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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4 年度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09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1：00 

地    點：中興大學食生大樓一樓 108 會議室 

主    席：廖國棠 理事長                              

紀錄：彭貞華 

出席人員：如附件表 

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大家的熱烈參與，今天有兩項提案進行討論，接下來就繼續進行會

議，謝謝大家。 

系主任致詞： 

各位學長姐大家好，非常感謝大家百忙之中參加今天的理監事會議，今天與大

家報告幾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最近系上剛辦完兩岸三地研討會，感謝學長

對我們系上研討會的支持，此研討會經費來源包括科技部、教育部、現場的報

名費及學長姐們贊助(經費及產品)，在此感謝學長姐的鼎力相助。第二件事情與

各位報告的事情是系上的傅以中老師於 9 月 5 日逝世，傅老師的公祭時間訂於 9

月 25 日(五)9 點 30 分於台中市崇德殯儀館「懷恩廳」，地址：臺中市北區崇德

路 1 段 50 號。第三件事情是系友會廖國棠理事長，系上的顏國欽講座教授、王

苑春系主任、貞華秘書將於 9 月 18 日前往上海參加 9 月 19 日上海系友聯誼聚

會，在此也歡迎各位系友們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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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一、最新消息（附件一，p6） 

二、榮譽榜（附件一，p6） 

三、活動紀要（附件一，p6） 

四、系友回娘家（附件一，p6） 

財務報告： 

一、104.03.10~104.08.31 系友會經費一覽表 （附件二，p7） 

二、104.03.10~104.08.31 系友會經費收支明細表（附件三，p8） 

提案討論： 

提案一：104 年傑出系友選拔。 

說  明： 

一、依據「傑出系友選拔辦法」及「榮譽系友推薦辦法」（附件四、五，P9~10）。 

二、推選出卓越貢獻獎 1 名，傑出系友 3 名，海外傑出系友 3 名，熱心系友

獎 4-6 名，榮譽系友 3 名，名額可視推薦名單而調整。 

三、推薦原則以未曾獲獎為原則。檢附歷年獲獎名單（附件六，P11~12）及

系友推薦名單（附件七，P13）。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七，P13）。 

 

提案二：本年度系友大會舉行日期討論。 

說  明：本年度系友大會因配合母系校慶舉辦期間（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因

此擬訂定於 10 月 31 日（星期六）舉辦，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秘書室將辦理後續籌備及連繫事項。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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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今年傑出系友推薦者共有 2 名，建議再增加 1 名名額。 

提案者：陳勁初理事 

說  明：依據「傑出系友選拔辦法」，傑出系友可推薦 3 名，希望今天理監事會議

再推選 1 名傑出系友。 

決議：若於召開理監事會議前一週，傑出系友推薦名額未滿 3 位，視於「從

缺」，若開會現場臨時提出推薦傑出系友推薦人選，可請秘書室紀錄遺珠人選，

並列於明年推薦名單。 

其它討論： 

發言人：沈發枝理事 

因為食安的問題近日鬧的沸沸揚揚，希望能聚集系友們產官學的影響力一起來

讓食安問題合理化。首先建議幾點:1,農殘問題希望能和國際接軌，殘留量規範

訂定標準是否可以參照先進國家標準，不要過於嚴苛或不能有農殘？2.先進先出

的問題，進口同一貨櫃製造日期相近，前後天差別者檢驗標準是否可以通融不

要退貨？3.蟲體檢驗是否可以依據規定，若蟲體在標準規範內，是否可以通融？

4.品質安全問題固然重要，但業者偶發性的品質問題仍然在食品安全衛生規範

內，若嚴苛到不得檢出拒收業者的產品，不只是浪費了食材原料也造成廠商服

務利潤損失，是否可以改用罰款方式允收，不要「拒收」產品。 

理事長發言:業者印好的標籤尚未用完，因法令更改標籤就需丟棄，不只浪費資

源也增加廢棄物數量；若原料保存期限還剩一半，業者就不願使用也要退回，

最後這些原料都要報廢實在太過“討債”，等於浪費了老天爺賜給的食物。 

政府在農殘或添加物使用雖已訂定標準，但因食安問題與媒體報導不詳細，消

費者的角度標準是「0」，因此政府規定產品標示必須非常詳細與誠實，可是消

費者看不懂說明書所有內容，卻有了更多的誤解。在此希望政府將躲在陰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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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業者揪出，不讓真正照著規定走的業者膽戰心驚，才能發揮解決食安問

