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與鄰近簽約企業資源手冊

序號 簽約系所 簽約單位 地址 簽約代表人 簽約日期

1 文峰商行 嘉義縣竹崎鄉文?村1鄰溪洲仔22號2樓 葉若蘭 1061006

2 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 嘉義縣東石鄉塭仔村後埔2號附8 吳淑芳 1061018

3 育謄旅行社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872號 吳慧英 1061107

4 和昇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溫州二街45號 黃音文 1061113

5 溪口鄉公所 嘉義縣溪口鄉中山路89號 孫維聰 1061114

6 大林鎮公所 嘉義縣大林鎮中興路二段239號 葉和平 1061120

7 民雄鄉公所 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7號 何嘉恆 1061206

8 梅山鄉公所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282號 劉宏文 1061207

9 偶的家戲偶文創園區 雲林縣斗南鎮建國三路506號 蔡素蘭 1061211

10 樂貝爾創意工作室 嘉義縣水上鄉粗溪村130-3號1樓 袁千航 1061225

11 產職處 禎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竹村里1-3號3號 張晁祥 1070124

12 體育學程
堤姆有限公司嘉義博愛營業

所
嘉義市西區保安二路67號 許嘉榮 1070419

13 產職處 新港鄉公所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155號 林茂盛 1070425

14 產職處 北歐工坊 嘉義縣朴子市天星新村112號 吳品諭 1070614

15 產職處 八野爺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24鄰大槺榔958號 吳品諭 1070614

16 產職處-生技系 艾森農場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明和里甘蔗崙96號1樓 邱德議 1070627

17 產職處-企管系
大埔美-喬群機械工業有限公

司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三路38號 廖璊董事長 1070718

18 產職處-傳播系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暨

灣橋分院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 李世雄院長 1070725

19 產職處-視設系 大埔美-科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1鄰大埔美園區五路10

號
曹憲章 1070816

20 產職處-資工系 大埔美-佳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大林鎮大美里大埔美園區3路27號 劉嘉彬董事長 1070918

21
產職處-國際

系

大埔美-勤日盛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1鄰大埔美園區20路15

號
許崑山董事長 1070925

22 產職處 梅山苦茶油合作社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617號 凃淑靜 1071003

23
產職處-旅遊

系
寬悅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保順路69號 蕭友信董事長 1071015

24 體育學程 台灣迪卡儂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461號 紀杰夫 1071115

25 產職處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號 吳鋐源 1071207

26 科技學院 嘉義酒廠 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號 黃村能廠長 1080116

27
產職處-生技

系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物

科技事業部
嘉義縣大林鎮大湖農場60號

黃旭麟兼任執

行長
1080121

28
產職處-傳播

系
德旺興開發有限公司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43號 許齎贍 1080109

29
產職處-產室

系
四季春紅社企有限公司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16鄰登雲路49-1號 黃慈雅 10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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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產職處-視設

系
板陶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45-1號 何明琦 1080109

31 產職處 聖保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劉厝里劉富街21號 蘇勁威 1080517

32 科技學院 晁陽農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麥寮鄉興華村興華路32號 邱信富 1080528

33
產職處-資工

系
冠賢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成功二街35號 林建祥 1080604

34 生死系 嘉義縣衛生局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3號 祝年豐局長 10804

35 文創系 可口味食品有限公司 嘉義市文化里民族路495號2樓 吳旻融負責人 1080612

36 民音系 長義閣掌中劇團 嘉義縣溪口鄉45-2號 凌名良團長 1080810

37 民音系 阮劇團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265號 汪兆謙創辦人 1080820

38 民音系 嘉義民族管弦樂團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616號(J棟2樓) 呂翼雲負責人 1080822

39 民音系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265號 1081001

40
產職處-資工

系
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20路11號 羅逸忠董事長 1081129

41
產職處-產室

系
帝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3路58號 何秀華董事長 1081129

42 永續中心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學術交流

學會
嘉義縣中埔鄉隆興村汴頭11-1號 陳淑敏負責人 1081218

43 永續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社區發展

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嘉78鄉道87號 何明春理事長 1081218

44 產職處
嘉義縣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

員協進會
嘉義市中山路199號 陳堯程負責人 1081220

45
產職處-生技

系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 陳玉倩行政長 1090107

46 文創系 溪口天赦竹編工藝 嘉義縣溪口鄉14-2號 方進恭負責人 1090114

47
產職處-視設

系
義竹東過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義竹鄉東過村121-1號 胡飛虎理事長 1090116

48
產職處-企管

系
嘉太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中興路1號 張裕隆理事長 1090225

49
產職處-生技

系
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37號

谷宏麟副董事

長
1090225

50 運動學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

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二號 簡瑞騰院長 1090430

51 永續中心 台灣永續綠色科技發展協會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55號 黃其斌理事長 1090523

52 產職處
嘉義縣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

廠商協進會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三路99號 劉佳彬理事長 1091203

53 產職處 嘉義縣商業會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埤角408-18號 張景皓理事長 1091203

54 旅遊系 長榮文苑酒店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777號 林通義董事長 1091208

55 國際系 雲林縣台西鄉鄉民代表會 雲林縣台西鄉中山路293號 林俊嵩秘書 1100120

56 產職處 十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326號 謝十負責人 1100417

57 民族音樂系 巴里吉他室內樂團 嘉義市西區美源里24鄰仁愛路12號3樓 林秀梨負責人 1100423

58 產職處 詠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保義路288號 陳建言董事長 1100426

59 產職處 茶月食品公司 嘉義市東區保順路327號 陳勝泉董事長 11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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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產職處 華御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嘉義市吳鳳南路22之1號 邵祈誠董事長 1100518

61 產職處 嘉義市大溪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市西區大溪路488巷12號 邵祈誠理事長 1100518

62 產職處 友酵農場行 嘉義縣鹿草鄉重寮村中寮163-3號 陳美妙負責人 1100519

63 產職處 真心堡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嘉義縣中埔鄉沄水村12鄰33-5號 陳錫卿負責人 1100615

64 產職處 盈松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中興路5號 陳柏宇負責人 1100802

65 產職處
嘉義市東區興仁社區發展協

會
600嘉義市東區軍輝路47號 盧綉珠理事長 1100819

66 產職處 大埔美非營利幼兒園 嘉義縣大林鎮大智三街105號 洪大安負責人 1100820

67 產職處 順億關係企業 嘉義縣水上鄉回歸村北回64號 林文村總裁 1100826

68 應用社會學系
嘉義縣雙福寶慈濟佛門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
622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下潭底69號 許哲源負責人 1100830

69 應用社會學系 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 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183號 楊薇蓁董事長 1100830

70 應用社會學系 嘉義縣福池關懷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埤腳72號 郭皇志理事長 1100830

71 產職處 鼎然建設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文昌路297號1樓 陳鼎然董事長 1100916

72 產職處 嘉義市商業會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55巷2號 蕭秋勇理事長 1100916

73 產職處 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297號 吳容輝董事長 1100916

74 產職處 幼葉林藝術創作工作室 嘉義縣梅山鄉半天村112-5號 王文志負責人 1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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