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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元智最亮眼 4學門名列前300大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99年9月15日公布「2010年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排名，在國立學
校擠爆各項排名的情況下，私校中以元智大學表現最優，在「工學」領域中名列世界292名，跨入
300大之列。其中「理工學門」的世界評比，本校在「電機」、「資訊」、「化工〈含能源〉」及
「土木〈含環工〉」四個學門亦名列世界前300大。
「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2007年首度研發推出排名系統
（HEEACT Ranking），從「學術生產力」、「學術影響力」及「學術卓越性」等三大評估面向，
針對世界大學產出的科學研究論文（不含人文與藝術領域）進行質量表現評比。2010年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分別進行「學校排名」、「領域排名」與「理工學門排名」，對於規模較小、教師數少
的元智而言，能夠挺進「領域排名」與「理工學門排名」世界前300大實屬不易。
2010年，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首度增加「理工學門」的世界排名，本校在「電機」、「資
訊」、「化工（含能源）」及「土木(含環工) 」四個學門亦名列世界前300大，依序為143名、154
名、167名、216名。

2010年企業最愛進用校系排行 元智進步最優
104人力銀行和遠見雜誌於99年5月共同發
表「2010年大學畢業生評價調查」，元智在畢
業生整體素質提升上表現最優，獲得最佳進步
獎第一名，在企業感受最積極推銷畢業生的學
校排名為第三名。
近年來，元智全校推動英語力加強英語授
課、推動國際化安排國際交換學生與國外企業
實習機會，深化YeSir師友計畫安排校友與社會
賢達做為業師，讓元智學子能獲得校園以外的
生活學習，提早與社會、世界接軌。

畢業生素質
提升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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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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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4

2

成功大學

1

3

逢甲大學

7

4

台灣科技大學

-

5

台灣大學

6

6

中原大學

5

7

淡江大學

1

8

輔仁大學

9

9

東海大學

-

10

交通大學

-

2010排名
12

名

總分

國立成功大學

校

49.17

16

國立臺灣大學

45.80

17

國立交通大學

45.72

67

國立清華大學

31.79

81

國立中山大學

29.07

10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6.32

114

國立中央大學

24.67

143

元智大學

22.28

201

國立中正大學

18.63

210

國立中興大學

18.33

229

逢甲大學

17.53

23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7.51

28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5.65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元智大學 邁向雙語

教師必須英語授課 校方主動送老師出國進修

畢業生素質提升學校排名
2010年
排名

2010電機學門排名

元智大學為打造優質雙語學習環境，
2009年創校廿周年慶，校方畫出「Vision
20」的發展藍圖，矢志讓元智邁向台灣第
一所「雙語大學」，半數專業課程四年內
全英語教學。校方不但要求學生的英文程
度，暑期還特別為新生舉辦英語營夏令
營。這（99-1）學期開始，為求英語教學
的精準，同步要求校內老師進修，透過與
全球排名第45，全球21所優秀的研究型大
學Universitas 21的成員之一的澳洲新南威
▲ 今年計有20位教師到UNSW進行教學研習
爾斯大學（UNSW）簽訂合作備忘錄，自
今年暑假起連續五年，每年送教師進修研習英語教學的技巧，讓元智英語教學更上層樓。

全 國 管理學院組織重整
首 創 以「主修」替代「系所」 發展專業與產業學程
▲ 2010元智工管所舉辦新生英語營，營造全英語國際學習環境

為建構專業化的商業管理學院，今〈99〉年
度起元智管理學院首創全國不分系所，組織重
整，改以院為主軸，將原有企管、財金、國企、
會計等系所取消，大一以學院名義招生，仍分成
企管、財金、國企、會計4個「主修」，共招310
人，大二可自由換主修；原本的國企英語專班，
則改名「學士英語專班」，今年招生名額由50人
倍增為100人。

2010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元智大學獲3金3銀2銅
第6屆「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
交易展」 （2010 Taipei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show and Technomart）於9

整併後的「管理學院學士班」， 為全國唯一
以「主修」替代「系所」的方式，提供多元化的
學習管道。同學在企管、財金、國企、會計四大
主修領域下，可選擇七大專業學程，以培育管理
專業能力；同時為配合就業及職涯發展，可自由
修習輔修學程，或選修三項產業/跨院學程。打破
系的本位主義，教學上可以根據業界快速調整課
程，學生跨領域修課讓自己更有競爭力，老師間
可因學群單位合作研究發揮團隊精神下更顯研究
能量，可說是學校、學生與教師多贏。

月30日至10月3日於台北世貿一館舉
辦，此活動視為智慧財產與技術媒
合的最佳平台，元智大學近年來係
以學術為基礎，致力於應用研究，
配合活動選定之「智慧生活」、