題最大效益，在此，也一起結合產官學的力量，互相勉勵及切磋。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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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會務報告 

（104 年 3 月～104 年 8 月） 

一、最新消息 

1. 上海系友聯誼聚會將於 9 月 19 日（六）舉行於上海神旺酒店舉行，歡迎

各位系友共襄盛舉。 

2. 北區系友聯誼活動將於 10 月 18 日（日）於上海鄉村(濟南店)舉行，歡

迎各位系友共襄盛舉。 

二、榮譽榜 

1. 恭賀 B67 陳建斌學長榮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處長。 

2. 恭賀 B69 施坤河學長榮升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研究所所長。 

3. 恭賀母系王苑春教授、毛正倫教授、林金源教授、蔣恩沛教授，獲聘特

聘教授。 

三、活動紀要 

1. 104 年 5 月 16 日（六），圓滿舉行食生系中區系友聯誼聚會，感謝學長姐

盛情參與。 

2. 104 年 8 月 23 日（日），圓滿舉行食生系南區系友聯誼聚會，感謝學長姐

盛情參與。 

四、系友回娘家 

1. 104 年 4 月 7 日（二），B73（廖國棠理事長班級）約有 3 位系友回母系參

觀，回憶當年，相談甚歡。 

2. 104 年 6 月 5 日（五），專訪 B83 林煜翔學長，分享求學及求職經歷。 

五、系友講座 

   1. 104 年 4 月 10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M74 張洳楣學姐（目前任職於食

品藥物管理署中區管理中心科長）至系上分享，講題「進口食品邊境查驗

知多少」。 

   2. 104 年 4 月 17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66 葉安義教授至系上分享，講

題「食科人，如何面對食安」。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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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4 年 5 月 8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66 王繼中董事長至系上分享，講

題「中國食品市場分析及進入產業界的自我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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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28 製表人：彭貞華 

104.03.21 經費 104.09.12 經費 

104 年第一理監事會議報告 104 年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報告 

類  別 金  額 類  別 金  額 

校務基金 511,349 校務基金 487,612 

存簿儲金 1,090,824 存簿儲金 1,057,749 

總計 1,602,173 總計 1,545,36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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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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10~104.08.31 經費收支明細 

製表日期：104.08.28 製表人：彭貞華 

校務基金 (A) 收入 支出 餘額 備註 

上期餘額   511,349  

捐贈收入 100,220   

捐贈系友：黃山內.劉崇義.陳健人.顏

文俊.鄭清和.方繼.賴坤明. 聶威杰,王

苑春,賴坤明,王進崑,張連發,沈立言, 

王繼中,紀佳雄 

系友會秘書薪資  123,957  4 月份~12 月份薪資 

合  計 100,220 123,957 487,612  

存簿儲金 (B) 收入 支出 餘額 備註 

上期餘額   1,090,824  

利息 1,545    

電話費  2,848  系友會專線 2~7 月份電話費 

花籃  6,924  

1.美國系友徐新宏代訂花圈至吳敏慧

前系主任追思會 

2.恭賀施坤河學長榮升穀類研究所所

長 

3.系友會贊助系上兩岸三地研討會高

架花籃一對 

分區活動補助款  18,652  中區及南區系友聯誼活動補助款 

秘書差旅費  1,970  秘書舉辦中,南區活動車資 

雜費  4,226  重建特刊郵寄費用,理監事點心費用 

合  計 1,545 34,620 1,057,749  

總  計  

(A + B) 
487,612+1,057,749=1,545,361 

104.03.21(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總額為

1,602,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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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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系友選拔辦法 

