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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SJSU商學大數據分析專班首屆33位學生，全數成功申請到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入學許可。

前進矽谷！
SJSU 商學大數據專班首屆學生
全數獲入學許可
文．攝影／SJSU商學大數據分析專班

母

校國際學院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商學大數據分析雙學士學位學程首屆33位學生，
全數達到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SJSU）的學業及英文檢定門檻，成功申請到入學

許可（I20），未來將銜接 SJSU 三年級課程，繼續完成學習目標。
SJSU 商學大數據分析專班為國內少數具備前瞻性、國際化，與時俱進之跨領域頂尖學
程，該學程在陳婉淑特聘教授帶領下辦學紮實，學生目前正緊鑼密鼓為前往美國留學準
備，對於即將前往世界科技重鎮矽谷就讀相當興奮。未來順利完成逢甲大學、SJSU 兩個
大學畢業規範的學生，將獲得兩個大學學士學位證書。
此外，專班也有優秀學生獲得世界大學排名百大名校入學許可，如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與英國格拉斯
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商學大數據分析、數據分析相關科系的入學許可，
更有4位學生成功申請到全美排名27名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入學獎學金一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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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新創業中心．攝影／秘書處

臺灣創意邁向國際

逢甲大學、經濟部合作「物聯網智造基地」
04

迎

接 IoT 物聯網人工智慧時代來臨，由經濟
部工業局主導、逢甲大學執行的「中部物

聯網智造基地」 4月10日舉辦啟動儀式，這也是
全臺第一個物聯網智造基地，將透過培訓計畫協
助新創團隊產品優化及商業化，並提供產銷方
案，進一步將臺灣創意推上國際。
工業局電資組呂正欽副組長表示，工業局將
在北中南設置智造基地，這與各地現有的 maker
space 不同之處在於，智造基地是協助的角色，
例如當 maker 在創意發想的時候遇到瓶頸、商品
化不順利、不知道創意如何與設計接軌等問題，
智造基地就能提供協助，我們希望臺灣的創意
不是僅止於參加競賽，而是能進一步商品化。而
逢甲大學是工程實力堅強的學校，因此，選擇
逢甲大學作為中部物聯網智造基地，協助在地
maker。
母校李秉乾校長表示，「中部物聯網智造基
地」設立目的為促進中部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整
▼林依瑩副市長特前來，於4月10日逢甲大學舉辦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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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經濟部工
業局主導，
母校執行的
「中部物聯
網 智 造 基
地」，於母
校舉辦啟動
儀式，並規
劃「IoT創
意商品實體
展」。

合跨域資源，將初創企業和傳統產業與 IoT 相互

新式物聯網技術合作與機會。中部物聯網智造基

結合，打造一個眾創眾籌、產品孵化、產業孵化、 地也會鏈結中科園區物聯網智慧產業、中部大專
產業化平台、配套服務等多版塊於一體的眾創

校院與高中職學校、民間 maker 等，建構完整物

空間聯盟平台，全力為創新創業團隊提供產銷方

聯網生態體系。

案的一站式便捷服務，打造創新生態，成為運用
IoT 技術提供解決方案的專業平台。

目前「中部物聯網智造基地」透過「IoT 智慧
商品開發培育計畫」甄選優秀新創團隊，並邀請

臺中市林依瑩副市長表示，逢甲大學緊鄰水

產、學、研專業人士為指導顧問，展開為期3至6

湳經貿園區，是臺中發展智慧城市相當重要的據

個月量身訂做的訓練，包含產品開發、設計、製

點，而市府也深知大學是人才培育基地，因此，

造、行銷講座等，階段性進行實作與討論，幫助

期待透過產官學合作，讓青年學子在求學階段即

團隊順利完成 IoT 智慧產品開發，並媒合技術團

能與就業、創業對接，營造青創環境，活絡人才

隊，與在地企業進行場域測試應用，提升產品商

發展。

轉成功率。未來將進一步推薦優質團隊參與國際

「中部物聯網智造基地」位在人文社會館 B1，

知名加速器計畫、群眾募資平台、行銷展演活動

擁有多元智造空間，包含 co-working space、智慧

等，串連國內外資源，幫助臺灣創意站上國際舞

家庭情境區、IoT 軟硬體設施如3D 列印、雷射雕

台發光發亮。

刻及手工機具等，以豐沛資源提升中區物聯網產
業技術服務能量。

活動中也設置「IoT 創意商品實體展」，展出
參與培訓計畫的作品，雖然是雛形，但已展現臺

此外，母校為中區區域教學資源分享計畫之召

灣對於物聯網技術應用的創意與企圖。例如結合

集中心學校，具備連結中部產官學資源之優勢，

物聯網功能的自動扭蛋機、多元化的智能玩具、

可望成為中區 IoT 新創團隊商業化加速器，協助

智能醫療照護週邊設備、科技農業整合發展模

創業團隊、廠商將創意產品商轉，進而創造更多

組、智能穿戴裝置、智能控制門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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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中心

專訪母校工學院吳石乙院長

深耕產業、技術服務
成為大中部地區學術聲望最高的工學院
⊙ 王斯巧

人物專訪
14

王龍池
林廷祥
邱伯達
陳正雄
郭麗群
陳蓓蓓
廖年亨
顧振森

母校傑報

專訪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周永暉學長

推動「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策略」
⊙王斯巧
帶您重新認識台灣！
18

專訪 鄉有機驛站副總經理長潘慧菁學姊

淨化世界的夢想
與大自然的和解共生
22

⊙王斯巧

專訪香蕉新樂園總監吳傳治學長

時光的迴廊
帶你找回記憶中的美好回憶！

⊙王斯巧

曹昌堯博士專欄
26

免疫力的三道防線 - - 了解人體免疫力的奧妙

第一道防線「物理屏障」

⊙曹昌堯

E-mail：iahohoa@ms4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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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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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大學

■桃園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台中巿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20街185巷37號
電話：(04)2451-7250
會 長：邱鎮有
http：//www.fcu.edu.tw/
電 話：0937-127550  
校輔處(人言大樓10樓)
總幹事：孫國勛
處 長：王壘
電 話：0928-276675
電 話：(04)24517250＃2550
■新竹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執行長：丁培元
新竹縣關西鎮西安里老街49-6號
電 話：(04)24517250＃2552
會 長：王振能
■逢甲大學校友總會
電 話：0930-762195
總幹事：呂豐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8號11樓之2
電 話：0936-180686
總會長：施鵬賢
電 話：(04)22308141
■苗栗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秘書長：盧育嫺
苗栗市自治路322號
電 話：0912-558-781
會 長：謝昌益
■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935-347802
總幹事：陳志華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65號12樓之5
電 話：0935-990500
http：//www.fcuaa.org.tw
會 長：張政文
■台中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2)27083427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路87號3樓
總幹事：蔡文中
會 長：黃文彬
電 話：(02)27319393
電 話：04-27069000
總幹事：蔡榮琮
電 話：0931-466105

■南投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南投市營北里向上路222巷37號              
會 長：李明樟
電 話：(049)239484
■彰化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彰化市中興路31號
會 長：曾國忠
電 話：(04)7111441
總幹事：陳石崇
電 話：0922-424878
■雲林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高雄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路17-1號
會 長：郭安貴
電 話：0921-036767
總幹事：林亨峻
電 話：0933-585967
■屏東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屏東市自由路606號
會 長：任峻賢
電 話：(08)7332322
總幹事：蔣和泰
電 話：(08)7742089

■宜蘭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166號
會 長：林接枝
電 話：0932-089199
總幹事：張銘智
電 話：0972-623950
■金門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金門縣金寧鄉湖下196號
會 長：楊肅藝
電 話：(082)326424#11
總幹事：翁克偉
電 話：0937-206900

斗六市北平路55巷28號
■台東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澎湖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會 長：林揮獅
電 話：0910-465998
台東市更生北路148號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總幹事：吳樹屏
會 長：王錦機
會 長：王瑩瑋
電 話：(05)5370988#8307
電 話：(089)222512
電 話：0912-138932
總幹事：洪明豪
■嘉義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花蓮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6)9264-115#1915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128-1號
花蓮市中福路223號
■逢甲大學 EMBA 校友會
會 長：李英蘭
會 長：方清居
電 話：0925-810520
電 話：0919-895428
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169號4F
會 長：吳春山
■台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4)22559888
台南市歸仁區公園路216號
秘書長：丁榮村
會 長：王明習
電 話：(04)23863322
電 話：0932-870172
總幹事：賴國宏
電 話：0911-961888

聯誼活動
28

徵信錄
47 校友會會員年費及各類捐款

雲林縣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新春團拜

雲林有愛  樂活逢甲人
30

⊙吳樹屏

財金風保(原銀保系)系友大會曁會長交接活動

2018北區系友「金」
「銀」
「財」
「保」大團圓             
⊙財金風保系

活動看板
47 北區金融校友聯誼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47 台北市校友會群英會第十六週年慶祝大會暨
會長交接

知識饗宴
32

47 北區企管、財金風保系友會/中區金融保險

投資理財

系友會「通霄后里知性之旅」

第二季投資策略：

景氣日正當中 選股三原則為主
34

⊙林成蔭

更正啟事

生活美學

47 306期更正

臉部保養和身體保養的關係

BODY SPA保養得宜
每個女人都能擁有不老女神的封號

⊙ 彭春梅

贊助廣告

2017徵文比賽 - 與時間拔河
37 那個她-

劉品坊老師

⊙陳韋心、陳盈安、劉美欣、溫郡虹、紀文傑

40 薛孟仁老師與他的戲劇世界
且看一個來自好萊塢的戲劇家與逢甲大學的不解之緣
⊙洪肇廷、蔡昀容、羅鬱瑄、劉思雨

nterview with Outstanding Alumni
42 Chief Executive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Continuing the Charm of Purple
		“Our wish is that the Lavender Cot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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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地產
三商美邦人壽
歐典生技

陳世曉學長 (EMBA 高階103)

宏睿樂器

陳少宏學長 ( 國貿56)

海權公司

古偉明學長 ( 企管59)

威剛科技

陳立白學長 ( 電機74)

封面裡  麗明營造
封

底  總太建設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興華街55號
理事長：張志哲
電  話：0939-363932
執行長：賴俊銘
電  話：0933-591609

主要負責人名錄

■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

地區校友會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董事長：王進勝
電 話：(04)23505599
秘書長：黃英哲
電 話：0935372242

海外

■逢甲大學 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

■日本校友會

吳錫坤學長 (EMBA 高階103)

《逢甲人》
訂閱申請

⊙ WANG SSU-CHIAO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65號12樓之5
董事長：蔡練生
執行長：賴文堂
電  話：(02)27083427

吳春山學長 (EMBA 高階103)

封底裡  昇恆昌

		 would appear in every corner of Taiwan.”
專訪薰衣草森林執行長王村煌學長

■逢甲大學台北市校友文教基金會

吳錫坤學長 (EMBA 高階103)

台灣日立冷氣

■美國華盛頓D.C.校友會

■馬來西亞校友會

■泰國校友會

東京地區總召集人：石滋文
會  長：王東輝
信箱：fengchiamalaysia@gmail.com 會  長：鍾國松
電  話：443-756-7566
電 話：66-81-8161247
電  話：03-33779847
會  長：陳德來
總幹事：黃東城
大阪地區聯絡人：蔡伸雄
電 話：60-12-3309734
■美國西雅圖校友會
電 話：66-81-8031109
電  話：06-63931550
副會長：陳聞驄
會  長：紀碧霜
電 話：60-13-3201314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舊金山地區）
■新加坡校友會
電  話：425-427-8916
副會長：黃循熠
副會長：涂漢屏
名譽會長：張人睿
會  長：余清安
電 話：60-12-2101259
電  話：253-8744940
電  話：415-681-5684
電 話：65-66655888
總幹事：劉斌傑
會  長：金大銘
電 話：60-12-3008633 ■中國大陸校友會
■加拿大加西校友會（溫哥華地區）
電  話：408-6275847
信箱：joinfcuaa@gmail.com ■香港校友會
會  長：盧壯智
副會長：秦玉娟
電 話：1390-1799022
會  長：陳美芝
電  話：408-7813689
會  長：潘國珍
副會長：鄭連興
電  話：604-719-8133
副會長：陳紹卿
電 話：852-96801352
電 話：139-01799022
副會長：劉超軍
電  話：408-7813972
■
澳門校友會
副會長：傅文信
電  話：604-581-9200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洛杉磯地區）
電 話：152-21250920
會  長：江嘉政
■加拿大加東校友會
秘書長：歐欣瑂
電 話：853-66112382
信箱：fcuaascusa@gmail.com
會
長：顧振森
電 話：1861-6531578
名譽會長：陳蓓蓓
■汶萊校友會
電
話：905-812-5313
電  話：626-487-3888
會  長：鍾昌華
   
