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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台灣
高校招收陸生的
第二個年頭，錄
取人數雖比去年
增加逾百人，但

仍有不少學校 「抱蛋而回」，即未招收
到陸生。這也是意料之中事。去年受限
於 「三限六不」，陸生報讀台校的興趣
寥寥，碩博班的缺額率超過六成，有四
十一所學校招不到陸生。今年 「三限六
不」屹立不動，如一座橫亘在陸生與台
校之間的大山，降低了大陸莘莘學子跨
海赴台的求學欲望。

相較於香港及海外一些國家向大陸
學生提供的豐厚獎學金和友善的覓職環
境，台灣高校的競爭力已輸在了 「起跑
線」。不過，另一方面， 「名校迷思」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陸生的擇校意願
。這兩年在報讀台校的陸生當中有一個
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儘管台灣有逾
百所高校，但陸生的眼睛只盯着台北的
幾所名校。今年報名碩博士班的陸生有
五百多人，但其中四百多人均報讀台灣
大學，去年的情況也不遑多讓，除了台
灣大學，最受陸生歡迎的就是輔仁大學
，在報讀台校的陸生中有超過三分之一
的人都選擇輔大。而其他一些名氣不甚
響亮的學校則乏人問津。

一直以來， 「名校」二字引得不少
家長及學子為之瘋狂。不可否認，名校
具有一流的設備和一流的師資，但這並
不等於其學生就自動成為一流的人才。
教學環境固然重要，但是龍還是蟲，關
鍵取決於個人的努力。至於在求職過程
中， 「名校畢業」確實能讓人眼前一亮
，但最終博得用人單位青睞還得靠實力
，否則即便從名校畢業了，也不過是
「繡花枕頭中看不中用」。因此，有意

赴台深造的大陸學子除了關注台校的知
名度和排行榜外，更應根據自己感興趣
的專業和技能來選擇學校。

其實，除了台大、輔大等幾所名校
外，台灣還有不少頗有特色的院校，雖
名不見經傳，但在某些領域卻有過人之
處。近日台灣在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上大放異彩，得獎數量連續三年世界第
一，當中島內的高等院校功不可沒。亞
洲大學、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雲林科技

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等參賽隊伍的作
品均取得優異成績。尤其是亞洲大學，其視傳系、商
設系的學生作品早前在被稱為 「設計界奧斯卡」的德
國漢諾威設計展也備受好評。可見，在設計領域方面
，台灣一些高校頗具競爭力。此外，在餐飲方面，高
雄餐旅大學也有不錯的口碑，承辦過好幾次政府宴席
。而澎湖科技大學則利用周邊獨特的海洋自然環境，
把海洋水產養殖、觀光休閒和風力發電定為發展特色
。該校指出，水產養殖系的畢業生由於有豐富經驗，
畢業後可到水產種苗繁殖場、生技或水產貿易等公司
任職。

俗話說 「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陸生在
選擇台校時，除了關注綜合性大學，還應多留意
一些專業性強的技能院校。有道是 「七十二行
，行行出狀元」，陸生應開拓自己的視野
，否則天賜良機也會從眼皮底溜走。

瀾瀾觀觀
隔海日內瓦發明展台灣三連冠

大陸首次參賽榮獲世界第三

滬辦專場招聘會助台生覓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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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堪稱國際規模最大的瑞士日
內瓦發明展上，台灣連續三年勇奪
世界第一！今年拿下四十五金、五
十二銀、二十五銅及八面特別獎的
好成績，再度刷新去年紀錄，獲獎
率是全球之最。大陸方面也派隊參
賽，並奪得第三名。兩岸創新作品
揚威國際。

【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 22 日報道
：第四十屆瑞士日內瓦發明展，台灣參
賽隊伍再傳捷報！今年一舉勇奪八項特
別獎，刷新四十年來最高紀錄；另
外，還拿下四十五面金牌、五十二
面銀牌與二十五面銅牌，不僅連續
三年榮登世界冠軍，高達百分之九
十七點六的獲獎率，更創下歷年最
高紀錄！

