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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的光　世界看得到！

110 年傑出校友　給學弟妹的話

在母校中原大學的學習生活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憶，老師教授

的課程都非常務實，讓我受益匪淺，也讓我畢業之後第一階段的求職和

工作都非常順利。感恩母校的栽培！

離開母校這麼多年，母校的一草一木都歷歷在目，讓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操場上的那一座大鐘。那個時候我時常坐在鐘下，思考問題，暢想

未來，規劃目標。這座鐘就像一個燈塔，指引我人生的方向。

我們知道有一句話叫作 " 知易行難 "，是說認識事情的道理較易，
實行其事較難。可是根據我自身這些年的經驗，我覺得反而是 " 知難行
易 "。一般人學知識，只是流於表面，而要想學以致用還得要深入地學習，
學得紮紮實實，有了 " 真知 " 做起事情來就沒有什麼難的。所以，我建
議學弟學妹們一定要把握好在學校的時光，好好下功夫學習知識，不能

只求考試及格，而是一定要精，一定要專，這樣在工作中才能夠駕輕

就熟。並且，要做好規劃，有自己的職業理想和人生目標。希望學弟

學妹們都可以朝著自己的人生目標好好努力，有一個光輝燦爛的未來！

從中原到創業

民國 63 年於中原畢業一轉眼已經 47 年了，回首前塵往事，比較
印象深刻是二年級時從數學系轉工業系，感恩 譚大年系主任的接納，那
時期理科畢業生不是出國留學就是任教職，對於我們這些自小窮怕的鄉

下小孩相對來說是比較不願意接受的志向，一轉念到工科，入工廠，到

創業就是我們的路。

到工廠發展就業對工業工程畢業生來講是比較能學以致用的科系，

尤其從事的是傳統的製造業 - 鞋業，從業務開發、報價、採購、生管、
品管、製造、出貨、船務貨款收回都是我們熟悉的課題。但成功與否的

關鍵則是在當別人的員工時，要以公司老闆的格局對待你從事的工作，

讓客人完全信任你，覺得你可靠能承擔，也才有機會出來創業。

對製鞋業來講，成功就是簡單的事情重複做，重複的事情用心做，

做出自己的風格，自動化與創新及具有競爭力的價格，與買主共蒙其利，

與職員共享獲利，不忘初心，不忘感恩，想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中原對我人生來說，教育了我、指引了我，只有感恩再感恩！
現職：廣達中國製造總部

董事長

電子系 65 級  黃健堂
現職：來億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薩摩

亞商旺隆發展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董事長

工業系 63 級  鐘德禮

現職：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執行長

土木系 74 級  廖肇邦

從中原大學畢業以後就在工地擔任監工，那時候一竅不通，經常

被工人取笑是「無用的大學生」，當時是很有挫折。因此主管指派甚麼

就做甚麼，工人教甚麼就學甚麼。從「不知道該做甚麼」，「知道該做

甚麼、但不會做」，「知道該做甚麼、怎麼作、但做不好」，經過一個「不

知道錯，不知道怕」的過程，才逐漸體會學校所學要怎麼應用，更體會

邊做邊學的涵義。這就是母校教育宗旨「真知力行」的實踐。也共勉學

弟妹：「大成就是一點一滴的小成功累積而成」。

藉此機會感謝幫助我、指責我的人，尤其是李倩 ( 我的賢內助土
木系 79 級畢業 )，因為那是真正的關心。

現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副局長

醫工系  博 97 級 / 碩 81 級
/ 學 76 級  廖承威

繳交志願卡前夕起心動念，將醫學工程系志願往前移一順位，真

是緣定中原。前後在中原讀了 12 年書，此與我在出生地所待的時間等
長，中原更是我的另一故鄉。除學業之養成外，因參與社團讓我學會，

無棒子與蘿蔔時如何將事情做好。

畢業後，我常想中原特色是什麼？師長教學研究認真嚴謹，此使

同學具專業上解決問題之知能；同學具可將書讀得不錯暨活潑會變通之

人格特質，此使同學之工作能力及人際關係具靈巧性。再者，校風篤實

不作秀，校友間互相提攜。

很想告訴學弟妹們，母校之特色就是中原人之先天優勢，再秉持

著不卑不亢之態度，勤奮務實的發揮個人潛能，也願承擔不同任務之挑

戰，相信定會讓我們之努力與付出受到肯定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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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傑出校友殊榮，非常感謝學校對我老而彌堅的肯定，更要感謝