副會長：陳勝誥
會  長：馮作君
電 話：03-335160
電  話：647-499-7926
電  話：909-598-8235
副會長：莊祐欣
■印尼校友會
■澳洲昆士蘭校友會
電  話：909-595-6738
信箱：fengchiaindoalumi@gmail.com
會 長：姜如霞
會  長：馬德東
電 話：0434-905-168
電 話：62-818904889
總幹事：陳聖偉
電 話：0426-58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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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母校工學院吳石乙院長

深耕產業、技術服務
成為大中部地區學術聲望最高的工學院
文／王斯巧、工學院 ‧ 攝影／許惠娟 (EMBA 經管 100)、工學院

▲吳院長與工業大數據專家李傑教授交流會。

民

國50年時，母校創立為工商學院，而土木、
水利工程學系為創校四系之二；民國65年

工學部成立。為加強教學，特設置工學部，設有
土木、水利、建築、都計、化工、紡織、機械、
工工、航空、資訊、電機、電子、自控等13學系、
及實習工場。民國69年8月更名為「工學院」。
至今共設有機電系、纖複系、工工系、化工系、
航太系、精密設計學士學程、電聲碩士學程、綠
能碩士學程、機航博士學程、智能化機電系統設
計產業碩士專班、智能製造與工程管理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共11個系所及學位學程。另設有紡織
與材料工業研究中心、碳纖維產業研究中心及鞋
業製造中心。
本刊於107年2月6日，專訪母校工學院吳石乙
院長，請院長就目前母校工學院的發展及未來願
景給我們最精闢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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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與開曼英利公司簽署產學合作MOU。

世紀發展趨勢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體系

焦點
報導

▲工學院與紡織相關產業聯盟合作簽署典禮。

訂定四大發展目標

現今的高等教育已被賦予更多的責任，社會除

因此，吳院長帶領工學院特別訂定四大發展目

了希望大學能提供多元化的技能，並期待能帶動

標，分別為：1. 優質教學、全面認證；2. 重點研究、

地方經濟之發展，增加國際競爭力。

國際合作；3. 深耕產業、技術服務；4. 全人教育、

因此工學院配合母校成為「大中部地區學術

師生一家。發展願景部分則以「建構優質的產學

聲望最高大學」之願景及學校之七大校務發展策

研發平台」；「締造完善的教學研究環境」；「成

略，以世代科技宏觀來規劃未來發展，並考量高

立全國首屈一指的特色研究中心」；「成為大中

等教育體系中學生本質及出路，以培養台灣社會

部地區學術聲望最高的工學院」。四大發展目標，

產業轉型所需的專業人才。

相信在吳院長的帶領之下工學院必能持續締造巔

且吳院長認為，世紀發展趨勢是以知識為基
礎的經濟體系，未來勢必要展現一個以智慧製造
和創造力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而知識經濟內涵

峰，打造更優秀的成績！
積極推動國際學術合作  已達教育國際化目標

首重於製造業中的高科技工業：包括智慧機械、

吳院長表示，目前與工學院簽訂合作協定之對

航太、生醫、光電與綠色科技等產業。為因應中

象包括芬蘭 Tempe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部產業園區之發展及現代國際產業鏈結的大趨勢

泰 國 Khon Kaen University、 美 國 University of

下，擬整合過去教學與研究領域所建立成果與基

Nevada, Las Vegas、中國大陸哈爾濱工業大學、

礎，並尋求校外資源，集中院內有限資源，針對

英 國 Hollings Faculty,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區域性產業關鍵性技術之迫切需求性，擬定新時

University 等。除此之外，更將國際性之工程教

代所需求之技術與課程，以建立工學院發展特

育認證 -ABET 系統 (Washington Accord)，導入並

色。

申請中華工程認證協會（IEET）之認證，目前5

由於工學院擁有與前述產業息息相關的專業系

個系所皆已完成第一或第三週期的認證工作。在

所，且所屬單位的專業形象頗受產業界肯定，因

「教學深耕」之理念下，將藉由導入這套系統與

此將聚合各系所以往打造的潛能，匯流成深具爆

CDIO 的結合，並適切的配合業界需求，且建立

發衝力的研發能量；同時納入知識創造、知識流

持續改善的機制，而目前所有的碩博班都已開始

通、知識加值等新觀念，增強工學院的優勢競爭

對外籍生招生，綠能碩士學程與泰國清邁皇家大

力，以超越新時代的心胸抱負來開創美好前程。

學，已有1+1雙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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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國民大學參訪座談會。

▲工學院與中山醫藥大學健康學院研討會。
▼

母校與A u t o d e s k合作
成立Autodesk Design
Studio，於工學院舉辦揭
幕儀式。

▼馬來西亞國民大學與母校
工學院互動密切，關係良
好。

簽署策略聯盟協定  推動整合型研究團隊

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和「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

近年來工學院為提升師生研究的質與量，透過

業研究發展中心」等簽署策略聯盟協定，共同推

校卓越計畫、校重點計畫、院特色計畫及研究群

動研究群整合型計畫，未來對本院學生之學習、

計畫的執行，增購教學與研究設備，並輔以減授

研究與就業等，將帶來莫大之助益。本院也積極

鐘點、獎助、升等及出席國際會議經費補助等獎

參與並協助逢甲大學籌設「就業最後一哩」專精

勵措施，促使研究成果快速成長，每年約近300

就業學程，包括「台積電半導體設備工程師」、

篇學術論文公開發表。為結合各專長領域的教師

「友達工程師」、「志聖工程師」等學程，針對

進行跨領域整合研究，以「智慧製造與航太」、

大學三年級以上學生進行專業培訓，學生畢業後

「綠色製程與碳纖維材料」二學群為經緯，設立

既有本科系畢業證書，也同時取得專業學程證書

「紡織與材料工業研究中心」、「鞋業製造中

與業界優先聘意向書。此外，為配合國家前瞻科

心」、「碳纖維產業研究中心」等特色研究中心， 技與產業發展，領先成立全國唯一之「電聲碩士

12

規劃並推動重要研究計畫。本院與「源恆工業股

學位學程」與「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積

份有限公司」、「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金

極培育國內專業領域人才。

FENG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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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能源領域專家
吳院長為研究氫能源領域的專家，且目前設
於母校的「APEC 先進生質氫能技術研究中心」

程，盼能降低學用落差。
Autodesk Design Studio揭牌 打造3D設計練功房

為 APEC 認可之研究中心，該中心主要任務為在

母 校 與 Autodesk 合 作 成 立 Autodesk Design

亞太地區推廣利用生物氫能技術，將生質廢棄

Studio，已於今年3月20日於工學院一樓舉辦揭

物，轉化成能源、材料、或綠色化學品，同時推

幕儀式，母校與 Autodesk 雙方合作自2011年起，

動共生生態社區之生質經濟（bioeconomy）。且

在 Autodesk 校園夥伴碁峰資訊積極牽線下，合

APEC 先進生質氫能技術研究中心，已於2017年

作至今已邁入第6年，一步步地奠定穩建有力的

在母校舉辦 APEC-Yes Challenge 國際競賽，2018

學術合作夥伴關係，從軟體取得、課程導入、成

年8月底將在泰國曼谷與 KMUTT 共同舉辦。

立教學研究與國際認證中心，全方位提升教學綜

各大企業產學聯盟
共同培育中部產業轉型專業人才
同時，母校工學院與眾多企業有著產學聯盟合

效，強化接軌業界能力。今年雙方更進一步合作
成立 Autodesk Design Studio，提供逢甲學生展現
創意的舞台，深化學生3D 設計創意與自我展現
的能力。

作關係，其中，捷普綠點更捐贈母校全套精密模

吳院長也相當感謝 Autodesk 和碁峰資訊的大

具加工硬體設備，成立智能化模具與設計中心，

力協助，讓 Autodesk Design Studio 順利落成，也

繼2013、2014年捐贈 CNC 設備及成立精密電化

提到「雖然 Autodesk Design Studio 是設置在工學

學加工實驗室，捷普綠點再度協助逢甲建置模具

院，但是這是一個提供全校師生共同運用的空

成型實驗工廠，捐贈德國高速 CNC 加工機、日本

間。不論是進行設計交流、創意發想，甚至是單

高精密放電加工機及線切割等全套精密模具加工

純來這裡聊聊天，都非常歡迎。Autodesk Design

硬體設備。

Studio，除可協助工學院建置完善的 CD ( 構思與

PTC 捐贈 PTC Creo 軟體，為業界最普及使用

設計 ) 空間外，配合工學院地下一樓的 IO ( 實施

2D、3D CAD 設計軟體，廣泛應用於科技與製造

與操作 ) 空間，與工學院一樓的設計廊道規劃，

產業如手機、筆電、自行車／汽車、航太／重

將來可開放給全校創能學院師生進行快速打樣，

工等，能支援設計人員進行產品 freestyle 曲面設

將會是很不一樣的創意實踐環境。」

計，建構創新產品設計，透過自動化產品開發流
程改善產品品質，加快上市時程。
母校亦聘請捷普綠點董事長為特約講座教授，

焦點
報導

母校 Autodesk 軟體為全校授權，師生可以到
資訊處校園軟體網下載，也可安裝於個人電腦
內，未來與 Autodesk 雙方將持續挹注教學資源於

總經理為技術級教授，陸續在工學院開辦軟、硬

Autodesk Design Studio，首先會在

體應用課程，將業界現行所使用的研發設計管

Autodesk Design Studio 開設一系列

理、生產技術以及加工實務引進校園。藉由產

「第六屆逢甲盃創意設計競賽」訓

學合作，企業提供設備，讓學生在校就能接觸到

練課程，提供跨學院、跨科系的設

從設計到製造的所有流程，豐富工學院的實務課

計交流。

《工學院》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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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優秀

文／王斯巧、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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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專訪

臺灣永續觀光發展策略
---

專訪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周永暉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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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而來臺旅客連續 3 年破千萬，2017 年已達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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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9601 人次，成長率 0.46％，而客源結構趨均衡，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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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東北亞、東南亞、歐美港澳其他市場約各占 1/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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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結構，代表觀光市場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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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本刊於 107 年 3 月 13 日專訪
NG CHIA

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周永暉學長，在
觀光業發展快速的現今，交通部
觀光局更是扮演相當關鍵的角
色，有幸藉由專訪，邀請學長
與廣大校友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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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交通部觀光局目前設有：企劃、業務、技術、

金山、洛杉磯、法蘭克福、香港、北京、上海（福

國際、國民旅遊、旅宿6組及秘書、人事、政風、 州）等地設置駐外辦事處。
主計、公關、資訊6室，且為加強來華及出國觀
光旅客之服務，先後於桃園及高雄設立「臺灣桃

從基層做起  培養高度執行力及業務掌握能力

園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及「高雄國際機場旅

周學長於民國73年畢業於母校運管系，並到交

客服務中心」，並於台北設立「觀光局旅遊服務

通大學進修，完成碩士及博士學歷，畢業後即進

中心」及台中、台南、高雄服務處；另為直接開

入台鐵就職，從基層做起，歷經台鐵實習員、列

發及管理國家級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成立「東

車長、運輸研究所研究員、高鐵局科長、交通部

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東部海

科長、專委、鐵工局主秘與副局長、台鐵局副局

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長、鐵工局局長及台鐵局局長等職務。

管理處」、「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馬

民國105年9月接下交通部觀光局長一職，周學

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

長從基層一步一腳印做起，他的執行力及對業務

家風景區管理處」、「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掌握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且在他擔任台鐵局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阿里山國

