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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五二，榮耀東南 

校友會 李錦堃 理事長 
    從東南工專、東南技術學院到東南科技

大學。感謝歷屆理事長暨團隊與本屆服務人

員同心協力，因應新環境，搭配各項任務，

全力以赴。 

     我們要感謝 蔣創辦人志平先生，辛勤

耕耘，認真努力，全力提升教學品質，使得

每位畢業的學生都有一技之長，對國家經濟

發展盡一分心力，同時為自己創造美好的前

途。 

    感謝歷年來校友的熱心公益捐款，對於

品學兼優與清寒家庭的鼓勵與輔助。 

    今年欣逢 52 週年校慶，特別感謝蔣南南

董事長，林守義常務董事，李清吟校長，還

有本校退休或在職的老師與教職員，對校友

會工作的協助與支持，為在校的學生和畢業

的校友搭設友誼的橋樑，對於學生課業精進

與校友事業發展，都有偉大的貢獻。 

敬祝 東南科技大學  校運昌隆 

敬祝 東南科技大學全體師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欣逢母親節，敬祝 闔家團圓，幸福美滿 

李錦堃 110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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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榮耀東南 再創新局 

李清吟 校長 
各位校友大家好！ 

    從去年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

爆發至今，全世界都籠罩在緊張不安的氛圍中，

為了做好防疫避免感染，亦改變了人們傳統的

生活作息與工作型態，不僅減少人與人直接接

觸的機會，關懷溫度也隨之下降，相對的增加

許多不想出門的宅神，外送服務亦日漸興盛等

等。全球產業趨勢與供應鏈正進行全面大洗牌，

為了因應突如其來且未見舒緩的疫情，各位校

友經營的事業或從事的工作，相信也都受到疫

情衝擊的影響，當然學校也不例外。  

    雖然這段時間疫情改變了大家的生活型

態，但我深深感受到校友對學校的支持與幫助

非但熱情不減，反而持續加溫。 

 

1.去年香蕉生產過盛價錢崩跌，校友會李錦堃

理事長與國內臺灣科大、勤益科大、聯合大學

等 7 所大學校友會，共同發起「團購香蕉，回

饋母校，拯救蕉農」行動。 

2.為激勵學弟學妹學習動機，給予人生導師，

研發處協同校友會持續邀約傑出校友錄製建

檔，暢談奮鬥人生與送給學弟妹的話。 

傑出校友專訪影片如下： 

校友會 李錦堃 理事長 

https://youtu.be/GFFuPMMYpdg 

亞蘭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徐忠胤 董事長

https://youtu.be/ZXRv6TvviKo 

玖原機構 洪村山 總裁

https://youtu.be/Q7_MMzG3FiU 

東宇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林仲曦 董事長

https://youtu.be/A6uQsv5zk10 

朝國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曄總經理

https://youtu.be/MMb42Inav6s 

泉鋼企業有限公司 張友讓董事長

https://youtu.be/cUnENzgt2oo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公司 廖學茂董事長

https://youtu.be/rj6Ci4Dyjdw 

 

3.為幫助經濟弱勢的學弟學妹，眾多校友（請

詳閱徵信明細表）慷慨解囊提供獎學金、完善

弱勢協助基金及弱勢助學金，109 年總共金額

1,646,000 元。(含高劉銘獎助學金及土木系

友會獎助學金) 

 

4.為增進校友與學校主管對產業發展脈動與

管理實務的瞭解，傑出校友聯誼會陸續安排參

https://youtu.be/GFFuPMMYpdg
https://youtu.be/ZXRv6TvviKo
https://youtu.be/Q7_MMzG3FiU
https://youtu.be/A6uQsv5zk10
https://youtu.be/MMb42Inav6s
https://youtu.be/cUnENzgt2oo
https://youtu.be/rj6Ci4Dyj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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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長榮空運倉儲、桃園航空城與思科資訊人才

培育中心。 

 

5.東南科大獅子會與學校聯合做公益，每學年

共同舉辦「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活動 2

次。 

 

6.為讓學弟學妹能夠學到最頂級的設備、技術

與料理，與米其林評鑑同步接軌，中悅機構八

京建設鄭桂林總經理，也是和家國際公司執行

長慨捐上百萬植入 AI 的科技餐飲設備。 

 

7.為強化學生的實務經驗，許多校友企業提供

學期與學年實習機會，嘉惠眾多學弟妹。 

     

    這幾年來學校為減緩少子化帶來的衝擊，

藉由院系（所）整併及開源節流，讓院系（所）

更能聚焦特色與亮點，著重教學品質與學習成

效，強化學校形象與口碑。另一方面進行校舍

重整，結合知名品牌企業進駐本校進行產學合

作，同時利用本校擁有的 50 個國家技能檢定

考場與 22 個國際證照考場，充分發揮教育功

能，培訓學生與社會學員。我希望眾多校友能

持續作為學校的後盾，給予學校更多的支持與

協助，讓東南科技大學屹立不搖，永續發展。

也希望校友們能夠善用學校的資源，找機會利

用工作餘暇回校充電，俾利學成後能在職場發

展更加順利成功。最後讓我們一起祝福東南科

技大學 52 週年生日快樂，校運昌隆！ 

校長 李清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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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祕道：人脈學院   

 廖學茂 董事

    東南科大的校友與先進前輩大家好，我

是東南工專時期第四屆電機科畢業校友-廖

學茂。畢業 43 年多，我從不忘母校栽培之情，

曾擔任過 6 年校友會理事長、15 年副理事長

以及傑出校友聯誼會創會會長，更長期號召

校友捐款支持母校發展。很高興能夠與大家

一同持續見證母校的光榮與卓越，在此祝東

南科技大學 52 週年校慶快樂，校運昌隆！ 

  多年來，不少人曾問過我「廖董事長，

您成功的秘訣是什麼」或是「如何達到您現

在的成就」，答案其實很簡單只是需要用心觀

察。我認為成功除了依靠努力不懈，廣結善

緣，建立自己的獨特人脈圈更是另一條通往

成功的秘道。仍記得求學時，一位教授說曾

說過：「一個班級中，成功的通常不是那些第

一名的人，而是那些人際關係好的人」，這番

簡短有力的教誨讓我受用至今。42 年職涯中，

我始終秉持著「行善事、結善緣」理念，從

公益出發，用同理心利人利己，結交各界超

過 60 多位專家、學者、達人以及其他公益者，

為自己打造良好人脈圈。我的身分不僅是「富

士達保經公司」董事長，更是「中華保險服

務協會」理事長、「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救國團台北市團委會」會長、「張老師基金

會台北中心」主任委員、「政大校友會」理事

長、「北京大學 EMBA 台灣校友會」理事長、

「台大 EMBA 校友基金會」董事等等。多重

身分的「斜槓人生」不但豐富我的生活，更

點亮許多珍貴的緣份！ 

  另外，希望藉此機會向大家推薦《成功

的祕道：人脈學院》一書。這本著作是我時

隔七年後，再次傾囊相授的人生經驗寶典，

書中內容將教導大家如何運用擴展人脈追尋

幸福，青年學子可以為建立人脈及早做好準

備，社會新鮮人可以瞭解如何快速擴展人脈，

而成功人士也能藉此學習如何精進人脈，幫

助不同年齡層的人建立自己獨特的「人脈金

礦」！東南科技大學人才輩出，眾多校友與

先進前輩都在不同領域中發光發熱。身為東

南科大校友的一員，期盼我們每一位都能成

為彼此的助力，打造出屬於東南科大的獨特

人脈圈，一起持續造福母校學弟妹們，也能

相互支持，成為最好的緣分！ 

  秉持回饋社會的理念，《成功的祕道：人

脈學院》所有個人版稅收入與 20%出版社盈

餘將全數捐贈「張老師基金會」作為公益活

動經費；不以營利為目的，僅期盼這本寶典

能協助讀者們成功建立人脈，繼續創造善緣！

非常歡迎大家購書一起享受閱讀樂趣，同時

支持公益！有興趣的朋友可至博客來、誠品

或金石堂等網路/實體通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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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感言   

 徐忠胤 前理事長

各位校友們大家好: 

