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 

110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01月 23日(星期六) 上午 09時 30分 

二、地點：台北市基隆路四段 43號(IB101會議廳) 

三、出席人員： 

應出席 290人，實際出席 174人(親自出席 130人、委託出席 44人) 

四、缺席人員：116人   

伍、列席人員：如附件              

六、主席：許恆壽（第十屆理事長主持）    紀錄：唐甫菱           

七、主席致詞：(略) 

八、來賓致詞：(略) 

九、報告事項： 
(一) 109年度會務工作執行成果報告 

(一) 會議  

1 01月 06日 109年會員大會籌備會議 

2 01月 18日 召開 109年度會員大會 

3 03月 04日 出席母校 109年傑出青年遴選會議 

4 06月 30日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5 07月 25日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6 09月 22日 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企業參訪 

7 11月 25日 110年會員大會暨理監事選舉第一次籌備會議 

8 12月 25日 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企業參訪 

(二) 活動 

1 05月 06日 拜會台灣世曦施義芳董事長（本會顧問） 

2 05月 08日 發起人道援助口罩認捐募款活動 

3 05月 12日 參與母校新竹校區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4 06月 06日 參與母校 109年畢業典禮 

5 07月 25日 參與母校 109年傑出校友頒獎典禮 

6 08月 22日 參與中區校友大會 

7 08月 29日 母校 45週年校友回娘家活動 

8 09月 12日 參與南區校友大會 



 

9 10月 20日 發起『大學攜手團購香蕉活動』 

10 10月 24日 校友『三十·四十重聚』活動 

11 11月 27-28日 團隊宜蘭畢業之旅 

12 11月 28日 線上參與華東區校友年會活動 

13 12月 04日 協助母校發動『羅麗霞老師專案募款』事宜 

14 12月 12日 越南·新加坡·泰國三地校友會線上成立大會 

(三) 服務團隊會務推動 

1 網路資訊組 

• 提升網站使用及點閱率，持續維護網頁資訊 

• 協助透過網路及應用程式傳遞活動及各項訊息予校友 

2 公益服務組 

• 人道援助口罩認捐募款活動 

• 大學攜手團購香蕉活動 

• 羅麗霞老師專案募款 

3 產學推廣組 

• 台灣電資產業論壇完成二個學期課程(108/二及 109/一) 

• 人文科技實務講座完成二個學期課程(108/二及 109/一) 

• 與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合辦亞洲及世界台商講座 

4 聯誼活動組 

• 辦理本會宜蘭畢業之旅行活動 

• 配合母校籌辦校慶回娘家活動 

• 協調理監事聯席會議之企業參訪事宜 

5 運動休閒組 

• 高爾夫球隊每月第三週週六球敘;另有年度會長盃及副會長盃球敍活動 

• 精誠鐵騎社 7月基隆河溯源團騎；10月金門環島趣 

• 桌球社每週四晚上校友健身，另聘有教練指導；9月宜蘭球敘兼旅遊 

• 與亞健康協會合辦健康講座 

6 國際青年組 

• 招募新生代校友進入本會並參與地區校友會活動 

(四) 發行 

 完成 12期校友會訊發佈 

 



 

(二)109年度財務報告 

108年現金及證劵存款結存$3,511,092 

~校友總會專款$1,182,257 

~永久會員會費基金$1,030,000 

~產學專款$146,706 

~高爾夫球社$783,466 

~精誠鐵騎社$33,915 

~桌球社$0 

~公益基金$46,644 

~零用金$18,532 

~證劵存款$269,572 

 

108年股票結存$3,364,788 

~中華電信現金股$3,364,788(30,000股) 

 

109 年度收支 

收入   $6,547,628  

校友總會會務專款$4,707,580+永久會費基金$10,000+產學專款

$457,000+高爾夫球社$1,230,440+精誠鐵騎社$456+桌球社$50,000+ 

公益服務專款$0+零用金 92,152 

 

證劵存款提撥收入  $126,792 

         

支出   $6,889,162 

校友總會會務專款$5,424,818+永久會費基金$0+產學專款$230,711+ 

高爾夫球社$1,076,578+精誠鐵騎社$0+桌球社$0+ 

公益服務專款$46,644+零用金 110,411 

 

證劵存款提撥支出  $396,152 

 

