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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友會簡介 

東海企管成立於民國 62 年，40 年來的管理教育，孕育超過 10,000 位的企業人才。 

在 2008 年 11 月 1 日校慶前一天，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系友會正式成立，系友會以

聯絡系友情誼、促進系友資源交流以及協助母系發展為宗旨，為落實系友會成立的

宗旨，藉由舉辦各類的活動，促進系友聯繫交流與互助合作，為東海企管系友奠定

良好的社會網絡與人脈基礎。更積極協助母系之發展，提供企業實習及參訪的機會，

期望提升學弟妹就業的競爭力。 

系友會之任務 

1. 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  

2. 舉辦多元活動，促進系友聯繫交流與互助合作。  

3. 協助母系之發展與提升學弟妹就業之競爭力。  

4. 協助系友之訊息流通與各類職務合作。  

5. 愛心服務，回饋社會。 



 2 

二、  系友會章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系友會章程 

98 年 06 月 28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98 年 08 月 03 日台內社字第 0980139662 號函准於備查 

100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變更通過 

101 年 11 月 03 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變更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系友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 

宗旨如下：本會以聯絡系友情誼、促進系友資源之交流與互助、協助母系發展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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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定期召開會員大會。 

二、舉辦各種活動，促進系友連繫交流與互助合作。 

三、協助母系之發展與提升學弟妹就業之競爭力。 

四、協助系友之訊息流通與各類職務合作。 

五、愛心服務，回饋社會。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凡贊同本會宗旨、具有以下資格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

為個人會員。畢業兩年內之系友，可免繳交會費，畢業第三年後經通知仍未繳納會費

者，則視為自動退會，不得享有會員權利。 

            一、 凡本校企業管理(學)系(含日間部、夜間部、第二部、企業管理研究所、管理研

究所、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等)畢(肄)業者，得為本會會員。 

            二、 曾任職於本校企業管理系所的教職員，得為本會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

利；連續兩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

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 十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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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

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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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

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兩年，其各

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十七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5 人，候補監事 1 人，遇

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

名單。如有採用通訊選舉必要者，則另行增列「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

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構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理事長 1 人、副理事長 3 人，由理事互選之。理事長其因事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副理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  監事會主席。常務

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

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ㄧ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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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政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

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

之任期相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 

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 

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

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已出席

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之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

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

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

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

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 1,000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 1,000 元。 

三、永久會費：新台幣 10,000 元。 

            四、會員捐贈。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

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

會計年度開始報主管機構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

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收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

查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構核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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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構)。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會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98 年 06 月 28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部 98 年 08

月 03 日台內社字第 0980139662 號函准於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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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友會業務與活動 

活動類別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主要服務對象 

系友 系上 

第一屆 

一、陳勝年教授紀念講座 

CFO-Creating Value by Financial 

Strategies-第七屆謝劍平學長 
98年10月17日 

  

見證台灣通路的變革與發展- 

第三屆賴南貝學長 
99年12月30日 

  

二、企業參訪-尋找東海

企管人 
樂活單車企業參訪行 

99年02月02日至

99年02月08日 

  

三、Buddy & Mentor

之「薪傳」 

職涯分享座談會-第一場 99年05月29日   

職涯分享座談會-第二場 99年09月25日   

四、「打造個人品牌競

爭力」系列活動 

履歷表撰寫工作坊 99年10月16日   

個人履歷健檢 100年03月26日   

五、系友會登山健行聯

誼會 

合歡東峰登山聯誼會 100年04月06日   

台北天母登山聯誼會 100年04月10日   

麟趾山/鹿林山登山聯誼會 100年04月23日   

第二屆 

一、陳勝年教授紀念講座 

非理性的消費者?!-第三屆林建煌學長 100年11月18日   

藝術品的永恆價值，談超越時空的真值

投資-觀想藝術有限公司徐政夫董事長 
101年09月28日 

  

認清自己，但要超越自己-筌美術品牌成

長之路經驗分享-第五屆廖述昌學長 
101年10月19日 

  