長時，從基礎設施建設、營運安全及服務品質、

家風景區管理處」、「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

人力培育、財務結構合理化等四大面向著手，並

理處」、「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茂林

與多家日本鐵道公司、德國國鐵及瑞士鐵道締結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

合作友好關係，為台鐵開啟鐵道觀光的新頁，為

處」；為辦理國際觀光推廣業務，分別在東京、

臺灣觀光業盡心盡力，不遺餘力。

大阪、首爾、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紐約、舊

與母校簽屬「台灣鐵路管理局－逢甲大學產學建
教合作計畫書」

周永暉

小檔案

學歷：
‧逢甲大學運管系73年畢業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    
經歷：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局長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主任秘書、副局長、局長
‧交通部路政司科長、專門委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員
‧78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交通行政科及格
‧98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習
‧102年行政院選派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短期研習
現職：
‧交通部觀光局局長
‧財團法人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董事長

周學長不但是國家不可或缺的人才，並積極回
饋母校，民國105年時周學長擔任台鐵局局長時，
就與母校簽署「台灣鐵路管理局－逢甲大學產學
建教合作計畫書」，雙方承諾共同全力推動以培
養軌道專業、行車運轉及營運管理等鐵路專業人
才為目標，課程將由母校各領域專業師資教授相
關理論，並利用校外實習的機會，讓母校學生能
親自到現場實作，培養學生對鐵路事業的基礎學
識及實務操作的能力。但其實早在民國70年時，
母校就曾合作辦理建教班，培育出許多鐵路人
才，周學長也就是在當時建教班所培育之優秀人
才，可以說是母校與台鐵局合作的最佳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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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學長與日本旅行業協會(JATA)貴賓合影。

回饋母校不遺餘力   榮
獲母校第17屆傑出校友

宣傳「臺灣觀光新年曆」，只要您到交通部觀光

周學長在業界的傑出

局網站的「影音互動」就可以下載到當月的台灣

表現想必大家是有目共睹

特色景點月曆桌布，讓大家可以不受地域及時間

的，不但獲選母校第17屆

的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觀賞到台灣寶島之美，

傑出校友，且在2001年到

以此加強城市行銷力即推動特色觀光活動；「輔

母校交通運輸科技與管理

導產業轉型」引導產業加速品牌化，調整產業結

學系兼任副教授，捐贈母校獎學金累計達15次！

構，並鬆綁相關產業管理法令與規範，提升業著

且在他擔任臺灣鐵路管理局局長時，應邀返回

經營彈性，協助青年創業及強化稀少語別導遊訓

母校進行專題演講，以「台灣低碳運輸先行者－

練；「發展智慧觀光」建立觀光大數據資料庫，

台鐵發展與願景」為題，就台灣鐵路局未來計畫

整合觀光產業資訊網絡，加強觀光資訊應用及旅

內容及發展綠色環保運輸的需要為主軸，吸引

客旅遊行為分析，引導產業開發加值應用服務；

200多位學弟妹聽講。

「推廣體驗觀光」推動「2018海灣旅遊年」主軸，

2013年 擔 任

「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策略」
周學長擔任觀光局局長後，即於民國106年，
研訂「Tourism 2020- 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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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亞及東南亞郵輪航圈；「活絡國民旅遊」擴大

建構島嶼生態觀光旅遊，且積極輔導地方營造特
色遊憩亮點，營造多元族群友善環境。
訂定4年推廣主題   活絡擴大國旅觀光規模

花了半年的時間，著手進行4年的中長程計劃，

周 學 長 有 鑑 於「 台 灣 燈 會 」、「Summer

主要訂定五大主軸：「開拓多元市場」，依各市

Formosa- 夏至235，北回歸線在台灣 (2018年更名

場客源特性做分析，觀光局因此去日本做分析

為寶島仲夏節 :Summer Formosa Festival 235)」、

調查，而郵輪觀光也是主推的項目之一，將台灣

「台灣自行車節」及「台灣好湯」是台灣年度

鄰近國家納入郵輪觀光的地點，透過亞洲郵輪聯

4大國際級活動，因此將「Tourism2020台灣觀

盟（ACC）區域合作模式及訂定相關獎勵機制，

光永續發展策略」訂定出4年推廣主題，分別是

鼓勵國際郵輪企業以台灣為母港，以合作取代競

2017生態旅遊年、2018年訂為海灣旅遊年，2019

爭，打造台灣成為亞洲郵輪中心，建構完整東

和2020分別是小鎮漫遊年及脊梁山脈旅遊年，並

▼清真美食品嚐交流。

擴展「台灣好玩卡」服務範圍，便利自由行旅客

▼母校建設學院林良泰院長邀請周學
長至母校為在校學生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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驛動輕旅行  臺灣鐵道觀光

能夠深入旅遊台灣，且推動「國民旅遊卡新制」，

周學長認為，臺灣有許多特色小鎮，藉由環島

輔導旅行業者包裝國內深度、特色及高品質套裝

鐵路網及延伸支線，西部高速鐵路或是森林小火

行程，活絡擴大國民旅遊觀光規模。

車，都是國外旅客來台體驗觀光的絕佳選擇！因

落實「觀光新南向策略」

此，於2018年1月份時，觀光局與台鐵與高鐵簽
屬「集集鐵道觀光 MOU」合作備忘錄，推出「搭

且自周學長上任以來，施政重點採取「日韓主

雙鐵．遊集集」，並規劃打造第一個鐵道觀光小

攻、歐美深化、南進布局、大陸為守」等戰略，

學及彩繪列車，善用集集鐵道豐富的觀光資源及

提供多元旅遊資訊吸引重遊客，進一步則是落實

觀光發展的潛力，希望能藉此帶動及及鐵道觀光

「觀光新南向」政策，透過簡化來台簽證，試辦

發展。

泰國、汶萊、菲律賓來台免簽；推廣特色產品；

而周學長帶領觀光局及團隊，為了鼓勵來台

創新多元行銷；獎勵優惠措施等手法，深化臺灣

自由行的國際旅客能善用台灣便利的鐵道環境，

觀光品牌形象，營造友善接待環境，並吸引會展

體驗豐富的城鄉面貌，感受台灣在地特色，特別

獎勵旅遊（MICE）、郵輪、穆斯林（建置穆斯林

規劃拍攝「Touring Taiwan by Train」國際宣傳影

友善旅遊服務環境）及包機等主題客源，並特別

片，呈現在台灣遊玩的體驗，從環島鐵路到森林

與在地特色店及派出所單位合作推出「借問站」，

鐵路及各個支線，突顯台灣旅遊的特色魅力，並

而為什麼叫做「借問站」呢？原來是因為臺灣人

鼓勵旅客「旅行臺灣、就是現在」！

「相借問」的臺式熱情，取名為「借問站」，非

2019年為「Tourism2020- 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

常符合臺灣特色！合作單位門口將設有「借問

案」中推廣體驗觀光的「小鎮漫遊年」，未來，

站」識別，及 QRcode 引導至雲端提供各項旅遊

透過「Touring Taiwan by Train」國際宣傳影片，

服務，共同營造臺灣友善的旅遊環境，提升觀光

向國際旅客宣傳臺灣觀光，相信在周學長睿智的

旅遊服務品質。

帶領及觀光局優秀團隊的努力之

透過周學長及觀光局團隊多年的努力之下，

下，能將臺灣寶島推廣全球，邀

2017年韓國來台旅客數增長20％，也首次突破

請大家一同前往臺灣感受小鎮特

100萬人次。

色魅力！

《交通部觀光局》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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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優秀

校友

廻專訪 鄉有機驛站

淨
廻 化世界的夢想
與大自然的和解共生
文／王斯巧、 鄉有機驛站
攝影／許惠娟(EMBA經管100)、 鄉有機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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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養生風潮盛行，有機蔬食經過改良後，不再只是傳統的蔬菜料理，誰說吃素就
很平淡無趣？養生的同時也可以享用美食！本刊於民國 107 年 3 月 23 日，專訪廻廻鄉

有機驛站共 10 位學長姊 – 陳品旭學姊（電子 83）；廖麗雅學姊（電子 83）；沈俊良學長（企
管 83）；呂俊卿學長（會計 83）；蔡三益學長（材料 84）；徐筱晴學姊（會計 85）；潘慧
菁學姊（銀保 86）；李岳峰學長（環科 86）；賴昭伶學姊（會計 86）；馬莉文學姊（會計
86）。共 10 位學長姊畢業於母校不同系所，但緣分將彼此緊緊繫在一起，幾個沒有血緣關
係卻比親人關係更密切的人，成了人生中重要的夥伴，請學長姊與我們娓娓道來這過程的
精采故事吧！

鄉學長姊

小檔案

學歷：
陳品旭 學姊  逢甲大學電子系83年畢業
廖麗雅 學姊  逢甲大學電子系83年畢業
沈俊良 學長  逢甲大學企管系83年畢業
呂俊卿 學長  逢甲大學企管系83年畢業

●

●

●

●

●

●

●

●

●

●

蔡三益 學長  逢甲大學材料系84年畢業
徐筱晴 學姊  逢甲大學會計系85年畢業
潘慧菁 學姊  逢甲大學銀保系86年畢業
李岳峰 學長  逢甲大學環科系86年畢業
賴昭玲 學姊  逢甲大學會計系86年畢業
馬莉文 學姊  逢甲大學會計系86年畢業

▲學長姊們不曾喊辛苦，反而
甘之如飴，當起快樂農夫。

鄉有機驛站在母校學長姊以及一群有志青年

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且聽夜半屠門

共同努力經營之下，現在共有12個場區，復育了

聲」，這句話震撼了李姐，心想：「這些我們習

20多公頃的土地，每年生產稻米、雜糧、蔬果等

以為常的食物，原來可能是我們轉世投胎的爹

上百品項的農產品，並成立合作社與苗栗當地的

娘和親朋好友，如果是真的，怎麼可能吃得下去

小農契作，種植面積達50公頃以上，展開全省宅

呢？世界上那麼多的戰爭，就好像是每天廚房裡

配服務，並成立有機農產加工廠，加工農民生產

宰殺動物的縮影，廚房裡沒有停止殺戮，這世界

過盛的農產品或是和農民契作適合用來加工的特

很難有真正的和平。我相信是這樣，決心不再和

定品項等。目前已經通過有機農產加工驗證品項

動物結怨了。」

達一百多項，驗證中的品項也有20項之多！

也許你會想，吃素並不困難吧？也有很多人

同時成立了全國第一座有機釀酒厰，提高農產品

一輩子都吃素啊！但其實在吃素前的李姐是一位

的附加價值，增加農民收入！目前已經通過驗證

美食主義者，甚至可以為了一盤鮮蝦，不惜千里

了多項具特色的有機酒！多年來積極發展有機產

迢迢開了兩個小時的車程上山，但演講的一席話

業，從有機農場、有機食品加工到有機蔬食餐廳、 卻徹底改變了她，讓她對「素食」兩個字產生了
體驗教育活動，為有機產業六級化農企業。
廻 鄉的故事 最後一碗排骨飯

極大的興趣。並在偶然的機會下讀到了《身心靈
整體健康》這本書，是李姐的啟蒙書，從書中了
解到加工素料品中的化學添加物可能產生對人體

鄉有機驛站為李旭清女士所創立，也就是現

的危害，同時進一步的了解到吃素更深一層的意

在廻 鄉學長姊們所稱的「李姐」，當時31歲的李

義，吃有機食物和自然飲食，不僅可以重新恢復

姐在一場演講中聽到：「千百年來碗裡羹，怨深

個人的健康，同時可以治癒癌症，而且可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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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有機農業績優單位表揚。

熱帶雨林不被砍伐。也
讓李姐對於蔬食養生產
生了更多不同的見解，
也造就了她改變世界的堅定使命感！
民國83年時，李姐為了推廣生機飲食，在逢
甲大學附近開了臺灣第一家自然蔬食餐廳，有多
位學長姊都是常到餐廳裡享用餐點的食客及工讀
生，且常與李姐交流並認同李姐的理念。民國86
年，李姐邀約剛畢業的學長姊及一群應屆畢業生
在台中長春街共同生活學習，開啟推廣自然飲食
的旅程。
以高價收購不施農藥和化肥的農作物
而為了推動有機農業，在民國94年開始與有
機農夫契作一甲多的土地，要求農夫不使用任何

