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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攜手台積電、成功大學 培養雲端暨AI跨域人
才

22小時前

HPE台灣慧與科技董事長暨企業事業群總經理王嘉昇。資料照片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美國雲端及伺服器大廠慧與科技（HP Enterprise，HPE）宣布獲邀參與台積電和

成功大學管理學院共同規畫的「雲端大數據基礎建設之實務」課程。HPE 將以其

世界級資訊技術的優勢，與台積電邀請的其他資訊大廠，聯合為學生分享兼具產業

AI實務操作與理論基礎的業界最新知識與經驗，除有助於優化成功大學在AI領域的

研究及教育策略，也能助力南部地區資訊產業培育最具產業眼光與前瞻視野的科技

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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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大管理學院院長黃宇翔以其專業領域，結合台積電及數家國際資訊大廠共同實

現的「雲端大數據基礎建設之實務」課程，開放成功大學全校碩士生選課，鼓勵研

究生跨域學習，讓高等人才活用大數據於各學研領域。為了讓每個課題能一次授課

完畢以利學生吸收，課程採12周密集授課，打破傳統課程18周的限制。課程時間

為109學年度第2學期。

HPE台灣董事長王嘉昇表示，現在正是企業或組織數位轉型、新興科技風起雲湧的

時代，學習並掌握融合理論與實務的科技資訊，將能有效幫助學子一出校門就具備

即戰力，成為產業數位化的實力尖兵。

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AI/ML）、雲端運算和大數據分析的推動下，IT部門需要一

種新的智慧資料管理模式，以高效管理這些現代化基礎架構。HPE將在課程中，以

釋放資料的價值為核心，分享全球一流企業在向現代化基礎架構演進的過程中，如

何建立智慧資料策略，滿足當今高度變動、由資料驅動業務模式的嶄新需求。

台積電資訊建構暨服務通訊處主管則將分享資訊基礎架構與系統穩定度、運作效率

的高度關聯性，同時解說如何設計高穩定、高效率系統的基本概念，並分享台積電

為了提供生產不間斷的服務，如何打造99.99%高穩定度的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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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共同開發資訊課程是成大管理學院與台積電產學合作的起點，雙方期望透過長

期交流，持續發展產學合作，創造學用合一、產學互助及企業實踐社會責任的三贏

新局。（吳國仲╱台北報導）



2021/2/24 成大開設國防學士專班 3/2起報名 | 軍聞 - 國防焦點 - 青年日報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336178 1/2

成大開設國防學士專班 3/2起報名

 成大今年首度與國防部合作，開設國防學士專班，3月2日開放報名。（成大提供）

 

記者李恬郁／臺北報導

 國防部今年首度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開設國防學士專班，共計10個學系、15個名額，3月2日開放報名；期望共同招募、培育更多優

秀國防精英，提升國防工業自主能量。

　根據簡章，成功大學國防學士專班，自3月2日至5日開放報名，學制為4年制，全校10個學系，共提供15個招生名額。修業期間，補

助全額學雜費及每月生活費；畢業後初任少尉，並自任官日起，服預備軍官役5年。

 相關報考資格規定，考生須為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中、高職以上畢業，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資

格，且參加110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招生學系檢定標準。體格基準部分，男性須符合身高160至195公分、女性身高155至185

公分，身體質量指數（BMI）男性17至31、女性17至26；視力矯正後達0.6以上，且兩眼配鏡總度數各在600度以內；身體任何部位不得

有刺青（紋身）。

 國防學士班學生於大學修業期間（不含資格保留期間），補助學雜費全額、書籍文具費每學期5000元及生活費每月1萬2000元；軍官

基礎教育期間，由陸、海、空軍軍官學校辦理國軍團體意外保險，並補助保費。大學畢業並完成新生入伍訓練、大學階段軍事課程、

寒暑訓及任官前軍事教育者，初任少尉，自任官日起，服預備軍官現役5年。相關資料包含各學系招考官科及名額、檢定標準、甄試項

目等，可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頁查詢招生簡章。

入伍訓練國防部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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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課」製化 成大首創15+3週課程

大成報／于郁金 2021.02.24 14:03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開學新氣象！國立成功大學首開國內大專院校先例，

本學年(109學年)已推出「創新18週(15+3)課程」，除了每學期15週固定的專業課程，

另外有3週線上學習和實體密集/工作坊的彈性跨領域課程，解決以往學生跨領域選課時

衝堂的困境，也符合教育部18小時1學分的固定授課時數。  

 

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說，一個學期18週概念在成大早就打破，15+3課程在國內是創舉，

