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友會 

第七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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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柱、孫蘭英、林玉燕、陳蓀裕、胡智偉、謝偉國、楊

文西、林大木、吳桂洲、許欽熏、施龍井、林瑞勳、洪猶男、陳潤卿、沈崇智、

劉美姬、蔡鴻榮、吳劍平、陳惠貞、陳龍男、楊琇惠(Margaret)、黃秀美。 

請假理事：王國雄、張文譯、張文深、蘇超盛、賴銘堂、王柏堯、王明凰、林

滄海、陳錫海、符玉鸞、陳添章、楊琇惠(Serena)。 

出席監事：張志勝、王明廷、曾淑雯、陳文龍、黃信介、卓銘鴻、傅莉蓁、左

燕貽。 

請假監事：廖瑞美、劉成枝、陳維鎧。 

出席列席人員：林仁德榮譽會長、李復興榮譽會長、王日春榮譽會長、謝俊宏

校長、陳同孝副校長、蕭家孟副校長、李建平主任秘書、陳龍特助、李國瑋商

學院院長、吳美玉組長、林佩樺組員、許金城副秘書長、朱世仁副秘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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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仁德榮譽會長: 

  今天是中秋連假的最後一天，能夠跟大家齊聚一堂我覺得非常的榮幸，另

外這兩年來我深深地感謝我們謝校長對母校的貢獻，尤其是在其任內將台中護

專與母校合併，讓母校變成一個完整的科技大學，可能的話我也希望謝校長可

以繼續連任奈何任期屆滿，也感謝賴會長這兩年來盡心盡力的讓校友會發揚光

大，賴會長的用心讓我們每次都能在非常好的環境中開會，我今天在這裡向大



家提議請賴會長繼續連任，領導我們校友會百尺竿頭再更進一步，謝謝各位。 

➢李復興榮譽會長: 

  一轉眼我已經畢業 65 年了，民國 52 年要報考商專時一開始承辦人員不讓

我報名，多虧有宋校長的推薦讓我有機會與負責的老師爭取了 20 分鐘，最後

方能以同等學歷報考，當時同等學歷錄取率只有 10%要考上真的很不容易。

我本來讀雄商中輟後來轉學至台東農校補校以第二名入學，當時住在台東農校

(現國立台東專科學校)後面的天主教宿舍因此我對農校感情很深，剛才聽到謝

校長國立台東專科學校有意與母校合併讓我很興奮，雖然路途遙遠但希望可以

給東商一個機會與母校結合。我想今天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我希望今天在

座的各位可以繼續續任賴會長更是要連任，因為我們通常都是連續做兩屆四

年，若是有機會理監事會議可以辦在高雄我想在高雄招待各位，謝謝大家。 

➢王日春榮譽會長:略 

➢唐春金旅北校友會榮譽會長 

  我與王日春榮譽會長及孫蘭英副理事長是同班同學，而賴進淵會長是我隔

壁班同學，我是 60 年企管畢業 62 年當完兵後就到台北的台電公司上班，同時

也考上東吳大學會計系成為插班生，那是第一年招考轉學生，我是當年唯一一

個考上的中商學生，因為東吳會計系的考題是原文出題原文作答否則不予計

分，當時企管系畢業的我沒有讀過會計原文書，所以我趕快去書局買一本中英

會計詞典對照表，念了四年後繼續讀兩年的研究所，同時我也一直在台電上

班，67 年碩一時考上會計師，當時考了好幾年都考不上，考到第 5 年我與王

日春榮譽會長一起金榜題名，在民國 70 年時我們分別在台北及台中發展，聽

說那時旅北校友會已經 20 年沒有活動了，所以我在 71 年時就加入旅北校友會

擔任副會長長達 33 年，施會長做了 27 年會長後由我接手擔任會長至今 6 年，

後來經過賴進淵會長的介紹請張文深常務理事接手，讓我在去年年底時方能正

式交接會長一職，祝各位中秋節愉快，謝謝各位。 

四. 工作報告： 

（一） 財務報告  



1. 111 年 08月 31 日止收支餘絀表、資產負債表(詳附件一)。 

決議:洽悉。 

2. 校友會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獎助學金已於 8/24 核發。 

 

