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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機械系 23 屆系友賴永祥接任精機中心總經理，賴總擁有工具機和精密主軸的專業背景，

嫻熟於計畫推動和技術研發，資歷完整。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今年 3 月 23

日捎來喜訊！本校機械系友賴永祥接任 PMC 

總經理！賴永祥學長於民國 88 年進入 PMC 

從基層做起，由工程師、工具機部門經理、科技

研發室主任、機器人發展組組長、產業企畫研究

室主任，一路升任至副總，歷練跨領域擁有完整

資歷，更與產官學研及公協會等互動良好，因而

經拔擢為總經理。 

 

    PMC 於民國 82 年成立，由機械業者和經

濟部工業局為發展我國精密機械產業而合力捐

助的財團法人，23 年來，稱職扮演檢測驗證專

業把關者、為工具機產業開啟智慧製造新頁、積

極佈局機器人產業，囊括國內外多項大獎、成立

全球首創鏟花技術交流平台，培養人才並喚起業

界對鏟花技藝之重視、推動綠能、環保、木工機

械產業更不遺餘力，提供整合服務，為產業加

值；近年更以「深耕技術、量產人才」為己任，

以降低學習門檻、縮短學習曲線的用心，為國內業者規劃有系統性的實務課程培養業界所需人才，

以及建立 PMC x TALK 平台，以說故事的方式把達人的經驗和腦袋裡的知識貢獻、傳承下來，積極

地協助產業讓技術與人才加值，進而提升機械產業之研發能量。 

 

    賴永祥學長期許未來除了持續發揮 PMC 法人單位的角色，在政府與業者間扮演智庫及推動

的溝通橋樑與重要對話管道外，還要在人才、技術、設備上積極與學界、業界合作並邁向國際化，

並活絡智財授權、開啟新創事業，讓 PMC 貢獻價值，持續成為政府及業界倚重的後盾。 

 

 

 

 

中 華 民 國 中 興 大 學 機 械 系 系 友 會 

恭賀 本校機械系友 賴永祥  

榮任精機中心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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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7 屆 陳金璋(本會第一屆理事) 

第27屆蔡傳貴同學（1994年畢業馬來西亞僑生）三月來台旅遊期間發現身體出現一些狀

況，經過急診住院以及詳細的檢查後，確定在肝及肺發現了腫瘤，而且極可能是前幾年的癌

細胞轉移。當時阿貴的肺和心臟都積水了，不適合搭飛機，而且有了之前在馬來西亞化療的

陰影，阿貴一直掙扎是否該再次接受化療後，還是下定決心留下在台灣治療。 

阿貴5年前做過大腸癌手術，保險金理賠了馬幣10萬，之後便沒有保險公司願意受理他的

保險，因此他目前是沒有保險的。治療是個漫長的路，而他的家人面對醫療費用有相當大的

困難，預估醫療費用大概是200萬台幣，該屆同學張忠寧為他在大馬留台與中興大馬各別在進

行募款，到目前為止資金缺口(超過百萬)仍然很大。除了加油打氣之外，阿貴需要我們提供

實質幫助，因此在27屆同學會與中興機械系友會發起募款活動，請大家一起共襄盛舉，協助

阿貴和他的家人度過這次難關，讓阿貴感受到滿滿的中興機械系的愛，張忠寧乃是蔡傳貴同

學發起募款的好朋友，而且他自己身身先士卒地捐出十萬元！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奔相走告，來自中興機械的款項已經超過七十五萬元，其中不乏充滿

愛心但為善不欲人知的學長們，匯款之後還要求幫忙保守秘密；也有第二屆的大學長親自到

北部探望阿貴並分享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的訊息，希望他抱持正面與積極的態度來面對

這個考驗；期間也不時接到許多學長致電關心，詢問是否需要更多的協助…等，在在都令人

感受到中興機械學長學弟們的情與義！ 

四月二十三日代表系友會把大家的愛心與關懷送給27屆蔡傳貴同學，目前他已經出院，

接下來就是定期接受化療，他的精神狀況很不錯，和我們聊了將近兩個小時。他也要我幫忙

轉達他最誠摯的感謝，中興機械系的這段緣以及學長學弟間的情誼讓他感動萬分！ 

  更新最近 CT Scan 斷層掃瞄追蹤化療效果及腫瘤狀況： 

CT#1：第一次斷層掃瞄 -3 月 24 日 (初診發現半粒肝都是腫瘤/肺腫瘤大小不一約有 5~10 粒) 

