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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也請與本系聯繫'本系非常樂意幫
助。本系將建立北、中、南、東部四大
地區畢業學生之聯絡網，亦發出就業概
況調查表，以掌握畢業系友升學就業之
概況。而資料之蒐集，還請系友傾力相
助完成。

業校友 fω也∞人，分散在國內外各階層、
各機關、各團體、各行業。其中，有許
多人進一步從事學術研究、英語教學、
國際貿易、新聞、外交以及各種工商

將配合舉辦系友活動，屆時會函請系友
回母校共襄盛舉。(本資料由中文系助

※歷史系

業。可謂對社會國家有諸多貢獻。(本
資料摘自外文系所簡介)

教馮筱蘋校友提供)

歷史系已有二十三屆畢業生，其就
業管道有下列幾種﹒.

欣逢今年本系創系即屆三十週年，

※泛關部﹒中文系
本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七年，畢業至
今二十二屆，約有系友一千四百餘人。
自八十二學年度開始，本校設立中

@教師 每屆約一半以上同學從事
教職工作，而其中最多為國中教師(古
七成以上)，其次為高中教師(私立較
公立多)、國小教師及其他學校(含補
習班、啟明學校等)。男也有一些同學
擔任教官。
@公務員 任公職同學約占每屆人

文研究所以來，夜間部同學考上研究所
的比例逐年增加，以最近兩年為例，校
內外研所上榜名單就有二十七人次。
此外，根據系友會統計，畢業系友
大多擔任國、高中國文教職或基層公務
局、書記官、鄉公所等，另亦有任職於
國民黨民眾服務社等機關。
@私人機構:以文化事業及質易公

數的 1/5 至 1/4 左右，由服務機構
可看出其參加公職考試的項目並未局限
於史學方面，如審計部、經濟部商檢

珠小姐提供)

有的自行創業，有的己任經理，中後期
則任貿易工作者大為減少，則以文化工

司為最多，以畢業時間來看，早期畢業
者從事貿易工作較多，且多略有成就，

本系迄今(民國八十三年)共有畢

※外文系

人員﹒，也有從事報社文字記者及雜誌編
輯等工作。(本資料由夜中文助教湯碧

..

※﹒中文烹
本系畢業學生迄今已有廿六屆，關
於畢業後的就業情形，調查本系畢業
生，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日夜間部應
屆畢業生進入研究所繼續深造，並有從
事教職、記者、編輯、公務人員等，少
數投身空服員，自由經商者亦不在少
數。調查統計顯示中文系畢業生未來發
展之彈性空間是很大的。
去年本系舉辦系友訪校活動，系友
踴躍參與，足見系友們對母系的熱愛及
向心力不滅。實例證明本系畢業生在社
會上的傑出貢獻。除了系友各有所長
外，本系教師同仁亦專致於教學及學術

研究，且於今年四、五月分別舉辦「第
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以及
「第二屆中華文化學術研討會 」 '邀請
園內文字學專家學者和中部地區大專院
校學生及研究生發表論文，與會的中學
教師及來賓多達三五百人，盛況空前，
頗獲好評。
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及配合教育部
政策籌集一千萬元成立文教基金會，本
系經日夜間部專兼任老師傾力解囊己湊
得二十三萬八千元基金，因此未向系友
募款。但期望系友們在名成利就後，亦
能慷慨回饋母校，而系友若有任何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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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佔多數，如有報業(聯合報、台灣
時報等)、雜誌社(講義雜誌)、出版
業(如遠流出版公司、南一書局)。
@研究工作及大專教師:每屆約有
-1三位不等擔任大專教師或任職研究
機構，前者以任職五專者為最多，其次
則為大學，任研究機構者較少，以中央
研究院史語所及近史所為主。
@其他:有不少畢業生因出國而失
去職絡，亦有部分婚後並未工作，任家
管者， MDiM屆
ω畢業生則畢業未久，有
的仍在求學深造，有的則服役中。(本
資料由歷史系助教黃純怡校友提供)

