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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資管系友座談會 

母校

花絮 

 
果陀劇場「五斗米靠腰」─喜

劇旋風席捲校園 

 醫學系演講紀實—不一樣的習醫之路  
「2025 預見未來工作觀」專題

演講紀要 

 
職能治療學系系友會會員大會活動暨陳

貞夙老師歡送會  畢業校友照過來 

校務

短波 

 
長庚大學資工系第十屆畢業成果展 主題

多元  校友通訊徵稿 

 
長庚醫工團隊獲第 12 屆「國家新創獎」

殊榮－跨入高階醫療器材研發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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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

分享  「空杯子的體悟」─鄭明輝校友經驗分享 

校友動態 

第三屆資管系友座談會【小記者 郭恩典撰】 

資管系於 11 月 26 日由許建隆主任頒發傑出獎給胡文騰、黃怡翔、高嘉俊等三位校友；並由系

友會長黃登揚主持以「資管人 X 職場 X 產業」為主題之座談會，邀請三位校友分享於金融業、遊

戲業、醫療業之工作經驗。會議廳裡座無虛席，聽著校友娓娓述說，學弟妹們更了解未來的出路及

發展。 

<一>胡文騰校友:《職場成功生存之鑰》 

胡校友現職永豐商業銀行資訊處資深協理，曾任永豐信用卡公司資訊處副總經理、中國信託資

訊處襄理、東元電機資訊處專案副主任。 

胡校友認為抓緊每一次學習、成長機會，不論是否知悉未來用處，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不斷累積自己；工作上的大小事，只要是對的就全心投入，不因他人價值觀或流言蜚語而改變初衷；

把日常所學發揮的淋漓盡致、為自己樹立良好的工作品質口碑，得失心不要太重，就是職場及面試

最佳武器。  

胡校友除了第一份工作是自己面試得來，後續職務都是由工作夥伴介紹而轉職。業界看似很

大，其實不然；日常所作所為都會成為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千萬不要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職場相

當競爭，要保持與同儕的良性循環，不斷精進自己、設立具有挑戰性的目標，虛心接受他人的建議，

與主管及同儕保持良好的互動模式。最後提醒大家，謹慎選擇企業主: 好的公司讓你上天堂，不好

的公司讓你猛撞牆，剛出社會，薪水不是重點，而是有無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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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怡翔校友:《遊戲業的火紅與黑暗》 

黃校友現職日商台灣谷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文編遊戲企劃。負責光之繼承、魔女戰役、公

主未成年、LINE 猛擊三國等遊戲劇本編寫、角色道具設定、美術資料設定，並同時擔任嘎姆擂台

遊戲管理員。 

遊戲業看似火紅發展，卻充斥掙扎生存的黑暗面。遊戲業是極度貧富不均的世界，投入成本高，

平台跟支付系統影響了許多面向。遊戲平台不斷演進，對消費者來說越來越容易上手，產品訴求由

小眾轉為大眾，須考量國際差異文化。例如，日本喜歡精細內容、品質、服務，循環週期較長，玩

家互動較少；而中國則較偏好互動性競爭遊戲，以功能、便捷、顧客流量為主。 

黃校友分析遊戲產業入門者的薪資，由高到低，分別是程式設計員、美術編輯、企劃人員、測

試人員，以工作替代性排序，也是如此。想進入遊戲業，要自忖是否具備程式和美術功力，如果沒

有，最好重新設定目標。市面上各式培訓、補習學費不斐，但遊戲業的起始薪酬是全科技業最低。

想加入遊戲產業的學生，可鎖定一款熱門遊戲，試著跟著學習；另一方面，把握時間透徹學習程式

語言，多閱讀豐富自己的想法。想要什麼，必須付出行動才會成功。 

<三>高嘉俊校友:《醫院 IT 職涯分享》 

高校友現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資訊工程師，負責跨院區醫療 IT 資訊系統建置與維運。 

高校友簡單分析資訊管理專業人員在醫療產業的發展；並以詼諧的方式讓大家瞭解，不論在什

麼工作崗位上，就該適當的發揮資訊管理的能力。演講中也分享了許多生活中有趣運動給大家。高

校友建議學弟妹：好好認識自己的特點與專長，找出適合的舞台，學習與挑戰是生活成長中最好的

精神糧食，保持良好工作態度；不要浪費時間，在有限的人生創造無限的價值，留下充滿意義的印

記。  

座談會校友與學弟妹互動熱烈 資管系友座談會全體合影 
 

醫學系演講紀實—不一樣的習醫之路【小記者 林翊婷撰】 

    104 年 11 月 24 日第二醫學大樓第二會議室，正展開一場醫生顛覆傳統習醫之路的人生演講。吳

昭儀校友分享自己畢業後特殊的醫師工作經驗，讓學弟妹們提早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 

    她用詼諧幽默的語氣述說大學生活的戀愛史。年輕時以為自己和大部分的醫生一樣，唸完書，到

醫院實習，順利考過執照進入醫療執業。但是實習時，因為常和男友吵架，而沒有好好學習，心中害

怕留下缺憾跟汙點，於是放棄了在長庚已經簽約的 R1 住院醫師，決定到另一家醫院重新開始，遠離

心中的陰影。第一次的國考，也考得十分不理想，這些沉重的打擊，讓她開始思考人生的規劃。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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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26 歲選擇走分岔的路，經過 10 年，現在 36 歲，如果不是當初的選擇，有可能更早到達現在的位

置，但這分岔路口的選擇，讓她得到了更多歷練。 

    26 歲，吳校友經歷了婚姻、老公到國外工作，她面臨應該待在台灣或跟老公到國外深造的抉擇。

決定出國念書後，面臨要用什麼樣的身分留在國外及經濟來源等問題，她沒有退路了，挺著大肚子，

利用僅剩半年的時間，白天在實驗室幫忙，寫申請國外學校用的論文、考托福、考 GRE、寫國科會

計畫，晚上拿著英文單字本靠在床邊就因疲累而睡去。如此驚人的毅力，使她順利通過國外大學的申

請，之後也把孩子接到國外，因為認識了很多朋友，在孩子的童年時期給他們很多的陪伴，建立很好

的家庭關係，家裡經濟雖不富裕，卻過得很豐富精采。  

    國外畢業回台之後，吳校友思考接下來是要當個貴婦？住院醫師？開小兒科診所？幫別人寫論

文、改論文？還是去藥廠作醫學顧問？很不幸的，在出國的這幾年中，她的醫師執照過期了，只能到

處去修醫師的教育訓練積分。在因緣際會之下，她回到長庚醫院，從住院醫師開始磨練起，生活很忙

碌，經常 10、11 點還不能回到家，除了工作壓力，親子關係更是備感壓迫。經常很晚才能回去陪兒

女，也會懷疑自己的決定到底對不對。好不容易到國外深造 Ph.D.，回國後必須從住院醫師做起，但

她也不會倚老賣老，反而虛心在工作環境中和學弟妹們互相學習，終於最後熬過來了。 

    最後，吳校友和我們分享，現在回頭去看國外這幾年，雖然繞了一大圈，但是若能重新選擇，她

還是會選擇到國外念書。從吳校友的人生態度，我們可以學習到，不要只想著贏，要想不能輸，命運

即使會繞圈，最終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吳昭儀醫師和醫學系學弟妹全體合影 同學們聆聽吳昭儀醫師演講 

 

職能治療學系系友會會員大會活動暨陳貞夙老師歡送會【小記者 郭恩典撰】 

    職治系於 201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舉辦了系友回娘家暨貞夙老師歡送會，國際會議廳有許多學

弟妹前來聆聽校友分享相關經驗、職能治療的現況以及未來出路，這些都是大家相當關切的議題。 

    本次系友會邀請陳姵君與紀皇如校友進行專題演講，演講主題是「社區職能治療工作與職涯規劃」

以及「職能治療與失智症」。陳姵君校友進入職場一段時間後，因為工作的現實與理想背道而馳，所

以決定回到學校唸研究所，依照自己的理想找回持續往職能治療這條路前進的動力。她覺得「職治師」

對病人而言，就像轉了一圈旋轉門遠離而去；對職治師自己來說，就像陀螺為了病人而轉，直到疲憊

了才會停止轉動。台灣的民眾普遍對於職治師這職業不瞭解，所以職治師應該要定義自己的價值讓別

人知道。面對職業生涯，陳姵君校友播放「人的一生」動畫片，告訴學弟妹一生是很快速的，所以必

須提早做好規劃，她認為台灣的教育現況是學不致用，但學以致用卻造成安逸的狀況；職治師因為科

系的專業已大致決定未來的工作領域，所以在職場上可以過得較為安逸，但她希望學弟妹不要就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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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而是能夠將工作結合興趣，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職治師風格。他更認為職治師既是專才也是通才，

必須先把專業熟練成為專才，爾後將專業結合生活所學就是通才。 

    紀皇如校友目前就職於長庚醫院失智症中心，工作內容與原本所學跳脫甚大，即便目前已有四年

工作經歷，他仍然認為職能治療是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在失智症的發展中，以失智症長輩與照顧者兩

者為出發點是並重的；以長庚醫院失智症中心服務為例，如何跳脫醫院走入社區是必須的，非藥物治

療更是重要的角色。她告訴學弟妹在未來工作的時候，要學會表達自己的專業，也要懂得靈活運用其

他領域的專業，有時候病患家屬與朋友也是很好的幫手，讓不熟悉職能師的民眾瞭解治療介入與專業

服務模式，才能讓大家看重「職治師」這項專業。 

    校友們鼓勵學弟妹要多方發展自己的興趣及能力，未來才能往醫療機構以外的領域發展。在活動

尾聲，大家也替在學校服務近 20 年的陳貞夙老師舉辦了歡送會。校友們帶著鮮花陸陸續續進入會場，

貞夙老師帶的第一屆導師班也做了回顧影片送給她，老師十分感動，本次活動就在溫暖及感動的氛圍

中畫下句點。 

 

紀皇如校友談「職能治療與失智症」 

 

陳姵君校友講述「社區職能治療工作與職涯規劃」 

 

陳貞夙老師(右二)與校友合影 職治系系友會會員大會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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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短波 

長庚大學資工系第十屆畢業成果展 主題多元【資訊工程系 供稿】 

   長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 月 6 日假校內第二醫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展示區舉辦第十屆軟硬體專

題畢業成果展，學生們結合理論研究與實務應用，完成包括智慧衣、智慧運動耳機以及記憶管理、室

內定位、便利購物、食安小幫手等多種實用 APP 與資料庫，內容涵蓋健康照護、行動應用、生物資

訊、穿戴式量測等熱門議題，參展的 14 組作品，樣樣吸睛。...詳校訊全文。 

長庚醫工團隊獲第 12 屆「國家新創獎」殊榮－跨入高階醫療器材研發新里程【劉

浩澧教授 供搞】 

   腦部組織血管由於存在血腦屏障，現有治療藥物中有高於 98% 之藥物無法穿透進入腦部，造成

腦部疾病以藥物治療之困難度。目前雖有許多腦部給藥系統技術，但卻具有高侵入性、高風險、非局

部式投藥且會造成腦部永久傷害等諸多缺點，只有聚焦式超音波技術開啟血腦屏障具有局部、暫時性

以及非侵入性等重要優勢。…詳校訊全文。 

經驗分享 

「空杯子的體悟」─鄭明輝校友經驗分享【小記者 吳怡玟撰】 

    現任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亞洲頭頸部腫瘤醫學會（ASHNO）理事

的鄭明輝校友，應管理學院邀請，於 12 月 3 日晚間蒞校演講。他以饒富禪意的隱喻，述說手中只有

一個空瓶子的小和尚，如何讓所有人都能有源源不絕的水可以飲用的故事，分享從醫以來心路歷程。 

    鄭明輝校友從住院醫師開始在長庚醫院服務，一路走來接受許多先進的栽培、傳授醫學知識、做

學問與研究方法。尤其是魏福全院士、陳宏基院長以及莊垂慶教授三位恩師，帶領他參與國際會議報

告、學習，進行許多臨床研究，以精進的技術提供病人更優質的服務。 

    累積六年的外科手術經驗，讓鄭校友從一個普通的外科醫師變成一位技術不錯的「Hand 
surgeon」，但是魏福全院士認為這樣不夠，帶領他到美國進修乳房重建及組織工程，也到很多國家

拜訪、交流，吸取他們的經驗、思考並改善技術。回台後，到全國各地醫院分享國外的手術及研究經

驗；不再只是一名技術不錯的醫師，而能成為「Brain surgeon」。其後，鄭校友的父親生病，陪伴歷

程讓他體會到，醫生不能只有技術和頭腦，更要用心體會病人及其家屬的心境，立志當一位「Heart 
Surgeon」。   

    鄭校友持續地關注乳房重建的相關議題，乳房切除對於女性心理影響甚大，高達半數的病友因此

罹患憂鬱症，為了改善這個缺點進而研發「深下腹動脈穿通枝皮瓣術」的新技術。這項技術不但改善

舊式手術的缺點及後遺症，同時達到恢復乳房外觀及縮小腹的雙重效益。看到病人術後恢復自信，是

支持鄭校友持續努力的一大動力，更促使其於 2002 年創辦台灣乳房整形重建協會，幫助更多婦女走

出陰影。     

    鄭校友於 2006 年榮獲美國顯微重建外科醫學會高帝那講座，赴世界各國講學並指導顯微手術。

每到一處，都請當地教授將水注入他的瓶中，作為紀念。每瓶水都象徵汲取的知識，透過裝滿、分享、

再裝滿……這樣的循環，豐富了無數醫師及病患的知識與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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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輝校友介紹三位恩師 

演講開場 

 

鄭校友與與會人員全體合影 

 

醫管系李佳琳系主任頒發感謝狀給鄭明輝校友 

母校花絮 

果陀劇場「五斗米靠腰」─喜劇旋風席捲校園【小記者 蔡雯詠撰】 

    果陀劇場於 104 年 12 月 22 日晚間七點，在活動中心三樓演出辦公室喜劇「五斗米靠腰」。不到

六點，就已經出現大批排隊人潮，從三樓沿著階梯排到一樓，甚至還延伸到了桌球室，此時號碼牌已

經發到五百多號，可見此劇極度受到同學的喜愛。 

    表演於七點開始，由果陀劇場的黃迪揚(飾演主角馬克)、郭耀仁(飾演老闆)、林家麒(飾演公司主

管 Charlie)、蔡亘晏(飾演公司裡的女強人 Rita)領銜主演。劇情描述求職不順的馬克在電梯先生的指

點下，掌握了討好老闆的訣竅，終於順利的進入一家廣告公司，殊不知悲慘的菜鳥生活才正要開始。

從上班的第一天起，馬克便成為大家口中的「那個誰」，負責想點子、做海報、錄製口號、熬夜趕明

天的簡報、修理印表機而且還要搬花盆。馬克做得汗流浹背，功勞卻都是別人的，而他總是被罵的那

一個。馬克絞盡腦汁想要改變現狀，卻換來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結果。所以在一個連續加班的日子裡，

馬克決定幹一場驚天動地的事情來結束他的悲慘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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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喜劇以誇張的互動，帶領觀眾領略辦公室的生存

之道，看見職場潛規則。我們笑看馬克悲慘的人生，卻也

不禁回過頭來想起現在的生活。這些爾虞我詐，各懷鬼胎

的情節，不也是社會的一種面貌嗎？有人說，喜劇所表達

的是一種灑脫、置身事外的人生態度，看著台上的演員，

看看他們的身上有沒有自己的影子。生命，可能就因此看

得更為透徹了呢！ 

 
 

果陀劇場「五斗米靠腰」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長庚大學學務處 

「2025 預見未來工作觀」專題演講紀要【醫療機電所供稿】 

    醫療機電所於 2015 年 11 月 3 日榮幸地邀請到國家訓練品質系統輔導顧問暨教育訓練講師-陳純

鳳老師來進行演講，講題為「2025 預見未來工作觀」。 

演講一開始，陳老師便以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這部電影為開端，講述未來科技是隨著

人類的想像所發展出來。她以法國一位藝術家在四、五十年前憑想像所描繪的「100 年後的未來」，

說明此幅畫中很多科技的想像已在現今日常生活中實現。接著，陳老師再以經濟日報的新聞「把衣服

變聰明了」為例，娓娓帶出傳統紡織業進入智慧穿戴科技時代所發展之新產品，她也強調了「跨領域」

學習的重要，所謂「跨領域」是將兩個不相干的領域互相結合，並指出未來科技發展將以跨領域科技、

高度全球化及高齡化等三項趨勢最為重要。同時，也指出目前高齡化社會的「9034 現象」，她舉出

數字推估 1990 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將會有 3 成沒有子女及 4 成沒有孫子女，未來社會都將以老年人

口為主，這也指出今後我國發展居家照護的重要性，及未來可能會因為人力資源及經驗不足等問題，

造成全球化人口跨國流動加速及人口快速流失之問題。接著，陳老師提出了智慧醫院的概念，說明此

理念包括了床邊照護、電子病歷、職場健康、穿戴式及遠距離醫療等五大發展重點。 

最後，陳老師舉出七年級生的人格特質以及八年級生的工作觀，並以台積電公司員工訓練強調「志

同道合」的工作觀為例，介紹公司文化、共識的重要性。另外，也勉勵同學注意學習能力的培養，其

中包括要學什麼？如何去學習？學到的東西要如何用？當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活用這些學到的知

識。陳老師在演講結束前以「未來還沒有定下來，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句話，勉勵我們應把握當

下，努力學習，自己的未來，只能由自己決定與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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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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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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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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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校友服務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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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召集人：蔡福源 
編輯委員：翁麗雀、吳明忠、王惠玄、劉德玲、簡嘉君、陳惠茹、黃麗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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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cg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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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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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http://www.nodrugs.tychb.gov.tw/01_news/news_01_info.asp?bull_id=1315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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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期 
民國 105 年 03 月 31 日 

 

最新

消息 

 105 年第十屆校友總會會員大會 

母校

花絮 

 
邂逅中醫─中醫系主任沈建忠專訪

【小記者 貝明穎 撰】 
 105 年推廣教育春季班開課資訊  美麗校園 

 敬邀 參加 105 度校友返校活動預告  畢業校友照過來 

校友

動態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第四屆校友會會

員大會  校友通訊徵稿 

 飲水思源—感恩母校栽培 
經驗

分享 

 odyssey 一個預料之外的旅程 

校務

短波 

 
賀！本校 2015-2016 URAP 世界大

學排名 403 名台灣排名第五  
物理治療師前進新加坡【物治系 99
李禹璇校友 撰】 

 
資訊工程學系第十屆畢業專題成果

展暨研究所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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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辦理追思大會 感念器捐者與

大體老師大愛 

最新消息 

105 年第十屆校友總會會員大會 

各位校友，轉眼又到了長庚大學校友總會舉辦會員大會的日子，本屆會員大會訂於 4 月 23 日，歡迎

各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詳細活動及報名資訊請再參照長庚大學校友總會 臉書專頁 

                         理事長 李立昂 暨全體理監事敬邀 

 105 年推廣教育春季班開課資訊【教務處 供稿】 

105 年春季班非學分班推廣教育開班情形公告 
課程名稱及檔名對照表 報名需知及表格 課程諮詢電話 

基礎英文文法 
105.04.06(三)前報名者享優惠

價 

1.報名資格：一般大眾。 
2.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開班額滿。 
3.報名方式：通訊報名--請填妥報名表，連同

郵政匯票(受款人填寫「長庚大學」)掛號郵寄

至 333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 259 號長庚大

學教務處推廣教育組 收。(如額滿時, 以支票

方式退費) 

03-2118800 分機 
3324 王小姐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85982898148935/
http://academic.cgu.edu.tw/ezfiles/1/1001/img/1598/104-2-spring064003.doc
http://academic.cgu.edu.tw/ezfiles/1/1001/img/1598/sign_up104-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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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 參加 105 度校友返校活動預告 【秘書室 供稿】 

工設系 系友座談會 

介紹系友在不同產業的發展概況，同時也為應屆畢業生及在校生提供最新的就業趨勢與產業的人力需

求等相關資訊，敬邀系友踴躍參加。 

日 期 ： 4 月 16 日（星期六）  活動內容及時間規劃流程 

時 間 ： 下午 12:00~14:00  12:00-13:00 報到&茶敘 

地 點 ： 活動 3 樓中庭  13:00-14:30 系友座談:設計實務經驗分享 

聯絡人： 高韞豐  14:30-16:00 系友交流&參觀校內設計成果展 

生技系 系友座談會 

配合本系創系 26 周年慶，舉辦「2016 生技系系友回娘家」，重溫當年系友與師長們在校的生活點滴，

並見證母系 26 周年來的成長與向心力。畢業系友與在校生分享升學就業經驗，邀請生技系各屆畢業

系友與系上師生一同參與 DISC 講座，也可藉此機會使大學部學生對未來發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日 期 ： 4 月 23 日（星期日）  活動內容及時間規劃流程 

時 間 ： 上午 09:30-11:00  09:30-10:00 報到&系刊發放 

地 點 ： 生技系  10:00-11:30 DISC 講座 

聯絡人： 馬先生  11:30-12:00 DISC Q&A 

電 話 ： 0932256620  12:00 餐敘 

電子系 系友會成立大會 

廣邀系所教職員、畢業生與在校生一同參座談，進行系友會成立大會，就章程與未來活動內容進行實

質討論，歡迎踴躍參加。 

日 期 ： 4 月 30 日（星期六）  活動內容及時間規劃流程 

時 間 ： 下午 12:10~14:00  13:00-13:40 報到 

地 點 ： 管理學院 2 樓深耕講堂  13:40-14:00 系友會組織章程討論 

聯絡人： 黃小姐  
14:30-15:00 

提案討論(會長致詞、傑出系友自我

介紹、活動組報告) 

電 話 ： 03-2118800 分機 5776  15:00-15:30 師長致詞 

   15:30-17:00 系友分享與茶會交流時間 

校友動態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第四屆校友會會員大會 【中醫系 100 高伊俐校友 撰】 

中醫學系於 104 年 11 月 29 日在工學大樓六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系友會會員大會。會議首先歡迎

