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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獲獎國內外肯定

元智 29 週年校慶 徐旭東勉新經濟時代整合觀念
元智大學29周年校慶活動於2018年3月24日舉行，校董會徐旭東董事長蒞校致詞，強調全世界變化太

快，必須要有新經濟(New Economy )時代整合觀念，學校要有遠大的眼光與目標，更上層樓。
元智大學吳志揚校長表示，元智在這兩年因應時代變化，推出新雙語的規劃，除原本的英語教學外，更

強調國際化，各院都設有英語專班，培育國際化人才，並開風氣之先，將程式語言列為全校必修課程。此

外，要求學生及老師都要有新的學習觀念，保持終身學習的習慣，讓自己處於競爭的優勢。

校董會董事長徐旭東表示，時代變化太快，企業或學校都應符合時代的需求，要有新經濟時代整合的觀

念，尤其大數據時代，資料的分析很重要，才能確實掌握消費端的需求。徐旭東董事長特別指出，最近遠東

赴美在德州與維吉尼亞州設廠，對企業而言，原料的取得及明確的法規是很重要的，中東政局常有緊張情

況，萬事都要先做準備，在美國投資將可分散風險。

另外，他也指出，中國大陸現在人才方面的誘因，著重在第二層的科技研發人才，以2倍或3倍的薪水，
等到取得研發技術後，則請你走路，類似這樣的政策，會直接影響台灣的科技人才，政府應該要有更深層的

想法與應對策略。

同時，期勉元智該有更遠大的眼光與目標，讓自己更上層樓。除了教學培育人才外，學校也要符合時代

需求，追求科技進步，研究應與企業同步競爭、相輔相成。教育的最大功能，就是串連與整合，必須橫向與

縱向整合，跨領域聯繫力量才會大。

‧2013-2018年連續獲泰晤士報肯定名列全球最佳年輕大學

‧2014-2017年連續入選世界大學排名中心(CWUR)全球前1000大大學

‧管理學院2017通過AACSB維持認證 續列全球頂尖商學院

元智大學2017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共獲七獎項
元智大學團隊日前參加2017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參展10件專利，獲1銀、6銅，共計7獎項之佳績。
光電系張志豪教授之研發專利：具高光耦合功能透明電極之有機發光二極體，獲得發明展之銀牌獎項。銅牌獎項亦有

6座，有通訊系鄧俊宏教授之研發團隊、電機系李宇軒教授之研發團隊、化材系姚少凌教授之研發團隊、化材系吳和生教
授之研發團隊及機械系鐘國濱教授等研發團隊獲得。

元智大學之產學研發成果，再度領先群雄，展現好成績。105年度執行科技部產學小聯盟計畫，全國共有8領域91組
團隊，元智大學於本年度獲科技部補助產學小聯盟計畫3件，本校機械系徐業良教授之老人福祉科技產學聯盟執行成果與
績效為經管與資服組第一名及機械系蘇艾教授之燃料電池與氫能關鍵技術產學聯盟執行成果與績效為土木能環組第一

名。

元智大學機械系徐業良教授獲得科技部第一批產學小聯盟三年計畫補助，在老人福祉科技的主題下，產學小聯盟持

有技術可分居家照護機器人、智慧生活、失智症照護等三大類，共7項應用技術，並已獲得22項國內外發明專利。

教育部為鼓勵及引導大學校院運用大數據及數位科技工具，導入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

培育具備邏輯思考、問題解決與實作能力之跨領域創新人才；106年第2學期，全國各大學補助
32件，元智大學成果豐碩，共有5件通過，實屬不易。

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元智大學成果豐碩

TOP UNIVERSITIES IN ASIA

又一台灣之光！元智大學資訊工程

系陳柏豪教授及大三賴詩雨同學設計的

作品Easy 3D，參加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
發明展成為全場焦點，除勇奪金牌外，

也是會場唯一獲得烏克蘭評審獎的作

品。

世界最大的發明展-俄羅斯阿基米德
國際發明展今年在莫斯科舉辨第21屆，
是國際重要發明展之一，共有27國參
賽，超過700件發明作品角逐各個獎項，
競爭非常激烈，台灣代表團獲得19金19
銀4銅及8座大會特別獎，表現亮眼。

