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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理論與實務差距
開南大學與萬岱豐食品公司產學合作

桃園市開南大學於6月13日舉辦109年畢業典禮暨20週年校慶，活
動開幕秀由榮獲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冠軍的競技啦啦隊及109

年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冠軍的啦啦舞蹈隊帶來精采表演，活動上
冠蓋雲集，開南大學林清波創辦人、葉哲正董事長、董監事及桃園市
政府長官蒞臨觀禮。
活動中最為難得是因新型肺炎之故無法親自前來祝福的日本姐妹校

近畿大學，透過影片向開南大學表達誠摯祝福，更肯定本校對日交流
成果，讓慶典榮耀倍增。近畿大學特別在今年三月頒發近畿海外校友
的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予開南大學林清波創辦人，表揚林創辦人在
台灣經濟界的優秀表現，以及為台灣教育界付出心力等的卓越貢獻。
林創辦人於活動中捐贈近畿大學理事長世耕石弘所撰寫的「進擊的大
學」書籍予開大教職員，期許學校能精益求精，永續經營。
葉哲正董事長致詞表示開南大學創校20年，但開南這塊金字招牌已

經有103年的歷史，百年開南造就了無以數計的英雄豪傑，對國家社
會貢獻良多，例如開南大學的創辦人林清波先生是台灣營造建築業的
泰斗，也是知名國際連鎖老爺大飯店的總裁；榮譽董事長顏文隆先生
是台灣中信金控的董事長，是位傑出的銀行家，其他在各行各業出類
拔萃傑出的開南人不勝枚舉，葉董事長期望畢業生要以身為開南人為

榮耀，傑出的開南人都是畢業
生進入職場後奮鬥前進的最好
楷模。
梁榮輝校長期勉畢業生，離開

校園後要充實自己、活到老學到
老、勇往直前、追求夢想、敬愛
師長並和同學保持聯繫，母校永遠會是畢業生的後盾，同時祝賀開南大
學20週年校運昌隆、蒸蒸日上。
開南大學20年來在優良的學風之下，培育出優秀的人才，對外競賽

成績亮眼，學生在活動中將代表個人及團體榮耀的獎項獻給學校，其中
開大棒球隊榮獲108學年度 UBL大專棒球聯賽冠軍，表現優異；開大啦
啦舞蹈隊榮獲2019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冠軍、開大熱舞社榮獲2019年
School By School Battle第九屆全國熱舞校際交流賽冠軍，已連續五年
稱霸全國、資訊傳播學系同學榮獲2019第一屆婦聯金像獎微電影比賽白
金獎，開大學子們從運動賽事至各項專業領域競賽均有傑出表現。
活動中由董事長及創辦人對資深優良教職員予以表揚，感謝開大優

質的行政團隊及教師們對於學校的關懷與付出，共同見證學校20年來
的蛻變與成長。　　　　　活動回顧影片 http://yt1.piee.pw/SLQCT

開南大學近年來積極走向綠能校園的規畫發展，曾獲得低
碳校園標章，為珍惜資源，避免水電浪費，其用水、用

電量亦皆低於經濟部公布的基準值。
2020年開南大學和中租控股旗下中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提供永裕體育館及宿舍屋頂空間裝設太陽能板（總發
電面積431.94kWp），不僅能獲得場地回饋金、增加學校收
入，更為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盡一份心力，創造雙贏局面。
未來將持續規劃長遠的合作方案，增加屋頂覆蓋面積，齊

心打造更臻完善的綠能發展環境。

「念念開南 戀戀開南」開南大學109年畢業典禮暨20週年校慶

綠能校園．開大電廠 開南大學太陽能光電系統啟用

開南大學與河馬水產於108年11月22日上午共同舉行產學合作簽約儀
式，梁榮輝校長表示，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以培育觀光產業所需

的專業管理及實務技術人才為目標，每年吸引許多高中職學生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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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馬水產林文哲董事長指出，很榮幸可以和開南大學合作，期望透

