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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22 週年校慶  元藝綠動歡慶22
元智大學「元藝綠動歡慶22」校慶於2011年3月12日星期六於有庠廳舉行校慶典禮。為傳達元智大學推

動雙語大學之用心，全場以中英穿插方式進行。身為節能減碳模範綠色大學的元智，亦於校慶推出結合

環保作為主軸「風動節」二手市集等活動，讓綠色意識充滿校園。

典禮開始由甫成軍半年的元智合唱團，在通訊中心教授單豫庸帶領下，為校慶獻唱悠揚歌聲中開

始。並在林育羣「小胖」校友祝福母校生日快樂歌聲中完成典禮儀式。典禮上董事長徐旭東及貴賓桃

園縣吳志揚縣長都不約而同的針對311日本大地震提出相關的省思，徐董事長更鼓勵元智師生，應具
備國際化的視野，並關注全球資訊，掌握世界的脈動。典禮中也頒發多項榮譽獎項，包括元智學術講

座、教師績效獎勵傑出獎及青年學者研究獎，以表揚教授們在研究及教學上的辛勞，各獎項對於獲獎

老師們來說，都是莫大的肯定。

▲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鼓勵同學多了解
國際情勢

▲  元智合唱團美聲獻唱 ▲ 小胖校友祝福母校生日快樂 ▲  頒發榮譽獎項─元智學術講座 ▲  元智社團為校慶活動伴奏

第三屆  節能減碳愛地球
Flying Wind Festival

▲  風動節在一片歡聲雷動的掌聲當中，由董事長、校長、
元智董事會及歷任校友會會長熱鬧開幕

▲  師生跳瘋樂競賽比默契也展現創意▲  風動節展現各社團參與教育部社區服務之成果，元智弦
樂社帶領新街國小小朋友一同表演

▲  二手環保市集受到大家青睞，收集二收衣、推廣環保餐
具、減碳食品等

教育部公布100至101年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獲補助學校名單，元智大學獲得1億元補助。
此次全國獲補助學校共31所，本校所獲經費名
列第二，實屬不易。

元智「跨域‧樂學‧雙語大學」之菁

英人才培育主軸獲得肯定，以「建構創新

跨域學習課程」、「培育終身樂學世界公

民」、「發展卓越師資學習環境」及「打

造國際化之雙語大學」為本次教學卓越計

畫四大分項計畫。

元智大學今年歡慶22週年校慶，3月12日校慶日於二、三、七館前紅磚道舉行第
三屆「風動節」系列活動。開幕儀式邀請元智大家長彭宗平及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

東蒞臨勉勵。

今年「風動節」系列精彩活動結合綠色示範大學主軸，包括「跳樂瘋」導師生

跳繩競賽、「節能愛地球．雨林大冒險」迷宮探險、「有愛．無暴力」社區結盟親

子闖關園遊會、二手市集、「服務新世代．社區無圍籬」社區結盟動態成果發表會

等等，各社團攤位前聚滿人潮，生生不息的校園，更證明了元智有著飽滿的活力，

迎向充滿希望的未來。

元智大學「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獲補助金額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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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節能省電有一套 通過「2010年溫室氣體查證」ISO14064認證
 元智大學對於溫室氣體減量一向積極且用心，連續兩年獲得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認證，為國內第一所完成2009年及2010年溫室氣體盤查認證的大專院校。

2011年在校園環境安全衛生再創佳績，獲選為教育部99年度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北區唯一示範學校。

地球環保乃全體地球公民的責任，元智大學為善盡大學對於環保之社會責任，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作

業，以確實掌握溫室氣體排放情形，並以每年減少溫室氣體1%為目標。

元智大學創校邁入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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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來
獲選為全國十二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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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獲得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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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校園環境安全衛生再創佳績，獲選為教
育部99年度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北區唯一示範學校，並於1
月20日成為國內第一所完成輔導認證之大專院校。透過校園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貫徹品質管理PDCA持續改善精
神，能使校園安衛管理更制度化降低災害風險。

▲  校園電力監控系統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震災的消息，讓大家為之震驚與難過，元智大學應外系發
起日本東北震災募款，於校內外進行募款活動，募款金額全數轉交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

會，期盼將台灣人以及元智大學的愛傳至日本，幫助日本早日重建。

募款活動由應外系同學發起，副教授吳翠華擔任指導老師，3月18日至23日間學生們
放棄假日休息時間，至桃園火車站、內壢火車站及元智大學校園進行募款，現場隨處可

聽到學生元氣十足且整齊劃一的呼喊聲，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鞠躬道謝，同

學們亦製作祈福紙鶴，回饋給熱情捐款的民眾，感謝其愛心與幫助。

本次募得金額64萬1千元已於4月1日轉交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

▲  校園太陽能候車亭 ▲  七館太陽能板▲  風光互補發電led景觀燈 ▲  校園便利商店協助廢電池回收站▲  校長與總務長接受「2010年溫室氣體查證」ISO14064認證授證

日本東北震災募款．元智應外傳愛日本

▲  同學們合力製作祈福紙鶴，回饋給熱情捐款的民眾，感謝其愛心與幫助。
▲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同學於桃園火車站
募款，傳愛無國界。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積極朝向與世界名校同步之「商管專業學院」模式發展，榮

獲教育部補助99學年度「大學校院商管專業學院計畫」
858萬之肯定，為所有大學院校惟二獲補助之學校。

教育部推動專業學院制度，目的即在引導大

學校院打破學科導向的學術組織分類，走向學術

性質、重視理論及研究的文理學院，或應用性

質、培育專業人才為主的「專業學院」。元智

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陳家祥表示，在商管專業

學院架構下，元智管院塑造學院文化，建立

整合及彈性之組織，以全新的思維面對當

前的挑戰，並提供師生最大的加值。

▲  建構雙語學院，成立英語專班 ▲  聯繫企業，推廣企業實習 ▲  永續就業合作，培育企業人才

管理學院獲教育部補助—

「大學校院商管專業學院計畫」858萬之肯定

賀 各項得獎名單
論文獎」

★  管院博士班行銷管理學群99級畢業陳彥君校友榮獲「第三屆溫世仁服務
科學論文獎」佳作

★  管院碩士班國企學群99級畢業方心怡校友榮獲「第三屆溫世仁服務科學
論文獎」佳作

★  管院經營管理管理碩士在職專班97級畢業王瓊慧校友與98級郭培明校友
榮獲卓越品質管理論文佳作獎

★  管理學院校友考上99年度會計師：卓泰佑、陳美君、鍾佳如、嚴友廷、
黃依玲、林姿君、陳宜旻及徐千惠等8位校友

★  管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原：管理研究所）92級李金田校友榮陞台
北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長

