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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學院39人次
通過SOA精算師證照
創歷年新高
文．攝影／金融學院

母

校金融學院106學年度計
有39人 次 學 生 通 過 SOA

精 算 師 證 照 考 試， 創 歷 年 新
高！北美精算師協會（Society
of Actuaries，簡稱 SOA）是國
際上最具代表性、權威性、擁
有最多會員的精算師協會，享
有極高聲譽，主要任務是提供
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員工福
利和養老金領域的精算教育計
畫，依認證考試通過的科目數
分為副精算師（ASA）及正精
算師（FSA），其證照在業界
相當具指標性。

▲金融學院106學年度計有39人次學生通過SOA精算師證照考試，創歷年新高，SOA高層
蒞校與母校師生交流合影。

金融學院通過 SOA 考試
人 次 逐 年 升 高， 從104學 年 度

由於精算師工作的專業

照能力。此外，並制定專業證

17人 次、105學 年 度23人 次，

性具有不可替代性，隨著社會

照獎勵機制與措施，鼓勵學生

至今已達39人次，顯示母校學

發展，就業領域也逐漸擴大，

參與各種專業證照考試，實質

生積極強化專業素養，加值未

由原先的保險公司延伸到大型

協助學生，同時爭取系友會贊

來就業力，也展現出金融學院

企業。金融學院積極聘請業師

助金融證照考照獎勵金，共同

推動證照輔導及制定證照獎勵

及母校專任教師授課，增進學

提攜學弟妹增加未來的就業競

等作法所發揮的成效。

生學習效果，強化取得專業證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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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母校邱創乾副校長

不畏懼少子化衝擊
海納國內外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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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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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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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學長

駐日資深外交官
回饋母校  為臺日學術文化交流貢獻心力⊙王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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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唱將
「粉紅坦克」勇闖歌壇
20

⊙王斯巧

專訪順風美醫診所Dr.LeVent董事長饒自強學長

美容醫學界的LV
站在最高點就不怕競爭！

⊙王斯巧

許士軍大師專欄
24

從「接班與轉型」的「雙重風險」中討論

誰是公司真正的「老闆」？

⊙許士軍

潘懷宗博士專欄
26 美國下修高血壓標準

有理？無理？

⊙潘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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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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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大學

■桃園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台中巿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20街185巷37號
電話：(04)2451-7250
會 長：邱鎮有
http：//www.fcu.edu.tw/
電 話：0937-127550  
校輔處(人言大樓10樓)
總幹事：孫國勛
處 長：王壘
電 話：0928-276675
電 話：(04)24517250＃2550
■新竹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執行長：丁培元
新竹縣關西鎮西安里老街49-6號
電 話：(04)24517250＃2552
會 長：王振能
■逢甲大學校友總會
電 話：0930-762195
總幹事：呂豐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8號11樓之2
電 話：0936-180686
總會長：施鵬賢
電 話：(04)22308141
■苗栗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秘書長：盧育嫺
苗栗市自治路322號
電 話：0912-558-781
會 長：謝昌益
■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935-347802
總幹事：陳志華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65號12樓之5
電 話：0935-990500
http：//www.fcuaa.org.tw
會 長：張政文
■台中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2)27083427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路87號3樓
總幹事：蔡文中
會 長：黃文彬
電 話：(02)27319393
電 話：04-27069000
總幹事：蔡榮琮
電 話：0931-466105

■南投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南投市營北里向上路222巷37號              
會 長：李明樟
電 話：(049)239484
■彰化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彰化市中興路31號
會 長：曾國忠
電 話：(04)7111441
總幹事：陳石崇
電 話：0922-424878
■雲林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高雄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路17-1號
會 長：郭安貴
電 話：0921-036767
總幹事：林亨峻
電 話：0933-585967
■屏東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屏東市自由路606號
會 長：任峻賢
電 話：(08)7332322
總幹事：蔣和泰
電 話：(08)7742089

■宜蘭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166號
會 長：林接枝
電 話：0932-089199
總幹事：張銘智
電 話：0972-623950
■金門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金門縣金寧鄉湖下196號
會 長：楊肅藝
電 話：(082)326424#11
總幹事：翁克偉
電 話：0937-206900

斗六市北平路55巷28號
■台東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澎湖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會 長：林揮獅
電 話：0910-465998
台東市更生北路148號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總幹事：吳樹屏
會 長：王錦機
會 長：王瑩瑋
電 話：(05)5370988#8307
電 話：(089)222512
電 話：0912-138932
總幹事：洪明豪
■嘉義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花蓮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6)9264-115#1915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128-1號
花蓮市中福路223號
■逢甲大學 EMBA 校友會
會 長：李英蘭
會 長：方清居
電 話：0925-810520
電 話：0919-895428
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169號4F
會 長：吳春山
■台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4)22559888
台南市歸仁區公園路216號
秘書長：丁榮村
會 長：王明習
電 話：(04)23863322
電 話：0932-870172
總幹事：賴國宏
電 話：0911-961888

聯誼活動

徵信錄

28

47 校友會會員年費及各類捐款

校友總會母親節公益關懷活動

愛要能表達出來「信望愛」母親節公益活動

傳承 創新 公益 逢甲情
30

⊙蕭瑞子

47

台北市校友會郵輪式列車之旅

郵輪式列車  青春東遊趣
34

38

   ⊙王斯巧

47

北區統計系友會

基隆和平島與大武崙砲台自然文史一日遊

北區校友會青年團第三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

北區校友會青年團成立滿4周年囉！
⊙陳怡婷
相約一同創造未來精彩

47

中區逢青團成立大會

47

會計系友會

第四屆會員大會暨改選
校友總會

綜合與團隊才藝競賽  群鷹相逢、齊心舞動

⊙郭美娟

贊助廣告

知識饗宴
40

EMBA北區聯誼會

老北投深度文化探索半日遊

⊙母校企業管理學系

莫忘初衷  2018一起幹大事！

臺中市校友會

粽香親子 社區關懷嘉年華會
47

企管系友總會獎學金頒獎暨師長、理監事聯誼會

將「愛」繼續發揚光大
36

活動看板

美容保健

頭皮SPA
頭皮健康了︱髮絲就微笑了

⊙ 彭春梅

nterview with Outstanding Alumni
42 Ms. Lin Tingfei, Founder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We are happy and you should be happy, too!”

專訪薰衣草森林創辦人林庭妃學姊
⊙ WANG SSU-CHIAO

《逢甲人》徵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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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信商業銀行
寶島手路菜
萬通票券
威剛科技

陳立白學長 ( 電機74)

歐典生技

陳世曉學長 (EMBA 高階103)

華南產物
龍滿有限公司

■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興華街55號
理事長：張志哲
電  話：0939-363932
執行長：賴俊銘
電  話：0933-591609

主要負責人名錄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董事長：王進勝
電 話：(04)23505599
秘書長：黃英哲
電 話：0935372242

地區校友會

■逢甲大學 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

海外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65號12樓之5
董事長：蔡練生
執行長：賴文堂
電  話：(02)27083427

■日本校友會

陳怡慶學長 ( 國貿62)

三商美邦人壽

封面裡  麗明營造

吳春山學長 (EMBA 高階103)

封底裡  台北富信大飯店
封

何明輝學長 ( 電機74)

底  台灣日立冷氣

詳情請洽
逢甲大學台北市校友會
(02)2708-3427

■逢甲大學台北市校友文教基金會

周蔡鑫學長 (EMBA 高階104)

《逢甲人》
訂閱申請

■美國華盛頓D.C.校友會

■馬來西亞校友會

■泰國校友會

東京地區總召集人：石滋文
會  長：王東輝
信箱：fengchiamalaysia@gmail.com 會  長：鍾國松
電  話：443-756-7566
電 話：66-81-8161247
電  話：03-33779847
會  長：陳德來
總幹事：黃東城
大阪地區聯絡人：蔡伸雄
電 話：60-12-3309734
■美國西雅圖校友會
電 話：66-81-8031109
電  話：06-63931550
副會長：陳聞驄
會  長：紀碧霜
電 話：60-13-3201314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舊金山地區）
■新加坡校友會
電  話：425-427-8916
副會長：黃循熠
副會長：涂漢屏
名譽會長：張人睿
會  長：余清安
電 話：60-12-2101259
電  話：253-8744940
電  話：415-681-5684
電 話：65-66655888
總幹事：劉斌傑
會  長：金大銘
電 話：60-12-3008633 ■中國大陸校友會
■加拿大加西校友會（溫哥華地區）
電  話：408-6275847
信箱：joinfcuaa@gmail.com ■香港校友會
會  長：盧壯智
副會長：秦玉娟
電 話：1390-1799022
會  長：陳美芝
電  話：408-7813689
會  長：潘國珍
副會長：鄭連興
電  話：604-719-8133
副會長：陳紹卿
電 話：852-96801352
電 話：139-01799022
副會長：劉超軍
電  話：408-7813972
■
澳門校友會
副會長：傅文信
電  話：604-581-9200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洛杉磯地區）
電 話：152-21250920
會  長：江嘉政
■加拿大加東校友會
秘書長：歐欣瑂
電 話：853-66112382
信箱：fcuaascusa@gmail.com
會
長：顧振森
電 話：1861-6531578
名譽會長：陳蓓蓓
■汶萊校友會
電
話：905-812-5313
電  話：626-487-3888
會  長：鍾昌華
   
副會長：陳勝誥
會  長：馮作君
電 話：03-335160
電  話：647-499-7926
電  話：909-598-8235
副會長：莊祐欣
■印尼校友會
■澳洲昆士蘭校友會
電  話：909-595-6738
信箱：fengchiaindoalumi@gmail.com
會 長：姜如霞
會  長：馬德東
電 話：0434-905-168
電 話：62-818904889
總幹事：陳聖偉
電 話：0426-58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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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母校邱創乾副校長

不畏懼少子化衝擊
海納國內外優秀學生
文／王斯巧、母校副校長室‧攝影／許惠娟(EMBA經管100)、母校副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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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畢業生整體表現每年均名列臺灣千大企
業最愛前10名，校友優異的工作表現也深獲業界
肯定，並連續13年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
九度榮獲全國第一；繼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
刊2017亞洲地區大學排行榜名列全國私校綜合
大學第一，《遠見雜誌》「2017台灣最佳大學
排行榜」調查，母校亦與國立大學並列全國公私
立綜合大學 Top 10。更搶先全臺灣頂尖大學，獲
得 Apple 認證，成立 Apple RTC 區域教育培訓中
心（Apple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為使學生
▲邱副校長接受古典音樂台的專訪，主題為：106
年指考諮詢站活動。

掌握趨勢對 App 程式設計有基礎概念，特別規劃
106學年入學新生有一學分的 App 程式設計必修
課程。

母

校以「教學卓越、研究重點突破的

首創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亞太地區知名大學」為願景，是一

母校考量到海外國際生越來越多，特設立國際

所重視優質教學、落實學用合一的教學

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邱副校長自豪地說：「此

卓越大學，設有工、商、理、人文社會、
資訊電機、建設、經營管理、金融、國
際科技與管理、以及建築專業學院等10
個學院。已培育超過17萬名社會中堅，
而除了國內卓越表現之外，為因應少子
化及國際化，國際招生是教育界未來的
趨勢。本刊於107年3月29日，專訪母校
邱創乾副校長，邱副校長除擔任副校長
一職外，另擔任母校招生處招生事務長、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教授、計畫辦公室主
任，請他與我們分享他的精采經歷及對
於母校招生的精闢想法吧！