曾在第四十八屆「美國國際電影暨電視節US 
International Film & Video Festival」，一舉囊獲最
佳影片獎（Best of Festival awards），一項金獎，
一項銀獎的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張世

明，日前再度以「The Master」在第五十屆「美國
國際電影暨電視節US International Film & Video 
Festival」中榮獲企業影片（Corporate）類金獎，
並入圍最佳影片獎（Best of Festival awards）。

「美國國際電影及電視節」是國際重要企業

影片獎項，歷史悠久。今年有二十五個國家、超

過千件作品參賽，其中包括日本NHK、中國中央
電視台、菲律賓最大商營電視網GMA、Vodafone
等全球媒體與企業。

台灣之光 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元智大學勇奪金牌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張世明 作品再獲國際肯定

元智大學產學研發成果領先群雄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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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校友會第九、十屆理監事交接典禮於2017年7月8日中午於中壢錦家御宴RAHAT廳舉行，除新舊任理監事、
秘書長外，元智大學校長及各院系院長皆出席共襄盛舉。元智大學校長吳志揚表示，大學面臨少子化衝擊，因此辦學需

更加用心，自106年度將程式語言列入各科系必修，讓學生在面對AI時代提升競爭力。同時，也將藉助校友會的力量，
協助母校發展，幫助學弟妹就業，尤其終身學習時代，希望校友或是推薦朋友，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讓自己具有第二

專長或是增強職場競爭力。

此次理事長交接，由校長吳志揚擔任監交人，卸任的第九屆陳理事長陳根德表示，相當感謝第九屆校友會幹部過去

二年來的付出，每位校友對於學校的貢獻，更成了學校邁向更好未來的關鍵，也期許接下來校友會運作能順利圓滿，為

元智學生爭取更多合作機會。而第十屆新任理事長黃水可表示，在幾位榮譽理事長協助指導下，希望元智校友會能更加

茁壯、成長，未來將利用校友資源，建立更多企業與學校實習的接軌機會，也可幫助元智學弟妹成長，並培養競爭力，

同時也呼籲校友放眼未來，相信元智會不斷成長進步。

公共事務室於校慶日同時舉辦校友回娘家，本次活動主題─「愛無私，有話對您說」，邀請社政碩

畢業校友張進益分享以及大改樂團表演。

活動中元智校友會黃水可理事長表示，希望元智校友能揮團結力量，壯大校友在外的組織力，相互

扶持與提攜，也希望校友會未來能幫助母校發展以及協助學弟妹的就業力與競爭力；校董會徐旭東董事

長也蒞臨指導，並以其母校美國聖母大學為例，說明校友的表現對於學校聲望的影響與重要性，期許元

智的校友發揮更大影響力。

元智校長吳志揚也表示，校友就是母校的資產，校友在外的表現會直接影響母校聲望，同時，母校

辦學的成果也會關係到校友在職場的競爭力，二者是相輔相成，希望校友多行銷母校，為校爭光，並要

有終身學習的習慣，讓自己在競爭日益的職場上立於不敗，更歡迎校友時常回校看看，提供母校辦學的

意見與想法。

本次校友分享邀請社政系校友張進益，張進益為桃園少年之家執行長，他談及過去年少時，自身誤入歧途浪子回頭後，投入協助行為偏差少年的故事，分享場面

溫馨感人。希透過本次校友分享，讓校友更能體會，發揮大愛精神，用無私付出之實例，啟發正向力量，共同關懷社會，關心幫助周邊需要幫助者及弱勢族群。

元智大學校友會第九、十屆理監事交接典禮

元智校友希望用愛無私，啟發正向力量，共同關懷社會，行有餘力，多關心周邊需要幫助

者及弱勢族群。

元智大學校慶校友回娘家-「愛無私 有話對您說」 活動花絮

▲2018/03/24化材系友回娘家

▲2018/03/24工管系友回娘家

▲2017/0610社政系畢業茶會暨系友回娘家活動

▲ 機械系於2017/06/13辦理2017系友大會

▲2018/03/13校長與校友春酒

▲ 2017/12/23元智大學校友會

   辦理2017歲末一日遊

▲資工系於2017/9/2舉辦系友    回娘家活動

▲2018/03/24資管系友回娘家

▲ 中華民國企
管菁英協

會於2018/04/22大溪-三坑單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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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勤、樸、慎」是元智校訓，一直以來，水可謹記在心，真誠勤勞做好