中華民國 92 年 12月 20日系友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2月 16日系友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2月 15日系友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1月 1 日系友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元月 25日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一、 宗旨：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表揚食生系友在

各專業領域之傑出貢獻，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傑出系

友」褒獎辦法。 

二、 頒發獎項及名額： 

（一）卓越貢獻獎 -- 一名。 

（二）傑出系友獎 --三名。 

（三）傑出海外系友獎 --三名。 

（四）熱心系友獎---四至六名，當年度各分區會長為當然之熱心系友獎。 

（五）理監事會得視當年度之情況，調整其獎項名額。 

三、 候選人資格：凡為本會會員，熱心系友會會務，足為楷模並具備左列條件之一者： 

（一）熱心社會公益、服務國家、造福人群，有貢獻者。 

（二）經營企業有傑出成就者。 

（三）學術研究、創造發明獲具體殊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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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推薦方式：由本會會員二人以上，在系友會年度大會前的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前一日，

提出推薦表格。 

五、 評審辦法：由本會常務理事會加以評審後推薦，並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六、 迴避原則：若提名者為本會常務理監事，則該提名者應迴避審查會議。 

七、 表揚方式：於年度系友大會表揚並頒發紀念獎牌一座，其具體事蹟刊登「興大食科通

訊」，除發佈消息於食生系及系友會網頁廣為宣揚，且將卓越貢獻得獎人之事蹟提報農

資學院編入『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史中，並由系友會推薦參加『國立

中興大學傑出校友』之遴選。 

八、 榮耀分享：榮獲本系友會所頒發之各項獎項，為至高榮譽，本會得邀請得獎人回母系，

與在校師生座談或專題演講，以經驗分享，並請得獎人於個人履歷中加入本會得獎記

錄，以彰顯本會。 

九、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十、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經系友大會追認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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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榮譽系友推薦辦法 

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5日臨時系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5日理監事會議修正訂定 

宗旨：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以下簡稱本會)為表揚非食生系

系友在食品相關各專業領域之傑出貢獻，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

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榮譽系友」辦法。 

一、候選人資格：凡食品營養相關之學術及企業界人士，足為楷模並具備下列條

件之一者。 

（一）經營企業有傑出成就，並與本系有良好關係者。 

（二）學術研究、創造發明獲具體殊榮者。 

二、推薦方式：由本系教師（二位）以及系友會理事或監事（二位）於每年系友

大會前一個月向本系推薦，每屆以三人為原則。 

三、評審辦法：由系友會理監事同意（參加人數之半數）。 

四、表揚方式：於年度系友大會表揚並頒發紀念獎牌一座，刊登於食生系及系友

會網頁廣為宣揚。 

五、榮耀分享：榮獲本系所頒發之獎項為至高榮譽，本系將邀請得獎人回母系，

與在校師生座談或專題演講，及經驗分享。 

六、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七、本辦法經本系系友會會議討論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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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歷屆傑出系友名單 

年度 獎項名稱 名  單 

86 傑出系友獎 鄭鴻財、李以安、林拓南、聶威杰、謝至釧、楊遂定、

游昭明、游杭柳 

87 
傑出系友獎 陳逸南、朱國雄、曾慶瀛、范晉嘉、林麗雲、王進崑 

熱心系友獎 張泰柔、蘇勁堅、陳建斌、梁英強、賴坤明 

88 
傑出系友獎 李富雄、林聰明、杜平德、顏文俊、陳玉舜 

熱心系友獎 蔡正員、曾啟智、許永禎、蔡坤修、鄭揚凱 

89 
傑出系友獎 曾啟智、紀學斌、吳明昌、張光明、陳勁初 

熱心系友獎 謝博元、陳鈴霓、林苑暉、陳國信、饒家麟 

90 
傑出系友獎 

熱心系友獎 

陳文靜、林建谷、賴麗旭、楊娟華、李永如、杜國賢、張

永和 

91 
傑出系友獎 

熱心系友獎 
(90、91年度的資料有所缺失，敬請原諒!) 

