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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專業認真有目標 職場新鮮人的關鍵三年
專訪校友雄獅旅行社人力資源部李冠輝經理
畢業於本校五專部企業管理科
的李冠輝經理，努力進修完成台
大碩士學歷，現任職於雄獅旅行
社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
理，任職期間面試過許多社會新
鮮人，針對求職面試，李冠輝經
理對學弟妹提出許多寶貴建議。
李冠輝經理表示，希望大家能
在與自己專長有關聯性的職場求
職，透過每個工作之間的關聯去
建立自己的專業。若能找到專業
及興趣相符的工作，當然是最好
的。興趣跟專業通常是兩回事，
每份工作一定有自己喜歡或不喜
歡的部分，如何正向去思考看待

工作的價值，並堅持下去，就會
是每個人共同要面對的課題。學
弟妹在踏入職場前應該反思：
一、你的專業在哪裡?
為什麼要這麼強調你找的工作
要與自己的專長有關聯呢？我面
試過不少人、看過許多履歷，很
多求職者為了讓履歷豐富，寫了
非常多內容，卻因而顯得雜亂；
又或是工作經歷很多，但時間都
不長久，在主管的眼中，只會覺
得你的穩定性不夠，反而畫蛇添
足。因此，對社會新鮮人而言，
在踏入社會頭2至3年的工作經驗
中，找出專業與興趣，了解自我

特質，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二、工作態度準備好了嗎?
找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態度，剛
開始找工作還不知道什麼叫做
「工作」，若把在學校的想法和
習慣帶入職場，將會很辛苦，因
為這一類的想法、經驗及思考方
式，會讓人無法快速融入環境。
對新鮮人來講，正確工作態度的
建立很重要，其中包含如積極
度、職場應對進退及危機處理的
效率等。初入社會的學弟妹，千
萬不要在職場上堅持舊有的觀念
與習慣，讓自己保有學習可塑
性，才是主管願意培養的人才。

專訪校友生洋網路公司行銷規劃部林群森業務經理
校友服務中心於7月3日(星期
五)至生洋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採訪

創造職場成功術實習合作廠商里仁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部曾醒超經理

第二點 要做一個願意學習的青年
●曾經理(左)與蔡職發長淵輝合影

時代變化迅速，年輕人在網路資
訊發達，資訊量如此龐雜的時代
成長難免迷失，因此建議年輕的
學子們，從培養自己的三個習慣
開始，你將會有美好的未來。

第一點 要做一個願意思考的青年
當我們想尋求一個答案的時
候，習慣的方式，是”google”
，是”facebook”，或是許多的
論壇，因為這個方法既迅速又簡
便，但是在這個大數據時代，網
路上的資訊正確率到底有多少呢?
當我們尋求到一個答案的時候，
是否會停下腳步，思考一下，這
是正確的嗎?真的是這樣嗎?這類
的問題可能很少在我們的心頭浮

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中，找到可
以用心的地方，找到價值。面對
自己不擅長的，只要學會了就是
成功，這就是經驗累積，基礎打
穩了，未來才能一帆風順。工作
上固然需要學習，下班後當然也
不例外，如果只是滑手機，看動
態，那就輸人一大截了，其實這
是投資自己的最佳時刻，除了增
進工作能力，學習外語能力，了
解產業趨勢、國際情勢等，也可
以提升自己的正向影響力，參與
心靈的課程增強自己的正面能
量，也是許多大企業非常重視的
人才特質，所以與其羨慕別人的
優渥待遇，不如認真規劃自己的
學習時間，提升自我的價值。

第三點 要做一個願意負責任的青年
不要害怕失敗，剛踏入社會沒包
袱，往往我們都會害怕責任歸屬
會影響自己在職場上的升遷，害
怕被責罵，所以選擇在自己能力
範圍之內的事，可以設想一下如
果我是雇主，我要設立的是永續
經營的公司，那麼雇用一位不想
負責任的職員，能夠幫助公司的
營運蒸蒸日上嗎?實際上，負責任
是增進自己工作的最佳原動力，
因為會想把工作做到最好，面對
主管的指責、同事的指點，也能
用較正面的態度來看到，因為你
會認為這些批評指教都有助於自
己的業務趨近完美。
進入職場不可能沒有困難，可
是優秀的水手，不會祈禱海面上
風平浪靜，而是會祈禱自己在大
風大浪中，能掌穩船舵，不要迷
失方向。職場是可以改變的，只
要有正確的態度，沒有不適合的
工作，在這個時代一定會有屬於
你的幸福職涯。
文◎職發處

