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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及遠東關係企業共同興建的「遠東國際會議中心」，於2021 年4 月12 日上午在元智大學旁盛大開工動土，
經濟部長王美花、文化部長李永得、桃園市市長鄭文燦與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共同執鏟動土。

遠東集團斥資近新台幣百億元打造「遠東國際會議中心」，地面積36,837 平米（約11,143 坪），總樓地板面積59,450 平米（約17,983 坪），由聞名全球的建築
結構詩人聖地牙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規劃設計，內含「會議中心」、「有庠紀念館」、「藝
術中心」等三棟建築，作為學術、公益、慈善、科技等交流活動場地。

遠東集團在台深耕工業、播種公益已逾七十年，為追求永續成長，雖面對諸多挑戰，仍持續加碼投資。

毗鄰元智大學的遠紡內壢廠及周邊

土地，特別延聘世界級建築大師精

心規劃「遠東國際會議中心」，期

能為國際門戶增添亮點。期望藉由

打造創意文化建築帶給城市再生契

機，未來完工後不僅帶動城市再

生，為桃園打造世界級藝文展演空

間，勢將成為台灣燦爛地標。

▲啟動線上遠距教學措施 ▲ 入校者全面實施體溫量測 ▲ 宿舍門禁管制▲ 教室環境消毒清潔 ▲宿舍環境消毒

 │遠東國際會議中心│  建築結構詩人卡拉特拉瓦亞洲首作落腳桃園

‧2016∼2020 年連續獲泰晤士報肯定名列全球最佳年輕大學

‧2019∼2021 年世界大學排名(CWUR)全球前2000 大大學

TOP UNIVERSITIES IN ASIA

元智獲國內外肯定

元智×亞醫 成立醫學研究所 110學年度起招生
元智大學結合亞東醫院申請醫護學院，醫學研究所已獲教育部核可設立，自110 學年度起招收醫學研究所學

生，並以「創新智慧醫療」為核心理念，希望培育新世代醫療產業之跨領域人才，以助於智慧醫療發展，提升整體

醫療品質。

近年來，臺灣社會面臨「高齡化」、「少子化」、「醫療區域均衡化」與「新興傳染病」等帶來的醫療負擔與

挑戰，有感於未來對於醫療照護人力將會有高於以往的需求，如何善用各類資源或者開發有效率，更精準地提供健

康照護將會是未來的趨勢，同時搭配5G 時代「高速率」、「大連結」、「低延遲」的三大特性，有利發展「大人
物」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

元智大學在資通訊(ICT)領域聞名，尤其人工智慧崛起，元智有大數據中心以及物聯網專長之研發，不論在教學
或研發都有極好的成果與評價；亞東醫院則是遠東集團旗下的教學醫學中心，更是新北市重要的醫療醫學中心，其

醫療資源、醫師陣容與設備堪稱國內首屈一指，元智與亞東醫院合作成立醫護學院，希望能培育跨領域醫學研究人

才，提升國家整體醫療之發展。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峻 元智校園防疫刻不容緩
型聚會活動亦取消或延期辦理，各系演講活動改採線上直播、「元智大學32 週
年校慶活動暨運動會」延期辦理，宿舍實施門禁實聯制、用餐外帶等措施。

疫情持續延燒造成大家生活不便，更重創許多產業與經濟，在疫情警報尚

未解除前，提醒您配合政府防疫，務必落實手部衛生、咳嗽禮節及佩戴口罩等個

人防護措施，盡量居家辦公，減少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避免群聚及出入人

多擁擠的場所，如有外出應配合實聯制登記與人潮分流規定，並主動積極配合各

項防疫措施，減少病毒傳播機率並阻斷社區傳播鏈，共同攜手度過疫情挑戰。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重全國進入第三級防疫警戒，本校依據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指示，視疫情動態變化作滾動修正，自5月起校園暫停對外開放，校方
亦採停課不停學遠距教學方式授課直至學期結束，如無法遠距教學之特定課

程，採直播或錄播操作相關實習設備，並將過程拍攝成教學影片上網供學生重

複觀看演練，使教育不受時間及授課地點限制。

防疫期間避免群聚，教職同仁上班採異地分流，所有會議改以電子會議進

行，並實施體溫量測與公共區域定期清潔消毒工作，以降低病毒傳播風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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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台灣整體PCB 製造技術發展與人才培育優勢，元智大學與PCB 龍頭臻鼎科技集團
共同成立「臻鼎科技集團–元智大學大數據聯合研發中心」。臻鼎科技集團將在5 年內投入至
少新台幣3,000 萬元，不僅開啟雙方產學合作的新里程，更期能發揮合作綜效，提升台灣PCB 
產業邁向更高階的智慧製造。