92 傑出系友獎 王慶富、沈發枝、陳弘坤 

93 
卓越貢獻獎 林慶福 

傑出系友獎 吳昭雄、黃山內、顏國欽 

94 
卓越貢獻獎 游昭明 

傑出系友獎 劉明照、李茂盛、謝 能、林子清、曾浩洋、沈立言 

95 
卓越貢獻獎 謝至釧 

傑出系友獎 盧訓、陳建斌、陳國信 

96 

卓越貢獻獎 許文章 

傑出系友獎 盧榮宏、方繼、謝寶全 

海外傑出系友獎 林健次、莊永發、鄭哲玲 

97 

卓越貢獻獎 李茂盛 

傑出系友獎 盧榮錦、廖國棠、黃進發、葉安義 

海外傑出系友獎 郭鐘榮、王繼中、周文瑞 

熱心系友獎 陳健人、林信堂、謝昌衛、陳武郎、曾裕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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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獎項名稱 名  單 

98 

 

卓越貢獻獎 賴滋漢 

傑出系友獎 鄭建益、李德旺、陳啟祥、黃士禮、林信堂、謝文慶 

海外傑出系友獎 簡謙勇、李錫祺、殷長賡、王紀翔、林鎮世 

熱心系友獎 
林輝煌、林松錦、洪福隆、張連發、陳俊江、葉佳聖、陳

兆祥 

99 

卓越貢獻獎 聶威杰 

傑出系友獎 江良山、柯文慶、張斌堂、游若篍 

海外傑出系友獎 何曉亮、李永琳、戴裕益、陳芳蘭、楊鵑華 

熱心系友獎 邱繼明、張耀文、巫郁國、蔡政和、黃仕政、蔡志淇 

100 

卓越貢獻獎 顏國欽 

傑出系友獎 陳錦樹、蔡淑貞、張明仁、喬長誠、林景修 

海外傑出系友獎 游銅錫 

熱心系友獎 林志良、張德揚、謝曜興 

榮譽系友獎 楊坤祥、楊世沛、蕭吉成、范樹宗 

熱心奉獻獎 鄭揚凱、周志輝（第 19屆理事長及秘書長） 

101 

卓越貢獻獎 林子清 

傑出系友獎 莊聰正、鄭清和、張谷昇、許永禎、張德揚、劉芳銘 

海外傑出系友獎 劉尊烈 

熱心系友獎 林煜翔、陳文騰、楊庭達、林其宏 

榮譽系友獎 邱義源蘇正德、賴健元 

102 

卓越貢獻獎 江良山 

傑出系友獎 林武瑞、黃季芳、施坤河、林聖敦、陳惠英、黃仕政 

海外傑出系友獎 陳俊江 

熱心系友獎 李世傑、翁家瑞、游啟政 

榮譽系友獎 蔡英傑、王建堂、詹岳霖 

熱心奉獻獎 鄭建益、蔡碩文（第 20屆理事長及秘書長） 

103 

卓越貢獻獎 林棟樑 

傑出系友獎 翁家瑞、陳健人、謝昌衛 

海外傑出系友獎 張耀文 

熱心系友獎 林建君、彭成裕、顏名聰 

榮譽系友獎 楊孟達、游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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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104年度傑出系友推薦名單 