★  電機系99級畢業郭哲廷校友榮獲中華民國模糊學會99年度碩士論文獎第
二名

★  電機系碩士班93級畢業許沁如（原名：許修真）校友研發專利揚明國際
榮獲「第21屆十大傑出女青年獎」

教 職 員 部 份
★  工管系蔡篤銘教授接任國科會工程技術發展處100年度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門召集人，負責擘畫與推動全國工業工程管理的發展方向與重點研究

領域

★  化材系謝建德教授榮獲2010中國材料科學學會「材料科學傑出論文獎」
★  生技所魏毓宏教授榮獲日本生物技術學會殊榮—“The Young Asian 

Biotechnologist Prize”
★  資社碩士學程周韻采教授榮獲「美國艾森豪獎學金」
★  電機系魏榮宗教授榮獲電機工程學會「99 年度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學 校 部 分
★ 2010年11月終身教育部榮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金擘獎殊榮
★  2010年12月獲選教育部99年度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北區唯一示範學校
★  2010年12月機械系團隊以「TRiCmini應用於人際溝通互動之遠端臨場迷你
機器人」榮獲經濟部99智慧型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夢想實現組」佳作

★  2011年1月通過ISO14064通過「2010年溫室氣體盤查認證」
★  2011年1月獲教育部100至101年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1億元補助
★  2011年1月藝設系團隊獲環保LED燈設計比賽第1至3名佳績
★  2011年1月九十九年度教職員工保齡球錦標賽，榮獲大專院校團體賽公
開女子組第一名

★  2011年2月教育部100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榮獲績優學校殊榮
★  2011年3月藝設系指導學生榮獲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環保創意
設計競賽：「打亮你的電火球 綠色創意愛地球」全國首獎殊榮

★  2011年3月元智大學學生會勇奪全國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全校性學生自
治組織」特優等獎勵

校 友 部 份
★  中語系99級畢業洪碩鴻校友榮獲「第33屆時報文學獎」小品文組優勝
★  資工系99級畢業賴柏廷校友榮獲BioCreAtIvE III 國際生醫文獻自動探勘
競賽亞軍

★  管院會研所99級畢業劉佩怡校友榮獲「2010台灣效率與生產力學會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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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元智大學校友會第六、七屆理監事交接典禮暨新春兔年春酒、採

橘踏青活動於年後100/2/12(六)於新竹縣關西鎮舉行，計有新舊任理監事暨眷屬
共30人報名參加。

續任的許理事長應深先生暨監事長許評錀先生期許第七屆校友會能提供最

佳校友服務與活動推動各項業務蒸蒸日上，會中亦邀請校長彭宗平參與此次交

接典禮活動。本次理監事交接活動席開三桌，上午許理事長特別招待理監事們

至其關西老家喝茶，期間還安排寒流中採橘春趣盎然，為第六、七屆理事交接

增添年節活動氣息。

第七屆校友會理、監事與秘書處工作人員名單如下表。

職稱 姓名 所屬系所 職稱 姓名 所屬系所

理事長 許應深 管研所 榮譽理事長 傅慰孤 機械碩士班

理 事 林祈明 化材碩士班 榮譽理事長 徐嘉鴻 資管碩士班

理 事 張永青 管研所 監事長 許評錀 管研所

理 事 連建欽 資工系、電資所 監事 段台民 機械碩士班

理 事 廖詠濬 工管所 監事 李純櫻 管研所

理 事 羅偉嘉 資工系 監事 古秀烽 機械碩士班

理 事 陳建州 管研所 監事 鄭清文 資社所

理 事 譚怡陽 電機系、電資所 理 事 姜義賓 社政系

理 事 陳隆全 管研所 理 事 葉致銘 機械系、機械碩

理 事 李榮維 管研所 候補監事 徐宴淋 管研所

理 事 廖正賢 企管系 候補理事 宋秀珊 應中系

理 事 黃英茵 管研所 候補理事 林家慶 工管系

理 事 徐瑞陽 管研所 校友會洽詢專線：03-4638800轉2214

「系友回娘家」各項活動即將於100年5∼7月辦理，各系所規畫日期如下
表，欲知詳情歡迎來電03-4638800，再轉接系友服務窗口分機！

系所 活動窗口 活動日期 系所 活動窗口 活動日期

電機系
饒哲維先生 

(7105)
5/28 資工系

林英期先生 
(2372)

6/4

機械系與

先能所

陳怡如小姐 
(2451)

6/11 資管系
葉婉瑜小姐 

(2790)
7/9

通訊系
羅文伶小姐

(7302)
6/11 社政系

陳麗娟小姐 
(2162)

6/11

光電系
林逸倫先生 

(7501)
6/11 應外系

巫安盈小姐 
(2726)

6/11

化材系22週年校慶
系友回娘家暨師生聯誼活動

各系系友會活動日期預告

傳承∼中華民國元智大學

歡迎加入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粉絲行列：
https://www.facebook.com/yzucems?sk=wall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於元智大學22週
年校慶活動日 (3/12)，在二館2樓舉辦「系友回
娘家」活動。化材系學會特別準備餐敘聯誼，

安排吳和生主任、林秀麗老師、余子隆老師、

廖朝光老師與學長姊們的師生相見歡好好的敘

舊！ 
活動開始由吳和生主任介紹母系現況，並

向系友介紹「校友資料庫」使用說明，希望學

長與學姐經常進入此資料庫更新近況，與母校

保持密切聯繫！另外特別推薦化材系除了每年2
月、9月【化材通訊】電子報，最近亦成立臉書
【facebook】平台，藉由此平台可更快速獲知
系上發展近況、最新活動及就業訊息等，更希

