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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長庚大學校友服務網於 9 月 10 日改版上線嘍，請畢業校友多多支持與關心【秘書室】 

新版長庚大學校友服務網連結網址為 http://cguas.cgu.edu.tw/ 

為避免部分校友未能得知校友服務網改版消息，故舊版網頁

仍會保留至 108 年 8月 31日。 

對於新版的長庚大學校友服務網頁有任何指教，歡迎來信 alumni@mail.cgu.edu.tw告訴我們。 

校友服務網竭誠地為所有長庚校友服務，請畢業校友多多支持與關心唷！ 

優秀應屆畢業生及校友推薦進入台塑企業服務作業申請【秘書室】 

親愛的長庚校友, 您好： 

恭喜您已順利畢業成為社會新鮮人 

若您有意願進入台塑企業服務,請瀏覽台塑人才招募網址：http://hr.fpg.com.tw/ 

凡符合資格且有意願者請依申請流程於 10月 15日(一)前將資料繳交至各系所 

待審查核准後會將您的資料推薦給企業錄用之參考。 

註:10月15日(一)前,為本年度各系所最遲之共通基準日,各系所確切截止日期請逕洽原畢業系所) 

詳細申請資格及流程請點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jsS9agMeQlZg2kodadDpNKqff3_wvGa/view?usp=sharing 

http://cguas.cgu.edu.tw/home.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hr.fpg.com.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jsS9agMeQlZg2kodadDpNKqff3_wvGa/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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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屆校運會歡迎校友回娘家同歡樂！【秘書室】 

第 32 屆全校運動會預計於 11 月 3 日熱烈展開，秘書室及校友總會藉此機會邀請各位校友返校聚

會，除運動會及園遊會外，上午有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校園路跑，下午還有教職員與校友組成的

大隊接力比賽，歡迎有興趣之校友踴躍報名參加，秘書室後續會將相關流程資訊公告於校友服務

網及校友服務臉書、校友總會臉書。 

有相關問題可來電或 E-mail至 alumni@mail.cgu.edu.tw洽詢。 

校務短波 

107 年度優良教師表揚名單 

教學獎    

醫學院 陳志弘 老師 楊淑齡 老師 翁麗雀 老師 

 莊麗玲 老師 徐淑媛 老師 Scott Schuyler(曲桐) 老師 

工學院 孫嘉宏 老師 張哲維 老師  

管理學院 徐憶文 老師   

非學院類 胡正申 老師   
 

研究獎    

醫學院 王鐘賢 老師 方嘉佑 老師 吳嘉霖 老師 

 林光輝 老師   

工學院 賴瑞陽 老師 劉浩澧 老師 蔡定平 老師 

管理學院 曾意儒 老師   

非學院類 陳敬勳 老師   
 

輔導獎    

醫學院 張瑛玲 老師 萬國華 老師  

工學院 趙一平 老師   

管理學院 文羽苹 老師   

優良社團 李勤招 專員 李坤穆 老師  
 

技合獎    

工學院 林仲志 老師 吳旻憲 老師  

恭喜各獲優良教師們，優良教師得獎感言，......請詳校訊全文。 

『慶言思在-永遠緬懷創辦人的言行思想』紀念活動暨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

誌推廣【圖書館】 

一、『慶言思在-永遠緬懷創辦人的言行思想』紀念活動 

今年為創辦人王永慶先生辭世十週年，為感念創辦人辦學回饋社會之遺澤，學習其堅忍

奮鬥、身體力行、回饋奉獻之精神，及追根究柢、止於至善、以身作則的典範，圖書館於 10
月以「慶言思在-永遠緬懷創辦人的言行思想」辦理紀念活動，內容......請詳校訊全文。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59718,r988-1.php?Lang=zh-tw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59782,r98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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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生技系校友回娘家活動【生技系 吳治慶副教授 撰】 