卓越貢獻獎推薦名單（推選出 1名） 

畢業屆別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推 薦 人 

B55 劉明照 威昇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系友會秘書室 

傑出系友獎推薦名單（推選出 3名） 

畢業屆別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推 薦 人 

B73 李清福 新竹教育大學教務長 
陳勁初副總經理 

廖國棠理事長 

B83 林煜翔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系友會秘書室 

海外傑出系友獎推薦名單（推選出 3名） 

畢業屆別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推 薦 人 

B56 王敦正 首都銀行控股公司董事長 

王苑春特聘教授

兼任系主任 

陳錦樹教授 

熱心系友獎推薦名單（推選出 3名） 

畢業屆別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推 薦 人 

B88 洪嘉佑 新醫生技行銷經理 系友會秘書室 

B93 簡豪呈 
SGS食品服務部資深行銷專

員 
系友會秘書室 

O98 彭成裕 正龍酒莊負責人 系友會秘書室 

P87 賴坤明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

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系友會秘書室 

榮譽系友獎推薦名單（推選出 1-3名）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推 薦 人 

廖啟成 食品工業研究所所長 
顏國欽榮譽講座教授、 

王苑春特聘教授兼任系主任 

林讚峰 台湾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鄭建益榮譽理事、 

張斌堂榮譽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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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卓越貢獻     榮譽系友 
傑出系友 
海外傑出系友         推薦表格 
 

姓    名 劉明照 畢業年屆 大學部 55年 

服務單位 

職稱 

威昇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E-mail m6633@kimo.com 

通訊地址 

台南市大同路二段 615號 11

樓-1 

連絡電話 06-2896060 

學歷：中興農化系 

經歷：（機關、企業及其職稱、服務年資）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威昇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特殊或具體貢獻事項及論文著作： 

•曾榮獲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會「傑出經理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協會「食品學術技

術及經營管理榮譽獎」及「傑出食品企業家獎」等多項食品類、管理類獎項。 

•曾任中華民國果蔬汁工業同業公會、包裝飲水協會常務理事及中華民國食品科技學會得

獎人聯誼會會長、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系友會理事長與校友總會副理事長；現任中華民國

電梯協會理事、中華民國立體停車場協會常務理事。 

•在統一企業期間，創立家戶喻曉知名產品，如麥香紅茶、奶茶、咖啡廣場、統一果汁、

寶健運動飲料、健康穀粉、統一雞精、滿漢肉品、統一麥飯石礦泉水等，締造高達 100億

元營業額，至今歷久不衰，廣受消費者喜愛，多次協助政府及農民處理超產農產品，將其

製作精緻產品行銷海內外，至今能積極參與並協助發展食品加工結精緻農業，持續為台灣

農業貢獻心力。 

•民國 85年接掌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改造統一精工轉型跨入能源通路服務業，發展

Smile速邁樂加油中心，營業額由 2億元快速成長至 135億元，獲得商業週刊、天下雜誌

所評選全國服務業 5 百大企業第 76名，稅後淨利成長率、淨值報酬率成長優異的績優產

業，成績斐然。 

推薦人姓名：系友會秘書室                           

審查意見：（以下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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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卓越貢獻     榮譽系友 
■傑出系友 
海外傑出系友         推薦表格 
 

姓    名 李清福 畢業年屆 

73年大學畢業/75年碩士畢

業 

服務單位 

職稱 

新竹教育大學 

教務長 

E-mail leecf@mail.nhcue.edu.tw 

通訊地址 

300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521

號 

應用科學系 
連絡電話 (03)5213132-2713 

學歷：中興食科系，中興食科所，清大生科系博士 

經歷：（機關、企業及其職稱、服務年資）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授 應用科學系   2009年 02月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副教授 應用科學系   2005年 08月 ~ 2009年 01月 

元培科技大學 副教授 食品科學系   1993年 11月 ~ 2005年 07月 

元培醫事專科學校 講師 食品衛生科   1992年 07月 ~ 1993年 11月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副研究員 菌種中心  1988年 10月 ~ 1992年 07

月 

特殊或具體貢獻事項及論文著作：如附件說明 

推薦人姓名: 陳勁初副總經理、廖國棠理事長 

審查意見：（以下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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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卓越貢獻     榮譽系友 
■傑出系友 
海外傑出系友         推薦表格 
 

