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 

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貳、開會日期：民國 105 年 01 月 23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至 14:00 
参、開會地點：台科大 AU 視聽館 
肆、與會人員： 

一、主席：卓欽銘                          記錄：唐甫菱 
二、出席人員：應出席 191 人，實際出席 105 人（出席 83 人,委託 22 人） 
三、請假：86 人。 
四、列席人員： 

榮譽理事長：謝進男教授、李柯柱董事長 
顧問：羅台生董事長、 
貴賓：周宜雄副校長、工程學院鄭正元院長、 

EMBA/EDBA 校友會林榮三副會長及楊永裕副秘書長 
伍、主席致詞：(略) 
陸、貴賓致詞：(略) 
柒、李咸亨名譽教授專題演講：(略) 
捌、台科認同卡介紹及推廣：(略) 
玖、頒獎典禮：會員捐款超過 50,000 元以上及推薦企業參訪贈感謝獎盃 
 

序號 單位 姓名 

1 連展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陳鴻儀 

2 嵩森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吳堉文 

3 聖暉工程科技(股)公司 王百祿 

4 校友總會副理事長 陳鴻儀 

5 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 謝進男 

6 校友總會理事(化工系會長) 吳萬益 

 
 
拾、會議: 
 

1. 完成第八屆理監事選舉及第七、八屆理事長交接。 

104 年度會務報告: (手冊第 21 頁) 

2. 完成第八屆第一、二、三、四、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企業參訪。 

3. 完成第八屆理監事地方法院公告。 

4. 完成校友會更名校友總會及帳戶變更事宜。 

5. 完成 103年度機關團體結算申報作業。 

6. 主辦母校 40週年校慶午宴活動。 

7. 參與母校新春團拜及就業博覽會及認同卡評審及推廣活動。 

8. 參與母校傑出校友、傑出青年、優良教師等評選活動。 



9. 參與母校原住民族中心大專院校音樂大賽總決賽及 MATA獎-拍原來的事頒獎典禮。 

10. 協助校長拜訪桃竹苗校友會說明竹北校區計劃事宜。 

11. 協助母校成立酷點公司募股行政事宜。 

12. 協助推動台科大校友善益計劃-回饋母校、贊助校友、支持農友。 

13. 協助推動母校”海外築夢點亮人生”募款計劃。 

14. 公益專款補助母校八仙塵爆受傷的三位同學。 

15. 提供母校學弟妹法律諮詢及創業資金協助。 

16. 協辦 EMBA/EDBA校友會慈善音樂會。 

17. 參與各區分會活動及年會。 

18. 校友總會社團活動及各系友會活動推廣與協助。 
 

 103年現金結存$5,626,964 

104 年度財務報告: (手冊第 22 頁) 

~校友總會專款$3,586,563(含定存$3,500,000)   

~永久會員會費基金$650,000 

~產學專款$148,773 

~高爾夫球社$552,988 

~公益服務專款$677,331(含許孟超老師獎學金$511,331) 

~零用金$11,309 

 

104 年度收支 

  收入   $3,508,247

校友總會專款$2,155,296+永久會費基金$120,000+ 

  

產學專款$250,000+高爾夫球社$882,951+ 

公益服務專款$0+零用金 100,000 

         

校友總會專款$1,823,275+永久會費基金$0+ 

支出   $2,894,259 

產學專款$226,645+高爾夫球社$717,649+ 

公益服務專款$25,000+零用金 101,690 

 

104年現金結存$6,240,952  

~校友總會專款$3,918,584(含定存$3,500,000) 

~永久會員會費基金$770,000 

~產學專款$172,128 

~高爾夫球社$718,290 

~公益基金$652,331(含許孟超老師獎學金$511,331)   

~零用金$9,619 
  

拾壹、提案討論:
 

 (手冊第 24 頁) 

提案一：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民國 104 年度工作

事項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民國 104 年度工作事項報告(如以上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提請大會

審議通過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報請內政部備查。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 
 
 



提案二：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民國 104 年度財務

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民國 104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收支決算表(如附錄一)，提

請大會審議通過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報請內政部備查。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 
 
