大工具箱出口商，我們將更

努力於實踐願景，致力成為全世界最值得信賴的空間應用創造家，行銷

國際，放眼世界，We are the best！
明昌國際官網 https://www.machangroup.com/zh-TW

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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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 73 年 5月，主要提供各項積體電
路封裝及測試之服務。民國一百零九年公司的營業額約達新台幣一千零

二十億元，目前全球大約兩萬三千名員工。

本公司一向致力於滿足顧客對積體電路封裝及測試之需求，提供一元

化解決方案，從晶圓凸塊、晶圓測試、IC 封裝、IC 測試到直接配送等服
務，並不斷藉由品質改善及技術創新，使公司成為創造高附加價值之專

業供應者，同時確保公司之永續經營，創造股東最大利潤，發展至今已

成為世界級封裝測試大廠。

產品包含先進的導線架類及基板類封裝體，廣泛應用於電腦、平板電腦、

手機、機上盒、液晶顯示器、穿戴式裝置、智慧家電、人工智慧、無人機、

語音助理、物聯網、指紋辨識器、智能汽車、虛擬實境 / 擴增實境、數
位相機及遊戲機等產品。

客戶主要為位居世界領導地位之無晶圓廠半導體設計公司、整合元件製

造公司或晶圓製造公司，其所需的先進製程技術，引領矽品建立了高品

質產品及服務之信譽。 因應其不斷提昇之產品技術需求，矽品已成為客
戶尋求專業代工廠時，優先考慮的合作夥伴。

本公司立基台灣，客戶服務的據點包括台灣新竹及台中、中國蘇州、中國

深圳、中國上海、新加坡、美國加州的聖地亞哥、聖荷西及拉古納山、亞

利桑那州坦佩、以及德州路易斯維爾市等地。目前擁有數座生產中心，公

司總部大豐廠及中山廠座落於台中市潭子，彰化廠位於彰化縣和美，

中科廠位於中部科學園區。此外，矽品公司亦擁有位於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內專事測試服務之新竹分公司及位於大陸之轉投資子公司矽品

科技 ( 蘇州 ) 有限公司。
除了致力於本業之外，矽品公司亦不忘企業存在的社會責任，積極參

與社會服務。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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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研發創立於 1980 年，總部位於美國加州弗利蒙市 (Fremont)，1984

年於那斯達克 (Nasdaq)股票上市 (LRCX)，名列美國《財星 Fortune》雜

誌前 500大企業以及 "World's Most Admired Companies"，為全球前三

大半導體製程設備供應商，也是全球最大蝕刻製程設備供應商，並提供

先進技術與服務給全球半導體業者，營運據點分佈在全球 18 個國家。

科林研發於 1992 年在台灣設立子公司，2008 年在台成立「亞太技術訓

練中心」，引進最新晶圓製造設備，透過各種國內外訓練培養專業人才、

激發潛能，持續成長。

科林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優渥的薪酬津貼 :保障年薪 14個月、領先業界之加班費率、個人績效年
度調薪、85 折認購美國股票權利、優秀員工選拔、即
時獎勵制度。

工作和家庭福利：新人到職即享 13+7 天年假、生日假、15 天全薪陪
產假、12 天全薪病假、員工 / 配偶 / 子女免費團保、
員工 / 子女獎助學金。

附 加 福 利 ： 員工介紹獎金、生日禮金、佳節禮金 & 禮品、購屋利息
補助、旅遊補助、在職進修補助。

公司文化活潑有趣且充滿活力、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到海外出差、外派工作的機會、工作內容多元且具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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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數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量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0 年 10月，總部設在台中 (台灣 )，
專精於系統整合服務及智慧製造相關設備開發。年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三億八千五百萬元整，目前為非公開發行股票之企業。

海量數位的業務項目主要包括：雲端 ERP( 標準版、進階版、專業版 )、
行動版 ERP、工業 4.0、財務大數據等應用的開發及導入服務。海量數
位以 ERP 系統及資料分析採勘的核心能力，在製造業 ( 如：汽車零組
件、化工、運動器材等 )、零售業、流通業等行業，提供系統開發、客製、
安裝及整合等服務，以協助企業改善營運效能，提升競爭力。

在雲端大數據的領域，海量數位運用上市 / 櫃的財務開放資料庫，分
析設計 92 項財務指標的企業評價基準，提供企業作為改善經營體質
的檢驗標準，藉此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因應工業 4.0 智能製造的趨勢
與需求，海量數位持續發展新的智慧化技術以強化生產效能及降低成

