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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與歐藝烘

焙有限公司及富

立佳企業有限公司於 
108年3月26日上午共
同舉行產學合作簽約

儀式，全程活動在桃

園市蘆竹區郭麗華市

議員見證下進行。開

南大學梁榮輝校長表

示，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是全校最熱門的科系，以培育觀光餐旅產業

的專業管理及實務技術人才為目的，詳細規劃與輔導學生未來畢業後

的就業出路，吸引許多高中職學生前來就讀，業界對於開南大學畢業

生的職場工作表現也非常給予讚賞和肯定，盼能持續推薦優秀學生進

入相關產業服務。

歐藝烘焙公司賴崑山董事長指出，歐藝烘焙自1998年成立至今，
獲得 ISO22000 和 HACCP 的雙重認證，為一兼顧產品品質和安全美
味的烘焙工廠，很榮幸可以和開南大學合作，期望透過產學實習的方

式，提供學生參與烘焙研發與技術的訓練機會，共同培育產業所需之

專業烘焙人才。

開南大學觀光運輸學院江明倫院長表示，目前觀光系已和國內上

百家觀光餐旅產業單位進行產學合作，其中包括多家知名大飯店及連

鎖餐飲品牌，系上課程提供學生半年至一年的國內和國外實習機會，

使學生能多了解目前產業市場的現況，以達到學以致用，理論與實務

相結合的目的。除了提供學生至歐藝烘焙實習的機會外，目前更有學

生已被日本北海道希爾頓飯店錄取，即將前往國外進行餐飲的實習工

作，該系的烘焙專業教室目前為全國技術士烘焙食品丙級的術科考

場，系上的烘焙社學生也常於校內外舉辦各式活動，表現非常活耀 
亮眼。

開南大學致力推動終身學習，進行教學品質改善及多元化之學術

交流，108年1月16日，由梁榮輝校長及國立空中大學陳松柏 
校長簽訂兩校合作協議書，雙方分別就終身教育、數位教材、 
資源共享、人才交流、產學合作、教育推廣及就業輔導等多方面向進

行充分的討論與溝通，為促進雙方長遠而有效之合作建立了紮實之 
基礎。未來開南大學及國立空中大學兩校間將進行多種形式之實質 
交流，建立相互支援之校學與學術研究體系，以提升兩校之教學 

及學術研究品質，對

兩校之學生提供更

高品質且無縫接軌

之教學與學術服務， 
為兩校創造了互利發

展之契機。

開南大學與國立空中大學簽訂合作協議書 共創兩校互利發展之契機

開南大學與歐藝烘焙暨富立佳公司 產學合作共同培育烘焙專業人才

為使學生在學習租稅理論之餘，能夠

瞭解國稅稽徵業務的實際作業情

形，以縮短理論與實務間之差距。開南

大學於107年12月5日上午與財政部北區
國稅局桃園分局舉行校外實習合作簽約

儀式。

簽約儀式由開南大學校長梁榮輝與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黃慧英分局長代表簽署，梁校長表示開南

大學鼓勵學生至業界實習，以增進實務知能，並達成與產業接軌及學

用合一之目標。本次與公家單位合作，希望利用進入公家機關體驗第

一線公務運作方式，了解政府組織運作及工作內容，讓學生多一個學

習社會經驗的管道。

黃分局長表示基

於培育人才及提供實

習機會建造學生理論

與實務之結合，國稅

局將盡最大的努力提

升學生專業能力，並

增加輔導、保護等措

施，讓學生實習之餘，

也保護他們的安全。

開南大學透過校外實習合作，與產業界、公家機關緊密結合，藉由

良好而緊密連結的產學共同合作，提升學生的實習效益，不僅能培養

出符合企業及政府單位需求的人才，學生亦能累積經驗，共創雙贏。

開南大學攜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 校外實習合作共享雙贏

▲ 國稅局桃園分局與開南大學

簽訂校外實習合約

▲國稅局桃園分局與開南大學校長、

院系所主管、老師合影

▲開南大學與歐藝烘焙暨富立佳公司

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六都首創 開南大學法律菁英學士學分班始業典禮圓滿成功
為提昇楊梅區調