 
提案三：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民國 105 年度工作

計畫報告與財務預算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民國 105 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附錄二)、收支預算表(附錄三)，提請大

會審議通過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報請內政部備查。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 

 
 

 
拾貳、臨時動議： 

議題一：茲提增加校友總會會務經費事宜。 
說明：為使會務永續發展，需要會員給予校友總會實質捐款贊助，如此會務可順利

推展，亦可做更多會員服務及會務推廣。104 年度雖有職務捐，但因適逢 40
週年校慶，經費支出較往年增加，105 年度會務經費恐無法支撐全年度支出，

會內經費應開源節流，除了減少各區活動補助外，仍需要會員的認同捐款。 
決議：會中李柯柱榮譽理事長率先再捐一個榮譽理事長職務捐 20 萬元整，希望抛磚

引玉，讓校友總會永續經營。 
 
議題二：41 週年校慶事宜。 
母校於 03/19 舉行 41 週年校慶活動，待母校公佈配合事宜，將規劃籌備小組。 
決議：通過。 
 

 
拾參、年終同歡活動 
 
拾肆、散會 14:00



附件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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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之一 

附件一之三 

附件一之三 



 

105 年度會務計劃細則 

序 項目 實施內容 
1 (1).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1).105.03.15 召開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2).105.06.21 召開第八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3).105.09.20 召開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4).106.01.28 召開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2 網站更新即時化 
會員資料庫之建置 

(1).動態更新網站各項活動資訊 
(2).提供徵才、就業、轉業及創業資訊 
(3).提供學校相關活動及獲獎資訊 
(4).維護會員及校友資料庫 

3 每季校友季刊編輯 
  

校友季刊，每年出版四期，雜誌紙本與季刊電子報

於每年 3 月、6 月、9 月與 12 月同步發行。 
 

4 擴大召募校友入會 
（永久及一般會員） 

(1).加強與校友聯繫及舉辦各項活動 
(2).建置新系友會員及協助各地校友會招募會員 
(3).定期發送校友會及學校活動資訊，聯誼活動 
(4).建立班聯絡人制度並協助推動校友入會 

5 推動校友與母校合作 (1).爭取校友與學校合作之學界、業界科專計畫 
(2).協助校友與母校教師產學合作 
(3).參訪校友企業及輔導校友徵才與就業 
(4).賡續辦理名家講座等課程 
(5).辦理母校校慶校友回娘家活動 
(6).協助推動學校創新公司成立暨營運事宜 

6 增進校友間交流及拜訪各

區校友會 
(1).定期舉辦高爾夫球賽球敘及其他聯誼活動 
(2).提供校友與學校求才，就學資訊 
(3).會同學校定期拜訪及採訪校友 
(4). 105.03 月拜訪南區校友會 
(5). 105.08 月拜訪中區校友會 
(6).105.12 月拜訪金門區校友會 

7 拜訪海外各區校友會 (1).拜訪華東、華南、北京地區校友會 
(2).拜訪美國南、北加州地區及紐約區校友會 
(3).拜訪印尼地區校友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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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A001 永久會員 莊永順 電子系 男 A026 永久會員 吳金地 工管系 男 

