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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消息 

 
捐款振興三倍券，愛心一倍翻六倍
【秘書室】 經驗

分享 

 
從化工與材料工程至醫學與製藥工

程：美國留學與求職的經驗分享
【化材系 105李根濤 撰】 

 
109學年度校運會校友活動訊息【秘

書室】 
 

旅日工作經驗分享【電子系博班 98 呂

承恩 撰】 

 護理學系系友回娘家【秘書室】 

母校

花絮 

 
延續夢想，把興趣化為動力-長庚青

年錢泓瑞專訪【校園記者梁晏瑜 撰】 

校友

動態 

 

 
長庚 EMBA健跑社活動報導【商管學

院 104經管組鄭貴玲 撰】 
 扶助本校弱勢生捐款芳名錄 

 
讓我們開枝散葉、綠樹成蔭！醫起

回娘家吧！【醫管系 供稿】 
 近期退休教職員名單 

校務

短波 

 

 
109年長庚校園植樹活動紀實【總務

處】 
 畢業校友照過來 

 圖書館主題特展-攝影趣【圖書館】  校友通訊徵稿 

經驗

分享 

 
攝護腺肥大症近年來的進展【臨研所

博班 108 林友翔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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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勤勞樸實」的長庚人【企研所

107余家軍 撰】 
  

最新消息 

捐款振興三倍券，愛心一倍翻六倍【秘書室】  

您手中是否仍有尚未用完的振興券？敬請一起響應本校扶助弱

勢生助學募款計畫，將您的愛心無限放大。年底前將實體券寄

(送)至秘書室，並指定捐贈「長庚大學弱勢學生獎助學金」，則

依捐款面額開立收據(可列舉扣除綜所稅)，並可獲得本校專屬

紀念品，您的善心捐款亦可再獲得教育部 1:1 同額補助。 

舉例說明： 

若你以 1,000元現金換得實體券 3,000元，並全數捐款至本校

扶助弱勢學生獎助學金，即可再獲教育部 3,000 元補助。您的

1,000元現金，將發揮 6,000元之效益。 

詳情請洽秘書室專人 

413-5426 吳佳玲小姐 

413-3988 林欣慧小姐 

或參考本校扶助弱勢學生專區網頁  

https://cguas.cgu.edu.tw/p/412-1050-9263.php?Lang=zh-tw 

https://cguas.cgu.edu.tw/p/412-1050-926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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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校運會校友活動訊息【秘書室】 

1.「志在參加休閒組校園路跑」：上午 9:00 至活動中心入口

處【校友報到區】檢錄報到，並領取手腕帶，9:17 開跑，完賽後

除可獲得限量丹寧藍毛巾，校友還可另得到小禮品。 

2.「熱血沸騰校友大隊接力」：下午 13:30 至運動場旁【校友

報到區】熱身檢錄報到，14:25鳴槍起跑，一起來為校友隊加油打

氣。熱愛跑步的您，記得來報名參賽！ 

3.「FB 打卡板拍照留念」：中午 12:00 在學務處旁的會議室

(活動中心 2 樓)除提供大隊接力跑者休息用餐，並有多款 FB 打

卡板供您拍照，快來簽到並留下您美麗的倩影，照片可提供給我

們選用，有機會刊登在校友服務 facebook及校友通訊電子報哦~~ 

4.「把愛傳出去 愛心市集 自由樂捐喝咖啡」：上午 10:30起

在活動中心外側攤位 NO.1 設有愛心物品義賣及咖啡品嚐，義賣

所得將全數做為本校弱勢生助學專案所用，歡迎蒞臨。 

 

護理學系系友回娘家【秘書室】 

11/7(六)校運會當天護理學系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並邀請劉希姮系友座談經驗分享：「研究出

你未來」，歡迎系友們踴躍參與。活動流程如下： 

  

