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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習組學生海外學習心得專輯前言 

    系主任 余兆棠 

面對二十一世紀國際化的趨勢潮流，具有國際化思維、語言能力、溝通能力的人

才將會是未來全球市場需求重要人才。本校在國際化人才的培育上一直是不遺餘力，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國際化佈局正是我們的理念。為推動國際化，增廣學生視野

與語文能力，本校積極鼓勵學生赴海外研習，訂定「南臺科技大學短期出國留學獎學

金申請辦法」，申請資格：通過本校免學雜費交換生短期留學甄選之研究所、大學部學

生；或當年度已在海外或預計前往海外之本校研究所海外研習組（含雙學位）、海外專

班之同學。另外，教育部為協助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清寒優秀學生，參加由學校安排

之海外研修課程，擴展國際視野，學校最高可以全額補助學生出國經費。 

100至 106年度電子系碩士班海外研習組一共有 12位學生赴國外進行一年至一年

半的研習，部分學生並取得雙學位，其中有 8位學生是前往日本研習、2 位前往美國，

到奧地利和澳洲各一位；研習的學校也都是一流的名校，如美國的「華盛頓大學」及

日本的「早稻田大學」等。本專刊收錄其中 10位同學至海外學習之活動記實或心得，

雖然有些資料無法取得文字稿檔案，編輯上不盡人意，這些資料值得在校同學參考，

可以激勵其他同學前往國外研習之動機，也值得師長與系友了解同學們學習與成長的

心路歷程。 

100-106年度電子系研究生海外研習清單 

日期/期間 姓名 學術交流學校/國家 備註 

100.02~101.01 張俊德 華盛頓大學/美國 1年 

101.03~102.09 陳承慶 早稻田大學國際情報通信研究科(IPS) /日本 1.5年(雙學位) 

102.08~103.07 方昭元 加州州立大學聖伯迪諾分校/美國 1年 

103.09~104.08 曾治中 新潟大學/日本 1年 

103.09~104.08 李聖義 熊本大學/日本 1年 

103.09~104.08 劉宗穎 靜岡理工科大學/日本 1年 

104.09~105.08 陳家揚 靜岡理工科大學/日本 1年 

105.09~106.08 孔元田 工學院大學/日本 1年 

105.09~106.08 洪志燈 熊本大學/日本 1年 

105.09~106.08 劉欣彥 熊本大學/日本 1年 

105.09~106.09 李政澤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奧地利 1年 

105.09~106.08 蔡博允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澳洲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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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學 留學心得報告 

陳承慶 撰稿 101.03~102.09 

 首先我想感謝南臺科技大學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以及所有國際事務處相關人

員的奔波努力，讓我學習生涯中，多了如此豐富多采多姿的一段回憶。上個星期我才

從日本回國，心情上還沒完全調適過來，腦中還是滿滿的不捨以及最後幾天每天聚餐

離別的景象。當初為什麼選日本早稻田大學，主要本身對外語有興趣，英文已經唸那

麼多年了，想接觸不一樣的語言，日本與台灣關係親近，早稻田大學又有提供雙碩士

學位的機制，因此我認為非常適合，現在我很慶幸當初做了這樣的選擇。我相信每個

留學生都有和我一樣的感覺：這一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不知該從哪開始寫，

所以就從印象深刻的幾點大方向來介紹。  

一、 日本  

提到日本，我最先想到的是科技發達的大城市，食衣住行應該都是非常方便與雲

端化的。當我到了日本，我覺得我能夠自己來的事情絕對不麻煩別人，因此我並沒有

麻煩學校來幫忙做接機等等的手續。福岡機場並不如我想像中的大城市機場，裡面非

常非常的小，比桃園機場都還要小許多。我一個人搭著機場接駁巴士→福岡博多車站

→折尾車站(早稻田大學所屬區域)，一路上的景色讓我感覺從高雄搭車到屏東一樣，

越來越偏僻，在校園四周都是屬於未開發地段，有著農田、墳場等，就連巴士也是一

天四班車，與我想像中的差距甚遠，但是日本相對性的比台灣環境要乾淨許多。 

 

  