望藉此串聯散聚四處的系友，強化歷屆系友們

之連繫，更加拉聚系友及師生情誼。 

▲  中華民國元智大學校友會第六、七屆理監事順利交接

第七屆校友會改選與交接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為配合元智大學22週年校慶活動，並增進系友情誼、

提昇師生間互動與情感交流，特於三月十二日假元智大學活動中心B1陶邑餐廳
舉辦工管系系友會。鄭春生主任、陳啟光老師、蔡篤銘老師、孫天龍老師、丁

慶榮老師、范書愷老師及林瑞豐老師等師長撥冗蒞臨會場，前任系友會吳炎崑

博士、趙新民博士及林家慶先生等理監事及多位傑出系友均出席此活動盛會。

活動在鄭春生主任介紹工管系近期發

展與成果中揭開序幕，系友們深刻感受到

系所的成長與兌變，主任亦期許在招生工

作日益維艱的過程中，業界系友能廣為母

系宣傳，發揮渲染力，提供實習、就業員

額並鼓勵同事在職進修，為凝聚工管人向

心力，本系亦將定期邀請傑出系友們蒞校

與學弟妹傳承學習經驗並分享工管系之未

來就業發展。

活動中辦理第二屆理監事長改選，透

過與會系友之熱烈提名與投票，會中選出

第二屆理事長張啟昌博士(中山醫學大學
應用資訊科學學系助理教授)、監事長陳
佩雯博士。新任理事長發表當選感言，期

勉未來系友會在新任理監事成員之運作推

動下，積極辦理各項學術及聯誼性活動，

以聯絡系友情感。

民國100年工管系友校慶回娘家
恭喜張啟昌學長當選第二屆系友會會長

由中華民國元智大學校友會及中華民國企管菁英協會共同舉辦年度盛宴「歡聚99．迎向100」校友尾牙餐會活動，於100年1月22日在中壢綠光花園盛大舉行，席
開三十六桌。活動由元智大學資傳系外籍學生雷傑以一曲「Guantanamera」熱鬧開場，主辦單位更安排多項表演、遊戲及抽獎等活動，增進校友間的互動，場面溫馨
歡樂。

元智大學校友會第七屆新任理事長許應深與企管菁英協會楊中一理事長均表達感謝大家前來歡聚。校友會為校友與學校間的橋樑，許理事長希望如彭校長期

許，元智永遠追求第一，校友會亦應同步成長，一同追求永遠的第一。楊理事長希望校友會的發展可以更獲得校友們的肯定。更希望學長姐的成功是良好的模樣與

基礎，呼籲校友們選擇人才時要以元智人為第一優先考量。

晚會安排了許多表演活動及遊戲，以增加校友們間的互動，除了精彩的歌舞表演外，年終餐會更是少不了抽獎活動，有禮券、精美禮品等多項大獎回饋

校友。活動最後更致贈感謝狀予本屆理事們，感謝他們的努力與資源募集，年終餐會就在一片歡樂氣氛中圓滿落幕，校友們互

相道賀，並期許迎向更美好的100年。 

「歡聚99迎向100」年終餐會  凝聚校友情感再出發

▲  彭宗平校長兔年祝福，將兔子rabbit一字拆解為rich、active、bright、beautiful、intelligent、thankful與所有人勉勵 ▲  資訊學院校友夫妻檔闔家演出

