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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的話
學術副校長 王學亮

親愛的校友們平安，
2000年本校成立，也種下刺桐老樹。從滾滾黃沙紅塵，到新興建物矗立在校園，
在這段集結眾人力量辛苦耕耘下，2004年第1屆畢業生也終於產生。同年，學校也簽署了
「塔樂里宣言」（Talloires Declaration），也宣告成為台灣第1個「世界級綠色大學」
。到了今年，2014年，學校已經告別了第1個有畢業生的10年，正在邁向第2個10年。而
校友的人數，也累積來到12,612人，並持續成長茁壯。
在王仁宏前校長、黃英忠前校長以及現任黃肇瑞校長帶領下，以及全體教職員生
共同努力經營的結果，學校在第一個10年奠定了強有力的根基，舉例而言：
（一）在「教與學」面向：追求教學再卓越，落實學用合一
至2014年，已成立了人文社會科學院、法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及工學院等5個學院，共有228位專任教師
，5492位學生，教師年齡層平均介於41歲至50歲間，生師比約為24：1。學校鼓勵教師除了持續對外爭取計畫案外，
並強化英語學程之開設，以及推動企業實習。
（二）在「研究與產學」面向：鼓勵跨領域研究，推廣應用研究成果
積極提升教師之論文數、產學合作與技轉金額，並積極發展南部地區不可取代的特殊優勢科系與配合國家政
策之重點產業相關科系，作為重點發展，如：高值化金屬材料產業、雲端運算產業、半導體製程人才培育、文化創
意人才培育、國家體育競技人才培育。此外，近年來亦鼓勵教師投入推動區域城鄉發展，於99年至103年共執行約
134件計畫。
（三）在「校園設施與環境」面向：推展空間規劃，營造永續環境
82.5公頃的校區成了開放校園，校園中豐富的人文與自然生態，也讓本校於2009年獲得教育部「綠色大學示
範學校」。2011年校園中的「高雄大學濕地」，也經內政部營建署公告為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
（四）在「國際化」面向：提升國際競爭力，拓展國際視野
在各相關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全力推動國際化情況下，迄今已有顯著成果。在校級推動之計畫中，分別有：
（1）交換生計畫，共75件，遍布亞洲與歐洲；
（2）雙聯學制計畫，分別由系、院及校級，依合約屬性而簽訂。目前與美國、澳洲、英國均簽訂該計畫；
（3）海外留學計畫：共3所，分別為美國與英國；
（4）交換教師計畫：6所，因文化及語言學習需求，此部份係亞洲國家進行簽訂。
（5）其他：目前已在執行之計畫為學生至越南台商企業實習，以及洽談中的1件計畫，為本校IEMBA與泰國曼谷管理
學院（BSM） 、紐約大學石溪分校（SUNY）三方合作，共同開課與授予學位之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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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姊妹校部份，102學年度共有126所姊妹校，來校交換學生數共有323名，佔全體學生6.02%，另本校學生出國擔
任交換生數為67名。在英語課程開設部份，共有57門英語授課。
（五）在「組織與行政」面向
本校因師資結構年輕化、學術研究成果豐沛、特色系所表現傑出等，在
101年度獲得遠見雜誌評比為：智慧財產權產出成果及應用效益全第8、分項學
科（法律/政治）表現全國第14、大學生赴國外修學分人數全國第10、跨國雙聯
學制數量全國第2。如此優秀的表現，均是全校全體師生同仁一起努力之結果。
因此，在接下來的十年，我們將朝向：「建構移動力：提升學生多元競爭力」，發展學生之適性移動、跨域
移動、國際移動、終身移動能力，作為本校特色發展目標。雖然本校因成立年限尚短，校友數雖比不上歷史悠久的大
型學校，但不少已成為業界或公部門的青年才俊，為學校寶貴的無形資產。校友就是我們最大的支持與永遠的力量，
就是全校師生無比的榮耀，也讓高大成為校友們的後盾。因此加強與校友們的聯繫，聆聽校友們的建議，並募集各界
資源推動校務，即是未來校務治理的重要事項之一。也期盼你們有空時能多回學校，看看好久不見的校園，回想在這
裡學習的年輕時光，並繼續支持發生在高大的人事物與許多感動及努力的故事。
學術副校長