相對性的比台灣環境要乾淨許多 

二、食  

來日本這一年多，很大的一個收穫是，學會煮菜了！  

由於我在台灣的時候從來沒下過廚，剛到日本的那一陣子，偶而去吃學生食堂，

不過最主要是當一個「食客」。在日本時朋友們很常聚在一起吃飯，由幾個料理達人

負責煮，其他人就分擔食材費用，然後大家一起在某個人的房間吃，邊吃邊聊天，對

我來說可以練語言又可了解各國的風情，很有意思。 種類不太多，又貴，終於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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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煮了！首先請教了那幾位料理前輩，逛了一趟超市買了些道具跟食材，煮久了之

後慢慢有點進步，現在的料理大概是像下面這張照片的樣子： 

 
自己煮的已可以和朋友分享 

隨著自己煮飯，我開始很常逛超市，一星期三四次左右。日本的超市商品琳瑯滿目，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不過我其實也不知道一般超市應該有什麼，因為在台灣時沒

逛過。之後逛超市居然也變成了我一個新的興趣，常常買些新的材料或醬料回來試，

和朋友討論哪家超市的哪種東西比較便宜等等。  

 

三、學業  

    出國留學是一個新習慣養成與自我獨力成長的好機會。由於民情風俗和生活習慣

的不同，在異鄉異地，自己必須要理解到獨立的重要性。雖然有同學陪同一齊來到日

本留學，雖然出門遊玩總是結伴而行，但心靈成長總是得靠自己來完成的。 在課業方

面，起初由於日語能力尚未達到一定的程度，在課堂上聽課時總是抓不到老師上課的

內容為何。別人只要花一天就可以讀完的章節，我卻必須在課前先花一個禮拜的時間

查遍教科書的內容，或者倚靠上課時所發的講義來了解這一堂課所要上的內容。每堂

課上完只有失望與無力感。  

    我從大學電子系開始，直到研究所海研電子，一直都是走太陽能的領域，這次來

日本，選擇的情報生産システム研究科的生産分野，在日本我的指導教授是專門做自

動車研究，因此我必須學習許多汽車方面的知識例如: 引擎、煞車、方向操縱等，對

我來說是全新的學習經驗。不論是課堂上老師的授課、平時報告的內容及同學們討論

的問題，都和我之前接觸的模式不同，讓我體驗到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思考方式及人生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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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成長 

四、交通&旅行  

    一開始來的時候，連腳踏車都沒有，每天用雙腳走的距離是在台灣騎機車時沒法

想像的，特別是常常需要走山路去買菜，記得冬天的時候，外面的溫度大約零度左右，

出門時當然穿了許多的衣服，可是買完菜回來的時候，提著大包小包走，邊走邊脫，

常常到房間時已經差不多剩內衣了，我想這也是一種很不錯的體能訓練。  

在九州旅行是非不常方便的，因此我們想出遊的時候都必須花一整天，因此不會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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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五時就約出遊的情況發生，九州周圍都是旅遊勝地，像是福岡、熊本、廣島等是比

較常去的。我另外也去了京都、東京和大阪，首度嘗試了一個人旅遊的滋味，感覺很

特別也學到了不少東西。另外日本有許多特別的祭典，可以看到每個日本人為了祭典

在揮灑血淚的感覺。 

  
文化體驗 

六、朋友 

   這個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我想那種感覺不是文字能表達出來的，至少我的

程度還不行。這一年認識了好多好多的朋友，來自世界各地，你會發現，跟他們在一

起，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旅行，一種學習，不論是語言上或是各自完全不同的成長背

景、經驗等，對我們來說都會是幫助成長的體驗。相處久了也會發現，不管是哪個國

家來的，都一樣是人，一樣會有許多的問題，但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或態度。

這一年我認識了好幾個知心的好朋友，分開的時候很難過，但是彼此都約好了繼續保

持聯絡，我知道我們會再見面的。  

    想講的太多了，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份，如果各位有什麼疑問，歡迎與我聯絡。

如果您還在煩惱是不是該出去，我想說的是，出去的話一定不會後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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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了好多好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並建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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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潟大學留學心得報告 

曾治中撰稿 103.09~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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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熊本大學留學心得報告 

李聖義撰稿 103.09~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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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靜岡理工科大學留學心得報告 

