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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人 聯合情]
國立聯合大學校友會
開始用LINE@了！
聯合人Line@平台沒有一般Line群組500人限制，可
加入萬人沒問題，聯合畢業校友就已有6萬人，此平台
可真正建立一個聯合人平台，請各位校友們幫忙一起
號召，大家一同為所有聯合人建立一個更好的平台，
且不受干擾有人管理又可分享各分會及系友會活動和互
聯的最佳平台，有些校友怕進大群組常會被分享的資訊

國立聯合大學校友總會

干擾，也怕重要資訊會在大群組中被蓋版，來聯合人
Line@平台就可解決這些問題了，並把各系友會及各分

校友總會創會 40 週年慶暨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儀程

會精彩活動結合起來讓大家知道，並發揮聯合人力量，
快來一起找回聯合人吧!

地點：八甲校區-風雨球場

http://line.me/ti/p/%40uxq4439y或
直接使用 LINE 掃描下方QR CODE 好友即可!

時 間

活動內容

11:50

報到入場

12:20~14:30

校友總會創會40週年慶暨歡樂饗宴

14:30

禮成

▲▲成立大會大合照

機械系中區系友 協會成立
【本刊訊】國立聯合大學機械系中區系友協會於

理事長劉興榮，長年熱心公益當日更拋磚引玉的

友發起，並經機械系友會理事會提議，欲服務更

10月27日舉行成立大會，母校蔡東湖校長、侯帝

代表吉輔企業捐贈100萬元給聯合大學機械工程

多苗、中、彰、投、雲等地系友，建議成立機械

光副校長、校友總會陳百宗理事長、鐘福祥輔導

學系做為學務推展基金。

中區系友協會。106年9月起正式籌備，並於隔月

理事長、中區分會葉森雄會長及機械系歷屆主任

聯合大學機械系中區系友協會的創立，是由

成立籌備委員會，經五次會議，於107年10月27

邱士堂、黃勝銘、古運宏、鄧琴書及眾貴賓皆蒞

吉輔企業公司劉興榮董事長、尚園科技公司李敏

日召開成立大會，並舉行第一屆理監事選舉，聯

臨祝賀。

郎董事長、勇陸企業公司王聰智董事長及多位系

合大學機械系中區系友協會正式成立。

國立聯合大學機械系中區系友
協會第一屆理事長為刀庫製造大廠吉
輔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興榮，他
表示創立精神信念為「友誼匯集源於
聯合、付出點滴忠於機械」，大家的
友誼來自機械系，畢業後各自開創事
業，現在大家又聚集在一起，共同交
流、學習， 互相激勵、增長智慧，為
我們增加和儲備未來的資源，友誼真
可貴，因為我們都是聯合機械人，並
回饋協助母校茁壯發展與嘉惠學子，
發揮1十1大於2的聯合力量。第一屆

▲▲為讓協會能運作更為順利、成功，現場更進行「畫龍點
睛」的儀式

▲▲聯合大學機械系中區系友協會劉興榮理事長(右)代表吉輔
企業捐贈100萬元給聯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做為學務推展
基金。(左)國立聯合大學蔡東湖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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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價值 ， 你來 定義 』
人生沒有早知道，只有走過才知道。
當我們走過「聯合」的好漢坡，才知道，
真正的價值，不是在考了多少分，第幾名畢業，而是在過程中，
在我們的血液，留下聯合堅毅不拔的 DNA…
我們認真。過去師長的耳提面命，我們

