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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應對 2017
2016 年是值得大家回味的⼀年，台灣新的政府領導團隊經由民主選舉誕⽣，新的轉折在
我們的社會有跡可循；但是美國總統的選舉在世界各大主流媒體的預測中， 完全超乎主流媒體
的思考，這次的選舉由過去的菁英領導轉變成新的集體領導模式， 政治素人川普當選新⼀任的
美國總統，我們必須從中學習新時代的另類思維，可以 看出川普這個企業家對總統選舉的執
著與堅持，務實的選舉操作贏得廣大選舉民眾的⽀持，側重媒體與網路的運作有了新的結
果。
民主選舉是⼀個⽐較好國家管理制度，盼望全體國民都有民主的素養，不管我們是不是⽀持當選的政黨，我們
都要接受選舉的結果，在這個任期內全⼒⽀持配合政府團隊的政策與規範，多元化的社會隨時都可以發表意⾒但
是⼀定要在合法的範圍之內。政黨輪替將會是民主政治的⼀種常態，社會大眾必須學會接受這種變化， 民主制度
決定的不是「對錯或是⾮」⽽是多數或是少數。

民主制度是多數決
現代化的⽣活⼀定和政治息息相關，隨時留意及關⼼政治的轉變絕對有必要的， 包括企業經營及公司管理也和
政治相關，只是大部分的人並不注意⾃⼰處在政治氛圍當中。
在⾦雞年將會有⼀個新的經
濟發展改變，能不能掌握這個新的轉變，端看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企業主要有危機意識

慢但是起點⽐較高，特別是對⾷品安全標準的要求， 這是⼀個好的現象，企
業經營能⽤高標準⽣產，更能取得全世界消費者的認可，我 們公司有 15%的外銷訂單，包括美國、加拿大、⽇本、
印度、巴基斯坦、斯⾥蘭卡、 葉⾨等地，客⼾對我們的⽣產品質⾮常有信⼼，逐年增加訂單的業務量。

規畫回台設廠可⾏性
希望新的⼀年我們公司經營團隊能夠評估回台設廠的可行性，因為我們公司是台灣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絕
對有義務回台設廠為台灣的消費者及資本市場的投資這提供服務。台灣有⾜夠的研究發展人才，將最核⼼的⽣產基
地設置在台灣絕對是有必要的，新的⼀年經營團隊要有新的經營思維，如何能更有效的和資本市場優勢相結合，及
跟⾦融單位密切配合都是必須努⼒的⽅向。
「⼀例⼀休」的新政策就好像強迫藍領階級的廣大員⼯換下輕便的⼯作服要穿著西裝過⽣活，我們不宜評斷這
個措施的對與錯，民主政治必須在法治基礎之內運作；先進的超⼯業化國家都是以這種⽅式過⽣活，我們積極跟進
現代化的⽣活是不是⽤漸進式的調整會⽐較理想，但是現在的情況既然國會已經通過就必須確實執行，全體民眾⼀定
要有這種民主素養。
如果說這種制度就會造成勞資對⽴，何其沉重，盼望我們的社會能夠共體時艱努⼒⾯對時代的轉變，這絕對是社
會發展的大趨勢，企業經營者要有寬廣的⼼胸調整新的經營模式因應現代化的管理，經營利潤合理化的時代來臨，
這跟以往的經營模式不同過去都以企業經營者個人的⾃有資⾦投資做⽣意，現在上市公司以廣大的資本市場投資者
共同的資⾦投資做⽣意，降低經營的利潤分享給社會大眾應該是時代趨勢，參與在資本市場的公眾公司隨時留意市
場的變化，將⾵險控管掌握在企業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市場不可預測的變化因素及動態的政治經濟型態，是新時
代的經營團隊必須關⼼留意的業外變化。

企業經營要與時俱進
新的⼀年應驗管理學上「⾺太效應」（Matthew Effect ） 是指好的愈好，壞的愈壞；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
⼀種現象。來⾃於《聖經》新約⾺太福⾳的⼀則寓⾔。各行各業都將是市場的領導廠商⽐較有機會在景氣低迷的時
段中獲利，企業的經營者思考模式要⽐⼀般人有⼀定的差異化，如何給⾃⼰在⽇常⽣活中規畫⼀個⾃我鍛鍊的⽅
案，維持健康的體魄等待景氣復甦的機會，健康的⾝體有兩種鍛鍊⽅式僅提供大家參考：
「肌耐⼒的鍛鍊」包含柔軟體操、拉筋鍛練、散步、慢跑、游泳、登⼭、健行、 旅行、打高爾夫、騎⾃行⾞、其他各
式各樣的強化耐⼒的鍛鍊都值得試⼀試。