姓    名 林煜翔 畢業年屆 

83年大學畢業/85年碩士畢

業 

服務單位 

職稱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 

E-mail shonlin@kkfoods.com.tw 

通訊地址 

52774 彰化縣大城鄉南

平路 1-1號 

連絡電話 0910958583 

學歷：中興食科系，中興食科所 

經歷：（機關、企業及其職稱、服務年資）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儲備幹部/課長/經理/協理/總經理 

特殊或具體貢獻事項及論文著作：如附件說明 

1. 擔任食生系系友會第 100年中區系友會會長，熱心規劃中區系友聚會活動。 

2. 擔任系友會第 21 屆~22屆理事，熱心奉獻参與會務及出錢出力。 

推薦人姓名:系友會秘書室 

審查意見：（以下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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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卓越貢獻     榮譽系友 
傑出系友 
▇海外傑出系友         推薦表格 
 

姓    名 王敦正 畢業年屆 大學部 56 年 

服務單位 

職稱 

首都銀行控股公司董事長(已退休) E-mail 
don.wang@metro

bank-na.com 

通訊地址 
11411 Quail hollow  Houston, Tx 77024. 

U.S.A 連絡電話 0926189183 

學歷： 

中興大學農業化學系 56 年學士畢業 

1974 年於美國猶他州州立大學取得食品及營養系碩士學位。 

經歷：（機關、企業及其職稱、服務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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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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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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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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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務諮詢委員/大休士頓議會和觀光局的董事 

特殊或具體貢獻事項及論文著作：如附件一 

1.推薦人姓名： 王苑春特聘教授兼任系主任     

2.推薦人姓名： 陳錦樹教授                   

審查意見：（以下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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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具體貢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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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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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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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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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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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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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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卓越貢獻     ▇榮譽系友 
傑出系友 
海外傑出系友         推薦表格 
 

姓    名 廖啟成 

服務單位 

職稱 

食品工業研究所所長 E-mail lcc@firdi.org.tw 

通訊地址 
新竹市食品路 331號 

連絡電話 03-5223191#601 

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 博士(Ph.D.) 食品科學 (Food Science) 

國立台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 碩士(M.S.) 農業化學 (Agric Chem) 

歷國立台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 學士農業化學 (Agric Chem) 

經歷：（機關、企業及其職稱、服務年資）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台灣乳酸菌協會理事長、榮譽理事、常務理事 

台灣農業化學會 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監事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秘書長、常務理事、理事、監事 

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監事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理事 

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常務董事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食品科學組、應用微生物組、菌種保存及研究中心、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

中心 副研究員、研究員、資深研究員、單元主持人、副主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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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或具體貢獻事項及論文著作： 

經濟部科技專案研究計畫: 優良計畫主持人獎(兩次)、優良計畫優等獎、 

傳統產業加值貢獻獎(兩次)、優良計畫優異人員獎、研究成果優良獎等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食品學術研究榮譽獎、曾桐先生紀念專利發明獎 

台灣農業化學會: 技術榮譽獎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謝公成源特殊貢獻獎(兩次)、勤奮工作獎 

美國食品科技學會 (IFT) : 研究論文競賽第一名獎 (John C. Ayres Award) 

1.推薦人姓名：顏國欽榮譽講座教授   

2.推薦人姓名：王苑春特聘教授兼任系主任         

審查意見：（以下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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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卓越貢獻     ▇榮譽系友 
傑出系友 
海外傑出系友         推薦表格 
 

姓    名 林讚峰 

服務單位 

職稱 

台湾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mail  

通訊地址 

台北市南昌路一段 4号 

 

連絡電話 02-23214567 

學歷：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學系  台大農化所 碩士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生化博士 

 

經歷：（機關、企業及其職稱、服務年資） 

台湾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特殊或具體貢獻事項及論文著作：領導台湾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績效卓越。 

1.推薦人姓名： 鄭建益 榮譽理事         

2.推薦人姓名： 張斌堂 榮譽理事               

審查意見：（以下請勿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