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函  
  
立案證書字號： 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9025926 號核准設立 
聯絡地址: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西路二段 281 號 8 樓 
電話    :      (03) 4020065       聯絡人: 廖溪同  

受文者: 內政部社會司 

速別：一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5 日 
發文字號： (95) 中校字第 95001 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會第三屆理監事及第三屆理事長選舉結果，請查照鑒核 
 
說明： 
一、 本會於 2006/2/6 與母校中央大學合辦新春團拜，並選舉第三屆理監事，

檢送 95年度新春團拜暨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附件一) 
二、 俟後本會於 2006/3/3 召開第一次理事長推舉會議，但因到會人數不

足而流會，因而經由張昭焚理事長與林沛練監事長決定，先以通訊投

票產生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再於 2006/4/20選出理事長、監事長。

檢送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理事長推舉會議會議紀

錄(附件二)，此次理事長之產生雖由二月延至五月，惟原因為三月歷

經一次流會，且本會理事皆為熱心會務之校友出任，並未產生爭議 
三、 檢送第三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通訊投票紀錄(附件三) 
四、 檢送第三屆理監事及會務工作人員簡歷表(附件四) 
五、 檢送申請理事長當選證明書之申請表(附件五) 
六、 檢送財務簡表(附件六) 

正本：內政部 
副本：國立中央大學 

 理 事 長    張 昭

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五 月 五 日  



                 

 

林詩仁 中大數學系  建華期貨經紀(股)公司副總經理 6 當選 

施義芳 中大土研所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12 當選 

胡淑貞 中大中文系  怡達國際(股)公司首席顧問 16 當選 

孫藹彬 中大資管所  鼎新電腦(股)董事長 6 當選 

張文隆 中大化工所  韜略顧問公司總經理 7 當選 

張永明 中大化工系  生豐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9 當選 

張涵郁 中大物理所  技康科技負責人 8 當選 

張惠文 中央大學學務長 中央大學學務長 24 當選 

許正雄 中大數學系  中大數學系教授/系友會召集人 6 當選 

郭英傑 中大土木系  錦鍾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7 當選 

陳民良 中大物理系  茂矽、茂德科技公司董事長 15 當選 

曾迪華 中央大學教務長 中央大學教務長 17 當選 

黃興燦 中大大物系  中大副校長 22 當選 

楊潔豪 中大地物所  清雲科技大學校長 26 當選 

鄒祖焜 中大土木系  新亞建設開發公司董事長 14 當選 

廖溪同 中大土木系  誠藝建設公司總經理 14 當選 

蔣孝澈 中大化工系  中大化材系教授 21 當選 

蔡義本 中大地物所  中大地物所教授 12 當選後因移

民請辭 

黎素美 中大英文系  美商特百惠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

經理 

12 當選 

林經堯 中大數學系  台灣電訊網路服務(股)公司執行副

總 

5 候補(遞補

蔡義本為正

式理事) 

洪境聰 中大土木系  中大土研所博士候選人  5 候補 

陳漢棟 中大工管所  科建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5 候補 

廖茂己 中大化工系  台灣化學纖維公司耐龍部副經理 5 候補 

張子雲 中大財管所  證券櫃台買賣中心交易部組 4 候補 

陳光增 中大哲研所  中大哲研所所友會理事長 4 候補 

張正宏 中大物理系  生光化學副總經理 4 候補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監事當選暨候補名單 

姓 名 畢業系所級/職稱 服務單位/職稱  備考 

介景新 中大法律系  景新律師事務所 9 當選 

文憶湘 中大化工系  今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環保/材料

部經理  

6 當選 



                 

 

附 件 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95 年度新春團拜暨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名稱:95年度新春團拜暨會員大會 

二、 會議時間:九十五年二月六日 上午十一點 

三、 會議地點:中央大學游藝館  

四、 出席狀況: 約 150位中央大學師長、職員、同學、校友參加 

因當日為母校之聯誼性團拜，併同校友會舉辦選舉，故此次會議僅事前

郵寄通知給會員，當日未調查請假狀況及統計校友會到會人數 

五、 會議結果: 