幸福職涯的秘訣彩揚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葉志成執行長

●葉執行長(右)與蔡職發長合影

主動積極 刻苦耐勞
什麼樣的人是好人才?是企業喜
歡培養的人選呢?顧問說：「主動
積極 刻苦耐勞」，聽起來是很
老套的幾個字，但真實的包含了
業界的眼光。一個「主動積極」
的人，會把公司的考量擺在第一
位，因為他知道公司的整體脈絡
與走向，面對種種挑戰不會退
縮；一個「刻苦耐勞」的人，能
保持在工作上的穩定度，主管就
會願意將公司的資源投資在他身
上，因為員工穩定，對公司的永
續經營一定有幫助。

未來很迷茫 動力在哪裡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我必須要對
自己有興趣的工作，才能產生動

力，才能變成主動積極，剛畢業
的我，對自己的未來如此迷茫，
怎麼辦呢？
執行長說：「其實回顧自己剛畢
業的那年，也是迷茫，並不是現
在的年輕人才迷茫。」
我們往往花很多時間找興趣，但
找到最終發現不是自己要的，因
為不在職場上，永遠不會了解職
場真實的樣貌，所以執行長建議
所有的年輕人，勇於跨出眼前的
那一步，哪怕一開始選的不是自
己心目中所想要的職業，只有跨
進職場才能了解職場，進一步真
正的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

給自己尋找方向的時間
可以給自己三年至五年的時間尋
找自己有興趣的職業，在這個時
間之內轉職是可以的，但要真正
的了解一個工作，至少要六個月
至一年，剛進入一家公司的三個
月就立即斷定適不適合自己。
其實尋找方向可以從內心找起，
先了解自己的特質，才能判斷什
麼是適合自己的職業，站在這個

三、你有工作目標嗎?
很多畢業生會覺得自己什麼東
西都可以做、什麼東西都願意
學，這些話不是不能說，而是講
出來會讓人覺得你沒有方向。
我們必須知道自己要與不要的東
西是什麼，才能在工作上展現出
自己的特質與積極度；換個方
式說，如果一群面試者中，有
大半的人都說我什麼事都可以
做，但有一個面試者則能明確說
出，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我也
知道我很適合做這件事，你覺
得誰給了面試官明確的方向？
文◎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

當個「拒絕差不多心態」的職場新鮮人

就業守護神的叮嚀
現。思考其實是可以推動自己前
進的動力，因為我們不斷的在尋
求一個更好的答案，自然而然的
精益求精，在職場上具備這個態
度，升遷機會一定不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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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應徵各種職業時才知道
履歷的撰寫方向，在面試的時候
才知道要展現的個人特質有哪些
是符合這份工作，成為職場上真
正需要的人才，讓雇主知道，我
就是你要找的人。
第一份工作該注意什麼呢?執
行長說：「在職場上找到好老師
非常重要。」第一份工作對未來
的職業生涯有很大的影響力，如
果遇到一位好的主管，那麼他會
教你，會協助你累積未來的職場
實力，所以在面試的時候，往往
會進行到最後一個階段，面試官
會詢問各位應聘人員是否有什麼
問題，其實這個時間是面試的關
鍵，是你認識主管公司的機會，
只要好好把握，一定會有收穫。
幸福職涯的基礎，從培養自己的
能力開始，在校園中的點點滴滴、
上台簡報、分組報告等，其實都累
積了就業非常重要的執行力與問題
解決能力，千萬不要小看自己，勇
敢的跨出校園，這一步就是成功的
一步。文◎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

