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職別 姓名 稱謂 畢業系所 服務現職

1 理事長 張育美 學姐
管理學院高階企管碩士專班(甲

組)
天成醫療體系(創辦人)

2 常務理事 林裕偉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合悅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3 常務理事 洪汶宜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中央大學(副教授)

4 常務理事 詹耀裕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潤弘精密工程/預鑄事業處(總經理)

5 常務理事 鄭仁傑 學長 資訊及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
工研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執行

長)/2017-迄今

6 常務理事 蔣絜安 學姐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

究碩士在職專班
第九屆立法委員/20190211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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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務理事 陳政成 學長 人力資源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現任成長力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中

華中小企業經營輔導專家協會(輔導理

事長),聯合大學校友總會桃園分會(秘

書長)

8 常務理事 陳彥文 學長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中央大學(教授)

9 常務理事 黃培林 學長
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高階企管碩士

專班(甲組)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成醫院(副院長)

10 常務理事 彭冠宇 學長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企業管理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

台積電董事長辦公室 慈善基金會(副執

行長)

11 常務理事 吳正煒 學長 中大EMBA 百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2 理事 劉德明 學長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2019-迄今

13 理事 熊健媄 學姐 英美語文學系學士 新唐人亞太電視(專員)

14 理事 張涵郁 學長 物理與天文研究所碩士
環宇中華積體電路設計(股)公司(董事

長)



15 理事 郭明庭 學長 物理學系碩士 中央大學(教授)

16 理事 謝文仁 學長 化學學系碩士 工研院材化所(資深研究員)/2020-

17 理事 呂海涵 學長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所)(終

身特聘教授)

18 理事 林彥吉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亞東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廠長)

19 理事 羅一傑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有麒實業(股)公司(業務經理)

20 理事 楊德能 學長 營建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翔瑞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21 理事 楊孟義 學長
化學工程學系(舊制)、企業管理

學系碩士班

美商埃克森美孚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總經理)

22 理事 方永城 學長 機械工程學系學士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副總暨事

業處總經理)



23 理事 張禎元 學長 機械工程學系學士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24 理事 賴成展 學長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 萊弗斯基因(處長)/2016-迄

25 理事 王東琪 學長 經濟學系
交通部公路總局(資訊中心主任)/2020-

迄今

26 理事 梁直青 學長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

授)/2020-迄今

27 理事 陳炳全 學長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28 理事 陳朝松 學長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最佳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29 理事 顏令凱 學長 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金融研訓協會(理事長)/2017～迄今

30 理事 吳心恬 學姐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區經理)



31 理事 黃允暐 學長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副總經理)

32 理事 陳慶紹 學長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台灣新思科技 Synopsys(業務總監)

33 理事 李準勝 學長 地球科學學系地球物理博士 永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34 理事 鄭錦桐 學長 地球科學學系地球物理博士 興創知能(總經理)

35 理事 葉俊毅 學長 大氣科學學系 永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6 常務監事 古鴻坤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 北市捷運局北工處(主任)

37 常務監事 方頌仁 學長 物理學系 達盈管理顧問(董事長)

38 常務監事 林沛練 學長 大氣科學學系學士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兼學務

長)



39 監事 任貽均 學長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副校長)

40 監事 張家瑞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
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教授)

41 監事 孫思優 學長 土木工程學碩士在職專班 聯興工程(顧問)

42 監事 謝順峰 學長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

系博士班

台灣金融研訓院傳播出版中心(副所

長)2019～

43 監事 周志帆 學長
管理學院高階企管碩士專班(甲

組)
伯寶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

44 監事 張鴻埜 學長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教授)

45 監事 吳昇旭 學長
大氣科學學系學士、管理學院高

階企管碩士專班(丁組)
立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名譽會長)

46 候補監事 黃崧洺 學長 (舊制)生命科學系學士 新應材律師暨專利師/2018-迄今



47 候補理事 袁廖杰 學長 工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友達光電，桃園市治平高中家長會(副

會長)/2018-迄今，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執行委員)/2019-迄今，桃園市復旦高

中家長會

48 候補理事 黃燕忠 學長 數學系學士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49 候補理事 陳暉欽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英商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北公

司結構經理)

50 候補理事 聶建中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51 候補理事 呂芳鎮 學長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新北高工(教師)/2009-迄今

52 候補理事 張岸礕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
台灣智慧城市發展協會(理事)/2016-迄

今, 福建工程學院(教授)/2017-迄今

53 候補理事 彭奕憲 學長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系統生物與

生物資訊博士班

中央大學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後

研究員(兼職))/2019-迄今、台灣失智

症協會(會員)/2019-迄今、2019台灣臨

床失智症學會學術獎優等

54 候補理事 陳柏綸 學長 機械工程學系學士 祥茜有限公司(經理)