※心向學系

士學位之系友，陸續返校服務，而現尚

本系自成立迄今，畢業學生已超過
一千人，其中留學國外者，約佔百分之
四十五，而在國內者，從事於各種化學
工業，教育工作，及其他業務者，約佔
百分之五十五。最近十餘年來，獲得博

本系畢業生約有半數以上繼續進

※庭教甘示

撿回吟
在職者，計有連敏雄與何武雄等十二
吟 LF 學
E可學
4wd門
叫附合于叫內 人。(本資料摘自「興大七十年」)
心叫峰是明心叫

你說你

叭叭金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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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已獲得博士學位者有一百餘人，已
獲碩士學位者，超過二百人。若依進修
學門分，計算科學人數最 多 ，次為工程
(工程力學、航空、機械為主)，其他
有統計、作業研究、物理及數 學 等。目
前留在國內就業者有四百餘人，其職業
均與科技有關，以從事電腦軟體之研究
與應用為最 多 ，約佔必%(大 多 在電腦
公司，各公司機構電腦部門，或自行開
設電腦公司)，次為從事教育及科技研
究工作約叩%(大多在大專院校、中山
科學研究院、電信研究所、中學等)
其他從事工商、貿易 、金融、財政等各
類者約幼%'均有優異之表現與成就，
極受各界之歡迎與讚賞。因此近年來各
機關、公司向本系徵求或預約 畢 業同學
前往工作者甚多，同學就業機 會 甚佳，
研究所畢業生極受歡迎聘用， 多 在國防
科技研究機構及資訊工業機構任職，在
「興大七十 年 」)

國外之系 友多已 成為傑出之 工程師或學
者。(本資料摘自

※魯威藝甘示
本系畢 業 校友除少數在 國 外，絕大
部分在國內從事與農業相關 之工 作，其
分佈相當 廣泛 ，上自行政院 農委 會，下
至鄉鎮農會都有系友參與，少數傑出系

友更擔任政府重要職位，對於推動國家
農業發展不遺餘力，貢獻頗鉅。(本資
料摘自「興大七十年 」 )

※園藝系
本系已畢業的系 友 大多服務於 農業

委員會、省農林廳、農業試驗所、各區
農業 改良場、各級 農會 、任教國中、 高
中、高農及國內外大專院校等。也有多

位在國內外從事實際園藝事業，均有良
好的成就，傑出系友不勝枚舉。(本資
料摘自「興大七十年 」 )

※森林眾
本系畢業生可 參 加高等考試 或林業
技師考試，而任職於林業有關之行政或
研 究 機構，如行政院 農委會 、農林廳、
林務局、森林開發處、國家公園管理處
及林 業試驗所 等。木材 工業方面的 就業
機會也很多，大多屬於私人企業，如家
其 、合板、粒片板、紙漿、化 學纖維等
工廠，此外尚有原木進出口 質易商社
等。至 於畢 業後再深造 的管道， 有國內
森林學 研究所及相 關研究 所碩士班、 博

士班、國外著名大學林學、，林產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等。此外，教育部每年

實，

舉辦之公費留學考試，均有森林學科。
(本資料摘自「興大七十年」)

※農經甘示
本系畢業校友除部分赴國外進修研
究或就業外，大部分均服務於圍內各行
各業，如政府機構、私人企業、金融保
險、教育單位、農漁合作社、農漁會

三研究機構
包括:亞蔬中心
農試所
糖試所
茶試所
公賣局
香蕉研究所
各地區改良場
工研院
包
括
:
農
會
耳其他公民營事業
M叫。
包括:台肥公司
工程顧問公司
環保顧問公司

四推廣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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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病系系友會理監事會議提出後，獲得
一致贊同。由畢業多年任職於各行各業
的學長回校來為在校的學弟妹分析將

植病系系學會將辦一項
「植病週活
動」'希望植病系系友會能配合本活動
辦 →場座談會，座談的主題便是談植病
系畢業後的出路。此項建議經筆者，在

今年年初，忽然接到母校植物病理
系一位周照凱同學的電話，他說三月份

※槌病甘示

(本資料由土壤系陳仁炫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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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就卓越，同時為恩加強系友間之
互助合作與連繫'促進對母系的向心