甲、 選舉本會第三屆理事、監事 

i. 發票人:阮思銘(理事長張昭焚特助) 

ii. 唱票人:胡賜益(國立中央大學校友會第二屆秘書長)  

iii. 記票人:孫序義(理事長張昭焚助理) 

iv. 監票人: 林沛練(國立中央大學校友會第二屆監事長、中央大學課

外組主任) 

v. 選舉人、當選人名單及得票數如下: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理事當選暨候補名單 

姓 名 畢業系所級/職稱 服務單位/職稱 得票數 備註 

王 隆 中大物理系  榮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1 當選 

王作臺 中大大氣系  中大大物所教授 23 當選 

王乾盈 中大地物所  中大地科系教授 24 當選 

王劍虹 中大土木系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經理 16 當選 

古明芳 中大中文系  中大秘書室新聞聯絡人 10 當選 

朱建民 中大哲研所教授 中大哲研所教授 23 當選 

江火明 中大大氣系  中大大氣物理所副教授 21 當選 

吳汝瑜 中大化工系  遠東紡織企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7 當選 

李建中 中大工學院院長 中大工學院院長 23 當選 

李鍾熙 中大化工系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27 當選 

李羅權 中央大學校長  中央大學校長 25 當選 

辛在勤 中大地物系  中央氣象局副局長 15 當選 

沈麗梅 中大中文系  正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8 當選 

林為洲 中大中文系  立法委員 10 當選 

林國安 中大地物所  中油公司探採研究所所長  6 當選 

林淳和 中大化工系  誠勝工程公司總經理 8 當選 



                 

 

王錦華 中大地物所  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21 當選 

林沛練 中大大物所  中大課外組主任/大氣系副教授 21 當選 

姚振黎 中大中文系  清雲科技大學教授 21 當選 

洪秀雄 中大地物所  中大大物所教授 14 當選 

康來新 中大中文系教授 中大中文系教授 19 當選 

莫天虎 中大數學系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站主任 7 當選 

郭章瑞 中大外文系  中大英文系副教授 18 當選 

陳文逸 中大化工系  中大化材系系主任 19 當選 

萬英豪 中大機械博  國防部軍備局規格鑑測中心少將主

任 

9 當選 

葉日璇 中大企研所  國瑞汽車管理部管理師 3 候補 

潘金平 中大化工系  工研院材料所儲能材料組組長 5 候補 

vi. 第二理事長張昭焚將擇期召集第三屆新任理監事，舉辦新任理事

長及監事長之推選會議 

乙、 散會 



                 

 

附件二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第三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通訊投票紀錄 
 

說明: 

一、 緣由 

本會於 2006/2/6選出理事、監事後，由張昭焚理事長召集各理

監事當選人，於 2006/3/3召開第一次的理事長推舉會議，但因

到會人數不足，因而流會，張昭焚理事長與林沛練監事長即決定

以通訊投票產生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以避免因參與意願低而使

下屆理事長難產 

張理事長及林監事長並就理監事名單中較熱心參與會務的人員

中提名 15位常務理事候選人、5位常務監事候選人，以通訊投

票之方式，讓全體理事選出 11位常務理事、全體監事選出 3位

常務監事 

二、 時間、地點: 2006/3/31於中央大學校園咖啡店 

三、 選舉之選務及見證人員 

甲、 寄發通訊選票: 阮思銘(張昭焚理事長特助) 

乙、 唱票: 阮思銘(張昭焚理事長特助) 

丙、 記票: 陳瑾璇(張昭焚理事長公司公關組職員) 

丁、 監票:林沛練(中央大學校友會監事長、中央大學

課外組主任) 

四、 選舉結果: 