109年現金及證劵存款結存$2,900,198 
~校友總會專款$465,019 

~永久會員會費基金$1,040,000 

~產學專款$372,995 

~高爾夫球社$937,328 

~精誠鐵騎社$34,371 

~桌球社$50,000 

~公益基金$0 

~零用金$273 

~證券存款$212 

 

109年股票結存$3,364,788 

~中華電信現金股$3,364,788(30,000股) 

 

109年新增股權結存$1,029,600 

~酷點校園股權$1,029,600(240,000股) 

 

 



十、討論提案： 
提 案 一：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109年度會務报

告。 

案由說明：本會 109年度會務報告(如手冊 p.23-24)，提請大會審議通過報内政部 

備查。 

決議:通過。 

 

提 案 二：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109年度財務報

告。 

案由說明：本會 109度財務報告(如手冊 p.25)、及現金出纳表、資產負債表、收

支決算表(如手冊 p.30-32)，提請大會審議通過報内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 

 

提 案 三：茲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110度會務計畫

與財務預算。 

案由說明：本會 110年度會務計劃(如手冊 p.26)、財務預算(如手冊 p.27)、及收

支預算表(如手冊 p.33)，提請大會審議通過報内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 

 

提 案 四：擬修訂「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章程第二章第

七條文。 

案由說明： 

1.母校畢業人數超過 80,000人，為有效掌握本會會員人數。 

2.自 109.12.31起不再召收一般會員及永久會員。 

3.刪除贊助會員及準會員。 

4.此提案已於第十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提請大會審議通過內政部備查；

再送台北地方法院進行章程變更。(章程對照表如附) 

原始條文 修改條文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左: 

一、一般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 

歲、具有台灣科大畢業或各學分班、訓練班 

領有結業證書資格者。 

二、團體會員:台灣科大畢業或各學分班、 

訓練班領有結業證書資格者所組成之系友 

會、地區校友會等團體，經向本會理事會申 

請並審議通過後，始成為本會團體會員。團 

體會員分為甲、乙、丙三級，由各團體自行 

決定申請之等級。 

三、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四、準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 

之台灣科大應屆畢業生(含各學分班、訓練班

結業證書資格者)。 

準會員採申請制，資格生效日為取得資格證

明當日，依此日往後一年屆滿，準會員資格

自動消滅。 

五、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 

歲、具有台灣科大畢業或各學分班、訓練班 

領有結業證書資格者。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左: 

一、一般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 

歲、具有台灣科大畢業或各學分班、訓練班 

領有結業證書資格者。自 109.12.31起不再 

召收。 

二、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 

歲、具有台灣科大畢業或各學分班、訓練班 

領有結業證書資格者。自 109.12.31起不再 

召收。 

三、團體會員:台灣科大畢業或各學分班、

訓練班領有結業證書資格者所組成之系友

會、地區校友會等團體，經向本會理事會申

請並審議通過後，始成為本會團體會員。團

體會員分為甲、乙、丙三級，由各團體自行 

決定申請之等級。 



決議:通過。 

 

提 案 五：擬修訂「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友總會」章程第五章第

三十條文。 

案由說明： 

1.因應會員制度變更而連同修訂。 

2.納入會員代表費。 

3.此提案已於第十届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提請大會審議通過內政部備查；

再送台北地方法院進行章程變更。(章程對照表如附) 

原始條文 修改條文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一般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應屆畢

業同學入會費新台幣壹佰元)、永久會員新台

幣壹萬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入會費

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一般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永久

會員與準會員免繳)，甲級團體會員新台幣捌

仟元、乙級團體會員新台幣肆仟元、丙級團

體會員新台幣壹仟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永久會員會費為本會永久基金，本金不

得動用。 

八、其他收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入会 

費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甲級團體會員新台幣捌仟 

元、乙級團體會員新台幣肆仟元、丙級團體 

會員新台幣壹仟元。 

三、事業費。 

四、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會員代表費。 

八、其他收入。 

其中，會員代表費之金額由當屆本會第一次 

理監事會決定之。 

決議: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選舉事項： 

發票：劉添華、李張堃。監票：吳玉屯、劉益民。 

   唱票：莊芳瑛、吳宇森。記票：游鈞如、林筑君。 

 

選舉結果： 

 

