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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獲獎國內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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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人工智慧浪潮興起，元智大學自106學年度率先全國把「程式語言」列
為必修課，並以學院為核心，推動數位跨域學程，透過各學院分工、跨域整

合，讓學生得以掌握未來的產業脈動。去年更成立人工智慧（AI）跨域創新應
用中心，結合AI相關學程，並與遠東集團各事業體合作，共同培育人工智慧人
才。同時結合學術與企業需求，與金融、零售、電信、醫療等產業建立合作平

台，朝向業界提出需求，學界提供解決方法合作模式。

基於遠東集團的優勢，元智大學不但具有最豐富且多樣性的產業資料，也

是全球極少數能有實體場域，迅速結合客戶需求，進行客戶洞察與數據科學研

究的學校。元智與遠東國際商業銀行「Smart RM」專案合作，透過網宇實體資
料與個人化推薦，讓金融理專不僅提供給金字塔客群的獨享服務，更能普及於

元智AI跨域創新應用中心 建構業界需求學界解決模式
一般民眾訴求；與亞東醫院合作，運用元智學術能量共同研發長照輔具，導入

AI技術開發醫療器材、疾病預測等醫療技術，加速孕育智慧醫療解決方案與應
用場景；與巨城購物中心針對「影像辨識與視覺技術應用」的專案合作，提供

客流預測與虛擬服飾穿搭的技術，讓民眾購物更能得心應手。

元智除成立AI中心外，資訊工程學系亦獲美國Intel FPGA全球大學計畫總
監Stephen Brown直接授權、支持掛牌成立「Intel FPGA & AI/IoT聯合實驗
室」；TIBCO與工管系攜手合作，培訓智慧型資料分析人才；電機系教授方士
豪實驗團隊研發「病理嗓音偵測系統」，研究

判斷正確率可達94.26%，更是全球第一篇基於
深度學習偵測病理嗓音的論文。

TOP UNIVERSITIES IN ASIA

桃園市長鄭文燦也親臨祝福。鄭市長表示，元智自一九八九年創校以來，

培養無數人才，是台灣私立大學中的亮點大學，不僅是人才培育搖籃，也是產

學合作基地，與地方保持良好互動，未來市府將協助元智，完善大學與城市間

的相互連結，繼續讓元智成為台灣重點名校。

校慶典禮中表揚第三屆傑出校友並頒發當選證書。5位傑出校友分別為迅
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年清、國防部常務次長徐衍璞、桃園市私立少年

之家執行長張進益、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梁晃千以及泓格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葉廼廸。

許多校友抱著興奮的心情回母校參加「元智30釀校友同學會」活動，早期
畢業創業校友他們感念母校栽培，回饋母校產學合作，尤其數位時代，科技人

才需求若渴，元智在物聯網、大數據以及AI人工智慧等方面研發能量紮實，學
生訓練有素，對外參賽不時獲得獎項，深獲業界喜愛，校友希望提供專業實習

以及就業機會給學弟妹，也有多位校友帶第二代出席，有傳承之意味。

校慶活動除結合社區藝術節、音樂會等慶祝活動，特別安排AI人工智慧、
創客課程等研發成果展，並配合各學院英語專班的成立，全球事務處成立國際

園區，擴大國際招生之需求及服務。

遠東集團創辦元智大學於3/23舉辦創校30週年校慶。元智大學秉持企業辦
學的精神，努力辦學，培育許多優秀人才。雖然只有短短30年時間，但其辦學
成效卓著，為私校中之佼佼者。

元智大學30週年校慶典禮在元智六館有庠廳舉行，桃園市市長鄭文燦也親
臨祝福。會中並表揚五位傑出校友，校董會徐旭東董事長勉勵元智，科技變化

快速，學校要有危機意識，努力思考未來的方向。

徐旭東董事長表示，回首創校當時的環境，一切都篳路藍縷很辛苦，一路

上元智有很多的貴人協助，才能走到今日，如今元智更需要思考下一個30年的
方向。徐董事長分享近日參加巴塞隆納的世界行動通訊5G的大會感想，他說，
世界變化之快速，要隨時調整腳步，跟上時代的腳步。學校應該也要有危機

感，思考下一步的方向與策略，而非滿足於現狀。

元智      週年校慶 校友回饋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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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爸爸SAX風表演

