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地址：苗栗市南勢里聯大2號
http : //alumni.nuu.edu.tw
編輯群：吳延川、唐女惠
登記證：局版臺省誌字第七〇號

T : (037)381339 F：(037)382459
E-mail : alumni@nuu.edu.tw
發行人：中華民國國立聯合大學校友總會第九屆 鐘福祥理事長

校友總會
校慶專刊
第

114

期

國內郵資已付
台中郵局局中台字
第 九 七 六 號

中華郵政苗字
第二七一號執照
登記為雜誌交寄

November 2014／1979年創刊2014年11月出刊

北區分會(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宜蘭)
0989-294086 黃秘書長
桃園分會 0955609395 徐會長

中區分會 0920-092850
雲嘉分會 0931-822931
高雄分會 0921-259495

李秘書長
謝會長
林召集人

新竹分會 0937-886954
花蓮分會 0910550048
苗栗分會 0931553432

林會長
蔡會長
羅秘書長

103 學年畢業典禮暨
頒發徐立德先生名譽博士學位
校長勉勵畢業生

【秘書室報導】又逢鳳凰花開
時節，母校於(6/13)日上午舉行103
學年度畢業典禮暨第十二屆「畢業
生封甕、獻甕、轉甕祈福典禮」活
動。上午於該校大操場舉行「封甕儀
式」，將別具意義的物品放入甕中收
藏，有同學放願景卡、金門高粱、當
日的報紙等，接著將甕封存，由學
校代為保管，相約十年後，畢業班
同學再回母校開甕。緊接著再由校
長許銘熙帶領一級主管、畢業班導師

樂奔跑、堅持抵達終點。在今天這個

國61年創校以來，長期協助推動校務

以立德書齋作為聯合大學創業資源整

與畢業生來到蓮荷藝文廣場，在通過

重要的日子，許校長特別勉勵畢業生

發展，化雨春風無數，徐董事長所率

合中心；(二)以立德書齋作為聯合菁

由酒甕組成的星光大道做最後的「聯

要「勇於開始，迎接夢想」，勇於開

領的董事會仍一本初衷，每年繼續資

英會之學習與活動主場所；(三)以立

大校園巡禮」，並於五個仿西藏密宗

始，是踏出自我挑戰的第一步，朝對

學校進行相關研究計畫，購置圖書、

德書齋作為聯合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

祈福方式的陶甕轉盤前，一一轉甕，

的方向前進；面對結束，是迎接另一

設備，充實學校設施，並鼓勵教師進

(MIT)之橋樑。由徐立德先生擔任董

祝福畢業生振翅高飛、翔航萬里。

個成長的自己，以新的夢想延續。

修，獎助優秀及清寒學生，對學校之

事長之聯合工商教育基金會將繼續注

今年畢業典禮特別邀請苗栗縣徐

今年畢業典禮，聯大特別在這感

發展及學術水準之提升，有相當大的

入資源，為聯大培育社會所需要的各

耀昌縣長及聯合大學校友總會鐘福祥

恩的日子裡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徐立

裨益，今日國立聯合大學得以躍升高

類領導人才，在這波高等教育激烈競

理事長致詞。許銘熙校長則於畢業

德先生，徐立德先生歷任財政部長、

等學府殿堂，徐董事長居功厥偉。

爭中打造出屬於國立聯合大學之獨有

典禮致詞時恭喜同學們順利完成學

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及總統府資

當日並於第二 (八甲)校區圖書館

業、學有所成！期待每一位聯大畢

政，對振興經濟、行政革新及金融穩

啟用「立德書齋」，未來將加強(一)

業生，帶著新夢想，朝著新目標不

定等貢獻

斷的努力與茁壯，讓自己綻放成一

良多。徐

朵優雅的「蓮荷」!同時也提醒同學

立德先生

們，在過去這段學習的旅程上，有無

為聯合工

條件支持你的家人、有相互扶持的

商教育基

良友，也有善於勉勵的益師為導，

金會董事

學習用感恩的心面對無悔的青春，

長，從民

特色。

享受每一個逐夢的過程，珍
惜每一個對你鼓勵的加油
聲及掌聲，面對未知的
人生及路程，也能快

▲▲許銘熙校長頒發徐立德資政名譽博士證書

▲▲鐘福祥理事長頒發榮譽校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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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企業實習合作簽約儀式」

