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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5 年度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03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1：00 

地  點：台中菊園婚宴日本料理會館（旗艦店） 

主  席：廖國棠 理事長               記  錄：彭貞華  行政書記 

出席人員：如簽名表 

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理監事及榮譽理事蒞臨參加 105年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今天會議之後的餐

敘，也是今年系友會的「春酒」，敬請大家盡情品嚐美味佳餚。 

系主任致詞： 

各位學長姐大家好，非常期盼在今天的理監事會議見到大家，也非常感謝各位學長姐長

期支持系友會，學長姐的熱情參與，使得今天的會議變的非常熱鬧，再次感謝。接下來

為各位學長姐簡單報告系上最近的狀況，第一件事情是系上將和美國猶他大學合作，即

將邀請猶他大學的教授蒞臨授課。第二件事情是系上將與產業界合作，讓學生利用大四

下學期進行產學合作，若各位學長願意提供實習的機會，歡迎各位學長姐和系上聯絡，

展開業界與學界密切結合關係，最後，再次感謝大家踴躍蒞臨參加，祝福各位今年平安

順利。 

會務報告： 

一、榮譽榜 

(一) 恭賀 B67 吳明昌學長當選食科學會第 23 屆理事長,B87 謝昌衛學長當選第 23 

屆秘書長 

(二) 恭賀 B73 陳勁初，B84 陳炎鍊，P89 吳美莉系友榮獲 2015 國家新創獎。 

(三) 恭賀 B81 陳俊江學長榮升旺旺集團總部生產總處研發處總處長。 

(四) 恭賀 B86 鄭揚凱學長，當選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第二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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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紀要 

(一) 104 年 09 月 19 日（六），圓滿舉行食生系上海系友聯誼聚會，感謝學長姐盛情

參與。 

(二) 104 年 10 月 18 日（日），圓滿舉行食生系北區系友聯誼聚會，感謝學長姐盛情

參與。 

(三) 104 年 10 月 31 日（六），圓滿舉行食生系年度系友大會，感謝學長姐盛情參

與。 

三、系友回娘家 

(一) 104 年 9 月 15 日（二），B54（黃山內學長班級）於禾康餐廳舉辦同學會，當天

約有 10 位系友及眷屬一起回母系參觀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二) 104 年 10 月 4 日（五），B62（游昭明董事長班級）於禾康餐廳舉辦同學會，當

天約有 30 位系友及眷屬一起回母系參觀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四、系友講座 

(一) 104 年 10 月 2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78 蔡宏裕學長至系上分享，講題「若

柳一筋的故事」-開一家賺錢的小吃店。 

(二) 104 年 11 月 20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69 施坤河學長至系上分享，講題「走

過烘焙業 30 年」。 

(三) 104 年 12 月 11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79 孫鈴明學長至系上分享，講題「台

灣食品產業未來發展之我見」。 

(四) 104 年 12 月 25 日（五）於系上舉行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22 及 23 屆理事

長交接典禮，並於交接典禮結束後邀請 B67 陳建斌學長分享講題「農業與食品

產業加值化」。 

財務報告： 

一、104.09.01~105.03.01 系友會經費一覽表 （附件一，p5） 

二、104.09.01~105.03.01 系友會經費收支明細表（附件二，p6） 

三、104.10.31 系友大會收支明細（附件三，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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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提案一：105 年度預定工作計畫報告，請討論（附件四，p8）。 

說  明：本會 105 年度預定工作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05 年度系友會經費預算報告，請討論（附件五，p9）。 

說  明：105 年度經費預算報告，請理監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105 年度第 20 屆「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候選人提名，請討論（附件六，

p10）。 

說  明：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要點」，第 20 屆傑出校友推薦名單擬

推薦王敦正學長，檢附推薦表(附件七, p 11)及傑出表現事蹟(附件八, p 12)，請理

監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散    會： 

 

  



5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經費一覽表 

製表日期：105.02.26 製表人：彭貞華 

104.09.12 經費 105.03.12 經費 

104 年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報告 105 年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報告 

類  別 金  額 類  別 金  額 

校務基金 487,612 校務基金 832,690 

存簿儲金 1,057,749 存簿儲金 1,014,649 

總計 1,545,361 總計 1,847,339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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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4.09.01~105.03.01 經費收支明細 

製表日期：105.02.26 製表人：彭貞華 

一、校務基金 收入 支出 餘額 備註 

上期餘額   487,612  

捐贈收入 404,578  

 