    因 COVID-19 的侵襲，擾亂了全球人類

的生活步調與節奏。全世界無一國倖免，更

重創了經濟。全球死亡人數超過 300 萬人，

可謂是世紀之災。我國防疫成果不錯，確診

千人(多數為境外移入)，但隱藏性的病毒無所

不在，我們還是不可大意和疏忽，請戴口罩、

勤洗手，遠離病毒的威脅。去年病毒肆虐全

球，我們也緊閉國門，限制團體聚會，所以

東南校慶不得不停辦一次，這也是東南科大

史上頭一次。今年疫情趨緩，將續辦 52 週年

校慶。各位校友們，讓我們同心歡慶，慶祝

東南科大生日快樂。 

    校友會也舉辦校慶晚會，今年改在夜間

舉行，地點在新店星靓點花園飯店舉辦，期

盼各位師長、校友們熱情出席，迎接睽違 2

年的校慶大團圓、大歡唱。最後祝本校 校運

昌隆，也祝師長們、校友們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  

          校友會  前理事長  徐忠胤敬賀 

校慶感言  

李冠群 前理事長 

    東南工專起初建校時，不僅是學校，更

像「家」。師長像家長，隨時可以叫出你的名

字來。無論生病，缺課，有什麼狀況，學校

一清二楚，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情同家人。

創辨人蔣志平先生的建校精神與熱情感動歷

屆的老師與學生。好些老師說～都是受蔣先

生的感召才來任教或繼續留任。 

    四十一年前蔣先生還特別撥空偕同陳應

琮校長參加我與妻的婚宴，可見他們真情關

愛自已的學生，真是感恩！最近有機會探望

了陳校長，身體依然硬朗，說話清晰有力，

愛心還是滿滿。關心我們的家庭和子女的生

活丶離校後社會的經歷等等。 

    陳校長曾擔任我們班的導師與國文老師，

時常深入關懷同學的生活，大家對她也格外

敬重。歲月如稄，我的兩個兒子也已成家立

業，孫女也已五歲了。常懷念在校學習成長

的那些珍貴的時光！ 

    當年專科教育確實為國家發展提供了適

時的人力與技能，推動建教合作，使學生可

以學以致用。回首台灣過去輝煌的四十年，

東南人都曾在各個角落參與或投入建設的行

列，未曾缺席，對此我們深感榮幸！也感謝

學校的栽培，各屆師長們的努力。如今 

適逢母校 52 周年校慶，祝賀 

    同學～學業突飛猛進， 

    母校～教育英才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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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母校校慶圓滿成功   

 傑出校友聯誼會 廖清宏 會長

    欣逢母校創校 52 年，回顧過往母校生活

點滴，都是一生中難忘的一段旅程，那是我

們曾經經歷的歲月，從南港往深坑南深路上

指南六路擠公車，進校門後走在一棟棟大樓

間的斜坡與階梯，午餐時同學們在四維樓搭

伙的熱鬧時光，老董事長穿著不吸菸背心的

身影，週會時整齊的學生隊伍與樂隊演奏齊

唱國歌，傍晚時分在安靜校園散步，我們一

起留下這些精彩的美好時刻。 

    感謝母校培育英才的用心，感謝師長帶

領進入浩瀚學海，感謝同學們同窗相互勵進，

感謝學長校友們示範帶領。 

    在這值得慶祝的日子，清宏謹代表東南

傑出校友聯誼會全體向母校師長致上最高敬

意，您們辛苦了！也祝校慶大會圓滿成功！ 

 

各位學長姐闔家平安！事業成功！ 

 

東南傑出校友聯誼會 第 14 屆會長 廖清宏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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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好自己 

雷文中 校友    

    三十幾年在醫療儀器界服務，每日接觸

醫療院所，日日上演各種不同的人生病痛。

這種種煉獄生活，心中會有無限感慨是無法

以筆墨形容。生命之「捨得｣ 、「放下｣非圓

滿可達的境界。而這門人生必經的功課，面

對生命終戰的前題是 

如何照顧好自己。 

    首先要認定自己是最重要的，愛自己是

無可替代的，培養自己「為學」、「做人處事」、

「品德修為」是基本準則，讓自己身、心、

靈健康快樂是不變法則。 

    記住當你愛自己，才知道如何生活。生

活打敗你的原因只是你沒有真正愛自已。生

活中會有許多狀況，有沒有想到眾多狀況其

實非你想要的，要取捨更要把不要的歸零。

生活的愛是需要周遭人的支持。愛自己最大

阻礙就是所謂自私而自私與愛自己如何分辨

是自己心中的尺。愛自己會產生:分享、珍惜、

傳遞、感染、諸多共振而產生快樂。快樂是

可選擇的但沒有身分地位…等分別，讓自已

快樂就是現在，就是這裡，凡事都能快樂。 

    能照顧好自己是自己最大幸福，生活中

擁有時知感恩，沒有時接受失去。學會對慾

望放手才是真自在，放下生活執念是真自由。   

如聖嚴法師所云:『見有不貪愛，見空不恐

懼』。 

以下是自己針對照顧好自己提供個人淺見: 

1. 學會多愛自己一點，對自己好一點。 

2. 經濟、生活可以獨立 。 

3. 接受自己優缺點，能享受自己的心情。 

4. 學會放手，接受的藝術。 

5. 學會愛與被愛，面對憤怒。控制情緒，照

顧自己的情緒。 

6. 設定生活階段目標。 (諸如:工作、教育、

休息、休閒…等規劃) 

7. 學會溝通，讓他人聊解你。 

8. 有信任的生命顧問協助。 ( 諸如:宗教、

良善社團、醫師、健身運動、飲食…等所

需的諮詢 ) 

9. 參與宗教善知識學習與傳遞善知識尋求

心靈的清淨。 

10. 養成多元(藝術、文化、音樂、戲劇…等欣

賞)讓自已愉悅。 

    最後生命中，人與人間緣分終究會分離。

要謙卑面對無常生命，愛你所做， 持續自己

人生，而最大的對手就是自己，而人生的風

險永遠是自己的心。當人生即將謝幕時，請

用感恩的心對內心的自己說一聲「 親愛的自

己，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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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母校點滴    

梁忠岳 校友 
    近日接獲母校東南通知校慶徵稿，想想

離開她已 35 年了，回想在校期間我不懂人際

相處，到最後可說從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毛

頭小子，蛻變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完全是同學和師長的功勞，而擁有大專學歷，

當兵是人人稱羨的大專兵，這一切感到很心

満意足，但是父母仍希望我再插大，我也不

負眾望考入文大。 

    大學生涯多采多姿，人是如當兵一樣從

全國各地而來的菁英，讓我對人開始產生興

趣，進入社會先做圖書業，再入公職主要是

工程交通專業，對這次台鐵太魯閣號事件，

我覺得天災人禍都要避免，尤其之前的新冠

肺炎害大家不敢正常社交，但只要大家各司

其職不分彼此，國家才有希望，我個人在成

功之餘也是常做

公益，不為名利

只認是非。 

    退休生活雖

然清悠，但我總

是閒不下來，旅

行業經理人做得

很起勁，有時候

又在大學兼點課

教育人才，為的

是培養出學用合一的專業人士，值此母校生

日，祝東南成為新北市辦學績優、學生數成

長快速的一流學府。 

          

         五專土木 68 年班  梁忠岳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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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大團結 109 年度捐款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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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相關獎助學金通過名單 

108-2 傑出校友吳義芳獎助學金通過名單 

序號 科系班級 姓名 

1 電子二甲 林○瑋 

2 電子二甲 鄭○珩 

3 能空二乙 張○祥 

4 電機四甲 游○翰 

5 創設四甲 高○璤 

6 休管四甲 凃○貞 

7 創設四甲 陳○雯 

8 企管二甲 鄭○志 

9 電子二甲 李○宇 

10 電子二甲 許○鈞 

11 電子二甲 白○威 

12 電子一甲 彭○雲 

108-2 傑出校友張偉華獎助學金通過名單 

序號 科系班級 姓名 

1 電子二甲 鄭○澤 

2 電子二甲 高○旗 

3 電子二甲 吳○昂 

108-2 傑出校友高劉銘獎助學金通過名單 

序號 科系班級 姓名 

1 能源一甲 黃○鈞 

2 能源一甲 黃○瑋 

3 能源二甲 張○祥 

4 能源二甲 張○恩 

5 能源三甲 魏○宇 

6 能源三甲 卓○賢 

7 能源三乙 方○嘉 

8 能源三乙 林○達 

9 能源四甲 戴○昇 

10 能源四甲 林○珺 

11 能源四乙 王○丞 

12 能源四乙 蕭○維 

108-2 土木系友會獎助學金通過名單 

序號 科系班級 姓名 

1 營空二甲 蔣○湘 

2 營空三甲 杜○曄 

3 營空二甲 游○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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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傑出校友吳義芳獎助學金通過名單 

