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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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 

活動(競賽)名稱 【企業參訪】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蛋寶生技不老村(勤億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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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05 月 28 日 

舉 辦 地 點 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蛋寶

生技不老村(勤億蛋品) 舉辦時間 07 時 00 分 至 18 時 00 分 

參加 

對象 

主辦學

校參加

人數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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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在 109年 5月 28日舉辦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

場的企業參訪活動，參訪地點來到了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與蛋寶生技不老

村(勤億蛋品)。 

在上午的參訪學生來到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一下車便讓人眼睛為之

一亮，門口並非與其他的門一般，能量館的大門設計成巨大的康貝特罐裝外

型讓人嘆為觀止。宣傳效果佳，設計用意更是深遠，讓人一眼便能知道企業

歷史：葡萄王企業便是由康貝特一炮打響知名度的。這樣的設計展現出葡糖

王企業對於自身產品的信心和驕傲，也透露出葡萄王對於此館的用心良苦。

不僅是門外有經過精心設計，室內大量使用了葡萄王企業品牌運用的三原色

「綠色、橘色、藍色」各自代表了品牌理念中的健康、科技和希望。整體設

計簡單大方，讓人賓至如歸能放鬆的參觀，參觀路線的動態設計也淺顯易懂，

館中結合了很多趣味遊戲和高科技的電子互動，適合親子出遊。為學生導覽

的講員也深入淺出的為大家講解企業歷史和運作模式。葡萄王企業從創辦以

來已超過半個世紀，到如今依然能穩佔市場龍頭便是因為他們不斷地自我改

良與創新，從產品的外型到功能都不斷地與時俱進。學生也透過了解產品創

辦人的成長背景和故事激勵自己不自我設限，毅力與努力才是成功的關鍵。 

下午的參訪與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只有 15分鐘的車程，迅速的到達了

蛋寶生技不老村，整體設計帶著濃厚的日式風格，其中最為特殊的除了能看

鳥居與試穿和服的體驗外，勤億蛋品的董事長為了請到日本唯一的長壽村住

持三顧茅廬，住持還請自己的女兒實際探查蛋寶的環境後才答應分靈至台，

此尊佛像不與台灣在地的神明不可觸犯，若是摸祂的身體便能祈求健康與好

運。雖然不巧遇到大雨而無法四處參觀，但介紹的導覽人員以生動有趣的方

式介紹了勤億蛋品和公司宗旨，也讓大家品嘗由勤億蛋品出產的雞蛋所做的

雞蛋糕，香濃的蛋味與滑順的口感不會讓人咽澀難吞，使人食指大動、回味

無窮。副董也特意親自到場與同學們做演說及分享他的養身之道，副董提到

雖然創辦過程不容易，但最主要的是堅持產品的品質與服務，貫徹一條龍的

高規格讓商家和消費者能吃的出美味，也吃的出企業的用心。林辰璋副校長



勉勵學生：「透過實際的參訪活動與企業家之間的對談，希望學生能在參訪過

程中增廣見聞，將所學習到的東西變成奠定未來職涯的基石和前進的目標，

將知識結合時事與潮流，了解企業動向和未來趨勢。產職處辦理的企業參訪

涵蓋各個產業，涉足多方面領域，讓學生可以用不同角度審視自己的能力和

瞭解自己不足的部分，才能精進自己，自己的實力與日俱增，才能和別人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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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28% 0%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到滿

意 
7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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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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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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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32% 0%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程度

是否感到滿意 
64% 32% 4% 0% 0% 

7 其他建議 

1. 整體非常的滿意，但車的座椅我

覺得太窄，長途坐起來不太舒

服，希望下次可做大車或是空間

大一點的座位，或不要一天來回

到北部，坐車時不太好受。 

2. 很棒！ 

3. 目前沒有，還不錯。 

4. 車程遠，希望導覽時間多一點、

停留時間長並休息時間減少。 

5. 希望課程能盡量安排在六日，不

然都會卡課，也希望去參訪的來

回時間也計入時數中。 

6. 行程非常棒，只是因為疫情的關

係有點掃興。 

7. 無~時間一切都剛好。 

8. 整體上都很滿意，唯有參訪的企

業公司縣市較遠車程耗時，需要

很早集合。 
 

改善措施 

針對上述活動滿意度問卷成果進行相關改善： 

1.行程安排可再改進：北部的企業因路程較遠，未來可安排 2 天 1 夜以維持

學習品質。1 日行程則以雲嘉南及高屏地區為主。 



2.未來可考慮安排六或日的企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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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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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8 日(星期四)，07：00-18：00 
2、活動地點：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蛋寶生技不老村(勤億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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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07：00-07：30 報到  

07：30-10：00 
出發至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 402 號 

車程 2 小時 30 分鐘 

10：00~12：00 

參訪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座談及 Q&A 
 
產業議題： 
1. 1990 年代「高齡化」的議題慢慢被重視，

葡萄王跨足保健食品市場，靈芝王、樟芝

王、益菌王等產品是葡萄王主打產品，其中

靈芝王更以「一粒 10 元有找」，打破大眾對

保健食品總是昂貴的印象。以您的觀察，請

問葡萄王為何能以便宜的價格創造出高品

質的產品？ 
2. 2019 年年底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對

全世界的公共衛生及經濟造成衝擊，如果您

是葡萄王 CEO，請問在經營策略上有何對

策？ 
3.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發達，醫療保健市場日趨

飽和，請問葡萄王如何讓自己的產品持續受

到消費者的青睞？ 

葡萄王總監 

陳炎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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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00 午餐  

13：00-13：10 
前往蛋寶生技不老村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三段 105 號 車程 10 分鐘 

13：10-15：00 

參訪蛋寶生技不老村座談及 Q&A 
 
產業議題： 
1.勤億蛋品是國內雞蛋產業龍頭，提供各大通

路以及糕餅業者、連鎖餐飲和團膳使用，並

號稱一小時就能將六萬粒雞蛋洗選及包裝

完畢。請問勤億蛋品如何提升公司產品的市

佔率？ 
2.雞蛋是基本民生必需品，勤億蛋品除了雞

蛋，還有雞精、滴雞精、蛋捲等商品，如果

您是研發部人員，您會推出哪一種產品？ 
3.雞蛋產業是傳統產業，如果您是勤億蛋品的

CEO 請為勤億蛋品規劃出具創新思維的經

營策略？ 

勤億蛋品副董事長 

古宏麟 

15：00-18：00 賦歸 車程 2 小時 30 分鐘 
經費來源：107-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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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28日 

活動名稱 

【企業參訪】葡萄王健康活力能

量館/蛋寶生技不老村(勤億蛋

品) 

地點 
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蛋寶

生技不老村(勤億蛋品) 

  

同學們認真聆聽企業簡報 林副校長與勤億蛋品副董合照留念 

  

同學們參與導覽 蛋寶生技不老村大合照 

  

同學們認真聆聽企業簡報 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