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8年03月06日(三) 
台科大IB202會議室 

 

 



有效會議人數出席統計 

理事：23席 
許恆壽/陳劍威/江順成/李坤鍾/郭銘駿/李耀堂/
朱天來/蔡秉正/劉添華/吳玉屯/林敬堯/魏家傑/
李紹弘/林言良/陳文光/徐松林/姜述尚/陳金壽/
林榮三/陳文思/蘇文旭/鄭永傑/林祺錦 
 
監事：9席 
李明宗/吳金地/吳炯秋/謝錦良/郭泰良/邱琰惠/
蘇灼謹/林碧堂/何明火 
 
請假：12席 
缺席：2席 



列席人員 

候補理監事： 
陳姵蓁/賴文正/吳泳宏/洪鏈翔/林祐全/蕭俊志/
馬德中 
 
秘書處： 
李恆霖/郭清富/余維宣/唐甫菱 

 
來賓： 
卓欽銘榮譽理事長/陳鴻儀榮譽理事長/ 
翁沐楓國際青年組副組長/校服組林素霞組長 



議程表 

 18:00~18:30     報到 
 18:30~18:40     理事長致詞 

 18:40~18:50     貴賓致詞  

 18:50~18:55     貴賓介紹  

 18:55~19:25     頒聘書及當選證書 

 19:25~19:55     會務及財務報告 
 19:55~20:20     校慶事宜 
 20:20~20:30     提案討論 
 20:30~20:35     臨時動議   
 20:35~20:40     大合照 
 20:40               謝謝參與 



重要活動公告 

 03/15母校就業博覽會。  

 03/17南區108年度校友大會。 

 03/23母校44年校慶。   

 04/20自控所『滿月圓森林踏青』春季出遊。 

 04/21-04/22高球隊會長盃活動。 

 04/27-04/28鐵騎社春遊～花蓮太魯閣二天一夜。 

 05/19華南區校友會108年校友年會。 
 



組織現況報告-顧問團 
姓名/職銜 姓名/職銜 

曾隆峰  顧問兼召集人 黃玉霖  顧問(交通部政務次長) 

莊永順  顧問(研揚科技董事長) 黃柏霖  顧問(市議員) 

陳希舜  顧問(台科大前校長) 董榮進  顧問(銘登營造董事長) 

羅台生  顧問(晶訊科技董事長) 陳良榮  顧問(榮邦科技董事長) 

賴如鎧  顧問(富爾特科技董事) 陳先正  顧問(正生婦幼診所院長) 

李柯柱  顧問(鈊象電子董事長) 徐    興  顧問(電電公會副秘書長) 

陳阿見  顧問(鈊象電子總經理) 羅懷家  顧問(海基會副秘書長) 

施義芳  顧問(立法委員) 許國維  顧問(嘉源營造有限公司) 

莊子華  顧問(富樂群建設董事長) 丁彥致  顧問(中華投資總經理) 

蘇清文  顧問 
(張北兩岸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 

黃翔龍  顧問 
(奧宇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施春成  顧問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 



組織現況報告-服務團隊 

 產學推廣組 
 組長：李隆安            副組長：余維宣 

 運動休閒組 
 組長：李坤鍾  副組長：魏家傑 

 聯誼活動組 
 組長：李耀堂   副組長：蘇文旭 

 公益服務組 
 組長：張智超   副組長：宋永皓 

 網路資訊組  
 組長：林敬堯  副組長：陳文思 

 國際青年組  
 組長：莊明輝  副組長：翁沐楓 



組織現況報告-秘書室 

 

李恆霖 秘書長 

 郭清富 副秘書長  工程學院 

 余維宣 副秘書長  管理學院 

 唐甫菱 會務秘書 

 
 



年度工作計劃 

 日常會務工作。 

 加強總會與系友會和地區校友會的互動與聯繫。 

 與更多的校友取得聯繫與交流。 

 定期召開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 

 積極參與母校項活動。 

 整合並協調各服務團隊之各項活動。 

 參與並協助系友會和地區校友會各項活動。 

 定期發行校友會訊。 

 維護更新校友會網站並維護校友資料庫。 



會務專款 

  
會務專款項目 

上期結餘 
(107/12/31) 

收入 支出 
本期結餘 

(108/03/05) 

校友總會專款(1) 
$3,509,258 $2,020,000 $352,124 $5,177,134 

零用金 15,762 0 $8,694 7,068 

說明: 
(1) 校友總會專款含定存3,500,000 

(2) 本屆職務已收28位,共計535,000元如下:陳劍威.江順成.李
坤鍾.李耀堂.朱天來.蔡秉正.吳堉文.劉添華.吳玉屯.宋永皓.

曹行.李紹弘.林言良.林榮三.鄭永傑.王玉霜.林明山.吳炯秋.

