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大學

107-111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108 學年度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活動(競賽)名稱 【企業參訪】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主軸分項別

【分項計畫 A】 跨域翻轉與品保
A2 結合區域產業建立產學鏈
子計畫名稱
機制並重 深化學習成效
結網路，培養學生就業力

舉辦日期

109 年 6 月 11 日

舉辦時間

08 時 00 分 至 17 時 30 分

主辦學
參加
校參加
對象
人數

舉 辦 地 點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學校名稱:

32 人

他校參加
學校名稱:
人 數
學校名稱:

人
人
人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最後一場企業參訪，產職處帶領學生來到台中與
彰化參訪兩家企業：台中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彰化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歐群科技是國道 6 號最閃亮的一顆星，主要產品是細孔放電加工機械，全球
市佔率 70%，甚至還賣到非洲，歐群科技陸續獲得許多項獎項的肯定，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國家磐石獎」，堪稱是企業界的「奧斯卡獎」。廖月照董事
長與同學們分享她創業過程中的艱辛，同學們聽得津津有味，但她不怕失
敗，勇於挑戰，「正向、樂天、堅持、努力」的特質，才能帶領歐群科技達
到今日的規模。
企業若不想被淘汰，就要有創新思維、持續學習及永續經營的精神，廖
董事長即使已經是一家大公司的 CEO，她在事業繁忙之餘，還到嶺東科技大
學學習「怎麼創業」。2019 年底至 2020 年年初，因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活動內容

疫情，全球經濟遭受巨大衝擊，歐群科技因應疫情，利用自家的加工技術，
踏入醫療機器的研發，將危機化為轉機，也為自家公司開啟醫療的新領域。
廖月照董事長也是難得的女性創業代表，正因為如此，她為員工設身處地著
想，改善公司制度及福利，例如：為員工子女設立獎學金制度，而這正凸顯
出廖董事長的人格特質：親切又大方，很敢給福利，只怕員工自己不爭取，
讓學生們聽完都燃起想要加入歐群科技這個大家庭的鬥志。林辰璋副校長
說：「廖月照董事長原本是管財務的，能夠成為一個這麼大的公司的 CEO，
實屬不易，希望同學們能認真聽取董事長的經驗分享，以她為典範。」
下午來到晨陽興業有限公司，晨陽興業陳杉銘總經理十分好客地招呼同
學們飲用冷泡茶及享用豐盛的水果。陳總經理與他的夫人是從年輕情侶開始
一起攜手追求創業夢，時至今日，晨陽已是全球最大的墊板廠，陳總經理回
憶起創業過程說：「用『愛』來創業，過程辛苦，但喝水都是甜的。」晨陽

興業從傳統的文具美術用品起家，至今涉足旅館業(晨陽文旅蜜城酸甘味)、
餐飲業(極光森林)及文創領域(晨陽文創)，希望以自由品牌為出發點，將創
意帶入生活，並融合台灣傳統產業，研發新產品外銷到全世界，提升台灣的
國際形象。
面對疫情，晨陽也走出屬於自己一條路，晨陽利用產業優勢，運用原本
就有的墊板產線，開發出具有創意的簡易防疫隔板。正因為有這樣的創新思
維，晨陽翻轉了原本面臨訂單取消的逆境。陳總經理的座右銘是：「信諾、
素質、單純。」他強調做人要有誠信，以誠相待與廠商共同創造價值，才能
成功站上國際舞台。最後他勉勵學生們：「資訊爆炸的時代，同學們要學會
獨立思考，要正向積極地看待未來種種的想望與目標，遇到困難才能勇敢地
面對並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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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
佐證資料

題目

非常
滿意

您對本次講座整體而言是否感
到滿意
71%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到滿
意
71%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幫助
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76%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講述表達
能力是否感到滿意
76%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滿足您積極
討論之動機是否感到滿意
71%

滿意 尚可

不滿
意

非常不
滿意

29%

0%

0%

0%

29%

0%

0%

0%

24%

0%

0%

0%

24%

0%

0%

0%

29%

0%

0%

0%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程度
是否感到滿意
71% 29%
0%
0%
0%
1. 無，非常棒。
其他建議
2. 很棒，此次活動非常有趣。

無
1. 檢附座談議程表
2. 檢附簽到表
3. 檢附座談照片

南華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企業參訪】活動議程
活動緣由：藉由參訪活動，使學生了解企業的營運概況、創業運作與歷程以及未
來發展趨勢。希望透過業界實務運作的觀察，讓學生對於理論於實務
應用之結合獲得更多的體驗，也將有助於學生未來的求職規劃。同時
學生能夠見到企業內部的高階主管，直接與高階主管互動與對談，才
能見識到一個企業的真正內在。
1、活動時間：109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07：00-18：00
2、活動地點：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3、報名網址：https：//std.nhu.edu.tw
4、人數上限：35 人
5、主辦單位：南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6、承辦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7、連絡方式：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蔡小姐，分機 8621。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08：30

報到
出發至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1 號

08：30-09：30

說明

車程 1 小時

參訪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談及 Q&A
產業議題：
1.歐群科技屬於加工機械產業，所製造的高
速細孔放電加工機產品，在全球市占率超
過 70％，應用多元化如模具業、刀具業及
09：30~12：00
航太業等，請問歐群的產品還可以應用在
哪些方面？開拓哪些其他的商機？
2.請問歐群科技如何因應精密機械產業的發
展趨勢，滿足更高端客戶需求？
3.面對工業 4.0，如果你是歐群科技研發主
管，你會提出哪些策略？

歐群科技董事長
廖月照

午餐:議蘆會館
12：00-13：00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4 號
04-2331-0868
出發至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13：00-14：20

彰化縣埔鹽鄉豐澤村埔打路 2 巷 1-6 號

車程 10 分鐘

車程 40-50 分鐘

參觀晨陽興業有限公司座談及 Q&A
產業議題：
1.晨陽興業從製造業涉足文創旅館及餐飲，
經營有成也積極投入社會服務，文旅及餐
飲事業面臨這波肺炎疫情的衝擊，如果你
是主管，你會提出哪些因應策略？
2.晨陽集團旗下擁有「晨陽興業」、「晨陽文
創」
、
「晨陽文旅（蜜城酸甘味）」及「晨陽
14：30-16：00

餐飲（極光森林)」，可謂是多角化經營的
最佳例子。如果你是晨陽的 CEO，請提出

晨陽興業
陳杉銘總經理

下一個新的商機是何種產業?
3.晨陽興業主要生產專業切割墊、並且設計
及製作各類美術美勞用品、製圖工具等
等。目前積極投入文創商品的研發設計，
以自有品牌為出發點以及生活廢棄物的改
造再生，請為晨陽設計出具市場競爭力的
文創商品。
16：00-18：00

賦歸
經費來源：107-111 年

車程 50-60 分鐘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照片
所屬子項目

A2 結合區域產業建立產學鏈結
網路，培養學生就業力

活動日期

109 年 6 月 11 日

活動名稱

【企業參訪】歐群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地點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晨陽興業有
限公司

廖月照董事長與林副校長及學生們合照

林副校長致贈感謝狀予廖月照董事長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合照

晨陽興業陳杉銘總經理分享他的創業經驗

同學們參觀晨陽的裁切板生產線

晨陽文創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