校友動態  

長庚 EMBA 健跑社活動報導【商管學院 104經管組鄭貴玲 撰】 

以健康和公益為主題的永慶盃路跑活動(北部場)，已於 9 月 20 日清晨在總統府前盛大展開。當

日以「健體跨步，跑結好友」為願景成立的長庚 EMBA 健跑社(以下簡稱健跑社)，亦召集社友共襄盛

舉。活動當天天未亮，各界跑友早已陸續集合準備開跑，今年為預防肺炎疫情(COVID-19)的蔓延，取

消團體暖身活動，改由選手自行暖身；此外，主辦單位還增加選手起跑空間管制距離，也建議所有跑

者及工作人員在不跑步的情況下，正確佩戴口罩。 

當天開跑時雖突來一陣急雨，但並没有澆熄參賽者熱情，反而鼓勵所有跑者，要在艱困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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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好成績。早上六點整，10 公里競賽組自總統府起跑出發，競跑路線由凱達格蘭大道接仁愛路直

行，接著向北轉金山南路接新生高架橋，順著高架橋跑至濱江街匝道後，再原路折返。歡樂 3公里組，

則在 10 公里競賽組開跑後出發，路線由凱達格蘭大道接仁愛路直行，至金山南路交叉口後折返。除

了健跑社眾多社員參加外，更有許多學長姐全家出動參與，讓此活動充滿健康又有意義。活動當日校

友會旗幟飄揚，讓大家看見長庚大學 EMBA校友會，健跑社參與活動的畫面也出現在「永慶盃路跑 最

速男代言－民視台語新聞」新聞報導中。 

健跑社是由商管學院 104 級經管組黃群偉同學及一群熱愛慢跑的校友同學，於 109 年 2 月正式

成立。為永續經營，特別敦請工商系王光正教授擔任社團指導老師，並向長庚大學 EMBA 校友會登記。

第一屆社長黃群偉同學從小就是長跑健將，自社團成立以來，每月舉辦練跑小聚，熱情邀請各屆校友

與在學同學參與。健跑社希望以健康運動鏈結校友間的情誼，並積極參與學校相關活動，支持學校發

展。 

健跑社正式成立前，各級校友慢跑同好們已多次組隊參加校內外路跑活動，包括已連續參加 4年

的全國 EMBA 馬拉松接力賽，以及多屆的長庚校慶校園路跑、永慶盃路跑、新北市鐵道馬拉松接力賽

等賽事。健跑社是健康、慢跑、歡樂、友誼、熱情的結合，歡迎各級各系所學長姐攜家帶眷來參加活

動。在健體跨步之餘，創造家庭成員與校友間的共同美好回憶。 

健跑社接下來的活動，除了每月團練之外，11 月份將參加長庚校園路跑和第九屆全國 EMBA馬拉

松接力賽，以及 12月的新北市鐵道馬拉松接力賽，歡迎有興趣的學長姐和社長黃群偉連絡(LINE ID：

will8855)，一起加入健跑行列。健跑社以健康為起跑勢，用凝聚校友情感為賽道，如果學長姐們在

跑步的路上相遇，記得要打招呼，說聲嗨！ 

【鄭校友目前任職於資鼎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晨曦中準備開跑 ▲帶口罩的跑者成了防疫下的特殊風景 

讓我們開枝散葉、綠樹成蔭！醫起回娘家吧！【醫管系 供稿】 

趁著學校舉辦「2020讓世界看見長庚─扶助弱勢生就學募款聯誼會」活動當天，醫管系在上午舉

辦了系友回娘家的活動。活動報名表單寄出之後不久，便得到畢業校友們的熱情回應。從最早的 88

年畢業到最晚的 108年畢業的學長姊都來報名，其中有好友三五成群，更有攜家帶眷前來的。他們的

共通點是，不管是看到許久未見的老師、同學，還是素未謀面的學長姊、學弟妹，臉上都掛著真摯的

笑容。大家相見後十分熱絡的聊天、敘舊，或相互分享工作上的各種大小事。自我介紹的過程中，每

個人都認真的注視著講者，而自我介紹的同時也熱力四射的介紹了自己的工作單位、內容，更不留餘

力地提供給與其他人的幫助。 

這次的校友回娘家活動中得知，早期醫務管理畢業的學長姐大部分已經成為醫療單位負責重要管

理工作，也有一些學長姐選擇不一樣的工作領域，並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及經驗。例如 89 年醫管系的

畢業校友楊凡毅，在畢業後於醫院資訊室工作，並有機會選擇了電子通訊領域，目前服務於 ZYXEL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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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科技電子公司，是一家頗具規模的台灣科技公司，目前適逢通訊產業蓬勃發展，近期正朝著 5G 技