林群森校友，林
群森校友畢業於
本校四技部資訊
網路技術系，現
任職於生洋網路
股份有限公司行
銷規劃部業務經理，擁有關鍵字
專業認證師證照。在鳳凰花開的
畢業生求職季節，林經理提出一
些關鍵職場心法給學弟妹參考：
一、沒 有退路：在學生時期有太
多的「退路」，請不要把這
樣的習慣帶到社會來
職場就業只有「學會」跟「學
不會」，似懂非懂就是不懂；做
第一份工作時，我就期許自己不
管怎樣，這個工作一定要做滿一
年，在這一年間不只把事情做
好，而是要做得比這個職位該做
的事更多。然而，這些多做的事
往往是沒有報酬的，那為什麼要
去做呢？因為我沒有退路，學生
時期可以「差不多」就好、畢得
了業就好、及格就好，工作則
「沒有差不多」，工作做得差不
多，你就只能是普通人。
二、自學：自學不只是再進修
現在的年輕人有個特性，常常
在「等」，等別人叫你幹嘛、等
上司給你答案，如此一來，嚴重
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所以我期
許學弟妹們能「自學」，這不是
叫你立即再進修，而是要主動看
別人都在做什麼?遇到問題就提
問，但要帶著解決方法去問問
題，而不是把問題丟給主管就兩
手一攤。要試著思考、找答案，
錯了沒關系，重點是你思考過
了，這就是一種學習，也算是一
種另類的「活到老，學到老」。
三、赤子之心、歸零
職場生活不若學生時期，想法
和思維無法隨性，會被很多人、
事、時、地與物限制。我已經畢
業8年，但一直保有一顆赤子之
心，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做沉澱跟
歸零的動作。不要給自己太多的
限制，什麼事都要去做，建議挑
最難的事去做，因為如果連最難
的事都做到了，還有什麼可以難
倒你？就算失敗了，當學個經
驗，難的事就是要在你們還有衝
勁、有體力時就要做，不然要等
到什麼時候呢？
文◎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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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科技大學特刊
發 行 所：致理科技大學
董 事 長：梁聖時
發 行 人：尚世昌
編
輯：秘書室
執行編輯：姜 穎
校
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13號
電
話：(02)2257-6167~8
網
址：www.chihlee.edu.tw

慶賀本校改名致理科技大學
商務管理 商貿外語 創新設計 三學院鼎立
打造致知明理 誠信精勤 具國際視野之優質學府
在全體師生眾所期盼下，本校
於本（104）年8月通過教育部核
定，正式改名為「致理學校財團
法人致理科技大學」（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寫下歷史嶄新的一頁，也代表致
理將朝向更璀璨的未來。
本校於民國54年奉准設校，民
國89年改制為「致理技術學院」
至今，秉持傳統與創新兼備、教
學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治校理念，
長久以來深受社會各界的肯定與
支持。創校50年來，實踐「誠信
精勤」之校訓，培育眾多優秀商
業實務菁英，畢業校友已近七萬
人，分布海內外知名企業。本校
治學配合政府技職教育政策，培
育卓越商務專業人才，衡諸本校
近年各項軟、硬體條件，無論在
師資、設備、校舍規模、產學研
究、制度規章等各方面，均已達
科技大學之水準。
在全體師生的努力與付出中，
本校獲得最近一次（100學年度）
技專校院評鑑行政類及所有系所
全數「一等」的佳績；亦屢次榮

獲遠見、天下等知名雜誌調查
「企業最愛大學」私立技專院校
第一名之榮耀；同時，本校已連
續9（97~105）年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之肯定！104學年四
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的成績，更
是商管群私立學校的榜首。這些
成績，成就了致理這次在教育部
改名科技大學的審議結果中，成
為近年來極少數不須經過籌備就
直接通過的學校之一！
改名科大之後，本校自104學年
度起，分設商務管理學院、商貿
外語學院及創新設計學院3個學
院，以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政策及
地區產業發展需要。
一、商務管理學院：包括企業
管理系、企業管理系服務業經
營管理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
班）、財務金融系、會計資訊
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休閒遊
憩管理系及保險金融管理系等，
共設1碩士班6系。另將整合院內
資源，成立「服務產業研究中
心」。本校位處大台北地區，服
務業成長快速，專業人力日需殷

切，商務管理學院成立之宗旨為
培育具「創新服務」思維，且兼
具職場倫理與商務管理專業服務
之商務人才。
二、商貿外語學院：包括國際
貿易系、國際貿易系碩士班、應
用英語系、應用日語系，共設1碩
士班3系，並成立「區域商貿產學
中心」。未來將規劃設置「全英
語國際商貿學位學程」，並與國
外大學合作推動雙聯學制。本學
院發展宗旨為培育精外語、通商
貿，具國際觀，擅跨文化商務溝
通，能適應貨物貿易、服務貿易
與知識貿易等跨領域需求，能跨
境就業的各類國際商貿複合型人
才。
三、創新設計學院：包含資訊
管理系、商務科技管理系與多媒
體設計系。文創產業正興，已被
視為「第四波」經濟動力。本院
同學屢獲德國紅點國際設計獎、
德國iF國際設計獎等國際設計獎
項，創新設計潛力能量豐厚。創
新設計學院將結合科技、商業
與設計之三位一體，以「強化軟
性實力，發展人本創新應用」為
核心，立基本校的商務傳統，邁
進雲端產業，結合美學經濟、文
化創意，培育創新與設計應用人

