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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公布全球建

校不到50年的前150名大學排行榜，台灣共有5所

大學上榜，是亞洲國家最多，其中，元智大學已

連續幾年入榜全球新興潛力大學之列。

全球新興潛力大學 元智大學再入榜

元智獲獎國內外肯定

‧2013-2015年連續獲泰晤士報肯定名列全球亞洲前100名潛力年輕大學
‧2015 QS世界大學排名中心評等亞洲前三百名最佳大學
‧2015英國泰晤士報評等全球前800名大學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標竿大學

2015台北國際發明展~ 
元智獲獎 3金、1銀、2銅

▲  2015台北國際發明獎 元智大學獲三金一銀二銅

第11屆「2015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2015年10月1日至3日在台北

世貿一館盛大展出。元智大學由研發處整合元智大學專利技術成果參加2015台北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邀請化材、電機、生技所、機械、通訊、資傳及資管教

授共12件技術參賽，共有六件作品獲獎，總共獲得三面金牌、一面銀牌以及二面

銅牌。

元智入榜全球最佳大學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15至2016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今年排名擴大為前

800大，台灣共有24所大學入榜，元智名列私立大學第二名。(扣除醫學大學)

    泰晤士報高教特刊今年擴大調查大學數量，從去年的400所增加至800所，以教學、

研究、引文、國際展望、工業收入等5指標，細分產業的研究收入、聲譽調查、研究被引用

次數、國際學生人數、國際學者共同發表學術論文數量等13項分析，從全球各地1萬7千多

所大學中，篩選2千所大學進行調查評比。

元智大學第五任校長交接典禮於2016年2月1日舉行。新任校長經遴選委員會

遴選結果，為前中正大學校長吳志揚教授。校董會董事長徐旭東期勉吳志揚校長

在時代快速的變化中，領導元智走向另

一個新的局面。

吳志揚為數學家，美國芝加哥

大學數學系博士，前國立中正大

學校長暨講座教授，學經歷相當

完備。吳志揚於45歲即擔任國立

大學校長，對於高教校務有深刻

之瞭解，教育行政經驗豐富，能

符合元智教育理念及全體教職員

生之期望。

▲  上圖為元智大學2月1日舉行第5任校長交接典禮，在董事長徐旭東（中） 監交下，新任校長吳志揚（右）接下印信

TOP UNIVERSITIES IN ASIA

數學家 吳 志 揚
接任元智大學第五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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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材系友回娘家 歡喜畫終點

揮別2015年努力的成果，迎接2016年嶄新的開始，值此初春之際，EMBA

聯誼會特於2016年3月5日下午假中壢皇帝嶺餐廳，舉辦元智EMBA103級、104

級在校生與EMBA聯誼會校友聯合春酒團拜晚會，提供歷屆EMBA校友們及在

今年學校27週年校慶，化材系也如往常一樣，舉辦系友回娘家的活動，

活動當日看見許許多多的同學及學弟妹，帶著一家大小同來慶祝，當年一起

奮戰學習的母校，仍持續精進及成長，也看見老師們，依然孜孜不倦的持續

教導後進。

整個活動在謝建德主任及林祈明、陳俊雄等學長之分享中進行，場面十

分溫馨。

▲ 元智大學校董會董事長徐旭東（左）與校長吳志揚（右）共同掛上祈福卡

校同學們交流聯誼的機會與平台，並向師長們拜年。

管理學院院長曾芳美、EMBA執行長盧煜煬、何建德教授、劉恒逸教授、廖

東山教授、李詩政教授、鍾彩焱教授等皆蒞臨參加，期望在新的一年為自己，更

為管院創造輝煌歷史。在院長與師長的舉

杯帶領下，全體師生彼此恭賀與祝福。

晚會在會長劉春輝變身財神爺發放招

財金的歡樂氛圍中，整場氣氛H i g h到極

點。而向來與學生打成一片的師長們，也

在104屆力邀下，共同舞出青春的妖怪體

操，現場不斷出現高潮與尖叫聲，展現元

智E M B A的熱情與活力。最後，在《朋

友》合唱中，大家互許明年一定再聚，晚

會圓滿落幕。

（文稿/EMBA 104級 周翠珍）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為配合元智大學27週年校慶活動，並增進系友情誼、加強學校與校友間的互