鄉有機驛站於2015年獲得環境教育獎。

但光聽到這些就覺得非常的辛苦，不過學長姊卻
沒有一絲的後悔，反而是露出心滿意足的甜美笑
顏，讓人敬佩不已。

化學農藥及化肥，不論產量多少，都會以高價收

如此辛勞的奔波，就為了照顧辛苦的農民，鼓

購，起初只是希望夥伴們能享用到最新鮮的有機

勵農民種植，且堅持著最單純的信念：「我們是

蔬食，但隨著土壤的改良，產量逐漸提高，已能

不是可以為這個環境，為這個社會，做一點有意

穩定的供給夥伴們三餐，於是他們決定將如此健

義的事情？」，而這個有意義的事情是什麼呢？

康的蔬食分享給大家，大夥兒在民國89年開了

學長姊想，也許我們可以做些跟別人不一樣的事

第一家餐廳，把多出來的農作物，做成有機便當

情！憑藉著最初的理念，李姐與學長姊一同打造

和民眾分享，當時素食有機餐廳並不盛行，為了

了20多年的精采故事。

推廣理念，學長姊們一到中午就充當義工，穿梭

之後年邁的農夫決定將土地賣掉，李姐也義無

在大街小巷送便當，有的在市中心，最遠送到台

反顧的換掉華服與高跟鞋，帶著學長姊們及其他

中大坑及靜宜大學附近，來回需要花費1個半小

20、30多歲的年輕人，決定親身體驗有機農耕，

時的車程，但就算只有2、3個便當也會送！他們

將農場取名為「廻 鄉有機生活農場」，開始了假

風雨無阻持續了整整8年多的時間！雖然每餐約

日農夫的工作！

有170-180個便當銷量，但其實這之中根本沒有
獲利，提到此，學姊們笑著說：「真的可以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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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與現實的拉扯

做一個虧一個，光是在這個過程中就虧損了1、2

直到13年前學長姊們一行人與李姐一同合資湊

千萬元，還不包含車資」，而學長姊們也全不支

齊了頭期款，買下了一夥人生平的第一塊土地，

薪擔任義工，雖然學姊們笑著講述當時的光景，

展開了青年回鄉淨化世界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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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有機驛站讓大夥兒遠離塵囂，開心地享受
大豐收！

但現實與理

地，用萬物共生共榮的心情，保護其

想終究有差

他生物的生存空間，形成良好的生態

距，在捍衛地球，復育淨土的同時，

循環，老天爺總是不會虧待他們，不

所投入的人力、時間、金錢是完全看不到收益的， 但擁有良好的豐收，更回饋給他們更多的驚喜！
雖然大家有志一同，在當農夫時是相當幸福、快
樂的，但這樣長久下來，終究會遇到財務的問題，

從一個心意到一個事業體–「廻 鄉有機驛站」

在需滿足基本需求的同時，李姐也曾想過是不是

一路堅持到民國96年，李姐號召40多位年輕人

要繼續堅持下去，面臨了現實與理想的掙扎，就

回鄉，陸續成立有機生產合作社、甘露田媽媽自

在李姐想著，是不是不要堅持夢想的同時，沒想

然蔬食餐廳、廻 鄉有機加工廠、廻 鄉有機釀酒廠、

到學長姊說：「李姐要做的事，就是我們要做的

露香酵素烘焙坊，並於民國103年1月成立台灣第

事，李姐能過的日子，就是我們能過的日子！」

一家有機六級產業館 – 廻 鄉有機驛站。

這一席話讓李姐感動不已，於是大家達成共識，

鄉堅持「低碳」，使用在地有機農產品，
廻

薪水優先發給有家眷的夥伴及急於用錢的夥伴，

降低食物里程，並積極研發減少碳足跡的生產方

省吃儉用過日子，甚至借貸來幫助公司度過難

式，手工、天然、環保以減少地球能源的消耗！

關，從沒有計較也沒有人抱怨，就為了當初發心

並堅持「友善」愛護萬物、尊重自然，不過度開

約定的一個願：「要一起做一件對社會環境和未

發、不破壞環境、不傷害動物，並積極復育生態、

來子孫都有意義的事」，大家有著相同信念，一

保護動物，讓萬物快樂自在地生活！堅持有機、

同朝同一個方向前進，哪有不成功的理由呢？

健康、天然，絕不使用任何色素、防腐劑等化

快樂的假日農夫  大自然給予的驚喜

學添加物，更以提升健康與愛護環境的心意審視
每個細節，讓您身心都「安心」！且堅持保護最

大家約定好平日認真工作，假日則完全空出時

珍貴的地球，採用永續性自然資源與有機原料，

間到農場幫忙，風雨無阻，就這樣持續了整整兩

更以「環保」植物油墨印刷、用可再生及回收的

年的時間，讓荒地逐漸展現生機！

簡約包裝方式，避免具污染性的有害物質傷害地

甚至追尋先人的智慧自己挖鑿生態池，生態

球！

池？一般人也可以自己挖生態池嗎？看到這裡也

現在為了更積極的推動有機產業的發展，更

許會產生不少疑問，但學長姊他們真的做到了！

成立了【天然呆商城】，將有機生活透過新的網

挖鑿生態池及生態溝不但可以解決澆水灌溉的需

路消費模式，分享給更多的朋友！憑藉著最初

要，更可以創造更多元的生物鏈，大家在池裡種

的理念及堅持，學長姊們將會持續

植睡蓮，打造生態鏈的雛型，不久之後便在池子

推廣有機綠色生活的消費模式，讓

和生態溝裡發現的小魚、蜻蜓，不但如此還有青

更多人知道食物與環境的真相，透

蛙呢！

過【簡單消費，完成淨化世界的夢

李姐帶領學長姊一行人，用謙卑的態度尊敬天

想】！友善地球，讓我們一起來！

《 鄉有機驛站》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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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優秀

專訪香蕉新樂園總監吳傳治學長

校友

路上，路旁坐落著一節

有著彩繪圖案的火車廂，上頭

時光的迴廊

大 大 的 寫 著「 臺 灣 香 蕉 新 樂

帶你找回記憶中的
美好回憶！

引。本刊於 107 年 4 月 10 日，

文／王斯巧、香蕉新樂園‧攝影／許惠娟(EMBA經管100)、香蕉新樂園

吳傳治

小檔案

學歷：
‧逢甲大學EMBA文化創意產業碩士畢業
‧明道高級中學美術工藝科畢業  
經歷：
‧國家文藝基金會 咨詢顧問
‧文建會諮詢顧問
‧統一好鄰居基金會老店新開 諮詢顧問
‧台北市政府首次北京觀光文化訪問團代表
‧台中縣民俗協會顧問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兼任講師
現職：
‧中國上海西洋傢俬公司藝術總監
‧新樂園空間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創作總監
‧台中市民俗文物學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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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中火車站附近的雙十

園」，在熱鬧的大台中市區，
實在很難不被眼前的一切所吸
專訪臺灣香蕉新樂園總監 - 吳
傳治學長，是怎麼樣的創意思
維， 讓 他 將 歲 月 的 痕 跡 留 在
此，打造臺灣香蕉新樂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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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辦公室滿是舊時的經典收藏，帶領專訪小組走入時光隧道。

吳學長親切的笑容及略長的頭髮，使他看起
來格外有性格，就算初次見面卻覺得非常的熟
悉，吳學長的父親是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老兵，

熱，指的應該就是學長這樣子的人吧！。
泡沫紅茶店起家  獨特的招牌風格

母親則是純樸的客家人，從小家中並不優渥，

吳學長高中以第一名的成績自美工科畢業隨即

自小就與姊姊四處租屋度日，借錢借米也是常

入伍，退伍先後擔任服飾店、百貨公司的美工，

有的事，而因寄人籬下的關係常必須搬遷，於

也曾幫夫人的家人籌備管理豐原的第一家 MTV，

是從國小開始，吳學長便將最捨不得的物件帶

在這同時也不曾間斷他的收藏之路，但他總認為

走，而自小窮困的家中環境，讓他更加珍惜身

自己不能一輩子就這樣，且這些收藏品所產生的

邊所有擁有的事物，因而養成了他收藏的習慣，

情感轉移其實是非常具有意義的，於是他向父親

就連小學時同學送的小石頭，或遠足撿到的核

借貸了約200萬元，開了一間泡沫紅茶店，並取名

果，都被他好好地保留著，有些東西一帶就是

為「街頭肥皂拼盤」，把自己的收藏當作店內的

幾十年，雖然這些小東西並不值錢，但其中的

擺設，本是基於分享的心態，沒想到卻創造了獨

故事確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特的風格，吸引眾多學生 / 消費者前來拍照，就連

收藏狂熱  收藏近3萬多件古物

歌手張雨生及名模孫正華都是店裡的常客呢！
泡沫紅茶店逐漸穩定後，吳學長更深信如此獨

直到高中時，因沒有多餘的零用錢可以讓他

特風格是受到歡迎的，原來這之中的迴響可以這

可以收藏昂貴的古物，因此他選在台中的舊書

麼大！吳學長更從此發現：「收藏品可以引起他

攤購買便宜的舊書，沒想到卻在舊書中意外的

人的感動，能讓人感動中間就會有商機，也才能

發現許多驚喜，也許是夾在書中的一張書籤，

藉著這種感動，跟人進行溝通。不過要從點線面

或是一張具有特殊意義的老照片，「收藏起來

呈現出一個清楚的主題並不容易」，從此開始他

真的可以說是一發不可收拾！」吳學長說起當

創立懷舊餐廳的精彩故事。

時的光景，回憶歷歷在目，當時一旦有老房子
開始拆遷，他就去看看有什麼可以收藏的，「幾

帶你走進時光隧道  臺灣香蕉新樂園

乎全臺灣都撿過！」從北到南，只要有值得收

直到民國80年，吳學長把興趣與事業結合，推

藏的古物，就會有吳學長的身影，日子一久就

動臺灣的復古潮流，在台中成立了「台灣香蕉新

收藏了相當多具有歷史特色的古物，大大小小

樂園 ‧ 人文生活館」，香蕉新樂園的名字來自於

約有3萬多件！如此驚人的數字，所謂的收藏狂

吳學長認為：「臺灣本島的形狀有如香蕉般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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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是中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作物，也是吳學長兒
時用來維持家中生計的重要農作物，而對臺灣經
濟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新樂園』則傳達了
吳學長對這個土地的期許」，一切準備就緒後，
香蕉新樂園盛大開幕！

▲前監察院長二度來用餐。

地方博物館  列為地方重要文化資產
「在經濟成長的發展中，這個城市的圖騰、軌
跡，有沒有被深刻的留下來？這是國家或區域是
否能走更遠的基本條件！而把這些圖騰、軌跡保
留下來，是我所熱愛的！」從一開始單純的收藏，
到現今，吳學長把保留古物當作他的職責，希望
能藉此把歷史的軌跡用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記
錄下來！

▲立委盧秀燕參加晚宴。

▲義美總經理高志明來用餐。

▲日本電視台採訪。

▲台日海交會五度來訪。

臺灣香蕉新樂園因擁有大量的收藏品，因而在
2001年被臺灣文化部門評定為地方生活博物館，
認定為地方重要的文化資產。
獨特的創意讓吳學長非常快速的就獲得了相當
突出的成績，並在民國93年時，吳學長在上海看
到了中國地區是如何在老舊的空間內活化新的生
命，由此受到啟發，回台後著手規劃成立台中的
「上海新樂園」複合式餐廳，知名藝人劉德華更
選擇此處做為他當選金馬獎影帝的慶功場地！得
到熱烈的迴響。
而後成立位於台北火車站前的臺灣故事館，占
地1‚5 00坪，號稱亞洲室內最大的懷舊主題博物館
「臺灣故事館」甚至紅到國外，曾於民國95年
登上紐約時報！被列為台北必去之三大景點之一
呢！
失敗的例子  創造更成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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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兩家餐廳都因此畫上休止符，不但讓吳學長
賠光了幾乎所有的積蓄，甚至背了7‚0 00多萬元的
債務，許多曾在他成功時爭相入股的朋友聽到此

