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人才媒合、產業輔導與籌辦競賽等會議、活動 

NO. 舉辦單位 活動(會議)名稱 舉辦時間 說明 

1 電資學院 
采威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徵才活動 

108 年 1 月 4

日(五) 
資工系舉辦 

2 電資學院 
友達光電 EE 人才

發展專場說明會 

108 年 4 月 12

日(五) 
電機系舉辦 

3 電資學院 
與晶元光電洽談產

學合作 

108 年 9 月 20

日(五) 
資工系舉辦 

4 電資學院 

友達光電「人才培

育獎學金計畫」說

明會 

108 年 9 月 23

日(一) 
電機系舉辦 

5 電資學院 

友達「人才培育獎

學金計畫」說明會

Part II 之「研發主

管座談」 

108 年 10 月 4

日(五) 
電機系舉辦 

6 理學院 

理學院/電機資訊學

院 

108年度產學合作與

人才培育博覽會 

108 年 11 月

15 日 

本計畫邀請各大廠商參與媒合會，並透

過說明會的形式，針對「徵才、實習、

產學合作」三方向做介紹，提供學生就

業及實習機會。期能建立學術研究與產

業界實作研發之連結，進而強化產學合

作。 

經費來源: 

108S0105A 培養學生就業能力(教務處) 

7 農資學院 

食品科技產業人才

媒合諮詢暨公司簡

介展示 

10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

五）9:00-

12:00 

特邀請黑松、愛之味、葡萄王等 10 家

廠商提供產業人才就業相關諮詢，當天

並辦理產業需求演講座談會提供本校

師生了解目前產業人才的需求現況與

經驗分享。 

8 管理學院 創業競賽 

108.04.22 

108.06.10 

108.11.11 

108.12.30 

創業管理及創業實務課程舉辦創業計

畫書 PK 賽，邀請業師及老師擔任評

審。 



NO. 舉辦單位 活動(會議)名稱 舉辦時間 說明 

9 管理學院 創業諮詢 

108.03.18 

108.03.25 

108.04.08 

108.04.15 

108.05.06 

108.05.09 

108.05.20 

108.06.03 

108.10.07 

108.10.28 

108.12.16 

由創業學程老師及業師提供成立公司

及課程的創業團隊諮詢輔導。 

10 管理學院 
新創公司見習媒合

會 
108.01.07 

共有 5 家新創公司提供 10 個見習生名

額。 

11 管理學院 2019 電梯簡報競賽 108.09.17 

興大創業電梯簡報競賽，其旨鼓勵本

校想創業的學生勇於將想法分享出

來，培養學生將自己的創業構想以商

業化的角度在三分鐘內表達核心概

念，抓住評審(潛在投資人)注意。 

12 管理學院 

2019 服科中區聯盟

服務設計創新創意

創業競賽 

108.12.15 

服務業是近幾年來成長迅速的產業，

許多企業提供大量資源以期改善服務

流程，提升顧客滿意度及經營績效。

特舉辦此活動希望能落實青年學子創

新創意創業的思維，並營造以創新、

創意、創業為基礎的學習平台。今年

競賽不限主題，可以讓有創新創意創

業想法的團隊一展實力。 

13 獸醫學院 

2019 中興大學獸醫

學院就業徵才博覽

會 

108/6/6 

每年畢業前夕獸醫系舉辦就業博覽

會，邀請企業廠商至本系進行徵才活

動，今年邀請包括慈愛動物醫院、全

國動物醫院、中興動物醫院、侏儸紀

野生動物專科醫院、美商默沙東藥廠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維克法蘭斯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哈巴種雞場、

Blackwood 柏萊富天然寵糧、動物財

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瑞寶基因股份有

限公司等 10 家企業參加，進行人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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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提供全系大三以上至研究所同學