▲106年母校各院境外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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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國際生學士班招生海報。

系，且此學士班專為強化國際生華語基礎能力與
為教育界上的創舉」，因海外生到台灣求學，因

專業學習而設計，讓國際生在大一即具備「五大

不熟悉台灣的語文及文化，難免會有適應上的障

準備力」：語言準備力、專業準備力、大學準備

礙，所以打造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利用通

力、文化準備力及生活準備力。

識課程及基礎專業課程，解決這些問題，讓國際

奠定國際生具備華語及外語基本溝通與學習能

生更加融入台灣本土文化，在大一不分科系時探

力、專業領域能力及軟能力（含團隊合作、創意

索專業興趣，安排認識系所課程，大二順利選

思考與解決問題等），使學生可銜接大二各系所
專業課程，精進自我專業領域知能，進而發展專
業職能，成為各領域的跨國人才，更培養國際生
具備在台灣文化與生活適應力，對母校與台灣產
生認同與歸屬感。且國際生在大二至各院系後，
也能與本地生互相交流不同國家的文化，藉此提
供母校國際教育，並拓展國際視野。
著重於境外招生  目前以商學院人數最多
邱副校長表示：母校106學年度境外學生 ( 學
位生 )1,609人，而根據前11大生源地分布，境外
生源依序來自三大版塊：東南亞（37％）、東

▲106學年度逢甲境外學生主要來源地在學人數（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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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亞（31％）、港澳地區（28.5％）；其中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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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的馬來西亞為母校第二大境外生源區域，另
在越南、印尼、泰國等地的學生人數也持續增
加；106學年度母校東南亞學生在學數，馬來西

讀母校學位的境外生人數能達本地生的10％。
《逢甲人》月刊第一本英文刊物

亞414人、印尼66人、越南107人、泰國29人、

為配合母校國際化招生，《逢甲人》月刊第一

印度7人，總共623人，佔所有境外學生總數的

本英文版於2018年出刊，未來也將會以每年發行

38.7％。

為目標，《逢甲人》月刊英文版內容主要以母校

從104學年度到106學年度，母校外籍生總數

傑出學長姊的專訪為主，將《逢甲人》月刊本年

與東南亞學生成長情況對比如下圖，母校東南亞

度的人物專訪，選擇幾篇翻譯成英文，藉此讓海

學生從104學年度到106學年度成長最多的三個

外學子能更加瞭解母校優秀校友，也能更加認識

國家為：越南（成長29％）、印尼（53％）、泰

母校！且提高至母校就讀的意願。

國（成長163％）；其中泰國的成長最為卓越。
目前就讀於母校的境外生以商學院人數最多，

焦點
報導

中文系國際生學士班  預計108學年度入學

分布以國貿系、企管系及行銷系、商學博士班居

中文系國際生學士班係針對想深入研讀中國

多，金融學院就讀人數以財金系、金融博居多，

文學、文化，卻又擔心中文聽說讀寫能力的同學

資訊電機學院則以資訊系為大宗，工學院則是航

們，中文系國際生學士班不僅能夠繼續深研中

太和機電系人數較多，且訂定目標，期許未來就

文，程度好的同學也能至本地班修課，且設有學
士、碩士、博士，三種班制，就讀學士班可申請
成為「預研生」，預先修讀碩士班課程，最快五
年內取得碩士學位，並可直攻博士學位，而此系
的專任教師共有19位，專業包括漢語、漢字、現
代文學、古典文學、思想、文化、戲劇、書法、
文藝、寫作、資訊應用以及文化創意等面向，提
供多元化的授課及教育環境。
國際生在此系除可以將中文學好之外，更可以
學習到書法藝術、國畫鑑賞與篆刻藝術等課程，
並開設茶道、弓道、太極拳等新六藝工作坊之實
作經驗，結合現代創意，體驗傳統中華文化，而
中文系國際生學士班目前已報教育部中，預計
108學年度可入學。
相信在邱副校長高瞻遠矚的規劃以
及母校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母校能持
續以優秀的成績成為最傑出的大學！
▲

2016年邱副校長於香港招生。

《邱創乾副校長》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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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廻專訪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煇慶

駐日資深外交官

優秀

校友

回饋母校 為臺日學術文化交流貢獻心力
文／王斯巧、攝影／許惠娟(EMBA經管100)、母校通識教育中心、黃煇慶 提供

▲黃學長率母校EMBA往訪中央學院大學校長
椎名市郎。

▲黃學長接待日本NEC事業金融部長，並導覽
母校教學環境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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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

日本東京「日臺交流促進會」訪臺時，邀約黃學長茶敘，
洽談加強臺日間學術文化交流相關事項。

母校通識教育中心的教育目標為「具備表達、
整合與實踐知識的能力，強化終身學習的基礎，
拓展視野，增進對人文、社會與自然生態的認識
及關懷。」這些目標對學生未來競爭力相當重要。
為達成「厚植學生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
爭力」的教育目的，本校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在
於培養學生具有知識探索、資訊素養、溝通技巧、
價值判斷、追求樂活、公民實踐等六大基本能力，

母

校基於「忠誠勤篤」立校精神，希望
在全校課程、校園師生互動關係中，

培養學生面對現代社會所需能力。而教育使
命在於「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並藉由提供
豐富的通識教育、紮實的專業課程、及全程
的輔導關懷，培養畢業生成為兼具人文素養
與專業知識之現代民主社會公民」。因此，
通識教育中心自 99 學年度起調整為一級教學
單位，著重於與系所課程互補的潛在實力與
軟能力的培養。系所專業訓練與通識能力培
養，成為母校畢業生兩大競爭能力的基礎，
缺一不可。本刊於 107 年 4 月 10 日專訪母校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煇慶學長，除了是通
識教育中心的教師外，黃學長還是母校統計
系畢業的校友呢！為母校盡心盡力，回饋母
校不落人後，請學長與我們分享他精彩的人
生故事！

著重在能與系所專業課程互補的基本素養。
通過公務考試開啟公職生涯
黃學長畢業於母校統計系64年，童年即以優秀
的成績考取普通考試統計行政人員，並在義務兵
役後經甄選任職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航空賀
運站。民國68年初，因國際機場轉移至桃園，礙
於通勤乃另報考基層公務員金融人員乙等特考及
格，轉至省營合作金庫工作；民國70年再經錄取
高等考試經濟行政人員，獲分發至經濟部物價督
導會報任職。
外交部任職  為國奉獻逾30年
任職經濟部期間，政府在面對嚴重的「臺日貿
易逆差」倍感壓力，且當時有設立「日語文學系」
僅有四所私立大學，因而導致我國長期對日人才
不足。政府有鑑於此，特於大直「國防語文中心」
設立「公教人員日本語訓練班」，培養公教人員

黃煇 慶

小檔案

學歷：
‧逢甲大學統計系64年畢業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經濟學碩士
‧日本九州產業大學商學博士  
經歷：
‧民航局組員、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專員
‧駐大阪辦事處秘書、福岡辦事處組長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駐琉球代表
‧駐日本代表處參事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學系兼任講師
‧三軍大學國防語文中心兼任講師
‧日本沖繩國際大學商經學部兼任講師
‧日本沖繩縣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兼任講師
‧國立空中大學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現職：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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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學長於6
月16日前
往琉球，與
當地僑、學
界人士商議
逢甲管樂團
赴日訪演事
宜，促成母
校管樂團10
月正式前進
琉球。

推展「田野調查海外移地教學」課程，負責籌劃
其中赴日參訪研修活動，迄今連同商學院、金融
學院及 EMBA 等，已帶領超過15團出訪，研修足
跡踏遍日本各地。更因黃學長對於日本學術文化
及地域社會等資訊知之甚詳，所以帶領的團隊均
受到各單位熱烈歡迎，參與學生皆獲益良多。
母校為了加強母校與日本學術交流，時任經管
院長即後來擔任校長的張故前校長保隆先生曾多

的日本語文能力，在訓練課程中因緣際會認識了

次詢問黃學長是否願意放棄公職回母校授課，甚

具有留日經驗的外交官同學，同班同學在他的

至亦曾親自委身造訪黃學長派在駐日代表處的組

鼓勵下多人報考當 (71) 年「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

長辦公室。如此熱情邀約令黃學長感動不已，於

考」。結果很意外地，黃學長以統計學系背景竟

是決定放棄優厚駐日外交官職務，於民國101年

能脫穎而出，順利錄取！

自外交部提早退休，以此報答母校的知遇之恩。

錄取後黃學長因而轉入外交部工作，開啟了他
30多年的對日外交生涯，過程中奉派駐日東京、

35年的公職生涯  功成身退

大阪、福岡、沖繩各處約歷20多年，也曾遠赴北

黃學長在任職外交部30餘年期間奉派駐日有20

海道協助設置新處事務。駐日期間，平時除了固

年，可說是將人生的精華都奉獻於促進臺日交流

定的領務、總務、僑務、政務等常規工作之外，

工作。於推展對日關係業務上，黃學長本於母校

另需接待國內訪日各級長官等貴賓，也因職務關 「忠勤誠篤」教育校訓，堅持以親切且真誠待人，
係認識許多政要及名流高層，30多年來走遍日本

因此在日本結交了相當多的朋友，在離開駐日本

南北各地。

代表處的歡送會上，共聚集了約150位的貴賓到

工作上不但必須接待臺日雙方貴賓應酬，還必

場，甚至還有曾受到他照顧的留學生，特地到場

須處理旅外國人偶發的急難救助。如 : 華航名古

表達對黃學長的感激與不捨之情。東京中華學校

屋空難、阪神大震災、SARS 期間琉方婉拒我郵

劉劍城校長也親自到場頒贈「感謝狀」，感謝黃

輪靠岸、311東日本大地震，甚至於101年初我國

學長在忙碌的工作中依然到學校為「口譯社團」

兩位女留學生遭殺害等媒體注意事件。在發生諸

上課，協助僑校培育翻譯人才，大家一同感謝黃

此重大災難或出現難解問題時，黃學長經常出現

學長在臺日交流上的貢獻。

在電視新聞中，擔任臺日雙方間的溝通橋樑、並
發揮「人飢己飢」精神，全力協助受難家屬赴日
處理善後。
協助母校規劃實施「田野調查海外移地教學」
民國94年開始，黃學長經推薦配合母校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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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母校管樂團赴日訪演交流
母校管樂團為了加強國際交流，主動邀約黃學
長協助籌劃海外訪演。黃學長利用駐日期間所建
立之廣闊人脈，並考慮團員旅費負擔等因素，爰
建議先往琉球訪演並與沖繩縣立藝術大學音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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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學長與母校行銷學系師生參訪日本電氣株式會社N E C
Innovation World。
故張保隆校長偕游慧光國際長駕臨當時在日本代表處擔任秘
書的黃學長辦公室。