術相關應用的方向邁進，學長這幾年負責跨國業務，工作經驗相當豐富。透過這次校友回娘家的活動，

也讓學弟妹得到啟發，不要侷限自己的出路，醫管系畢業也不一定就會到醫院工作，可以運用系上的

所學，創造不一樣的未來。此外，多位學長姐目前於長庚醫療體系擔任主管級職務，在醫院實習部分

也給予新手上路的學弟妹有相當的照顧及教導，更給予目前仍在學的學弟妹不少幫助，在此特別感謝

醫管系的學長姐們一路以來的照顧。 

系友回娘家落幕前，系友們紛紛留下自己的名片，希望能夠慢慢建立出完整的長庚醫管系畢業系

友聯繫網，除加深彼此的感情、促進各行業間的交流外，還能對醫管系的在學學生或未來畢業的系友

有些幫助，例如企業提供實習機會及職場工作分享等。醫管系強調「做中學」的精神，在寒暑假或全

學期實習的課程中，醫管系的學生們都會選擇長庚醫院、企業界、醫療相關單位實習的機會。透過醫

管系長期的開枝散葉，提供學弟妹們更多實習機會，讓我們系友連結更廣更茁壯。「綠樹成蔭」不只

是代表集眾人之力幫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也代表著畢業系友之間建立起緊密連結，連結成一片樹蔭，

讓大樹底下的幼苗能成長茁壯。期待長庚醫管系這棵大樹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持續茂盛！ 

  
▲活動參與人員合影 ▲楊凡毅學長經驗分享 

校務短波 

109年長庚校園植樹活動紀實【總務處】 

為紀念及延續本校創辦人王永慶先生對環境永續經營與環境教育的理念，每年於 10月 15日舉辦

校園植樹活動，讓師生藉由植樹過程，感受泥土芳香與大地之美，不僅傳承創辦人理念，也深具節能

減碳的意涵，及美化校園之目的。 

今年植樹種類有四季景觀變化性樹苗，及自行成功繁殖的開花植物，以豐富校園色彩，計有：青

剛櫟 63 棵、黃金風鈴木 180 棵、青楓 120 棵、紫薇 50 棵、烏臼 50 棵、楓香 50 棵，共計 523 顆苗

木。此外，現場還準備了台灣欒樹、朱槿、桂花、大葉山欖、大紅秋海棠、變葉木、扶桑、九重葛等

300多棵的樹苗，喜歡的人也可以帶回家種植，一起響應植樹愛地球。…請詳校訊全文 

圖書館主題特展-攝影趣【圖書館】 

圖書館與學務處合作策劃「攝影趣」主題特展，於 10月 22日至 11 月 11日在圖書館一樓科學人

文區及五樓視聽中心展出，歡迎全校師生蒞臨選讀指導。 

「攝影」是運用設備進行影像紀錄的過程，精密的儀器與專業的技巧可以製作令人讚嘆的影像；

但處在行動數位時代，人人不分時地即可輕鬆以手機完成拍攝，留下永恆的回憶。本次主題特展不但

陳列相關館藏，更辦理兩場講座活動，邀請不同領域專家分享拍攝經驗與技巧，讓大家能更得心應手

地為生活留下紀錄。…請詳校訊全文 

https://enews.cgu.edu.tw/p/405-1043-79804,c12224.php?Lang=zh-tw
https://enews.cgu.edu.tw/p/405-1043-79819,c1222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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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攝護腺肥大症近年來的進展【臨研所博班 108林友翔 撰】 

我今年四月從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目前為林口長庚醫院高齡泌尿科主任，回首臨床工作

與研究同時並行的日子既辛苦又滿足，感謝指導老師莊宏亨教授的指導。此次經驗分享為我臨床工作

常見的男性常見疾病。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攝護腺肥大所造成的個人生活品質困擾、社會勞動力的下降之影響越來