自由參加。 

14 產學鏈結中心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Superday 體驗

營 

108/5/13、

5/15 

協助正瀚生技舉辦體驗營活動，活動

內容為本校農資學院學生帶來職場體

驗如下： 

1. 體驗正瀚生技農業研發過程 

2. 瞭解正瀚生技個實驗室工作方式 

3. 體驗正瀚頂尖研發團隊工作氛圍 

約 30 位學生參加體驗營，除讓本校學

生進行職場體驗，更協助正瀚生技招

募校內農資院優秀碩、博士研究生。 

15 產學鏈結中心 

國際產學聯盟學校

誓師大會暨技術交

流會 

108/5/22 

國立中興大學鄰近中部科學園區，台

中工業區及機械精密科技創新園區，

與產業界互動緊密，在中部經濟建設

及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

重要角色；中科管理局 108 年度產學

訓技術交流與媒合計畫，一系列活動

委由中興大學辦理，共同推動中部科

學園區與中部產業鏈之結合，進行智

慧 AI 相關產業的人才培育及產學研

發。其中本場活動以中部科學園區為

中心，匯集中部四所大學 GLORIA 的

產學媒合平台能量，藉由中興大學、

虎尾科技大學、逢甲大學、中國醫藥

大學各校在新材料、智慧機械、智慧

網絡、生物科技等亮點技術之曝光，

擴大產業及學術研發的媒合機會，進

而產生更大的創新能量，建構中台灣

以研發、創新為特色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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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產學鏈結中心 

全國農業金庫產學

合作獎學金啟動儀

式 

108/6/12 

全國農業金庫於 2019/3 加入「國立中

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透過產學合

作模式，興大可提供全國農業金庫相

關專業技術諮詢、人才交流及合作研

究等。此次藉由獎學金的設立，希望

能建立產學合作模範、創造雙贏，期

許有更多的學生畢業後，可全力投入

農業經營，有志農業金融者，亦可進

入全國農業金庫服務，培育優秀農業

金融人才，共同努力於農業轉型升

級，為農業永續發展奠立良好基礎。 

17 產學鏈結中心 

2019 蛋白、胜肽、

發酵業之創新與產

業開發研討會 

108/8/23 

本次活動由「興大國際產學聯盟」與

「興大食生系安全級/食品級蛋白生產

平台產學技術聯盟」雙聯盟共同主

辦，會中吸引多位台灣在蛋白胜肽發

酵產業具傑出研究的教授領頭企業共

襄盛舉，共約 130 人與會。本次研討

會邀請多位傑出教授與企業主共同來

探討，將以下列四大主軸串連： 

1. 設廠相關業界產品 

2. 重組生技產品 

3. 天然來源蛋白及胜肽產品 

4. 產業開發案例分享 

希望藉由技術、產品、商業模式之分

享及討論，能和與會者一起激盪出不

同的火花。 

18 智慧機械 

智慧機械之航太技

術論壇及產業專家

學者諮詢與研商會

議 

108 年 2 月 12

日 

108 年 2 月 12 日舉辦於漢翔集團翔園

會館，與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技術資訊交流藉由「業界出題，由學

術界來解題!」能激化討論與產生對接

機會深化合作關係。 

19  
智慧機械與智能化

製造技術論壇 

108 年 3 月 6

日 

108 年 3 月 6 日舉辦於本校，與科技部

中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合辦論壇，期望

藉此吸引高附加價值等產業相關零組

件之製造業企業回流，並帶動經濟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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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校與台達電子-台

