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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Alice 的一封信
學務長 連興隆老師
為美國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的畢業校友，每一季都會定期收到學校寄來精美的校友通訊雜誌
(Lehigh Alumni Bulletin)。常常是隨手放在一旁，然後很快的被其他書籍、報告或資料給淹沒在其中。

最近在整理時，被去年秋季刊中”校長的話”(From the President’s Desk)的標題給深深地吸引了—“One Great
Generation After Another.”
去年是美國爆發珍珠港事變的 70 周年紀念，那一代的人”出生在大蕭條的歲月，…目睹了父執輩的經濟破產，失去
農田、工作和希望，……當經濟復甦時，戰爭又在歐洲和亞洲大陸爆發了。”因此，很多當時年輕的美國人，當然，還有
理海的校友，被迫中斷學業投身戰爭，時代的巨輪無情地牽絆了他們的一生。學校為了感念他們為國家的付出，特別於
此時，授予原是他們應得的理海大學學位，一個遲來 50 年的學位。
這一群人是美國 Tom Brokaw(NBC 前黃金時段新聞主播)眼中的“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這
本書以一個個親身參與戰爭者的經歷，為後輩留下了那個世代的不朽的見證。
理海校長 Alice P. Gast 博士的這篇文章吸引我的是，
她自己與他所代表的理海大

學對學生的

期待—a new “Greatest Generation”。他們期待還在校園中的青澀學子能成為國家
未來的領導者，具有領袖氣質，希望他們效法前輩，成為新一代的”最偉大世代”。
現今的世局雖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但複雜的程度遠非二次大戰可比擬，除了 911，經
濟的複雜度、科技發所展造就地球是平的全球化競爭、、都是現代年輕人所面臨的挑
戰。過往的勤懇樸實、負責盡職仍是年輕人通往成功的必備法則，但還不夠，他們還
被要求有國際觀、具創意、能溝通、跨領域、、天啊，天大的擔子都以各種炫麗的名
詞加諸下來，我相信絕對比我年輕時更困難。然而，Alice 仍然相信他們可以辦到！她
知道這是理海大學的責任與義務，讓他們成為新一代的”最偉大世代”。
我很感慨。在台灣，這樣的期待不見了，社會總是充斥著「一代不如一代」的氛圍，殊不知這些大老闆們年輕時也
是如此。看看他們父執輩如何看待這些年輕時的大老闆們：”他們對 60 年代社會和政治的混亂感到震驚。他們中有許多
人痛恨長頭髮、嬉皮、自由戀愛、尤其是那些在他們看來是褻瀆國旗的事上。但他們沒有對新的一代失去希望。”是的，
大老闆們的父執輩並沒有輕看年輕時的他們，當然，大老板們事後也以事實證明他們是值得倚賴的一代。現在，年輕一
代需要的，只是我們的一點點耐心。也請大老闆們給年輕的這個世代有時間去證明他們自己。做為一位老師，一個以教
育英才為己任的大學，沒有對年輕世代悲觀的權利！
剛剛送走了第九屆的高大畢業生，老師相信他們需要的只是時間去證明他們自己，他們會成就一個新的偉大的世代。
我相信他們會走出一條屬於他們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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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忠校長訪韓拜會大邱等姐妹校，確認交換生名額並鼓勵學生申請以開拓國際視野

……………………………………………………………………………………………………………………………………………………..
黃英忠校長表示，加上大邱等 3 所大學後，正式簽約韓國姐妹校已累積至 14 所，所簽約姐妹校均提供
每學年 2 名或每學期 4 名的交換生名額，可免繳學費及住宿費，而學生需自行負擔之機票、生活開銷
等費用，則由校方協助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或扶輪
社等獎學金減輕學生負擔。

2012.03.14

應物系師生孫士傑、林琨傑、羅貴獻設計步進追日系統改善太陽能板轉換率，贏得教育

部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第一名
……………………………………………………………………………………………………………………………………………………..
應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孫士傑表示，為降低對石油、核能依賴，也包括見識到核災可怕，各國皆積極發
展綠能產業，而台灣南部日照充足，尤其是高雄每年日照時數從 2300 至 2500 小時，發展條件相當優
異，這也成為羅、林兩學生參加教育部顧問室”智慧電子創新應用與設計競賽”的創作靈感，最後打
敗國內傳統電機、電子、光電科系名校的學生，獲得”綠能電子創意組”冠軍榮耀。