●慶賀本校改名致理科技大學
●2015德國紅點設計大獎成果全國之冠
●徐之珩獲選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
●實習計畫獲經濟部全國最高補助金額
●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全國之冠
●會資系「電腦稽核競賽」全國第三名
●「2015微型創業創新競賽」全國第一
●榮獲「104年度防疫績優獎」

才。
整體而言，本校改名科技大學
後，期能成為「兼具在地思維與
全球視野」、「重視終身學習與
全人教育」、「培育產業與國家
發展所需人才」及「發展多元精
緻與永續經營」之科技大學，以
培育具有創新、統整與跨領域的
商業服務專業人才，冀能達成本
校之發展願景「打造致知明理、
誠信精勤，具國際視野之優質學
府」的教學目標，成為立足台
灣、放眼全球的一流大學。
文◎秘書室

2015德國紅點設計大獎成果全國之冠

鳳凰花開 致理青年鵬程萬里 致理人設計國際發光 獲聯合報、經濟日報報導
103學年度畢業典禮嘉賓雲集嘉勉致理畢業生

●董事長梁聖時

●校長尚世昌

本校103學年度畢業典禮於6月
28日舉行，梁聖時董事長、尚世
昌校長與新北市教育局林騰蛟局
長、大昌證券集團莊輝耀董事
長、大慶集團莊隆昌董事長、校
友會羅明才會長、新北高工林恭
煌校長、豫章高工劉高榮校長等
各界嘉賓，齊聚為畢業學生嘉勉
祝福。
梁聖時董事長感謝全體教職員
工團隊的用心及學生的優異表
現。尚世昌校長恭喜畢業生順利
畢業，並肯定畢業校友於社會各
界的優秀表現，期許本屆畢業生
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林騰蛟局長(現任教育部次長)

●時任新北市教育局林騰蛟 ●校友會長羅明才
局長（現任教育部次長）

蒞臨現場，勉勵致理畢業學子能
發揮所學，將專業知識及誠信精
勤軟實力帶入未來職場與人生。
大昌證券莊輝耀董事長則感謝
校長用心，讓股票、期貨、國際
商品市場能與學校的實習教室合
作，讓產學合作更緊密。大慶集
團莊隆昌董事長則將「堅持」與
「面對」送給畢業同學，期許致
理青年在職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校友會羅明才會長，帶領現場
畢業同學說出對師長的感謝。
「一日致理，終身致理」，無論
是升學或是就業諮詢，近７萬
名校友是畢業生最大的助力。
文◎學務處

德國紅點傳達設計獎有設計界
「奧斯卡獎」之稱，本校多媒體
設計系學生參加2015年德國紅點
設計大獎成果豐碩，近日分別獲
《聯合報》及國內財經專業媒體
《經濟日報》報導，本校今年參
賽團隊榮獲四項紅點獎，包含三
項最佳優良設計獎。今年最佳獎
（Best of the Best）有81件，
致理就占了3件，相當不易。本校
創新設計學院陳瑛琪院長表示，
今年致理科大是台灣獲獎率最高
的學校，學生11月6日將赴柏林領
獎。
指導老師陳世倫教授接受《聯
合報》採訪時表示，「外國文化
我們做不贏外國人，我們從台

灣、中華文化發想，學生肯下苦
工、認真找資料，深入瞭解自己
的文化，才有好成績。」本次獲
獎的四件作品，分別是簡文娟、
林庭佑、張修華同學的「台灣童玩
TAIWAN FOLK TOY」；周從嘉、蔡
宗宸、陳聖翰與林浩暐同學的作
品「中國漢字的故事」；白昕、
林易新、呂靖偉與林鈺翔同學的
作品「台灣油紙傘」以及謝佳
欣、徐珮甯、林筱芸同學的「中
國籤詩100首 100Chinese poems
on fortune sticks」作品；其中
「台灣童玩」、「中國漢字的故
事」以及「台灣油紙傘」更獲最
佳獎。得獎作品展現優質設計功
力，兼容國際視野與在地文化素
養，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多
媒體設計系表示，在校長尚世昌
的支持下，多設系將參與國際競
賽列為課程培訓重點，指導學生
積極參與國際競賽，期望學生在
畢業前皆能獲得國際設計獎項，
厚植就業競爭力。
文◎多媒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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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青年全國語文競賽大放異彩
本校於2015年5月22日舉辦
「2015致理盃國際商務英語簡報
競賽」及6月5日舉辦「2015致理
盃全國英日語廣播劇競賽」，邀
請全國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學生參
賽，兩場冠軍優渥的萬元獎金吸
引全國多組菁英學生參加。本校
參賽者須通過校內初賽晉級後，
才能代表本校參加全國賽，學生
亦不負眾望，襄括「國際商務英
語簡報競賽」全國大專組前三名
及高中職組第二名，「全國英日
語廣播劇競賽」榮獲全國大專隊
英語組第二、三名及高中職組第
一名，全國大專隊日語組第二、