解委員會調解

委員專業能力，在委

員會鄭美英主席穿針

引線下，楊梅區公所

與開南大學法律系首

次合作，成立「楊梅

區調解委員會與開南

大學法律菁英學士學

分班」。

始業典禮於107年11月29日於本校A105會議廳舉行，梁榮輝校長致
詞時表示此專班成立，最要感謝楊梅區調解委員會鄭美英主席鼎力推

動，期望上課內容能讓調解委

員們學以致用，且授課老師是

各位同學的專屬顧問，故希望

此專班成功的經驗，後續可以推廣到全

桃園市甚至全國。委員會鄭美英主席也

表示期待委員們能一起共同學習，藉此

深化大家的法律素養，提昇調解能力。

本校配合政府高等教育進修管道多元

化政策，提供公職人員或具豐富法律實

務經驗者，再進修的升學管道。而學士學分班修習內容為一般大學法

律系課程，是一種學分先修，是未來考取本校學士班最佳的進修管

道，此一作法開創六都各區調解委員會自費研習之首例。

▲「楊梅區調解委員會與開南大學

法律菁英學士學分班」始業典禮

▲開南大學與國立空中大學互訪合影



開大校訊 第二版 2019/4/30

107學年度開南大學優秀青年選拔

在桃園成長茁壯的開南大學，108年3月15日慶祝創校19週年生
日，本校葉哲正董事長、顏志宇董事、梁榮輝校長與景文科技

大學洪久賢校長等貴賓一同歡慶學校生日，台上「開南人」共同啟動

熱氣球，象徵著開大學子的熱情以及對未來的希望，更是自由與堅毅

的精神指標。

校慶以「開大飛揚，歡慶十九」為主軸，雨後放晴的校園陽光大

道上，開大龍獅戰鼓隊、應用日語學系以及創意啦啦舞等節目陸續登

場，同學盡情揮灑表演，展現了團體合作的默契，為校慶揭幕。

葉哲正董事長表示，感謝開南人落實「至誠、卓越、自由、豪邁」

的校訓精神，當前全球教育及少子化競爭急迫，學校將面臨一長段 
崎嶇而吃力的「不穩定」道路，而如何在「不穩定」中求發展，就必

須要發揮開南人的柔軟度，捨棄舒適，接受挑戰，要能從穩定中求發

展，葉董事長勉勵師生，19歲代表「轉大人」的新階段，大家要更加
努力學習新知，面對外界挑戰。

梁榮輝校長表示，開南大學19歲的活力是蘊含開南商工百年歷史傳
承學風，開南大學與桃園市政府持續在地化同盟，尤其在航空城與亞

洲矽谷計畫，以及桃園捷運，學校都參與許多人力，支持桃園產業建

設，落實「移地教學」課程，以大量相關產學和實習經驗，讓學生走

出自我校園的框架，到海外、到企業，增加無限寬廣的學習移動力。

在祝福開南大學生日快樂的活動中，學生也紛紛獻上出色的校外競

賽佳績，由「獲得 College High vol.14 全國制霸 大學街舞高峰會」
全國性競賽團體組第一名的開大熱舞社、「2018桃園市全國啦啦隊
錦標賽」大專五人混合組第二名的開南啦啦隊、「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學年度撞球錦標賽」一般女生組九號球個人賽第一名的羅涵菲同
學，以及「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軟式棒球聯賽」冠軍的開大棒球隊等

得獎者，都獻出團體或個人競賽獲獎榮耀，由葉哲正董事長等人代表

接受。

本校也邀請歷屆校友回娘家參與慶典，在歷屆校友中，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語文中心及應用英語學系梁興皇助理教授、新北市立林口 
幼兒園余美容園長、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陳頡沂領班級廚師、桃園