但這一切卻並非一帆風順，擴張太快的結果導

消息都紛紛避而遠之，這次機會也讓他徹底的學

致重大的虧損，因財務的問題日益嚴重，後來開

到教訓，更堅持不再與人合夥，免得破壞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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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萬和宮文化館」、「麻薏文化館」、宜蘭
的「虎牌米粉產業文化館」都是由他所一手設計
規劃的，且還擔任上海西洋城堡古董家俬藝術總
監，並在兩岸的大學擔任文化創意老師，以及擔
▲吳宗憲綜藝玩很大第三度來訪。

任大陸多家企業諮詢顧問，雖然歷經多年艱辛奮
鬥的學長，從他的言談之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那鮮
明的情懷！
時光的迴廊  讓我們一起回到40、50年代的臺灣
民國80年創立的台灣香蕉新樂園，至今已走入
第27年，出身美工設計的他，擁有空間美術設計
的專長，店內的擺設都來自於吳學長的巧思，吳
學長深信，不但要經典呈現40、50年代的光景，

▲福爾摩沙電影展迎賓晚宴。

更該以最貼近的市井生活為主，所以這裡不但有
理髮店、商店、照相館、劇場，甚至還有牙醫診
所呢！並以戲院場景作為主要的主體概念，熟悉
的黑松汽水招牌、可愛的大同寶寶，還有熟悉的
王子麵、涼煙糖，也喚起了許多四、五年級生的
童年回憶，讓這些老東西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上說
故事，在店中布置20‚ 00多件收藏品，越往餐廳的
最裏頭走，彷彿帶你走進時光的迴廊，越走越青
春！且香蕉新樂園以融合的家鄉菜為主，菜色約
略一年更替及一個季度的特別推薦，美味為訴求
的傳統佳餚！
「所有的創新、改變及便利性都是為了符合人

▲

財經專家謝金河
與市長晚宴。

的需求，而符合人的需求目的來自於『生活』，
生活的最基本條件來自於文化，香蕉新樂園能在
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有他的市場定位，來自於

之間單純的情誼。

他的無法快速複製。」吳學長有著他獨到的思維，

重重的難關並沒有讓吳學長放棄或是退縮，反

將臺灣40、50年代的縮影幾乎完整

而讓他更加的自我反省，並從失敗中學習，最後

的複刻，在這裡可以讓你徹底地回

他回到了台中香蕉新樂園，經營本業，並善用他

到40、50年代，找回記憶中的美好

的設計專長，臺灣南投的「寶島時代村」、台中

回憶！

《香蕉新樂園》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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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昌堯 醫學博士

中醫與健康食品都強調可以提升免疫力，西醫呢？好像沒
有什麼撇步。事實上，只有打預防針能針對特定的感染提供
「特異性」的免疫力，但是疫苗如果猜錯了病原體也沒有效，
像今年的流行性感冒疫苗，猜錯了病毒，打了效用也不大。
基本上，健康的的成人都擁有自己「專屬的」一套完整的免

中
( 山醫學大學副校長、內科學教授

疫系統，否則就無法在這個充滿病菌的世界活下去了。

)

國人偏好提升免疫力，免疫力真的越高越好嗎？本文將為您揭露人體免疫力的奧妙

-了
- 解人體免疫力的奧妙

第一道防線「物理屏障」

免疫力的三道防線

前言：

括：抗微生物多肽，例如：防禦素、吞噬作用和補體系統。包

生物體免疫力概論：
生物體的防禦通則：舉凡生物，從單一細胞的細菌到最
複雜的人類，都各自有一套免疫系統，以對抗外界病原體或
有害物質的入侵。當然細菌的免疫系統遠遠的比人類的簡單，
但是，這些單細胞生物已經具備了一些基本的免疫機制，包
括人類在內的有頜類脊椎動物，發展出最複雜而有效的防禦
機制；當病原體，例如：細菌或病毒進入人體時，它透過蛋
白質、細胞、器官和組織之間的相互運作，依序的、分層的
對這些入侵的有機體進行消滅與移除的動作。
人體的防禦系統：簡單的說：人體的免疫系統有三道防
線，各司其職。第一層為「物理屏障」，例如：皮膚和口、
鼻腔及胃腸道的黏膜，透過這一層防護可以有效地阻擋病原
體進入體內。第二層為「先天性免疫」（innate immunity ），
當病原體突破第一層防禦時，這層免疫系統會迅速反應；先
天性免疫系統存在於所有的動植物身上，它包括炎性反應、
補體系統和多種具有特殊作用細胞。但是沒有病原特異性，
它反應快速但不如適應性免疫（adaptive immunity）精準而
有效。第三層為適應性免疫，它是脊椎動物特有的，具有抗
原特異性的免疫反應。當病原體「首次」侵入人體後，經過
先天性免疫的防禦過程，此一步驟可以激發適應性免疫，產
生對病原體的識別，形成「免疫記憶」。當再度感染相同的
病原體時，適應性免疫就會利用記憶細胞及其產生的「抗原
特異性」抗體對病原體做出更快速而且有效的免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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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昌堯博士專欄

第一道防線「物理屏障」：
生物體的表層屏障可以分為機械、化學和生物學屏障。
機械屏障：植物的臘質葉面、昆蟲的外表骨骼以及脊椎
動物的皮膚、鼻腔或口腔的黏膜都屬於「機械屏障」。生命
體不可能完全隔離於生活環境之外，例如：人體需要進行呼
吸作用與消化作用來維持生命，這兩套系統就隨時有暴露於
外界病原體的風險，所以除了上述的機械屏障，呼吸道還可
以透過咳嗽或打噴嚏來排出呼吸道中的病原體，嘔吐與腹瀉
就是消化道相對的機轉。
化學屏障：皮膚、呼吸道和消化道能夠分泌多種對抗病
原菌的物質，例如β-防禦素。而唾液、眼淚和奶水中也含有
一些酶，具有對抗病原菌的作用，例如溶菌酶和磷脂A2。這些化
學屏障是保護生物體免於病原菌感染的先天重要防線，在人
體的生殖系統中，初潮之後陰道的酸性分泌物，以及精液中
含有的防禦素和鋅，都可殺死病原體。另一個重要的化學屏
障的存在於胃中，胃酸和蛋白酶是抵抗病原體強有力的化學屏
障，國人愛吃胃藥，中和掉胃酸反而容易引起病原菌的入侵。
生物學屏障：生物體內生存著許多互利共生的細菌，在
消化和泌尿生殖系統中，互利共生的細菌發揮著生物學的屏
障作用；例如腸道細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改變腸內組織的生
理條件，如pH值或可利用的鐵元素，來與食物中的病原菌進
行生存競爭。這種競爭抑制了這些外來病原菌的生長，降低
了它們引起疾病的可能性。 由於抗生素能夠殺死腸胃及泌尿
生殖系統的「常在細菌」，卻不影響真菌的生長；因此，口
服抗生素可能導致腹瀉或真菌的增生，而引起黴菌感染，例
如：陰道念珠球症。 對於兒童的腸胃感染和過敏症，一些研
究證明，食用消化道益生菌，例如：乳酸菌，似乎有助於恢
復消化道「常在細菌群」的健康平衡。

小結論：
所以生命體最完美的免疫系統應該是與生態環境中的各種
生命體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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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新春團拜

雲林有愛 樂活逢甲人
文／吳樹屏(紡織83)．攝影／林于棟(纖複所101)

▲感謝陳蓓蓓學姊無私不間斷的繪本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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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校友會薩克斯風樂團。

麗的時光總是稍縱即逝，轉眼間雲林縣校

美

母校忠勤誠篤的校訓。本次會員大會除了會務報

友會即將邁入正式成立兩週年的美滿幸福

告與財務報告之外，同時也完成了第二屆理監事

時光。雲林縣校友會第2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新春

的改選。林揮獅會長在本次會長選舉中再次獲得

團拜活動於107年3月10日於雲林斗六市之三好

雲林校友的愛戴支持繼續蟬聯雲林縣校友會第二

國際酒店辦理。在林揮獅會長的帶領之下，會員

屆會長，對於雲林縣校友會這輛正在加速中的火

人數相較於去年又增長了接近一倍，充分展現了

車來說沒有疑問地將會行駛的更加穩當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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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年度的會務活動與逢甲人月刊相關報導

明名譽總會長、謝振裕名譽總會長、謝隆發副總

等，林會長很用心地將去年逢甲人月刊對雲林校

會長、美國南加州校友會陳蓓蓓名譽會長、王雅

友會的報導，整理印製在大會特刊上。而回顧一

瑾前執行副總會長賢伉儷、逢甲人月刊賴文堂總

年來雲林校友會的成長，在充滿熱情活力的林會

編輯、沈振源前總編輯賢伉儷、深圳台商會創會

長帶領之下積極辦理參加了許多活動，包括：長

長莊世良學長、桃園市校友會孫國勛總幹事、新

年以來串連逢甲人愛心持續推動的斗六市「一本

竹市校友會王振能會長、苗栗縣校友會謝昌益會

書一份情」的兒童繪本捐贈活動、拜訪參加國內

長、台中市校友會黃文彬會長、金融保險系友會

外各地區校友會活動、已故潘總會長的追思紀念

柯閔鐘會長、母校林志賢專員、各地區校友會以

活動、逢甲人捐血活動、與紡織綜合研究所共同

及無巧不成書的 EMBA 同日企業參訪行程交疊的

辦理路跑活動、竹山工業區會參觀活動、高鐵苗

學長姊們蒞臨指導讓活動更添繽紛絢爛。

栗一日遊以及母校各項系列活動等等，一連串的

會議期間適逢春暖花開時節，因此在李炎任學

校友會活動就像永不斷電的勁量小子一般，活力

長的安排下特別在午宴過後所有學長姊帶著輕鬆

無限熱力無間，不但串起了雲林在地逢甲人的感

愉快的心情來觀賞湖山水庫的美景。湖山水庫除

情，更帶動了校友們的熱情。

提供民生用水外，而在水庫開發期間發現2處史

會議在林會長伉儷的精心策劃之下，為與會所

前文化遺址，取名為「古坑 ‧ 大坪頂遺址」，並

有來賓特別重金禮聘頂港有名聲，下港尚出名的

已規劃遺址與生態教育園區，藉以瞭解人與環境

台中市校友會薩克斯風樂團蒞臨演出，悠揚的樂

互動過程已中造成之環境變遷影響等等，以作為

聲帶動了現場的熱鬧氣氛。本次大會活動中更有

環境教育場所。此外，為兼顧環境保護與生態教

意義的是適逢在地環球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

育的功能，預定於園區中興建人文生態展示館及

學生畢業展演活動，由於學生經濟狀況有限，因

環境教育館，預定陸續於108、109年底前施作完

此特別邀請同學進行走秀與募款活動，而與會學

成，加上週邊的美景，希望未來湖山水庫不僅僅

長姊熱情澎湃的響應，不但幫助了這群學生順利

是水源的提供，更為雲林的後花園，為雲林觀光

達成募款的活動，更加再次展現逢甲人愛心不落

產業帶來榮景。而大會也在人與自

人後的氣勢展現。

然的樂活環境中，輕鬆愉快地的結

活動期間感謝總會林盟彧執行副總會長、張山

聯誼
活動

束了今年度的大會活動。
《雲林縣校友會》
照片連結

▼參觀湖山水庫美景。

29

財金風保 ( 原銀保系 ) 系友大會曁會長交接活動

2018北區系友
金 銀 大團員活動
財保
                                     文．攝影／財金風保 ( 原銀保系 ) 系友會

母

校財金風保（原銀保系）為慶祝系友會成
立24週年及本屆會長新舊任交接，更為本

系創系55週年紀念而暖身，於3月17日假台北市
中崙華漾大飯店，擴大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當
天參與系友及嘉賓如雲，其中包括重量級傑出系
友及來賓：系友會精神領袖張立義永久榮譽會長、
仁德醫專鍾智文董事長、楊民賢榮譽顧問、陽信
銀行陳勝宏董事長、新光人壽鄭濟世獨立董事、
曾玉瓊前保險局長、前兆豐產險鄒政下總經理、
明台產險高福源獨立董事、環宇商務中心王華宇
董事長、現代保險雜誌黃禮鳳董事長、三商美邦
人壽張財源行銷長、立點效應多媒體游永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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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義榮譽會長與宗建誠前會長頒贈證書予新任江松圳會長。
▼感謝貴賓們蒞臨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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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貴賓雲集，相當熱鬧。

