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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科大換新血 將增智慧車輛、智慧製造 2 

新科系 
 

 

2019-05-26 12:16 聯 合 報   記者 郭政芬  ╱即時報導  

大華科大的 電

動汽車研究中心，已引進了三台敏安電動車，讓學子可以透過實際操作與訓練。記者郭政 芬

／翻攝 

敏實集團去年 6 月入主大華科技大學， 經一年的籌措， 敏實集團發展科技 

智慧及製造電動車， 同時也是全球百強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目前大華科大 

正在籌備增設新學系，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及智慧製造工程系， 將和國際知 

名車廠建教合作技職教學， 讓學生和世界接軌， 而校內的電動汽車研究中 

心，已引進了三台敏安電動車，讓學子可以透過實際操作與訓練。  

大華新舊任校長及董事長交接典禮 5 月 24 日舉行， 新任校長張浣芸在台 

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理經驗，曾任衛理女中校長，她表示，新學年將與 

敏實集團資源結合，配合集團全球  43 個生產據點，栽培學生至各地實習 

及就業， 及積極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 國際觀、 品格力、 專職能力， 並與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xMD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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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6929/3834954 

 

台藝大建立策略聯盟， 推動科技美學， 校內打造汽車展示科技美學基地， 

展覽 VR 等先進科技。 

這場典禮縣長楊文 科、前縣長邱鏡淳等各界貴賓也受邀參 與。楊文科指 出， 

社會存在產學失衡問題， 教育界無法培育出符合業界所需人才， 而敏實集 

團發展科技智慧及製造電動車， 同時也是全球百強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相 

信接手大華科大後， 能培養學子們業界實務經驗。 另外， 未來產業趨勢是 

AI 智慧科技， 他也提出「 三隻箭」 政策之一的國際 AI 智慧園區，已著手 

招商事務，盼未來也和學校進行產學合作。  

總裁秦榮華今強調，AI 人工智慧崛起，學校必須創新有所突破，這樣培育 

出來的大學生才有競爭力， 創造力！ 未來學校進行改革及轉型， 目標培養 

符合國際社會需要人才， 並加強實務教學， 強化未來職場就業競爭力， 正 

在籌備增設新學系，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 及智慧製造工程系， 將和國際知 

名車廠建教合作技職教學，讓學生和世界接軌。  

 

 

 

 

 

 

 

 

 

 

 

 

 

 

 

 

長及董事長交接典禮 5 月 24 日舉行。記者郭政芬／翻攝 

大華新舊任校 

https://udn.com/news/story/6929/3834954


 

「汽車零件王」買大學 秦榮華:儲備人才 (TVBS 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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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件王」買大學 秦榮華:儲備人 

才 
TVBS 新聞網 21k 人追蹤 莊鎧毓 陳世明 2019 年 5 月 24 日 下午 5:58 

 

 
圖／TVBS 

去年傳出負債 2 億，被迫求售的新竹大華科技大學，今天上午舉行交接典禮，由 

全球最大汽車零組件廠，敏實集團接手，在大陸經營多年的董事長秦榮華說，回 

台買學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台商回流，不怕缺水缺電，最怕的，是缺人 

才。 
 

敲響鐘聲，新竹大華科技大學，正式易主，新的經營者，是坐擁為全球最大汽車 

零件廠的秦榮華。 
 

敏實創辦人秦榮華：「目前這些技職教育的做法，和實際上要去用人的單位，有 

一點脫節，我們需要去把這個，完全結合在一起。」 

https://tw.news.yahoo.com/%E6%B1%BD%E8%BB%8A%E9%9B%B6%E4%BB%B6%E7%8E%8B-%E8%B2%B7%E5%A4%A7%E5%AD%B8-%E7%A7%A6%E6%A6%AE%E8%8F%AF-%E5%84%B2%E5%82%99%E4%BA%BA%E6%89%8D-09584112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1%BD%E8%BB%8A%E9%9B%B6%E4%BB%B6%E7%8E%8B-%E8%B2%B7%E5%A4%A7%E5%AD%B8-%E7%A7%A6%E6%A6%AE%E8%8F%AF-%E5%84%B2%E5%82%99%E4%BA%BA%E6%89%8D-09584112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1%BD%E8%BB%8A%E9%9B%B6%E4%BB%B6%E7%8E%8B-%E8%B2%B7%E5%A4%A7%E5%AD%B8-%E7%A7%A6%E6%A6%AE%E8%8F%AF-%E5%84%B2%E5%82%99%E4%BA%BA%E6%89%8D-095841121.html
https://news.tvbs.com.tw/


 

 

 
圖／TVBS 

從大陸經營企業，到回台辦學，秦榮華說，一部份也是為台商回流，未雨綢繆， 

因為比缺水缺電更麻煩的是台灣缺人才。 

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台商在大陸，很多都是做這個出口的產品，所以衝擊 

還是比較大的，但是他們都願意回台灣來投資，而且也有這個願望。」 
 

生在宜蘭，讀書時還得當小黃司機貼補家用，如今的秦榮華身價千億，在富比士 

台灣富豪榜名列 21，旗下的敏實集團，號稱全球每 9 輛車，就有 4 輛上面有他們 

的零件，近年來更跨足生產電動車，對於自己的公司，有沒有受到美中貿易戰衝 

擊，他沒有直接回應。」 

 

 

 

 

 

 

 

 

 