市楊梅區調解委員會鄭美英主席、桃園市蘆竹區新莊里王金榮里長、

陸軍機械化步兵第269旅少將董紹明旅長等六位學長姊在各領域都有
傑出表現，堪為畢業校友及在校同學之表率者，獲得梁校長頒發傑出

畢業校友獎。

學務長李汾陽表示：「校慶系列活動為開大學子創造優質的學習場

域，大學教育並不僅止於課堂講習，透過課外活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

及溝通協調的能力，以培養有品德、品味、品質的開大人，推展本校

以培育術德兼修兼具社會責任的學生為目標的教育理念」。

「開大飛揚，歡慶十九」開南大學歡慶19週年生日

傳承與創新-社團評鑑暨團耀之夜熱鬧登場

107年度學生社團評鑑暨團耀之

夜於107年12月5日顏文隆國
際會議廳舉行，本次評鑑共計49個社
團報名，評鑑場佈期間看到各個社團夥

伴用心參與佈置及解說，為了社團資料

傳承而做最萬全的準備。學務處邀請了

五位友校專業評審老師，進行審閱、勉

勵、指導及評分，期許社團資料未來能保存得更臻完美。

學務長李汾陽表示「每年舉辦社團評選暨成果發表活動，藉由交流

與社團間的競賽，發揮學生社團活動的教育功能，評選不僅提升團隊

的應變能力，在各社團交流與校外老師的指導過程中，學習到許多有

關活動企劃方面的實踐與做法，都以作為未來經營社團的參考。不管

本次社團得獎與否，都希望學生們能夠透過每年度的評鑑來精進社團

經營的經驗並從中有所學習體悟。」

晚上的團耀之夜共計12個社團精彩演出：震撼人心熱烈開場的熱
音社，活力青春又具特色的原住民出咧，樂聲與歌聲悠揚的鋼琴社、

阿卡貝拉社，曲曲動人的管樂社、六弦吉他社，逗趣可愛的親善大使

團、體冒社、慈濟青年社、ACG 研究社，還有博得全場驚呼讚嘆的
跆拳道社及熱舞社，各個社團活力亮眼的表現，締造107年度團耀之
夜的美好與燦爛。

107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獲獎名單如下：
自治性社團績優/ 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系學會

、交通運輸學系系學會 服務性社團績優/慈濟青年社

自治性社團優等/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系學會 服務性社團優等/健康促進社
自治性社團特優/學生會 服務性社團特優/親善大使團

學術性、學藝性社團績優/管樂社 最佳社團領導人獎/
學生會 陳錫安

學術性、學藝性社團優等/鋼琴社 最佳社團財務獎/
體驗與冒險活動社

學術性、學藝性社團特優/阿卡貝拉社 最佳社團進步獎/
資訊管理學系系學會

體能性、康樂性社團績優/熱門音樂社 最佳社區服務獎/
體驗與冒險活動社

體能性、康樂性社團優等/熱門舞蹈社 最佳活動企劃獎/鋼琴社
體能性、康樂性社團特優/體驗與冒險活動社

▲社團評鑑－

參賽社團用心佈置與準備

▲開大盃趣味競賽－泡泡足球
▲十九週年校慶慶生儀式 ▲ 「舞力全開」新生盃

創意啦啦舞競賽複賽 ▲校慶開幕表演－舞龍舞獅

▲開大之光－第一屆全國
大專院校軟式棒球聯賽冠軍

社團成就類： 行銷學系／陳錫安、法律學系／鍾佑慈　公益服務類：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李曉珍
人文藝術類：會計學系／林榮昭　　　　　　　　　　體育競技類：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陳柏豪、國際企業學系／羅涵菲

▲體育競技類/觀光與餐飲
旅館學系3A陳柏豪

▲公益服務類/健康產業
管理學系4A李曉珍

▲人文藝術類/
會計學系5A林榮昭

▲社團成就類/
行銷學系4A陳錫安

▲社團成就類/
法律學系4B鍾佑慈

▲體育競技類/
國際企業學系5B羅涵菲

▲團耀之夜－熱舞社

活力四射，技壓全場

▲團耀之夜－跆拳道社   武力全開，精湛演出

▲社團評鑑－校外評審

用心聆聽社團解說與評分

▲ 團耀之夜－原住民出咧社

傳統舞蹈，別出心裁

▲社團評鑑－開幕式

評審與全體參賽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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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校務研究論壇圓滿成功