● 廖長健，資訊工程學系82年畢業，現職網擎資訊執行長。榮獲2018年傑出資訊人才獎之殊榮。

●  張如瑩，資訊管理學系86年畢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89年畢業；林柏霖，資訊管理學系103年畢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105年畢業；潘

桓毅，資訊管理學系103年畢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105年畢業；邱紹哲，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106年畢業；黃玟瑜，資訊管理學系105年

畢業；李律萱，資訊傳播學系106年畢業，工研院巨資中心新創團隊AI CLERK成員。研發之智慧應用服務「AI CLERK」，榮獲107資訊月

百大商品創新選拔百大商品創新獎與創新金質獎以及2018資訊應用服務創新創業新秀選拔銀牌獎三大獎肯定。

●  賀信實集團旗下「信實保全」於2019年3月登上興櫃 (信實集團董事長陸耀祖，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94年畢業)。

校
友
榮
譽
榜

▲校友太鼓表演

▲小小元智生態多-親子體驗

▲校友手風琴
演奏

▲社區藝術節－怪獸泡泡

元智大學「枕頭戰」
史丹福銀髮設計競賽全球前三強

由史丹福長壽中心舉辦的銀髮設計競賽（ Stanford Design Challenge）在美國矽谷史丹福校園舉行，元智

藝設系副教授林楚卿帶領CKfablab團隊，學生成員包含藝設系任敬葭、機械所陳虹諭組成團隊「Pillow Fight 

（枕頭戰—我要我們憶起玩）」得到觀眾的共鳴，擊敗來自全球24個國家的97件作品，與美國史丹福大學、柏

克萊大學共同躋身前三名，獲得全球大賽銅牌的殊榮，充分展現台灣年輕人的創新設計力。

元智大學團隊日前參加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參展9件專利，獲2金、2銀之佳績，分別有化材系姚少

凌教授以「不具胎牛血清之細胞冷凍保存組合物」獲得金牌；電機系乙組鄧俊宏教授以「解決射頻不完美因子

之聯合估測補償方法」獲得金牌；電機系甲組陳敦裕教授之研發專利「基於影像為基礎之即時呼吸率量測技術

之方法」獲得銀牌；電機系甲組林承鴻教授以「用於低密度奇偶校驗解碼之層運算停止方法」獲得銀牌。

▲元智30釀校友同學會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元智大學獲2金2銀

元智公共事務室暨校友服務中心於校慶當天辦理校友回娘家「元智30釀校友同學會」活動，

邀請歷屆校友及眷屬、貴賓參加。校友們也帶來一系列精采表演，包括校友太鼓表演，彰顯元智

校友團結氣勢，還有管理學院校友自創歌曲30釀，結合Rap 唱出大學四年的心聲與感動。活動中

還有酷爸爸樂團薩克斯風的演奏，他們是由一群企業家組成的樂團，經由元智資管校友、農漁會

資訊中心執行長徐嘉鴻熱情邀約，特別祝福元智校慶。

除此之外，各系亦有百來位校友及眷屬返回母校共同慶祝。其中資傳系除辦理系友座談分享

產業經驗外，亦安排小小元智生態多-親子體驗。校慶活動亦結合社區藝術節、園遊會市集、兒童

迷宮、多元全民國防教育體驗活動等慶祝活動。

▲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單繩滑降

▲校友演唱自創歌曲30釀

｜榮譽榜｜

元智大學      週年校慶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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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千很感謝在系上老師的鼓勵之下參加第三屆傑出校友的遴選，並當選第

三屆傑出校友。能夠獲得母校的肯定，這是讓我們這些校友，在社會上打拼最

好的鼓勵。

晃千是第六屆大學部畢業生，當時就學的時候元智還屬於創校的階段，三

館才剛落成啟用。雖然是創校階段的學生，但當時我卻感受到學校與系上有充

分的教育資源供我們學習。我也在這創校時期中完成我的大學學位，接著分別

於中央大學與清華大學完成化學工程碩士與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在工業技術

研究院（工研院）從事生醫材料在醫療器材產品的開發。

回想起在元智求學的階段，雖然學校提供充分的教育資源，但很多資源是

需要學生與校方共同去摸索與建立的。在如此環境下，培養我探索與勇於嘗試

新奇事物的好奇心，一步一腳印的務實完成目標。2010年我與志同道合的夥
伴，在政府推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政策〞，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以嶄新之新創模式，結合國內精密醫療器材加工〝鐿鈦

