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9年06月30日(二)



有效會議人數出席統計

理事：23席
許恆壽/蔡侑霖/陳劍威/江順成/李坤鍾/李耀堂
張智超/蔡秉正/吳堉文/劉添華/吳玉屯/林敬堯
魏家傑/宋永皓/曹 行/李紹弘/林言良/徐松林
姜述尚/陳金壽/林榮三/陳文思/鄭永傑

監事：7席
李明宗/吳金地/吳炯秋/謝錦良/邱琰惠/蘇灼謹
何明火

請假：12席
缺席：4席



列席人員
候補理監事：
吳淑華/陳姵蓁/洪火炎/賴文正/吳泳宏/蔡克雄
洪鏈翔
秘書處：
李恆霖/郭清富/余維宣/唐甫菱/吳冠俐/

劉于瑄/伍玉嘉
來賓：
劉代洋副校長/卓欽銘榮譽理事長/

陳鴻儀榮譽理事長/曾隆峰顧問總召/

陳良榮顧問/葉茂松副會長/李俊豪會長/

母校校友服務組林素霞組長/張桂瑜小姐



理監事會議議程表

◼ 18:00-18:30   理監事報到及寒喧

◼ 18:30-18:40   理事長致詞

◼ 18:40-18:50   貴賓致詞

◼ 18:50-18:55   貴賓及與會者介紹

◼ 18:55-19:25   會務報告

◼ 19:25-19:55   提案討論

◼ 19:55-20:00   臨時動議

◼ 20:00-20:10   大合照



第十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會務報告

台科大校友總會

李恆霖秘書長



會務報告

◼ 2-6月因疫情取消或延期的活動：母校及中區校友
會新春團拜、越南及新加坡校友會成立大會、南區
及東南區及華南區校友大會、 45週年校慶、 四十
重聚。

◼ 全球疫情嚴峻，本校大陸地區校友會發動各項活動：
華東-人道援助伊朗愛心活動，募到17大箱物資送
到伊朗上海領事館交予領事。華南-人道援助姐妹
校愛心活動，歐洲及日本和美國姐妹校，陸續收到
捐助的口罩及物資，表現友好情誼。東南-人道援
助伊索匹亞愛心活動，共募集到人民幣76,494元，
但因受贈單位希望更高等級的醫療物資，唯募得的
善款有限，恐無法滿足受贈單位的需求，故暫停此
援助。



會務報告

◼ 此次人道援助活動，總會援助共計nt173,497，
分別由以下支應
(1)募得84,000+(2)公益專款46,644+(3)慈善高
球專款42,853，感謝理監事愛心。

◼ 05/06拜會施義芳顧問榮任台灣世曦董事長
◼ 06/06 母校109年畢業典禮。
◼ 06/11 四十重聚籌備會議 (首)。
◼ 高球隊-每月例賽及6月會長盃。
◼ 桌球社-6月恢復每週四晚上運動。



活動預報
◼ 07/04(六) 精誠鐵騎社-基隆河溯源。
◼ 07/04(六) 高球隊-中區五校聯誼高球賽。
◼ 07/16(四) 四十重聚籌備會議(二) 。
◼ 07/25(六) 母校109年傑出校友表揚暨捐贈典禮。(第六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 08/22(六) 中區校友會109年度大會。
◼ 08/29(六)45週年校友回娘家活動。
◼ 09月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參訪中華電信學院5G應用

展示館。
◼ 10/24(六) 109年度三十.四十重聚活動。
◼ 11月理監事及服務團隊二天一夜旅遊活動。
◼ 12月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參訪吳堉文企業-亞德光機。
◼ 高球隊第三週週六。
◼ 桌球社每週四晚上。



07/25(六)母校109年傑出校友表揚暨捐贈典禮流程

活動主旨：疫情漸緩的首次校內大型活動，配合各項別具
意義的捐贈及簽約儀式，敬邀校友和理監事共
襄盛舉，為後續活動展開序幕及暖身。

說明：

（１）109年傑出校友頒獎典禮。

（２）翁昆湖校友及校友總會及利凌科技捐贈獎助學金。

（３）正崴、台達電、利凌與母校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４）會後於新店彭園餐廳午宴。