佳評。對此，黃學長表示：「在教學的五年餘歲
月，深覺教學相長的的益處，除了藉此在校園中
回憶昔日在母校念書的光景之外，母校通識教育
中心似屬日本大學的教養學部，所聘教師皆是母
校資深且具教學經驗的師長，能於離開公職後回
母饋母校，在今日享有盛譽的母校授課，一路走
部交流，且帶領管樂團負責老師先期赴沖洽商及

來戰戰兢兢，恐力有不逮之處」。黃學長相當謙

實地場勘，均獲得日方正面的回應。而後母校管

虛，但其實母校在黃學長加入之後，更添光彩。

樂團如期於106年10月前往，所到之處，均受到

不但對日學術文化增進甚多，許多師長及學生對

當地僑、學等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新聞媒體也

於留學日本或短期赴日研修等事，都會特地向黃

大大報導，提高母校在日國際知名度。黃學長不

學長請益。所以布置頗富日本風味、位於母校人

吝貢獻所能，善用他的人脈幫助母校學弟妹，無

言大樓的黃學長研究室，經常高朋滿座。黃學長

私奉獻，令人感佩！

每次總是針對主題，娓娓道來，內容有如說故事

母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學  研究室經常高朋滿座

般的精采，滿足大家的好奇與期望；更使大家逐
漸提高認識日本，並了解現今學習日語文的重要

民國101年9月，黃學長終於回母校通識教育

性，這就是黃學長回母校授課的最大心願。黃學

中心擔任副教授，將所學及駐日等寶貴公職經驗

長無私奉獻，未來也要為對日學術文化交流持續

奉獻予母校學弟妹，授課課程主要為日本語文、

貢獻心力！相信在黃學長的用心

日本歷史與文化、商用日文、日本企業文化、日

教學之下，母校學弟妹在未來必

本商情等科目。期間也多次應母校教職員、同學

能傳承為臺日友好關係最堅強的

及校友們之請求，開辦免費日語研習班，頗受

橋樑。

《黃煇慶副教授》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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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唱將
「粉紅坦克」勇闖歌壇！
文／王斯巧‧攝影／周純堂(國貿75)、符瓊音 提供

FENG CHIA
ALUMNI MONTHLY

人物專訪

當

藝人躍上舞台，成為大家目光中
的焦點，是多少人這輩子的夢

想，而成為一個藝人，要站穩腳步不被這個
瞬息萬變的世代所淘汰，又是需要多少的努
力、勇氣與多少的機緣？本刊於 107 年 5 月 1
日，專訪知名藝人符瓊音學姊，符學姊勇闖
歌壇已 10 年的時間，她憑藉著不放棄的勇氣
與毅力，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專訪小組有幸
能邀請符學姊在百忙之中接受專訪，請符學
姊與我們分享她的精采故事。

志長大後可以到一個較有中文特色的地方繼續升

歌唱的天賦  來自於母親的天籟之音

學，且她的父親對於中文學習相當執著，更認為
把中文學好是很重要的，因緣際會之下大三插班

符學姊出生於馬來西亞，自小就熱愛唱歌的

進入母校，選擇了自己最有興趣的中國文學系就

她有著與生俱來的歌唱天賦，讓她參加大大小小

讀，雖然當時中文尚未受到大眾普遍的重視，但

的比賽皆獲得優秀的成績，甚至在她6歲時第一

符學姊認為：「只要對一個事物有相當程度的熱

次參加歌唱比賽，就一舉獲得亞軍！對歌唱的天

情，你一定會找到一條可以發揮的道路」，她不

賦優異，而其實符學姊的美聲來自於她的母親風

侷限自己未來一定要朝相關行業發揮，認為憑著

玲玲，母親是黑膠唱片時期的歌手，同樣也擁有

衝勁和對興趣的熱愛可以產生動力，對未來不設

天籟之音，是當年和鄧麗君等當紅藝人同台演出

框架，人生自有答案。

過的歌后，他完整的將美聲的天賦賦予給符學
姊，且她更加青出於藍，在台灣闖出自己的一條

歌唱比賽常勝軍  打敗無數對手
當時的符學姊也並沒有設定好未來要當歌手

康莊大道！
對中文的熱愛  遠到台灣就讀中文系
符學姊自小就對於中文相當有興趣，因此立

的目標，反而是大三的一場選秀比賽「超級偶像
2」，讓符學姊踏入歌唱世界，開始撰寫她精采
的音樂故事。符學姊在成名前，本就是各大歌唱
比賽的常勝軍，於2005年榮獲 Astro 新秀大賽第
二名、TVB8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第二名、完

符瓊音

小檔案

學歷：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班99年畢業
現職：
‧ 知名偶像歌手

美音色大獎；2007年榮獲愛卡拉歌唱大賽冠軍，
且在就讀母校時獲得「英語歌唱比賽冠軍」、「日
語歌唱比賽冠軍」及「金中獎歌唱比賽冠軍」，
同時參加「超級偶像六強達人踢館賽」，一開唱
就贏得全場目光，獲得勝利！並在2008年在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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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大三時，報名第二屆超級偶像，經過海選及
層層關卡，在許多優秀選手中脫穎而出榮獲亞
軍，「整個過程大約有7到8個多月的時間，這

朝全方位音樂人發展

是一個對台灣觀眾自我介紹的好機會！」，符學

2009年出道後，發行首張個人專輯《粉紅點

姊抓準時機，在選秀市場尚未飽和之際進入超級

唱機》；2010年發行首張 EP《CHIC》及第二張

偶像2，而她充滿爆發力的演出及獨特的唱腔，

個人專輯《很久沒哭了》；2012年推出第三張

果然贏得了眾人的目光，一路走來超過半年的時

個人音樂專輯《不搖滾小姐》；2015年開始嘗

間，許多死忠觀眾緊守在電視機前，就像與符學

試擔任自己的音樂製作人，發行第二張全創作

姊一同闖關般，陪伴著符學姊一同參與這之中的

EP《也不是不會唱》，順應音樂市場趨

喜怒哀樂，雖然結果與冠軍寶座擦肩而過，但符

勢，2017年陸續朝數位發行推出全

學姊的精采表現贏得眾多觀眾的注目，「粉紅坦

創 作 單 曲《 管 他 說 什 麼 》、

克」一舉成名成為台灣知名歌手！

《嬋娟》、《La x 5》；

「粉紅坦克」的美名  
參加歌唱比賽爆紅  
「 粉 紅 坦 克 」？ 也 許 妳
會有所疑問，長相甜美的
符學姊怎麼會有「坦克」

2018年1月與好友杜
牧合作推出數位單曲
《現在就偉大》，並且親
自發想 MV 腳本。
相信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的稱號呢？原來是因為在

今 年2018年， 一 回 首 的 時

2008年時，前往超級偶像

間，符學姊來台發展已邁入第

第一屆踢館的符學姊因嗓

10年，彷彿昨日還在電視機前

音爆發力十足，震撼了評審

看著符學姊在「超級偶像2」飆

及節目主持人，被主持人形

唱呢！當年雖在歌唱比賽中爆紅，

容：「人家是帶刀帶槍來踢

看似瞬間擁有高人氣，但其實這之

館，妳是開坦克啊！」，而

中的過程卻並非如此一路順遂，爆紅

符學姊在超級偶像第二屆成

後要如何細水長流才是最重要，要如

為參賽者時，鐵肺歌喉依舊

何在10年後，市場還願意接受妳，還

被主持人稱為：「開坦克來

願意聽見妳的聲音？需要付出多少的努

的」，符學姊則是笑著說：

力與歷經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血淚史。

「但是我是粉紅色的」，
因此被製作單位在節
目預告時加上「粉紅
＋坦克」的標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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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人口中的「粉紅坦克」。

艱苦的過程  從失敗中學習
爆紅後的符學姊在正式出道的前幾
年其實收入並不穩定，雖然四年內就推出3張專

FENG CHIA
ALUMNI MONTHLY

人物專訪

▼感謝符學姊到台北市校友會接受專訪小組的專訪。

輯，但曾有一年年收入僅三萬五千元，好不容易

高度的肯定，相信在符學姊的優秀表現引領下，

約滿了，卻遇到不肖經紀公司，在表演工作遭到

將會有更多明日之星於母校誕生。

不合理對待。符學姐因此決定與友人共組公司，
並替她談 MV 製作案，本以為終於順利找到金主

熱愛音樂 升格為全創作音樂人

相助，沒想到最後資金未到位，才發現竟然連雙

即使在遭逢困頓之時，符學姊仍然持續發行專

方合作的合約都沒有簽，而對於當時的符學姊來

輯，持續在這條道路上打拼，這全是因為：「她

說，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處理這些複雜的糾

熱愛音樂、熱愛表演」，在演出的過程中可以讓

紛，只好自認倒楣，自掏腰包償還費用。

她找到最真真切切的快樂。

在2015年發完 EP 後，曾動了離開台灣回馬來

符學姊除了演唱之外，更在今年成立了自己的

西亞退隱樂壇的念頭，所幸在2017年時，符學

娛樂公司，擁有自己的團隊，「在演藝圈緣份很

姊終於如願以償的收到 - 台灣永久居留證，就像

重要，要獲得一個得力且忠誠度夠還有能力的員

是給她打了一劑強心針般，讓她更有動力繼續向

工、助手或經紀人，是相當難得的，在演藝圈中，

前走。成功的道路上雖逢困難，但她不放棄，相

人就是產品，而人是可以有非常多面向的，藝人

信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而現今「粉紅坦克」已

本身一定希望自己可以挑戰更多沒嘗試過的方式

在廣大觀眾的心目中，留下了相當震撼的印記。

或是表演，但是這必須通過與管理層及股東之間

回饋母校  擔任「逢甲大使」評審

的商議，這過程中的溝通是很重要的，也是與其
他行業較不同之處」，在演藝圈中，除了自身的

符學姊雖已畢業多年，但每年還是會排除萬難

天賦、才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包裝自己，

回母校擔任由學務處舉辦的「璀璨藍圖」評審，

並且找到對的人，運用對的行銷方式，找到最適

多年來與母校互動密切，在比賽中給予學弟妹對

合自己的狀態，期待符學姊未來的

精闢且最專業的建議，「逢甲人是非常活躍的，

更多精采表現，將會以更多不同面

每年回母校都覺得學弟妹的表現令人驚嘆，演藝

向與觀眾們見面，讓我們一同繼續

水準相當高！」符學姊對母校學弟妹的表現給予

支持她吧！

《符瓊音》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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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順風美醫診所 Dr.LeVent 董事長饒自強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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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醫學界的 LV

站在最高點就不怕競爭！
文／王斯巧、順風美醫診所‧攝影／許惠娟(EMBA經管100)、順風美醫診所

新

生命誕生是一個家庭最幸福的
時刻，為了感恩母親懷胎 10 個

月的辛勞，饒學長用心打造高規格的
產後護理之家，為了讓每個辛苦生產
的母親都能更加自信美麗，同時結合
整形醫美打造全方位的服務，本刊於
107 年 4 月 20 日，專訪順風美醫集團
董事長饒自強學長，請學長與我們分
享他創業投資醫美診所及產後護理之
家的機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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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饒學長曾擔任 F-16戰鬥機飛行員及長榮航空B747／A330
機師，實現翱翔天際的夢想。

