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淤泥的建材 輕質耐久可保溫。 

 興大校諮會  產官學界肯定農業領域發光發熱 

 企業捐助獎助學金 興大工學院學子受惠 

 媒體公關組】全臺大學之先 興大成立南向辦公室 3/27揭牌 

 

 

 

 

 賀！機械系劉建宏教授榮獲 科技部 105年度 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徵才資訊 http://www.me.nchu.edu.tw/ann_recruit.asp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所專題討論上課時間表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106年第 1次機械專業人才認證考試」開始報名!! 

 

 

 

本屆系友會的第一個活動由大學部第 17 屆的系友林慶章學長拔得頭籌。在桃園市石門水庫舉辦

的生態一日之旅由於慶章學長及夫人的盡心規劃(生態導覽、船遊水庫外加 3 餐)加上當日天氣非常晴

朗，讓我們參加的系友及眷屬們都超級盡興。藉由此次活動我們了解到慶章學長除了對工作單位之

外也對周遭生活的社區都有很深的耕耘及貢獻。想必系友們進入社會及各職場，經過幾年的奮鬥打

拼之後，一定也有很多的經歷與體會願意與系友和學弟妹們分享。提供一個聯誼及交流的平台將前

後屆系友們的寶貴人生歷練挖掘出來貢獻是我們系友會的第一個工作重點。 

    大學部第 40 屆系友楊浚泯的健身工作室 GYMEFIT 在台北市健康路 227 號(地址找得很好)剛剛開

幕了。我們 2016 年 12 月舉辦系友大會時的花生按摩球伴手禮就是他的產品。看到他為了理想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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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執著深受感動，藉此機會幫他行銷一下。提供系友們一個創業就業的資訊平台是我們第二個工

作重點。 



 

    碩士二年級施名鴻同學及碩士一年級曾昭儒同學他們自製的無人車及多軸飛行器載具整合了光

學感測、衛星定位及無線通訊等功能，並搭配虛擬實境裝置。這些成果在系際或校際的交流活動上

常常成為來賓注目的焦點。將系上老師及同學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向系友們報告，並讓系上師生能和

不同世代的系友們彼此腦力激盪並激起創意的火花。這也是系友會很想達到的重要功能。 





 

    這幾年在系友會和許欽福學長及康劍文學長討論時，對台灣產製商品與歐、美、日、韓等先進

國家的產品工業設計仍有一段落差的現象都有很深的感觸。也都認為我們機械系學生的養成過程還

是偏重學理及功能導向，對文學、歷史、音樂、藝術等人文美學的培養以及經濟、心理等社會科學

的訓練實在太少。也因此系友會想要舉辦一些演講及座談會，邀請非機械工程方面的專家來主持，

希望能激起一些小水花。首先，我們鎖定舞蹈家黃翊，他的舞蹈創作「黃翊與庫卡」將舞者與 KUKA

的大型工業機器人編在舞台上協同表演，讓觀眾思考將來人與機器人要如何共存(請參考

http://huangyi.tw/黃翊工作室)。目前正在與他的工作室喬時間中，敬請大家期待並屆時要踴躍捧場。 

http://huangyi.tw/


 
    2017 年第一次的北區系友聯誼會將在 4 月 29 日星期六中午 1200-1430，假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的台北天成大飯店舉辦。先此預告，並請北區系友們向系友會、戴逸群(大學部第 20 屆)或鄧建

中(大學部第 26 屆)報名。 

 

柯文生 2017 年 3 月 26 日 

 

 

 

 

本會於 106年 2月 11日(六)上午在系館三樓會議室召開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由柯文生理事長主持，會中通過審議本會 105年度決算及相關書表及本屆之各項

人事聘任案(如下表)，並決議以本會團體名義加入國立中興大學永久會員，並推派三

位前後屆理事長為永久會員。本年度預訂召開理監事會議日期為 5、8、11月最後一

週星期六召開。會員大會日期原則上將與本系專題競賽成果展同日舉行，以增加系友

與本系互動，相輔相成。 

  

系友會活動報導 



 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第三屆顧問、理監事名單、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區聯絡人 

顧問 郭正雄 教授 

顧問 蔡志成 教授 

顧問 林鶴年 14 

顧問 黃仲銘 21 

 

榮譽理事長 呂嘉甫 9 

 