3

校·友·活·動 YZU Alumni Newsletter vol.26



2010年9月1日信義房屋全國月會上，一名到職未滿9個月的一級專員李育

銜，拄著拐杖一階一階緩緩的走上台北教育大學大禮堂的舞台，接受來自全國

信義人的滿場喝采。這個月，他破了信義房屋近三十年來新人單月業績的最高

紀錄（524萬），7月拿下新秀獎，累積5次龍虎榜，2010年底他挑戰成功達成信

義房屋新人年度業績破千萬的紀錄，是什麼樣原因造就他如次強烈的成就動

機？

◎通過老天爺的試煉，相信生命必有它「存在的價值」

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超過兩千名台灣人的生命就此停留在這奪人

心魄大地震發生的那一刻，無數家庭一「震」不起⋯【以下是信義房屋阿銜的

故事】

921地震讓父母親幾十年來努力的心血，一夕間化為烏有，隨之而來千萬的

負債，讓住了15年的家被迫法拍，全家自此開始了租屋的生活，這個突來的巨

變，讓李家失去了一切，歸零之後，也讓身為獨子的我，開始思考一些事情，

改變了對未來人生的方向⋯。

從高二開始就學貸款，半工半讀至今，那份不讓父母親為我生活及學費擔

心的堅持，成為驅使我不斷成長的原動力。1、工作薪水2、獎學金3、比賽獎

金，是我生活費的三大來源。在爭取過程中，必須不斷提升自我競爭力。工

作、辦活動、維持課業、參加比賽、擔任多個社團重要幹部、創業⋯。老實

說，大學至今，一直處於忙碌的狀態，時常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但在每個階

段，我體驗了和一般大學生不一樣生活，雖然辛苦，卻十分值得，以下我想與

您分享我大學收穫最豐的三個區塊：

1.專業領域－課堂上學不到的實務經驗，最實用
 本身主修財務金融，從大二下開始便感覺課本上的知識跟不上這瞬變時

代，唯有實際的投資操作，才能培養出敏銳的市場觀察力，於是透過保

險業直屬學姊引薦，開始在英國保誠人壽接受紮實的理財規劃訓練，並

順利考取兩張保險的專業證照。現在回想起，那段日子所學，真的十分

受用，憑藉著理財的專業知識，給予符合客戶需求且完整的保險規劃，

是一種難以言喻，幫助別人的成就感。當時的我是通訊處最年輕的業務

員，背負著超齡的壓力和課題，挫折是家常便飯，但經歷過後，大幅提

升了我的抗壓性，也養成了我對世界經濟脈動，隨時保持敏銳度的習

慣，我相信「力量來自於層層的焠鍊」，提早體驗現實社會，是最快內

化課本知識的捷徑。 

2.社團領導－學習管理，累積人脈 
「社團」是我大學四年修的最用心，也是收穫最多的一門課，四年來，

我所擔任的社團職位如下： 

大一－台中德光文教基金會志工隊副隊長

大二－元智大學親善大使團（第三屆元智模範大使）

大三－元智學生會主席、元智財金系副會長 

大四－元智學生會會長

隨著資歷增加，所領導的社團規模也一直成長，很慶幸自己能夠在夥伴

支持下，擔任社團領導人，但這也意味著所背負的責任越大。我並非是

個按部就班又制式化的人，每個活動發想，都希望能跳脫過往的框架，

所以「創新」是我帶社團核心價值，凡事必須有意義並且有趣才有執行

的必要，這也是95元智學生會slogan－「有『心/新』才敢大聲！」的由

來，讓夥伴在有趣的氛圍下服務學習，並成就一件有意義的事，對我而

言是一件十分快樂的事！

我個人感覺社團領導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帶領夥伴齊心實踐目標，我

以3T跟大家分享：T-（Touch）先讓夥伴們因共同理念而感動→T-

（Trust）相信夥伴能夠完成任何事（搭配經驗傳授）→T-

（Together）和夥伴「一起」完成目標，每一個環節都很重

要，但這會隨著經驗的累積而慢慢體會，如何帶人又「帶

心」，這種能力是市場上永不變的需求。因此，加入社團要

主動爭取擔任幹部甚至是領導人，才有價值，我從中發現，

我所獲得的，不只是一群朋友而已，站上高點才能看的更

高更遠，格局變大，有用的人脈會自然累積，而成為21世

紀最搶手的資優生（以往成績好的人被稱作資優生，但現

在資優生被定義為－內外部資源豐沛的人才）！

3.比賽經驗－要成為「大聲牛」，「失敗」是最營養的牧草
在「江湖」上，我有另外一個稱號－「獎金獵人」，從校

內各大競賽到全國性商業競賽，都可以看到我和不同團隊

夥伴的身影，成績還算不錯（大學四年至今約30多個獎

項，比賽獎金+獎學金合計約20多萬元）。參加比賽對我

而言有三個意義，1、賺取獎金（維持生活）2、自我實

現3、累積人脈。而獲獎的秘訣，我想，就是Guts（膽

識）。李焜耀曾經說過：「膽識就是在正確的時間上，

做出超出自己熟悉範圍的事」。確立目標後，就開始規

我的「格局」我做主
作者介紹

李育銜

財務金融學系（2008年畢業）
信義房屋信義店主任

畫，衡量自己能力，嘗試去突破自己，才能不斷精進，一定會遭遇失

敗，但值得慶幸的是，這只是場比賽，重要的是過程，每一次的失敗，

都能使我變得更加成熟，但這並非有勇無謀的不斷試誤，精煉過後的思

考，才能創造差異化，提升個人價值，但前提是，我願意去試。

◎一切可能，總有個開始∼在「信義房屋」實現對家人幸福的承諾

因為老天爺的考驗（921地震），「家」變成了感覺熟悉卻又陌生的名

詞，我從中看見了漸漸老邁的父母，這十幾年來心中的遺憾，在母親確定罹患

膀胱癌後，我更深深的體悟，前Google全球副總裁李開復所說的：「人生到了

這個階段，很多事，再不去做，真怕自己來不及。」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在短時

間內累積財富、人脈和眼光，給父母親一個屬於自己－最溫暖的「家」，因此

我在退伍前，便決定以挑戰性及獲利最高的大安區房屋仲介，作為我的第一份

職業，並以兩岸深耕且最重視人才培育的社會公民企業－「信義房屋」為唯一

選擇。為了提升競爭力及給予客戶更優質專業的服務，在軍中便報名參加「98

年不動產經紀人」國家考試。在9月21日退伍後，沒有休息，隔天便北上補

習，為期近三個月的辛苦衝刺，2010年3月果然順利金榜題名，或許是因為高

度積極和強烈的企圖心，使我獲得當時信義房屋大安業十區區主管信副總的青

睞，選進信義房屋97、98及99年至今全國業績冠軍店－信義店，和連續十年全

公司Top1明玉執協一起共事，感謝老天爺給阿銜這麼好的環境學習，讓我更加

堅信，我可以在信義房屋實現對家人「幸福」的承諾。

◎感謝折磨你的人，相信「凡事都有最好的安排」

房仲業的淘汰率相當驚人，業績壓力和超長的工時，是存活最大的關卡，

原以為自己可以從容面對，但事實不然，前三個月業績掛蛋的撞牆期，不斷地

打擊我的自信。我發現自己茫然的站在十字路口，挫折感壓得我挺不起胸膛，

接連的打擊讓我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我對自己過去所學開始疑惑，過分投入

工作，也讓我結束了一段刻骨銘心三年多的感情。我開始高度懷疑自己，進入

了人生的黑暗期，所幸此時在客戶介紹下，接觸到LMI(Leadership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認識了我兩位人生的導師－Faust&Wisdon，引導我正向的思

考、邏輯的規劃、有效率的執行並養成成功的習慣，他們告訴我：「生命是一

趟旅程。『神若引導你走你所認識的路，則你受益不多，祂定規要你走你所不

認識的路，叫你無奈。當與祂有千百次的談話，以致這路程在祂和你中間，變

成一個永恆的紀念。』」轉念後，所有的逆境頓時都成了我成長的養分，我體

悟「凡事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帶我的堡聰店長和信億師父常說：「要感謝

折磨你的人，相信『凡事都有最好的安排』」，這句話成為我的座右銘。我不

再哀傷自己失去了什麼，開始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一切，知足感恩的心，讓我面對客戶拒絕，不

再沮喪，反而更加積極去思考失敗的原因，解

決問題，一步一步向前行。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921地震，第一時間進入災區救災的不