104 級(第 10 屆)的新夥伴加入，並介紹本屆系友會的聯絡人為陳冠仁校友。系友會雖然成立才短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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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是還是希望能給系友們更多幫助，包括目前的執業環境探討及就業的媒合等，如果系友有任何

問題或是想法都歡迎和聯絡人連絡。 

沈主任雖然沒有出席本屆的系友會，但是他請學長轉達了希望大家能多多報名本系的傳醫所，目

前就讀研究所的研究生只有一位，故鼓勵各位同學能多多學習，以延續畢業之後的研究和學習。 

楊政道會長表示雖然我們是比較小型的系友會，但是還是希望能夠發揮我們的力量，雖然資金方

面不足以舉辦大型的活動，但還是足以維持其穩定運作，若是有系友願意挹注資金也是非常歡迎，期

望能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本次討論案為系友活動的舉辦及補助。因參加了長庚大學校友總會，每年有補助兩次活動，所以

希望之後能夠常態性的分別在北、中、南、東區舉辦定期聚會 1-2 次，來幫助聯絡各屆同學們之間的

感情，期望能加強系內的互動。 

臨時動議的第一部分則是討論藥事法的議題。原本的法條內容是中藥商可以販售固定成方，但是

無法進行調劑，本次的修法內容是想讓中藥商依病患的需求可以調劑。但是因為這樣等於是變相的讓

密醫合法化，並侵犯了藥師的調劑權。而同時修訂中藥店必須有的中藥材管制人員的證照資格認定寬

鬆，且主管機關為勞動部而非衛生單位，屬於技術士的範疇，而非專業從業人員，可能會有管理上的

瑕疵。本次主要是事先就此議題做一個宣達討論，並且討論是否能由理監事會代表系友們在適當的時

機發表相關聲明。此外，法規相關議題方面還有預先製藥的問題，學長提醒，因為認定標準由各地方

衛生局來訂定，無明確標準，且會協同檢警單位來搜查。故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擾，在預先調劑方面

需要多注意，遵守三個原則: 不要大量製備，不要公開展售，必須由醫師來給藥，拿捏好分寸才能避

免產生法律問題。 

本屆系友大會順利圓滿結束，希望之後的會務能順利的推行，大家在行醫方面也都能有好的發

展，若是有任何需要幫助或是指教的地方，也歡迎和系友會聯絡。 

中醫系系友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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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思源—感恩母校栽培【物治系 91 吳晏慈校友 撰】 

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療學系(物治系) PT91 級系友吳晏慈，我來自平凡的客家家庭，父母的栽培

讓我能在充滿書香的環境裡成長，使我ㄧ路求學都無後顧之憂。我在人生的求學階段中領受物理治療

的專業與學術研究訓練極大，很感謝母校物治系的栽培，讓我在大學期間即已習得物理治療師的專業

技術，於畢業後順利考取國家執業執照。以下分享我學術生涯發展經驗，與學弟妹們相互勉勵。 

我在長庚大學物治系畢業後，因為一份機緣，讓我有機會接觸研究工作，當時喜愛追求學問與真

理的精神，對於兒童物理治療領域的研究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慾，因此決定報考物理治療學系研

究所繼續學術鑽研，並順利取得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的碩士及博士學位，期間並參與許多國內的長

期追蹤研究，包括：國民健康局台灣嬰幼兒生物醫學健康指標、罹患慢性肺疾病之早產兒的神經發展，

以及國家衛生研究院之早產兒早期介入研究等。這些參與研究的經驗，對一心想成為認真學者的我有

極大的幫助，也使我更了解自己喜歡做研究以及把它當成人生志業的決心。 

博士畢業後，我至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流行病學研究所進修博士後

研究，開始接觸自閉症類群障礙兒童，在國外優秀的學術研究環境裡，我負責分析美國疾病控制與預

防署(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於全美國各州登錄的自閉症兒童之診斷與發展評估資

料，研究罹患自閉症兒童的診斷軌跡，以及影響診斷變化的因子。此外，我亦參與美國 Autism Speaks
基金會資助的弱勢家庭自閉症兒童介入計畫，並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心理學系學習自閉症的早期介入。在美國進修期間深刻體會到，許多在弱勢家庭成長的自

閉症兒童，能夠獲得早期介入的資源仍然相當缺乏。因此，未來希望能將國外習得的介入方法，發展

適合臺灣文化背景的兒童自閉症介入方案。 

103 年暑假完成博士後研究回國，目前在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擔任助理教授工作。學術的生涯

經常是白天晚上都需要聚精會神的思考、寫計畫書、做實驗，以及事後分析資料與發表結果。過去在

擔任研究員僅需將全部心力投注在研究上，而現在擔任老師，除了研究的部分，同時肩負教學及服務

工作的職責。深切期許自己能以更活潑生動的教學

方式引領學生進入知識的殿堂，並培養學生對於研

究的熱忱。我平常的休閒嗜好是走路、慢跑、聽音

樂和閱讀。尤其閱讀是我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我非

常喜愛在文字裡沉澱和思考人生的藝術與美感。 

在此，要再次感謝母校的栽培和物理治療學系

師長們的循循善誘及教導，才能夠淬煉出今日的

我，未來也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回饋母校及學弟妹，

將自己所學做更多有意義的事，在工作裡有滿溢的

快樂，以知足愉快的心情面對生活迎接挑戰，吳晏

慈校友現任台灣大學物理治療系助理教授。 

吳晏慈校友(左)與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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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短波 

賀！本校 2015-2016 URAP 世界大學排名 403 名台灣排名第五（私校排名第一）【秘

書室 供稿】 

土耳其中東科技大學（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公布 2015－2016 以學術表現為主的世

界大學排名（University Ranking by Academic Performance, URAP），本校名列 403 名，是台灣私校

排名第一名，全台排名第五，僅次於台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詳校訊全文。 

 

資訊工程學系第十屆畢業專題成果展暨研究所成果展【秘書室 供搞】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公司 3 月 22 日公布 2016 年「全球大學學科領域排名」，長庚大

學在生命科學暨醫學領域表現亮眼，醫學、藥學項目排名為國內前 5 名，生物學為國內第 6 名（私

校第一）。…詳校訊全文。 

長庚辦理追思大會 感念器捐者與大體老師大愛【秘書室 供搞】 

2016 年的「長庚器官捐贈與大體老師追思大會」於 3 月 26 日下午在長庚大學國際會議廳舉

行，集結近千人一起緬懷大體老師無私的大愛精神，並向家屬獻上最深的敬意。會場滿溢思念與感恩

之情，儀式簡單隆重，氣氛莊嚴溫馨。…詳校訊全文。 

 

母校花絮 

邂逅中醫─中醫系主任沈建忠專訪【小記者 貝明穎 撰】 

在迷濛氤氳的早晨，來到位於第二醫學大樓的中醫系辦公室，專訪中醫系沈建中主任。希望能藉

由與主任對談，更加了解他在中醫這條路上的經歷，並讓大家對於中醫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沈主任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曾在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台灣省立基隆醫院、私立文化中

醫部、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服務。後來因為長庚醫院要成立中醫部，於是在因緣際會下，沈主任來

到長庚教書，現為長庚大學中醫系主任與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內兒科主治醫師。由於當時的中醫系師資

不足，教學經驗也缺乏，於是邀請了許多大陸的老中醫來到長庚教學，希望學生能學習到更多中醫相

關的知識與技術。並安排臨床中醫實習，加強學生訓練基礎的質與量。 

沈主任在求學階段時，常認為中醫能治的病很少，但是當他越接觸許多中醫的知識與技巧，越向

中醫界的老師傅學習，就越能感受到中醫的博大精深。尤其當病患在西醫找不到治療方法，就會轉向

求助於中醫，而中醫又能將病患治癒時，就是最令主任最為開心的事。 

雖然中醫傳承幾千年，但是仍有無法醫治的疾病，癌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醫在癌症上較難診

斷出來。因為中醫的強項在內科，而西醫的強處就是在於診斷與外科技術。所以沈主任提倡中西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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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治療疾病可以中西醫聯手，研究如何加強治療的效果。甚至能夠研究出新的療法，使醫療更加進

步。除了平常行醫之外，主任也會進行一些中醫的研究。主任以前是研究臨床中醫對氣喘的治療，藉

由不同的療法改善並調養病患氣喘的狀況。而現在則是研究中醫藥作用機轉，了解中藥如何作用於人

體，是屬於基礎中醫研究的部分。 

訪問接近尾聲，主任除了分享他許多的人生經歷，最後還勉勵學生們在大學時期找到自己的興趣

與理想，好好利用大學裡的資源，以培植自己的競爭力。 

美麗校園【小記者 李亞芸 撰】  

長庚校園最著名的或者可以說是長庚人共同回憶的，便是那 252 階的好漢坡，每每還在下坡就已

經在憂慮著下次爬坡的艱辛，更不用說每到秋冬之際，颳起來便歇不下來的陣陣強風了。不過，長庚

也可以說是一座遺世而獨立的美麗校園，好比好漢坡下那一大片隨著季節流轉或綠或棕的山壁，讓人

望得出神，夜晚更能夠看見遙遠的台北燈火，挑高且採光極佳的活動中心，成為婚紗照取景的最佳場

所。綠草如茵且在每年四月可見插著風車大草坪，上面還有個傳說在半夜會換隻腳翹腳的創辦人雕

像，而我最喜歡的就是迎面可見的長庚湖了，幾座山坡相連傍著湖泊的廣闊，就像一座特大號沙發，

讓人不禁奔向他的懷抱，徜徉其中，幾棵大樹座落其間，還有奇石堆疊，往湖畔一看，還可以看見鴨

群零零落落地躍入湖中，如此美景，難怪假日有不少遊客來此遊玩。 

    一脈相連的教學大樓，在多雨天氣的長庚，更方便學生穿梭往來。爬上好漢坡後，沿著風雨走廊，

掛著時鐘的第一棟建築便是工學大樓，除了一扇扇窗戶之外，其他部分都被巧克力顏色的磁磚所覆

蓋，大理石地板映照出來來去去的人影，可以選擇搭電梯上到二樓通達第一醫學大樓，或者繼續往前

走入圖書館，左邊的入口可達全年只在除夕關閉的自習中心，一進去眼裡便充滿一片白色世界，一排

排的日光燈管，白色桌面，白色隔板，在平日總還是有待到十二點半關門的學生，更別提每逢期中期

末考前的盛況了，而右邊的入口才是圖書館大門，直到四樓的大型螺旋狀樓梯更增添優雅氣息，不同

樓層或有矮櫃擺放期刊，或有一排排高大的書櫃擺滿原文書、文學作品或各類學科相關書籍，足見藏

書頗豐。從圖書館的另一道門出去可以通達管理大樓，兩側是教室，中央則採天井採光，經過中午十

二點總有排隊人數繞了一大圈盛況的珍鮮美食坊，拐個彎往前走便到達第二醫學大樓，中空圓柱狀的

建築外圍是一間間教室，陽光從中央灑下，大雨也在中央傾盆而下。 

    活動中心可以說是最貼近學生生活的地方，一樓是學生餐廳，有麵包店、飲料店、水果攤、自助

餐、便當店、麥當勞，中午十二點鐘聲一響沒多久，瞬間便充滿喧鬧聲，有眼明手快找到位子的人，

也有差了一步只好繼續眼神逡巡空位的人，店家前、走道上無不塞滿飢腸轆轆的人，等到十二點四十

之後，人潮便逐漸消散，餐廳復歸平靜。從餐廳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可見薄膜籃球場上或打籃球或

打排球的學生們，不論晴雨日夜依然能夠進行比賽。 

    有時晚上在圖書館讀完書，漫步在校園內，抬頭望見第一醫學大樓一扇扇窗透出來的燈光，心中

想著還有人正默默的再研究領域奮鬥著，我也在心中默默送上祝福，期待明天的校園依舊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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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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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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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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odyssey 一個預料之外的旅程【生醫系 103 施皓瑀校友 撰】 

2015 年我在 Rostock Universität 的 Institute of Experimental Surgery 進行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

署青年暑期營計劃，實習共三個月， Rostock 這個城市位在德國的最北方，並位於

Mecklenburg-Vorpommern 邦內，地理位置就位在波羅的海沿岸，是一個 20 萬人口的大城市，最北邊

海口旁的 Warnemünde 在德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夏日度假勝地，沙灘非常乾淨且美麗。而我實習的地

點就是這個城市有名的 Rostock Universität，這個學校非常古老，建立於 1419 年，其醫學院在德國也

是十分出色。而整個 Rostock 也算是一個大學城，城市中散佈著學校的建築。相對於其他的大都市，

Rostock 規模較小、較鄉下，所以物價便宜很多，也因城市位在海岸邊，所以海鮮相當新鮮，價格也

相對的低廉。我到達的當天，正好遇上研究所為慶祝他們購買了兩套貴重儀器而舉辦了小型派對。 

這個研究所是由教授 Brigitte Vollmar 領導，旗下有三個小組，分別由各自的博士後研究員進行

不同領域的研究。而我的研究就在兩位博士後研究員 Angela Kuhla 和 Dietmar Zechner 的領導下進行。 
我參與了兩項不同的計劃，第一個計畫是跟著 Dr. Angela Kuhla 探討在不同年齡及 lipoic acid 的給予

下，對於肝臟所產生的發炎反應。以不同週數的小鼠為實驗對象，觀察給予 lipoic acid 對其肝臟的影

響，利用肝臟切片中 CAE 染色去看 CAD+細胞在顯微鏡視野下的數量。研究計畫在我這個部份完成

後結束，Dr. Angela Kuhla 將研究結果寫成論文投稿，我也被列為這篇論文的共同作者。而第二個研

究則是跟著 Dr. Dietmar Zechner 探討胰臟癌對於癌症藥物的抗性。這個部份的研究都是在 in vitro 的

條件下完成的，我們用的 model 是 6606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cells (簡稱 PDA)。近期的研

究發現，在胰臟中，Pancreatic stellate cell (簡稱 PSC)這種在胰臟受損時會進行分裂的纖維母細胞，與

癌細胞之間有 crosstalk 的情形。因此在這個實驗中，我們直接從小鼠胰臟分離出 PSC 細胞然後與 PDA
胰臟癌細胞養在同一個培養盤內，並給予不同的藥物，像是 Gemcitain 以及 Metformin，再利用 Brd U 
assay 的方法來去判斷其細胞分裂的速率。 

由於我抵達的時候是暑假，前幾個禮拜實驗室都是空的，大家都去享受暑假的陽光，所以教授也

無法幫我找到適合的實驗，因此我一開始都跟著實驗室的其他博士生到處了解環境、實驗室以及參與

他們的實驗。在德國的動物實驗，比台灣更為嚴格，如果要做動物的實驗，像是採血、注射藥物或是

進行手術都需要經過考試或是學校動物管理委員會的認可，只有醫生、獸醫和受過動物訓練的人員能

直接接觸動物。在與德國人相處下，可以深入暸解他們的民族性，他們十分守時，做事也十分的有效

率，每天工作八小時絕對不加班，禮拜五事情告一段落後就開始享受周末，特別是在暑假，他們享受

每一點一滴的陽光，因為歐洲夏天很短，進入秋天溫度馬上驟降，所以夏天對他們來說非常珍貴。而

整實驗室像是一個大家庭，除了大老闆，也就是教授 Brigitte Vollmar 以外，還有三個博士後研究員

帶領旗下博士生及醫生們做不同領域的研究，約十位的實驗室技師，及外十位左右的動物中心員工。

平常舉凡有人生日、旅遊、實驗室獲得補助以及 paper 發表，大家便會在中午吃飯時開香檳、吃蛋糕

慶祝。 

我花了比較多時間在第二個計畫的實驗上，因為我們得從小鼠的胰臟分離出 PSC 細胞，而分離

出來後的量非常的少，且不像癌細胞一樣會一直進行細胞分裂，所以要培養出足夠進行實驗的細胞數

需要花不少的時間。在實驗中我碰到了一次細胞大汙染，不論是細胞株或是初級細胞全部都被汙染，

所以我跟技師得把所有東西都殺菌清潔過一次，連培養箱我們也將它加溫到殺菌，但最後發現是培養

液有汙染，只需要將所有的培養液重新過濾過即可。由於我是來實習的外國學生，因此實驗室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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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以為我應該甚麼都不清楚，特別是在第一次操作取小鼠胰臟的手術時，我手很穩的在短時間內完

成，旁邊的助理一直不停地讚嘆，博士後研究員甚至說之後這類的實驗就都交給我一個人處理了，十

分的有趣。 

而在國外免不了會碰到語言的問題，特別是在德國，德文真的太困難了，他的語法以及文法需要

學習很久才能熟悉，雖然來到德國前我已經先學了一年的德文，但到了這裡還是很難用德文跟當地人

溝通。而我所待的城市位在東德且並不屬於大城市，因此會說英文的德國人實在少之又少。在實驗室

能用除了教授、博士生以及醫生能用英文溝通外，其他人無法用英文溝通。教我實驗的技師們英文都

不太好，所以常常要英、德文與比手畫腳交錯使用，不過他們非常友善，我們以每日一字的方式，他

們每教我一個德文單字，同時學一個英文單字，藉此相互學習。我的德文從一開始在餐桌上完全聽不

懂大家到底在講甚麼或笑甚麼，到後來勉強可以從對話中抓到一兩個字，知道目前的對話內容。然後

偶爾用一兩句簡單但文法完全不對的德文參與對話，三個月下來，德文似乎有些許的長進。 

除了在實驗室以外，我也把握了身在歐洲的機會，到處看看走走，德國境內我去了海德堡、漢堡、

柏林，另外也跑到了比較遠的丹麥、瑞典、瑞士、荷蘭。還好有這次一起前來的其他夥伴們，我們可

以輪流到各自的城市，或是相約出遠門。能在三個月中去那麼多地方，非常難能可貴，從訂票、比價、

訂房，到行程的規劃都得自己來。平日得在實驗室準時上下班，而週末也得到處跑，去看很多自己還

沒見識過的東西，常常累到一回到家就馬上睡著，雖然非常的累，但非常值得，因此我努力把握這個

難得的機會。在這趟旅行之後，我覺得自己能更從容地應付更多的挑戰，也覺得自己獨立了許多，畢

竟一個人在外，都只能靠自己去面對所有的挑戰，經由這些旅行也更加了解了歐洲各國的風情。這趟

實習，除了到德國的單位學習自己還不會的技術外，了解自己領域在德國及歐洲的現況，以及去體驗

歐洲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收穫。感謝台灣科技部以及德國 DAAD 共同合作的台德暑期計畫，能讓我

們年輕人去見見世面，增強我們的世界觀。也鼓勵所有的同學應該要勇於嚐試，跨出自己的舒適圈，

接受更多自己所不知道事物的衝擊，並培養獨立的思考能力；施皓瑀校友目前於國軍服役中。 

2015/9/18 離開實驗室前與大家的合影(前排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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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師前進新加坡【物治系 99 李禹璇校友 撰】 

時光飛逝，我在新加坡當物理治療師將近三年了，酸甜苦辣摻雜其中。 

    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洋人共組的多元社會，因此在新加坡工作第一個挑戰便

是語言能力，須要聽懂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及各種方言，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事溝通交流、書寫英

文病歷等。就連福建話用語上也與台灣諸多不同，例如:醫生稱為「勞君」，醫院稱為「勞君厝」(請
用台語發音)，得要有顆不恥下問的心，聽不懂的用語立即發問，時間一久，像我基本的馬來話也能

說上幾句。 

    新加坡的就診轉診制度相當完善，我任職於急性大型醫院，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判斷病人的預後，

並適得適所的將病人轉到各個機構去接受進一步的物理治療。醫生也相當尊重物理治療專業，沒有治

療師的背書，病人可不能隨隨便便的出院回家。此外新加坡極少有復健科醫師，各科醫師可直接照會

物理治療，由物理治療師獨立診斷及治療病人，相對的責任越大，專業能力也要求甚高。 

    在新加坡，身為物理治療師的發展空間很大，也需要學習一些不同於台灣的技能，例如：抽痰、

在加護病房治療病人等，我很喜歡這個環境，薪水和福利也比台灣優渥，加上新加坡的人口逐漸老化，

物理治療正蓬勃發展中，如果不怕辛苦勇於挑戰，或許到充滿機會的新加坡走一回是個不錯的選擇，

李禹璇校友目前任職於新加坡 Khooeck Puat Hospital 擔任物理治療師。 

李禹璇校友(中間)於復健科派對，與各國同事同歡               李校友任職機構，綠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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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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校友服務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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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召集人：蔡福源 
編輯委員：翁麗雀、吳明忠、王惠玄、劉德玲、簡嘉君、陳惠茹、黃麗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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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cgua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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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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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http://www.nodrugs.tychb.gov.tw/01_news/news_01_info.asp?bull_id=1315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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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期 
民國 105 年 04 月 29 日 

 

最新

消息 

 敬邀 參加 105度校友返校活動預告  

經驗

分享  

 明尼蘇達大學交換留學心得 

 
長庚大學五月份活動預告，歡迎有

興趣的校友踴躍參加! 
 

