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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友會 

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 上午 10時 00 分 

開會地點：長榮桂冠酒店 (台中市台灣大道二段 666 號) 

主席：賴進淵理事長 

出席理事： 賴進淵、陳龍男、鄭永柱、孫蘭英、王國雄、張文譯、林玉燕、陳

蓀裕、胡智偉、吳桂洲、許欽熏、施龍井、林瑞勳、洪猶男、陳潤卿、沈崇智、

王柏堯、王明凰、林滄海、陳錫海、符玉鸞、劉美姬、蔡鴻榮、陳添章、吳劍

平、陳惠貞、楊琇惠(Serena)、黃秀美。 

請假理事：張文深、蘇超盛、謝偉國、賴銘堂、楊文西、林大木、楊琇惠(Margaret)。 

出席監事：王明廷、廖瑞美、陳文龍、黃信介、卓銘鴻、傅莉蓁、陳維鎧。 

請假監事：張志勝、劉成枝、曾淑雯、左燕貽。 

出席列席人員：王日春榮譽會長、謝俊宏校長、鄭經偉副校長、陳同孝副校長、

李建平主任秘書、李金玲主任、吳美玉組長、陳龍特助、林佩樺組員、游世吉

秘書長、朱世仁副秘書長、許金城副秘書長、柯雅慧財務秘書、余姗蓉校辦祕

書。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校長致詞:略 

三. 榮譽會長致詞:略 

四.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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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務報告  

111 年 06月 30 日止收支餘絀表、資產負債表。(附件一) 

決議:洽悉。 

（二） 秘書處報告： 

1. 校友會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獎助學金執行狀況報告。 

2. 校友會刊編輯小組報告。 

3. 111 年校友大會籌備報告。 

原訂 11/26 舉行因和縣市選舉撞期,故提前於 11/19(六)召開。 

4. 第七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執行報告。 

5. 9 月份第七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擬邀請校友會顧問團一同餐敘。 

（三） 校方代表報告 

高教深耕計畫執行狀況報告。(附件二) 

五、討論提案：  

案由(一) : 擬贊助校友杯桌球及網球錦標賽相關經費，提請討論。 

說明： 母校體育室為加強校友聯誼，提倡正當休閒運動、促進身心健康，擬舉

辦本競賽活動辦法、簡章與經費預估表。(附件三~六) 

決議：照案通過，請母校體育室先行規劃辦理桌球賽事為主，待活動結束後再

開會檢討做為下一次舉辦活動之參考，並排入校友會每年例行活動以促進校友

聯誼之目的。為擴大參加人數擬邀請各學院校友會、系友會組隊報名參加。 

 



 

 

3 
 

 

案由(二)：依 111/1/4 各學院校友會、系友會座談會及校友會 111/3/13 理監事

會議決議，成立校友(總)會推薦傑出校友審議小組，審議委員及資格提請討論。  

說明：秘書處擬訂校友(總)會理事長暨四位副理事長為審議小組當然委員，當

年度各學院校友會、系友會如有填表推薦參加傑出校友遴選者，該學院校友會、

系友會之會長(理事長)亦為審議小組成員，如該會會長(理事長)不克參加，得

由該會另指派一人代表參加，惟審議過程各學院校友會、系友會之審議委員需

迴避不參與討論及投票自身推薦之人選。 

決議：照案通過，本會理事長暨四位副理事長為審議小組當然委員，目前兼任

各系友會會長（理事長）之理監事亦為當然委員，其它各學院如中護健康學院、

台中空院、彰化空院、旅北校友會、各系友會如有填表推薦參加傑出校友遴選，

該學院校友會、系友會之會長(理事長)亦為審議小組成員。 

謝俊宏校長:針對校友(總)會推薦傑出校友審議小組辦法，校方會以校友(總)會

決議為主要依據並全力支持。 

 

六、臨時動議：  

（一）傑出校友協進會內部分工運作方式及體制如何更易事項。 

甲.鄭永柱副理事長(兼任傑出校友協進會理事長)表示： 

1.傑出校友協進會會址已遷移至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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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傑出校友協進會是由當選過傑出校友的校友們一同成立，當然是在母校