土壞系畢業生就業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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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為母系與母校間之發展貢獻心
力，本系乃於民國七十年二月發起系友

濟的管理及環境生態的保護及防治已為
目前重要的課題。加上水耕栽培，有機
農業的推廣以及肥料販賣自由化以後，
肥料與植物養分之診斷、資材利用與調
配，以及營養異常之防治工作之極需推
展，可預見土壤與肥料專業人才的需求
將更為迫切。本系所訓練及造就的人
才。適用的範圍甚廣，無論公、民營企
業及學術研究機關均為畢業生之市場所
在。目前土壤系、所畢業生，有在農委
會、環保署、農業試驗所、各級農業試
驗機構以及各級檢驗單位任職者，有在
各大學農化、土壤化學、環境科學、生
化、微生物等科系，以及專科、高中、

高職任教者。此外，私人機構如肥料公
司、農藥公司、環保工程、顧問公司、

年」)

正式成立系友會，同時為求發揮實質功
能，本系協助系友會與每兩個月定期出
版「系友通訊」'透過這項媒介，報導
系友動態、系務近況、求才謀職、確已
收到聯繫與團結系友的功能。(本資料
摘自「興大七十年」)

附錄

土壤資源開發顧問公司都需土壤系所畢
業人材。(本資料摘自「興大七十

※土猿甘示
除了本校土壤學研究所及

悶。﹒∞∞

∞-Mω

人數百分比(%)
k=

o

一、公家行政機關

包括:農委會
環保署
農林廳﹒
三學術機構
.þ.

uu進修

••

臺大農化研究所可提前碩士及博士的進
修機會外，同時可報考相關科系的研究
所，同時，國外進修機會亦甚多。
口就業 土壤管理、改良與利用日
受重視，且環保意識日益高漲。追求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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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謊言;寫詩謊言:

來，可說是再適當也不過了。
會，如果同學將來想進公家機關任職，
就必須參加各項國家考試，如能通過高
考，那是最理想了。如果在研究單位，

那麼以目前的潮流，最好能取得博士學
位，才能往更高一層發展。

杜系友特別強調人必須做適合自己
個性的事，才能有所成就，以從事研究
的人來說這條路是相當寂寞的，很難獲
得掌聲與喝采，必須持之以恆的埋頭苦
幹方能略有所成，其次做研究的人也必
須淡泊名利才能甘之如館。
徐系友則以多年來的社會經驗告訴
在校的同學，他說一以科學方法探討問

本次座談會的詳細完整內容已由在
校同學另行整理，將刊登在植病系系友
會刊，本文僅將九位主講人之內容扼要
刊出。(本資料由植病系系友會總幹 事
毛潤豐校友提供)

附錄:(的年 1η 年)
植病系歷屆畢業生就業狀況

..

從植病系歷年畢業同學的出路來分
析，不外乎產官學 三界，因此我們決定

請三位在產官學界各具代表性的系友回
校來擔任主講人，產業界我們邀請植病
系系友會現任理事長王子文先生，因王
先生本身曾在跨國性的外商企業擔任副
總經理職務，後來自創聯因公司近二十
年，在商界而言可謂經驗豐富，由他來
解說植病同學在商界的各項發展，該是
相當理想。政界我們邀請農林廳副廳長
徐茂樟先生、徐系友也是現任昆蟲系系
友會會長，因為在民國 0年之前，植病
昆蟲是同一系，因為有這一層淵源，所
以植病昆蟲兩系之間同學情感特別深
厚。學界我們邀請農業試驗所所長杜金

題;二以細心處理業務;三以合理的方
式處理問題;四需廣結善蜂，與同伴共
享成果。
王系友縱橫商場多年，交友廣闊，
他對商界的人事沈浮，樓起樓塌的事件
也見得多了，所以他對有意從商的同學
提供下列九點建議，從商的定義是很廣
闊的，包括到民營企業任職或自立門戶
開公司當老闆。他說首先需加強自己的
溝通能力，廣結人脈關係，每一認識的
人都可能是 一個商機;保持熱誠的心虛
心求敦，在做事方面需掌握 重點，講求