長庚大學，一所教導許多專業知識和

人生態度的地方 

母校

花絮 

 
極限飛揚無終點---長庚大學飛輪

社 
 

恭喜賴文正校友榮獲中華民國傑出

發明家｢國家發明院士｣ 

 
校園巡禮－明德樓 一年級生的共

同回憶 
 

工商系沈真如校友  分享進入台塑

企業「小撇步」 

 畢業校友照過來 

校務

短波 

 
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全球年輕大學

排名，長庚大學入榜 

 校友通訊徵稿  
管理學院獲群益期貨捐贈交易模擬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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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105 級校內

成果展「庚生」 

最新消息 

敬邀 參加 105 度校友返校活動預告 【秘書室 供稿】 

物治系 系友座談會 

為協助物理治療系應屆畢業生，能夠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執照考試，邀請物治系之

系友，分享準備與應考經驗，也歡迎有考照需求的系友們一同前往參加。 

日 期 ： 5 月 6 日（星期五）  活動內容及時間規劃流程 

時 間 ： 13:00~15:00  
13:00-14:00 

骨科與神經物理治療準備&應考分

享 

地 點 ： 第二醫學大樓 B1 會議廳  
14:00-15:00 

小兒與心肺物理治療準備&應考分

享 

聯絡人： 莊育芬老師    

電 話 : 03-2118800 分機 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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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系 系友聯誼會 

藉由校友座談會，讓歷屆畢業生分享各行各業的就業經驗並建立起系友網絡，邀請校友回校參

觀，瞭解管院近況及聯絡感情。 

日 期 ： 5 月 28 日（星期六）  活動內容及時間規劃流程 

時 間 ： 11:30~15:00  11:30-12:00 影片回顧、師長致詞 

地 點 ： 管理大樓 7 樓大會議室  12:00-13:30 餐敘 

聯絡人： 尉遲永竣  13:30-15:00 校友座談與意見交流 

電 話 : 0939-000-175  15:00~ 賦歸 

 

長庚大學五月份活動預告，歡迎有興趣的校友踴躍參加! 【藝文中心 供稿】 

「心遊造化-張進勇彩墨邀請展」，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5/13 止，活動地點:第一醫醫學大樓大廳 

作者張進勇老師，1959 年生，擅長以自然景觀作為繪畫題材，習以石岩作為創作主體，潑彩與

流墨為其最擅長的技法，利於刻畫出百經時間淘洗的肌理紋路，不論是浪打濤擊的海岸岩、千瘡百孔

的風蝕岩、晶潤圓滑的鵝卵石，抑或是險峻崎嶇的山岩壁，無一不成為他筆下輝宏景觀的主調。從作

畫經驗中，張進勇老師獲得諸多啟迪及樂趣，畫中山的遠近、大小，或是水流的態勢，大自然時時刻

刻的幽微幻變，雲、海、山石、溪澗，在其洗練的技法下，總能匯聚成一幅幅水色交織、具有生命力

的畫作，淋漓盡致的呈現出內在豐富的心靈世界。現代水墨創作過程活潑有趣，讓想像力得到更大的

延伸空間，而善用水與墨之間的微妙變化，亦能藉由多層次與多元意象空間的技法，表現出畫中景物

滿佈的生機無限及萬千氣象。 

歡迎有興趣的校友們前往觀看張老師的彩墨畫作! 

公告單位：藝文中心 

承辦人：施沛蘅 小姐 

分機：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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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花絮 

極限飛揚無終點---長庚大學飛輪社【小記者 貝明穎 撰】 

世界上第一雙的直排輪鞋於 1980 年問世，因為沒有場地

限制的關係，直排輪運動便開始於世界各地方發展開來。長庚

大學飛輪社社長余翔嘉同學認為，在運動社團中直排輪可以兼

顧有氧、樂趣、追求速度感及技巧的學習。它不像一般運動大

多有團體合作的概念，但是項目多樣，有人練平地花式、有人

練極限，這些都是對身體協調的自我訓練。她當初加入飛輪社

是因為純粹的運動項目容易感到無聊，加入系隊又有比賽壓

力，不如嘗試輕鬆有氧的直排輪運動。 

飛輪社社長余翔嘉認為經營此類新潮運動型社團的困難

點在於推動運動風氣。由於學校重視社團專業及服務，因此，

當余翔嘉同學接手經營社團時，以增加服務表演、體力訓練、

校際交流及舉辦比賽等方式，來增進團體互助合作以凝聚共識。平時的社課內容在上學期著重基礎訓

練、速樁及平花初階，下學期進階為花式套路及比賽經驗，特色是由教練及學長姐親自教學，有時路

溜、上板，有著多元豐富的學習。 

對於社團活動的經驗，最令余翔嘉同學印象深刻的是北區十二校的直排輪社聯合宿營、藉由宿營

活動規劃，加入直排輪路溜的元素，既能提升實力，又可與他校共同興趣者有互動交流的機會。 

自從加入飛輪社以來，余翔嘉同學曾獲得校內長庚盃速度障礙賽學生女子組第一名，桃園市政府

主辦，林口極限小子協辦的雙 S 大專女子第二名及聖約翰大學團體賽冠軍。一路支持她走來的是堅持

的信念，正所謂｢沒有失敗的人，只有放棄嘗試的人｣。她直言，進入社團從技巧的學習到成為領導者

時，思考方式的轉變需要有臨危不亂、瞻前顧後的思維，謹慎帶動夥伴們的共同運作。她期望飛輪社

能在她的帶領下蓬勃發展，並把直排輪運動加以推廣出去，讓人人都能接觸到輕鬆有氧的直排輪運動。 

 參加中原大學元旦路溜活動 42 公里長程          練習飛輪技巧:瑪莉(一腳踮起腳後跟，另一腳踮起腳尖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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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巡禮－明德樓 一年級生的共同回憶【小記者 吳淨怡 撰】 

每年，在那涼爽的初秋時節，宿舍前滿是愁容滿面的家長和對大學生活感到興奮不已的新生們。

從被約束的國高中時期過渡至現今自由的大學生活，孩子們即將脫離父母的羽翼，離開自小生活的舒

適圈，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前者不放心自己的小公主、小王子們；後者躍躍欲試的想衝出父母的

保護層。於是，對那些尚未成熟的果實們成長的祝福，長庚大學給予莘莘學子們的成年大禮，就是提

供優質的宿舍給來自外地的學生，讓子女得以離開父母、學習獨立的生活，也讓家長們無須擔心孩子

們的安全，長庚大學提供給大一新生的宿舍－明德樓－又被稱為「五星級宿舍」。 

顛覆了一般人對大學宿舍「簡潔」的迷思，大一所住的明德樓不僅是長庚大學內最新、設備最優

質齊全的宿舍，位於明德一樓的鍋媽、博多美食和全家便利商店也都是學生們填飽肚子或是嘴饞時的

首選；提供給同學們相互交流、放鬆的交誼廳、學生為了課業而奮鬥的自修室，以及涵蓋所有食、衣、

住、行、育樂的設備，這些都是學校為了無法時常回家的同學而設置的，而這一切，也都是長庚大學

的學生們所擁有的共同回憶。經過多年之後，不論身在何方，這一些燦爛的回憶都會永遠留在所有人

的心裡，如寶石一般，閃閃發亮。 

        
新穎的明德樓外觀                                       明德樓內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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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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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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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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分享 

明尼蘇達大學交換留學心得【機械系 李曉琪校友 撰】 

在長庚大學的求學過程中，有機會至明尼蘇達大學交換留學一年，這個機緣不只讓我的英文能力

增進不少，也讓我留下了許多難得的經驗。起初對於交換留學是抱著可有可無的心情，只依照學校的

要求填好相關表格，爾後並沒有規劃其他的事物。沒想到就在某天，竟然接到了來自學校的合格通知，

直到此刻，我才開始正視交換留學這件事情。 

剛到美國時，對於任何事物都不瞭解，本身英文能力也不太好，當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入

海關時，海關人員親切的態度。也許是因為他們看多了國際學生，也或許是看出我們相當緊張，所以

當他們聽說我們要去明尼蘇達大學交換留學時，除了告訴我們那是一間很好的學校外，還不斷鼓勵我

們去那裡多學一些知識，並告訴我們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這不僅讓我更期待接下來的課程，也讓我

第一次了解到，原來說英文比想像中容易許多，於是抵達美國的第二天，我就跟一位英文跟我差不多

程度的同學一起去銀行辦卡。還記得走進銀行時，我們兩個連辦卡流程都不曉得，更不用說要聽懂那

些行員所說的英文了，幸好行員耐心的為我們解釋要如何辦卡，我們才能順利完成。對當時的我來說，

這就像連續練習了一、二個小時的英聽考試，現在想起來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在開學前的所有準備事項中，我認為最麻煩的事情就是選課，由於我們是交換學生，當我們入學

時，選課時間相對晚了許多，多數學生們已完成選課，所以第一學期基本上就只能選剩下的課程，不

然就是得去諮詢系上相關負責人員，請他們同意我們修課。很不巧的是，我們就讀的系所行政服務負

責人似乎不太喜歡亞洲人，因此不論透過寫電子郵件或是面談，都無法得到正面回應，最後我們只好

找到開課老師，請老師同意我們修課，並幫我們拿到選課的序號。因此最後我只修到了一門機械系的

課程，雖然感到有些遺憾，但換個角度想，其實可以了解不同系的課程，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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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蘇達大學的設備相較於台灣，也是好上許多，尤其是他們的圖書館，每個學院都有專屬的圖

書館可以使用，在語言學院的圖書館裡，甚至還有中文書。除了龐大的藏書量之外，也完全不用擔心

去圖書館會沒有位置，而且圖書館中皆有賣咖啡的地方，可以讓人在讀書之餘，疲累的時候，坐下來

喝咖啡小歇一回。但比起圖書館，我更喜歡明尼蘇達大學內的體育館，第一次進入體育館時，對館內

的設備甚是驚訝，因為進入體育館是必須使用指紋辨識才可進入的，而且館內從游泳池、球場、健身

房，甚至操場，應有盡有，而且也有不少學生會選擇在體育館讀書，讀書累了，就在裡頭運動來舒緩

疲勞，算是非常舒服的環境，冬天時隔著窗戶看著外面的雪，也是一件讓人放鬆的事情。 

明尼蘇達的冬天是我最懷念的事情。在冬天來臨前，我聽到了非常多關於明尼蘇達冬天的「傳

說」，例如說冬天一直在下雪，或是說明尼蘇達冬天的溫度跟阿拉斯加差不多，又或者說出門的那一

瞬間鼻子就會瞬間結冰，但是對於從沒看過雪的我來說，其實是興奮多於擔心。還好明尼蘇達的冬天

沒有辜負我的期待，零下 20 度算是家常便飯，讓我經歷了一個特別的冬天，甚至讓我喜歡上這個城

市。除了上課以外，還有校隊、NBA，或是職棒比賽可以看，就算看不懂也沒關係，可以進去體驗

現場的氣氛，一場比賽看完後，就會多少了解規則，在場邊當個一日球迷為主場球隊歡呼，不僅可以

消除課業壓力，還能留下一個美好的經驗。另一方面，這裡的學生最喜歡去 Mall of America 逛街，

因為那是號稱全美最大的購物中心，光是隨便走走就可以花上四、五個小時，甚至有時會走到迷路。 

雖然在這裡的生活多采多姿，但是這邊的課業壓力也明顯比台灣沈重。有時會因為寫作業而見到

日出；有時則是為了讀書而早起，但奇怪的是我從不因此而感到疲憊，反而會為了多了解一些事物而

更興奮，這是我在台灣沒有過的感覺。美國的學生很誠實，當他認為無法從課堂上學習到東西的時候，

他們會毫不留情的離開教室，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地方，適合自己的方式，獲得他們認為應該要學到的

東西。或許是因為環境，又或許是因為昂貴的學費，對我來說不翹課不再是一個任務，而是為了學習

更多知識的方法。這一年我學到的不只是課程中的知識，對我來說英文不好不再是一個藉口，當我們

知道自己英文不如人的時候，就要想辦法彌補上課聽不懂的地方，花更多時間來了解課程中的內容，

主動學習並充實自我。 (目前於國立中央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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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一所教導許多專業知識和人生態度的地方【職治行科所 李映汝校友 撰】 

在大學對我來說仍是很遙遠的國二時，第一次聽到長庚醫學院，心中便默默的對她有些許嚮往，

高三填大學志願時，便理所當然地選填了她。 

上大學的第一天，站在台上的包校長，對著我們這群毛頭小子們說:來大學要學的不單單只是一

個專業領域的知識，而是一種學習的習慣，教導我們一個重要的概念─終身學習。不管我們離開校園

多久，人生中的各個階段都必須要學習。那席話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底，用以時時審視與更新自己的

想法。 

在大學期間，依循系上老師們的腳步，學習了相當多的專業知識，使我理解職能的重要性，以及

疾病造成的失能對於病人而言造成的衝擊，而衝擊又是如何地影響著個案們的生活。老師們也細心地

引導著對於職能仍似懂非懂的我，將所學的理論更實務地去設想病人可能面臨到的問題，以及如何閱

讀原文書籍?如何找出重點?如何利用收集的資訊有組織的報告給他人?除此之外，教導了許多的臨床

手法，更容易理解書上的文字敘述，老師們亦不厭其煩地教導研究方法和學習不同的思考方式，直至

臨床學習後，才發現老師們是如此扎實訓練著懵懂的我。 

在大學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之外，亦安排了相當多的通識課程，使我們能夠依照自己的興趣，學習

終身受用的知識；例如，法律、國學常識、電腦應用和藝術等。在課餘時間，亦參加了社團，以增加

自己課外的知識，培養自己的興趣，進而增加生活的樂趣，懂得如何享受、觀察與關心生活週遭的事

物與議題，並且使我認識了許多的朋友，一起努力辦好活動，一起完成任務，那種學習到的經驗是誰

也拿不走的，那種感動難以用言語形容。 

如果問我長庚大學給了我什麼?我會回答:「我

的人生因長庚大學而不同。」在勤勞樸實的長

庚校園裡，我們也許感受不到那種氛圍，但是

由於大四實習的關係，因此有幸在大學的最後

一年離開校園，到外面的現實社會環境看看，

在觀察醫院部門運作和與不同學校同儕互動

的期間，發現長庚真的影響了我許多，不管是

我的思維或是言行，甚及我的人生方向。真的

很感謝，選擇了長庚大學讓我體驗了不一樣的

四年大學生活。(目前任職於新北市的新北仁

康醫院擔任復健科職能治療師，以及新北市居

家職能治療師。) 
李校友(右一)在學期間參加國醫社至宜蘭三星鄉義診 

恭喜賴文正校友榮獲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國家發明院士｣ 【電子系 供稿】 

長庚大學電子系 94 學年度畢業校友賴文正博士在去(104)年榮膺本校第十四屆傑出校友獎，再度

於 2016 年 CBTIA 世界發明家大賽中榮獲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國家發明院士」獎項，目前賴博士任

教於明志科技大學電子系助理教授，擁有逢甲大學土木及水利工程與長庚大學電子雙碩士以及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電子博士學位，在國內外也獲得許多發明專利及獎項，像是磁性天線、孔洞磁性天線、磁

性天線配置機構、行動通訊裝置及無線識別系統等，於教育體系也多次榮獲優良教師獎項，培養出的

學生也獲得國際級的競賽獎項，不論在學術研究、發明領域和教育均貢獻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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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世界發明家大賽是由中華海峽兩岸科技發明交流協會主辦，此大賽在亞洲是一個具有代

表性的比賽，而且有著世界發明奧斯卡之稱，主要參選者有來自全球各地的五百三十位優秀發明家，

包括有台灣、中國、韓國、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等各個地區的傑出人士，競賽過程由評審們嚴格把

關，最後篩選出 66 位獲獎人接受各項獎項的表揚，並且頒發獎狀及獎牌，本獎項受到國際的肯定，

更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最後再次恭喜賴文正校友榮獲此殊榮。 

賴校友右一於世界發明家大賽接受頒獎                        賴校友右二與其他得獎人合影 

工商系沈真如校友  分享進入台塑企業「小撇步」【秘書室 供稿】 

沈真如校友任職台塑企業資深管理師(高專)，4 月 12 日應邀返校與學弟妹分享求職經驗，並透露

許多寶貴的面試技巧，幽默風趣的演講，獲得熱烈回響，台下近百名同學提問踴躍。沈校友更透露，

企業為了延攬更多長庚大學優秀學子，已著手研議相關延攬方案，相信學弟妹們只要掌握好她所分享

的訣竅，就能順利進入台塑企業大家庭。 

沈真如校友是工商管理系第四屆畢業生，之後在本校企

業管理研究所就讀，畢業後如願進入台塑企業，從「助理管

理師」做起，認真做好每一份手上的工作，積極參與公司升

遷考試，尚未 40 歲的她，已是台塑企業總管理處總經理室

產銷二組資深管理師，表現備受肯定。這次應學務處邀請，

以「我的求職經驗─如何成功進入台塑企業」為題，向學弟

妹分享經驗。 

沈校友一開始就很直率的表示，父親非常仰慕王永慶創辦人的管理精神，因此原本想讀教育的

她，是在父親的勸說下填志願，進入長庚大學工商系。果然，學校的課程沒讓人失望，她因此了解並

接觸台塑企業管理上的風格與特色，深深被管理的價值所吸引，於是確立了未來的方向，立志進入標

竿企業服務，並期許自己成為「最強管理幕僚」。 

有關台塑企業的人才招考，她表示，資料審查通過後，就是先參加筆試，考國文、英文及電腦概

論等三個科目。其中「國文」主要以個案討論為主，了解應試者問題分析、解決問題及領導統御等能

力；「電腦概論」就是考計算機概論、電子商務等。進入面試過程時，沈校友觀察，台塑企業的人才

挑選要素，重視的是求職者「學習表現及發展潛力」、「報考動機」及「對台塑企業認同感/熟悉度」。

同學們只要展現足夠的「企圖心」與「決心」，加上一點點技巧，就能讓主考官留下深刻印象，提升

錄取機率。她舉例表示，本校同學求學過程中，應該都很深刻感受到「勤勞樸實」的校訓及企業文化，

管理學院的課程中，也有機會接觸屬於台塑企業的管理「語言」，這些都是本校學生的競爭優勢，要

記得在面試時好好表現。 

沈校友於本校工學院演講會場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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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校友以自己的經驗為例，鼓勵有心進入台塑企業的學弟妹們，求學時就要建立自己的優勢，多

參與專案、專題或實習，也要玩社團建立人脈，並且嘗試去做一些能量化自己表現或擦亮自己招牌的

事，不要怕失敗，只要有一次成功，就可以在面試時好好發揮。此外，她也不吝分享一些職場心得，

以及能夠支撐她樂於工作的信念。沈校友認為，工作的動機、決心及企圖心很重要，碰到挫折或瓶頸

時，若是沒有這些，很容易就選擇放棄，但是問題並不會隨著放棄而解決，就算換到下一個職場，同

樣的問題還是會出現，所以何不正面面對，認真思考解決辦法。另一方面，沈校友這次也帶來一個好

消息，她表示，企業很肯定三校（長庚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的辦學成果，希望能夠

逐步提升就職聘用比例，近期將會研擬相關措施方案，有心進入台塑企業服務的同學們要好好把握機

會。 

沈校友精彩的演講，獲得台下如雷掌聲回應，會後許多同學還意猶未盡，紛紛私下向沈校友請益，

希望了解更多應試技巧，也對近期企業延攬人才措施充滿好奇，活動在熱絡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同學們認真聽著沈校友的分享                                 同學們會後提問踴躍                

校務短波 

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全球年輕大學排名，長庚大學入榜【秘書室 供稿】 

「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公布 2016 全球 150 所「年輕大學排行」，

台灣入榜數量為亞洲第一，計有五所學校入榜，分別是第 43 名的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第 96 名的國

立陽明大學與列於第 101 到 150 名間的長庚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元智大學。...詳校訊全文。 

管理學院獲群益期貨捐贈交易模擬系統 【工商管理系 徐憶文老師】 

由於數位金融時代的來臨，虛擬金融交易將蔚為風潮，因此管理學院積極透過「產學合作」模式

加快數位金融教育的腳步，並於近期接受群益期貨公司交易模擬系統的捐贈，雙方攜手為學生提供切

合實務應用的期貨市場虛擬交易環境，培育學用合一人才。…詳校訊全文。 

長庚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105 級校內成果展「庚生」 【工設系四年級 卓靖撰】  

    本校工業設計學系在 105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19 日，於校內活動中心三樓，舉辦為期七天

的校內成果展─「庚生」，此次校內展與以往不同的地方，在於這次展覽是由媒傳組以及產設組第一

次共同策劃以及參與，讓作品性質更具多元性。希望透過校內成果展，能夠讓校內的每位師長，以及

同學更了解工業設計學系的發展與成果。…詳校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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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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校友服務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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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召集人：蔡福源 
編輯委員：翁麗雀、吳明忠、王惠玄、劉德玲、簡嘉君、陳惠茹、黃麗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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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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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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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http://www.nodrugs.tychb.gov.tw/01_news/news_01_info.asp?bull_id=1315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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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期 
民國 105 年 05 月 31 日 

 

最新

消息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 
校務

短波 

 
本校參加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暨聯賽，榮獲多項佳績 

校友

動態 

 賀！第 14 傑出校友遴選結果   
2016 第 35 屆新一代設計展長庚工

設庚生 Gung Sheng 畢業展 
 2016 長庚大學資管系系運動會 

母校

花絮 

 校園巡禮－好漢坡 

 
跳脫框架，舞動創意─工設系系友回

娘家  校園巡禮－越南文化日 

 105 年校友總會會員大會活動紀實   畢業校友照過來 

 電子系系友會成立大會  校友通訊徵稿 

經驗

分享 
 

「好的無比生活冒險」-校友回娘家

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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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設計展參觀心得 

最新消息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校友總會 供稿】 

驪歌初動，離情依依。在這畢業時分，校友總會在此對即將畢業的同學們，表達恭賀之意，並致

上最誠摯的祝福。 

一直以來，校友總會扮演著校友與母校溝通的橋樑，以服務長庚大學畢業校友為首要的任務。過

去一年在母校及校友們的支持下，積極辦理了一系列活動，同時也積極協助各系所校友會發展，強化

不同領域間的交流與互動，持續規劃辦理多項名人講座及其他活動，以聯繫校友間情誼。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應屆畢業生於今年底前加入者，僅需繳交入會費 500 元，即可享

3 年免常年會費之優惠（詳細入會辦法請見：校友總會網站或電洽 03-2118800#5426；電子郵件：

alumni@mail.cgu.edu.tw 吳小姐）。團結的校友是相互支持的強大力量，請大家揪團一起來加入校友

總會喔！ 

長庚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黃銘隆暨全體理監事 敬邀 

http://memo.cgu.edu.tw/cguaa/news/085/#A2
http://memo.cgu.edu.tw/cguaa/news/085/#A2
http://memo.cgu.edu.tw/cguaa/news/085/#B1
http://memo.cgu.edu.tw/cguaa/news/085/#B1
http://memo.cgu.edu.tw/cguaa/aa/app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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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賀！第 14 傑出校友遴選結果 【秘書室 供稿】 