過產學實習的方式，提供學生參與餐廳服務與食材販售管理的訓練機

會，共同培育餐飲產業所需之專業管理及服務人才。

開南大學觀光系何學斌主任表

示，系上課程提供學生全學期或

全學年的國內外實習機會，達到

學以致用，理論與實務相結合的

目的，觀光系學生表現都十分專

業且態度積極進取，深受各實習

單位重視。

開南大學與河馬水產餐廳產學合作
培養餐飲管理與技術專業人才

為使學生能夠縮短理論與實務間

差距，開南大學於108年12月26
日上午10時與萬岱豐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舉行產學合作意向書簽約儀式，由

校長梁榮輝與萬岱豐公司董事長簡美

令共同簽署。

校長梁榮輝表示，本校觀光運輸學

院、資訊學院及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將

來可在電商行銷、廣告片拍攝及產品研發等方面與萬岱豐食品公司

進行多元合作，開發具有本校特色產品來行銷。

萬岱豐董事長簡美令表示，食品科技突飛猛進，行銷通路改變，並

帶動了美編、企劃人員、生產技術、品管、研發等各方面人才需求。希

望借與開南大學的產學合作，增添年輕活力的元素，在包裝設計、研發

創新、行銷企劃方面，能更活潑、更貼近市場，再創雙贏。

▲雙方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合影

▲開大電廠–體育館屋頂 ▲開大電廠–宿舍屋頂▲左起梁校長、鄭市長、葉董市長、
中租迪和侯總經理進行剪綵啟用儀式

▲開南大學與河馬水產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播放蔡英文總統祝福影片，
勉勵畢業生

▲慶生儀式–長官與貴賓一同切
生日蛋糕

▲20週年校慶–資深優良教師
表揚

▲20週年校慶–資深優良
行政人員表揚

▲林創辦人捐贈「進擊的
大學」書籍予本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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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6月13日舉辦109年畢業典禮暨20週年校慶，活動主題
「念念開南 戀戀開南」取自二十的讀音「廿」（ㄋ一ㄢˋ），

代表創校20年來，每一位和開大有緣的人對於學校的思念、懷念、想
念、依戀、眷戀與愛戀，期望開大畢業生帶著對於母校滿滿的回憶，

迎向人生的新階段，同時祝福開南大學20歲生日快樂。
典禮中頒發畢業生學行兼優獎項：智育獎、服務獎、勤學向陽獎、

體育獎、社團績優獎，共計72人獲此殊榮。活動的動態主視覺是由資傳
系同學負責統籌，畢業生座位放置精心設計的文宣及竹蜻蜓，掃描QR 
code，套用濾鏡特效，隨拍隨傳IG限時動態，即時分享畢業喜悅，跳
脫以往擺放畢業主題拍照道具的方式，展現開大學子

求新求變的精神。

109年畢業歌曲─別忘記最初的模樣，由榮獲108
年及109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學術學藝性
社團特優獎第一名的鋼琴社創作，作詞、編曲、錄

音一手包辦，並由資傳系高翔恩同學及行銷系陳柏

言同學演唱，全場一起揮舞竹蜻蜓，祝福同學在人

生未來的道路上，都能勇敢努力追逐夢想，綻放出

耀眼的光芒。

祝福儀式播放蔡英文總統、開大師長、社團、外籍學生以及32位藝
人及Youtuber網紅串連的祝福影片，向開大畢業生及開南大學獻上畢
業期許及生日祝福，活動在溫馨感動的氣氛中畫下句點，留下最美好

的回憶。

活動回顧影片 http://yt1.piee.pw/SLQCT
109年畢業歌 https://youtu.be/1-bK030MeJE
IG限時動態畢業濾鏡及畢業祝福影片 https://knuactive.wixsite.com/mysite

開南大學20週年校慶暨109年畢典活動  竹蜻蜓飛翔  滿滿祝福留回憶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講習   歡迎開南新星加入 開創精彩的大學生涯