王學亮

校園新聞
2014/07/21 高雄大學 華碩雲端 趨勢科技 簽約合作 聯合培育雲端運算人才
國立高雄大學「雲端運算學程」教學品質獲得國內資訊大廠肯定，與華碩雲端股份有限
公司、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署課程認證合約，主要授課對象為校內資訊工程、
電機工程、資訊管理等系大四以上學生，修畢可取得學程證書，專業等同兩業者「掛保
證」，對就業相當有幫助。
.............................................................................
2014/07/29 城市永續在台灣研習營 陸生生態環保初體驗
極端氣候為何常引發嚴重災情？生態環保與經濟成長孰輕孰重？
國立高雄大學舉辦第1屆「城市永續在台灣」研習營，除了探討
台灣近年來重大天災成因，多位教授分享參與莫拉克風災重建
、協助政府部門災防整備的經驗，吸引中國大陸海南大學等校
近40名師生報名學習，期間還意外遇上颱風麥德姆，更加深對
台灣特有氣候的印象。
..............................................................................
2014/08/04 高雄氣爆 高雄大學發起一日捐
高雄氣爆意外造成嚴重傷亡財損，本著人溺己溺精神，國立高雄大學發動募款，校長黃
肇瑞及一級主管捐出一日所得，教職員採自由樂捐，募集款項造冊轉交「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社會救助金專戶」，盼以膚慰協助受難家屬度過難關，同時拋磚引玉、帶出更大善
的能量與資源，相互扶持走出傷痛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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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5 高雄大學印尼志工團 網誌 臉書 數位影片製作教學 縮短數位落差
「臉書（Facebook）」不僅是個人分享喜怒哀樂的工具，還可成為接收新知、縮短數
位落差、傳遞公平交易理念的利器。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陳德興帶領學
生組成資訊志工團，暑假期間赴印尼棉蘭市為當地中學師生、志工團體傳授「網誌
（Blog）」、臉書粉絲專頁經營技巧，並協助拍攝雨林咖啡紀錄片，探討友善收購、
發展經濟兼顧生態的重要性。
...........................................................................
2014/09/02 創建系 土環系師生 協助高市府調查氣爆商家建築災損情況
高雄氣爆，重建工程持續進行中，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副
教授兼總務長副教授陳啟仁表示，災後重建繁複，光靠公部門是不夠的
，還需要動員民間力量，因此上月底都發局發起「受災戶建築挽面計畫」
，號召南部大學建築、土木、景觀相關學系師生加入調查受災店家建築
物損壞情況及修繕意願行列，他邀集系上老師廖硃岑、土木與環境工程
學系副教授張惠雲帶領學生參與貢獻專業。
.................................................................................
2014/09/10 新生入學典禮 校長黃肇瑞：多學多交益友 學位陸生首度報到：緊張期待
國立高雄大學舉行新生入學典禮，校長黃肇瑞勉勵新生善用4年光陰，充實專業、快樂學
習，尤其多結交不同領域、志同道合益友，將來都是人生道路上的寶貴資源。此外，配
合教育部政策開放，高雄大學今年首度招收學士班中國大陸籍學生，5個名額全數招滿。
.............................................................................
2014/09/17 西洋語文學系碩士班招生 更重實務 培養跨領域專長 畢業有頭路
有別於傳統大學英文系所多偏重教學理論研究，9月底招生的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
系碩士班，強調跨領域學科整合，在學期間可從媒體應用、劇場藝術、經濟文化、語言