 

 

 

 

 
圖／TVBS 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最近這個中美貿易戰的，摩擦或糾紛非常

重，而且這 個事情看起來是，短時間內很難平息。」 



 

"汽車零組件大王"買科技大學 返台培養人才 從小黃運將
變大老闆 賓士.寶馬皆為客戶 美中貿易戰難解 台商回流
布局先培育人才(台視新聞)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805240041500M/568 
 

"汽車零組件大王"買科技大學 返台培養人才 

從小黃運將變大老闆 賓士 .寶馬皆為客戶 

美中貿易戰難解 台商回流布局先培育人才 

2019-5-25 綜合新聞 

計程車司機， 翻身成全球百大汽車零組件大王！他是敏實集 

團創辦人－秦榮華， 61 歲的他出生宜蘭， 全球平均每 9 台 

車中，其中 4 台都有他的汽車零件， 2018 年集團年營收將 

近 600 億，今年(2019)六月，他也回台灣買下大華科技大 

學，開始培養家鄉人才，同時他也分析， 中美貿易戰打的火 

熱，恐怕短時間內難以平息，因此台商回流，也成為趨 
勢。 

 

用力敲響銅鑼，大華科技大學，正式易主，接手的人， 是秦 

榮華，他是台商在中國的汽車零組件製造業的代表。秦榮華 

說，台灣缺水缺電，都不及缺人才來的嚴重，許多台商，原 

本在中國主要從事出口貿易，因應全球經濟，回流台灣，已 

成新趨勢。秦榮華，回台陪養人才，６１ 歲的他，年輕時為 

了賺錢，還曾開過計程車， 從小公司創業，最後成為敏實集 

團創辦人，更是全球百大汽車零組件供應商， 2018 年營收  

近 600 億台幣據說，全球有 9 台車子，裡頭有 4 台，都有  

他的公司生產的零組件，其中更包含賓士，寶馬等知名汽車 

大廠至於打得火熱的中美貿易戰，秦榮華又怎麼看？沒有正 

面回答問題， 但秦榮華回台灣買學校，招募人才，讓教育接 

軌職場，也是集團布局的其中一步。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805240041500M/568
https://www.ttv.com.tw/news/catlist.asp?NewsDay=2019%2F5%2F25
https://www.ttv.com.tw/news/catlist.asp?cat=H


 

 

 



 

中美貿易戰開打！汽車零件大廠創辦人：衝擊台商(EBC 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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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開打！汽車零件大廠創辦 

人：衝擊台商 

EBC 東森新聞 11.7k 人追蹤 東森新聞 2019 年 5 月 25 日 上午 9:50 
 

 
 

現年 61 歲的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以前是一名計程車司機，如今他打造汽車零 

件王國，平均世界上每賣出九輛車，就有四輛用到他的產品，面對中美貿易戰， 

他坦言對台商會有衝擊，呼籲政府要提升台灣投資環境，重視人才培育，讓台商 

回台灣投資。 

 

 
▼秦榮華以前是一名計程車司機，如今卻成為敏實集團創辦人。（圖／東森新 

聞）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7%BE%8E%E8%B2%BF%E6%98%93%E6%88%B0%E9%96%8B%E6%89%93-%E6%B1%BD%E8%BB%8A%E9%9B%B6%E4%BB%B6%E5%A4%A7%E5%BB%A0%E5%89%B5%E8%BE%A6%E4%BA%BA-%E8%A1%9D%E6%93%8A%E5%8F%B0%E5%95%86-01500006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7%BE%8E%E8%B2%BF%E6%98%93%E6%88%B0%E9%96%8B%E6%89%93-%E6%B1%BD%E8%BB%8A%E9%9B%B6%E4%BB%B6%E5%A4%A7%E5%BB%A0%E5%89%B5%E8%BE%A6%E4%BA%BA-%E8%A1%9D%E6%93%8A%E5%8F%B0%E5%95%86-01500006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7%BE%8E%E8%B2%BF%E6%98%93%E6%88%B0%E9%96%8B%E6%89%93-%E6%B1%BD%E8%BB%8A%E9%9B%B6%E4%BB%B6%E5%A4%A7%E5%BB%A0%E5%89%B5%E8%BE%A6%E4%BA%BA-%E8%A1%9D%E6%93%8A%E5%8F%B0%E5%95%86-015000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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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ebc.net.tw/


 

 

 
 

從騎腳踏車到買到兩台飛機，只用了 18 年，所以突破一切的困難，就是一點困難 

都沒有。 

他是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以前是一名計程車司機，如今他的公司是全球百強 

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年營收破百億，大手筆買下兩架飛機，其中這架愛馬仕內裝 

低調奢華，還是全球第一架，對於中美貿易戰開打，他有什麼看法。 
 

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台商在大陸很多是做出口的產品，所以衝擊還是比較 

大的，但是他們都願意回台灣來投資，缺電、缺水、缺人，就是這些缺的話，最 

需要做基礎工作的是人，所以我們覺得需要提前把這個人才把他培養出來。」 
 

▼秦榮華只用了 18 年，突破困難成為敏實集團創辦人。（圖／東森新聞） 



 

 

 
 

