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會 
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貳、開會日期：民國 104 年 03月 02 日(星期一) 18:30 至 20:00 
参、開會地點：台科大 RB102會議室 
肆、與會人員： 

一、主席：卓欽銘                        記錄：唐甫菱 

二、理事應出席 35人，出席 29人，請假 6人。 

卓欽銘、陳鴻儀、許恆壽、許書揚、王存孝、孫維良、林錦聰、 

蘇灼謹、徐松林、吳堉文、黃郁文、胡光耀、郭銘駿、李耀堂、 

蔡錦川、林敬堯、彭成基、邱琰惠、陳文思、許長立、林碧堂、 

張世偉、邱永豐、林言良、王建富、黃茂全、吳萬益(委託出席) 、 

成治、陳金壽 

蔡侑霖(請假)、蕭永達(請假)、劉添華(請假)、胡毓忠(請假) 

施國欽(請假)、林景棋(請假) 

 

三、監事應出席 11人，出席 5人，請假 6人。 

曾隆峰、魏家傑、楊金石、石其生、王和源 

曹 行(請假)、施建中(請假) 、林亦郎(請假)、黃盟舜(請假) 、 

連清塗(請假)、許和榮(請假)  

 

伍、列席人員： 
一、貴賓：李柯柱榮譽理事長、蘇清文顧問、羅台生顧問 

             陳豐山會長、黃綉玲、冷建明、李泉慧 

二、侯補理監事：何明火、黃宗仁、吳江林、劉喜文、柳志瑩、李紹禎 

三、秘書室：李明宗秘書長、陳榮中副秘書長、洪培義副秘書長、 

洪火炎副秘書長 

 

陸、主席致詞：(略) 
 
柒、貴賓致詞：(略) 
 
捌、頒當選證書：(略) 



 
玖、會務及財務報告: 
 

一、 會員人數（統計至 104.02.28） 

A級永久會員 86人 

B級永久會員 74人 

C級一般會員 66人 

總計會員人數 226人 

 

二、 本屆理監事個人資料確認 

繳交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以申請法人變更 

理監事職務捐統一於 3月底繳交完成 

 

三、 財務報告（結算至 104.02.28） 

科目 
上期結餘 

(103/12/31)  

104年 

1-2月收入 

104年 

1-2月支出 

本期結餘  

(104/02/28)  

校友會專款(說明 1) 3,586,563 476,310 344,407 3,718,466 

產學專款(說明 2) 148,773 150,000 34,374 264,399 

高爾夫球隊專款 552,988 10,000 80,670 482,318 

公益服務專款(說明 3) 677,331   677,331 

台銀現金結存合計 4,965,655 636,310 459,451 5,142,514 

零用金 11,309 20,000 26,130 5,179 

永久會費基金(台企) 650,000 60,000  710,000 

說明 1:校友會專款含定存於台企 3,500,000 

說明 2:產學專款含校務基金 91,048 

說明 3:公益服務專款含許孟超老師獎學金 511,331 

 

 

拾、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茲提本會永久會員追認，提報聯席會議核定之  

說明： 

材料系劉金柳及工管系周世忠提出台灣技術學院校友會會員證，提報追

認為本會永久會員。追認後的會員編號:劉金柳 A088 ,周世忠 A089。並

製發新式會員證。            

決議：通過。 

 



提案討論二 

茲提本會第八屆會務分組事宜，提報聯席會議核定之  

 說明： 

承襲上屆會務分組，徵求自願或選出適任的會務組長及副組長  

組別 組長 副組長 

運動休閒組 許恆壽 孫維良 

產學服務組 吳堉文 彭成基 

聯誼服務組 曾隆峰 邱永豐 

公益服務組 陳鴻儀 蔡侑霖 

網路服務組 石其生 林敬堯 

決議：通過。 

 

提案討論三 

茲提母校 40週年校慶工作計劃，提報聯席會議核定之  

  說明： 

40週年校慶日期:104/03/21(六) 

校慶午宴流程及各系表演項目及桌數安排進行討論(詳如附件) 