品牌原創價值-大物演藝公司陳昌源大師 101年10月26日   

二、「打造個人品牌競

爭力」系列活動 

投履歷怎麼一回事-履歷表工作坊(一) 100年11月19日   

投履歷怎麼一回事-履歷表工作坊(二) 101年04月28日   

投履歷怎麼一回事-履歷表工作坊(三) 101年05月26日   

三、系友同學會 

第五屆系友畢業30年同學會 100年07月30日   

第一屆系友同學會 101年01月01日   

第二十三屆系友同學會 101年07月14日   

四、THUBA跨領域人才

培育營 
2011新世紀跨領域人才培育營 

100年7月11日至

100年7月29日 

  

五、東海企管系(所)四十

周年慶籌備會 

台北場籌備會 102年03月17日   

台中場籌備會 102年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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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類別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民國) 

主要服務對象 

系友 企管系 

第三屆 

一、陳勝年教授紀念講座 

【金黃色革命-以玉井農會創新價值鏈為

例】-玉井區農會總幹事黃澄清系友 
103年06月28日 

  

【製造業的創新商業模式-以宏全國際

公司經營為題】-宏全國際集團劉允彰執

行董事暨副總裁 

104年06月06日 

  

二、企管雙週 

「職」點迷津．學長姐導航 102年12月14日   

履歷工作坊 102年12月17日   

「職」點迷津．學長姐導航 103年12月9-10日   

履歷工作坊 103年12月13日   

三、企業參訪 

大衛營小白球聯誼會與玉井農會參訪 
102年12月07日至

102年12月08日 

  

博客來-大智通文化行銷 102年10月06日   

SRAM自行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11月20日   

小磨坊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04月10日   

四、聯誼性活動 

大度虎精進會 每月一次   

企管系系友家庭日 103年04月26日   

企管系系友與學生西瓜盃籃球比賽 
103年05月30日至

103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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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類別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民國) 

主要服務對象 

系友 企管系 

第四屆 

一、陳勝年教授紀念講座 

【台灣產業轉型與全球布局的新契機】-藍濤

亞洲總裁 黃齊元系友 
105年06月18日 

  

【從畢業三十年點點滴滴談創業歷程】- 

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陳淞屏，1988畢業 
105年06月04日 

  

二、企業參訪 

鈺陞興業-徐全興總經理，1986年畢業。 

          張簡福成特別助理，1986年畢業。 

亞果遊艇俱樂部與台鋁都會生活館 

-胡竣甯副總，2002年畢業。 

台鋁都會生活館-盧怡潔人資部經理，2005年畢 

105年06月03日 

  

凱爾登國際有限公司-李惠海與許榮宏，1999畢業 

台中歷史放送局-傅琮貿，2010年畢業。 
106年05月31日 

  

昇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光永，1979畢業 106年06月29日   

三、系友拜訪 

鼎富生技有限公司-洪振峰，1986畢業。 

光寶科技有限公司-楊文珍，1990畢業 。 

全嘉福有限公司-陳錫雄，1990畢業。 

全嘉福有限公司-彭添福，1990畢業。 

105年02月18日 

  

台中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賴明弘，1981年畢業 105年03月24日   

艾迪克科技-嚴國榮，1989年畢業。 105年10月21日   

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陳淞屏，1988年畢業。 105年10月26日   

LVMH P＆C-高行淳，1999年畢業。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黃炳華，1999年畢業。 

和範股份有限公司-魏德騏，1999年畢業。 

台灣樂金電器公司-羅時景，1999年畢業。 

育芳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李靜芬、許育誠，

1999年畢業。 

105年11月08日 

  

香港博世(BOSCH)安保公司高級工程系統

工程師-劉偉民，1989年畢業 
105年12月13日 

  

艾迪克科技集團總經理-嚴國榮，1989年畢業。 

尚峰國際公司總經理-沈鴻銘，1989年畢業。 

大普美印刷公司特別助理-林俊良，1989年畢業 

艾迪克科技惠州公司總經理-陳瀚文，1994年畢業 

惠翔車業惠洲公司特別助理-張光閔，2004年

畢業(企研所)。 

105年12月14日 

  

藍新科技-郭政輝，EMBA。 106年05月10日   

四、菁英領袖培訓營之

跨界論壇 
BA+1-2015 勇者無懼 

104年11月28日至

104年11月29日 

  

五、履歷表工作坊 
履歷工作坊 105年12月04日   

履歷工作坊 106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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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類別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民國) 