▲ 元智大學展覽攤位前師生合影

「綠色節能」及「生醫保健」3大主題，以「智慧感測」、「智慧控制」、
「智慧醫療」及「智慧能源」四大主軸共13項技術參加發明競賽，今年大
會共展示962項新奇專利技術及創新發明作品參加競賽，參展國家與廠商包
括台灣、美國、馬來西亞、俄羅斯、波蘭以及韓國等18個國家發明協會、
發明人及相關產業廠商，元智大學研究團隊表現亮眼，共獲得3面金牌、3

管理學院資源眾多，同學可透過主修領域的
學程、跨院學程、產業學程的選修，朝向多元化

面銀牌及2面銅牌之佳績。
（元智大學）發明競賽得獎名單
獎項

發 明 人

技 術 名 稱

技術分類

金牌 李其源、李碩仁、李諭銘、翁芳柏、紀丕鴻

燃料電池內部狀態之診斷系統

智慧感測

金牌 謝建興、陳柏村、范守仁

一種麻醉深度預測的方法

智慧醫療

金牌 謝建德、林嘉儀、范文軒、陳威宇、楊叔瑛

金屬植入之二氧化鈦奈米管之製造方法

智慧能源

銀牌 邱智煇、吳俊達、蕭伯鈞

工具機之人體碰觸感應裝置

智慧控制

銀牌 黃英哲

影像自動追蹤監看系統及其攝影裝置

智慧控制

銀牌 李學智、沈家傑、彭宗平

儲氫材料性能分析設備及其分析與活化方法

智慧能源

銅牌 李其源、李碩仁、吳錦華、吳冠緯

薄片式感知裝置

智慧感測

銅牌 魏榮宗、陳奕錩、黃立寧、張裕倉、林長庚

混合能源發電系統的裝置容量配置方法

智慧控制

▲ 英語專班實習生在馬來西亞Global Sunshine (North
Bomeo Herbal Biotechnology)公司實習時，參與所舉
辦「Brain stroming」活動

▲ 管院實習生在馬來西亞Allied Advantage Group公司之
工廠實作照片

的發展；亦提供與實務連結的企業實習課程，包
含暑假企業實習、海外企業實習、海外研修等多元管道；擁有可與來自各國學生交流的
國際化學習環境，讓學生能體驗跨文化的差異性，培養國際觀，且與國際友校的實質交
流合作，如短期進修、雙聯學位、國際認證課程、交換學生與海外交流拜訪，更是拓展
國際視野的最佳機會；完整的各領域實驗室訓練學生成為優秀專業人才。管院今年暑假
即有多位學生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及檳城參加企業實習，充分體驗了不同文化的企業運
作狀況，培養學生的「態度」，也訓練他們的看事情的「高度」，開拓國際視野，對於
未來就業有十足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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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榮宗教授榮獲99年度經濟部第四屆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
本校電機工程學系魏榮宗教授，目前擔任本校總務長一職，任教期間不斷突破傳統技術，以朝向創新應用為目標，
將已趨近成熟之伺服馬達設計、驅動控制、機電整合等電機專長進一步轉型應用於能源科技技術，積極協助多家民間企業
改善能源管理等問題。
今年度在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的推薦下，魏榮宗教授榮獲第四屆「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新銳獎」，且
為此獎項唯一獲獎者。此殊榮不但為魏教授的榮耀，更是對元智大學節能事蹟及產業推廣的肯定。

▲ 電機工程系教授魏榮宗，協助產業節能服務及綠能技術提升，
榮獲99年度經濟部第四屆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為「新銳獎」
唯一得獎者

元智大學獲頒中國工程師學會雙殊榮

有庠科技獎

多位元智教授獲獎

產學合作績優獎與傑出工程教授

遠東集團於99年7月28日位於遠東飯店宴會廳舉行「第八屆有庠科技獎頒獎典

「中國工程師學會暨各專門工程學會99年聯合年會及慶祝工程師節大

禮」。有庠科技獎包括「有庠科技講座」、「有庠科技論文獎」與「有庠科技發明

會」於99年6月4日下午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此次大會集合專業

獎」、「有庠元智講座」與「有庠傑出教授獎」等獎項，獲獎人都是其研究領域的佼

工程師與受獎人員。元智大學榮獲產學合作績優獎，本校林志民教授則榮

佼者。元智大學林志民教授、魏榮宗教授獲頒「有庠元智講座」，以及孫一明教授、

獲傑出工程教授，雙雙獲獎。

馬杰教授、魏毓宏副教授獲頒「有庠傑出教授獎科技人文類」，本屆有庠科技獎計有
21位來自全台各地的優秀學者獲獎。

元智大學獲得「產學合作績優單位」
獎項，係過去在凝聚研究能量，積極推動
產學不遺餘力，在燃料電池技術開發、生
物合成整合、在地型產業加值等多項計畫
都備受肯定，也落實研發成果智慧財產管
理與推廣，激發教職員生潛在的發明創造
力；另外電機系教授林志民則獲頒「傑出
工程教授」獎項，他曾參與國家飛彈研發
工作，多次領導校內與產學合作的整合型