隨著知識通訊的發展，巨量資料掀起生

活、工作以及思考方面的全面革新，

本校於107年12月12日舉辦兩場校務研究論
壇。校務研究為利用資料蒐集、跨處室整

合，藉此了解學校現況、發現問題，作為學

校施政參考，以提升校務治理的能力。

第一場活動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主任林世昌教授蒞校

演講。林教授分享校務研究對於學校的重要性，以及進行相關跨處室

資料整合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分享該校正進行中的校務研究相關議

題，例如，大學生上課是否能用 3C 電子產品？弱勢生進入校園後成
績排名後段者至畢業後仍無法改善的現狀等。

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長兼校務研究中心主任白滌清教授於第

二場活動介紹了淡江大學在校務資料庫的建置，以及將校庫資料數據

化，轉換成視學化的圖像，可直接看出資料的整體趨勢，再將資料給

予需求單位分析及研究，回饋給校務研究中心，以做為決策方面的依

據。白教授也分享該校校務研究議題及成果，如境外生生來源及就讀

科系之趨勢分析、學生英語能力成效分析等、並針對去識別化等個資

相關問題加以說明。

開南大學教務長藍孝勤表示透過本次論壇，讓本校教師對於校務研

究有進一步的了解，在執行校務研究議題中，對於資料蒐集或數據處

理上有更多的認識，可做為未來提供本校決策參考，這場跨校交流的

學術研討，讓大家收穫滿滿、獲益良多。

▲教務長為此論壇開場及

感謝林教授演講

為了拓展學生校外實習的能量，開南大學於107年12月11日與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進行產學合作簽約，簽約活動由梁榮

輝校長、吳志健理事長和多位校方及工會主管的見證下共同舉行。

梁榮輝校長表示，開南大學為學生在畢業後就業方面多所著力，

為擴展學生校外實習廣度，校方會斟酌選擇並推派學生至福利保障及

職業訓練完善之單位機構，學生至校外實習期間必須符合勞基法的保

障，學校也會指派老師負責輔導訪視學生，以確保關心同學們的權益

及工作情形。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吳志健

理事長說，目前加入公會的旅行社共

有1467家，為全國規模最大的旅行
公會，該會率先響應政府推動產訓認

同，正積極推廣旅遊產品操作人員之

認證，很高興有機會可以和開南大學

合作，希望集合產學之力量發展職能

基準，厚植觀光旅遊業的人力資源。

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江明倫系主任表示，該系有開設多

門與觀光旅遊導覽相關的專業課程，並要求訓練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此外，系上已和上百家知名旅行社、觀光飯店、連鎖餐飲、遊樂園、

航空公司等單位進行產學合作，學生可透過半年或一年的實習課程，

實際了解產業市場目前的現況及運作之方式，對同學未來進入職場的

幫助很大，達到學以致用，理論與實務相結合的目的。

厚植觀光旅遊業人力資源 開南大學與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產學合作

桃園市開南大學與桃園市府交通局合作進行交通工程研發計畫，透過開南大學的學生及

教授的實地研究再交給交通局進行評估，近期完成的彩色斑馬線就是由開南大學學生

在預設置路口架設錄影機，觀察行人與車輛的衝突。

除了與交通局進行斑馬線、人行道及道路研究計畫，開南大學交通運輸學系也與客運及軌

道等合作，研究討論出讓桃園交通狀況更好的計畫。

這次的斑馬線研究，學生除了架設攝影機之外也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四面八方的意

見，透過市府及校方的合作，除了讓交通更便利之外，也能提升學生的實務經驗。

資料來源：中嘉桃園新聞，新聞影音網址：http://www.t1catv.com.tw/zh_TW/
localnews_content/id/81718

桃市府交通局與開南大學合作  提升學生實務經驗

▲合作簽約儀式合影留念 ▲致贈學校旗幟 ▲簽署產學合作合約書

106學年度校優良導師得獎名單 開南大學108年傑出校友名冊
榮獲校優良導師的老師

（依姓氏筆劃排序）:
資訊傳播學系／楊馥如老師

資訊傳播學系／趙哲聖老師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李志平老師

行銷學系／周文瓊老師

通識教育中心／徐曉雯老師，

恭喜以上得獎老師。

類別 姓名 畢業系名 目前服務單位 職稱

社會服務類 鄭美英 法律學系
桃園市楊梅區
調解委員會

主席

其它傑出類 陳頡沂 觀光運輸學院觀光休閒組
義美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領班級廚師