劉宗穎 撰稿 103.09~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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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靜岡理工科大學留學心得報告 

陳家揚撰稿 104.09~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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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學院大學留學心得報告 

孔元田撰稿 105.09~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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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熊本大學留學心得報告 

洪志燈 撰稿 105.09~106.08 

一、 緣起 Motivation of Overseas Study  

  在考上海碩士班時我就已經決定我要到日本去交換，很多人都會問我：「有這麼好的機會為

什麼要選擇去日本？我又不是日文系去日本一定會很難生活」、「你不喜歡看漫畫也不喜歡看

動漫為什麼要選擇去日本？」。在我唸碩士的這兩年所學得都是與汽車相關得車用電子專長，

而在亞洲區汽車工業發展最早最先進的也就是日本，直到目前為止日本汽車工業在世界上仍

是名列前茅，雖然我的專業不是日文這真的會讓我在日本交學校換時比較辛苦，但也都熬過

來了，只要秉持著一但決定就勇往直前，不管遇到任何困難都是可以解決的。 

二、 研修學校簡介 Introduc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熊本大學（くまもとだいがく、Kumamoto University）位於熊本縣熊本市黑髮的日本國立

大學。熊本大學始創建於 1874年 。1949年，由舊制第五高等學校（官立）、舊制熊本醫科

大學（官立）等合併而成新制熊本大學。第五高等學校時期，夏目漱石曾在此執教。1960年,

學校獲得政府批准招收留學生，現在有 7個系,8個研究生院,19處教育科研設施。本科學生

總人數為 8000多名,研究生(碩士和博士)總人數為 2000名。2004年根據國立大學法人法，

改製為國立大學法人。簡稱「熊大」。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Study Courses 

  在熊本大學交換一年期間，我是情報電氣電子工學部，而我的指導教授是研究電動巴士相

關議題及推動熊本電動巴士發展實行，以下網址連結是指導教授在Youtube 的介紹及對於電

動巴士的說明。在這一年的研修期間我認為讓我學到最多得並不是在課堂上，反而是在研究

室中學到了更多的專業包括了專業術語以及一些研究室同學喜歡用的方言，課堂學分固然重

要但我認為真正讓自己得到專業上的提升是在研究室中，以下以照片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Et5YmP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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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成員合照  

  

歡迎會在老師家中舉行 研離別會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一年的交換生生活其實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這一年的期間也結交許多日本朋友以及同樣

是台灣交換生的朋友。在今年的台灣228連假期間我邀請了我的學伴及日本同學來台灣旅遊，

如以下照片： 

  
九份旅遊 體驗台灣滷味小吃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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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台灣夜店 體驗台灣特有釣蝦文化 

 

 
體驗台灣的溫泉 在熊本時，學伴帶我體驗日本裸湯 

 

  在研修的一年中也跟其他臺灣人一起參與了世界料理活動，而我所準備的料理是台灣三杯

雞，如以下照片： 

 

 

  
活動看板 備料（切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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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過程  

 

在熊大認識到的台灣留學生，大家相約出遊照： 

 

  
與長榮、逢甲大學的台灣交換生一同出遊  

 
 

與南台的交換生一起出遊 參與學校活動體驗穿日本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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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舉辦的迎新派對 與南台交換生一同出遊 

 

五、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List the Effects of Overseas Study  

1. 在汽車產業上充分了解到台日專業術語使用上的差異性 

2. 了解到日本與台灣在工程上的規劃差異。我在南台的研究方向是以一般汽車來評估

及規劃改裝成電動車，而我在日本教授的方向則是將一般柴油巴士改裝成電動巴

士。在松田研究室期間接觸到他們的事前規劃方式及市場調查，也發現到自己在

研究領域上的不足。 

3. 更深入的了解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以及人民素養 

4. 認識更多人培養自己的世界人脈 

5. 透過與各國同學的交流來拓展自己的世界觀 

六、 感想與建議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在日本交換的一年裡認識了許多日本朋友及同樣是留學生的台灣人，不僅擴展了自己的人

