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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即就業 

元智大學與遠東集團合作人才培育 
學生搭上就業直通車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張進福校長的話    

徐旭東董事長勉元智順應時代改變元智24週年校慶
元智大學校慶活動於3月16日盛大舉行，今年校運會與校慶一同舉辦，並結合校友值年活動、系友回娘家、社區藝術節、園遊會等校慶活動，更邀請遠東關係企業主

管，與元智教職員共同進行慢速壘球賽，以促進和遠東集團的團隊合作，凝聚向心力。

元智大學董事長徐旭東致詞說，世界正快速的轉變，特別是行動通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我們必

須順應時代需求尋求改變。他指出，元智不同於其他國立大學，可以更快速的尋求改變。徐旭東表

示，遠東集團強調效能、效率，元智大學的研發也需符合市場需求。此外，遠東集團注重創新與人才

儲備，他期許元智大學為遠東、為台灣、為世界培育更多優秀人才。同時，今年也是元智第一屆校友

畢業滿20年，共有5系102位首屆校友及眷屬回母校舉辦值年。校友除了回顧老照片，創業經驗分享
外，為感念當時師長的諄諄教誨，他們以奉茶以及按摩搥背儀式回報師恩，場面十分溫馨感人。

▲  董事長勉元智順應時代改變 
▲  元智大學張進福校長率領全校教職員跑操場    ▲  校運會與校慶一同舉辦 ▲學生社團於園遊會現場悠揚演出

元智大學已邁入第24個年頭，過去受到各界的支持與肯定，有極好的社會評價，2011年獲英國泰晤士
報高等教育專刊評選為全球前400頂尖大學，去（2012）年並名列英國泰晤士報建校少於50年的全球前100
名年輕潛力大學，管理學院也獲得AACSB國際商管認證殊榮。這些成果都要感謝董事會徐董事長以及關係
企業的鼎力協助，以及元智教職員生暨校友的共同努力。

時光飛逝，我來元智業已八個多月，除秉持元智過去優異成績外，也亟思為元智締造新局。這半年多

來，我們的團隊為了教學卓越計畫，盡了很大的努力並有不錯的成績，獲教育部第三期「獎勵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補助，補助金額為全國第二高，並為直接核給四年經費的五所標竿學校之一（其餘33所均只核定
兩年）。此次計畫以「全球流通」（Global Mobility）為核心概念，希冀培育元智學生具備核心能力與對外
競爭之優勢，不但可在地適性發展，亦能夠發揮強大的適應力與才幹，流通全球，成為全球企業、政府與

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愛用之人才。

再者，在研究上也小有成果：國科會102年度補助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日前公佈通
過名單，元智大學申請21件，通過5件計畫，成績優異，列全國第二名殊榮，僅次於成大；元智通訊研究中
心申請國科會深耕工業基礎技術計畫也順利通過，並獲得補助1,080萬元。同時，我們積極與三大研究法人
工研院、資策會、以及中科院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並已著手合作計畫與課程的安排，希冀可以為元智帶進

更多的研究能量。

日前，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Magazine）
2013年4月首次公佈「亞洲最佳大學」排行調查，共使用13項指標評分。台灣共
有17所大學擠進前百大，其中台灣大學成績最佳，排名第14名，元智大學名列
第71名，為全國排名第十，也是入榜者校齡最輕，且優於若干國立大學。

相較於國立大學有政府大筆經費挹注，私校教學資

源有限，元智不但要與國立大學競爭，又

要與國際名校抗衡，壓力可見一斑！ 
徐董事長在校慶典禮上期勉元智

，要順應時代的變化，尋求創

新與改變。面臨少子女化

以及高教劇烈的競爭，我

們需要有更多創意與資源

注入，相信在董事會的支

持以及元智團隊努力下

，元智會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佳績可期。

國內失業率持續攀高，人才斷層又是就業市場上重

視的問題，企業找不到好人才，而優秀的畢業生卻找不

到合適的工作。元智大學近年與遠東集團合作儲備人才

計畫，橋接學習與就業，遠東集團每年提供150個海內外
實習名額，元智學生可於在學期間到遠東集團旗下企業

實習；其中50名為人才儲備性質，元智學生畢業後可直
接進入其所屬企業任職，一來可達到元智學生畢業即就

業的目標，也可為遠東集團儲備人才之用，達到大學與

企業綜效合作，互惠互贏的結果。

元智大學校長張進福

表示，遠東集團擁有十大

事業體，元智大學與遠東

集團合作人才培育計畫

，我們絕對比其他大學

更具有產學橋接的優勢

，產業要有競爭優勢，

人才培育的重要不容忽

視，為企業找到可用人

才，對學生而言，也可

以取得就業保障，達到

雙方互惠雙贏，進而提

升整體就業市場的人力

素質，帶動國家與產業

之整體競爭力。

最新亞洲大學排行榜 元智躋身百大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調查 元智大學連續三年入榜
2013年亞洲最佳前百大大學排名第71名，也是台灣入榜最年輕的學校
2012年百大潛力大學及2011年全球400大大學排行榜，元智均名列台灣私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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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元智大學獲三面金牌 奪佳績