學術卓越類 梁興皇 應用英語學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語文中心/
應用英語學系

助理教授

社會服務類 余美容 觀光運輸學院觀光休閒組
新北市立
林口幼兒園

園長

社會服務類 王金榮 商學院
桃園市

蘆竹區新莊里
里長 ▲左起為李志平老師、周文瓊老師、徐曉雯老師

　、李汾陽學務長、楊馥如老師、趙哲聖老師

開南大學為培養同學人文藝術氣息，

推展終身教育的理念，特別邀請紅

鼻子馬戲團於107年11月28日在顏文隆國
際會議廳隆重演出，本次活動由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主辦，除校內師生參與外，

亦開放社區民眾觀賞同樂，加強學校與

社區的聯繫，由學校提供社區民眾參與

的活動，使學校與社區緊密結合，共同

成長。

紅鼻子馬戲團成立於2013年，由4位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雜技藝術家所組成，

以幽默逗趣的風格呈現並融合街頭藝的

歡樂馬戲團，學務長李汾陽表示「藝文

活動為每年度辦理之傳統活動，為開大

學子創造美感體驗和文化探索，藝術教

育並不僅止於課堂講習，社區、家庭、

生活也都是培養美感的場域，今年度特

別開放社區民眾參與，期望展現開大與

社區結合，推展終身教育的理念。」

紅鼻子馬戲團精彩及細膩的表演，從

頭到尾毫無冷場，帶給開南師生及社區民眾最高水準的藝術享受，為

充滿人文藝術氣息的開南大學藝文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紅鼻子馬戲團專業演出

▲與參與社區民眾互動

開大推展終身教育理念 藝傳千里，大玩新馬戲

▲紅鼻子馬戲團專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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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 UBL 大專棒球聯賽於108年
3月19日落幕，在郭李建夫總教練

帶領下，開南棒球隊營造出不賴的團體氣氛

及向心力，從初賽一路過關斬將挺進冠亞軍

賽，開南大學葉哲正董事長、梁榮輝校長、

簡妃良主任秘書率師生到場加油打氣。

三個多月來的棒球運動聯賽中，許多球員

傑出的表現讓人印象深刻，其中開南強打朱

祥麟選球進步，經過 U23 世界盃洗禮，在大
專棒球聯賽公開組一級的預賽，面對南華大

學掃出兩支長打，貢獻1打點、1得分，總教
練郭李建夫表示，他選球進步很多，揮棒速

度還要再加強，大專複賽有點低潮，經沉澱

及調整，把自己實力發揮出來，是自我要求

很高的選手。

大專棒球聯賽四強決賽，開南與南華對

決，先發吳俊杰於8.2局燃燒141球，全場丟
出13次三振，加上趁著南華二局下守備失
誤吃5分大局，終場開南以5比2擊敗南華。
南華總教練蔡仲南表示，「他是大學頂尖的

投手，直球、指叉球、曲球、滑球都投得很

好，我們打者不常遇到，我們後續再想辦法

努力面對這樣的投手。」

大專棒球聯賽自8強複賽開始，投手吳承諭
7.2局無失分，以防禦率0奪得107學年度 UBL
大專棒球聯賽投手獎。莊凱文以打擊率0.500
榮獲打擊獎第三名。而開南大學更是一舉拿

下大專棒球聯賽男一級亞軍之團體獎。

開南大學梁榮輝校長表示，開南棒球隊擁

有良好的環境，軟、硬體兼備，身為開南大

學球員，態度與品格是首要的要求，感謝郭

李建夫總教練的細心指導，開南棒球隊自成

軍以來屢創佳績，今年能夠榮獲107學年度
UBL大專棒球聯賽亞軍，靠的是同學們每日風
雨無阻的不間斷練習，未來要繼續秉持對棒

球的熱誠且將球技訓練好，再次為開南持續

爭取光榮。

文字資料來源：

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402237
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402264
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1403261