盛 大 舉辦 圓 滿 落幕
盛大舉辦 圓滿落 幕
【秘書室報導】母校於(6/9)日

作備忘錄，由合作企業提供學生現地

發揮妥善媒合

上午10時在第二(八甲)校區國際會議

實習之適當場域，更成立校級實習合

之實益，創

中心舉辦「百家企業實習合作簽約儀

作整合窗口，有別於以往點對點的系

造產學雙贏。

式暨磨課師教室啟用典禮」，由校長

級合作模式，今提升至校級規模的矩

百家企

許銘熙代表與國內百家企業簽訂企業

陣式合作型態，合作企業將可針對聯

業實習合作

實習合作備忘錄，會中苗栗縣副縣長

大理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管理學

簽約儀式由

鄧桂菊更率領工商發展處等縣府主管

院、客家研究學院、人文與社會學院

苗栗國中舞

一同蒞臨，見證聯合大學年度盛事。

及設計學院共六大學院招募實習生，

蹈班的舞蹈

本校十分重視企業實習合作機

即將建置的「實習橋接銀行」線上平

表演揭開序

會，此次以「開拓實習新藍海，學生

台，更可使合作企業釋出之實習機會

幕，會中邀

畢業即就業」為號召，舉辦百家企業

同步刊載上線，學生可隨時登入並即

請到國內知名電子、科技、文化、金

校長許銘熙表示，透過企業實

融、服務及傳播媒體等各界企業共襄

習，可整合學校與業界的資源，藉由

盛舉，諸如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

「教中學，學中做」，學生不僅從學

司、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朝

校教育習得知識，更能至企業習得實

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寬埕建設

作力，縮短職涯探索期，養成未來就

股份有限公司、超豐電子股份有

職所需之專業能力，進而達到畢業後

限公司、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

無縫接軌直接就業之目標，並希望優

司、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衛

秀人才能夠留在苗栗，深耕苗栗。

實習合作簽約儀式，簽訂校級長期合

時查詢實習職缺，實習機會不漏接，

▲▲校長許銘熙與校友企業鐘福祥(本會理事長)及黃金豐（本會監事長）
代表於台上簽約

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客家電視

朝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台、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