2012.03.22

高大第四任校長遴選 成大教授黃肇瑞獲最高票，遴委會近期將

彙整相關資料並提報教育部核聘
…………………………………………………………………………………………………………………….
高雄大學第四任校長選舉共有 7 位教授參選；遴選會議計有 14 位委員出席，
就通過同意權投票之 7 位候選人進行遴選。經出席委員以兩階段方式投票，7
號黃肇瑞教授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並為最高票者。

2012.04.17

資工系學生徐繹舜、劉士豪、龔意嵐、吳宜衡開發遠端健康照護

通報系統 App，利用即時心電圖監控判讀、結合衛星定位功能以保護生命安全
…………………………………………………………………………………………………………………….
4 名資工系學生將軟硬體設備整合，合作開發遠端健康照護通報系統，利用即時
心電圖監控判讀並結合衛星定位，當發生異常時，可發送簡訊給指定緊急聯絡
人及最近醫院，以爭取黃金救護時間。該設計在「第二屆（2011）全國生醫電
子與資訊專題實務競賽」中脫穎而出，全國 85 支參賽隊伍中贏得第 3 名。

2012.04.28

12 週年校慶，與桃山學院大學簽約締

盟，國際學術交流姐妹校累積達 102 所
…………………………………………………………………………………
國立高雄大學邁入第 12 年，舉行校慶系列活動，慶祝
大會上校長黃英忠與日本桃山學院大學（St. Andrew’
s University）國際中心長三宅亨共同簽署兩校交流協
議，預計最快今年 9 月開始實施交換生計畫，同時強調

ġ

會持續朝國際化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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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環系拜會交流日本愛媛大學環工科 共同簽署學術交流並協議 9 月互派交換生

……………………………………………………………………………………………………………………………………………..
土環系系主任童士恒帶領前往日本拜會愛媛大學（Ehime University）環境建設工學科，針對交
換生名額、研究共享、合辦學術成果發表等事項達成共識，確定今年 9 月新學期將各派 2 名交
換學生就讀 1 學期。目前土環系尚有來自巴拉圭的外籍生羅瑪麗、李美蓉攻讀學位且課業表現
優秀，羅瑪麗更榮獲書卷獎。

2012.05.30

校長拜會越南姐妹校、河內師範大學、人文社

會科學大學 簽署學術交流並預計 8 月成立越南語檢定中心
…………………………………………………………………………………………..
黃英忠校長表示，看準台商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對越語專長人
才需求孔急的趨勢，因此與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合作，引進其國
家級越語檢定系統，預定 8 月在高大設立全國第 1 個「越南
語檢定中心」，透過認證機制培育更多懂越語的人才。

2012.06.04

高大永續週邀請鄰近的援中附幼、加昌國小學童參與「敲拓染」活動，藉此

體驗先民的生活智慧，並讓環境教育從小紮根
………………………………………………………………………………………………………………………………………..
活動負責人、總務處環安組陳又菁表示，高雄大學創校迄今所栽種喬木已達 122 種、累計
8,000 多株，是相當寶貴的綠色資產，而永續週則是每年固定舉辦活動之一，今年爭取到環
保署全額經費補助，因此擴大舉辦，規劃「認識校園植物」、「植物染體驗」兩大主題，讓
師生乃至校外民眾更親近、體驗植物的美麗色彩與生活應用，進而重視環境、愛護環境。

2012.06.09

第 9 屆畢業典禮中，校長致詞時勉勵畢業生：努力堅持才會成功，

也鼓勵踴躍加入校友會進而拓展資源與人脈
…………………………………………………………………………………………………………………………...
第 9 屆畢業典禮，大學部、碩士班等各類學制共計 1,450 名畢業生，其中包括爸爸
讀政治法律學系、女兒讀應用化學系的謝明致、謝享真父女檔，以及克服先天腦性
麻痺缺憾、堅持完成學業的資訊工程學系學生陳力齊，都在家人的陪伴下出席，見
證人生重要時刻。

2012.06.13

統計所與台積電產學雙方簽約，合作提昇晶圓製程良率與產能

…………………………………………………………………………………………………………………………

統計所所長俞淑惠表示，統計不僅是門專業學問，在實務應用上亦
能有所發揮，與台積電產學合作案便是最好案例，藉此鼓勵教授、
企業多交流合作，也讓所上學生了解業界需求、儘快加強不足處。