台得獎率近百分百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國大陸首

度參賽。據悉，為了取得好成績，大
陸事前還在北京舉辦賽前賽，篩選出
四十件作品參賽，獲獎數也勇奪世界
第三名，第二名則為俄羅斯。

台灣隊伍連續二十多年參加日內瓦發
明展，並屢創佳績。台灣日前公布得獎名
單，今年一百二十五件參賽作品中，就有
一百二十二件拿下獎牌，無論單一地區得
獎率還是總得獎牌數，都已連續三年拿下
全球冠軍。

日內瓦發明展今年共有四十六個國家
和地區的近千件作品參賽，台灣團隊去年
拿下六件象徵大會最高榮譽的特別獎，今
年再增加兩件，打破發明展開辦以來最高
紀錄。金牌數也比去年再增三面，四十五面
金牌中，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就拿下七面。

台技職教育顯成效
台灣發明協會執行長陳宗台表示，很

開心能夠看到台灣得主在來自世界各地的
優秀作品中脫穎而出，台灣近年來無論是
學校還是政府企業都相當重視研發，讓台
灣作品能在國際表現亮眼。他特別指出，
多數金牌得主來自技職體系，顯示台灣的
技職教育着重實務應用，讓台灣團隊的表現
一年比一年好。受到節能減碳與環保意識抬
頭影響，台灣今年八項特別獎中，有三件
因為節能設計獲得評審青睞。其中城市科
大電機系助理教授蔡彥欣發明的 「具節能
控制之燈具」，可有效幫助二十四小時的
大型賣場月省新台幣近萬元電費。

【本報訊】據聯合晚報22日報道，
位於台中市的亞洲大學近來師生頻頻獲
獎，除了最近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勇
奪 3 金、2 銀、1 銅、1 特別獎外；商設
系學生3 件設計作品，早前也入圍2012
德國漢諾威設計獎，其中，左楚浩等 3
位同學的 「水域救生指引裝置」設計作
品，榮獲iF設計大獎，iF官方網站首頁
選為全球唯一宣傳圖像；去年視傳系、
商設系學生 4 件作品獲德國紅點設計獎
，其中1件還榮獲紅點最佳獎。

亞洲大學這次參加瑞士日內瓦國際
發明展的 6 件創意發明作品，共獲得 7
個大獎，成績大滿貫；其中，商設系朱
以恬、李雅靖師生的「第二代不倒翁體
重計（右圖）」，除獲金牌外，還榮獲
大會所頒的波蘭特別獎，是瑞士展中最
高榮譽；亞大也是台灣綜合大學中參展
件數最多、獲獎最多的大學。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執行
長朱界陽說， 「不倒翁體重計」曾獲得
去年底首爾國際發明展金牌獎，事後由
商設系老師朱以恬創意改良，在體重計
內裝設前次體重記錄顯示，可清楚了解

這次體重是比較重或輕，再以 「第二代
不倒翁體重計」參展，現場歐美人士詢
問度高，並獲得評審青睞，再得金牌及
特別獎。

亞洲大學設計專業頻獲獎

【本報訊】據中國時報22日報道，
在第四十屆日內瓦發明展金牌得獎名單
中，出現一名年僅十四歲、目前在台灣
就讀初一的李坤霖，堪稱本屆年紀最小
的金牌得主。李坤霖說，發明是他從小
的興趣，能做出對人類有貢獻的發明，
更讓他覺得特別有意義。

去年三一一強震襲擊東日本，看到
媒體大幅報道災區民眾斷水斷電嚴重情

況，李坤霖決定發明一項擁有七合一多
功能的防災維生器具（左圖）。在老師的
建議下，這項器具以水壺作為外觀，利
用太陽能充電，可連續使用三到六天，讓
經常從事登山或露營活動的民眾，可以
隨身攜帶，作為意外發生時求生用途。

李坤霖說，多功能防災維生器具內
部設有紫光殺菌裝置，可以讓生水隨時
保持無菌狀態。杯蓋則加裝收音機，隨

時掌握外界資訊。杯底與杯身則有照明
設備，另外還提供手機充電。這項發明
除了取得專利，目前也有兩、三名國外
廠商洽談合作量產。

特別的是，針對台灣、日本等地震
頻繁國家，李坤霖也特別將地震警報器
加裝在水壺內部。使用者在睡前只需將
水壺平放，一旦偵測到地震來襲，警報
器就會發出聲響，提醒民眾逃命。