決議：校慶由各系捐款認桌，有些校友會直接將捐款認桌的費用滙至校友

總會；請總會於收到款項後需確認該筆捐款用途為捐款校慶桌錢或

是贊助會務捐款，以做正確的運用。通過並請秘書室留意各方捐款

用途。 

 

提案討論四 

茲提延收 104及 105年常年會費及校友贊助經費，提報聯席會議核定之 

說明： 

針對 C級一般會員擬延收常年會費 

校慶當日設置捐款桌，鼓勵校友捐款，以維會務推展 

決議：通過。 

 

提案討論五 

茲提本會組織架構，提報聯席會議核定之 

說明： 

(一)顧問之聘任： 

1.續聘陳希舜校長擔任本會顧問。 

2.續聘蘇清文律師擔任本會顧問。 

3.續聘張慶忠立委擔任本會顧問。  

4.聘任羅台生理事長擔任本會顧問。  

(二)榮譽理事長之聘任： 

1.續聘謝進男教授擔任本會榮譽理事長。 

2.聘任李柯柱董事長擔任本會榮譽理事長。 

(三)秘書長、副秘書長之聘任： 

1.聘任李明宗擔任秘書長。 

2.聘任陳榮中、洪培義、洪火炎擔任副秘書長。  



秘書長、副秘書長之聘任已於第一次理監事席會議通過。  

決議：擬增聘電子系賴如鎧董事長為本會第八屆顧問，通過。 

 

拾壹、臨時動議 
 

李明宗秘書長: 

扶輪社中著名又具特色的「保羅哈里斯之友」大獎章及精美的證書成為全世界

扶輪社員及其友人對「扶輪基金會」所做的實質財務支持一種高度被尊重的象

徵。建議校友會可參考扶輪社的作法，製作合宜的奬章，除了鼓勵校友捐款之

外，也可達到對校友會付出使命感的認同，以使校友會對內達成自我永續；對

外圓滿促成對母校及對社會的無私貢獻。 

 

決議：有捐款收入對校友總會運作都有實質助益，若獎章能發揮效用，當然樂

觀其成，唯獎章的設計要慎重規劃，希望做出來的是讓捐款人願意且值得擁有。 

 

拾貳、散會 20:00 

 

 

以下為保羅哈里斯之友的截錄說明，欲查詳細及扶輪社的由來請自行 GOOGLE 

 

1957年「保羅哈里斯之友」表彰的構想初次被提出。雖然這種捐獻一千美元的

觀念發展得極為緩慢，然而在 1970年代初

期，此計劃逐漸開始普及各地。「保羅哈里

斯之友」的另一同伴是「保羅哈里斯贊助會

員」。它是表彰某一個仁德捐獻，或為某人

而捐獻一百美元，並表明繼續捐獻到達成一

千美元得目標的意願。當達到一千美元時，

「保羅哈里斯贊助會員」即成為一位「保羅

哈里斯之友」。迄 2002年止，已有超過八十

萬「保羅哈里斯之友」被登錄在，「扶輪基

金會」的名簿上。 

有一種特別獎是受予「保羅哈里斯之友」的，如果他追加捐款一千美元給「基

金會」。這種特別獎章是由金質徽章鑲上一顆藍寶石代表一千美元的捐款，從

兩千到六千美元。紅寶石則為象徵七千美元到九千美元之捐款。 

「保羅哈里斯」表彰提供一種極為重要得鼓勵，以促持續地支持「扶輪基金會」

諸多計劃的財務需要，從而建立世界親善與瞭解。 



附件 1 

 
 

 