就因為重視人才，他甚至買下新竹一所科大，要將學生與技職上中下整合。 
 

將來的這個自動駕駛在上面這一塊，我們需要有一些很好的人才。 
 

秦榮華就讀五專期間，三年在救國團工讀，後來開計程車維生，退伍時存款只剩 

九千元，窮小子毅然決然到日本發展，擔任汽車零部件業務，1992 年到大陸成立 

工廠，到了 2017 年成為全球百強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去年年營收逼近六百億，無 

人工廠產製的汽車零件，歐、美 
 

日系車廠，千萬名車都是他的客戶，他說平均世界上每賣出九輛車，就有四輛有 

用到他的產品，甚至還開發無人巴士。 
 

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這個安全距離是根據車輛速率決定。」 
 

▼平均世界上每賣出九輛車，就有四輛有用到秦榮華的產品。（圖／東森新聞） 
 

 



 

大華新舊校長交接典禮 楊縣長盼打造學子未來就業競爭力(新竹縣政府新聞) 

https://www.hsinchu.gov.tw/News_Content.aspx?n=153&s=201205 

縣府新聞 
 

大華新舊校長交接典禮 楊縣長盼打造學子未來就業競爭力 

 
 發布日期：108-05-24 

 
 

 

敏實集團去年 6 月入主大華科技大學，經一年的籌措，今(24 日)舉行「大華新舊任校長及董 

事長交接典禮」，縣長楊文科、前縣長邱鏡淳等各界貴賓也受邀參與。楊縣長表示，社會存 

在產學失衡問題，教育界無法培育出符合業界所需人才，而敏實集團發展科技智慧及製造電 

動車，同時也是全球百強汽車零部件供應商，相信接手大華科大後，能培養學子們業界實務 

經驗。另外，未來產業趨勢是 AI 智慧科技，他也提出「三隻箭」政策之一的國際 AI 智慧園 

區，已著手招商事務，盼未來也和學校進行產學合作。 

 
新任校長張浣芸，在台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理經驗，曾任衛理女中校長，她表示，新學 

年將與敏實集團資源結合，配合集團全球 43 個生產據點，栽培學生至各地實習及就業，及 積極培養

學生的語言能力、國際觀、品格力、專職能力，並與台藝大建立策略聯盟，推動科 技美學，校內打造

汽車展示科技美學基地，展覽 VR 等先進科技。 

https://www.hsinchu.gov.tw/News_Content.aspx?n=153&amp;s=201205


 

秦總裁強調，AI 人工智慧崛起，學校必須創新有所突破，這樣培育出來的大學生才有競爭 

力，創造力！未來學校進行改革及轉型，目標培養符合國際社會需要人才，並加強實務教 

學，強化未來職場就業競爭力，正在籌備增設新學系，智慧車輛與能源系，及智慧製造工程 

系，將和國際知名車廠建教合作技職教學，讓學生和世界接軌，而校內的電動汽車研究中 

心，已引進了三台敏安電動車，讓學子可以透過實際操作與訓練。 

 
典禮過後接著舉辦「典範 傳承與培育」論壇，秦總裁與三十歲青年餐飲企業創辦人陳詠翔 

對談，分享他的創業秘訣，秦董事長也鼓勵現場的應屆畢業生勇於在職場開拓自己的本事， 

從「做」當中學習，練功，累積實務經驗。 

 
此外，地下室 1 樓也舉辦「敏實大華招聘博覽會」活動，吸引不少應屆畢業生參加。 

 

相關圖片 
 

 

 
 
 撰稿人：宋家瑶 

 聯絡人：大華大學 

 聯絡電話：035927700 



 

大華科大新舊任校長交接 全力打造台灣最強的技職科大(hinet)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2391556 

大華科大新舊任校長交接 全力打造台灣最強的技職科大 
勁報 2019/05/24 21:20(1 天前) 

 

 

 

 

 

 

 

 

 

 

 

 

 

 

 

 

 

 

 

 

 

 

 

 

 
 

【勁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大華科技大學在敏實集團於去(2018)年 6 月入主，經過一年的準備，呈現一番嶄新 

風貌！大華科技大學今(5/24)日舉行新舊任校長及董事長交接典禮，在敏實集團秦 

榮華主席盛情邀約下，由曾任衛理女中校長、在台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理經驗 

的張浣芸，接下大華科大校長一職。張浣芸校長表示：「新學年開始將持續引進 

新資源，未來以發展電動車和科技智慧製造為主，配合敏實集團全球 43 個生產據 

點，栽培學生全球實習及就業」。 

 

敏實集團擁有製造全球汽車零部件的優勢，在集團支持下，校園內引進了三台自 

行研發的電動汽車。全鋁車身、純電動、電耗低、續航里程高、在瑞典完成了耐 

寒性測試、在天津通過了碰撞測試；三款經濟實用的電動車，在校園讓學生實做 

練習，新科系將和國際知名車廠建教合作，技職學習和世界接軌，讓學生做好全 

球就業的準備。秦榮華主席表示，「AI 人工智慧崛起，大華科技大學必須創新有 

所突破，這樣培育出來的大學生才有競爭力，創造力！」 

 

█技嘉提供獎助學金及就業 日本百年溫泉酒店不看經驗年薪破百萬 

 

大華科技大學今日在校長交接典禮的同時，敏實集團攜手海內外大廠聯合在大華 

科大徵才，全球第二大主機板供應商技嘉科技，提供兩名大學新生全額獎助學金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2391556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realtime?cp=cp129


 