 國立中央大學第三屆常務理事當選舉結果暨當選名單 

當選 姓 名 畢業系所級/職稱 服務單位/職稱 得票

數 

當選常務理事 楊潔豪 中大地物所 清雲科技大學校長 21 

當選常務理事 王 隆 中大物理系 榮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0 

當選常務理事 李鍾熙 中大化工系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20 

當選常務理事 李羅權 中央大學校長 中央大學校長 18 



                 

 

當選常務理事 沈麗梅 中大中文系 正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8 

當選常務理事 張惠文 中央大學學務長 中央大學學務長 18 

當選常務理事 王劍虹 中大土木系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經

理 

16 

當選常務理事 王作臺 中大大氣系 中大大物所教授 15 

當選常務理事 古明芳 中大中文系 中大秘書室新聞聯絡人 14 

當選常務理事 張永明 中大化工系 生豐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3 

當選常務理事 廖溪同 中大土木系 誠藝建設公司總經理 12 

  胡淑貞 中大中文系 怡達國際(股)公司首席顧問 7 

  孫藹彬 中大資管所 鼎新電腦(股)董事長 7 

  許正雄 中大數學系 中大數學系教授/系友會召集人 7 

  黎素美 中大英文系 美商特百惠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總經理 

7 

 

 國立中央大學第三屆常務監事當選舉結果暨當選名單 

當選 姓 名 畢業系所級/職稱 服務單位/職稱 得票

數 
當選常務監事 林沛練 中大大物所 中大課外組主任/大氣系副教授 7 

當選常務監事 介景新 中大法律系 景新律師事務所 5 

當選常務監事 陳文逸 中大化工系 中大化材系系主任 4 

  姚振黎 中大中文系 清雲科技大學教授 2 

  郭章瑞 中大外文系 中大英文系副教授 1 

 

 

 

                  



                 

 

附件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第三屆理事長推舉會議會議紀錄 

一、會議名稱: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理事長推舉會議 
二、會議時間:九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下午七點 
三、會議地點:中央大學松苑餐廳  
四、出席狀況:理事應出席人數 35 人.監事應出席人數 11 人 

出席理事(含委託出席):張永明、王隆、王作臺、王劍虹、古明芳、朱建

民、江火明、李羅權、辛在勤、林淳和、林詩仁、林經堯、

孫藹彬、張永明、張惠文、許正雄、曾迪華、黃興燦、楊潔

豪、鄒祖焜、廖溪同、蔣孝澈、黎素美 
共計 23 人。 

請假理事: 吳汝渝、李建中、李鍾熙、沈麗梅、林為洲、林國安、施義

芳、胡淑貞、張文隆、張涵郁、郭英傑、陳民良 
         共計 12 人。 
出席監事(含委託出席): 介景新、林沛練、陳文逸、洪秀雄、康來新、

莫天虎、姚振黎、萬英豪、郭章瑞 
共計 9 人。 

請假監事:文憶湘、王錦華  
         共計 2人。 

列席人員：張昭焚(第二屆理事長)、阮思銘(理事長張昭焚特助)、孫

序義(理事長張昭焚助理) 

 

五、主席:張理事長昭焚; 紀錄:阮思銘 
六、主席致詞: 

今天舉行本會第二屆最後一次會議，也是第三屆理事長推舉會議，感謝

各位前來共襄盛舉，蒞臨指導本次會議。 
七、選舉理事長、監事長: 

i. 發票人:阮思銘(理事長張昭焚特助) 
ii. 唱票人:阮思銘(理事長張昭焚特助) 

iii. 記票人:孫序義(理事長張昭焚助理) 

iv. 監票人: 林沛練(國立中央大學校友會第二屆監事長、中央大學課

外組主任) 

v. 選舉結果: 



                 

 

         國立中央大學第三屆理事長當選舉結果暨當選名單 

當選 姓 名 畢業系所級/職稱 服務單位/職稱 得票數 

當選理事長 廖溪同 中大土木系 誠藝建設公司總經理 8 

 楊潔豪 中大地物所 清雲科技大學校長 7 

 王 隆 中大物理系 榮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3 

 李鍾熙 中大化工系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2 

 王作臺 中大大氣系 中大大物所教授 0 

 王劍虹 中大土木系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

程部主任工程師 

0 

 古明芳 中大中文系 中大秘書室新聞聯絡人 0 
 李羅權 中央大學校長 中央大學校長 0 
 沈麗梅 中大中文系 正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0 