為使新生熟悉環境與認識校園，開南大學於9月11日舉辦109學年
度新生入學講習活動，包含導師新生相見歡、熱情奔放的社團

表演、學校長官的期勉祝福、輔導新生進行選課等一系列精彩活動。

校長梁榮輝致詞表示充滿溫馨、關懷、陽光的開南大學，熱切歡

迎各位開南新星的加入，開創精彩的大學生涯，並能薪火相傳開南校

訓，延續開大精神。

開南大學109年新生入學講習–回顧影片：在開南師長勉勵與眾學長
姐的精彩表演活動中，祝福全體新生展開全新的大學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TlmdTmHl8&app=desktop

開南大學於2019年12月12日舉辦全國菁英盃模特兒競賽暨藝能之星
選拔活動，由知名藝人許效舜及伊林娛樂知名秀導擔任評審，開

南大學電影系、形象學程、資傳系負責籌備與執行，活動報名參賽人數

超過兩百名，最終四十名同學進入決選。報名同學來自台灣大學、輔仁

大學、文化大學、開南大學以及啟英高中、稻江護家、育達高職、能仁

家商、成功工商、喬治高職、醒吾高中、樹人家商等知名學校，現場並

湧入上千名同學現場觀摩，共同見證時尚氛圍的美好時刻。

鄭寶清立委致詞表示對開南大學舉辦結合影視時尚產業的創新教

學活動，讚譽有加。董事長葉哲正認為美學對現代學生的素養相當重

要，此次活動有助於培養美的相關能力。桃園市青年局顏蔚慈局長亦

鼓勵同學習得專業，發揮所長。

資訊院長劉季綸感謝評審許效舜、陳愉、伊林娛樂蔡玉治、俞凡

鏮，提供許多專業的意見，分享自身經驗，使業界與學界在今日的活

動中激盪出燦爛的火花，讓參賽的高中生與大學生模特兒能在大學校

園中就能直接與時尚產業接軌，在專業伸展台上能展現自己的個人時

尚美學與肢體表演特色，產生創新的教育方式。

與時尚產業接軌 展現個人美學表演特色–
第一屆全國菁英盃模特兒競賽暨藝能之星選拔閃耀登場

▲桃園市高副市長頒發智育獎 ▲畢業歌表演–別忘記最初的
模樣

▲畢業生向師長行感恩禮

▲啦啦舞蹈隊精彩表演 ▲新生入學講習活動側拍照

「成就21，JOIN21」開南大學社團博覽會暨開大競技生死鬥於
10月7日在陽光大道上熱鬧登場，共計32個社團參與，不

僅用心設計有趣的闖關遊戲，更使出渾身解數熱情招生，開大社團近

年來表現亮眼，鋼琴社參與108年、109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暨觀摩活動，連續兩年拿下大學校院組學術學藝性社團特優獎（第一

名）佳績，是大學社團經營的最高榮譽，競技啦啦舞榮獲2020桃園市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彩球雙人冠軍及嘻哈雙人亞軍，表現優異。

社團博覽會中安排羅馬競技生死鬥競賽，吸引34組參賽者，最後
決選出前三名，由鄭市長親自頒獎，給予學生社團最溫暖的支持與鼓

勵。李汾陽學務長表示，社團是大學生重要的必修學分，希望大家利

用課餘時間，加入喜歡的社團，不僅可抒解課業壓力，更可結識志同

道合的朋友。

迎新演唱會由林思宇擔任主持人，特別邀請J.Sheon、Trash樂團、
陳忻玥等知名藝人演唱，藝人與社團同學精湛的演出、學生們熱情參

與，充分展現了大學生活多彩多姿與精彩的一面，全校師生都度過了

難忘的精彩夜晚。

成就21  JOIN二十–社團博覽會–回顧影片https://youtu.be/Bczi7YUeo6o

「成就21，JOIN21」桃園市鄭文燦市長親臨開大社團博覽會頒獎

▲鄭市長親臨頒獎 ▲跆拳道社飛踢真功夫 ▲迎新演唱會熱鬧非凡

▲得獎人與貴賓及開南長官合影 ▲第一名與桃園市青年局
顏局長合影

▲第二名與葉哲正董事長合影 ▲最佳亮點獎 ▲最佳造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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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優秀電視主播記者人才，關懷多元文化，善盡大學社會

責任，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與電影系於11月8日舉辦了「高中
生主播記者培育營」活動。這次活動有來自北台灣各學校，包含武