序號 科系班級 姓名 

1 電子三甲 吳○昂 

2 電子三甲 白○威 

3 電機所碩一 游○翰 

4 機械三丙 周○恩 

5 表藝三乙 鄺○東 

109-1 傑出校友高劉銘獎助學金通過名單 

序號 科系班級 姓名 

1 能源二甲 黃○瑋 

2 能源二甲 高○賢 

3 能源三甲 陳○婷 

4 能源三甲 余○寯 

5 能源四甲 張○健 

6 能源四甲 卓○賢 

7 能源四乙 張○嘉 

8 能源四乙 林○達 

109 學年度校友認養弱勢學生通過名單 

序號 科系班級 姓名 認養校友 

1 營空一甲 王○萱 洪村山 校友 

2 機械四乙 范○豪 洪村山 校友 

3 休管二甲 簡○家 洪村山 校友 

4 休管一乙 張○真 洪村山 校友 

5 觀光二甲 蕭○元 洪村山 校友 

6 休管二甲 劉○豪 洪村山 校友 

7 數媒三乙 林○容 洪村山 校友 

8 機械二丁 黃○綸 洪村山 校友 

9 電子二甲 彭○雲 洪村山 校友 

10 休管一乙 葉○維 洪村山 校友 

11 應英一甲 毛○貴 林德文 校友 

12 能空三甲 郭○霖 石智銘 校友 

13 電子三甲 李○宇 勞謙 校友 

14 休管四甲 王○晨 郭桂同 校友 

15 應英一甲 許○茵 東南科大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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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110 年度傑出校友當選名單 

序號 姓名 畢業科系 

1 林德文 機械科 

2 劉蔡中 機電整合研究所 

3 雷文中 機械科 

4 劉志強 電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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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東南科大首座設立無人機國家考場與培訓基地 

 近年來無人機因效率高、成本低已廣泛

應用於高壓線電力巡查、森林巡檢、測繪航

測、石油管線巡檢、環境治理、農藥噴灑、

橋梁公路巡檢、商業表演等眾多行業。因應

遙控無人機法規管理需求，民用航空法遙控

無人機專章將自 109 年 3 月 31 日施行。依

據民航局遙控無人機專章，個人因休閒、娛

樂用途、無涉例外限制排除項目操作二公斤

以上者，須通過學科測驗取得普通操作證；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含媒體)，至少須

持有基本級專業操作證，始得執行飛行任

務。 

 為配合遙控無人機專章施行所帶來的大

量證照考試急迫需求，東南科技大學眼光獨

到，搶搭無人機與智慧產業的潮流，期盼透

過無人機打造東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印象，

設立北北基首座無人機國家考場，及「飛手」

培訓基地，並成為北區最熱門的無人機考照、

培訓機構，並配合民航局密集推動無人機飛

手證照考試。民航局保守預估全國無人機考

照需求將超過六千人以上，截至 109 年 3 月

民航局開放公部門及受公部門委託報考人數

已達五百人次，未來三月中旬後開放一般民

眾報考，將迎來新一波考照需求的高峰。 

 東南科技大學校長李清吟表示:考取無人

機證照對考生的操作技能要求門檻並不低，

如果考試前經過專業的培訓及練習會讓考生

消除緊張情緒，可讓考試過程更加順利。為

此東南科技大學與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

合作共同推出無人機術科培訓的服務，幫助

無人機飛手順利考取證照。台灣無人機應用

發展協會(UASTW)是台灣無人機行業最具

規模的民間團體，也是台灣無人機培訓的領

軍者，協會 2019 年總培訓人數近五百人，

其中包含勞動力發展署無人機職業飛手課程、

無人機與 AI 智慧應用人才培訓，以及公部門、

行業委託定制培訓等，協會近幾年推出的無

人機培訓課程一直受到業界的認可，擁有良

好的口碑，成果豐碩。 

 為服務廣大需求之考生，東南科技大學

與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合作，三月下旬

起推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

署補助的無人機術科培訓課程，以及 29 歲以

下青年無人機就業專班課程等。充分運用東

南科技大學場地優勢，開設專業培訓課程，

符合資格學員亦可獲得全額或八成學費補助，

沒有任何經濟負擔即可培訓與原地考照，同

時亦充分利用政府資源，協助無人機產業界

的人才培訓，促進產業就業穩定，無人機飛

手順利執業發展，提升學員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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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首創「3D 數位遊戲藝術」訓練中心 進軍國際大賽 

 2019 年俄羅斯喀山國際技能競賽新增

「3D 數位遊戲藝術」職類，成為編號 50 號

的青年組正式比賽項目，東南科技大學在勞

動部技能檢定中心指導下，結合台灣遊戲產

業合作發展協會、TAVAR 社團法人台灣虛擬

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華碩、Intel、NVIDIA

等產官學界，建置「3D 數位遊戲藝術訓練中

心」，並於今(28)日正式啟用揭牌。 

 蒞校貴賓除產業界外，尚有教育界的復

興商工校長王志誠及副校長陳效宗、新北高

工校長林恭煌及組長李宏傑、木柵高工校長

李通傑、大安高工校長楊益強與主任林聖峰、

松山工農校長何杉友、泰北高中校長陳建佑、

景文高中校長黃景生、滬江高中校長蔡玲玲、

協和佑德高中校長陳忠全、智光商工校長陳

炳輝、南港高工實習處主任林謙育、育達高

職設計群科主任黃柏諴等 11 位策略聯盟的

高中職校長及 4 位主任親臨見證，更為 3D

數位遊戲藝術訓練中心正式啟用增添風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副署長林宏德致詞

時表示，很高興看到東南科技大學投人大量

資源來成立訓練中心，未來期許訓練中心除

了培養技能競賽的選手以外，更能培育人才

供遊戲與電競產業來使用，提高畢業學生的

就業率。 

 華碩聯合科技副總經理江尹涵表示，華

碩的電競品牌 ROG 玩家共和國多年來深耕

電競產業發展與活動賽事，思考如何運用最

新科技，持續創新打造各式重裝精銳，為遊

戲產業與教育界加溫、挹注更多成長動能，

這次很榮幸攜手東南科技大學成立『3D 數位

遊戲藝術訓練中心』，以超凡卓越的硬體設備，

滿足 3D 數位遊戲藝術類人才的使用需求，

讓學生盡情釋放創造力，也希望藉此表達對

於數位遊戲教育的支持。 

 新北高工校長林恭煌表示，新北高工申

請【新北創新教育加速器計畫】就與東南科

技大學合作，題目為跨領域 XR 遊戲創作人

才培育，最後榮獲進階獎，連續三年可獲得

新北市 300 萬元經費補助。 

 東南科技大學數位遊戲設計系周雲虎教

授，也是全國 3D 數位遊戲藝術技能競賽裁

判長表示，強調政府近年來對遊戲與電競產

業大力推推動，而遊戲與電競的 3D 動畫及

角色設計是遊戲與電競產品是否吸引玩家目

光的重要元素，當然也是遊戲與電競產業人

力極度缺乏的領域。 

 因此，東南科技大學數位遊戲設計系投

入人力物力等各項資源建置 3D 數位遊戲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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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訓練中心，其目的在於成為全國 3D 數位

遊戲藝術職類人才培訓與技術研究交換的重

要平台。除了結合產官學資源，培訓學用合

一的 3D 數位遊戲藝術工程師以外，進而培

訓國內技能競賽各級選手來為國增光，最後

成為 3D 數位遊戲藝術職類相關技術的資源

與研發重鎮。 

    東南科技大學校長李清吟表示，除了建

置 3D 數位遊戲藝術訓練中心培訓在校學生

通過與 3D 數位遊戲藝術相關國際證照(每年

至少 100 張)以外，更與業界建立完整的產學

合作培訓計畫，從辦理各項相關競賽及教育

訓練，到每年提供 15~30 位學生至海內外實

習及就業機會，內容包括遊戲開發、3D建模、

遊戲美術、場景美術等工作。 

 東南科技大學更與高中職形成策略聯盟，

合作推出「3+4+3」黃金十年計畫，也就是

高中職三年再加上大學四年，再加上畢業後

三年的就業，形成十年一貫、學習不斷的課

程，專案培訓高中職校優秀學生，參加 3D

數位遊戲藝術職類各項競賽，此外，亦提供

策略聯盟學校教師，研習 3D 數位遊戲藝術

相關技術，每年至少舉辦 2 次全國教師研習，

成為高中職學校的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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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人文講座」 廖學茂開講奮鬥人生 
 東南科技大學昨(4)日舉辦「人文講座」，