 張惠文 中央大學學務長 中央大學學務長 0 
 張永明 中大化工系 生豐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0 

 

         國立中央大學第三屆監事長當選舉結果暨當選名單 

當選 姓 名 畢業系所級/職稱 服務單位/職稱 得票數 
當選監事長 林沛練 中大大物所  中大課外組主任/大氣系副教授 5 

 陳文逸 中大化工系  中大化材系系主任 2 

 介景新 中大法律系  景新律師事務所 1 

vi. 副理事長:理事長當選人廖溪同敦請王隆、楊潔豪、張惠文三位常

務理事出任副理事長 

vii. 將由第二屆理事長張昭焚與第三屆理事長廖溪同擇期召開第三屆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理事長交接會議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 

 

 



                 

 

附件六 

財務報表: 

一、上年度工作計畫: 

日期  活動 參與人數 

2005/1/

9  
嘉義鹿林山登山健行  約 110 人 

2005/6/

5 
母校校慶 約 100 人 

 

二、收支決算表:略 

三、現金出納表:如第八項 

四、資產負債表:略 

五、財產目錄:略 

六、基金收支表: 無 

七、下年度工作計畫: 略 

八、收支預算表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銀行存款及費用明細(2004/1/31~2006/5/5) 

日   期 摘  要 
銀行存款 零用金 

 收 入  支 出 餘  額  收 入  支 出 餘  額 

2004/1/31 推展中心承轉代管       6,518    6,518  

2004/2/18 影印2/19第二屆理監事會議         4,000  2,518  

2004/2/19 
2/19 第二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礦泉水 
        400  2,118  

2004/2/19 底片         180  1,938  

2004/2/19 餐飲         5,400  (3,462) 

2004/2/19 
2/19 第二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資料夾 
        1,400  (4,862) 

2004/2/20 相片沖印         1,042  (5,904) 

2004/2/26 第一銀行提領       3,500    (2,404) 



                 

 

2004/2/26 郵局提領       34,000    31,596  

2004/2/27 橡皮章         100  31,496  

2004/3/2 理事長張昭焚捐贈       1,060,000    1,091,496  

2004/3/2 2/3 會員大會贈品貨款         1,059,200  32,296  

2004/3/2 贈品貨款匯費         30  32,266  

2004/3/4 
史錫恩前理事長個人聚餐

費用 
        13,011  19,255  

2004/3/4 
史錫恩前理事長個人婚喪

禮金 
        6,030  13,225  

2004/3/4 
史錫恩前理事長個人回母

校 2/19 開會車資 
        885  12,340  

2004/3/4 2/3 會員大會花籃         3,000  9,340  

2004/3/5 名片等設計費         8,000  1,340  

2004/4/7 秘書長公務用回數票         400  940  

2004/5/9 印章         400  540  

2004/6/1 
校友會開戶(華南銀行西湖

分行) 
0    0      540  

2004/6/2 理事長張昭焚會費       20,000    20,540  

2004/6/2 5/26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餐費         3,875  16,665  

2004/6/3 史錫恩紀念獎牌         2,150  14,515  

2004/6/4 文具         1,019  13,496  

2004/6/4 海報.布條製作         6,990  6,506  

2004/6/4 工讀生         2,800  3,706  

2004/6/5 會費收入       5,000   8,706  

2004/6/7 謝森中奠儀         3,000  5,706  

2004/6/8 印章         300  5,406  

2004/6/10 謝森中花籃         3,000  2,406  

2004/6/20 張永明會費       20,000    22,406  

2004/6/20 理事長會議餐費         1,830  20,576  

2004/6/24 會費收入-王隆 20,000    20,000      20,576  

2004/6/28 會費收入-蔣孝澈 5,000    25,000      20,576  

2004/6/30 會費收入-孫藹彬 1,000    26,000      20,576  

2004/7/1 會費收入-吳汝瑜 5,500    31,500      20,576  

2004/7/5 會費收入-陳民良 5,000    36,500      20,576  

2004/7/7 會費收入-胡淑貞 500    37,000      20,576  



                 