聯誼
活動

▼外籍越南生特地到此共襄盛舉。

總經理、財金系王韻怡系主任、風保系曾鹿鳴系
主任、財務工程與精算呂瑞秋系主任、各系友會
會長等嘉賓共計一百多位參與此次活動與盛宴。
母校銀行保險學系（簡稱銀保系），成立於民
國52年，民國60年成立保險學研究所，為國內最
早設立的保險學系所，於民國66年分設保險組與
銀行組，民國84年銀行組升格更名為財務金融學
系，保險組亦升格改為保險學系，與保險學研究
所系所合一，民國96年，保險學系更名為風險管
理與保險學系，並與財務金融學系合組成金融學

▲系友們大合唱，炒熱現場氣氛。

院。本會為結合原來銀保系校友及現行財務金融

在新舊任會長、張榮譽會長、台北市校友張政文

學系及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之校友活動與會務發

會長及來賓致詞後，接著由上屆理事長宗建誠會

展，經理監事顧問會議通過更名為逢甲大學北區

長與新任江松圳會長進行互贈紀念品儀式後，揭

財金風保系友會。本會結合原來銀保系校友及現

開精采系慶活動。

行財務金融學系及風保系之校友及與金融學院之

在系友及來賓歡樂氣氛大合照後，進入了音樂

校友，特舉辦2018「金」「銀」「財」「保」系

美食的饗宴及系友活動表演，首先由神采音樂坊

友大團員曁會長交接活動，未來更將整合為金融保

李國賜總監（銀保86）音樂饗宴活動，系友一邊

險系友會。

享受美食，一邊由李學長即興流行吉它演出，演

大會中首先由丁科元總幹事主持會務報告及會

唱了幾首膾炙人口之樂曲後，江會長也與系友所

務討論決議事項後，由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昇恆昌

組成的系友合唱團精彩的舞台合唱演出，博得系

集團江松圳副總經理為第14屆理事長，汽車交通

友們的歡呼與鼓掌叫好，活動最後圓滿落幕。

補償基金會邱瑞利總經理為副理事長，理事長當

新任江松圳會長表示，感謝此次大會各系友的

選證書由本系友會永久榮譽會長張立義代表全體

熱情參與及校友嘉賓相挺，更感謝本次活動理監

系友頒發予新任江會長，新任江會長亦頒發證書

事顧問之會前的規劃與當天活動的

予各理監事顧問。張立義榮譽會長於致詞中，細

安排協助，未來本會更將全心全力

說著系友會過去成立至今的心路歷程，更期許系

的來推廣會務與系友互動，並將配

友能多支持系友活動與對系友會的期望與鼓勵。

合校友會舉辦各項活動，共創未來。

《財金風保系友會》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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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知識饗宴

投資理財

文／林成蔭 （水利

景氣日正當中 選股三原則為主

，證券分析師﹝
78

第二季投資策略：

世

界經濟局勢雖有美中貿易
戰、敘利亞危機等干擾，

仍顯露出優異的表現，如果以大
自然生態形容，可說是「日正當
中」，資金和景氣的強度都來到
本波景氣循環的最高點。
根 據 國 際 貨 幣 基 金（IMF）

﹞，財子學堂副總， Money
錢雜誌特約主筆）
CSIA

4月 公 佈 的 世 界 經 濟 展 望

的升級，衝突可能加劇；國家主

（WEO），這波全球經濟的回

義政策再度盛行，也有可能風

升變得更為廣泛、更為強勁，今

險。

年和明年的經濟成長率預計將達

其他重量級機構也都呈現樂

3.9％，明顯高於去年10月的預

觀的態度，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測，這是2011年以來最佳的走

（OECD）預測，今年和2019年

勢，其中，美國、歐元區、日本、

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由原估的

中國的動能都超過先前的預測，

兩年皆達3.6％，上調至3.9％；

還有巴西、墨西哥和歐洲新興經

世界銀行的「全球經濟展望」

濟體表現也優於預期，只有利比

中，將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

亞、委內瑞拉和葉門等受內亂影

提高至3.1％，最近剛調升對東

響的國家下修。

亞與太平洋區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IMF指出，貿易和投資的成長

預測；知名研調機構IHS Markit

仍是推動全球經濟回升的重要因

則評估，全球經濟2018 年成長

素，先進國家將更快地退出QE

達到 3.2％，這是 2011 年以來首

等寬鬆貨幣政策，其擴張可望持

度突破 3％；美國聯準會（FED）

續到明年後減速，新興市場和發

於3 月份的經濟展望報告中，將

展中的國家之增長將加快，隨後

今年經濟成長率由原估的2.5％

趨於穩定。然而，如果需求出乎

上調為2.7％，世界大環境仍處

意料之外強勁，貨幣政策可能比

於景氣復甦的循環。

預期更早收緊；貿易限制和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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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的景氣發展沒有疑慮，

逢|甲|人|月|刊

的影響，本季業績似有隱憂。
特別提醒的是，今年，波動
將成為常態，例如美中貿易戰
仍是現在進行式，5月15日美國
將召開聽證會，5月22日 就聽
證會內容進行辯論，並於 6 月
初決定如何實施，中國的報復
短期內的總經數據亦是正向。

地緣政治風險降低，北韓領

性關稅實施日期也將視情況公

例如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

導人金正恩宣布，執政的勞動

佈，這將是近期變數，合理評

公佈的製造業指數為60.8；中國

黨通過關於關閉核子試驗場，

估雙方的目的為協商談判，最

官方3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全面停止核子試驗與試射洲際

終發生貿易大戰可能性不高，

（PMI） 51.5而2月 才50.3； 日

彈道飛彈，這個行為就法人機

只是投資人觀望將在所難免。

本3月的製造業PMI為53.1；台

構投資者來說，將調高東北亞

投 資 策 略 可 採 取「 高 出 低

灣的製造業 PMI 在2月僅50.4，3

甚至於亞洲相關投資評等，金

進」，1月的高點不易過，2月

月份就大幅跳升到 63.6，非製造

融市場可望延續牛市。

的低點不易破，選股原則有三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也較

惟佔台灣股市市值近六成的

項 : 「看上不看下」，上游原物

2月揚升3.7個百分點來到54.4，

電子股出現亂流。晶圓代工龍

料相關族群須列入投資組合，

均高於50的多空分界線上。

頭台積電在法人說明會下修第

如原油底部墊高，商業原油庫

再從較敏感的OECD綜合領先

二季的財務預測與全年合併營

存下滑，須留意引發通膨聯想；

指標（CLI）觀察，其包含世界

收，主要的問題在於智慧型手

「買低不買高」，低基期的族

主要經濟體的30個會員國中，

機市場需求疲弱、加密貨幣挖

群成為黑馬，如生技醫療股去

美、日、中維持穩定成長，印

礦需求不確定性增加和匯率波

年業績維持成長，整體指數卻

度、巴西及俄羅斯經濟可望加速

動等三大因素，也下修今年整

是負報酬，今年以來走出低迷，

成長，僅歐洲的德、法、義、英

體半導體和晶圓代工業景氣預

漲幅已超過兩位數；「價值股

未來經濟成長可能趨緩，由於該

測；股王大立光今年首季獲利

當道」，低本益比、低股價淨

指標可預測未來6至9個月的經

創 7 季以來新低，第二季才止

值比、高殖利率的價值投資類

濟活動轉折點，大環境短期內無

穩；鴻海則受蘋果出貨進入淡

股過近年走勢落後，第二季有

反轉可能。

季，以及美國力阻大陸電信業

機會脫穎而出。

本文稿費捐助逢甲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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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保健

文

每個女人都能擁有不老女神的封號

攝影／彭春梅
‧
高階
(EMBA
101)

保養得宜
BODY SPA

臉部保養和身體保養的關係

真

正的美麗除了心性修養外，美容第一要件就是要從健康做起，把身
體保養好。

在接觸每個女人來店護膚時，充滿期待的就是能做好臉上的皮膚問
題，例如：黑斑、粉刺、面皰、敏感、缺水、黑眼圈等問題現象，而
且最想要的就是讓自己皮膚看起來「水嫩水嫩」的。
臉部皮膚除了年齡造成老化，也會因外在保養因素及身體內在因素
兩種狀況，影響皮膚。
像是胃腸、心肺、子宮、內分泌、MC等，有不理想狀況，或是因為
工作、睡眠生活作息不正常，就容易疲勞、腰痠背痛...等，所以皮膚
也會馬上顯示警告訊號了。

身體內在因素引起臉部皮膚的狀況
例如：
1.皮膚會顯得黯沉（睡眠不正常，疲勞過度者）。
2.粉刺會生長（胃、胃腸者）。
3.斑會生長（心肺、肝功能不佳者）。
4.面皰會生長（胃腸、MC、內分泌失調者）。
5.皮膚鬆弛、老化（情緒壓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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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保養因素引起臉部皮膚的問題
例如：
1.不適當的保養方式會造成皮膚的負擔及傷害
2.外出防曬沒有做好
（紫外線是皮膚老化最大的殺手）

所以真正的美容保養，需要從內到外，從頭到
腳全方位身、心、靈保養。
這樣絕對可以擁有美好的體態，健康的心情，

3.生活作息不正常，飲食油膩、晚睡等。

對皮膚就會加分，女人就可以擁有氣質、健康、

4.常常覺得心情不好、壓力大。

美麗。

如何居家臉部保養（選擇適合自己膚質）
1.臉部早保養、晚：卸妝→洗臉→化妝水→營
養霜→眼霜（眼周）。
2.外出防曬：防曬霜。
3.適度化妝：美容霜（保護皮膚的底霜）→粉
霜（液）→粉餅（蜜粉）。
4.建議定期的專業保養：

乾性皮膚，10天1次（可輕柔加強按摩時間和
保濕護理）。
油性皮膚，15天1次（不適合過長按摩，應該
去角質和調整油脂分泌護理）。
問題皮膚，7天（建議詢問專業的美容保養，
或請教醫師了解體內是否需要調理，不宜使
用錯誤的保養品使問題皮膚一直不得改善）。

如何身體居家保養
每天早晚可以擦拭香氛純天然精油和身體乳。

完整的美容保養，務必做好身、心、靈的放鬆，

天天香氛、天天開心，精油是最天然保健保養

這樣保養效果加乘，絕對可以擁有「水嫩年輕的

品，100％植物萃取液，植物含有芬多精，對身

肌膚」假如，妳已擁有一張白皙無瑕的皮膚，恭

體的五臟六腑、心情、壓力都有很好的保養效果，

喜妳麗質天生，但是更需要妳的愛護及保養，因

精油種類非常多，所以正確精油的認識和使用是

為唯有適度的長期自然的美容保養，才可以真正

非常重要的。

延緩皮膚老化，讓妳全身看起來「永遠比身分證
上年輕」。

如何定期專業的全方位SPA保養
女人從25歲開始做好保養根基，疼愛自己一
下，來個身、心、靈全部放鬆，解壓、養生、能
量充滿，身體好、體態好，容光煥發。
像日本人長壽的秘方，除了飲食清淡，最重要
泡湯，全身舒壓，生活優雅。

每個人都盼望能永遠年輕、美麗、健康，所以
不要忘記早晚居家保養和外出保養的重要性。
平日工作忙碌之餘，一定要抽空做個全方位
SPA身、心、靈保養，因為這個時候，睡個覺、
放個空，會使自己能得到短暫的休息及舒緩心情、
壓力，絕對是美麗最好的方法。
本文稿費捐助逢甲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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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識精油
純植物精油