再次強化更穩固的聯合平台及聯合人

的雲端空間，在各系友會、各分會，

聽不進去，但是當我們遇到了挫折，才

凝聚力，大家共同為聯合人努力。

每年不定期的聚會活動、校慶活動、

從錯誤中成長。

▌▌校友卡正式發行

校友盃的各項比賽…等，都歡迎你一

第 11 屆要啟動前，我們深深思

 立聯合大學校友總會
◆ ◆國
第11 屆（2018-2019）
理事長  陳百宗

考過，在各分會、系友會日益成長茁

▌▌「 知 識 」 改 變 命 運 、 「 學
習」創造未來。

11屆也是我們的另一重要挑戰的開

我們都對聯合有深深的情懷，沒

力量，「組織化」、「制度化」 及

有聯合大當鋪的訓練，師長的鞭策，沒

「系統化」運作強化校友的互動及互

有現在的我們。畢業這麼多年以後，有

聯，組織運作中也會考慮整體的綜效

人問我？加入校友會，有什麼好處？如

(Synergy)，能以 1+1大於 2 精神發揮

果是為了好處，我想大家不會一起聚在

聯合人力量，除了原校友會組織結構

這裡。人生總是不斷的追求更高的理想

外，建立更多的幹部族群及活動社團

與價值，在這個聯合大家庭裡面，沒

規劃，本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共同

有生意場上的競爭， 多了情感上的回

方針，吸收更多有熱忱的校友加入校

饋，我們這些畢業的老校友，能夠回饋

友總會「幹部群」推動更多校友會發

母校什麼？帶給年輕的學弟妹什麼樣的

展，並使更多校友一同來加入校友會

想像未來？人生的三部曲，想好就做、

創造被利用的價值，進而建立一個互

不會就學、不對就改。能力不足很恐

享的聯合人平台，希望藉由前十屆累

怖，更恐怖的是能 力比我們好的人比

積的基礎下在第 11 屆任期兩年中能

壯時，校友總會該扮演的角色及走
向。校友會運作就如同公司運作般，
需考慮其延續性及永久性，承接第
始，我們將期許以更深入凝聚校友的

母校自民國 61 年第一屆招生
至今 46 年頭，畢業校友共約六萬多
人，分布於各行各業，為了讓畢業校
友便於聯繫，校友總會在歷任理事長
及理監事們的努力之下，已在台北、
桃園、新竹、苗栗、中區(台中彰化
)、雲嘉、高屏及大陸成立分會。台
南分會亦可望於近期成立。除各地
區分會外，目前電子、機械、電機、
建築、環安、化工、工管(經管)系等
系，已設立了系友會。
經過多年的期望及努力，2018
年屬於我們聯合人的校友卡正式發行
啟動，無論你是聯合的師長、聯合畢
業的校友、曾經與聯合有緊密關係的
情誼，都可以向校友總會提出終身永
久的校友卡申請，你不會因為畢業而
被遺忘，你可以永遠與母校友親密的
連結，你可以擁有母校給您的無限大

校友總會永久會員證【新辦】、【換新卡】
【本刊訊】校友總會已結合校方正式

150元整。

用母校健身房享學生價。⑤

發行校友卡，以結合校友證+會員證為

現場辦證：攜帶照片並繳交工本費，

永久會員可申請母校G o o g l e

兩卡合一，原已有申辦永久會員證之

備齊上述文件者 ，現場即可領證。地

信箱，雲端無限大。⑥永久

校友“換卡”只酌收製作工本費。

點：八甲校區 圖書館七樓(校友總會

會員可每年可收到校友會

【此工本費校友總會只是”代收
”全額給予校方】  

辦公室)

刊。⑦永久會員可享特約商

郵寄辦理：請至http://alumni.nuu.edu.

店折扣。

t w/填寫個人資料，提供照片電子檔

匯款帳號如下：

友們，也趕緊來申辦喔!

寄到 alumni@nuu.edu.tw (要註明姓名

銀行代號：004

【新辦】 申請資格：本校之畢業校

喔！)

台灣銀行苗栗分行，

友申請入會發給校友證永久會員+校友

永久會員權利：①凡入會者皆為「永

戶名︰國立聯合大學校友總會

卡入會費1150元整。

久會員」。②永久會員可享用母校國

帳號：029-001-10908-6

鼎圖書館免費借書。③永久會員使用

alumni@nuu.edu.tw

母校游泳池享學生價。④永久會員使

線上【新辦卡】、【換新

還沒有聯大校友總會永久會員證的校

【換新卡】 申請資格：本校之畢業
校友已入會之永久會員，換卡工本費

卡】: http://alumni.nuu.edu.tw/

起參與加入。

▌▌「成功不在於我們贏過多少
人，而是我們給過多少人希
望。」我們加入校友會最大
的價值，不就是給孩子「希
望」，讓他們相信聯合、相
信自己。
聯合大學校友總會 在去年年底
為母校拍了一個廣告片，很重要的一
句 Slogan「你的價值，你來定義」 別
人定義的價值，不見得是適合你的，
最好的選擇就是在「聯合大學」完成
了！在這給你們打下堅實的基礎。
接下來加入校友總會，讓業界的
學長姊繼續成為你的後盾。
• 聯合大學廣告 YouTube 搜尋「你的
價值 你來定義」https://youtu.be/
X8E9VJcCqlY
• 聯合人 LINE@平台 http://line.me/
ti/p/%40uxq443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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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建築系獲系友

▼與會貴賓與機械手臂合影

捐 贈 百萬機械手臂
▲

許育誠輔導會
長(右)捐贈20
萬元，由邱振
瑋會長(左)致
贈感謝獎牌

▲

蔡 東湖校長(左)代表建
築學系致贈吳細顏助理
教授親自製作精緻禮品
給建築學系系友會黃金
豐榮譽會長(右)