59 級機械系同學的極力推薦。

四年的校園生活中，交織著歡笑與辛苦的點點滴滴，撞球場與快炒店

是抒壓的最佳地方，冬日頂著冷冽刺骨寒風送早報的工讀生活，讓我提前

領略生活的艱辛磨練，卻也藉此工作之便，天天經過男生禁地的女生宿舍，

成為每日工作的小確幸。但最大的收穫是娶回一位重要的人生伴侶，她是

我最強大的精神支柱。

進入職場後，抱持著讀萬卷書更要行萬里路的精神，一路由基層步步

紮實穩健向前邁進，對工作始終抱持著熱情，堅持專業毫不懈怠。始終相

信，熱情與努力讓你更成功；堅持與毅力讓你更優秀。找出工作對你的意

義，熱情與堅持將是成功的最佳推手。

離開學校後隨即投入職場，在職場生涯忙碌了幾十年後，有幸再回

到中原企管碩專班，並驗證了學理與實務的奧秘。就學期間，更得到當

時的張校長及諸多師長無私的指導，使我身心靈皆得到充分的洗滌與沉

澱，更體會「知識」與「智慧」的差異。中原大學以人為本的教育，才

是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期望中原的學弟妹能珍惜在校學習期間的時

光，充分吸收各方知識並厚植實力，成為未來的職場尖兵 ! 

What I remember most while in college are (1) our annual 20-person relay run 
competit ion event and (2) the dedication of our faculty teaching in the classroom. 
The 20-person relay run competit ion promotes team spirits and demands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to collectively win the game. This sporting event helps build friendship 
among the classmates and al low al l  who want to part ic ipate to be a team player. 
Most professors who taught the courses at CYCU showed their desire to disseminat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to the students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hold on 
to opportunities in front of them to achieve their career goals. The classroom learning 
and extracurricular l ife at CYCU has prepared students precious academic foundation 
and mental readiness to pursue our dreams in l ife.

My advice to the current students at CYCU is to ful ly indulge yourself to the 
most precious, memorable period of your l ife now and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s.  
In  the meant ime,  you should bui ld a st rong academic foundat ion and make long 
lasting friends along the way. Your future success is in part from your own efforts and 
in a larger part from the good friends you make. Hold on to your l ife principles and 
explore your exciting l ife without hesitation!

現職：瑞興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裁

機械系 59 級  呂瑞煌

現職：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會計系 75 級  曾渼鈺

現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教授

化工系 70 級  蘇皇宇

自民國 71 年進入中原大學就讀會計系迄今已將近 40 個年頭，當初會計系
是商學院新設的科系，我是第三屆的學生，由於學校於民國 69 年才從理工學院
改制為大學，校園裡男女比例仍較懸殊，有感受到女生的稀有性，且校風純樸。

我的生活規律又單純，在校求學時期，每天就是宿舍到教室，教室到宿舍，周而

復始，期中期末考前一周停課，主要利用這一周時間念書及應付考試；課後閒暇

加入慈暉社參與課輔及營隊活動，平時則參加班上、系上及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

如迎新、爬山、健行、舞會、歌唱比賽、演唱會及電影欣賞等，在學校不是風雲

人物，也不喜歡出風頭且個性還略顯羞澀，就是很平凡、平淡毫不突出的一個人；

求學時，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一門英文課，教授要求班上同學準備一篇英文專題

演講並上台報告，接到任務時完全沒任何想法也沒信心能做好這份報告，既沒任

何想法就鑽進圖書館找資料，很幸運讓我找到一本我看得懂的英文資料，沒有複

雜文法及艱澀字彙，先理解後架構我要呈現的文章，上台演講後竟獲得教授的讚

賞並獲得高分，真是始料未及也感到很意外。

雖然念的是會計系，在學期間，胸無大志，矇矇懂懂，從沒規劃與安排未

來要以會計師為一生的職業；大學畢業後因緣際會，進入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從

事審計工作且從一而終，沒換過跑道，一路從查帳員晉升到執業會計師，工作座

右銘，就是先要求自己再要求別人，以身作則，全力以赴，負責認真且清楚明白

每一個工作是因何而做及為何而作。回想自己的特質，在這裡要勉勵學弟妹們，

只要負責認真面對每一件事，實事求是、穩健踏實、一步一腳印，相信每一個人

都能在各自的領域，平凡中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共勉之。

現職：NASA/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星際網絡部
總工程師

化學系 59 級  戴少沛 Wallace Tai

中原歲月裡有許多值得回味的人，事，物。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大三、大四時，系上開了多個領域的選修課。這給我們一個機會照著興

趣去稍稍深度探索某方面的化學領域。即以生物化學為例，有普通生化、

微生物化學和酵素化學等課程。以那時學校的資源，現在想來實屬

難得。來美國之後才發現，中原所學使我能夠輕而易舉修習研究所

的課程和專題。

根據我漫長的專業生涯和經歷，有兩點可以和學弟學妹們互勉。第

一，中原人在學院或公司裡都有很好的貢獻。比起別的學校 ( 台灣或美
國名校 ) 畢業的，一般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大學教育只是通才
教育。大學時的科系並不一定成為日後的專業。奠定良好的基礎知識以

後無論做那一行，都可以做得很好。我從生化轉行至航太暨外太空通訊

工程，就是一個例子。

現職：台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暨營運長

企管碩專 105 級  張訓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