L教職
-句人以國中為最多，其次高
中、專科、技術學校及大學等
Z 職
公
M→白人以服務於國內政府機關
及財團法人等機構最多
小4私
q
. 人機構 →軍人自組公司，私人企
業及農藥、肥料公司，從事與園藝、
農藝有關之栽培企業等
4從商
陀人自組公司，私人企業及
農藥、肥料公司，從事與園藝、農藝
有關之栽培企業等
1自由業 叫人畢業後再唸後醫學系，
從事行醫(醫生)
a農會
叫人
1國外
ω8人任職美國各大學，聯邦
政府機構及財團法人部門居多。
。弘退休∞人
Q閥
U 混 2人
肌不詳。
(本資料由植病系柯勇教授提供)
苦苦

效率，並勤於收集與分析資料;雖然創
事業是為了營利，但卻不可不擇手段，
需珍情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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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系友，杜系友在農業研究單位資歷完

整，早年以在職進修方式到美國求學，
二年便取得博士學位。
「植病人的未來」這項座談會在今
年三月二十五日於植病系研究生教室舉
行，參加同學相當踴躍，尤其難得的是
雖逢星期六下午，但母系多位教授都犧
牲假日前來全程參與座談，使我們這些
返校的系友都相當敬佩，也藉此機會和
師長們敘舊是件很愉快的事。
徐副廳長與杜所長都仔細分析了國
內各農業行政部門與研究機關的工作機

••

※畜產甘示

等)、私立醫學院、私立各大專院校、
園藝植材公
農場等。與所學無關者如
司、沙拉油公司、廣告公司、美容學
等。事實上我們系上
院、電機公司
同學畢業後出國進修的人數算蠻多的，
有的也已經在國外拿到博士學位了。
(本資料由昆蟲系蘇宗宏主任提供)

等。其他
共同合創的佳家有限公司
系友就職單位與所學相關的僅舉幾個例
子作參考;亞洲蔬菜中心、各大農藥公
司(如汽巴、 BASF 、豈農、興農

......

..

計畢業系友人數為 3∞人，因此，大學部
與研究所總計畢業系友已達已凹∞人。
本系畢業系友大多數服務於畜產、
獸醫相關機構，如中研院、行政院、經
濟部、農委會、農林廳、畜產試驗所、
台灣養豬科學研究所、省農會飼料廠與
鮮乳加工廠，以及私營畜牧場、乳品加
工廠、肉品加工廠、蛋品加工廠、皮革
廠與動物藥品廠等。由於本系畢業系友
在各行業著有優異表現，深獲各界之肯

定與器重，為本省畜產事業之蓬勃發展
貢獻良多。本系畢業生之就業範圍寬
廣，每年屆臨畢業之際，廠商之求才信
函背至，因此就業機會很多。此外，部
分本系畢業生自營畜牧場、飼料廠、動
物藥品廠或經營與畜產有關之貿易公司
等，亦均有傑出表現。(本資料由畜產
系自火城教授提供)

※食科系
本系屬於應用與理論兼顧的科系，
畢業系友不論是在食品工業界亦或是在

符 合 高學歷的高級知識人才投身教學研

研究所畢業生則以任職教師及研究機構
當
者居多，此顯示本系研究所的訓練相

學術、行政、研究等方面，都有相當的
成就及表現。即使是在相關的商業行銷
本系大學部成立於民國抑制年，到本
領域中，本系系友的表現也不落人後。
年度應屆畢業生為第 M屆，累計畢業系
友人數為二白白人;研究所成立於民國初 。食品科學涵蓋了與食品有關的各行各
業，由最基本的食品機械，以至於製成
年，至本年度應屆畢業生為第自屆，累
品的銷售等等，都有本系系友參與其
中。本系歷年來之畢業系友以任職私人
企業者佔絕對多數，其次才是教師及公
家機構，顯見本系的 專 業訓練相當切合
業界的實際需要;近年來由於知識水準
的普遍提高，新近的畢業生中選擇繼續
深造者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另一方面，

•.....