“歡樂台科.四十年華”校友總會午宴流程 
 

                  日期：104/03/21(六) 
                  地點：母校網球場 

流程/時間 項 目 執行 內容 

12:00- 入場   依位置圖入座 

12:20-12:25 開場表演 1  社團表演-熱舞社  

12:25-12:30 主席致詞  卓理事長致詞 

 致歡迎詞 

 贈謝禮儀式 

 介紹貴賓 

12:30-12:40 貴賓致詞  
 貴賓致詞後舞台稍坐 

 理事長率全體理監事(含後補)上台 

12:40-12:45 表演 2  理監事合唱 
 理事長宣佈午宴開始 

 合唱：歡樂年華＋你是我的花朵  

12:45-12:55 
電資學院院系 

傑出校友頒獎 1 
 11位  由院長及系主任頒院系傑出校友  

12:55-13:10 表演 3  系友會表演 

 營建系表演 

 電機系表演 

 化工系表演 

13:10-13:35 
工程學院院系 

傑出校友頒獎 2 
 24位  由院長及系主任頒院系傑出校友 

13:35-13:50 表演 4  系友會表演 

 電子系表演 

 管理學院表演 

 材料系表演 

13:50-14:00 
管理學院院系 

傑出校友頒獎 3 
 11位  由院長及系主任頒院系傑出校友 

14:00-14:15 表演 5  系友會表演 
 機械系表演 

 工地主任班表演  

14:15-14:25 禮成    相約明年再相見 

 

 



附件 2 

 

校慶桌數 

系別 校慶已認桌數 系友會時間 傑出校友名單 

校方 5桌 - - 

應用外語系 1桌 - - 

素食 4桌 - - 

ED/EMBA校友會 3桌(目標 5桌) 09:00-12:00 - 

南區校友會 1桌 - - 

中區校友會 3桌 - - 

桃竹苗校友會 2桌 - - 

東協地區 2桌 - - 

大中華區 2桌 - - 

美歐日韓 2桌 - - 

管理學院 

25桌 09:30-12:30 

已提供,共 5位 

工管系 已提供,共 4位 

資管系 已提供,共 2位 

工程學院 - - 已提供,共 6位 

材料系 8桌 14:30-16:00 已提供,共 4位 

營建系 10桌 09:00-12:00 已提供,共 5位 

自控所 5桌 09:00-13:00 - 

機械系 8桌 10:00-14:00 已提供,共 6位 

化工系 2桌 尚未告知 已提供,共 3位 

工地主任班 2桌(目標 3桌) - - 

電資學院 - - 已提供,共 6位 

電子系 13桌(目標 15桌) 09:00-17:00 已提供,共 2位 

電機系 10桌 下午 已提供,共 3位 

資工系 1桌 10:50-12:00 - 

台科大高球隊 2桌 - - 

 
111桌 

  
 

 



附件 3 

104年院(系)傑出校友當選名單 

院傑出校友 系傑出校友 

管理學院(五位)陳正綱院長 

李耀堂(工管系) 

吳金地(工管系) 

謝振豐(工管系) 

林全能(工管系) 

許建隆(資管系) 

 

 

 

 

電資學院(六位)黃柏仁院長 

楊大勇(電子系) 

謝金明(電子系) 

蔡錦川(電子系) 

蔡炳煌(電機系) 

許炎豐(電機系) 

章學賢(電機系) 

 

 

工程學院(六位)鄭正元院長 

羅仕鵬(機械系) 

陳厚光(機械系) 

吳萬益(化工系) 

林亦郎(營建系) 

何明火(工地主任班) 

許和榮(自控所) 

 

 

工業管理系(四位)王福琨主任 

李執鐸 

彭成基 

馮宏璋 

陳一郎 

資訊管理系(二位)賴源正主任 

馬正維 

許建隆 

 

 

電子工程系(二位)陳伯奇主任 

吳錫源 

劉醇錕 

電機工程系(三位)吳啟瑞主任 

梁俊雄 

陳榮中 

吳進忠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四位)郭東昊主任 

洪啟彰 

王志鴻 

黃明章 

羅吉歡 

機械工程系(六位)修芳仲主任 

彭煥儒 

王總守 

程文光 

詹世良 

何湘麟 

洪益雄 

化學工程系(三位)陳崇賢主任 

劉日成 

陳厚福 

陳鏘澤 

營建工程系(五位)黃兆龍主任 

黃立遠 

簡紹琦 

唐雨耕 

陳志滿 

施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