邀請富士達保經董事長廖學茂演講，廖董事

長以「我的奮鬥人生~我讀過的書、走過的路」

為題，鼓勵學生要勇於做夢、不怕改變，才

能替自己開創無限的可能性。 

 東南科技大學李清吟校長致詞時表示，

廖董事長為東南工專時期第四屆電機科畢業

校友，除了個人事業成功，更難能可貴的是

始終不忘母校栽培之情，號召校友捐款，支

持母校的發展，幫助學弟妹順利完成學業，

數十年來熱忱不減，著實令人敬佩。今天的

「人文講座」，希望透過廖董事長的現身說法，

同學們能以大學長為榜樣，在個人的專業學

習之外，也要懂得學習關懷社會與身邊的人

事物。 

 廖董事長在演講中告訴在座學子決定努

力做一件事的重要，分享自己畢業後 25 歲開

始進入壽險業，從業務基層做起，35 歲做到

執行副總，42 歲擔任英國保誠人壽執行副總，

48 歲成為英國保誠人壽第 1 位台灣人總經理，

雖然已獲得一般人眼中很大的成就，但廖董

事長說他心裡有一個決定：他想當董事長。 

 在這個決定後，他毅然決然辭去人人嚮

往的總經理工作，創立了富士達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但公司甫成立就遇到金融風

暴，受到景氣影響，持續虧損。廖董事長堅

持要讓公司經營下去，他選擇投資自己，遠

赴北京大學修讀 EMBA，一邊讀書，一邊經

營公司，三年的時間公司終於轉虧為盈，現

在在他嚴謹的領導下富士達保經已躋身台灣

前 10 帶保經公司。 

 廖董事長說他一生中有許多夢想，鼓勵

學生應該要多作夢，晚上作夢，白天也要作

夢。但是有了夢想，就要付出相對的努力。

例如求學的過程，五專畢業後，他想讀政大，

於是考進政大 EMBA，完成學業後，他想讀

北京大學，努力考進北京大學 EMBA，並完

成學業。接著他想進入台大學習，又考進台

大 EMBA，現在 62 歲仍在學，廖董事長笑

著說接下來他的目標是美國哈佛大學了。 

 最後廖董事長說如果要問他成功的關鍵

是什麼，那就是不要怕改變，鼓勵學生要有

終身學習的觀念，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並

勉勵學生「一勤天下無難事，愈勤愈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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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畢典 校長 3Q 勉學子感恩開創前途 
 東南科技大學今(13)日舉行 109 級畢業

生畢業典禮，依工程與電資學院、創新設計

學院，及觀餐休閒與管理學院分上、下午場

次，於該校夢初體育館隆重舉行，由校長李

清吟博士主持。 

 東南科技大學蔣董事長南南致詞。 東南

科大/提供典禮在該校表演藝術系同學精彩

演出中開場。董事長蔣南南博士首先恭喜全

體畢業同學，歷經四年的學習與努力，今天

終於要畢業，開始邁入人生下一個里程碑。

蔣董事長標舉「終身學習的動力」、「敏銳觀

察的能力」、「堅定自信的念力」、「果斷決策

的實力」四大方向，叮嚀即將踏入社會的新

校友們，面對屬於這個時代的衝擊與挑戰。 

 東南科技大學常務董事林守義致詞。 東

南科大/提供校長李清吟博士則自陳，每逢主

持畢業典禮，心緒總不免複雜。既為畢業生

學成而欣喜，卻又擔心同學是否已具足投身

社會與職場競爭的各種準備。為此，李校長

透過解析 3Q 商數，包括 IQ「智能商數」

（Intelligence Quotient），不懈的永續學習；

EQ「情緒商數」（Emotional Quotient），

自我的控制與管理；AQ「逆境商數」

（Adversity Quotient），化壓力為成長資糧，

贈語畢業同學，務必時時策勵自己 3Q 俱進，

才能站穩成功的腳跟。此外，李校長還提示

畢業生惜緣、惜情、感恩的重要性，並帶領

全體畢業同學用感恩的心，以熱烈掌聲感謝

家長與老師的養育與教育之恩。 

 東南科技大學李校長清吟致詞。 東南科

大/提供在頒發學位證書暨撥穗儀式中，李校

長也親授畢業生學位證書，並由院長、所長、

系主任與導師們為畢業學生一一撥穗，代表

同學們學有所成，並正式邁向人生另一個階

段。 

 典禮中還特別安排畢業生代表的奉茶與

獻花儀式，此源於該校自 103 學年度，結合

深坑茶鄉文化，舉辦「封藏青春‧茶覺幸福」

迎新封茶盛會，為大一新生的學習生涯提供

美好起始。 

 經過四年的洗鍊，今日以一杯啟封老茶，

敬謝大學生涯家人的提攜陪伴。同時，也安

排畢業班導師上台，接受學生感恩花束，感

謝老師四年來辛勞教導。現場氣氛感性溫馨，

不論是畢業生或是接受感恩敬重之心的家長

與老師，都流露出深刻珍惜的情意。 

 典禮的尾聲，由室內設計系李貞瑩，及

應用英語系王丞崇等兩位同學，分別代表上、

下午場次的畢業生獻詞。他們以溫馨充實的

表述，讓來賓與師生一起分享全體畢業生過

去四年東南歲月的記憶與成長。其中，來自

馬來西亞的李貞瑩同學，更以豐富的感言，

動人的呈現了東南科技大學融合多元文化的

積極用心，讓與會人士留下深刻印象。 

 最後，畢業典禮在滿場飄揚著象徵每位

畢業同學都能展翅高飛，追求自己錦繡前程

的繽紛彩帶，及其所創造的動人氛圍裡，劃

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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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坑區長帶隊訪東南科大 攜手打國際行銷 

 
 東南科技大學為敦睦鄰里，促進與地方

的交流，今(29)日邀請深坑地方仕紳參訪交

流。深坑區長黃美華帶領各里里長、中小學

校長、地方仕紳及多家企業一行 70 餘人至東

南科技大學，由該校常務董事林守義、校長

李清吟率領各級主管熱烈歡迎接待。 

 歡迎會中常務董事林守義致詞提及該校

創辦人蔣志平先生辦學艱辛，期間受到地方

熱心人士協助，尤其前鄉長黃世溨先生更是

為取得建校土地大力奔走，實在感謝。如今

學校建校 50 餘年，始終秉持蔣創辦人「因材

施教，有教無類」以及「莫道是他人子弟，

因當作自家兒女」的教育理念，為國家培育

了 7 萬多位校友，遍布各行各業，嶄露頭角。

東南科技大學是深坑唯一一所大學，擁有充

足的專業資源與技術，而深坑擁有豐厚的歷

史文化與觀光資源，希望透過這次交流，可

以相互激盪出地方發展的創新元素。 

 深坑區長黃美華表示，本次參訪除深入

了解東南科技大學硬體設施外，期望進一步

藉由東南科技大學之產學聯結度，整合轄內

相關資源，行銷深坑區品牌形象、提高深坑

區國際能見度。 

 東南科技大學校長李清吟也表示，東南

科技大學會善盡社會責任，與深坑區共同為

「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

流」而努力，因此期望藉由這次參訪，能讓

地方了解大學的資源，也讓大學端了解地方

產業發展的需求，相互攜手共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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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結盟台北市商業會 深化產學合作連結 

  東南科技大學致力發展為一所跨域、三

創、科文共裕的國際學校，更重視人才培育

學用合一的目標，因此積極拓展產業結盟，

與企業進行產學合作。今(25)日與台北市商

業會舉行「產學合作意向書」簽約儀式，由

校長李清吟與台北市商業會理事長吳發添代

表簽約，並由台北市商業會名譽理事長王應

傑與深坑區區長黃美華共同見證下完成。 

東南科技大學校長李清吟致詞時表示，

感謝深坑區區長黃美華在七夕情人節這天幫

東南科技大學與台北市商業會理事、各公協

會理事長們搭了一座鵲橋，在這座橋的二端，

東南科技大學扮演的角色是人才的培育，讓

學生能順利走進社會，而在社會的照顧包含

學生的實習與就業則要承蒙各位台北市商業

會理事與各公學會理事長的大力幫忙。 

  