越顯著。先前到日本觀光旅遊時，發現日本名勝古蹟的工作人員或是餐廳服務人員大多是六七十歲以

上的健康老人，極少年輕人。高齡化的日本已改變勞動力組成，台灣的高齡化程度雖然沒有日本嚴重，

但也在加速進行中。如何讓台灣的中高齡勞動人力協助社會的運轉將是未來重要的課題。其中攝護腺

肥大導致頻尿、尿急甚至是急迫性尿失禁，都是造成中高齡男性自社會活動中退出的重要原因。人口

整體高齡化及生活品質的提高，改變了過去對於「老了本來就會有泌尿問題」的認知，讓更多人願意

主動尋求醫療的幫助。 

對於攝護腺肥大，過去主要的概念都聚焦在肥大，去量測攝護腺的長寬高來獲得攝護腺的體積，

但是攝護腺的大小與解尿症狀間卻沒有絕對的正比關係。很多病患的攝護腺不大，卻深深為解尿問題

所困擾；而許多病患在服藥之後，雖然攝護腺仍偏肥大，卻可以夜夜好眠。因此現在有些研究，開始

將概念導向出口阻塞使膀胱過勞受損後，膀胱儲尿能力與膀胱肌肉收縮能力的下降，導致解尿困難、

流速慢、尿急、單次尿量少這些下泌尿道症狀。目前也開始有零星研究探討阻塞後膀胱肌肉層與纖維

化比例及中間作用機轉。在臨床上可以確定的是，膀胱出口阻塞舒緩甚至解除後，膀胱的儲尿量與收

縮力量都可以逐漸恢復；因此，膀胱功能的評估才是攝護腺肥大症的核心，而非傳統認知的攝護腺體

積。 

膀胱功能目前主要評估方式是採用問卷量表來調查嚴重程度，因為是病患主觀感知，個人感受與

實際膀胱功能偏差相當大。客觀方面，缺乏公認的測量方式，例如尿流速圖中的最快尿流速(膀胱最

大輸出力量)、殘餘尿佔最大膀胱容量的比例、膀胱壁層在超音波下的厚度、尿動力檢查中膀胱收縮

時的壓力等評估方式皆有人採用。在眾多的評估方式中，卻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完整反應膀胱的現況；

因此，如何開發出一個客觀的量測方式，是未來我們需要努力的目標。其中尿流速圖型態我認為是一

個很好的方式，無侵入性、重複性高，但是病患需要尿出跟平時一樣，甚至更多的尿量，該尿流速圖

才具有參考意義。個人目前在蒐集手術前後的尿流速圖，發現它們具有連續性的變化，相信未來在 AI

大數據的幫助下，可以有好的成果。 

【林校友目前任職於林口長庚高齡泌尿科 主任】 

  
▲林友翔醫師近照 ▲林友翔醫師參與 2019世界雷射醫學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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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勤勞樸實」的長庚人【企研所 107余家軍 撰】 

「感恩長庚，重獲選擇」 

2018 年 10月自長庚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畢業後，我從蘇州公職單位離職到廣州一所公辦

大學任教。博士生畢業到公辦大學任教在大陸基本上是職業之首選，我也不例外。一次偶然的機會，

我認識到現任職單位的董事長，他希望辦一所知名大學的情懷和使命感動了我。華商學院是大陸一所

獨立學院，性質上屬於私立大學。離開公辦大學到私立大學工作，對很多年輕博士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事情，除非沒有選擇到公辦大學任職的機會。我毅然放棄了在公辦大學任教的崗位，選擇了到私立大