CT#2：第二次斷層掃瞄 -5 月 26 日 (追蹤化療效果/腫瘤狀況) 

肝腫瘤：有變小約 40%-50% 

肺腫瘤：其中一粒肺腫瘤變空心膜，其他腫瘤略有縮小。 

依這次的 CT#2 報告來看，化療結果呈正面反應，表示方向正確，所以會繼續用此藥化療下去， 

整個療程需要進行 12 次，每兩星期 1 次，共約 6 個月。目前已完成五次化療，預計尚須 3~4 個

月的治療期，帶著中興機械系友們滿滿的愛心與關懷，相信傳貴同學一定可以順利完成治療，再

次向所有系友們致上最崇高的謝意！ 

 

      

系 友 抗 癌 鬥 士 : 蔡 傳 貴       



公布捐助蔡傳貴系友療養善款資料 

NCHU 機械系友捐贈 

編號 姓名 金額 附註 

1 李澤榕 50,000 8屆 

2 余慶雄 10,000 1屆 

3 未屬名 2,000   

4 陳勤志 10,000 16屆 

5 林鶴年 10,000 14屆 

6 呂嘉甫 10,000 9屆 

7 馬來西亞 10,000 由顏萬祥帳戶轉入 

8 林明良 3,000 33屆 

9 宋金水 10,000 9屆 

10 李秋貴 5,000 14屆 

11 林銘芳 5,000 15屆 

12 賴永祥 10,000 21屆(現金) 

13 15 屆系友合計 71,000 康總轉交(現金) 

14 張明杰 3,000 33屆 

15 鄧建中 10,000 26屆 

16 李慶峰 2,000 副秘書長 

17 鄭系友 20,000 3屆 

18 彭國勝 10,000 10屆 

19 第 1X屆系友 50,000 為善不欲人知 

20 游建池 20,000 21屆 

21 邱建棕 7,000 37屆 

22 王秉忠 3,000 1屆 

23 暫隱名 30,000 請捐款人告知大名 

總計 361,000   

 

 

百年修得同船渡， 

發揮同舟共濟的系友情!



  

NCHU 機械系 27屆同學捐贈 

編號 姓名 金額 附註 

1 張祿文 38,000 現金 

2 張忠寧 100,000 19228 

3 張啟昌 20,000 24064 

4 鐘國佑 30,000 68700 

5 劉豐銘 16,000 26399 

6 林俊標 10,000 81127 

7 李坤錡 20,000 23257 

8 詹錦昌 30,000 66249 

9 陳金璋 20,000 00011 

10 林信吾 30,000 30797 

11 吳宗霖 16,000 65421 

12 沈台平 16,000 入戶匯款 

13 潘正哲 30,000 27246 

14 邱明健 10,000 14560 

15 林吉祥/張東裕 40,000 現金 

總計 426,000   

 

蔡傳貴 加油! 
 

自助! 人助! 天助! 

 

系友會全體系友齊心為你祈福 



 

 

 

作者：18 屆 林均燁博士/企業教授、企業商戰教練 CBC、創新長 CCIO 

 

簡介: 擁有機械與航空工程博士學歷，在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由工程崗位跨越到管理領域、與美國

創新大師 Langdon Morris 結緣而進入創新領域、與微笑品牌講堂結緣跨入品牌領域，加上其在教

育界跨越產官學、推動產學合作教育與創造力教育的多年經驗，以及取得商戰教練(CBC)、創新管

理師(CIM)與創新長(CCIO)等高階證照的過程，累積了完整而深厚的系統化管理與創新實務能量。

在實踐工作上，擁有多項特色專利、協助建構創新商業模式並且參與創新與創業過程，是標準的

管理變革、創新發展與創業模式實踐家。林博士擔任許多企業與組織的諮詢顧問、任教台灣朝陽

科技大學、同時是香港大學講座講師、中國教育部全國高校教師網絡培訓中心特聘教授、經濟部

生產力 4.0 南部推動辦公室產業跨域服務團團員。其開放創新思維的、教練式授課與諮詢引導模

式，時而幽默風趣、時而一針見血、時而慷慨激昂，獲得所有企業與教育領域學生們的熱愛。 

 

 

「The Big Short 大賣空」 

第 88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五個獎項提名、贏得最佳改編劇本獎 

 

馬克吐溫曾說： 

讓我們陷入困境的不是無知、 

而是看似正確的謬誤論斷！ 

 