當飛官翱翔天際的夢想
饒學長從小就夢能像飛鳥一樣在天空中自由翱
翔，國中時看了軍教片後就立志有一天能當上飛
官！因此如願就讀空軍官校，在校成績優異，曾
經飛過多種戰鬥機，並擔任空軍 f16戰鬥機飛行
員，多次奉派赴美受訓，自美返國後擔任飛行教
官作育英才，之後轉任民間航空公司擔任長榮航
空747巨無霸及空中巴士 A330機長職務。

▲饒學長打造美容醫學界的LV，並自己擔任形象代言人。

但饒學長的父親卻希望他能回家接下家族的
電子產業，過程中也因此引發不少衝突，直到饒

學長的父親過世後，經過多方面深思，還是決定
向家中表明想先看看世界再回來接班，溝通協調

饒自 強

小檔案

學歷：
‧空軍官校 戰轟機組
‧逢甲大學 EMBA高階班
‧輔仁大學 商學管理學院博士班
經歷：
‧空軍F-16戰鬥機飛行員
‧長榮航空 B747/A330 機長
現職：
‧順風美醫集團 董事長
‧順風產後護理之家 董事長

後，答應在長榮當機長的同時，也兼任海外事業
部總經理。
饒學長笑著說：「當時只要班機航線剛好飛到
法國、英國，下飛機換掉制服我就順便在當地與
客戶開會，因為幾乎每兩三週就載客飛歐洲，趁
職務之便找客戶開會，國外客戶都認為我非常有
心，能大老遠專機前來，對我相當熱絡，因而績
效卓著。饒學長為人幽默風趣，在他身上完全看
不到老闆的架子，相當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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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限的點子王
饒學長不但曾擔任長榮航空的機長，創意無限
的他有滿腹的點子，家族經營加油站事業交到他

助人為樂的處世哲學  廣結善緣

手上，立刻重新裝潢五星級廁所、更新洗車機，

饒學長曾說過：「我把自己當雨傘，經常可以

專業、貼心、親切服務客戶，讓業績大幅增加。

給大家使用。照顧別人，施比受更有福，不計成

他也曾嘗試點心飲料的生意，與人合夥經營連鎖

敗結果，廣結善緣，多做好事；反之，把別人當

豆花店，靠著他最擅長的行銷手法，在最風光的

雨傘，就會四處碰壁。」饒學長助人為樂的處世

時期甚至有上百家分店！記得那時候，中央廚房

哲學，不但嘉惠他人，自己也受益不少。

幾乎24小時都在煮豆花，好不熱鬧呢。
順風婦產科  為女人打造更優質的環境

誰說坐月子不能像渡假一樣？
打造五星級產後護理之家

在偶然的機會下，專精婦科及小兒科的醫生

現今，饒學長將順風婦產科擴大業務，成立順

朋友們，親自上門邀約饒學長共同開設婦兒科診

風美醫集團，因饒學長在太太坐月子時，總覺得

所，多次登門拜訪之下，饒學長心想：「開設婦

一般傳統的月子中心欠缺溫馨感，他體貼太太生

兒科應也算是一份懸壺濟世的功德」，他認為，

兒育女的辛苦，心想：「誰說坐月子不能像渡假

國內目前的婦產科尚有進步的空間，應能打造更

一樣？」所以從集團延伸，打造五星級產後護理

優質的環境，沒想到一次就投入了數千萬元的資

之家，複製擔任機師時，住遍全世界各大城市大

金，「別人都說我像是一隻誤闖叢林的小白兔」

飯店的經驗及模式，打造舒適豪華的空間，饒學

，不知死活。饒學長秉持著助人為樂的處世哲

長的創意思維也帶動許多坐月子中心紛紛轉型且

學，在台中正式成立順風婦產科，沒想到專業親

效仿。而產後普遍有體態雕塑的需求，更增設整

切，一舉在台中爆紅，打響知名度！提到此，饒

形醫美診所，隨著醫學美容的大量需求，台中的

學長馬上展現他幽默風趣的性格說：「那時去衛

順風婦產科走入歷史，但也擴大了順風美醫集團

生局登記時，登記的人員看到『順風婦產科』的

的規模，旗下設有「整形醫美診所」及「產後護

名稱噗哧一笑，當時還有點心虛，趕緊問『這名

理之家」，順風這幾年也依照計畫陸續在台北、

稱不能登記嗎？沒關係，我還有備案』，沒想到

林口、桃園、竹北、板橋開設診所，目前全省共

是登記人員認為取這名字太聰明了！韓劇都免費

有六個據點，今年高雄診所也將開幕。診所憑藉

幫我打廣告呢！」饒學長笑著提起這些有趣的經

優質專業的服務，顧客口耳相傳，除了台中總公

過，也讓專訪小組眉開眼笑。

司的據點之外、順風美醫集團成為從北到南一條

順風美醫的英文名 Dr.LeVent，「LeVent」是
法文裡「順著微風」的意思，因饒學長當年走
在法國巴黎的香榭大道上，順著微風吹拂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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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不服輸的個性讓他總是要做到最好。

線，七家連服務的專業整形醫美。
追求極致  給女人最全面的呵護

的聯想所命名，而饒學長從小就有著桀驁不馴的

饒學長貫徹「要做就做最好」的理念，期望把

性格，選擇不接下家中產業，而偏執自己一手打

這份勇敢的精神傳遞給每一個人，「追求極致，

FENG CHIA
ALUMNI MONTHLY

人物專訪

我的本事」也是順風的品牌核心精神。

醫美診所擁有相當大的愛護者，也經常受邀到各

饒學長相當自豪自家月子中心：「我老婆生

大節目擔任嘉賓，有廣大粉絲群，堪稱人生勝利

老二跟老三都在這裡坐月子，老三還在嬰兒室住

組！他靠著堅韌的信念慢慢摸索出自己的路，人

到個子長太大，嬰兒床都擺不下，不得不接回家

生轉變猶如坐雲霄飛車般的起伏，一路走來，饒

了！」。饒學長所經營的月子中心，採用星級飯

學長非常感謝朋友的幫忙及死忠客人不離不棄的

店式管理，先進 e 化設備，月子餐點不但由資深

肯定，加上家人支持，才能走到現在，著實不易。

飯店中西藍帶主廚團隊結合中醫師及營養師的配
方、精心烹調、餐餐現煮，並採用天然有機食材，

回母校就讀EMBA  充實自我  學習沒有終點

讓產婦吃的安心。嬰兒室派駐資深護理師及合格
保母團隊，細心照顧寶寶，讓媽媽安心坐月子。
站在最高點  就不怕競爭
在競爭激烈的醫美市場裡，光是去年倒閉的診
所就有上百家，順風美醫集團能成功佔有一席之
地，反其道且持續拓展分店，非常不簡單！饒學
長相當自信的表示：「順風美醫集團的每一家診
所都有標準的 sop，憑藉著專業、細心與貼心呵

在事業漸趨穩定之時，饒學長並沒有因此感

護每一位客人， 成功打響口碑，位在頂尖時候，

到自滿，而是更加努力的學習，並到母校就讀

就不怕競爭！這個差異化跟實際面相當重要！

EMBA 高階班，目前則於輔仁大學就讀博士班，

人生勝利組   擁有廣大粉絲群

終生學習，饒學長學習力強且勇於嘗試新事物，
就算面對陌生的領域也能一一將困難迎刃而解。

饒學長憑藉後天努力與豐富經驗的專業團隊，

不論何時出發，讓心跟天空一樣遼闊，就像駕

走到今日繳出了優秀的成績單！不但月子中心及

駛戰鬥機一樣無所畏懼、戰勝自己、大膽走自己
的路，深信人生一定會為自己開出燦爛的風景！
未來他更將帶領順風美醫集團，以優質服務、
品牌口碑、專業技術三大主軸，與大環境市場競
爭，在醫美市場競爭激烈之時，做出獨特區隔，
引領時尚潮流，成功掌握客群！在今年107年他
給自己一個更大的目標，就是著手建立順風集團
的總部基地，迎接另一個艱鉅的挑
戰！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他期許自
己人生精彩不後悔！正如他的信

▲饒學長除了是順風美醫的董事長，還是各大電視節目的重量
級嘉賓。

念「追求極致，我的本事」。

《順風美醫診所》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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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士軍 （逢甲大學董事，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

誰是公司真正的「老闆」？

從「接班與轉型」的「雙重風險」中討論

24

最

risk）。

紛對於所謂「企業接班」

本來，「接班」和「轉型」

課題進行熱烈討論。令人驚奇的

各自代表公司面臨的一大衝擊，

是，這一問題，不僅出現在家族

任何一者都會牽動公司權力的

企業，似乎在「高科技企業」更

轉移，以及組織和重要人事的

為嚴重。原因有兩方面，一方

重大變動。如果二者同時發生，

面，在家族企業內，由於家族倫

有如日本福島同時面臨地震和

理或輩份的存在，提供了某種程

海嘯之衝擊，其威力之大可想而

度上的接班「潛規則」，而這種

知，這就是「雙重風險」的可

潛規則在高科技公司一般是不存

怕。上面所說有關華塑案例中，

在的。另一方面，高科技產業面

施董事長為了能積極推動公司

臨瞬息萬變的科技發展以及嚴酷

轉型，不得不推遲了預定的接班

的競爭壓力，不得不進行「企業

計畫，就是為了避開這種「雙重

轉型」。在此情況下又遇上了接

風險」。

近一段時間，國內業界紛

班，以致於形成華碩董事長施崇

但是在本文中所要討論的要

棠所說的「雙重風險」（double

點，將放在「誰是公司真正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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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士軍大師專欄

