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7-111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活動(競賽)名稱 
【企業參訪】桃園聚纺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井田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襪子

王、彰化 City Bear 生態農場 

主軸分項別 
【分項計畫 A】跨域翻轉與品保

機制並重，深化學習成效 
子計畫名稱 

A2 結合區域產業建立產學鏈結網

絡，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舉辦日期 107 年 12 月 21 日 
107 年 12 月 22 日 

舉 辦 地 點 

桃園聚纺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井田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襪子王 
彰化 City Bear 生態農場 舉辦時間 08 時 00 分 至 19 時 00 分 

參加 
對象 

主辦學

校參加

人數 
78 人 他校參加 

人 數 

學校名稱： 人 

學校名稱： 人 

學校名稱： 人 

活動內容 

   本校此次在 12 月 21、22 日辦理兩天一夜的企業參訪，同學們非常踴躍報名。

短短幾天全數名額一掃而空。此次參訪共去四家企業，分別是：聚紡股份有限公司、

景田國際製藥、襪仔王勝鴻機能觀光襪廠、City Bear 生態農場。四種完全不同產

業型態的企業，並透過廠房參觀、導覽解說、企業 Q&A 等方式，讓同學多元學習，

並透過實地走訪讓學生更加了解目前企業經營方式，以及產業趨勢。 

第一站來到聚紡，聚紡是一家台灣上市上櫃公司，它靠著防水技術，以及輕

薄材質代工許多國際大廠。如¬：The North Face、Nike、Adidas 等。並成立自家

品牌，在參訪過程中，蔡董事長也與同學們分享創業歷程，途中碰到的困境、面

臨的考驗，當下解決方式，從四個人的公司到現今將近 300 位員工的轉變，以及

品牌定位轉向，也從分享互動中，大家學習許多。第二站來到井田製藥，製藥廠

鮮少開放參觀外，井田藥廠數更位居全球之冠。因此同學們更加期待，能夠細細

觀察製藥程序，以及親眼目睹製藥過程。柯董事長與同學們提到經營理念，製藥

產業能夠助人;亦能害人，除了做出良心藥品外，現今許多藥品有副作用，為了安

心藥品，他不斷研發，並層層嚴格把關，希望能夠造福民眾。 

第二天同學們到襪仔王勝鴻機能觀光襪廠以及 City Bear 生態農場參觀。同學

透過導覽解說了解生產襪子需要層層手續，以及如何增加襪子的實用性以及機

能，像是：除臭、排汗、通風。在此大家更體驗 DIY，做出屬於自己風格的襪子

娃娃，帶了紀念品外，在這收穫滿滿，也打破對紡織業的既定印象。下一站來到

陳院長的生態農場，在這邊讓同學們在大自然最真實的面貌下活動，探索以零污

染、零廢棄物、低碳等有機農業的推廣方式，並結合在地生產，創立自己的品牌



形象。在這同學表示到，彷彿來到世外桃源，跟許多農場不同，不僅僅能夠放鬆

體驗大自然外，更有地方特色，以及真正環保愛地球。 

透過兩天一夜的參訪，同學們表示非常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走訪各家企業，

除了參觀之外，與經營者的分享互動中，學習到更多，不論是經營理念、企業定

位、心路歷程。大家未來都必須就業，在分享中優秀的各位經營者也表示，希望

同學們不斷努力，羅馬並非一天造成，唯有努力不懈才能邁向成功。以及堅持，

好的商品；好的作工；好的作法；更要好的堅持。許多同學在反饋中提到，非常

感謝有這樣難得可貴的機會，能夠參與學校舉辦的企業參訪活動，除了更能深刻

了解外，更透過不同產業多元領域方展，開拓自己的視野，以及聽到大家的成功

分享經驗。也感謝所有學校辛苦的承辦人員，為大家找到這麼棒的企業，以及行

程規劃。 

很感謝兩家企業提供機會讓學生們觀摩學習，本校辦理多次企業參訪，場場

學生們都受益良多。且實際走訪後還有與企業命題，與企業主相互討論、問答，

讓同學們了解更多企業深層的事物，實地走訪實地了解，藉由企業分享，以及同

學們提問中的一來一回，激勵創新的想法。而參訪過後學生們，更在問卷中回饋

到，學習到許多，希望下次能夠開放更多名額參與參訪。 

活動滿意度問

卷結果 

依問卷結果撰寫簡單的統計與分析 
ex： 

 對於演講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題

號 
題目 

非常滿

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1 
您對本次講座整體而言是

否感到滿意 
85% 12% 4%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

到滿意 
84% 13% 3% 0% 0% 

3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

幫助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89% 11% 0% 0% 0% 

4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講述

表達能力是否感到滿意 
85% 13% 2% 0% 0% 

5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滿足您