深坑區區長黃美華表示，期望各位理事

長深入了解東南科技大學軟硬體設施外，能

進一步藉由東南科技大學之產學聯結度，整

合轄內相關資源，行銷深坑區品牌形象，提

高深坑區國際能見度。相信往後產官學三方

聯手、緊密合作，一定可以實現深坑區「人

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的目標。 

 台北市商業會理事長吳發添談到台北市

商業會是擁有 138 個公會的大商會，接軌的

平台有 6 萬家直屬會員、20 萬家實體店面，

一直以來都在為協助企業拓展商機，帶動產

業升級而努力。今天來東南科技大學唯一的

目的是把學校的專業技術與產業發展鏈結在

一起，相信對於彼此競爭力的提升都大有助

益。 

 台北市商業會名譽理事長王應傑表示，

民國 68 年就已經認識東南科技大學。在台北

19 年的日子發現有很多東南的子弟兵，遍布

產官學界，個個都能學以致用。今天台北市

商業會與東南科技大學簽署產學合作，無疑

是又為學生未來的就業打開了一條康莊大

道。 

此次雙方合作內容包括：共同辦理產學

合作、規劃實務課程、新知技術交流、廠商

建教合作及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期望藉此消

弭學用落差，並將學術研發能量轉譯為產業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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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迎新生 校長勉新生達成「1234」 
 東南科技大學今(11)日舉行 109 學年度

新生始業式，工程與電資、創新設計，及觀

餐休閒與管理學院分上、下午兩梯次，於該

校夢初體育館舉行，由校長李清吟親自主持

典禮。 

 會中，李清吟先向同學介紹相關行政主

管與各院院長、系主任，繼而向在場所有新

生強調，東南科技大學雖是一所私立技職校

院，但有累積五十年的經營理念與經驗、佔

地十一公頃的校區和充實的教研設施，加上

逾七萬廣大校友的協力提攜，只要同學掌握

好未來四年的在校時光，全心投入學習，東

南科大所有師長必將付出最大心力，善用資

源，帶領同學們開創出不亞於就學國立校院

的成就。 

 接著，李校長期許新進同學能超越高中

職階段，迎接大學的通才教育學習型態，並

提出東南科大學生的「1234」準則，勉勵全

體新生。所謂「1」，就是每一位同學都立定

「出人頭地」的志向；「2」是指在該校跨領

域體驗課程的引領下，能至少發展出兩項專

長；「3」則是透過各系課程設計與實習歷練，

具備資訊、外語、專業等三種能力及證照，

厚植他日就業和職涯經營的基礎。 

 至於「4」，就是培養四個「I」，

包括「Idea」（點子），希望同學在學

習過程能多思考並勇於發表意見、

「Imagination」（想像力），同學應有打破

規則藩籬的思維能力，敢於夢想，並能在未

來具體實現、「Innovation」（創新），不侷限

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而能跨領域學習，培育

同學的創新能力、「I」（我），不要妄自菲薄，

因為每一個人在這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所

以要做自己，也就是從現在開始要自我學習、

自我成長，同時要相信自己，面對任何事情

都不要畏懼，要勇於嘗試，累積自己的信心，

開創屬於自己的未來。 

    李清吟也鼓勵同學以寬廣心態享受學習，

進入東南科大這個大家庭，能喜歡這個校園

環境、喜歡同學、喜歡老師，並能用心經營

由現在到未來的人際脈絡，如此將使四年學

習更見事半功倍。最後，他祝福所有大一新

生在校四年都能快樂生活，成就學業、愛情、

人際等各層面率皆充實美好的大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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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屆全國技能競賽 東南科大摘下 2 金 

   「第 50 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 46 屆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日前圓滿落幕。

今年全國技能競賽比照國際規格，於臺北南

港展覽館 2 館舉行，是 50 年來規模最大的技

能競賽，總計有 65 職類 948 名選手參賽，

各職類選出前 5 名優勝選手與佳作，青年組

另選出 46 職類入圍國手，入圍的選手將參加

10 月 21 日至 23 日舉辦的第 2 階段國手選

拔賽，正取國手將代表我國參加 110 年在上

海舉辦之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東南科技大

學選手，在這場高手雲集的競技盛典中，摘

下 2 金及 1 個第 4 名，表現十分亮眼。 

    獲得工業機械修護類金牌的陳冠維，現

就讀東南科大機械系 3 年級，今年是第 3 次

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前 2 次的比賽，一次是

訓練中操作機器不慎手指受傷，影響了比賽

的表現；另一次是比賽時的一個小地方沒有

處理好，又錯失名列前茅的機會，但他依然

堅持不放棄，繼續磨鍊與精進自己的技術，

終於在這次的比賽中不負眾望，勇奪金牌。

一直負責培訓他的木柵高工楊弘意老師表示

冠維能堅持 5 年的選手訓練，實在是不容易，

在訓練過程中他的表現穩定，拿到金牌，也

可以說是實至名歸。該校工程與電資學院院

長吳坤齡，也是冠維的指導老師，他表示冠

維具備沉著與冷靜的特質，尤其在操作各種

機具與加工時，表現出特別專注的態度，這

些都是一名好的選手應具備的條件。 

    獲得 3D 數位遊戲藝術職類金牌的張家

縈現就讀數位遊戲設計系，回憶起參賽前的

心境時表示：我想看看我到底能走多遠，我

想向自己證明我是有實力的人，努力的人是

真的會有回報的。張家縈選手也非第一次參

加此競賽，首次參賽僅獲得第五名，她表示：

經過首次比賽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後，就幾乎

利用所有的課餘時間為今年度的競賽做準備。

首先選擇不斷磨練基本功以提高正確率，另

外加強對時間部署的掌控力，儘可能地把失

誤率降至最低。雖然有了訓練方案，但是每

過一天，心理壓力就會增加一些，總是覺得

一天 24 小時不夠用，每一天都在思考哪裡需

要再加強，這樣的心情在賽前一週到達顛峰。

但是當到達了比賽現場時，心態與壓力反而

輕鬆許多，在比賽過程中即使遇到突發狀況

也都能順利解決。 

    東南科技大學校長李清吟表示，備賽過

程中，學校充分提供選手各項協助與支援，

除了供宿免除選手通勤辛勞，也考量選手常

訓練至深夜，因此有專設的 24 小時選手空

間，生活上師長持續的關懷與協助，讓選手

發揮所學，爭取最高榮譽。期盼接下來這 2

位學生，能順利獲選為國手，前進 110 年在

上海舉辦之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不僅為校

爭光，更能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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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原資中心揭牌 

 為了提升高教公共性，建置一個有利於

原住民學生在校就學及成長發展的友善環境

空間，東南科技大學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中心(以下簡稱原資中心)，提供原住民族學生

生活、課業及就業輔導、生涯發展、民族教

育課程活動等各項協助；提供諮詢及經驗交

流等。 

 該中心 10 月 7 日在該校中正教學大樓

11 樓展演廳與自強樓 4 樓原資中心舉行舉行

揭牌典禮儀式，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傅瑋瑋專

門委員、原住民族委員會陳盈璇、蘇瑜嬅、

蔡語專員及新北市原民局廖逸婷科長均到場

祝賀並表強力支持，讓東南科技大學原住民

族網絡能夠在該中心落地生根。 

 東南科大校長李清吟為貴賓簡介學校

139 位原民生的族群及人數分布，各系所人

數分布，各年級人數分布，獎助學金，中低

與低收入，學雜費減免人數統計，以及成立

中心之後年度工作計畫，透過這些分析資料，

並以學校強調的「八輔合一」，可以讓各單位

瞭解如何重點輔導，期望原民生能充分利用

與生俱來的特質與專長，比如說唱歌跳舞、

設計用色、表演藝術以及工程專業展現，更

能受到適性的栽培與輔導，生活受到照顧，

就業可以得到保障。  

 原資中心的成立是事權統一的專責單位，

也是原民生在學校的家，這個家有保母，有

家教，有兄弟姊妹相互扶持相互打氣，讓原

民文化能夠淵源流長。李清吟表示，該校會

善用教育部、原民會以及地方政府的補助，

讓補助經費的功能與成效極大化，造福原民

生。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傅瑋瑋專員致詞時表

示，東南科大李校長能親自簡報讓她非常敬

佩，她代表教育部謝謝學校與校長的用心。

因為原資中心的成立是教育部與原民會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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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現在學校生源非常多元如新住民等等，

