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恭賀交通管理系蔡東峻教授榮任 EMBA/AMBA 執行長，於 102 年 8 月 1 日正式就

任。 

2. EMBA 與 AMBA 103 學年度招生預計將於 102 年 10 月-12 月舉行。。。。 

3. 由 EMBA 97 級徐德懷學長領軍的大使海鮮餐廳台北分館於 102 年 7 月 24 日正

式開幕，餐廳位於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39 號台糖台北會館 B1，歡迎舊雨新知踴

躍蒞臨。 

 

演講訊息演講訊息演講訊息演講訊息    演講日期演講日期演講日期演講日期 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 演講者演講者演講者演講者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2013-03-16 成功不墜 林進榮 志光教育科技集團總裁 

2013-03-30 健康管理 羅詩文 崑山科技大學副教授 

2013-04-18 appWorks 之初創投 林芬慧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2013-04-21 劇本導引介紹 陳啟彰 
台灣服務設計推廣協會籌備會理事長 

2013-04-27 為組織插上翅膀：教練如何加速企業發展 陳朝益 國際教練聯盟台灣總會理事長 

2013-04-27 

從郭董與奧田角力分析與日系企業合作競爭關鍵 
胡子仁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2013-05-23 雲端運算之前瞻性應用 許如欽 國立金門大學兼任副教授 

2013-06-08 食品安全與供應鏈管理 王翊和 
約克貝爾生物科技(股)公司供應鏈經理 

2013-06-16 服務業行銷與產品差異化 郭佩柔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Durham USA  

Assistant Professor 

2013-06-22 財政部重要稅制改革介紹 洪吉山 南區國稅局局長 2013-06-30 日本加賀屋台灣展店原由─挑戰日本傳統服務在海外展開 
德光重人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董事 

 ▲ 加賀屋德光重人(圖中)董事蒞校演講 



大事記大事記大事記大事記    

2013.04.01 新華都商學院創業 MBA 訪問團蒞臨本院參訪，與進行學術交流。 

2013.05.01-05 前往日本明治大學進行海外教學。 

2013.06.01   EMBA102 級舉行畢業典禮暨送舊晚會 

2013.06.24 召開 101 學年度第 1 次 EMBA/AMBA 課程委員會。 

    

榮譽榜榮譽榜榮譽榜榮譽榜    

AMBA 104蔡佳霖蔡佳霖蔡佳霖蔡佳霖獲選獲選獲選獲選月薪月薪月薪月薪 50K50K50K50K「「「「安平劍獅保育員安平劍獅保育員安平劍獅保育員安平劍獅保育員」」」」    

安平商圈發展協會「安平劍

獅保育員」徵才活動自今年 5 月

初開始正式報名後，引發不少話

題及關注，雖然因附加英文聽說

讀寫條件而讓許多原本躍躍欲試

的民眾卻步，導致報名人數不如

預期，不過由於錄取名額只有一

名，且報名者中不乏大內高手，

可說是臥虎藏龍，因此競爭格外

激烈。在歷經初審及複審面試

後，成績終於出爐，由成功大學

AMBA 蔡佳霖同學以些微差距擊敗多名對手，名列錄取名單正取，備取名單則按成

績依序為王湘婷及郭宣含。 

月薪 50K「安平劍獅保育員」徵才於 6 月 26 日在安平區公所舉辦記者會，正

式揭曉錄取名單，負責協助辦理「安平劍獅保育員」徵才作業的安平區公所表示，

這次評分方式書面初審成績占 40％，面試複審成績占 60％，經過初審選出 10 名

▲ 安平區長林國明(左 5)、協會理事長周志峰(左 4)及皇尚公司董事長莊世豪(右 3)，將月薪達 5 萬元支票給蔡佳霖(右 4)。（記者蔡清欽攝） 

▲ 日本明治大學海外教學 



應徵者進入面試，面試時除了大秀英文口語能力及行銷企劃能力外，有些更展示

自己為劍獅拍攝的介紹影片、自行設計的卡通版劍獅、劍獅微動畫等作品，部份

也在個人臉書上為劍獅行銷，甚至連劍獅道具都上場，讓評審委員大呼：「大家都

很優秀，真的很難評分！」。現場宣布錄取名單前，全場都屏息以待，而宣佈錄取

正取名單為蔡佳霖後響起如雷的掌聲及歡呼聲，並

由商圈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志峰頒贈象徵月薪 5 萬元

的工作支票，而安平區長林國明也將「雨漸耳」劍

獅人偶託付給蔡佳霖，並囑咐未來一年要好好的照

顧劍獅，更要幫安平劍獅行銷到全國及國外，期待

有一天可以看見劍獅出巡，讓「安平劍獅護台灣」

的夢想可以實現。 

蔡佳霖為台南市人，本身具有經營網路商店及

曾任職於文創設計公司的工作經驗，加上在大學時

期就讀政大新聞系，而本身也具備英文導遊人員及

英文領隊證照，無論實務經驗或專業能力俱佳，因

此她對於擔任「安平劍獅保育員」這項工作，也自

信的表示應該可以發揮長才，能有不錯的表現。 

此次捐助「安平劍獅保育員」徵才經費的安平

商圈會員「夕遊出張所」（皇尚公司）董事長莊世豪

表示，希望劍獅保育員除了行銷推廣安平劍獅外，也

可以協助安平商圈的永續發展，創造出更多工作機會，讓更多年輕人可以在安平

就業。 資料來源：安平區公所 http://www.tnanping.gov.tw/?menu=news_2&notice_id=3173 照片來源：http://news.sina.com.tw/article_photo/20130626/10000343-13722418930112.html 