臻鼎科技集團與元智本次的產學合作，將培養新世代大數據運算與人工智慧系統研究能

力的工程師，達到學用一體的目標。期待透過臻鼎科技集團與元智共同設立的聯合研發中

心，與師生間合作產生更多火花，共同為PCB 產業的未來盡一份力量。

元智大學×臻鼎科技 簽署設立大數據聯合研發中心 共同推動「智慧製造‧智慧環保」

在全球COVID-19 疫情橫掃之下，台灣國門嚴謹把關，提高境外生入境難度，元智大學
將危機視為轉機，在泰國曼谷農業大學設立元智拓廣中心，開啟元智新南向里程碑。

元智創校之初即專注於應用工程與管理領域，這和泰國4.0 的許多領域與理念相吻合。
元智拓廣中心的設立即發揮在地優勢，透過實地與虛擬模式及社群媒體介紹台灣與元智教育

環境，並與泰國台商總會合作，推動產學合作與海外實習，讓學生從工作與語言中，體驗不

同的文化與思維。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與台灣博報堂集團跨界合作
「臉研所FaciaLAB」偵心給你嗨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張世明、方文聘、張弘毅三位老師帶領系所同學共同催生「臉研所FaciaLAB」，此實驗
型體驗設計，將從校園開始實驗，運用科技力量，從秒讀情緒到將負面情緒轉正。

光看表情很難「立刻判斷」他人的真實情緒，可能在對方需要時，卻錯失回應的契機。近年來人工智慧與情緒

感知應用在演算法進步下變得可行，借助科學的力量，來判讀情緒，甚至更進一步將情緒從負轉正，在此疫情階段

特別重要。為深化產學接軌，透過台灣博報堂在廣告領域的專業經驗，將其挖掘出的生活者洞察與數位科技深度結

合，雙方跨界攜手合作共同發展出實驗性感知裝置「臉研所FaciaLAB」，創造雙贏。

│新南向里程碑│元智大學在泰成立拓廣中心

│科技部無人機創新大獎│元智大學團隊成功挑戰龜山島
台灣無人機產業發展前景看好，為了鼓勵優秀學研團隊投入創新無人機技術，積

極培育綠能科技與航太工業系統整合人才。由科技部委辦的「2020 綠能無人機創新大
獎賽」是國內最大的航空比賽，元智大學電通學院師生、元智燃電中心師生、航見科

技與富堡能源公司之工程師組成團隊「元智智慧氫能」，其共同組裝的燃料電池無人

機不但獲得分組第一，更與指導單位工研院的飛機一同寫下「氫能無人機來回龜山

島」的創舉。

元智大學終身名譽講座教授詹世弘主持「低溫鎂儲氫材料與儲能應用計畫」，繼獲選科技部「綠能科技聯合研

發計畫」109 年度亮點團隊後，又獲頒發2020 未來科技獎，實為對團隊雙重肯定。除講座教授詹世弘總主持人外，其
他相關主持教授群有元智綠科中心主任翁芳柏以及其他教授群江右君、李其源、鐘國濱、沈家傑、林秀麗等。元智大

學在600 件報名技術中脫穎而出，獲得2020 未來科技獎，並設置攤位展示技術成果，與VR 線上虛擬展示產學研究間
的技術媒合平台，促成產學合作契機。

元智大學詹世弘教授群   獲頒2020 未來科技獎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與高中端進行第二學期新興科技研習營，由周金枚教授、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周士

堯主任、賴祥宇老師以及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李翔主任共同規劃「3D 設計課」遠距教學，學生透過線上學習平

台與其他學校共同參與，藉以提升高中學生科技領域的素養及學習興趣。

利用彈性課程以遠距的方式發展專業3D 設計課程，不僅提供學生機會增廣見聞、記錄學習歷程，更提供彼此

觀摩學習的平台，除了培養特殊技能，也提早讓高中生認識大學的學習環境。

元智大學×高中端合作 線上3D教學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學生參加「第25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
賽」，運用AI 與資安技術開發專題，脫穎而出獲得「全國第一名」、「全國
佳作」、「人氣獎」等七個獎項，其中林家瑜與陳彥安兩位指導老師帶領學