開大棒球隊榮獲107學年度UBL大專棒球聯賽亞軍

▲開南大學 葉哲正董事長

、梁榮輝校長、簡妃良主任

秘書率師生 到場加油打氣
▲開南大學吳俊杰（左）與朱祥麟（右）賽場上表現 傑出

▲開南大學莊凱文榮獲
107學年度UBL大專棒球聯賽

打擊獎第三名

▲開南棒球隊在總教練
郭李建夫的指導下，屢創佳績

▲開南大學榮獲107學年度UBL大專棒球聯賽亞軍

桃園開南大學1名女大生，因長相酷似日本
女孩，加上熱愛舞台表演，前年到日本近

畿大學（KINDAI UNIVERSITY）擔任交換生時，就參加該校「KINDAI 
GIRLS」的招募徵選會，並從80多人中脫穎而出，成為8位獲選的其中
1位，也是該團25位團員中，唯一1位台籍學生，相當不簡單。

23歲的林佳棻長相甜美，活潑外向，高中時就讀華岡藝校戲劇科，
目前就讀開南大學應日系四年級。她高中時期沒有接觸過日文，直到

進入大學後才開始學習，並通過日語能力檢定，前年更獲選到日本近

畿大學當交換學生。

林佳棻前年9月剛到日本時，就知道近畿大學除了以全球唯一人工
養殖黑鮪魚聞名外，該校的偶像團體「KINDAI GIRLS」也是學校另一
特色。林佳棻當時得知原本有25名團員的「KINDAI GIRLS」，因部分
團員畢業而需再徵選8人，熱愛舞台表演的她不願錯過這個機會，毅
然決定報名。當時徵選吸引80多人報名，徵選當天有30多位評審參
與，舞蹈底子不錯的她又有大將之風，經過層層關卡的考驗，最後不

僅獲選，還是該團唯一外籍學生，更彌足珍貴。

近畿大學每年4月在新生入學時，都會由「KINDAI GIRLS」擔綱表
演，也因此非常重視該校門面擔當的「KINDAI GIRLS」教育訓練，所
以特地請來日本早安少女推手淳君（Tsunku）擔綱製作人，協助製作
「KINDAI GIRLS」的 CD 與拍攝 MV。林佳棻回憶，入選後與團員要
培養默契，因此除了上課外，就是不斷的練舞與練唱。去年3月學校
放長假，想家的她沒回台灣而留在日本，每天幾乎都在練舞，舞蹈老

師不斷修飾他們動作與密集訓練，才能讓他們去年4月如期在新生入
學時表演，還博得滿堂彩。

林佳棻說，加入「KINDAI GIRLS」後，改變最多的是「自信」， 
因為她在台灣也參加過不少徵選會，但總覺得自己長相不是特別出

眾、身高也不夠，因此常常落選。林佳棻回憶最糟的一次徵選經驗，

就是高三時曾有位導演對她說：「你覺得我會讓你在舞台上穿高跟鞋

嗎？」讓她一度很想放棄繼續走表演這條路。

林佳棻說，多年前到日本旅遊，曾造訪過近畿大學校園，當時就

被深深吸引，也嚮往有機會到該校當交換生。她說，徵選時的自我推

薦，只有她是外籍生，前面的學生都能侃侃而談，她只有在自我介紹

時提到徵選的原因及願望，及不斷強調自己來自台灣，但沒想到還是

獲得評選青睞，她覺得自己自我推薦時講得不好，或許是才藝表演不

錯才獲選。

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洪昭鳳稱讚林佳棻是「應日系之光」，

她說，林佳棻在校非常認真，短短幾年，連續通過日語能力檢定，

可以輕鬆和日本人對談，在校時更曾獲得日語朗讀比賽第二名。近

畿大學去年底來台慶祝交流50年，還特別指定已結束交換學生身
分回到開南的林佳棻返隊表演，當時博得滿堂彩，也替國家做了

最好的文化交流。（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new/
realtime/20190113/1497392/）

超甜女大生攻日台妞最美  打敗72櫻花妹獲選「KINDAI GIR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