▲ 「有庠元智講座」得獎人林志民教授(左一)與魏榮宗教授(右
一)

賀

▲ 「有庠傑出教授獎」得獎人孫一明教授(左三)、馬杰教授(右
三)、魏毓宏副教授(右二)

各項得獎名單

計畫，曾榮獲智慧型機器人亞洲創意競賽
冠軍，在研究與實務上都有優異表現。

▲ 電機系教授林志民獲頒「傑出工程教授」
獎項，與總統合影

★ 資訊傳播學系97級畢業程薇穎校友榮獲IMATS國際特效化妝大賽冠軍
★ 資訊傳播學系96級畢業高森信南校友榮獲第21屆傳藝類金曲獎最佳專輯包
裝獎
★ 資訊傳播學系96級畢業校友、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學生蔡濟民先生榮獲

學校部分
★ 2010年4月元智大學獲選為行政院環保署99年「推動環境保護有功

28屆桃源美展攝影類第三名
★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原：管理研究所）91級畢業李純櫻校友
榮獲「第一屆華人十大傑出專案經理人獎」

學校」
★ 2010年5月遠見雜誌2010年「大學畢業生企業調查」，元智大學為

★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原：管理研究所）99級應屆畢業吳育瑄
校友獲評選為98年度龜山分局績優員警代表

「畢業生素質提昇最多學校」第一名
★ 2010年6月元智大學獲頒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

★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原：管理研究所）97級王瓊慧校友、98
級郭培明校友榮獲卓越品質管理論文獎佳作

項
★ 2010年8月元智大學榮獲教育部健康促進績優學校

★ 2010年9月「理工學門」的世界排名，「電機」、「資訊」、「化工
（含能源）」及「土木（含環工）」四個學門依序為143名、154名、
167名、216名，「工學領域」名列世界292名（高教評鑑中心）

★ 2010年9月獲教育部補助99學年度「大學校院商管專業學院計畫」
858萬，為全國唯一獲得經費補助之私立大學

★ 2010年10月第6屆「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元智大學研究團
隊表現亮眼，共獲得3面金牌、3面銀牌及2面銅牌之佳績

教職員部份
★ 化材系孫一明教授榮獲「第八屆有庠傑出教授獎科技人文類」
★ 化材系彭宗平教授榮選澳大利亞能源學會(AIE) 2010年Fellow（會士）
★ 生技所魏毓宏副教授榮獲「第八屆有庠傑出教授獎科技人文類」
★ 社政系陳勁甫老師榮獲第五屆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畫—個案優良獎
★ 通訊系馬杰教授榮獲「第八屆有庠傑出教授獎科技人文類」
★ 電機系林志民教授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及「第六屆有庠
元智講座」

校友部份

★ 電機系魏榮宗教授榮獲經濟部第四屆「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新銳獎」及
「第六屆有庠元智講座」

★ 財務金融學系97級畢業李育銜校友榮獲信義房屋新秀獎
★ 資訊工程學系99級應屆畢業李宜謙校友榮獲國科會98年度大專學生

★ 體育室陳淑貞老師榮獲中華民國99年全國教師盃巧固球錦標賽教師女子組
第一名

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百萬圓夢計畫 元智學生成功逐夢
元智大學為圓年輕人的夢想，讓學生有夢就勇於去追求，校方提出「百萬圓
夢計畫」，提供高額獎金，讓學生可以打造國際舞台，一圓年輕夢想。在歷經學
校安排長達半年的初階及進階特訓後，共有5個團隊脫穎而出，由資訊工程學系
許仲佑、資訊傳播學系張凱智、邱麗穎、莊凱茵所組成「FLAK」團隊，拿下百
萬圓夢計畫15萬高額獎金，前進英國倫敦及利物浦，尋訪夢想偶像的足跡。