A002 永久會員 郇金鏞 電子系 男 A027 永久會員 曾如玲 化工系 女 

A003 永久會員 林仁益 營建系 男 A028 永久會員 蘇逸民 電子系 男 

A004 永久會員 羅台生 工管系 男 A029 永久會員 賴明燦 工管系 男 

A005 永久會員 許和榮 機械系 男 A030 永久會員 莊昭然 工管系 男 

A006 永久會員 黃進 電機系 男 A031 永久會員 蔡秋雄 纖維系 男 

A007 永久會員 掌易 電機系 男 A032 永久會員 黃茂全 纖維系 男 

A008 永久會員 張基昇 化工系 男 A033 永久會員 陳春琴 工管系 女 

A009 永久會員 黃郁文 電機系 男 A034 永久會員 邱琰惠 工管系 女 

A010 永久會員 蕭弘清 電機系 男 A035 永久會員 李德松 工管系 男 

A011 永久會員 劉添華 電機系 男 A036 永久會員 張耀方 工管系 男 

A012 永久會員 黃宗仁 電子系 男 A037 永久會員 張政德 工管系 男 

A013 永久會員 陳在相 電機系 男 A038 永久會員 許棟材 高分子系 男 

A014 永久會員 蕭忠勝 電機系 男 A039 永久會員 李順敏 營建系 男 

A015 永久會員 卓明德 電子系 男 A040 永久會員 陳姵蓁 企管系 女 

A016 永久會員 施國欽 營建系 男 A041 永久會員 鄭崇文 工管系 男 

A017 永久會員 張榮春 工管系 男 A042 永久會員 林正雄 高分子系 男 

A018 永久會員 黃郁能 工管系 男 A043 永久會員 劉鳳錦 化工系 男 

A019 永久會員 錢猛雄 工管系 男 A044 永久會員 游瑞珠 工管系 女 

A020 永久會員 王總守 機械系 男 A045 永久會員 蔡金土 工管系 男 

A021 永久會員 賴東昭 工管系 男 A046 永久會員 邱繼智 工管系 男 

A022 永久會員 江梓桐 化工系 男 A047 永久會員 游祥鎮 工管系 男 

A023 永久會員 王建富 纖維系 男 A048 永久會員 謝財源 工管系 男 

A024 永久會員 許進泰 電子系 男 A049 永久會員 李隆安 電子系 男 

A025 永久會員 許長立 營建系 男 A050 永久會員 洪培義 工管系 男 

會員名冊（永久會員四之一）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A051 永久會員 陳宗保 化工系 男 A071 永久會員 蔡文興 工管系 男 

A052 永久會員 蔡侑霖 化工系 男 A072 永久會員 羅建文 工管系 男 

A053 永久會員 鄭昭宇 工管系 男 A073 永久會員 闕仁斌 電子系 男 

A054 永久會員 羅仲華 工管系 男 A074 永久會員 鄭錦文 機械系 男 

A055 永久會員 饒祐禎 電機系 男 A075 永久會員 吳渭樵 電子系 男 

A056 永久會員 童景俊 機械系 男 A076 永久會員 許振聲 機械所 男 

A057 永久會員 簡清祥 機械系 男 A077 永久會員 黃耀裕 機械系 男 

A058 永久會員 胡沅菁 工管系 男 A079 永久會員 張麗枝 工管系 女 

A059 永久會員 黃郁明 電機系 男 A080 永久會員 簡明春 電機系 男 

A060 永久會員 張富寬 企管系 女 A081 永久會員 楊金石 電機系 男 

A061 永久會員 任芝華 工管系 女 A082 永久會員 王傳宗 營建系 男 

A062 永久會員 羅盛雄 工管系 男 A083 永久會員 李俊雄 營建系 男 

A063 永久會員 鍾天厚 電機系 男 A084 永久會員 沈賢盛 工地主任班 男 

A064 永久會員 蘇燈城 機械系 男 A085 永久會員 詹勝竹 機械系 男 

A065 永久會員 王百祿 工管系 男 A086 永久會員 林秋明 電子系 男 

A066 永久會員 施養志 機械系 男 A087 永久會員 程文光 機械系 男 

A067 永久會員 徐謀賢 工管系 男 A088 永久會員 劉金柳 材料系 男 

A068 永久會員 洪火炎 工管系 男 A089 永久會員 周世忠 EMBA 男 

A069 永久會員 吳榮輝 工管系 男 A090 永久會員 廖學鋒 材料系 男 

A070 永久會員 洪文景 工管系 男 
 

    

註：A 永久會員,共 89 位。(89 年社團法人成立前加入者,會費 3,000 元整) 
 
A088 及 A089 及 A090 為 104 年追認永久會員 

會員名冊（永久會員四之二）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B001 永久會員 林亦郎 營建系 男 B026 永久會員 蔡政志 材料系 男 