解決學生衝堂、提升跨域學習，鼓勵老師創新教學，融入實作課程，包括網路線上學

習；以國外大學為例，學期都很短，有9週、有15週，都是一個一個的Program(計

畫、方案)，一個Program可能只有40個學分，所以更彈性、更容易跨域，有些是密集

課程或工作坊，不受一學期18週限制。  

 

王育民表示，15+3課程結合第三學期、彈性學期的概念，成大學生可以在前15週就把

學分修完，寒暑假可以從第16週就開始，把寒假拉長；一般短期遊學1期3個月，成大

學生可以有充足時間安排暑假出國遊學；特別的是，15+3課程比1學期16週更有彈

性。  

 

王育民表示，傳統強調專業學習，學生只要把系上該修課修完，就不會有衝堂的問題；

但學生要跨域學習時，衝堂就變成很大的問題；「15+3」週課程，讓學生在前15週把

該上的課上完，後3週可以修其他系開在這3週的課，學期末取得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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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不分系助理教授李孟學指出，成大「15+3」週課程架構在一學期18週思維上，但

不以週次為課程框架，教師在規劃課程時能盡情揮灑，以彈性多元的課程規劃，讓學生

感受「課」製化，感受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學理念。  

 

成大109學年第二學期共有8門15+3跨領域實作課程，包括楊中平老師「西拉雅語文數

位復育及線上教育」、邵揮洲老師「科技與生命價值」、馬薇茜老師「傳統戲曲與表演

藝術」、洪郁修老師「社群網站研究」、林蕙玟老師「文化遺產創意營銷」、簡聖芬老

師「人道建築在地實踐」、李旺龍老師與黃紀茸老師「科學行銷概論」、黃百川老師

「多元平等環境之通用設計」等。  

 

成大副教務長李旺龍強調，本學期的課程橫跨通識中心、不分系、規劃與設計學院、醫

學院、工學院、理學院、文學院、電資學院、社科學院，以議題導向敘事力、統整創新

SDGs為目標，希望奠基學生溝通表達力，加深學生跨系所合作，培育未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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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科系博覽會+單車節 2/27登場

成大單車節將於2月27日及28日登場。（記者劉婉君攝）

2021/02/23 19:37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大學學測成績明天將公布，個人申請管道也將於3月開跑，

第14屆成功大學單車節將於2月27日及28日2天登場，除了有全校十大學院46科系的科

系博覽會，還有備審資料工作坊與模擬面試等，內容相當豐富。

成大單車節去年因疫情暫停，今年配合防疫，活動現場不論戶外或室內場地都採取單一

出入口管制，入內民眾也必須先填寫防疫問卷，並全程戴口罩。

活動總召陳怡霓表示，成大單車節由成大師生合辦，今年的活動內容包括科系博物會、

校內外社團表演、大學生分活經驗分享等，帶參與者認識各系所及課堂外的大學生活，

活動期間還準備了300台單車，讓高中生可以騎單車逛校園完成闖關遊戲，另外也可以

透過手機LINE，由聊天機器人帶你逛成大校園，可說是全台最豐富的大學博覽會。

對於高三學生，也有備審資料工作坊、經驗分享講座及模擬面試，工作坊與模擬面試已

報名額滿，備審資料範本靜態展則不需報名，模擬面試經驗分享講座則可當天現場報

名。

配合成大今年將慶祝90週年校慶，以及新課綱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活動期間也有校內

的賽車隊等團隊及校外教育組織的特色展，讓高中生了解就讀大學期間有什麼課外自主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02/23/3447246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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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機會。

另外，還有教育論壇將邀請新課綱辦公室的督學現場為家長、學生、老師解除對於新課

綱的疑惑。相關活動訊息可以成大單車節官網或臉書粉絲專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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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大學畢業起薪40K「這6所學校最吃
香！」唯一商管私校是它

▲畢業後還是要接軌就業，學校及產業的起薪也大不同。（圖／記者李毓康攝）

記者謝承恩／綜合報導

2月24日學測成績公布，《遠見》最新出刊的2021大學暨技職入學指南，獨家公

布各大學五大就業熱門學科領域的起薪報告，並與104人力銀行合作，針對2011

～2021十年來就業資料庫進行的大數據分析，篩選大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實

際月薪」數字。工程學群以台大、清大起薪40K最高，資訊由台大、陽明交大、

成大、政大40K並列第一，台大同時也以40K、35K、34K，拿下商管、法政與人

文社會學群起薪排行榜冠軍。 

工程：台清40K並列冠軍，傳統名校最受肯定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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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許多教育專家強調「大學不是職訓所」，但畢業後還是要接軌就業，每年選