精油使用方法

含天然"芬多精"分子，成份

皮膚按摩時高濃度精油不能直

較高，天然香味（開瓶過後，

接擦拭，易造成過敏，一定要以

香味會隨時間淡化，但效果一

荷荷芭油或基礎油做稀釋，才能

樣），不含人工香精，避免對皮

在臉上或全身做按摩。

膚造成負擔。

 針對身體放鬆、塑型或其它，

1.具保健養生效果

需正確選擇不同精油配方來做

2.能提升身體免疫力

保養，可加乘按摩200％的效

3.殺菌外盒通常標示有100％及

果。

Essential Oil字樣。

工業精油
大多為人工合成精油，價格
低，雖然嗅覺上仍具有植物精油
香氣，但與純植物精油相比，則

 倒在手心幾滴搓開，按摩讓身
體放鬆，或將雙手放在鼻上深
呼吸，方便又放鬆！隨時可做。

薰蒸時的方法
薰燈＋水＋2~3滴精油置放於

會對肌膚及人體造成負擔，較適

客廳或臥室，最大功效：

用於芬芳家居（例如：香水、香

1.清淨空氣（芳香、殺菌）。

精、芳香劑等）使用。

2.增強免疫力（嗅覺吸入法）。

PS.不能在臉部或身體擦拭，會

3.養生（消化系統及呼吸系統）。

傷害皮膚。

4.睡前點薰燈，提高睡眠品質。

認識SPA與芳香療法
何謂SPA
意指純天然的大自然保養，涵蓋水柱保養、精油保養、海洋護理、
音樂護理...等，一切對身、心、靈有正面助益的結合都可稱之。
例如：溫泉、水療、蒸氣、烤箱、太空艙...等能量保養。

SPA最大功效
就是放鬆、舒壓、代謝...相形之下就能達到養生、美容、休閒等
功能，也成為現代人最天然的健康之鑰。

何謂芳香護理
利用純植物精油，內含芬多精（養生效果）透過1.呼吸2.按摩3.塗
敷4.薰5.泡澡，等方式，達到身體所需要的保養，是多元又天然神
奇的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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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那個她---- 劉品坊老師
文‧攝影／陳韋心(纖複系二年級)、陳盈安(纖複系二年級)、
                   劉美欣(纖複系二年級)、溫郡虹(纖複系二年級)、紀文傑(纖複系二年級)

與

老師相遇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一學期，
但老師的作為與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讓

我們決定要採訪他。雖然採訪的前置作業有時不
是那麼的順遂，但每周就那麼一天，大家抽空聚
在一起討論，是難得的回憶。在與老師安排時間
採訪時，也遇到了些微的瓶頸，雙方有空的時間
幾乎是錯開的，但最後還是感謝老師能夠排除萬
難接受採訪，使我們能夠順利完成。
在訪問完老師之後，對於老師的處事態度與
作為相當佩服，能讓許多學生不管畢業幾年，都
依然能對她記憶深刻，甚至是回到學校參加她的
體育活動。將學校的體育事務管理妥當，使其越
來越進步，讓更多的社會大眾加入逢甲體育俱樂
部，使逢甲體育中心更加茁壯。
與她的相遇  感動的插曲
大一第一次上體育課時，記得老師略帶嚴肅的
臉龐，令人對她產生距離感。在幾次上課接觸後，

起初在詢問老師是否能接受我們的採訪時，發

漸漸發現其實她很樂於與學生互動，不僅在運動

現老師因教課時間長及公務繁忙，以至於無法答

方面給予指導，更會注意每個學生的身心靈狀況

應邀約，但經過雙方協調下，老師決定犧牲自己

並適度的關心。上課中她也會分享一些與學生之

課堂間休息的空檔，讓我們可以順利採訪。

間的故事，利用這些動人的故事讓我們反思自己

當天採訪的地點在老師的研究室，但到約定時

處事的態度，因此我們決定採訪她，希望更加深

間時老師還沒出現，我們還以為老師太忙而忘記

入了解老師的想法。

了這件事，就在此時，「不好意思」從遠處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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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逢甲大學的體育館與體育室設施算是台灣大
學排名中數一數二的，也因老師的付出，提升了
當時逢甲體育師資素質，並增加日夜課程，白天
教學生體育，還有夜間俱樂部等等。
雖然老師因課程太多而感覺較累，但更多的
是，樂在其中的喜悅。聽老師說，在逢甲教韻律
口傳來。看似有些疲憊的身軀，訴說著遲來的原
因，強調著並不是遺忘了與我們之間的約定。
訪談時，老師散發自信，對於我們所提出的問
題，都詳盡的回答，進行得非常順利。在採訪期
間，研究室想起了敲門聲，進來的是一位看起來
剛運動完的學姊，老師向我們說到，這位學姊是
已經畢業的校友，她在學期間，原本是位因身材
而沒有自信的學生，覺得沒有人會在意她，抱持
著負面情緒度過每一天，但有一次因翹了一節課
而老師向她詢問原因，這時學姊發現原來還是有
人會關心她的。在她畢業後，回來學校三顧茅廬，
打動老師協助她瘦身，而她現在不僅成功瘦了身
並充滿著自信，也與老師持續聯絡著。
與她生命相交的逢甲
當時老師會選擇到逢甲當體育教師，最大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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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淚，但還是像一個大家庭，經常一起到老師家
聚會。
所有的回憶都存在大家笑容滿面的照片裡，使
原本冰冷的照片裡，使原本冰冷的研究室，添加
了一番風味。
與他心連心的羈絆
在訪談中讓我們最印象深刻的故事是有一名
女隊員，因遠距離戀愛，聚少離多，男友無法理
解為何需要大量的練習時間，影響兩人的相處時
光，而心生不滿，成為兩人吵架的導火線。在老
師細微的觀察中，發現女生多次練習不在狀態
內，多次詢問下才得知她的狀況，並決定邀請她
男友來看校隊的練習狀況，希望讓她親自觀摩。
至此之後，男友的態度轉為全力支持，即使是在
自己的生日也叫女友專心練習準備比賽，自己南
下來陪她。
課程的過程，上課人數從一開始都是女生佔多

這只是老師關懷學生的冰山一角，或許還有許

數，而到了近幾年，男生跟女生的比例趨於相近， 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而我們相信這之後也將會不
到現在許多男生都不會因來上韻律課程而感到害

停的創造與學生更多的故事。在來逢甲教書前，

羞等等，這是老師在逢甲感到開心的一件事之

老師有在美國留學過一段時間，那裡的教育制度

一。

注重的是：教師的授課品質與內容、與學生的互

還不只這樣唷！來上老師的課不只有學生而

動關係等；而相對的，台灣的教育制度只注重研

已，連學生的家人、附近社區的居民等等都會來

究成果與辦公績效，在理念上有著大幅度的落

上老師的韻律課程，增加了許多樂趣呢！

差。如果時空能倒流。老師想將自己的前途作為

在研究室裡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牆壁上貼滿了

最優先的工作目標，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相

老師與學生大大小小的比賽與表演。這也是在與

應的賞識。而在教課方面，還是會認真地指導同

學生相處的回憶裡，老師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與

學給予必要的關係，並且持續在學校的俱樂部裡

舞韻表演校隊相處的時光。這是老師一手創建的

教導民眾有氧瑜珈等運動課程，對教學的熱忱繼

團隊，與歷屆成員們一同經營，裡面有血、有汗、 續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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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一個來自好萊塢的戲劇家與逢甲大學的不解之緣

薛孟仁老師
與他的戲劇世界
文‧攝影／洪肇廷(財金系二年級)、蔡昀容(財金系二年級)、羅鬱瑄(外文系三年級)、劉思雨(外文系二年級)

學

習和訓練外語的方式有很多種，而在逢甲
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我們會利用一種很獨

特的方式來練習我們的外語表達與交流的能力—

在課堂上有任何讓你印象深刻的同學嗎？

戲劇表演。每一年，外文系的畢業公演總能帶給

大部分的同學在畢業之後都選擇在相關領域

我們很多歡樂與啟迪。而在這一場場成功的演出

工作，有些人在當演員，有些人在電影圈工作，

背後，一直都有這麼一位默默奉獻的指導老師—

或是電視圈工作，也有人在當導演。跟我比較熟

薛孟仁老師。

識的朋友在電影圈工作很長時間了，所以大概在

作為一位以戲劇表演為專業的老師，是什麼樣
的經歷讓他與戲劇表演結下不解之緣？又是怎樣
的機緣巧合，讓一位外籍教師選擇留在臺灣，開
始從事語言教學工作呢？
什麼樣的成長背景讓你想讀戲劇？

45-50歲就已經退休了，但是我現在還在大學裡面
教導外文系。
在讀戲劇時候，遇過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最困難的是，在演出舞台劇的時候，沒有絕對
的答案，不是那種在課本裡可以找到標準答案的

我想讀戲劇的原因是因為我生長在一個充滿戲

問題，或是在網路上就找的到的答案，而是在演

劇的環境。我在好萊塢長大，而且從小就在好萊

出的時候，自己所演出的戲劇可以感動周遭的觀

塢當童星，演出各式各樣的戲劇或電影，因此接

眾，用某種特殊的方式，讓觀眾被你的戲劇所感

觸到很多很有趣的人事物，慢慢的就對戲劇這門

動，然而這些東西是其他人無法教導你怎麼做，

課產生興趣，進而在大學的時候選擇就讀專業的

這一切都取決於演出前的準備是否足夠。

戲劇學校，而不是一般的大學。在大學畢業以後，
因為想從事導演舞台劇的工作及編寫劇本，我選

40

加拿大，所以難免會有些口音上的問題。

什麼樣的機會讓你來到逢甲教書？

擇繼續攻讀碩士學位，碩士畢業之後便進入職場

我在澳洲工作15年，在這15年的期間，我的工

工作。我在還沒來台灣前並不是教英文的，只是

作模式一直都是，當我完成一部電影時，我就繼

在幫忙一些劇場導戲方面，我在好萊塢教過一些

續接下一部電影，一直持續這樣的模式 15 年，直

配音員或是演員矯正他們的口音，因為好萊塢製

到 1995 年，我才從澳洲搬到美國，然後在2007

作的是美國腔調的電影，但有些演員則是英國或

年，我的一位在台灣工作的朋友問我要不要來台

FENG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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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徵文比賽—與時間拔河

灣工作，我就在兩部電影間的空檔來台灣，當我

位，我想一邊持續教書，一邊在劇場工作，而唯

來台灣的時候，有人剛好看到我的演講，於是邀

一可以兩份工作同時進行的正當理由就是，進行

請我回來台灣時，到他們學校待三個學期，我第

學術研究，成為一個學者然後進行研究，於是我

一個工作是待在高雄的學校。

就開始寫書，維持教書的工作，我就開始設定寫

當我再回來台灣時，是在2008年，美國發生金

書的目標，我第一本書在 1990 年完成，這本書

融風暴，經濟不景氣，各行各業都壟罩在這樣的

花了我一些時間，這就是我其中一件印象深刻的

壓力之下，經濟的崩盤造成澳洲的電影工業都停

事，接著我在 2000 年我的第二本書，這又是我

擺，在那個時候幾乎沒有在生產電影，然後又遇

的另一個紀念性的時刻。

到政府輪替，澳洲跟美國的景氣都很低迷，就在
這樣的機會來到台灣，就在台灣待下來了。
你對於教學有什麼看法？有自己的教書堅持？

當我教英文時，那個時刻就又再度改變了，因
為教英文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我的
專業不是教英文，所以教英文對我而言是很大的
挑戰，於我在來台灣之前寫了一本跟英語口說有

對我而言，我不相信有什麼東西是學生必須

關的書，在教書期間我才發現，學習一門新的語

要學的，我想讓我的學生學習獨立自主的思考，

言和演戲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於是我就開始進

想想這門課所帶給你的影響，我想讓學生學會自

行這方面的研究，並在台灣做出一份相關的研究

主思考，而不是被動的一直接受老師所授予的知

報告，這又是我另一個很有意義的時刻，因為我

識，藉此培養獨立思考。

覺得教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享受教書的時

假設我今天在課堂上介紹兩部電影，我會問學
生很多問題，讓他們去思考他們在電影裡學習到
什麼，還有和學生討論一些電影裡每一幕蘊含的

光。
在休閒時間都喜歡做什麼？

特定意義。就像今天這部電影《邦妮和克萊德》，

我喜歡看電影，看電影已經成為我人生裡面的

我想讓學生去思考，這部電影到底有什麼意義，

一部分了，在剩餘的時間，我會寫作，或是我會

這些意義是你在網路上找不到的。

出去跑步，做一些比較動態的活動，放鬆自己的

教書是把知識提供給人們，並且把知識從自己

身體，讓我在看電影之餘有些戶外活動，我每天

身上取出，因為那樣會迫使你學習思考，藉由把

都會出門慢跑，我一個禮拜都跑大概 50 公里左

知識取出的方式才叫教育。

右，因為做運動可以讓我的身體比較舒緩，也會

在 英 文 裡， 教 育 這 個 詞 education， 動 詞
educate，而是從 educe 這個詞衍生出來的，就是
把知識取出來，如果只是把知識灌進學生腦海
裡，這不叫做教育，這就是我對教育的看法。
在教書生涯，遇過什麼讓你覺得最挫折，或是最
印象深刻的事？
我的第一份教職是在1981年，我擔任教授的職