學任教，是因為我堅信，只要秉承創辦人王永慶先生｢勤勞樸實」的長庚校訓，到哪裡都會有立足之

地。誠如創辦人在校歌中所言：｢長庚培育你堅毅的志節，長庚啟發你智慧的源泉；天下沒有簡單的

事，也沒有不可能的事；勤勞樸實，精研學理，崇尚務實，止於至善」。這是長庚的理念，也是長庚

人追求的方向，更是長庚學子前進的動力源泉。 

「緣於選擇，務必努力」 

2019 年 4 月 3 日我正式到華商學院工作，被任命華商學院創新創業學院常務副院長職務。新環

境、新崗位、新任務，一切都是嶄新的開始。作為新任部門主管，開展工作還是具有相當地挑戰性。

感謝領導的關心和同仁的支持，我始終牢記｢勤勞樸實」長庚校訓，並將「勤勞樸實」視為我的的工

作作風與工作態度，因此工作開展比較順利，個人表現逐漸被認可。董事長考慮給我更多的鍛煉機會，

於 2019 年 7月 12日我又被任命校長助理新職務。加入新單位短短時間再次被任命新職務，來自周圍

的種種壓力對於我來說可想而知。得益於長庚學習期間各項嚴格的訓練給了我接受挑戰和壓力的信

心。 

｢天下沒有簡單的事，也沒有不可能的事」 

回首 2014年 9月 13日，孤身一人到長庚求學，可謂戰戰兢兢。面對修課的壓力、英語的挑戰和

論文的艱辛，曾經想過放棄。因為堅信創辦人之事業理念，最終博士班畢業。工作亦是如此，既然選

擇了，務必要努力，且要有信心。2019 年 10 月 22 日，有幸陪同單位董事長一行參訪長庚母校，回

到母校重見師長，倍感親切。2019 年 11月 19 日，我的副教授職稱通過評審；同年 12月又被聘為廣

東省高校畢業就業創業工作專家庫專家。作為長庚學子，昔日曾以長庚為榮；如今身為長庚校友，也

期許可為母校增光。 

【余校友目前任職於華商教育集團產教融合事業部 副總經理】 

  
▲余家軍校友近照 ▲華商教育集團廖榕就董事長(中)參訪母校 

從化工與材料工程至醫學與製藥工程：美國留學與求職的經驗分享【化材系 105 李根濤 撰】 

自 2015 年 6 月從母校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畢業前，我已經開始計畫到國外就讀研究所。在申請

研究所的路上，首先特別感謝我當年的大學專題指導教授莊瑞鑫教授，在迷茫的時候提供不少人生建

議及方向；在課業上，老師也竭盡所能教導我如何活用化工知識在各領域裡，直到現在我也一直銘記

在心。其次感恩的是化材系華沐怡教授，在我代表母校參加國際基因工程機械競賽(iGEM)期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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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地提供實貴的意見及教導如何實際地利用生物科學和化材知識在生物科技上，讓我鎖定志向，以

醫學工程研究所為目標。感謝母校及化材系的教授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知識與經驗，讓我能擁有

更廣闊的眼界，造就今天的我。 

大學畢業後，我進入了全美醫學工程排名前 50名的紐約市立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葛洛夫工程學院(The Grove School of Engineering)的醫學工程系碩士課程，系上以生物輸送

現象(Biotransport Phenomena)及跨顱直流電刺激(tDCS)的應用而聞名，當中有不少著名的教授在這

裡任教，如生物體液力學(Biofluid Mechanics)的 Dr. Sheldon Weinbaum 教授、骨骼肌生物力學

(Musculoskeletal Biomechanics)的 Dr. Mitchell B. Schaffler 教授和 tDCS 的 Dr. Lucas C. 

Parra 教授等。同時，因系上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工系教授們有緊密合作的研究專案，也讓我經常有

接觸最新研究發展的機會。 

關於研究所課程，主要是以實作為主軸，而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微流體(Microfluidics)晶片製

造。在課程裡，需要從使用 AutoCAD®進行晶片設計與使用 COMSOL 軟體建模預測，到無塵室裡製造晶

片、實際晶片測試與電腦模型作結果比對，以及製程建立的估算與可行性評估都包含在內。過程雖然

困難，但學習到如何從實驗品變成產品，十分有趣也很實用。在碩士班期間，我的研究方向是天然高

分子(Natural Polymers)應用於椎間盤(Intervertebral Disc)疾病，所需知識除了母校所教授的課

程外，還需要深入了解醫學材料跟組織力學(Tissue Mechanics)間的交互作用。在研究所時期，我們

除了有定期的實驗室會議，還需要與紐約市最大的醫療網絡西奈山醫療(Mount Sinai Medical)合作，

到醫院裡實際觀看病人狀況與醫生操作方法，從而得知需要改善的地方。 

畢業後在美國找工作更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從履歷(Résumé)到面試技巧都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

關鍵因素是—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ing)。在美國，其實母校擁有著強大的校友網絡，如果你使

