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
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貳、開會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五) 18:00 至 20:30
参、開會地點：海霸王北區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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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人，請假 9 人。
卓欽銘、陳鴻儀、許恆壽、蔡侑霖、許書揚、王存孝、蘇灼謹、
徐松林、吳堉文、郭銘駿、李耀堂、蔡錦川、劉添華、林敬堯、
施國欽、彭成基、邱琰惠、張世偉、林言良、吳萬益、陳文思、
許長立、邱永豐、王建富、黃茂全、陳金壽
孫維良(請假)、黃郁文(請假)、胡光耀(請假)、林錦聰(請假)、
蕭永達(請假)、胡毓忠(請假)、林碧堂(請假)、林景棋(請假)、
成治(請假)
三、監事應出席 11 人，出席 7 人，請假 4 人。
曾隆峰、黃盟舜、魏家傑、林亦郎、楊金石、王和源、石其生
曹 行(請假)、施建中(請假)、連清塗(請假)、許和榮(請假)

伍、列席人員：
一、貴賓：廖慶榮校長、張智超會長、羅台生顧問、陳衍霆顧問、
陳豐山會長、蔡歆惠處長、鄭宗宜副理、楊孟娟、呂蕙君、
黃裕端、李泉慧、蔡承融、曾翊婷
二、侯補理監事：黃宗仁、張寶川、吳江林、王總守、柳志瑩、
陳姵蓁、鄭永傑、李紹禎
三、秘書室：李明宗秘書長、洪培義副秘、陳榮中副秘、洪火炎副秘

陸、主席致詞：(略)
柒、貴賓致詞：(略)
捌、頒聘書及當選證書：(略)

玖、會務及財務報告:
一、 會員人數（統計至 104.11.30）
A 級永久會員 89 人
B 級永久會員 77 人
C 級一般會員 64 人
總計會員人數 230 人
二、 會務活動
日期

項目

09/08

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暨企業參訪

10/15

原民中心頒獎典禮

10/20

校長會見桃竹苗校友分會

10/24

華東區校友分會 104 年會

11/10

台科.一銀認同卡簽約儀式

11/24

會員大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11/26

海外築夢感恩茶會

三、 職務捐
已收職務捐 2,030,000 元
未收職務捐 90,000 元
(統計至 104.11.30 止)
四、 會務報告-公益服務組
善益計劃
-年節將至,推薦送廠商及員工伴手好茶
-累積至 11 月,共有 6 筆訂單,善益基金收入 76,880(扣除運費及滙費)
-訂購單一年有效,歡迎訂購

五、 會務報告-運動休閒組
高爾夫球隊
-每月第三週的週六球隊例賽
-歡迎校友參加
鐵騎社
-11/28.11/29 日月潭單車逍遙遊
-歡迎加入
六、 會務報告-產學服務組
台灣電資產業論壇
吳堉文、謝進男、許恆壽共同主持
人文與科技實務講座
王百祿主持
管理理論與實務演講
羅台生主持
七、 會務報告-聯誼服務組
企業參訪
-感謝化工系吳萬益會長安排
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 105/01/23(六)
-母校 AU101 視聽館
母校 41 屆校慶
- 105/03/19(六)
八、 會務報告-網路服務組
(1) 總會網站流量表
期間

總瀏覽人次

日平均人次

104 年 09 月

116,178 人次

3,873 人次

104 年 10 月

113,382 人次

3,657 人次

104 年 11 月

96,823 人次

3,227 人次

(2)總會網站網頁資訊提供，維護網站運作完整
(3)加入校友總會 LINE 群組

九、財務報告（結算至 104.11.30）
上期結餘

104 年

104 年

本期結餘

(104/08/31)

9-11 月收入

9-11 月支出

(104/11/30)

4,184,142

11,690

274,528

3,921,304

產學專款(說明 2)