本次生技系校友回娘家活動氣氛熱絡而溫馨，活動方式特別改以「各實驗室為單位」邀請畢業校

友共襄盛舉，當天設有獎項以感謝每位畢業校友的熱情參與。在此，恭喜鄭恩加、曾慶平老師實驗室

共同獲得「精神總錦標」、郭瑞琳老師實驗室獲得「叫我第一名」、施信如老師實驗室獲得「我愛生

技所」之殊榮。 

期間，最令人印象深刻就是陳志威學長（台灣大學分生所博士後研究員）特地準備「計時回答問

題」反過來考顏秀娟老師，場面十分歡騰有趣。顏秀娟老師也與大學部學生合唱歌曲來歡迎畢業校友

參與本次活動。而餐敘時，部份校友以各實驗室指導教授為核心，各屆學長姊、學弟妹彼此間交換工

作信息、經驗傳承、分享職場生活，對於人生規劃也起了相當的作用。 

生技系除了大學部畢業生外，碩博班畢業人才也相當優秀！這次活動不同以往系友回娘家的方式，

首度以生技所碩博班同學為主角，每個實驗室各自用非學術研究的角度去介紹實驗室。有的實驗室分

享求學生活的趣事給學弟妹，增加大學部學弟妹對研究環境的認識；有的實驗室利用小短片放上當年

在實驗室的各種樣貌；有的實驗室製作有獎徵答影片，考考現場畢業學長姊是否還記得實驗室的環境；

更有實驗室找來畢業校友分享目前在業界的職涯經驗與心得，讓在場學弟妹自由提問，對生技產業界

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在此感謝畢業校友熱情參與，及長庚大學和生技系系友會的支持，讓這次活

動圓滿成功！ 

  
生技系師長、校友及在校生合影留念 主辦人吳治慶老師介紹校友 

  
畢業校友與師長餐敘 畢業系友座談會講者曾維廉（博班畢業於曾慶平教授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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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鄭恩加、曾慶平老師實驗室共同獲得「精神總錦標」 

電機系校友座談會「智慧職涯、選擇有術」暨校友會成立大會【電機碩 94游嘉弘 撰】 

因為電機系林炆標主任的協助與推動，讓電機系友會終於得以藉由每年一次的小電盃校友活

動，正式推舉出新任會長，今年由大學部 96 級畢業的周育德校友接擔。周校友在接下會長職務後，

因在學期間曾擔任電機系學會會長，所以順利聯繫了系上歷屆的系學會會長，並藉由歷屆會長動

員，積極籌備電機系友會組織，終於在今年的 5 月 1 日利用勞動節的休假日，於母校工學大樓 6
樓的國際會議廳(二)，舉辦系友會的第一場校友座談會─「智慧職涯、選擇有術」暨校友會成立大

會。 

當天經周育德會長協助，安排了兩個場次的職場經驗分享；第一場由碩士班 101 級畢業的賴

柏伸校友給予演說。賴校友目前在外商公司 ABB 擔任機器人規劃顧問工程師乙職，與大家分享工

作經驗，並就目前現階段智慧機器人發展應用歷程以及未來前景說明，另外也針對目前工作對其

個人所帶來的經驗累積與成長分享。 

第二場次則由新任會長周育德校友進行分享「外商面試實戰技巧」。周校友自學校畢業後先

進入仁寶電腦擔任硬體研發工程師，之後因認為業務性質工作較具有挑戰性，且嚮往外商公司，

因此經過一番準備進入「日商基恩斯」，之後又陸續轉職美商 HONEYWELL，擔任製程整合客戶

部經理(DCS)，友信行醫療集團擔任醫療設備工程師，ABB 機器人工程師；針對其個人每一次的

轉職從開始的原由，設定轉職公司，求職管道準備面試相關資料，以及進入每家公司後所經歷的

公司文化，均不吝惜與校友及在校師生共同分享。 

經由兩位校友的經驗分享，大家均有體悟到校友間是可以互相協助的，彼此其實是可以將資

源整合、分享並獲得幫助。在座談會後並舉辦第一次的電機系系友大會，校友們在會中均熱情參

與討論，規劃後續校友將建立平台，可提供給校友做資訊的傳遞，讓更多電機系畢業校友能共享

資源以追求進步，並決議在今年度 11 月份校慶時，將再舉辦第 2 場次之校友座談會。 

【游校友目前任職於本校電機系 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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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座談會-賴柏伸校友 工作經驗分享 校友座談會-周育德會長致詞 