  第 14 屆傑出校友選拔，經遴選委員會評選後，由李坤穆、郭昶甫、張庭棟、陳秀枝及廖峻偉

等 5 位校友（按姓名筆劃排序）獲此殊榮，擬訂於本學年畢業典禮（6 月 5 日）公開表揚。本屆傑

出校友之事蹟與貢獻簡介如下： 

 

李坤穆 校友 （化材系 91 年畢） 

現任：國立中央大學化材系與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李坤穆校友 91 年自長庚大學化材系畢業，並於 97 年台大高分

子所取得博士學位，專精於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研究開發，於工研院

及中央大學服務期間屢獲得獎肯定，並持續對系上事務及系友熱心

服務，以壯大長庚幫為自身樂趣。 

 

郭昶甫 校友 （臨醫所碩班 99 年畢） 

現任：林口長庚醫院風濕過敏免疫科主任、副教授及主治醫師 

郭昶甫校友為本校醫學系畢業，於林口長庚醫院進行內科住院

醫師以及風濕過敏免疫科總醫師訓練。在升任主治醫師後繼續於本

校就讀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後，再取得英國諾丁漢大學博士學

位，同時獲頒榮譽助理教授。回國後於院內升任副教授並擔任科主

任。郭校友專注醫學研究，主要於巨量資料研究有所專精。他首先

建立台灣族群遺傳模式，成功利用健保資料進行遺傳研究，貢獻所

學足堪母系表率。 

 

張庭棟 校友 （醫放系 90 年畢） 

現任：Rethink Imaging 創辦人及執行長 

張庭棟校友畢業後就讀於耶魯大學，范德堡大學，並於德州大

學取得醫學物理博士學位。32 歲時獲邀創立並擔任分子影像中心

主任。時為全球最年輕的分子影像領導人之一。 

張校友不但在正子斷層攝影對癌症及阿茲海默症的應用上有

開創性貢獻，在教學方面也有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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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枝 校友 （護理所碩士班 94 年畢） 

現任：長庚醫療體系行政中心經營管理部副組長、長庚科技大學護

理系兼任講師 

陳校友在臨床服務及防疫專業奉獻所學倍受肯定，曾獲頒「防

疫抗煞有功」及服務優良人員等獎項；致力於護理創新與改革，推

動護理人員留任及院校產學合作不遺餘力，發表多篇論文及教科書

編製，協助護理專業發展，貢獻良多。現轉任長庚醫療體系行政中

心經營管理部副組長。擔任校友總會理事暨護理系友會創會會長，

積極投入校友服務，致力促進校友交流並回饋母校。 

 

廖峻偉 校友 （工設系 93 年畢） 

現任：倫敦 PAPERSELF 品牌創辦人、台灣歐亞迪國際企業有限公

司經理 

廖校友於 2009 年在倫敦創辦 PAPERSELF 品牌，運用工業設

計基礎、對紙材質特性的研究以及對於時尚市場敏銳度，發明了全

球首創專利紙睫毛，成功打入博物館、好萊塢及美妝市場，其申請

多樣專利，且積極推銷長庚大學之榮耀，包括 Vogue 等媒體，對

國際行銷本校有極大的助益。 

2016 長庚大學資管系系運動會 【資管二 邱思起 撰】 

系運動會是資管系歷年來的傳統活動，不僅系上的同學參與，更邀請畢業的學長姐們回來同樂，

藉由活動回母校走走看看，回憶起在學時期的美好時光。系運動會不僅讓很久沒聚在一起的校友們有

見面的機會，也讓校友們和系上的學弟妹互相交流切磋球技。 

歷年來，男子籃球項目是系運會的壓軸比賽項目，這次有 14 隊報名參加，戰況甚是激烈，其他

比賽項目包含:女籃 4 隊、排球 9 隊、羽球 7 隊、桌球 3 隊，壘球則有 8 隊。男籃預賽以 4 取 2、3 並

取 2 晉級複賽，女籃和桌球採循環賽，排球預賽以 3 取 2 晉級複賽，羽球和壘球以單淘汰的方式進行

比賽，男籃和排球的複賽則採單淘汰賽制進行。此次也特別配合校友們安排比賽時間，讓校友們可以

踴躍出席，所以各種球類的賽程都安排在四月九日順利進行完畢。系學會為了感謝校友們及在校生的

踴躍參與，還提供了獎品，最後冠軍隊是 102 級校友們獲得 200 元的獎金和 1 箱運動飲料作為獎勵，

亞軍隊伍則有 1 箱運動飲料作為獎勵，雖然只是微薄獎項，但實質獲得的歡樂氣氛才是無價! 

系學會在此感謝當天學長姐的幫忙及參與，才能讓活動順利進行，並有個完美的 Ending。希望

明年能有所創新，除了保有歷年的傳統，更希望加上其他趣味競賽，期許能吸引更多人參與，讓不打

球的人也可以共同參與，使系上感情更加凝結且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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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籃冠軍隊伍(102級校友們)                                     排球比賽參與人員合影 

女籃大家庭(畢業校友&學妹們) 

 

跳脫框架，舞動創意─工設系系友回娘家【小記者 貝明穎 撰】 

工設系於 4 月 16 日於管理大樓中庭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本次很榮幸邀請到資深設計師-鄭洪學

長，為本校工設系 94 年畢，鄭洪學長現為 TWO+ LAB 工作室創辦人、小黑尾巴共同創辦人，曾獲得

多項國際獎項，包含德國紅點設計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德國 iF 產品設計(iF product design award)
金獎與美國 IDEA(Industri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銀奬，同時擁有豐富的教學與展覽設計經驗。鄭

洪學長說，他在學生時期夢是想當導演，但他聽說當導演要學會畫圖，於是他就誤打誤撞進了工業設

計系，反而激起了他當設計師的熱情。畢業後他曾經擔任大陸吉事多衛浴公司的產品設計師。 

鄭洪學長的專長除了平面設計，還跨足動畫設計與 3C 設計。他認為以動畫去呈現一個概念，可

以把繁雜的說明轉化為簡單易懂的動畫，甚至可以去做其它延伸。當時的他跳脫自己設計的框架，不

再侷限在單純的工業設計，令當時的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設計師更要把遠光放遠，要想自己能再為

設計做什麼努力。不過，他也有遇過迷失的時候，他曾為了要經常與公司顧客交際應酬，而漸漸對生

活感到厭煩，於是他便辭掉工作，重新找尋對設計的熱情。 

獲得多項國際設計大獎的他說，大眾常常認為得獎的作品一定很好，而沒獲獎的則很差。其實這

是不一定的，因為有些沒得獎的作品商品化後，甚至賣得比得獎作品還要好。不過，他得獎後仍無法

放鬆，因為除了得獎作品以外，其他沒得獎的部分作品，他還得向客戶說明作品沒得獎的原因，寫成

一份報告書。所以他鼓勵學弟妹們，不管未來有沒有得獎，要對自己設計的東西正向看待，因為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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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作品都是用自己的心血與時間熬煉而成的。最後，學長提醒學弟妹們不要羨慕別人，因為路是自己

選的。 

鄭洪學長演講                                       曾俊儒主任(左)頒發感謝狀 

105 年校友總會會員大會活動紀實 【小記者 林翊婷 撰】 

豔陽高照的 4 月天，校友總會於 4 月 23 日在長庚大學深耕講堂盛大舉辦 105 年會員大會，校友

們以及前來受獎的同學們陸陸續續的入座，大家都帶著愉悅的心情來參與這次的盛會。 

    大會一開始，司儀首先進行會務報告，讓大家明瞭這次會員大會舉辦的流程以及事項，接下來由

第八屆理事長李立昂致詞，向大家勉勵並期許能有更多優秀、傑出的校友繼續在校友總會服務。 

    緊接著便是隆重的第九屆理監事選舉，理監事候選人介紹時，在座嘉賓無不豎耳恭聽，正式開始

投票時，更彌漫了一股莊重氣息，顯示大家對於本次理監事選舉的重視；最後，第九屆理監事選舉，

經由理事們推選出黃銘隆校友擔任理事長，也很期待未來新任理監事能夠繼續為校友服務。 

    接下來，由校友總會頒發 104 學年度清寒扶助獎學金，恭喜資管系李佳頤、資管系陳怡卉、護理

系鄒惠安、化材系張淳仁等四位同學獲獎，他們勤勉向學之精神實為在校生楷模，也感謝校友總會提

供在校學生獎學金，讓更多優秀的學弟妹們能夠獲得獎勵。 

    活動尾聲，是由李立昂理事長為我們進行關於睡眠呼吸障礙的手術治療講座，他精彩且生動的演

講讓這次會員大會的活動更加豐富、精彩。李理事長首先提到了:「沒有好的睡眠，代謝、心血管問

題及心臟便會受影響，如此與心血管疾病及高血壓密切相關，因此當然壽命也會受影響。」一開始便

給我們投下了一記震撼彈。在孩童睡眠呼吸障礙方面，國際兒童睡眠研討會指出: 深層睡眠對於記憶

力十分重要，睡不夠的孩子認知及記憶力會變差，但 100%亞洲孩子卻皆有睡眠不足的現象。 

    對於睡眠呼吸障礙，李理事長向我們做了許多仔細的介紹，包括：影響睡眠呼吸障礙(SDB)的危

險因子有：黑心食品、年齡、體重……等等，且睡眠呼吸障礙的核心症狀有：打鼾(95%以上)、睡眠

呼吸暫止(50%)及日間呼吸困難;而可能的併發症為：認知功能減低(多發生兒童與老人身上)、意外事

故風險增加及心血管疾病(血壓難以控制)，而睡覺時會覺得很喘，或是會輾轉難眠，都是睡眠中呼吸

出現問題的表徵與影響，便要注意並且就醫。 

    最後，李理事長也鼓勵大家:「事情永遠做不完，因此不要帶到夢中尋求答案，如此一來，對健

康絕非好事，如果可以，在睡前 1-2 小時，要做自己喜歡的事避免煩惱，才能有好的睡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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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結束後，接著進行豐盛的餐敘活動，校友總會特別安排美味的餐點，以及舒適的空間，讓大

家在愉快的氣氛中用餐與交流，這次會員大會不論是理監事選舉、獎學金頒獎、講座和最後的餐敘，

都在熱絡氣氛中進行，為本次校友總會會員大會畫下完美句點。 

第九屆理監事們合影                                     第九屆理事長黃銘隆(左)致詞 

電子系系友會成立大會 【小記者 杜晟道 撰】 

電子系(含光電工程研究所)至今已有約 2000 位系友，為了籌備系友會成立大會，在劉國辰主任

的號召下，組成了籌備小組，成員有蔡宗叡、陳冠豪、賴文正三位傑出校友與本系的楊家銘、汪濤、

與黃宜蓁老師等學長姐，以及年輕有活力的在校生們，在近一年內的籌備時間裡，進行四次籌備會議、

兩次網路問卷調查與成立 Facebook 的專屬社團(目前有 265 位成員)，參考校內各系友會與校友總會之

辦法進行章程討論與草擬，進行傑出系友推薦與投票，組織動員系友於 4/30 星期六下午於深耕講堂

舉行電子系系友會成立大會。 

 這次與會校友約六十餘人，還有遠在全球各地的系友們約三十人，包括在台積電工作的吳偉程校

友及電機系魏一勤校友等。 

 在本次系友會，推選出理事蔡宗叡、陳冠豪、楊家銘、汪濤、賴文正校友五人和兩位候補理事劉

明德、彭興淦校友和監事張冠賢、魏一勤、吳偉程校友等三人，也推選出三位傑出校友為魏一勤、吳

偉程和張冠賢校友，並由蔡宗叡校友進行草擬章程宣讀與表決，最後無異議通過《長庚大學電子光電

系友會組織章程》，將向內政部申請成立全國性社團，當天亦完成發起人資料收集與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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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與會師長們，包括賴朝松院長，也都一一上台獻上祝福與深深的期許，期許系友會能增進校

友感情，邀集更多系友回校分享與凝聚向心力，對在校生而言，也能汲取經驗並期許能為系友會貢獻

一分心力。 

電子系系友會大合照                           當選理監事合影 

張睿達老師(右)頒發第一屆傑出系友予魏一勤校友(左) 

經驗分享 

「好的無比生活冒險」-校友回娘家精彩演講【化材系 林子皓校友 撰】 

林子楓博士 91 學年度以優異成績自化材系畢業，之後進入清華大學化工系就讀碩博士，他是工

學院第一位申請提前畢業的學生，成為後來的學弟妹努力追求的目標。林博士自我介紹時分享了當時

提前大學畢業的想法，他鼓勵同學們要保握時間學習，這是最黃金的學習時光，儘管社會上普遍存在

這樣的想法，為了花更多時間追求自我興趣，因而轉系、延畢，甚至休學，提早畢業卻可以成為跨領

域交流的一步，完成第一個學門的專長，再往外探索感興趣的人事物，因此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學習，

提前進入下一個階段學業，去適應、去學習更寬廣的世界何樂而不為。 

    林博士這次的演講分成五大主軸，1.毅力與熱情 2.自覺的能力 3.隨機應變能力 4.體貼他人的愛 5.
深具意義的團隊目標，他認為這五個部分是他在人生、學習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首先在毅力與熱情這部分，要我們想想在我們大學生活中，有什麼東西激發我們的毅力與熱情？

他舉了爭取獎學金的例子，系上前三名書卷獎學金非常優渥，把學業當成經歷困難、挑戰極限，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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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作者對談，累積智慧的根基，在讀懂書的快樂之外還帶來經濟收益；藉著這股動力來達成目標是

非常重要的。第二個主題是自覺的能力，在研究所時期，有一次回實驗室發現桌上有一張紙條，上面

寫著“是不是生活太忙，老師希望你能多花些時間在研究上”，他看到時震驚了一下，發覺自己的確沒

有花太多時間在研究上。很多時候每個人都有盲點，自己不容易察覺，必須請身邊的人給你坦誠的回

應，指出你的問題。勇敢發現盲點，懂得自我反省、自我察覺，是在人生旅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 

 第三個重點是隨機應變的能力，林博士這麼問著:老闆問了大家一個問題，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答

案時你會怎麼辦？大多數的人可能都是在等著別人告訴你答案，學習力強的人會立即開始找書、查資

料想解決辦法。若要學懂隨機應變，就要在困惑和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培養企圖心、高學習能力、高

應變能力，強迫自己屢敗屢戰，直到成功為止。期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慢慢培養和練習這個能力！  

    第四個重點是體貼他人的愛，與朋友搭車時你會怎麼做，先上車？還是提醒朋友小心撞到頭？搭

電梯時，你會先進去按電梯樓層？還是禮讓他們優先進來呢？有許多生活小細節都是很重要的，如果

能多留心待人處事更加圓滿，會讓社會其他人更舒服。團隊合作中也是需要體貼他人的愛，多關心、

多傾聽，使對方覺得跟你相處是愉快的，這也是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好好學習的一部分。 

    最後一個主題是深具意義的團隊目標，林博士認為當一起做計畫的時候，團隊的氛圍是很重要

的，有共同努力的目標、更多的討論互動，這樣能夠提升自己，也能夠提升團隊，進而達到共同的目

標。 

在這次的系友回娘家演講中，聽完林子楓博士的精彩分享，從他的求學過程以及就業的經驗，讓

我們吸收許多必需學習的人生經驗，除了精進學業，當然還有做人處事的態度，學習新知的企圖心，

以及樂於經營團隊合作，相信在這次精彩演講後，大家未來生活一定很受激勵，全力以赴邁向人生巔

峰！ 

林子楓博士於化材系會議室進行校友演講               同學們專心聆聽林子楓博士的演講 

 

演講完進行團體大合照                                 演講結束的午餐 pizza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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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設計展參觀心得 【工設系 葉庭瑋校友 撰】 

說到新加坡的設計，或許你沒聽過，但一定不會錯過每年三月在新加坡舉辦的這幾個主題展：

Maison &Objet ASIA, Singaplural, 以及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Singapore (IFFS)等。 

[關於 Maison &Objet ASIA] 

Maison & Objet ASIA，是由巴黎傢俱家飾展於亞洲的設計展，顯示出亞洲市場正蓬勃發展的趨

勢。今年是染木設計(KIMU design studio)獲選Maison & Objet Rising Talents 而有機會在此展覽。Rising 
Talents 為主辦單位，每年從亞洲各地選出代表各國的新銳設計師或品牌，提供設計師參展的機會。

而參展資格為媒體或是有力人士推薦，進而進行徵選。第一屆台灣代表為駱玉芬，第二屆台灣代表為

Beyond Object，第三屆的代表為柒木設計。其他各國的Talents則為：LAB DE STU (Australia), EASE 
(Thailand), LEKKER ARCHITECTS (Singapore), STANLEY RUIZ (Philippines), CHIHIRO TANAKA 
(Japan). 

此次柒木設計在 Rising Talents 的展區，由於大會規定僅可使用黑色的展場，於是在品項的挑選

上，以不同的黑色產品做層次的堆疊，以及金屬的銅、純金讓展場產生亮點(如圖所示)。而其他新銳

設計師的作品有陶瓷燈具工藝、織品設計、來自澳洲的傢俱系列、紙金屬工藝及建築等，每個設計師

的特點都不同，讓整個 Rising Talents 充滿討論的火花，藉由此交流找到各地設計師於不同國家的優

勢。 

[關於 Singaplural] 

從 2012 年開始為新加坡傢俱協會主辦的設計主題展，所涵蓋的項目有：Advertising, Architecture,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Interior, Furniture, Graphic and Fashion Design.今年亦

邀請了非常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藝術家進行徵選，在將近 100 坪的空間裡展示各式各樣不同形式

的藝術作品。除了視覺，更多了嗅覺與聽覺，並把實驗的過程都呈現出來，讓整個展場即使很大很寬

廣，但逛下來新鮮度絲毫不減。更多資訊介紹: Singapore Design Week - www.designsingapore.org/SDW 

[關於新加坡傢俱展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Singapore (IFFS) ] 

已有 30 多年歷史的新加坡國際家俱展，由於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國際化的特性，網羅來自世界

各地的參展商，和 Maison & Objet ASIA 的差異為：IFFS 為比較一般的市場，而 Maison & Objet ASIA
為鎖定較高端的市場及客群。 

其中有趣的部分為 ASIAN STAR，與 Maison & Objet ASIA 相同，徵選來自亞洲各地的設計師，

一起於傢俱展中展出，今年為第三年。相對於其他較為在地的品牌商，此區的亮點讓很多買家眼睛為

之一亮，徵選機制為大會會派人到亞洲各地選秀及媒體推薦為主，也會到台灣新一代設計展中選秀。  

http://www.designsingapore.org/S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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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短波 

本校參加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暨聯賽，榮獲多項佳績【體育室 李婷君 供稿】 

105 年 5 月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在台東大學舉辦，共計有 15 項競賽，162 校、9296 名選手參

賽。本校有女子網球隊、女子桌球隊、男子羽球隊、男子體操、女子田徑、女子游泳以及空手道等隊

伍參賽。...詳校訊全文。 

2016 第 35 屆新一代設計展長庚工設庚生 Gung Sheng 畢業展 【工設系 張羽慈 

供稿】 

2016 第 35 屆新一代設計展覽，長庚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庚生Gung Sheng畢業展於 5 月 
13 日（五）至 5 月 16 日（一），在世貿一館 A06 展區盛大展出。...詳校訊全文。 

母校花絮 

校園巡禮－好漢坡【小記者 李珮瑄 撰】 

對於大多數學生而言，開學意味著一段美好假期的結束，同時也是新學期的開始。在開學後幾天，

學生調整心情，適應原本上學時的生活作息。對於長庚大學的學生而言，要適應上學節奏，肯定少不

了經過好漢坡的洗禮。 

從宿舍通往教室的道路-好漢坡，總計有 252 階。爬上好漢坡是無法投機取巧，必須一步步踏實

地走。在這個過程中，不但可以強健身體，也真實體認長庚大學「勤勞樸實」的校訓。雖然是戶外階

梯，但為避免學生上學路途中淋雨，樓梯上方還加有遮雨棚，同時也提供學生良好的燈光照明，確保

經過此階梯同學的安全。 

在階梯邊緣還貼上階梯數，貼心標示已消耗的卡路里，除了鼓舞同學向上的動力，也提供作為調

整體態之參考。在接近樓梯頂端時，還有歷年比賽成績優異者的名字與記錄，讓好漢坡不單單是連接

宿舍及教室的道路，也涵蓋了校內師生共同參與活動的回憶。 

今年長庚大學好漢坡登階競賽於 4 月 20 日舉行，整體活動由長庚大學宿舍自治小組負責規劃與

執行。報名人數總計 230 人，為避免推擠事件發生

及顧及比賽公平性，比賽方式為三人一組。參賽人

員都發揮運動家精神完成整個賽程，最快紀錄者為

林冠憲同學以 29 秒 88 的優異成績到達終點，陳昊

揚及林庭淇二位同學則分別以 30 秒 41 及 30 秒 69
的成績緊追在後。 

比賽中除了可以享受登階競速感，同時又可鍛

練體能及免費獲得 2016 好漢坡登階比賽紀念衫一

件，一舉數得。 
參賽者報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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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實況 1                                        參賽實況 2 

                                    好漢坡登階競賽終點處 

校園巡禮－越南文化日【小記者 李亞芸 撰】 

4 月 13 日課後走下活動中心的階梯，映入眼簾的是滿滿的人潮，一看原來是幾天前在海報上看

見的越南文化日。 

長長的人龍為的是越南料理中常見的河粉。舀一勺香味濃郁的雞肉湯或牛肉湯，加入裝有事先分

配好的河粉加豆芽菜及蔥段等配料的碗中，便完成一碗排隊人潮引頸期盼的雞肉或牛肉河粉，河粉經

過湯汁的浸泡，味道更濃郁又不會過於軟爛，也讓人不自覺地把湯喝個精光。另一道令人眼睛為之一

亮的是生春捲，透明有有彈性的春捲皮包裹蝦子、米線、小黃瓜及肉片等配料，沾上酸甜微辣的醬汁，

可謂恰到好處。飲食是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環，不論是烹調方式還是食材選擇，都表現出當地的氣

