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

分享職場經驗
打造璀璨的未來

嘉義農專第五屆農業工程科(58~63年)

答謝母校栽培之恩

台北市嘉義大學校友會及景觀系、生物機電系等專題演講
104~105年台北市嘉義大學校友會副總幹事
104年 嘉義大學傑出校友
109年 生物機電系系傑出校友

校友 廖世忠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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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簡介

北漂 年，奮鬥的人生!



從故事說起

自從63年畢業，離鄉背景北上，

歷經 年，半個世紀的奮鬥人生。

112年，年老退休才回家，落葉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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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畢業後，只有兩條路

升學 與 就業

出國留學或國內研究所 考公職 與 私人企業上班

高普考及特考與國營事業 企業或創業
(穩定性高、操守要佳） （挑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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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兵2年

產業界
28年

大學教學
20年

逢甲大學

63年畢業
63~65年

65~92年

(92年)

92~112年

92年轉職

夜間部大學

夜(在職碩士班)

夜(成大在職博士班)

67年
~
71年

89年
~92年

94年
~
101年

到學校進修 在產業界上班與大學教學

6



個人簡歷表

1972/12/20 職訓中心 電子電路班(夜) 職訓班 結業

1971/09/01 嘉義農專 農業工程科(日) 五專 畢業

1975/06/30 中興大學
法商學院
地政系(夜) 學士 畢業

1992/01/01 大同大學

事業經營系
資訊組
EMBA(夜)

碩士 畢業

2012/05/27 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系
數位設計組
(在職生)(夜)

博士 畢業

★具有第二、第三專長及再專精專長，未來的路，會更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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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D

最有價值房屋?

1,2,3,4,5

經過10年後，應用於投資理財 (WHAT 1 ?)
人潮錢潮，加上三角窗邊間房屋等，選擇最有價值房屋?

首先，要評估計算:投資計畫及實際投資報酬率?   

依不動產估價-路線計價法
1房屋:(A+B+C)

道路 A

道
路
B

巷 C

大型的火車站

地點位置

人潮錢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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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個平凡普通人，沒有奢求大富貴做大官，
或是飛黃騰達，一生以培育人才為主。

2. 當我有能力時，分享好的職場經驗，盡量去幫
助別人，減少暗中摸索及人生奮鬥時間。

3. 平凡事，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參考實用極高。

培育人才之教育
10



WHAT 2 ?
(1,2,3如何連貫解釋?)

1.衣服

2.400元

3.鉗子工具

當時於63年，北漂帶著三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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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年台北市嘉大校友會
- 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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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嘉大各地校友
會 - 標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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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景觀系及109年生物機電系等
學術專題演講14



104年 -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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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獎
在台灣僅有1個

1.104~105年-台北市嘉義大學校友會副總幹事，及曾回景觀系、生物機電系等專題演講。

2.105年-嘉義大學各地校友會標誌設計圖及KANO動畫光碟片。

3.90年-日本SONY海外最具貢獻獎、新力公司模範員工獎、建國百年技職專刊登載。

4.80年-首創台北市稻江家職遠距至日本之同步教學系統。

5.92~110年-協助為10所大學傳播學院建立虛擬攝影棚。

6.105年-指導學生獲日本東京國際動畫獎、及大學頒發最佳感謝獎。

7.108年-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博後研究員，帶領研究團隊，發揮應用在 汽車創新研發。

8.63~112年-應用25年日本SONY技術於產業界及培育各級學校人才。

9.曾教過學生，從國小到博士班各等級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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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在６3年畢業後-細說離鄉背景

回憶當初，我身上僅帶著４００元及一個皮箱
北上，如何去面對，開創此奮鬥的人生？

分享在這50年職場經驗過程中，
有成功、也有失敗？
有歡喜、也有挫折？



依照:對工作熱忱，能吃苦耐勞。
個性、興趣、專精專長、才能、價值觀、求職公司、工作環境。

例如:先正確認識我自己，在選擇適合需要的職業。

1.興趣:機械工程、產品研發、影像創作。

2.專長:工程技術、產品設計、機械繪圖設計。

如何求職適合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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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五專畢基礎佳，再順利完成學士、碩士、博士等畢業。