治療等多種領域擇一結合、發展第二專長。
.............................................................................
2014/09/23 金管系 保發中心 安定基金舉辦 保險宣導講座
保險與現代人息息相關，但如何選擇才保險？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保險
安定基金日前共同舉辦講座，除了充實學生專業知識及正確
觀念，也藉此宣導保險安定基金設立目的、功能、與他國比
較，監理機制及對民眾保險的保障服務。
......................................................
2014/10/01 土環系 台灣凸版彩光 合推「科技產業污染防治學程」 培育污染防治人才 績優學生可領4萬獎學金
為減少學用落差、呼應業界人才需求，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
工程學系、彩色濾光片大廠「台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
TOPPAN CFI）」簽署產學聯合認證，自這學期起推出「科技產業
污染防治學程」，共同教授環境工程、環境化學兩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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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08 運健休系副教授莊淑姿開設「休閒農場經營管理與實務」
學生下田跟阿公阿嬤學種菜
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副教授莊淑姿這學期開設「休閒農場經營管理
與實務」，修課學生不能光在教室吹冷氣上課，部分課程得移往鄰近的「銀髮族
市民農園」，實際下田跟在阿公阿嬤身邊學習常見蔬果栽種技巧，也藉機觀察長
者需求偏好，設計更吸引他們的樂齡活動企劃，搶攻龐大銀髮商機。許多學生都
是第一次拿鋤頭翻土，頂著烈日沒幾下就滿身大汗，直呼種田不簡單。
..............................................................................
2014/10/21 這位老外愛去墓仔埔 西語系副教授奧利華 台灣墳墓研究
這位德籍老外愛去「墓仔埔」！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副教授奧利華（Oliver
Streiter）熱衷研究台灣墳墓，自2007年起走遍全台與離島墓園，探訪超過45,000
處墳墓，拍攝超過18萬張影像，分析出墓碑堂號、年號、樣式因政權更迭、遷徙移
民而變化，間接反映出台灣的族群與文化多樣性特色。
.........................................................................
2014/11/03 他最懂蝸牛 生科系助理教授黃重期 發表20餘種台灣原生種
國立高雄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黃重期熱愛蝸牛，研究已超過15載，教學課餘
經常往野外跑，努力採集發掘新物種與分類，已陸續發表20餘種並指定為「模式
標本」，收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利國內其他學者進行
生物分類學、環境生態學、遺傳學等後續研究。
.......................................................................
2014/11/13 運用政府公開資料 資管系師生 開發就醫查詢App
「醫起藥健康」 經部工業局競賽獲優等
政府公開資料（Open Data）能帶來哪些生活便利？國立高雄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教授楊新章、副教授林杏子指導學生，利用衛生福利部資訊，
設計「醫起藥健康」App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可依不適症狀或部位查
詢就近的就醫資訊，獲得經濟部工業局「Open Data創新應用競賽」優
等及獎金10萬元，預計104年申請上架供民眾下載。