積極討論之動機是否感到

滿意 
84% 10% 6%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

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84% 11% 5% 0% 0% 

7 其他建議  
 

改善措施     下次有類似活動可以多多舉辦。 

佐證資料 1. 檢附活動議程表 



南華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企業參訪議程 
 
參訪地點：桃園聚纺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井田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襪子王/彰化 City Bear 生態農場 
參訪日期：107 年 12 月 21 日~22 日 
 

12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07:00~07:20 報到  

07:20~10:00 
出發至聚纺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觀音工業區工業六路 3 號 車程 160 分鐘 

10:00-12:00 

產業議題： 
1.自 1998 年後，全球出現紡織品供給過剩的現

象，台灣紡織業面臨開機生產即賠錢的窘境，國

內投資環境也轉趨艱困，請問聚紡如何在紡織市

場闖出一片天? 
2.請問全球最大的防水透濕布料廠在哪？何謂機

能布料?服裝如何在機能性及設計美感兩者之間

取得平衡呢? 
3.社會新鮮人不願進入傳統產業，請問有何解決

方法? 

參訪&座談： 
蔡秋雄董事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出發至井田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甲區幼獅路 32 號 車程 90 分鐘 

15:00~17:00 

產業議題： 
1.台灣的某些製藥業先後因原料藥成分疑慮而讓

產品下架，製藥業面臨的發展困境，該如何尋找

突破口？ 
2.若你是保健食品的潛在客戶，請問你最想要有

什麼功效與劑型的產品？ 
3.假設你是研發主管，請試著開發出最具市場價

值及發展性的藥品。 

參訪&座談： 
柯朝枝董事長 

17:00~18:00 晚餐  
18:00~19:00 Check in(鹿港) 住宿：彰化鹿港香客大樓 車程 50 分鐘 

12 月 22 日星期六 
08:00~08:50 早餐  
08:50~09:00 Check out  

09:00~10:00 
前往勝鴻機能觀光襪廠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 3 段 440 巷 16 弄 1 號 

車程 50 分鐘 

10:00~12:30 

產業議題： 
1.彰化縣社頭鄉是台灣織襪工業大本營，全盛時

期供應全台近 70%的襪類產品，全球化及美韓簽

定自由貿易協定，衝擊台灣織襪產業生計，請問

台灣織襪產業面臨何種困境?該如何解決? 

參訪&座談： 
蕭明村董事長 



2.彰化襪子觀光工廠不勝枚舉，如果你是工廠主

人，如何讓你的工廠異軍突起？ 
3.彰化有哪些名產呢？襪子是其中之一，請試著

結合在地特產規劃包含觀光工廠、商圈及景點的

遊程路線。 
12:30~13:30 午餐 車程 20 鐘 

13:30~13:40 
前往 City Bear 生態農場 

彰化縣溪州鄉六戶巷 11 號 
車程 10 分鐘 

13:40~17:00 

產業議題： 
1.台灣目前除少數農場具備主題特色之外，其餘

大部分的同質性都過高，農場營運情況不大理

想。如果你是農場主人，在通路、産品、定價與

促銷等行銷管理工作，有何策略? 
2.每個人都夢想著退休後能夠「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決定在退休後買下一塊地，當做開心

農場，實現務農夢想，請問你夢想中的農場是什

麼模樣?選擇哪種作物?要如何永續經營呢? 
3.生態農場是台灣近年來熱門的休閒旅遊選擇，

請問你去過哪些生態農場？並試著說明該農場

的特色。 

參訪&座談： 
陳世雄院長 

17:00~ 賦歸  



 



活動照片 

所屬子項目 A2 結合區域產業建立產學鏈

結網絡，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活動日期 107 年 12 月 21 日-22 日 

活動名稱 

【企業參訪】桃園聚纺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井田製藥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彰化襪子王、彰

化 City Bear 生態農場 

地點 

桃園聚纺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井田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襪子王 
彰化 City Bear 生態農場 

  
桃園聚纺股份有限公司參訪大合照 桃園聚纺股份有限公司體驗 

  
台中井田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訪大合照 彰化襪子王參訪大合照 

  
彰化廠瑞春醬油參訪情形 彰化 City Bear 生態農場參訪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