候及風俗偏好。 

十二點半過後，另一場重頭戲緊接登場，圍觀人潮再次聚集，原來是同學在試穿他們所提供的傳

統服飾。男生穿著唐裝，女生穿著長衫，不同的是腰部以下在兩側開岔為前後兩片飄揚的布料，搭配

寬鬆的長褲，既能凸顯女性玲瓏有致的身材又方便活動。腦海馬上浮現一幅女生騎著腳踏車，後方裙

擺飄逸的景象，看著攤位上的越南女生身上剪裁合身、顏色鮮豔的服飾也令我躍躍欲試，讓人驚訝的

是胸口直到腰際竟有一排密集的扣子，幸虧工作人員協助，才能順利著裝，我也趁機跟她攀談，才知

道他們是管理學院的學生，這次的活動也是管理學院盛大主辦的異國文化活動。出了試衣間馬上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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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攝影師幫大家拍照，建議我把斗笠擺在腰際或頭上，晚一點還能到攤位領取與照片結合的明信片

作為紀念活動，一直持續到晚上七點才結束。 

平常走在長庚校園裡，一直沒有鼓起勇氣與外籍生攀談或對視，而今天卻能藉食物及服飾，多了

解越南的文化，也見識到越南學生流利的英文及靦腆善意的笑容，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文化交流活動，

不僅只是越南文化，更期盼在校園內能時常看見其他外國學生和台灣學生愉快地交談著。 

          越越南籍同學穿著傳統服飾合影                    攤位上絡繹不絕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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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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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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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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校友服務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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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召集人：蔡福源 
編輯委員：翁麗雀、吳明忠、王惠玄、劉德玲、簡嘉君、陳惠茹、黃麗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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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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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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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http://www.nodrugs.tychb.gov.tw/01_news/news_01_info.asp?bull_id=1315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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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期 
民國 105 年 06 月 30 日 

 

最新 
動態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 校友

動態 
 

傑出校友專訪：廖峻偉校友首創紙雕

睫毛 襲捲全球時尚圈 

校務

短波 

 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紀實  工商系校友回娘家 

 圖書館資訊 
母校

花絮 

 105 年畢業歌曲~尋寶 

 工學院節能經驗分享  畢業校友照過來 

經驗

分享 

 研究生國際交流體驗，開拓視野  校友通訊徵稿 

 醫療機電所畢業校友返校經驗分享 
就業

資訊 

 
推薦優秀之畢業一年內校友進入台

塑企業任職 

 機會，只留給準備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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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校友總會 供稿】 

驪歌初動，離情依依。在這畢業時分，校友總會在此對即將畢業的同學們，表達恭賀之意，並致

上最誠摯的祝福。 

一直以來，校友總會扮演著校友與母校溝通的橋樑，以服務長庚大學畢業校友為首要的任務。過

去一年在母校及校友們的支持下，積極辦理了一系列活動，同時也積極協助各系所校友會發展，強化

不同領域間的交流與互動，持續規劃辦理多項名人講座及其他活動，以聯繫校友間情誼。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應屆畢業生於今年底前加入者，僅需繳交入會費 500 元，即可享

3 年免常年會費之優惠（詳細入會辦法請見：校友總會網站或電洽 03-2118800#5426；電子郵件：

alumni@mail.cgu.edu.tw 吳小姐）。團結的校友是相互支持的強大力量，請大家揪團一起來加入校友

總會喔！ 

長庚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黃銘隆暨全體理監事 敬邀 

校務短波 

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紀實 【秘書室 供稿】 

本校 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 6 月 5 日上午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首先安排師長們引領畢業生們

再一次走在充滿回憶的校園景點，接著在數百名學弟妹夾道簇擁的歡呼聲中，進入典禮禮堂，聽取師

長最後的諄諄教誨及祝福，以歡喜及感恩的心情，邁向人生的新旅程。...詳校訊全文。 

http://memo.cgu.edu.tw/cguaa/news/085/#A2
http://memo.cgu.edu.tw/cguaa/news/085/#A2
http://memo.cgu.edu.tw/cguaa/aa/app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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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資訊 【圖書館 供稿】 

為了培養長庚學生人文素養與學習風氣，圖書館於每學年推出一系列專題特展，配合老師授課，

延伸上課內容，以書籍與視聽資料展覽的方式，引導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並在同儕間形成閱讀的風

氣。 

105 學年度即將推出「藝術、生活與科技」主題特展，同時莫忘創辦人蓽路藍縷的創業精神，將

特別於 10 月份安排相關資料展出。預定展覽期程如下：...詳校訊全文。 

工學院節能經驗分享 【工學院 供稿】 

近年來，全球暖化現象引起各國政府與民間的關切，開始有節能意識的推廣與及實際措施的推

動。本校已於 101 年審議通過「長庚大學節約能資源作業要點」，各單位成立節能推動委員會，期

望能以具體行動，為校區節能盡份心力，逐年降低全校的總體能源使用量。...詳校訊全文 

經驗分享 

研究生國際交流體驗，開拓視野【電子碩 104 李翊豪校友 撰】 

首先，感謝長庚大學給我機會至波蘭弗羅茨瓦夫科技大學的物理系進行三個月的交換研習，充實

我的求學歷程，也拓展了我的視野與世界觀。交換研習期間，在 Popko 教授的帶領下，以物理的觀點

探討太陽能電池，得到了額外豐富的收穫，更激起許多有趣的研究想法，除了理論與研究探討之外，

在閒暇之餘，更認識了這個與東方國家完全不一樣的國度，可以親自體驗不同的文化與生活。一切的

旅程都從 104 年 9 月 26 日開始，跟隨著張連璧教授從桃園機場出發，經過長途的飛行，終於抵達波

蘭弗羅茨瓦夫，並與 Popko 教授見面，開始認識新生活與環境。交換研習的第一周，跟著張連璧教授

參觀 Popko 教授的實驗室與學習所有設備和機台，並且和 Popko 教授的研究團隊報告先前在長庚大

學所做的奈米粒子相關研究成果，也一併討論未來的合作方向，以及接下來三個月的研究規劃和課表。 

以下是我在弗羅茨瓦夫科技大學交換研習的過程與生活，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深化研究的理論背景， Popko 教授安排學習太陽能電池的相關知識，每天和他報告學習的

進度和討論，過程中可知該校訓練態度的認真與踏實，不會因為我是外校生而有所疏忽。第二階段實

驗機台實作與量測，在通過理論考試後，開始學習各種實驗機台，感謝該校的人員 Kasia、Aleksandra
和 Piotr 教授，一起帶領我學習原子力顯微鏡、量子效率量測、反射率量測、太陽能模擬量測系統、

光致發光光譜量測系統和拉曼光譜量測系統，並考取機台的使用資格。第三階段進行太陽能電池之研

究，取得機台使用資格後，便開始進行太陽能電池的研究。調控參數後，進行太陽能電池的量測與分

析。   

生活方面，對於弗羅茨瓦夫大學並不是非常瞭解，校園跟市區混合在一起，並沒有一個特殊的邊

界。在這個都市中大學生佔了很大的比例，老年人因為從小接受了蘇俄教育，因此俄文是老一輩比較

通行無阻的語言，但是目前受大學教育的新一代，這十多年來基本上都是使用英文，所以英文對年輕

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對年長這一輩就比較有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弗羅茨瓦夫位於奧得河畔，在波蘭與華沙、克拉科夫都屬一線大城，在交通上都算

是非常便利，對於通往鄰近的各國都有飛機、鐵路或公路可以選擇，要到其他地方旅遊算是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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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於弗羅茨瓦夫也是一個古老的城鎮，所以在建築上也非常的豐富與多元，舉凡在歐洲常見的美

麗教堂、美術館、博物館、甚至是歌劇院，在這座城鎮中都是美麗的點綴。 

    在結束研究訪問之前，進行這三個月研究成果報告，我也介紹台灣的文化及美食，並表達由衷的

感謝，在耶誕節之前，搭飛機返回台灣，結束了這趟驚奇及豐碩之旅，最後感謝長庚大學的經費支持

與光電所張連璧教授的照顧與指導，讓我的研究生活更豐富與充實。 

 李校友(左一)與實驗室的同學一起合照                      李校友(左)與 Piotr 教授合照 

       李校友(左)合影於 Pij herbatę 珍珠奶茶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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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電所畢業校友返校經驗分享【醫電所 供稿】 

本所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畢業校友回娘家」活動，在 2016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 點 10 分，於

本校工學大樓一樓工學院第一會議室舉行。本次活動主要邀請到本所畢業校友盧勇聿、王威詔、林仲

偉與方銳返校一同參與。活動開場首先由李明義所長致詞，說明校友是本所重要的資產，除了感謝多

位優秀校友今天能撥空返校，也希望他們能分享畢業後繼續深造與工作的經驗；接著所長便一一介紹

每位畢業校友過去在校經歷及目前工作職務。座談會首先由方銳校友分享他目前就讀本校博士班之研

究成果及心得。方校友提到在研究所的求學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boss」和「source」兩大要點；

「boss」意旨如何吸收老闆（boss）的研究經驗是可以幫助我們完成研究工作，也能釐清自己需要做

的是什麼，而「source」表示了解需要做什麼後，接著就是如何去爭取資源（source）。 

第二位盧勇聿校友，分享他求學及畢業後工作經驗，盧校友認為求學期間是可以培養獨立思考

力、領導力及團隊合作等能力，至於工作經驗方面，分享了他三次就業及三次創業的經歷，以及畢業

多年來心智思維、財務管理與人生職涯的轉捩點，也提到如何讓自己建立財務自由。最後他也提醒同

學:「工作賺到的金錢，其實是時間換得的，如何能創造業外收入才是真正建立財富自由的關鍵」。 

接下來由王威詔校友分享開創公司之經歷，並說明國內傳統產業如何才能突破窘境。王校友提

到了他們公司之經營理念以及對產品品質的要求，也說明英文在未來職場的重要性，最後以「成功的

秘密，絕對沒有捷徑」和同學分享。最後，林仲偉校友分享了他在研究所期間到進入社會的過程所經

歷的點滴，也附上了許多照片，其中更提到踏入社會最先要準備的就是一份好的履歷。演講中林校友

也鼓勵同學要「勇敢嘗試，才能做得更好」。 

在校友返校經驗分享報告結束後，所長也預留些時間，同學們也相當踴躍發問，校友們也以過

來人的身份回答同學們的各項提問，相信本次校友返校經驗分享讓在場每位同學都有所收穫。最後大

家一起合照留念，活動在中午十二點三十分左右圓滿結束。 

        畢業校友們與李所長(中間)合影                            與會人員合影 

王校友經驗分享                                   綜合座談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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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只留給準備好的人【小記者 潘紀加 撰】 

陳恩賜校友 104 年畢業於物理治療系，於 5 月 6 日在物理治療系系友回娘家活動經驗分享，他

說明通過物理治療師國家考試的訣竅不是看完所有的課本或是寫完所有考古題，而是要徹底理解所讀

的原理，背後有哪些基本觀念在支持著。 

    在準備物理治療師國家考試的時候，許多人一開始其實都是迷惘困惑，往往不知道為何而準備，

換句話說，就是處於一種心不在焉的狀況。事實上，陳校友也不例外，但他與別人不一樣的是，當他

開始回想從大一到大三自己究竟學過哪些課程，且實習時遇到的 case、 book reading 和 journal 
reports，有哪些是有用到當初所學的知識，有哪些是較新的研究資訊且可能會出現在考題中。 

透過這樣的思考，使他找出了自己的強項科目和弱點科目，再結合考古題的訓練，訂定出未來

兩個月的讀書計劃與方向。陳校友的方式是研讀一個小時左右，就讓自己休息一下出去走走，當他再

度回到位子上時，他的專注力會因此而提高，思緒清醒能更有效率地讀書，用最短的時間達到最大的

讀書效果。 

    除此之外，陳校友也參加一些系上活動，例如送舊，或是跟同學出去吃飯看電影。偶爾，他也會

跟家人聚餐。對許多準備考試的人來說，這樣的生活型態或許不適用於所有人，甚至有人懷疑說這樣

子考試不會讀不完嗎?但對陳校友而言，在讀書的時候是非常專心的，且對於不會或是不熟的題目，

也絕不死背答案，反而是竭盡全力去想通這個觀念給他什麼訊息，再將其內化成屬於自己的文字，記

在腦海裡! 

    大多數的考生最擔心的就是不久後要考試了書卻還

沒看完，對此，陳校友的做法是先快速複習那些已經檢

討、討論過的考古題、看過的講義、課本，最後在腦中

回想一次這些觀念，一旦對任何一個環節有猶豫，就必

須再去複習一次，接著才去加強那些比較弱的科目。陳

校友強調，書是一定看不完的，最重要的是自己有幾分

的把握可以答對讀過的部分。 

 
     陳校友(中間站立)與同學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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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傑出校友專訪：廖峻偉校友首創紙雕睫毛 襲捲全球時尚圈【秘書室 供稿】 

廖峻偉校友工業設計系 93 年畢，獲選為本校第 14 屆傑

出校友。 

首創專利剪紙睫毛的倫敦 Paperself 品牌創辦人廖峻

偉，在台灣土生土長，從本校工業設計系畢業。畢業後，前

往英國倫敦繼續深造，之後首創融入剪紙藝術的紙雕假睫

毛，不僅獲得眾多聞名全球的影星、設計師及美妝師採用，

在各大時裝週曝光，更登上熱門電影「饑餓遊戲」，由女主

角親自配戴，在時尚圈刮起一陣旋風，創意設計讓人驚豔。 

廖校友在專業領域表現傑出，其中剪紙造型紙睫毛，不

但把傳統中華剪紙文化的美，融合工業設計，創造產品附加價值，取得美國、歐盟、日本、台灣等十

餘個國家發明專利，曾與多家國際知名美妝品牌聯名開發商品，並在 Vogue 雜誌等知名媒體受訪時，

提到在本校求學的點滴，榮耀母校，獲選傑出校友，實至名歸。 

   廖校友生長於從事紙箱傳統產業的家庭，從小在工廠裡遊戲，直到進入本校工設系，才開始接觸

學習設計。大學畢業後，他前往倫敦中央聖馬丁藝術學院進修，主修珠寶、家具與陶瓷設計，畢展時

展現了「Paperself」最初的概念，以紙為素材製作小元件，獲得眾人矚目，並應英國政府旗下某貿易

機構之邀，代表英國參與世界巡迴展，進而受協助成立公司，開啟一連串的事業契機。 

他表示，剛開始並不是很有信心能成為出色的設計師，畢竟「認真做設計」跟「具有出色設計能

力」是兩回事，專業上的自信是逐漸累積而成的。此外，他發現自己在台灣學設計時，希望學習國外

經驗，所以死命地翻閱外國期刊雜誌書籍，但來到英國後，在思考自己的設計時，又拼命地去挖掘了

解台灣的文化，這種心境上的轉變，事後回想起來很值得玩味。 

  他也以過來人的經驗分享，在學生時代宜認真學習並且積極求知，大膽的嘗試與犯錯，並在錯誤

中去思考與改進。再者，就是培養多方涉獵非自己擅長領域的學習與體驗，養成創新思考的習慣。 

人生每個階段都會有挫折或瓶頸，廖峻偉說，下決心要創業時，身上的擔子相對會超出同儕很多，

創業其實就是一點一滴的累積，但因為市場機制，會強迫自己必須快速的學習與成長，所以面對挫折

與瓶頸時，只能夠告訴自己，「歡喜做，甘願受」。另一方面，他也會從心態上調適，甚至自我解嘲，

試著培養一個能轉移注意力的活動、習慣或者運動，讓自己能夠短暫的抽離現實狀況，畢竟，適當的

宣洩才能走得長遠。再者，他認為創業過程中最大的滿足來自成就感，能在設計史上畫上剪紙睫毛，

是讓人內心雀躍的；看著女生在鏡中笑容滿溢的樣子，是廖峻偉及其團隊最大的成就感，只要望著這

一切，過程中所有的努力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回憶起在母校的求學生活，廖峻偉很感謝長庚大學工業設計系老師們的教導，四年的學習中，老

師們的用心良苦，當下或許沒能完全體會，但是卻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他對設計的態度，因而有了

運用設計去幫助產業升級的決心。此外，母校的校訓「勤勞樸實」，對廖峻偉也有深刻的影響。他表

示，2000 年來到長庚大學，在大門口看到「勤勞樸實」四個大字，從此銘記在心。到倫敦留學後，

有機會到更大的城市學習，開拓了視野與價值觀，更相信真實偉大的樸實無華，萬丈高樓平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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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業過程中，他的身分從獨立設計師到經營者，心態上也隨之轉變，對於「勤勞樸實」的理念，

也有更多的認同。在企業的經營上，唯有勤為本，貴在樸實，才能細水長流，永續經營。他也期勉自

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能以「勤勞樸實」督促自勉。 

談起設計、創業，廖峻偉有說不完的話題。他表示，自己很喜歡生活中能讓人感到驚喜的簡單設

計，就像剪紙睫毛一樣，以樸實的「紙」材質，結合珠寶飾品的設計理念後，竟能在人們的眼睛上產

生如此多樣的變化，讓人驚喜。 

放眼未來，他希望藉由剪紙睫毛的異業合作與文化創意開發模式，運用創新創意設計思維，促進

傳統產業交流及輔導升級。舉凡家飾、家具、生活用品及飾品，都是可以開發新產品的項目，他也將

秉持初衷，努力研發設計紙的應用及可能性。 

工商系校友回娘家 【工商系 供稿】 

工商管理學系於 5 月 28 日--畢業典禮前一週，舉辦校友「大手拉小手一起返校包水餃」活動。

當天由系主任鄧景宜教授開場，說明工商系近來幾項重要發展，特別提到在全院師生共同努力及學校

行政體系的協力配合下，管理學院可望於今年取得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簡稱 AACSB)認證。該認證相當嚴格，代表長庚大學管理學院的教育

品質獲得世界級肯定。 

接著由所學會邀請大學部 B90 屆及碩士班 M94 屆的黃繼宗校友分享他的職場經驗，黃校友在校

期間主修財經領域，畢業後主要也是在金融業服務，曾先後於玉山金控擔任投顧研究員及元富證券投

資研究部研究襄理，現在則是在台灣橡膠公司擔任業務行銷部副理。黃校友在金融業服務期間，累積

豐富的經歷及人脈，儘管他知道在金融業仍有相當的發展潛力與機會，但考量生涯規劃以及家庭與生

活品質層面，於是轉換跑道而進入步調較緩和的傳產業。黃學長分享個人這段轉職的心路歷程，並強

調面對這些改變，除了生理、心理的調適外，平時還要累積自己的能力，他強調換工作並不是因為 A
工作做不好而換到 B 工作，而是你必須把握並且盡力做好現有工作，累積將來轉換跑道時所需的經

驗與實力。黃學長也提到業務工作是一份能提升與人溝通協調能力的工作，而且業務是面對客戶需求

的第一線，更能了解各部門的問題，若是知道問題而以認真的態度去準備，到時想要再轉任其他單位

也佔有相當的優勢。 

結束精彩的演講與校友們的職場分享後，中午的餐敘是由系學會策劃的包水餃活動。僅管校友們

包水餃包得不是很俐落，但學弟妹們熱情的端上熱騰騰的水餃時，讓已畢業的學長姐也感受到學弟妹

們的溫情，藉著這個校友活動拉近了校友們與母校師生間的距離。  

     校友職場經驗分享                            與會校友十分踴躍與講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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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與在校生共同參與包水餃活動                        與會校友合照 

母校花絮 

105 年畢業歌曲~尋寶【畢聯會 供稿】 

「尋寶」是由 104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製作完成，經學務處輔導、通識中心的周悅如老師協助指導，

並由長庚大學校友總會贊助。經由畢業歌徵選活動，募集長庚大學喜愛歌曲、具有創作能力的在校生，

以「 畢業」、「夢想」及「 回憶」為創作發想，創造屬於長庚大學的特色畢業歌曲。 

本校畢聯會於 104 年 9 月 14 日開始發起徵選活動，至 12 月 4 日截止，共計有 7 首歌曲報名，於

12 月 5 日開放全校性畢業歌曲投票，12 月 28 日網路票選截止，最後由「尋寶」這首歌獲得最高票。 

創作動機是在這大學四年中，我們都試著找出自己的方向，也曾因為迷惘而害怕，因為害怕而卻

步，但身邊的夥伴讓我們擁有前進的勇氣，這些珍貴的回憶都讓我們更加堅定。而這些日子以來經歷

過的一切也將成為我們朝未來走下去的力量，從過去到現在積攥的努力也將化為動力，支持我們邁開

步伐尋找屬於自己的寶藏，那個深埋在心中的夢想。 

「尋寶」 
如果你是蝴蝶會往哪飛翔 
是否害怕阻擋而迷失方向 
如果你是飛鳥會選擇何方 
追逐那陽光亦或是枝頭乘涼 
操場上 我們肩並肩 見證流星劃過的瞬間 
好漢坡 的腳步聲 過去承載多少的青春 
我們就要準備啟航 
不要猶豫不要慌張 
掛上微笑收拾行囊 
我和你呀不畏阻擋 
揹起回憶堅守信仰 
不要留戀過去時光 
寶藏就在不遠前方 
 
 
走向未來的旅途也許徬徨 
讓我們一起勇敢找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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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陽光的滋養大聲歌唱 
舞台正中央散發著耀眼光芒 
操場上 我們肩並肩 見證流星劃過的瞬間 
好漢坡 的腳步聲 過去承載多少的青春 
我們就要準備啟航 
不要猶豫不要慌張 
掛上微笑收拾行囊 
我和你呀不畏阻擋 
揹起回憶堅守信仰 
不要留戀過去時光 
※我們就要準備啟航 
揚起船帆牽起希望 
尋找屬於你我的寶藏 
邁開步伐追逐夢想 
乘風破浪展翅飛翔 
不顧一切勇敢去闖 
寶藏就在不遠前方 
 