動與情感交流，特於2016年3月12日下午假元智大學多媒體研討室(R2623)，舉辦工管系系友會。

在鄭元杰教授介紹工管系近期發展與成果，系友們深刻感受到系所的成長與蛻變，鄭元杰教授期

許在招生工作日益艱難的環境中，業界系友能廣為母系宣

傳，發揮渲染力，提供實習及工作機會，並鼓勵同事在職

進修；另外，為凝聚工管人向心力，工管系亦將定期邀請

傑出系友們，與學弟妹分享學習經驗。

茶會過程中，系友們互動熱絡，同時也順利選出系友

會理事長郭仲倫與系友會理(監)事群，活動中多位系上傑出

系友，如王彥文、陳乃魁、范孝明、林昆霖、阮玉安等均

應邀出席，期盼未來活動能有更多系友參與。 

 工管系系友  回娘家感恩敬師茶會

元智EMBA103級、104級在校生與EMBA聯誼會
校友聯合春酒團拜晚會

元智大學27周年校慶活動於2016年3月12日舉行，校方除舉行校慶典禮及例行活動
外，今年校慶更邀請校友進行感恩祈福活動，為國家、社會、家庭、朋友們祈福，感恩

眼前的平安與幸福。

元智大學校方表示，過去一年全球發生重大變化，在八仙塵爆中，元智有幾位學生

受到波及，所幸復原情形良好，小年夜也發生南台大地震，元智大學今年校慶特別以感

恩祈福方式舉行，期盼台灣更好。

元智校友出席約百人，新任元智大學校長吳志揚表示，元智辦學積極創新，創校至

今已為社會培育許多優秀人才，教育目的不僅授業，更重要是教導學生做人與做事道

理，要飲水思源，懂得感恩與惜福。

校董會董事長徐旭東勉勵元智校友，

在面對時代的劇變挑戰時，即使遇到困難

也要堅持努力，他也認為台灣人有種特別

的耐力與韌性，永遠不會低頭認輸，這是

台灣一路走來可以發展的最重要條件，就

像校友們一樣都有這樣的精神。

徐董事長並與校長吳志揚、校友們一

起寫下祈福卡，徐旭東以英文寫下期望，

盼校務蒸蒸日上，師生珍惜眼前的平安與

幸福。▲ 校友感恩祈福活動於元智五館五樓平台舉行

元智慶祝 27 年校慶 校友辦祈福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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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生活於元智大家庭的朋友們，

我是2009年畢業於化材系的施凱鈞，UNICORN 獨角獸男仕保養的創辦人。
畢業後加入東聯化學參與林園EOD工廠的建立、參與家族企業的經營到現在創辦
MIT的保養品牌。

近年來的創業熱潮，在台灣各個地方瀰漫與澎湃。但是每一個有著創業夢想

的人，卻不是人人勇於執行它。之所以不敢執行，除了有個人、家庭的包袱之

外，相信有一個原因來自於懼怕失敗。

然而，今天要與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面對失敗的態度。東方社會中常樂於暢

談成功而不談失敗，因為失敗是令人沮喪的；古人常談沒有一步登天的故事，創

業更是如此，在有限的資源下犯錯並且檢討改進，避免再次犯錯，從不斷犯錯的

過程中嘗試出成功的方法。或許我們可以臨摹出成功的路徑，卻也相對難超越原

創者的智慧與成功的模式，所以錯誤的累積是寶貴的經驗，而不是一種落敗者的

標籤。

從近年來看到數個企業的興衰，產業的成長與蕭條也是有高有低，但是我們

可以整理歸納失敗的原因、預先看到失敗的盡頭，而把握當下努力去改善它而非

逃避，避免再次錯誤的軌跡，這些豐富的經歷才有機會衍生出寶貴的智慧。

最後，失敗是痛苦的經歷，在跌倒的同時我

們必須拾起一些寶貴經驗。

失敗是常態，所以要抱持樂觀的心態去面

對而非沮喪與苛責。

失敗的軌跡需要避免，避免一錯在錯並且懂得學習經驗。

因為嘗試許多次的失敗，才可以有機會明白達成目標的樂趣與喜悅。

我堅信每個人都有權利追逐自己的夢！

時間回到1995年，我在商學院即將畢業，累積四年對未來的徬徨就此爆發！
在認真思考自己的興趣之後，我決定投入完全不同的設計領域，並在工作一年之

後，我找到改變一生的選擇—元智資訊傳播研究所。想當時一切真的很夢幻，大

學時代一直嚮往傳播學院，竟真的靠自己一年累積的努力，進到比傳播學院還酷

的資訊傳播領域，也有機會遇到我的偶像張弘毅老師，一切都是因為在內心的夢

想與熱情，產生自己也驚訝的動力！

後來和資傳所的同學一起創辦科碼新媒體，創業十年來一直牢記當初在元智

所獲得的寶貴知識和經驗，在每個國內外互動多媒體的專案上，創造每個人在虛

擬世界中獨有的體驗與樂趣，正如華德迪士尼的名言：「歡笑聲不會停，想像力

夢想永不停歇

校友榮譽榜

★ 許富翔以《16個夏天》奪金鐘獎第五十屆最佳導演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92年畢業校友）

★ 范家嘉2016年4月於紐約摘下素有「彩妝界奧斯卡」美名的 

   「紐約國際特殊彩妝大賽(IMATS)」亞軍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90年畢業校友）

作者介紹

校友  施凱鈞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97級畢業校友

現職：獨角獸UNICORN SKINCARE 

            執行長

只要你想，
你可以比你自己想得更厲害!
還記得，剛要進元智電機研究所時，曾問後來的研究所導師賴薇如老師說：

這邊是否可以學到怎樣做網站？後來一直被拿出來笑(P.S. 因為老師的專長是網際
網路技術，我以為可以學到架設網站)。當時在我的想法是，會做網站就已經可以
走遍天下了！(笑) 研究所的生涯，事實上過得很多采多姿，這要感激賴老師的自
由派作風，讓我可以自己做很多想做的事情⋯⋯⋯當然包含課業上的學習。而細