捐贈系友：王繼中,賴坤明,李

義生,劉明照,劉世詮,謝昌衛,

江伯源,許文章,陳國信,廖國

棠,陳國信,施坤河,孫鈴明,林

煜翔,游昭明,張連發,沈發枝,

林鎮世 

系友會秘書薪資  59,500 
 

105 年 1 月~3 月薪資及年終

獎金 

合計 404,578 59,500 832,690  

二、存簿儲金     

上期餘額   1,057,749  

捐贈收入 1,000   顏文俊學長捐贈 

利息 1,509    

分區活動剩餘款 23,620   大陸系友聯誼活動 

系友大會 65,500   系友大會活動剩餘款 

電話費  2,953 
 

系友會專線 104 年 8~105 年 1

月份電話費 

差旅費  39,246 

 

1.上海機票住宿費用-系上2位

老師和秘書 

2.秘書辦理活動車資補助 

分區活動補助款  24,480  北區系友聯誼活動補助款 

系友大會支出  30,980 

 

遊覽車費，桌花，影印費保險

費，獎牌，食科通訊贊助廣告

廠商郵寄費 

花籃  1,500  傅以中老師告別式花籃 

印刷費  35,030  食科通訊第 54 期 

郵寄費  540 
 

寄給國外系友王敦正食科通

訊 

合計 91,629 134,729 1,014,649  

三、總計 832,690 1,014,649 1,847,339 
104 .09.12(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總額為 1,545,3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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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4.10.31 系友大會收支明細 

科目 收入 支出 餘額 備註 

一、系友大會收入     

餐費 82,000   82 人*1000 元/人 

會費 43,000   86 人*500 元/人 

收入合計 125,000    

 二、系友大會經費支出     

學校餐費  60,500  11 桌*5,500 元/桌 

遊覽車費  13,000  北區遊覽車 

保險費  910  26 人*35 元 

獎牌  14,100  傑出系友獎牌 

盆花  1,500  系友大會佈置講台桌花 

影印費  1,305  系友大會議程共 90 份 

郵寄費  165  郵寄贊助食科通訊廠商刊物 

支出合計  91,480   

三、系友大會餘(絀) 125,000 91,480 33,520 存入郵政儲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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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5 年度系友會工作計畫 

 

系友會目前例行性工作： 

一、每年有兩～三次理監事會議，可聯合各分區活動時共同舉辦。 

二、各分區每年舉行一～二次分區聯誼會。 

三、理監事兩年票選一次（第 23 屆票選時間為 105 年）。 

四、每年 11 月或 12 月舉辦年度會員大會。 

五、不定期的拜訪各分區的系友。 

月份 工作重點 

一 1.系友會會務整裡及年度經費製作 2.籌備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事宜 

二 
1.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2.預備邀請 2-3 位系友回系上演講（配合母校「打造學習力計劃」執行） 

三 1.專訪系友 2.邀請系友回系上演講 

四 
1.籌備第 55 期『興大食科通訊』2.籌備中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3.專訪系友 

五 
1.邀請系友回系上演講 2.舉辦中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3.第 55 期『興大食科通訊』籌備製做  

六 1.籌備第 23 屆理監事選舉事宜 2.籌備召開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事宜 

七 
1.召開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2.籌備海外系友年度聯誼聚會 

3.籌備南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八 
1.舉辦南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2.線上電子選舉第 23 屆理監事 

3.籌備推薦 105 年度卓越貢獻獎及傑出系友獎 4.籌備大陸區系友聯誼活動 

九 
1.舉辦大陸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2.籌備系友會北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3.籌備召開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事宜 

十 
1.召開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2.舉辦北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3.籌備系友大會 

十一 1.舉行 105 年度系友大會 2.發行食科通訊第 55 期 

十二 1.系友會會務整理及年度經費結算 2.籌劃 106 年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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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系友會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收入 支出 說明 

一、本會期收入    

校務基金捐款 600,000   

會費 50,000  理監事會議、系友大會等活動收入： 

500元 x 100人次  

食科通訊廣告 50,000  55期 

利息 2,800  郵政存簿儲金 

收入合計 702,800   

二、本會期經費支出    

(一)人事費用    

1.秘書薪資、健勞保及勞退  168,048 系友會支付1/2:14004*12=168,048 

2.年終獎金  17,850 系友會支付1/2:17,850 

人事費用小計  185,898  

(二)印刷費用    

1.一般支出  50,000 55期食科通訊、系友大會手冊、開會

通知、會議資料、郵寄信封等 

300元/冊 x 200冊-食科通訊 

印刷費用小計  50,000  

(三)業務費用    

1.系友大會  30,000 系友大會獎牌、車資、等雜支 

2.郵資  15,000 55期食科通訊、會議通知、寄送獎牌 

3.電話費  15,000 通訊錄更正、電話訪談 

4.雜支  30,000 文具、會議茶點、花圈、電腦耗材等 

5.差旅費  10,000 辦理系友會活動及專訪車資 

業務費用小計  100,000  

(四)活動補助費用    

北、中、南區活動  50,000 中南系友聯誼活動補助經費：每人上

限500元 

活動補助費用小計  50,000  

(五)其它費用  316,902  

    

