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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冊新

黃棟騰

陳治豪

鄒明仁

張正岳

現      職：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      歷：台北工專化工科
專長領域：化工製程設計、建廠、生產及銷售

現      職：馬偕紀念醫院 胸腔外科 主治醫師
學      歷：北科大機電科技研究所博士

慈濟大學醫學系
專長領域：

現職：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歷：台北工專化工科

現      職：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學      歷：台北工專土木工程科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所
　　      　北科大傑出校友
專長領域：營建管理、策略規劃、企業經營

胸腔微創手術、創新醫療器材開發。曾於
本 會 第 20 次 例 會 簡 報「 新 世 代 微 創 醫 療
器材營運計畫」，分享最新醫療器材的發
展與研發成果。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務

1 詹世弘   元智大學終身名譽講座教授

2 姚立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長

3 彭双浪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 張宏嘉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 蔡裕慶   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 林啟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副校長

7 葉寅夫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8 嚴隆財   美琪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9 沈文振   拓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0 楊振通   亞力電機集團總裁

11 徐明德   威邦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12 李嘉華   動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3 林茂桂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4 張水美   喬訊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5 黃國真   冠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6 白陽泉   尚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7 陳勝標   先鋒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8 楊映煌   台塑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9 林文仲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20 陳輝俊   元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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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冊全名冊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務

41 溫振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創會長、終生顧問

42 李明玲   益亞實業有限公司 (TWN) 董事長

43 楊崑山   SGS 臺灣區總裁暨 SGS Group 東亞區營運長

44 簡茂男   信華毛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5 賴克富   前臺北市礦業技師公會理事長

46 李克明   元大創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7 林銘仁   鈺璽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48 蔡仁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前設計學院院長

49 朱其龍   台北智龍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0 吳尚清   南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1 劉旺政   交通部鐵工局主任

52 曾國華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53 張孫堆   三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4 莊才晉   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5 李海清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執行長 

56 曾炳榮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7 楊岳虎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8 洪明清   永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9 鄭凱倫   凱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0 童子賢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務

21 葉儀晧晧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2 王小瀋   弘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3 洪三平   欽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4 洪炳雄   台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5 林俊慧   財團法人先驅科技基金會董事

26 盧起箴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27 蔡  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兼任教授

28 李全教   前立法委員

29 王世雄   台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0 梁進利   聖暉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1 張慶忠   前立法委員

32 李義發   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3 周錦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會館管理委員會榮譽主委

34 陳本源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5 彭炳進   財團法人馨園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36 羅光 孏   經濟部礦務局東區辦事處主任

37 王瑞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暨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榮譽教授

38 周文東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9 許中南   茂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0 林俊宏   聯合技術產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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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臺北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

本會名稱為臺灣臺北科技大學產官學研菁英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發揚臺北科技大學「誠樸精勤」之

精神，結合產官學研菁英相互交流學習，團結合作，精進才能，促進產官學研合作與

國家經濟發展，達成回饋臺北科技大學與社會為宗旨。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發行會訊及年度會刊。

    二、主協辦產經會議及聯誼活動。

    三、協助辦理與臺北科技大學校務發展有關事項。

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個人會員：具名望社會菁英、政府領導者、臺北科技大學傑出校友、臺北科技大學校

長、副校長及一級主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由會員推薦，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為一權。

    二、會務建議及推薦符合資格者入會。

    三、參加本會主協辦會議及聯誼活動。

    四、其他應享之權利。

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職務及出席相關會議。

會員 ( 會員代表 ) 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

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 決議予以除名。會員未

繳納會費者，不得想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 者，視為自動退費。會員經

出會、退費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  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繳清前所

積欠之會費。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2015 年 5 月 8 日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修訂第二十條條文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核通過修訂第二十條條文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 十 一 條

第 十 二 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會員

全名冊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務

61 黃建德   惠亞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2 張文瀚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總院副院長

63 吳裕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64 郭明棟   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5 金慶柏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

66 林孝信   中興保全集團董事長

67 高銘傳   新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68 張育銘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充電及微網事業處總經理

69 范書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70 賴炎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講座教授

71 沈柏延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72 林寶彰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73 黃木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桃園校友會創會長

74 馬景鵬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75 邱紹禎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76 鄒明仁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77 黃棟騰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78 陳治豪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79 張正岳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本會聯絡方式
會址：10608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 行政大樓 4 樓群英會館 )
電話：886-2-2771-2171 分機 1068 
E-mail：euoffice@ntut.edu.tw  

傳真：886-2-8772-5569
網址：http://www.tteu.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