用職場交流平台—領英(LinkedIn)尋找關鍵字「Chang Gung University」，你會發現很多校友們在國

外工作的現況。透過 LinkedIn，你可以尋找看看有沒有其他校友們在你心屬的相關公司上班。如果找

到了，不必害羞，請打一份簡短的履歷給那位校友，請他幫忙推薦(Referral)到他們公司的人事部門，

會大大提升你得到工作的機會。 

最後，我想跟在學學弟、學妹們說一些話，當你在人生或學業的道路上有迷惘的時候，可以嘗試

與你的班導或專題指導老師談談，或許你會有不一樣的想法，讓你繼續往更好的方向前進。如果有其

他的疑惑與困難，也可以嘗試尋找校友的幫助，相信廣大的校友們很願意協助你們。希望大家都能找

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快樂。 

【李校友目前任職於 AMPAC Fine Chemicals LLC 製程工程師】 

  
▲李根濤校友（右）大學時期參與國際基因工

程機械競賽照 

▲李根濤校友（右 2）碩士時期與各國研究生

聯誼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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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工作經驗分享【電子系博班 98呂承恩 撰】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眼間我已經畢業超過十年了。回想起在長庚大學的十年學生生涯，可說

是人生中相當珍貴的成長經歷。博士班時期，指導教授賴朝松院長期許博士生須具備之能力如「獨立

研究、引領團隊推進實驗、具備國際觀」。這些年的要求與訓練，也一直潛移默化深植在我們的心中。

因此，當博士班畢業後在台灣美光記憶體工作了六年，體驗過高壓力、快步調的工作環境後，決定換

個環境更上層樓，轉而加入了日本美光記憶體，展開了人生中另一個新挑戰。 

日本美光，擁有一個多元文化、種族的工作環境，除了日本當地人之外，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頂

尖人材，包含了台灣、新加坡、美國、中國、法國、韓國、印度、馬來西亞與孟加拉等。這種良性競

爭以及互相學習的職場中，工作充滿著樂趣與挑戰。在日本工作兩年多的時間中，日本人的職人精神，

最是令人印象深刻！在每一個問題上，追求著細膩與完美。即便遭遇困難、時間壓力，卻也能堅持到

底的工作態度，非常值得學習，也令人敬佩。 

在今年新型冠狀病毒的危機之中，日本雖不像台灣控制得如此嚴謹與迅速；但隨著政府緊急命令

的頒布，餐廳和大部分的店家幾乎都暫停營業，多數人都嚴守政府在宅的建議，路上行人戴口罩的比

例也幾乎是百分之百。此外，公司內也全力的執行分組上班，在宅勤務，體溫監控，盡可能給予員工

一個安心與安全的工作環境。在這樣艱難的狀況之下，更加強調著自律、制度與溝通的重要性，也很

慶幸能在有完善管理制度的日本美光服務。 

現在的工作職務，除了負責產品良率與品質的改善之外，也需要帶領與協助新進工程師的成長，

對自己來說，也是另一種新的學習與經驗。在此，也鼓勵在校學弟妹要把握目前學習的黃金時間，好

好充實自己，不僅僅是專業學科上的精進，語言、工程軟體、思考邏輯與團隊合作，也都是工作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技能，希望未來大家都能在自己的領域發光發熱。 

【呂校友目前任職於日本美光記憶體 先進技術整合工程師】 

 

  
▲呂承恩校友(右 2)參加東廣島西條清酒祭 ▲呂承恩校友(後排右 4)參加日本美光網球活動 

母校花絮 

延續夢想，把興趣化為動力-長庚青年錢泓瑞專訪【校園記者梁晏瑜 撰】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畢業的錢泓瑞，以熱忱的學習態度，在校期間課業成績系總排名第一，並且連

續四年獲得工學院榮譽學生的殊榮。此外，在課餘時他也積極參加活動，培養規劃能力及領導力。錢

校友得知獲選為長庚青年的時候，除了驚訝及喜悅之外，對於學校及老師給他的高評價及肯定，也深

表感激。 

錢校友在學期間時，曾經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的 CIBA 物理實驗室實習，完成跨領域、結合資訊專

長的實驗，進而發現可以在實驗上運用演算法來優化調節數據。而在新加坡實習期間，他看見新加坡

學生的學習態度十分積極，大家不只認真念書，也熱衷於課外活動，令他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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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校友的畢業專題為「智慧手語手套」，他除了收集上萬筆手語資料進行分析以外，為了貼近聽

