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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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瑞春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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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6 日 
舉 辦 地 點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瑞春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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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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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在 11 月 6 日舉辦企業參訪，本校由林副校長領隊帶領學生到大豐環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瑞春醬油。希望藉由企業參訪除了讓學生了解企業如

何運作之外，更帶學生出去體驗、學習。「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透過實際走

訪，甚至手作學習，讓學生收穫更多。 

大豐環保科技以破壞式創新，成立於 2001 年，為提升產業競爭力，以企業

化經營並導入資訊系統，讓企業管理更顯績效。2004 年，大豐環保科技再次領先

同業，導入 GPS 車輛即時追蹤系統；2008 年，大豐環保科技首度成立回收站加

盟體系，陸續在全省已設置近三十個站點，至今仍持續在全省擴展中。在經濟循

環發展下，2005 年大豐環保科技建立塑膠再生全興廠，同時取得 ISO 及德國 TUV

認證，亦是亞洲區第一且唯一取得藍天使認證的環保標章。2012 年大豐環保科技

成立綠色研發中心，從初期成立回收站到再生處理，直到應用材料研發，大豐環

保科技落實回收處理一條龍模式，正式宣佈跨入全循環的時代。 

2012 年，大豐環保科技也順應時代首創都會型小型回收店「zero zero 城市環

保店」，改變現代人對於回收的看法，隨時都能就近回收；2017 年，大豐環保科

技突破業界，發表回收業首套 zero zero App，帶來創新衝擊、全新思維，讓回收

變得即時，建構一個兼具教育、互動及體驗的平台，讓民眾感受到：原來回收是

這麼有趣。除了不斷自我突破，大豐環保科技也與各個機關、通路合作，為各產

業帶來全新環保創舉，與政府、企業、村里、學校、環團等攜手打造不同成功的

典範。 

2014 年，大豐環保科技也與中國大潤發合作，進軍大陸市場，服務範圍已涵



蓋全中國，華東、華南、華中、華北、東北，超過 350 間以上大潤發量販門市。

並在 2016 年取得中國友達光電廠駐場回收業務。配合政府南向政策，陸續前往

東南亞國家進一步接洽，積極擴展國際市場。 

大豐環保科技使命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源回收最大體系，透過科技、傳統與創

新的結合，致力創建全球首個資源循環生態系商業模式。 

瑞春醬油位於雲林西螺，成立於 1921 年，至今已近第四代，秉持著『一路

走來、始終如一』，『堅持古法、時時創新』的宗旨與原則。所生產的醬油均是用

黑豆為原料、且長達 120 天以上的曝曬與加工製成。    

於 2012 年設立工廠，佔地約 6000 坪，在瑞春醬油工廠內不僅可以看到瑞春

一路走來的歷史痕跡，還完整呈現了醬油製程的生產線，從黑豆的蒸煮、製麴到

下缸日曝、裝瓶、包裝等所有過程都清楚呈現於民眾面前，廠房後方更有全國最

大甕場，約 2000 多個陶土古甕，內部就是正在曝曬的醬油，用傳統天然的釀造

法讓民眾安心，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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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檢附活動海報 

3. 檢附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4. 檢附活動簽到表 

5. 檢附活動照片 



南華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企業參訪議程 

 
參訪地點: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瑞春醬油 
參訪日期:10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 

107-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07:00-07:30 報到  

07:30-08:30 
出發至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彰化縣和美鎮工一路 7 號 
車程 60 分

鐘 
08:30-10:30 參觀廠房及導覽  

10:30~12:00 

大豐環保科技座談及產業議題討論： 
1.公司簡介及創業歷程(簡報) 
2.產業議題討論： 
(1)大豐環保科技創立於 2001 年，是台灣環保產業龍

頭，資源回收第一大公司，在參觀廠房之後，請問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為何? 
(2)大豐環保科技積極珍惜每一分資源，將環保的觀念

充分融入企業文化之中，請問在你的生活的習慣

中，有那些符合環保觀念? 
(3)提及引領全球綠色經濟的國家時，我們往往視西歐

和北歐國家為回收、永續經營和綠色產業的領導

者。但其實，台灣早己悄悄地成為全球環保標竿的

前三大國家之一，而這個成果卻鮮為人知。請問台

灣該如何建立知名度？該如何將台灣的環保企業

行銷到海外市場？ 

洪勝裕 
副董事長 

12:00~13:00 
午餐：新統意饗宴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 788 號 
車程 15 分

鐘 

13:30~14:20 
參訪瑞春醬油 

雲林縣西螺鎮社口路 68-31 號 
車程 40 分

鐘 

14:20~17:00 

瑞春醬油導覽及座談 
產業議題討論： 
1.食安風暴過後，只有經過純天然釀造發酵才能叫「純

釀醬油」，其他以化學方式製成的將改叫「胺基酸

液」，請問您願意以更高的價格購買「純釀醬油」

嗎？ 
2.傳統釀造醬油，需耗費較大的製備成本與時間，因

此有發展出酸水解法之化學醬油。請問化學醬油與

釀造醬油差別?您知道您常吃的醬油是化學還是釀

造的醬油? 
3.在參觀瑞春醬油後，請問讓你印象最深刻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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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6 日 

活動名稱 【企業參訪】大豐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彰化廠瑞春醬油 地點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瑞春醬油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訪情形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訪情形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訪情形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訪大合照 

  
彰化廠瑞春醬油參訪情形 彰化廠瑞春醬油參訪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