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企業參訪 

106年09月29日(四) 
 

 



有效會議人數出席統計 

理事：24席 
陳鴻儀/許恆壽/許書揚/張智超/黃宗仁/姜述尚/
楊金石/胡光耀/李耀堂/劉添華/郭銘駿/蔡錦川/
賴文正/李明宗/陳良榮/林敬堯/彭成基/陳文思/
黃茂全/魏家傑/陳劍威/陳金壽/陳永騰/王來旺 
 
監事：6席 
曾隆峰/吳金地/錢世明/林錦聰/陳億成/徐松林/
郭泰良 
 
請假：14席 
缺席：2席 



列席人員 

候補理監事： 
吳淑華/鄭永傑/李再成/林雍嵐/張寶川/謝祥樹/
吳泳宏 
 
秘書處： 
曹行/邱琰惠/李恆霖/唐甫菱 

 
來賓： 
恆勇智資深校務顧問/卓欽銘榮譽理事長/ 
莊永順顧問/羅台生顧問/賴如鎧顧問/ 
蘇棠緯/廖漢明/畢祖明/張素珍/張永生/ 
林天生/李泉慧 



議程表 

 

 

 

時間 議程 

15:20-15:30 參訪報到 

15:30-15:35 校友總會理事長開場致詞 

15:35-15:40 醫揚莊董事長致歡迎詞 

15:40-16:20 醫揚科技影片介紹/簡報 

16:20-16:50 動態參訪-醫揚科技 

16:50-17:20 大合照/交流時間 

17:20-17:40 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會務報告 

17:40-18:30 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服務團隊報告 

18:30-18:40 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提案討論 

18:40-18:50 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 

19:00-20:40 晚宴-乾隆坊餐廳 

20:40 大合照 

20:50 散會 



工作報告 



關鍵任務 

加強連繫，整合校友
  



網站第二期規畫 
 

使用人登入 

活動行事曆 

班連絡人及留言板 

傑出校友／系友榮譽榜 

校友資料庫 



使用人登入：設立使用人群組 
 
各校友團體 （包括系友會及地區分
會等）設置連絡人，為校友總會網
站之使用人。 

使用人經註冊後，可登錄進入校友
總會網站，以增修該團體的相關資
料，如活動行事曆、傑出系友、班
級連絡人、校友會員等。 



活動行事曆：活動行事曆及活動總表 
 

各校友團體會員(使用人)登入後，依權
限可建立或更新自己單位的活動資料。
包括日期、活動名稱、活動明細等。 

所有校友都可以上網看所有的活動行
事曆資料。包括活動總表及單位行事
曆。 



班連絡人及留言板 

 顯示創校以來，各系所各班級之其連絡人及班級
留言。 

 使用人登入後， 依權限可建立或更新自己單位的
班級聯絡人資訊。 

 所有的校友都可以看到班連絡人姓名, 並發送電子
郵件給班連絡人。並可以在班級留言板上留言。 

 顯示班連絡人總表及各系之班連絡人表，並以顏
色區分該班目前是否己連絡人。 

 依年度或系，統計畢業班級數及有班連絡人班數
所佔之比列。  



傑出校友／系友榮譽榜 

依年度顯示傑出校友玉照、在學資
料及社會成就。並附專訪。  

傑出院友、系友。比照辦理, 由各
系友會使用人登入後，依權限自行
建立或修改。 



建立校友資料庫 

 蒐集校友資料並置入資料庫中，以妥善保管，有
效運用。 

 

校 友 

資料庫 
 

會員資料 

藉由辦活動及班連絡人，
連絡到更多的校友 



校友資料表 

 一次搞定，存入校友資料庫，絕不重複填寫。 

 



校友資料庫安全措施 

兩層防護 

目前伺服器委請母校計中代管，只有
特定IP可以連線進入進入網站伺服器。 

只有進入伺服器者才能連線資料庫，
連結資料庫還需要再一層帳號密碼。 

 