主要服務對象 

系友 企管系 

第五屆 

一、陳勝年教授紀念講座 

【全球化新變局翻轉世代，疼惜台灣，放眼國

際：挑戰與機會】- 

前駐法國特任大使 呂慶龍先生 

107年07月08日 

  

二、企業參訪 

貫一興業(股)公司總經理-林和順，1981年畢業 

和欣護理之家院長特助-何於澄，2010年畢業 
107年05月02日 

  

TSGB Pop-up Shop-邱漢德，2008年畢業 108年06月22日   

三、系友拜訪 
士林電機公司機器事業群-程相智，1989畢業。 

台灣期交所-邱文昌，1987畢業。 
106年09月11日 

  

四、系友聯誼/同學會 30/40周年同學聯誼會 106年10月28日   

五、履歷表工作坊 
履歷工作坊 107年05月05日   

履歷工作坊 107年11月   

六、企管系創新工作坊

揭牌儀式與東海大學

JIMMY HOUSE開幕式 

九興控股創辦人 陳建民系友 

(每年持續捐款，累計已逾6百萬元) 

(系友會頒發其親屬榮譽會員) 

107年06月11日 

107年11月08日 

  

七、企管系畢業專題競

賽-系友獎 

103級畢業專題競賽 107年01月11日   

104級畢業專題競賽 107年12月13日   

第六屆 

一、陳勝年教授紀念講座 

【系友543的對話】-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局長-張耀懋，1986年畢業 

【我的心機】面膜創辦人-鐘賢蒼，1998年畢業 

Gotcha BBQ餐酒館負責人-邱漢德，2008年畢 

108年07月08日 

  

「一代藝壇大師 陳庭詩」-太平買菸廠 陳庭詩

基金會-廖述昌理事，1981畢業 
109年07月11日 

  

二、企業參訪 

帝國製糖廠-傅琮貿，1981年畢業 

土木公社-林揚智，2010年畢業 
109年05月13日 

  

傢匠家具-童國豪，2001年畢業 

日青優格-張晴雅 
109年12月22日 

  

三、系友拜訪 

清翼居設計旅店-許東宏，1987畢業。 

華南銀行 副總經理-李耀卿，1987畢業。 
108年12月 

  

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陳淞屏，1988年畢業 

惠宏塑膠公司 負責人-童寶華、黃慧琪，1993

年畢業 

大埔美印刷公司 特術-林俊良，1989年畢業 

109年05月25日 

  

四、企管系畢業專題競

賽-系友獎 

105級畢業專題競賽 108年12月   

106級畢業專題競賽 1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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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類別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民國) 

主要服務對象 

系友 企管系 

第七屆 

一、陳勝年教授紀念講座 

&閃亮人物講座 

「改變、堅持、融合、聚焦，外在的環境的挑

戰」-首傑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廖述昌  執行

長，1981年畢 

110年11月06日 

  

「管理教育的反思」-小磨坊國際貿易公司 董

大斌 董事長，1980年畢 
110年11月18日 

  

「企業管理的人生」-台灣樂金電器(股)公司)-

家電銷售部 羅時景 副總經理 ，1987年畢 
110年11月23日 

  

二、企業參訪 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陳淞屏，1988年畢業 

110年11月06日 

110年11月18日 

110年11月23日 

  

三、企管系畢業專題競

賽-系友獎 

107級畢業專題競賽 11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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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歷屆理監事 

 第一屆理監事 

姓名 部別 服務單位 職稱 

理事長 

張光永 大學部 亙豐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理事 

李銘博 大學部 遠東商銀消金暨信用卡事業群 副總經理 

董大斌 大學部 小磨坊國際貿易公司 總經理 

王朝明 大學部 光田綜合醫院 高級專員 

李皇照 碩士班 中興大學行銷系 教授(退休) 

盧博仁 大學部 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衛生室 主任 

潘在念 大學部 阿克瑟資本財務投資(股)公司 副總經理 

唐玉琴 大學部 沈文立地政士事務所 負責人 

曾俊堯 大學部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教授 

劉上嘉 大學部 輔仁大學 助理教授 

嚴奇峰 
大學部 

碩士班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 

李光斌 大學部 台灣新光國際創投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部副總 

劉漢民 大學部 怡安管理顧問公司 董事長特助 

江偉誠 大學部 邑樺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王心怡 大學部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生管專員 

