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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誠富生機食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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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02 日

舉辦時間

07 時 00 分 至 18 時 00 分

主辦學
參加
校參加
對象
人數

舉 辦 地 點

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誠富生機食品公司
學校名稱:

31 人

他校參加
學校名稱:
人 數
學校名稱:

人
人
人

109 年 6 月 2 日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林辰璋副校長帶領學生參訪啟
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誠富生機食品公司，此兩間公司在產業上皆各
占一方龍頭，在該產業領域都是佼佼者。藉由本次參訪機會使學生了解企業
的創業理念與宗旨，透過參觀企業廠房從中知道產業運作的現場狀況、企業
文化和品質政策，使學生結合在校內所學之專業能力，在企業參訪中所看所
學激盪出對未來職涯規劃的不同的可能性。
第一站在參觀位於桃園市新屋區的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公
司的相關企業 Emoono 家居的劉總經理為我們做簡報，講述有關啟翔的緣起、
產品和未來展望。啟翔輕金屬結合綠能環保與落實企業責任的理念由鋁業起
家，鋁是較軟的易延展的銀白色金屬，僅次於氧和矽是地殼中第三大豐度的
元素，也是豐度最大的金屬，在地球的固體表面中占約 8%的質量。看到許多
被丟棄在垃圾場中的原木家具，在地球上樹木是維持我們人類共同生存環境
的重要元素，但在濫伐濫墾之間資源逐漸欸消耗殆盡，看到這樣的情況啟翔
活動內容

將鋁業結合家具，減少家具成為大型廢棄物的窘境，鋁製產品從出世以來到
至今還有 75%的鋁依然在循環利用。以上的種種因素也受到其他廠商與消費
者極大的青睞與肯定，在未來目標中啟翔期待能將收益上看 40 億元。
陳百欽董事長也與學生們一同交流座談，陳董事長說：
「我當學生時也不
喜歡寫功課，但我一定會思考與提問，盡信書不如無書，要與實務結合，才
能對產業有幫助。只會做書呆子研究太多，市場不一定能接受，念到碩士後
建議要停下腳步，踏入社會，看看產業的真實現況，這樣才能作到理論與實
務的結合。不管你讀什麼系一定要打破原本的思維與規矩，勇敢思考，勇敢
提問，勇敢作夢!」林辰璋副校長勉勵學生：「陳董事長是交通大學的 EMBA，
是個有內涵的企業家，他帶領啟翔由傳統的『做鋁門窗的』轉型及涉足具時
尚感及設計感的家居產業，認真聽取陳董事長的一席話，對你的職涯規劃是
有很大的幫助，大家要好好把握機會。」
經過中午的飽餐一頓後第二站來到誠富生機食品公司，誠富生機創立於
1989 年，設於新竹縣湖口鄉至今已經有 31 年的歷史。在進入工廠參觀前便

能看到誠富生機的經營理念「誠信、踏實、創新」
，同學們都非常訝異於自己
吃過泡菜的，十之八九都是由誠富製造出貨的，近來也與進駐到台灣市場的
日本知名大型連鎖餐廳合作。董事長與同學們分享一則故事：
「在一次聽到對
較為年長的勞工被其他年輕的後輩催促身手不夠俐落，董事長與後輩們講這
些前輩從創業以來便在這奉獻他們的勞力，要彼此互相尊重。」從中看到了
誠富生機不只秉持著三大理念，也實踐了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僅是照顧員工
關係也能感受到誠富生機和員工之間互相信賴的濃厚情感。誠富呂理展董事
長說：
「一個企業的成功故事往往大不相同，但失敗模式大同小異，同學們有
難得的機會與企業的 CEO 們面對面交流，一定要認真學習，記取企業家們的
成功經驗與創業過程中的教訓。」
林辰璋副校長也與學生們戴上防塵頭套與口罩一同參觀誠富的泡菜生產
線，他與董事長有著深厚情誼，有賴於他在青輔會累積下來的人脈與牽成，
才使得同學們有難得的機會能與董事長們有近距離互動和提問的機會。林副
校長最後勉勵同學們說：
「現在要好好把握手上有的機會，也要珍惜身邊的因
緣與同學，他可能就是你未來的夥伴，『小事情成就大圓滿』」林副校長的諄
諄教誨相信能對同學有一定的啟發和幫助。
對於演講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題
號

