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五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一、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五屆「理事」當選名單如下： 

姓名 學歷 經歷 

史錫恩（名譽理事長） 文學院法律系 36級 中大通識中心兼任教授.恩惠法律事務所主持人 

張昭焚（名譽理事長） 工學院土木系 63級 鈺德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廖溪同（名譽理事長） 工學院土木系 誠藝建設公司總經理 

蔣偉寧（常務理事） 略 中央大學校長 

王隆（常務理事&理事長） 理學院物理系 61級 榮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李鍾熙(常務理事&副理事長） 工學院化工系 61級 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工所所長、工研院院長 

吳昇奇（常務理事&副理事長） 工學院化工系 67級 美商甲骨文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方永城（常務理事&副理事長） 工學院機械系 74級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彭冠宇（常務理事&執行長） 管理學院企管系碩士在職專班 97級 台積電員工關係部人力資源營運中心副理 

林裕偉（常務理事&聯誼委員&副

執行長） 

工學院土木系 72級 鵬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彭啟明（常務理事&副執行長） 地科學院大氣所博士班 88級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大大氣系物理所助理教授 

古明芳(編輯出版委員會) 文學院中文系 85級 中大秘書室新聞聯絡人 

謝玉連(常務理事&編輯出版委員

會) 

文學院英文系 67級 中大校長秘書 

張涵郁(財務委員) 理學院物理系碩士班 74級 環宇中華積體電路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沛練（常務理事&研究發展委

員） 

地科學院大氣所 76級 中大大氣系副教授 

吳德榮（常務理事） 地科學院大氣系 64級 前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 



郭章瑞 文學院英文系 68級 中大英文系副教授 

葉怡蘭 文學院中文系 80級 自由心向股份有限公司-美食生活玩家 

胡淑貞  文學院中文系 68級 怡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為洲 文學院中文系 72級 群茂公司-董事長  

林澤男  文學院英文系 77級 調查局 

李晶玉  文學院英文系 80級 三立新聞台主播兼製作人 

林經堯 理學院數學系 72級 台灣電訊公司-副總經理  

陳治 工學院土木系 63級 美國奇異公司全球副總裁及大中華區醫療部門總裁 

賴彥志 工學院機械系博士班 88級 台達電副理 

施義芳 工學院土木系碩士班 90級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李桐進 工學院化工所 78級 威力能源（股）公司董事長 

王劍虹 工學院土木系 63級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主任工程師  

吳汝瑜 工學院化工系 61級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陳漢棟 管理學院工管所碩士班 88級 翔森生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丘立全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77級 趨勢科技-業務負責人 

林崑隆 管理學院工管所碩士班 83級 宏碁電腦工程師 

張明忠 管理學院 EMBA一般組 92級 台達電子工業總經理 

張文彥 地科學院地物所博士班 94級 行政院國科會機要秘書 

徐行 地科學院大氣系 61級 友訊科技-行政暨勞安處-資深處長 

鍾鼎國 地科學院太空所博士班 94級 大園高中校長 

朱學恆  資電學院電機系 85級 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許明彥 資電學院資工系碩士班 83級 雅虎亞洲區科技研發工程師總監 

陳佳評（陳奎平） 資電學院資工系碩士班 82級 智冠科技公司-工程師 

 二、候補理事當選名單名單如下： 

姓名 學歷 經歷 

陳光增 文學院哲研所碩士在職專班 92級 清華高中校長 

鄒國臺 工學院化工系 68級 新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陳政民 工學院化工系博士班 79級 工業技術研究院-化材所化工組組長 

魏一健 工學院化工系 66級 聚和國際精密化學品事業部及創新研發中心-副總經理 

余濬 工學院土木系博士班 89級 余濬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黃建仁  資電學院電機系 73級 智微科技執行副總 

簡仁傑 資電學院電機系碩士班 90級 宏達國際電子工程師 

 



 

第五屆監事名錄 

職稱 姓名 學校系所年班 
 

監事 胡賜益 理學院數學系 63 級 
 

監事 陳文逸 工學院化工系 68 級 常務監事 

監事 姚振黎 文學院中文系 61 級 
 

監事 涂秀伶 文學院英文系 65 級 常務監事 

監事 沈麗梅 文學院中文系 63 級 
 

監事 萬英豪 工學院機械系博士班 81 級 
 

監事 黃興燦 地科學院大氣系 61 級 常務監事 

監事 呂凌霄 地科學院太空所 71 級 
 

監事 王乾盈 地科學院地物系 62 級 
 

監事 辛在勤 地科學院地物系 63 級 
 

監事 楊潔豪 地科學院地物系 57 級 
 

監事 王作臺 地科學院大氣系 63 級 
 

候補監事 張添晉 工學院土木系博士班 77 級 
 

候補監事 鄭國興 資電學院電機系 73 級 
 

候補監事 彭亦暄 資電學院通訊系博士班 97 級 
 

 



 

第五屆委員會名錄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副理事長 李鍾熙、吳昇奇、方永城 

秘書長 李淑萍 

顧問委員 楊潔豪 

財務委員 張涵郁 

學術委員 王乾盈擔任 

聯誼委員 林裕偉擔任 

編輯出版委員會 古明芳、謝玉連 

研究發展委員 林沛練 

執行長 彭冠宇 

副執行長 彭啟明、林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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