科技(股)公司〞，創立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公司。當時「新創」的氛圍尚
未萌芽，工研院也尚未有醫材透過技術移轉成立新創公司的相關案例，在這股

不被外界看好的氛圍中，抱著破釜沉舟、壯士斷腕的創業決心，勇往直前。

2010年擔任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公司總經理一職至今，創立〝Wiltrom〞

年清目前擔任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致力於科技業之智能自動化服務，及半

導體智慧物流系統，這次有幸獲頒傑出校友的殊榮，也要感謝元智大學師長的指導與教

誨，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企業經營得以彰顯。

年清生於務農家庭，也傳承農家子弟吃苦與堅毅的人格，加上在學子時期嚴格的技術

實習磨練與電機專業知識，才有後來技術創業的基礎，創業5年即成為PCB產業自動設備領
頭羊，如今更成為PCB產業智慧製造的火車頭，並成功進入半導體廠最新製程之倉儲物流
系統，同時也與元智大學產學合作，提供實習與就業機會，使人才提前與產業接軌，早一

步規劃職涯。

除了技術創新外，企業的經營策略是更重要的議題，為了開啟更宏觀的經營視野，

2001年進入元智EMBA，在管理學院的薰陶及師長們指導下，企業經營與管理上都成長許
多，對於後來透過所學的分析，擬定各階段經營策略，累積實戰經驗，助益良多。2011年
因歐債風暴，德國母公司因資金緊縮，影響公司近2億之應收帳款及申請IPO之進度，經多
次與德國公司交涉談判後，同意以市價出脫迅得持股。年清與經營團隊們增加持股比例，

並在短時間內找到法人股東投入資金，購回股權。不僅紓解母公司的資金問題，並收回應

收帳款，帶領公司走出困境，繼續擴大營運規模及上市櫃之計畫。

再次感謝母校對個人在人生的成長與肯定，未來必將更努力提升產業競爭力，繼續打

造重視CSR的幸福企業，更肩負傳承與培育的社會責任，感謝母校與全體師生，我也以您
們為榮。

自由品牌：以創

新產品研發與自

由品牌銷售為主

要目的，以研發

及行銷雙引擎的

運作模式，目前

可生產銷售的產

品包括人工骨、

脊椎椎間融合器

與脊椎內固定器。相關產品已在美國、中國大陸、歐盟、台灣獲得總數多達27
案的販售許可證，其智財也在美國、中國大陸、歐盟、台灣以及日本等地取得

共36件專利，產品研發成果相當豐碩。員工人數由草創的3人，發展至今已超
過40人。

晃千在母校求學的階段承蒙老師們的諄諄教導，讓學生有機會將所學貢獻

於社會，同時在孫一明老師學術研究的啟蒙之下，一直保持對研究的熱誠。目

前累計發表SCI期刊論文23篇、專利45項。晃千一直秉持著『關關難過關關
過』的精神與毅力，在未來的挑戰中持續努力。

信實集團於2007年8月成立，結合台灣及各國成功經驗，以現代化、科學化、規範化及人性
化管理方式精心經營。集團旗下分別有「信實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信實物業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信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其中最為廣人熟知的則是他們

的清潔服務，為積極與國際接軌、創新服務效能，2017年更首創我國先例舉辦台北國際清潔論
壇，聚焦於跨業合作與服務創新。

打掃清潔看似簡單，不過，要把這看似簡單的工作做到世界級的水準，卻不是簡單工作，

所需知識更是遠超出想像。我要求員工在從事清潔工作前，必須了解清潔所具備的所有專業知

識，照著公司的SOP執行，堅持「要做就要做最好」的信念，正是這種專業的精神，讓信實集
團承包許多機場及車站等清潔及環境維護，甚至向國際邁進。

腳踏實地並用對方法，要成功並不是難事。就像我們這一行，最關鍵的就是要肯做，我經

常告訴員工打掃是專業且有尊嚴的工作，讓員工有了高價值的理念，自然會成為公司的助力。

信實集團以「信行天下、實以立業」的經營宗旨，在國內已得到市場肯定，未來將會積極往國

外邁進，大放異彩。

作者介紹

校友  梁晃千

1998年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畢業
現職：台灣微創醫療器材(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勇往直前 完成目標

作者介紹

校友  王年清 

2006年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畢業
現職：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信實集團陸耀祖的理念「要做就要做最好！」

