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大學

107‐111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年度

110 學年度

第 1 學期

活動(競賽)名稱 【企業參訪】健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港香藝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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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年 11 月 20 日

舉辦時間

07 時 00 分 至 19 時 00 分

主辦學
參加
校參加
對象
人數

舉 辦 地 點雷科股份有限公司、旗津
學校名稱:

65 人

他 校 參 加
學校名稱:
人
數
學校名稱:

人
人
人

為協助學生即早規劃個人職涯，認識就業市場發展趨勢，產學合作
及職涯發展處辦理企業參訪，11 月 20 日由林辰璋副校長帶領學生至
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新港香藝文化園區，透過各領域企業經
營者的經驗分享以及參訪各產業公司，增加學生對未來職涯的想像。
上午參訪位於高雄臨廣加工出口區的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林
辰璋副校長強調「創新」的重要性，他表示：許長祿董事長因為拚事
業導致健康亮紅燈，因而從台商電子業，返台轉入發展生技領域，靠
的就是「創新」
，以「提升檸檬多酚含量的無糖發酵」的專利，發展
多項相關產品 MIT 創新研發享譽海內外。

活動內容

一反生技公司白色牆壁及實驗器材的迷思，走進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大地色系的木質地板裝潢及牆上的畫作宛如藝術畫廊，跟著
許長祿董事長的腳步，聆聽導覽，產品展示、一路走來的照片分享牆
及專利牆，讓學生們看到一個企業的成功過程，給予他們很大的震
撼。許董事長更邀請幾位同學體驗健茂主力產品「新力活，檸檬多
酚」，希望帶給大家健康天然的優質產品以及良好的產品體驗。他以
健茂「不當世界第一，而是要搶佔世界唯一」的理念來勉勵學生：要
超前部署，有計畫就不怕變化，不要等到畢業才來思考如何規劃職
涯。
下午來到新港香藝文化園區，陳文忠董事長是親切與同學們打招呼，
介紹自己也是南華的學生，都是南華大家庭的一份子，一下子就與學
生拉近距離。新港香藝把「香」這個不起眼的，俯拾即是的宗教用品
變成文創產業主角，讓學生見識到如何將傳統文化資產，在維護在地
宗教文化的前提下，整合週邊效益與資源，發展本地產業，落實香藝
的傳承與發揚。連新港香藝商標設計的深刻內涵都能讓學生敬佩不
已，以「S」為主軸象徵新港，並以香為中心下方 3 道同心煙圈代表
董事長兄弟 3 人同心齊力。也讓學生體驗到香藝所展現出來的文化力
量：原來傳統文化結合創新觀點能迸出不一樣的火花，讓參訪者更能
深刻地了解傳統文化。

此次參訪對於學生未來的就業規劃有一定的啟發性。生死系殯葬組林
同學看到新港香藝運用製香技術以檀香粉製成的雞、魚、猪肉三牲，
祭拜後待燒金紙一起化掉。心意足又環保不浪費食物，她說：殯葬業
也會用到三牲，未來或許有機會可以與殯葬業的結合，不僅減少食物
浪費也能解決殺生問題，留給後代一個更好的未來。
對於演講活動內容的滿意度
題
號

活動滿意度問
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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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否感到滿意

33%

0%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
75%
到滿意

25%

0%

0%

0%

3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
75%
幫助程度是否感到滿意

21%

4%

0%

0%

4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講述
75%
表達能力是否感到滿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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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滿意

21%

4%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
71%
程度是否感到滿意

25%

4%

0%

0%

7

改善措施
佐證資料

題目

其他建議

1. 覺得比上次的參訪有內容性。
2. 這次的午餐比較好吃，這次的參訪
較偏於參觀，好玩!收益良多。
3. 希望能了解企業的運作方式、狀
況。
4. 最想聽新港香藝座談會。
5. 辛苦大家了。
6. 非常用心的活動，玩得很開心。

1.未來會盡量參訪企業的 CEO 或高階主管與學生座談。
2.本處職涯講座可邀請新港香藝陳文忠董事長蒞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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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年度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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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企業家面對面近距離接觸，聆聽他們的創業歷程，拓
展了學生的學習視野。
1、活動時間：110 年 11 月 20 日 (星期六)，08：00-18：00
2、活動地點：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港香藝文化園區
3、報名網址：https：//std.nhu.edu.tw
4、人數上限：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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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0-08:10

報到

08:10-10:00

前往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路 248-21 號

10:00-12:00

參觀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座談及 Q&A：許長祿董事長
1.台灣的生技公司主要的產品共有三大類：保健食品，化妝品，與
代工生產的生技產品。健茂是以發展檸檬無糖發酵技術為主導的生
物科技公司，但健康食品不是藥品，不能以藥效宣傳。請提出幾項
行銷策略來提升產品的競爭力。
2.台灣的保健食品市場同質性產品太多，往往會有替代性太高的問
題，請問如果你是研發部門主管要如何不斷地推陳出新因應市場需
求。
3.生技產業十多年來一直是政府重點培植發展的產業，但台
灣的生技產業因為內需市場小、資源不如國際大廠豐沛等種
種因素，讓產業發展面臨了發展困境。請針對生技產業面臨
的困境提出具體建言

12:00-13:00

午餐：海濱海產
高雄市前鎮區中平路 282 號

13:00-14:30

前往新港香藝文化園區
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 23-6 號

14:30-16:00

參觀新港香藝文化園區
座談及 Q&A：陳文忠董事長
1. 宗教文化產業是台灣最大最豐沛的資源之一，但與寺廟息息相
關的製香業，卻面臨大陸低價劣質香品的競爭，傳統製香工廠一間
一間收起來，請提出幾個策略試著挽救這個產業的沒落。

2.想到要把"香"這個不起眼的宗教用品變成文創產業主角的，新港
香藝算是第一。新港香藝將傳統香藝產業化和文化化，若你是經營
者要如何兼顧傳統與創新，在保有台灣香在地化特色的前提下為香
藝注入更多美學和趣味?
3. 若你是研發部主管，請跳脫宗教的刻板印象，以傳統不過"灰頭
土臉"的香，設計出具競爭力的文創商品。
16:00-

賦歸

活動照片
所屬子項目

活動名稱

A2 結合區域產業建立產學鏈結
網路，培養學生就業力
【企業參訪】健茂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新港香藝文化園
區

活動日期

110 年 11 月 20 日

地點

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港
香藝文化園區

林辰璋副校長帶領學生參訪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許長祿董事長說挑工作就跟選擇產業一樣,要看到產

司

業的未來性

許長祿董事長驕傲地與師生分享健茂的專利

陳文忠董事長熱烈歡迎南華學弟妹們來參訪

學生們認真地聆聽製香過程

傳統文化的深刻底蘊讓學生嘖嘖稱奇目不轉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