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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年，我們的相聚
 畢業校友照過來
 校友通訊徵稿
以下就業資訊，提供校友參考，亦
 歡迎校友提供服務單位相關職缺訊
息！

校友動態
中醫系校友活動記實【中醫系供稿】
中醫系校友會第五屆理監事選舉，已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完成。本次選舉採用網路投票，投票結
果由第五屆校友巫漢揆醫師榮膺理事長，巫理事長現任壢新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
本會自成立以來，原本在會員大會時投票改選理監事，但考量會員執業地點遍布全台，亦有出國
進修或執業者，為保障會員權益，提升投票率，所以本屆改以網路投票辦理。會員對網路投票的反應
良好，不但參與度也較往年大幅提升，也讓校友們更了解歷任理事長所致力推動各項會務活動。非常
感謝校友們的共襄盛舉，讓此次的理事長改選得以順利進行。
為了活絡校友之間的情誼，本會在歲末年終所安排校友聚會已儼然成為傳統。往年的活動都是請
歷屆校友以講座或是研討的方式進行，各自分享醫療路上的專業心得感想或體悟，大多偏向靜態的活
動。為了使活動多元，今年籌備時便萌生不一樣活動的發想，有感於醫師們因為工作忙碌，經常都沒
辦法好好的得到足夠的休息及運動，為了讓校友們可以短暫放鬆及忘卻龐大的工作壓力，於是有了今
年的漆彈活動的誕生。
經過細心的規劃，106 年 9 月 6 日假林口亞太漆彈主題樂園，辦理第五屆第一次校友會聯誼活動，
漆彈活動對於平時沒有運動習慣的人來說，算是體能負荷較大的活動，但仍讓許多校友們躍躍欲試。
本次活動共有 15 位校友共襄盛舉，除了考驗體能之外，也考驗了校友們彼此的默契及團隊性。活動
開始時，教練帶著大家熟悉使用方式、遊戲規則，經過簡單的暖身之後，便開始正式上場。從初階的
定點遊戲，到進階到叢林戰，兩隊互相較勁，在叢林中除了藏躲的隱蔽，還要出奇不意，戰勝對方。
比的除了體力外，觀察力更是一大考驗。一場比賽下來，大家玩的不亦樂乎，可說是酣暢淋漓。緊接
著校友餐敘，在緊張耗力的活動之後，校友們把酒話家常，交流經驗，為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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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九月，冉冉暮光，混合著汗水與笑容，彼此臉龐暈染喜悅，期待著下一次相見。一場美好的
相聚，恍如回到那段鎏金歲月。

整裝完畢準備上場

會後合影－期待再相會

生技系系友會活動記實【生技系 96 馬翊鈞校友撰】
生技系理事長及各理監事們，於九月底便開始討論今年會員大會是否呈現不一樣的元素。經各幹
部們努力找尋、動用自己的人脈，並提供台北新北市裡各餐廳的場地樣式及報價，再相約至好幾間餐
廳場勘後，終於在十月中選定在台北凱薩大飯店咖啡園的下午茶自助餐舉行。今年的會員大會，理事
長及各理監事們希望呈現更活潑更愉悅的系友交流氛圍。
餐敘同時，古伯文理事長請我們醫技檢驗學系大家長劉燦榮老師和沈家瑞老師為現場所有醫檢師、
生技人勉勵。之後，並請薛宇珊學姊（林口長庚醫院血清免疫組醫檢師）、田履黛學姊（輔仁大學教
授）、王奕力學長（百衛生技公司主任）、吳俊樂學長（醫療儀器 specialist）以及俊樂學長的另
一半許慧雯學姊（長榮航空空服員）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同時也給予我們學弟妹一些職涯發展的方
向和注意事項，讓與會校友獲益良多。此外，古伯文理事長也向師長、系友及來賓們預告，明年會員
大會的系友分享主題將著眼於「生技醫檢跨領域至法律」！
待師長致詞和各領域系友分享工作經驗後，大家也專心享用美食並溫馨地談天說地、天南地北地
Q & A。此次的坐位安排係刻意打散同系級的同學們，好讓學長姊學弟妹有機會認識彼此，拓展人脈；
藉由學弟妹的現況說明，校友們瞭解現在系上的發展；藉由學長姊的現職闡述，讓學弟妹先對產業界
有初步的認識和心理準備。
當大會接近尾聲，大家的敘舊之情更加熱絡。活動結束時，每個人皆帶著愉悅的心情滿載而歸。
師長和各系友們的開心地相約明年再相聚，更期盼我們生技系系友會有更大的動力，舉辦更多元豐富
的活動，凝聚長庚大學生技系上上下下的向心力！