是政府，而是民間志工團體，他們沒有怨言

無私的幫助，帶給災民感動的溫暖，我永遠

忘不了志工阿姨那單純付出的微笑。我常

在想，做什麼事或是什麼狀態下，自己內

心會感受到真正的喜悅和平靜，對我而

言，似乎就是「Helping People」，也因此

訂下了我的人生使命「影響廣大的人們，使

其正向的質變，成就自我，進而改善這個社

會」，要讓自己不斷成長到能帶給台灣一股

向上力量的人，感謝在育銜生命中出現的

每一位貴人，期許自己成為自己與別人生

命中的天使，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的更加

堅定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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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曾從921的巨大傷痛中走出來，日本正承受另一場百年來最慘烈的地震以
及海嘯災難，居家風險的管理，一時成為人們關切的話題。近日與鄰居在屋後散

步時發現一群大魚在新店溪中跳躍，他說，如果發生災變時再也不怕沒得吃了。

我反問：你有漁具嗎？會釣魚嗎？會網魚嗎？會鑽木生火嗎？他聽得楞住了。

以居住條件來說，台灣是一個系統風險特別高的地方，颱風、地震、水災、

旱災、土石流、傳染病等天災，無一能倖免，再加上中共武力外在威脅以及竊

盜、綁票、詐欺等內在人禍，使居民對於生命及未來充滿著不確定感，這些武裝

移民的後裔，在選擇居住地點方面，也發展了一套奇特的技巧。

先祖大約在雍正末葉由泉州渡海東來，當時拜「八堡圳」引進濁水溪水之

賜，彰化平原己經開發成為米鄉，晚到先祖只能往東尋覓，在八卦台地落戶墾

荒。頂端平坦的八卦台地高度在三百公尺左右，尚無資格被稱做山，只能算是陸

棚被菲律賓板塊向面撞擊，應力被西方鹿港高地檔住而隆起的一條小丘陵，北端

在大佛附近被大肚溪切斷，南端在松柏嶺接濁水溪。台地南北長32公里，東西寬
只有4至7公里，完全符合東北西南走向的「震旦方向」，是彰化平原與台中盆地
的天然分隔線。西麓以彰化斷層線跟彰化平原分界，是偏佈懸崖峭壁的「逆衝斷

層」，地底泉水老早流失，加上面向西方，太陽及西北風都不利於居住。東側則

是一派平緩的坡地，地脈未被截斷，地層中不乏湧泉，人口比較密集。地形呈南

高北低，大佛附近只90公尺，南段橫山有422.6公尺高。
我國人選擇住居，以南向為首選，東向次之，目的就在減輕烈日以及北風的

危害，除此之外，接近水源以及閃避水患都是選址條件，所以水源豐沛而地勢高

亢的東麓坑谷兩側，便成為後到移民的聚落集中地。先祖落腳地點在74號中彰快
速道路稜線南側，村名叫「大竹圍」。台灣以竹圍命名的地點很常見，意思是指

在村落四周種植刺竹當圍牆。刺竹枝幹高大堅韌緊密，間隙佈滿利刺，砍除或通

過都十分不易，而且耐旱耐溼，生命力特強，無論在盜匪橫行的年代，須與平埔

族戰鬥的時代，甚至集體械鬥的時代，都是有效的外圍防禦工事。村民通常在內

圍加修佈滿荊剌的石頭圍牆以及槍堡，夜間由村丁配備土狗輪值警戒。為了加强

「自力救濟」的武裝實力，農閒時集資聘請國術師父教導村丁武術，大伯父即是

居家的風險管理—

「意外與明天，不知何者先至」

擁有徒弟數千的白鶴拳宗師，家父也自然打得一手好拳。為了增強娛樂及軍事動

員效果，村丁除了學習拳腳及兵器功夫外，還配合廟會活動操演舞龍、舞獅以及

宋江陣等傳統團體武技。

當時村落或民居大多符合背山面水以及居高臨下兩個條件。植被濃密的背後

山坡可以擋住強風並阻斷盜匪入侵，大股匪徒入侵時也可以充做短期避難場所，

面水可以確保水源不虞，兼收魚蝦之利。居高臨下的目的是避開水患，而且視線

佳，容易偵知盜匪的動靜。門前那條水，也是很講究的，如果是泉水，最好終年

不斷，若有乾季斷流現象，須另鑿井備用或者挖口池塘儲水，如果是溪流，頭尾

兩端須向內彎曲，以科學眼光來看，靠住家這一邊叫「堆積岸」，河岸只會越來

越寬，住屋基地不會有被掏空的危險。

筆者大部份親戚都住在雙冬斷層與車籠埔斷層中間那塊南北長100公里，東西
寬5到20公里的浮動板塊上，88年921大地震發生時，地塊往上跳升3到10公尺，也
往東北滑動了7公尺。這個地塊經過300萬年來無數次的斷層錯動，部份地段已經
比鄰接的台中盆地高出千把米。住在斷層線上的親戚，大災小災，無一倖免。他

們對於大災變的反應，呈現兩極化，樂觀的說：大難不死，再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了，悲觀的人則被嚇破了膽，長年神經緊繃，惶惶不可終日。

在都會區，無法再講究地理條件，但一些前提還是可以遵守的，比如說，住

屋靠近警憲單位，宵小比較有所顧忌，若有詐騙集團威脅要到「貴府」相堵，可

以大方的指引對方：就在某某分局旁見面好了。選擇警衛森嚴的社區型住宅，比

較有安全感；地勢高一點的地區，不容易淹水；還有，靠近山水交會地帶，萬一

戰亂或天災截斷了維生系統，還可以就近張羅柴火以及用水或者捕點魚鮮，自力

支持幾天。媒體報導翁倩玉看到921大地震後三天災民便透過SNG抱怨斷糧斷藥
時，驚訝地說：「台灣人太缺乏危機意識了，日本人民至少都會自備七日份以上

維生用品。」翁小姐的提醒絕對不是苛求，瑞士的敵情觀念更高，他們的基本戰

備補給是六個月，而且，還包

含武器彈藥。這裡不是瑞士，

不能自備武器，但畢竟是「武

裝移民」的後代，儲藏室中隨

時存放些醫藥以及生活補給

品，客廳掛著反曲弓一把，幾

隻獵箭，一陣涼風吹來，牆上

的開山斧也會噹噹作響，當

然，牆角也塞了一些釣具以及

魚網。

Sunshine greetings from Malaysia !!!
I am glad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write an article about my two-year 

experience at Yuan Ze University. This has given me an excuse to put aside other tasks 
at hand and refresh those sweet memories I had at Taiwan. Looking at the pictures 
taken with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Taiwan, I know that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without studying at YZU.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loves” at YZU  as following:
♥  I love the YZU campus indeed. The greens and flowers, the buildings, our very own 

library, the classrooms, the venues we held the events, the corridors we had a chat 
with good friends and many more. The studying environment is wonderful and the 
various leisure facilities enable students to enjoy their campus life to the full.