數研究所時期，無論是在外面有持續的寫商業企劃案，校內外則是參與各種不同

的比賽，如：“五萬元懸賞計畫書”首獎、元智文學獎佳作、手機創意競賽第一

名、Tic100全國創意競賽佳作、南山文學獎佳作⋯等等。還在校內圖書館打工(研
究種籽)、自辦跟英文所的聯誼、實驗室全員一起參加桃園鐵人兩項競賽、三不五
時的團購美食。這些過去的種種，永遠不會成為你生命中絆腳石，而是資產！

很 多 人

詢問我，研

究所不是應

該要好好專

注在研究上嗎？但我覺得如果把研究所生涯放在人

的一生來看，只是一小小段時間。如果你可以把本

科系的基本觀念培養起來，再去多學其他有興趣的

東西(外系)，我覺得這才會對你的人生有幫助。因
為你的人生不會只有工作，更多的意外是你可能做

非自己本科系的工作(學非所用)。不是嗎？⋯(全文請見網頁)

勇於失敗，才會離目標更近一步

作者介紹

校友  彭健倫(Artist)  
電機研究所99級畢業校友

著有《超實用澳洲打工度假武林秘笈》

現職：自由接案者

             (撰寫企劃案、APP創作)

不會老，夢想永不停

歇。」（L a u g h t e r  i s 
timeless, imagination has 
no age, and dreams are 
forever）

公司近期也與國際大

廠合作開發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的數位內容，讓
想像力無限發揮、歡笑聲持續不斷！很期待和更多元智

人一起追逐夢想！

作者介紹

校友  李昀叡
資訊傳播研究所86級畢業校友

現職： CORMA - 科碼新媒體

業務總監

長大的祕訣在於，不須急著長大
長大，意味著告別小時候玩耍的魔幻樂園。再見了，塑膠玩具、閃電布丁、

養蠶寶寶、大富翁、跳高、仙劍奇俠傳。或零碎或完整的童年，慢慢離我們遠

去。

距離進入元智大學的那年，已經過了十個年頭。當時元智七館、健康休閒中

心、新宿舍都還沒落成，如今這幾棟新建築，已佇立在校園各處。照理說，我也

應當成長許多，有著十年前所沒有的想法或體驗。

先說說大學時候的瑣碎，起初自認數學和英文還可以，填上師長和社會口中

所謂的熱門科系，就讀管理學院。念了一陣子，才深覺對於會計、統計諸如此類

的事物不感興趣，於是天天打《魔獸世界》。初級會計、中級會計、總體經濟學

的課上得糊里糊塗，只求不被當掉就好。對於未來啊、人生啊，通通沒想法，只

希望過得去就好。大學的科目ALL PASS，退伍找份工作安穩混日子，只要過得
去就好。

是元智文學

獎讓我決定重拾

寫詩的筆。「如

果有拿到好成

績，就來輔修中

語系吧。」大二

下學期，我在圖

書館二樓念書，

桌上一邊擺著管院的原文書，另一邊擺著空白的筆

記本，苦思要寫些什麼。有時候寫個幾句便寫不出來，有時候

可以迅速寫出好幾行。作品在一些掙扎、一些靈感和一些意外中完成。得獎

更是意外，彷彿一張入場券，正式輔修中語系。差不多這時候，和我一起玩《魔

獸世界》的同學決定準備研究所考試。⋯(全文請見網頁)

作者介紹

校友 陳少
主修財務金融系、輔修中國語文

系98級畢業校友
著有詩集《被黑洞吻過的殘骸》

（印刻文學）

現職：作家、文稿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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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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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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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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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alumni@saturn.yzu.edu.tw，將停止寄送刊物，謝謝您！）

資源是有限 × 教育無止境

校友資料更新調查
親愛的校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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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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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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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報

名優惠以及近期課程，請上終身教育部網頁。

◎元智大學終身教育部 

．校本部：03-4638800 #2490、2492 

    (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校友會會員享7 折優惠！
︱元智終身教育部自辦課程︱

【捐款方式】

★ 郵政劃撥：「19461195」；戶名：「元智大學募款委員會」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捐款用途）
★ 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寫「元智大學」，
寄至「桃園縣320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元智大學募款委員會 公共事務室收
★信用卡捐款意願書下載： 
    募款業務承辦人：公共事務室 王小姐 聯絡電話：(03)4638800分機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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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項補助學費、慰問金、生活輔助金(勤學助學金、經濟協助
助學金、工讀助學金、生活學習獎助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各系所清寒助學金、無限安心就學、校友值年獎助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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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團、學會活動費 (學務處學生社團、各系系學會活動費)
‧ 研究中心各項補助 (老人福祉中心、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知識服務與創新研究
中心、環境科學研究中心⋯等) 
‧ 圖書館閱讀期刊 (圖書、期刊、電子書籍授權費等) 
‧其他

信用卡捐款意願書

讓我們為元智、為下一代，攜手再創美好教育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