闆」？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

人出面擔任名義上的老闆；或且

十分單純的問題；任何人只要看

在公司背後有幾股力量，相持不

一看公司組織表，他就是居於最

下，推出一位可以被大家接受的

上端的那位一般稱為「董事長」

人出任董事長，對外號稱「集體

的人，也就是公司法上所稱對外

領導」，以保持公司領導者之和

代表公司的負責人。

諧形象。這些都是屬於有名無實

然而，問題在於，在某些─

的「老闆」，其人選更換，也不

也許也不算少─的狀況中，這位

能算是「接班」。不過這種民營

名義上或且組織表上的「董事

公司和上述公營公司之間之一

長」並不是本文中所說的真正

大差別，在於這種民營企業即使

「老闆」。

名義上的董事長不是真正的老

最明顯的，就是絕大多數公

闆，但在事實上必然會有一位真

營事業的董事長，他並非因其擁

正的「老闆」－即使他隱居幕後；

有主要股份以為任職之根據，也

否則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狀況。

可能是未嘗為公司立下什麼汗

在此所要突顯的問題是，在

馬功勞或建下赫赫戰功的人。甚

於企業面臨瞬息萬變的環境和

轉型雖是關係一家企業的存亡， 至在極多情況下，當初他獲得這

嚴酷的競爭壓力下，要帶領與推

但是轉型能否成功，關鍵主要落

職位，和他對這家公司有無瞭解

動公司轉型，必然有待真正領導

在老闆身上，諸如他是否進入狀

或淵源也沒有多大關係，他能在

者的存在，也就是本文中所強調

況，足以掌控全局，達成決策，

位多久，也是聽命於人和他個人

的真正的「老闆」。

並帶動變革等等，公司內其他人

績效好壞沒有關係，這種名義上

更根本地說，在華人社會中，

是難以越俎代庖的。

的董事長，一般不可能主動因應

老闆所握有的實質權力是難以

換言之，所謂「老闆」，就

情勢變化，對於許多重大決策拍

依理論上所謂「經營權」和「所

是對於企業的重大決策，尤其涉

板定案。類似這種董事長人選的

有權」分離之主張，交由一般經

及高度風險或權力結構重大變

變動，絕對不能說是「接班」。

理人手中。轉型和接班問題之所

動之類者能夠最後拍板定案的

這也是向來人們垢病公營事業

以相互糾結，在於二者都需要這

人。在這意義下的「接班」，就

之重大原因之一。

種實質權力。換句話說，沒有實

闆？」這一問題上。原因在於，

是指這種「老闆」的接位，而不

但是在民營事業，也可能有

質權力這一條件，再美好的轉型

是指一般企業人資管理上的人

類似情況。譬如，有時可能由於

策略和計畫恐怕也是難以真正

員或一般主管職位轉換或調動。

某種原因，真正的老闆寧願身居

落實和貫徹的。

誰 是 一 家 公 司 真 正 的「 老

幕後，安排一位自己可以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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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年11月13日 美 國 心 臟 學 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下修高血壓標準，重

新定義血壓達130/80mmHg（收縮壓130毫米汞柱、
舒張壓80毫米汞柱）以上就稱為高血壓。這是美國
心臟學會自2003年以來，首次修改高血壓防治指引
（Hypertension Practice Guidelines），這份指引刊
登於美國心臟學會期刊「高血壓」（Hypertension）
與「 美 國 心 臟 病 學 會 期 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依照過去的標準，美國成年人約有1/3（32％）
罹患高血壓，人數約七千兩百萬。若按照此次
最新下修的高血壓標準，罹患高血壓的美國成
年人比例，將提高至46％，高血壓患者將大增
三千一百萬人，意即人數逼近一億零三百萬，其
中又以45~50歲為最大宗，估計45歲以下男性高
血壓人口將增加兩倍、女性則增加一倍。
世界衛生組織（WHO）預估，至2025年，全
球高血壓患者，將達15億6千萬人，且每年有近8
百萬人死於高血壓所導致之相關疾病。根據國健
署的資料顯示，台灣目前約有475萬高血壓患者，
若依循此次新的高血壓標準，130/80毫米汞柱即
屬高血壓，國內高血壓患者也會增加一百多萬人。
目前加拿大及澳洲心臟醫學會已經跟進，而歐盟
也可能跟著修改，臺灣高血壓標準尚未考慮調整，
依舊維持舒張壓140、收縮壓90毫米汞柱為高血
壓。未來是否跟進調整？國健署將邀集台灣專業
相關之醫學會共同研討後再行決定。
看到這則外電報導後，我們不禁要問，這次美
國的改變有無道理？是否與藥廠掛鉤，藉以拉抬
用藥人數？最後，台灣民眾應如何因應？
首先，這次指引在公布之時，美國心臟學會就
用英文，白紙黑字寫到「an extensive report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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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懷宗博士（陽明大學教授）

美國下修
高血壓標準
有理？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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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懷宗博士專欄

experts without relevant ties to the pharmaceutical

第三，在過往醫學數據已明確證明，當血壓達

industry」，自己宣誓此次改變是由21位專家看

130/80以上時，其產生併發症的機率已比正常血

過900篇文章所共同決議而定，與製藥工業、商

壓120/80高出兩倍。爰此，綜上三點理由，潘老

業利益無關。第二，美國人因為標準下修，新增

師因此完全了解美國心臟學會降低高血壓標準的

14％的民眾罹患高血壓，但指引中只要求個別特

決定。但是，美國家庭醫學會卻反對心臟醫學會

殊情況者用藥，如糖尿病人、蛋白尿病人、有中

的決定，認為如果是身體完全健康者，血壓要求

風、心梗病史…者，這些人約只佔5％。而剩下

嚴格一點是可以的，但如果病人有特殊情況，則

的9％病人，指引中要求他們經由改變生活方式，

不可以。因此，應該維持原來的高血壓標準，但

讓血壓回到標準值120/80 mmHg，且不須用藥。

可以因人改變治療策略。

其實，血壓些微偏高、且無特殊疾病者，應該以調整生活型態為首要之務，
而不是用藥物來降低血壓，以下就教你正確的生活方式，來維持血壓正常：
1.正確飲食：

3.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採行得舒飲食法（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每週進行90~150分鐘，心跳增加65-75％的有

Hypertension, DASH），可有效降血壓。得舒飲

氧運動就可以有效降低血壓。AHA也建議每週進

食是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一個大型

行3次負重訓練（weight training），持續8~10週

臨床研究計畫，共有 459名成年人參與試驗，結

後就能看見成效。研究報告顯示，規律運動可以

果採行得舒飲食法的高血壓受試者，平均收縮壓

讓收縮壓下降約4~8毫米汞柱。

下降 11.4 毫米汞柱，舒張壓下降 5.5 毫米汞柱，

4.戒菸限酒：

降壓的效果與服用降壓藥物相當。其主要原則為

菸草中的尼古丁會刺激心臟及腎上腺釋放大量

1選擇全穀根莖類為主食 2每天攝取5份高鉀蔬果

的兒茶酚胺（catecholamine），使得心跳加速、

3每天攝取低脂或脫脂乳品4以豆類及去皮白肉取

血管收縮，導致血壓升高，所以抽菸會讓高血壓

代紅肉5以苦茶油、橄欖油等植物油烹調食物。

更形惡化。另，研究報告發現，適量飲酒可使收

此外，應配合低鈉飲食，鈉一天攝取量低於1,500

縮壓降低4 mmHg，過量則會增加。AHA建議成

毫克以下，低鈉、高鉀飲食可使收縮壓有效降低

年男性，每天最多喝2小杯，而女性每天最多只能

約4~6毫米汞柱。

喝1杯。減少酒精攝取量，還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壓

2.適當減重：

前期患者的血壓。

訂定一個健康的長期目標，將身體質量指數

5.諮詢專業醫師，尋求妥適治療方式以控制血壓：

（BMI）維持在18.5~24.9之間，為了達成這個標

雖然上述建議有益於高血壓患者，但仍有數百

準，大多數的醫師會建議一週減掉1公斤體重（約

萬美國人即使改變生活及飲食方式仍無法將血壓

2.2磅）為宜。美國人平均每減掉1公斤體重，就

降至正常值。此時就應即刻就診，尋求專科醫師

能讓收縮壓下降1毫米汞柱。

的建議，配合藥物治療以達正常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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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校校友總會精神「傳承，創新，公益，逢
甲情」，生活中需要被幫助的人很多，有

愛心的人更多，忙碌生活中大家都不知如何表達
出自己的愛，只有捐錢真的是不夠的，施鵬賢總
會長深刻感受到了這份需求，於是結合母校由林
秋松主任的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中心志工團隊15
人、帶著總會學長姊老中青不同輩份，約15人發
起了這活動，不只出錢更是出力，在百忙之中選
定5/11（五）母親節前夕，特別支持「財團法人
臺中市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的身障學員「饅
頭傳情，擁抱母親表達感恩」。
提供更多的資源協助需要幫助的人
緣份卻總能在某些時刻牽起，施鵬賢總會長十
幾年擔任台中市校友會會長時帶
著幹部開始接觸，
後來擔任扶輪社
社長又帶社友一
起 來 擔 任 志 工，
近期因為鄭瑩老師
關係，又延續這份
緣，再度回到信望
愛。對信望愛特別
有 感 情 的 原 因 是，

公益關懷活動

校友總會母親節

來
出
達
表
能
愛要

動
活
益
公
節
親
母
「信望愛」
逢甲情
益
公
新
創
傳承
校友總會施鵬賢總會長帶領團隊參與公益，不落人後，希望
能帶動逢甲人一同做公益！

▲

民國82年，林寶珍執
行長因為親自身經歷，

貿85）

攝影／張貽琮（國

89）．
文／蕭瑞子（財稅

又得不到當時適

當的社會資源，於是和7位有心智障礙兒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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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以家長身份成立公益團體，執行長更發揮大

士的幫忙下，逐步有了現今11個據點，照顧更多

愛，無償提供自宅成立兒童服務，院子設計為無

的慢飛天使，施鵬賢總會長看到這過程，除了偏

障礙空間，客廳變成活動中心，主卧房改造成教

鄉的逢甲小書屋外，也想照顧這些小天使，於是

室，頂樓建造成體適中心，一切克難的開始，後

有了這活動，希望透過自身及母校的力量讓更多

來由各處送來的身障兒實在太多，由社會善心人

人看見他們，提供更多的資源協助他們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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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開懷大笑；接著做饅頭活動，除了讓他們想像
力有地方發揮，也讓他們感受對社會也是很幫助
的，讓他們充滿正向力量，簡單的日常生活對
同學們卻一點都不簡單！下午由施總會長代表總
會致詞，總會長希望由他做起，盡一份微薄的力
量，帶動更多人一起幫助他們，除了總會的贊助
金外，總會長個人也捐贈不少，另外選定學生作
的手工肥皂當會員大會的伴手禮！一訂就是500
份，實實在在激勵及鼓勵在場所有學員，現場歡
呼聲不斷，因為只要有訂單，學員就可以獲得獎
勵金，便有預算去實現他們的夢想，如去台北木
柵動物園，去看看高雄義大世界，去聽聽五月天
演唱會，這些小小夢想卻是他們向前走大大的動
力，自食其力也讓他們覺得自已和別人沒有不一
樣，更是家長心中的安慰及安定的力量，天生我
才必有用，手工皂很精美，大家一起來期待吧～
康乃馨傳情  您們辛苦了！
選在母親節前夕很有意義，有些學員是沒有
父母，由阿公或阿嬤帶大，有的還是哥哥姊姊帶
大，有的卻是自己孤單一個，學員們不知如何表
達出愛，我們幫他們透過康乃馨傳情，幫他們大
聲說出來，看到台上的父母親、阿公及阿嬤、
志工及社工們欣喜的表情，眼眶還泛著淚，我們
帶動廣大逢甲人一同做公益
5月11日度過了很有意義的一天！在鄭瑩榮董