（５）本會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4(六)109年度三十.四十重聚活動

活動主旨：原訂6月要辦的四十重聚因疫情延至下半年，和三十重聚
融洽性的合辦，希望達到加乘效果，讓團聚更有氣氛，
人氣更旺。

說明：

(1)今年主角: (四十)學號A67二技/B65四技，共約560人。

(2)今年主角: (三十)學號A77二技/A76在職/ M77碩班，共約854人。

(3)由班聯絡人自組籌備委員會，活動流程及執行方式整合會議召開
定案。

(4)請各系會長協助召募班聯絡人。

(5)以邀請時任師長及免費辦校友證為誘因，希望提高參加率。



10/24(六)109年度四十重聚-A67及B65班聯絡人

A67二技
◼ 工管系：67甲-李松鈞及高朝樑 /  67乙- (待尋)
◼ 電子系：67甲-簡芳隆 /  67乙-藍明傳
◼ 電機系：67甲-楊金石
◼ 機械系：67甲-蘇燈城
◼ 材料系：67甲-趙一偉
◼ 營建系：67甲-張長海
◼ 化工系：67甲-莊茂松

B65四技
◼ 電子系：65甲-李文科及王文謙 / 65乙-李隆安及徐啟樺
◼ 機械系：65甲-石元銘及陳文昌
◼ 材料系：65甲-盧英才
◼ 營建系：65甲-嚴東霖



10/24(六)109年度三十重聚-A77及A76班聯絡人

A77二技
工管系：甲-(待尋)/乙-(待尋)/丙-(待尋)/丁-(待尋)
電子系：甲-吳炯秋/乙-(待尋)/丙-(待尋)/丁-(待尋)
電機系：甲-(待尋)/乙-(待尋)/丙-(待尋)/丁-(待尋)
機械系：甲-(待尋)/乙-(待尋)/丙-(待尋)/丁-郭銘駿/戊-魏家傑
材料系：甲-(待尋)/乙-(待尋)
營建系：甲-蘇灼謹/乙-(待尋)
化工系：甲-(待尋)/乙-(待尋)/丙-(待尋) 

A76在職
工管系：-(待尋)
電子系：-(待尋)
機械系：-(待尋)
營建系：-(待尋)





財務報告



會務專款明細(統計至5/31) 本期結餘紫底存於台銀帳戶會務專款

會務專款項目
上期結餘
(108/12/31)

收入 支出
本期結餘
(109/05/31)

校友總會專款
(說明1)

$437,278 $1,112,000 $636,743 $912,535

慈善高球專款 $744,979 30,000 0 $774,979

其他業務代收
(說明2)紀念酒

0 $1,270,900 $1,330,000 -$59,100

完全代收款
(說明3)系友會+人道+

校慶桌代收

0 $606,000 $89,072 $516,928

富邦股利帳戶 $269,572 0 0 $269,572

證券帳戶 30,000股 0 0 30,000股

零用金 $18,532 $16,000 $20,557 $13,975

說明：
(1) 團體會員會費44,000+職務捐65,000+會員捐款100萬+委收3,000

(2) 紀念酒已收1,270,900,尚有279,100未收(6月已收18,600)

(3) 系友會暫收:電子50萬及材料3萬+校慶代收1萬+人道援助已收66,000;人道援助尚
有18,000未收(6月已收12,000) 



會務專款預估收支至年底

會務專款項目 109/05/31結餘 預估收入 預估支出
預估年度結餘
(109/12/31)

校友總會專款
(說明1)

$912,535 $102,500 $969,712 $45,323

慈善公益專款
(說明2)

$774,979 $46,644 $449,497 $372,126

其他業務代收
(說明3)紀念酒+獎盃

-$59,100 $279,100 $190,000 $30,000

富邦股利帳戶
(說明4)

$269,572 $126,770 $370,000 $26,342

總計 $1,897,986 $555,014 $1,979,209 $473,791

說明:
(1) 應收帳款50,000+52,500;預估支出人事406,592+辦公費163,120+業務費336,000+

零用金64,000

(2) 原慈善高球專款與公益專款結合,更名:慈善公益專款;支出人道援助差額89,497+原
住民族獎學金360,000

(3) 紀念酒收入279,100;預估支出新辦公室設備10萬+傑出院.系友獎盃90,000(約60p)