李正賢 EMBA 大同公司台中分公司 業務經理 

李峻豪 大學部 永豐金證券 理財專員 

監事 

張志遠 大學部 東海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組員 

黃信達 大學部 東海大學政治系 助理教授 

廖述昌 大學部 首傑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蕭佳蒙 EMBA 康福護理之家 院長 

陳致宇 大學部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會計副理 

黃慶男 大學部 錠嵂保險經紀人 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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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理監事 

姓名 部別 服務單位 職稱 

理事長 

張光永 大學部 亙豐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理事 

李銘博 大學部 遠東商銀消金暨信用卡事業群 副總經理 

董大斌 大學部 小磨坊國際貿易公司 總經理 

王朝明 大學部 光田綜合醫院 高級專員 

李皇照 碩士班 中興大學行銷系 教授(退休) 

林金山 大學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 協理 

盧博仁 大學部 國瑞汽車安全衛生室 主任 

潘在念 大學部 阿克瑟資本財務投資(股)公司 副總經理 

唐玉琴 大學部 沈文立地政士事務所 負責人 

曾俊堯 大學部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教授 

劉上嘉 大學部 輔仁大學 助理教授 

陳致宇 大學部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會計副理 

李光斌 大學部 台灣新光國際創投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部副總 

劉漢民 大學部 怡安管理顧問公司 董事長特助 

黃慶男 大學部 錠嵂保險經紀人 襄理 

王心怡 大學部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生管專員 

李正賢 EMBA 大同公司台中分公司 業務經理 

監事 

黃信達 大學部 東海大學政治系 助理教授 

廖述昌 大學部 首傑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蕭佳蒙 EMBA 康福護理之家 院長 

邱耀慶 EMBA 友達光電儀校管理部 經理 

劉昭榮 EMBA 童綜合醫院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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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理監事 

姓名 部別 服務單位 職稱 

理事長 

董大斌 大學部 小磨坊國際貿易公司 總經理 

創會理事長 

張光永 大學部 亙豐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副理事長 

王朝明 大學部 贊筌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黃啟雄 大學部 富貴人生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經理 

楊秋明 EMBA 順安醫院 醫務執行長 

理事 

李銘博 大學部 遠東商銀消金暨信用卡事業群 副總經理 

林金山 大學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 協理 

廖述昌 大學部 首傑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盧博仁 大學部 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洪振峰 大學部 鼎富生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楊世弘 大學部 大衛營高爾夫球場 總經理 

高桂卿 大學部 摩根富林明集團 前董事長 

簡奉谷 大學部 璨圓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長 

王本正 教授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教授 

王心怡 大學部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生管專員 

李正賢 EMBA 大同台中分公司資訊業務處 經理 

胡台珍 EMBA 聖暉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張睿麟 EMBA Framas Group 首席顧問 

監事 

潘在念 大學部 約克瑟資本投資公司 副總經理 

劉上嘉 大學部 輔仁大學 助理教授 

李光斌 大學部 台灣新光國際創投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部 副總經理 

劉昭榮 EMBA 童綜合醫院-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經理 

柯信毅 EMBA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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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理監事 

姓名 部別 服務單位 職稱 

理事長 

董大斌 大學部 小磨坊國際貿易公司 總經理 

創會理事長 

張光永 大學部 亙豐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副理事長 

高桂卿 大學部 摩根富林明集團 前董事長 

李正賢 EMBA 大同台中分公司資訊業務處 經理 

臧瑞明 EMBA 冠中國際專利商標 管理部副總 

理事 

廖述昌 大學部 首傑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盧博仁 大學部 昱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黃啟雄 大學部 富貴人生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經理 

曾俊堯 教授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教授 

洪振峰 大學部 鼎富生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簡奉谷 大學部 璨圓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長 

楊秋明 EMBA 順安醫院 醫務執行長 

胡台珍 EMBA 聖暉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張睿麟 EMBA Framas Group 首席顧問 

蔡少雄 EMBA 金固停車事業公司 總經理 

張志遠 大學部 東海大學保管組 組長 

鐘三益 EMBA 喫茶趣 TIGER CITY 店 店長 

徐麗雯 EMBA 岱宇國際 業務協理 

監事 

王朝明 大學部 贊筌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潘在念 大學部 約克瑟資本投資公司 副總經理 