感受到他們真的辛苦了，也讓我們紅了眼睛，感
恩總會讓我們停下平日忙碌的腳步，多多反思自
己，公益活動最大的收獲是自己，讓我們心中有

的穿針引線下，母校校友總會拜訪了潭子信望愛

滿滿的愛及充實感，行善作公益是

智能發展中心。早上由逢甲志工團親往陪同中心

逢甲人的美德之一也是重點！除了

的同學一齊刷牙，看似簡單的生活小動作，對學

我們會一直走下去，也將號召更多

員們卻不簡單～透過慢慢刷牙深刻感受到，他們

學長姊一起來加入，不斷傳承下去，

真的很需要大家愛的陪伴，簡單的小事就能讓他

讓社會更美好。

《校友總會》
照片連結

29

台北市校友會郵輪式列車之旅

郵輪式列車 青春東遊趣
文／王斯巧．攝影／張政文(工工72)
年由台北市校友會所舉辦的郵輪列車之

每

接著在經過約略一小半小時的時間，大夥兒在

旅，是學長姊們最期待的活動之一，往往

經過歡樂刺激的 BINGO 遊戲後即到達中里站，參

在報名一開始即湧入大量報名人數，今年更有

觀中興紙廠文化創意園區。

300多人參與此盛事！場面浩大，盛況空前！而
今年更首度配合陽信逢甲大學認同卡，持有認同
卡即享有優先報名的資格，且當日還有陽信銀行

舊時台灣規模最大的造紙工廠

的工作人員，協助大家可以直接在現場申辦呢！

中興紙廠的前身為昭和10年（1935年）創立的

4月28日這天，涼爽的天氣為活動開啟序幕，

「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

一早，大夥兒在台北車站集合，相互寒暄問候，

接管成立「臺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48年

整個大廳充滿了學長姊的歡笑聲，就像是校外郊

(1959) 則轉為國營事業型態成立「臺灣中興紙業股

遊般的歡喜，彷彿回到最青春的學生時期。

份有限公司」，當時不僅是台灣規模最大的造紙

感謝張會長用心準備的愛心滷味

工廠，生產量甚至更是東南亞第一。
民國90年紙廠停工結束營業，直到民國103年

一上火車學長姊們就開始期待張會長用心準備

由宜蘭縣政府接手，將園區改造成為文化園區，

的愛心滷味！每次活動幾乎都可以享用到這個獨

除了保留舊時的建築，更投入更多的創新點子，

家美味，而且每車廂人人有份！學長姊們紛紛表

開啟中興老廠房重生運用的新契機。

示這真的是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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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紙廠文化創意園區

風格獨特的舊式建築儼然成為學長姊拍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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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大家紛紛在此留影，將美好回憶保留，且

開蘭的第一大城，而頭城最早發展的街道就稱

這裡不但可以拍照，還可以報名自費 DIY 木工體

為「和平街」，昔稱「頭圍街」。當時這裡負

驗及植物染體驗課程喔！不論是大人還是小孩都

責了茶葉、樟腦、稻米的輸出要道，也因此創

可以玩得很開心！

造興盛的景象，而成為開蘭的第一古街，是當

蘭陽八景之一  美麗的蘇澳港

時蘭陽平原裡最重要的經濟中心所在。
在經過導覽人員的細心導覽下，對此地有了

在享用完精緻的午餐後，前往美麗的蘇澳港，

更進一步的認識，接著往街道的更裡頭走，品

蘇澳港昔稱東港，三面環山，形勢險要，港口東

嘗遠近馳名的阿宗芋冰城！綿密清甜的芋頭紅

向太平洋，風景秀麗，為「蘭陽八景」之一，標

豆冰，是夏日最消暑的享受，一邊享用冰品一

其名為「蘇澳蜃市」，是東台灣的天然良港。

邊遊歷古都，更是人生一大樂事！

學長姊們在海岸邊吹吹海風、談天說地，觀看
美麗的海岸，享受大自然風情，悠遊其中，將在
城市中的塵囂都隨著海風拋之腦後。
開蘭第一街 蘭陽平原裡最重要的經濟中心所在
接著驅車前往頭城的開蘭第一街，早年頭城是

聯誼
活動

回程賦歸 歡樂的BINGO遊戲
剛剛在頭城沒吃到最有名的阿宗芋冰城？沒
關係！張會長早已為大家準備好了！在旅程的
最後，除了在車上享用台鐵便當，還有清涼的
阿宗芋冰當作飯後甜點，接下來 BINGO 遊戲下

31

半場開始了！隨著張會長用廣播公布號碼，連線
的同時大喊「BINGO」！欣喜之情立即溢於言
表，感謝學長姊熱情贊助的精美禮品，及台北市
校友會所準備的大樂透彩券還有美味的宜蘭餅禮
盒，讓大家滿載而歸。
此次旅遊感謝台北市校友會所有
的工作團隊與學長姊們，讓活動能
進行得如此順利！期待明年的郵輪
列車之旅，再一起創造回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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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校友會》
照片連結

▼一年一度的郵輪式列車之旅，滿載歡樂再度啟程！

106學年度企管系友總會獎學金頒獎暨師長、理監事聯誼會

將「愛」繼續發揚光大
文．攝影／母校企業管理學系
▼

企管系友總會捐贈20萬元至「張保隆校長紀念獎學金」。
▼企管系友總會翁登財總會長致贈感謝狀給
臺中市政府林陵三副市長。

▼企管系友總會106學年度獎學金頒獎，
碩士班前三名同學接受頒獎與合照。

▲

企管系黃文柔主任致贈
感謝狀給徐重仁學長。

簡士超副院長、黃文柔主任、企管系友

本

會於107年5月6日上午在母校商學大樓第

總會張 梅創會長、柯棋三監事長、校友

八國際會議廳隆重舉行，各界來賓與系友

總會林盟彧執行副總會長、台中市校友會黃文彬

滿心喜悅來參加此一盛會，受獎同學對學長姊們

會長及系友們，等一一表達誠摯祝福與期許。

無私為母系的奉獻既感動又感恩！
感謝重量級嘉賓們到場支持

34

邀請徐重仁學長演講
「真心看自己，有念則花開」

典禮開始，由企管系總會翁登財總會長感恩致

此次頒獎典禮為表揚企管系在校學生文武雙

詞，敘述系友總會沿革發展方向及工作目標，字

全的優異表現，共有33名學業表現優良的同學

裡行間真情流露，感恩與會嘉賓及系友，並祝福

榮獲獎助學金（大學部24名，碩士班6名、助學

同學們學業進步。母校大家長高承恕董事長為大

金3名）。體育競賽上企管拔河隊榮獲女子校際

會成功致上賀詞，臺中市政府首席副市長林陵三

拔河冠軍、羽球隊榮獲中企盃亞軍、女排榮獲大

學長也在百忙中撥空前來與會。緊接著楊龍士副

企盃、中企盃雙料亞軍、男排榮獲中企盃男排亞

校長、蕭堯仁副校長、王葳教務長、王壘處長、

軍。另翁總會長與大陸區校友會盧壯智會長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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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系友總會106學年度獎學金頒獎全體合影。

台幣20萬元，以企管系友總會名義捐贈給「張保

餐敘交流時，貴賓系友也陸續分享自身社會經

隆校長紀念基金」，由張前校長夫人王淑嫻女士

歷，並勉勵學弟妹要抱著謙遜感恩的心，傳承愛

領收，並致詞希望能延續天使校長的愛，讓更多

的勇氣。今日得到別人的肯定，他日也必須將這

母校學弟妹們可以藉著此獎學金出國深造，而再

份「愛」繼續發揚光大。張 梅創會長特製校、

將所學所得回饋社會、母校，透過愛的延續，影

系徽獎章頒發給受獎同學，鼓勵大家畢業後可參

響社會，形成一個正循環。本次活動還特別邀請

加逢甲校系友會，莫忘母校師長與校友對大家求

自本系畢業的傑出校友徐重仁學長回校與大家分

學時期的關心與期望。此次頒獎

享「真心看自己，有念則花開」，鼓勵同學們在

典禮在貴賓系友與同學「感恩的

學習的過程中，莫忘初衷，努力堅定地走自己的

心」、「期待再相會」歌聲中緩緩

路，懷著感恩的心勇敢面對一切的挑戰。

落幕。

《企管系友總會》
照片連結

▲徐重仁學長回到母系分享「真心看自己，有念則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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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校友會青年團第三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

北區校友會青年團成立滿 4周年囉！

相約一同創造未來精彩
文／陳怡婷（中文97）．攝影／莊耕芳（財金97）

▲母校校輔處王壘處長蒞臨會場致詞勉勵。

北

區校友會青年團第三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
改選圓滿落幕！為了慶祝北區逢青團成立

四周年，特別邀請母校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處處
長王壘學長、林志賢學長、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鐘
友健學長、張瑞典學長、前校友總會副總會長張
立義學長、台北市校友會前會長楊民賢學長、逢
▲甫卸任鍾宜蓁團長交接印信給新任團長傅承偉學長，由張
政文會長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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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人月刊總編輯賴文堂學長、合經系會長楊朝安
學長、台北市校友會副會長暨國貿系代表周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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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中區逢青團王致壬團長帶領理監事團隊北上支持北
區逢青團。

▲2018年逢青團會員大會大合照。

學長、北區金融校友聯誼會副理事長宗建誠學

旨。所以，只要是新竹以北、基隆以南畢業15年

長，還有新成立的中區逢甲青年團團長王致壬等

內的逢甲人，都可以加入北區逢青團，北區逢青

多位學長姊，感謝學長姊熱情參與，才讓活動順

團集聚老中青三個年齡層的學長姊，利用這個學

利舉行，並圓滿達到動員百人參與會員大會的目

習成長平台，可厚植職場前進的動力。

標。

第二屆理監事交棒、前團長 Gina 卸任，這有如

自2014年4月19日北區逢青團成立至今年，又

總統任期的4年，Gina 的付出與奉獻逢甲大家庭

有中區青年團也在2018年4月14日正式成立，有

有目共睹，也恭喜第二屆副團長傅承偉當選第三

逢青生力軍的加入，逢甲大家庭有你／妳們真

屆團長，同時第三屆理監事團隊也將在傅團長帶

好，讓這個團體持續成長，也使得大家相聚一

領下繼續向前。

起，讓好事不斷發生！

新任第三屆北區逢青團團長傅承偉學長表示，

母校校友聯絡暨就業輔導處處長王壘學長致詞

逢青團未來也有幾個發展重點，主要是維繫北區

時表示：「許多企業找人才都會直接來尋求學校

青年校友感情的避風港，校友會是一個很好的交

協助，學校手上握有很多資源，各位逢青團的朋

流平台，讓大家在台北有一個歸屬；此外，更期

友可以注意求職相關訊息，有甚麼需要隨時都可

許能成為各位職場交流的平台。

以和學校聯繫，校輔處願意幫忙，逢甲大學就是

「回顧過去舉辦的活動，未來的精彩將和大

各位事業上和生活上的後盾，希望大家都能成長

家一起創造！」第三屆北區逢青團團長傅承偉學

茁壯，再過10年、20年後，你們都會成長成一棵

長表示，今年將重新辦每個月讀書會，在逢青團

卓然大樹，不用我們說，到時候換你們回來為逢

除了吃喝玩樂外，也要一起組讀書會，共邀有志

甲、為學弟妹貢獻。」

逢青共同成長，6月將舉辦兩場 Opening Party，

此外，本屆會員大會也選出第三屆北區逢青團

聯誼
活動

針對職涯有講座活動，7月、10月職場上的應對

團長及理監事。逢青團以建構供團員與團員間、

與技巧，包括培養交際手腕的品酒

團員與台北市校友會或其所屬系友會、聯誼會間

會、八九月則有休閒競賽活動、歲

互動交流、經驗分享、學習成長的平台，以及協

末有年度聖誕派對，一連串的逢青

助母校、母系與台北市校友會的事務推行為宗

活動讓大家聚在一起。

《北區逢青團》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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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會》

