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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期化材系刊–化材繽紛終於出爐了！回顧

上個學期，系上舉辦許多精彩又有趣的活動。

系友回娘家 - 在這一年一度，屬於化材系的大日

子，感謝系友、教授與系上同學的參與，這一天從

開頭的路跑活動、歡樂的球類OB賽，到最後的聚餐

時間，不僅讓我們多一份回憶，也升溫系上師生的

情誼。

這個學期，系上也有不少活動 –學弟妹活力四

射的啦啦隊比賽、熱鬧又有趣的大會烤、期末的送

舊活動……。

新的一期中，系友專區訪問一位系友，從他的

經驗分享，讓我們能更了解如何提升自己，找到屬

於自己的路。

經過了一年，系學會為系上服務，舉辦許多活

動。我們特別開設這個專區，不僅想分享我們在這

一年服務的心得感想，也想讓大家更了解系學會這

個組織。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期的系刊！

編者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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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3 . 4 . 26

又到了一年一度系友回娘家的日子，今年有許

多活動，有路跑活動，由系上教授帶領同學漫步欣

賞校園、球類OB賽，以及系友聚餐，藉此聯絡系上

師生感情，也能促進系友與師生間的情誼。



路跑







主辦人心得

系籃：

104 曾文宏

雖然我不是系籃的隊長，不過真的很榮幸可
以幫忙系上號召各系級的籃球高手回來一較高下
。老實說我沒有幫上甚麼忙，因為場地，時間，
邀請函，甚至連茶水都是系辦一手包辦，我只是
負責聯絡各位學長學弟而已，不過也因為這樣，
從中我多認識了很多學長，包括在場上球技的切
磋以及現在出社會後的經驗分享，這都讓我有所
收穫。我覺得系友回娘家這個活動辦得很有意義
，尤其是經由球類運動來連結化材大系，可以讓
在校的學生認識校友，也可以讓校友回來看看這
些歷年的恩師，如果明年還有機會能在未系友回
娘家籃球OB賽服務一次，我一定也非常樂意~

系羽：

105 陳永龍

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次的活動，雖然回來的學
長我幾乎都不認識，但能夠和那些畢業學長們打
球交流經驗讓我學到了很多，雖然球技上學長們
已經不如以往那般犀利，但和他們聊天中，我聽
到了許多學長們畢業後的寶貴經驗，這是我覺得
這次球賽活動中，收穫最多的一點了。



系排：

104 黃詠廷

系友回娘家活動跟OB賽辦在一起是個很好的
發想，畢竟本質上都是與已畢業系友一起交流交
流。雖然化材系才成立七八年，人數不是特別多
，但是未來有這項活動一定會有更多人參加，有
子孫滿堂的感覺，以後自己也將成為校友，回來
一趟，看看母系的進展、看看現在學弟妹的情形
，交流一下心得與出社會的想法，彼此指教指教
，或與昔日同學敘敘舊，這次的活動個人認為滿
成功的，也非常具有意義。自己大三時，看到前
幾屆畢業感情比較好的學長，也是滿開心且歡樂
的。



剛到金御閣的
時候，現場還蠻熱
鬧的，只是印象中
，有參加的老師不
多。我覺得參加系
友聚餐很棒，因為
大家可以一起聚在
一起吃飯，氣氛非
常和樂，只不過通
常都是同系級之間
的互動而已。對於
我這個在校生而言
，這次系友聚餐最
大的收穫是得到了
一場很棒的饗宴，
但我希望未來的系
友聚餐能認識一些
有成就的學長姐。

by  黃千豪







總召心得：
106 蘇育玄

啦啦隊是我們在大學階段碰到的第一個大型活動，
班上的向心力能不能變好就看這次了，要當一個活動的
總召很不容易，要做得很好，那就更不容易了，我必須
做一點事前準備，接洽教練、招集表演人員之類的。