  

校友大會會後大合照 校友座談會 

經驗分享 

那些呼治系教我的事【呼治系 106 陳皓翔 撰】 

回想四年前的我，當時的我和現在的學弟妹們一樣不太瞭解甚麼是呼吸治療。遙想高三那年，

我僅僅因為入學成績達到標準而來到這裡，在什麼都不知道的狀況下踏進這個圈子。但在這裡，

我遇見了很棒的同學，有了和別人大不同的經歷。當時的懵懂，後來我都明白了，且了解了更多！ 

如今畢業後，跨入另一個階段，未來的我很可能不會走入臨床，但大學四年訓練帶給我的，

或許是自主、思辨能力、呼吸治療專業……等,許多特別經歷也許抽象，在這邊僅努力挑些特別的

來談，純屬個人心得，但盼不流於空泛。 

大家可能對「呼吸治療師」感到陌生，也沒有充足的管道得知實際情形。呼吸治療確實是相

當特別，不同於其他成立已久的科系，呼吸治療在台灣僅僅成立二十餘年，早期由在職專班到大

學部成立。多數資深呼吸治療師仍由早期的護理師經由特考擔任，經歷學會創立、立法、將呼吸

治療由各醫院非正式訓練，納入教育體系的正規課程，而大學部畢業的呼吸治療師亦紛紛投入職

場。大家可能對醫學院的醫院實習有所耳聞，實習確實是呼治系相當特別、也非常重要的一環。

說出來也許教人失望，呼吸治療實習並沒有太多可以操作的技術，主要的工作是更換呼吸器管路、

定時紀錄呼吸器參數、學習如何正確評估病人狀況，多數時間照著臨床學長姊的指示進行，同時

紀錄下病歷上各種未知詞彙待下班後作功課，晚上趕製 PPT 及隔天要交班給學長姊的長長病史。 

但是醫院實習很容易嗎? 亦不盡然，如果不喜歡醫院高壓快速的節奏，不願意調整心態，仍

可以輕易叫人大感吃不消。印象中最累的幾次，其中曾經一連五天，回家後開始查實習遇到的問

題，準備要給同學及學長姊的大小報告及和醫生交班的內容，每天到了一兩點才上床，隔天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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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著去聽一早學長姊的交班，提前換好衣服到單位等著。有時中午的時間，甚至被要求去聽個案