比較健康。
戲劇對你的影響？
戲劇讓我的人生變得更豐富，不管是在看電
影的時候，騎車來上班的時候，或是在慢跑的時
候，我常常都會做白日夢，因為戲劇豐富了我的
人生，也讓我常常有機會作夢，因為戲劇讓我從
來沒有停止作夢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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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xecutive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Continuing the Charm of Purple
- -“Our wish is that the
Lavender CottAge
would appear in every corner of Taiwan.”
■ WANG SSU-CHIAO / Author ● HSU HUI-CHUAN / Photographer

Wang Chun-Huang
Education

| Profile |

‧EMBA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Management, Feng Chia University

Experience

‧Co-founder of “We” Creation Firm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of Professionaltechnical Personnel, Feng Chia University
‧Associate Manager, Lavender CottAge Co., Ltd.
‧President of Xinshe Township Leisure and
Agriculture Guid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ssociate Manager of the Continental Engineering
Company Related Business
‧ Associate Manager of Condominium Management
Consulting Firm

Current Position

‧ CEO of Lavender CottAge Co., Ltd.
‧President of Creative Liv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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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多元需求及配合國際化發展，即日起《逢甲人》月刊將在每兩期
月刊刊載一篇英文版人物專訪專欄。

Providing the Owned Land as a Dreamland
Accidentally, Wang Chun-Huang, a senior alumnus
from University, is the key man to pull together the line
between two girls: our university alumna Ms. Lin Tingfei,
a cousin of his and his father is a landowner at Xinshe
while another alumna Ms. Zhan Huijun is a colleague of
Wang’s wife. The two ladies had seen only once each
other before the cooperation. About half an hour of short
conversation, the two struck a deal and they courageously
adhered to their idea and faith to support each other with
no one else to share their seemly impulsive decision in the
beginning. What’s worse, the mountain land at Xinshe is
the hardest hit spot of 921 Earthquake, so no one was in
favor of their venture.
Nevertheless, the two ladies resigned from their posts
and went up to the mountain area, carrying all they had to
the remote village of Chung He, Xinshe County, eventually
transforming a betel nut garden into a coffee shop. Despite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one careful and outgoing, the other
shy and reserved, they formed a perfect match with one
responsible for the customer side, the other responsible for
procurement and staff training. This cooperation afforded
a perfect opportunity to let two complete strangers to
get together to do what they like and become the most fit
partner for each other. Together they worked toward their
dream and made that dream come true!

From an Apprentice to an Executive?
With the rise of their fame,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people going to their dreamland. Due to the lack of
manpower, they asked another alumnus of ours, Mr. Wang
to come to help them out. Occasionally, when the two
ladies disagreed with each other, he would also serve as a
peacemaker between them. After several assistances of
this kind, he was persuaded to join them as chief executive

Interview
with
Outstanding
Alumni

responsible for business management changing his role of
a part-time helper to full-time staff. “I would be Taiwan’s
first manger promoted from an apprentice to the executive
job!” Mr. Wang joked humorously. This also shows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him and his cousin, Ms. Lin
Tingfei. They would hope that through the leadership of
Mr. Wang, they c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o boost the
growth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to a higher level, and to
inspire them to create more products!

An Important Push behind the Dream
Obviously, behi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dreams, the
two impulsive and brave ladies owed their success to
the cool-minded Mr. Wang, who serves as their chief
executive now. But Mr. Wang had his own company and
was once a high-level manager before he joined these
two ladies. At first he used his free time to go up to
the mountain to help clear the land for his father, but
later he persuaded his father not to plant betel-nut trees
but just trees and even lavenders, an important move
for the success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in which he
played a very critical role. It is because the Lavender
CottAge provides the kind of attitude and life value to
which he is agreeable. Mr. Wang once said: “’I am the
practitioner of the idea of the founder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turning the impossible to possible, and also
keeping a balance between reality and dream!” And in
the eyes of Mr. Wang the Lavender CottAge does not
belong to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nor does it the leisure
industry. Rather, it is a “happy industry,” an industry to
create a happy atmosphere to comply with the spirit of the
Lavender CottAge--adhering to the priority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So, Mr. Wang’s idea of management is very
special—keeping a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reality and
dream!
▼Lavender Cottage creates a romantic estate for the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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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ance Occasion Spurring Rising Fame
On the eve of a New Year, there were 5, or 6 SNG
cars stopping at the Lavender CottAge, a rare event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Xingshe. It is because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aiwan, Mr. Lee Teng-hui, came to visit
Xingshe mountain area. The media accompanying
President Lee incidentally found the signboard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so they decided to conduct an
interview with Mr. Wang and his colleagues. Originally
he and his cousin did not expect any business during the
New Year holiday. But the accidental coverage made
Xingshe crowded with visitors! This in turn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news agencies and they started a round of
competing reports. An instant fame fell on the Lavender
CottAge. Even the rocks along the pond next to the
CottAge were occupied with people;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serve the visitors with any meals.
The only thing available then was fruit tea! The whole
surrounding area was packed with people. The radio
stations were even broadcasting appeals for visitors to stop
coming to the Lavender CottAge! Moreover, Mr. Wang
had to send people down to the mountain foot to raise
placards urging visitors to come another day, but this very
act was considered negative marketing. Reflecting on this
dramaticality, Mr. Wang thought that they could not thank
God enough for His help!

Opening the first Taiwanese “Slow Lodging House”
in Hokkaido, Japan
Ms. Zhan Huijun travelling with a dream
In July 2008, when Zhan Huijun was diagnosed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the doctor declared that she had

▼Lavender CottAge was founded by two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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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an six months of life, but relying on her favorite
Lavender CottAge, her dreams and the blessings of her
partners, she found her support. She was brave enough
to face the disease, and accepted professional treatment
positively. Learning that she suffered illness did not make
her depressed or give up. Rather she completely changed
her habits, and lived every day with relish. During the sick
period, she opened in Japan the Hokkaido Slow Lodging
House, a first franchise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outside
Taiwan. The in 2010, she came back to Feng Chia, her
alma mater, to study at the EMBA program.
“Although my sister did not get married, she completed
the greatest dream of her life so that she did not have
to feel regretful in her life,” said Ms Zhan’s sister.
Ms. Lin, Zhan’s partner, wrote a letter to all Lavender
CottAge colleagues to publicize the news of Zhan’s
passing away that “Hui Jun was my mentor in facing
customers! I originally thought that the two of us might
be able to accompany each other, to support each other all
our lives. Everything seemed to be a dream, we moved on
without stopping just to fulfill our dream, but Hui Jun was
tired, she traveled all alone in the sunny morning to ...”
To this, added Mr. Wang: “I knew Hui Jun when she
was 18. She was like a sister, but also like a partner. We
believe that this partnership would continue, but suddenly
she was gone ...” Although Ms. Zhan’s lone travel
brought a lot of sentimentality and regret for the Lavender
CottAge’s colleagues , the story of the two girls’ working
together would pass down to the new generation. Ms.
Zhan’s laugh and tear will always exist in everyone’s mind.
Her story would reverberate around the Lavender CottAge,
with richer flavor, and her legacy would leave the Lavender
CottAge a future with unlimited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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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年費
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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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校友會會務捐款
名

金

額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名

金

額

台北市

水利 63

陳明焜

1,000 桃園市

企管 54

徐成結

1,000

台北市 企管 59

郭麗群

10,000

台中市

機械 58

廖海星

1,000 桃園市

企管 54

李弘志

1,000

台北市 EMBA 92

劉憲鴻

10,000

台北市

水利 61

陳榮祥

1,000 桃園市

會計 68

陳龍源

1,000

台北市 工工 63

孫大明

10,000

台北市

交管 66

鄭佳良

1,000 新竹市

紡織 64

張添源

1,000

台北市 工工 71

周淑媛

10,000

台北市

企管 59

謝哲輝

1,000

台北市 工工 92

邱俊程

10,000

台北市

企管 60

石登財

1,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額 台北市 水利 78 林成蔭

20,000

台北市

企管 69

陳永發

1,000

台北市 工工 98

蔡伯群

10,000 台北市 企管 65

盧壯智

6,000

台北市

紡織 66

曾崑山

1,000

台中市 高峰 102 林淑棻

10,000 台北市 企管 65

吳瑪麗

10,000

台北市

財稅 60

胡珠憲

1,000

楊朝安

20,000

台北市

財稅 60

邵柱石

1,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額 台北市 建築 63 戚雅各

10,000

台北市

國貿 58

黃昌惠

1,000

台南市 國貿 59

蔡練生

60,000 台北市 紡織 67

石昌源

10,000

台北市

國貿 58

林鎰淮

1,000

台北市 EMBA 92

劉憲鴻

10,000 台北市 財稅 65

廖淑美

10,000

台北市

國貿 60

傅國治

1,000

台北市 企管 59

郭麗群

50,000 台北市 財稅 74

王北平

10,000

台北市

國貿 62

王廣華

1,000

台北市 合經 70

楊朝安 160,000 台北市 國貿 56

田方城

10,000

台北市

統計 71

王遠芬

1,000

台北市 紡織 59

王祖淼

20,000 台北市 國貿 58

侯德民

20,000

台北市

會計 63

林松德

1,000

台北市 財稅 58

徐純芳

20,000 台北市 國貿 59

蔡練生

10,000

台北市

會計 67

諶朝忠

1,000

台北市 財稅 65

黃世明

20,000 台北市 國貿 63

陳春枝

10,000

台北市

會計 72

林日清

1,000

台北市 國貿 75

周純堂

20,000 台北市 國貿 72

陳勝誥

10,000

台北市

經濟 64

蕭明利

1,000

台北市 國貿 76

陳淑玲

20,000 台北市 國貿 73

賴玫玲

10,000

台北市

經濟 73

陳金發

2,000

台北市 統計 64

黃煇慶

20,000 台北市 統計 64

黃煇慶

10,000

台北市

銀保 68

王志博

1,000

台北市 銀保 56

吳大和

50,000 台北市 統計 71

鄭宗陽

20,000

台北市

機械 59

謝健助

1,000

台北市 會計 71

廖婉廷

10,000

台北市

電子 58

陳炳榮

1,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額 台北市 銀保 63 高福源

20,000

台北市

會計 84

曾鑛淇

1,000

台北市 國貿 57

黃何文

10,000 台北市 銀保 66

林慶隆

10,000

台南市

建築 58

林光夫

1,000

台中市 EMBA 99

黃振道

5,000

台北市 銀保 76

邱瑞利

10,000

台南市

國貿 60

周泰三

1,000

台北市 機械 59

陳樹立

10,000

台北市 機械 70

周光暉

10,000

台北市 應用 76

董俊仁

10,000

  尊榮會員(15年)
名

金

逢甲校友文教基金會捐款
名

金

台北市 合經 70

EMBA聯誼會
名

金

戶名：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郵政劃撥帳號：15298571
銀行：華南銀行－信維分行 149100097592

306期更正小啟
P.14雅風國樂社照片誤植，應予更正，特此致歉。

活動看板

日期 / 時間

107/5/6
日

8:00

107/5/20
日

10:30

107/5/26
六

7:30

活動名稱
北區金融校友聯誼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台北市校友會群英會
第十六週年慶祝大會暨
會長交接

北區企管、財金風保系友會
/ 中區金融保險系友會
「通霄后里知性之旅」

地點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

台北凱撒大飯店

聯絡人
台北市校友會 02-27083427
潘小姐或王小姐

(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38 號 )

台北市校友會 02-27083427
六
潘小姐或王小姐

北區：

北區：

台北市校友會
( 台北市復興南路 2 段 65 號 )

台北市校友會 02-27083427
潘小姐或王小姐

中區：

中區：

逢甲大學東門 ( 開車可停校園內 )
行程： 鄉有機農場、
         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

柯閔鐘 0931631887
黃順裕 0910496369
施勝桐 092166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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