謝錦良.郭泰良.邱琰惠.蘇灼謹.洪火炎.賴文正.吳泳宏.洪鏈
翔.林祐全.蕭俊志;尚有33位,共1,940,000待收 



其他專款專用  

  
專款專用項目 

上期結餘 
(107/12/31) 

收入 支出 
本期結餘 

(108/03/05) 

產學專款(1) $73,648 100,000 0 $173,648 

校務基金專款 $18,158 0 0 $18,158 

高爾夫球隊 $833,873 $5,000 $79,079 $759,794 

精誠鐵騎社 $21,051 0 0 $21,051 

桌球社 0 $68,000 $25,000 $43,000 

公益專款 $46,644 0 0 $46,644 

說明: 
(1) 產學專款結餘:電資學院$105,483及工程學院$68,165 



44週年校慶暨運動會活動 

 日期：108/03/23(六)05:30~20:30 

運動會系列活動 
路跑活動-05:30-10:00公館水岸廣場 

開幕繞場-10:00-11:30操場(10:20開始) 

運動大會-11:50-15:50 

理監事集合參加繞場：09:30-10:20(RB102會議室) 

各系動員參加，服裝：綠外套+黑帽 

校慶系列活動 
校友總會08:00-16:40接待校友/RB-102 

 

各系系友會-10:00-17:00/地點整合後公告 

園遊會-10:00-16:00/大草坪 

ED/EMBA校友會/唐鳳政務委員專題演講-10:10-11:20/RB-105 

管院聯合校友會/張成秀博士專題演講-13:30-15:00/IB-101 

化工系系友會/羅仕洲博士專題演講-13:30-14:30/E2-102 

電子系系友會/謝冠宏傑出校友專題演講-16:00-17:00/IB-301 

校慶晚宴-17:00-20:30/體育館(流程確認再公告網站) 



44週年校慶活動 

系友會時間 

單位 系友會時間 地點 拜會時間 

EMBA校友會 10:00-12:00(1010-1120) RB-105 11:30 

化工系 11:30-17:00(1330-1430) E2-102 15:25 

資工系 11:50-13:00 T4-405 11:50 

建築系 12:00-17:00 RB-809 14:00 

管院聯合 13:30-16:50(1330-1500) IB-101 16:20 

機械系 14:30-17:00 E1-470 14:40 

材料系 15:00-17:00 E1-102 15:05 

自控所 15:30- IB-201 15:45 

電機系 11:00-17:00 EE-407 16:40 

電子系 14:00-17:00(1600-1700) IB-301 16:00 

請安排總會理事長介紹及致詞,停留約10-15分鐘 
系友會時間盡量在16:50結束,移至體育館 



44週年校慶活動 
單位 院/系傑出校友人數 

電資學院 3人 

電子系 2人 

電機系 4人 

資工系 1人 

工程學院 

材料系 2人 

營建系 7人 

機械系 6人 

化工系 

自控所 2人 

建築系 5人 

管理學院 9人 

工管系 6人 

資管系 1人 

請提醒受獎人16:40-17:00至體育館受獎區報到 



44週年校慶活動 

體育館內桌數及氣球顏色(桌號) 

單位 桌數 顏色(桌號) 單位 桌數 顏色(桌號) 

學校 4 金(主1.3.4.5) 營建系 1 淺紫(32) 

校友總會 1 金(主2) 機械系 4 深藍(11-14) 

桃竹苗區 1 銀(貴6) 化工系 2 黑(33-34) 

中區 1 銀(貴7) 自控所 2 淺綠(29-30) 

南區 1 銀(貴8) 工地主任 1 淺藍(31) 

華南區 1 銀(貴9) 建築系 2 深紫(27-28) 

東南區 1 銀(貴10) 電子系 6 黃(16-21) 

EMBA校友會 2 咖啡(1-2) 電機系 5 深綠(22-26) 

管理學院 8 紅(3-10) 資工系 1 粉紅(15) 

材料系 3 橘(35-37) 傑出青年 1 白(38) 

請將氣球顏色告知系友,請派系友至門口指引 





44週年校慶活動 

 運動大會開幕繞場活動邀理監事參加 

 系友會時,總會理事長拜會請給予10-15分鐘時間, 

     拜會時間待公告 

 晚宴於16:40即可進場,請掌握系友會結束時間 

 傑出院/系友個人資料,請在03/13(三)前提供 

 傑出院/系友通知受獎事宜,由各系自行聯絡; 

頒奬當天受獎人未到請各系派代表受獎 

 校慶晚宴認桌桌錢7,000/桌,可當天至RB102繳交 

 

 其他提醒事項,請隨時留意line 群組 

 確定事宜將公告理監事公務群組及校友總會網頁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案討論 



提案一 

理監事辭職                                         提案人:秘書室 

 
案由：本屆練良誠監事，自當選至今，因自身公務繁忙恐無法顧

及會務，擬自請辭職。原監事職由陳榮中候補監事遞補。
請審核！  

說明： 
(1) 大會章程第二十九條: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

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
事會者，視同辭職。 

(2) 大會章程第十五條:本會置理事三十五人、監事十一人，由會員
(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
監事時，依得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十一人，候補監事三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決議：通過，由候補監事陳榮中遞補監事。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