▲ 「FLAK」團隊透過百萬圓夢計畫拿下15萬高額獎金，至英國追逐夢想尋找偶像的足跡

張凱智表示，雖然我們都不是披頭四那個年代的人，無法見證與感受他們
的偉大，再怎麼追也無法親臨歷史的真實體驗，但當拍攝團隊到了那個街道，
看到滿街拿起吉他演唱披頭四歌曲的人們，踢著足球或穿著球衣的年輕人、一
個個在披頭四音樂裡出現的場景，「那是真的！絕不是傳說！」尤其找出約翰
藍儂(John Lennon)牆上的親筆信，由衷的感動不禁流露。披頭四告訴了大家，
追求夢想的價值不在於結果，而是那傳奇又滿足的過程，對於正在追求夢想的
他是莫大的鼓勵，也希望透過這部影片，可以帶給所有追求夢想的人一份同樣
的勇氣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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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友 回娘家 歡送畢業生 中語系友 回娘家 祝福畢業生
通訊系於6月5日畢業典禮
當天，於七館電通大樓四樓平
台，舉辦99級畢業茶會暨系友
大會，特邀請應屆畢業生及歷

2010年6月5日畢業典禮當日，中語系邀請系友回娘家參與盛會，歡送第九屆
畢業生。久違的畢業學長姊現身，給學弟妹許多驚奇與感動，他們以過來人的經
驗，分享踏出元智校園，進入職場的心情與成長。畢業生說：「學長姊的傳承與
祝福，是最棒的畢業禮物」。

屆校友參加，希望藉此機會讓
畢業系友與應屆畢業同學交
流、經驗分享。

鍾雲鶯主任率系上教師到場與系友及畢業生敘舊、談天，學長姊與學弟妹間
也密切分享傳承經驗外，系友難得回母校，特別舉辦中
語系第二屆系友會幹部改選，選出五位新幹

活動首先由黃正光主任給
畢業生勉勵，而通訊中心彭松
村主任也親臨現場，與同學們
分享畢業的喜悅，當天並收到

部，會長吳俊翰、副會長張佑如、公關長廖冠
閔、活動長林埊源、財務長林晏溶，期許第
二屆系友會能橫向縱深擴大聯繫系友情
感，永續中語系情緣。

畢業系友即將結婚的喜訊，所
有師長及同學皆送上滿滿的祝
福。每年藉由校友返校活動，
拉近師長與同學的距離，雖然
只有短短的三個小時，但透過
學長們的經驗分享，與師長們
的鼓勵，都為畢業同學的大學
生活，劃下完美的句點，大家
相約明年再見。

｜社政系友回娘家｜茶會活動

元智會計與系友有約
氣氛幸福溫馨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於
2007年6月8日成立系友會，在

會計系於2010年7月3日，

每年的畢業典禮，皆舉行社政

元智大學3館5樓3504R，舉辦

校友回娘家茶會活動。今年

校友家庭日活動，會中除幫一

（2010）6月5日畢業典禮當天

對會計研究所校友進行結婚祝

與系學會的送舊活動一起舉

福（當天新人恰巧回母校取景

辦，並安排系友會改選事宜。

外拍婚紗照），亦針對考取會
計師的校友作CPA CLUB VIP

茶會活動內容豐富、有
趣，除了系友彼此間交心時間外，也安排與學弟妹分享升學、就業、參加公

的榮譽頒證，活動有幸福、有
專業也有榮耀。

職考試經驗與專業實習的工作機會介紹，學弟妹更準備了豐富的歌舞表演與
遊戲，歡迎學長姊回娘家。茶會中特別安排劉阿榮老師、謝登旺老師與吳兆

林利萱教授、王瑄教授、吳瑞萱教授、呂倩如教授、鄭佳綺教授等師長

鈺老師與會，與系友們進行摸彩活動，師生同歡。活動最後順利推舉薛景瑚

到場與系友敘舊外，系友也向師長報告近況與分享學長姐經驗給學弟妹們。

系友擔任下屆系友會會長，他將持續發揚「瞭解群眾，服務社會」的宗旨永

且為使系友們日後能更快速獲知系上發展近況及最新活動訊息，會計系辦特

續經營，為系友會與系上做緊密結合。

別向校友說明自2009年起發行了專屬元智會計系的系報，定期傳送系所相關
活動資訊與就業情報，希望藉此強化歷屆系友們之連繫，也希望藉由系報訊
息的刊載，提供系友們參與系上活動的平台，凝聚彼此的向心力。

機械系友大會暨理事選舉 活動圓滿順利
元智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自2004年成立系友會，每年固定於畢業典禮當天舉行系友大
會，活動以自助餐方式舉行，希望系友能攜家帶眷回系上聚會，除了聯絡系友情誼，亦
安排系友資料庫更新調查活動，加強聯繫工作，更希望能凝聚系友對母系的向心力。
今（2010年）年於6月5日畢業典禮當天舉辦系友餐敘，亦舉行第四屆系友會理事
改選，推舉出張家豪系友擔任理事長、林漢昇系友擔任副理事長，並推舉九位系友擔
任理事。此次系友大會參加人數約70位，現場系友們熱絡交換職場心得，也非常高興
每年舉辦此活動，更企盼未來能有更多強化系友會組織，增進向心力活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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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級畢聯會辦桌活動