填志願，「未來就業狀況」與「產業起薪高低」依然是學生和家長的重要考量。

工程是傳統熱門學群，起薪最高由台灣大學與清華大學同以40K奪冠，成功、中

央、陽明交大則以38K並列第三。

這五所大學都是傳統國立名校，台清交成被譽為高教四大天王，中央則是以基礎

科學、地球科學、工程領域聞名，各校在學生程度、師資水準、校友人脈、資源

豐富、產學合作上，都具有強大優勢，也備受企業肯定。

資訊：大資工時代興起，政大異軍突起擠入領先群

近兩年資訊科系的入學分數不斷往上衝，被稱為「大資工時代」。有四所大學並

列第一，分別是台大、陽明交大、成大、政大，起薪同為40K。

政大身為文法商名校，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政大有資科系（隸屬理學院）。由於沒

有理工學院，資工系很早就開始思考怎麼把資訊科技與人文社會、商管財經做跨

領域結合。這種把理工劣勢轉化為跨領域優勢的策略，在近年各行各業積極數位

轉型的趨勢下，政大資訊科系人才反而特別有亮點，帶動畢業生薪資水漲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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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陽明交大等4所學校資工系起薪至少4K。（圖／記者季相儒攝）

商管：台大管院最受肯定，前五強東吳唯一私校

商管學群入榜起薪前五的學校，都是傳統相關領域的強校，台大管院名列第一，

政大商院排名第二，成大管院、清大科管則是第三第四名。

商管學群中起薪前五強中唯一的私立大學──東吳大學，不只是商管財金領域最

具代表性的老牌私校，2015年成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更是全台灣最領先鎖

定「金融科技」最轉型的學校之一。隨著台灣各大小企業近年紛紛開始進入數位

轉型的高峰期，這批預先培養的數位管理人才，也就變得更加火紅，帶動企業以

高起薪對於東吳商管類別學生的更加肯定。

法政：中原、淡江、東吳進榜，私校表現受肯定

法政學群方面，台大、政大和北大三所此一領域的傳統名校分列起薪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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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私校中原、淡江、東吳則都進入前五名，這三所學校也都是法政領域的傳統

強者，其中東吳法律系以英美法為特色，和政大、北大同為國內司法界三大強

權，東吳政治系更因多位校友進入國會，曾有「國會第三大黨」暱稱。

▲社會科學類組以台科大、台大以34K起薪並列冠軍。（圖／記者林敬旻攝）

人文社會：臺科大與台大並列冠軍，技職傳統印象

人文社會學群一直被視為「起薪較弱」的學科，《遠見》特別請104人力銀行篩

選包括「大眾傳播學群」「外語學群」「文史哲學群」「教育學群」和「社會與

心理學群」的大學畢業生起薪，或許不如工程、資訊等熱門科系，但和法政領域

差不多。

而且人文社會學群拿到高起薪的新鮮人，學校背景更多元，例如臺科大就與台大

同以34K並列冠軍，北科大也以33K名列第三，打破科大「工科掛帥」傳統印象。

很多人以為人文社會領域不是技職科大強項，但技職體系的背景，讓課程設計上

特別著重「產業連結」，當一位人文社會背景的學生，不只有學科專業，而有職

場能力，企業自然特別歡迎這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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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憂心管理課題！Z世代不滿2年就跳槽 企業雇用新鮮人
意願降低

大學學測成績24日出爐，考生究竟該如何適性選系，為將來的職涯鋪出優勢？《Cheers》雜誌公布
2021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顯示出疫情促使大學與企業加快數位轉型，企業亟需善於解
決問題的應變型人才。

在學校排名部分，公立大學由台灣大學奪冠，同時名列全國第1；私立大學則由淡江大學再度掄元，
排行全國第10名；至於技職大學，則由台北科技大學排名最高，位居全國第6。值得關注的是，調查
顯示，疫情衝擊下企業青睞的未來人才，還須具備「解決問題的應變力」、「人際溝通能力」、
「獨立思考能力」等3大關鍵 DNA；也就是學歷不再是企業第一看重的要件，看重的是面對變局還
能夠解決問題的應變實力，這類人才在愈趨競爭的就業市場中將更脫穎而出。

調查指出，2021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前 10 名分別是：台大、成大、交大、清大、政大、北科大、台科
大、中山、中央、淡江（圖表 1）。

從調查中的 9 大能力指標分析，台大一舉奪下 6 項指標第一，分別是：專業知識與技術、國際觀與
外語能力、創新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融會貫通能力與數位應用能力。成大則在學習意願與可塑