障人士實際的生活需求，也和同學一起學習手語，專題獲得第十七屆育秀杯軟體應用競賽的金獎。談

及對於資訊工程的熱情，他幽默提到，很多人會覺得愛玩遊戲才會對資工有興趣；雖然他也喜歡電子

遊戲，但是在高中的興趣選修班，才是接觸計算機科學的契機，加上看到許多新科技的應用例如行動

支付、電子商務已經改變人們的生活模式，讓他想要投入鑽研這門領域，進而選擇就讀資工系。 

課業之外，他也很活躍於各式活動，例如擔任系學會和陸聯會的副會長，學校資策會的會長，辦

理新生宿網、創用 CC 講座等，他也投入蒲公英工作隊。另一方面，因為喜愛運動，因此經常參加田

徑類比賽，加入路跑社，以及 101 登階競賽與好漢坡登階等競賽，甚至他也曾在校運會上奪得三次

400米金牌。 

錢校友為陸生，目前已回國繼續朝進修發展，回顧大學四年資工的學習過程，他認為課程上的知

識和自主學習同等重要，除了基礎理論要精通以外、一定要親自實踐，以加深印象；尤其現在資訊技

術更迭迅速，許多教科書的技術已經只是參考，要隨時關注最新的技術變化，才能徹底的將資工的知

識融會貫通。同時，他也鼓勵學弟妹積極參加系學會及社團，除了讓自己的大學生活更加精采以外，

也可以多發展歷屆傳承的活動，將這些特色延續下去。 

 

 

▲錢泓瑞校友近照 ▲錢泓瑞校友畢業專題-「智慧手語手套」 

 

扶助本校弱勢生捐款芳名錄 

《108學年度捐款芳名錄》https://cguas.cgu.edu.tw/var/file/50/1050/img/2035/145038524.pdf 

《109學年度捐款芳名錄》 

定期定額： 

姓名/單位 金額(元)  姓名/單位 金額(元) 

陳姿蓉 10,000/月  林沛穎 99,999/年 

陳秋燕 1,000/月  孫嘉良 20,000/年 

王俞涵 1,000/月  陳君侃 10,000/年 

中野敏明 1,000月  郭順利 10,000/年 

彥騰興業有限公司 600/月  曾志龍 10,000/年 

古芯玲 500/月    

單筆： 

https://cguas.cgu.edu.tw/var/file/50/1050/img/2035/1450385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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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單位 金額(元) 姓名/單位 金額(元) 姓名/單位 金額(元) 

謝明儒 3,000 陳學承 1,000 張恆瑜 1,000 

陳春賢 10,000 莊雅慧 2,000 曾國維 3,000 

騰達行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郭立昌 1,000 

圖爾思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 

翁啟昌 5,000 傅宣翔 3,000 詹錦宏 10,000 

宮大川 10,000 姜霈宇 1,000 岳旺企業社 12,400 

洪麗滿 3,000 徐郁雯 2,000 
洪益資訊顧問有限

公司 
11,000 

皮海薇 3,000 張白王 1,000 簡麗卿 6,000 

陳怡婷 3,000 黃曉怡 3,000 劉家國 11,600 

賴銘志 3,000 陳曉恩 2,000 福益商行 6,600 

陳嘉祥 3,000 蔡佳宏 1,000 陳芸緹 5,800 

郁兆蘭 3,000 李延平  10,000 姜月桃 2,000 

黃國正 3,000 陳靜宜 1,000 蕭秋月 2,000 

康琳茹 3,000 陳明哲 2,000 林欣欣 2,000 

合記書局有限公

司 
3,000 陳思妍 2,000 林美秀 2,000 

莊育芬 3,000 盧瑞芬 4,000 郭柏壯 3,000 

賴志河 3,000 嚴明明 3,000 蔡佩恩 1,000 

展熙光電科技有

限公司 
35,640 洪勤 6,000 謝清川 10,000 

楊家銘 15,000 李鳳純 5,000 黃祥富 10,000 

海力克科技有限

公司 
3,000 曾意儒 1,000 胡銘倫 2,000 

白麗美 3,000 陳昱仁 1,500 徐正明 10,000 

張啟仁 10,000 陳宜惠 1,000 陳志丞 10,000 

吳耿良 10,000 郭珍利 1,000 長庚人 680,600 

蔡宏杰 10,000 林張群 9,000 高慧媛 100 

翁麗雀 6,000 林紋德 1,000 古士杰 100 

長庚大學校友總

會 
500,000 黃創閔 1,000 陳薇琦 100 

胡美華 3,000 曾翠芬 1,000 林志穎 100 

德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6,000 陳鴻亭 3,000 林映汝 200 

廖郁芳 50,000 高鴻文 1,000 朱子寧 200 

鄭淑玲 50,000 王郁涵 1,000 陳彥妤 200 

長庚 EMBA高爾夫

球社 
6,190 李政諺 1,000 游晶瑛 3,000 

施佑螢 1,280 吳健敏 1,000 李柏洲 22,000 

安奇 2,000 徐冬 1,000 統一速邁自販股份 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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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邵榮華 1,000 蔡婉婷 1,000 李麗莘 400 

