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企兒崑山企管系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這些人為何要念崑山企管系?
姓名 公 司 及 職 稱

曾韋龍 崑山科技大學-董事長 /信南建設 -董事長兼總經理

王德揚 空軍作戰指揮部-少將參謀長

李致賢 陸軍教育暨準則發展指揮部-上校副參謀長

林明達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所長

賴文財 海岸巡防署-分隊長

楊中成 台南市議員

黃素美 臺南市仁德區公所-區長

歐陽兩坤 臺南市依仁國小-校長

陳展宇 臺南市海佃國中-總務主任



這些人為何要念崑山企管系?

姓名 公 司 及 職 稱

蔣聲雄 華美光學科技(股)公司-廠長

李燕瑟 永景鋼鐵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吳玉美 寶錄電子(股)公司-董事

韋月華 祥昇機電工業有限公司-執行長

陳東發 東祥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

沈娟 桂盟鏈條企業(股)公司(上市公司)-財務長

黃耿賢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處長



這些人為何要念崑山企管系?

姓名 公 司 及 職 稱

陳慧娟 天一本草生物科技-董事長

姚惠貞 佳湘麵包-總經理

莊金陵 金翔生物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邱少淳 葡萄王生技-藍鑽級經理

蘇淵稜 松稜滷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林篤毅 第30屆全國十大神農獎/高鉦台灣鯛繁殖場-負責人

高英豪 江豪記臭豆腐-負責人/潔和環保公司-負責人

洪永騰 伊瑪生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這些人為何要念崑山企管系?
姓名 公 司 及 職 稱

柯博文 路馳揚汽車養護專家連鎖體系-董事長

馮薇庭 鼎耀集團-董事長 (管理雜誌500大企管講師)

林澍典 精進財商顧問(股)公司-總經理

翁麗美 聯維有線電視集團-副董事長

林致賢 東昌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王傑民 府城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顏素真 權葳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這些人為何要念崑山企管系?
姓名 公 司 及 職 稱

許幸娟 宏盛鑫商務飯店-總經理/湖境渡假會館-總經理

周立峯 大億國際旅行社-總經理

謝惠娟 巨力屋運動能量王國-總監

張順程 張家農場-場長

羅尹禎 TLPGA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職業選手

李宗隆 興南興廣告(股)公司-董事長

陳玥翎 Annshop小安的店珠寶銀飾品-負責人

劉虹枝 千葉設計有限公司-總監

潘霞 永沁居家護理所-護理長暨負責人





遊戲中學習
3D 虛擬模擬賣場(請看影片)

全國零售營運競賽崑科大企管系
冠軍四連霸

崑山科大企管系宣傳短片2-30.mp4


遊戲中學習體驗



遊戲中學習體驗



遊戲學團隊與領導



實境解謎結合 菱炭工場導覽

學生投入闖關遊戲

進行實境解謎闖關活動



遊戲化行銷課程 安平實境解謎



桌遊教學 創業營運遊戲

腦力激盪



分組辯論學企業倫理

新式奧瑞崗



菱殼炭-官田社區發展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官田烏金社區合作社-建構農村永續發展的社會實踐

雲嘉南私立科大唯一獲獎

李天祥校長(左)與
本系楊泰和副教授(右)共同領獎

本系執行USR計畫

大學USR永續方案獎銅獎





市集展售



企管系「魚我同行」團隊「茶飲之寶」禮盒
設計 展現在地亮點

陳慧娟總經理(右)參與
研討會發表，
與指導老師呂德財主
任(左)合影

「魚我同行」團隊共同設計
「茶飲之寶」禮盒

「魚我同行」團隊完成禮盒設計，
並與魚池DOC連東祥理事長(前排右1)合影 與祁玉紅茶工坊王輝煌(左1)進行訪談記錄

與印象朱古力工坊張玉華(左1)進行訪談記錄 與鳳鳴二號咖啡朱述明進行訪談記錄



與廠商合作之創新教學
專題主題

億進寢具行銷影片製作

下營群聚虛實整合活動設計與執行

樹是最美風景

龍竹來看崎景

回嘉，令人驚雁

麻豆嘉慶文旦園粉絲團經營

長春讓你健康回春行銷影片

官田烏金永續樂活粉絲團與實體展售

果醬女孩活動設計與執行



多樣化產業參訪

• https://youtu.be/WOeU4LzDNPQ

https://youtu.be/WOeU4LzDNPQ


企管系參訪企業 觀察不同行業的經營運作

植物工廠產業的介紹 迎盛企業
自動化智慧製造新化瓜瓜園觀光工廠



實作成果發表

產學實作成果



數位直播



擴增/虛擬實境行銷上應用

• Oculus VR 多人連線社群快速開發套件

• HTC VIVE

• 實體與虛擬購物整合

• IR融合直播

• AR擴增實境



360度環景製作-志鋼金屬

https://roundme.com/tour/230198/view/653745/


手機攝影技巧-光線運用技巧

手機攝影教學



使用手機
APP-

手機攝影教學

不支援iOS系統。每一台蘋果的內建相機功能位置相同且齊全。



 調整色溫及對比

 黑白戲院

 編輯疊圖

 濾鏡組合筆刷

 裁切

修圖後
修圖前

學生練習效果

手機修圖教學



小影

手機影片編輯

使用手機APP-



空拍教學





我在FB總部按讚! 
實習單位名稱：

Golden Hills Import& Export Corp. Dba China Tofu

請看影片
加州facebook總部

『在崑山，我可以』─ 崑山科大企管系 吳恬妤3-30.flv


我
在
谷
歌
總
部
騎
單
車



實習地點:舊金山中華豆腐
參與者:李政隆、高鈺琳、黃晴卉
系所:崑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豆腐分切