陵、啟英、治平、永平等高中職校菁英。

開南大學資訊學院劉季綸院長表示，藉由大學老師教授記者實務課

程，以及主播播報活動等學習方式，能培育高中學生基本邏輯思維及

獨立思考能力，進而養成樂觀進取的人生觀。

楊可凡老師與電視台業師講解電視新聞特質和新聞導言寫作，以及

彩妝師化妝示範，學生們接受一天類似電視台新聞部的訓練，面對鏡

頭實戰，接受了最真實的演練。資傳系趙哲聖副主任說，由於桃園的

新住民人口眾多，希望學生經由主播記者的

工作體驗，更加認識新住民的奮鬥過程，並

將課程所學，實際應用於新聞實務。

當前教育部希望高中生能培養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

之能力。此次開南大學所辦理新聞營隊，將

媒體素養之精神融入活動，而全程參加表現

合格高中學生，都頒發營隊參與證書。

厚植高中學生媒體素養 開南大學舉辦高中生記者營隊

本校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核定通過「109年產
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共計10班。規劃分兩梯次開班，8

月份優先開辦2班，分別是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及物聯網人才
菁英班、國際企業經營理菁英班–英語經貿特訓組，第一梯次已
全部招滿，共計103人參訓。
開南大學董事長葉哲正於8月2 4日開訓典禮致詞時表示，開

南大學臨近國際機場，位居交通重要樞紐，與各產業簽署產學

合作計畫，孕育各行各業專業人才，此次承辦勞動部桃竹苗分

署「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主要目的為培訓學員習得一技之

長，校內有各式專業教室及優秀教授群授課，期望青年結訓後

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人才。

桃竹苗分署秘書宋文水代表勉勵學員參加職業訓練，找到屬

於自己的就業方向，降低疫情對青年就業的衝擊，協助順利接

軌職場及強化專業技能。

李汾陽主秘表示學員透過培訓課程具備相關領域專業能力，

一方面可為自己履歷加分，另一方面學校亦可協助媒合就業，

期望讓結訓學員能順利投入相關就業市場。

勞動部桃竹苗分署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開南大學設培訓課程 報名熱烈

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畢業成果展邁入第14屆，1月6日於校內卓
越樓六樓舉辦開幕暨剪彩儀式，展出15組作品包含微電影、紀

錄片、動畫影片及音樂MV，各組發揮創意，展現四年所學成果。
2020開南資傳系畢業展「爐火純青」是以成功為主題，象徵古代丹

爐發出純青的爐火，就是表示已經完成鍛鍊的過程，期許大家在一個

競爭激烈的時代，不斷的磨練自己，才能獲得成功的門票。

開南大學教務長藍孝勤表示，畢業展是給學生展現成果一個很

好的平台，尤其資傳系每一年都有這樣的展覽，除了對於未來的求

職有幫助之外，相信也是同學們大學中最重要的記憶。開南大學資

訊學院院長劉季綸表示，畢業製作看似一個結束，卻也是另一個開

始，畢業多年之後可能忘記在大學上過哪些課，但畢業製作的重要

回憶卻能難以忘懷。

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第14屆畢業展《爐火純青》

為深化青年學子及市民正確廉政知能，提升品德及文化素養，桃

園市政府特舉辦微電影創作徵稿競賽，並於11月4日在市府舉行
第四屆桃園廉政電影節徵稿競賽頒獎典禮，共有57件作品投稿，有
17組團隊入圍競爭。開南大學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團隊余哲奇、張子
權、梁文戩、林韡杉四位同學共同組隊，電影系教師指導參賽，拿下