計畫，畢業後即保證在技嘉就業；另一焦點則係日本溫泉連鎖品牌「割烹旅館 若 

松」首次來台徵才，若松旅館有百年歷史傳統、結合米其林榮耀，日本天皇也曾 

蒞臨投宿，是北海道最知名的旅館｡ 

 

日本溫泉連鎖品牌「割烹旅館 若松」首次在台招募新人，月薪七萬、提供伙食宿 

舍、員工使用館內溫泉、月休八天，工作地點可選擇愛知縣、函館或神奈川縣， 

日本若松旅館工作機會只提供給大華應屆畢業生，在就業博覽會上，羨煞不少外 

校生｡職涯發展專家李大華也來到現場為新鮮人打氣：「不要被學歷設限，學生時 

代就要做好就業準備，學習時間管理和財務管理，多給自己機會！」 

 

█三十 VS 六十過招 成功創業代代相傳 

 

交接典禮後，大華科大隨即舉辦「典範 傳承與培育」論壇，由敏實集團創辦人秦 

榮華主持，並和青年創業家餐飲企業創辦人陳詠翔談工作分享。陳詠翔表從餐飲 

業素人從毫無經驗到成功打造出網路上的人氣餐廳，他創業轉骨的秘訣，竟來自 

「被客人罵」? 千億身價的秦榮華主席對於客戶採取的是「小瘪三」哲學，放低 

姿態，全力配合｡ 
 

三十歲年收一億的 CEO 和六十歲敏實集團秦榮華主席對話，不同世代的創業過程 

要如何突破困境，兩人成功翻身的故事經歷，精采絕倫，創業者的熱情和堅持， 

讓現場掌聲笑聲不斷。秦榮華主席鼓勵應屆畢業生勇於在職場開拓自己的本事， 

從「做」當中學習，練功，累積實務經驗；智慧製造在職場上角色越來越重要， 

研發創新將更有效率，成本更低，所以未來學生們遇到的挑戰將更高。秦榮華主 

席再次強調，「大華科大就是要強化學子們未來職場就業競爭力，走到國際場 

域，開拓眼界！」 

 

（圖／大華科技大學今(5/24)日舉行新舊任校長及董事長交接典禮，在敏實集團秦 

榮華主席(左 3)盛情邀約下，由曾任衛理女中校長、在台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 理

經驗的張浣芸(左 2)，接下大華科大校長一職，原任校長李右婷(左 1)則仍擔任餐 飲

系的老師及顧問。這項交接典禮後，即舉辦「典範 傳承與培育」論壇，由敏實 集

團創辦人秦榮華主持，並和青年創業家餐飲企業創辦人陳詠翔談工作分享。) 



 

 

 



 

 

 



 

大華科大換新血 打造台灣最強技職院校(台灣好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F%AF%E7%A7%91%E5%A4%A7%E6%8F%9B%E6%   

96%B0%E8%A1%80- 
%E6%89%93%E9%80%A0%E5%8F%B0%E7%81%A3%E6%9C%80%E5%BC%B7%E6%8A%80%E8%81 
%B7%E9%99%A2%E6%A0%A1-161643916.html 

大華科大換新血 打造台灣最強技職院校 
 

 
台灣好新聞 

1.5k 人追蹤 
記者季大仁／新竹報導 

2019 年 5 月 25 日 上午 12:16 

 

 

敏實集團于 2018 年六月入主大華科技大學，經過一年的準備，呈現一番新風 

貌！24 日進行新舊任校長及董事長交接，接下新印的校長張浣芸，在台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理經驗，曾任衛理女中校長，在敏實集團秦榮華盛情邀約下，接 

下大華校長一職。隨後由資深主播吳中純主持論壇，由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和 

青年創業家談工作分享。 
 

校長張浣芸表示，新學年開始將持續引進新資源，未來以發展電動車和科技智慧 

製造為主，配合敏實集團全球 43 個生產據點，栽培學生全球實習及就業。敏實集 

團擁有製造全球汽車零部件的優勢，在集團支持下，校園內引進了三台自行研發 

的電動汽車，全鋁車身、純電動、電耗低、續航里程高、在瑞典完成了耐寒性測 

試、在天津通過了碰撞測試。三款經濟實用的電動車，在校園讓學生實做練習， 

新科系將和國際知名車廠建教合作，技職學習和世界接軌，讓學生做好全球就業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F%AF%E7%A7%91%E5%A4%A7%E6%8F%9B%E6%96%B0%E8%A1%80-%E6%89%93%E9%80%A0%E5%8F%B0%E7%81%A3%E6%9C%80%E5%BC%B7%E6%8A%80%E8%81%B7%E9%99%A2%E6%A0%A1-16164391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F%AF%E7%A7%91%E5%A4%A7%E6%8F%9B%E6%96%B0%E8%A1%80-%E6%89%93%E9%80%A0%E5%8F%B0%E7%81%A3%E6%9C%80%E5%BC%B7%E6%8A%80%E8%81%B7%E9%99%A2%E6%A0%A1-16164391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F%AF%E7%A7%91%E5%A4%A7%E6%8F%9B%E6%96%B0%E8%A1%80-%E6%89%93%E9%80%A0%E5%8F%B0%E7%81%A3%E6%9C%80%E5%BC%B7%E6%8A%80%E8%81%B7%E9%99%A2%E6%A0%A1-16164391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F%AF%E7%A7%91%E5%A4%A7%E6%8F%9B%E6%96%B0%E8%A1%80-%E6%89%93%E9%80%A0%E5%8F%B0%E7%81%A3%E6%9C%80%E5%BC%B7%E6%8A%80%E8%81%B7%E9%99%A2%E6%A0%A1-16164391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8%8F%AF%E7%A7%91%E5%A4%A7%E6%8F%9B%E6%96%B0%E8%A1%80-%E6%89%93%E9%80%A0%E5%8F%B0%E7%81%A3%E6%9C%80%E5%BC%B7%E6%8A%80%E8%81%B7%E9%99%A2%E6%A0%A1-161643916.html
https://www.taiwanhot.net/