劉昭榮 EMBA 童綜合醫院-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經理 

柯信毅 EMBA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心怡 大學部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生管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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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理監事 

姓名 部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創會理事長 

張光永 大學部 亙豐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榮譽事長 

董大斌 大學部 小磨坊國際貿易公司 總經理 

理事長 

王朝明 大學部 贊筌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副理事長 

高桂卿 大學部 前摩根資產管理 台灣區負責人 

李正賢 EMBA 大同台中分公司資訊業務處 經理 

臧瑞明 EMBA 冠中國際專利商標 管理部副總 

理事 

廖述昌 大學部 首傑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黃啟雄 大學部 富貴人生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經理 

曾俊堯 教授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教授 

洪振峰 大學部 鼎富生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簡奉谷 大學部 璨圓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長 

楊秋明 EMBA 順安醫院 醫務執行長 

張睿麟 EMBA Framas Group 首席顧問 

蔡少雄 EMBA 金固停車事業公司 總經理 

鐘三益 EMBA 喫茶趣 TIGER CITY 店 店長 

林金山 大學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 協理 

陳淞屏 大學部 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嚴國榮 大學部 艾迪克科技 總經理 

林文聰 大學部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監事 

柯信毅 EMBA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劉昭榮 EMBA 童綜合醫院-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經理 

黃宗正 大學部 大林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遠距醫療) 總經理 

黃敏修 大學部 京瑞資產鑑定(股)公司 董事長 

賴明弘 大學部 台中科技大學企管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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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理監事 

姓名 部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創會理事長 

張光永 1979 畢 亙豐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榮譽事長 

董大斌 1980 畢 小磨坊國際貿易公司 總經理 

理事長 

高桂卿 1987 畢 前摩根資產管理 台灣區負責人 

副理事長 

陳淞屏 1988 畢 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柯信毅 EMBA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負責人 

尹湘皓 1987 畢 財務顧問  

理事 

李正賢 EMBA 大同台中分公司資訊業務處 經理 

廖述昌 1981 畢 首傑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曾俊堯 1989 畢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教授 

簡奉谷 1996 畢 璨圓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長 

張睿麟 EMBA6 Framas Group 首席顧問 

林文聰 1991 畢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藍新仁 1988 畢 台新投信 總經理 

江苑君 1987 畢 前瑞士大使夫人  

蔡俊雄 1987 畢 精誠資訊公司 助理副總經理 

劉昭榮 EMBA3 昶機實業有限公司  

黃宗正 1989 畢 康健上府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賴明弘 1981 畢 台中科技大學企管系 教授 

林侑靜 2002 畢 馥御室內裝修設計公司 負責人 

監事 

王朝明 1981 畢 贊筌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鐘三益 1981 畢 喫茶趣 TIGER CITY 店 店長 

高行淳 1987 畢 LVMH P＆C Logistics Director 

鐘賢蒼 1998 畢 捷司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童國豪 2001 畢 傢作有限公司/奎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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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理監事 

姓名 部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創會理事長 

張光永 1979 畢 亙豐興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榮譽事長 

董大斌 1980 畢 小磨坊國際貿易公司 總經理 

理事長 

陳淞屏 1988 畢 禾康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副理事長 

鐘賢蒼 1998 畢 捷司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柯信毅 EMBA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負責人 

曾俊堯 1989 畢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教授 

理事 

盧博仁 1986 畢 山中貿易總合(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藍新仁 1988 畢 台新投信  

黃宗正 1989 畢 康健上府生活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總經理 

黃啟雄 1989 畢 富貴人生國際資產管理公司 經理 

簡奉谷 1996 畢 台灣豐谷活力文創有限公司  

童國豪 2001 畢 傢作有限公司/奎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經理 

臧瑞明 EMBA 冠中國際專利商標 管理部副總 

李正賢 EMBA 國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邱居亮 EMBA 中北塗料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 

黃延聰 -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系主任 

王德奎 1987 畢 聚眾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常董 

郭建宏 1986 畢 元大銀行-法人金融事業處彰化區區域中心 資深經理 

廖倫浩 1988 畢 祥浩工程 負責人 

監事 

高桂卿 1987 畢 摩根資產管理台灣區 前負責人 

王朝明 1981 畢 贊筌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廖述昌 1981 畢 首傑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童寶華 1993 畢 惠宏塑膠有限公司  