職    稱 姓  名 屆別 職    稱 姓  名 屆別 

理 事 長 柯文生 20 常務監事 張震生 05 

常務理事 許欽福 9 監    事 宋金水 9 

常務理事 戴逸群 20 監    事 林明源 14 

常務理事 彭國勝 10 監    事 賴永祥 23 

常務理事 鄧建中 26 監    事 林清安 3 

理    事 林昌星 8    

理    事 李澤榕 8    

理    事 林慶章 17    

理    事 吳嘉哲 30    

理    事 呂芳耀 15    

理    事 楊浚泯 40    

理    事 許福助 21    

理    事 吳孟齋 28    

理    事 林均燁 18    

理    事 謝孟達 14    

委員會 職稱 姓名 屆別 

學術交流 主任委員 吳嘉哲 30 

財務管理 主任委員 吳孟齋 28 

會務推展 主任委員 鄧建中 26 

聯誼活動 主任委員 林慶章 17 

 

 

創業就業平台委

員會 
召集人 林鶴年 14 



   各區系友召集人 

地區 職稱 姓名 屆別 

台北區 召集人 戴逸群 20 

桃園區 召集人 林慶章 17 

新竹區 召集人 吳孟齋 28 

中區 召集人 張震生 5 

南區 

 

召集人 

 

待推薦  

 

職別 姓名 現職 

秘書長 邱顯俊 系主任 

副秘書長 李慶峰 退休 

專員 黃薰儀 副技術師 

 

 本會於 2月 19日(星期日)辦理桃園市龍潭區石門水庫景區一日遊活動，一行

25人跟隨林慶章副所長(第 17屆系友)、曾文姿老師兩位賢伉儷為我們精心規畫

安排的旅程，此行格外不同，除一般園區陸地風景，由慶章學長帶領導覽解說，

湖上行程特別包船深入遊湖的景緻，船行中由船長親自解說石門水庫的發展沿

革，如數家珍，船長說他是石門水庫發展的見證者。船停靠阿姆坪、薑母島，隨

我們盡情不限時的遊賞，大家在船上賞景用餐，邊有卡拉 OK舒展歌聲，好個愜意

的午後。隨著流程下船之後晚餐前，驅車來到後湖邊的大草原，慶章學長把家裡

的完整泡茶器具都帶來了，大家圍坐享受他親自沏茶的烏龍香茗，還有深深感動

的熱情，誠如他在客家風味餐廳，一句誠心真實面對，是他為人的準則，學長同

事也加碼稱讚其處事真誠謙和的態度，所以人緣極佳，調教部屬的工作精神，也

是多有佳評；今天不但是盡興的旅遊日，也是豐收滿滿的一天。感恩! 





 

  

  



 

 本會北區系友聯誼餐會訂於 106年 4月 29日(星期六)假鄰近台北火車站之「天

成大飯店」舉行，感謝柯文生理事長與北區召集人戴逸群常務理事的安排、鄧建

中常務理事的聯絡與協助，希望各地區系友能協助本會在各縣市成立聯誼系統，

辦理旅遊、座談、餐會等活動。本會秘書處將會盡力協辦。 

 

 

 

 

 

 去年大家關心並捐曩相助的蔡傳貴同學，11月份在台灣的療程結束後返國。同學傳來他不

幸於今年 1月 22日在馬來西亞病逝；非常令人慟聞的消息，實在令人惋惜與遺憾。 

 

傳貴(中間穿橘色上衣)返國前，第 27屆同學在系友聯誼室集合茶敘為他祝福。 

系友動態 



 

                      本版面需要您提供文章來充實。 

 

 

 

林慶章 

                       

 

～ 雨潤山林 (446） 

東風搖 千楓欣隨東風搖； 

百花開 萬戶同迎春雨嬌！ 

雨潤杜鵑千山翠， 

楓展英姿獨忘機！ 

～記春雨潤溪洲山林景緻點滴！ 

 

 

 

～ 神隱少女 (450） 

濃霧籠罩石門山，槭樹神隱望春花； 

何日春暖到漢江？一槭新芽萬處發！ 

氤氳石門 萬物逢甘霖； 

春心蕩漾 一槭報春音！ 

～記 0313 石門水庫槭林濃霧景緻點滴！ 

 

 

 

～ 火焰刺桐 (451） 

火焰刺桐葉落時，群枝崢嶸不蹉跎； 

蓄勢待發暖還寒，奔放青春紅似火！ 

綻放啦！青春！ 

燃燒吧！火鳥！ 

～記日前石門水庫中線春日雨初晴景緻點滴！ 

 