每件事，也因從小吃過苦，更是體會「千金難買少年貧」的道理，習慣為下一步

做規劃。雖然行事謹慎，但卻在國營企業服務多年後，毅然決然與同事跳出國營

企業的舒適圈，自行創業！雖然過程中遇到許多瓶頸，但相信只要用心突破每一

個難關，這樣建立起來的成功模式，別人就算想模仿也模仿不來！

去年(2017)6月，水可抱著感恩的心接下第十屆校友會理事長的重責大任。感
謝吳校長、多位師長以及各位校友的信任與厚愛，水可必定竭盡心力以行動支持

回饋母校。

秉持歷屆校友會奠定的深厚基礎，除沿襲業師計畫，讓各位學長姊得已提攜

後進，增加未來學弟妹就業的空間，亦積極鼓勵在校學弟妹畢業後加入校友會，

加強校友會交流事物並進行會員普查，增進校友之間的橫向連結，以及結合母校

資源，促進企業界與元智之間的產學合作，尤其在產業人才的培育方面，如去年

(2017)12月元智大學與中華精測科技合作開辦「中華精測EMBA企業碩士學分專

承先啟後，永續傳承

在電商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生存、力爭上游，把握每一次機

會？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校友張雲堯與學生們分享從阿里巴巴到ebay的心路歷程，
從如何取得各企業的面試入場卷到阿里巴巴的高壓生活環境以及外派經驗。

對於如何成功的關鍵，他表示「唯有努力不懈！」。剛畢業時，為了瞭解面

試時主審官想要的是甚麼樣的人才以及會問甚麼樣的問題，他投了400多家的履
歷，並從中分析出規則，後來甚至能夠誘使主審官提出不同以往的問題。見微知

著，他能有如今的成就絕非一蹴可幾！

他以阿里巴巴集團工作經歷為例，在他進公司的這短短幾年，公司就汰換掉

一半以上的員工！這代表著如果在職場不積極進取，那麼終將只能走上「被裁

員」這條路。而除了擁有好的態度之外，企業與自我的契合度也很重要，因為能

遇到一個賞識你的老闆，比起其他種種優渥條件還要更難能可貴！

他表示在學時期可以加強EXCEL能力，如此可以在工作上快速抓到重點，讓
數據一目瞭然；又或者是因為大部分的老闆都會希望職員有分析事情的能力以及

提出解決方法，因此分析

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所

以，若是在大學時期，能

夠培養這兩種能力，對於

求職及工作是有利無弊

的。

透過他的分享，讓在

校同學們理解成功的契機

不在經歷多寡，而是是否

有為了讓自己更好而努力

的態度，如此才能在機會來敲門時以最好的狀態迎接。

■摘自元智大學電子報845期

班 」 課

程，協助

企業人才

培育，建

立企業與

學術的前

瞻合作模

式，開創

產學之雙贏。

日前適逢母校29週年校慶，公共事務室辦理校友回娘家活動，水可看到許多
校友熱情的參與，歡笑情如舊，不勝感懷。未來，校友會亦將辦理各式聯誼及學

術活動，明年是元智創辦30週年，屆時邀請各位校友多多參與，也歡迎友會的好
朋友一起來熱鬧。亦期望有志一同的校友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努力，共創輝煌！

元智大學為鼓勵學生發揮專

業所長，落實創新創業精神，日

前由吳志揚校長親自頒發創業獎

金予第十四屆畢業校友盧廷將創

業基金60萬元。

元智大學為培育青年領袖人

才，自89學年度起制定「元智大
學新世紀領袖培育辦法」，鼓勵

優秀學生發揮潛能，以創新的藍海策略為自己開拓創業先機。盧廷將校友為當時

唯一符合補助資格，榮獲階段性創業獎金六十萬元。他於105年10月創辦「品光
禾照明設計」公司，研發互動式LED照明燈具，突破現有燈具運作模式，該計畫

經專業審查委員一致通過，核准頒發前二階段新世紀領袖創業獎金。

盧廷將表示，元智畢業後繼續攻讀研究所及服兵役，105年創業成立品光禾
照明設計公司，運用大學時期機械系所學的機電概念，開發低成本的RF遙控技術
互動式LED照明燈具之新科技，並且借助機構設計和人因部份加強ID，以突破現
有燈具一陳不變之使用。盧廷將說，除了硬體設計概念外，也運用管理學的概