所以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存在是教育部的政策

並持續在推動。 

 李校長提到的適性，確實因為部長一直

希望成就每一個孩子都非常獨特，原住民的

孩子自己就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化、歷史的

價值，深厚且很美好，值得我們了解及尊重，

所以原教法也特別有一項跟大學非常相關的，

過去原教法只限於原住民的孩子，但是從去

(108)年 6 月 19 日修正公布以後，有一個很

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全民，也就是全校的所有

教職員，都能夠認識原住民的文化，這也就

是原資中心成立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希望原

資中心能讓教職員工了解這麼獨特而又美好

的文化。 

 傅瑋瑋說，在 105 年原資中心是由原民

會來主政，從 106 年開始由教育部來主政，

在一年之後也成立了區域原資中心，希望北

區能夠互相連結，而且每個學校都有每個學

校的特色及優點，可以互相觀摩，最重要的

是希望其他的學生能夠了解原民生。這也是

區域中心成立的目的。也期待在李校長的推

動下，能夠緩和原民生休退學的情形。也希

望原資中心能夠成為像部落、他們的家一樣，

交流的過程中也能夠更認識自己的文化，也

能夠用族語來溝通，這樣對自己的文化能更

肯定、認同。若是可以再結合社區、部落讓

他們去尋根，參加區域原資中心、文建站的

活動，就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最後就是如李校長所說，原資中心要整

合、思考不管是對原民生的學業、生活、職

涯，甚至在文化，整理思考如何去幫助他們。

在 109 年教育部把它納入高教深耕結合，能

夠結合校內所有的單位，讓全校都能認識原

住民的文化歷史。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陳盈璇專員指出，

原民會及教育部皆有對原住民學生很好的政

策，第一就是族語的部分，原民會在 107 年

在全台成立 7 所語言學習中心開設族語課程，

鼓勵在都市的原住民學生，有時間可以去語

言學習中心報名學習族語。再來是就業和職

涯輔導的部分，原民會每年都有辦返鄉工讀

服務，如果未來有就業上的問題，可以諮詢

就業輔導，也有專門的原住民就業的網站，

能協助原民生更快地找到工作。 

 如果未來原民生想要繼續在國內深造，

就可以申請專門人才獎勵，考取碩士和博士

及畢業都會有獎勵金，每年原民會也會舉辦

頒獎典禮，今年 9 月 18 日號就在高雄展覽館

舉辦，場面隆重盛大。 

 教育部也有 19 項合作計畫，其中跟原民

學生有關的有 USTAR 原 young 計畫，假設

未來有創業需求可以去申請，若創業團隊裡

面沒有原住民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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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校院原住民族獎助學金可以多多申

請，補助金額從一萬七到兩萬七，只要上學

期總成績滿 60 分就可以申請。很感謝東南科

大成立原資中心，也很感謝教育部 105 年接

手原資中心業務，原資中心從 40 幾個到現在

145 個，整整成長了 3 倍。 

 為提升原住民學生事務及資源整合、文

化陶冶、生涯及職涯發展、促進人才培育及

自主學習、推動與原鄉部落連結等任務，東

南科大設有諮詢委員會，典禮中由李清吟校

長致贈原資中心諮詢委員聘書，並特別安排

原住民文化推廣社社員及其他志願參與的非

原住民學生共同合作原韻歌舞演出。 

 第一首曲目《小鬼湖之戀》，訴說魯凱族

非常有名的人蛇愛情傳說，告訴我們雖然身

分不同，也能接納對方，且帶著先人的警惕、

關心，認真生活。第二首曲目是《太陽月亮》、

《披上情人袋》兩首小曲合併，《太陽月亮》

為泰雅族的歌謠，面對困難互相照顧，像太

陽月亮默默相互守護。《披上情人袋》，是表

達配戴著美麗的情人袋配飾，並裝滿我們的

愛，富有耆老的叮嚀與祝福的寓意。第三首

曲目 《族群融合》，由多首歌曲融合，曲中

融入現代元素，代表多元文化的結合、相互

扶持茁壯。 

 原住民族資源中心由「原住民族文化推

廣社」學生共同設計布置，透過「多元文化」

的概念，讓原住民族學生有「家」的體會，

在創造友善的空間環境之下，期盼「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除了協助學生生活適應與

學習輔導，更進一步促進文化學習及與部落

人文精神的連結，成為東南科技大學多元文

化創新發展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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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關懷蕉農號召團購 東南科大校友會積極響應 

      

    鑑於近期香蕉產量過剩，市場供需失衡，

蕉農採收不敷成本，包括東南科大在內的七

所大專院校攜手，透過校友會串聯發起認購 1

萬 1 千公斤香蕉的活動，其中的 35 箱香蕉，

今(22)日送達東南科大，免費贈送在校同學，

用具體行動協助解決香蕉產銷失衡問題。 

    對台科大校長廖慶榮號召該校七位校友

校長，及七校的校友總會共襄盛舉，東南科

大校長李清吟深表推崇。他也特別感謝東南

科大校友會理事長李錦堃，及全體校友慷慨

致贈香蕉，嘉惠師生。 

    李清吟表示，這個活動有幾層重要意義：

第一，畢業校友有能力回饋母校師生，也幫

助農民，用行動傳愛與關懷。第二，從香蕉

生產過剩，導致價格大幅滑落，喚起學生關

懷農民與產銷失衡議題，履行公民責任，也

讓學生能夠惜物愛物。 

此外，也希望藉由七所大學聯盟團購香蕉活

動拋磚引玉，能有更多的機關團體與企業投

入救助農民的行動。 

    主導本項盛事的東南科大校友會理事長

李錦堃強調，東南科大校友師生積極參與，

使此次農產品通路運銷活動順利成功，即是

愛國家、愛學校、愛自己的優秀表現。他也

表示，能在此次促進產業通路整合行銷的活

動中略盡棉薄之力，東南科大校友會備感榮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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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 AR 虛擬博物館 北市育成基地展出 

 
 東南科技大學所製作的國立臺灣圖書館

《臺灣番社圖》與《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

精製的動畫影片、教材與 3D 模型數位人文

內容，結合中華電信當今最快速的中華電信

5G 通訊服務與佐臻 AR 智慧眼鏡，重現於

AR 虛擬世界中，實現了虛擬博物館的夢想。

並配合中華電信「t.Hub 5G 及雲端主題月活

動」於台北市 t.Hub 創新育成基地展出二天。

台北市黃珊珊副市長，中華電信台北營運處

許家村總經理、佐臻股份有限公司梁文隆董

事長、東南科技大學李清吟校長等一起見證

這項新創舉。 

 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具有專業

的影片及 3D 與 2D 動畫製作能量，曾創作國

立故宮博物院及國立臺灣圖書館等動畫影片、

數位教材與 VR、AR 之互動藝術展演主題，

令人驚艷。 

 本次於佐臻智慧眼鏡所創造出的虛擬展

示空間中，將龐大精緻的博物館展示內容，

直接帶到觀眾的眼前，創造出全新的虛實整

合數位博物館展出形式。從此博物館等級的

精緻內容，可以隨時連線查詢與觀賞。 

 這次展出的數位內容為國立臺灣圖書館

珍藏之《臺灣番社圖》，此圖是三百年前清代

繪製的單幅彩繪臺灣全圖，以山水卷軸形式

描繪出臺灣島嶼的山川、地形，同時也畫出

各地漢人官署、原住民番社以及其生活圖像；

至於，《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則是西元 1744

年間清代巡臺監察御史六十七於巡臺期間請

畫工繪製的「風俗圖」和「風物圖」，描繪 18 

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情景及當時臺灣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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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全校運動會 嘉賓師生見證全人教育理念實踐

    東南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運動會，今(27)