102年度補助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
（產學小聯盟），國科會日前公佈通過計

畫名單，元智大學申請21件，通過5件計
畫，獲核率23.81%，成績優異，列全國第
二名殊榮，僅次成大。

元智大學校長張進福表示，元智大學

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獲得良好

佳績，並列全國第二名，未來希望元智的

研究團隊，繼續努力與企業擴大產學合

作，有效落實產學之間互動。這次補助以

工程學院成績最優，元智工學院院長李碩

仁表示，未來將深入擴大各項研究，尤其

將結合地方與台灣特色產業的加值，運用

於不同領域，發揮研究精神與企業緊密合

作。

此次元智大學獲獎分別為化學工程與

材料科學學系何政恩副教授之高階電路板

技術深耕及人才培育發展計畫；通訊工程

學系周錫增教授之高增益、智慧型天線產

業技術聯盟；機械工程學系徐業良教授之

智慧型機器人輪椅技術產學聯盟；蘇艾教

授之燃料電池與氫能關鍵技術；以及李碩

仁教授之電化學技術應用產學小聯盟。

元智大學對於溫室氣體減量一向積極且用心，101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相較於98年
減碳比例破17%，減碳績效已提前達成政府部門規畫104年減碳15%之目標，為國內第
一所連續四年（98-101年）率先取得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國際認證的大專院校。1
月21日，假元智大學六館12樓會議室，由SGS台灣檢驗科技公司黃世忠副總裁親自授
證于元智大學張進福校長。

元智大學創校邁入24年，在教學、研究、行政及校園環境等四方面，屢獲各類評
鑑肯定，並受各界高度認同。近年來，元智在執行校園電力監控及節能管理計畫已有

明顯成效，屢獲外界肯定，獲選為全國十三所「綠色大學」之一及全國唯一「溫室氣

體減量示範大專院校」；在教育部「98年及100年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暨績
效評鑑」大專校院中，係唯一連續獲得「特優等」殊榮；2010年更獲行政院環保署推
薦為「99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全國三所大專院校之一；2011年獲得經濟部節約
能源績優獎表揚活動選拔機關學校組唯一「傑出獎」殊榮，更於2011年11月成為全球
第一所通過能源管理系統ISO 50001國際認證大專院校；並根據2012世界綠能大學榜，
元智大學名列全國大專院校前3名佳績。

元智大學長期以學術為基礎，致力於應用研究，研究團隊於

「2012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中表現亮眼，共獲
得三面金牌、三面銀牌及四面銅牌，為本次大專院校參展獲得發

明獎獲獎率最高，成果最為豐碩之學校。

第八屆2012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以智慧生活為主題，
推廣發明專利產業化。計有來自全世界24國、超過680家廠商設
立1,079個攤位，創下展覽規模及國外參展者的新高。

元智大學由研發處整合全校專利技術成果參加發明競賽，邀

請化材、通訊、機械及電機系所教授共12件技術參賽，獲獎10件
（3金、3銀、4銅），為本次競賽活動獲獎數最高的參賽單位。

元智大學獲2012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獎牌

獎項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專利申請人系所

金牌 具有三個校正器之射頻散射參數校正方法及其量測結構 黃建彰 通訊系

金牌 高速推球機 何政恩、鐘涵琳 化材系

金牌 高質子傳導率之全氟磺酸離子薄膜及其製備方法 余子隆、林秀麗、韓方興、沈坤昇、鐘國濱、詹世弘 化材系

銀牌 以低成本培養基培養微生物生產葡萄糖胺之方法 吳和生、張玉芬、魏玉嬌 化材系

銀牌 多層平面式柱狀天線結構 周錫增、郭李瑞 通訊系

銀牌 雙頻反射陣列天線 周錫增、郭李瑞、薛百涵 通訊系

銅牌 不可逆之呼吸停止昏迷與腦死病人應用心率變異度與臨床症狀之研究 謝建興、胡博凱、黃勝堅、高明見 機械系

銅牌 抑制鈀-鎳-錫介金屬於銲點中生成的方法 何政恩、巫維翔、林呈軒 化材系

銅牌 奈米複合型氣體擴散電極 謝建德、洪偉珉、陳威宇、林嘉儀、詹世弘、蘇艾 化材系

銅牌 高效率單級式多重輸入雙向轉換器 魏榮宗、劉利偉 電機系

　

元智大學老人福

祉科技研究中心與世

大化成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開發，用來感

知、關懷家中高齡者

睡眠狀況的智慧床墊

“WhizPad”，2012
年9月底在日本東京
Tokyo Big Sight「國
際福祉機器展」成功

展出，各界反應熱烈，可望在2013年於日本、台灣同步量
產。

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徐業良指出，

WhizPad是一個非常舒適的薄床墊，鋪在家中的床上即可
使用，利用特殊的紡織工法與感測、演算技術，WhizPad
具有臥床活動感知功能，能夠感測睡眠者臥離床、睡姿、

和活動頻率等。連接後端的資通訊架構，民眾可利用手機

查閱WhizPad的臥床即時記錄與歷史紀錄，另外WhizPad
還可應用在睡眠品質監測、養護中心管理、控制週邊家電

以營造最佳睡眠環境，市面上目前尚無此方面之產品，將

可為銀髮族創造更多的福祉及便利性。

元智大學獲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

產學小聯盟  列全國第二
元智大學減碳績效有一套  
連續四年率先取得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國際認證

▲  應用於智慧型機器人輪椅的「多自由度座
椅調整機構」帶來許多便利

▲  高增益、智慧型天線產業技術聯盟

▲  節能—七館太陽能光電發電—光電板 ▲  SGS台灣檢驗科技公司黃世忠（右）副總裁親自授證予元智大學
張進福（左）校長

元智大學產學合作有成，輔導光通訊業者投入氫能開發，通過並執行「加氫站用質子交換膜產氫技術開

發計畫」（業界科專計畫），計畫執行至今已順利開發出國內首具單一模組10 Nm33/hr產氫量之質子交換膜電
解產氫機，再以模組化堆疊的技術，整體產氫量可遠超過100 Nm33/hr，奠定了國內加氫站建設之基礎。