念，將創新互動式的智慧型手機APP及智慧照明控制系統整合。盧廷將表示，未
來智慧化的燈具必將崛起，而LED燈具也將作為電視、空調等使用，未來發展可
朝向與通訊協定、智慧家居控制系統做連結。他說，LED燈具搭配物聯網技術，
可以成為智慧城市的重要推手，目前國外皆有類似的模組，已朝向規模化製造應

用。

■摘自元智大學電子報834期

元智大學校友會

第十屆理事長

校友  黃水可
1992年電機與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現職：中華精測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經歷：中華精測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中華電信(股)公司電信研究所產品經理

創造機會  你可以hen不一樣

元智校友盧廷將 獲創業基金 60 萬

親愛的校友 您好：
好久不見！近況如何？

為了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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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校友協助上網到個人portal更新，或填寫下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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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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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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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友資料更新：https://portalx.yzu.edu.tw/
(個人portal->校友基本資料更新)
(敬請務必更新「畢業流向」、「就業機構」兩個部分)

■ 校友服務連絡窗口：公事室 李小姐
電話：03-4638800分機2214
傳真：03-4637488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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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配合
● 元智大學粉絲專頁

●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粉絲專頁

● Yzu Proffice 粉絲專頁

歡迎您加入元智大學

元智校友聯絡中心及Yzu Proffice粉絲團

主旨： 為表揚本校校友之卓越成就及傑出貢獻，特舉辦傑出校友遴選活動。活動
日期自即日起至107年09月30日止，歡迎各界踴躍推薦本校校友參加選
拔。

說明：

一、 凡本校校友，在專業或事業上有傑出之成就並有具體事蹟、或對社會有特殊
貢獻者、捐資興學對本校建設及發展有重大貢獻者，且非本校現職專任教職

員或研究人員，得為傑出校友候選人。

二、 推薦方式：
1. 校友會推薦：由本校校友會推薦並經過理監事會通過。 
2.  各學院推薦：由系（所）推薦，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
3. 校友自行推薦並有校友五人以上連署推薦。 

三、 推薦表及相關資料自即日起展開推薦作業，9月30日前請逕寄
32003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元智大學公共事務室 收

四、 相關遴選辦法暨推薦表請至元智大學/校友園地/傑出校友https://
www.yzu.edu.tw/alumni/index.php/tw/ 查詢。

第三屆 傑出校友 選拔活動開跑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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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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 畢業流向：□就業：海外□或國內□   □升學：海外□或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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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 您願意主動參與母校校友活動，協助校友的服務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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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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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會收到本刊物係您為元智校友，如您不想收到，請e-mail: alumni@saturn.yzu.edu.tw，將停止寄送刊物，謝謝您！）

【捐款方式】

1.  郵政劃撥：「19461195」；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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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TM轉帳：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園分行8050045；戶名：元智大學；帳號：004-001-00000266。
請於轉帳同時或轉帳完成後，以email通知公共事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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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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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務室收（請隨函一併附上聯絡方式及捐款用途）。

4. 信用卡捐款。
5. 其他。
募款業務承辦人：公共事務室 Allison Wu (吳小姐) 
電話：(03)4638800 ext.2317，Email:allison@saturn.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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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感謝您！

【捐款項目】

弱勢助學輔導、無限安心就學專案、講座教授、圖書資源、獎助學金、其他

信用卡捐款意願書下載詳細捐贈資訊

資源是有限 × 教育無止境 讓我們為下一代，攜手再創美好教育環境

敬愛的元智校友您好：

元智大學明年即將邁入第30個年頭，創校以來，受到各界的支持與協助，

培育許多優秀的人才，校友在社會上的表現，也備受肯定，有極好的社會評

價。

近幾年，元智連續入選英國泰晤士報教育專刊全球最佳大學，並名列英國

泰晤士報建校少於50年的全球前百名年輕潛力大學；元智管理學院也獲得國際

商管學院AACSB認證殊榮。在產學研發方面，元智老人福祉科技以及燃料電池

與氫能關鍵技術，在科技部2016年度產學小聯盟計畫，執行成果與績效分別獲

選為經管與資服組及土木能環組之第一名。其中，老人福祉團隊今年初應科技

部評選代表國家遠征美國Las Vegas，在2018 CES (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展出，受到熱烈的好評與關注。