校友會近況
˙校友會專屬網頁：http://nukaa.nuk.edu.tw/
˙會員人數：238人（統計至103年11月止）
˙公告事項：
（一）104年校友會會員大會預定於4月11日（六）召開！！請會員與校友撥冗參加。
（二）103年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預計提供20位名額，
並於會員大會時請理事長親自頒發獎助學金於得獎同學。
◎校友會誠摯邀請各位校友加入，入會申請書下載：http://nukaa.nuk.edu.tw/upload/m5data/1/table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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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欄
陸90後很上進 台青年要加油
李榮福

理事長（EMBA 96年畢業校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理事長／福貞控股公司董事長）

「沒有『難搞』的員工，只有看老闆照不照顧員工，對員工好不好。」已在大陸發展20多年的福貞控股公司
董事長李榮福，對於外界對大陸90後員工「難搞」的負面評價下了如此的註解。
大家對90後有偏見，其實大陸的年輕人，尤其是90後已經快速在進步，超乎我們的想像。大家都說大陸90後
，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其實到了大陸，才會發現他們的年輕人很好學，英文能力比起台灣年輕人好很多；台灣年
輕人的拚勁，也比不上大陸年輕人。
福貞控股公司目前有員工1100人左右，其中只有18位台籍幹部，其他都是大陸人。福貞
控股公司有「用人本土化」、「管理模式化」、「產品普及化」及「經營利潤化」等4化
政策。李榮福董事長表示，「一個公司剛開始是靠人治，經營一段時間後就要靠制度，
最後就要形成企業文化」，目前福貞控股公司就是靠企業文化在管理。在帶領員工方面，
李榮福董事長要求擁有博碩士學歷的幹部們，每天上午都要
拿掃把掃地，因為老闆也在掃；如果李董事長一進到廠裡，發現地上有垃圾，他不會罵
員工，而是拿起掃把掃地，幹部們會覺得很難堪，於是馬上拿起掃把把地板掃乾淨。李
董事長認為要求幹部掃地，是要把個人銳氣磨掉，因為身段要夠柔軟才能做好業務工作。
另外，李董事長還要求員工最好是本科畢業、幹部則要念到研究所，這樣才能聽懂老闆說的話。他並規定，
要當到協理除了要達到一定業績之外，碩士學位是基本門檻。他說，台籍幹部已沒有過去的優勢，因為大陸幹部的
進修學習企圖心很強，在技術專業上已追上來，所以除了內部稽核、財務仍使用台籍幹部，在技術方面幾乎都用陸
籍幹部。
李董事長不諱言台灣人的工作內涵比大陸人好，但是問題是大陸幹部可以早上6
點出門，晚上12點還在生產線上，假日還可以值班，但是台籍幹部一到六、日就要休假
，這在像福貞這種生產線要24小時運作的企業來說，是很難與陸籍幹部競爭的。
為了照顧員工，福貞除了提供員工高薪外，還在廠內蓋很大的停車場讓員工停
車。另外，福貞還提供員工第二代獎學金，但是前提是得念公立學校或是重點大學，
如此員工的經濟負擔相對較輕，就會更用心地在工作上。
(本文同時刊載於2013.12.22旺報- 台商週報 李榮福董事長專欄)

工作情報站
1 課輔老師招募(永齡希望小學中山分校)

6 華泰電子104年研發替代役(華泰電子)

2 品牌企畫師(日商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7 台電抄表員(長達電氣工程有限公司)

3 客服主管、客服人員及日文翻譯(中華優購股份有限公司)

8 滙豐年輕銀行家培育計畫(滙豐銀行)

4 國貿人員(虹揚工業科學有限公司)

9 特別助理(伯夷藝術)

5 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研發替代役(yes123)
註1：以上為近期將截止的企業徵才訊息，陸續新增職缺請詳見高大學務處網頁（www.sa.nuk.edu.tw）→畢輔組公告查詢。
註2：求才訊息發佈，請下載高大學務處畢輔組的「企業求才登記表」（http://www.sa.nuk.edu.tw/download/07graduate/employment.doc）填妥後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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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詳細活動內容將公告於本校學務處網頁(http://www.sa.nuk.edu.tw/)，歡迎各位校友們踴躍參與~

國立高雄大學電子報
秘書室

http://sec.nuk.edu.tw/files/11-1004-441.php

學生事務處

http://www.sa.nuk.edu.tw/00main/main01_title.asp?pgid=9

高大校友通訊

http://nukaa.nuk.edu.tw/m7data/m7data.asp?active=7

校友通訊徵稿
親愛的校友，您好：
高大校友通訊104年7月號【校友專欄】徵稿，竭誠邀請您分享寶貴的求學或工作經驗，給予畢業校友與在
校生嘉勉。若您有投稿意願，請於104年6月7日前聯繫校友會何小姐（07-5919566，clover59@nuk.edu.tw）
註：來稿均為無償分享，歡迎各位校友踴躍投稿！！
＊高大校友通訊為一年二刊，每年1月與7月出刊。請高大校友繼續支持並給予指教，謝謝!!＊

捐款芳名錄
(2014/1/1-2014/12/29)

＊感謝以上學長姐對母校的支持 ＊小提醒：捐款時須註記捐款人，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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