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7-111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活動(競賽)名稱 
【企業參訪】藺子工作室、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金良興觀光磚廠以及苗

栗南庄慢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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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網路，培養學生就業力 

舉辦日期  108 年  11 月 15-16 日 

舉 辦 地 點 

藺子工作室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金良興觀光磚廠 
苗栗南庄 

舉辦時間  08 時 00 分 至 15 時 30 分 

參加 

對象 

主辦學

校參加

人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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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 11月 15及 16日辦理企業參訪，至藺子工作室、立康健康養生觀

光工廠、金良興觀光磚廠以及苗栗南庄進行參訪活動。希望同學除了平時課

程所學習的知識之外，更能更透過與企業面對面的提問，了解企業運作模式

及解決問題的方式，同時替未來進入各企業或創業做足準備。 

  整場參訪分成兩天四站，第一站為位於苗栗苑裡的藺子工作室，藺子的

組成人員包括藺子的創辦者廖怡雅和李易紳和一群擁有台灣流傳三百年的藺

草編製技術的技藝師以及為了使這項技術流傳下來的年輕人所組成的，廖小

姐和我們分享，台灣過去在日治時期時，藺草編製品的外銷產量甚至占總出

口前三名，但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工廠大量製造導致價格較高的手工製品

漸漸退出市場，廖怡雅小姐為了藺編的文化繼續流傳下去，從社區的專案經

理開始，這期間曾遭遇許多資金方面的困難，一度導致沒有辦法繼續雇用相

同人數的工藝師，也因為這樣廖怡雅為了不依靠政府補助決定自行創業成立

品牌藺子，同時為了眼睛和手腳沒有過去靈巧的阿姨們，開發許多做工不需

要如此精細的新產品，這些新產品更意外成為藺子的主力產品之一。除了藺

編的工藝師和銷售管道外，廖怡雅小姐更是從藺草田開始控管，除了推廣友

善農田外，還推動藺編一日遊，讓遊客從藺草的處理到編織都能夠參與。 

  第二站來到立康養生觀光工廠，立康養生觀光工廠曾於 105及 108年皆

被經濟部評選為優良觀光工廠，和現今大多數的觀念不同，他們建議平時就

可以吃中藥來保養身體，當身體不適發出警訊時，往往都已經不是吃藥可以

控制的狀況，導覽過程不只是告訴同學們身體哪邊該使用什麼中藥調理，更

是告訴我們有那些常見的中藥仿冒品，最後更同學們講解工廠的製藥過程，

從源頭就開始嚴格把關，最後才能濃縮出小小一顆藥丸。 

  第三站來到苗栗南庄體會慢城生活，這裡人口組成包括賽夏族、泰雅族、

客家人還有新住民，在這裡同學們了解過去的黑金時期發展的在地文化，以

及現今主力推動的慢城文化，讓同學在這裡慢慢體會過去人們在這裡的生活

習慣。 

  最後同學們來到金良興觀光磚廠，易榮昌董事長向同學們訴說從一開始

接手這家工廠所碰上的問題，到最後他是如何成功轉型，從傳統的工廠轉型

成觀光工廠，更結合文創，開發中許多文創商品，讓磚頭不僅僅只是建材，



為了提高曝光率，甚至還開辦雜誌，最後甚至和國際接軌，將台灣的技術發

展到國外去，董事長還告訴同學們，企業不能只專注在產業發展上，並舉出

日本也將磚頭業和環保做結合，董事長提醒同學們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僅只注

重現在的發展更是要注重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這次參訪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經營者懂得適時轉型，當環境或消費習

慣改變時企業也跟著改變，這樣才能夠長久經營，不被時代汰換。 

 

活動滿意度問

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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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到滿

意 
83% 17% 0% 0% 0% 

3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幫助

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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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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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12% 0%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程度

是否感到滿意 
80% 20% 0% 0% 0% 

7 其他建議 

1. 謝謝活動主辦人員辛苦了。 

2. 兩天的企業參訪，三個企業不同

的體制，學到很多不同的營運方

式，各行各業都有他不同的專業。 
 

改善措施 依據問卷調查之結果進行改善 

佐證資料 
 

1. 檢附座談議程表 
2. 檢附簽到表 
3. 檢附座談照片 

 



附件一 

南華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企業參訪】藺子工作室、立康健康養生觀

光工廠、金良興觀光磚廠以及苗栗南庄慢城

學習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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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16日(五、六)，上午 8：00-15：30 
2、 活動地點：藺子工作室、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金良興觀光磚廠以

及苗栗南庄 

3、 報名網址：https://std.nhu.edu.tw 

4、 人數上限：35人 

6、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7、 承辦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8、 連絡方式：實習及就業輔導組 蔡小姐，分機 8621。 

 

時間 內容 說明 

108年 11月 15日星期五 

08：00-08：30 報到 成均館中庭 

08：30-09：50 前往藺子工作室 車程 90分鐘 

10：00-12：00 
參訪藺子工作室 

Q&A創辦人廖怡雅小姐 
苗栗縣苑裡鎮天下路 127號 

12:00~13:10 午餐 

13：10-14：00 前往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車程 40分鐘 

14：00-15：30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 

Q&A行銷部李明熾經理 

苗栗縣頭份市工業路 55號 

 

15：30~ 
前往君樂飯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央路 103號 

車程 10分鐘 

 

https://std.nhu.edu.tw/


108年 11月 16日星期六 

08：30-09：00 Check out 

09：00-10：00 前往南庄 車程 40分鐘 

10：00-11：00 南庄慢城學習導覽 南庄觀光產業協會 

11：00-12：00 南庄巡禮  

12：00-13：20 午餐 

13：20-14：00 前往金良興觀光磚廠 車程 40分鐘 

14：00-15：30 

金良興觀光磚廠 

Q&A易榮昌董事長 

苗栗縣苑裡鎮錦山 71之 17

號 

 

15:30~ 賦歸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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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1 月 15-16

日 

活動名稱 

【企業參訪】藺子工作室、

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金

良興觀光磚廠以及苗栗南庄

慢城學習 

地點 

藺子工作室、立康健

康養生觀光工廠、金

良興觀光磚廠以及苗

栗南庄 

  

旅遊系丁誌魰主任致贈感謝狀給廖怡雅小姐 旅遊系丁誌魰主任致贈感謝狀給李明熾經理 

  

同學們認真聆聽企業簡報 立康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辰璋副校長及旅遊系丁誌魰主任率領同

學們至苗栗南庄慢城學習 

林辰璋副校長致贈感謝狀給金良興觀光磚

廠易榮昌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