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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7 年度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03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11：30 

地  點：台中菊園婚宴日本料理會館（旗艦店） 

主  席：張連發 理事長 

紀  錄：彭貞華 

出席人員：如附件簽名表 

主席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理監事蒞臨參加 107年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新春開始，也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裡平安，今天也特別感謝幾位榮譽理事長特定撥冗參加會議，接下來

就繼續進行今天的會議，謝謝大家。 

系主任致詞： 

各位學長姐大家好，新年快樂，很高興今天有北、中、南的理監事一同參加今日

的理監事會議，在此，與各位理監事報告一項消息，非常感謝大學部 56 年畢業班

級(李富雄學長、李義生學長、賴茂民學長等)捐贈母系大學部 4 間教室的 E 化講

座，使得系上學生獲得良好及充足的教育環境。 

副理事長致詞： 

各位學長姐大家好，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在此祝福系友會越來越旺，謝謝。 

會務報告： 

一、最新消息 

107 年 3 月 14 日（三），將邀請大學部 56 年畢業賴茂民學長至系上與大三同

學舉行「系友經驗分享座談會」，歡迎各位系友共襄盛舉。 

二、榮譽榜 

「科達製藥檢驗中心」榮獲衛福部疾管署「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

畫」楷模獎。 

三、活動紀要 

(一) 106 年 10 月 14 日（六），圓滿舉行北區系友聯誼聚會，感謝學長姐盛情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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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6 年 10 月 28 日（六），圓滿舉行 106 年系友大會，當天席開 13 桌，

熱鬧非凡，感謝各位系友共襄盛舉。 

(三) 106 年 12 月 9 日（六），圓滿舉行食生系上海系友聯誼聚會，當天席開 6

桌，熱鬧非凡，本年度聯誼餐敘除了中興食生系系友參加，同時也邀請食

品院校的校友及教授，食品產業貴賓共襄盛舉。 

四、系友講座 

(一) 106 年 9 月 29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90 林育諄學長至系上分享，講

題「食品產業之發展策略」。 

(二) 106 年 12 月 22 日（五）食生講座邀請到 B76 古明靄學長至系上分享，

講題「新產品開發的時效」。 

財務報告： 

一、106.09.01~107.03.01 系友會經費一覽表 （附件一，p5） 

二、106.09.01~107.03.01 系友會經費收支明細表（附件二，p6） 

三、106.10.28 系友大會收支明細（附件三，p7） 

提案討論： 

提案一：107 年度預定工作計畫報告，請討論（附件四，p8）。 

說  明：本會 107 年度預定例行性工作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秘書室將依照年度工作計畫進行系友會例行會務。  

 

提案二：107 年度系友會經費預算報告，請討論（附件五，p9）。 

說  明：107 年度經費預算報告，請理監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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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107 年度第 22 屆「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推薦人選案，請討論（附件

六、七，p10~ p12）。 

說  明： 

1.母系於 106年 3月 22日於系務會議提案傑出校友推薦名單有陳建斌系友（附件六）

及鄭哲玲系友（附件七），並於系務會議決議推薦陳建斌系友送校選拔。 

2.陳建斌系友於去年在校友會選拔審核時通過初審，惟決選時未進入通過名單。 

3.請系友會提供 107 年度第 22 屆「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建議人選，以便於在今

年度系上系務會議討論，並於校方截止日期 7 月 1 日前送件。 

決議: 系友會推薦 107 年度傑出校友陳建斌系友，並將此決議案列入系務會議提案

討論，並於校方截止日期 7 月 1 日前送件。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者：謝文慶 常務理事 

案  由：建議 108 年食科年會會員大會與母系校慶合併辦理。 

說  明：適逢 2019 年為母系創校 100 週年校慶，且食科學會於 108 年舉行會員大

會，因母系許多畢業之系友為食科學會會員，建議 108 年食科年會會員大

會與母系校慶合併辦理，由系上老師成立食科學會籌備工作小組委員會。 

決  議：1.由於母校往年約於 11 月舉行校慶活動，食科學會約於 12 月舉行會員大

會，建議分開舉行，使活動更加順利圓滿。 

        2.母系將此議案列入系務會議討論，並先規劃籌備工作小組，並由謝文慶

學長擔任顧問。 

提案二 提案者：謝至釧 榮譽理事 

案  由：建議系友會每年舉辦之「上海系友聯誼聚會」邀請國內食品科系相關院校

教授及校友一同參加。 

說  明：母系畢業的系友在食品產業界人才輩出，希望能藉由系友會成為平台，並

在食品基礎上做結合；聯誼餐敘除以中興食生系系友為基礎，希望也邀請

食品院校的各教授及系友與食品產業貴賓共襄盛舉，也幫助年輕後輩有更

多機會相互交流。 

決  議：系友會秘書室將把邀請函訊息連繫國內食品科系相關院，廣邀食品相關科

系教授及校友一同參加。  

散    會：12 點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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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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1 製表人：彭貞華 

106.09.16 經費 107.3.10 經費 

106 年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報告 107 年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報告 