（二） 秘書處報告： 

1. 第七屆七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執行報告。 

案由(一) : 擬贊助校友杯桌球及網球錦標賽相關經費。 

➢請母校體育室先行規劃辦理桌球賽事為主，預計於 112 年上半年舉

辦並排入校友會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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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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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傑出校友審議小組會議已於 8/13(六)上午舉行，由賴會長主

持今年共有七位校友填表參加傑出校友遴選，經會議討論因皆十分

優秀，全數通過後由校友總會理監事簽名推薦給校方，8/29（一）

已將推薦表紙本送達母校承辦單位。 

2. 校友會刊編輯小組報告。 

3. 11/19(六)-111 年度校友大會暨第八屆理監事改選籌備事項報告。 

（三）校方代表報告： 

「商學院管理薪傳講座」-執行狀況報告(詳附件二)。 

 

五、討論提案：  

案由(一)： 提案校友會辦公室是否續租。 



說明： 校友會辦公室租期到 1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如要續租需於到期前 3

個月內，以書面文件向學校申請續租，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111 年度校友總會-急難救助金及奬學金。 

說明： 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今年是否比照去年由校友總會捐款 100

萬給母校，做為在校生急難救助金及奬學金之用途，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 111 年度校友大會紀念品及是否委請校外專業主持人提請討論。 

說明：討論紀念品之款式及預算；推薦主持人人選及預算(詳附件三)。 

決議：選定簡約雙層日式餐盒為 111 年度校友大會紀念品；主持人人選及預

算則由秘書處全權處理。 

 

八、臨時動議 

案由(一)：謝俊宏校長任期屆滿，校友會對未來新任校長繼續帶領中科大提升教

學評鑑排名之期許。 

➢ 陳潤卿理事： 

  目前除教育部的教學評鑑外，近日遠見雜誌所舉辦台灣地區大學評鑑，

在 126 所大學中有 60 所科技大學，其中公立科大為 12 所、私立科大為 48

所，母校在所有科技大學排名中為第 13 名、公立科大排名中為第 8 名，在

中部地區中在所有科技大學排名中前 10 名科大分別有雲林科大、勤益科大、

朝陽科大。 

1. 期望未來母校的排名為所有科技大學排在前 10 名、公立科大中排在前 6

名。 

2. 由於教育部評鑑與遠見雜誌的評核項目相向，建議由母校落實執行各評鑑



項目，由校友總會、各系友會及相關校友共同協助母校，爭取更好的績效讓

母校百年榮耀可以繼續發揚光大，讓校友們都更能以母校為榮。 

 

➢ 謝俊宏校長： 

  感謝校友會母校的關心，針對此項要跟所有校友澄清遠見雜誌排名準

則： 

1. 我校性質不同於工科或是農業學校，商管學院、文學院、設計學院皆無法

撰寫 SCI 或 SSCI 論文，全仰賴資訊工程學院所發表的論文量一年最多 300

篇。 

2. 我校多為金融商管學院，一年的產學案連 1 千萬都無法達到，我校多與企

業而非工廠合作，而製造業工廠通常一個產學案就是幾百、一千萬。 

3. 我校性質並非工程科系多為商管與設計學院，不同於工程學系可以創造很

多專利，我校一年最多 10 件專利。 

4. 位在前段排名之學校都為工程起家，與我校以商管起家性質不同，遠見雜

誌問卷調查面向製造業工廠端，主要調查學生在工廠實習之評分。 

  以上並非十年內可以改變之情況，另外我校有很多隱藏指標是其他學校望

塵莫及的： 

1. 我校連續三年為全國營收最高之國立學校，年年皆為 1 億以上，目前已達

38 億校務基金。 

2. 我校每年皆榮登全國註冊率前三名，是為其他學校無法取代之優勢。 

 