展現資深公民的魅⼒
「肌⼒的鍛鍊」利⽤健⾝房的各式各樣的器材，經由專業的體適能教練的指導訓練，避免不當的運動造成⾝體的
傷害，其他伏地挺⾝、簡易型的啞鈴、及⾃⼰體⼒承受能⼒ 1/5 的槓鈴，多做幾下看⾃⼰體⼒的承受能⼒，運動⽣
活化在⽇常⽣活 中加⼊適當的運動，經過⼀個⽉的鍛鍊將會成為我們⽣活的⼀部分，不會覺得不舒服或是體⼒的透
⽀，並能在⾃⼰的⽇常⽣活中增加⼀些變化，2016 年 79 歲的最炫東北人王德順⾛上伸展台，展現資深公民的活⼒
與魅⼒，讓全世界看到不⼀樣的中國人，我們想要開始⼀切都不嫌晚，我們只要參與運動可以因此找到新的同好，
及新的運動夥伴，我們⼀輩⼦的事業拚搏在進⼊資深公民（65 歲）的時段重新給⾃⼰有⼀個新的⽣活規畫，也是⼀
個嶄新的嘗試，祝福各位有⼀個新年的新希望。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李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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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欄
高雄大學 97 年 EMBA/杜淑慧(Michelle)/世豐螺絲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退休之後
退休之後
生活的重心已經移轉
學習著年輕時不能實現的夢想
追求著自由自在閑雲野鶴的遊牧家居
望著逐步完成的畫作
說著我四處旅行的妙聞趣事
好友們投以羨慕的眼光
退休的開始
是另一個生命工程的啟動
必須經過稹密規劃 認真學習 系統培訓 嚴格驗證
最重要的是信任與放手
退休不是結束
是另一個學習的開始
學習放下權利 看淡名利
學習欣賞 學習讚美 學習謙虛
退休之後
雲淡風輕 宛如紙鳶飛上天
御風隨行 恰似蒼鷹俯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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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的話
副校長的話
各位親愛的校友，您好：
又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看著我們引以為傲的綠色校園，個人感到十分的榮幸，可以在
這樣的環境下孕育莘莘學⼦。國立高雄大學從創校至今已邁入第 17 個年頭，回顧本校⾃ 2000
年設立以來，在歷任校長及現任王學亮校長的擘畫與推展下，本校積極深耕在地，協助企業轉
型升級，並持續開拓⽀援亞太地區的台商海外經營所需之中高階人才。我們秉持「把每⼀位學
⽣當成幼苗，也視為⾃⼰的小孩」⼀般，辛勤地灌溉與培育，希望每⼀位學⽣都能真正培養出
具有專業能⼒又能關懷社會，為國家的發展帶來貢獻與價值!

