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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會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貳、開會日期：民國 103 年 01 月 11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至 14:00 
参、開會地點：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12 樓 
肆、與會人員： 

一、主席：李柯柱                             記錄：唐甫菱 
二、出席人員：應出席 159 人，實際出席 87 人（出席 69 人,委託 18 人） 
三、請假：72 人。 
四、列席人員： 

榮譽理事長：謝進男教授、羅台生董事長 
顧問：陳希舜、蘇清文 
貴賓：廖慶榮校長、工程學院鄭正元院長、 

管理學院陳正綱院長、EMBA/EDBA 校友會張溪石會長、 
中區校友會林永裕會長、自控所系友會阮張榮會長、 
營建系黃兆龍主任、營建系李泉慧秘書  

伍、主席致詞：(略) 
陸、貴賓致詞：(略) 
柒、頒獎典禮：會員捐款超過 50,000 元以上贈感謝獎盃 
 

序號 單位 姓名 

1 鈊象電子(股)公司總經理 江順成 

2 鈊象電子(股)公司總經理 陳阿見 

3 鈊象電子(股)公司董事長 李柯柱 

4 振達電子(股)公司董事長 蔡侑霖 

5 富爾特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賴如鎧 

6 嵩森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吳堉文 

7 聖育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許恒壽 

8 連展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陳鴻儀 

9 和友紡織(股)公司董事長 卓欽銘 

10 銘登營造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榮進 

11 聖暉工程科技(股)公司 王百祿 

12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副總 林春杰 

 
捌、會議:    



2 
 

 (一)會議 

1 101年 12月 15日 
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理監事改選 

2 102年 01月 02日 理事長交接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 102年 02月 27日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4 102年 06月 13日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5 102年 10月 29日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6 102年 12月 13日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籌備會議(第一次) 

7 102年 12月 25日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籌備會議(第二次) 

(二)活動 

1 102年 01月 16日 校史室開幕活動 

2 102年 01月 28日 陳校長卸任茶會 

3 102年 02月 18日 學校新春團拜活動 

4 102年 02月 24日 中區校友會新春團拜活動 

5 102年 03月 15日 教育部技職教育記者會 

6 102年 03月 20日 EMBA/EDBA校友會 2013年度慈善音樂劇 

7 102年 03月 23日 學校 38週年校慶活動 

8 102年 03月 24日 南區春酒聯誼活動 

9 102年 03月 29日 學校”校園徵才博覽會”活動 

10 102年 05月 04日 香港中文大學 50週年晚會 

11 102年 06月 01日 機械系系友會法人成立大會 

12 102年 06月 08日 學校 102年畢業典禮 

13 102年 06月 25日 學校學習工作隊授旗典禮 

14 102年 07月 23日 浙江大學李摩西博士來訪 

15 102年 08月 17日 中區校友會會員大會 

16 102年 09月 28日 參訪印尼區校友會 

17 102年 10月 20日 華東區校友會 2013年會 

(三)各組會務推動 

1 網路服務組: 

校友會網站自 100年 08月 27日正式上線至 102年 11月止，迄今超

過 294萬人次上網瀏覽，平均每月 16萬 3千人次，每天 5千人次 

2 公益服務組:  
1. 陳孟廷同學急難救助,補助 30,000 元;另募款到 173,100 元 

2. 國際志工社補助 10,000 元 

3. 嚕啦啦康輔社補助 20,000 元 

4. 社會服務團補助 30,000 元 

3 產學服務組: 
1. 台灣電資產業論壇課完成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及 102 學年度第一

學期課程 

2. 人文科技實務講座完成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及 102 學年度第一學

期課程 

4 聯誼服務組:  

102年度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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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現金結存$2,468,946  

102年度財務報告: 

~校友會專款$1,497,692   

~永久會員會費基金$410,351 

~產學專款$86,945 

~高爾夫球社$217,958 

~公益服務專款$256,000 

102 年度收支 

        收入   $10,764,563 (說明如下) 