李坤霖表示，他從小就喜歡玩積木
與模型車，發明更是他的興趣。在母親
的支持下，除了這次以 「多功能防災維
生器具」成為日內瓦發明展年紀最小金
牌得主外，先前更兩度在紐輪堡發明展
中拿下一金一銀。

日本地震激發創作靈感
14歲中學生發明防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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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帆上海22日電】滬上首屆面向在
滬台灣大學生的台商專場招聘會22日下午舉行。本
次招聘會由上海市台協和上海市台協青年工作委員
會（以下簡稱「台青部」）主辦，上海市台灣學生聯誼
會協辦，共組織到二十多家在滬的知名台企提供百
餘個崗位，吸引了二百餘名在滬台灣大學生參加。

據了解，跟隨父母來大陸或者來此讀研的台灣
學子近年來與日俱增。他們未來的就業也成為更多
人關心的問題。有人力資源專家介紹，在大陸找工
作競爭相對激烈，預計今年大陸地區應屆畢業生有
600萬左右，加上往屆尚未找到工作者，共有1000多
萬。加上台生的優勢正在逐步減弱，要找到心儀的
工作並不容易。

上海市台協會長李茂盛當天也專門來到招聘會
現場，並用自己的職場心得 「吃虧就是佔便宜」勉
勵台生踏實苦幹。他告訴記者，由於畢業生人數增
多，加上大陸本身正面臨轉型，台灣學子的就業形
勢日益不容樂觀。為了幫助台生，也為了滿足在大
陸發展的台企對台灣員工的巨大需求量，上海市台
協台青部特別聯絡了企業和台灣學生策劃了這樣的
活動。無論對台企還是台生來說，招聘會這樣面對
面的形式，比起以往大海撈針般的網上應聘，效率
應該更高。今天只是首次，計劃以後每年的四月和
十月都舉辦一次，規模將逐步擴大。

記者在現場看到，參與招聘的台企包括國泰人
壽、85 度 C、元祖食品、寶島眼鏡、桂冠、達芙妮
、全家超市、漢鍾精機、一茶一坐、代官山等，均
在大陸有一定知名度，提供的崗位從技術部門到服
務性崗位一應俱全。本屆台青部會長胡良俊表示，

據粗略統計，今年在滬大學就讀的應屆台灣畢業人
在千人左右，以往找工作大多是通過網站，近年來
更多的台生願意畢業後留在大陸發展，而在大陸的
台企成為他們的第一選擇。相應的，那些台企也更
青睞台灣學生，只是此前沒有相關的渠道招聘。今
天的招聘會得到了台企的熱烈響應，礙於場地關係
只能精選有知名度的二十家左右。今後規模一定會
更大，更不排除聯絡一些大陸企業參與，讓台灣學
生能更好在大陸發展。

大陸市場大 台生無意返鄉
招聘會受到了很多學生的歡迎。今天來現場的

除了應屆畢業生，大二、大三的也有不少。有來自
上海師大的一名大三台灣學生張瀚瑀告訴記者，其
實講到就業困難，大陸、台灣都一樣。有些同學來
此多年，已經有了自己的圈子，倒更願意留在大陸
就業。來自上海理工的大二台生徐晨泰則直言大陸
機會更多一點。這位市場營銷專業的同學一門心思
想進餐飲企業，且經過老師長久的教育，他早已對
薪金要求有了更現實的想法。他自信地表示，剛畢
業只要每月3000至4000元就行，大陸的餐飲市場還
是不飽和狀態，作為台灣人在服務理念上比大陸人
更勝一籌，應該還有可為。

【本報實習記者王悅東莞22日電】第三屆東莞
台灣名品博覽會今天閉幕，據組委會統計，為期四日
的台博會吸引了逾30萬人次入場，包括近9000位採
購商，總成交金額達 27 億，其中現場零售額逾 8000
萬人民幣，各項數據均創下歷史新高。

東莞台博會由東莞市政府和東莞台商協會合辦，
旨在幫助台商打造品牌、開拓內銷市場，已成功舉辦

三屆。年內採購意向約18.9億元。

東莞台博會27億商機創新高
從事糖果研發銷售的台企富利豐公司連續3年參

加台博會，該企業的內銷額也從有到無。富利豐的經
理李文誠告訴記者，第一屆台博會為企業打開了內銷
之門，時至今日，企業總銷售額的10%由內銷創造，

增長速度喜人。
除了組織台博會外，東莞的台企為了打開內銷

市場，頻頻 「抱團」合力出擊，如開辦以推廣台企
品牌為目的的大賣場──大麥客，以及積極到其他
省市辦展、招工等。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楊英教授認為
，台資企業 「抱團」開拓銷售渠道，用集體信用打開
市場，這樣的做法很值得港企借鑒。楊英說，港企以
中小企業為主，規模小、融資難，在拓展內銷市場時
「單打獨鬥」會很吃力，因此他建議港企亦應該 「抱