國立聯合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鐘福祥

司、爭鮮股份有限公司等不勝枚

表示，站在企業主的立場，企業能夠

舉。來自國內不同產業的百家企

提早儲備所需要之專業人才，而學校

業齊聚一堂，在苗栗縣副縣長鄧

也能成為業界技術研發的後盾，透過

桂菊見證下，校長許銘熙與校友

企業開放給在校學子實習的機會，建

企業鐘福祥及黃金豐代表於台上

構出學校、學生與企業的共同提升，

簽約，場面相當盛大、難得。

這是一項三贏的合作局面。

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等人

蒞校參訪並進行學術交流
▲

 長、學校長官、哈工大貴賓及本校參
校
加哈工大「快舟學子」夏季學期工科學
校活動學生座談合影

校史館、音響博物館、
【秘書室報導】104年6月8日，

綠能機房及體適能中心等。

母校姊妹校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

中午餐敘後，校長及學務長陪同

暨校友總會副會長孫和義教授、教育

哈工大貴賓拜訪校友總會副理事長

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郭君巍先生及港澳

李仁燿府第耕陶源，並順道參觀苗

臺辦公室主任助理常姜先生參訪母

栗知名景點大湖酒莊，購買苗栗名

校，許銘熙校長首先於校長室迎接來

產。李仁燿副理事長為我國十大傑出

訪貴賓，並感謝哈爾濱工業大學提供

青年，亦是本校傑出校友，不但能寫

「快舟學子」夏季學期工科學校活動

出一手好字，亦擅長拉坯製作小口

10位名額給母校學生申請，獲選學

瓶，名享國際。副理事長當場表演書

生將可與臺灣臺清交成…等8所大學

法，龍飛鳳舞寫下「勤學」兩字送給

(含本校)之學生共同參與本次活動。

哈爾濱工大，也當場表演小口瓶拉

有辦法拉出如此精準美麗的小口瓶。

加更多名額給聯合大學學生申請，或

隨後許銘熙校長偕同本校主管及參與

坏，將一塊一塊的陶土往上拉成封口

在參觀過程中，哈工大貴賓得知本校

於冬季再加辦一場冬季學期工科學校

哈爾濱工業大學「快舟學子」的學

瓶，再以極細的針於頂端封口處鑽一

學生申請該校提供的「快舟學子」夏

活動，給我校學生申請。晚上校長、

生舉行座談會，大家相談甚歡。座

小細洞，本項技術可說是副理事長

季學期工科學校活動熱烈，由6-70位

學務長及貴賓們留在副理事長府第用

談會後長官們陪同哈工大貴賓參觀

的拿手絕活，消耗體力甚大，必須

報名申請學生中選出10名優秀學生赴

餐後，才依依不捨互道珍重。

搭配平時所練養身氣功來拉坏，才

哈爾濱工業大學，當場允諾未來將增

圖書館李茂宗現代陶雕藝術空間、

▲▲校友總會副理事長李仁燿表演小口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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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甲)校區「風雨球場」
歡喜熱鬧啟用！
【秘書室報導】耗資逾五千萬