麥可貝瑞 

第一位從數據分析看到問題的人 

什麼是企業價值？ 

什麼是人生價值？ 

麥可貝瑞看到的現象與問題… 

「專業人士」常常將系統複雜化！ 

複雜化的目的在於：讓人看不懂！ 

再搭配人們偷懶與貪婪的心態… 

讓大家相信他們的「專業」 

主動把「未來」交給這些「專家」！ 

因為錯綜複雜，大部分人無力干預！ 

即使「專業」人士也不一定能夠接受 

依據數據所提出的正確觀點… 

畢竟，眼前表層的績效數字過於亮麗 

容易使人迷失！ 

畢竟，誰願意相信風平浪靜下的暗潮洶湧？ 

 

尤其是在問題公開浮現之前 

「The Big Short 大賣空」電影觀後心得      



看見並揭露問題真相的人 

通常都不會是很受歡迎的人… 

正氣、義氣、骨氣，都需要堅持 

才有機會讓人走到理想目標… 

對於正義使者馬克鮑恩而言 

大量研讀的目的在於：思考 

在於：探究問題、真因與對策！ 

大部分問題都是系統性的問題… 

尤其當系統刻意隱瞞真相時… 

甚至是由資源掌控者設計出來時… 

問題更是深層、更為積習難改！ 

 

只有少數跳脫系統思維定勢的人 

才能夠看到問題、找到機會！ 

賈德佛奈特對於房貸危機的解說： 

惡性循環的體系如同骨牌效應… 

為了粉飾太平、也為了賺更多錢… 

除了不能揭露商品問題、 

還必須重新包裝商品！ 

滯銷的商品重新組合… 

重新包裝並推出新的商品名稱…CDO！ 

只要商品外觀讓非專業人士 

感覺到「價值」、就能夠銷售！ 

這就是多角化組合「促銷」手法！ 

再搭配系統上的「刻意」設計 

更是成為「騙很大、賺很大」的「促銷」！ 

無知的消費者「投資」了大量垃圾！ 

垃圾總有一天真的變成垃圾！ 

當投資變成垃圾 

受苦的是受騙的投資者！ 

 

在這騙局當中 

有多少為五斗米折腰的、 

甚至於短視近利的共犯！ 

當大智慧者洞悉這種騙局現象… 

正氣凜然地設法反制這個詐欺系統… 

整個金融體制的系統化詐欺模式！ 

騙多大？ 

騙很大、非常大、超級大！ 

原因在於… 

系統互相牽制 

    造成球員兼裁判… 



信用評等機構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在客戶與競爭者的系統化牽制之下 

必須創造假成果、假績效以求生存！ 

同時形成系統化詐欺…騙錢模式！ 

更惡劣的是： 

這個系統是被「刻意」設計出來的！ 

資源操控者設計出 

系統—中間商—客戶的三層關係… 

表面上以客為尊… 

實際上裡應外合、球員兼裁判的系統！ 

 

如果房貸債券是火柴… 

重新包裝的 CDO 就像沾滿煤油的布… 

不斷美化包裝的合成 CDO 是原子彈！ 

 

為什麼是原子彈？ 

因為價值(或績效)是被膨脹出來的！ 

當氣球終於破了…系統崩盤… 

蝴蝶效應就會造成整個世界崩盤！ 

 

Ben 是一個原本就有世界毀滅認知的人！ 

他的團隊必須搞清楚世界是否崩盤！ 

看準崩盤時的最大商機… 

然後，危機入市、造就人生逆轉勝！ 

然而，Ben 的義氣… 

為社會謀福利的大格局義氣！ 

他告訴團隊的年輕人… 

失業率上升 1%就有四萬人會死！ 

 

村上春樹曾說： 

每個人骨子裡 

都在等待世界末日的來臨！ 

那一刻，終於來臨！ 

一顆炸彈引爆、啟動連鎖反應！ 

資源操控者的因應方式… 

拋售自己的商品、拋棄客戶於不顧！ 

想盡辦法…搶救自己… 

最後，終於發出了全國危機警告！ 

 

馬克鮑恩對於整體問題的解讀： 

原本合理的、解決社會需求問題的概念… 

因為資本家的貪婪而變成 



毀滅世界的原子彈… 

毀滅了我們的世界！ 

我們正處於一個欺瞞、詐欺的時代！ 

銀行業、政府… 

教育界、宗教界、食品業… 

都在欺瞞詐欺！ 

馬克鮑恩所要批評的並不是… 

欺騙的不道德或惡毒… 

而是 

在歷史上，欺騙與短視近利… 

永遠都是行不通的！ 

遲早會東窗事發、甚至鋃鐺入獄！ 

人們什麼時候才會記取教訓？ 

他以為人類還有一點良知… 

他非常希望讓 

自大又愚蠢的資源操控者吃鱉… 

但是，卻同時想到 

收拾爛攤子的最大輸家都是老百姓！ 

 

結果，大智大慧者的判斷是正確的！ 

連鎖反應的衝擊… 

連巨人也倒地不起！ 

並且造成連接著幾個月的... 