此時的高大，不僅要致⼒於培育學⽣的四大關鍵移動能⼒：適性移動能⼒、跨域移動能⼒、國際移動能⼒、終⾝移
動能⼒，因此，高大不但積極和在地產業合作推動各項研發創新計畫，協助在地企業的轉型升級；本校更秉持過去對亞
太市場的敏銳度，帶領高大學⼦進入東南亞及全球。本校已經和全球五大洲(包括歐、亞、美、非和大洋洲)超過 213 所
大學簽定姐妹校，高大並設有 IEMBA 越南班、東亞語文學系越南語組，豐富的東協經驗讓高大從 2016 年開始，成為教
育部指定開辦「區域文化及經貿人才泰國專班」以及「國際經貿談判人才培育跨校學分學程」的不二人選。但高大的南
向目標絕不僅止於此，高大更推出了全國唯⼀的 MOOCs「泰語教學課程」，並成功爭取到泰國第⼀學府「朱拉隆功大
學」的授權合作，於 2016 年 12 ⽉舉辦全台首次「泰語能⼒檢定」，本校並且和泰國私校第⼀名的「蘭實大學」合作開
辦『EMBA 雙聯學位』； 2017 年 1 ⽉本校更設立了「東南亞發展研究中⼼」，我們將積極銜接 IEMBA 越南班和泰國班
的企業資源與校外實習制度，拓展本校學⼦前往越南及泰國進行海外企業實習的機會，進⼀步提高學⼦們前進東南亞市
場⼯作的實⼒與意願，提供越南和泰國台商企業所需的中高階人才，並且將以此平台做為台商海內外經營的重要智庫。
本校⾃ 2004 年開始有了第⼀屆畢業⽣，到目前為止，已經累積超過 13 屆畢業校友的能量，我還記得第⼀屆畢業
校友們曾在校園內的⾃然⽣態園區埋下了『時光寶盒』，並相約 2024 年重啟寶盒，屆時校友們將⼀起來共同回憶並⾒
證夢想實現的那⼀刻! 校友是⼀所大學在永續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柱，校友們對學校的向⼼⼒及認同感即為學校最
重要也是最寶貴的資產，學校的進步也奠基於此! 我們不僅致⼒於辦學，更期待能在各位校友人⽣中的每⼀階段提供協
助，與您互相扶持，在您經營家庭、事業和人⽣的每段路都發揮不同層⾯的價值，冀望校友們持續給予母校⽀持與鼓勵，
凝聚各位在各領域的卓越成就，與我們⼀同譜出高大未來更美麗的篇章。
寶鵰很榮幸於 2016 年 8 ⽉再次接任學術副校長⼀職，期許⾃⼰能與高大全體教職員⽣和校友們⼀起成長，共同
將高大這所 21 世紀全台唯⼀全新設立的國立大學，推向亞太區域具國際聲望之特色型大學，勇敢迎接創新與改變，致
⼒於新興市場及全球的開拓與經營。讓我們⼀起「立⾜高雄，前進東南亞，放眼全球」，打⼀場亞洲盃及世界盃！

國立高雄大學學術副校長

莊寶鵰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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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花絮
2017-01-14 召開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定期召開會議使會務運作順遂。

2017-01-14 一月壽星慶生會

2017-01-14 會後餐敘

2017-02-10 理監事出席雄大會辦理春酒活動，並由理事長認購做為雄大會辦理活動基金。

2017-02-10 理監事出席雄大會辦理理監事會議。

2017-02-12 理事長李榮福接任中菁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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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2017-01-18 東南亞發展研究中心揭牌 人才培育 產學連結 情報智庫
繼布局越南 11 年、泰國 4 年，國立高雄大學再擴大前進東南亞⼒道，今（18）⽇
「東南亞發展研究中⼼」正式掛牌運作，由亞太⼯商管理學系教授陳⼀民擔任中⼼
首任主任，未來將以「人才培育」、「產學連結」、「情報智庫」三大運作⽅向，
響應「新南向政策」，不僅整合產官學資源、培育「東南亞通」，也蒐集及分析東
協政經商情，提供台商投資設廠重要參考依據。
2017-01-19 書法社 揮毫贈春聯 20 日高捷左營站 22 日蚵子寮塭堵龍興堂
國立高雄大學學⽣社團「書法研究社」，由社團老師、知名書法家宋耀偉帶領，舉
辦 2 場揮毫春聯活動，分別為 20 ⽇（週五）下午 3 至 5 時於高雄捷運左營站廣
場，22 ⽇（週⽇）下午 2 至 5 時蚵⼦寮塭堵龍興堂（地址：高雄市梓官區光明路
92 巷 16 號），數量有限免費贈送，索完為止。

2017-01-24 學生社團「志願服務團」「紅絲帶」嘉義忠和國小寒假營隊 傳遞科學
知識
趁著農曆年前，國立高雄大學學⽣社團「志願服務團」及「紅絲帶」前進嘉義水上
鄉忠和國小開辦 4 天 3 夜科學營隊，設計「水火箭」、「光碟⾞」等趣味遊戲，學
童學習許多科學常識，也透過團康遊戲宣導反菸毒、反霸凌觀念，遭遇問題能勇敢
及時求助師長家人。
2017-02-22 管理學院院長交接 應經系教授耿紹勛就任
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今（22）⽇舉行院長交接典禮，由校長王學亮擔任監交人，
應⽤經濟學系教授耿紹勛⾃前任院長、學術副校長莊寳鵰手中接下印信，成為第 6
任院長。耿表示會延續前院長規劃，也將致⼒兌現政⾒，包括改善教學環境、推動
國際化、擴大招⽣來源等。