從最初63年，北漂從身上僅帶400元。

至今112年，奮鬥成果為: 400元+---多個0元。

實踐打造璀璨的未來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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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創造力、創新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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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100所
以上各級
學校所使
用。

Sony微電腦語言教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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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電視台及
為國內10所大
學建立虛擬攝
影棚和教學。

電視台圖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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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攝
影棚創
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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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創意茶壺，專利設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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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茶壺 WHAT 3 ?(是否同一產品?)

產學合作案
(宴喜工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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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職場得獎



日本Sony公司全球獎
台灣Sony公司模範獎

行政院 蘇院長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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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2015年
獲日本東京國際動畫導演獎指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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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8~109 年  執行教育部跨領域設計人才培育計畫 

 

跨領域設計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 

    教育部跨領域設計人才培育計畫（簡稱 T 苗圃計畫）理念為栽培跨

領域設計人才，透過舉辦種子教師工作坊培育跨領域設計師資與助教，

讓教師具備規劃及執行跨領域教學的能力，並接軌產業的趨勢與需求，

栽培產業所需之跨領域設計人才。 

近期公開活動 曾舉辦的活動 2020/02/13 

【活動因疫情取消】苗圃計畫期末成果發表暨跨域教學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20 

(IFITL2020) 

2019/02/15 

【T 苗圃-教師實務工作坊】10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 

    培育跨領域及設計思考的人才-苗圃計畫成果展 

 

 

教育部跨領域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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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編號：110PA1OOO／110YA1OOO 

 

 

 

第五屆總統創新獎 

個人組▓申請書／推薦書 

（一般個人組） 

 

 

 

 

 

 

 

  參選人姓名：廖 世 忠  

參選項別：一般個人組 - 4 人才培育項 

智慧科技-雲端運算技術業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20 日 

 

本資料請以 14 級字中文&英文填寫，總頁數含附件不超過 80 頁（40 張 A4）為原則 

參加職場創新獎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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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職場著作與證照



                            

1 
中文版:    

應用創新四主題 DEMATEL決策，以提昇產業經營競爭力。 

英文版: 

Fuzzy and Multi Criteria Decisions for Business 

Management in Product Design Industries. 

(ISSN: 2233-4165)   

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 

Business. 

104年與 105年等榮獲國立台

北科大經營所優秀 3篇論文

獎。 

 

                           

2 傳統產業技術升級暨創新整合加值服務-產學研究計劃

案。 (計畫編號:102PT023)。 

獲 102 年經濟部關懷計畫案。 

                           

3 
新型名稱： 可加熱食品之茶壺。                                   

104年專利、技術轉移、專書。 

                           

4 
研究面 

1.已刊登 16篇國外英文期刊論文及 4篇國內期刊論文。 

2.已刊登出 12篇國內研討會論文與 3篇 SCI正審查中。 

3.具跨領域的研發研究計畫及產學研究計畫等 10案。 

102年、103年、104年、105

年等已刊登出論文及研究計

畫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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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面 

1.2015 年，2014年，2013 年，獲通識中心，在 3年共
舉辦北區技專校院 16場創新與創意設計教學研討會。 

2.榮獲研發處，參加夥伴學校研發成果與發明競賽。 

3.2013 年，榮獲本系教師課程教學歷程優等獎。 

4.2013 年，榮獲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教師作品獎。 

 

提升學生專業創新能力。 

代表本校參加競賽。 

獲本系教學歷程獎。 

獲高雄師範大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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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面 