(主唱)工商四 葛可寧   (合音)資管四 邱繪真   (吉他)資工四 黃晨睿   (鋼琴)資管四 林志穎 
(卡轟)醫管四 吳亞筑   (歌曲)資工四 邱仁韋 
------- 
(導演、編劇、後製) 
護理四 莫雅涵、護理四 王覺常 
(攝影) 
護理四 莫雅涵、護理四 王覺常、護理四 鄭宇凱、電機四 黃明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TngRetw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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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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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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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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資訊 

推薦優秀之畢業一年內校友進入台塑企業任職 【秘書室 供稿】 

【凡符合條件之畢業一年內校友，自即日起於上班時段，繳交相關資料。 】 

一、推薦資格: 
1.有意願進入台塑企業任職之畢業一年內校友。 
2.畢業成績大學部為班排名前 25%學生，研究所為班排名前 50%學生。 
二、推薦申請流程: 
1.符合資格者，自行於台塑人才招募網頁登錄履歷並檢附登錄資料
(http://crm2.fpg.com.tw/j2hr2p/home/IndexHomeController.do) 
2.填寫「台塑企業新進人員推薦表」(請至網頁下載: http://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4-1009-44403,r18-1.php?Lang=zh-tw)。 
3.將台塑人才履歷表、推薦表及相關佐證資料(成績單、學程證明書) 送至秘室書收件。 
(因首次辦理，故 103 學年度畢業生，可延長至 105 年 7 月 15 日前繳交相關資料) 
4.秘書室收件後，送系所審查，系所導師/指導教授及主任經評估同 意推薦者，取得推薦資格，提供

企業錄用之参考。 
三、如有疑問，請洽業務承辦人:秘書室吳佳玲助理。(校內分機 5426) 
四、相關訊息亦可上網查詢 http://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4-1009-44403,r1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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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校友服務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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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蔡福源 
編輯委員：翁麗雀、吳明忠、王惠玄、劉德玲、簡嘉君、陳惠茹、黃麗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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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rm2.fpg.com.tw/j2hr2p/home/IndexHomeController.do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4-1009-44403,r18-1.php?Lang=zh-tw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4-1009-44403,r18-1.php?Lang=zh-tw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4-1009-44403,r18-1.php?Lang=zh-tw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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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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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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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期 
民國 105 年 09 月 30 日 

 

最新 
動態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 
校友

動態 

 
傑出校友專訪: 陳秀枝校友-護理師

職場經驗談 

 
103 學年及 101 學年畢業 1 年與 3 年

之畢業生問卷調查  
105 學年度「長庚心校友情」系列活

動 

 
「塗樹根-塗畫視界邀請展」，歡迎

校友參觀 經驗

分享 

 
生醫材料及藥物制放國際研討會交

流體驗【生化生醫所碩 104 羅麗娟校

友 撰】 

校務

短波 

 長庚大學加入美國癌症登月計劃  
享受工作 愛在新加坡【物治系 100
王靖雯校友 撰】 

 
長庚大學與 Altera 公司成立聯合

實驗室 培育半導體晶片設計人才 
母校

花絮 

 畢業校友照過來 

 校友通訊徵稿 

 
本校與聯亞集團聯手培育生技產業

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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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校友總會 供稿】 

驪歌初動，離情依依。在這畢業時分，校友總會在此對即將畢業的同學們，表達恭賀之意，並致

上最誠摯的祝福。 

一直以來，校友總會扮演著校友與母校溝通的橋樑，以服務長庚大學畢業校友為首要的任務。過

去一年在母校及校友們的支持下，積極辦理了一系列活動，同時也積極協助各系所校友會發展，強化

不同領域間的交流與互動，持續規劃辦理多項名人講座及其他活動，以聯繫校友間情誼。 

歡迎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總會，應屆畢業生於今年底前加入者，僅需繳交入會費 500 元，即可享

3 年免常年會費之優惠（詳細入會辦法請見：校友總會網站或電洽 03-2118800#5426；電子郵件：

alumni@mail.cgu.edu.tw 吳小姐）。團結的校友是相互扶持的強大力量，請大家揪團一起來加入校友

總會喔！ 

長庚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黃銘隆暨全體理監事 敬邀 

http://memo.cgu.edu.tw/cguaa/news/085/#A2
http://memo.cgu.edu.tw/cguaa/news/085/#A2
http://memo.cgu.edu.tw/cguaa/aa/app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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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及 101 學年畢業 1 年與 3 年之畢業生問卷調查【秘書室 供稿】 

親愛的長庚大學精英，您好： 
    轉眼間您離開校園已一~三年多，不知您現況如何?母校非常關心您的現況，為了解您畢業後之動

態，敬請 撥冗填寫「103、101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三年問卷調查」，做為今後課程與教學的改

進及國家高等人才培育的規劃參考。 
本問卷僅作為整體統計之用，如有疑問，請

與母校系所辦公室聯絡(03-2118800 轉系所分機)
或秘書室(03-2118800 轉 5426)聯絡。 

問卷登入網址：（請於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21 日填寫） 

http://www2.is.cgu.edu.tw/alumnus/login.aspx  

因為有您，母校將更加精進與茁壯！由衷感謝

您，謝謝! 

 

「塗樹根-塗畫視界邀請展」，歡迎校友參觀 【藝文中心 供稿】 

塗樹根老師，1941 年生，秉持著農家子弟純樸自然、克苦耐勞的性格，孜孜不倦地從事創作。

作品中融合印象派、浪漫派、抽象派及古典主義的筆法，重視多重色層的表現。身為藝術工作者，畫

家看遍世界各地風光，在各國藝術館中汲取美的經驗，深信美要有心有力，江山萬里情，藝術要共享。

經過歲月的累積與努力，筆調律動輕盈、色彩調和富麗，自然萬物、大地遺跡、人物風情已能無拘無

束地融入創作。 
展出的作品風格多元，不論是天下為公、聖彼得教堂、花冠群倫、話古、玫瑰、帝王花、法國留

痕、白雲的故鄉等，都洋溢著畫家的生命力。歡迎大家來欣賞鄉土氣息、田園之美、山河之壯，感受

自強不息的創作力，共享從心所欲的真善美。  
藝文中心此次非常榮幸能夠舉辦「塗樹根-塗畫視界邀請展」活動，並謹訂於 10/5(三)下午 3 點

30 分於第一醫學大樓 2 樓藝文中心舉行開幕，敬備茶點，誠摯的邀請您撥冗前來參加開幕典禮。 
展出單位：藝文中心 
承辦人：簡瑜軒 小姐 
分機：3536 

http://www2.is.cgu.edu.tw/alumnus/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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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短波 

長庚大學加入美國癌症登月計劃【秘書室陳儀珊 供稿】 

本校在「癌症生物標記」的研究上有前瞻性的願景與規劃，在蛋白質體學與基因體學領域已累積

雄厚的實力與資源，成果備受關注，最近更加入由美國副總統拜登 (Joe Biden) 為終結癌症所提出的

「癌症登月計劃 (Cancer Moonshot)」，包家駒校長表示，長庚大學很榮幸成為此計畫團隊的一員，

未來將更深入了解癌症分子生物學，確認癌症治療及診斷的潛力標的。…詳校訊全文 

長庚大學與 Altera 公司成立聯合實驗室 培育半導體晶片設計人才【電子系陳元賀

助理教授 供稿】 

為培養半導體及晶片設計人才，長庚大學與 Altera 公司合作成立『長庚大學電子系－Altera 公
司 EDA / SOPC 聯合實驗室』，於 9 月 21 日在電子系會議室舉行簽約暨揭牌儀式記者會。簽署儀

式首先由賴朝松院長致詞，介紹學校教學、研究及與產業合作概況，接著由 Altera 公司林士元總經

理介紹 Altera 公司，友晶創新公司張育彰副總經理分析產業的動態，並由電子系劉國辰主任作簡單

的結語。最後由賴院長與林總經理一同簽署合作備忘錄，並舉行聯合實驗室揭牌儀式。…詳校訊全文 

本校與聯亞集團聯手培育生技產業明日之星【生技產業碩士士學位學程 供稿】 

過去 2 年本校已與聯亞生技集團產學合作碩士學程，聯亞集團對於本學程及本校學生表現讚譽

有嘉。今年更是將層級拉高至博士學程。於 105 年 9 月 29 日在台北 101 舉行「產學合作培育研

發菁英計畫記者發表會」。合作內容為由本校與聯亞集團共同培育具產業研發能力之博士級人才，使

學生能充分了解如何整合學術專業知識及產業實務經驗以縮短學用落差。藉由台塑集團與聯亞集團多

層面策略性合作，大幅提升台灣生技醫藥產業競爭力，在全球生醫領域創造不凡成就。…詳校訊全文 

http://enews.cgu.edu.tw/files/15-1068-46319,c7839-1.php?Lang=zh-tw
http://enews.cgu.edu.tw/files/15-1068-46387,c7839-1.php?Lang=zh-tw
http://enews.cgu.edu.tw/files/15-1068-46411,c78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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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傑出校友專訪: 陳秀枝校友-護理師職場經驗談 【小記者潘紀加 撰】 

陳秀枝校友護理系碩士班 94 年畢，獲

選本校第 14 屆傑出校友。 

傑出校友陳秀枝護理師，自本校護理

所畢業後，已在護理界工作將近 28 年,她從

基礎的臨床照護工作開始做起，現在成為

人事及制度管理事務的負責人員；此外她

也參與了台灣護理師制度的改進與策劃，

以及護理相關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對於護

理界近年來的貢獻不容小覷。 

    由於初中時受到父親去世的打擊,陳秀枝校友下定決心進入護理專科學校。畢業後至林口長庚醫

院服務，立志將無法奉獻所學照顧至親的遺憾，全數轉移至病人的照顧上，從此愛上護理這份照顧人

的工作。關於護理師生涯的挑戰，她覺得最主要的挑戰是工作與私人生活之間的平衡。事實上，陳秀

枝護理師的生活不是只有工作；在下班後或是假日，她也參與護理專業團體活動及部分護理資訊教科

書的編輯工作。她說這樣的生活確實是很辛苦，但是這些也是她喜歡做的事情,因此她認為這辛苦是

值得的。 

    陳校友一直留任於此，是因為長庚體系的護理發展與其他同儕醫院最大的不同，在於負責整個長

庚體系護理制度與政策發展的是行政中心護理管理部，不僅有設立各院區護理作業標準，使得所有長

庚醫院的護理照護品質，均能趨近一致化的標準，同時亦允許保留不同院區間的護理特色發展。此外，

在許多護理作業的推展與投資上，長庚醫院一直是國內各個醫院學習的標竿醫院，例如長庚醫院是最

早推展國內護理人員能力進階制度及專科護理師制度、最早全面提供臨床護理人員使用 E 化護理工

作車與護理紀錄資訊系統及無紙化病歷；甚至在前幾年面臨護理人力短缺時，更率先改善護理人員的

獎金與營造正向執業環境制度，讓長庚的護理人員能在優質職場上能有效留任。 

    論及近年來護理人員的短缺，以及護理人員權益風波的興起，身為現任長庚醫療體系行政中心經

營管理部副組長、參與過台灣護理師制度的改進與策劃的她認為，這些制度問題現今其實已經有相當

可觀的改進，例如:政府已開始採取種種護理改革策略及護理人力留任措施，核給健保經費補助、鼓

勵醫院能聘任合理護理人力、提升薪資福利，並將護理人力納入醫院評鑑必要項目等。推動護理人力

與健保給付連動制度，每位護理師合理照顧病人數標準亦在積極進行中。她也呼籲現在醫院對於護理

人員的管理與輔導制度,不能再是過去經常受人詬病的舊制度。 

    針對護理師離職率偏高的現象，陳校友認為現在各醫院護理的進階制度與升遷管道均已透明化且

多元化，護理師可約在護理師三級時規劃未來是想持續朝臨床專業發展或走向行政管理階段；在工作

壓力處理的部分，亦有提供需要的人員抒發壓力的管道。因此，她真心希望就讀於護理系所的學弟妹

們未來都能投入護理職場，藉由集結大家的力量，一同努力營造出一個優質的護理師職場，給予需要

的病人最妥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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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她勉勵所有就讀於護理系所的學弟妹們，把握在學時所有的學習機會,尤其是知識學習以

及實習經驗，並且要培養兩項重要特質：一是服務人的熱忱，二是勇於面對挑戰的適應調適能力與接

受改變的決心，未來進入職場時才能適應不同的服務對象，以及外在環境的改變。 

    或許正是她對護理工作的喜愛、對護理專業的堅持，以及喜歡創新、積極面對改變的個性，

使陳秀枝校友能夠在繁忙的護理生涯中活出真我、成就自我，並且也將護理界推向更完善、更美好的

未來!( 陳校友護理系碩士班 94 年畢，獲選本校第 14 屆傑出校友。) 

105 學年度「長庚心校友情」系列活動【秘書室 供稿】 

為增加與校友之互動，促進彼此情誼交流，秘書室、校友總會

與各系所校友會於 105 學年度特別規劃辦理各項活動，屆時將主動與

各位校友聯繫，歡迎有興趣的校友洽詢各辦理單位秘書。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預計日期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預計日期 
電機工程學系

暨系友會 
校友研究所甄試及求

學經驗座談 105.09.20 中醫系校友會 中西醫論壇運動傷

害暨會員大會 105.12.04 

早期療育研究

所 
校友研究生涯與職涯

發展分享 105.09.22 
電機工程學系

暨校友會 
電機系小電盃暨校

友回娘家 106.03.12 

醫療機電所 醫電所校友會成立大

會 105.10.01 生醫系 系友與在校生座談

會 106.04.15 

電子系/光電所 第一屆會員大會 105.11.05 護理系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

系友回娘家 106.04.15 

生技系系友會 系友會會員大會 105.11.13 
校友總會與 
秘書室合辦 

校運會返校聯誼暨

大隊接力競賽 106.04.15 

長庚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系學

會 

系友座談會─漫談資

管 105.11.23 
校友總會與 
秘書室合辦 

校友總會會員大會

暨傳愛募款餐會 106.04.15 

醫務管理學系

系學會 
國際醫療及國際義診

經驗座談 105.11.24 秘書室 校友老照片募集 106.04.15 

呼吸治療學系

系友會 
系友大會暨第二屆系

友會會長改選 105.11.26 生技系 系友回娘家 106.04.15 

職能治療學系 系友會會員大會 105.11.26 工設系 系友回娘家 106.04.15 

醫學系系學會 學長姐生涯經驗分享 105.11.28 物治系系友會 系友回娘家 106.04.15 

生化生醫工程

所 校友演講 105.11.29 
生物醫學研究

所 
生物醫學研究所校

友回娘家 106.04.15 

生醫所 生物醫學研究所系友

會成立大會 
104.11 

時間未定 
天然藥物碩士

班 
系友回娘家經驗分

享座談會 10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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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生醫材料及藥物制放國際研討會交流體驗【生化生醫所碩 104 羅麗娟校友 撰】 

104 年夏天我從生化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畢業，並選擇繼續於本校攻讀博士學位。在碩士班期

間，我參與了許多會議，其中以 2015 ABMC5 最印象深刻，本人很榮幸能有機會實際參與為期五天

(5/5-5/9)之國際會議。此會議由中華民國生醫材料及藥物制放學會、清華大學與台北醫學大學主辦，

係每兩年一度之亞洲生醫材料研究領域重要會議。會議議程涵蓋多元化主題，包括：創新醫學器材、

藥物制放、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等等。而與會人員來自學、產、研界約有五百人。在此次研討會邀請

70 位來自 13 個國家的知名學者、業界的研發人員（我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德國、香港、中國、

澳洲、馬來西亞、印度、紐西蘭、美國與波蘭等）。會議主要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為會前會議，在

台灣大學舉辦。主要為台澳紐美等學者分享研究心得，除理論探討之外，並認識這些不一樣的國度、

親自體驗不同的文化與生活。第二階段為主要會議，於台北圓山舉辦。主題涵蓋生醫材料表面修飾、

生物系統與材料界面之相互作用、組織工程、藥物輸送與診斷等，是一場非常熱鬧的大型國際會議。 

記得在 5/5 當天的交流會議中，讓我深刻暸解各位老師的研究及認識許多澳洲相關領域老師，第

一次看到這麼多 3D printer (ex: Novel 3D printed alginate-based scaffolds for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在生醫材料上的應用，發現不僅國內外都有許多研究學者在這個方向進行研究，發現創口並設法製造

出與創口大小/支架相符合的材料，希望在未來可以當作生醫材料替代物。在 5/6 culture tour 中，感謝

上天讓那天天氣極佳，雖然當天我擔任活動的導遊與講解師，但是可以更貼近來自不同單位的國內外

老師進行相關健行活動，真的非常特別。在後幾天會議中，也常聽到許多關於眼科相關研究，亦或目

前實驗室進行的銀奈米、電紡、奈米生醫技術…等等。 

其中由韓國團隊所發表的作品：Dependency of Fracture Toughness of Sclear Tissue on Insertion 

speeds of microneedles for ocular drug delivery 的研究發表特別令我印象深刻。過去研究對於治療黃斑

部病變(Retinoblastoma)，多採行眼內玻璃體注射，而韓國團隊希望可以採用微針方式在鞏膜上進行相

關給藥。在會後，我也與韓國學者討論其實眼內微針的注射深淺一定有影響，因為鞏膜雖厚但是也僅

有 800 µm 故若是要以微針給藥是否需要注意針劑注射方式，並且此方式也與皮膚不相同，需要額外

小心注意內部具有較多血管的脈絡膜，以免出血產生。 

另外，也看到許多利用 PLGA 進行製備微多孔載體支架，以達到使骨頭幹細胞再生功能、利用

多孔培養盤 coated 上不同分子量的 RGD、PEG 以達到促進細胞生長與再生等研究。在此研討會中也

發現到 Institute of Advance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Tokyo Women’s Medical University, 

Tokyo Kenichi Nagase 進行 Bioseparation using Thermoresponsive Polymer Brushes 時特別感興趣，這是

由於此研究的示意圖極像我目前的相關研究，故也深入查閱其研究方向，交流過程中也得知該作者在

Biomacromolecules 發表中已將 copolymer brushes poly 

(N-isopropylacrylamide-co-N,N-dimethylaminopropylacrylamide-co-N-tert-butylacrylamide) and 
poly(IPAAm-co-3-acrylamidopropyl trimethylammonium chloride-co-tBAAm) 進行反應，發現在溫度低

時會呈現樹枝狀且具有抗細胞沾黏特性；而在溫度高時會呈現蕈菇狀，反而有助於細胞貼附。這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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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非常有趣的研究概念，因為可利用溫度及陽離子共聚物刷子型態，調控材料表面粗糙度及機械

性質，進而影響細胞貼附行為。在此次研討會中，由於希望可更深入暸解各種研究，在觀賞海報或聆

聽發表過程，均嘗試更進一步思索不同研究方向。因此我選擇繼續留在母校攻讀博士班，可藉由參與

國內外研討會拓展自我視野。此外，更期許自己未來對社會有所付出與貢獻，不負就學初衷。   

ABMC5 與會貴賓大合照 

羅校友(左二)與實驗室的同學一起合照                          會議演講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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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工作 愛在新加坡【物治系 100 王靖雯校友 撰】 

大學畢業後的我，一直期盼在人生三十而立以前，能夠出國旅居，

體驗不一樣的文化，不管是打工渡假、遊學留學或者是國外工作。這樣

的念頭時常出現在腦海裡，直到某天朋友在臉書上詢問有無意願前往新

加坡工作。當下，我毅然決然的答應，已在台灣醫療院所擔任物理治療

師兩年多的我，決定隻身踏上未知的道路，展開人生另一個旅程－新加

坡工作與生活。但從準備資料到投寄履歷、Skype 面試及英文證照筆試，

真的比想像中艱辛且繁雜。 
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與文化的國家，官方語言是以英語為主。我最

先碰到的瓶頸就是英文能力，尤其是開始學習書寫英文病歷，以及用英

文與不同國家的同事們溝通，甚至參加會議發表意見，對我而言都是一

大挑戰。 
物理治療方面，新加坡有些類別也是台灣比較少見的，初來乍到就被排到未接觸過的領域，也算

是新的挑戰。在試用期間曾經一度想放棄回台，最後還是咬牙撐過來。即使在台灣有相關工作經驗的

我，到這裡還是需受訓且被監督兩年，這感覺像回到學生實習時期。雖然很辛苦，但也能學到很多有

別於台灣的經驗。 
此回我除了擁有國外工作經驗，更開心的是有足夠的假期，能到更多國家旅遊參觀。新加坡的生

活福利與休假制度優於台灣，一年享有二十一天的特休，讓愛玩的我不到兩年跑遍八個國家!    雖
然物價高於台灣，但整體而言，存錢速度還是比台灣快得多。 

遠在異鄉工作打拼，是件不容易的經歷，很感謝身邊的一切，從不後悔短期離開台灣前往國外工

作，不僅豐富人生旅誌，也留下精彩的一頁。 

母校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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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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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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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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王埄彬 
編輯委員：舒竹青、吳明忠、王惠玄、徐慧鈺、劉逸雯、陳惠茹、譚賢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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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徵聘訊息(約聘人員、研究助理…等) 

 

長庚大學提供校友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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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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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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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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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 

 

最新 
動態  

103 學年度畢業生之雇主問卷調查

【秘書室 供稿】 

母校

花絮 

 
醫療機電所校友會成立大會紀實 
【小記者 貝明穎 撰】 

校務 
短波  

長庚大學「可靠度學程」獨步亞洲 
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及

交換生計畫【可靠度中心 供稿】 
 畢業校友照過來 

 
本校與聯亞集團聯手培育生技產業

明日之星【生技產業碩士士學位學

程 供稿】 
 校友通訊徵稿 

經驗

分享 

 
一封給十年前自己的信【機械碩 100
李俊賦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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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勞樸實的中道力量【企管博 105
張哲堯校友 撰】 

 
回家，啟發更多學子---生醫所校友

回娘家 【小記者 邱秀慧 撰】 

最新消息 

103 學年度畢業生之雇主問卷調查【秘書室 供稿】 

親愛的長庚大學精英，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完成畢業生畢業後一年之問卷調查，敬請 已就業之校友們協助完成「103 學度

畢業生之雇主問卷調查」，做為今後課程與教學的改進及國家高等人才培育的規劃參考。 

本問卷僅作為整體統計之用，如有疑問，請與母校系所辦公室聯絡(03-2118800 轉系所分機)或秘

書室(03-2118800 轉 5426)聯絡。 

問卷登入網址：（請於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1 月

21 日填寫） 

http://www2.is.cgu.edu.tw/alumnus/log.aspx 

因為有您的參與，母校將更加精進與茁壯！由

衷感謝您，謝謝! 