生李明倫、周漢璋、江俊辰、沈廷勳、黃柏毅、陳竑瑾共同開發「理賠防衛

大使」，獲得資訊應用組全國第一名與人氣獎。

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元智資工囊括 7 獎項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張世明，在被譽為

美國電視節目界奧斯卡的泰

利獎(Telly Awards)，榮獲六
項大獎。張世明的兩件作

品，Silks Hotel Group 企業
形象影片《Renaissance》，
榮獲攝影金獎、企業形象銅

獎、品牌內容銅獎、觀光旅

遊銅獎；晶華酒店行銷影片

《A_Sher_Feast》，榮獲行銷銅獎、餐飲食品銅獎，成績斐然。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張世明

連續四年獲國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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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校友對畢業生之祝福期勉

自 2019 年底出現的新冠肺炎 (COVID-19) 延燒至今，幾乎籠罩著全世
界，這些被奪走的數百萬條生命，背後有著無數破碎的家庭。

因為疫情，近乎所有實體交流和當面互動都被切斷；阻絕了民眾的各式

休閒娛樂活動，企業因應不同工作性質採行分流上班或居家辦公，各級學校

以停課不停學的原則轉向了網路線上課程。因為疫情，人類的自由從此受

限，缺乏了肢體語言和面對面的情感交流，深刻地影響到大家習以為常的既

有生活模式；此時需要的不只是注重自身生理健康（新冠肺炎），也要關心

心理層面的調適，以利維持個人生活品質。也因為疫情，2020 年度全球各大
股市崩塌、GDP整體呈現衰退趨勢，這代表著經濟面在國家封鎖和產業停頓
的背景下受到極大衝擊。

有賴於交通運輸的發達，讓世界無遠弗屆，大幅度縮短國與國、人和人

彼此間的距離，形成了全球化和地球村；然而一場疫情硬生生將人們囚禁在

一個區域裡，使之不得不被迫性隔離，兩者所形成的反差和劇烈的影響實可

謂是世紀等級的災難。當人類為了欲望、為了需求、為了所謂的「成長」與

「進步」，對大自然極盡索求與破壞，造成其難以逆轉甚或至不可逆的破

壞；無論這場疫情是否

是大自然對文明的反

撲，藉由這個機會，我

們有必要思考與地球互

動和共處之道。

COVID-19 的出現與
衝擊，不會是單一事件，它警示我們「迎接全球

的未來，將有更多未知的可能」，諸如公共衛

生危機、氣候災害、環境災難等等；而我們應

該如何看待與因應，這是身為公民一員的你我

都必須面對的極重要課題。在科學進步的道路

上，其實人類只剛邁出一小步、甚至還在起步

點上，關於未來該如何走，才不會導致科技

全面失控，我們甚至連衡量的基準點都還沒

有抓到；所以面對大自然與難以預測的科學

發展後果，我們應該更加謙虛，以如履薄冰

的心境面對未來的各種變化與影響。

恭喜各位學弟妹畢業了，2021年因疫情因素，畢業典禮改為線上首播的
模式，雖然因此無法相聚，但這是一個看似糟糕但又充滿機會的年代。邱吉

爾曾說：「不要浪費任何一場危機」，他也說過「樂觀的人在每個危機裡看

到機會，悲觀的人在每個機會裡看見危機。」

系統性思維的正向循環

2005年大二三的時候，我想找一份暑期工讀，但想著如果同樣的薪水的
話，有沒有在推甄履歷上可以加分的經驗，於是找到曾芳美老師自告奮勇請

他指導我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之後接著從找題目、讀海內外論文、發問

卷、量化分析，在同樣的薪水及時間下，一開始的辛苦培養出研究能力，最

後推甄上理想的研究所，一步步走向系統性思維的正向循環。

建立人文素養思考

2009年退伍的時候，也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當初景氣不好，無
薪假、人事凍結、22K都在那個最糟的年代，手機的興起導致電信詐騙更加嚴
重。你看到社會的詐騙議題，可能會想著被詐騙的都是無知的老人家，卻殊