在練習的過程中，大家都非常的認真，每教一
個新的動作，都會反覆的練習，不僅會提升小組之
間的默契，更會增進彼此的感情，越靠近比賽的時
候，看得出來大家開始變得有點緊張，在練習時很
快就疲乏了，這時候，身為總召的我就必須要說一
點激勵人心的話來鼓勵他們，畢竟也快比賽了，再
累也就這幾天，得讓大家有堅持下去的動力。



過程中，難免會有意見不合的時候，因為不管總
召怎麼做，一定會有人不滿意，這時候需要的是溝通，
良好的溝通才能尋得解決之道，而不是擺爛，要針對
每個人的需求來考量怎麼做才是最妥當的，在這中間，
我還學到了情緒管理，我想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收穫。

雖然沒得名，但我還是秉持著過程比較重要的觀
念，班上同學也都變得更融入彼此，我想這是最重要
的。



–員外進來嘛

副召心得：
106 江永裕

本次活動擔任園遊會副召，老實說我也沒有做
什麼事情，只是負責繳繳園遊會保證金、開開會、
分配工作輪班表這些打醬油的事情，主要在辛苦的
都是負責訂購食物的食材長林俊佑和園遊會當天負
責煮飲料以及幫忙搬桌子椅子鍋子等器具的人，還
有輪流照顧攤子的大家和等著我開系學會會議的學
長們，也謝謝學長借我們鍋子才能讓準備工作順利
進行，沒有大家的幫忙園遊會攤子可能就會開天窗。



雖然此次園遊會本來預估可以賺進個三千
元，卻因為冰淇淋賣不完剩一大堆所以只是小
賺幾百元，可是園遊會依然帶給大家一些回憶
和不怎麼好吃但可以吃到爽的冰淇淋，最後真
心感謝大家凱瑞我這個雷雷的副召，謝謝大家。



總召感想：

105 徐斌洋

老實說個人對於球類比賽得規則不是那麼了解，
所以被選為系抗總召對自己是否能勝任是有所不安的
，好在同學們都願意熱心協助，讓我不用對於規則而
煩惱，所以其實作為系抗總召比較須要注意的是場地
的借用，由於要考慮到各年級上課時間，以及其他系
也要辦系抗，所以對於時間上的安排要協調得宜是不
容易的，老實說這次我在這部分沒有做得很好，但是
同學們還是踴躍參加，令人感動。

系抗壘球負責人感想：壘球當天開打不久就開始下雨
，原本是要喊停的，但是同學們熱情不減，在雨中奮
力揮棒、投球、守備，打到最後很多人全身都濕透了
，但是還是露出滿足的笑容，讓我能為他們辦這個比
賽於感到非常榮幸。

系抗躲避球負責人感想：雖然有發生因為我對於場地
的規畫有所疏忽的小插曲，但是來參加的各位同學以
高水準的比賽將氣氛炒熱起來，雖然同學來來去去，
但是我們仍然打到熄燈才不得以而結束，這次的成功
都歸功於同學的熱心參與。



總召感想：

106 王珣

過去偶爾有辦活動的經驗，不過都只是小小
的那種。這次在大一下學期接下了系烤副召，一
是想給自己一個嘗試，另一則是不太喜歡拒絕別
人。這學期大家似乎都非常的忙，所以光是找幹
部這件事，就花了不少時間，當中也學習到如何
盧別人。食材長這次真的非常辛苦，忙著去比較
食價和想想各位會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楠梓左
營兩地跑這樣。這次活動最大的危機就是天候，
因為學姊說，系烤往年都是以當天絕對不會下雨
的賭注來進行，確實當天也都真的沒有下雨。可
是，我們在活動的前兩天，發現這次的系烤當天
降雨率十分的大，沒有作雨備的我當然也十分緊
張。在活動的前兩小時，觀察了當下天氣後，毅
然決然地決定活動如時原地舉行。幸虧這次的賭
注沒有讓我失望，感謝各位抽空前來的學長姐和
同學。