校友會熱情相挺
99級畢聯會於2010年6月3日下午五點三十分起，於元智校門口大草坪廣場舉辦
「畢業辦桌餐會」，席開95桌，場面熱鬧，雖然天空不作美，仍不減畢業生的熱
情。元智大學校友會理事長許應深率領理事們到場祝賀，包含陳隆全副理事長、徐
嘉鴻榮譽理事、廖詠濬理事及王盛節秘書長等人，逐桌對畢業生致意問候與宣傳，

知性親子同學會 元智校友宜蘭行
元智大學校友會與中華民國企管菁英協會聯合舉辦校友宜蘭一日遊活
動，於2010年6月26日舉辦。此行計有80餘位校友及眷屬熱情參與，包含
校友會與菁英協會許理事長應深與楊理事長中一，彭校長與夫人均隨同出
遊。活動行程安排到金車酒廠、蘭花園及林美石磐步道健行，提供校友們
健康又充實的一天。

鼓勵應屆畢業生踴躍加入校友會成為生力軍，共同壯大校友會，開枝散葉傳承永續
信念。

由於此行參與人數眾多
，規劃安排二台遊覽車出遊
，並由專業導遊校友會張裕
昌理事〈99年9月轉任秘書
長〉及宋秀珊理事全程負責
導覽解說，沿路介紹台灣的
旅遊勝地與風土民情，讓校
友們收穫不少豐富的地理與
人文知識，使得本次出遊更
顯充實。參與的校友對此行
均讚揚不已，紛紛表示希望
校友會多精心安排相關活動
，加強校友彼此間的連結與
拓展社交聯結，並可凝聚對
學校的向心力。最後大家在
滿足與歡樂聲中結束本次知
性親子同學會校友活動，彼
此間都期待下次再相會！

｜資訊社會學研究所｜校友座談會
資傳系友回娘家 西瓜盃熱鬧開跑
資訊社會學研究所於
資傳系一年一度的西瓜盃競賽活動，於2010年6月份開跑，競賽分為籃球、壘

2010年6月5日畢業典禮當

球、桌球，以及保齡球，邀請歷屆系友回娘家參與盛會，與學弟妹一同歡樂，分享

天，於一館六樓1608A會

其經驗與傳承。

議室舉辦校友回娘家活
動，約六十位歷屆校友及

西瓜盃是資傳系每年例行的大活動，已連續舉辦十幾年，為了讓系友們有更多

眷屬返校，與所上曾淑芬

認識和互動，每一個比賽都會安排不同年級的人在一起，讓大家在遊戲中快樂的認

所長、陳志成老師及學弟

識彼此，系友們與久別重逢的學弟妹們敘舊，分享現況也聊當年在校所發生的趣
事，西瓜盃已成為歷屆系友們向心力凝聚的重要媒介。

妹們餐敘，舉行座談會。
活動開始首先由所長
介紹近來的成長與轉
變，，自99年8月起將更
名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
位學程」。接著由現任校
友會副會長黃立凱主持新
任會長的選舉，經無記名
投票選出新任會長，由89
級游玉卿擔任。所上除發
放校友問卷請參與的校友
更新近況及聯繫資訊外，畢業學長姐並與在校學弟妹分享未來就業資訊及
業界工作的酸甜苦辣，座談會在大家的歡笑聲中圓滿結束。

歡喜回娘家

元智資管系友盃圓滿落幕

校友活動預告

炎炎夏日是揮灑汗水的時刻，是彼此間情感交流
的時間。資管系於2010年7月10日，在元智體育館舉

校 友 會 年 終 尾牙餐敘

辦第五屆系友盃各項球類競賽活動，歡迎系友回娘
家，藉此增加系友與學弟妹、系上師長間的感情交
流。在豔陽高照之下，系友們依舊懷抱熱情、活力與

校友會年終尾牙餐敘謹訂於100年1月

期待來參與。

22日晚上六點舉行，地點將另行公告

系友盃活動中充滿競賽加油聲，磨合了團隊合作默契，加上學長姐與學弟妹的

通知，請您預留時段，共襄與會。

聯誼互動與用心分享，結束時系友們彼此依依不捨，相約再次相聚的時間。從活動
互動中深刻感受系友們對資管系的熱情與關心，將會在往後多舉辦系友們相聚的活
動，讓系友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與歷屆系友交流，連繫資管大家庭的情感。此外，系
上網頁也都會公布系上近來發展近況及最新各項活動訊息，讓系友們可以了解目前
系上發展的情況。