古理事長致詞

生技系系友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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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參加 2017 EMAP 電子材料與構裝研討會心得【機械系 106 王昱文撰】
什麼是電子構裝？簡單來說電子構裝技術
就是將晶片(IC)固定於晶片的承載墊上。隨著科技
快速進步，物聯網、大數據的時代來臨、無人駕
駛飛機與無人駕駛車即將問世。這些高智慧、高
效率的機械與電子產品中之必備核心為功能完
善的積體電路，得以快速的計算及處理訊號與影
像。
近年來，電子構裝技術朝向異質晶片的整合
發展，例如: DRAM、GPU。又因應低成本和輕薄短小的需求,使得晶片中 I/O 密度提高導致線寬與線距
縮小。目前以 2.5D IC 之應用為主流，其利用含矽穿孔的中介層(TSV Silicon Interposer),不僅整合多種
異質晶片，且同時將線路間距放大，最後連接到基板做整合。而市面上有什麼 2.5D 構裝體的產品？
2016 年 NVidia 所推出的 Pascal GPU 為最佳的例子。本次到日本松江參加 EMAP 研討會，除了習得報
告經驗外，亦看見電子構裝技術未來的發展趨勢。
研討會第一天報告完畢後，我被台下兩位教授問了些許問題。首先是，該如何校正實驗使用的系
統？請問 2.5D 構裝體上的金屬框具有取代性嗎？試片在常溫下的翹曲量，在業界是可以被接受的嗎？
當下我只確定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可以的，但取代的金屬需要比銅便宜、容易加工且剛性也不能太小，
此外熱膨脹係數也要夠大。而最後一個問題，由於目前尚未踏入產業界，因此翹曲量之上限值為多少
才能被業界接受，對於我而言是個無法準確回答的問題。
在每場演講問答的過程中，我察覺到有經驗的人對問題的切入皆快、狠、準，既考量材料本身之
成本與生產過程中之良率問題，又能夠顧及該材料是否容易加工；而有些問題是簡單的問題，但我卻
未曾想過。另外我也深深體悟，工程界的講者回答問題時給的答案只有 Yes 或是 No，並不會有模稜
兩可得答案；而當我身為聽眾時，我也希望講者可以給大家明確了斷的回答。
相信不少人曾聽媒體說半導體業或半導體構裝為夕陽產業，起初我也這麼認為。然而，在真正接
觸電子構裝實驗室、聽完眾多不同工程領域的演講後，發現半導體構裝業並非新聞所說的夕陽產業。
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的潮流，凡需使用晶片的電子產品或機器便需要電子構裝，同時對構裝技術的要
求也越來越高。目前眾所矚目的焦點在無人駕駛機、無人駕駛車，這些交通工具皆會面臨溫差、振動
以及碰撞的問題，在這些惡劣的情況下，該如何使構裝體維持原狀不損壞？這便是不同工程領域的人
才攜手合作後才能解決的問題。
而如何讓自己與不同工程背景的人溝通？只要不把自己侷限在單一領域，透過修課或是參加研討
會，皆為增廣見聞的良機。其中，修課的收穫與參加研討會的收穫又大不相同，在短短的四個月裡，
雖然自身未必能完全了解該門課的內容，但透過學習上的互助，可以結交到不同領域的朋友，以及認
識不同領域的教授；而參加研討會則會讓你看見世界的趨勢，以及未來踏入業界時所需具備的能力。
因此我認為，修課與研討會是相輔相成的，當具備了專業的知識，方可聽懂對方的需求，若能協助他
人解決問題，則人生處處都是挑戰的機會。
【王校友畢業於機械系 目前於本校機械工程研究所研讀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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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校友無私分享 為學弟妹照亮前程【校園記者 林子芳撰】
資訊管理學系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假本校第二醫學大樓第一會議廳，舉辦第五屆長庚資管職涯
講座「資管人．職場．產業經驗年會」，特別邀請黃登揚校友擔任主持人，一同與張耀仁校友、陳正
之校友和程仲駿校友參與本次座談會活動。他們接續上台，與學弟妹分享自身經歷及未來職業出路，
當天系上同學參與踴躍，場面熱絡。
這次座談會由資管系畢業校友帶來「程式交易、資訊安全、專案管理」三種產業工作經驗分享，
首位演講者為張耀仁校友，他曾任台指與選擇權交易 10 年，現為專職投資人，此次以「拉神千萬年
薪的程式交易」為題，介紹股票與程式的完美結合。
張校友表示，自己是投資這方面的專才，雖然不擅於寫程式，但在職場上找到與自己互補的人合
作，一樣能在資管的領域有不錯的成就。此外，他也建議學弟妹除了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還要培養
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學習團隊合作，才能在職場站穩腳步。
陳校友現任台達電子資訊技術處資訊安全副理，已從事資訊相關工作 23 年，是系統整合、專案
管理、制度導入、工程管理、資訊管理、資料品質、業務銷售、架構規劃、資訊安全等 9 大領域的通
才，並領有多張專業證照。陳校友認為，專才或通才的道路要視個人狀況而定，但努力不會因此減少，
語言、知識、經驗更是必備項目。此外，各種領域的證照有助於就業跑道的轉換，而不同的工作挑戰
能確認適合自己的工作職位與性質，因此他勉勵學弟妹「面對高峰前進，先做好準備的人就會先佔有
先機」。
程校友現任台塑企業—台塑網科技電子商務處專案管理師，在校時期參與多樣校內外活動，並有
豐富的幹部經驗。他建議學弟妹們，在學期間多運用校內外、社團及競賽資源來累積管理經驗，避免
成為沒有焦點的資管畢業生，並且分享「累積並增進你喜歡做的事情，讓成功來追逐你」這句話與大
家共勉之。
最後由主持人黃校友總結以上校友們的經驗，勉勵學弟妹:「成就來自於高度、寬度及深度。高
度取決於自己的態度，寬度則是視野，深度即知識。增加自己的高度、寬度、深度，才能使人生更加
豐富。」
校友們的精彩分享，讓與會學弟妹們獲益良多。林詩偉系主任一一致贈感謝狀，謝謝 4 位校友帶
來寶貴的職場與產業經驗，本次座談會最後在熱烈掌聲中圓滿落幕。