聖輔導理事長等人共同進行剪綵祈

始於101年於高雄舉辦的全國大專

光良好，完全不用開燈，夜間則採用

元，苗栗最大最雄偉的國立聯合大學

福儀式，校內師生、樂齡大學學員與

校院運動會，係參酌並融合全彩鋼

250W 陶瓷複金屬節能燈具，演色性

第二(八甲)校區風雨球場，於104年3

校外貴賓共300多人蒞臨，歡喜見證

結構的高雄市立青少年籃球場與全

佳，光線柔和不刺眼，未來將爭取於

月4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並邀請苗

啟用典禮。會中還安排聯合大學男籃

模構結構的高雄醫學大學風雨球場

屋頂設置太陽能系統，供應夜間所需

栗縣徐耀昌縣長、陳碧涵立委、教

隊與苗栗高商女籃隊(H B L 103學年

兩者之特點，由聯合大學體育室

電能，朝綠色示範球場目標邁進。

育部倪周華專門委員、苗縣教育處

度高中籃球甲級聯賽全國前八強)進

蔡豐任主任親撰計畫書，並在時任

廣達62公頃的聯合大學第二(八甲

劉火欽處長及苗栗高商張金華校長

行友誼籃球表演賽，另有聯大熱舞社

立委的徐耀昌與陳碧涵立委大力協

)校區已於103年9月全面啟用，隨著

等來賓親臨會場，許銘熙校長與各

活力四射精采演出，場面熱鬧非凡。

助之下，承蒙前教育部蔣偉寧部長

風雨球場的完工啟用，將更加完善第

界貴賓、校級主管及校友總會陳宗

聯合大學風雨球場的興建構想

與高教司黃雯玲司長鼎力支持，促

二校區的體育教學、運動休閒與生活

成聯大風雨球場的興建。全案共

機能，未來將成為聯大最重要的大型

歷經兩年半的奮鬥時間，嶄新的

集會、活動與運動競賽空間，亦可提

多功能風雨球場終於誕生啟用。

供苗栗地區各類活動與比賽場地，日

許銘熙校長在致詞中表示感謝所

後，辦理大型活動將不用再擔心受天

有協助風雨球場順利完工的長官及校

候的影響了。聯大風雨球場啟用後，

內同仁，期望風雨球場啟用落成後能

白天全天候開放，夜間則暫定開放借

帶動運動風氣，讓師生及苗栗縣內民

用至晚上九點，既能為師生提供雨天

享有更優良的學習環境及運動空間。

的戶外運動場地，也可以做為社區民

體育室主任蔡豐任表示，第二(八

眾的休閒活動空間，充分發揮風雨球

甲)校區風雨球場，由向登群建築師

場的多功能使用。

設計監造，沅通營造公司得標興建，

許銘熙校長與苗栗縣徐耀昌縣

球場面積廣達4,240平方公尺，有六

長、陳碧涵立委、教育部倪周華專門

面N B A標準大小的壓克力籃(排)球場

委員、苗縣教育處劉火欽處長及苗栗

及全模構的造型舞台，頂蓬式屋頂則

高商張金華校長等各界貴賓、校級主

採用鋼構、彩鋼與模構三合一的造型

管及校友總會陳宗聖輔導理事長等人

建材，其中薄膜材料有17%，白天採

共同進行剪綵祈福儀式。

香港城市大學師生蒞校參訪
【秘書室報導】香港城市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縮寫：

李茂宗現代陶雕藝術空間，最後在

會人員皆期望雙方未來能開展更多

大學36名學生所組成之交流訪

CityU），簡稱城大，是一所坐落於

客家學院文化觀光學系老師及同學

實質交流活動，並提供學生多元化

問團在該校的李少景教授及陳文

香港九龍塘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校

的帶領下參訪客家學院，雙方師生

之學習機會。

紀教授的帶領下，於104年6月

園地處九龍塘商業區，交通十分便

進行交流對談，討論氣氛熱絡，與

2日下午蒞校訪問，進行學術交

利，學校創立於1984

流。許銘熙校長偕同李增欽副校

年，於1995年正式更

長、高振山副校長等校內主管同

名為香港城市大學，

仁，邀請本校6名港澳僑生共同

更特別介紹該校辦學

與會，在八甲校區電機資訊學院

風格依循校訓「敬 業

B4-201視聽教室熱鬧迎接訪問團。

樂 群」典出《禮記．

許銘熙校長在會中表示誠摯

學記》之由來說明。

的歡迎香港城市大學師生來訪，

接著由國際青年大

並說明八甲(第二)校區為本校全

使全程使用英語簡介學

新啟用之校區，也是目前之主校

校，也將本校最美的風

區，此外，校方長期致力於推動國

景呈現給蒞校來賓。歡

際化，多管道擴大本校師生與國

迎會後安排導覽國鼎圖

際人士及社群的實質交流合作。

書館及客家學院交流聯

香港城市大學李少景教授則

誼會。不僅參觀了本校

提到香港城市大學（英文：C i t y

音響博物館，也參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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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動態總彙整
機械工程學系
103.11.22

舉辦系友回娘家

103.12.24

舉辦名人講座-由顏正國先生主講「放下拳頭，揮毫人生新顏色」

104.01.27~29 至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辦實務教學
104.01.30

至吉輔企業有限公司舉辦實務教學

104.1.31

至漢瑞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辦實務教學

104.03.07

舉辦師生校外參訪-「2015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104年5月25日舉辦校外參訪，參訪地點：台南七股鹽山「中小型風力機系統
測試平台」、高聚光太陽光發電(HCPV)高科驗證
與發展中心-「路竹示範場」，參與學生88人，
能源系大學部一甲、二甲同學。
※104年5月18、29日及6月2日執行國立臺灣科學
教育館104年度「『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公
益學習活動計畫-台中市梧棲區梧南國小。
※104年6月26、29、30日執行國立臺灣科學教育
館104年度「『愛』迪生出發」到校服務公益學
習活動計畫-台中市大安區三光國小。
※本系104年應屆畢業生考取研究所榜單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3月5日邀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劉子明 博士蒞臨本系演講「氣候
變遷下水資源之衝擊、調適與迷思」。
※3月19日邀請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暨土木與防災研究所許懷後 副教授蒞
臨本系演講「大陸邊緣沉積物工程特性與海床穩定性」。
※3月26日邀請中研院 經濟所中研院 經濟所蒞臨本系演講「GIS於工程上之應
用」。
※4月9日邀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陳維東教授蒞臨本系演講「工程營建管
理」。
※5月日邀請中華民國生命保護協會主任林翊達講師蒞臨本系演講「工身心靈成
長之旅」。
※王承德老師於5月8日，帶領本系大二及大四同學至彰化員林鐵路改善局中部
工程處進行參訪。

能源工程學系
※104年3月~6月由系上辦理103-2「專題討論」課程系列講座，計6場次，邀請
國內外知名學者蒞校演講與經驗分享，參與師生踴躍，反應十分熱烈，收穫
豐碩。
場次

時間

1

3/11

2
3
4
5
6

3/11
4/8
4/29
5/6
6/3

主講人
余定陸總裁
理工學院(院週會)
宣大衡副執行長
陳來助執行長
呂學沛博士
林祥泰教授
吳慧屏博士

※104年2月5、6日舉辦第六屆綠能營(綠
色能源科學研究營)，共計有國立苑裡
高中、興華
高中，竹南
高中及苗栗
高中共69位
同學參加。

化學工程學系
※103年11月22日舉辦化學工程學系系友回娘家活動。
※104年2月25日舉辦演
講-邀請中華民國生
命保護協會講師莊文
宜講師，演講題目：
「緊急救護危機之
旅」
※ 104年3月25日舉辦演講-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黃明熙副
研究員，演講題目：「可分解式乳狀液於疫苗佐劑之應用」
※104年4月15日舉辦演講-邀請智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總監施文昌先
生，演講題目：「聚胺酯(PU)材料在光電領域上之應用」
※104年5月6日舉辦演講-邀請台橡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協理丁晴小姐，演講
題目：「老生常談-interview」