※ ag蝕甘示
本系系友會在社會上的就業狀況大致分
為兩種。
一是在公家機關服務;再者就是在
民營企業工作。
在公家機關就職的單位有:農委

會、經濟部商品檢驗局、農藥物毒物試
驗所，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及其各分所、
改良場、台灣糖業研究所，其所長是我
們的系友;而我當年也在台灣糖業研究
所植物保護系從生物防治工作有九年的
時間;中央研究院動物所、台灣省農林
廳，其中副廳長徐茂樟先生及植保科科
長范國洋先生都是我們系友、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公立學校(含國小、園
中、高中、國內外大專院校)，而本系
的老師大多是本系的畢業生，其它如台
大、嘉義農專、屏東技術學院亦有本系
的系友任教。尚有中正國際機場檢疫站
等。在此特別強調一下，如果同學
畢業後有興趣想要在公家機關服務，一
定要經過高考或普考及格才行，請有想
要服公職的同學要儘早準備才行。
在私人企業方面，自行創業者有黃
吉金先生所創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昌良、梁振鈞、湯銘台、鄭旗志等人

.....

~4

今命令學帶

蝴時粉
刺掛間糾

帶 個開學

紛真絲

勞麼事勢

附陶糊
糊刺酬
側指做
紛M 側

梅森學略
帶
帶

仰恥敝

究的實際理想。此外，也有相當比例的
研究所畢業生赴國內、外繼續深造，為
追求更高的學問目標 而 努力。畢業系友
雖然以留在國內貢獻所學者居多，但其
分佈則廣及世界各大洲 ，其中以美洲居
多，其次為亞洲各地，由此可見處處都
是本系畢業生開創發展的所在。雖然傳
統的製造業在目前的社會趨勢中，獲利
不如以往，但在食品科學的廣泛領域
中，如香辛料的開發、機能性生活性成
分的抽取、生物技術的應用，以及程序
自動化等，仍都是利潤豐富的行業，系
友中不乏藉此 而名利雙收者。 「民以食
為天 」 、「只要你有心，只要你願
意 」 '更多更美好的事物，正等著大家
一起去開投、去尋找。
總合歷年畢業系友之發展領域大致
上有以下各方面﹒.
付公家機關 國科會、農委會、經濟
部、衛生署、衛生處、衛生局、農林
廳、糧食局、公賣局等。
口醫療院所:營養師、研究員等。
日研究機構 食品研究所、工研院、
殼類研究所、改良場、推廣 中 心、中研
院、試驗所、亞洲蔬菜中心等。
個教育機構:大專院校、高中、高
職、國民中學、訓練中心、補習班等 。
因私人企業 食品工廠、質易公司、

減肥中心、顧問公司 、餐飲服務、食品
商行 、科儀公 司 、出版社 等。

現 。(本資料由 農 產運銷系系友 會提

各大中小型民 營企業公司，行業類別涵
括製造和服務業， 各 系友 皆有 良好的 表
供)

國內外著名學府之各相

的繼續深造
關系所。

※愉快械系

考試者，取得公

，

多投 入高 科
，

如 電 子 構 裝設備， 精密機
，

由 機械系簡瑞與

主任提 供)

械研發及生產 自動 化 等 行業。( 本資料

技 產業為主

學 術研究。近期 之畢業 生

國內各大公民 營 企 業 ，並有一部分投入

早期 之畢業系友除 自行 創業外， 多投入

專注 於各領域 之鑽 研 。
本系畢業 系友計 一五 OO 人左右

供豐 富之選修課程 。學生可依個人 興趣

工程相關基礎課 程 外，並於設計 製 造、
自動 化、精密機械及熱流科技等領域提

本系目前課程 之設 計，除提供機械

可投入 上述產業界及研究機構服務外 ，
更可繼續進修鑽研結合電腦技術、 量測
技術、自動控制技術及微電子技術等 之
整合 性科技。

均 需 要大量的工程師。本系畢業生除 了

機械為工 業之 母 ，傳統製造 業 、各
類產業、高科技工 業 、運輸業、國防 工
業、航太工業及自動化工業等之發展，

的其他:農會、農技團、 家庭管理、
航空公司、報社記者、投 資 顧問等 。

長。依據系友會所搜集之 資 料，系友畢

十人以上，增加速度頗快，系 友 踏出校
門，分佈於 各 地，於各行 各業 各展所

系友會目前會員人數約為七 00
人，近年來更 由 於研究所和暑期進修班
之陸續設立，每年會員人數增加都在六

※泉是運銷甘示

(本資料由食科系系友會總幹 事 毛正 倫
敦授提供)

..