 

的準備。秦榮華主席表示，AI 人工智慧崛起，學校必須創新有所突破，這樣培育 

出來的大學生才有競爭力，創造力！ 
 

 
 

校長交接典禮同時段，敏實集團攜手海內外大廠聯合在大華科大徵才。全球第二 

大主機板供應商技嘉科技，提供兩名大學新生全額獎助學金計畫，畢業後即保證 

在技嘉就業。另一焦點是日本溫泉連鎖品牌「割烹旅館 若松」首次來台徵才，若 

松旅館有百年歷史傳統、結合米其林榮耀，日本天皇也曾蒞臨投宿，是北海道最 

知名的旅館。若松首次在台招募新人，月薪七萬、提供伙食宿舍、員工使用館內 

溫泉、月休八天，工作地點可選擇愛知縣、函館或神奈川縣，日本若松旅館工作 

機會只提供給大華應屆畢業生，在就業博覽會上，羨煞不少外校生。 



 

 

 
 

「典範 傳承與培育」論壇，和秦榮華主席對談的是 30 歲餐飲企業創辦人陳詠 

翔。餐飲業素人從毫無經驗到成功打造出網路上的人氣餐廳，他創業轉骨的秘 

訣，竟來自「被客人罵」。千億身價的秦榮華主席對於客戶採取的是「小鱉三」 

哲學，放低姿態，全力配合。30 歲年收一億的 CEO 和 60 歲敏實集團秦榮華主 

席對話，不同世代的創業過程精采絕倫，現場掌聲笑聲不斷。秦榮華主席鼓勵應 

屆畢業生勇於在職場開拓自己的本事，從「做」當中學習，練功，累積實務經 

驗。智慧製造在職場上角色越來越重要，研發創新將更有效率，成本更低，未來 

學生們遇到的挑戰將更高; 大華就是要強化學子們未來職場就業競爭力，走到國 

際場域，開拓眼界。 



 

大華換新血 打造台灣最強技職科大(亞傳媒)  

http://www.asiamedia.tw/?p=80738 

 

大華科大校長 5 月 24 日交接，左為卸任校長李右婷，右為新任校長張浣芸。 
 

大華換新血 打造台灣最強技職科大 
 

 鄭銘德 文教•   新竹縣 五月  242019 

   
 

【記者鄭銘德／新竹報導】2018 年 6 月，敏實集團入主大華科技大學，經過一年的準備， 

呈現全新風貌！5 月 24 日進行新舊任校長及董事長交接典禮，隨後由資深主播吳中純主持 

論壇。論壇主題「典範  傳承與培育」是由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和青年創業家談工作分享｡ 

接下新印的校長張浣芸，在台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理經驗，曾任衛理女中校長，在敏實 

集團秦榮華盛情邀約下，接下大華校長一職｡ 
 

張浣芸校長表示，新學年開始將持續引進新資源，未來以發展電動車和科技智慧製造為主， 

配合敏實集團全球 43 個生產據點，栽培學生全球實習及就業」｡ 
 

敏實集團擁有製造全球汽車零部件的優勢，在集團支持下，校園內引進了三台自行研發的電 

動汽車｡全鋁車身、純電動、電耗低、續航里程高、在瑞典完成了耐寒性測試、在天津通過 

了碰撞測試；三款經濟實用的電動車，在校園讓學生實做練習，新科系將和國際知名車廠建 

教合作，技職學習和世界接軌，讓學生做好全球就業的準備｡  秦榮華主席強調，AI 人工智 

慧崛起，學校必須創新有所突破，這樣培育出來的大學生才有競爭力、創造力！ 

 

技嘉提供獎助學金及就業 日本百年溫泉酒店不看經驗年

薪破百萬 

5 月 24 號校長交接典禮同時段，敏實集團攜手海內外大廠聯合在大華科大徵才｡全球第二大 

主機板供應商技嘉科技，提供兩名大學新生全額獎助學金計畫，畢業後即保證在技嘉就業｡ 

另一焦點是日本溫泉連鎖品牌「割烹旅館  若松」首次來台徵才，若松旅館有百年歷史傳 

統、結合米其林榮耀，日本天皇也曾蒞臨投宿，是北海道最知名的旅館｡若松首次在台招募 

新人，月薪七萬、提供伙食宿舍、員工使用館內溫泉、月休八天，工作地點可選擇愛知縣、 

函館或神奈川縣，日本若松旅館工作機會只提供給大華應屆畢業生，在就業博覽會上，羨煞 

不少外校生｡  職涯發展專家李大華也來到現場為新鮮人打氣說，不要被學歷設限，學生時代 

就要做好就業準備，學習時間管理和財務管理，多給自己機會！ 

 