日於該校夢初體育館登場。包括新北市深坑

區區長黃美華、東南科大校友會理事長李錦

堃、常務監事曹盛發、傑出校友聯誼會會長

廖清宏，及該校董事長蔣南南等貴賓聯袂出

席開幕式，並觀賞精彩賽事。 

 東南科大董事長蔣南南在簡短致詞中除

了特別提醒安全至上，也為參賽師生鼓舞士

氣，並祝校運昌隆。該校校友會理事長李錦

堃則讚賞參賽學生朝氣蓬勃，期勉將此精神

在生活與學習中貫徹。 

 東南科大在地大家長深坑區區長黃美華，

特率區公所同仁蒞會，共襄盛事。黃區長在

致詞中強調自己做為深坑傳統大家族黃氏女

兒，長期以來就對深坑地區唯一的大學東南

科大別具感情，期盼能與該校更密切合作，

共同行銷深坑區與東南科大的特色及文化。

黃區長同時也對現場熱

烈的參賽氛圍，致上高度肯定。 

 擔任大會主持人的東南科大校長李清吟

致詞時則表示，雖然當日受限天候，部分室

外競賽項目被迫延期，但無礙參賽師生積極

投入準備的精神與態度，也讓即將展開的比

賽更令人期待。李校長除了讚許參賽同學對

冠軍的企圖心，並再次叮嚀注意安全，更期

勉全體師生能於日常保持良好運動習慣，提

升身心素質，這也是對該校全人教育理念的

具體實踐。 

 在開幕典禮之後，東南科大運動會傳統

上最具代表性的賽事，「舞動青春嘉年華」啦

啦隊競賽隨即登場。經過精彩激烈的表演比

拼，由表藝一甲、創設一甲、應英一甲分別

奪下前三名。宣布結果的過程，也將現場氣

氛帶向又一波高潮。 

  此外，包括系際盃拔

河決賽、教職員趣味

競賽等各項賽事，也

依序熱烈登場。同

時，在該校龍鳳球

場還規劃名為「運

動嘉年華」的一

系列運動闖關活

動，旺盛活絡的

躍動感在校園

中延續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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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兩生 獲頒教育部「技職傑出獎」

 

 教育部為表揚技職校院師生參加國際性

技藝能競賽卓越表現，及展現技職教育特色

與優勢等傑出成就而辦理的「2020 年第 16

屆技職之光」，東南科大有電子工程系陳盈嘉、

觀光系陳美月兩位同學獲頒「技職傑出獎」，

表現亮眼。 

 本屆「技職之光」頒獎典禮，於 109 年

12 月 11 日在臺大校友會館四樓會議室舉行，

由教育部長潘文忠親自頒獎表揚參與國際性

技藝能競賽，及在國際創新發明與專業證照

等領域表現優異的學生。除了表達對他們的

高度肯定，也期盼藉由一年一度的頒獎活動，

推廣技職教育創新研發能量與務實致用特

色。 

 第十六屆「技職之光」得獎類別計有競

賽卓越獎十位，及技職傑出獎二十二位(高中

職九位、技專院校十三位)。東南科大共推薦

七件優秀事蹟，經教育部初審及複審後，其

中以證照達人項目獲得推薦的電子工程系陳

盈嘉、觀光系陳美月等兩位同學，獲頒「技

職傑出獎」。值得一提的是，全國技專院校獲

「技職傑出獎」僅十三位，東南科大學生就

佔了兩位，實屬難得。 

 獲得「技職傑出獎」證照達人項目的東

南科大電子工程系陳盈嘉同學，在校期間取

得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電腦硬體裝修、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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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應用、網路架設、數位電子職類等四張

乙級技術士證，及工業電子、通信技術(電信

電路)、網頁設計職類等三張丙級技術士證，

同時也取得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CCNA) - Routing & Switching 

(CCNA-R&S)、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 Networking 

Fundamentals 等電子及資訊工程領域證照

國際證照。 

 該校另一位獲獎的觀光系陳美月同學，

在校期間則取得外語領隊人員(英語)、華語領

隊人員、外語導遊人員(馬來語)、中華民國導

遊人員執業證(馬來語、華語)、中華民國領隊

人員執業證(英語、華語)、國際航空票務從業

人員認證(IAFT)初級、國民旅遊領團人員、

生態環境導遊人員、自行車領隊 C 級、

Abacus 訂位認證等，包含領隊人員、導遊人

員在內共十二張觀光休閒領域證照。 

 透過豐碩的證照清單，兩位陳同學充分

展現各自在專業課程的學習成果。她們依照

自己的興趣與專長，積極選修相關學程，不

斷強化專業能力，陸續考取專業能力證照，

堪稱追求卓越的典範，也足為技專院校同儕

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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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學長提攜後進 東南科大聯誼茶會傳承愛心 

 
 表達對東南科技大學校友長期熱心捐款

提攜後進，支持學弟妹向學的崇高美意，舉

辦年度「2020感恩東南校友愛心聯誼茶會」，

12 月 23 日於該校中正教學大樓 11 樓展演

廳溫馨登場。 

 知恩惜福並感恩，一直是東南科大教導

學生的重要素養之一。為此，學校每年舉辦

愛心聯誼茶會，安排捐助獎助學金的學長和

受幫助的學生面對面，並由學生致上謝詞並

獻上愛心卡片，表達感恩的心意。活動中，

學生除紛紛表達謝忱，並承諾未來將學習學

長提攜後進的精神，持續幫助學弟妹就學，

以傳承這份愛心。 

 出席茶會的東南科大董事長蔣南南，在

致詞時感謝校友們的良善與慷慨無私的付出，

熱心幫助學弟妹求學。希望同學未來事業有

成後，也能將這份愛心的火炬能繼續傳承下

去。林守義常務董事也表示，學長們的捐款

都是一點一滴用血汗換來，如今用來幫助同

學求學，同學們更應該珍惜這樣的心意，將

時間放在努力學習而不是打工赚錢，爭取學

習與翻轉人生的機會，未來有一天可以從接

受者便成為捐贈者，發揮校友捐款真正的意

義。 

 李清吟校長則以美國影星約翰韋恩曾認

為「曾經貧窮是一種幸運」，強調貧窮並不可

恥；最貧是無志氣，最窮是無才能，越是艱

難的環境越能磨練堅強的人格。李校長並闡

述感動與感恩的差異，希望同學們從學長處

獲得的，不只是衣食的感動，而是要學習將

這份摯情永遠放在心上，常懷感恩，受人點

滴湧泉以報。校友會李錦堃理事長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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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弟妹回饋母校這麼有意義的活動，要

每年舉辦傳承下去。 

 為了感謝校友們熱心捐款，不論是各類

獎助學金、急難救助金、認養弱勢家庭學生

或捐贈設備等項目，因為校友們鼎力支持和

參與，才能讓學弟妹們專心向學，追尋自己

的夢想。今年感恩茶會特別由表演藝術系舞

者同學，和電子工程系群飛無人機學生團隊，

進行跨域合作演出，呈現出優雅的「人機共

舞」，象徵弱勢學生在辛苦的學習路程上獲得

學長的照顧，學弟妹對學長感恩的心情。該

項表演的創意，及其所蘊含的理念，驚豔全

場。活動最後，除了由電子工程系彭彥雲同

學及應用英語系黃紹語同學，代表受捐助學

生對學長姐表達感恩之外，蔣南南董事長與

李清吟校長也代表學校致贈感謝狀，感謝校

友們無私熱忱的付出，並表揚校友們對學弟

妹的捐助。茶會在溫馨感人而意義深遠的氛

圍中，圓滿落幕。 

 

衷心感謝所有熱心扶助的學長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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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大 榮獲華語文競賽 28 獎項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美國 GLAD 全球

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共同主辦的

2020 第九屆「華人資訊競技與創意設計大

賞—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於 12

月 26 日在東南科技大學盛大舉行。今年參賽

計有大專校院 11 校 388 人，國、高中職 17

校 204 人，教師組 25 校 79 人，合計 40 校

671 人參加比賽，盛況空前，各校為爭取佳

績，無不卯足全力，競爭十分激烈。   

 新北市教育局張明文局長在頒獎典禮中

致詞表示今天雙北市科大、高職、國中校長

都在這裡，可以顯現一件事專注的做 10 年就

會有成就，所以 2030 雙語國家不是夢，尤

其雙語是面對未來重要的關鍵能力，希望我

們大家一起努力。感謝東南科大每一年延續

承辦，以及科大、高職學校學生每年踴躍參

與，尤其是這些活動讓我至少已經跟一萬個

得獎同學拍照，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榮耀，也

讓我深刻感到教育的意義與價值。最後，祝

福今天的活動圓滿成功。  

 接著東南科技大學李清吟校長代表東南

科技大學歡迎新北市教育局張明文局長、戴

建耘教授、各學校校長、指導老師與參賽師

生蒞臨該校，參加 2020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

聽力能力大賽北一區區域賽，東南科技大學

承辦此項賽事已有 7 年之久，從報名的師生

人數可以發現年年創新高，今年已經達到

671 名比去年增加 160 位，比賽競爭激烈可

以預期。政府目前一直推動國際化、雙語化，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更推動專業英文、職場英