豆腐壓模

豆漿裝瓶

產品包裝

豆腐浸泡

豆泡製作
跟車送貨

豆花製作



實習地點:舊金山中華豆腐
參與者:李政隆、高鈺琳、黃晴卉
系所:崑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

美國加州
史丹佛大學

加州舊金山
中國城

舊金山
金門大橋

AT&T Park球
場

蒙特雷
17mile

ST. Patrick Catholic 
Church





韓國交換學生



學姐與學妹
用韓語溝通



實習機構名稱：おにやまホテル

所在地：九州地區大分県別府市
鉄輪

實習內容：飯店櫃檯到入住的流
程、日本語研習

日本實習：吳念寰、陳佳彥 鬼山飯店





李欣蓉
• 香格里拉醉月樓主任
• 香草工坊店長
• 新加坡文華東方酒店實習

• 崑山科大餐飲系
• 崑山科大企業管理研究所

2017年文華酒店最佳員工服務獎Star 
award of Mandarin orchard 



Focus百貨實習就業



Focus百貨實習就業 106學年實習-林佳儀—已就業
107學年實習-薛淓方





寶雅 實習就業
學年實習-黃詣翔
學年實習-趙梓汎



蕭婉紅(102年畢業)襄理 丁煜祥(102年畢業) 嚴心誼總經理

台糖長榮酒店



劉美蘭 蔡榮宗

葉書淵--

蔡淑婷



台糖長榮酒店實習

大葉旅行社實習





五星級合作飯店



可成科技公司
-品保、人資、財務部

可成科技-財務部實習

電腦週邊產業
員 工：36000人
資 本 額：75億703萬元

102學年度 郭哲旻 品管部
102學年度 張雯婷 品管部
102學年度 吳佳樺 品管部
101學年度 蔡佳馨 品管部
101學年度 江紫瑩 品管部
101學年度 郭雅涵 品管部

101學年度
總務部薪資組--蔡淑卿
105學年度
人資部-賴季勤

吳惠玲/104年畢業/品管部
林君婷/104年畢業/品管部
呂婷婷/103年畢業/品管部
陳佳宜/103年畢業/品管部



伊頓飛瑞慕品
實習與就業

106學期實習-黃瑜菱—留任就業
106學期實習-葉景瑄—留任就業

美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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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半導體業
資本額：97億元
員工人數：4500 人

鄭智陽(102年畢業)
畢業半年-副課長



員 工： 6500人 資 本 額： 361億

華新麗華特殊鋼事業群
人資課副課長
許志宇(90年畢業)



台灣金屬創意館
志鋼金屬小檔案
◎創立時間：1995年
◎負責人：洪啟川
◎年營業額：4億元
◎員工數：260人

南工四劍客

南工四劍客

黃鈺婷 (100年畢業)品保部
請看影片

蔡婷婷(98年畢業)人資部

賴品卉(99年畢業)觀光工廠

洪啟川董事長(102年碩士班畢業)

崑山科大企管系-校外實習特色案例-志鋼金屬股份有限公司3-30.mp4
新永安新聞-志鋼1-30/VIDEO_TS/VTS_01_1.VOB


正航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蘇莉雅(99年畢業)專業講師

楊明璋 南區協理



早安美芝城
• 早安美芝城為台灣第三大的連鎖早餐

• 2017年台灣約有1400家分店



晨間廚房
• 年營收突破 3 億元，於全台平價連鎖早餐店
數排名第 5

• 全台門市超過 400 店

• 中國3 年來展店 40 間



迷客夏
• 在台灣設有185家分店
• 2017年獲台灣大學生票選No.1的手搖飲品專門店迷客夏

• 香港：每月營業額達到100萬港元

2012



企管系110學年雙軌計畫招生
(大學四技)

職類 合作事業單位 名額 合計

工商管理

•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8

35
•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肯德基) 17

•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0



110學年雙軌計畫招生

•職類：工商管理

•上課2天/週、實習3-4天/週

•實習津貼：160元/小時以上

•學費：日間上課，但比照進修部收費

–政府補助一般生學費50%以上

–原住民、身心障礙、低收入戶100%補助

–公司提供獎助學金





全國零售營運競賽崑科大企管系
冠軍四連霸



全國零售營運競賽 崑科大企管系
冠軍四連霸



德明盃3D超商全國
經營管理競賽

第一名

德霖盃BOSS競賽

第一名



BOSS競賽獲獎

「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企業經營模擬大賽」總決賽銀獎

69



2012 BOSS競賽
獲獎

「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企業經營模擬大賽」總決銀
最佳採購經理

70



25個大專院校95參加隊伍



全國微型創業暨創意
故事行銷競賽

第三名



Linker-全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與創業競賽

行銷文案企劃組最佳文案編輯獎



第六屆全國大專校院倫理
個案分析暨微電影競賽

5組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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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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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國際企業管理師認證中心(南部唯一)