敬請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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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十大傑出專案經理人獎
恭喜管研所校友李純櫻女士得獎
元智大學管研所91級校友李純櫻，現職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一職，擁有元智大學
EMBA及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雙碩士，於2010年4月榮獲「第一屆華人十大傑出專案經理人
獎」，更是唯一一位女性得主。
目前擔任元智YeSir師友計畫業師與校友會理事的李純櫻認為把「真善美」這好的觀念傳下
去比賺錢更值得去做。她說：「要能在一步一腳印的紮根下，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拓展善勢力，
持續發揮正面的影響力並受人肯定。」這樣的精神著實讓人感佩。

97級資傳系校友程薇穎
特效化妝放眼世界舞台
獲得IMATS國際特效化妝大賽冠軍的程薇穎，從元智大學資傳系畢業後，即遠赴加拿大
溫哥華電影學院深造，不但一舉拿下比賽首獎，更是該學院首位獲得冠軍的華人，然而回首
這一路，程薇穎笑稱是元智啟發了她的夢想。
別看程薇穎現在有如此成就，大學時期的她也曾受過教授的「震撼教育」，回想大二的
她，原本只是想交出一份可以看的繪本，但當時資傳系教授卻對她說：「我以為你會交出一
個令我驚訝的作品。」這句話徹底點醒了她，必須要為自己的作品負責，至今感念在心。

99級資工系應屆畢業生李宜謙
獲國科會98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應屆畢業校友資工系李宜謙同學，98學年度在楊正仁老師指導下，以「Web目錄整合方法實
作與評量之研究(An Empirical Study on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Web Catalog Integration

Schemes) 」榮選獲獎。李宜謙提出如何一致地評估目錄整合的方法，藉由重新實作、評量與分
析，以提供符合經濟效益又能自動化整合的有效目錄的研究參考。
在執行本計畫的過程中，由於深入探索這些文件分類方式，因此利用研究計畫裡的概念來應
用在擁有廣大使用者的噗浪上，實作出「Go!Plurk噗浪興趣分析機」，它能透過使用者的回應紀

錄分析使用者之興趣，目前已有超過四萬人次以上的使用者，相當有趣。

資傳系校友高森信男
獲金曲獎傳藝類最佳專輯包裝
元智大學的傑出校友－96級資傳系校友高森信男以作品《搖籃．記憶》，獲得第21屆傳
藝類金曲獎最佳專輯包裝獎，這不但是他的第一張唱片設計，同時首次入圍即獲獎，更成功
挑戰另一位曾三次入圍葛萊美獎的知名設計師蕭青陽，實屬不易。
高森信男指出，在元智大學的教育過程裡，他有很多的成長與學習的機會。他以一席話
作為給元智學弟妹的勉勵：「做任何事永遠都要保持最真誠的心，多接觸不同領域、多學習
不同的思考模式，當你全心全意投入這件事時，效益往往會比原先預期來的要更大。」

尋求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專訪財金系友陳彥良
93級財務金融學系畢業校友陳彥良一直對金融方面很有興趣，在校時期即考取多張財務及金
融證照，並積極向業界成功人士學習經驗，努力培育自己的能力。目前於台中經營日租套房，利
用差異化創造出屬於獨特的價值。
陳彥良的日租套房規劃多間家庭式套房以區隔較常見的日租雙人套房，設計上也十分用心，
雖然沒有華麗的裝潢，但強調簡單及家的溫馨感，用柔和的暖色系，搭配上牆壁彩繪圖案，讓顧
客感受到房間的吸引力。用心累積客源口碑，重視房客意見，而房客們的許多正面回應讓他感到
欣慰，感受到自己的努力被人肯定。對於給予學弟妹建議，陳學長認為往樂觀的方面思考，多方
培養自身實力，強化自我挫折容忍度，虛心接受學習，都是是培養自己競爭力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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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句話看似簡單，其實困難重重。記得高中的時

作者介紹

候，社團裡同屆的同學們，每個人都非常的熱愛社團，每天從早到晚待在社裡
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高中畢業之後，還有再吹樂器的人，剩下不到一半，退伍
之後，剩下不到幾個人在碰樂器，至今，也只剩下我一個人因熱愛音樂而堅
持。

李勝楠
資訊工程學系學

大學時代，學校只有三棟大樓（一館、二館和三館），還有宿舍與活動中
心，社團活動也沒有高中時代那麼熱鬧，最重要的就是沒有”管樂社”，因為

士班84級畢業，
博士班95級畢業
訊工程學系助理
教授
元智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系友會會
長
萬能科技大學資

同學的推動，所以我試著使用MAC上網e-mail給全校的同學們，看看有多少同
學有意願或曾經學過管樂的，有近十位的同學回覆，讓我興起了成立管樂社的
念頭。但是管樂社需要很多樂器與較大的空間來練習，所以我抱著姑且一試的
心態去找當時課外活動組主任謝登旺教授，討論成立管樂社的可行性，沒想到