B002 永久會員 汪治民 高分子系 男 B027 永久會員 林春杰 電子系 男 

B003 永久會員 陳劍威 工管系 男 B028 永久會員 林聰傑 電子系 男 

B004 永久會員 林啟瑞 機械系 男 B029 永久會員 李明宗 材料系 男 

B005 永久會員 林立群 高分子系 男 B030 永久會員 連錦堅 工管系 男 

B006 永久會員 何明火 工地主任班 男 B031 永久會員 王新添 電子系 男 

B007 永久會員 連信仲 機械系 男 B032 永久會員 簡榮富 機械系 男 

B008 永久會員 石其生 資工所 男 B033 永久會員 董榮進 營建系 男 

B009 永久會員 張峯豪 工管系 男 B034 永久會員 徐偉舜 工管系 男 

B010 永久會員 陳鴻儀 工管系 男 B035 永久會員 李海清 工管系 男 

B011 永久會員 蘇文旭 工管系 男 B036 永久會員 蔣健忠 電機系 男 

B012 永久會員 林乾坤 工管系 男 B037 永久會員 曹  行 工管系 男 

B013 永久會員 李耀堂 工管系 男 B038 永久會員 陳壽瑴 工管系 男 

B014 永久會員 黃盟舜 高分子系 男 B039 永久會員 薩昌齡 材料系 男 

B015 永久會員 謝進男 電子系 男 B040 永久會員 馬德中 工管系 男 

B016 永久會員 吳堉文 電子系 男 B041 永久會員 郭家維 材料系 男 

B017 永久會員 黃德舜 工管系 男 B042 永久會員 李恆霖 電子系 男 

B018 永久會員 卓欽銘 高分子系 男 B043 永久會員 林俊慧 電子系 男 

B019 永久會員 廖漢明 工管系 男 B044 永久會員 吳玉屯 電子系 男 

B020 永久會員 李柯柱 電子系 男 B045 永久會員 施志和 材料系 男 

B021 永久會員 江順成 電子系 男 B046 永久會員 方建洲 材料系 男 

B022 永久會員 陳阿見 電子系 男 B047 永久會員 許書揚 工管系 男 

B023 永久會員 林永隆 電子系 男 B048 永久會員 施建中 電子系 EMBA 男 

B024 永久會員 魏榮宗 材料系 男 B049 永久會員 李再成 機械系 男 

B025 永久會員 賴志賢 EMBA 管研 男 B050 永久會員 許峻銘 營建研 99 男 

 
 

會員名冊（永久會員四之三）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B051 永久會員 葉錫勳 電機系 男 B071 永久會員 李坤鍾 電機系 男 

B052 永久會員 吳培旭 電機系 男 B072 永久會員 吳泳宏 電機系 男 

B053 永久會員 詹長霖 工管系 男 B073 永久會員 許恆壽 電子系 男 

B054 永久會員 劉振權 電子系 男 B074 永久會員 梁俊雄 電機系 男 

B055 永久會員 楊銘晉 材料系 男 B075 永久會員 許炎豐 電機系 男 

B056 永久會員 林德發 電子系 男 B076 永久會員 李清 電子系 男 

B057 永久會員 陳榮中 電機四技 男 B077 永久會員 莊子壽 機械系 男 

B058 永久會員 吳萬益 化工系 75 男 B078 永久會員 洪淑姬 EMBA 女 

B059 永久會員 劉喜文 營建四技 男 B079 永久會員 吳培瑞 EMBA 男 

B060 永久會員 陳金壽 自控所 男 B080 永久會員 林榮三 EMBA 男 

B061 永久會員 林錦聰 電機系 71 男 
     

B062 永久會員 蘇清淵 材料系 男 
     

B063 永久會員 連清塗 營建系 男 
     

B064 永久會員 吳偲瑀 化工系 女 
     

B065 永久會員 彭成基 工管系 男 
     

B066 永久會員 林雍嵐 電子系 男 
 

    

B067 永久會員 吳炯秋 電子系 男 
 

    

B068 永久會員 成治 化工系 男 
 

    

B069 永久會員 陳忠正 材料系 男 
 

    

B070 永久會員 徐松林 材料系 男 
 

    