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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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短波
本校資管系第 17 屆畢業專題成果展「Touching Innovation」【 資管系】
長庚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12 月 15 日於校內舉辦第 17 屆畢業專題成果展，本次共計 18 件作品參展，
皆各具特色。本屆畢業專題成果分為「實作組」以及「論文組」，應用範疇涵蓋智慧生活、健康促進
及照護，以及創新科技應用等議題，成果展主題為「Touching Innovation」，區分為「醫療健康組」、
「生活組」、「美食組」以及「虛擬實境組」四大議題。「Touching Innovation」主要表達學生運用
資訊管理專業知識與創意概念，創造出「Innovation」。透過最新資訊科技，設計出具創新與創意之
智慧型系統與服務，創造出新穎且令人驚豔之科技應用模式。...詳校訊全文。

 2017 廈門長庚醫院實習-鼓浪嶼的浪花

【醫管四 B0341001 李洺樺】

大陸是一個臺灣人既熟悉卻又陌生的地區，語言相通、溝通也無大問題，但在許多風俗習慣卻存
在差異；廈門長庚醫院正處於如此尷尬的狀況，在此情形下將如何存活，如何挾著臺灣長庚紀念醫院
的優良品牌，繼續在廈門扎根、茁壯，在充滿荊棘的道路中生存下來，我想，這就是吸引我遠赴廈門
進行暑期實習的動力。...詳校訊全文。