理事當選人數計 46人 

理事:35人 

蔡侑霖(139)、陳劍威(141)、吳堉文(146)、許智欽(129)、朱天來(137)、

陳文光(136)、丘達昌(125)、吳金地(131) 、張智超(132)、吳玉屯(141)、

吳泳宏(131)、洪鏈翔(122)、姜述尚(124)、徐松林(122)、郭清富(118)、

蘇灼謹(124)、許炯成(121)、陳金壽(125)、詹長霖(113)、邱琰惠(120)、

郭瑞溫(117)、陳勇君(119)、林榮三(129)、魏煒圻(111)、李紹弘(123)、

李枝昌(125)、劉添華(100)、李張堃(114)、郭泰良(123)、陳永騰(115)、



許旭昌(106)、王來旺(116)、邢繼網(100)、劉文祥(98)、程文光(110) 

候補理事：11人 

魏家傑(62)、張桂瑛(28)、蔡克雄(17)、江秀丹(29)、吳江林(37)、 

莊芳瑛(25)、陳文思(42)、吳淑華(47)、賴文正(46)、蔡錦川(39)、 

郭慶祥(39) 

 

監事當選人數計 14人 

監事:11人 

李恆霖(159)、郭銘駿(142)、吳國揚(145)、張金生(124)、張慶興(123)、

賴建宏(139)、林才鑒(114)、馬德中(128)、吳炯秋(137)、宋永皓(135)、

陳漢威(93) 

候補監事：3人 

蕭俊志(25)、連錦堅(43)、李坤鍾(53) 

 

十三、散會：12時 20分 

 



附件 1-1：會員應出席名單 290人 

莊永順、郇金鏞、林仁益、羅台生、許和榮、黃  進、掌  易、張基昇、黃郁文、蕭弘清、 

劉添華、黃宗仁、陳在相、蕭忠勝、卓明德、施國欽、張榮春、黃郁能、錢猛雄、王總守、 

賴東昭、江梓桐、王建富、許進泰、許長立、吳金地、曾如玲、蘇逸民、賴明燦、莊昭然、 

蔡秋雄、黃茂全、陳春琴、邱琰惠、李德松、張耀方、張政德、許棟材、李順敏、陳姵蓁、 

鄭崇文、林正雄、劉鳳錦、游瑞珠、蔡金土、邱繼智、游祥鎮、謝財源、李隆安、洪培義、 

陳宗保、蔡侑霖、鄭昭宇、羅仲華、饒祐禎、童景俊、簡清祥、胡沅菁、黃郁明、張富寬、 

任芝華、羅盛雄、鍾天厚、蘇燈城、王百祿、施養志、徐謀賢、洪火炎、吳榮輝、洪文景、 

蔡文興、羅建文、闕仁斌、鄭錦文、吳渭樵、許振聲、黃耀裕、張麗枝、簡明春、楊金石、 

王傳宗、李俊雄、沈賢盛、詹勝竹、林秋明、程文光、劉金柳、周世忠、廖學峰、姚坤池、 

賴如鎧、陳繼健、謝錦良、陳文莖、藍明傳、丁來政(以上 A 級永久會員，共 96位) 

 

林亦郎、汪治民、陳劍威、林啟瑞、林立群、何明火、連信仲、石其生、張峯豪、陳鴻儀、 

蘇文旭、林乾坤、李耀堂、黃盟舜、吳堉文、黃德舜、卓欽銘、廖漢明、李柯柱、江順成、 

陳阿見、林永隆、魏榮宗、賴志賢、蔡政志、林春杰、林聰傑、李明宗、連錦堅、王新添、 

簡榮富、董榮進、徐偉舜、李海清、蔣健忠、曹  行、陳壽瑴、薩昌齡、馬德中、郭家維、 

李恆霖、林俊慧、吳玉屯、施志和、方建洲、許書揚、施建中、李再成、許峻銘、葉鍚勳、 

吳培旭、詹長霖、劉振權、楊銘晉、林德發、陳榮中、吳萬益、劉喜文、陳金壽、林錦聰、 

蘇清淵、連清塗、吳偲瑀、彭成基、林雍嵐、吳炯秋、成  治、陳忠正、徐松林、李坤鍾、 

吳泳宏、許恆壽、梁俊雄、許炎豐、李  清、莊子壽、洪淑姬、吳培瑞、林榮三、許博硯、 

陳文豊、楊永裕、洪武誠、邱煌仁、林祺錦、韓鎮安、姜述尚、張寶川、吳淑華、張智超、 

胡光耀、賴建宏、陳文思、李紹弘、陳永騰、郭芳楠、陳銘樹、曾隆峰、林長華、王中平、 

李玉華、陳良榮、丘達昌(以上 B 級永久會員，共 103位) 