隨著再生能源—太陽能與新能源—氫能與燃料電池之發展，並重之「氫經濟時代」來臨，元智大學設計

含（太陽能）質子交換膜水電解製氫（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Water Electrolyzer, PEMWE）與氫燃料電池
（PEMFC 釋能）之教育系統，以未來概念屋作為示範平台並公開場合發表。

透過元智大學與光騰光電所研發的「加氫站用質子交換膜產氫技術」，除了將可與世界同步帶領汽車產

業逐步邁入環保、低碳的氫能經濟外，更可結合再生能源，自給自足產氣發電，進入能源安全的新世紀。

經理人最想就讀EMBA 元智大學登私校榜首

▲  智慧床墊“WhizPad” ▲  元智參賽隊伍10件專利技術獲獎

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研發 智慧床墊

2013年於日本台灣量產上市

Cheers雜誌進行2013年3,000大企業經理人EMBA（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就讀意願調查，調查指出，
經理人最想就讀的EMBA，國立部分，由台大蟬聯冠軍，私校部分，以元智大學最受青睞，排名第一。

調查發現， 3千大企業經理人最想進入台大與政大的EMBA課程，私校以管理大師許士軍任教的元智大
學人氣最高，元智大學在私校中成立EMBA的時間最久，並曾在2007、2008年進入《Cheers》雜誌「最受喜
愛EMBA Top 10」排行榜。

▲  圖：理想化的來來家庭氫氣供給系統與燃料電池車（左）；光騰光電開發之氫氣
供給系統（右）

輔導光通訊業者投入氫能開發元智大學產學合作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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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八屆校友會會長交接

▲  2013年3月2日晚上舉行「2013新春如意 蛇躍好前程」校友春酒餐敘
聯誼

▲ 元智大學校友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改選於3月2日午後舉行

▲ 2013年3月2日元智師長同來參與校友年度大型聚會活動 ▲  校友會第七屆理事長許應
深感謝校長、校友大

力協助

元智大學

24週年校慶日首屆校友值年

第七、八屆校友會會長交接典禮

元智大學自1989年創校以來，迄今已邁入第24年，也是元智第一屆校友畢業
20年，共有五系約102位首屆校友及眷屬於校慶日回母校舉辦值年。學長楊中化
總召回首20年前學校草創時期的簡陋，面對不確定未來的挑戰，當年我們這群年
輕人選擇一所剛創立的學校需要冒險的勇氣，不過也造就第一屆學生勇於嘗試的

精神與探索開創的性格，正是當年元智校友們「勇敢．志氣」的精神典範。

標榜為「勇敢．志氣─我們這一屆(1989)」的元智大學首次校友值年活動，
於2013年3月16日下午在元智六館有庠廳盛大舉行，返校的校友們除了回顧老照
片，創業經驗分享外，為感念當時師長的諄諄教誨，以奉茶以及按摩搥背儀式回

報師恩，並捐贈部分活動款項關懷學弟妹順利就學。

開創的基因在元智第一屆校友身上竄流，如今有人白手

起家創立事業，有人投身企業擔任要職，力爭上游，憑藉的

都是這樣大無畏的勇氣。巖坤源校友分享創業經驗表示，因

為元智第一屆冒險的經驗，讓他在創業上不怕辛苦，遇到挫

折越戰越勇，他建議創業者先儲蓄再消費，做好基本功；楊

偉智說，沒有人是用抱怨成功的，所以停止抱怨，努力做好

自己。

首屆校友過去那段青春故事，是一個世代的縮影，希望

藉由這樣的精神，激勵更多年輕的一代，面對未來的不確

定，必須更勇敢、更堅定、更有志氣的堅持，準備好自

己，勇敢向前行。

▲  勇敢‧志氣  我們第一屆(1989)讚

▲ 校友會全體理監事感謝校友熱情參與校友活動

▲  永續‧傳承  我們第二屆報到

▲  楊中化總召致贈謝
登旺學務長助學

金關懷學弟妹 

▲  老師，您辛苦了，學生為您搥背

▲  校友代表行按摩搥背報師恩儀式 ▲  開創的基因在元智第
一屆校友身上竄流

，安排創業

經驗分享

▲  劉大威與郭馨茵校友串起記憶與回憶

▲  感念當年師長的諄諄教誨，
特此奉茶

勇敢‧志氣  我們這一屆(1989)

元智大學校友會第七、八屆校友會會長交接典禮於2013年3月24日中午在中壢福容大飯店
舉行，除新舊任理監事、秘書處外，元智大學多位師長亦共襄與會。

卸任的許應深理事長特別與新任理事長陳根德舉行會前會，彼此都期許校友會會務蒸蒸日

上，能提供校友優質的服務，未來與母校結合更緊密。會中邀請到校長張進福參與此次交接典

禮，擔任監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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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生技所畢業茶會｜祝福，滿載而歸
元智大學每年按慣例在六月初為學生舉行畢業典禮，生物科技與工程研究所