中分公司(機器人事

業處)交流互訪會議 

108 年 3 月 25

日 

108 年 3 月 25 日，於台達電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進行交流互訪

會議，期望透過雙方人才培育及合作技

術開發等項目，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21  

科技部「前瞻智慧

型機器人模組開發

與系統整合」暨

「單機設備或單元

智能控制系統先進

技術及加值軟體研

發」期末成果發表

會 

108 年 6 月 3

日 

108 年 6 月 3 日，於本校圖書館舉行與

科技部合辦之成果展，並於會中安排廠

商媒合會及產官學研交流餐會。 

22  

國立中興大學/漢翔

公司產學合作會議

議程 

108 年 7 月 30

日 

108 年 7 月 30 日舉辦於漢翔集團翔園

會館，與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產學合作會議，透過合作會議了解漢

翔公司與中興大學未來的合作議題 。 

23  
國際航太與國防科

技展聯合展示 

108 年 8 月 15

至 108 年 8 月

17 日 

本校智慧機械價創兩團隊漢鼎智慧科

技、雷應科技與漢翔於台北世貿一館的

國際航太與國防科技展聯合展示的機

器手臂超音波複材加工系統與線上振

幅量測展示。 

24  

第八屆中興大學精

密工具機與智慧化

技術專題實作競賽 

108 年 10 月 5

日 

與程泰集團合辦第八屆中興大學精密

工具機與智慧化技術專題實作競賽已

於 108 年 10 月 5 日，於程泰集團中科

廠區舉行決賽，獲獎計有研究生組 6

組、大專生組 3 組，及本屆新增 3 組國

際組觀摩獎。 

25  
2019 第五屆旭泰科

技論文獎 

108 年 11 月

10 日 

與旭泰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合辦

「2019 第五屆旭泰科技論文獎」，預訂

於 108 年 11 月 10 日，於本校圖書館舉

行競賽，報名參賽組數計有科論 57 組、

大專生 37 組、高中生 24 組、主軸 4 組，

共 122 組。 

 



107年人才媒合、產業輔導與籌辦競賽等會議 

1. 2018理學院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暨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邀請

16家企業入校設攤，進行企業說明會及實習與就業人才媒合。同時舉辦校內

科技論文競賽，由學生分化學、數學、物理三領域，進行研究成果發表，參

與人數約 300人。

2. 第一屆智慧醫材創意競賽（IMeDIC 2018）：是以研發由病人為出發點的智慧

醫療器材之競賽。於 2018年 12月 15日在「台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第二

會議室」舉行，由工學院醫工所籌辦。IMeDIC 2018不僅提供創意展現的舞

臺，還提供一個交流平台來分享參賽團隊的卓越成果，交換創新的經驗和技

術。

3. 跨學院「生技產業管理暨創業碩士學分學程」：由生科院院與管理學院合辦，

透過課程設計邀請 39 位有創業實務經驗的創業家及創投等業界人士組成輔

導團隊，促成修課學生創業實務模擬。

4. 生技產業參訪活動：分生所 107年 11月 15日至「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

限公司(竹北製劑廠)」及「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參訪。

5. 獸醫學院就業博覽會：於 107年 6月 13日(三) 9:00~12:00於診中 101教室舉

辦，由獸醫學系負責主辦。就業博覽會邀請 9家廠商企業包含全國動物醫院、

慈愛動物醫院、中盟動物醫院、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伊時代科技有限公司、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動藥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及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有助媒合適當的畢業生於未來順利就

業。

6. 2018暑期實習暨國際人才就業博覽會：由管理學院磐石中心於 2018年 4月 1

日舉辦，透過暑期實習制度提升學生在企業實習經驗的質與量並結合學校教

育方針，輔導學生發展職涯規劃、協助學生增進就業能力

7. 107學年度領導與創新獎座-企業法律風險評量與防範：管理學院於 2018年 9

月 1日舉辦，邀請前法務部施茂林部長擔任演講貴賓並提供 EMBA107級新

生在企業經營與管理風險管理評估理念。

8. 2018 年綠具人獎創意競賽之巡迴說明會：電機系與久允工業於 9 月 21 日舉

辦，提供電資學院學生就業機會與推動產學合作。

9. 精誠資訊產學合作座談會：資工系與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10月3日舉辦，

精誠科技、慧穩科技、中興大學三方產學合作案提供本院學生實習機會。

10. 107 學年度友達 EE 菁英班人才培育獎學金說明會：電機系與友達企業公司

於 10月 3日舉辦，提供電資學院學生獎學金、學生實習名額及推動產學合作

機會。



11. 友達企業研發主管座談：電機系與友達企業公司於 10月 3日舉辦友達企業公

司簡介與職涯說明之「研發主管座談」，提供電資學院學生就業機會。 

12. 晶元光電產學合作座談會 I：資工系與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於 10 月 26 日

舉辦，提供電資學院學生實習名額及推動產學合作機會。 

13. 2018中工會資源共享營：電機系與中國工程師學會於 10月 27日舉辦，提供

電資學院學生獎學金優秀與傑出工程師經驗分享。 

14. IEEE學生會說明座談會：電機系與 IEEE於 11月 28日舉辦，討論課堂以外

的能力素質訓練與社交，打造國際競賽、國際獎學金。 

15. 晶元光電產學合作座談會 II：資工系與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於 12月 14日

舉辦，討論提供電資學院學生實習名額及推動產學合作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