三十  VS  六十過招  成功創業代代相傳 

http://www.asiamedia.tw/?p=80738
http://www.asiamedia.tw/?author=6
http://www.asiamedia.tw/?cat=7
http://www.asiamedia.tw/?cat=21


 

在「典範  傳承與培育」論壇，和秦榮華主席對談的是三十歲餐飲企業創辦人陳詠翔，餐飲 

業素人從毫無經驗到成功打造出網路上的人氣餐廳，他創業轉骨的秘訣，竟來自「被客人 

罵」？千億身價的秦榮華主席對於客戶採取的是「小瘪三」哲學，放低姿態，全力配合｡ 
 

三十歲年收一億的 CEO 和六十歲敏實集團秦榮華主席對話，不同世代的創業過程要如何突 

破困境，兩人成功翻身的故事經歷，精采絕倫，創業者的熱情和堅持，讓現場掌聲笑聲不斷 

｡ 秦榮華主席鼓勵應屆畢業生勇於在職場開拓自己的本事，從「做」當中學習，練功，累積 

實務經驗。智慧製造在職場上角色越來越重要，研發創新將更有效率，成本更低，所以未來 

學生們遇到的挑戰將更高；大華就是要強化學子們未來職場就業競爭力，走到國際場域，開 

拓眼界！ 

 

 

大華科大校長交接，各界人士參與觀禮。 
 

 
 

歷屆校友會重要成員與卸任校長李右婷(右 3)合影。 



 

 

 
 

論壇是交接後活動主軸 
 

 

敏實集團接手大華科大後全力研發電動汽車，圖中汽車即為敘實自行開模研陬的電動汽 

車。 

 

 

 

 

 

 

 

 

 

 

 

 

 

 

大華科大餐飲系同學負起校長交接貴賓接待重責大任 



 

Line Today 新聞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kPEzO1?utm_source=lineshare 

大華科大新舊任校長交接 全力打造 

台灣最強的技職科大 
勁報 

Update Date & Time 

更新時間 2019 年 5 月 24 日 21:20 
 

 
See detail 

 
 

【勁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大華科技大學在敏實集團於去(2018)年 6 月入主，經過一年的準備，呈現一番嶄新風貌！大華科技大學今(5/24)日舉行新 

舊任校長及董事長交接典禮，在敏實集團秦榮華主席盛情邀約下，由曾任衛理女中校長、在台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理經驗 

的張浣芸，接下大華科大校長一職。張浣芸校長表示：「新學年開始將持續引進新資源，未來以發展電動車和科技智慧製造 

為主，配合敏實集團全球 43 個生產據點，栽培學生全球實習及就業」。 

 

敏實集團擁有製造全球汽車零部件的優勢，在集團支持下，校園內引進了三台自行研發的電動汽車。全鋁車身、純電動、電 

耗低、續航里程高、在瑞典完成了耐寒性測試、在天津通過了碰撞測試；三款經濟實用的電動車，在校園讓學生實做練習， 

新科系將和國際知名車廠建教合作，技職學習和世界接軌，讓學生做好全球就業的準備。秦榮華主席表示，「AI 人工智慧 

崛起，大華科技大學必須創新有所突破，這樣培育出來的大學生才有競爭力，創造力！」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kPEzO1?utm_source=lineshare


 

█技嘉提供獎助學金及就業 日本百年溫泉酒店不看經驗年薪破百萬 

 
大華科技大學今日在校長交接典禮的同時，敏實集團攜手海內外大廠聯合在大華科大徵才，全球第二大主機板供應商技嘉科 

技，提供兩名大學新生全額獎助學金計畫，畢業後即保證在技嘉就業；另一焦點則係日本溫泉連鎖品牌「割烹旅館 若松」首 

次來台徵才，若松旅館有百年歷史傳統、結合米其林榮耀，日本天皇也曾蒞臨投宿，是北海道最知名的旅館｡ 

 

日本溫泉連鎖品牌「割烹旅館 若松」首次在台招募新人，月薪七萬、提供伙食宿舍、員工使用館內溫泉、月休八天，工作地 

點可選擇愛知縣、函館或神奈川縣，日本若松旅館工作機會只提供給大華應屆畢業生，在就業博覽會上，羨煞不少外校生｡ 職

涯發展專家李大華也來到現場為新鮮人打氣：「不要被學歷設限，學生時代就要做好就業準備，學習時間管理和財務管 理，

多給自己機會！」 

 

█三十VS 六十過招 成功創業代代相傳 

 

交接典禮後，大華科大隨即舉辦「典範 傳承與培育」論壇，由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主持，並和青年創業家餐飲企業創辦人 

陳詠翔談工作分享。陳詠翔表從餐飲業素人從毫無經驗到成功打造出網路上的人氣餐廳，他創業轉骨的秘訣，竟來自「被客 

人罵」?  千億身價的秦榮華主席對於客戶採取的是「小瘪三」哲學，放低姿態，全力配合｡ 

 

三十歲年收一億的CEO      和六十歲敏實集團秦榮華主席對話，不同世代的創業過程要如何突破困境，兩人成功翻身的故事經 

歷，精采絕倫，創業者的熱情和堅持，讓現場掌聲笑聲不斷。秦榮華主席鼓勵應屆畢業生勇於在職場開拓自己的本事，從 
「做」當中學習，練功，累積實務經驗；智慧製造在職場上角色越來越重要，研發創新將更有效率，成本更低，所以未來學 