也替畢業生舉辦畢業茶會，不僅邀請畢業生家長，亦邀校友回娘家言歡敘舊。

茶會由在校生擔任主持人，以歡送派對曲揭起序幕，活絡整場氣氛，提高現

場貴賓、家長以及校友的參與感。朱一民所長以及各專任教授上台致詞給予畢業

生勉勵，並且進行撥穗儀式。特安排團體時間的遊戲設計，內容是用學生們平日

實驗時常用的小工具來進行的比賽，使全場氣氛達到高潮，也勾起校友們做實驗

的回憶。

所友返校座談會
資 社 所友回娘家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於2012

畢業典禮6月9日當日，於一館七樓第一會議室

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資社學程學會安排老師

與學長姐們的師生相見歡，在校研究生也一同

參與餐敘暨座談會。

活動開始首先由曾淑芬老師致詞介紹所上

近來的成長與轉變，老師亦期許在招生工作日

益維艱的過程中，校友能廣為宣傳，發揮渲染

力，所上並發放校友問卷請參與的校友更新近

況及聯繫資訊。座談會接續進行，由畢業校友

與在校研究生分享未來就業資訊及業界工作的

酸甜苦辣，校友們也勉勵學弟妹繼續加油努

力，將來必有美好成就為所上爭光。

2012年通訊系畢業茶會暨系友大會
通訊系近年來均於畢業典禮日舉辦畢業茶會暨系友大會，邀請應屆畢業生及

歷屆校友參加，透過師生、校友間交流、經驗分享，串起彼此情誼。2012年6月9

日活動首先由李穎主任給畢業生勉勵，獻上所有師長及同學滿滿的祝福，畢業學

長姊也親自上台與學弟妹分享

畢業後求職及升學之經驗。

2013年通訊系將於今年6

月8日（星期六）畢業典禮當

天下午2點，於七館電通大樓

四樓平台，舉辦102級畢業茶

會暨系友大會，歡迎系友踴躍

參加。

光電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班於畢

業典禮當天特舉辦2012年「校友回娘

家，迎接社會新鮮人」活動。會中邀

請系主任、系上老師及數位畢業校友

與畢業生進行經驗分享。

蒲念文主任以「勇敢追夢」為

題，與畢業生分享其工作與求職經

驗，透過知名民宿「老英格蘭」的成

功故事跟校友分享。並安排校友經驗

分享座談，邀請到包含就讀博士班中的吳宏明校友、解丹華校友及林偉桀校友，

以及於南亞科技、昱晶能源等就業學長回校分享。透過座談活動中的交流，帶給

畢業學弟妹相當多的啟發與職涯規劃方向。

元智大學24周年校慶於2013年3月16日（周六）舉行，不同以往，

今年時值第一屆校友的值年活動，工學院時代電（機）、機（械）、

化（工）、資（工）、工（工）五系、百來位的首屆校友及眷屬報

名，返回母校共同慶祝。

公共事務室特別依照校友值年幹部期許，找回往日北大荒元智味

─大鍋炒米粉、豬血湯的學生料理，在各項感恩謝師禮、關懷學弟妹

等主題性慶典活動前滿足師生五臟廟，會後各系亦熱請邀約舉辦系友

回娘家聯誼座談活動，帶給首屆校友滿滿回憶與重溫青春的一天。

 回憶‧記憶與失憶 

    我們第一屆(1989)

｜社政系友大會舉辦海灘趴主題型茶會｜

   恭喜游華芳校友當選第八屆系友會會長

光電系校友回娘家，迎接社會新鮮人

▲  電機系系友導師生團聚搥背按摩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於2005年 6 月 8 日 成立系友會，迄今邁入第八屆。在每

年的畢業典禮，皆舉行社政校友回娘

家茶會活動。2012年6月9日畢業典

禮當天特安排以海灘趴主題的茶會

送舊活動，系友會會長安排已就

業同學分享就業、參加公職考

試經驗及工作機會介紹，學

弟妹更準備了豐富的歌舞表

演與遊戲，當日亦進行第

七、八屆會長交接。第八

屆系友會會長游華芳已

安排2013年6月8日（星

期六）中午於五館五

樓舉行系友大會，邀

請校友回母校一起回

母校歡送學弟妹。                                ▲首屆校友與師長於校慶日回娘家重溫舊夢

｜恭喜陳聯超校友當選機械系第五屆系友會理事長｜

 熱情擁抱系友校慶日與畢業日回娘家敘舊話當年
機械系2012系友大會暨第五屆系友會幹部改選於2012年6月9日舉行，當天

約70餘位系友返校，讓系友藉由每年的聚會凝聚對系、校的向心力！

系友大會當日也進行第五屆系友幹部改選，當選理事長為陳聯超，副理事

長林煊駿。謝建興主任特別勉勵希望在幹部的努力與校友的支持下，機械系友

會能更加成長茁壯，永續經營。

2013年機械系首屆校友回娘家於3月校慶日安排師生座談活動，並將於6月8

日（星期六）上午11:30於三館舉行系友大會，誠摯邀請您再度回到美麗的元智

校園，歡迎攜伴參加，與老師們敘舊，一同分享與老友久別重逢的喜悅！

▲  化材系邀請創系王茂齡系主任回校與首屆校友話當年

▲  工管系友回母系分享系務各項發展與校友經驗分享

▲ 資工系友回娘家暢談當年
專業實習

4

YZU Alumni Newsletter vol.29校·友·活·動



Dear Principle, Professors and Classmates, 

My name is Peng Wen, Chen, I am the First Year E.E. Grad Student(class of 1989) of 

Yuan Z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m very glad and it is my pleasure to say hello to 

everyone at here. Today, being a very proud alumnus, I’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Yuan Ze for completing my education to achieve my goal. After 

graduated from Yuan Ze, I followed most of my classmates to choose for advanced 

studies, so I came to U.S. to pursue my graduate degree after discharged from the 

Taiwanese Army. Now I am working as IC Design Engineer at Semiconductor company 

in Silicon Valley, California, USA. 

Time flies so quickly, it has been more than 20 years since I graduated from Yuan Ze. I 

can still clearly remember there was only one building when I joined Yuan Ze! Our 

department offices and classrooms were at the first floor, we lived in the temporary 

dormitory at the second floor, we took shower, enjoyed lunches/dinners/desserts and 

had social activities at the basement, and we studied hard in the library at the top floor 

during the mid term/final exams. Since we were the first year students and no senior 

classmate held the welcome party for us, we hosted the party by ourselves! We came to 

“University” but found out there was no club for us to join, then we established our own 

clubs! So I was among the most original military model club members. Going outside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 sports, we needed to aggressively build up and train our teams too. 