世界經濟動盪與恐慌！ 

 

洞燭機先並且堅持到底的麥可貝瑞 

在故事結束後的選擇： 

真正大智大慧者的落寞檢討… 

表面上贏了、 

但是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知道實質上大家都輸了… 

全世界、都輸了！ 

還同時輸了友情、信任…等最重要的人類社會價值！ 

人們… 

需要權威機構進行評等… 

但是他們卻不根據事實與結果 

來選擇權威機構… 

而是光靠權威與熟悉感進行選擇！ 

麥可貝瑞從來都不是讓人覺得熟悉的人！ 

他痛苦地領悟到… 

必須結束這個避險基金！ 

如果等待是一門藝術！ 



那麼，擇善固執的「堅持」過程 

更是極度折騰人的藝術！ 

 

馬克鮑恩的最終猶豫與抉擇… 

重重的衝擊 

是否能夠讓人們在未來 

不會因為貪婪而再度重蹈覆轍？ 

 

崩盤塵埃落定之後 

美國的總體經濟損失五兆美元 

八百萬人失業、六百萬人失去房子！ 

 

2015 年許多大銀行開始銷售 BTO 

根據彭博新聞： 

BTO 只是 CDO 的新瓶裝舊酒！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由華爾街肥貓所設計出來的 

詐騙系統形成了 

嚴重過度消費的 

不平衡社會系統！ 

系統崩盤時， 

重摔下來的還是無辜的老百姓！ 

在循環中維持平衡 

是所有生態系統是否能夠永續的根本定律！ 

在平衡中循環才能生生不息！ 

造成不平衡現象與崩盤毀滅的元兇 

絕對是人類自己！ 

 

人類的自私、自滿、自傲， 

人類所組成社會的 

換位置換腦袋、非專業領導專業、 

少數人利益掛帥與糾結…等 

愚昧行為造成世界崩盤毀滅！ 

雖然 94%的問題是系統問題、 

造成系統問題的就是資源操控者！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代表領導者都是 

具備思考與決策能力的 

道或魔！ 

如果上無政策、下為績效， 



一切讓基層或老闆姓承擔！ 

那麼領導者或資源掌控者 

算是什麼？ 

 

社會需要的是更多具備 

正氣(作對的事情)、 

義氣(對社會謀福)、 

骨氣(擇善而固執)的人士 

堅持作對的事情以為社會謀福利！ 

 

 

 

 

 

 

作者：17 屆 林慶章博士 

簡介: 

中興大學機械系第十七屆/台灣大學材料所 博士/德國紐倫堡大學 博士論文硏究/國家中山科學

研究院材料光電硏究所 副所長(現任)/台灣精碳産業協會 創會理事長(現任)/快樂書院親子協會 

創會理事長 

                       

今天 

快樂書院包粽集氣 

正式粉墨登場 

為要考大考的學子集氣包中 

 

昨天 

是熱身體驗學習活動 

大學學長鶴年和慶峰兄 

清晨五點從台中出發 

前來體驗學做自然的孩子 

 快樂學習 學習快樂 

 

两位老學長 

赤子之心 

殷殷好學 

在書院媽媽的指導下 

大煱煸肉 分料包粽 摧繩緊包  

下煱水煮 上下對調 起煱風涼… 

樣樣都學 不亦樂乎 

學 做 自 然 的 孩 子 



 

 

两位白髮半百多的學長 

配上嘻笑活潑的包粽老師 

畫面多采 笑容可掬  

汗水淋漓 盡興暢懷 

重新體驗老祖宗的傳統 

不亦快哉！ 

離開龍潭已經晚上九點多了 

豐富快樂的一天 

 

 

今天學子和書院爸爸們 

正式登場集氣包粽 

 

各位看倌 

想不想也來湊熱鬧啊！ 

哈哈哈一笑！ 

 

 

 

~粽葉飄香 

月桃葉 煮沸殺青 芬芳四溢飄鄰巷， 

包粽料 携手同心 美女歡笑滿屋樑！ 

~記 0603 快樂書院包粽前眾美女備料工夫佳 

 

 