母校花絮
再一年，我們的相聚【化材系 103 陳威丞撰】
離開母校已有些時日，此次再踏入校園，依舊有份熟悉的親切感，在這個孕育我知識的堡壘，無
處不佈滿了我青春歲月的足跡，而在學期間發生的點點滴滴，亦剎那湧上心頭，這些不論好的壞的，
歡笑又或是淚水，最終都成為了我成長路途中的養分，讓我可以從青澀生疏的新鮮人，蛻變成熟，亦
讓我對生命有更深的體悟；因此，對於我敬愛的母校，有說不盡的感謝。這次有幸能參與到本系系友
會所舉辦的系友回娘家的活動，在出發前內心激動不已，期待與昔日的同學們再續前緣。畢業之後，
大家為了工作繁忙，為了生活打拼，鮮少還有閒情逸致，能撥出一個週末、一個日子又或僅是一個時
段來敘舊。此外，適逢母校校慶暨校運會如此特別的日子，舉辦系友回娘家這特別的活動，也讓所有
回到這裡的校友感動不已。
本次校慶運動會活動，除了慶祝母校即將邁向下一個新紀元，更是讓學弟妹們可放下學業上的沉
重壓力。仍記得當時還是學生的我，透過各種團隊競賽，如創意拉拉舞、拔河與學生大隊接力，了解
團隊合作精神之重要性，更增進同儕間情誼，凝聚班級的向心力，亦使學生們對學校與系所產生歸屬
感與責任感。因此，在如此重要的一天，化材系的郭修伯主任和化材系系友會的李坤穆會長一同籌畫
舉辦了系友回娘家的活動，並盛情邀請各屆校友攜家帶眷回來共襄盛舉，聯繫彼此的情感，分享各自
在職場上一路走來經驗談，同時也能為在運動場上奔馳的學弟妹們，給予祝福與加油的呼喊聲，見證
他們為各系爭取榮耀的光榮時刻。
這次的系友回娘家活動，不只是一個活動，更多的是家的溫暖，化材系把每一位回來的校友，當
作是回到家鄉的故人，用心設計了許多小遊戲提供給校友們攜家帶眷共同玩樂，消除平日累積的壞心
情，帶來滿滿的正能量；其中的「乒乓神射手」，只要站於規定線後，將乒乓球輕輕彈地，待其反彈
後落入前方一字排開的燒杯中，即可免費得到冰淇淋小獎品；而且校友遊玩此遊戲，還可以一直玩到
乒乓球彈進燒杯為止，意思是人人有獎，整個活動貼心的就像是冬天的暖陽一般；另外，還有「善心
硬幣丟丟樂」，為遊戲攤位前方的小椅子上放置了一個白板，規則是將手邊的硬幣丟至板子上，或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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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前方的桶子內，同樣可兌換冰淇淋小獎品。最後這些零錢會以化材系系友會的名義捐款至長庚校友
會；而活動的另一角，準備了數字九宮格，讓小朋友可以丟紙球玩連線。系友回娘家的遊戲非常多樣
化，在現場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在丟擲乒乓球或是丟硬幣，也看到許多人手上皆握著冰淇淋，而小孩子
們在玩丟紙球的嬉笑聲，也不斷迴盪在這個廣場上。
到了中午，一盒又一盒的披薩來到了活動場地，大家齊聚一起大塊朵頤，享用著熱騰騰的披薩，
嘴裡說著的是在學時發生的種種趣事，是在工作及學業上所遭遇的種種困境，亦或是對未來人生的種
種規劃與憧憬；我想，教育的意義除了傳授解惑，更重要的是對於學生在人生有迷航的時候，點起的
那一盞盞的明燈吧。最後，我前往運動場一起為在場上揮灑汗水的學弟妹們，給予大聲地加油吶喊，
看見學弟妹們揮舞手臂賣力地奔跑，心情也不由得跟著緊張激昂，很開心能見證本系大隊接力三連霸
的榮耀時刻，感謝為系爭光的每一位參賽者。這次化材系友回娘家的活動，提供了一個畢業生與在校
生經驗傳承的橋樑，也提供了校友們聯繫彼此情感的機會，期許如此有意義的活動能繼續傳承，也期
待往後再次回來，能看見母校更蓬勃的發展，散發更耀眼的光芒。
【陳校友畢業於化材系 103 級 現任職於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校友與老師一同吃著披薩敘舊

乒乓神射手小遊戲攤位前

畢業校友照過來

畢業校友登錄系統：http://www2.is.cgu.edu.tw/alumnus/login.aspx
E-mail：alumni@mail.cgu.edu.tw

校友通訊徵稿
一、徵稿主題以校友相關動態為主，輔以本校各項訊息與花絮，包含下列主題：
(一)校友動態：各單位校友活動紀實，如校友回娘家、系友會員大會、畢業校友班級或社團活動。
(二)本校校友經驗分享(投稿本項，須註記校友目前現況)：
第6頁

長庚大學 校友通訊第 109 期

1.校友創業、求職或職涯工作經驗分享。
2.校友證照、研究所、出國留學、高普考…等考試讀書經驗分享。
3.校友求學、遊學、參加國際研討會或研究經驗分享。
4.校友生活經驗分享。
(三)母校花絮：校園巡禮、師長專訪、校隊(含系隊)或社團(含系學會)活動等。
(四)其他
二、稿件經審查通過並予刊載後，其著作財產權歸屬本校所有，另依本校相關規定薄贈稿酬。
三、詳細說明及徵稿表件，請參照本校「校友通訊徵稿作業須知」。
四、有意投稿者，請依格式將稿件寄至: alumni@mail.cgu.edu.tw

就業資訊
以下就業資訊，提供校友參考，亦歡迎校友提供服務單位相關職缺訊息！

長庚大學徵聘訊息(約聘人員、研究助理…等)
台塑企業人才招募網
長庚紀念醫院人員招募(醫師、藥師、護理人員…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原就業e網)
科技部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徵才資訊(專任教師…等)
桃園市就業E網(桃園青年安薪就業讚方案…等)
長庚大學就僑組職涯發展電子報
RICH職場體驗網
召集人：邱文科
編輯委員：謝宗勳、吳明忠、王惠玄、徐慧鈺、蘇娩玉、王埄彬、陳惠茹、陳敬勳、楊鳳平
校友聯絡：長庚大學秘書室
電話：03-2118800#5426
E-mail：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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