And I was member of the first Yuan Ze track & field and volleyball teams although we 

did not win any single game at very beginning. Well, it was really tough but we all 

shared same wonderful memories! All Yuan Ze staffs and students lived closely together 

in one “single family” at that time. 

Now from what I see, Yuan Ze has been growing a lot stronger! We have such a 

beautiful campus which was captured into many scenes shown in the TV dramas. And 

we are among the top ranked best World Universities in various evaluation categories. 

Our school is gradually building up its honor and reputation to the world. I feel so 

happy and proud for our alumni and current students! I often knew from news about our 

alumni and current students who won man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ith their 

expertise in different fields. Before when somebody asked me at which University I 

studied, I had to patiently spend time trying to tell much about Yuan Ze. Now I believe 

nobody does not know about Yuan Ze! Here I wish the success of our Yuan Ze alumni 

association in the future.

Thanks and Best Regards,

Peng Wen, Chen

▲ 左二即為本文作者，攝於1993年畢業典禮

選擇一所剛創立的大學  需要很大的勇氣

I am the First Year E.E. 
Grad Student (class of 1989)

作者介紹

陳鵬文    
1993年電機工程學系畢業現職：

美商Marvell Technology Group主任工程師
經歷：

北加州矽谷日商
OKI Semiconductor(沖電氣)NEC Electronics
美商AMD公司

第八屆校友會理事長陳根德

誠勤服務、樸慎回饋
在張校長以及多位師長的盛情邀約下，根德考量再三，允諾接下第八屆校友

會理事長的任務，內心誠惶誠恐，雖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只是

任重而道遠，但求無愧眾人之期待。

感謝張進福校長、謝登旺學務長、劉阿榮院長，以及多位師長的支持與鼓

勵，更感謝幾位前理事長：傅慰孤將軍、徐嘉鴻執行長以及甫卸任之許應深理事

長，任內多方建樹，為校友會奠定深厚根基，促使校友會務不斷的成長茁壯。

本校校訓「誠、勤、樸、慎」與根德問政理念不謀而合，在此期許校友會全

體理監事及幹部，以真誠的心、勤奮的態度，提供校友最優質的服務，並時以檢

樸、審慎之精神檢視自己，隨時懷著感恩的心，回饋母校元智。除此之外，根德

更期盼以創新作為，為全體校友提供最佳之服務，秉持過去校友會優良傳統，發

揮校友影響力，創造校友與元智雙贏局面。

根德在社會暨政策科學研究所研習期間，接受師長悉心指導，在「精博兼

顧、產學結合」的嚴格要求下，得到扎實的訓練。讓根德無論從政或是經營營

建、生物科技業，都能發揮所學，謹此再次感謝之。

元智大學創校以來，優質校風遠近馳名，誠為台灣高等

教育之一流學府。校友會是屬於所有元智畢業生的組織，也是校友與元智的溝通

平台，期待年輕校友加入，提供創新理念與作法；根德有幸為校友會的一份子，

定當與張校長及師長、校友、同學共同努力，為元智大學創造更美麗的願景與未

來，讓我們共同再創輝煌！

作者介紹

陳根德
2010年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班畢業
現職： 
第八屆立法委員救國團桃園縣團務指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
桃園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理事長
桃園縣義勇警察大隊 大隊長
國立桃園農工崇學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 董事

元智大學校友會
第八屆理事長

5

YZU Alumni Newsletter vol.29校·友·專·欄



生命真是奇妙，有人在轉角遇到愛，我則是在轉彎之後，又再回到元智的懷

抱⋯⋯。

與元智結緣說來奇妙，當年為了陪考，心想反正也是花時間，不如一起報

考，結果反倒是自己幸運上榜；原以為EMBA可以隨便應付，未料科科要求嚴
格、時時分組報告，白天上班晚上讀書，苦讀兩載外加精撰論文，好不容易拿到

文憑，只想振翅在職場翱翔，從未想到還會回到母校。

如今因緣際會變身為校友會秘書長，面對如此轉折，其實內心恐懼萬分，因

為這是多麼重大的一項職務：校譽卓越、學生優秀、校友們多是各行菁英，校友

會多年來的成果更是有目共睹！

元智大學建校以來，聲譽日隆，在大專院校排名節節上升，根據Cheers雜誌
進行3,000大企業經理人EMBA就讀意願調查指出，經理人最想就讀的學校，國立
部分由台大蟬聯冠軍，私校部分，以元智大學最受青睞，排名第一。同時元智歷