研討會或上課，每天咖啡提神早習慣成自然。但如果這些你都真正走完，而不是得過且過，柿子

撿軟的捏，每天到了單位即放空等下班，到了要找工作時崩潰，或者迷惑當初為何要選填這個奇

怪的科系；那麼，你會收穫很多很多。 

收穫之一：你和同學共有許多獨特的回憶。 

不僅僅是實習階段一起學習的患難情感，對長庚學生來說更是有許多特別的相處片段，因為

地處偏僻的緣故(好在捷運落成，目前逐漸邁向繁榮)，長庚多數學生住校，每天一起上課，到了考

試一起討論打拼，生日會一起慶祝，吃喝玩樂一起分享，一天相處時間超過八小時，是怎樣有趣

的光景。 

收穫之二：習得專業並對生命尊重 

很久以前就被告知 RT 辛苦，需輪班還得負責研究。當時自認體力還行，對研究也不排斥，就

這麼一知半解的踏進來。大一開始學習基礎醫學、認識醫院環境、認識倫理及工作範疇；大二學

習基本的生理及疾病，還有天書藥理學，拿著新買的聽診器和同學對聽，熟悉基礎身評技巧。當

然，課堂會教你一套(相對)系統化的判準。以聽診為例，四大心音聽診區、正常與不正常呼吸音的

出現位置與原因...等。但是，經過了實習就會慢慢發現，當這些技術實際應用在病人身上並非容易，

很多時候還是依賴直覺比較準。 

大三大四實習算是真正的挑戰開始，同學們將被打散至各個不同體系的醫院實習，得將之前

課堂學習過的各種疾病生理、身評、呼吸器及器材原理再次挖出，並有系統性的整理。面對百百

種病人，每個新來的病人都是「未知」，希望能從中學習到更多知識，擁有足夠的知識，應付各

種突發狀況，免於自己的無知。但講白了，短短幾個月實習確實成效有限，距離能獨當一面的醫

療人員仍有段差距。實習的疲累，不只於體力上的負荷，有時也源於無法對那些意識不清的重症

病患保持冷漠；儘管，所有人包含醫師都束手無策。曾經幾次看著家屬陪伴在病人身邊，等著醫

師宣告末期病人的離開；我想，那些畫面不管來幾次都令人心情糾結。試想，每天遇見的不僅僅

是人的病，更是病的人，人的眼淚、人的歡笑、人的故事，那是怎麼樣的權利!  

在如是訓練下，每個人開始培養自己對生命的尊重。也許現階段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能力為病

人作出最好的決定，卻仍願意耗費無數個夜晚查閱、消化相關資料，思考可行的解決方法。但願

這樣的熱情永不澆熄。 

實習結束後，是一段漫長無聊，準備國考的日子，在這時你回憶起大學四年的風風光光，開

始準備履歷，憂心之後的工作，你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段學生的時光(就不談論那些少數考研究所的

同學了 XD)，還有那些跟室友同學們一起開心耍廢夜衝夜唱、慶生、辦活動、讀書、逛街與玩樂

的日子。 

有一天我會懷念起這些特別的回憶，最想念的說不定是大家擠在小小的會辦中認真開會、打

牌的瘋狂。我想，不論我們之後是否繼續待在呼吸治療的圈子；至少，我們都有段美好且珍惜的

四年長庚回憶。  

【陳校友目前任職於高維醫療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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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馬偕重症實習(抽動脈血) 料理大賽(系學會活動) 

  
授袍典禮 林口長庚肺復原中心參訪 

工設系校友宮保睿出國留學心得分享【工設系 100 宮保睿 撰】 

從 2011 年自母校工業設計學系畢業之後，在以設計與文創為主要工作的公司待了一年後，我

便計劃準備出國就讀研究所。但其實在大二與大四的時候，我就開始種下出國唸書的種子。大二

的時候，我參加了系上舉辦至英國聖馬丁學院的暑假短期課程，有機會前往倫敦大約三週的時間。

期間發現英國設計學院的實驗性思考方式，很符合自己將來想要走的方向，因此持續地關注英國

的學習環境與相關的學校。而到了大四進行畢業專題的時候，在選題上，我就思考如何以未來進

修之目標研究所的設計特色與方向，作為自己專題設計的主題。最後，我非常幸運地進入了目前

QS 大學排名中藝術設計類排名第一名的英國皇家藝術學院 (Royal College of Art) 進修，開始了

改變自己思維方式的英國倫敦之旅。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是歷史非常悠久的藝術學院，也是世界上少有只專門提供研究所課程的藝

術學院，自己在此主要修習的是兩年的碩士學程。該校的校區分為倫敦海德公園旁的 Kensington 
campus，這是最早的校區；倫敦南邊由 Dyson 資助的 Battersea campus，還有最近發展的新校

區，在倫敦西邊的 White City campus。我主修的設計互動系 (Design interactions) 基本上是

interaction design 課程的延伸，但是更深更廣，像是試著探討設計如何結合科學與新興科技，甚

至以設計為媒介去探討地緣政治、經濟等更大的全球議題；同時也專注於探索新興科技與人類之

間的關係，不僅僅是外在的現象，更包含內在意涵的探討，內容包括社會、文化、倫理上正面或

是負面的影響。 

兩年課程的上課方式，主要是以討論的型式進行，一年級由許多不同的小作業與工作坊組成。

例如：一年級的生物工作坊，作業的題目是合成生物學，配合工作坊做一些簡單的 DIY BIO 實驗，

去萃取出草莓 DNA。到了二年級會分配個人導師，指導完成畢業作品。系上同學來自不同的領域，

除了有產品設計背景之外還有平面設計、動畫設計、攝影、表演、藝術、哲學、人類學甚至是生

物學等等，而課程也希望透過不同媒介的表達形式，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設計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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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倫敦這兩年的課程與生活，讓我感覺非常的充實，也幫助自己不斷的成長與改變，像