心得：
105林思妮

一進入中油高雄廠就感受到不愧為台灣首屈一
指的油品供應公司，一眼望去看不到底。看過中油
的簡報介紹後大致對中油公司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有
些概念，兼顧許多方面的品質，經營、安全、環保、
社會關懷、員工福利等等，並且不斷精益求精。



搭巴士繞場區內參觀時，一路上看到很多安全警示
和規定，可以感受到工廠有很多的危險存在，也感受到
公司的注重和落實。還有看到很多的機器、儲存槽、廢
水廢氣處理等等，經過副廠長的介紹，對於工廠有更多
的了解。例如，液相石油氣的儲存槽是圓球狀，但是像
苯、甲苯等，卻是用圓柱形的儲存槽，前者主要是因為
需要高壓所設計的。

一間工廠真的有好多好多領域的知識包含在內，
不管在技術上還是經營上。現在在課本上所學的理論都
能應用到，雖然我認為工廠裡所見的一切應用和技術光
是讀課本是無法深刻了解的，還是要透過像是工廠參觀
或是實習的機會才有辦法有更生動的學習及活用。





總召心得：

105 徐偉倫

這次的送舊活動能辦好幕後的最大功臣還
是大一的學弟妹們，沒有他們的協助以及規劃
，這個活動不可能能辦的好。

這次的活動雖然沒有去年那麼豐富，但每
個表演、活動都是大一學弟妹用心去準備的，
我只是在旁邊給他們意見還有協助他們聯絡廠
商之類的小事。去年因為大四學長姐有自己的
想法我們只是幫忙他們做出來，而沒有認真的
去想過活動流程該怎麼跑，還有很多要注意的
地方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今年我也只能在旁給
予學弟妹意見，最後呈現出來的也全部都是大
一學弟妹努力的成果。



副召心得：
106 楊翔崴

這是我第一次當一個活動的總召來辦一個活
動，以前總是別人來辦一個有趣的活動給我們玩
，但這次大一的我們必須學著如何辦好一個活動
讓大四開心，做完之後我們也快樂。

這對剛升上大一的
我們而言真的是很大的
挑戰，在活動籌備期間
會卡到很多很重要的期
中考，班上同學不願意
配合，也需要跟學長姐
喬定。活動時間，很多

來到大學後讀書是身為一個學生的本分，但
我們還需要學習如何跟身邊的人互動，學習那些
書本無法教你的事情，和跟你一起辦活動的好朋
友成長，了解辦事須要注意的很多問題。這個活
動對我而言絕對是一種成長，而且也會讓我有想
要再把他辦好的感覺，希望大四的學長姐在這活
動結束之後是抱著一個快樂的心情回家。

很多細節須要去處理好，很多進度被delay後就得
在活動的前2天都熬夜到3點來處理這些事情。







大二，慢慢習慣了大學的節奏，課業也比大一加重了
不少，但還算過得去。大一新生進來，開始變成了菜鳥學
長，開始要學習辦活動，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接下了迎新總
召，過程中經過了一些風風雨雨也讓我體會到有些事情並
不像表面看得如此簡單，需要不斷的溝通以及磨合，很多
事情我並沒有處理的很好，但我們還是很圓滿的一起完成
了。另外，也意外的我接下系籃隊長，更意外的進入高大
校籃接受教練的指導，這一年，我可以說是我把課業之餘
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在這裡了，也接受第一年大專盃的洗
禮，對我來說，也算是成長了不少，雖然在這途中也經歷
了不少的挫折，但確實是一個寶貴的經驗。而這一年最重
要的是認識了我現在的女朋友，這也是大學必修的一門課
，說起來也是一門學問啊。