屆畢業生更受到社會各階層肯定，多項調查也顯示元智校友是企業主最喜愛錄取

任用的對象，這是對母校辦學績效的肯定，更是校友優異表現的證明。

當年上天精心撮合我與元智相識，如今命運如此安排，我註定要再次與元智

結緣⋯⋯。初次接手中華民國元智大學校友會秘書長的我，在此懇請所有元智校

友們，撥冗指導、不吝指教。

校友會是屬於大家的，這是我們與元智的溝通平台，是校友與母校的聯繫臍

帶，期待您將對元智的情感，化為具體行動，加入校友會，重新拾起攜手的過

往，豐富生命未來的一章。

奇妙恩典  豐富生命

熱情是獨一無二的工作泉源

我的七年級職場密碼

◎ 2008年職場寒冬

永遠忘不了退伍後面對各大求職網的一百多個日子，害怕自己的學歷不夠

好，擔心自己入錯行，在人力銀行裡面千挑萬選才投出一封履歷，卻遲遲沒有回

音。只能看著新聞反覆播送一則則利空的消息－「失業率持續創新高」、「新鮮

人待業時間有增無減」、「畢業即失業」、「高學歷高失業率」，彷彿訴說著，

在這個時空背景下，一個職場新鮮人所寄出的履歷表，沒有任何公司的回音，也

是理所當然。

「我失業了嗎？」、「真的沒有人願意給我機會嗎？」

從一開始充滿希望的等待，到漸漸對自己失去信心，到底是整體就業的情況

如新聞媒體所播送那麼糟，亦或是沒有優秀到人家願意面試。既然自己沒有答

案，只好靠身旁的人檢視。MSN上已經踏入職場的同學，自然成了最先諮詢的對
象，「你想找什麼樣的工作?」變成每次討教的必答題，當我由鍵盤上敲出「服
務業」三個字的時候，同時也在我心裡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服務業從賣場到賣房

子，從加油站到捷運⋯⋯。到底服務業的哪一類工作，是我有興趣而且人家願意

給我機會的。

◎ 檢視自己 決定方向

我發現，當我把問題丟給別人的時候，並沒有好好的檢視自己，為什麼要選

這個產業，有沒有為了想應徵某個公司的什麼職務，而付出特別的努力。想通這

點以後，如果有個機會是可以每天從事自己喜歡的事，就算其他條件再差，總比

待在家裡一事無成好，我相信有熱情做的工作才能長久。

為了找出一個可以讓自己無怨無悔付出的職業，檢視履歷表上最高學歷，課

外活動及得獎紀錄這些有形的紀錄外，更重要的是重新整理一番這二十年來生活

的軌跡－買過的書，看過的DVD，拍過的照片，參加過的社團，愛看的電視節
目，欣賞的企業精神，到夢想的生活模式。這一些林林總總的生活記憶，交叉比

對分析後發現－休閒旅遊，這個主題似乎是我最願意花時間及金錢去瞭解跟享受

的。

確定了產業方向後，把人力銀行設定在這個產業，並選取工作地點是住家裡

能到得了的範圍，儘管如此，仍有相關各公司的不同職缺可以嘗試—旅行社、飯

店業、航空業，這三大行業別所開出的職缺，工作內容相差蠻大的。為了不再重

蹈覆轍，我將每一封投遞出去的履歷表，針對不同公司的需求進行調整。果不其

然，不再如以往石沉大海，經過幾次面試的洗禮後，發現求職競爭真的還蠻激烈

的，面試者中不乏已有相關工作經驗，或是已踏入職場，進修後準備再出發的前

輩。以目前求職狀況對雇主而言，這些有經驗的求職者更能再短時間內上手，不

得不讓我意識到，想要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光只有興趣，更要有能力。

◎ 機會來了 自己把握

每次面試結果都因無相關經驗，慘遭滑鐵盧。天無絕人之路，在升大四暑假

時，申請到美國work & travel兩個月派上用場，應該也可以算打工經驗，而我工
作的就是飯店整理房間的room attendant（後來才知道就是飯店房務員）。把目標
更縮小到台南高雄附近的飯店業，只要飯店在人力銀行有開職缺，都可以嘗試看

看，面談前充分瞭解公司背景及工作內容，但也有一些看職缺還無法瞭解工作內

容的，面試過程也就不怎麼順利。直到有一天被引薦到，目前所任職的蓮潭國際

會館，由致遠管理學院（已改名為台灣首府大學），向高雄市政府ROT的教學飯
店，在董事長特助的介紹下，原來蓮潭會館前身即高雄市政府人力發展局，經三

年整建後，蛻變為全台灣最大的會議會館，並期許成為亞洲最大教學飯店。

◎ 加倍努力 創造奇蹟

進入飯店產業對非觀光餐飲科系畢業的我來說，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在公司

從行銷業務部開始學習，訂價策略、市場區隔、業務拜訪、公關活動，看著部門

內資深前輩應接不暇，而我卻一點忙也幫不上，只能不斷告訴自己，我今天一定

要比昨天多會一樣事情，慢慢從瞭解會館的客房開始，不同會議室的功能，餐廳

提供的特色餐點，觀察前輩應對的技巧，讓自己像個隨身碟一樣，隨時可以不斷

地存入，在需要讀取的時候，可以讀出自己的一套說詞。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熟悉後，被指派為2008年高雄旅展的負責人之一，似乎
又讓我踏回到，學生時代辦活動的時光。從前置文宣品的印製，場地細節的確