 

http://www2.is.cgu.edu.tw/alumnus/lo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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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短波 

 長庚大學「可靠度學程」獨步亞洲 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及交換生計畫

【可靠度中心 供稿】 

2016 年 10 月 5 日長庚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在本校工學院深耕展覽館簽訂了學術交流和學生交

換計畫備忘錄。這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理學院首次與台灣的大學簽訂交換生計劃，長庚大學學生不必

繳交額外的學費，就能到世界頂尖大學學習，同時也是長庚大學受到學術界肯定的一項指標，亦提供

工學院學生有更多的學習管道及爭取交換學生的機會。…詳校訊全文 

 本校與聯亞集團聯手培育生技產業明日之星【生技產業碩士士學位學程 供稿】 

過去 2 年本校已與聯亞生技集團產學合作碩士學程，聯亞集團對於本學程及本校學生表現讚譽有

嘉。今年更是將層級拉高至博士學程。於 105 年 9 月 29 日在台北 101 舉行「產學合作培育研發

菁英計畫記者發表會」。合作內容為由本校與聯亞集團共同培育具產業研發能力之博士級人才，使學

生能充分了解如何整合學術專業知識及產業實務經驗以縮短學用落差。藉由台塑集團與聯亞集團多層

面策略性合作，大幅提升台灣生技醫藥產業競爭力，在全球生醫領域創造不凡成就。…詳校訊全文   

經驗分享 

一封給十年前自己的信【機械碩 100 李俊賦校友 撰】 

上個月帶小孩去觀賞一場公益表演，表演的內容描述一群來自“未來”的動物，乘坐時空飛船，

到十年前去找有缺點的自己，並告訴當年的自己:因為以往種種的壞習慣，導致未來的自己身受其害。

雖然這個表演是給小孩看的戲碼，告訴孩子:一個小小的壞習慣就會對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三

十歲的我看完後，卻也不禁陷入懊悔的情境中。 
那個十年前剛上大學的我啊，為什麼當初沒有思考規劃未來人生的路該怎麼走，一昧的依照社會

既定的模式過生活(大學研究所找工作)，以致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找不到一件令自己驕傲的事。 
那個十年前熱愛籃球的我啊，為什麼當初沒有把握身身體條件最好的時候，努力的運動健身，為

自己設定目標，例如:扣籃，參加馬拉松…，好讓現在的我可以跟兒子說嘴當年的英勇。 
那個十年前英文很爛的我啊，即便已經知道英文很重要，為什麼當初沒有替自己安排一套持續學

習英文的方法；以致於十年過去了，英文能力只有進步一點點，要知道英語是一張許多地方都可用的

VISA 卡。 
那個十年前熱愛攝影的我啊，當初已經學會了全部的攝影技巧，但為什麼沒想要以攝影為業，如

果當初堅持下去，說不定我現在可能已經是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了! 
那個十年前的我啊，為什麼要跳過那些可以幫助自己累積能力的優質課程，卻浪費時間跑去修營

養學分?為什麼上課聽不懂不發問？或許當初以為自己可以讀懂，但是透過發問與老師產生的思想交

流是自學無法得到的。還有為什麼要熬夜打 game 然後上課打瞌睡，渾渾噩噩過一天，浪費父母的辛

苦錢。 
我天真的以為告解完自己的罪刑後，會有人告訴你:「沒關係，還來得及!」但出現在我眼前的一

切依舊沒變，那些十年前自己所種下的果實，十年後的自己正痛苦地享用著。看到這篇文章的你，如

果你是在學的學生，請代替我好好把握機會，用心的規劃自己的人生，未來不是你想像的那麼好，但

是也不要失去希望，因為未來掌握在你的手中。 
    我今年已邁入三十歲，是一名厭倦台灣科技業工作模式的工程師，也是一名憂心台灣未來在

哪裡的公民，更是一名害怕台灣教育體制的父親，為了不再讓十年後的自己懊悔，為台灣也為我的家

人，我正在努力中!                                  【李校友目前於長庚機械系擔任研究助理】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46561,r988-1.php?Lang=zh-tw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46411,r98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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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勞樸實的中道力量【企管博 105 張哲堯校友 撰】 

    其實對於校友通訊的邀稿，我還真有點意外，一來是我在碩士

時期並不是老師眼中的乖乖牌，二來師長們大概也不喜歡我對在學

的學弟妹碎碎念，深怕我叛逆的思考影響他們走上邪路吧?但是我很

慶幸地說，我在長庚薰陶的時間比很多學生甚至老師都長，我對於

長庚的認同感跟歸屬感，比現在的學弟妹們多很多。 

大學在長庚影像(原稱醫事技術)學系就讀的我，碩士跑去清華讀

醫學工程(原稱為原子科學)，之後也是換了不少工作，最後回到長庚

醫院就職，爾後竟然又進入長庚大學拿了企管博士學位，人們總是

在你拿到成就後，才會認同你當初的選擇。這些過程看在許多長輩

們眼中，或許認為你為什麼沒辦法乖乖認分的待在一個地方呢?是
的，因為我不滿足！我覺得自己不該只有這樣，但這樣不好嗎? 

在我眼中尚未出社會的學弟妹們，多數在求學的過程中並不是以長庚為己志，且多半是根據分數

來選擇的，不是嗎?從以前就聽了不少流言，如「沒有想過我們的校園跟人家比那麼小」、「這地方

就是偏僻」、「長庚就是封閉」，我知道你們會思考，長庚究竟有沒有競爭力?外面業界對於台塑、

長庚的評價如何? 

其實長庚大學在大學排名中明明非常的前面，尤其今年管理學院甚至通過 AACSB 國際級的評

鑑，這可是花了管院所有師生五年的心血。儘管學校如此的努力，但為什麼在社會的能見度卻沒有想

像中的高呢？我想不客氣的對現在的學弟妹說句重話，因為你們並沒有以長庚為榮！你們對外並不會

刻意想要提自己是長庚人，甚至對於會選擇長庚還要特地花時間跟人家解釋─「其實長庚的錄取分數

很高」、「長庚是頂尖大學唯一的私校」等等之類的說辭。 

但是會這樣想，也並不是你們的問題，「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

篤於時也」，重點在於沒有比較過。在業界打滾過一圈後，你會感激，長庚雖然在你們口中官僚，但

是給予資源這件事情從來不吝嗇。一個如台塑這樣龐大的世界級企業，假如沒有他的制式規範，如何

能夠傳承百年?但是對於獎學金的給予，學雜費或是住宿的優惠，根本就非常驚人。 

對於現今許多竄起的公司企業而言，職場中的生存需要熟稔厚黑學，業務搶單是先搶先贏，許多

業界的朋友總是會跟我說：如果你就是不夠黑，在這個殘酷的社會是無法生存的。這些對話有點改編

次貸故事的大賣空中的對話情節，「不如你說說你的身價，我再說說我的身價，再來看看誰是對的?」
這種最後誰站著誰說話的論調，或許就是你們不敢開口說自己是長庚人的原因吧。 

「勤勞樸實」這四個字長庚人絕不陌生，但是你們是呼呼口號，還是真的勤勞樸實?是的，認識

我的就知道，我這話並不浮誇。儘管我思考跳躍，但是我絕對是勤勞樸實地在走我路上的每一條路、

每個選擇。長庚教我並不是墨守成規的官僚腐化思想，而是一步一腳印的心性，對於學弟妹們我沒辦

法教你們畢業後你們的路該怎麼選擇；但是我會跟你說，假如你都是一步一腳印的認真對待每次選

擇，那麼最後儘管多元發散如我的這種路線，你也可以感受到所謂的萬流歸宗。那些詭辯的社會現況

只是短暫的，看看台塑集團就知道了，正派卻又如此的龐大，他用他踏實的腳步告訴長庚人，我們教

你們的勤勞樸實，才是這世道，是不會被動搖的王道思想。我們是如此地走到現在這個地方，這不是

那些短利的成功者，可以比擬的。 

【張校友目前為本校資管系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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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啟發更多學子---生醫所校友回娘家 【小記者 邱秀慧 撰】 

本次演講很榮幸邀請到邱亞芳校友回娘家分享她求學過程中一路走來的經驗談。 

邱校友從長庚大學醫技系 90 年畢業之後，仍繼續在長庚就讀生醫所微生物組完成碩士和博士學

位，爾後在劉世東老師的推薦下，申請位於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博士後研究員，

成功進入 Dr. Bill Sugden 的實驗室進行癌症相關研究。並於今年 2 月返回母校，加入本校師資的陣容，

啟發更多的學子。 

「當你想要申請國外某間大學，而寄了一封只包含成績資訊的申請書到教授的電子郵件裡，通常

不是直接被刪除就是被忽略，為什麼?因為你缺乏了 connection!!」亞芳學姊在演講中首先帶出關鍵核

心就是建立 connection，如何建立呢?就是產生更多的關聯性，好比透過一封好的推薦信，或是直接當

面和教授互動，讓他對你有印象；如果不這麼做，單憑一張成績單很難論斷一個人的程度好壞；就如

同推銷一項產品，必須展現產品有多好，才能決定它的價值在哪裡；同理，當人充分發揮自己，並為

自己創造一些關聯性，那麼不論在求學或求職上，就會帶給自己更多的機會先登一步。 

人生總會伴隨著困難和挑戰，邱校友告訴我們，她從來不是個太樂

觀的人，因此當她在實驗中發現苗頭不對，她通常會先計畫好一個備胎，

並且同時運作它，當 A 方案行不通，她還有 B 方案在進行。她強調做實

驗必須隨時保持著自覺，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才能夠很快地發現自

己的錯誤，並且尋找其他的方法修正它。如何修正錯誤解決問題呢?她說

一句秘訣:「Art is I.；Science is we.」在科學的領域中，解決問題的關鍵

往往是透過與他人討論，尤其在跨領域的時代，透過互相交流的方式，

激發出更多的想法和可能性進而解決問題。 

最後，邱校友勉勵學弟妹們:「好好善用時間，發揮自己，為自己創

造 connection，得到一份好的推薦信，進而增加獲得 interview 的機會。」

(邱校友目前於本校生醫所擔任助理教授) 

邱校友於演講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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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花絮 

醫療機電所校友會成立大會紀實 【小記者 貝明穎 撰】 

醫療機電所自民國 91 年 8 月成立，至今已有 13 屆畢業生。在所長李明義的號召下，校友們於

10 月 1 日下午兩點齊聚，一同共擬校友會的組織章程。本會由盧勇聿校友主持，大家共同集思廣益，

並參考校內各系友會之辦法，進行章程討論與草擬，最後進行章程之表決，且已順利通過。決議本會

的創立主旨主要為推動本所畢業所友之聯繫，以促進畢業生與在校師生之產業與學術交流，並進行本

所傑出校友的推薦及表揚與發行醫療機電所校友通訊刊物。 

在通過組織章程後，以無記名投票選出 7 位執行委員會，分別為簡廷安、盧勇聿、林仲偉、林俊

杰、王威詔、姜富鈞與陳銘潔等七位校友。 

會後，有幸訪問會長盧勇聿校友，其為本所第三屆畢業生。會長期許校友們多聯絡，以增進系所

畢業生與在校師生的感情，也勉勵各位學弟妹能培養良好的品格，訓練自己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學

習團隊合作，並勇敢跳脫傳統的思維框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正面樂觀的態度，尤其是在面對挫折與

問題的時，要勇於面對與承擔責任。 

      醫療機電所所長李明義老師致詞                     與會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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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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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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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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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王埄彬 
編輯委員：舒竹青、吳明忠、王惠玄、徐慧鈺、劉逸雯、陳惠茹、譚賢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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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徵聘訊息(約聘人員、研究助理…等) 

 

長庚大學提供校友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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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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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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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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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 

 

經驗

分享 

 
活出 A+的人生【化材系 86 級博士

後研究員 林子楓與化材系研究生 
林子皓合撰】 

母校

花絮 

 
「老照片‧說故事」活動-老照片募

集中！ 【秘書室 供稿】 

 
物理治療師轉特殊教育老師之路 
【物治系 100 周曉京校友 撰】  畢業校友照過來 

 
我的改變，從「護理」開始 【護理

系 88 朱家慧校友 撰】  校友通訊徵稿 

 
長庚伴我走過的歲月【職治碩 105
鄭堯云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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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 
短波 

 
長庚大學主辦 2016 國際生醫材料

研討會【機械系 劉士榮教授 供稿】 

 
本校（Biomod_CGUnion）團隊榮獲

國際生物分子設計競賽銀牌獎【生

物醫學系 供稿】 

經驗分享 

活出 A+的人生【化材系 86 級博士後研究員 林子楓與化材系研究生 林子皓合撰】 

化材系很榮幸邀請到本系第一屆校友黃逸仁博士回母校為學弟妹分享「A+的人生」。黃逸仁校

友從長庚畢業後，先至台大材料所，再到美國念書。在美國就學期間，他即開始創業之路，兩年前更

毅然放棄位於上海的公司返回台灣；現在他正走一條很不一樣的道路，據化材系呂幸江主任表示，黃

校友已轉行從事社會福利工作。黃校友的經驗帶給我們很多的省思，除了工作賺錢之外，還有很多事

情值得我們去做；當賺錢能創造更多益處，能從事讓人感覺幸福、美好的事業，人的內心就有滿足感，

且有意義。 

    黃校友現任中華幸福小棧社區關懷協會的志工講師，同時在沐風關懷協會輔導青少年。受邀演講

時，被詢問到分享的主題是甚麼?他經過反覆思量後，決定的題目為「A+的人生」。但他要講的並不

是自己的人生有多美好，而是分享人生的抉擇可以是什麼。社會所定義人生勝利組，往往是男的高富

帥、女的白富美，金錢多寡似乎是這個社會對於一個人是否成功的一項指標。但是，黃校友告訴我們

成功的定義，是有沒有活出專屬自己的人生? 有沒有活出一份祝福他人的生命? 有沒有可能在事業成

功之時，周圍的朋友也同時享有滿足的幸福感?如何營運自我肯定的 A+人生? 這將是一趟自我對話和

探索的旅程。     

如何尋找人生的靶心？黃校友建議有四個方法： 

    首先，要培養想像力。烏托邦作者 Thomas More 說：「想像力是所有人的基本能力之一，透過

想像力我們跳出現實的陷阱，並且進入意識裡，享受無限的自由」；愛因斯坦也說：「想像力比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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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想像力是無限的。」黃校友剛到美國念博士班的第一年，原本是做防彈複

合材料，但卻被賦予另一個任務─發展防火係數更高的材料。當時的合作案經過一些嘗試，他便想要

改變成金字塔的結構，使得其 Z 軸方向有非常好的強度。雖然當初只是想像，但計畫付諸實行後，

卻非常成功！ 

    第二是拿出勇氣。我們想像的事都可以放膽嘗試，不要害怕失敗，只要事先評估它的風險，除非

大到無法承擔，否則就勇敢去做吧！大不了只是失敗罷了。聖經記載：「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

必不收割」，所以只要有想法就去做，頗為重要。有人想要當老闆，卻怕沒有本錢? 但請記得只要是

能賺錢的生意，絕對不會沒人做。就如黃校友嘗試的第一個生意 Sandisk，就是一個實例。他先計算

獲利，要訂多少的貨? 多久可以銷售完畢? 找到相關的渠道後，就決定先訂第一批貨，後來銷售成績

越來越好，甚至達到總線上銷售 80%業績。 

    第三是投入熱情。人只要有熱情，可以做的事情就會很多，但是想要做甚麼事呢? 首先請把熱情

當作是一個濾網吧!上帝常給每一個人相當多的機會，同時打開好幾扇門。 熱情絕對是我們心裡的指

標，要弄清楚目標和方向，不要花時間在你沒有熱情的事上。Follow your heart but take your brain with 
you. 因為人的時間有限，精力有限，不是傻傻地向前衝，而是選擇一條你最有熱情的路。 

    最後，發揮你的影響力。1997 年是個特別的時間點，這一年賈伯斯再度被邀請回蘋果公司，並

發動改變。他說：「懷有熱情的人能夠使世界變得更好」，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 蘋果公司的信念是

甚麼? 賈伯斯所思考的不是要做出多麼好的產品，而是揣摩許多懷有熱情的人想要用甚麼工具，便製

造出一種讓懷有熱情的人能好好使用，足以改變世界的工具。但當你得到好東西時，也要轉身拉別人

一把，不要只渴望過好生活，而要渴望能改變世界。 

總之，開啟機會的大門，勇敢去做，用熱情濾網，發揮影響力，才能活得更精彩。黃校友建議學

弟妹們，如果在想該不該念碩士? 博士? 是選擇國內外學校? 還是先就業?不如把問題拉遠一點，可

先想想 5 年後，30、40 歲的時候，你想做甚麼? 要活出甚麼樣的自己? 要如何成為一個積極樂觀又

有成就的人? 深思這些問題往往能幫助現在的你，做出正確人生抉擇，成為積極正面樂觀又有行動力

的人。                                           【畢業於化材系 86 級 現職為社會福利志工】 

 

 

 

 

黃校友與在校同學互動熱烈                       黃校友演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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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師轉特殊教育老師之路 【物治系 100 周曉京校友 撰】 

一、種子 

在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就讀時，我只知道沒有特別喜歡，但也沒有特別排斥成為一名物理治療

師。直到大四臨床實習中，才開始思考自己未來到底想要做什麼?發現自己對於繼續維持實習這樣的

模式並沒有憧憬，但如果要另起爐灶又覺得是一番大工程。若能從本身所學的物理治療專業，再去延

伸相關的領域，應該會是一條可行，又不會好高騖遠的道路!當時很感謝文瑜老師，她是我的導師，

在我們實習時，她不只時常關照我們的心情，也會提供我們許多不同的未來規劃。其中就提到曾經有

學長姊轉往特教老師，並給我聯絡方式，自此展開了我轉往特教老師的路程。 

二、發芽 

記得與學長聯絡的第一瞬間，他就說：「要當一名特教老師，就要先過五關斬六將，還得有十八

般武藝」。這些關卡就像是過濾的篩網，一層一層刷掉不適合的，只留下被琢磨過閃閃發亮的寶石。

關卡雖多，但既然下定決心，勢必要關關難過關關過!從一開始要直接跟專業師資培育的大學生競爭

特殊教育研究所，好不容易擠進來研究所，還要再跟大家競爭教育學程的名額。好不容易通過甄選得

到教育學程資格，才發現漫長的戰鬥才正要開始，因為承受同班同學都已出社會，領到第一份薪水的

時間壓迫下，真的很想快點 KO 排山倒海的 70 幾學分。當時每天從早上八點一路上到晚上九點，期

中期末考 (大學部教育學程和研究所課程) 雙管齊下的報告，讓我學到「效率」及「時間分配」。但

在這些學分壓榨之餘，我居然還考取了烘焙及中餐烹調兩張丙級技術士證照。撐過了研究所和教育學

程學分轟炸之後，還有半年要到學校中實際進行教育實習，一邊實習一邊準備教師檢定的證照考。不

同於物理治療的考試，教師檢定每個科目都有 40%的申論題。終於在實習完順利考到教師證之後，真

正的試驗—教師甄試才正要開始!什麼!不是通過國考了為什麼還不夠?因為還有傳說中的一只皮箱全

台跑透透的教師甄試。很慶幸自己能在第一場全國高中職聯招就順利考上了榜首!我相信機會是留給

準備好的人。當我決定轉往特教這條路時，心態就已經調整成隨時隨地都要考試的備戰狀態，而不是

等到最後一刻，才在懊悔當初為什麼不多點努力。 

三、百年樹人 

現在我服務於桃園市一所高中的身心障礙資源班，身為一名物理治

療師，我著重的是他們功能性活動之限制；身為一名特教老師，我關注

的是他們對未來生活謀生的能力。若問我這趟旅程值不值得？我覺得不

管是 PT、特教老師或各行各業，都有他們辛苦的地方，而高中階段尤其

是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能幫助他們找到人生的方向或目標，對我來說是

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 

【畢業於物治系 100 級 現職為高中特教老師】            周校友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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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改變，從「護理」開始 【護理系 88 朱家慧校友 撰】 

回想起剛踏入學校的我，也和同學們一樣，心裡總有一個聲音「護理，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經過四年的訓練（現在回想起來是訓練，當下應該算是折磨吧!哈!^_^），才發現她激發出我對護

理的熱誠，也讓我看到她美麗、迷人的一面，畢業後也就毅然決然的投入了護理這個大家庭。而我，

也從大家口中的「菜鳥」，慢慢的變成「小護士」、「學姐」、「老鳥」，一轉眼，六年過去了，

班表上的順序也默默的排在最下面，資歷也慢慢的爬到了第一個位置。 

經過了一年，發現我對護理的熱情慢慢的被行政工作給消磨殆盡。這時候的我，心裡想著，「難

道就這樣? 一定只有行政這條路?」；最後，我選擇了「改變」。有的人進入了品管、有的人投入

了實證，而我選擇了「護理資訊」。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大家都需要藉由資訊來增加自己學科

的專業性、獨特性和不可取代性。但我們使用的系統，卻是由一個不懂護理的門外漢所設計，這樣

如何能協助護理人員執行臨床的工作呢? 如何讓護理工作流程更順暢? 如何才能收集到護理的關

鍵臨床資料?「資訊護理師」這個職務，需要的是將資訊系統融入護理工作，而不是讓護理人員配

合資訊系統來工作。以護理為出發點，讓系統配合著護理流程，做出人性化、護理化的資訊系統。

這個職務，是兩個專業的橋樑，讓系統因為護理而有價值、讓護理因為有系統而發亮。 

在選擇改變的同時，原本以為六年的兒科護理臨床經驗可能要付諸流水，但在實際工作後才發

現，這樣的工作經驗，讓我在這個角色上更是如魚得水。以前要面對的是還無法理解大人世界的小

孩，而現在面對的則是無法理解護理流程的程式工程師，所以護理教給我的分析、評估與溝通技巧

等，也就一一的運用在他們身上。我想，「護理」最美的地方就在這，不管你如何改變，她都在旁

照顧著你，她教給你的，即使你改了跑道、換了職務，她還是一樣支持著你繼續下去。  

八年了，「資訊護理師」這個角色讓我持續擁抱著對護理的熱忱，也讓我時時刻刻都還在接受

挑戰，就像是臨床的工作一樣，每天都要應付不同的狀況發生。你還以為我的改變是從選擇「資訊

護理師」開始嗎? 不是的!「資訊護理師」只是我的轉捩點，她讓我繼續可以擁抱護理，以不一樣

的方式回饋護理。我的改變，是從踏進長庚大學，選擇「護理」的時候就開始了! 