社團每年都有人畢業、都有人入學，所以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激發團員的潛能，

主任一口就答應幫忙，並在下個年度就爭取到一筆經費，而我也就開始與廠商

才能在各方面表現有所突破，我也很高興能看到學弟妹們當年的付出，讓社內

接洽並規劃購買相關的樂器，學校課外組還特別規劃了一個密閉的樂器室，管

能建立起傳統，並不斷向前邁進。

樂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運作了。
研究所那幾年除了在校內參與管樂社的練習、演出與比賽，我也持續的參
社團一開始的時候，只有十幾位同學是學過的，積極的招生是首要之務。

與校外的一些樂團，甚至有機會能參與桃園交響管樂團的成立與成長。桃管的

當時的元智工學院，只有五個科系，大多數的同學都住在學校，在團員們多方

成立是由一群熱愛管樂的同好們，加上桃園管樂界的先驅陳榮昇老師出錢出力

努力熱情號召之下，短短時間內就有六、七十位同學有興趣來學習，不過練樂

而開始的，台灣特殊的音樂班教育培育一群有專業的音樂家，但是台灣的職業

器是很辛苦的，所以很多同學練習幾次之後也就意興闌珊退出了社團，除了人

樂團與音樂市場卻不成比例，而我們這些熱愛管樂，結合在地的音樂老師們，

員的流動率高與團員不盛之外，師資與經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由於我與團

組成了這樣一個地區性的樂團，剛成立之初，樂團團員年輕，素質上參差不

員們都並不是桃園在地人，所以並不清楚桃園在地有哪些老師，初期我們都是

齊，經過多年的整合，並舉辦很多很多大型的活動，如大師對話已經舉辦了八

從台北請老師來桃園，但是拮据經費的問題也讓練習出現斷斷續續的狀態。

年、兒童音樂祭也已經辦了五年以上，另外異業結合的活動如管樂歌仔（宋宮
祕史）、動物狂歡節（管樂與舞團的結合）和五行（結合影音聲光），我們也

一個新成立的大學樂團，會面臨人才、經費與師資不足的問題，也沒有傳

受邀到哈爾濱、深圳、香港、韓國和馬來西亞演出，經過了這八年多的歷練，

統可以傳承，所以單純與最初衷想法就是「我喜歡管樂！」，我願意花時間去

桃園交響管樂團今年參加台灣管樂協會社會組比賽，榮獲第一名的殊榮，更讓

做跟音樂無關的事務，我們吹奏的音樂大部分也都是我高中就已經吹過了，萬

我們有信心朝向「國際化、精緻化、專業化」的目標邁進。

事起頭難，到我大學畢業之前，樂團還是處於起步的階段，沒有自己專屬的社
辦，練習在活動 中心六樓中間的大空地，每年舉辦幾次小型的音樂會。畢業之

在桃園交響管樂團的這幾年，不只是音樂上的提升，更是生活上的提升，

後，當兵的兩年我幾乎都沒有回到桃園來，退伍後重回學校繼續念研究所，回

一個樂團就好像是一個小型社會一樣，如何整合起來，不論是在行政上、生活

到社團之後，發現社團跟以前不太一樣了，有了自己的社辦，社團也較具規模

上或是音樂上，讓大家願意花心思在樂團上，其困難度會比在學期間要困難許

與活力（可能是女生變多了吧），而我也從主導者變成了輔導者的角色，元智

多。因為管理樂團的經驗讓我在生活上、教學上都有很大的幫助，例如雖然我

管樂也不斷的成長，不論是在社團評鑑或是全國音樂大賽上，都有很好的成

們學校的學生學習意願普遍較為低落，但是其實適時的引導、與學生建立良好

績。

的互動關係，更能引導學生走向適合自己的方向。很幸運的我能參與這個團隊
的成長，雖然我現在已經開始任教，但是我還是願意花時間在樂團上，只是因
成長的過程是痛苦的，元智管樂一直想要能自我突破，所以相對的對團員

為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的要求就會更加的嚴謹，也正是因為如此，會出現很多不同的狀況，而大學的