不知被詐騙族群大多是30-39歲，我們離他們太遠，在舒適圈下自然沒有什麼
共鳴，故仍有許多人對他們存有偏見，而不是挺身協助。屏除自己的偏見，

運用自己的知識給予不同的協助或觀點，我們想著到底要怎麼解決這社會議

題，於是跟另外兩位合夥人開發了Whoscall。

正直以對

這幾年我們除了創業

外，也持續不斷投資優秀

的新創團隊，我們會發現

正直的創辦人，即便題目

不對，但即時修正可以把團隊帶得很遠。同時也

常看到自己身旁正直的朋友，面對事情不閃躲，

誠實負責任何事情，漸漸的將會發現，所累積的

名聲都不會白費，接著有更好的機會與舞台，也

是種正向循環。

目前Whoscall每天已經有數千多萬人在使用，
辨識詐騙電話及各種陌生來電，使用族群遍及世界

各地，是反詐騙史上很重要的一環。我是一個不會

寫程式的創辦人，到現在程式碼我也看不懂，但我知

道自己擅長什麼，可以怎麼發揮放大，所以不要設限

自己的能力，每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讓自己培養具

有人文素養不帶偏見的底蘊，建立起系統性的正向循

環與正直心態，才會讓你成為無敵鐵金剛！

（節錄自2021年畢業典禮校友之祝福期勉）

學長姐創業的那些鳥事情 嚴友廷校友經驗分享

【記者 李直晏報導】

如何在不到30歲的年紀就離開大型事務所自己創業？因不習慣大型事務
所繁忙的風氣，同事之間只有無止盡的加班、外派，讓嚴友廷萌生創業的念

頭，在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老婆支持下，成立了友利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創業最迷人的是，你不知道未來是問號還是驚嘆號」，夫妻兩人憑藉

著一股先做再說的傻氣，在家裡整理出一塊空間、一支電話、一台電腦、傳

真機和一張桌子，開啟他們的事業。

也許多數人對於創業的想像是可以自我實踐、時間彈性自由、薪水比大

公司有更多的調漲空間，嚴友廷搖頭，這些都是創業初期無法做到的事，當

老闆要能屈能伸，所有客戶親自拜訪。所幸在客戶口碑相傳的介紹下，從一

開始公司只有夫妻兩人，到今年因為業務延伸需求，成立了另一間管理顧問

公司，未來可以提供客戶更多元的服務。

「我們認為在年輕時受到前輩指教比50
歲的時候到處鞠躬好」，中小型事務所跟大

型事務所服務內容有相當大的差別，成立自

己的事務所後，必須接觸自己不熟悉的部分。

一路挺過8年的艱辛和歷練，如今終於熬出屬
於自己和孩子的一片天！ 

（轉載自元智電子報第926期）

成功的關鍵 立定目標 不畏辛苦

作者介紹

99 年管理研究所碩士班、108 年管理學院博士班畢業
現職：富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校友  魏崑楠

講者介紹

95 年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畢業
現職：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Gogolook)創辦人暨董事長

校友  鄭勝丰

受訪者介紹

97年管理學院會計學系畢業
現職：友利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

校友  嚴友廷

元智電機系校友胡品甄 當選109保齡球國家代表隊選手

   【記者 莊國民報導】

胡品甄，「第46屆泰國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中華台北國家代表隊選手，
自小就喜歡各式各樣的體育，保齡球則在一次偶然的情況受教師的鼓勵與細

心提拔，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保齡球錦標賽」獲得不俗成績，始而激發

胡品甄想要精進打球技術，以待未來能取得更好的成績。她表示，當全神專

注將力道集中一處，用盡全力拋出球，聽見球瓶全被擊倒之聲，心情會莫名

感到興奮開心之餘，同時也獲得舒壓的效果。

從大一至今的五年打球生涯，一路能突破重重難關，取得致勝的關鍵因

素是教練們的指導與栽培。胡品甄原想在大學畢業後，就此結束打球生涯，

出社會尋找工作或專心就讀研究所，直到結識資深的何信義教練，受其鼓勵

與耐心的教導，並成功打進縣市級

的比賽，與不同地區的選手交流之

中，渴望自己的球技能更勝一層，

繼而追逐自己的保齡球夢。 
（轉載自元智電子報第904期）

受訪者介紹

109 年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畢業
經歷：第46 屆泰國國際保齡球公開賽
            中華台北國家代表隊選手

校友  胡品甄

疫情之下的省思

創業最迷人的是 你不知道未來是問號還是驚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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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項目】
★ 織網助學計畫、無限安心專案、急難救助助學金、獎助學金、國際交流與合作、其他
★ 詳細捐贈資訊請參閱網址https://www.yzu.edu.tw/donation/ 或掃描右方QR CODE查詢