三名，戰果豐碩、滿載而歸。
競賽選手指導達人應英系Tom
Harper(賀忠正）老師，培訓大
二英語國際班國二A蔡昇達、國
二C蔡益潔及英二C許書瑋同學
參加「2015致理盃國際商務英
語簡報競賽」，榮獲全國大專組
第一名，國二A雍育誠、林彤恩
及蔡任諭同學榮獲全國大專組第
二名、三英1賴盈廷及陳維敏同
學榮獲高中職組第二名！財金系
許宜中老師亦培訓該科系大二英
語國際班梁家銚、馬緯宣及黃瀞
玉同學榮獲全國大專組第三名，
本校所有推派選手擊敗全國各組

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 全國之冠
104學年度教育部「學海飛
颺」計畫補助結果，已於5月下
旬出爐，本校連續第9年獲得補
助。今年獲得金額，與清華大
學、台灣科技大學等其他十一校
並列，為全國之冠，而且為技職
體系中唯一獲得最高金額的私
立大學。這是本校繼102學年度
後，再次榮登全國榜首。
學海飛颺與學海築夢、學海惜
珠計畫，為教育部所辦理，開放
給全國大學校院申請競爭的補助
型計畫。飛颺經費針對前往海
外短期研修學生，築夢經費提供
給海外實習，惜珠經費則協助中
低收入戶學生赴海外研修，都是
希望透過實質的經費補助，讓年
輕學子能夠有機會前往國外研
讀、實習，培養國際觀與獨立移
動能力，一圓夢想。本校為鼓勵
同學走出去，亦編列配合款協助
執行，運用學海飛颺全國最高補
助的金額，徵選了來自企管、行
管、資管、國貿、應英、應日等
6系17名同學，將自104學年度起
陸續前往愛爾蘭、日本等國姊妹
校短期研修一學期。

●赴美國「學海飛颺」同學合影

此外，國貿系張弘遠老師、雷
立偉老師、企管系楊美玉老師、
休閒系姜穎老師、資管系林紹胤
老師、應英系關芳芳老師、應日
系安井伸介老師等人，亦獲得學
海築夢計畫與本校配合款補助，
將在未來一年之內，帶領42位同
學前往巴拉圭、墨西哥、波蘭、
印尼、越南、新加坡、日本等國
家進行實習。
可以預見，未來致理的學生將
更具有國際視野與職場競爭力，
校園的國際化氛圍也將更為濃厚
多元。讓我們為老師和同學們精
湛的表現喝采！也預祝即將遠赴
海外研修、實習的同學們，順利
平安，載著滿滿的回憶與經驗，
重返校園、前進職場。加油！
文◎國際暨兩岸交流處

「2015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商管系團隊全國第一

以消費代替捐款-珍愛台灣咖啡館
本校商務科技管理系學生謝宜
庭、温若男、江品萱參加健行
科技大學所舉辦的「2015全國
微型創業創新競賽」，以社會企
業為出發點，創立「珍愛台灣咖
啡館」。經由商管系樊祖燁老師
指導，榮獲全國第一名的殊榮及
5000元的獎金。

●商管系獲獎團隊合影

參賽團隊期望創造一個社會企
業的經營模式，利用類比法，與
其他品牌比較優劣勢；由同屬
「小資女孩」的團隊僅有100萬
元資金，選擇租金3至4萬元的小
店面，主要訴求是宣傳理念，讓
外界認同創業初衷。
參賽團隊關切全球咖啡生產與
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剝削問題，
在幫助弱勢的初衷下發現台灣小
農也面臨相同困境。團隊因此試
圖以公平貿易法來改變陋行。參
與團隊認為，採用台灣本土產業
之產品，可以幫助台灣農民，同
時利用周邊商品帶動本土產業發
展。
文◎商務科技管理系