校友總會底下的一個單位配合校友總會執行相關工作。因多位校友在校

友總會及傑出校友協進會同時擔任重要職務，傑出校友協進會核心成員

將調整朝向年輕化，比較資深的傑出校友在校友總會擔任其它重要職務

時將轉聘為傑出校友協進會顧問或名譽理事長等，配合母校的希望及校

友總會的期待。傑出校友協進會繼續運作但功能會和校友總會有所區

隔。擬議協進會名稱調整為聯誼會或其他適當名稱，並經過 1~2年時間，

將既有會務發展基金餘額妥善規劃如何作有效運用，以上將於本（7）月

底於傑出校友協進會理監事會中提案討論。 

3. 有些系所尚未成立系友會組織，可能因此會沒有推薦單位，建議可由校

友總會或傑出校友協進會代為推薦傑出校友之人選。 

乙. 陳潤卿理事(兼任傑出校友協進會理監事）發言： 

1. 附議鄭副理事長的意見與規劃方案。 

2. 現有傑出校友協進會，在體制上屬於母校校友總會架構下的轄屬單位，

位階等同各學院校友會、各系系友會。 

3. 有關「校友總會推薦傑出校友審議小組及審議委員」部分，為充實並廣

納審議委員，建議傑出校友協進會除得推薦傑出校友侯選人人選外，並

核給傑出校友協進會一個審議委員名額（如該會理事長未列當然委員），

讓已經列選傑出校友的群組，獲有發言與建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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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會目前不表示任何意見，建請傑出校友協進會提經該會會員大會議決

之後，再將結果報由本會做後續處理。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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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件 1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一、計畫作業期程說明如下(以 111 年計畫為例)： 

1. 110 年 10 月教育部召開工作坊。 

2. 110年 12月 13日教育部來文請各校提報下一年度計畫書(募款經費截止日為提報計畫截止

日，須包含行政作業時間，大約 12 月中)。 

3. 111 年 3 月 15 日教育部審查意見。 

4. 回覆教育部審查意見後，於 111 年 4 月 15 日收到教育部核定補助比率公文。 

 

二、111 年度計畫執行情形說明 

110-2 學期深耕學習輔導獎勵金規劃有課後輔導、學業進步、成績優異、自學輔導、暑期自學、

安心就學、原住民語言認證、圖書閱讀、證照報名費補助及考取獎勵金、家庭突遭變故助學

金，重要時程如下： 

日期 說明 

3/2(三) 中午 12:10  說明會第 1 場(三民-昌明樓 4201) 

3/3(四) 下午 5:15  說明會第 2 場(三民-昌明樓 4201) 

3/4(五) 中午 12:10  說明會第 3 場(民生-誠敬樓 T211) 

3/7(一)中午 12:00-3/18(五)下午 5:00 報名申請(網路) 

3/18(五)下午 5:00 前 
第 1 次複審收件截止(紙本) 

學業進步、成績優異、證照報名費及考取 

3/31(四) 初審結果 

4/25(一)中午 12:00-5/6(五)下午 5:00 暑期自學-報名申請(網路) 

5/20(五) 暑期自學-初審結果 

6/17(五)下午 5:00 前 
第 2 次複審收件截止(紙本) 

學業進步、成績優異以外的所有項目 

 

110-2 深耕學習輔導獎勵金第 1 次複審收件，學業進步獎勵金審核通過共 77 人、核發 23 萬

1,000 元、成績優異獎勵金審核通過共 17 人、核發 5 萬 1,000 元、證照報名費補助及考取獎

勵金審核通過共 48 人、核發 27 萬 4,003 元，合計已核發 55 萬 6,003 元獎勵金。 

110-2 學期同學執行學習輔導中，預計於 111/06/17(五)前完成學習輔導、同學繳交成果資料，

預計這學期核發 344 萬元獎勵金。 

 

 

三、家庭突遭變故助學金 

1. 有關家庭突遭變故助學金，今年度規劃 60 萬元，預計提供 45 人次同學申請補助，統計

110-1 學期至目前為止共有 24 位同學(不含僑生)申請通過本校急難救助金。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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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 5/23，已有 5 位同學申請家庭突遭變故助學金，預計核發 8 萬 2,000 元。 

3. 本校尚有 19 位同學已通過急難救助金審核，本組刻正提供同學申請資訊，以期給予同學

協助、學習輔導，預計核發 29 萬 8,000 元。 

4. 以過往申請人數，以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較多，預計約有 50 位左右。 

5. 急難救助通過的同學，除了家庭突遭變故助學金之外，可以參加其他輔導機制，獲得更多

獎勵金。 

 

四、感謝校友總會 110 年捐款 100 萬元，經費使用規劃如下： 

原先規劃家庭突遭變故助學金 60 萬元(以過往申請件數推算，視申請人數而定，本年度可能

約需發放 100 萬元)、相關捐款也併同教育部附錄 1 經費，一併執行其他輔導機制─課後輔導、

學業進步、成績優異、自學輔導、暑期自學、安心就學、原住民語言認證、圖書閱讀、證照

報名費補助及考取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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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 年臺中科技大學校友杯桌球錦標賽辦法與簡章 

一、宗旨：為加強校友聯誼，提倡正當休閒運動，促進身心健康，舉辦本競賽活動。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友會、傑出校友協進會 