| 高大校友通訊 第五期 | 3 |

७̓ົ!ڶܕ
一、成立時間： 99 年 3 月 27 日
二、第二屆理事長：顧娜娜小姐（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96 級校友）
三、會員人數： 173 人（統計至 101 年 7 月止）
四、第二屆理監事會成員：
（一）理事：顧娜娜（理事長）、刁金郎、呂孟哲、李水生、李世瑜、李榮福、杜淑慧、周文
鈺、姜世榮、高銘樹、張金石、張耀哲、許景森、郭金惠、陳玉榮、陳義成、楊豐榮、
葉金福、蔡奇成、蔡錦杉、鐘治世
（二）監事：謝武吉（常務監事）、王俊中、李佳容、徐仲志、高秉毅、陳淑惠、蘇信二
五、校友會網頁： http://www.sa.nuk.edu.tw:88/07graduate/graduate091.asp
六、校友會 Facebook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nukaa.tw
七、公告事項： 101 年 6 月 16 日（週六）召開第三次理監事會修改「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如下：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100 年 7 月 29 日第一屆第七次理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10 月 22 日第一屆第八次理事會暨第六次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6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事會暨第三次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壹、主旨：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成績優秀或於校內外有特殊表現之學
生，鼓勵其勤奮向學與致力向善精神，特設立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貳、獎助金額：每名新臺幣陸仟元整。
參、名額：得視校友會財務狀況，每年由本會理監事會另訂之。
肆、申請時間：每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
伍、申請資格：具國立高雄大學正式學籍且在學學生，並符合所屬國籍政府等單位規定之低收入戶資
格，且符合（一）或（二）其中一項者。
(一)前一學年度（含上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
(二)具有特殊事蹟受校內外單位表揚者。
陸、繳交文件：
(一)申請表乙份；並另附自傳，簡述家庭經濟狀況。
(二)本國或所屬國家政府、學術機構等單位提出之低收入戶證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國外亦同）。
(三)符合第伍條第一項者繳交前一學年度（含上下學期）班級排名成績單乙份，第一年就讀新生檢
附前一學年度就讀學校之班級排名成績單乙份。
(四)符合第伍條第二項者繳交特殊事蹟表揚證明文件乙份。
柒、審查方式：由國立高雄大學學務處組成審查小組，負責審查並提供得獎建議名單、候補名單（至少
當年度名額的三分之ㄧ）與申請資料，由本會理監事會核定得獎名單。
捌、發放方式及獲獎義務：獲獎者於本會會員大會或理監事會公開頒獎，並於校友相關刊物中刊登表
揚，以示獎勵。獲獎者需配合本會業務或活動服務達 10 小時。
玖、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修正時亦同。ġ
◎校友會誠摯邀請各位校友加入，入會申請書下載： http://
www.sa.nuk.edu.tw:88/download/07graduate/nukaa_table/table_01.doc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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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徵才(08/31 截止)

2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徵求海外廠研發生產技術主管(08/31 截止)

3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網格專題中心徵才(12/31 截止)

註 1 ：以上為近期將截止的企業徵才訊息，陸續新增職缺請詳見學務處網頁 (www.sa.nuk.edu.tw )→畢輔組公告查詢。
註 2 ：若您有求才訊息需要發佈，請下載畢輔組的「企業求才登記表」 (http://www.sa.nuk.edu.tw:88/
download/07graduate/employment.doc )填妥後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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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網址

學務處

http://www.sa.nuk.edu.tw:88/00main/main01_title.asp?pgid=9&menu=9

圖書資訊館

http://lic.nuk.edu.tw/files/11-1000-22.php

研究發展處

http://rd2.nuk.edu.tw/node/110

人事室

http://www.person.nuk.edu.tw/person/modules/content/index.php?id=100

會計室

http://acc.nuk.edu.tw/cht/0I/0I.asp#tabs-3

體育室

http://pe.nuk.edu.tw/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category&sectionid=5&id=5&Itemid=51

人文社會科學院

http://www2.nuk.edu.tw/chss/main-10.htm

西洋語文學系

http://dowell.nuk.edu.tw/main.php?
mod=custom_page&site_id=0&page_id=26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http://www.cee.nuk.edu.tw/Disc/Disc1.aspx

※「高大校友通訊」各期電子報： http://www.sa.nuk.edu.tw:88/07graduate/graduate091.asp

【校友通訊徵稿】
親愛的校友，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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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校友通訊 102 年 1 月號【校友專欄】徵稿，竭誠邀請您分享寶貴的
求學或工作經驗，給予畢業校友與在校生嘉勉，若您有投稿意願，請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前聯繫校友會王小姐（07-5919566，
ytwang97@nuk.edu.tw ）討論文章內容事宜，歡迎各位校友踴躍投稿！！
~~
【刊期變更】
高大校友通訊自本期起更改為一年二刊，每年 1 月與 7 月出刊，請高大校友
繼續支持，並給予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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