生們遇到的挑戰將更高。秦榮華主席再次強調，「大華科大就是要強化學子們未來職場就業競爭力，走到國際場域，開拓眼 

界！」 

 

（圖／大華科技大學今(5/24)日舉行新舊任校長及董事長交接典禮，在敏實集團秦榮華主席(左 3)盛情邀約下，由曾任衛理 

女中校長、在台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理經驗的張浣芸(左 2)，接下大華科大校長一職，原任校長李右婷(左 1)則仍擔任餐 

飲系的老師及顧問。這項交接典禮後，即舉辦「典範 傳承與培育」論壇，由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主持，並和青年創業家餐 

飲企業創辦人陳詠翔談工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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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10&n_id=18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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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實」攜手大廠大華科大徵才(青年日報) 

http://www.ydn.com.tw/News/337627 

「敏實」攜手大廠大華科大徵才 記者羅吉訓／新竹報

導 

入主大華科技大學的敏實集團，攜手海內外大廠聯合在大華科大徵才，全球第 2 大主機板 

供應商技嘉科技，提供 2 名大學新生全額獎助學金計畫，畢業後即保證在技嘉就業。 
 

在招聘博覽會上另一焦點，日本溫泉連鎖品牌「割烹旅館 若松」首次來臺徵才，若松旅 

館有百年歷史傳統、結合米其林榮耀，日本天皇也曾蒞臨投宿，是北海道最知名的旅館。若 

松首次在臺招募新人，月薪 7 萬、提供伙食宿舍、員工使用館內溫泉、月休 8 天，工作地點 

可選擇愛知縣、函館或神奈川縣，日本若松旅館工作機會只提供給大華應屆畢業生，在就業 

博覽會上，羨煞不少外校生。 

http://www.ydn.com.tw/News/337627


 

大華科大新舊校長交接(真晨報)  

http://www.5550555.com/web/story.html?s=65177#3 

大華科大新舊校長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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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 大 華科 大卸 任 校長 李右 婷（ 左） 、 新任 校長 張浣 芸（ 右 ）。   記 者蔡 秀琴 攝 

敏 實集 團去 年六 月 入主 大華 科技 大學 ， 經一 年的 籌措 ， 廿 四 日舉 行大 華新 舊任 

校長 （ 卸 任校 長李 右 婷、 新任 校長 張浣 芸 ） 及 董事 長（ 卸任 董 事長 陳希 京、 新任 董

事 長張 德聰 ） 交 接 典禮 ， 縣 長楊 文科 等 各界 貴賓 也受 邀參 與 。 

http://www.5550555.com/web/story.html?s=65177&amp;3


 

 

 

圖說 ： 大 華科 大卸 任 董事 長陳 希京 （ 左 ） 、 新 任董 事長 張德 聰 （ 右 ） 交 接。     記 

者蔡 秀琴 攝 

楊 縣長 表示 ， 社 會 存在 產學 失衡 問題 ， 教育 界無 法培 育出 符 合業 界所 需人 才， 

而敏 實集 團發 展科 技 智慧 及製 造電 動車 ， 同時 也是 全球 百強 汽 車零 部件 供應 商， 

相信 接手 大華 科大 後 ， 能 培養 學子 們業 界 實務 經驗 。 

張浣 芸： 推動 科 技美 學 

新 任校 長張 浣芸 ， 在台 藝大 有三 十一 年 教學 行政 管理 經驗 ， 曾任 衛理 女中 校 

長， 她表 示， 新學 年 將與 敏實 集團 資源 結 合， 配合 集團 全球 四 十三 個生 產據 點， 

栽培 學生 至各 地實 習 及就 業， 及積 極培 養 學生 的語 言能 力、 國 際觀 、 品 格力 、 專 

職能 力， 並與 台藝 大 建立 策略 聯盟 ， 推 動 科技 美學 ， 校 內打 造 汽車 展示 科技 美學 

基地 ， 展 覽Ｖ Ｒ等 先 進科 技。 

董 事主 席秦 榮華 表 示， ＡＩ 人工 智慧 崛 起， 學校 必須 創新 有 所突 破， 這樣 培育 

出來 的大 學生 才有 競 爭力 ， 創 造力 ！ 未 來 學校 進行 改革 及轉 型 ， 目 標培 養符 合國 

際社 會需 要人 才， 並 加強 實務 教學 ， 強 化 未來 職場 就業 競爭 力 ， 正 在籌 備增 設新  

學系 ， 智 慧車 輛與 能 源系 ， 及 智慧 製造 工 程系 ， 將 和國 際知 名 車廠 建教 合作 技職 

教學 ， 讓 學生 和世 界 接軌 ， 而 校內 的電 動 汽車 研究 中心 ， 已 引 進了 三台 敏安 電動 

車， 讓學 子透 過實 際 操作 與訓 練。 

典 禮過 後接 著舉 辦 「 典 範 ̇ 傳承 與培 育 」 論 壇， 秦董 事主 席 與三 十歲 青年 餐飲 企 

業創 辦人 陳詠 翔對 談 ， 分 享他 的創 業秘 訣 ， 秦 董事 主席 也鼓 勵 現場 的應 屆畢 業生 

勇於 在職 場開 拓自 己 的本 事， 從「 做」 當 中學 習， 練功 ， 累 積 實務 經驗 。【 記者 

蔡秀 琴／ 竹縣 報導 】 



 