認，到表演活動的安排，參展人員的調度，推銷說詞的擬訂，一次又一次跨部門

的會議，為的只是將蓮潭這個新招牌，能矗立於高雄飯店業中。為期三天的展

期，參展的同仁講到沒聲音還繼續發文宣，沒安排參展的同仁，下了班自願前來

協助，擔心人手不足，沒有時間用餐及休息，在大家通力合作下，雖然非常累，

但累得很有成就，打了一場氣勢磅礡的開幕戰。

◎ 從「新」扎根 用心經營

隨著旅展的結案，公司將我從行銷業務部調往會議中心，希望我能更直接參

與第一線服務工作。感謝元智大學四年中所參與兩個服務性義工團體的經驗—元

智大使與生活尖兵，如果沒有一點點場地管理的概念，及音響器材操作的經驗，

公司可能不會把會議中心領班這個職稱交給我，工作內容從所有會場的整理，桌

型的安排，餐點提供，器材租借，到維修進度追蹤，保養時程安排，解決客人提

出的要求，檢視我們所提供的服務－投影機亮度不足、麥克風迴授干擾，是兩大

最常遇到的問題，在主管的授權下，與工程人員及相關專業廠商請教後，逐一找

出解決之道，就如同剛進公司一樣，要求自己每天一定要有進步，我一定要讓這

個月的顧客抱怨，比上個月還要少，並且想辦法讓同樣的抱怨不要再次出現。

經過一年會議中心的調整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正想展開自己的留學夢時，出

現第二次部門輪調的機會。可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在不同部門，跟

不同主管學習，接下來挑戰的是房務部的管衣室（管理所有客房床單被套及全館

員工制服的地方），看著自己工作的地方，從散落一地的布巾，到規劃層架依序

擺放，

整理從來都沒穿過的員工制服，依部門編排整理尺寸，能穿的就不要丟，該

報廢的就得申請新制服，一步一步將工作流程標準化，訂定工作守則。在改變的

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只能靠自己一點一滴向更資深，更有管理經驗的前輩討

教。

「沒有人什麼都會，但是如果不會就要問，請教別人」，這是在飯店業服務

二十幾年的主廚給我的忠言，也是我能在短短三、四年內，能從專員、領班，升

到後來的房務主任、副理，管理整個部門三十人的團隊，兩百間客房的唯一捷

徑。

作者介紹

李程朗  
2004年管理學院EMBA畢業現職：

立法委員陳根德特別助理協山通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作者介紹

鄧庶芃  
2006年企業管理系畢業
現職：瑞士/ Les Roches雷赫士專業旅館管理大學碩士班進修經歷：

2006年榮獲元智大學金質服務獎章2011年台灣首府大學 兼任講師2008年~2012年蓮潭國際會館專員、領班及房務部主任、副理

元智大學校友會第
八屆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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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通訊寄送及聯絡方式更正表＊     回傳FAX:03-4637488

學號 畢業系所 姓名 更正後住址 電話 手機 E-mail

● 畢業流向：□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考試與證照    □其他    

● 就業機構：□私人企業    □政府部門    □學校    □非營利事業機構    □其他

● 對於校友通訊寄送您希望□維持信函郵寄方式　□改以電子郵件傳送　□停止寄送

● 您願意主動參與母校校友活動，協助校友服務的工作嗎？    □願意    □不願意

● 您願意主動替母校宣傳，並與學弟妹分享經驗嗎？    □願意    □不願意

您會收到本刊物係您為元智校友，如您不想收到，請來電03-4638800*2214告知，
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徵才、求職照過來！
元智提供您求職、求才的管道

及輔導，您可以查看有哪些工

作機會，也可以將您公司的職

缺公告在網路上，求得專業人

才，歡迎您踴躍參與！

■  「我飛網─元智大學職涯資
訊服務網」資訊平台，除提

供桃竹苗區學生職涯就業資

訊外，並連結職訓局「全國

就業 e網」、「校園聯名
網」、「1111人力銀行」等各大網站，提供學生及企業單一網站即可以便捷
求職求才及瀏覽相關資訊之管道。

     ◎我飛網－元智大學職涯資訊服務網http://www.yzujob.net/

■  讀什麼科系、找什麼工作，不知從何著手嗎？請上「職涯線上諮詢系統」找
升學諮詢（升學、留學、進修等問題諮詢）、就業諮詢（「正式職缺」、「專業

實習」、「工讀」等就業問題諮詢），及工作經驗分享（「正式職缺」、「專業

實習」、「工讀」等工作經驗分享）。此外，還包括政策法規的專區，方便詢

問法規方面的問題。歡迎校友們隨時上網瀏覽。如您有意擔任我們職涯線上

諮詢系統的諮詢師，請來電03-4638800#2913或Email至wecare@saturn.yzu.
edu.tw。

     ◎職涯線上諮詢系統－http://www.yzujob.net/bbs/index.asp

■ 校友園地[求職徵才]：
     http://www.yzu.edu.tw/alumni

     聯絡人：校友服務 趙小姐
     電話：03-4638800分機2214
     傳真：03-4637488
     E-mail：proffice@saturn.yzu.edu.tw

賀 校友獲獎

●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Facebook粉絲專頁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yzu.alumni
●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Plurk粉絲專頁網址 http://www.plurk.com/yzu_proffice

★  工管系101級畢業黃建超校友（碩士班）獲產業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優秀

論文獎（指導教授鍾雲恭）

★  化材系98級畢業黃銓發校友與99級畢業蔡景元校友（碩士班）參加2012 年

先進功能材料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暨海峽兩岸博士生論壇分別榮獲優秀口

頭報告得獎、優秀海報展示得獎

★  光電系101級畢業吳維瀚校友榮獲 101 年「台灣資訊儲存學生論文獎」（指

導教授劉宗平）

★  通訊系101級畢業蔡雨泰校友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101學年度電機組特優獎

（指導教授黃正光）

★  電機系88級畢業林建憲校友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1年國家發明創作獎銀

牌獎

★  電機系101級畢業劉欣怡校友及李仲凱校友獲中國工程師學會101學年度資

訊組佳作獎（指導教授李慶鴻）

★  應外系100級畢業蔡孟璇校友與管院經營管理碩士班在學研究生組隊共同參

賽獲資策會「HOT 智慧生活創意創業服務設計競賽」智慧健康領域─金牌

獎（指導教授翁華鴻）

★  資訊學院資傳系101級畢業雷傑校友、資管系100級畢業謝孟潔校友及管院

101級畢業李亭潔校友研究團隊獲資策會舉辦之「HOT 智慧生活創意創業

服務設計競賽」校園雛形實證組─銀牌獎（指導教授徐業良）

★  資傳系101級畢業廖苡涵、賴冠宏、許又文校友以及李冠緯、陳建愷及呂嘉

勳同學創作團隊榮獲2012年4C數位創作競賽「遊戲創作組─PC類」大會金

獎（指導老師張弘毅）

★  機械系101級畢業李政諺、湯孟巡及鄭志清三位校友（碩士班），與大學部

湯文頡、鄧琬錚與林煜軒同學研發作品「雙軸差動式六軸機械臂」榮獲經

濟部2012全國機器人競賽「工業用機器人組」第1名（指導老師陳傳生）

■校友資料更新：https://portal.yzu.edu.tw/ 
 （個人portal→校友基本資料更新）（務必更新「畢業流向」、「就業機構」兩部分）

■校友服務連絡窗口：公事室 趙小姐
    電話：03-4638800分機2214
    傳真：03-4637488
    E-mail：proffice@saturn.yzu.edu.tw　