32支參賽隊伍全數獲獎！應英系
Tom Harper(賀忠正）老師指導
二英2林宣妤、廖浩志、朱心眉
參加「2015致理盃全國英日語廣
播劇競賽」，榮獲全國高中職隊
英語組第一名，國二A蔡昇達、
英二C許書瑋、四英1黃雅琦及行
二A何柏樺榮獲全國大專隊英語
組第二名！語言中心王靖雯老師
指導英二C何宇洋、英二A洪于婷
及保二A葉子瑄同學，亦獲得全
國大專隊英語組第三名。
應日系陳萱老師指導日二B林
威宇、李昱緯、葉力鳴及陳泓宇

徐之珩同學獲選104年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殊榮 致理校園榮獲104年度防疫績優獎
外交部為推動與邦交國及友好 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全國共有來
●獲獎同學與指導老師合影

同學於廣播劇競賽中，榮獲全國
高中職隊日語組第二名，應日系
工藤卓司老師帶領的日三B藍健
瑋、孫瑛、曾瑩萱及鍾昀舫同學
榮獲全國大專隊日語組第三名！
文◎教務處語言中心

國家間之青年交流，增進各國青
年對我國情及文化之認識，辦理
國際青年大使徵選。本校國際
貿易系徐之珩同學推廣台灣在地
特色傳統文化，優異表現獲選為
104年「國際青年大使」，消息
傳來，全校師生同感榮耀！
國際貿易系表示，104年度外

2015新一代設計展 多設系同學創意無限
4大創新，激發學子創意潛能
「2015新一代設計展」有來
自國內63所大專校院、126個系
所；國外則有5個國家(英、美、
義、日、澳洲)、13所設計院
校，超過9000位學生、4000多
件展品參賽，競爭激烈。本校
多媒體設計系學生憑藉創意，
脫穎而出，榮獲3組入圍佳績，
分別是：陳詩方同學-作品名
稱：「生生不息」；許俊逸、
孫浩哲、高煒峻、鄭佳宜、呂尚
鴻、黃子軒及吳睿庭同學-作品
名稱：「移樣」；郭亞罕 、楊
書豪、陳依婷及蘇珮瑜同學作品
名稱：「台灣設計拓荒者」，充
分展現多設系同學們創意潛能無
限，更提升日後職場的競爭力。

●「新一代設計展」致理多設系團隊合影

新一代設計展自1982年開辦以
來，規模從幾個工業設計系所的

聯合畢展，逐漸擴大成為全球規
模最大的單一學生設計展。34年
來，台灣的設計教育不斷茁壯，
培育了對生活周遭充滿觀察力及
創造力的新銳設計師，而「新
一代設計展」即是展現設計教育
成果的最佳場域；並在2007年獲
選為「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
(Icsid)」50周年之全球系列活
動之一，與米蘭家具展（Salone
del Mobile, Milan）、挪威設
計日（Norwegian Design Day）
等知名設計活動齊名。走過14年
歷史的「新一代設計獎」，今年
升級轉型為「金點新秀設計獎」
（Young Pin Design Award），
成為新一代設計展 YODEX 中唯
一的官方獎項。激發國內新秀發
揮創意，協助年輕學子邁向國際
設計平台，於歷史悠久及享有國
際信譽之「新一代設計展」展會
中辦理「金點新秀設計獎」，展
＋獎皆由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執
行，雙向結合各項資源整合，完
善推動整體品牌形象，全面提升
獎項榮耀地位。
文◎多媒體設計系

●徐之珩同學獲選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

正新瑪吉斯全國經營管理實務競賽成果全壘打
本校財務金融系團隊參與第18
屆正新瑪吉斯全國經營管理實務
競賽，成果豐碩。進入決賽的組
別共計四組，以全壘打姿態榮
獲行銷策略管理類第二名、第三
名、佳作，經營策略及國際企業
類佳作等多項佳績。
本校財務金融系致力將專業課
程融入專題競賽，使其課程往多
元化模式發展。系專題製作共分
為四大類，包含金融網路行銷
製作類、理財教育繪本/理財教
育遊戲製作類、理財規劃主題微
電影類、專題論文/個案分析類
等。從大三下學期開始，系上同
學依據個人興趣進行分組，並由
各類別的專題教師進行指導，於
校內專題競賽結束後，於大四下
學期前往校外進行各項專業類競
賽，其中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