 

2004/7/7 會費收入-陳漢棟 5,000    42,000      20,576  

2004/7/7 證書製作         3,000  17,576  

2004/7/8 會費收入-顏福全 1,000    43,000      17,576  

2004/7/12 會費收入-李鍾熙 1,000    44,000      17,576  

2004/7/13 會費收入-林為洲 500    44,500      17,576  

2004/7/14 會費收入-郭英傑 20,000    64,500      17,576  

2004/7/23 會費收入-康來新 5,000    69,500      17,576  

2004/7/27 
旅美校友會會長-洪偉塾來

訪餐費 
    69,500    605  16,971  

2004/8/6 搬運費     69,500    2,625  14,346  

2004/8/9 會費收入-(校友姓名不明) 1,000    70,500      14,346  

2004/8/9 俞清瀚會費     70,500  200    14,546  

2004/8/10 會費收入-黃興燦 5,000    75,500      14,546  

2004/8/13 會費收入-廖溪同 20,000    95,500      14,546  

2004/8/20 第三次理監事會議餐費     95,500    3,300  11,246  

2004/9/8 會費收入-王劍虹 20,000    115,500      11,246  

2004/10/22 校友王成聖先生治喪花藍     115,500    2,500  8,746  

2004/11/11 
張惠文學務長履新致賀花

藍 
    115,500    1,600  7,146  

2004/12/15 
校友會踏青活動通知函郵

寄費用 
    115,500    1,958  5,188  

2004/12/21 存款利息收入 47    115,547      5,188  

2005/1/6 校友會踏青活動文具     115,547    530  4,658  

2005/1/24 校友鮑幼玉先生治喪奠宜     115,547    1,930  2,728  

2005/1/25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開

會通知郵寄費 
    115,547    230  2,498  

2005/1/28 
製作校友會登山活動運動

帽 
  45,110  70,437     2,498  

2005/2/14 理監事會茶點費         1,700  798  

2005/3/4 
鹿林山天文活動通知郵寄

費用 
        1,750  (952) 

2005/6/8 理事長張昭焚捐款 45,100    115,537      (952) 

2005/6/13 撥補零用金   10,000  105,537  10,000    9,048  

2005/6/13 
南京中央大學校友來訪餐

宴費用 
  8,976  96,561      9,048  

2005/6/21 存款利息收入 41    96,602      9,048  

2005/10/12 理事長張昭焚捐款 11,000    107,602      9,048  



                 

 

2005/10/13 
宴請南京大學浙江校友會

林秘書長 
  506  107,096      9,048  

2005/10/13 
贈送校史館歷任校長嵌名

詩五幅 
  11,000  96,096      9,048  

2005/12/21 存款利息收入 48   96,144     9,048  

2006/1/12 第六次理監事會議餐費     96,144    9,000  48  

2006/1/20 理監事徵求函郵寄費     96,144    1,914  (1,866) 

2006/1/26 
支付母校 95 年新春團拜餐

點費分攤 
  20,000  76,144      (1,866) 

2006/1/26 撥補零用金   5,000  71,144  5,000    3,134  

2006/2/22 
常務理事選舉會議通知通

信費用 
    71,144    552  2,582  

2006/3/3 
常務理事選舉會議餐敘費

用 
    71,144    390  2,192  

2006/3/10 理監事改選投票通信費用     71,144    1,058  1,134  

2006/3/20 理事長推舉會議餐敘     71,144    9,900  (8,766) 

2006/5/5 撥補零用金   8,766  62,378  8,766    0  

九、工作人員待遇表:略(工作人員皆為義務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