校友會專款$6,580,942+產學專款$350,000+高爾夫球社

$656,500+公益服務專款$611,331+代收$374,940+永久會費

$30,000+台企利息轉存台銀$26,150(另含校友會專款及公益服務

專款的代收總金額 2,134,700) 

        支出   $6,775,428 (說明如下) 

校友會專款$3,345,303(含贊助支出 2,170,000)+產學專款

$243,181+高爾夫球社$485,403+公益服務專款$90,000+代付

$374,940+永久會費$30,000+台企利息轉存台銀$26,501(另含校友會專

款及公益服務專款的代支總金額 2,180,100) 

本期餘絀 $3,989,135 

 

102年現金結存$6,458,081  

~校友會專款$4,668,331 

                             (含暫定存$3,500,000) 

~永久會員會費基金$440,000 

~產學專款$193,764 

~高爾夫球社$389,055 

~公益基金$766,931 

                             (含許孟超老師獎學金$511,331)   

1. 配合母校籌辦校慶活動 

2. 辦理理監事聯席會議之企業參訪事宜 

5 運動休閒組: 

1. 高爾夫球隊已達第三屆，每月第三週週六持續球敍 

2. 精誠鐵騎社 11月完成鶯歌自由騎活動 

3. 桌球運動自 4月起每月第二、四週週三晚間展開，期待朝社團活

動發展 

(四)出版 

1 電子報 

每月底出刊當月電子報 

2 季刊 

1. 完成電子系吳香麟學長亦遺孀葉寶珣女士專訪，刊於 61期季刊 

2. 完成 4位傑出校友專訪,出版 4期「台灣科大校友季刊」

(61.62.63.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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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提案討論: 
 
提案一：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會」民國 102年度工

作事項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民國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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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提案二：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會」民國 102年度財

務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民國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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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提案三：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會」民國 103年度工

作計畫報告與財務預算報告。 

案由說明：本會民國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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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章程第三十二條，本年度工作計劃報告與財務預算報告應於本年度開

始前二個月提報會員大會通過或先提報理監事會議通過並先報主管機關

核備，再連同上年度工作報告一併提報會員大會，但本年度由於首次將

會員大會延至元月份召開,故在程序上有疏忽，將於本年度年終時依章程

執行。另會員大會通過 103年度工作計畫報告與財務預算報告，報請內

政部備查。                            提案單位：校友會 

 

 

提案四：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會」更名「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 

案由說明：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已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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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拾、臨時動議： 

配合母校於 3 月份舉辦的 39 週年校慶活動，提請成立召集委員會，以使活動

圓滿推動。 
決議：召集委員會由卓欽銘副理事長擔任總召集人，協調後續活動事宜。 

 
拾壹、年終同歡活動 
 
拾貳、散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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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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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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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附件一之三 



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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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04 召開第七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2).103.06.17 召開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3).103.09.23 召開第七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4).104.01.31 召開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2 網站更新即時化 
會員及校友資料庫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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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季校友季刊編輯 
(2).每月發行電子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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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每月發行電子報，提供各項即時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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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及新

生入學迎新活動等 
(6)協助推動學校創新公司成立暨營運事宜。 

6 擴大與國內外組織團體參

訪聯誼活動 
浙江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姊妹校校友會聯誼

合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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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 月拜訪高雄區校友會 
(5). 103.08 月拜訪台中區校友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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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地區校友會 
(3).拜訪印尼地區校友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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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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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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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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會員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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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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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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A 永久會員,共 85 位。(89 年社團法人成立前

加入者,會費 3,000 元整) 

A067 永久會員 徐謀賢 工管系 男 

A068 永久會員 洪火炎 工管系 男 

A069 永久會員 吳榮輝 工管系 男 

A070 永久會員 洪文景 工管系 男 

 

會員名冊（永久會員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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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B001 永久會員 林亦郎 營建系 男 B025 永久會員 賴志賢 EMBA 管研 男 