【秘書室報導】國立聯合大學建

從聯大建築系到建築師之路的精彩過

臂的進場「如虎添翼」，可以形容現

化缺工的問題，正式將建築產業推向

築系於107年3月14日(三)下午二時在

程，勉勵在學同學在聯大建築系努力

正轉型尋求特色與定位的聯合建築。

工業4.0的製程。

聯大第一(二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向學。同樣為百萬機械手臂捐贈推手

當圖畫的卷軸慢慢地展開，大家有幸

聯大建築系吳細顏助理教授表

系友會榮譽會長同時為寬埕建設股份

之一系友會輔導會長許育誠致詞時更

共同在此時、此地掀開一頁新的序

示，D&A Lab實驗室在去年成立，除

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金豐先生捐贈百萬

表示，聯大建築系近期開始透過逐步

幕，但願「齊力斷金」展現像機械手

了積極推動數位設計與應用之外，短

防塵等級的中型機械手臂捐贈儀式，

引進最先進的設備與最優秀的師資之

臂一般的精準、剛強。

短一年內已經推動聯大建築系與英國

作為建築營造在設計與製造數位化的

後，完全將聯大建築系帶向全新的世

在迎接少子化與建築產業缺工

倫敦大學學院UCL、瑞士聯邦理工學

技術開發及研究使用。

代與創新的開端，未來幾年將會陸續

的未來，聯大建築系於去年正式成立

院ETH等世界前五大名校建立起相當

聯大校長蔡東湖表示，過去世代

看到完全蛻變的成果，他也將做為表

Digital Design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積極的合作關係及課程教學，更與同

注重能力與學歷，而這一世代的學子

率加碼捐贈新台幣二十萬元為了高等

Laboratory（簡稱D&A Lab），該實驗

為Gucci集團的國際時尚精品品牌Stella

則重視證照，聯大建築系同學有黃金

教育邁向新里程碑而繼續推動企業各

室專門針對數位設計在建築與藝術創

McCartney等單位陸續簽訂合作備忘

豐學長的贊助與加持，希望同學們能

界加入支持的行列。

作上的應用進行研究，同時以數位化

錄，未來聯大建築所的學生除了國際

努力學習，畢業後即能考上建築師執

建築系林妝鴻主任表示黃金豐

設計生產及製造做為核心方向，數位

化之外更將同時接軌國際時尚領域，

照，建築系同學未來成就與前途是可

系友來自極為困苦艱辛的成長背景，

設計與製造除了能有效發揮創新設計

跨足一流國際精品名牌的店面與室內

預期及無限的。

白手起家獲得成就之後，慷慨回饋母

在實務上的實踐之外，亦有助於拓展

設計，因此在機械手臂加入之後他相

黃金豐榮譽會長於致詞時亦透過

校，不問回報，非常令人感佩！機械

建築在創新未來的機會，更重要的地

信將更有效地加速建築系與實驗室的

自身求學經歷分享經驗，更說明自己

手臂的這100萬不是小數目！機械手

方在於可同時解決建築產業未來少子

成長，後勢可期。

校友總會、傑出校友協會、分會及系友會報導
校友總會

• 6月24日總會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結合新竹分會，新竹分會邀請校友企業
專題演講。

• 9月16日總會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結合雲嘉分會，雲嘉分會邀請校友職
場專題演講。

傑出校友協會

• 3月11日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7月13-14日傑出校友協會第一組 宜蘭兩日遊

• 8月11日 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台北分會

• 11月9-12日與大陸分會合辦金門、廈門參訪

• 3月3日北投家庭日及會員大會

• 6月30日台北分會第四屆羽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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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分會

• 5月 山東傳奇5日遊

新竹分會

• 9月30日千島湖 茶葉文化一日遊

中區分會
新竹分會

• 5月27日霧峰林家花園 文化知性之
旅

• 8月22日 成功校友企業參訪-明躍
國際健康科技

• 11月10日高屏分會第二、三屆會
長交接典禮。

• 8月13日母校聯合大學至大陸分會
企業參訪

• 11月9-12日與傑出校友協會合辦金
門、廈門參訪

電子系友會
新竹分會

• 8月1日機械系友會贊助機械系設置
休閒交流聯誼區

工管/經管系友會

• 4月22日雲林春季之旅

• 8月4、5日 崇美農場一日遊。 • 11月4日雲嘉分會第二、三屆會長交接
典禮。

新竹分會
大陸分會

機械系友會
新竹分會

• 6月10日第六屆第二次理事會

• 9月9日新竹分會與工研院舉辦”聯合羽
愛活動”，邀請苗栗幼安教養院院生在
工研院竹東院區渡過歡樂的週末。

雲嘉分會

新竹分會
高屏分會

• 5月19日涼山郊遊踏青及琉璃吊橋
健行

• 4月28日南坪古道健行賞桐花、螢
火蟲之旅

• 7月7日福隆知性之旅

• 10月20日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暨
顧問會議

建築系系友
新竹分會

• 9月9日秋季旅遊圓滿成功

• 6月9日建築系友會於建築畢業展舉
辦創享座談

• 9月30日新竹建案參訪活動

更多分會、系友會活動訊息請加入line@http://line.me/ti/p/%40uxq4439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