主題
移動的迷宮
從22K談起：未來發展與機會
台灣3.0-談跨界挑戰與創新
特用膠材於光電產品的應用
甲烷冰-新型能源介紹
染料敏化及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03年12月16日 系主任領導本系師生與產業進行交流參訪
※103年12月23日 歡樂
耶誕X驚喜交換
※103年12月25日 系
主任與大三同學座談
-近在咫尺的未來
※104年03月11日 產業
演講-余定陸總裁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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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103年11月1日 舉辦
【科技部工程司電力
學門102年度專題研
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103年11月22日 系
友回娘家
※103年12月17日 系週
會-選課說明會
※103年12月20日 專題
成果發表會
※103年12月23日 專題
成果發表召集人會議
※103年12月25日 系學
會耶誕晚會
※103年12月29日 校外
參訪-核研所智慧電
網園區
帶隊老師：吳有基院長、戴滄禮主任、劉仁傑老師

光電工程學系
※2月1日新任主任韓建遠
※3月28、29日全國大專校院光電系球類校際盃賽榮獲第三名
※4月1日師生座談會

經營管理學系
※11月22日舉辦系友回娘家
※12月10日 碩士班名人講座-羅美珍講師(探討高科技時代的企業需求與創新教
育體系之互動模型)
※12月12日103學年度經營管理跨領域專題競賽活動
※3月25日本系傑出校友座談-汪學君系友返校與學弟妹分享職涯心得。
※4月8日碩士班名人講座- Long W.講師(Becoming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
※5月2日2015前瞻管理學術與產業趨勢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 陳世哲教授演講
「你是理性人嗎？你常做錯誤的決策嗎？」

※5月2日2015前瞻管理學術與產業趨勢研討會 主題：「經營管理新思維」論
文發表。
※6月3日經營管理學系-畢業生座談會。巨匠電腦職涯規劃說明會
※6月13日經營管理學系-畢業生撥穗典禮
※6月22日經營管理學系-碩士班迎新茶會

資訊管理學系
※11月8日參加【2014第19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並榮獲7
個獎項
※11月19日邀請優秀畢業系友回娘家進行專題演講
※11月22日系友回娘家
暨系友大會
※11月26日舉辦【三、
四年級師生座談會】
※11月26日舉辦【資管
之夜】
※12月3日舉辦【一、
二年級師生座談會】
※12月4日參加【2014
年度搶鮮大賽】頒獎
典禮，並榮獲4個獎
項舉辦【碩士班師生
座談會】
※12月19日舉辦【100
級資訊管理專題成果
展示暨競賽】
※12月24日舉辦【系週
會暨系員大會】
※12月25日系學會耶誕
晚會
※3月13日【103年度健康促進雲端加值應用評選】，榮獲傑出獎
※3月18日舉辦【國際證照說明會】
※3月25日舉辦【一~三年級「選課說明會」暨志工召募宣傳】活動
※4月9日舉辦103-2「程式設計能力檢核」
※4月13日舉辦【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應用及 2015 CPWC 學生雲端程式設計
世界】專題演講

財務金融學系
※103年11月22日財金系友回娘家-升學與心得分享&餐敘
※103年12月6-7日財金系學會:中財盃(校外中區系隊(籃球、排球)比賽)
※103年12月18日財金系學會:聖誕晚會
※103年12月27-28日財金系學會:中財盃(校外中區系隊(壘球)比賽)
※104年1月21日財金系專題成果發表
※104年3月19日財金系學會現金流-大富翁遊戲
※104年3月25日 財金系小財盃(一)體育競賽
※104年4月9日 財金系烤肉PARTY
※104年6月1日 校長盃桌球錦標
※104年6月2日 財金系校外參訪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104年6月9日財金系送舊晚會
※104年6月10日 財金系校外實習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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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

工業設計學系

※104年3月~5月由系友會贊助辦理2015春季系列講座，一共5場次，邀請國內
外知名建築師與學者蒞校演講與經驗分享，截至4月已完成二場次演講，參
與師生踴躍，反應十分熱烈，收穫豐碩。
場次
1
2
3
4
5