經費支出合計  702,800 (一)+ (二)+(三)+ (四)+ (五) 

三、本期餘(絀)  0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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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要點 

民國 85 年 5 月 1 日本校第 24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87 年 11 月 18 日本校第 26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2 年 1 月 8 日本校第 29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3 年 1 月 7 日本校第 30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4 年 6 月 22 日本校第 31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第本校 3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第本校 39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 

一、依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規定，為表彰傑出校友，特訂定本辦法。 

二、候選人資格：凡本校畢（肄）業校友，足為楷模並具備左列條件之一者： 

（一）學術研究、創造發明獲具體殊榮者。 

（二）經營企業有傑出成就者。 

（三）熱心社會公益、服務國家、造福人群，有貢獻者。 

（四）藝術文化、體育活動有傑出表現者。 

（五）行誼、聲望、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足為表率者。 

三、每年七月一日前由下列方式之一提出推薦名單及相關資料： 

（一）各系（所）務會議決議。 

（二）各學院相關會議決議。 

（三）各系友會理事會決議。 

（四）各地區校友會理事會決議。 

（五）各機關學校首長推薦。 

（六）校友十人以上聯署推薦。 

推薦名單及相關資料經由校友中心邀請各學院院長進行初審，初審通過獲推薦之候選人， 

經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即獲選為本校傑出校友。 

四、表揚方式：於本校公開場合表揚並頒發「傑出校友」獎牌一座，其具體事蹟刊登本校刊 

物「傑出校友」，並發布新聞，廣為宣揚。 

五、主辦單位：校友中心。 

六、本校各院系所，為表彰有傑出成就之畢業校友，原則上應以傑出系友或院友稱之，其遴 

選表揚辦法另訂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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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 20屆(2016年)「傑出校友」推薦表 

請 貼 照 片 

被 推 薦 人 

姓 名 
王敦正 

本 校 

修 業 年 限 

                                  

民國 56  年 6  月 於 食品科學系  畢業 

                                 

最 高 學 歷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食品科學碩士 

服 務 機 構 

職 稱 
首都銀行控股公司董事長(已退休) 

經歷 

1.第四屆北美州台灣商會聯合會會長/休士頓市市立中小企業發展局理事長 

2.休士頓美加墨三邊貿易協議顧問組市長派任專員/美國聯邦輸出入銀行董事會

顧問 

3.大休士頓地區聯合商會外貿部理事長/休士頓大學中小企業發展中心理事市政

府亞裔顧問團主席/休士頓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 

4.哈瑞斯郡區域醫院董事/首都運輸局董事及美國進出口銀行監理委員會理事 

5.僑務諮詢委員/大休士頓議會和觀光局的董事 

傑 出 表 現 

事 蹟 

（請用條列式具體列出，如不敷填寫，請用另紙書寫附後） 

如附件 

推 薦 方 式 

□各系（所）務會議決議（請附會議紀錄）。 

□各學院相關會議決議（請附會議紀錄）。 

□各系友會理事會決議（請附會議紀錄）。 

□各地區校友會理事會決議（請附會議紀錄）。 

□各機關學校首長推薦（請機關學校函文推薦）。 

□校友十人以上聯署推薦（請附聯署書，並註明畢業系級）。 

推 薦 單 位 

代 表 人 簽 章 

 
推 薦 單 位 

聯 絡 方 式 

 

附註： 

1.請填寫本表格並於 105 年 7月 1日(星期五)前回傳至校友中心。(各單位填表時，可免告知當事

人，待遴選結果公告後，再正式徵詢其意願)。 

2.校友中心聯絡方式：電話(04)2284-0249；傳真(04)2285-4119；E-mail：alumni@nchu.edu.tw 

3.推薦表下載：校友中心首頁/上方「表格下載」/欄位第二項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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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6 王敦正學長 