B002 永久會員 汪治民 高分子系 男 B026 永久會員 蔡政志 材料系 男 

B003 永久會員 陳劍威 工管系 男 B027 永久會員 林春杰 電子系 男 

B004 永久會員 林啟瑞 機械系 男 B028 永久會員 林聰傑 電子系 男 

B005 永久會員 林立群 高分子系 男 B029 永久會員 李明宗 材料系 男 

B006 永久會員 何明火 工地主任班 男 B030 永久會員 連錦堅 工管系 男 

B007 永久會員 連信仲 機械系 男 B031 永久會員 王新添 電子系 男 

B008 永久會員 石其生 資工所 男 B032 永久會員 簡榮富 機械系 男 

B009 永久會員 張峯豪 工管系 男 B033 永久會員 董榮進 營建系 男 

B010 永久會員 陳鴻儀 工管系 男 B034 永久會員 徐偉舜 工管系 男 

B011 永久會員 蘇文旭 工管系 男 B035 永久會員 李海清 工管系 男 

B012 永久會員 林乾坤 工管系 男 B036 永久會員 蔣健忠 電機系 男 

B013 永久會員 李耀堂 工管系 男 B037 永久會員 曹  行 工管系 男 

B014 永久會員 黃盟舜 高分子系 男 B038 永久會員 陳壽瑴 工管系 男 

B015 永久會員 謝進男 電子系 男 B039 永久會員 薩昌齡 材料系 男 

B016 永久會員 吳堉文 電子系 男 B040 永久會員 馬德中 工管系 男 

B017 永久會員 黃德舜 工管系 男 B041 永久會員 郭家維 材料系 男 

B018 永久會員 卓欽銘 高分子系 男 B042 永久會員 李恆霖 電子系 男 

B019 永久會員 廖漢明 工管系 男 B043 永久會員 林俊慧 電子系 男 

B020 永久會員 李柯柱 電子系 男 B044 永久會員 吳玉屯 電子系 男 

B021 永久會員 江順成 電子系 男 

註：B 永久會員,共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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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22 永久會員 陳阿見 電子系 男 

B023 永久會員 林永隆 電子系 男 

B024 永久會員 魏榮宗 材料系 男 

 

會員名冊（永久會員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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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編號 類別 姓名 系別 性別 

C005 一般會員 許博硯 機械系 男 C190 一般會員 尹竑翰 電機系 男 

C018 一般會員 曾隆峰 工地主任班 男 C218 一般會員 王存孝 電子系 男 

C019 一般會員 蕭俊志 工地主任班 男 C224 一般會員 蔡國棟 工管系 男 

C020 一般會員 張震揚 工地主任班 男 C238 一般會員 胡光耀 電子系 男 

C021 一般會員 韓鎮安 工地主任班 男 C182 一般會員 葉怡忠 工地主任班 男 

C022 一般會員 余明添 工地主任班 男 C185 一般會員 張寶川 材料系 男 

C023 一般會員 陳增添 工地主任班 男 C189 一般會員 王曉鐘 電子系 男 

C024 一般會員 朱生吉 工地主任班 男 C190 一般會員 尹竑翰 電機系 男 

C026 一般會員 莊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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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3 一般會員 李長榮 電子系 男 C238 一般會員 胡光耀 電子系 男 

C034 一般會員 許恒壽 電子系 男 C243 一般會員 簡進興 機械系 男 

C051 一般會員 彭成基 工管系 男 C247 一般會員 楊吉仁 電子系 男 

C097 一般會員 魏麗碧 資管系 EMBA 女 C248 一般會員 康安平 工管系 男 

C115 一般會員 劉紋宏 電子系 男 C249 一般會員 王健榮 工管系 男 

C141 一般會員 賴如鎧 工管系 男 C250 一般會員 蘇家毅 建築系 男 

C142 一般會員 阮張榮 自控所 男 C251 一般會員 周美君 自控所 女 

C182 一般會員 葉怡忠 工地主任班 男 
註：C 一般會員,共 30 位。(入會費 500 元，每年

繳交常年會費 500 元)  103.01.03 止 
 

C185 一般會員 張寶川 材料系 男 

C189 一般會員 王曉鐘 電子系 男 

 
 

會員名冊（一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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