 

 

～ 青楓吐翠 (453） 

綿綿疏雨三月天，石門杜鵑滿林間； 

悠悠晨光卅年枝，雨潤青楓擁大千！ 

～記春日晨光石門水庫槭林景緻點滴！ 

佳文共賞 

學 做 自 然 的 孩 子 



 

 

 

林慶章 

 

 

 

～ 春光乍現(454） 

古楓展新芽，氣宇自軒昂； 

野蕨吐翠華，春光多旖旎！ 

～記 0318 春日晨光石門水庫景緻點滴！ 

 

 

 

 

～ 藍鵲躍春 (455) 

楓槭相對望 兄弟春天來了呀？ 

藍鵲忙築巢 春天已上槭稍頭！ 

藍鵲站上槭稍頭，林間跳躍語辭寒！ 

～記春雨後石門水庫槭林景緻！ 

 

 

 

 

～ 春楓 (457) 

老楓蒼勁 不畏風雨寒； 

新芽吐翠 正開春色闌！ 

山嵐起兮 氤氳潤青芽， 

東風起兮 春雨盈楓華！ 

～記春日石門水庫乍暖還寒景緻點滴！ 

 

 

 

～ 春楓 (459) 

一排新楓開，萬片嫩葉同； 

山林雨初晴，天際舞春風！ 

春楓得意齊飛揚，心芽奔放盡春妝！ 

～記石門水庫溪洲公園春楓點滴！ 

 

 

 

 

學 做 自 然 的 孩 子 



 

 

談談心吧!人都是歷練而成長，歷練中也有酸甜苦辣的感想，也分享一下。 

 

 

 

 

 本會希望定期向系友傳遞且交流訊息，但實在是人手有限，請多包涵；如您能

助一臂之力，相信會有穩定且常態的發刊。 

 非營利性團體的經營，需要時間的醞釀，讓熱度慢慢提升；此次版面略有調整，

希望提共系友有關學校與母系的近期訊息，或是可以共享的觀念，或是有相關的

政策攸關權益的資訊等。也歡迎您提供版面的需求(最好含相關資料)，謝謝! 

 如果有辦理同學會、同學結婚、職位升遷、公司開業等值得賀喜分享的資訊，

請 email給系友會，讓訊息與大家一起分享、祝賀等。 

 佳文共賞的版面，可以提供您的工作經驗、創業歷程、旅遊分享或其他個人的

創作與生活感想等等。 

 系友心聲，可以表達您個人或同學們對系上、對系友會的期待與鼓勵等。 

 

 

 

中興機械 系友會 

厚植實力 同心齊力 突飛猛進 永續成長 

系友心聲 

編輯碎語 



          歡迎提供人生職場勵志、新觀念的文章。 

 

 

【聯強觀念短語】「紀律」就是專業，「專業」就要紀律 

作者：杜書伍 (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執行長) 

  

  我們知道「紀律」的英文是「discipline」。但是「discipline」同時也是「專業」的意思。 

  

  「紀律」與「專業」為何會產生關連？ 

  

  守紀律就是遵守規範，也就是遵照規範執行。而規範是歷史的經驗，加上科學化的統計分析與學理的驗

證，得到的最佳、最專業的方法。所以，紀律就是規範，也就是最專業的法則。 

  

  然而，知道專業的法則是一回事，假若不能堅持、持續的執行，就不能產生專業的成效；那跟没有專業

知識一樣，不會產生任何效益。所以，要成為「專業人士」，紀律的習性是培養專業知能的關鍵。 

  

  尤其，在學得專業方法之前，必然已有習慣的本能方法，因此，習得專業的方法後，還必須改變既有的、

本能的方法。然而，改變習慣的過程因為人有惰性，很多人都不能堅持改變做法；當然就不會用上專業方法，

也無法獲得效益。這也就是為何現代專業知識相當公開，但真正能成為專業的人才並不多的緣故。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知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學再多、知再多，都是枉然。假如不立下決心建

立紀律的習慣，那也不用浪費時間去學習專業知能。 

  

  因此，觀察一個人是否能成大器，能成專業？最基本先看其紀律性、自律性。沒有「它」，一切都是空談。

（本文摘自《觀念漫談》一書：http://www.synnex.com.tw/redirect_outer1.htm）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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