脈也讓自己接觸到更多以前從沒接觸過的事物。在專業上也見識到了日本人的嚴謹及龜毛，

讓自己從新檢視自己在專業領域上的不足進而改進自己在專業領域上更加嚴謹。在文化上也

體會到日本人愛喝酒的文化（包含學生）走到哪裡都是居酒屋，不管到哪種餐廳幾乎都會有

啤酒，以及泡溫泉絕不穿任何衣物的文化，這對我來是一個衝擊但也是一種很棒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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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熊本大學留學心得報告 

劉欣彥撰稿 105.09~106.08 

 



22 
 

 



23 
 

奧地利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留學心得報告 

李政澤撰稿 105.09~106.08 

一、 緣起 Motivation of Overseas Study  

就讀研究所前，就得知南台科大電子工程系有海外研習組，若學生語言成績達到標準，

學校便會給予免學雜費的補助。除了在學習過程中了解到語言及國際觀的重要性，也

感謝家人一直鼓勵我出國增加見識，讓我立定目標，也順利達成出國當交換學生的心

願。 

當初申請交換時我的IELTS成績是6，在能申請的學校列表中，選中了奧地利的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奧地利是個富文藝氣息的城市，但是也在歐洲的歷史下留下許多

痕跡，在這個德語系的可愛國家，期待能夠有無比的收穫。 

二、 研修學校簡介 Introduc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JKU位於Linz，奧地利第三大城市。處於歐洲的心臟地

帶，約20萬居民居住在這個多瑙河畔的城市。JKU 有良好的環境，全校大約有一萬四

千名學生。JKU有三大學系，經濟學系（商業、管理、行銷、社會學、經濟統計）、法

學系（歐洲法、法律史、政治學）、科技與自然科學（數學、物理、資訊、電子機械）。

而我申請的是科技與自然科學中的Computer Science。 

大多數的交換生，都靠輕軌列車(Tram)與公車穿梭在整個Linz，從JKU到市中心大約15

分鐘的Tram車程。JKU擁有很好的德文語言班，提供從頭開始學德文的人很好的環境。 

Linz氣候宜人，多半晴天、少雨、氣候乾燥。冬天會下薄雪，夏天大約只有1個半月，

所以當地人非常喜歡從事戶外活動享受陽光。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Study Courses 

在奧地利的一年，最認真修習的是德文課，能夠在德語系國家學德文多麽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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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課堂上的學習，生活上遇到也常常可以應用，真的應證了環境對學好一個語言無

比的重要性。順帶一提，在JKU修課被當掉是常有的事情，就算是當地的學生，也習慣

一堂課修一次以上才通過，課堂給的作業貼近應用，每個作業都必須花不少時間、心

力下去執行，增加不少困難度，但也讓學生們確實收穫。我在JKU修的所有課程如以下： 

 Language and Culture: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 Introductory Course I 

 Information systems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ing - Incoming Students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 Basic Course I (A1.2) 

 Special Topics - Functional Programming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 Basic Course II (A2.1)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nz是個安靜的城市，人們重視工作更享受度假，所以多數的店家在6 p.m就會準時關

門，除了少數的餐酒館。歐洲人習慣下班下課後，到餐酒館跟家人或是朋友們聊天，

分享彼此的生活。當然也少不了參加各種party跟聽音樂會或歌劇，雖然如此，不管喝

的再醉，他們還是會想辦法準時出現在工作崗位。作為一名交換生，學習交際技巧成

為生活中重要的一環，我認為除了專業能力，交朋友的能力更是在社會上不可或缺。

也因為店家很早就關了，這裡的生活機能並不如台灣方便。巷口就能買到自己愛吃的

食物輾轉成夢。在這邊，必須習慣生活中遇到的更多困難，並加以克服。雖然現在智

慧型手機普及，在異地求生並無往日困難，但是在遊歷各國時，遇到沒有網路訊號，

甚至沒有電的狀況層出不窮，朋友的幫忙常常成為解決問題最有效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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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U的選課很自由，上課模式也很多元，甚至有些課在一學期中止連續密集上一週，所

以在Linz交換的一年，除了上課跟參加party，還多了很多時間在歐洲各地旅遊。我把

握機會，共遊歷了十幾個國家20幾個城市。有單獨也有結伴。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莫過於在芬蘭度過生日，很幸運的，美麗的極光和我的朋友們陪我度過難忘的這幾個