作者  記者潘韜宇  - 2021-02-24

https://www.limedia.tw/author/panta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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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抗壓性、團隊合作 3 項勝出，軟實力備受肯定（圖表 2）。其中，解決問題能力一項去年次於成
大，今年站上第一，可見企業尤其留心「解決問題能力」的特質。

檢視前 10 名榜單，從 2015 年以來，組成均未改變，僅排名各有起落。可見 10 強格局穩固，已占據
2000 大企業用人極高的心佔率。觀察公、私立大學各自排行，公立大學前 15 名與去年組成相同，除
台大掄元外，政大與臺北大學各進步 2 名，中字輩大學表現穩定，中山與中央相較去年持平，中正
一舉進入前 10（圖 3）。

私立大學前 15 名與去年相比，由淡江連莊，輔仁、龍華皆進步 1 名，明新科大與大同大學相較去
年，為新入榜面孔。技職體系中，台北科大與台灣科大長期難分軒輊，今年由北科大從去年第二名
上升為第一，台科大為亞軍。值得關注的是，龍華科大步步驚奇，由前年未入榜、去年飆升到企業
最愛技職大學第4，今年再度進步一名，來到前 3 名。



2021/2/24 企業最憂心管理課題！Z世代不滿2年就跳槽 企業雇用新鮮人意願降低 | 立報傳媒

https://www.limedia.tw/edu/18064/ 3/8

大學畢業新鮮人的起薪小幅提升，但雇用意願降低

受疫情衝擊，2020 年的應屆畢業生可說是進入「就業冰河期」，找工作面臨空前嚴苛考驗。而今年
在疫情尚未趨緩下，新鮮人的就業市場水溫依然堪憂。

從調查數據看，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好消息是，薪資水準相較前兩年小幅提升，逾 4 成企業願提
供大學應屆畢業生 3～3.5 萬元月薪，高於去年 37.4%的比例（圖 6）。碩士應屆畢業生的起薪，最多
也是集中 3～3 萬 5 千元。學士與碩士起薪距離有縮小的跡象（圖 7）。

然而企業今年在招募新鮮人的意願上較為保守。儘管仍有 8 成企業表示「一般性補缺，與去年相
同」，但回答「不招募新鮮人」的企業，從去年佔 6.6％提高到今年的 10.3%，「擴大國內徵才」的
比例也從去年 9.9%減少到今年 5.5%。甚至還有 2%的企業回答「減少招聘」。可見疫情尚未明朗，
導致企業今年在用人上較為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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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雜誌公布2021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顯示出疫情促使大學與企業加快數位轉型，企業亟
需善於解決問題的應變型人才。（取自Canva）

人才流動率高成企業最憂心挑戰，Z 世代大軍 7 成 5 不滿 2 年就跳槽

新世代帶來的管理課題，是影響企業雇用新血的意願的原因之一。若問企業，「當前最嚴重的人才
議題為何？」第一是「人才流動率高」（45.9%），其次為「學用落差大」（39.2%），這兩項都跟
新世代有關。至於「人口結構化改變，勞動力出現缺口」（38.9%）、「薪資沒有競爭力」
（38.1%）分居第三、四名（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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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若問企業：「新鮮人帶來哪些管理挑戰？」最多選項集中在「個人主張較強烈」
（57.7%）與「流動率高」（45.4%）（圖 9）。「流動率高」與上述企業擔憂的人才議題互相呼
應，反映在實務上，就是「留不住」的現象愈發普遍。從企業晉用新鮮人的經驗中，通常第一份工
作的平均年資，未滿 2 年者達到 7 成 5，能在一家公司待滿 3 年的僅佔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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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與跨域專長成求才指標，企業愛抗壓、應變人才

招募社會新鮮人時，企業重視哪些條件？7 成企業首重面試表現，而愈來愈多企業看重實習經驗與是
否具有跨領域專長（圖表 10）。這反映出企業希望尋找對職場有務實理解，並且能夠對不同領域觸
類旁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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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新鮮人最看重的特質，「抗壓性與穩定度高」（76.3%）為首選，其次才是「具有解決問題的
應變能力」（52.3%）與「專業知識與技術」（48.8%）（圖表 11）。這項結果也呼應前面的觀察。