➢ 賴進淵理事長： 

  感謝謝俊宏校長七年中對學校的付出，校友們對於母校排名都有很高的期

許，希望理監事們如果有更多對於母校的建議可以書面方式交給秘書處，給未

來的校長及校友會有共同努力方向，也多多與外界交流讓外界更瞭解母校，增

加外界對母校的印象，一起提高母校的排名。（會後書面資料彙整如附件四） 



 

➢ 劉美姬理事： 

  建議藉由校友們的教育鼓勵學弟妹回校繼續進修，例如補助校友回校就讀

之經費，以及增加多語言及增加法類課程(如國際商事法)，以跨領域方式提升母

校知名度。 

 

案由(二)：管理薪傳講座-菁英校友之推薦。 

➢ 陳潤卿理事： 

  目前管理薪傳講座安排 18 週 54 節選修課程，邀請 9 位講師其中 5 位是傑

出校友、1 位是今年傑出校友候選人，母校有六大學院其中商學院有 7 大系所，

在學校時所研讀的系所學到的技能出社會後不一定會繼續發展，通識教育學到

第二專長讓學弟妹可以有更豐富的收穫。 

1.推薦鄭永柱副理事長為薪傳獎座講師，鄭永柱副理事長為口罩國家隊不只

發明立體口罩還創世界金氏紀錄，也是台灣地區百岳達人之一，近日也榮獲

蔡英文政府頒發之第一屆國家菁英獎。 

2. 落實執行薪傳獎座讓其更上一層，推薦陳金發傑出校友(母校高級部畢

業)，曾任台中市政府研討會主委，目前為逢甲博士班兼任教授。 

➢ 李國瑋商學院院長： 

1. 未來邀請鄭永柱副理事長擔任管理薪傳講座講師，並且也會邀約理監事踴

躍報名擔任講師。 

2. 未來將開設文官薪傳講座，讓在校生透過更瞭解文官體制未來可以升上

13 職等。 

決議：秘書處已代為製作未來新任校長治校建言彙整(詳附件四)。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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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三 

 



國立台中科大校友總會 

未來新任校長治校建言彙整 

1 學校定位 

1.1 找出台中科大的特色及藍海策略-成為大中部企業最愛 

例如:成大「SDGs」定位/東海「AI」定位/高餐「餐旅」定位/文藻「外語」定位 

1.2 非理工著稱的學校如何拚排名 

例如:台灣師大走出新局-2022全球大學學科排名，台師大共 16個學科上榜，其中 4學科

進入全球前百名，以教育學科排第 26名表現最佳 

2 優勢資源 

2.1 創校百年菁英校友遍佈善用校友資源 

例如:商學院薪傳講座 / 東海博雅書院 

2.2 諸多新進教師專長盤點，整合教師專長支援學校特色定位 

2.3 爭取並運用高教司深耕計劃補助經費資源，強化學校特色定位 

3 行銷策略 

3.1 主動了解參加各種排名並創造新聞話題 

3.2 針對評鑑項目落實執行，積極提昇績效 

3.3 結合學校特色多舉辦全國性競賽、研討會、論壇 

例如:商學院暨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國貿系全國創新商展競賽 

3.4 增加國際招生及交換學生不只限於僑生 例如:東海語文中心 

4 跨域科系整合 

4.1 各學院系所交互整合 

例如:智慧學院+健康學院=智慧醫療 / 資工系+設計學院=智慧 AI文創商品 

4.2 老人照護(長照)結合其它學院專業特色創造新商機 

5 培養學生就業力-訓練在校生人格特質 

5.1 質佳 

5.2 肯學 

5.3 專業實作能力強 

5.4 通識教育-訓練在校生具有第二專長 

6 建議新任校長候選人應與全校師生及校友揭露治校理念及策略，透過對話增進雙方瞭解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