時間
3/12
4/2
5/7
5/21
5/28

主講人
姜樂靜建築師
陳永興建築師
袁宗南老師
孫德鴻建築師
廖桂賢老師

主題
我涼涼的歌是一帖藥，設計解密
島嶼建築師的想像
低碳照明OLED新趨勢
無題
韌性城市與環境設計

※第一場姜樂靜建築師(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
※第二場陳永興建築師(水牛建築師事務所)
※104年聯大建築系春酒暨系友會聯誼會於104年
3月6日假客家本色-市政店圓滿完成，本系教師
及系友會理監事、系友等共計17人參加，餐會
中由關口信行老師針對本系NUU日本交流國際工
▲▲右姜樂靜建築師、左林
作坊進行相關說明，會中黃金豐建築師 (寬埕建
妝鴻系主任
設)、張志銘總經理 (勝緯營造)、許育誠總經理
(文元營造)、陳朝舜建築師、邱振瑋縣議員、李
盛明建築師等多位系友共同贊助100萬元，做為
今年度暑期NUU日本交流國際工作坊(第一年)之
材料費。
※關口信行老師說
明NUU日本交流國際
工作坊內容
※本系師生努力多時的
2015設計教學成果作
品展，將在5月及6月
▲104建築系春酒暨系友會聯誼會合影
分別於台中酒廠及台
北松菸舉辦。
※104/5/7~5/12 2015A+新秀設計展-聯合建築學系設計教學成果展
地點：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國際展演館
※104年6月6日2015畢業設計展-37秺(ㄉㄨˋ)
地點：松山文化創意園區/東向製菸廠
※本系學生近期國內外競圖獲獎實績

第八屆創意狂想巢向未來(2014智慧綠建築設計創意競賽) 創意狂想
獎項
金獎
佳作
佳作

學生姓名
陳惠敏 蔡欣儒
羅仁德 吳東霖
廖哲緯

指導老師
郭怡秀
呂鴻輝
郭怡秀

作品名稱
淨香—淨化空氣
FACE X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Lungs Of The City

2014 SAKURA 金櫻獎 第三屆整體廚房設計大賽
獎項
銀獎

學生姓名
廖哲緯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Come Together

2014俄羅斯「社會革命」建築節競賽
獎項
學生姓名
入選最優十件作品
之一、居民及網路 許絜琇 潘瑞瑜
全球票選第一名
李偉承
全球票選前十名
龔人鳳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吳細顏

Dream within a dream, create
a new world in between

吳細顏

Embracing a zen approach to
life

2015「千塘之介」桃園屋十校設計成果展覽榮獲佳作
獎項
佳作

※本系104年
應屆畢業
生考取研
究所榜單

建築學系 全賀

學生姓名
林幸慧

※3月11日 設計師演講-李根在談「平面設計創作」 (紐約藝術指導俱樂部台灣
代表、台灣設計師周視覺形象總籌、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助理教授)

指導老師
陳維凱

作品
微聲傳遞 To arrive To deepen

※3月18日設計師演講林飛比談「做好賣的
設計」 (品展設計發
行創辦人)
※4月1日設計師演講賴柏志談「專題變商
品量」 (AllroverTW總
監、八輪滑板車(群眾
募資台灣紀錄保持人)
※4月8日設計師演講-尹立 談「原創 ．台灣．無所不能」 (中華民國設計師協
會榮譽理事長、主辦高雄青春設計節、樹德科大動畫與遊戲設計系主任)
※4月29日設計師演講-簡志源談「傳統食品再創新、地方特色展風情」(泉利米
香總經理)
※5月6日專題演講-鍾瑩瑩總經理 談「混水摸魚的樂趣」(台灣精緻農業外貿發
展協會理事長、華錦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6月18日 學生期末總展

華語文學系
※11月22日舉辦系友回娘家
※12月18日籍訪問學者畑村學教授演講「日本學生學習漢文-以《論語》為例」
※12月26~28日劉主任若緹與系上教師一同參與2014年銘傳大學主辦「第十三
屆臺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人為劉若緹主任
※04月21日劉主任若緹
及何修仁教師帶領三
年級學生至台北聯合
報參訪
※05月3日趙書琴老師帶
領三年級學生參訪台
北松山文創展覽
※5月13日辦理讀書會活
動，主持人為戴玉珍
老師
※5月25日辦理會展實務
演講-辦理大型會展活
動活動要點。主持人為
趙玉萍老師
※06月2日辦理文案企劃
與編輯實務演講-玩文
字、做行銷。主持人為
黃美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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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分會