大三，化材系最難過的一關，這一年，課業繁忙，加
上打工，種種因素使我後來做出了退出校隊的決定，但我
還是堅持到今年度的大專盃告一段落才淡出。但是熱愛打
球的心還是不變的，只是可能在時間分配上沒辦法像大一
大二一樣一心一意的堅持與投入，這也使我覺得愧對於球
隊的大家與教練。這也讓我體悟到大學生應該要學習如何
當自己的主人，書要念，球要打，活動要參與，打工要打
，女朋友要兼顧。除了時間上的分配，還必須去抉擇與捨
去…。到了大三下學期，我決定要考研究所，比同學們整
整晚了一學期才開始準備，開始收心拼命補習，因為課真
的很多，最後結果出來了比預期的還差，只好慢慢的等待
備取。這印證了一點，有付出才可能會有收穫。如果付出
的時間比別人少，那你勢必需要比別人找到更有效率的方
法且更專注才行。



大四，從拍學士照，穿學士服，畢業盃，還有一些活
動，畢業典禮…我可以慢慢感受到自己快要進入到人生的下
一個階段了，一種快要離別的節奏，這一年我停止找打工
，珍惜最後能在學校的日子，我用心的參與最後這一學期
所有的活動，最感動的還是拿下了畢業盃的冠軍，與當初
新生盃一樣的對手，不同的是我們拿回了屬於我們的榮耀
，遺憾的是其中一個隊友在大二就已經被退學了，但我們
依舊是一個team，精神同在。

回顧四年一路走下來，有歡笑，有淚水，人生不可能
都沒有遺憾，除了記取教訓外，最重要的是好好的珍惜並
把握當下，並且好好的堅持自己想要走的路就對了，與學
弟妹們共勉之。最後，感謝四年來結交的的每一個朋友，
與學弟妹們，還有師長們，謝謝化材系，謝謝高雄大學。



畢業系友：

許智淵

大學部98級

研究所10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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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透過學弟"晏誠"得知系學會希望畢業生能提供一些
資訊給系上的一些學弟妹做參考，雖然我工作才沒多久，但
也希望透過這一些些經驗與大家分享，能稍微的解決你們心
中的疑惑。

課業學習

首先在就學期間很感謝系上各位老師安排相當豐富的課
程，因為我喜歡接觸新的事物、新的知識，所以我非常高興
系上有這麼多課程可以讓我選擇，也感謝老師的用心。

在求學階段我涉及了各個領域，剛開始只是因為有興趣
而去學習，希望多少了解一些，只是萬萬想不到這也可以讓
我成為在工作上與人攀談的工具。社會上各領域的人都有，
所以有機會多多學習不同的課程，對未來有一定的幫助。

應徵工作

對於即將畢業或是還在學習階段的你，首先要先了解自
己的專長及興趣，以便爾後在尋求第一份工作時，不會茫然
失措。很多人在畢業將近時才開始體認要繼續深造還是面對
社會的洗禮，這時候請冷靜下來好好地思考，問問自己準備
好了嗎?

其實大多數的公司首要還是看中學歷，畢竟在工作經歷
上如同白紙，這是公司唯一可以參考的資訊，大多數的公司
對於爭取名校畢業生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是並不代表非名校
畢業生就沒有機會，只是相較之下基礎分數較低，所以在面
試時如何表現自己的談吐及學識就顯得相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熱誠，讓面試官充分感受你是多渴望這份工作。我想很
多要應徵首份工作的新鮮人都會有「要準備什麼」的問題，
因為個人性向及資料早已透過履歷得知，所以面試官通常會
問兩個問題，「你為什麼要選擇我們公司」、「你對自己未
來有什麼期許」，如果能確實了解這兩個問題，面試就不難
了。



工作內容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塗料製造業"，研發部的副工程師。"
傳產"很多人認為傳產是相當不容易被錄取的，這點不可否
認，畢竟相較電子產業的高流動率，傳產是一份很穩定的工
作，但薪資就沒有電子廠來的優渥。由於我的部門是新成立
的，俗話說萬事起頭難，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摸索、研
究、探討，進一步開發，舉凡原料、品管、材料、工法、市
調、認證、定價、銷售、技服、甚至售後服務都必須相當了
解，把工作當成小型公司經營，自然就會逼迫自己接受學習
，因為在穩定的工作如何提升自己的價值是相當重要的，所
以平常就要不斷的提醒自己接受新的事物、新的資訊，甚至
與其他部門討論技術資訊，以提升自己的知識，使自己成為
被倚重的員工。