日子。難忘的當然不只這些，包括獨自一人的旅遊，還有法國巴黎震撼的浪漫，獲得

許多，必須感謝一路上幫助過我的所有人，家人、老師、朋友們。 

五、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List the Effects of Overseas Study 

 提升英文能力 

在歐洲，雖然大部份每個國家有自己的語言，但是歐洲的英文教育相當紮實。基本上

每個人的英文能力都很好。自然而然，無論是對上奧地利當地人，或是來自各個國家

的人，英文成為不可或缺的溝通橋樑。在JKU所修的所有課程也都是全英文教學、報告。

增加英文的應用能力。 

 提升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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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重要的資產，且在課程或生活中，我們不斷的練習在團隊中能夠獲得其他人的

信任與支持 

 增廣見聞 

遊歷了十餘個國家，無奇不有。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體驗了各種文化，用不同的角度

看世界，讓自己不再侷限於自我。 

 提升獨立生存能力 

若完全沒有獨立能力就不能生存！雖然朋友常常能幫上忙，很重要，但是隨時裝備好

自己才能面面俱到。 

六、 感想與建議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在這一年中，我們把奧地利當成自己的另一個家。每次去其他國家旅遊，常常必須隨

時武裝自己提高警戒，每次旅遊後回到Linz，往返宿舍的路上，心情都像回到家一樣。

歐洲的風土名情，創造了這些有味道、有故事的城市。歐洲人習慣保留、維修，習慣

東西不是越新就越好。歷史遺跡被保留、制度被保留、大地的美也被保留。不同的生

活習慣，各有好處，互相學習，對我處理事情有很大的幫助。這次能在奧地利生活一

年收穫太多，有太多人需要感謝。希望可以將自己所學，貢獻在自己的將來，甚至影

響周遭的環境。有朝一日，能把這副寶貴的望遠鏡，還給一直支持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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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留學心得報告 
蔡博允撰稿 105.09~106.08 

一、 緣起 Motivation of Overseas Study 

起初參加交換生這個計畫並不是我本身的意願, 是家人希望我能不要荒廢自己的英文

能力於是參加了英文測驗並且僥倖通過了進而得以參加學校所提供的雅斯課程, 經過

學校所提供的優良師資讓我在英文能力尤其是寫作的能力提升許多。 在經過學校的培

養賦予了我能申請交換生的機會, 但也因為金錢上的事情也與家人起過糾紛, 最後在

家人的堅持下我交出了報名表。 搭上了前往澳洲的飛機。 

二、 研修學校簡介 Introduc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在新南威爾士州擁有8個校區主要都是在Parramatta校區

上課並且在所有校區都有shuttle bus 提供學生在校區之間的通勤。Engineering 的

學生大多數是在Parramatta 與Kingswood校區上課這兩個校區可以自由選擇。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所有的校區的設施只要在出示學生證的情況下是全部都

可以提供使用的, 並且也有建立網路圖書館讓學生可以免費的閱覽所有論文包含各國

各領域的書籍提供學生良好的讀書環境。 

 
(Parramatta city campus)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Study Courses 

澳洲的上課方式跟在台灣的上課方式截然不同, 所有課程都是會有兩種不同的課一個

Lecture加上一個Tutorial。 Lecture的課程大多是解釋理論跟簡單的題目，並且每一

堂Lecture都會有錄影讓上課沒聽懂或是因為抄筆記而錯失的內容回家的時候可以再

次複習，Tutorial的課程會變成小班制的上課方式一個班級大約8-1人教授會教如何應

用上課所學的理論道題目裡, 並且讓還不太理解的學生提問題。 

更大的不同是相對於台灣國外需要去學校的時間通常不多因此自主學習的能力也變得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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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剛到澳洲的時候每件事情都是陌生的，後來在語言學校認識了許多朋友遇到困難互相

幫助，慢慢地摸索這個陌生的環境成長了許多，認識了不同國家的人也了解他人的文

化並且表示尊重。也因為國家文化的不同也學會了隱忍，體諒對方文化上的不同之處。 

 

 

 
 
 
 