國際ERP 軟體(甲骨文)認證中心(南部唯一)
前進大型企業-Oracle EBS 產業學院

Google Apps Education Sites 

Individual Qualification (IQ)

國際證照

http://www.ksu.edu.tw/utility/genImages/guid/utility/focusNews/History/images/20120619/29cb11b5-2a6c-4ebc-b185-dac26be127d7.jpg


證照達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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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成果

企管系畢業 榮獲博士學位
莊金陵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TESL/TEFL 系

勤益科大兼任助理教授
美商康健生技總經理

陳慶忠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醒吾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

呂英瑞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中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郭旻鑫 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博士
開南大學運輸科技與運籌學系
助理教授

楊富強 中央大學 企業經營管理研究所博士
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王堂亭 長榮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段起祥 長榮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產學交流密切、就業機會多
與產業工商社團連結密切

台南市榮譽指導委員會

台灣加盟連鎖促進協會

成大企業管理協進會

台南市青年創業協會

台南市文化觀光伴手禮產業發展協會

台南市企業發展研究協會

http://www.ksu.edu.tw/utility/genImages/guid/utility/focusNews/History/images/20120327/473ef429-17c9-4761-8bfb-b344db7009be.jpg
http://www.ksu.edu.tw/utility/genImages/guid/utility/focusNews/History/images/20111215/196263c4-1f06-4af0-9322-955676d814b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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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需求與未來趨勢
• 經建會「科技人力供需趨勢推估報告」

• 行政院主計處：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 服務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之75% 。

• 服務業就業人數所占比重則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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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需求與未來趨勢

104銀行的調查

企管人才需求為商管類最高



企業管理系特色

服務業店長、督導、企劃、人資等
製造業採購、生管、倉管幹部

• 活潑教學：採用遊戲軟體，進行市場分析與零售管理模擬。
• 實務講座：邀請產業界主管演講。
• 企業參訪：每學期辦理兩場以上。
• 專業證照：財務、電子商務、網路行銷、流通、企劃、行銷
• 專業競賽：創意創業競賽，ERP競賽、銷售經營競賽
• 學年學期校外實習銜接就業：大四全薪實習，未畢業即就業
FOUCS百貨、寶雅國際、統一超商、長榮酒店、王品集團、
鼎新電腦、正航資訊、愛買量販、大潤發量販、聯維集團、志鋼金屬、可成科技、

學習主軸：
服務業行銷、人力資源管理、電子商務應用



畢業生出路
► 服務業：門市管理、零售管理、店面賣場管理、商圈管

理、行銷企劃、庫存管理、人力管理、連鎖經營管理等
工作。

► 製造業：生產管理、品質管理、人事管理、物料管理、
總務管理。

► 從事企業電腦化(ERP)的系統操作與規劃：配銷、生管、
財務及顧問師、講師。

► 會計、理財規劃師、證券營業師、財務分析師及投資管
理師。

► 參加高普考、各類特考，分發至各公營事業單位。
► 升學國內大學院校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 自行創業、網路創業、網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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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校友來信

► 李老師鈞鑒:

► 薇庭一直很感動，老師對學生的投入，教學及學

生私下生活您都是像家長一般，關心愛護

► 目前薇庭在時間無法投入許多的關懷，故藉由老

師的計劃推動，在自己經濟能力許可下，盡一些

力量，尚請老師代為運用，藉以讓更多優秀學子，

能夠不受家中巨變而影響學業，附上10萬元支票，

未具抬頭。

► 感恩，並祝老師及師母，平安順利。





私立科技大學最大校園
心胸開朗格局遠大

• 教育部典範科技大學補助，私校第一。

• 連續五年獲教育部典教學卓越補助。

• 與產業界的合作，連續五年評比獲全國私校第一。



美麗浪漫的校園夜景





Ksu Yaobai Kendama 

崑科搖擺劍玉

Ksu Yaobai Kendama 崑科搖擺劍玉隊 Edit 1 - YouTube (360p).mp4


• 大灣交流道即將通車，直上高速公路

• 距火車站4.5公理：騎機車10分鐘

• 離成功大學4公里，圖書、資源共享。

• 2號公車由安平火車站終點站(崑山科大)

夢時代

大灣交
流道

地理位置佳-交通便利



生活機能完整

• 夢時代(3公里)，工讀、實習就業機會多。

• 中華路段：好樂迪、國賓影城、石頭火鍋

• 校門口：星巴克、異人館、麥當勞、順發3C、全國電子、
LaNew等大品牌商店林立

• 美食小吃、飲料品牌(50嵐、大苑子、鮮茶道、蓋)



台南小吃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