高銘鴻 5,000 陳奕翰 1,000 李世宗 5,800 

陳麗如 2,000 張耀仁 1,000 曾晉森 5,800 

長庚人 64,100 王笙光 1,000 蔡明劭 5,000 

林威伯 10,000 劉麗瑜 1,000 陳嘉玲 10,000 

張沛鈞 20,000 梁景忠 20,000 
社團法人臺北市國

際足球聯合協會 
120,000 

邱方遒 5,000 劉思儉 20,000 賴亭薇 500 

游智仁 1,200 劉佳瑩 1,000 楊于萱 500 

林狄昇 20,000 陳彥宇 5,000 廖修苹 500 

童恒新 100,000 張淑冠 10,000 吳郁琦 500 

呂幸江 2,000 陳健迪 2,000 程霓姿 500 

張書華 1,000 張英美 1,000 賴文萱 500 

黃季崧 1,500 陳秋燕 1,000 楊織羽 500 

陳美津 3,000 陳秋鈴 1,000 林宛玲 500 

林瑞芳 3,000 陳小平 1,000 吳婉寧 500 

呂霽 3,000 施航典 2,000 黃文慧 500 

董祖珍 3,000 溫立昌 2,000 辜煒焉 500 

董祖甲 3,000 應亞華 2,000 洪瑞可 500 

鄭積慧 3,000 葉麗美 2,000 陳蓓韻 500 

王碧華 5,000 劉之鈜 1,600 邱筱淳 500 

中華民國長庚大

學 EMBA 校友會 
50,000 洪甄琍 2,000 陳玟秀 500 

邱存梅 5,000 詹展權 2,000 楊啟正 3,000 

台灣長庚大學醫

學生物技術暨檢

驗學系系友會 

6,000 姜林勝哲 3,168 邱仕瑜 500 

魏一勤 3,000 顏月琴 1,000 臧翊真 500 

賀晟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1,000 尉遲永竣 1,000 長庚人 49,750 

姚芳珠 1,000 張雅蘭 1,000   

近期退休教職員名單 

109.10退休教師名單: 

單位 姓名 

醫學系 魏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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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校友照過來 

畢業校友登錄系統：

https://polymers.cgu.edu.tw/ 

 

 

 

 

若有任何寶貴意見，請隨時和母校保持聯繫。 

聯絡窗口：長庚大學秘書室-校友服務 

電話：03-2118800#5426 E-mail：alumni@mail.cgu.edu.tw 

長庚大學校友服務網 http://cgu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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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本項，須註記校友目前現況)： 

1.短詩、小品集。 

2.校友有出版文書、專輯、或是展覽會，均可來稿。 

(四) 母校花絮：退休教職員名單、教職員榮退紀錄、教職員優良事蹟陳述、校園巡禮、師長 

專訪、傑出校友專訪、長庚青年專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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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校友通訊邀稿表單）將稿件寄至: 

https://polymers.cgu.edu.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cguas.cgu.edu.tw/
https://cguas.cgu.edu.tw/var/file/50/1050/img/2026/161633773.pdf
http://cguas.cgu.edu.tw/bin/index.php?Plugin=enews&Action=enewsstatistic&eid=16&url=http%3A%2F%2Fcguas.cgu.edu.tw%2Fezfiles%2F67%2F1067%2Fimg%2F2026%2F17227271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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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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邱文科 

編輯委員：楊鳳平、胡漢忠、黃安婗、陳春賢、徐慧鈺、陳惠茹、王埄彬、王永樑、江秀貞、蘇詔勤 

校友聯絡：長庚大學秘書室 

電話：03-2118800#5426 

E-mail：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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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lumni@mail.cgu.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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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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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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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job.tycg.gov.tw/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