1.完成製作本校中英文、越南、改科大等版簡介光碟片。 

2.每年帶學生校外參訪企業及在校內辦理專題演講。 

3.103 年，104 年指導學生校外作品比賽，榮獲日本東

京國際 CRAZY動畫競賽與全國級第一名及優等獎等。 

4.104 年，培育人才服務社會獲國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 

 

獲本校校長教學行政獎。 

獲國外 CRAZY優等獎。 

獲彰化縣政府獎。 

獲國立嘉義大學獎。 

 

)(kxi

專書2本、專利1個、國外期刊論文16篇、國內期刊論文6篇
、國內研討會論文12篇、研究計畫10案、國外作品競賽1個
、國內作品競賽1,2,3名。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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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實務國際證照

5張職場證照
3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MYjfb_M9wM&feature=player_embedded


KANO - 2D動畫創作與專書

K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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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4 ? (此圖名稱: ？)
是: ?)

影像處理課創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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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實現之願景。
2. 公司的經營理念與宗旨。
3. 有為員工進行職涯規劃，鼓勵自我學習發展。
4. 提供優質教育訓練，與健全優化晉升制度。
5. 致力於優質的工作環境與興趣，著重人才發展。
6. 具有完善薪酬制度，良好職工福利，與健康關懷。
7. 獲利良好穩健成長的公司。
8. 公司氣氛文化佳，並具有人情味。
9. 求職面試要準時和要有禮貌與工作要有責任。

當要前往職場面試前，請先上網了解此公司背景

如何選擇滿意最佳職場?
39



在學校學好一技之專精專長，進入職場準備

精通本系專業科目知識與技術、與肯學習的工作態度與兢業精神。

1.贏在基本功能
辦公室軟體操作、電腦繪圖

英文及資訊科技程度

職場倫理、肯學習、穩定性

人際溝通、謙虛禮貌、邏輯與創意思考

上台報告和簡報製作

2.充實自己，以提升個人競爭優勢
人工智慧、統計軟體、物聯網、大數據、半導體晶圓體、STEM跨領域.

程式語言Python

創新管理與創業

論文及撰寫企畫書

3.培養自己工作態度與精神
 刻苦勤勞、企業文化、自信心、抗壓力、兢兢業業認真精神

40



面對職場應試 (WHAT 5 ?)

1.履歷表及自傳撰寫:104有範例與內容條列式撰寫。

2.筆試:性向測驗及專業科目。

數量 數量 數量

題目 題目 題目

3.口試:面試技巧(產學合作案或實習等要有經驗)與服裝儀容打扮。

性向測驗答對題目數量曲線

1                                    2                                   3

那一個最佳曲線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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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防騙，詐騙集團令人好擔心
需要合法穩定，非詐騙

求職前做好三個準備

先要確認: 在家先上網該面試公司網址，事先收集應徵公司資訊。

要有存疑: 工作標榜工作輕鬆、模糊不清楚、高薪、無須經驗。

要有人陪同: 面試前，先告知家人朋友行蹤，以保護自身安全。

七個不原則

不繳款金錢、不簽約動作、不購買產品、證件不離身、不做非
法工作、不飲用他人所提供飲料、當場不辦理信用卡。

(資料來源:便利通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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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新鮮人求職經驗(資料來源:104網頁)

職業性向、工作內容、就業方向、市場趨勢、積極不夠、
太晚找工作、履歷表自傳不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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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企業的期許 (資料來源:104網頁)

穩定性要高、態度要積極、挫折容忍度更高、專業能力請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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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核心能力
高科技產業、傳統製造產業、 服務產業。

(資料來源:104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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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工作要領
注重職場倫理及上班是要解決工作上困難問題

1. 職場倫理: 保持與公司內部長官、同事、部屬等良好溝通協調之人際關係。

2. 工作態度:主動積極，負責謹慎，兢兢業業，工作表現要好，公司新進人員

有試用三個月時間。

3. 肯學習態度: 興趣、耐心、誠懇、謙虛、認真、不懶惰、不馬虎、反應速度快。

4. 上下班準時: 不遲到、不早退、開會準時到。

5. 注意企業文化:不成文規定、業績達成率、利潤中心制、輪調制、 品質管制。

6. 學習老二哲學:若有小團體，應避免不必要衝突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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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創意思考: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通識中心)

1.5W2H法:WHY?為什麼? WHAT?是什麼? WHO?誰? WHEN?何時? WHERE?何處？

HOW?怎麼做？ HOW MUCH?多少? 