 
註：B 永久會員,共 80 位。 
(97 年 3 月 27 日起招收,會費 10,000 元整,入不可動支永久會員基金) 
 
B066-B077 為 104 年入會 
B078 及 B079 及 B080 為 105 年入會 

會員名冊（永久會員四之四）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C001 一般會員 孫維良 機械系 男 C130 一般會員 賴海源 材料系 男 

C002 一般會員 郭銘駿 機械系 男 C141 一般會員 賴如鎧 工管系 男 

C003 一般會員 王宜達 機械系 男 C142 一般會員 阮張榮 自控所 男 

C005 一般會員 許博硯 機械系 男 C152 一般會員 魏家傑 機研所 男 

C009 一般會員 林景棋 營建系 男 C164 一般會員 劉益民 電子系 男 

C018 一般會員 曾隆峰 工地主任班 男 C176 一般會員 恒勇智 電子系 男 

C019 一般會員 蕭俊志 工地主任班 男 C177 一般會員 葉景豐 電機系 男 

C020 一般會員 張震揚 工地主任班 男 C182 一般會員 葉怡忠 工地主任班 男 

C021 一般會員 韓鎮安 工地主任班 男 C185 一般會員 張寶川 材料系 男 

C022 一般會員 余明添 工地主任班 男 C190 一般會員 尹竑翰 電機系 男 

C023 一般會員 陳增添 工地主任班 男 C201 一般會員 胡毓忠 機械系 男 

C024 一般會員 朱生吉 工地主任班 男 C213 一般會員 張世偉 工管系 男 

C026 一般會員 莊順利 工地主任班 男 C215 一般會員 蘇灼謹 營建系 男 

C027 一般會員 李信勇 工地主任班 男 C218 一般會員 王存孝 電子系 男 

C028 一般會員 林言良 工地主任班 男 C224 一般會員 蔡國棟 工管系 男 

C029 一般會員 林才鑒 工地主任班 男 C226 一般會員 柳志瑩 營建系 女 

C030 一般會員 李健雄 工地主任班 男 C238 一般會員 胡光耀 電子系 男 

C033 一般會員 李長榮 電子系 男 C243 一般會員 簡進興 機械系 男 

C046 一般會員 錢世明 電子系 男 C245 一般會員 洪啟德 營建系 男 

C065 一般會員 吳江林 工管系 男 C246 一般會員 蘇金勝 電機系 男 

C082 一般會員 吳烈能 工管系 男 C248 一般會員 康安平 工管系 男 

C089 一般會員 蕭永達 電子系 男 C249 一般會員 王健榮 工管系 男 

C091 一般會員 鄭永傑 工管系 男 C250 一般會員 蘇家毅 建築系 男 

C097 一般會員 魏麗碧 資管系 EMBA 女 C251 一般會員 周美君 自控所 女 

C115 一般會員 劉紋宏 電子系 男 C252 一般會員 陳文思 資管 男 

 

會員名冊（一般會員二之一）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C253 一般會員 呂蕙君 企管 女 
     

C255 一般會員 陳心傑 材料系 男 
     

C259 一般會員 李紹禎 企管系 女 
     

C261 一般會員 林碧堂 機械系 男 
     

C262 一般會員 邱永豐 工地主任班 男 
    

 

C263 一般會員 林敬堯 資工系 男 
     

C264 一般會員 蔡錦川 電子系 男 
     

C265 一般會員 傅俊偉 化工系 男 
     

C266 一般會員 謝冠群 電子系 男 
     

C268 一般會員 李偉劍 材料系 男 
     

    
 

     

    
 

     

    
 

    
 

    
 

     

          

          

          

          

      
    

      
    

註：C 一般會員,共 60 位。(入會費 500 元，每年繳交常年會費 500 元)   
 
編號黃標為 104.12.31 到期(39 位) 
C215 及 C263 為 106.12.31 到期(2 位) 
C003 為 107.12.31 到期(1 位) 
其餘均為 105.12.31 到期(18 位) 
C266 為 104 年入會 
C268 為 105 年入會  
 

會員狀況統計至 105.01.14 止 

 

會員名冊（一般會員二之二） 


	105年度會務計劃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