朱校友(中間)參加國際會議，和外國友人分享    朱校友於研討會中，發表院內護理資訊系統護理資訊系統 

【畢業於護理系 88 級 現職為資訊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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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伴我走過的歲月【職治碩 105 鄭堯云校友 撰】 

還記得當初選擇長庚職能治療學系就讀時的那份熱忱與堅持，但踏進了長庚的校園後，才明白這

裡的環境與校園風氣是多麼的「勤勞樸實」。大一時住進了長庚的五星級宿舍明德樓，每天早上上課

前須經歷的 252 階好漢坡，考驗著我們要抵達教室上課的決心！每位同學從一開始的氣喘吁吁到學期

末時，為了能夠在溫暖的被窩多補眠個五分鐘，已經練就健步如飛上階梯的功夫了，讓我不禁感嘆這

真是鍛鍊健壯小腿肌的好方法！除了長庚的校園和風氣給我的震撼外，絕對不能不提的是長庚的風和

雨。每天早上梳好的頭髮總是在出門後，被長庚無情的大風和傾斜的大雨給吹打得凌亂不堪，加上長

庚冬天低於 10 度的氣溫，實在凍得讓人受不了。但託長庚的福，讓原本不怕冷的我，也買了生平第

一件羽絨衣呢！ 

   對於職治的熱忱從大一開始便未曾稍減，隨著專業科目逐漸增加，課業負擔越來越重，但也更加

能體會 OT 的內涵，體會 OT 的專業。結束了大一至大三的「紙上談兵」，終於到了大四令人緊張的

實習階段了。告訴自己這一年的實習生活，磨光亮、磨圓滑、磨態度，並努力將課堂及書本中所學應

用至臨床。艱苦的實習生活參雜各式各樣的體驗，遇到了各形各色的人，也有了五味雜陳的體悟。很

開心自己能夠實際在臨床幫助病人的同時，卻也思考著我們到底能替他們做的有哪些？最後，我總是

告訴我自己，做就對了，但要是最好的！ 

   足足陪伴我四年的長庚校園，長庚附近的一切，還有熟悉的人事物，或許是還有一些依戀吧，便

下了決心，就讀長庚研究所。感謝系上溫暖老師們及讓人踏實的教學，在實習時深刻感受到老師們的

用心與關懷，系上和同學的感情用「長庚大家庭」來形容著實不為過。未來，長庚還要繼續伴我一起

走過。 

 【畢業於職治系 102 級與行為科學所 105 級 現職於台中林新醫院烏日分院-臨床職能治療師】 

鄭校友生活照                             好漢坡實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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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短波 

 長庚大學主辦 2016 國際生醫材料研討會【機械系 劉士榮教授 供稿】 

隨著科技的演進，新穎的生醫材料研發與設計，對材料修飾技術的改進與應用等之進步，不只影

響我們的日常生活，也逐漸在醫學上嶄露頭角。為推動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機械系於 10 月 30 日～

11 月 3 日假墾丁福華飯店舉辦 2016 年國際生醫材料研討會……詳校訊全文。 

 本校（Biomod_CGUnion）團隊榮獲國際生物分子設計競賽銀牌獎【生物醫學系 供

稿】 

Biomod 為國際生物分子設計競賽，由知名學術機構 Wyss Institute 贊助舉辦、哈佛大學主辦。

比賽的宗旨是利用生物分子設計出極具創意及潛力的分子結構，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為數眾多的大學生

組隊參加，今年是本校首次由學生自行組隊至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參與比賽，第一年參與即與許多國

際知名學府並列 ，獲得銀牌佳績。……詳校訊全文。 

 

母校花絮 

「老照片‧說故事」活動-老照片募集中！ 【秘書室 供稿】 

長庚大學於 106 年 4 月 15 日將舉辦 30 週年校慶，校方展開超級任務募集老照片，包括師生合影、

宿舍生活、學校活動與校園景物等，希望用老照片一一拼湊出將你我記憶中的長庚大學，也讓校友回

味求學時的點點滴滴，更讓畢業多年老照片成了校友回憶唯一途徑；在泛黃的照片中，校方為拼湊歷

史記憶，決定廣發宣傳，請校友提供舊照片翻拍留存。 

「老照片‧說故事」這項超級任務邀請全體師生、校友全員出動，翻出家中的相本，提供您珍藏

的老照片，讓我們一起來傾聽過往的美麗故事。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47365,r988-1.php?Lang=zh-tw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47364,r98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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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3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老照片‧說故事」活動辦法 
一、活動宗旨： 

為慶祝長庚大學創校 30 週年校慶，特別發起老照片募集活動，喚起學生、家長及社區對

於本校三十年的共同回憶，並讓學生能瞭解本校以往歷史文化，傳承長庚優良傳統，並展望未

來！ 
三、實施日期：106 年 1 月 5 日至 106 年 3 月 31 日 
四、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畢業校友及社會大眾。 
五、募集內容：拍攝於 76 年至 96 年間，與長庚大學相關的照片，職員工團體照、舊校園景觀人物與

活動照片等。所提供的照片將於校慶期間，或本校相關網頁展出使用。 
六、募集方式： 

(一)填妥下表後，請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前連同相關照片繳交至本校秘書室，照片經掃描儲存後，

原件將盡速歸還。 
(二)照片若為電子檔，請連同下表 E-mail 至 alumni@mail.cgu.edu.tw。 
(三)每張老照片請附上「人、事、時、地、物」 等文字說明，說出長庚與你的故事，字數不限。 

七、獎勵辦法：提供的照片經校友業務委員會討論通過採用後，將於校慶期間展出，並致贈感謝狀 1
張及 30 週年校慶紀念品 1 份。另將視照片內容，擇期刊登於本校校友通訊電子報。 

八、權利歸屬：參加本活動之募集，提供者需簽署本表中的「照片無償使用意願同意書」，請特別注

意著作權法或版權等情事，若有不實或爭議，其法律責任由原始提供人負責。 
---------------------------------------------------------------------------------- 

長庚大學 3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老照片‧說故事」活動 編號： 

提供者 □學生：   系  級 姓名：_______________      □教職員：_______________          
□畢業校友：_______________                 □社區民眾：_______________                

照片張數 共計_______________張 

歸還方式 
□親自領回(電話：_______________)    □轉交系所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寄送(收件人：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              ) 

照片故事 
(時、地、物、

人、事) 

主題一： 
說明： 
主題二： (若有需要可自行向下增加) 
(若說明欄位不敷使用，可另於 A4 空白紙上說明) 

照片無償使

用意願同意

書 

□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長庚大約不限期間、不限次數將照片數位化後影像公開展示、印

製專刊、刊登報紙、雜誌、網頁、數位化重製、編印圖錄及行使其他著作權法上著

作財產權人所享有一切之權利。（請務必勾選） 
簽名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此表單若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或至長庚大學 秘書室領取 

※請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前交至長庚大學 秘書室  吳佳玲小姐  (03)2118800 分機 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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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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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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cretariat.cgu.edu.tw/files/15-1009-34444,c91-1.php?Lang=zh-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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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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埄彬 
編輯委員：舒竹青、吳明忠、王惠玄、徐慧鈺、劉逸雯、陳惠茹、譚賢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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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徵聘訊息(約聘人員、研究助理…等) 

 

長庚大學提供校友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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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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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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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http://www.nodrugs.tychb.gov.tw/01_news/news_01_info.asp?bull_id=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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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 

 

最新

消息 

 
賀本校資工系與電機系團隊榮獲

『2016 Hami Apps 軟體開發大賞』行

動 app 組亞軍 

母校

花絮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活動《繪本的奇幻旅

程》： 在故事裡與內在的自己重逢 

校友

動態 

 醫學系校友回娘家紀實  「老照片‧說故事」活動-老照片募集中！  

經驗

分享 

 
電機系校友座談會-「研發替代役與

工作求職經驗分享」  畢業校友照過來 

校務

短波 

 
產學合作新里程 化材系成立「製程

技術研發實驗室」  校友通訊徵稿 

 
2016 年度長庚大學學術榮譽交流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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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賀本校資工系與電機系團隊榮獲『2016 Hami Apps 軟體開發大賞』行動 app 組亞軍  

【資工系 李春良老師撰】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張家瑋與林思妘、電機工程學系蕭恬、電機工程研究所廖振淵以及目前就讀台

大光電所的畢業校友許永霖共組團隊，在資訊工程學系李春良助理教授的指導下，榮獲『2016 Hami 
Apps 軟體開發大賞』行動 app 組亞軍。 

此次參賽作品名稱為『TiMa』，為 Time Manager 的縮寫，亦為 Timer 的諧音。有鑑於現代人常

不自覺在使用手機上花費許多時間，父母為了方便連絡而購買手機給子女，但原先的美意卻可能導致

小孩因而沉溺於手機的使用。TiMa 的主要目的即在提供時間管理功能，透過簡單且彈性的設定，使

用者可自訂各類 Apps 的使用時間限制，當使用超過預設時間時，TiMa 可以提示或是直接限制的方式

來督促使用者。另外，TiMa 還提供遠端監控功能，主控端手機可修改被控端手機的設定，並可查看

Apps 使用時間的分析，方便父母管理與瞭解子女的手機使用情形，避免發生手機過度使用的狀況。

除此之外，為了讓使用者自發性地減少使用受限制的 Apps，TiMa 以獨創遊戲設計的方式獎勵使用者，

只要使用者減少使用手機的時間，即可獲得美麗的星球，並可蒐集與打造專屬於自己的星空，並可於

Facebook 與好友共同分享喜悅。 

    Hami Apps 軟體開發大賞是由中華電信所舉辦，已邁入第六年，為國內重要的行動 Apps 競
賽之一。今年全國大專院校近 200 支隊伍參與激烈競爭，本團隊經過初賽與決賽的重重考驗後，獲得

『行動 app 組』亞軍，除每人獲頒獎狀乙張外，並獲獎金 18 萬元，本校師生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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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TiMa 開發團隊獲獎照片 本校 TiMa 開發團隊成員合照   

校友動態 

醫學系校友回娘家紀實【小記者 貝明穎 撰】 

醫學系於 11 月 30 日傍晚，邀請到校友裴育晟醫師返校演講，與學弟妹們分享他在白袍之路的種

種經歷。裴育晟醫師現職為長庚醫院復健科系副系主任，他於長庚醫學系畢業後至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讀醫學博士。在美國時，裴醫師專研於神經科學實驗，把晶片植入中

國獼猴腦內，用於控制神經機械手臂。當時裴醫師覺得有趣的是，獼猴們都很配合著他的實驗，甚至

把他當做猴王看待，所以實驗可以順利進行。除了神經連結機械的控制實驗外，他在神經科學方面的

觸覺研究也有重大貢獻，可以讓機械觸碰物體的感覺傳進生物體的大腦，讓我們能藉由機械感覺到物

體的觸感。 

除了分享他在美國的經驗與日常生活後，他也說明醫學生未來可以走的路不只是畢業後在醫院裡

當一名醫師，還可以去申請美國或醫院提供的獎學金出國攻讀博士。他進一步比較一般國內大學生與

醫學生的不同，一般國內大學生讀完學士想繼續升學，先讀碩士、接著讀博士，還需做完博士後研究

才能在學校成為一名助理教授。醫學生讀完大學則是可以直接到國外讀博士，或是選擇在醫院工作同

時進行研究，二者皆有可能申請成為助理教授。如果醫學生想在美國當醫生，則須通過美國四個階段

的考試，比國內考醫師執照還要困難。此外，也要考慮到新移民者在國外會遇到的問題，例如一些文

化衝擊 (culture shock)。 

裴醫師不僅在神經科學領域有所貢獻外，他在長庚大學也參與「醫學設計學院」的學程規劃與推

動。主要是希望培育出跨領域的人才，同時結合醫學與設計，使學生不僅能將醫學上的知識運用在器

物的設計，也有機會將學生所設計出來的物品商品化。醫學不再局限於實驗證實與治療病患，也可以

產出更便利的產品，改善病患或一般人的生活品質。 

 【裴校友畢業於醫學系 86 級 現職為長庚醫院復健科系 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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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們與裴醫師(前排左 6)合照 醫學生們專注於裴醫師演講 

裴醫師與醫學生互動  裴醫師分享進修研究歷程    

 

經驗分享 

電機系校友座談會-「研發替代役與工作求職經驗分享」   【電機系 游嘉弘技士撰】 

本學期校友座談會活動，邀請到電機所碩士班 M94 級簡宏諺校友參與座談，主要是與研究所碩

士班同學進行「研發替代役與工作求職的經驗分享」。簡宏諺校友目前任職於「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電源設計一部 課長」乙職，自 2007 年 10 月經國防役(現已改至為研發替代役)進入該公司服務，

至今已有八年，從最初擔任研發工程師(RD)，其後歷經逐年專精電力電子技術的專業知識及累積實務

的經驗，於第三年透過內部考核晉升為高級工程師。爾後再經兩年歷練，因有感於工作領域不該受限

於電源電路設計及電力電子專業，應拓展更多協調溝通與專案管理職能，遂決定投入「專案管理」專

業證照考試，經由專案管理培訓課程，提升原有電機領域以外的能力。最後，其努力成果獲得公司肯

定，授與擔任有關「產品專案管理經理人」之職務。 

在這次座談會，簡宏諺校友分享個人的工作經歷，讓在校同學了解在校所學僅是基礎能力的培

養，在職場與工作中才得以累積更多能力的養成，從而鼓勵同學積極找出自身興趣，盡其所能在工作

中找出熱誠。在座談中，簡校友透過自己現階段面談求職者的經驗，分享求職履歷的填寫方式，如填

寫履歷時應盡可能將自身專業專長敘述在前，增加面試者對你的興趣；面試時應要具備的應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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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態度需表現積極，以及服裝儀容上應力求整潔大方得體。在座談會後，簡校友熱心回覆同學有關求

職的各項問題，也提供名片歡迎同學發 E-mail 提問。 

最後，簡宏諺校友簡述公司的營運情形、產品組織發展與升遷福利等介紹，也提供目前服務公司

的相關職缺供學弟妹參考，期許學弟妹們日後工作求職順利，找到人生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簡校友畢業於電機所 94 級 現職為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電源設計一部 課長】 

 

校務短波 

產學合作新里程 化材系成立「製程技術研發實驗室」【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 

工業產品開發需經歷實驗室開發配方、製程設計與規模放大、製程各單元的最佳化操作與整合；

而當試車運轉後，也往往需要即時性的……詳校訊全文。 

 2016 年度長庚大學學術榮譽交流活動【研究發展處】 

為推動學術研究交流與激勵追求研究卓越，今年 12 月 2 日在第二醫學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長

庚大學學術榮譽交流活動」，約有 400 位師生與嘉賓共襄盛舉。此次活動由郭敏玲研發長……詳校

訊全文。 

簡校友(右一)座談會活動照片 與會人員大合照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47819,r989-1.php?Lang=zh-tw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47808,r988-1.php?Lang=zh-tw
http://enews.cgu.edu.tw/files/14-1068-47808,r98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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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花絮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活動《繪本的奇幻旅程》： 在故事裡與內在的自己重逢【小記

者 李珮瑄 撰】 

繪本，是畫出來的書，最早雛型可追溯至原始人留下來的畫，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透過簡單的

繪圖，生動表現出情景，讓人體會所要傳達的涵義。 

本次活動由學務處諮商輔導組主辦，邀請宋佩禹心理師演講。她在演講的開始，先讓大家花幾分

鐘閉上眼睛，放輕鬆，引導大家靜下心來，傾聽自己的聲音。接著演講者分享的第一則繪本《公主的

月亮》，內容講述國王為了滿足公主想要的月亮，與大臣、小丑共同商議的過程。這則故事適合給期

待別人提供建議的人看，很多時候即使他人給的辦法很好，但卻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如同故事裡描繪

的一樣，大臣提的想法固然都很好，但也許人們更需要的是繪本中的小丑來引導自己，傾聽自己內心

的想法。 

第二本繪本為《阿蓮娜老鼠與巨貓》，描述故事的主人翁從原本不斷地逃跑，最終轉身面對的心

路歷程。這則故事對於害怕、不願意面對的事情提出不同的見解，作者以阿蓮娜保護的老鼠為比喻，

她不願意面對問題，其實是想保護內心的那份渴望。最終藉由主角停下腳步轉身面對，鼓勵有目標的

人提起勇氣面對挑戰，解決困難並且達成目標。 

    活動最後，以聽眾上台分享作為結束，將現場燈光調暗，讓大家在黑暗的情況下，傾聽自己的內

心，也傾聽別人的聲音，感受彼此的心情。講者並鼓勵同學，自己內心的聲音也許無法完整表達出來，

但是只要試著去描述，得到宣洩自我的空間，內心就會沉靜下來。          

                       

演講中，參與者選取圖卡   繪本故事分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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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說故事」活動-老照片募集中！ 【秘書室 供稿】 

長庚大學於 106 年 4 月 15 日將舉辦 30 週年校慶，校方展開超級任務募集老照片，包括師生合影、

宿舍生活、學校活動、校園景物等，希望用老照片一一拼湊出將你我記憶中的長庚大學，也讓校友回

味求學時的點點滴滴，畢業多年老照片成了校友回憶唯一途徑；在泛黃的照片中，校方為拼湊歷史記

憶，決定廣發宣傳，請校友提供舊照片翻拍留存。 

「老照片‧說故事」這項超級任務邀請全體師生、校友全員出動，翻出家中的相本，提供您珍藏

的老照片，讓我們一起來傾聽過往的美麗故事。 

 

                                                        

 

 

 

 

長庚大學 3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老照片‧說故事」活動辦法 

一、活動宗旨： 

為慶祝長庚大學創校 30 週年校慶，特別發起老照片募集活動，喚起學生、家長及社區對

於本校三十年的共同回憶，並讓學生能瞭解本校以往歷史文化，傳承長庚優良傳統，並展望未

來！ 

三、實施日期：106 年 1 月 5 日至 106 年 3 月 31 日 

四、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畢業校友及社會大眾。 

五、募集內容：拍攝於 76 年至 96 年間，與長庚大學相關的照片，職員工團體照、舊校園景觀人物與

活動照片等。所提供的照片將於校慶期間，或本校相關網頁展出使用。 

六、募集方式： 

(一)填妥下表後，請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前連同相關照片繳交至本校秘書室，照片經掃描儲存後，

原件將盡速歸還。 

(二)照片若為電子檔，請連同下表 E-mail 至 alumni@mail.cgu.edu.tw。 

(三)每張老照片請附上「人、事、時、地、物」 等文字說明，說出長庚與你的故事，字數不限。 

七、獎勵辦法：提供的照片經校友業務委員會討論通過採用後，將於校慶期間展出，並致贈感謝狀 1

張及 30 週年校慶紀念品 1 份。另將視照片內容，擇期刊登於本校校友通訊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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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權利歸屬：參加本活動之募集，提供者需簽署本表中的「照片無償使用意願同意書」，請特別注

意著作權法或版權等情事，若有不實或爭議，其法律責任由原始提供人負責。 

 

---------------------------------------------------------------------------------- 

長庚大學 30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老照片‧說故事」活動 編號： 

提供者 □學生：   系  級 姓名：_______________      □教職員：_______________          
□畢業校友：_______________                 □社區民眾：_______________                

照片張數 共計_______________張 

歸還方式 
□親自領回(電話：_______________)    □轉交系所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寄送(收件人：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              ) 

照片故事 
(時、地、物、

人、事) 

主題一： 
說明： 
主題二： (若有需要可自行向下增加) 
(若說明欄位不敷使用，可另於 A4 空白紙上說明) 

照片無償使

用意願同意

書 

□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長庚大約不限期間、不限次數將照片數位化後影像公開展示、印

製專刊、刊登報紙、雜誌、網頁、數位化重製、編印圖錄及行使其他著作權法上著

作財產權人所享有一切之權利。（請務必勾選） 
簽名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此表單若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或至長庚大學 秘書室領取 

※請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前交至長庚大學 秘書室  吳佳玲小姐  (03)2118800 分機 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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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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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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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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王埄彬 
編輯委員：舒竹青、吳明忠、王惠玄、徐慧鈺、劉逸雯、陳惠茹、譚賢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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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徵聘訊息(約聘人員、研究助理…等) 

 

長庚大學提供校友徵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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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guaa.cgu.edu.tw/ezfiles/99/1099/img/1689/188663281.docx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mailto:alumni@mail.cgu.edu.tw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
http://www.cgu.edu.tw/files/501-1000-1018-1.php?Lang=zh-tw
http://memo.cgu.edu.tw/
http://memo.cgu.edu.tw/cguaa/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
https://www.cgmh.org.tw/cgmh/hr/hr_01.htm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www.most.gov.tw/wlp.aspx?CtUnit=24&mp=1&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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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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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http://studentaffairs.cgu.edu.tw/files/11-1012-103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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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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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分享
	(一封給十年前自己的信【機械碩100李俊賦校友 撰】
	(勤勞樸實的中道力量【企管博105張哲堯校友 撰】
	(回家，啟發更多學子---生醫所校友回娘家 【小記者 邱秀慧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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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改變，從「護理」開始 【護理系88 朱家慧校友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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