261,416

0

72,318

189,098

高爾夫球隊專款

709,129

247,785

221,230

735,684

公益服務專款(說明 3)
代收款(電機系)

652,331

0

0

652,331

120,000

0

120,000

300,000

0

300,000

科目
總會會務專款(說明 1)

代收款(高柏科技獎學金)
台銀現金結存合計
零用金
永久會費基金(台企)

5,807,018

679,475

568,076

5,918,417

3,893

20,000

15,090

8,803

770,000

0

0

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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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代收款扣 10%手續費後待滙入電機系;高柏獎學金誤入待滙入學校

拾、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電機系友會提案/劉添華教務長回覆)
茲提維持本校創校之三明治教育精神，不要廢除碩博士專班學程
說明：
碩博士專班學程有利校友進修，尤其局勢變換,新生逐年減少，
而工作一段時間欲再進修的中古生則增加，程度上也相當不錯，
電機系友會員大會與系諮議會議曾多次提出希能保留，惟未獲系
裡採納
建議方案：
遽聞他系亦有類似情形，今年 11/4 電機系諮議會議，委員(校友)
建議能在校友總會提出，希望學校能提供校友進修管道，另又可
增加教授與產業界合作契機，以達雙贏
決議：電機系 2000 年起設立碩士在職專班，提供在職電機專長人士進修
管道。成立初期，一半學生 3 年畢業，一半 4 年畢業，然近年來
因電機產業逐漸移至大陸，學生因常需赴大陸工作，導致只有 20%
學生能 4 年畢業，其餘 80%學生無法在 4 年畢業。
有鑒於此，工程學院與電資學院召開聯席會議，成立高階科技研
發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涵蓋專利佈局、產業分析、管理及特定專
業，以契合國內需求人才。
雖原電機所在職班已經教育部核准停招，但在職進修另一管道＂
高階科技研發碩士在職專班＂歡迎校友報考。

提案討論二(校友總會會員大會籌備小組提案)
茲提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 ，提請核定之
說明：
日期及地點:105 年 01 月 23 日(六)於母校 AU 視聽館
午宴及摸彩活動：母校蘇杭餐廳
暫以 230 席預估，有效席數為 115 席(含委託出席)
會員大會議程
議程新增專題演講及摸彩活動
開場表演：邀請原住民青年社 20 分鐘表演
專題演講：請理監事推薦適合主講人選，講題由主講人自訂
摸彩活動：由常務理監事共計 14 位，贊助 1,000 元獎金或獎品，
亦歡迎各系及理監事提供摸彩獎項，秘書處詢廠商募獎品，以達
到同樂目的
時間

內容

09:00~09:40

報到暨領取手冊及紀念品

09:40~10:00

開場表演

10:00~10:05

理事長致詞

10:05~10:10

校長致詞

10:10~10:25

貴賓致詞

10:25-11:05

專題演講

11:05~11:10

頒獎典禮

11:10~11:40

會務報告、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12:00~14:00

午餐/摸彩同樂活動

決議：通過。

提案討論三(校友總會會員大會籌備小組提案)
茲提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念品 ，提請核定之
說明：
品名:後背、手提二用袋
數量:1,000pcs【300pcs 綠色(會員大會)/700pcs 藍色(校慶)】
單價:65 元(加手提)
袋面布料由卓理事長和友紡織贊助
設計:母校工商設計系碩士班蔡承融同學
示意如圖示
決議：通過。

拾壹、臨時動議
105 年傑出校友遴選
凡校友具下列資格之一，均得被推薦為傑出校友
(1)專業或事業上有傑出成就者
(2)對社會有特殊貢獻者
(3)對本校建設或發展有重大影響者
被推薦傑出校友之推薦表暨相關資料、證明文件請於 104/12/31 日前彙
送至母校秘書室校友服務組
被推薦傑出院系友之推薦表暨相關資料、證明文件請於 104/12/31 日前
彙送至校友總會秘書處

拾貳、散會 2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