大學青年組第一名與網路人氣獎。

開南大學以「誠‧信」作品拿下

大學青年組第一名與網路人氣獎，由

四位同學與電影系教師前往頒獎典禮

現場領取獎盃、獎狀及獎金7萬元，
評審讚許作品製作精良、敘事流暢，

尤其拍攝運鏡技巧到位、剪輯技巧頗

佳，符合此次徵稿競賽主題。

林韡杉同學表示，團隊從籌備、

劇本撰寫、拍攝、到演出都相當投入，更感謝老師、同學、與好朋

友的協助，讓影片能順利製作完成。資訊學院劉季綸院長表示，該

團隊在暑假就犧牲假期，進行影片籌備與拍攝工作，電影系老師也

貢獻自己的心力學助學生拍攝成功，獲得獎項確實實至名歸，非常

恭喜得獎同學。

開南大學電影系「誠•信」作品榮獲  桃園廉政電影節大學青年組第一名與網路人氣獎

▲「109年產業新尖兵試辦
計畫」開訓典禮

▲開南校園合影 ▲桃竹苗分署秘書
宋文水代表致詞

▲上課高中生與授課老師
合影

▲記者講解新聞工作 ▲資傳系學生操作攝影棚
器材

▲高中生播報練習

▲開南大學電影系獲頒第一名獎項 ▲電影系作品獲得網路人氣獎 ▲電影系得獎團隊與院長在
學校合影

▲參展同學與師長大合照 ▲ 師長、指導老師與畢籌會
正副會長剪綵

▲藍孝勤教務長給予勉勵 ▲畢籌會會長致詞▲資訊學院劉季綸院長
給予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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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開南盃大學棒球邀請賽11月7日在桃園青埔球場進行冠軍
戰，相較於其他業餘球隊棒球賽事，國內大專院校棒球比賽

少，此次開南盃大學棒球邀請賽希望透過賽事能讓球員磨練，也備

戰年底開打的年度重點賽事大專棒球聯賽（公開一級）。

此次開南盃有開南大學、文化大學、富邦公牛（台灣體大）、南

華大學、台灣啤酒（國立體大）、列特博生技（萬能科技大學）共

6隊參賽，比賽採分組循環賽制，於青埔、國體大棒球場舉行，分
組第一名球隊打冠軍賽，2020年開南盃大學棒球邀請賽冠軍戰在桃
園青埔棒球場舉行，地主開南大學靠著先發投手張鴻煜優質表現，

加上團隊12安打線串連搶分，終場以7比1擊敗南華大學奪冠。
近四年來開南大學棒球隊勇奪兩次大專盃全國冠軍，這次舉辦開

南盃大學棒球邀請賽地主隊開南大學也不負眾望順利拿下冠軍。

2020開南盃大學棒球邀請賽   開南大學不負眾望順利奪冠

▲開南大學棒球隊冠軍隊伍合照 ▲開幕典禮大合照 ▲董事長葉哲正、校長
梁榮輝開球儀式合照

▲108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開南大學
榮獲UBL公開一級全國冠軍

聯絡電話：學務處 (03) 3412500
　　　　　　　分機1560、1522

合作金庫銀行平鎮分行

銀行代號：006
戶名：財團法人私立開南大學

帳號：1542765549885
備註：捐認養困境學生馨光助學金

開南大學認養困境學生
馨光助學金募款

108、109學年度  捐款/募捐芳名錄 資料統計期間:108.8.1~109.11.1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林月珠  5,000 

簡妃秀  500 

簡榮志  12,000 

林月珠  2,900 

李琇華  2,000 

陳韜  4,000 

益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顏文隆  216,000 

林清波  216,288 

官政玄  50,000 

唯麥國際有限公司  194,700 

尚昂文化事業國際有限公司  12,044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7,540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簡妃秀  1,000 

游立翔  10,000 

簡妃秀  5,000 

簡榮志  12,000 

林清波  89,600 

財團法人翁黃琴社會福利基

金會/翁俊治
 200,000 

財團法人翁黃琴社會福利基

金會/翁俊治
 100,000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7,050 

劉宗信  200,000 

葉哲正  100,000 

顏文隆  216,000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顏文隆  500,000 

顏志光  300,000 

葉明進  50,000 

林清波  216,288 

林清波  216,288 

林清波  300,000 

簡榮志  10,000 

邱仁賢  100,000 

簡朝陽  100,000 

簡妃秀  5,000 

禾潤不動產有限公司  20,000 

張宏賓  5,000 

魯明德  20,000 

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吳米蘭  10,000 

桃園女獅子會  10,000 

單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