●行管系受獎師生於台灣師範大學全國賽頒
獎典禮，與主辦單位戴建耘教授(左二)、
教育部張明文司長(左四)合影

本校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為因應
國際化以及培育優秀專業人才，
落實大一大二基礎英語教學，並
培養學生職場專業英文的詞彙
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能力，由羅
啟峰、蕭勝華、戴貴琴等老師，
結合專業課程深耕英語教學與輔
導，自2013年起連續三年參加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國GLAD全
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本校於
104年4月
申請「衛
生福利部
104年度防
疫獎勵實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施計畫」，於
  性福巴士巡迴
6月23日經該
部函告榮獲「104年度防疫績優
獎」，頒發防治獎金5萬元。未
來，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將持續
整合相關資源，戮力推動周延
防疫工作，共創健康安全校園
環境。
本校遵循傳染病防治法，依
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染
病管制規定及推動健康促進學
校的概念，落實執行傳染病防
治法三級預防相關業務策略，

包含改善環境衛生、施行預防
接種、預防直接傳染（早期發
現、早期隔離）、實施衛生教
育，以達成建構健康安全的友
善校園為目標。
本校衛生保健組依據「傳染病
防治法」成立「傳染病防治緊急
應變小組」、「緊急應變指揮小
組」、「學務處防疫小組」，並
制定「傳染病防治應變計畫」，
及「衛生法規彙編」，作為傳染

●學生簽名聯署響應性福巴士

病防治之標準作業規範據以修
正，以因應各式傳染病防治，迅
速執行防疫業務。學務處依據學
校衛生工作計畫結合總務處、教
務處落實推動環境衛生安全維
護，每月與總務處召開「聯繫會
議」，針對校園環境安全衛生，
進行業務交流並積極執行改善。
衛保組推動傳染病防治宣
導，議題多元而豐富，以強化
師生促進健康知能。為落實防
疫工作，除嚴格執行次級、三
級預防之健康服務外，傾力推
動全校性初級預防，如辦理
「傳染病防治週」、「冬季下
課開窗10分鐘活動」，參與人
次近萬人，並依疾管署宣導流
感防疫接種，推動B型肝炎防
治，103年辦理參與B肝接種人
數達902人。
文◎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致理資訊志工團隊榮獲教育部金質、銀質獎雙肯定

●財務金融系獲獎團隊合影

管理系所舉辦之「全國經營管理
實務專題競賽」，便為系上校外
競賽之重要里程碑。在該競賽當
中必須經歷投稿、初賽及決賽等
程序，在投稿時必須依據主辦單
位所規定之格式改寫專題內容；
初賽時，由評審單位進行專題內
容之審查；決賽時，由通過初賽
之組別前往該校進行現場簡報，
無論在哪個競賽階段，系上同學
均投入許多心力準備該項競賽。
文◎財務金融系

行管系深耕英語教學PVQC競賽大放異彩

104年度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
本校榮獲經濟部國貿局全國最高補助金額
經濟部國貿局為因應業界對外貿實務人才的需求，並培養具
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貿易人才，特辦理「104年度補助國內公
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選送國際
貿易相關科系在學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本校國際貿易系
獲得全國最高補助金額205萬元，致理青年海外實習成果備受肯
定。
國際貿易系表示，繼103年度選送4位在學同學前往墨西哥實
習，獲得良好實習成果後，今(104)年度擴大徵選，共錄取12
名表現優異之學生，由國際貿易系張弘遠老師及雷立偉老師帶
領錄取者進行計畫提案，出色表現獲經濟部國貿局肯定，核准
本校全國最高補助金額205萬元。本次選送生預計於104年8、9
月，由計畫主持人張弘遠老師及雷立偉老師分別帶領前往墨西
哥、馬來西亞進行實習，繼續擴大致理青年與國際接軌的海外
實習版圖。
文◎國際貿易系

