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理事名錄   

職稱 姓名 學校系所年班 現任單位職稱 

理事長 廖溪同 中大土木系 70 級 誠藝建設公司總經理 

副理事長 楊潔豪 中大地物所 57 級 清雲科技大學校長 

副理事長 張惠文 工學博士 中大土木系教授 

副理事長 王 隆 中大物理系 61 級 榮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常務理事 王作臺 中大大氣系 63 級 中大大物所教授 

常務理事 王劍虹 中大土木系 63 級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經理 

常務理事 古明芳 中大中文系 85 級 中大秘書室新聞聯絡人 

常務理事 李鍾熙 中大化工系 61 級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常務理事 李羅權 中央大學校長  中央大學校長 

常務理事 沈麗梅 中文系 63 級 正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常務理事 張永明 中大化工系 62 級 生豐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理事 王乾盈 中大地物所 62 級 中大地科系教授 

理事 朱建民 中大哲研所教授 中大哲學所所長 

理事 江火明 中大大氣系 60 級 中大大氣物理所副教授 

理事 吳汝瑜 中大化工系 61 級 遠東紡織企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理事 李建中 中大工學院院長 中大工學院院長 

理事 辛在勤 中大地物系 63 級 中央氣象局副局長 

理事 林為洲 中大中文系 73 級 立法委員 

理事 林國安 
中大地物所 61 級  

中大地物博 73 級 
中油公司探採研究所所長 

理事 林淳和 中大化工系 63 級 誠勝工程公司總經理 

理事 林詩仁 中大數學系 69 級 建華期貨經紀 (股)公司副總經理 

理事 林經堯 中大數學系 72 級 台灣電訊網路服務 (股)執行副總 

理事 施義芳 中大土研所 90 級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理事 胡淑貞 中大中文系 69 級 怡達國際 (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孫藹彬 中大資管所 86 級 鼎新電腦 (股)董事長 



理事 張文隆 中大化工所 65 級 韜略顧問公司總經理 

理事 張涵郁 中大物理所 74 級 技康科技負責人 

理事 許正雄 中大數學系 77 級 中大數學系教授 /系友會召集人 

理事 郭英傑 中大土木系 69 級 錦鍾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理事 陳民良 中大物理系 66 級 台灣茂矽董事長 / 茂德科技董事長兼總經理 

理事 曾迪華 中央大學教務長 中央大學教務長 

理事 黃興燦 中大大物系 61 級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系教授 

理事 鄒祖焜 中大土木系 33 級 新亞建設開發公司董事長 

理事 蔣孝澈 中大化工系 62 級 中大化材系系主任 

理事 黎素美 中大英文系 71 級 美商特百惠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第三屆監事名錄 

職稱 姓名 學校系所年班 現任單位職稱 

監事長 林沛練 中大大物所 76 級 中大課外組主任/大氣系副教授 

監事 介景新 中大法律系 36 級 景新律師事務所 

監事 陳文逸 中大化工系 68 級 中大化材系系主任 

監事 文憶湘 中大化工系 78 級 今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環保&材料部經理 

監事 王錦華 中大地物所 61 級 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監事 姚振黎 中大中文系 61 級 清雲科技大學教授 

監事 洪秀雄 中大地物所 56 級 中大大物所教授 

監事 康來新 中大中文系教授 中大中文系教授 

監事 莫天虎 中大數學系 63 級 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主任 

監事 郭章瑞 中大外文系 68 級 中大英文系副教授 

監事 萬英豪 中大機械博 81 級 國防部軍備局規格鑑測中心少將主任 

 



 

第三屆委員會名錄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研究發展委員會 楊潔豪 蔣孝澈、王乾盈 

財務委員會 王 隆 王劍虹、沈麗梅、張永明 

學術研究委員會 黃興燦 王作臺、江火明、朱建民 

聯誼委員會 張惠文 林沛練、黎素美、許正雄、陳文逸 

編輯出版委員會 康來新 姚振黎、古明芳 

顧問委員會 李建中 曾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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