作者介紹

結緣元智是偶然

張裕昌

情牽校友在99 新任秘書長拜碼頭

應用中語系96級
畢業
良盈企業有限公
司負責人
中華民國元智大
學校友會秘

書長

如果說人生以音軌上的聲紋跳動，那每一段的故事都將繫著扣

成，但我想說的，元智除了給予知識的傳承外，更給你永世的情感牽繫，有人

人心弦的音符，是回憶、是心繫，也許都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你曾

來了愛上了她，不想忘了她，於是老師多珍重mail隨時傳，同學心相繫，不忘

擁有過，你曾隨它而舞動，那一段，也將隨著你的記憶而深藏。

約會兼聊天，元智的可愛，也幫忙想到了，系友會、校友會、校慶，每年辦、
隨時辦，讓你時刻想起，就是要你們那顆懸在心上的那份掛念，回來吧，攜手

我在90年的盛夏，不小心走入了元智的校園，久違的學生歲月

的過往，重新拾起。

重新拾起，有人說元智是美的，校園的美、設備的優，但我想說，
我愛上了她的內涵，人文的充實可愛，引領你溫馨的學習，那才可

熱愛元智的那份心，讓我機會有來為她服務，甫接手中華民國元智大學校

貴，有人說我上癮喜歡當個老學生，但我卻學在其中，友誼的串

友會秘書長的我在此懇請，2011年1月22日的周末，召開校友們的年度大事－

聯、學習的充實，那是什麼也比不上的。

會員大會與校友期末餐會，您想與老友重溫那份久違的問候嗎？回來吧，歲末
年終的校友大會，期待您的再來臨！！

有人說傳承，以前有老師傳授著小學徒，東摸西碰，三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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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資料更新調查 感謝配合
親愛的校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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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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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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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服務連絡窗口：公事室 趙翠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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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3-4638800分機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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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03-4637488
E-mail：proffice@saturn.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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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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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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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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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所

洪毓華小姐

通訊系

羅文伶小姐

光電系

林逸倫先生

7501

呂桂芬小姐

6021

管研所
領導所
會計系
企管系
財金系

2010
填答問卷
抽大獎

呂桂芬小姐

2552
2181
7302

6021

系所

連絡人

分機

國企系
經管系

呂桂芬小姐

6021

資社所

林佳慧小姐

2307

資工系
資網系

林英期先生

2372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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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系

陳麗娟小姐

應外系

巫安盈小姐

2726

應中系
中語系

范如君小姐

2707

幼保系

江鴻津小姐

2751

3301
2162

｜97學年度畢業校友，上網填問卷送好康｜

小筆電、數位相機、iPod touch等800多獎項等你拿

懇請97學年度畢業校友，於11月底前協助至「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資訊平台」填答問卷就有機會抽中小筆電、數位相機、iPod touch 8G、 Wii主機與禮券等800
多獎項，中獎機會多又多喔！

2

教育部為了加強人才規畫運用，堅實人力資源開發，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以便確實掌握人才培育及流向的現況與變遷，特別委託台灣國立師範大
學教育評鑑與發展研究中心做一長期追蹤研究計畫，目的就是要了解高等教育現況，懇請97學年度畢業校友即日起至11月30日間進入網站，即可於線上填寫問卷！
九十七學年度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問卷網址如下：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postbachelor/

九十七學年度碩士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問卷網址如下：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postmaster/
九十七學年度博士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問卷網址如下：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postphd/

您所提供的資料對高等教育的改進，會有很大的幫助，所蒐集的資料，僅做整體分析，您個人的答案將完全保密，除非您同意，教育部、學校，或其他申請使
用調查資料者，都不會知道您個人的填答內容。資料蒐集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護您的權益，敬請放心。

徵才、求職照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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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首頁「校友園地」Q＆A 解決您的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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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於Facebook及Plurk

歡迎你加入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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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Facebook粉絲專頁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pages/Chungli-Taiwan/yuan-zhi-da-xue-xiaoyou-lian-luo-zhong-xin/192448557270

校友園地[求職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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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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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通訊寄送及聯絡方式更正表＊
學

號：
號：

姓

名：
名：

電

■聯絡方式：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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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 業 系 所：

畢 業 系 所：

手

手

3

更正後住址：

php/content/view/120/256/

教師類 楊小姐03-4638800 分機2222

回傳FAX:03-4637488
回傳FAX:03-4637488

話：
話：

機：

機：

畢業流向：□就業
□升學
□服役
□待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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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機構：□私人企業 □政府部門 □學校 □其他□不克參加 □尚未決定
100年1月22日校友會年終尾牙參與意願調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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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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酷樂網網址】http://yzugift.colaz.com.tw

元智終身教育部自辦課程

元智意見交流 網上輕鬆說

校友會會員享7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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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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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課程7折優惠，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元智有任何的建議，歡迎輕鬆網上說，校方會立即處理。

◎近期開課訊息

徵稿

．折扣一覽表網址：
http://140.138.39.46/net/discount.asp
．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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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40.138.39.46/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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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學習中心：
http://140.138.39.46/net/Lifelong/Taoyu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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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無限安心就學專案
持．續．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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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案，補助學費、慰問金、生活輔助金等，發放近
三百二十五萬的援助，歡迎校友共同解囊，一同為元智的同學募捐。

◎特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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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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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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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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