去年台灣首度出現人口負成長，清晰地宣告勞動力衰退的時代已然到來。人才總體「量」開始限
縮，每個年輕人才都非常珍貴。當疫情稍解，高等教育與企業如何攜手提升人才「質」的水準， 肯
定是雙邊愈來愈迫切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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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說明： 
本次調查中，受訪者為 2021 年《天下》雜誌 2,000 大企業人資主管，針對大學生的「專業知識與技
術」、「國際觀與外語能力」、「學習意願強及可塑性高」、「抗壓性高」、「具有創新能力」、
「團隊合作」、「具有解決問題能力」、「融會貫通能力」、「數位應用能力」9 項指標進行評分，
在台灣各大專院校中，依序排名前 3 名；第 1 名的學校得分 3 分，第 2 名的學校得分 2 分，第 3 名
的學校得分 1分，依此類推。各指標分數計算後，再將各指標分數化為標準分數，最後再以 9 項指標
的標準分數加總得總分，依總分高低進行排名。問卷調查時間自 2020 年 11 月 9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扣除拒絕與未聯絡上者，問卷共寄出 2,299 份，回收 96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42.11%。調查執行：《天下》雜誌群調查中心熊毅晰、鄧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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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公布起薪最佳大學 這所學校稱霸五大

學群34K起跳

2021-02-24 11:55  聯合報  / 記者陳宛茜／台北即時報導

學測成績今天公布，考生也開始為填志願煩惱。遠

見雜誌最新出刊的2021大學暨技職入學指南，與10

遠見雜誌公布各大學五大就業熱門學科領域的起薪報告。圖／遠見提供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M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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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力銀行合作，公布各大學五大就業熱門學科領域

的起薪報告。工程學群以台大、清大起薪40K 最

高，資訊由台大、陽明交大、成大、政大40K並列

第一，台大同時也以40K、35K、34K，拿下商管、

法政與人文社會學群起薪排行榜冠軍。 

遠見表示，雖說許多教育專家強調「大學不是職訓

所」，但畢業後還是要接軌就業，每年選填志願，

「未來就業狀況」與「產業起薪高低」依然是學生

和家長的重要考量。此報告與104人力銀行合作，

針對2011至2021十年來就業資料庫進行的大數據分

析，篩選大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實際月薪」數

字。

工程是傳統熱門學群，起薪最高由台灣大學與清華

大學同以40K奪冠，成功、中央、陽明交大則以38K

並列第三。遠見表示，這五所大學都是傳統國立名

校，台清交成被譽為高教四大天王，中央則是以基

礎科學、地球科學、工程領域聞名，各校在學生程

度、師資水準、校友人脈、資源豐富、產學合作

上，都具有強大優勢，也備受企業肯定。

至於資訊類，遠見表示，近兩年資訊科系的入學分

數不斷往上衝，被稱為「大資工時代」。有四所大

學並列第一 ， 分別是 台 大 、陽明交大 、 成 大 、政

大，起薪同為40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A%A4%E5%A4%A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4%BF%E5%A4%A7


2021/2/24 遠見公布起薪最佳大學 這所學校稱霸五大學群34K起跳 | 大學研究所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5272940 3/10

商管類以台大管院最受肯定，前五強中只有東吳是

私校。遠見雜誌表示，商管學群入榜起薪前五的學

校，都是傳統相 關領域的強校， 台 大管院名列第

一，政大商院排名第二，成大管院、清大科管則是

第三第四名。

商管學群中起薪前五強中唯一的私立大學──東吳

大學， 不只是商管財金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老牌私

校，2015年成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更是全台

灣最領先鎖定「金融科技」最轉型的學校之一。隨

著台灣各大小企業近年紛紛開始進入數位轉型的高

峰期，這批預先培養的數位管理人才，也就變得更

加火紅，帶動企業以高起薪對於東吳商管類別學生

的更加肯定。

法政學群方面，台大、政大和北大三所此一領域的

傳統名校分列起薪前三名。老牌私校中原、淡江、

東吳則都進入前五名，這三所學校也都是法政領域

的傳統強者，其中東吳法律系以英美法為特色，和

政大、北大同為國內司法界三大強權，東吳政治系

更因多位校友進入國會，曾有「國會第三大黨」暱

稱。

人文社會以台科大與台大並列冠軍，打破技職傳統

印象。人文社會學群一直被視為「起薪較弱」的學

科，遠見特別請104人力銀行篩選包括「大眾傳播

學群」「外語學群」「文史哲學群」「教育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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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與心理學群」的大學畢業生起薪，或許不

如工程、資訊等熱門科系，但和法政領域差不多。

而人文社會學群拿到高起薪的新鮮人，學校背景更

多元，例如臺科大就與台大同以34K並列冠軍，北

科大也以33K名列第三，打破科大「工科掛帥」傳

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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