是開展了自己的設計思維與方式，也自己學會突破思考框架，試著思考不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在異國生活也學到很多不同的文化差異，像是英國人講話通常比較婉轉，所以需要多花一點時間

思考他們講話的真正意味。另外，英國是被稱為世界上數一數二食物很難吃的國家，所以留學期

間也開發出自己很多烹飪的潛能，常常會跟英國的室友一起煮飯，分享午餐。也認識了一群有才

能且發展方向不同的夥伴們，大家一起不斷地努力與奮鬥。 

正如 PChome 董事長詹宏志先生所說的：「你只有通過旅行的時候，可以短暫的變成一個異

鄉人。這個異鄉人去的時候是對異鄉而言，回來的時候，對自己的家鄉而言，你也變成一個異鄉

人，因為你帶著一個異鄉的眼睛回來。」 

希望我可以帶著某種異鄉的眼睛，給家鄉一點點不一樣的改變。 

【宮校友目前擔任未來情境設計師 (思辨設計) 及本校工業設計系 兼任講師】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 開學說明會 開學註冊日盛況 

  
與指導老師討論 參與生物工作坊萃取草莓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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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花絮 

第 16 屆「傑出校友」專訪-蘇輝成：「人生的哲學課」【校園記者 林子芳 撰】 

蘇輝成校友於民國 94 年自長庚大學醫務管理

碩士班畢業，此後在長庚醫院擔任高階主管，服務

已逾 26 年，目前為醫院行政中心副主任，對醫療

業務貢獻良多，在忙碌之餘亦不忘學習，其優異表

現值得大家學習，此次獲獎，實至名歸。 

蘇校友表示：自己原就讀五專，後來任職於台

塑企業，因工作需要而開始進修醫務管理，除了以

職員的身分，同時也是以父親的身分作為楷模，希

望藉此讓自己的小孩知道「活到老，學到老」的道

理，這也是自己讀研究所最重要的目的。此外，他

認為不管讀什麼系、做什麼工作，只要敢學習，自

己必能從中獲益。 

面對高齡化的趨勢，蘇校友在醫院內積極推動特色醫療中心及整合型醫療照護模式，以利高

齡長輩更便於就醫，也讓社區醫療保健及長照服務等多項醫療資源能有效地運用在民眾身上。 

針對現今的高齡化社會，蘇校友認為國家的政策很重要，政府應制定多一點的對策及誘因讓

更多企業投入「醫療照護」這項產業，讓行動不便及患有慢性疾的長輩們能得到最好的照顧，畢

竟久病床前無孝子，儘管再孝順、有耐心的子女，面對病情長期未獲改善的長輩都會感到無助；

而長輩對於自己病情無法好轉，其心理會感到自卑、徬徨，因此長期照護是眼下最急需解決的難

題。 

另一方面，蘇校友雖然工作繁忙，仍長期協助規劃本校醫務管理系的相關課程及指導學生實

習事務，並且自 104 學年度於本校管理學院設立「未來菁英獎學金」。在與同學們接觸的過程中，

他發現雖然學生都很優秀，但因為長期以來的教育氛圍致使大多數學生被動式學習，不太會對所

教的東西提出疑問，在現今競爭的社會，這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讓人擔憂。 

因此，他期許未來將與世界競爭的學弟妹們，要記得保有創新的思維並博覽群書，儲備自己

的戰鬥力，將年輕的本錢發揮極致。最後，蘇校友以自身經驗勉勵學弟妹，要活潑並培養多元的

興趣及吸收多元的知識，也要訓練自己的表達和領導能力，保有勇敢去闖蕩的心，開拓自己的一

片天。 

  

蘇校友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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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15 屆「長庚青年」-宋亮諭─「積極服務 走向人群」【校園記者 梁雅淳 撰】 