活動滿意度問
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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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到滿意

34%

0%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到滿
69%
意

31%

0%

0%

0%

3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幫助
72%
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28%

0%

0%

0%

4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講述表達
69%
能力是否感到滿意

31%

0%

0%

0%

5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滿足您積極
66%
討論之動機是否感到滿意

34%

0%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程度
66%
是否感到滿意

34%

0%

0%

0%

7

其他建議

1. 沒有，都很棒
2. 集合地點是否能增加校門口？產
職處的姊姊、志工辛苦了。
3. 收穫非常多，不管事對於未來的
想法還是求職的路上。
4. 時間上可做更好的掌控。
5. 時間拿捏不當。
6. 希望時數可以多一點。
7. 午餐好好吃。

針對上述活動滿意度問卷成果進行相關改善：
1.校門口為本校主要出入口，大型遊覽車不宜停留太久以免影響交通，未來
改善措施

可考慮延長集合時間，讓集合時間上更為充裕。
2.未來會更嚴格控管活動時間避免行程延誤。

佐證資料

3.參訪的學習時數為 6 小時，是否計入車程時間，將召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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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活動時間：10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7：00-18：00
活動地點：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誠富生機食品公司
報名網址：https://std.nhu.edu.tw
人數上限：35 人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承辦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連絡方式：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蔡小姐，分機 8621。
時間

內容

說明

07:00-07:30

報到

成均館中庭

07:30-10:00

出發至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新屋鄉新屋區埔頂里埔頂路 6 號

車程 2 小時 30 分鐘

參訪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Q&A
產業議題：
1.啟翔常常被說「是在做鋁門窗的」，但「鋁」
藏身於生活細節，請您提出一些 idea 為啟翔
開發新的銷售產品。
2.高雄是日治時代的鋁業基地，見證台灣重工
業的輝煌榮光。請您規劃出幾項經營策略，
10:00-12:00
解決鋁業的困境，並且活化鋁業。
3.鋁元素在地殼中的含量僅次於氧和矽，居第
三位，是地殼中含量最豐富的金屬元素。航
空、建築、汽車三大重要工業的發展，要求
材料特性具有鋁及其合金的獨特性質，這就
大大有利於這種新金屬鋁的生產和應用，應
用極為廣泛。如果您是 CEO 請說明「鋁業」
的未來發展趨勢如何？

翔輕金屬董事長
陳百欽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出發至誠富生機食品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中平路一段 645 號

車程 20 分鐘

參訪誠富生機食品公司及 Q&A
產業議題 :
1.如何運用網路或其他資源及管道，將生機食
品至國際市場?
13:30-15:00 2.食物或食材一旦冠上「生機」這個名詞，往
往意味著價格較高，消費者購買食品時，除
了比價格，你還可以提供哪些服務或效益才
能創造出消費者認同的價值？
3.若你是生機食品的潛在客戶，最想要有什麼
功效的產品，為何？你要如何行銷呢？
15:00-

賦歸
經費來源：107-111 年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誠富生機董事長
呂理展

車程 2 小時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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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活動名稱

【企業參訪】啟翔輕金屬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誠富生機食品公司

地點

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誠
富生機食品公司

學生參觀啟翔的產品家具

林副校長與啟翔陳百欽董事長頒予感謝狀並
合影留念

啟翔輕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合照

林副校長與誠富呂理展董事長贈予禮物並合
影留念

同學們認真聆聽誠富工廠設施

誠富生機食品公司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