55 候補理事 張凱復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中興大學EMBA校友會(第一～四屆理

事)/2016/2020，迄今

56 候補監事 林岡緯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桃園市後備指揮部(士官長)/2007-迄今

57 候補監事 盧並裕 學長 電機工程學系學士 東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



序

號
職別 姓名 稱謂 畢業系所 服務現職

1 名譽理事長 張昭焚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63級 鈺德科技(榮譽董事長)

2 榮譽理事長 廖溪同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70級 誠藝建設(前董事長)

3 榮譽理事長 王隆 學長 物理學系61級 榮企公司(董事)

4 榮譽理事長 袁万丁 學長 中大EMBA 93級 宏致電子(股)公司董事長

5 榮譽理事長 林裕偉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72級 合悅興建設(股)公司總經理

6 顧問(候補理事) 袁廖杰 學長 工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友達光電，桃園市治平高中家長會(副

會長)/2018-迄今，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執行委員)/2019-迄今，桃園市復旦高

中家長會

7 顧問(候補理事) 黃燕忠 學長 數學系學士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8 顧問(候補理事) 陳暉欽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英商奧雅納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北公

司結構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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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顧問(候補理事) 聶建中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10 顧問(候補理事) 呂芳鎮 學長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新北高工(教師)/2009-迄今

11 顧問(候補理事) 張岸礕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
台灣智慧城市發展協會(理事)/2016-迄

今, 福建工程學院(教授)/2017-迄今

12 顧問(候補理事) 彭奕憲 學長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系統生物與

生物資訊博士班

中央大學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後

研究員(兼職))/2019-迄今、台灣失智

症協會(會員)/2019-迄今、2019台灣臨

13 顧問(候補理事) 陳柏綸 學長 機械工程學系學士 祥茜有限公司(經理)

14 顧問(候補理事) 張凱復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中興大學EMBA校友會(第一～四屆理

事)/2016/2020，迄今

15 顧問(候補監事) 林岡緯 學長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桃園市後備指揮部(士官長)/2007-迄今

16 顧問(候補監事) 盧並裕 學長 電機工程學系學士 東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

17 顧問 游良福 學長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九智有限公司(負責人)

18 顧問 彭斌珺 學姐 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國票金控集團－華頓投信(總經理)

19 顧問 鍾鼎國 學長 太空科學研究所博士 西安曲江康橋學校(校長)



20 顧問 林為洲 學長 中國文學系 新竹縣立法委員

21 顧問 陳德釗 學長 企業管理學系

22 顧問 鄭美瑄 學姐 英美語文學系 上海盈宏企管諮詢公司(首席顧問）

23 顧問 李鍾熙 學長 化學工程學系 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理事長)

24 顧問 陳文屏 學長 物理學系 中央大學(教授)

25 顧問 陳郁文 學長 化學與材料工程學系 中央大學(教授)

26 顧問 曾世彬 學長 大氣科學學系 睿祥人力資源公司(顧問)

27 顧問 姚振黎 學姐 中國文學系 中華民國博雅文教協會(理事長)

28 顧問 鄭國興 學長 電機工程學系 中央大學(教授)

29 顧問 葉天降 學長 大氣科學學系 中央氣象局(前局長)

30 顧問 林詩仁 學長 數學系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秘書長)



31 顧問 胡賜益 學長 數學系 中大校友總會第二屆(秘書長)

32 顧問 郭家銘 學長 物理學研究所 中央大學(教授)

33 顧問 陳世晃 學長 土木工程研究所 中央大學(教授)

34 顧問 陳加偉 學長 機械工程研究所 美超微(軟體工程師)

35 顧問 傅國珍 學長 土木工程研究所 南山人壽保險(工程管理師)

36 顧問 黃正忠 學長 財務管理研究所 東博資本集團(總經理)

37 顧問 董景翔 學長 土木工程研究所 立源工程(董事長)

38 顧問 蔡鎮村 學長
數學學系

產業經濟研究所
操盤手協會(理事)

39 顧問 藍清水 學長 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中壢社區大學(校長)

40 顧問 施義芳 學長 土木工程研究所 中華民國第九屆立委

41 顧問 周丞極 學長 地球物理學系 醇呼吸健康事業有限公司(合伙人)



序號 職別 姓名 性別 學歷 現任本職

1 秘書長 廖國壽 學長 中大EMBA92級 卡內基訓練(區域總經理)

2 副秘書長 林美延 學姐 中大人資所107級 中壢天晟醫院(高級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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