《中區逢青團

莫忘初衷
！
事
大
幹
起
一
8
1
0
2
青團資訊部

攝影／中區逢

采恆(中文102)．
(企管100)、韓
娟
美
郭
文／

還

記得在校園中青澀懵懂，曾懷抱著許多熱
血的夢想，並不斷衝刺想要跨出舒適圈的

自己嗎？在進入社會後，經過了現實的洗禮與挫
折的考驗，你是否還記得那曾經奮力追求，想像
中的自己呢？「莫忘初衷」- 加入中區逢青團希
望能夠讓校友們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
中區逢青團於臺中市校友會黃文彬會長與各界
努力的推動下，由103級公政所畢業的王致壬擔
▲當日母校高承恕董事長、李秉乾校長及總會施鵬賢總會長都熱
情到場支持，感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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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團長，4月14日於母校育樂館舉辦成立大會，
當天共有164位校友入會。成立大會上母校董事

FENG CHIA
ALUMNI MONTHLY

聯誼
活動

▲當日嘉賓如雲，感謝大家的支持參與！
▲

FBEL校友籃球賽創辦人-張瑞典學長，致贈紀念籃球給中區逢青團，象徵傳承公
益逢甲情。

長、校長、總會長、台中市校友會會長、各系友

成長與接

會會長、校內師長均出席支持中區逢青團成立。

班， 讓 年

王團長傳達中區逢青團成立理念如同 L O G O 的設

輕人有舞

計像是迴力鏢，受到母校培育畢業後終將感恩逢

台一展長

甲，並開啟傳承與回饋序幕。透過聯誼活動以達

才，串聯

跨界交流、拓展人脈，建立經驗分享之平台，協

起更多逢甲人的連結。隨著各區逢青

助團員職涯發展共同學習成長。

團的成立，更是是逢甲校友會的另一個里程碑，

感謝母校師長熱情到場支持
高承恕董事長表示：「今天也是對逢甲人具有
歷史意義的一天，逢甲水湳校地5.7公頃已與市

期許各地校友會之逢青團都能持續開花，提供年
輕校友更多發揮的舞台。」
中區逢青團  共創嶄新未來

府完成交割手續，正式移交逢甲所有。逢甲大學

中區逢青團之成立，旨在建構供團員間、團員

緊鄰水湳經貿園區，是台中發展智慧城市相當重

與校友會間互動交流、經驗分享、學習成長之平

要的據點。台中市府也深知逢甲大學是中部地區

台，以及協助母校及校友會之事務推行為宗旨。

人才培育基地，因此期待透過產官學合作，讓青

團員以逢甲大學畢（肄）業，35歲以內且設籍於

年學子在逢甲求學階段即能與就業、創業對接，

或工作於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

營造青創環境、活絡人才發展。」李秉乾校長則

義縣市與苗栗縣地區的校友為主。目前每週定期

表示：「逢甲大學未來會將校友的就業諮詢與輔

舉辦籃球、羽球等體育性活動，透過運動一起來

導，延長至校友畢業後5年，幫助校友就業並提

揮灑汗水健康樂活。本次成立大會不僅建立了中

供更多的資源，幫助逢甲的校友在未來的就業路

區青年校友彼此聯繫合作的平台，也因主場優勢

上有更好的機會與發展。未來在逢青團更會以學

可與在校生、學生會等有更多互動機會，提升了

校的力量全力支持，讓年輕校友能夠有更多資源

校友會與準校友之間的連結。期望

可運用。」施鵬賢總會長更在致詞上提及：「校

隨著畢業季到來，將有更多逢甲的

友會、系友會是逢甲人畢業的避風港，更是聯誼

年輕校友參與中區逢青團的成長，

交流的好平台，中區逢青團的成立帶來新生代的

共同創造嶄新未來。

《中區逢青團》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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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知識饗宴

健康頭髮的結構：

美容保健

˙健康的頭髮：柔順、強韌、有
光澤
易斷裂、髮色不佳

文．攝影／彭春梅

頭皮健康了 髮絲就微笑了
頭皮

˙受損的頭髮：頭髮變脆弱、容

˙生長速度：每月約1-1.5公分
˙平均壽命：約2-6年
˙自然掉髮：每天約掉50-100根

高階 101)
(EMBA

SPA

˙ 頭髮數量：約8-15萬根

！

！

頭皮分為哪幾類?
①出油頭皮；②乾性頭皮；
③敏感性頭皮

近

日常生活對頭皮上的傷害有哪些？

消費行為也逐漸在改變中，現在

(1)其他因素：不當洗髮、未沖洗乾

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都越來越愛

淨、過度清洗、劣質洗髮產品

美、越來越注重保養、體態等等，

(2)外在環境：日曬、游泳池(氯)、

造就了美容產業的崛起及多元服

淋雨、空氣汙染、過度流汗沒

務，美容SPA的定義已經不僅僅

有沖乾淨

年來我們的生活水準提升，
越來越注重生活的品質，

只侷限在美容而已，而是包含了
預防、延緩及身心靈、放鬆、養
生、頭皮SPA等等。
不管是男人或女人，對於頭
髮都非常注重，但是不得其法
往往就會產生下列的問題，頭
皮是根本問題，有了健康的頭

壓力、熬夜

日常對頭髮上的傷害有哪些？
(1)化學上傷害:
燙髮/燙直、染髮/漂白
(2)日常生活傷害:

皮，頭髮就會美麗，且頭皮鬆

熱風吹乾頭髮、電熱棒做造

弛也是臉皮老化的開始。頭皮

型、洗髮方式錯誤

就像一張臉，懂得頭皮保養、
選對洗髮產品，並用對洗髮方
式，髮絲微笑了，對皮膚加分，
外表美麗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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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在因素：節食、內分泌失常、

(3)環境傷害:
太陽、煙霧、海洋、游泳池(氯)
(4)其他因素:
節食、內分泌失常、壓力-熬夜

逢|甲|人|月|刊

最常見異常狀況
頭皮異常狀況有下列幾種，
嚴重者建議諮詢醫生：
一、掉髮
˙掉髮形成原因

二、敏感性

三、頭皮屑

˙造成頭皮敏感的原因:

˙頭皮屑形成原因:

－劣質染劑或燙髮劑刺激
－長期染髮刺激頭皮

化不完全

－頭皮受損、不當洗髮

－不當洗髮、劣質洗髮精

－劣質洗髮產品

－陽光照射、過度曝曬

－心理生理壓力
－環境因素等
˙異常掉髮的徵兆有哪些

1.頭皮細胞代謝異常、角
2.肥皂和頭皮的油垢起皂
化作用，形成皂垢沉澱，

˙敏感頭皮症狀:

沖洗不乾淨

1.頭皮有零星的小紅點、

3.機車族帶安全帽、流汗、

長痘

悶熱、出油、引起頭皮

頭皮泛油、頭皮屑增多、

2.頭皮季節性地乾澀

頭皮癢、頭皮發炎異常紅

3.頭皮不定期起屑

4.熬夜、荷爾蒙失調

斑或膿包、頭髮油粗變細、

4.頭皮不定期有搔癢感

5.劣質洗髮產品

髮色由黑轉棕

5.短期間大量落髮或脆斷

芽孢菌滋生

四、出油

6.洗髮時頭皮有刺痛感

˙頭皮出油內在因素: 荷爾
蒙、年齡、遺傳因素、飲
食習慣
˙頭皮出油外在因素: 溫度
與季節性、汗水(酸鹼不
平衡)、刺激性洗髮精、過
度的按摩、不適用的洗髮
產品

洗髮產品可分為

如何簡單又快速的做好頭皮和頭髮保養

˙針對頭皮:①頭皮清潔產品②

頭皮性質

產品選擇

乾性頭皮

保濕性洗髮產品

頭
皮

油性頭皮

抑油性洗髮產品

︵
每
次
︶

敏感性頭皮

抗敏洗髮產品

掉髮頭皮

掉髮洗髮產品

嚴重異常

專業治療
保濕洗髮產品
染燙受損洗髮產品

頭皮保養③頭皮SPA…等產品
˙針對頭髮:①洗髮產品②頭髮
保養③染燙…等不同產品
所以我們需要先了解自己的頭皮
性質，才能針對自己的頭皮狀況
及頭髮狀況，選擇適用洗髮產
品。

頭髮異常 乾燥斷裂分岔
( 交替使用 )

染燙受損

加強保養
頭皮保濕精華液
每週頭皮spa 1次
頭皮抑油精華液
每2週頭皮spa 1~2
頭皮抗敏精華液
每週頭皮spa 1~2次
頭皮強韌精華液
每週頭皮spa 1~2次
諮詢專業醫生
保濕精華液
染燙精華液

本文稿費捐助逢甲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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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Chia University

Ms. Lin Tingfei, Founder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We are happy
and you should be happy, too!”
■ WANG SSU-CHIAO / Author ● HSU HUI-CHUAN / Photographer

Lin Tingfei

| Profile |

Education

‧EMBA in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Management, Feng Chia University

Experience

‧Piano teacher

Current Position

‧Founder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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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Outstanding
Alumni

W

hat opportunity and what
belief to allow two almost
strangers to know each other, and
make the decision resolutely to start
a business together to achieve their
dream? to become the best partner to each other, and
continue to expand their dream into a happy business of
eight brands? On March 3, 2006, the Feng Chia alumni
Monthly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Lavender CottAge’s
founder Lin Tingfei and its executive director Huang
Wangcun to ask them to share with all alumni their story.

The Most Remote Cafe
A Tug of War between Reality and Dream
“The most remote café?” Just to hear it would prompt
curiosity. Not to say that it is a dream of "two girls." What
inspired the two young girls to give up their original work
willingly to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 area to start a
café? This would take a lot of determination, and what is
more, courage to do so. "If not now, there will never be
a tomorrow." This is the key to the two girls’ decision to
start their business. They started it from a simple dream,
and then to transform that dream into reality from scratch.
And then the Lavender CottAge . Their Executive
Director, Mr. Wang, once said: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the Lavender CottAge would ask itself all along the way in
facing expansion: ‘Do we like it? Are we happy with it? Is
it meaningful?’”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gratification
is always the priority of the two founders of the Lavender
CottAge so making money or not is of little importance.
But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reality and dream is the
most practical issue. Although there would be times that
the two partners would have a tug of war over reality and
dream, yet as long as they remained partners to each other,
they could tide over all difficultie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Two Girls’ Purple Dreams
"We are hopelessly in love with
coffee, travel, and with the drifting
of light and smell. We would
capture them with either a paint
brush or musical note to keep the sensations! In this
happy purple hill, we dreamed to create a happy land.
And in this land of purple, we hoped that friends who
came would leave with a very good impression,” so said
Ms. Lin Tingfei. The Lavender CottAge’s official website
has a large purple background; the sight of it seems to
give web surfers the smell and the touch of lavenders. A
cascade of light music is backed up by the chirping of
birds. Viewers might have the illusion of walking into
nature, as if to share the two girls’ fantasies!
Ms. Lin Tingfei was originally a piano teacher tutoring
students in Kaohsiung while Ms. Zhan Huijun was a staff
member at a foreign bank in Taipei. Zhan had a dream of
"cultivating an acre of lavender" while Lin had a dream of
"opening a cafe full of happiness."