五、 研修之具體效益 Effects of Oversea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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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到不同的教育方式 

 更加清楚理解學術英語的用法 

 了解當地文化風俗 

 面對困難更加獨立 

 拓展國際視野 

 勇於提問 

 學到許多不同環境下成長的人的想法 

 

六、 感想與建議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雖然當時我是極度反對去做交換生的，但是出國確實讓我自己成長了許多，想法變得

不同視野也開闊了許多。在經歷過這9個半月的交換生我學會了件我認為最重要的事

情， 就是遇到事情就要去面對不要一味地只會逃避，事情發生了就去解決不要只會怨

天尤人。讀書不是我的強項但是我認為我能學會一件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足夠

了。對於學校辦理交換生的看法，我認為對於英語成績的評斷是否能出國當交換生我

認為難度是可以提高的，我深切地感受到英語能力對於一個交換生的影響是非常重大

的。儘管通過了學校安排的語言課程，有些課上的內容還是會遇到許多的困難。加上

許多國家對於英文的用詞方式不盡相同，表達方式也是影響非常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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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南臺科大電子系Facebook  
系上為了強化對同學及系友的宣傳及輔導功效，並且凝聚同學

對系上的向心力，在 Facebook 成立了下列網站，歡迎各位系友加

入相關社團，分享各項系上資訊。 

(1) 南臺科大電子工程系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tust.eecs/)：這是由南

臺科大電子工程系師、生、系友、好友共同成立的社團。這裡不

僅僅是公告南臺電子系上活動動態的地方，更是一個大家可以分

享人生經驗，互相給對方加油打氣，好康道相報，甚至協助大家

找到好工作、開創光明人生的園地。團結力量大，讓我們透過這

個社團結成好友，相互扶持。 

(2) 南臺電子系專題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6855272026776/)：提供

同學專題相互討論的平台，進而提升製作專題的興趣與能力。 

(3) 電子科技新知布告欄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08229029197382/)：引入

最新的科技新知，達到教育同學熱愛科學並瞭解工程技術對環

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以及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4) 南臺電子人文布告欄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68635039878613/)：引入

人文、美學、情感、心理及關懷社會的資料與報導，培養終身學

習與社會關懷之人格特質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tust.eec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46855272026776/�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0822902919738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6863503987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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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友友通通訊訊電電子子報報》》之之目目的的  

 

本系自 60年開始有第 1屆畢業生以來，目前已有 1 萬 2 千多位系友在各行各業展

現所學，為社會貢獻心力。系友是系上最珍貴的資產，團結的系友更是相互支持的一

股強大力量！因此本系在民國 98年校慶時成立系友會，希望透過定期的活動，系友間

可以互通訊息，學長、姐可以做為學弟、妹在職場上的導師，甚至能在職涯、工作經

驗等各方面提攜學弟、妹，凝聚南臺電子系友暨校友團結互動的力量。 

要團結系友首要工作就是要做好系友的聯繫，在黃景祥學長(70 級五專)的建議

下，本系自 101 年 12 月 1 日開始發行《系友通訊電子報》，除了讓系友知道母系、師

生及畢業系友們的各項訊息及活動外，也透過電子報將系上師生及畢業系友的光榮事

蹟與大家分享。據此，《系友通訊電子報》之發 行方向與重點為： 

1. 刊登系友在各領域的傑出成就及光榮事蹟。 

2. 報導系上各項重要活動及在校師生之成就及榮譽。 

3. 作為系友與系上師生溝通、產學合作及徵才就業的橋樑。 

4. 在校師生及畢業系友公開的園地，歡迎大家主動投稿，分享人生的經驗。 

總之，願每一個系友除了大學四年或研究所數年與系上師長有聯繫外，更在未來

的生活中與母系密切相關，真正成為一個相互扶持的大家庭。 

  

36期專刊特別選在電子系參加 107學年度-IEET第三週期認證前出刊，預祝 

認證順利!! 

 

最後還要請大家多多支持。系友意見交流或投稿請寄：ctyu@stust.edu.tw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教授兼系主任 余兆棠 敬上 

連絡電話：06-2533131 ext 3100 

 

mailto:ctyu@stust.edu.tw�
mailto:ctyu@st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