業後繼續進修深造者，在國內就讀研究
所者有約 一OO 人，前往國外進修者約
有四十人 。畢業系友中通過政府舉辦之
務 人員任
高普特等 各項
用資格的有近 一三 0 人。系 友中 除最近
二年畢業者，有部分服役未進入就業市
場外，餘則皆在各行各業服務，其 中 在
政府行政機 構 服務者約有七 0人，在金
融單位相 關 機構服務者約 有 四十 人，在
教育單位擔任教職者約有五十餘位。其
它多數系友，有自行創業者，或 服務於

曹雪

..

..

..

※土木系
服務，本項目亦包括目前於國外留學
及學成後居留服務者。
六、服役(m%)
七、其他(4%)
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目前畢業系友
都能將在學四年所學充分地應用在號稱
「火車頭工業」的土木工程上，並能各
展所長，為國家建設戮力 。身為土木 系
系友的 一份子，當深感驕傲。(本資料
由土木系系友會總幹事方富民教授提
供)

※社會系
本系是來台後國內最先成立之社會
學系，畢業系友遍及海內外。目前約五
分之一系友在國外進修或就業，其中不

至結婚成家之少數女同學，亦能運用所
學，相夫教子，為家庭、 社會 增添更多
融洽與溫馨。(本資料摘自「興大七十
年」)

※法商學院參7
年校友就業概況
﹒法律系:律師、司法官、公家 單位、
法 務。
﹒公行系 研究所、高普考任公職。
﹒社會系 公職、 一般企業人事管理單
位、廣告公司市調人員、醫院服務工
作、私人基金會(社會服務或張老
師)

﹒財稅系 銀行職 員 、稅務人員。
﹒統計系:市場調查人 員、銀行職 員 、
保險業務員、精算人員、電腦公司職
口貝。

..

土木系目前畢業的系友約有三二 O

J

O人(含大學部及研究所)，由於國家
建設的需要，提供了許多的工作機會，
系友們在畢業後絕大多數都能學以致
用。依據目前系友會的資料，系友目前
之就業情況統計如下﹒.
一、私人工程單位(泊%)
約有 三分之一的系友任職於建設
公司、營造廠、結構工程師或建築師
事務所及工程顧問公司。
三公營工程及研究單位(也%)
包括榮工處、水利局、高工局、
公路局、鐵路局、捷運局、省交通
處、縣市政府工務處等公營之工程單
位及中研院、中科院、交通部運研
所、港研所等研究單位。
三教職(H%)
系友任教於各公私立大專院校
(其中母系友H位)、高中及高職者

.. ..

..

﹒會計系 會計師、會計事務所職 員、
一般企業會計部門。
銀行職 員 、 一般企業職 員、
﹒合 經系
《公職。
﹒地政系 研究所、 高普考任公職、私
人建設公司、仲介公司、估價公司、
代書事務所助理。
經濟系:銀行職員、證券公司職員。
(本資料由本刊編委、法商共同科陳彥

•

豪 教授電話訪問提供)外

.

乏獲得博、碩士學位及在著名學府任教
者。在國內之系友，遍及各行各業，發
揮所長，卓然有成。如本系
系 友考上
高、普考，任職公家機關者，居各校之
冠。又本系十分注重讀書風氣，故畢業
系友除參加公職人員考試外，研究所考
試、公費留考、中山獎學金考試
等
也捷訊頻傳，深受囑目，而 畢業 校友在

等，比比皆是。乃

......

..

..

約為十分之 -U

四、自行割業(m%)
約十分之一的系友自組建設公
司、營造廠、技師事務所或工程顧問

公使、公司老板

事業上有傑出表現者十分眾 多， 如立法
委員、縣市民意代表、地方首 長 、駐外

本系畢業的僑生大多回居留國

公司，絕大多數都已創業有成。
五、旅居國外(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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