大華換新血 打造台灣最強技職科大(台灣新聞報)  

http://www.twnewsdaily.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2&n_id=80602 

大華換新血打造台灣最強技職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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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戴欣怡／新竹報導】 

敏實集團于 2018 年六月入主大華科技大學，經過一年的準備，呈現一番新風貌！ 
五月 24 號進行新舊任校長及董事長交接典禮，隨後由資深主播吳中純主持論壇; 論

壇主題「典範 傳承與培育」是由敏實集團創辦人秦榮華和青年創業家談工作分 享

｡ 接下新印的校長張浣芸，在台藝大有 31 年教學行政管理經驗，曾任衛理女中 校

長，在敏實集團秦榮華盛情邀約下，接下大華校長一職｡ 張浣芸校長表示： 

「新學年開始將持續引進新資源，未來以發展電動車和科技智慧製造為主，配合 

敏實集團全球 43 個生產據點，栽培學生全球實習及就業」｡敏實集團擁有製造全 

球汽車零部件的優勢，在集團支持下，校園內引進了三台自行研發的電動汽車｡全 

鋁車身、純電動、電耗低、續航里程高、在瑞典完成了耐寒性測試、在天津通過 

了碰撞測試; 三款經濟實用的電動車，在校園讓學生實做練習，新科系將和國際 

知名車廠建教合作，技職學習和世界接軌，讓學生做好全球就業的準備｡ 秦榮華 

主席表示：AI 人工智慧崛起，學校必須創新有所突破，這樣培育出來的大學生才 

有競爭力，創造力！ 

技嘉提供獎助學金及就業 

 

日本百年溫泉酒店不看經驗年薪破百萬 

5 月 24 號校長交接典禮同時段，敏實集團攜手海內外大廠聯合在大華科大徵才｡全 

http://www.twnewsdaily.com/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2&amp;n_id=80602


 

球第二大主機板供應商技嘉科技，提供兩名大學新生全額獎助學金計畫，畢業後 

即保證在技嘉就業｡ 另一焦點是日本溫泉連鎖品牌「割烹旅館 若松」首次來台徵 

才，若松旅館有百年歷史傳統、結合米其林榮耀，日本天皇也曾蒞臨投宿，是北 

海道最知名的旅館｡若松首次在台招募新人，月薪七萬、提供伙食宿舍、員工使用 

館內溫泉、月休八天，工作地點可選擇愛知縣、函館或神奈川縣，日本若松旅館 

工作機會只提供給大華應屆畢業生，在就業博覽會上，羨煞不少外校生｡ 職涯發 

展專家李大華也來到現場為新鮮人打氣：「不要被學歷設限，學生時代就要做好 

就業準備，學習時間管理和財務管理，多給自己機會」！ 

三十 VS 六十過招 成功創業代代相傳 
 

在「典範 傳承與培育」論壇，和秦榮華主席對談的是三十歲餐飲企業創辦人陳詠 

翔，餐飲業素人從毫無經驗到成功打造出網路上的人氣餐廳，他創業轉骨的秘 

訣，竟來自「被客人罵」? 千億身價的秦榮華主席對於客戶採取的是「小瘪三」 哲

學，放低姿態，全力配合｡ 三十歲年收一億的 CEO 和六十歲敏實集團秦榮華主 席

對話，不同世代的創業過程要如何突破困境，兩人成功翻身的故事經歷，精采 絕

倫，創業者的熱情和堅持，讓現場掌聲笑聲不斷｡ 秦榮華主席鼓勵應屆畢業生 勇

於在職場開拓自己的本事，從「做」當中學習，練功，累積實務經驗。智慧製 造

在職場上角色越來越重要，研發創新將更有效率，成本更低，所以未來學生們 遇

到的挑戰將更高; 大華就是要強化學子們未來職場就業競爭力，走到國際場 域，開

拓眼界！ 

 

敏實集團小檔案 1.創辦人秦榮華先生，台灣宜

蘭人，61 歲 

2.1992 年于浙江寧波成立第一家工廠～敏孚機械有限公司 

3.2005 年 12 月 1 號在香港掛牌上市 

4.全球百強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共有 4 個研發設計中心，43 座工廠，員工 16360 

人｡ 

5.2013 年成立敏安汽車 

6.2016 年度寶馬汽車頒發全球質量最佳供應商獎 

BMW Supplier Innovation Award 

2017 年度 Nissan Best Quality Award 

2017 年度 Toyota Best Quality Award 

2017 年度 Honda Best Quality Award 等 20 個獎項 

2018 年度戴姆勒集團 Mercedes-Benz 全球最佳戰略夥伴獎 

Daimler Supplier Award 

7.2018 年營收近 600 億台幣 
 

圖上:右 1 大華科大張德聰董事長、右 2 楊文科縣長、右 3 敏實集團秦榮華總裁、 
右 4 大華科大張浣芸校長、右 5 大華科大卸任校長李右婷 圖中:右大華科大張浣芸

校長、左大華科大卸任校長李右婷 



 

 

 



 

敏實𢹂手大華 打造技職新局(大華攝影社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4LhLmMPuE&feature=youtu.be 

 

 
汽車零組件大王買科技大學返台培養人才(台視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Fu1CifM5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4LhLmMPuE&amp;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Fu1CifM5k


 

大華科大換新血 打造台灣最強技職科大(振道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AAuSNBD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AAuSNBD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