♥  I love the changing weather at Taiwan. The sunshine, the wind, the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the day and night. I enjoyed walking to the school and having 
breakfast in the foggy morning; cheering for my friends during sports day at the field 
in the sunny morning; playing kite and picnic with my classmates when it was windy; 
chatting with my classmates about our future at the rooftop in the evening; cooking 
Malaysian food for my friends in the winter; and looking at the stars at mid night 
lying on the field with my friends. I miss all those precious moments with my friends 
at YZU.

♥  I love my classmates and friends. Our class is unique in a way that we ar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 cultures and home countries.  We exchanged ideas, debated for 
group projects; we laughed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We had 
many wonderful experiences together. 
Today, we still stay in touch no matter 
where we are.  

♥  I love the staffs who had been supporting 
and encouraging us throughout our stay at 
YZU. They took good care of us and helped 
us to adapt the new environment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ith that, they helped to ease 
our homesick, especially for the international 

作者介紹

許評錀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EMBA(2001年畢業)
中華民國元智大學校友會第七屆監事長

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  住在山水交會處，緊急情況下比較有存活的機會 ▲ 九年了，被理光頭的九九峰仍然接近全禿

▲   921大崩山 ▲   白鶴拳宗師

作者介紹

By Lah Wan Yee（林婉儀）
Alumni of YZU, MBA (graduated in 2009)

 Lecturer, Faculty of Hospitality & 
Management, UCSI University, Malaysia

PhD candidate, Asia e University

students.
♥  I love academic research since studying at YZU.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professors, I am not afraid of academic research anymore and start liking it. This is 
important for me as an academician to practice life-long learning.

♥  I love the exciting events we planned and organized at YZU. As th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ociation (InSA), I involved actively in organizing cultural 
events, school activities and reunion gatherings. Although I was very busy every day 
in school, but I was happy to see my friends happy.

Last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each individual I met in YZU. I 
miss you all indeed. Hope to see you all again soon. 

I am proud to tell everyone that, “I am proud being part of the YZU big family”.

An Eventful Life @ Y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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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小看女性研究員影響力，柔美的外表下也深藏韌性！工研院機械與系統

研究所研究員許沁如（原名：許修真），從事照明及顯示器領域研究7年多
來，不僅屢獲國際發明大獎，還協助國內產業突破國際大廠的專利壟斷，提升

自主性。傑出的表現，也讓她和高球女將曾雅妮等並列，勇奪中華民國第21屆
傑出十大女青年獎。

沁如於2004年畢業於元智大學電機所光電組，當年是張明文 教授與劉宗
平 副教授共同指導，她很感恩兩位恩師對她的關懷與指導。尤其是當她遇到
難題無解時，教授們總是引導她轉向積極和正面的態度去思考問題，讓離鄉背

井的她感受到有如家人般的關心與溫暖。讓沁如印象深刻的是，每一年實驗室

總是大學長帶著底下的小毛頭一起去張老師家拜年，師母熱情的招呼著這一大

群小朋友；即使現在從元智畢業7年了，但是老師、師母對我們昔日實驗室的
大夥們仍然就像是對待家人一樣的關心與重視！

沁如從元智大學電機所畢業後至工業技術研究院任職已有7年的時間，在
任職期間，她與團隊多次榮獲國內外發明及創作大獎；包括2007年以「投射燈
用之耐熱型防眩控光膜片」榮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光學類金牌及俄羅斯大使特

別獎、2008年以「立體排列高光效LED模組」榮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電子通訊
類金牌及俄羅斯大使特別獎、2008年以「光情境磨法師」榮獲匹茲堡國際發明
展金牌及大會評審傑出獎，2009年更同時獲得兩項國家發明創作獎銀牌之殊
榮：生活用品類─「負焦型反射式燈具之結構」與半導體─「曲線型光學調制

元件及具有該調制元件之背光模組」，成績亮眼。

能榮獲十大傑出女青年獎，學姊感恩一切都是機械所團隊大家辛苦的功

勞。但她也希望藉此機會感謝家人的長期支持與鼓勵，感謝公婆幫她分擔孩子

的教育，謝謝父母親「凡事盡力、盡本分」的人生態度給了她無比的力量，最

感激的是老天讓她認識了一位具責任感又體貼的老公，讓她可以在枯燥的研究

工作中憑著韌性與堅持，揮灑出一片天。

最後，沁如想以四句話來分享：「盡本分、多溝通、做好事、存好心」。

首先「盡本分」在學校時努力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再來「多溝通」是

即使有才能要能夠講出來讓人明瞭，不管是口語表達或是應對上能力都很重

要；而「做好事、存好心」的人大家才會喜歡他，他也才會受到很多人的幫

助，總覺得一個人成功不是自己成功，一定是受到很多人的幫助；感謝元智昔

日提供給學生相當多的資源，學弟妹在學時期要能善加利用學校資源加上自身

致力專業學習，必能創造出為自己美好的未來墊下紮實基礎，有助職場精進學

習。

別小看女性研究員影響力
柔美的外表下也深藏韌性

人生可以這樣過：快一點、短一點；慢一點，長一點，您選擇怎樣過？⋯

叮噹⋯⋯叮噹⋯⋯，手機音樂鈴聲自辦公桌案響起⋯⋯，這時候我正與同

仁們討論明天的勤（任）務安排，但，電話號碼顯示「松榆兄」來了！事不宜

遲一接起回答，電話那頭劈頭說：「波麗士(Police) 大人，下班吃飯去！」我
看了一下腕錶，已經17點30分，我問：「吃怎樣的？」，他回說：「就吃飯
啊！」⋯⋯？匆忙結束辦公室會議，拋下一臉錯愕的同僚，拎起背包，帶著莫