2.九宮格法:發散式與收斂式.發散式
3.心智圖法:八字心理學之人格特質.

4.635法:六個人,每人提出三個解決方式，限制五分鐘內發表.

5.六頂思考帽法:白黑藍紅綠黃等6種不同顏色,每一次只思考一件事情.

利用人文科技:
人文:.數位行銷.
科技: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AI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等.

如何解決職場做人做事困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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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寒風徹骨鍛鍊自己.

 利用精準管理與培養創新管理。

 每天要有進度與進步等心路歷程。

職場進修發展心路歷程50



職場進修發展

當我進入職場要繼續不斷，自我充實與求進步，以提高

個人與企業競爭力，需參與:

 公司內部員工教育訓練及開會、或是赴國內外受訓機會。

 與工作上有相關的各項研習、專題演講、競賽。

 與工作上有相關之大學之碩士在職專班。

 考取工作上相關專門技師及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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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分享職場進修發展心路歷程

1.在職場上之需要強化人際關係和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

應多參加公司內外部與工作相關研習班和教育訓鍊，以充實自

己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 並培養人際關係。

2.進修發展是提高個人與企業競爭力和市場客戶肯定

參加國科會、勞動部、學校在職專班等職場進修發展，可以提

高公司營運、共創智慧製造、改善產品品質、提高生產效率、為

企業帶來更多價值等，並受到市場與客戶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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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參加職場
職業訓練中心、勞委會產業新尖兵
、勞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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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90~96年-進入台積電公司晶圓體工廠

(資料來源:台積電公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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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吋廠房

(資料來源:台積電公司網頁)

學習台積電晶圓體品質檢測
55



例如:
學習AI後，如何運用AI人工

智慧到職場產業生產製造上?
(目的在降底成本，增加生產製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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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實驗: 運用AI人工智慧到PCB電子基板生產製造

1.產品導入生產及量產。
2.先排除製程產線異常問題發生。
3.再利用類神經網路分析。
4.選擇製程最佳規劃及SOP撰寫。
5.解決產品不良率，建立標準生
產作業流程。

6.協助產線人員教育訓練。

1.產品導入 2.切半 3.分析

把不好異常的先去一半
另一半 ,
則利用類神經網路解決,
選擇製程最佳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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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頁

4-2

4-3

4-4

4-1

4-5

4-6

• 類神經網路架構

另一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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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場遇到瓶頸時的轉職過程



職場遇到瓶頸時的轉職點

★當世界經濟不景氣蕭條時，企業會面臨到 -

1. 如企業經營不善，或工廠外移國外等，縮編組織架構，

精簡人員，單位被裁撤，員工不幸放無薪假及被企業

資遣等，此時，在職場遇到轉職，而非自願必須。

2. 轉職定義:是為了追求更好的職涯發展，選擇換工作。

3. 一般轉職:是希望能找到新的公司，具備完善培訓體制，

能幫助自己職涯更向上發展，再發揮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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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遇到瓶頸時的轉職過程

1. 解決轉職瓶頸問題，首先，先改進人際關係和工作態度，及具備

有多元跨領域，進而專精第二或第三個專長，化危機為轉機。

2. 轉職過程1-將面臨失業，如同腳踢到鐵板，鼻子碰到石灰，當人

跌倒了，自己擦乾眼淚，要勇敢站起來，未來發展依照自己興趣

與專長，繼續往前走，並接受好人能協助與就業服務站幫忙 。

3. 轉職過程2-不要灰心，不要喪氣，對自己要有信心，接受挑戰，

再求職相關好的大公司上班或去考公職等，也可以考慮去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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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到失敗與挫折，先要反省自己，檢討改進缺失。
 依照自己個性、興趣、專長、和才能等，再規劃未來職場