類  別 金  額 類  別 金  額 

校務基金 1,649,420 校務基金 1,653,331 

存簿儲金 989,460 存簿儲金 1,103,295 

總計 2,638,880 總計 2,75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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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02~107.03.01 經費收支明細 

製表日期：107.03.01 製表人：彭貞華 

一、校務基金 收入 支出 餘額 備註 

上期餘額   1,649,420  

捐贈收入 131,850  

 

捐贈系友： 

郭封谷、陳國信、科達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陳兆祥)、劉世詮、江

伯源、林金源、來裕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許文章) 

晨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喜企

業有限公司(張連發)、孫鈴明、

施文吏 

系友會秘書薪資  73,665  105 年 10 月~106 年 2 月薪資 

秘書年終獎金  18,665  106 年度秘書年終獎金 

秘書協辦津貼  2,560  秘書 107 年 1 月協辦津貼 

秘書協辦津貼保費  49  機關補充保費 

食科通訊印刷費  33,000  第 56 期食科通訊 200 本 

合計 131,850 127,939 1,653,331  

二、存簿儲金     

上期餘額   989,460  

捐贈 171,500   捐贈系友： 

李茂盛、林棟樑、李富雄、大學

部61年蔡正員班級、劉崇義、謝

昌衛 

租借費  10,000  系友大會小禮堂場地費 

系友大會剩餘款 7,852   106年系友大會結餘款 

分區活動補助款  19,326  北區及南區活動補助款 

雜費  6,374  理監事會議議程、系友會紅布條 

水晶獎牌  3,600  王苑春老師及李茂盛學長 

車資  24,035 
 

林金源老師及秘書上海來回機

票、秘書舉辦活動來回車資 

大陸區活動剩餘款 9,670   106年大陸區活動結餘款 

利息 999   郵局年度利息 

電話費  2,475 
 

系友會 106 年 8-107 年 1 月電話

費 

郵寄費用  376 
 

寄送第 56 期食科通訊給贊助廣

告廠商、南區會長當選證書 

食科通訊印刷費  10,000 
 

第 56期林棟樑學長贊助，匯給廠

商 

合計 190,021 76,186 1,103,295  

三、總計 321,871 204,125 2,756,626 
106.09.16(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總

額為 2,638,880元 

 



7 

附件三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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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基金 

受贈收入 
9,500   

捐贈系友： 

1.林金源 2,500 元 

2.劉世詮 2,000 元 

3.江伯源 5,000 元 

開立抵稅收據，轉入校務

基金 

郵政儲簿 

捐贈收入 
4,0500   

B61 班級 

(蔡正員等系友)40000 元 

謝昌衛 500 元，10/30 已存

入郵局 

合  計 50,000  50,000  

 二、系友大會經費支出     

餐費 77,000   77 人*1000 元/人 

會費 43,000   86 人*500 元/人 

外燴餐費  67,700  
13 桌*5,000 元/桌 

素套餐、酒水、飲料 

遊覽車費  13,200  北區遊覽車 

遊覽車費  11,550  南區遊覽車 

保險費  568  
搭乘北/南區遊覽專車平安

險共 24 人 

茶藝老師出席費  6,000  4 人*1500元 

獎牌  11,700  傑出系友獎牌 

影印費  1,350  系友大會議程共 90 份 

郵寄費  80  
寄送系友大會榮譽系友

獎牌 

合  計 120,000 112,148 7,852 11/03 已存入郵局 

  



8 

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系友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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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屆票選時間為 107 年）。 

四、每年 10 月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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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系友  

2.預備邀請 2-3 位系友回系上演講 

三 1.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2.邀請系友回系上演講 

四 
1.籌備第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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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期『興大食科通訊』籌備製做  

六 1.籌備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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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屆理監事 

3.籌備推薦 107 年度卓越貢獻獎及傑出系友獎 4.籌備北區系友聯誼活動 

5.籌備籌備召開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事宜 

九 

1.舉辦系友會北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2.召開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3.籌備系友大會 

4.預備印刷排版第 57 期『興大食科通訊』 

十 
1.舉行 107 年度系友大會 2.發行食科通訊第 57 期 

3.籌備大陸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十一 1.舉辦大陸區分會系友聯誼活動 

十二 1.系友會會務整理及年度經費結算 2.籌劃 108 年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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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系友會 107 年度收支預算表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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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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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勞健保、勞退)  212,448 1.系友會支秘書1-12月薪資總額

1/2=15,095*12月=181,140 

2.系友會津貼補助:2,560*12月+機

關補充保費49*12=31,308 

2.年終獎金  19,103 系友會支付1/2=19,103 

人事費用小計  231,551  

(二)印刷費用    

1.一般支出  50,000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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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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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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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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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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 21 屆(2017 年)「傑出校友」推薦表 

  

被推薦人 

姓名 
陳建斌 

本校 

修業年限 
民國 67 年 6 月於農學院食品科學系畢業 

最高學歷 日本國立東京海洋大學 水產學博士（1993 年） 

服務機構 

職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署長 

經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署長 105.07~迄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國際處處長 103.11~105.0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副署長 101.10~103.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 主任 95.7~101.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糧食產業組組長 93.1~95.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農業推廣科 科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農產運銷科 科長  
 