平時我的工作除了開發新配方，還要提供技術服務，因
此常常需要往外跑，也因此讓我更了解客戶的需求及想法，
讓我開發出來的產品更接近客戶的需求。雖然這樣工作量相
當的大，但我認為即使是研發者也必須多與市場接觸，而不
是專注於自己的世界開發新產品，了解市場才能真正符合市
場的需求。

結語

在這一年多裡，因為工作需求時常要與外界接觸，沒想
到求學階段所學得知識竟然成了攀談的工具，雖然只有概略
的基礎，但是多少能了解客戶在說什麼，這樣客戶才願意多
做說明，而不是讓客戶覺得怎麼派了一個什麼都不懂的毛頭
小子。對於未來要走向社會市場的你們，除了希望能了解自
己做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以外，以希望能走向市場，多了解市
場的需求，這樣會讓你們成長的更加快速。



從2013年6月到2014年6月，歷經

一年的努力、學習、開會討論……，化

材系第十屆系學會正式卸任。

從會長、副會長的心得分享，了解

這一年來，從一位會長、副會長、一個

團體甚至到整個化材系，這個組織的成

形過程，以及一年來的成長心得。

CM

第 十 屆

系 學 會



高大化材第十屆系學會會長張益禎
如果故事真要說的話，應該從大一啦啦隊開始講

起，那段日子是個甜甜的回憶，每當我看到當時的照片

時，我都回想起那辛苦卻快樂的日子，或許就是因為如

此，才會在我心中種下想為大家服務的種子吧！

總是很衝動，總是想完成很多事情，總是很固執，

這樣的人竟然也可以當會長，而且竟然還當了一年，我

曾未認為自己比較別人強，真的很感謝所有幹部這一年

來共同相挺奮鬥。

謝謝我的好朋友兼副會長振維，總是適時給我一些

意見，讓我還不至於一頭熱，還有幫我分擔系上的事務

，每次跟你討論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收穫，真的很開心!

謝謝兩位辛苦的秘書俞辰、美靜，這一年來很感謝你們的幫忙，抱歉有時開會拖比較晚

，你們依舊很認真地完成記錄的工作，真的辛苦了，俞辰上學期還擔任火鍋晚會的總召，太

厲害了。

謝謝活動政均、志紘，其實我這個少根筋的會長常常忘東忘西，很感謝政均都會提醒我

一下，也常跟我交換意見；志紘雖然有時候有自己的事要忙，但依舊抽空會來開會，很感謝

你們兩個。

謝謝總務玉純兒、子萱兒，有時候我跟振維在聊系學會的事，覺得總務由你們來擔任真

是太CARRY了！其實我這個人對錢的觀念還滿差的，很感謝你們守住了系學會的經費。

謝謝公關晏誠、渣龍，晏誠可是集各種職位於一身呀！化材105班代、系學會公關長、

化材系排欄中、GPA高大總召、系辦工讀生、好漢棟棟長，我真的覺得實在太強了，辛苦啦

！渣龍上學期還有出現，下學期幾乎神隱，嘖嘖~還是謝謝你抽空出席呀！

謝謝美宣長筠怡、梓翔，筠怡想當初我們請你來擔任美宣時，剛好妳要準備考試，那時

候的心情得滿五味雜陳的，那時候希望妳能通過，往妳想要的人生邁進；但心裡某個角落也

小聲地希望妳能留下當我們的美宣，這樣是不是有點壞呀XD 梓翔雖然比較少參與系學會事

務，但沒關係啦，大家都知道你有事要忙，真的很謝謝你們喔!