總會與分會活動
▍校友總會
△ 5.31中區分會鹿港深度知性之旅

▍新竹分會

△ 5.31中區分會鹿港深度知性之旅工
作人員合影

△ 1.10校友總會第九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2.8新竹分會於心鮮森林舉辦會長
交接典禮。(左)總會鐘福祥理事
長、(右)新竹分會林雨蓁會長

△ 2.8新竹分會於心鮮森林舉辦會長
交接典禮

▍工管/經管系友會
△ 3.11校友總會及各分會與母校各系
學會代表座談

△ 5.23校友總會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北區分會

△ 103.11.22 工管/經管系友會成立大會

△ 103.12.28北區分會於貴子坑會長
交接。(左)總會鐘福祥理事長、(右)
北區寇惠民會長

△ 103.12.28北區分會於貴子坑會長
交接

△ 4.11 北區分會於鶯歌陶瓷老街風情館舉辦第四屆第一次會議暨校友聯誼

△ 工管/經管系友會 楊勝欽會長

△ 4.19 工管/經管中區系友會聯誼活動

△ 5.24工管/經管北區系友會聯誼活動

△ 7.12工管/經管南區系友會聯誼活動

▍高屏分會

▍桃園分會

△ 1.1桃園分會元旦冬季活動天湖張
山寨

△ 5.26桃園分會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
聯席會

△ 7.11~12 桃園分會高雄校友聯誼活動

△ 7.11~12 桃園分會高雄校友聯誼活動

2.1 高屏分會成立大會

高屏分會 蔣順田會長

4.19 高屏分會校友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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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度傑出校友