傑出表現事蹟 

1.第五屆台南ㄧ中傑出校友 

2.1987 年~迄今創立美國休士頓首都銀行 

3.1992 年第四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會會長擔任期間，結合海外台商力量，將北美台

商全體整合，發揮團隊力量，編印發行北美台商聯合會年鑑，第一次將北美台商組

成浩大團體，近六十位會員參加回國訪問，奠定日後北美台商定期例行回國訪問進

行各部會拜訪，與政府建起溝通橋樑，隨時建言。 

4.僑社社區服務參與，出錢出力，並且週遊於美政府機構與僑社聯繫，終於於一九九

九年由老人協會與休士頓住宅及社區發展局合力，建造了華人自有擁有的老人公

寓，第一期工程已完成，第二期正在進行，造福老人居住的安全與穩定。 

5.1990 以非佛教徒的身份應邀出任當地慈濟功德會德州支會募款委員會主任委員，為

該會籌建靜思當募功德款，如今建築完工已在提供僑社信眾一個修行的清淨場所。 

6.1992 年至一九九三年獲得最佳企業人士獎，經休士頓市當地大報「休士頓新聞」採

訪並以頭條刊出演講詞中的一句「成功不是靠個人，而是團隊精神的集體貢獻」，

來標榜其團隊領導精神。 

7.1992 年休士頓三華報選出九二僑社十大新聞－司法院長林洋港訪美之旅列為榜首。

國府司法院長林洋港在中美斷交十三年之後，應北美台商聯合會會長王敦正的邀請

展開訪美之旅，同時參加北美聯合會年會於休士頓召開，由於是國府十多年來訪美

最高層次官員，此舉促進與美國外交的再升層次。 

8.1993 年獲休士頓市長以王敦正生日贈封為「休士頓市王敦正日」(Don Wang Day)以

表達市政府對於王敦正的社區貢獻，給予的肯定及讚揚。 

9.一九九七年獲香港出版的亞洲雜誌(Asian,Inc.)作專題訪問。 

10.一九九七獲德州商業雜誌(Texas Business)七月份專訪。 

11.一九九八年榮獲少數民族企業理事會議革新獎，由於王敦正任董事長的首都銀行

在美國社會主流已扮演了一個非常中脫穎而出，並榮任一九九九年度休士頓社團

活動及十大重要新聞之一大新聞。 

12.一九九九年獲第五十屆休士頓全國社區公義聯盟人文獎，是五名得獎人中唯一的

華裔，全國社會公義聯盟創建於一九二七年，五十年來，致力於倡導理解，尊重

不同種族、宗教、文化、消除種族歧視和偏見，支持立法消除仇恨犯罪，獎勵對

發展促仕人文有傑出貢獻的社會及企業的領袖，王敦正除積極參予並致力於華人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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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工作外，還任職休士頓總商會外貿部理事長，休士頓形象委員會理事而獲

此殊榮。 

13.一九九九年獲休士頓大商會及休士頓頒發第十一屆國際企業主管獎，每年得主包

括有商務部長，大陸航空公司董事長．．．等等一些美社會中成功知名企業家或

是政府首長，而王敦正獲得此殊榮是華裔最大的光榮。 

14.2000 年獲 Inside Houston 雜誌四月號中列入專訪的第三度休市二十五名風雲人

物。 

15.獲台灣 Open 週刊第十六刊專訪。 

16.1999 年獲得休士頓 Kiwanis 俱樂部與大休士頓商業委員會合辦的〝年度最佳國際

執行長〞榮耀。2001 年獲得〝Who’s Who〞全國專業協會推舉為〝年度最佳專業

執行長〞之一。 

17.2004 年亦獲休士頓大學法學院頒贈榮譽獎，以表彰王董事長在個人事業上的成就

以及對於社區的無私貢獻。 

18.2005 年榮獲猶他州州立大學傑出校友 

19.2009 年經議會通過入選〝休士頓名人堂〞，並獲得休士頓市長頒贈證書。王董事長

是獲此殊榮的第二位華人 

20.2014 年 3 月在母校猶他州立大學設立「王敦正獎助基金」並挹注首筆贈款 20 萬美

元，以提供該校農學院等相關科系之臺灣留學生申請。王董事長並經由本處教育

組居中聯繫，促成猶他州立大學與國立中興大學締結姊妹校協議。 

21.王董事長不但在事業上獲得成功，取得各項榮耀；亦持續不斷回饋社區。卓越的

領導能力不僅受到各級市府機構肯定，亦被無數的社團所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