謝謝器機千豪、永龍、彥勳，器機是個背後默默付出、很少被人看到的職位。彥勳還擔

任選委會的議員，千豪用一年來系倉的外借出租，你們辛苦啦！永龍也在開會時提供很多意

見，真的很謝謝你們。

或許有一天我們會長大，大到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但至少我們曾經一起笑過、一起瘋

過，在我走完人生的旅程之後，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我可以告訴自己：「我已不虛此

生。」

會長 副會長

~心得~



化材系第十屆系學會副會長杜振維
當學長走入我們的教室，說了一句「你們要推出一組人來組織下一屆系學會」時，我心

裡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我要！當時我想要找的夥伴就是益禎，雖然要升上二年級了，但是我

和他並沒有很熟，不過我就是有一種感覺，一種非他不可的感覺。

一次偶然的機緣下，我和他一同參加了同一場演講，演講結束後一起吃了晚餐，在吃晚

餐時當我在猶豫要怎麼開口時，他卻問了我願不願意跟他一起組織系學會，當時的我就像我

暗戀的人突然向我告白一樣讓我興奮，之後我們便開始陸續討論要怎麼經營系學會。在政見

發表和開會的相關規章都大略完成後，因為我的幼稚、我的自大，竟然又多出兩組系學會候

選人，但是既然這是我選擇的路，我就要去面對，即使悲觀，這一場仗還是要打，非贏不可

。在這期間，益禎問我「你覺得誰比較適合當會長」，我想了一下，我想進系學會，我想要

帶領整個系學會，「我覺得你應該比較適合當會長」，我知道我是誰，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

我，我的責任心絕對不足以讓我擔當會長，所以我知道為了系學會好，我必須這麼說，我不

應該再幼稚了。

在聽到贏了選舉後，我心中放下了一顆大石頭，開始和益禎討論系學會幹部的人選，確

定好了之後，我們便開始徵求他們的意願。當時我被分配要去找總務，因為我的天真，我以

為只要達到她的要求我就能輕鬆完成任務了，沒想到卻因此沒有女生要來系學會，又一次，

像要考驗我一般，我又因為我的幼稚讓益禎也陷入麻煩，後來也是靠益禎發的感性文，才讓

她們願意來系學會幫忙，於是，粗糙的系學會就這樣成形了。在所有幹部都出來後，我真的

覺得大家都十分適合，說不定最不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了吧，但是我很高興，在所有大苦大難

之後我們終於組織起來了，一個我都不敢想像，最棒的團隊！

總是全勤又很有想法為系學會盡心盡力的活動長政均、雖然有點雷但總是為了系學會的

副活動長志紘、雖然網管都沒作用但是公關能力還不錯的網管兼公關長晏誠、雖然幾乎就等

於沒有一樣但是還是沒作用的副網管兼公關長渣龍、偶爾有想法字很漂亮系刊做得很好的美

宣長筠怡、雖然也不常來開會但是人很好的副美宣長梓翔、任勞任怨總是默默做很多事不居

功的器機長千豪、幾乎沒來開過會只會打嘴砲但是很有想法的副器機長永龍、一樣都默默做

很多事為系學會盡心盡力的副器機長彥勳、會看情況嚴肅也會找機會賣萌的總務長玉純、不

常來開會但也很盡責的副總務長子萱、很辛苦的將會議的每一個字都記錄下來並整理放上網

的秘書長美靜和俞辰、很有熱忱很有想法一心一意只為了讓系學會更好的強大會長益禎。

一切的一切都太美好了，系學會裡有沒有我似乎都沒差了，但是我真的很高興能夠待在系學

會裡看著大家嘻笑、看著大家提出想法、看著大家一同為了活動傷透腦筋，雖然難免會有爭

執，但是大家都是這樣一路走來的，我想為了系學會的心都是一樣的誰也不輸誰，整個系學

會缺了誰都不行。感謝系刊給了我機會記錄下這最棒的系學會，雖然我已經不再是副會長了

，但是這一年的種種相信會深深地烙印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慶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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