忘記

◆ ◆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蔡東湖

隨著歲月的增長，有些事情

那就常回來吧，讓新的記憶加進

勞節儉是苗栗的特色，卻也相對保

學的研究，以及較深入的微透析技

隨講隨忘記，有些事的忘記是時間

來，否則，哪一天這塊蛋白質分解

守，若有遺憾，就是沒學好客家話。

術應用。返國後，這又是另一個夢

長久已經記不起來了，這些都可理

了，記憶就消失了。

聯合其實是築夢的開始，或

想的開始，人生有夢最美，希望相

解。但有些事情時間久遠，應該要

聯合大學的蛻變與轉型，是

許是生於憂患的體質，有助於往後

隨。這些年，我都在大學擔任教學

忘記的，卻又忘不了。例如，一段

所有聯合人的努力，師長們慘澹經

追逐當時年少的夢想。畢業後去當

和研究工作。目前的現職是陽明大

感情、一段經歷…等等，無論時間

營，在教育的分類上，當年我們是

兵，然後，返鄉在高雄工作，在大

學，傳統醫藥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長短，當勾起回憶時，卻又歷歷在

技職體系，可想而知老師們的辛

社工業區石化廠輪班，工作了約3

求學過程，一路從技職體系、

目。其實，記憶不是抽象的名詞，

苦，上課時數多，研究資源少。但

年，後來有再念書的念頭，接下來

一般型大學、研究型大學、再到世

記憶是一個實體，我們可能看得

學生是幸福的，回想我在聯合的日

整個方向都改變了。民國71年的秋

界一流大學。這些歷練後，我也有

到，也摸得著，在科學上的解釋

子，是溫馨的，和同學的感情也融

天，我轉換跑到，去念藥學系，在

一些體會，大學教育的本質應該是

是，記憶形成的過程是可能一塊蛋

洽，活動很多，有溪、阿縱走(溪

我半工半讀完成台北醫學大學藥學

在人格的培養，培養年輕人有獨立

白質的合成，過程越是刻骨銘心，

頭、阿里山縱走)、雪山登山…，

系的教育後，也在陽明大學藥理所

邏輯思考的能力。

這塊蛋白質就越堅固，他存在於腦

還有大大小小的活動，如老田寮水

陸續完成碩士及博士學位。接著，

題目名為忘記，是經驗的分

中的某個部位，只是不知道在哪

庫(改名為明德水庫)、馬拉邦山、

獲得國科會公費資助，並順利被英

享，有些事情很快就忘記，有些事

裡。回想到母校聯合大學(前身是

大湖…等等，足球賽、籃球賽…等

國劍橋大學，實驗心理系神經科學

情卻忘不了。應校友會刊邀請寫這

聯合工專)化工科就讀，是我第一

等，太多的回憶了。怎麼會有那麼

中心Trevor Robbins教授(英國自然

短文，也和校友分享在聯合的經

次離開家鄉，那年是民國65年夏

多的活動，哪時有沒在念書就記不

雜誌的編輯)接受，同意我至該校

歷，聯合的記憶是一塊堅硬的蛋白

天，距今39年了，若勾起當年的回

得了，可能是蛋白質分解了。聯合

繼續博士後研究。這期間的研究

質，不會很快被分解，大家一起來

憶，還真的忘不了，既然忘不了，

校園地處苗栗，以客家族群居多，勤

也開啟了往後在中樞神經藥物動力

分享吧。

103年度傑出校友
◆ ◆70年機械工程科  劉福松  
兒童時期在嘉義縣中埔鄉生

科，當時內心的想法是學得一點技

我得到了教訓。這也警惕了我未來

活、讀書，父親是38年隨政府來台

術，畢業後做"黑手"賺錢過活，高

從事任何行業都要本本份份，踏踏

工作來者不拒，四年多創下了無

軍人，是兩手空空的遷台人士。爸

三時遇到改變我想法的導師，他告

實實的做，不能心存僥倖。因為晚

遲到早退及任何請假紀錄。1990

爸退伍後在嘉義木材廠工作，小學

訴我必須努力考二專，這張高工畢

了同學一年服役，也為了存人生的

年結婚太太從事食品原料、添加物

一年級時父親腿斷了在台南榮民之

業證書拿來擦屁股都會得痔瘡，我

第一桶金，我主動選擇了四年志願

工作，婚後想創業做食品原料業務

家住院開刀治療整整一年，後來經

的人生不應只有這樣。這一番話如

役軍官，服役期間主要負責車輛零

一直在腦中盤旋，很誠心的請教老

人介紹和母親到台北工作，我必須

提壺灌頂般澆了我一把，經過一年

件倉儲管理、採購、補給，讓我學

闆，請他以一位長者、過來人的經

和弟弟過著獨自留在嘉義親友幫忙

努力如願的考上了聯合工專機械工

到如何管理人和物的一些技巧，退

歷評估我的可能性，並提供意見，

照顧寄人籬下的生活。在此時我從

程科，這也是全校唯二考上二專，

伍也順利儲存了50萬元半桶金，

我得到了很多的寶貴意見，並鼓勵

害怕、徬徨、無助的情境馬上要轉

師長、父母都與有榮焉。在聯合工

1986年底退伍當下用這半桶金在

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咨商，20幾

換成堅強、獨立、自主和弟弟一起

專我接受很多師長的教誨，也開拓

台北新莊預購了生平第一間房子，

年來我們每年都會聯絡、聚聚，他

成長生活，當時情況讓我幼小的心

許多前所未有的視野(例如瞭解了

這也是我後來創業的資金來源。

是我一生中少有的貴人。

靈感覺，雖然大家生活都很辛苦，

做為一個專業稱職的技術人員、工

服役時大部份工作都是須和

1991年創立公司，用房地產

但是親戚們都可以全家在一起生

程師所需的知識不是一個單純”黑

各單位協調、談判、供應物料等業

貸款和親友入股以300萬元做為創

活，為什麼我們家就要分隔兩、三

手”可以做到的)，讓我在二坪山

務工作，產生了對業務行銷的興

業資金，初期5人公司，所有事項

處過活(姊姊國中後到外地工作)。

的日子受益良多。

趣，也有了一點點想自己當老闆的

都必須親力親為，真的是校長兼撞

我也知道我們家經濟條件是非常

二專二年級上學期因一個週日

夢想。退伍後直接從事業務行銷工

鐘，抱著”聯合”苦幹實幹，吃苦

差，外界環境是非常殘酷的，唯有

翹課的舉動，我嚐到了必須延畢的

作，公司是代理國外的基本金屬銷

當吃補的精神，才能累積至今日小

靠自己努力才能改變現有狀況。

後果，眼看著同學們開心的畢業要

售，很幸運的遇到一位肯教我、用

小規模，很感激所有幫助我們的

國中遷居台北板橋，因城鄉教

展開人生新的旅程，而我一個貪玩

我的好老闆(我們是嘉義中埔的同

人，更感激學校教育我們的師長，

學差距課業一直都是中等成績。高

投機的動作須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鄉)，我非常認真學習業務應對、

未來一定努力盡責奉獻一己之力答

中就讀台北私立開平中學汽車修護

心中的悔恨及茫然宛如世界末日，

國際貿易、資金控管等知識，所有

謝各界的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