攤開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四年級宋亮諭的履歷，不難發現有多

項獲獎事蹟都與公共事務相關，小至參與系學會，大至擔任初升日記

公關、活動司儀，宋亮諭積極接觸不同人群、樂於服務的特質，榮獲

第十五屆長庚青年，實至名歸。 

宋亮諭曾任系學會總務長一職，懷著「系學會能更好」的想法，他

提出許多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概念和計畫，當然改變體制的過程中會有

掙扎和爭執，「所幸幹部們都很體諒我的想法，真的很感謝他們。」

宋亮諭想起當時的狀況，依舊心懷感謝，大家透過不斷的溝通、協調

和理解，才能以嶄新系學會的樣子，改善過去缺失，為系上師生帶來

改變與進步。 

宋亮諭大學期間公共服務時數高達 264小時，讓多數人望塵莫及。

對於如何能在繁重課業中達此數字，他說：「沒有太特別的方法，就是利用課餘時間一點點累積」。

另外，他也強調「拓展很重要，不要被現有的框架綁住了。」所以在系學會之後，他勇於跳脫熟

悉的環境，挑戰了校園裡最大型的活動—初升日記。 

2016 年的暑假，宋亮諭擔任初升日記公關長，工作內容包含接洽行政端與新生諮詢窗口等。

他表示：在準備和執行初升日記的期間，需要面對數以千計、個性迥異的人群，還有更加繁複和

細密的行政作業。當衝突或事件發生時，短時間內的應變能力也得跟上節奏，工作的難易程度不

言而喻。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衝擊，但是『好的』那種。」龐大的工作量沒有擊垮宋亮諭，反

而帶來正影響。除了學到更多的溝通技巧、解決問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這些都更肯定了他在

公共事務上的付出和努力，進而確定了未來職涯方向。  

在辦活動的過程中，難免受到挫敗或遭人冷言冷語，他自有一套排解方式，就是「只要你知

道你做的事情沒有錯，是對的，就沒有必要害怕流言蜚語，也不需要退讓或停止。」。至於積極

投身公共活動，總會有不被諒解或對環境失望的時候，他認為對的事必須做，可以嘗試換個方式

修正，但不論結果如何，自己都能獲得成長的養份。 

除了社團及公共事務服務，實習對於宋亮諭來說也是大學生活中難忘的一環。他表示：在台

塑生醫科技公司實習期間，十分感謝主管提拔與栽培，「我並不是到企業實習拿學分，更像從主

管那裡學到做事道理、人生規劃與體悟」。 

宋亮諭談起實習，字句間充滿感激與希望。他說實習不只是完成被交辦事務，還能體驗暫時

離開學生的身份，學習真實社會的規則。在那兩個月的期間，他不僅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連同

學校沒教的學分也一併修滿。 

「大家都會迷惘，想嘗試什麼就去試試看，不要侷限自己，只要做了就會有好結果的。」這

是宋亮諭給學弟妹的祝福，就讀長庚大學的四年，他也身體力行，透過嘗試來挖掘自己的興趣、

專長，他找到自己的定位，確定職涯方向，畢業後同樣向公共行政事務發展，不排斥任何機會與

可能性，繼續豐富人生的履歷。 

宋同學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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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退休教職員名單 

1070801 退休教師名單如下: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莊正鏗 醫學系  林心宇 電機工程學系 

黃錦章 醫學系  王丕承 工商管理學系 

趙清貴 醫學院生物化學科  尤建華 化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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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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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藝文 
(四)母校花絮：退休教職員名單、校園巡禮、師長專訪、校隊(含系隊)或社團(含系學會)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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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2.is.cgu.edu.tw/alumnus/login.aspx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menu_id=ba3d22f3-96fd-4adf-a078-91a05b8f0166&l=ch&view_mode=listView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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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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ejob.tycg.gov.tw/
http://ejob.tycg.gov.tw/news/u_news_v2.asp?id=%7bE7C6CCCB-1105-4461-A7FD-1E50A3D7B0DB%7d&newsid=670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http://ejob.tycg.gov.tw/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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