上生涯發展，不屈不饒精神，繼續奮鬥，再打造璀璨的未
來 。

我不做家裡肯老族

轉職需再規劃未來職場，打造璀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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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轉職時應注意事項-
離職要好聚好散之良好風範，或是，保住這份適合吸引工作

轉職優點 轉職缺點
1 剛進職場的新鮮人，面對新工作機會，

從薪水、福利增加，思考要不要調動、
轉職，評估風險和報酬如何?。

年資和人脈都必須砍掉。

2 由於內部調動，或其他公司被挖角等，
而取得新發展工作環境。

轉職職涯規劃、釐清動機，是否
讓自己陷入膠著，會不會後悔。

3 也許有新的人際關係與專業性訓練等，
得到客戶的信任。

轉職面對不同的知識、技能需求，
和考取證照，以及，花多少時間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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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機關徵才
 考選部高普考、各種特考、國營事業公司、高考專門職業技師、

學校產學合作廠商、校園及校友企業徵才、台灣金融研訓院、

國科會、財團法人、各縣市政府網站、各大學網頁等徵才訊息。

私人企業界徵才
台灣就業通、勞動部各地就業服務站及舉辦就業博覽會、各大公

司網站、台北市就業大補帖、 104、 1111、 YES123、 518、
0800job 、便利通、民間徵才網站、各報紙、同學與好友推薦、
親屬介紹、家族企業等徵才訊息。

職場上就業與轉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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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勞動部各地就業服務站，所舉辦就業博覽會
-職場上各大公司轉職徵才活動65



也可參加勞動部各項專長訓練班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在職訓練課程

例如:裝修工程實務班(木作)參訓學員執行實作訓練畫面。

66



未來就業趨勢在哪?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產業人力供需資訊網顯示，未來三年產業人才需求最高領域分別為AI應用與智慧機械。
智慧製造成為帶動臺灣產業數位轉型、跨界整合，及邁向高階製造之重點，在政府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
方案」下，「智慧機械」產業之新增需求人數大增；「AI人工智慧應用服務」產業在於 COVID-19 疫情影響
下，發展快速成長，也同步帶動人才需求增長。

AI 人工智慧 x 智慧機械成為新世代科技人才
考慮轉職嗎?還是對於就業毫無頭緒呢?或是正為了找工作而煩惱?以下是你可以利用的政府資源，讓你無負

擔的學習產業趨勢技能並順利就業；課程訓練從零開始學起，培訓人才需求最高產業所需技能:343小時完整
課綱+國際認證輔導+作品履歷累積+定期就業媒合，是跨領域轉職與就業前的首選訓練!

政府補助‧職前訓練課程費用
一般身分報名此課程費用為$68,000。

15-29歲本國待業青年，符合訓練單位錄訓資格後，可享本課程政府全額補助，免費參訓(無須預繳任何費用)。
依據失業青年職前訓練要點，培訓期間勞動力發展署發給學習獎勵金每月最高 $8,000 元
贈書籍教材、培訓期間享勞保（訓）。
預約免費諮詢相關課程
15-29歲待業青年全額補助 （資料來源:新竹市職訓教育協會）

勞委會-新竹市職訓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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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
創業

創業是指發現和捕捉市場機會，進而開發新產品、
新服務，開拓新市場，將潛在價值轉化為現實價值的
過程。

也可以說創業即是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經濟發展的
過程，將創造發明或新的創意，轉化為新的產品或服
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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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停看聽

一、創業的好處

創業的最大好處是能當自己的老闆，具有自主性，不僅能
自訂工作規則、聘雇員工，還能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若創
業成功，創業者還能有機會獲得更多財富。