語，讓學子在學期間就能做好就業準備邁向

國際。  

 邁向 2030 雙語國家，李清吟表示，要

感謝兩位幕後推手，一位是張明文局長，有

他高瞻遠矚，超前部署的政策，另一位是新

北市政府的顧問，台灣師大戴建耘教授，他

積極培訓大學、高中、國中教師，讓他們成

為種子教師，帶動全體學生學英語的學習興

趣，蔚為風潮。此次比賽也是搭這股風潮應

運而生，藉由以賽促教，以賽促學，形成良

性競爭循環不息。恭喜獲獎的老師與同學，

希望明年大家再接再厲，創造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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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血荒 東南學子挽袖獻熱血 

 春天是全台缺血之際，東南科技大學於 3

月 18 日在李清吟校長與主辦社團之東南科

技大學志工團與全校師生的爭相告知與鼓勵，

東南師生熱情挽袖，踴躍捲起衣袖捐血下，

舉辦本年度第一次「熱血有你」捐血活動，

分別有 250cc 與 500cc 共捐出 113 袋熱血，

突破往年紀錄，藉此活動鼓勵年輕學子養成

捐血習慣，以個人小小的善心，幫助需要幫

助的大眾。 

 此一捐血活動，除了本校師生外，國際

獅子會 300-A1 區，東南科大獅子會會長柯

孫超、第四屆會長勞謙、創會人蘇文玉、新

復興獅子會前會長陳佳芬等人，也都到場支

持，並提供愛心贈品鼓勵同學捐血。 

 東南科技大學校長李清吟表示，「捐血一

袋，救人一命」是人人耳熟能詳的捐血宣傳

語，當個人需要被輸血的時候，我們都認為

理所當然，但現在回想起來就會想知道是誰

捐的血，因此我們要懷感恩的心去回饋給大

眾，也許有一天在這邊捐血，卻可以救一個

人的命。 

 此次活動也感謝志工團與學務處、國際

獅子會的積極籌備，共同辦理捐血勸募活動，

此活動目

的除了鼓

勵持續捐

血之外，

也希望能

鼓勵未曾

捐過血的

同學，一

起參與捐

血助人等

有意義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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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集錦 

16、17 屆校友會理事長交接授證典禮暨會員大會 

感謝出席的校友，見證校友會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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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幕後花絮 

於數位媒體設計系的數位攝影棚進行，並由學弟妹協助拍攝 

 
 
 

 

 

 

 

 

 

 

 

校友出席母校運動會 

感謝返校共襄盛舉的校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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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聯誼會春酒感恩聯歡晚會 

活動非常圓滿成功 賓主盡歡 
   

110 年度第 1 次傑出校友參訪活動 

感謝桃園航空城總經理 許又銘傑出校友 

安排參訪桃園航空城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思科智慧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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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簡介及服務項目 

一、 校友會相關社群頁面： 

校友會網站：http://alu.tnu.edu.tw/  

校友會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NUalumniassociation 

校友會 LINE 群組： 

 

 

 

 

二、 服務項目： 

1. 提供校友企業求才相關資訊。 

2. 提供一般就業、進修相關資訊。 

3. 舉辦校友聯誼活動：校慶校友餐會、校友旅遊、各系(所)友會活動等。 

4. 定期發送校友會刊、東南科大電子報。 

5. 校友急難救助。 

6. 提供校內重要活動訊息及校友動態相關報導。 

7. 代為徵求人才或工讀生。 

8. 代為租借校內場地。 

9. 推廣教育中心課程費用九折(請以課程簡章內容為主)。 

10. 星巴克深坑門市消費九折。 

11. 校內圖書館免費借書。 

12. 校內免費停車(需申請停車證) 。 

 

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 

~誠摯邀請您加入東南大家庭 

http://alu.tn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TNUalumni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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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電話分機總表 

董事會辦公室 5891 校  長 5888 汪副校長 5820 圖資長 5950

董事會會議室 5858 校長秘書 5893 董副校長 5840 系統組 5951~5952

網路組 5953

人事室主任 5895 會計主任 5897 主任秘書 5892 圖書館 5830

人事室 5896 會計室 5879 秘書室 5894 圖書館 5831~3

人事室 5857 會計室 5898~9 秘書室 5889

教務長 5820 學務長 5880 總務長 5859 人事室 26628491
註冊組組長 5821 生輔組組長 5842 事務組組長 5802 會計室 26628492
註冊組 5822~4 生輔組 5843~4 事務組 5801~03 總務處 26624052
課務組組長 5825 生輔組第二辦公室 5845~6 事務組採購 5810~5811 進修組 86625870
課務組 5826~7 導師業務 5939 營繕組組長 5859 註冊組 26643648
進修組組長 5868 課指組組長 5847 營繕組 5806 招生中心 26627519
進修組 5960~1 課指組 5848 文書保管組組長 5988 生輔組 86625839

課指組 5907~8 文書保管組 5807 實習就業組 26621923
招生中心主任 5828 衛保組組長 5851 出納組 5808~5809 學生諮商中心 26621244
辦公室 5829 衛保組 5852 國際會議廳 5817~8 電子系 26629592

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5853 警衛室 5816 機械系 86625919
研發長 5834 學生諮商中心 5854   5885 事務組傳真 266-1710 電機系 26649082
實習組 5835~6.5883 資源教室和平樓104 5869 營科系 26629583
技服組 5943~5944 校安中心 5800 企管系 86625983
推廣教育中心 5837~8.5882 原資中心 5841 資訊系 86625969
校友會 5909 觀光系 86625957
校友服務中心 5835-轉106 室設系 86625994

第1男舍總機櫃台 5600 環安中心主任 5859 能源冷凍空調系 86625864
國際長 5860 第1女舍櫃檯 5776 環安中心 5878 創意產品設計系 86625914
國際事務處 5948 第1男舍辦公室 5815 圖資處 26623421
國際事務處 5949 夜間宿舍教官值勤室 5586 體育室主任 5849 通識教育中心 86625937

校安中心電話 0933089655 體育室辦公室 5850 創新設計學院 86625995
通識中心主任 5955 第2宿舍值勤室 5886 教學資源中心 86625975
通識中心 5956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5977 產經管理研究所 86625932

辦公室 5978. 5979

電子系主任 5910 電機系主任 5924 應英系主任 5941 表藝系主任 5954
系辦公室 5911~2 系辦公室 5925~6 系辦公室 5940 系辦公室 5819

資訊系主任 5966 能源系主任 5862 觀光系主任 5959 流通系主任 5987
系辦公室 5967~8 系辦公室 5863 系辦公室 5958.5965 系辦公室 5987

數位媒體系主任 5997 創設系主任 5928 企管系主任 5982 所長 5986
系辦公室 5997 系辦公室 5927.5914 系辦公室 5983 所辦公室 5930

數遊系主任 5945 營空系主任 5920 餐旅系主任 5963 機械系主任 5915
系辦公室 5946~7 系辦公室 5921~2 系辦公室 5964.5972 系辦公室 5916/17/19

RATA餐廳 5998 汽修廠 5923
休管系主任 5989 室設系主任 5991 HATA實習旅館 5971
系辦公室 5990 系辦公室 5992 實習旅館辦公室 5861 工程與電資學院院長 5980
系辦公室 5874 系辦公室 5974 觀餐休閒與管理學院院長 5873
實習教室 5872 觀餐休閒與管理學院辦公室 5985

5866 5877 5935 5935 創新設計學院院長 5993
創新設計學院辦公室 5995

產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仁愛樓4樓研究室

通識教育中心

國際處

招生中心

研發處

表演藝術系

學   院

餐旅管理系

東南科技大學【教學單位】電話分機總表
電機工程系

營建與空間設計系

和平樓5樓研究室

觀光系

企業管理系

資訊科技系

機械工程系數位遊戲設計系

數位媒體設計系

各室傳真電話

秘書室人 事 室 會計室

學務處 總務處教務處

東南科技大學【行政單位】電話分機總表 
              人工總機8662-5801 語音總機8662-5900~5905

董 事 會 校 長 室 副校長室 圖資處

學生宿舍

休閒事業管理系 室內設計系

應用英語系

創意產品設計系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教學資源中心

環安中心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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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辦公室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 

志平樓 5 樓 510 室 

02-8662-5909 

http://alu.tnu.edu.tw/ 

http://alu.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