 

台灣之光台灣之光台灣之光台灣之光!! EMBA 102江正誠與台四位學者恐龍研究大突破江正誠與台四位學者恐龍研究大突破江正誠與台四位學者恐龍研究大突破江正誠與台四位學者恐龍研究大突破 同登同登同登同登Nature封面封面封面封面 

最新一期「Nature」自然國際期刊封面報導台灣團隊跨國合作，讓恐龍胚胎

生長畫面重現，開啟恐龍胚胎學研究的全新機會，備受各界矚目。這次研究成果，

台灣共有位 5 位學者參與，包括中興大學榮譽教授黃大一、成功大學口腔醫學所

所長謝達斌、中央大學光電系教授張榮森、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工程師江正誠

與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彭信榮，都對該研究做出關鍵貢獻，不但是台灣團對第

一次同登「Nature」國際期刊封面，也讓外界對於恐龍時代最早期傑出動物成長

過程，有更豐富的了解。 

▲ 資料來源:6 月 27 日自由時報 



EMBA102 級江正誠學長任職於國家同

步輻射研究中心，這幾年來除在成大 EMBA

就學，同時也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生物學

系賴茲 (Robert .R. Reisz)教授合作進

行古生物現代科技研究的計畫，去年賴茲

教 授 將 成 果 寫 成 論 文 ， 標 題 為

「 Embryology of Early Jurassic 

dinosaur from China with evidence of 

preserved organic remains」 (Nature 

496,210 (2013))，投稿到 nature期刊被

接受，並被選為當期的封面，於 102 年 4

月 11 日正式刊出。 

該研究結合加拿大、台灣與中國大陸

等 5個國家的國際兩岸恐龍研究團隊，以

中國雲南楚雄州祿豐縣大窪恐龍山，所發

現的世界最古老恐龍胚胎為主體，透過國

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FTIR(遠紅外線造影)的設備，在這些胚胎化石內發現保存了

將近二億年前的複雜有機物質膠原蛋白，並首次得以追蹤恐龍蛋內的胚胎如何發

育。 

正誠學長特別來信與母校分享此榮耀，並感謝論文指導老師王明隆教授的諄

諄教誨與鼓勵，以及感謝成大管院這三年讓他在 AMBA 及 EMBA 所學到的，不但改

變他過去的思考邏輯，同時也對他的工作有了相當大的啟發作用。今年一月畢業

的正誠學長，原 6 月 1 日要參加畢業典禮，但因故無法出席，正誠學長謹將這小

成果當成畢業禮物獻給敬愛王老師與成大管理學院。 

 

 

 

 

▲ 照片來源：江正誠學長提供 

▲ 新華都商學院創業 MBA 訪問團蒞臨本院參訪 
▲ EMBA102 級畢業典禮 



▲ 吳副總統敦義親臨現場頒發台灣精品最高榮譽的「台灣精品金質獎」 

EMBA103郭海濱郭海濱郭海濱郭海濱『『『『力伽實業力伽實業力伽實業力伽實業』』』』榮獲榮獲榮獲榮獲 201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1屆台灣精品金質獎屆台灣精品金質獎屆台灣精品金質獎屆台灣精品金質獎 

 

 

由EMBA103級郭海濱學長創立「力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其自創品牌

「 Sports Art」，行銷全球80多國，此次更以「綠能系統橢圓機」榮獲第二十一

屆台灣精品金質獎，成為本屆一大吸睛亮點。 

初期以ODM打入跑步機市場的力伽實業，陸續與國際知名品牌Universal、

Precor、Tunturi等合作，1995年開始創立自有品牌「Sports Art」，積極布局全球市

場，此次得獎的「綠能系統橢圓機」，主要是利用運動者運動時，所產生的動能，

轉換為可利用的電能，內建領先業界的自動步距調整

系統，可滿足不同體型使用者需求，輔以先進My Flex

避震系統，能提供使用者舒適的運動環境。 

所轉換的電能，透過綠能系統機台的轉換器，最

大可串連15部橢圓機、或健身車，每套系統每小時約

可提供2,000瓦的電力，根據統計，若一般典型健身

房、或是健康俱樂部，若改採綠能系統橢圓機（15部），

一年約可省下9萬的電費。 

郭海濱董事長表示，此綠能系統，更首創雲端裝

置，能透由網路，完整將期發電數據作記錄，亦能透過雲端系統，同步與不同國

家作運動競賽，堅持不上櫃上市的力伽實業，不僅讓Sports Art成為亞洲首家打入

歐美市場的健身器材品牌，更讓歐美健身器材業者刮目相看，更躋身國際知名高

級健身器材品牌。 

其產品不僅廣為國內外知名飯店、企業及高級健身俱樂部所採用，更獲健身

器材中最高獎項-美國權威評鑑Nova 7，評為最佳力量訓練器（Best Cardio 

Supplier）及最佳健身器材（Best Product of The Year）。 

Sports Art Fitness 向來秉持著人本的設計理念，將產品注入了更多美學與工藝

的元素，實用與流行感兼俱，2012年首創研發將運動者所產生的動能轉換為電能

且併入電網的綠能環保科技產品，奠定全球高檔健身品牌不可動搖的地位。 資料來源： 經濟日報 http://edn.udn.com/news/view.jsp?aid=619675&cid=14 

▲ 綠能系統橢圓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