本與汙染。這些成果及解決方案協助我們的客戶可以朝向永續發展。

在雲端、大數據、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的趨勢下，海量數位將持續發展新

的解決方案及應用，朝向成為業界領導者之一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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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最初是由海歸博士以及國內外資深專家主

要成員組成的創始團隊，現在已經形成一套以算法、品、硬件、設計與

運營在內的完整體系。為了落實服務於海內外每一個角落，我們在北

京、台灣、深圳、長沙以及成都設立了研發中心與銷售中心，並致力於

通過圖像識別、深度學習和人工智能技術，汽車提供高精確度的輔助

駕駛安全算法。我們著眼於前裝視覺 ADAS算法基礎，與雷達融合客
戶提供解决方案，同時還後裝市場設計了算法模型，車載智能硬件提

供相對應之 SDK 與後台管理系統。 

開易(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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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磁生物科技集團為台灣上市公司 (ABC-KY股票代碼 :6598)，營運據
點分別在美國與台灣，致力於設計、開發、製造與販售多元檢測產品，目

標價值 500億美元的體外診斷市場。

瑞磁擁有的數位生物條碼 (BMB) 技術和自動化檢測系統，加速了高目標
數的核酸或蛋白質多元檢測套組的開發。BMB技術採用生物相容的條碼
來檢測多達 4,096種目標物，且具有無可比擬的解碼準確率。

瑞磁的體外診斷產品，著重於傳染病檢測這個市場區塊，具多項取得

美國 FDA認證的傳染病檢測產品，通過美國與台灣 EUA的新冠肺炎檢
測產品，以及包括檢測致病真菌在內的 ASR產品。瑞磁亦與其他多家
診斷企業合作研發，應用領域涵蓋自體免疫疾病、過敏性疾病、移植、

輸血、肝炎、腸道微生物、動寵物檢測、食品安全 ... 等。

瑞磁生物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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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USI環鴻科技！】

環鴻科技為全球電子設計製造領導廠商環旭電子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
票代碼 : 601231) 臺灣子公司，並為全球領先半導體封裝與測試製造
服務公司─日月光投控 (TWSE: 3711, NYSE: ASX)成員之一。

在 SiP(System in Package) 模組領域居行業領先地位，同時向國內
外知名品牌廠商提供 D(MS)2 產品服務：設計 (Design)、生產製造
(Manufacturing)、微小化 (Miniaturization)、行業軟硬件解決方案
(Solutions) 以及物料採購、物流與維修服務 (Services)。

公司有 27個銷售生產服務據點遍佈美洲、歐洲、亞洲、非洲四大洲，
與旗下子公司 Asteelflash 共同在全球為客戶提供通訊類、電腦及存
儲類、消費電子類、工業類與醫療及車用電子為主等電子產品。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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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中心重點工作為促使學生在校期間，能認識瞭解自身職業性格，

透過各式生涯測驗 (例如 PODA 職場潛力檢測、CPAS 職業適性診斷
等 )、職涯工作坊等，協助同學對於自己的生涯有更多的覺察與認識，
並能將自我的興趣與能力做結合，提高職涯的決策能力及協助制定短、

中、長期職涯發展規劃。

亦提供目前就業市場趨勢，使學生對能掌握產業相關特性，並建立正確

職業觀念。中心網站作為交流平台，張貼各種全職、兼職，以及就業實習

等職場相關訊息。本中心也配合高教深耕計畫，針對較弱勢的學生，協助

相關就業力的輔導，為踏出校園後之職場提早做準備。

每年，生涯發展中心皆會規劃如企業參訪、職能加值、職涯諮詢、興學塾

企業導師、履歷健診服務等活動。就業博覽會邀請 50~60 家國內知名廠
商齊聚，提供逾 5,000 個工作機會，提供廠商與學生面對面溝通機會，為
本校學生及校友爭取工作機會，並協助各廠商甄選優秀人才，增加企業脈

動實力。

自107年起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每年針對調查對象之校友 (畢業滿1、3、
5 年 )，以郵件、簡訊或適度電話主動關懷畢業校友。
民國 106 年 (2017) 起兼辦「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相關業務，成立中
興第一個由原住民學生組成之社團，並有不錯的成果。

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



2021

34

高教成果展參與單位

化學系

立基科學，跨域奔馳！

應用數學系 物理學系

科學教育中心

E=mc 2

CH
2



2021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