學生在外表現也有優異成績，本校資工系教授陳柏豪及大三學生賴詩雨共

同設計的作品「Easy 3D」獲第21屆世界規模最大之「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

展」金牌獎項；化材系碩士班學生許焌騰，組成跨領域的愛綠淨生技團隊，以

元智大學團隊參加競賽，用最綠的廢水處理系統做為主題，眾多參賽隊伍中脫

穎而出，榮獲創業傑出獎，獲得科技部200萬元創業獎金。同年參加成都海峽兩

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企業組及廣東省省級創新創業大賽，也獲得特優獎項一等

獎；資管系醫療資訊暨遠距醫學實驗室大學部同學，研發行動應用程式「登山

寶」APP，減少急性高山症對生命的危害，並參加中國大陸主辦的國家級第三

屆全國移動互聯創新大賽，以行動應用程式「登山寶」 獲得一等獎佳績等，其

他還有許多學生對外參賽也都有優異的表現，在在顯示元智學生在學習上的努

力，以及老師同仁的細心指導。

元智除致力邁向雙語大學，培養學生全球移動(Global Mobility)的能力外，

配合政府新南向之政策，自去年起，各學院全面增設英語專班(學士英語學

程)，並擴大招收外籍生及僑生，強化元智學子國際化的視野與就業力。除原本

雙語教學之外，為迎接人工智慧AI時代的來臨，全面實施新雙語課程，將程式

語言列為新雙語，作為通識課程必修學分。

近年來，因政府教育資源有限，大學需自籌更多經費的情形下，元智大學

渥蒙熱心教育人士慷慨解囊，捐款充實教育資源，贊助學術活動，提供獎助學

金，嘉惠學子甚大，使教育園地增添更多的愛心與熱情，意義非凡。

30歲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亦是高等學府面對時代改變重新省思的階段，

元智在邁向創校30周年的同時，在卓越、務實、宏觀、圓融之教育理念下，更

臻確定教育的目標以及善盡大學之社會責任。我們不放棄任何一位學子求知、

學習的機會，尤其對於弱勢學生或是學習有障礙需要幫助者，元智將提供以更

多實質的輔導與協助。

於此，期盼您共襄盛舉，我們需要有更多熱心的人士及教育資源的投入，

共同關心協助弱勢生以及需要受幫助的學生，讓他們不因環境或是先天上之弱

勢，而失去受教的機會。在此特別向您獻上萬分感謝，您對於教育的熱忱與關

心，實為元智辦學進步的最大動力。

因為您長期的支持，讓元智學生擁有更完善的學習環境，更多服務社會人

群，放眼國際的機會；因為您的愛心，讓家境清寒、弱勢學生或身處急難的學

生獲得即時的幫助，不因環境的困頓，而能繼續受教育以扭轉命運。元智學子

可以與眾不同，盡情發揮所學，都是來自您的熱心支持與無私的慨捐。

少子化時代的來臨，元智大學將面臨更多挑戰，期望您繼續給予我們支持

與鼓勵，讓元智大學的腳步更堅定，持續努力精進辦學。再次對您的慨捐以及

對元智學生的肯定，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敬祝

闔家平安順利

 校長的話 ─

校長

    
                                   敬啟

徵才、求職照過來！
元智終身教育部提供自辦課程學費折

扣提供終身學習機會，只要您是畢業

校友，即享有9折優惠；加入校友會，
即可享有自辦課程7折優惠。

元智終身教育部 元智紀念品 緣繫元智情
【元智酷樂網】提供的元智紀念

品服務，不僅校友上網購買自用，許

多校、系友會開會紀念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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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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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連

結政府就業資源、海外工作資源、各大

人力銀行等網站，提供校友及企業便捷

求職求才及瀏覽相關資訊之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