學用合一 助益良多

作者介紹

校友  陸耀祖

2005年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畢業
現職：信實集團董事長

我是張進益，61年次，出生在台中小漁村，家中有八個小孩，
母親在連續生6個女兒後，才生下兒子，而我是家中排行最小。過
去年少迷惘不懂事，度過很多荒唐歲月，讓父母失望，在上帝的憐
憫與救贖下，如今洗心革面，為反毒做宣傳，並成立大改樂團，幫
助迷途之非行少年，找到人生方向。 

作者介紹

校友  張進益

2015年社會政策暨科學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畢業

現職：桃園少年之家執行長

從小跟著哥哥混黑道，過著打打殺殺、販毒也吸毒的江湖生活，曾因毒品問題兩次入
獄。重度毒癮導致身體健康亮紅燈，多次在生死關頭徘徊，後來在家人的愛與宗教力量的
支持下戒毒成功。

過去誤入歧途，後來靠著信仰的力量幡然悔悟，也因此決定重拾書本，便去讀神學
院，拿到教牧碩士，並兌現對上帝的諾言，把人生完完全全奉獻給上帝，幫助和我一樣的
「飛行少年」。2013年進入元智大學社會政策研究所攻讀碩士，因從事社工服務有實務經
驗，而就讀社政研究所，將所學之理論與政策應用於實務，突破實務工作的盲點；也因有
著與非行少年共同的生命閱歷，更能以過來人的角度發揮同理心，理解這群孩子的苦痛及
心理，同時也能取得少年的信任，以協助少年重新創造新的生活。

因為親人的愛而得以改頭換面，為了幫助行為偏差的孩子，讓愛傳承下去，2001年和
太太胼手胝足創立私立少年之家，收容安置無家可歸的非行少年。頭十年，只有夫妻二人
照顧這群孩子，財務上只能依賴有限的政府補助以及民間捐款，然而社會的刻板印象，常
有民眾要捐款做公益，但是當聽到這裡收容的，是需要高度關懷的更生少年時，往往打消
念頭轉身就走。熬了十年，財務才勉強比較穩定，而比財務窘境更艱難的是，如何挽回迷
途羔羊。為了讓孩子們找到價值感，於2010年成立「大改樂團」，取其「大大的改變」之
意，自2012年起開始於全台獄所演唱，所到之處影響無數受刑人。

在從事社會工作服務的道路上，從一開始的社會排斥，到現在成為該領域的服務標
竿，其間百感交集，箇中酸楚非外人所能想像。這十幾年來，雖然非常辛苦，但也滿滿甘
甜。那些曾經被放棄的孩子，很多都慢慢回到人生正軌上，有人考取輔導員，還有人得到
總統教育獎，也有人發揮自己的音樂、運動等長才，琳瑯滿目的獎狀、獎牌，成為少年之
家最好的裝潢，而自己，也被按立為牧師。

這一切歸功於上帝的恩典，聖經箴言說：「恨能挑起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希
望這個社會能有更多的愛與包容，給予這些非行少年改過自新的機會 ，給他們一個大改人
生。

我的大改人生
從吸毒犯到牧師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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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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fice@saturn.yzu.edu.tw ，將停止寄送刊物，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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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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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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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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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項目】
織網弱勢助學計畫、無限安心就學專案、圖書資源、獎助學金、國際與兩岸交流與合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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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政劃撥手續費1,000元以下15元/每筆；1,001以上20元/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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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捐款每筆需扣除2%手續費

5. 其他。
募款業務承辦人：公共事務室 
電話：(03)4638800 ext.2317，Email:proffice@saturn.yzu.edu.tw。

Adidas的紀念T恤、建築線條馬克

杯、古錐的薪火相傳小

書包⋯元智紀念商品熱

賣中， 快來讓你的生活

充滿元智的氣息吧！

校友資料更新調查 感謝配合

親愛的校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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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來電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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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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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大學∣織網弱勢助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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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年校慶紀念品熱賣中

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每位學生就像是一張網，網織的越堅實牢靠，越能提供學生們穩

固的支撐點。使他們學習共為順遂，擁有更完善的學習環境，有更多服務社會人群，放眼國際的機會。

織網弱勢輔導計畫秉持社會關懷，堅持不放棄任何一位學子求知、學習的機會，籌募經費來幫助偏鄉

及弱勢族群學子，提供他們求學補助與教學輔導。

「一個人可以貧窮、微弱，但是不可以沒有夢想，只要有夢想存在的一天，就可以改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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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這些弱勢學生，實現他們的夢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