自104所大學校院的學生報名角
逐，國貿系徐之珩同學在林國榮
教務長及張弘遠老師協助之下，
撰寫推薦函，並在徵選階段以英
文介紹台灣菜市場常見「阿嬤
袋」和童年的玩具「竹蟬」等台
灣特產，英語表達流利且充滿見
地。在網路投票階段，透過師長
親友的大力支持及宣傳，徐之珩
同學一路過關斬將，正式獲選為
104年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正取
生。透過這次當選經驗，徐同學
表示：「不要對自己沒信心，真
的沒有你想像中的難，只要你有
心想要做好一件事，全世界都會
來幫你的。」 文◎國際貿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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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舉辦之「PVQC專業
英語詞彙能力大賽」，均獲得佳
績。本年度於104年2月6日舉辦
「2015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大賽」
(全國賽)」，在近兩萬名全國學
生中脫穎而出，獲得多項個人成
績前三名，一舉榮獲大專團體獎
商管類第一名、資訊類第一名。
104年6月，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再
度榮獲「2015兩岸專業英文詞彙
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大賽」
團體獎第一名。
行管系表示，透過該項競賽培
養學生職場英語文及計算機應用
等「雙核心能力」，提升熟悉商
務運用技術與實務案例，以期能
夠有效縮短學用落差。結合本系
專業課程厚植英語基礎教學，並
建立行管系學生國際化的競爭能
力。
文◎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教育部為鼓勵大專校院青年在
專業領域深造之餘，也能用心關
懷家鄉土地，鼓勵青年參與資訊
志工服務。本校資訊管理系曲莉
莉老師及國際貿易系雷立偉老師
持續多年申請教育部資訊志工
團隊計畫，組織志工團隊投入縮
減數位落差之行列，協助偏鄉地
區改善資訊使用與學習環境。
「103年度資訊志工競賽」兩個

團隊分別榮獲金質、銀質獎，更
有五項專題獲得「數位關懷大
賽優等獎」，分別是：「在地生
活‧數位關懷」類：「資訊傳萬
里」與「橙心誠意，洛花台東－
肚臍家族小故事」表現亮眼；
「電腦健康操」類：「我是數位
小尖兵」及「資訊防護 多采多
資」表現優異；「創意貼圖設
計」類：則由「打造數位幸福」

獲得優勝。
文◎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致理青年擔任資訊志工，協助縮減城鄉
  數位落差

會資系團隊「電腦稽核競賽」榮獲全國第三名
每年５月為致理技術學院會計
資訊系重要的月份，系上除派遣
學生至北區國稅局各稽徵所，協
助所得稅申報活動外，亦是同學
參加校外各項競賽之月份。
會計資訊系今年由四技四年級
劉嘉紘、李佩霓、邱意程、許惠

慈、黃俞禎等五位同學，組隊參
加「全國電腦稽核個案競賽」。
本項賽事由中正大學會計資訊系
主辦，中華民國審計部、中華民
國內部稽核協會、舞弊防治與調
查協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與中
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協辦，是一

項極具專業性之競賽；參賽隊伍
包括各公私立大學會計系學生，
亦有學校由研究生組隊參賽。
本次競賽流程係以國內知名企
業為研究個案，現場經由資料之
查核，進而完成個案報告製作、
公開發表並接受質詢，報告內容

應用日語系校內外競賽佳績連連

包含查核主題與範圍、風險分
析、控制活動、查核程序與步
驟、查核技術運用、查核發現
及查核結論與建議等。
會計資訊系同學在各公立大
學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第
三名的殊榮；值得一是的是，
參賽同學在準備期間，白天都
在會計師事務所實習，又必須
積極準備比賽，尤其是被打敗
的隊伍中，不少是由研究生組
成，獲此佳績，實屬不易。
文◎會計資訊系

優秀配音展日語長才
2015年第8屆全國大學生日語
配音比賽於2015年5月23日舉
辦，應用日語系日一A唐郡蓮、
包函、孫孟賢同學及日一B陳盈
樺、楊雅淳同學在安井伸介老
師積極地培訓下，以「花田少年
史」此部動畫作為配音的主題，
透過學生們豐富且逼真的聲音表
現，獲得評審讚賞，榮獲主修日

●參加競賽同學與指導老師合影

語組之團體組第2名。包函同學
及孫孟賢同學更因詮釋劇中角色
生動流暢，榮獲個人優秀配音員
獎第5及第6名。

全國英日語廣播劇競賽獲佳績
「2015年致理盃全國英日語廣
播劇競賽」於2015年6月5日舉
辦，來自全國各大專校院學生皆
努力爭取佳績。應用日語系日二
B李昱緯、陳泓宇、林威宇、葉
力鳴同學及日三A鍾昀舫、日三B
曾瑩萱、藍健瑋及孫瑛同學，經
陳萱老師及工藤卓司老師的專業
訓練，日語表達能力優異，榮獲
大專隊日文組第2名及第3名的優
秀成績。
文◎應用日語系

●會資系榮獲全國電腦稽核競賽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