 

蘇灼謹(以上 C 級一般會員，共 1 位) 

 

吳進忠、李張堃、黃偉智、陳清松、王耀村、郭慶祥、宋永皓、楊榮翰、許炯成、蔡秉正、林才鑒、 

蕭俊志、葉怡忠、林言良、潘忠強、朱生吉、邢繼綱、傅琪鉦、古詩玄、林三佑、王冠得、張振書、 

莊見中、劉中薇、劉文祥、盧政群、郭國裕、柯政煜、葉佳諸、黃伯堯、莊育霖、沈興源、李枝昌、 

王存孝、王鴻祥、凌斌峰、劉益民、蔡錦川、謝冠群、賴文正、朱天來、蔡克雄、張金生、張德良、 

李明宗、郭秉倫、邱維銘、梁國全、吳國揚、郭瑞溫、魏煒圻、陳勇君、吳江林、莊芳瑛、余維宣、 

許勝凱、許智欽、郭銘駿、魏家傑、林碧堂、洪鏈翔、黃瑋翔、張桂瑛、郭文化、林祐全、江秀丹、 

張清雲、辛其亮、陳坤同、林智偉、謝祥樹、沈振裕、陳文光、郭清富、陳芋屏、謝承宇、邱昱誠、 

葉旻鑫、陳慶興、林筑君、邱昭穎、鄧榮斌、黃進華、吳靜逸、李俊豪、郭泰良、許旭昌、王來旺、 

田清沛、陳漢威(以上團體會員代表，共 90 位) 

 

附件 1-2：會員出席名單 130人   
羅台生、黃郁文、劉添華、黃宗仁、施國欽、許長立、邱琰惠、張耀方、李順敏、鄭崇文、蔡金土、 

洪培義、陳宗保、蔡侑霖、任芝華、蘇燈城、王百祿、洪火炎、蔡文興、楊金石、劉金柳、周世忠、 

賴如鎧、陳繼健、謝錦良、丁來政、陳劍威、何明火、石其生、陳鴻儀、蘇文旭、李耀堂、吳堉文、 

卓欽銘、廖漢明、李柯柱、江順成、陳阿見、賴志賢、李明宗、李再成、徐偉舜、李海清、蔣健忠、 

曹  行、馬德中、郭家維、李恆霖、吳玉屯、方建洲、施建中、詹長霖、劉振權、陳金壽、蘇清淵、 

彭成基、吳炯秋、徐松林、李坤鍾、吳泳宏、許恆壽、李  清、林榮三、林祺錦、姜述尚、張寶川、 

吳淑華、張智超、賴建宏、陳文思、陳永騰、陳良榮、丘達昌、李張堃、黃偉智、陳清松、王耀村、 

郭慶祥、楊榮翰、許炯成、蔡秉正、林才鑒、蕭俊志、葉怡忠、林言良、潘忠強、朱生吉、李枝昌、 

王存孝、王鴻祥、凌斌峰、劉益民、蔡錦川、謝冠群、賴文正、朱天來、蔡克雄、張金生、張德良、 

張明宗、吳國揚、陳勇君、莊芳瑛、許勝凱、許智欽、郭銘駿、魏家傑、林碧堂、洪鏈翔、黃偉翔、 

張桂瑛、郭文化、林祐全、江秀丹、張清雲、陳坤同、林智偉、謝祥樹、陳文光、郭清富、陳芋屏、 

謝承宇、陳慶興、林筑君、李俊豪、郭泰良、許旭昌、王來旺、田清沛、陳漢威 

 

附件 1-3：委託會員名單 44人 
許和榮、張基昇、蕭弘清、陳在相、蕭忠勝、張榮春、黃郁能、錢猛雄、王總守、吳金地、莊昭然、 

陳春琴、李德松、陳姵蓁、游瑞珠、饒祐禎、徐謀賢、黃耀裕、簡明春、程文光、陳文莖、藍明傳、 

汪治民、林乾坤、黃德舜、林聰傑、連錦堅、許書揚、林錦聰、林雍嵐、許炎豐、莊子壽、洪武誠、 

李紹弘、郭芳楠、陳銘樹、宋永皓、郭瑞溫、魏煒圻、吳江林、余維宣、辛其亮、邱昱誠、葉旻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