名奇妙的興奮直接奔向約定的餐廳！⋯⋯果不其然，那群97EMBA不知為何而
吃的同學們都在場！

松榆同學（元智自行車隊靈魂人物），原來以騎單車為號召，希望大家運

動、健身、交朋友，我也擲重金將單車、裝備等所費不茲備齊，興奮的加入車

隊的行列；但，總是這樣，不需特別的理由、原因或議題，只要靈魂人物一號

召，97EMBA的同學甚或96學長們，不管從事醫療、財經、公教等各行各業的
同學們，總會排除障礙與困難暫時放下手邊工作而聚集在一起，三五成群、志

同道合的將空氣中的氛圍凝聚成融洽、和諧與歡樂！⋯⋯在這清明時節雨紛

紛，每逢節日倍思親的寒冷春夜，看著聚會時的照片，回想起大夥歡聚、怡然

的幸福指數，對於平日處於生硬而嚴肅的工作職場的我來說，無疑注入一股滿

懷的溫熱與感動！     
基於大家公、私兩忙，加上貴婦同學們經常偷賴，只聚餐不騎車，為了讓

更多願意迎向陽光生活的同學們不要因

為畢業而〝宅〞在家中，我們積極按月

籌辦活動，而每一次的活動進行都能看

到同學們無私、無我，在分工合作中成

就更多圓融與喜樂，也領略到生命中毫

無壓力、負擔的快樂！如果學業有成，

又能藉由一次次活動的聚會讓家庭幸福

美滿，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為了不讓車隊只侷限在吃、喝、玩、樂，我們也自行籌組「英文研習

班」、參與「雄獅企業」訪問及各項文藝參訪活動，雖然不像國際獅子會、同

濟會等團體有著雄厚財力作後援，但發自內心主動的熱情卻源源不絕，我們崇

高的希冀在行有餘力的將來，能回饋社會一分微薄的力量，例如：關懷弱勢、

濟助貧困等等，於是在100年1月18日下午2時28分隊友同學們經過討論，決定
將元智自行車隊正式更名為元智EMBA聯誼會，參加首次的「創設會議」，雖
然不像「武昌起義」時的雄壯威武，但我們這一群同學們感覺好像在寫歷史，

有種無上的榮耀和使命感瞬時湧上心頭！一系列的活動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吃

飯」中醞釀產生。

《紅樓夢》中的「好了歌」這麼寫：世人都想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

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人生可以這樣過：快一點、短一點；慢一

點、長一點，您選擇怎樣過？⋯⋯歡迎所有熱愛怡然自得的元智EMBA同學
們，在來得及的當下，讓生命融入更多喜樂以迎向深不可知的未來！

最後謹以此文再次感謝元智EMBA聯誼會的同學們：出錢出力－振雄夫
婦、魏大哥，美工設計－涵潔，財務－惠文、美玲，揪團達人－琬瑜，保險專

家－秋萍、慧玫，醫療顧問－璋驥、依婷、旭峰，抄熱氣氛高手士箴、漢瑜，

攝影專家：建州學長，⋯⋯喔！族繁不及備載，沒感謝到的在此一併致謝，因

為有你們的熱心參與才能讓聯誼會永續發光、發熱！

作者介紹

吳育瑄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EMBA (2010年畢業)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警官

 怡然自得活在元智EMBA

歐洲留學的酸甜苦辣

作者介紹

許沁如(原名：許修真)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光電組(2004年畢業)工業技術研究院 研究員
中華民國第21屆傑出十大女青年獎

作者介紹

戴明宏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2003年畢業)德國Bremen大學學生會會長

自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畢業後，經過當兵轉大人時期，進入職場幾年

後，我毅然決然放下一切，拿出所有積蓄與父母的部份贊助100萬新台幣左
右，前往德國Bremen大學攻讀管理企管碩士學位。

大學時期的我功課普通，但積極參與社團活動與國際交流活動，嚮往遊學

大夢，雖未能即刻前往國外就學，但從未阻斷這份心意！憑著旅遊德國的美好

經驗、好朋友的建議下，原本想就讀英語系國家的我，經過多方打探，投入了

教育制度完善的德國專為國際學生打造、英語教學為主的Bremen大學攻讀管理
企管碩士學位。在德國念書打拼的七百多個難忘日子，抓緊學習空檔到義大利

三次、倫敦兩次，更到過捷克、荷蘭、丹麥、瑞典、奧地利、西班牙旅行。還

曾經差點流落羅馬街頭，夜宿小旅館的儲藏室；但也曾經跟德國家庭舒舒服服

的到丹麥度假村度假，去西班牙拜訪朋友過當地人的生日，去瑞典的Ice Bar喝
到這輩子最特別的調酒；在布拉格住到有如鬼屋般恐怖的青年旅館，在南義大

利被盯上差點被搶等等，在哪幾年歐洲自助旅行過程中，為自己譜下了許多的

故事。

很慶幸自己在元智大學求學時期社團經驗豐富，大二與志同道合夥伴加入

了生活尖兵，在大三時期擔任幹部，學到許多溝通技巧以及應對能力。因為大

三擔任生活尖兵活動長資歷，參加義工交流活動而有機會能到劍橋、倫敦9
天，並且與英國學生有頻繁的互動，有機會和大家一起到老人之家服務、一起

玩團康遊戲⋯⋯，另外加上幾天的的半自助旅行的行程。這次的經驗，不只是

我第一次的自助旅行，也發現自己很喜歡歐洲的環境，奠定我畢業後前往歐洲

留學的根基。

在歐洲，學生們很習慣在課堂上發言，感覺上每個學生都很厲害，且都很

能言善道，反倒是我一開始很不能適應，因為語言上的障礙很害怕被教授點

到，在歐洲待上一個月後，才漸漸熟悉當地生活，克服了害怕發言的障礙，也

與班上同學熟絡了，才感覺到自信、自在又找回來。在最後的幾堂課裡，教授

更表揚認為我的進步很大。歐洲學校的課程安排與台灣真的很不一樣，是一週

一門課，因為教授幾乎都是外聘遠道而來的。而星期五通常就是我們學生的成

果報告日，因此星期五晚上便是德國學生們所謂的的「PARTY TIME」，大家
會一起慶祝完成了一項大工程，聚在一起品嘗彼此煮的料理，再去PUB狂歡。
我的麻婆豆腐料理可是受到當時同學們的讚許，讓我非常自豪，提拉米蘇糕點