三、承辦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體育室 

四、參加資格：凡本校校友皆可報名參加。 

五、比賽日期： 

六、比賽地點：三民校區體育館 

七、比賽辦法： 

1.本比賽為個人單打賽 

2.比賽為五局三勝制 

3.球拍需自備，請著運動服裝及球鞋 

4.比賽當日請向大會報告及檢驗身分證件(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 

並請比賽前十分鐘到場聽候廣播出場比賽，如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以棄權論。 

八、組別及分組辦法： 

男子組：(1)甲組─50 歲以上。(52 年次以前) (2)乙組─49歲以下(53 年次以後) 

女子組：(1)甲組─50 歲以上。(52 年次以前) (2)乙組─49歲以下(53 年次以後) 

報名組數若不足 4 組，則併組進行比賽，賽程以大會公布為主。 

九、比賽制度：視報名人數而定。 

十、比賽規則：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93.9.1 修訂之桌球規則 

十一、賽程公佈：公布於體育室網站 

十二、頒獎：各組單打各錄取冠、亞、季、殿軍四名 (視人數增減)，於賽後頒贈獎

品與獎牌。 

十五、其他未盡事宜，由大會決定，隨時公佈修正。 

 

中科大校友杯桌球標賽報名表 

姓名 生日 畢業屆別(在校班別) 現職 參加項目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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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校友盃桌球聯誼賽經費預估 

一、 獎品、獎牌  

獎品： 

男子組 

按年齡分 2 組(未滿 50 歲、50 歲以上)，視報名狀況併組或改取前 2 名敘獎： 

第 1 名：500*2=1000 

第 2 名：300*2=600 

第 3 名：200*2=400 

第 4 名：100*2=200 

女子組 

按年齡分 2 組(未滿 50 歲、50 歲以上)，視報名狀況併組或改取前 2 名敘獎： 

第 1 名：500*2=1000 

第 2 名：300*2=600 

第 3 名：200*2=400 

第 4 名：100*2=200 

獎牌： 

50 元*16=800 

小計：5200 

二、 紀念品 

100 元*100 人=10000 

三、 誤餐費 

服務同學：100 元×15 人×2 餐=3,000 

參賽校友：100 元×100 人×1 餐=10,000 

小計：13,000 

四、 飲料 

450 元 (箱) × 10 =4500 

 

五、 工讀費 

15 人×8 小時×168=26880 

總計：5200+10000+13000+4500+20160=528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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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1 年臺中科技大學校友杯網球錦標賽辦法與簡章 

 

一、宗旨：為加強校友聯誼，提倡正當休閒運動，促進身心健康，舉辦本競賽活動。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友總會、傑出校友協進會 

三、承辦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體育室 

四、參加資格：凡本校校友皆可報名參加。 

五、比賽日期： 

六、比賽地點：三民校區操場 

七、比賽辦法： 

1.本比賽為個人雙打賽， 

2.比賽為 6 局制 

3.球拍需自備，請著運動服裝及球鞋 

4.比賽當日請向大會報告及檢驗身分證件(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 

並請比賽前十分鐘到場聽候廣播出場比賽，如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以棄權論。 

八、組別及分組辦法： 

男子組：(1)35 歲以下。(2)45 歲以下。(3)55 歲以下。(4)超過 55 歲。 

女子組：不分組 

   報名組數若不足 4 組，則併入上一組進行比賽，賽程以大會公布為主。 

九、比賽制度：視報名人數而定。 

十、比賽規則：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修訂之網球規則 

十一、賽程公佈：公布於體育室網站 

十二、頒獎：各組單打各錄取冠、亞、季、殿軍四名 (視人數增減)，於賽後頒贈獎

品與獎牌。 

十五、其他未盡事宜，由大會決定，隨時公佈修正。 

 

中科大校友杯網球錦標賽報名表 

姓名 生日 畢業屆別(在校班別) 現職 參加項目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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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校友盃網球聯誼賽經費預估 

 

一、 獎品、獎牌  

獎品： 

男子按年齡分 4 組(35 歲以下、45 歲以下、55 歲以下、超過 55 歲)，視報名

狀況併組或改取前 2 名敘獎： 

 

第 1 名：500*2*4=4000 

第 2 名：300*2*4=2400 

第 3 名：200*2*4=1600 

第 4 名：100*2*4=800 

 

女子組 

第 1 名：500*2=1000 

第 2 名：300*2=600 

第 3 名：200*2=400 

第 4 名：100*2=200 

 

獎牌： 

50 元*20=1000 

小計：12000 

二、 紀念品 

100 元*100 人=10000 

三、 誤餐費 

服務同學：100 元×10 人×2 餐=2,000 

參賽校友：100 元×100 人×1 餐=10,000 

小計：12,000 

四、 飲料 

450 元 (箱) × 10 =4500 

 

五、 工讀費 

10 人×8 小時×168=13440 

 

總計：12000+10000+12000+4500+13440=5194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