傑出表現 

事蹟 

1. 民國 75 年籌設「CAS 優良農產品標章制度」，80 年創立「財團法人 CAS 優

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增進消費者福祉，促進農水畜產及加工食品產業發

展。 

2. 自 86 年迄今不斷推動國產水果、稻米等之品牌化，提昇品質及包裝水準，

強化國產農產品內外銷市場營運競爭力。 

3. 民國 95 年於屏東首創佔地 233 公頃的「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從整地、開路

以及打造基礎施設、標準廠房、餐廳、宿舍、淨水及汙水處理場等，加上招

商業務成功，目前已有超過百家農業科技企業進駐，構成農業版的現代化高

科技產業聚落，促進我國農業經營轉型升級。 

4. 成功爭取 APO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亞洲生產力組織)支持台灣自

2016 年起一連 5 年在台灣舉開「生物農藥及生物肥料國際論壇」，將有助於

台灣成為全球農業生物製劑產業領導國。 

5. 推動「休耕田活化計畫」（102 年~106 年）、「大糧倉計畫」(105 年)，發展進

口替代作物及出口潛力作物，有效改善我國農業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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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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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7月 1日前回傳至校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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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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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 21屆(2017年)「傑出校友」推薦表 

  

被 推 薦 人 

姓 名 
鄭哲玲 

本 校 

修 業 年 限 

起 民國 58 年 9 月 

於 食品科學與技術系  畢業 

訖 民國 62 年 6 月 

最 高 學 歷 
美國愛荷華州州立大學哲學博士(生物化學, 專攻澱粉) 

服 務 機 構 

職 稱 

美國愛荷華州州立大學 Charles F. Curtis 講座教授(2016 年榮譽退休) 

經 歷 

美國愛荷華州州立大學 Charles F. Curtis 講座教授(2011-2016) 

美國愛荷華州州立大學助理教授, 副教授, 正教授(1987-2011) 

美國堪薩斯州州立大學副研究員(1984-1987)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助理, 助教(1973-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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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附件 

B62 鄭哲玲系友傑出表現事跡摘要,  

B62 鄭哲玲 Jay-lin Jane 系友簡歷,  

獎項影印本,及重要文獻 -- 容後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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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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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7月 1日前回傳至校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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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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2 鄭哲玲系友傑出表現事跡摘要 

1. 教授職位: 美國愛阿華州州立大學 Charles F. Curtis 農業與生物科學講座教授 

(2011-2016 榮退). 

2. 專業相關活動: 

Osborne Research Club --2007 年主席. 

Starch Roundtable Conference -- 2005-2007 年主席. 

曾任 11 個專業研討會籌委會會員, 7 個期刊編輯委員. 

3. 榮譽: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ereal Chemists International –  

Northwestern Section Geddes Lecture Award (1997). 

Absbery-French-Schoch Award (Highest award in starch research) (2005) 

Fellow (2012) 

國立中興大學食生系傑出海外系友(2007) 

美國愛阿華州州立大學 – Research Foundation Inventor’s Award (2004), 

      Regents faculty Excellence Award (2004)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Award (2006) 

International Service Award (2006) 

ISU Foundation’s Distinguish Faculty Award (2016, with 

Dr. David Topel) 

Starch Update Conference (Thailand, 2015) –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Starch Research Award 

     Japanese Applied Glyscience Association – Merit of Science Award (2006) 

  其他榮譽 -- 7 個 

4. 期刊論文: 

已發表 184 篇, 另一篇在審查中. 

已發表期刊論文, 根據 Research Gate 2017 年 2 月 19 日統計, 有 8023 次被別人引

用, h-index 為 52, 表示有 52 篇論文 52 次被別人引用. (依照該機構統計標準, h-

index 為 40 即達卓越教授水平.) 

5. 專業參考書及教科書專章:  共 26 篇 

6. 被邀請在研討會作專業演講: 

共有 229 次, 其中有 117 次在美國以外國家或地區(28 個國家, 分佈在北美洲, 南美

洲, 亞洲, 歐洲及澳洲). 其中 23 次為研討會主講人.其中 20 次在美國境外. 

7. 專利:10 個專利, 其中 7 個為主要發明人. 

8. 指導研究生:共 45 位, 其中 17 位獲碩士學位, 28 位獲博士學位,來自 17 個國家. 

9. 接受訪問學者或研究員: 

共 51 位, 來自北美洲, 南美洲, 亞洲, 歐洲及澳洲, 共 17 個國家. 

10. 研究經費:共 8.7 百萬美元, 其中 7.4 百萬美元為計劃主持人. 

11. 技術轉移: 5 次.其中 1 次在美國境外. 

12. 短期課程授課:共 7 次, 其中 5 次在美國境外. 

13. 專業顧問: 12 次, 其中其中 5 次在美國境外. 

14. 專業証人: 2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