(4)   預估紀念品製作支出370,000

(5)   以上預估收支,各項會務專款支援運用,以期達到經費運用最佳化



其他專款專用明細本期結餘紫底存於台銀帳戶其他專款專用

專款專用項目
上期結餘
(108/12/31)

收入 支出
本期結餘
(109/05/31)

產學專款(說明) $128,548 $152,500 $115,488 $165,560

校務基金專款 $18,158 0 0 $18,158

高爾夫球隊 $783,466 $88,400 $115,297 $756,569

精誠鐵騎社 $33,915 0 0 $33,915

桌球社 $0 $0 $0 $0

公益專款 $46,644 $0 $0 $46,644

說明:
產學專款結餘165,560含以下
(1) 電資學院電資論壇課程$102,434
(2) 工程學院職場競爭力提昇/人文科技講座課程$3,126
(3) 服務團隊-產學推廣組專款$60,000



存褶影本-台灣銀行會務及其他專款專用帳戶

會務2,145,342+產學165,560+校務18,158+高球756,569+鐵騎33,915+公益46,644=3,166,188



攜手傳愛原住民族同學獎學金撥款情況(至109年6月)

科 目 金 額 明細

收 入

宋永皓捐款 $            360,000 108.10.29滙入捐款

林素霞捐款 $            1,000 108.12.31滙入捐款

收入總計 $         361,000 

支 出

胡迦勒-四企三甲 $     64,000 

108學年第一學期起10.11.12.01.03.04.05.06月
撥每月8,000元

陳怡伃-四資管三 $     64,000 

王譽-四設計三甲 $     64,000 

張宇伶-應科碩一 $     24,000 
108學年第二學期起

04.05.06月
撥每月8,000元

張岑軒-四資管四 $     24,000 

幸伃晴-四營建三甲 $     24,000 

轉列收入手續費 $     20 

支出總計 $         264,020 

盈餘 $            96,980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秘書室

案由：兹提本會永久會員追認，提請討論核定之。
說明：

（１）電子系陳繼健提出會員證

（２）電機系謝錦良提出會員證

以茲證明曾經加入校友會，提請追認完成校友總會會員申請。

建議：
追認為陳繼健永久會員編號A093;

謝錦良永久會員編號A094

決議：通過陳繼健及謝錦良二位永久會員追認。



提案二 提案人：秘書室

案由：45週年校友回娘家晚宴。
說明：

值得紀念的45，不希望因新冠疫情而停辦，除了例行的
校慶校友回娘家活動外，更結合傑出院.系友的獎項頒發，
不間斷校友情誼與和母校的互動。

討論及建議：

（１）日期／時間：08/29週六晚上

（２）地點：母校體育館

（３）執行方式：同往例校慶晚宴規模，由各系認桌數。

決議：通過08/29(六)舉辦45週年校友回娘活動，由秘書室
統籌成立籌備小組，開始召募校友參加。



提案三 提案人：李耀堂 常務理事

案由：本會本屆理監事及服務團隊旅遊活動。
說明：

慰勞任期內理監事及服務團隊的辛勞並創造富回憶的畢業
之旅。

討論及建議：

（１）日期／時間：11月二天一夜

（２）地點：好山好水的宜蘭

（３）執行方式：由聯誼活動組規劃，總會負擔部份費用，鼓
勵攜家帶眷參加。

決議：通過舉辦本屆理監事及服務團隊遊活動，由聯誼活動組
統籌規劃，公告活動細節後進行報名作業。



提案四 提案人：林敬堯 理事

案由：總會Line機器人上線說明。
說明：

基於總會秘書人工管理大量總會相關群組，定期消耗大
量人力，可透過現代更便利之科技輔助秘書進行快速管
理。

討論及建議：

建議校友總會Line群組可加入由網路資訊組研發之Line機
器人，讓機器人自動發佈總會新聞至Line群組，減少不必
要之人力，並在未來可研發更多機器人之功能有效傳遞
總會活動資訊。

決議：通過Line機器人運用於總會群組，恐機器人的名稱
易有爭議，建議更名後再上線，以加快訊息傳達的速度。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臨時動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