Word-of-mouth Marketing
Transforming the Impossible into Possible
Growing up in the care of those who loved them, both
gave up their original steady jobs and on November 9,
2001, they went to Xingshe, Taichung to pursue their
dream—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coffee shop in
Xingshe and naming it after their dream "the Lavender
CottAge."
It was their first experience of being farmers, first
experience of cooking, and first experience of building a
house. And they had to find shareholders to raise funds.
As Xingshe was not a tourist spot, there were virtually no
visitors. Nor were there cable TV, bus service, and web
connection. There were just 20 households ar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usiness, because there often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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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veniences unimaginable, they had to apologize to
the guests all the way to the door. And“we had difficulty
breaking even because what was ordered cannot match
with the cash received," Ms. Lin smiled and talked of
the hardship of owning a business! But despite these
setbacks, the two of them deemed it a very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experience!
They just fought their way up courageously, starting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making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What they relied on is enthusiasm and the fantasy about
the future. And then, the prototype of their dream came to
reality. After three months’ hardworking, they officially
started their coffee shop business.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two of them never had the experience of running
a coffee shop, not to say any relevant experience. But in
the course of running the business, they constantly asked
themselves: "What do we want to do? What do we want to
give consumers?"
Despite all difficulties, they eventually turned all kinds
of fantasies into reality, and built a cafe in the Xingshe
mountain area, a seemingly ridiculous move to the local
people who suffered the severe 921 earthquake disaster.
But it is exactly this move that attracted, instead, visitors
for they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kind of people they are
who dared to take such a risk?
By word of mouth, they succeeded in marketing
themselves, and gradually they were known to the public!
For 16 years, they earned themselves a place not without
pains and tears. But now they can laugh and say that
“ours is the most remote cafe" with a sense of pride for the
self-ridicule!
Ms. Lin is a courteous lady always wearing a cordial
smile on her face. What is more, there is no sign of
arrogance or snobbishness in her. For instance, when she
would like to buy a car, after some consultation with her
colleagues, she chose the one least glamorous and most
common in Taiwan despite the fact that, being the founder
of the business, she could afford a more luxurious car. "I
actually chose the most common one in the company,"
Ms. Lin beamed with the telling. She is just so modest
and polite, regardless of her be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woman!

An Iconoclast of Tradition
“Doing business is not just selling goods; it is to
produce a sentiment of happiness!”
With the Lavender CottAge’s business be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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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dy, the idea of opening a branch came to the minds
of the two ladies. Yet considering that they lack enough
professional ability, they would hire someone more
proficient in doing business to lead them. But the more
professional the hired man is, the more emphasis on
profit will be the sole purpose of the business, which
is not exactly what they want. "What we are selling is
not just meals or coffee, but a good way of life, a good
atmosphere!"
Not until this business-minded professional is willing to
give up some concerns over profits could they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he would then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ir
philosophy: "we are happy, and we want you to be happy,
too.” The idea is simply to share their own way of simple
life with others, and they hope that anyone who comes can
feel this happiness and take home this atmosphere to get
the soul really healed.

16 Years of Business   8 Brands in Hand
At first no one was optimistic about their future. The
two of them were amateu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So
two or three years’dabbling would be enough for them and
the business would naturally fail. But surprisingly, their
first year’s return on investment far exceeded the outlays.
Although the two of them did not have much
experience, they and their newly hired staff learned
together, grew together, attended classes outside,
and absorbed new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continually. After 16 years’ hardworking of trying to
involve people into "dreaming and experiencing, enjoying
food and merchandises," the Lavender CottAge owns
eight brands, opens more than 20 stores and employs
500 or so partners. Their business ranges from passing
on to the visitors the locals’ sense of “slow living” in
Adagio; selling aromatherapeutic products in Forestmosa;
Hakka Lifestyle demonstrating Hakka culture, catering
and related goods; Moncoeur featuring manor wedding,
banquets, recreations, din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Good
Days emphasizing mainly dining cultures, exhibitions,
connoisseurs’ collections; Adagio Travel offering hotels
for travelers to explore the city and its culture; and Stray
Birds offering a hostel for youths. Their success stories
shatter many professionals’ glasses. The key is they treat
customers just like friends, which won them the 2015
and 2016 Commonwealth’s CSR Corporate Citizenship
Awards, achieving the vision of "a happy industry with
design as the core and altruism in spirit.”

徵信錄

會員年費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台北市

會員年費
名

金

逢甲校友文教基金會捐款

額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工工 66

陳陽明

1,000

台北市

會計 58

名

金

額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名

金

額

施輝煌

1,000

台北市

企管 59

翁登財

20,000

工工 96

江元宏

1,000

台北市

經濟 82

胡紀民

1,000

台北市

銀保 73

林廷祥

50,000

工工 104 張鈞瑞

1,000

台北市

經濟 99

黃益喬

1,000

台北市

化工 77

王雅瑾

25,000

台北市

中文 99

陳宜佳

1,000

台北市

經濟 100 劉宜真

1,000

台北市

水利 59

陳朝信

1,000

台北市

資訊 95

江威德

1,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台北市

水利 101 林宸宏

1,000

台北市

資訊 96

謝旻桓

1,000

台北市

工工 72

張政文 200,000

台北市

水利 103 連浩廷

1,000

台北市

資訊 98

李宜勳

1,000

台北市

EMBA 96

程嘉珍

10,000

107

台北市

交管 74

萬明治

1,000

台北市

資訊 99

梁耀仁

1,000

台北市

EMBA 96

廖珮綾

10,000

台北市

企管 54

游鶴吉

1,000

台北市

資訊 99

林辰明

1,000

台北市

文創 97

葉淑蕙

10,000

5-6

台北市

企管 56

廖文振

1,000

台北市

運管 68

黃征榮

1,000

台北市

企管 59

郭麗群

10,000

台北市

企管 63

陳炎榮

1,000

台北市

運管 99

劉昱廷

1,000

台北市

企管 59

鍾士奇

10,000

台北市

企管 93

王壹珊

1,000

台北市

機械 98

孫三益

1,000

台北市

企管 59

翁登財

10,000

台北市

企管 99

黃子玲

1,000

台北市

環科 91

鄭晴

1,000

台北市

企管 67

顏大方

10,000

台北市

企管 101 邱德為

1,000

台北市

纖複 101 徐培

1,000

台北市

合經 70

陳卓群

10,000

台北市

合經 99

邱曉婷

1,000

台中市

科管 103 林炯郁

3,000

台北市

材料 83

張毓琦

10,000

台北市

材料 95

陳震閎

1,000

台中市

經管 98

蕭福添

1,000

台北市

紡織 58

李茂

10,000

台北市

保險 58

李明達

1,000

台南市

土木 54

張宏光

1,000

台北市

財稅 65

黃世明

10,000

台北市

保險 102 李思萱

1,000

台南市

銀保 79

郭南興

2,000

台北市

國貿 58

沈振源

10,000

台北市

建築 58

王邦夫

1,000

花蓮市

土木 59

彭華泰

1,000

台北市

國貿 62

劉美英

20,000

台北市

科管 98

傅承偉

1,000

苗栗市

企管 62

黃運水

1,000

台北市

國貿 63

賴如川

10,000

台北市

科管 98

張淵傑

1,000

桃園市

企管 59

劉政文

1,000

台北市

眷屬

葉美祝

10,000

台北市 科管研 98

會員年費及會務捐款
年 月校友會

台北市

台北市

台北市校友會會務捐款
名

金

額

許展嘉

1,000

桃園市

水利 95

張晉誠

1,000

台北市

統計 64

黃煇慶

10,000

台北市

風保 101 吳其芳

1,000

桃園市

國貿 99

張淳筑

1,000

台北市

統計 67

呂新發

10,000

台北市

航太 94

楊勝行

1,000

桃園市

國貿 99

張芥寧

1,000

台北市

銀保 59

吳大和

10,000

台北市

財金 97

莊耕芳

1,000

高雄市

機械 64

蔡國源

1,000

台北市

銀保 64

熊悟學

10,000

台北市

財金 101 詹茹伊

1,000

高雄市

財稅 66

何紀光

1,000

台北市

銀保 64

鍾智文

10,000

台北市

財稅 100 蘇奕銘

1,000

新竹市

銀保 71

賴碧華

1,000

台北市

銀保 68

賴文堂

20,000

台北市

財稅 82

1,000

台北市

銀保 73

林廷祥

20,000

台北市

國貿 98

鍾宜蓁

1,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

額 台北市 財稅 71 林津津

10,000

台北市

產研 96

曾傳恩

1,000

台北市

陳俊欽

尊榮會員(15年)
機械 74

名

黃明太

金

10,000

台北市

經濟 68

朱士家

10,000

戶名：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郵政劃撥帳號：15298571
銀行：華南銀行－信維分行 149100097592

活動看板

日期 / 時間

107/6/6
三

10:00-13:00

107/6/9
六

9:30

107/6/16
六

8:40

107/7/14
六

11:00

107/7/21
六

13:00-16:00

活動名稱

地點

聯絡人

臺中市校友會
粽香親子
社區關懷嘉年華會

逢甲大學育樂館

EMBA 北區聯誼會
老北投深度文化探索
半日遊

北投捷運站集合

台北市校友會
潘小姐 02-27083427

北區統計系友會
基隆和平島與大武崙砲台
自然文史一日遊

台北市校友會

六
台北市校友會
潘小姐 02-27083427
鄭宗陽會長 0955-727-508

會計系系友會
第四屆會員大會暨改選

校友總會
綜合與團隊才藝競賽
群鷹相逢、齊心舞動

台北市天成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 )
( 捷運台北車站 M3 出口 )

逢甲大學育樂館

資訊系吳邦華助教
04-24517250#3704

鄭震章總幹事
0978-120-068

盧育嫺秘書長
0912-55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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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族／單車族專屬保險
‧意外＋醫療，保障更週到
‧騎士可保，乘客更要投保

詳細說明
補充說明：
※「三商美邦人壽網路投保騎士安心保傷害保險(IASD)、三商美邦人壽網路投保傷害醫療保險附約(IAMR)」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附加

費用或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服務中心免付費電話或網站，以保障您的權益。

商品文號：107年05月22日三品字第00051號函備查
總公司所在地：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６號３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