2017-02-24 創建系教授陳啟仁 打造哈瑪星老屋重生「浪花共同工作空間」
青年創業、老屋活化、繁榮地⽅，3 個願望 1 次達成，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
築學系教授陳啟仁接受高雄市政府委託，成功將哈⾺星社區鼓元街上 1 處老屋重
⽣，讓「愛木記憶⼯坊」等 3 組年輕創業團隊進駐共組「浪花共同⼯作空間」，也
成為當地新興景點，創造多贏。

2017-03-08 泰國蘭實大學師生 訪學高大
國立高雄大學姊妹校、泰國蘭實大學（Rangsit University，RSU）「中國國際學
院」師⽣⼀行近 20 人 6 ⽇到訪、進行學術交流，校長王學亮接⾒及勉勵，把握來台
觀摩⾒習機會，體驗台灣不同文化氛圍。

校友會近況

國立高雄大學
電子報

一、校友會專屬網頁: http://nukaa.nuk.edu.tw/。
二、會員人數:365 人(統計至 2017 年 3 月止)。

單位名稱

網址

秘書室

http://sec.nuk.edu.tw/files/11-1004-441.php

學生事務處

http://www.sa.nuk.edu.tw/00main/main01_title.asp?paid=9

高大校友通訊

http://nukaa.nuk.edu.tw/

各位校友，您好:
高大校友通訊【校友專欄】徵稿，請分享寶貴的求學或工作經驗，給予畢業校友與在校生嘉

校友
通訊徵稿

勉，並竭誠邀請您加入【校友會永久會員】⾏列，若有投稿或加入永久會員者，請聯繫翁于媃
小姐(07-5919558 ； nukaa2010@nuk.edu.tw)

註:

1.來稿為無償分享，恕無稿費，請見諒!!
2.永久會員，意願加入者請至 http://nukaa.nuk.edu.tw/下載表單填寫，或連繫翁于媃
小姐。

校友

捐款名錄

(2017/1/1-2017/3/20)

項次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額

1

陳淑惠

10,000

2

莊朝欽

30,000

感謝以上學長姐對校友會支持與厚愛。
*小提醒:捐款時需註記捐款人姓名，非常感謝您。

工作情報站

1.【徵才】1053(暑期)、1061 學期課輔老師(希望小學中山分校)
2.【徵才】軟體自動化測試工程師&自動化測試軟體工程師(孟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徵才】各類服務人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附屬機構蓮潭國際會館)
4.【徵才】儲備店長、鮮魚部門主管(藏壽司)
5.【徵才】助理研究員/辦事員(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註：以上相關企業徵才訊息，陸續新增高大學生事務處網頁 http://www.sa.nuk.edu.tw/，
校友會亦有相關訊息公告請至 http://nukaa.nuk.edu.tw/查詢

活動預告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2017.06.10-06.11

畢業典禮

2017.07.15

校友會理監事會議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

五樓大型會議室

校友會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人資料
姓名

性別

生日

出生地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年

月

日

E-mail
通訊地址

學歷

本校畢業系所：

最高或其他學歷：

現職

單位：

職稱：

※本人同意以上資料僅供國立高雄大學及中華民國國

申請人：

（簽章）

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直接或間接處理及利用（例如：校
友通訊寄發、會員通知單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欄位申請人無需填寫）

審 查
審查結果

欄

會員類別

會員證號碼

一、會費：永久會費 3,000 元整。
二、繳交方式
本人以下列⽅式付款：

□付現－繳交至國立高雄大學⾏政大樓南棟五樓校友會執⾏秘書處。
□匯款－臺灣土地銀⾏ 高雄分⾏ 帳號： 033001291471
戶名：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
※ 1.電匯時請註明匯款人姓名。
※ 2.ATM 轉帳後務請依以下任⼀⽅式通知執行秘書，以便核對
（1）電話： 07-5919558，告知姓名、電話。
（2）E-mail ： nukaa2010@nuk.edu.tw，告知轉帳帳號後 5 碼、姓名、電話。
（3）傳真： 07-5919105，傳真收據影本並註明姓名、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