■ 系所聯絡請您先撥打元智大學總機03-4638800，再轉接各系分機，
    詳見校友園地最新消息

http://www.yzu.edu.tw/alumni/index.php/component/option,com_alphacontent/
section,2/Itemid,190/lang,tw/

校友資料更新調查 感謝配合
親愛的校友 您好：

好久不見！近況如何？

為了配合教育部教學卓越重點計畫以持續追蹤教育成效檢核機制，各系所

及公事室將進行畢業生資料庫更新及畢業流向調查，麻煩校友協助上網到個人

portal更新，或填寫下方表格「校友通訊寄送及聯絡方式更正表」傳真回覆，感
謝您的全力配合！

校友資料庫系統已於近年建置完成，為與校友保持良好互動掌握您的流向

動態，即時更新校友資料有助校友服務工作推動，您除了會接到系所主動調查

外，亦可依在校之學號進入portal輸入在學時期使用密碼，即可看到自己在學的
個人學籍資料及聯絡資料等。

在此懇請學長姊們若您的住址有變動，請多加利用此資料庫線上系統更改

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會定期發送即時元智大學電子報及校友通訊，讓校友知曉

校園最新動態與相關活動，若您不便上網，亦可以電話方式更正，謝謝！

若您需要重新設定或變更信箱密碼，不方便到校變更時，可於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親自撥打03-4638800分機2321，以便核對身份，若身份核
對正確，資服處同仁將會為您進行變更（隔天即可啟用）。

http://www.yzu.edu.tw/alumni/index.php/content/view/61/24/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於Facebook及Plurk 歡迎你加入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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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紀念品 緣繫元智情

承蒙各位校外熱心人士、校內師生、職員及校友捐贈，您的慨捐，元智不勝感激，珍款業已妥收，元智誠摯感謝您！

◎詳細捐贈資訊請參考網址：http://www.yzu.edu.tw/admin/pr/index.php/content/view/96/207/lang,tw/

元智大學紀念品網站—【元智酷樂網】提供的元智紀念品服務已獲得在校師生與

眾多校友支持，不僅校友上網購買自用，許多校友會開會紀念品、老師校外參訪贈

禮、校內活動紀念品也都透過【元智酷樂網】獲得滿意的解決。【元智酷樂網】希

望能發揮「緣繫元智情」的功能，透過有形的

元智紀念品，讓更多人與元智結緣，也讓元智

人無形的凝聚力更加融合。

徵稿

投稿請 E-mail：proffice@saturn.yzu.edu.tw

校友通訊將更正為年刊，定

期於每年4月發刊，舉凡激勵心志

的想法、溫馨感人的小故事、工

作經驗和心得分享，中英文皆

可，格式不拘。

【元智酷樂網網址】http://yzugift.colaz.com.tw  

元智意見交流  網上輕鬆說
您對元智的服務有意見嗎？您對教學

的內容有建議嗎？元智大學為了讓學生暢

所欲言，為落實顧客導向至上，以服務學

生、服務社會為原則，元智大學各單位網

頁設立「意見交流」專區，24小時提供服

務，只要您對元智有任何的建議，歡迎輕

鬆網上說，校方會立即處理。

您常為了找不到如何申請畢業證書、成績單或其他惱人的校友服務相關問題

嗎？您可以到元智首頁，進入校友園地，點選Q&A，即可找到相關解答。

http://www.yzu.edu.tw/alumni/

資源是有限×教育無止境 讓我們為元智、為下一代，攜手再創美好教育環境

校友會會員享7 折優惠！
︱元智終身教育部自辦課程︱

元智首頁「校友園地」                 解決您的大難題！QA&

元智終身教育部提供自辦課程學費折扣給欲再進修之校友，只要您是

畢業校友，即享有9折優惠；加入校友會，即可享有課程7折優惠，歡迎踴

躍報名參加！

◎近期開課訊息

．折扣一覽表網址：http://lifelong.yzu.edu.tw/net/discount.asp

．課程查詢網址：http://lifelong.yzu.edu.tw/net

◎元智大學終身教育部 

．校本部：03-4638800 #2490、2492 (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桃園學習中心：03-3760707 (桃園市延平路147號)

Yuan Ze Souvenir

【捐款方式】

★郵政劃撥

    請使用郵政劃撥帳號：「19461195」；戶名：「元智大學校務發展基金委員會」

★ 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寫「元智大學校務發展基金委員會」，寄至「320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元智大學校務發展基金委員會 公共事務室收 

★信用卡捐款意願書下載網址：http://web2.yzu.edu.tw/yzu/pr/IVY/donation.doc  

★聯絡電話：(03)4638800分機2317　　聯絡人：公共事務室 林小姐

感謝您的支持與指教，本校將依感謝捐助辦法致奉收據及專函感謝（收據可作為您年終減免稅之用）。

元智大學「無限安心就學專案」幫助元智同學在經濟上安心無慮，繼續學業。此案自97-2學期至今已受理367案，

補助學費、慰問金、生活輔助金等，發放近658萬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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