【捐款方式】
★ 信用卡捐款
※ 信用卡捐款每筆需扣除2%手續費

★ 郵政劃撥：「19461195」；戶名：「財團法人元智大學教育資源發展基金委員會」（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捐款用途）
※ 郵政劃撥手續費1,000元以下15元/每筆；1,001以上20元/每筆

★ 銀行ATM轉帳：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園分行8050045；戶名：元智大學；帳號：004-001-00019028
     請於轉帳同時或轉帳完成後，以email通知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並註明捐款者姓名、轉出帳號、捐款金額及捐贈用途，以利對帳確認。
★     支票/匯票：抬頭請寫「元智大學」（禁止轉讓背書），寄至32003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元智大學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並請隨函附上聯絡方
     式及捐款用途。
★ 現金：請送至元智大學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6館3樓60301R）
★ 聯絡人：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 游小姐 電話：03-4638800 ext.2317  傳真：03-4637488  Email：proffice@saturn.yzu.edu.tw

資源是有限 × 教育無止境 攜手再創美好教育環境 

元智紀念品 熱賣中!
元智紀念商品熱賣中，快

來讓您的生活充滿元

智的氣息吧！

徵才、求職照過來！
「我飛網─元智大學職涯資訊服務網」提供您

求職、求才的管道及輔導。

元智終身教育部
自辦課程 享優惠
元智終身教育部提供終身學習機會，只要您

是畢業校友，即享有課程優惠。

 ●元智大學Facebook粉絲專頁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Facebook粉絲專頁  ●元智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LINE ●元智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Instagram

親愛的校友 您好：
好久不見，近況如何？因疫情暫時無法邀請校友回娘家，希望校友可透過FB、IG以及LINE等網路社

群，與師長及母校保持聯繫與互動。為關心您的近況以及與校友保持良好互動，請校友上網或來電更新

校友資料，或填寫「校友基本資料表」傳真回覆，感謝您的全力配合！

■  線上更新校友資料路徑：元智大學首頁 / 校友 / 校友資料更新
■ 校友服務聯絡窗口：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 蔡小姐
     電話：03-4638800 分機2214   傳真：03-4637488   Email：proffice@saturn.yzu.edu.tw
■ 各系所系友會聯絡窗口：請您先撥打元智大學總機03-4638800，再轉接各系分機。

校友資料更新調查

感謝學長姐對母校的支持及對學弟妹的關懷，您對於教育的熱忱與關心，

實為元智辦學進步的最大動力，在此特別獻上萬分感謝。
●  織網助學計畫捐款：王○賓、吳○淞、李○芬、林○萍、徐○陽、梁○千、連○欽、劉○傑、鄭○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竹區（王○芬）
●  無限安心就學專案捐款：王○玲、王○清、吳○淞、林○敏、林○雯、陸○祖、董○紅、廖○芳、蔡○哲、鍾○智
●   獎 助 學 金 捐 款： 文○翔、王○青、王○賓、王○儀、江○瑜、余○剛、余○星、吳○箴、吳○淞、李○娜、沈○、林○輝、

邱○因、姜○成、徐○興、張○松、張○庭、梁○千、郭○華、陳○傑、陶○偉、彭○霖、游○相、游○乾、

黃○芬、黃○銘、楊○淵、楊○欣、廖○任、賴○瑞、譚○琪、嚴○、迅得機械（股）公司（王○清）

●   其 他 項 目 捐 款： 李○娜捐助管理學院會計學群、陳○正捐助管理學院會計學群、陳○正捐助管理學院CPA-CLUB學生社團、
傅○中捐助管理學院CPA-CLUB學生社團、迅得機械（股）公司（王○清）捐助機械系⋯⋯
詳細捐款名錄請參閱網址https://reurl.cc/pg9XZZ或掃描右方QR CODE查詢

109學年度校友捐款名錄

為了解校友之近況與職場競爭力，懇請您有空時協助填寫「元智大學校友競爭力與滿意度問卷」。本問卷共計39題，施
測時間約10分鐘，分析結果將做為母校未來在教學、校友服務上重要的參考。現在填寫問卷就有機會抽中一份精美小禮物（隨機送出），抽獎
時間視問卷回收狀況而定，預計將於問卷結束後一周內抽出得獎名單，並將透過您留下的電子郵件進行通知，感謝您的填答與支持！

校友競爭力與滿意度調查

                        校友基本資料表 回傳FAX:03-4637488

姓名： 學號： 畢業系所： 服務單位名稱 /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您會收到本刊物係您為元智校友，如您對校務有相關建議，請Email: proffice@saturn.yzu.edu.tw，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