其他配合措施 
 

 協助各校友團體設立網站或部落格，並與總
會網站鏈結。 

 利用ＬＩＮＥ群組功能，設置校友團體連絡
人群組。由各校友團體指派連絡人加入，以
加強橫向溝通連繫。 



關鍵任務：加強連繫，整合校友 

請各位理監事、以及
系友會、院友會、地
區分會代表，大力參
與，惠賜意見，共襄
盛舉！ 



活動報告 



七月份重要活動 

 07/01 校友總會網站正式版上線。  

 07/08 EMBA校友會樂夜樂美麗慈善音樂會。 

 總會理監事贊助購票256,000。 

 07/23 校友總會華南區校友會成立大會。 

 校友總會、陳理事長、卓榮譽理事長、 

    賴顧問各贊助3萬元。總共贊助12萬元。  

 07/26 校友會電子會訊創刊號發行 。  

 07/31 發行校友季刊７８期。 



八月份重要活動 

 08/02 台科創業投資基金會籌募規劃說明會。  
 理事長代表出席。 

 08/17 EMBA慈善音樂會捐贈餐會 。  
 李榮譽理事長、許副理事長、李明宗理事（聯誼活動組

組長）代表參加。   

 08/18 產學推廣組-產學合作會議   
 與母校研發處共同舉辦。媒合產業需求及教學研究。 

 08/26 中區校友會校友大會。 
 理事長率團參加，並贊助30,000元  

 08/28 校友總會網站第二期需求確認開工。 
 預計10月底正式上線。 



九月份重要活動 

 09/02 校友會電子會訊九月號發行 。 

 09/28 企業參訪暨理監事會議。 
 感謝醫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莊大學長費心安排。  

 09/29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行銷台灣
訪問團  
 台科大校友商機交流。 

 理事長暨桃竹苗地區分會陳會長代表參加。  

 



財務報告 



校友總會專款(06/01-08/31)  

  總會專款項目 
上期結餘 
(05/31) 

收支 支出 
本期結餘 
(08/31) 

校友總會專款 
(台灣銀行) 

$1,089,071 
 

$306,072 $731,646 $663,497 

永久基金專款 
(台灣中小企銀) 

$940,000 
 

0 0 $940,000 

大項支出說明: 
 
網站製作(第一期) $150,000 
網站製作(第二期首款) $90,000 

  77及78期季刊印刷 $51,000 
華南校友會成立贊助款 $30,000 
中區校友大會贊助款 $30,000 
尚有應收帳款 $60,000 



校友總會其他專款專用(06/01-08/31)  

  專款專用項目 
上期結餘 
(05/31) 

收支 支出 
本期結餘 
(08/31) 

產學專款(1) $365,311 $2,780 $362,531 

校務基金專款 $25,358 0 0 $25,358 

高爾夫球隊 $455,978 $503,500 $122,651 $836,827 

精誠鐵騎社 $11,391 0 0 $11,391 

公益專款(2) $97,320 $225,600 $256,000 $66,920 

許孟超老師獎學金(3) $511,331 0 $511,331 0 

說明: 
(1) 產學專款結餘:電資學院$215,530及工程學院$147,001 
(2) 公益專款尚有應收帳款-慈善購票$30,400 
(3) 許孟超老師獎學金$511,331於6/20交還電子系運用 



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服務團隊報告 

台科大校友總會 



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提案討論 

台科大校友總會 



提案一 
通訊軟體LINE群組使用規範制定增列 

提案人:許恆壽 

 案由說明： 

 第八屆第七次理監事聯會議提案已通過通訊軟體LINE群
組使用規範，希望將使用規範制定更完善，以符合實際
需求，故提案增修規範 
 

 建議方案： 

增列群組類別-服務團隊群組 

增列相簿儲存及利用記事本規範 

增修完成的使用規範請參閱附檔 

決議:通過line使用規範，並由秘書處執行 



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臨時動議（無） 

台科大校友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