吳祉芸 -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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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友會大記事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一、理監事會議 

第一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7年11月29日 

第一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8年02月14日 

第一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8年08月02日 

第一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8年09月19日 

第一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8年11月29日 

第一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9年01月23日 

第一屆第7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9年03月27日 

第一屆第8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9年05月29日 

第一屆第9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9年08月28日 

第一屆第10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9年09月25日 

第一屆第11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9年12月11日 

第一屆第12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99年02月19日 

第一屆第13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0年04月24日 

第一屆第14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0年05月29日 

第二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0年07月03日 

第二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0年09月25日 

第二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0年11月27日 

第二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1年02月26日 

第二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1年04月29日 

第二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1年06月17日 

第二屆第7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1年08月26日 

第二屆第8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2年01月13日 

第二屆第9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2年04月14日 

第三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2年06月09日 

第三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2年10月06日 

第三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3年05月31日 

第三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3年12月06日 

第三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4年03月07日 

第四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4年06月27日 

第四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4年10月03日 

第四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5年03月12日 

第四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5年11月26日 

第四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6年0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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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6年06月29日 

第五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6年08月05日 

第五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6年12月16日 

第五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7年05月26日 

第五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7年11月03日 

第五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8年03月24日 

第六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8年06月22日 

第六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8年10月19日 

第六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9年03月07日 

日 第六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08年11月01日 

第六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 民國110年03月07日 

日 

二、年度會員大會 

第一屆第1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98年10月31日 

第一屆第2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99年10月31日 

第二屆第1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0年06月12日 

第二屆第2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1年11月30日 

第三屆第1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2年06月02日 

第三屆第2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3年06月28日 

第四屆第1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4年06月06日 

第四屆第2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5年06月18日 

第五屆第1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6年06月04日 

第五屆第2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7年07月08日 

第六屆第1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8年06月22日 

第六屆第2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09年07月11日 

第七屆第1次年度會員大會 民國110年08月14日 

三、完成社會團體立案登記 民國98年08月03日 

四、完成社團法人設立登記 民國98年10月26日 

五、完成第二屆理事長改選 民國100年07月03日 

六、完成第三屆理事長改選 民國102年06月02日 

七、完成第四屆理事長改選 民國104年06月06日 

八、完成第五屆理事長改選 民國106年06月04日 

九、完成第六屆理事長改選 民國108年0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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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系友會入會、捐款意願單 

 

一、基本資料 (資料公開之意願：□願意公開於本會會員專用之通訊錄   □不願意公開) 

 

姓 名  
□研究所       □大學日部 

□大學二部     □大學夜部 
西元         年畢業 

電 話  傳 真  手 機  

服務機構 

/職稱 
 

地 址  

E-mail  
身分證字號 

(開立捐款証明用) 
 

 

二、款項類別 

□入會費 NT$1,000+常年會費 NT$1,000 = NT$2,000 元整(新會員) 

□入會費 NT$1,000+永久會費 NT$10,000 = NT$11,000 元整(新會員) 

□常年會費 NT$1,000(已是常年會員，續繳會費) 

□捐款(指定用途：□陳勝年教授紀念講座□其他          ) 

合計金額 NT$                

 (常年會費需每年續繳，永久會費只需繳交一次。會員享有系友會主辦之多數活動免費、理監 

 事改選選舉/被選舉等權益) 

 

三、帳戶資料 

戶名：中華民國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系友會高桂卿 

金融機構代碼：700(中華郵政) 

帳號：00210570353289 

 

四、付款方式 

□付   現─於大會當日繳交於秘書 陳美儒。 

□匯   款─請依前項指定帳戶匯款，電匯時務請註明匯款人姓名。 

□ATM 轉帳─請依前項指定帳戶轉帳，並填寫以下資料： 

金融機構名稱/代碼：           帳號末四碼：            

<選擇轉帳或匯款方式者，請於轉帳(匯款)完成後，將本表以傳真或 e-mail方式回傳> 

 

五、收據 

於確認匯款人及款項額度後，由本會開立收據。本會依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0980139662 號 

函正式成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扣繳單位 統一編號：2533133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系友會 

聯繫人：陳美儒 0977-369396 

Email：thubaalumni@gmail.com 

mailto:thubaalumn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