製作則是從我的國際同學哪兒偷學到的絕活，現在回到台灣變成父母、朋友眼

中的「寶食」，特殊場合才拿來獻寶。而我最感到佩服的是歐洲學生總是念書

就專心一意，玩就盡興、瘋狂地玩，對於過去算是一板一眼的我開啟了人生新

意。

我很慶幸當年元智大學提供我國際交流的機會，其實留學不是只有英美國

家可以考慮，也可以去德國、義大利⋯⋯等國家，多去一些特別的地方，開拓

自我不同的視野。我也深信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希望下次再分享我的歐洲

自助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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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更正後住址：                                                                                                                

電            話：                                             手            機：                                           

E-mail：                                                                                                                         

畢業流向：□就業        □升學        □服役        □待業        □其他 
就業機構：□私人企業        □政府部門        □學校        □其他 

＊校友通訊寄送及聯絡方式更正表＊     回傳FAX:03-4637488

苦無徵才管道或苦無求職資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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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徵才網址：

http://www.yzujob.net/company 

■聯絡人：諮就組 卓小姐
■電話：03-4638800分機2837
■傳真：03-4638652
■E-mail：wecare@saturn.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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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工作機會]：
http://www.yzu.edu.tw/admin/ho/index.
php/content/view/120/256/

■聯絡方式：

    教師類 楊小姐03-4638800 分機2222
    職員類 黃小姐03-4638800 分機2221
■傳真：03-4631718
■E-mail：hooffice@saturn.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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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填寫右下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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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發展的最新動態與相關活動，若您不便上網，亦可以來電方式更正，謝

謝！

徵 才 、 求 職 照 過 來 ！

校友資料更新調查 感謝配合

你對元智的服務有意見嗎？你對教學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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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交流 網上輕鬆說意見交流 網上輕鬆說 徵稿
校友通訊每年4月及10月皆會出刊，您可藉由校友

通訊瞭解學校最新資訊與校友動態，歡

迎校友踴躍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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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不拘。

投稿請 E-mail：proffice@saturn.yzu.edu.tw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於Facebook及Plurk

歡迎你加入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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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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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首頁「校友園地」Q＆A 解決您的大難題！

若您需要重新設定或變更信箱密碼，不方便到校變更時，可於每星期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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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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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所聯絡方式如下表，請您先撥打元智大學總機03-4638800，再轉接分機：

系所 連絡人 分機

電機系 饒哲維先生 7105

製技系 陳玟伶小姐 7103

機械系

資環系

先能所

陳怡如小姐 2451

工管系 曾淑芬小姐 2502

化材系 李忠錂先生 2552

生技所 洪毓華小姐 2181

通訊系 羅文伶小姐 7302

光電系 林逸倫先生 7501

管理學院
(管院職涯發展暨
校友服務辦公室)

呂桂芬小姐 6021

系所 連絡人 分機

資社所 戴佩怡小姐 2307

資工系

資網系
林英期先生 2372

資管系 葉婉瑜小姐 2790

資技系 陳必瑾小姐 2791

資傳系 黃怡盈小姐 2133

藝管所 涂麗玲小姐 3301

社政系 陳麗娟小姐 2162

應外系 巫安盈小姐 2726

中語系與

應中系
范如君小姐 2707

幼保系 江鴻津小姐 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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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紀念品 緣繫元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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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是有限 教育是無止境，讓我們為元智、為下一代，攜手再創美好教育環境

元智終身教育部自辦課程

校友會會員享7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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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38.39.46/net/discount.asp
．校本部：

    http://140.138.39.46/net/
．桃園學習中心：

    http://140.138.39.46/net/Lifelong/Taoyu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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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推薦：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三年五萬元進
修補助，具勞、農保身分之在職勞工可獲得80%學費補助！詳
見：http://lifelong.yzu.edu.tw/net/2011_topTraining/2011_top.html
．元智大學親子故事屋：http://140.138.39.66/kids/ 

 元智「無限安心」就學基金 捐款專線：03-4638800轉2317（公共事務室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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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務室2010年針對畢業生對教學成效滿意度作調查，以元智大學歷年畢業校友

為母體，於2010年5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進行。本調查總計抽取2,000份樣本，共回收675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33.75%。結果顯示約95.5%的畢業校友在六個月內就取得第一份全

職工作（詳如表8-1），在職場上備受企業肯定，近半數校友首份工作維持時間超過二年

以上，顯示工作的穩定性。

2008年的金融風暴在全球各地造成衝擊，造成37.3%的校友工作受到影響。受影響

校友選擇增加管理溝通、證照考試等專長。面對大環境快速的變化，受訪校友普遍認

為，自我進修的選項是最佳途徑，應加強提升自我競爭力。

表8-1 受訪者尋找首份工作的時間（扣除服役時間）

受訪畢業生尋找首份工作的時間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畢業前就找到 44.4% 44.4%

畢業後未滿6個月內 51.1% 95.5%

畢業後6個月-未滿12個月 3.7% 99.2%

畢業後12個月（1年）-未滿24個月（2年） 0.8% 100.0%

2010年元智大學畢業生對教學成效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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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捐贈明細請參考網址：http://www.yzu.edu.tw/admin/pr/index.php/content/blogcategory/1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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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38.36.95/admin/pr/files/1.doc

★不動產、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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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至今，已幫助許多元智同學在經濟上安心無

慮，繼續學業。2009年與2010年校方也針對莫拉克颱風、凡那比風災受災戶的學生，擴

大救災專案。校方主動從經濟面、教育面、心理面、促進就業面等四大面向思考，幫助

因經濟因素休學，或是因受災需要急難救助的學生，協助他們繼續就學度過難關，讓他

們就學的路安心順暢。此案自97-2學期至今已受理274案，補助學費、慰問金、生活輔助

金等，發放近四百四十萬的援助，歡迎校友共同解囊，一同為元智的同學募捐。

元智無限安心就學專案
持．續．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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