團」發展。此外，楊英提醒港商，應多留意政府政策
，爭取納入政府資助的項目。

台企借博覽會開創陸銷

【本報訊】據中通社 22 日報道：高齡 89、去年罹大腸
癌完成手術後蟄服多時的李登輝，近期似乎又蠢蠢欲動，有
媒體報道，李登輝最近與台聯 「漸行漸遠」，引起政壇關注
。李登輝辦公室主任王燕軍 22 日迅速否認，表示媒體的報
道，是屬於主觀、偏頗的觀察，李登輝並未與台聯漸行漸遠
，而是希望台聯自己要好好努力。

22日《聯合報》報道，去年罹大腸癌並完成手術的李登
輝，上周啟動 「環島之旅」，但這趟高雄、屏東的行程，均
由李登輝辦公室一手主導，昔日 「子弟兵」台聯完全插不上
手，也傳出李登輝與台聯 「漸行漸遠」。報道稱，李登輝與
台聯日漸疏遠，早已有跡可循。今年1月大選合併立委選舉
，台聯力拚政黨得票門檻，但李登輝把重心放在大選，並抱
病在選前之夜為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站台。

有台聯黨人士則私下表示，台聯黨已有準備要走一條
「沒有李登輝」的路，李登輝應該也有同樣的默契。

不過，對於媒體稱 「李登輝和台聯黨漸行漸遠」，台聯
黨秘書長林志嘉則表示，不是非 「黏」在阿輝伯（李登輝）
身邊才算友好。

李登輝否認疏遠台聯黨

陸船過界捕魚 台罰11船
【本報訊】據中央社金門 22 日消息：島內 「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新增越界捕魚處罰鍰條文，3月
21 日施行迄今，台海巡署金門海巡隊已取締11 艘越界捕魚
的大陸漁船，開罰新台幣66萬5000元。

海巡署金門海巡隊為杜絕大陸漁船越界，保護海域生態
資源，3月21日新規定施行時就取締越界捕魚的大陸漁船。
金門海巡隊22日表示，取締越界捕魚的11艘大陸漁船依噸
位及漁獲裁處新台幣5萬到10萬元罰鍰，完成調查及繳交罰
鍰後，大陸漁船留置2、3天後就獲釋放。

▲台灣發明家黃拓騰設計的
二音路同軸耳機聽音樂能享
受飽滿渾厚的音色，獲得日
內瓦發明展特級金牌 中央社

▲由雲林科技大學設計的摺
疊式電動自行車，方便搭車
攜行或託運 聯合報

用人單位與台生現場洽談 張帆攝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 22 日消息：海基會董事長江
丙坤 22 日在台北表示，環境保護是人類發展生存的重要課
題，希望透過兩岸專家相互發表意見、建立共識，未來由
兩會就環境保護、生態保育乃至氣候變遷簽署協議、進行
合作。

「2012 兩岸環保高峰會議」將於 23 日在台北舉行。來
自海峽兩岸及海外華人社會近 150 位專家學者，將在未來 2
天時間共同研討兩岸環保問題與解決對策，就加速環保合作
及交流提出建議。

江丙坤 22 日出席主辦方舉行的歡迎晚宴時表示，環境
保護是人類發展生存的重要課題。經濟發展是我們共同目標
，但如何維護環境、生態是必須關心的課題。

江丙坤說，兩岸需要透過專家相互發表意見、建立共識
；希望未來有一天，雙方能夠針對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甚至
於氣候變遷簽署協議、進行合作。

據了解，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理事長王玉慶，中國工程院
院士、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郝吉明，美國綠
色環境科學院院長、中國環境科學學會顧問方丹群，台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張子敬等重要學者、專家將在

此次會議上發表專題演講，並參訪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廠等
台灣知名的環保設施。

江丙坤盼兩岸簽環保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