二、創業的風險

1.財務危機

2.並不保證賺錢

3.工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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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規劃

1.最先規劃設定“創業計劃書”，要做台灣從來沒有人做過創新產

品，並能得到市場與客戶肯定，打造公司業績。

2.善用電子商務、網路行銷等最夯網頁，例如:亞馬遜、阿里巴巴、

Shopline、---。

3.目前有: 數位轉型與數位行銷、大數據分析、旅遊規劃、綠能、

與企業永續經營、風電等國內六大熱門職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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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核心能力指標國際認證

創業實務國際證照

(資料來源:108年 台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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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第一章 創業家(Entrepreneur)

第二章 創業機會識別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第三章 開辦企業(Starting a Business)

第四章 企業經營(Business Operations)

第五章 行銷與銷售(Marketing and Sales)

第六章 財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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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創意思維 - TR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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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8年 逢甲大學研發)

無土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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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原大學)

利用六頂思考帽法-發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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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我，必我有用。

 台灣人是很勤勞、也肯吃苦。

 若遇到轉職，先檢討自己做人做事，並要堅強勇敢

站起來，利用跨領域及第二、第三專精專長為後

盾，再繼續往前奮鬥。

如何打造璀璨的未來?

信心與鼓勵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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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能適應企業各種挑戰

1.務實培養企業所需要的專業技能，而非學歷。

2.社會新鮮人具有特質:工作需要勤勞及肯學習態度，具有
團隊合作精神。

3.做好人際關係與培養抗壓力強與學習情緒管理。

4.具有能夠解決問題能力與領導力。

5.能適應企業擔任工作性質和生活環境和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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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璀璨的未來生活

 打造璀璨的未來，需要完整的規劃設計與技巧，為自己

日後能過著美好的創造力未來生活，也因個人性向與興

趣和專長等而異，因此，選擇職場行業也會有不同差別。

 建議:要有信心、積極、抗壓力、技巧、與決策等

1. 首選:考公職是一條好的選擇:生活安逸穩定、是鐵飯碗? 

2. 到企業界是具有挑戰性:成功範例，如張忠謀、郭台銘。

3. 或是:到具有冒險與挑戰:創業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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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連鎖早午餐創業
(資料來源:112,1,16日各大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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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專精專長，就不怕失業!

例如: 薛 健 先生說

培養第二專長，他對農業(牛奶果)有興趣，利用下班
時間參加勞委會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剛開始在網路自學，得知產業人才投資在職進修課程
案在職進修，開課共有600門課程，政府也有補助，五年上
20門課程，實力迅速累積，當假日農夫，開啟事業另一個
春天!

勞委會雲嘉南分署06-6985945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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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跨領域 –高教新價值與新趨勢

S:科學Science-自然科學
T:科技Technology-資訊通訊科技
E:工程Engineering-工程製造及營建
M:數學Math-數學及統計

重點領域，包括:
1.半導體、人工智慧、智慧製造、循環經濟、金融等。
2.鼓勵學習資通訊數位人才，以強化競爭力。

(依112.3.14日 自由時報)



轉職需打起精神，繼續努力，準備完整作品與專精專業能
力等，再尋求再職。

例如:剛好企業轉投資新設立大學，再進入學校專任教職。

先穩定生活與努力工作、努力賺錢、努力存錢

北漂人最重要是先要買殼(需要有遮風避雨的房屋)

厚植職場-競爭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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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標 年-奮鬥的人生之貢獻

1.我曾是轉職的人，於63~92年產業轉職 92~112年學術，

利用產業專精專業技能經驗，運用在學術與企業數萬學生。

2.所培育過人才，從國小、國中、高中職、五專、大學、

研究所、碩博士生、產業人士、外籍生等，各階層學生。

3.此具體成果，提升培育產業及學校人才，成為一個很好

典範及創新亮點，對社會有很大助益及貢獻力，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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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you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