~快樂包粽 

快樂人包粽快樂， 

好學客終身好學！ 

~記 0604 快樂書院包粽料佳細工人好學 

 

 

~同心包粽 

包粽老師悉心教，莘莘學子信心期； 

父母用心處處同，伙伴集氣心志齊！ 

~記 0605 快樂書院伙伴集氣包粽包中 

 

 

 

 

 



 

 

 

 

 

 

 

 

 

 

~春有影 

 

乍雨初歇春有影，倒映山水籠翠華； 

門庭遠望暖還寒，輕攬煙雲披薄紗！ 

~記石門水庫春雨潤山林 

 

改了任和當，味道如何？ 

乍雨初歇春有影，倒映山水任翠華； 

門庭遠望暖還寒，輕攬煙雲當薄紗！ 

 

倒映山水籠翠華；是收！ 

倒映山水任翠華；是放！ 

 

門庭遠望暖還寒，輕攬煙雲當薄紗披肩來禦寒！ 

當是未來式… 

披是完成式。 

 

美極！詩畫。 

 

绝妙！收放自如，當下、未来都入思 

 

文姿說改成這樣，如何？ 

乍雨初歇春有影，倒映山水誤翠華； 

門庭遠望暖還寒，輕攬煙雲弄薄紗！ 

 

昔日有僧推敲之爭辯，今有才女才子，籠任誤當披弄之巧變 

 

我喜歡弄字的輕巧、無心，恰似妙齡少女的身影。 

迷濛、晦澀是李商隱令人著迷處，亦可説人生之一種樣態，自然更是如此吧！人生遇此只能接受，

或更有智慧的避開，若怪罪其誤會徒增憾恨否？ 



 

 

 

系友會試辦成立 「幸福學苑」的架構，以每月辦理一場講座為基礎。 

希望得到您對系友會努力為營造團結的掌聲，無論您在南部、在北部、在中部期待

您能每三個月至少選擇一個議題來參加交流活動，相信相遇便能產生力量：支持系

友會發展的力量、激盪出系友合作的力量、改善人我與社會的力量。 

 除了定期每月辦理一場講座交流外，希望在幸福學苑架構下，推動各區系友成

立交流小組，並請熱心學長們願意參與訪問團，協助與有意願的系友面敘談話。 

系友交流小組推動辦法與系友交流小組成立方式： 

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2016書香茶會」系友交流小組推動辦法 

一、 宗旨：藉由咖啡濃、茶葉香的氛圍中，連結有共同話題的本系畢業系友，以好友的情誼，

用小組方式交換想法，鼓勵閱讀新知的相勵作用，研析時代趨勢與新知，共營美善有意義

的人生目標。 

二、 說明： 

(一)推動本活動，希望能為系友找到共同興趣或未來性支援與發展的可能性的好友們來結

合，以愉快的氛圍方式，產生有意義的對話，藉系友的群智來成長自己，互相幫助，解決

問題，相信對每個人的工作與生活，能有積極性的功能與意義。 

(二)未來希望藉系友會各群組在不同的領域有超專業的能量，將各群組的能量彙積起來，

我們有足夠信念可以協助系友的新創事業或本業，亦可回饋社會上需要協助的事業體或社

區。 

(三)我們有豐沛的系友力量，我們有母系師資及研究能量，有場館設備的支援，相信只要

力量整合成功，以團體的最佳組合力的發揮，將有無限發展的可能。 

三、 主辦與協辦：本會秘書處與本會會員推展委員會。 

四、 成員：四人以上為一小組。 

五、 時間：以三個月至少聚會一次為原則。 

六、 方式：以圈內組員的家中或適合的餐廳或小組決定的地點聚會。 

七、 經費：以分攤費用為原則，或預繳一筆基金，由組員自行管理；系友會依需求酌予補助經

費，如訂閱雜誌、購書等。 

八、 主題：為長期聚會的動力，應有共同的主題方向，透過組內成員各自的知識與經驗分享，

並彙整彼此為議題搜尋的知識來源，持續的分享與增強，希望建構一個堅強的群組知識庫，

未來結合系友會的整合力，安排至各領域發表主題心得，協助系友會的外拓功能，伺機輔

幸 福 學 苑 



佐系友之業務開發或公益事業的目標。 

九、 主題參考：以系友會三個主軸為主。(歡迎提供新的題材) 

(一) 聯誼：純以興趣相同，如談健康之道、共同興趣、聯誼聚會等。 

(二) 創造： 

1、研究新創事業、共同經營事業等，如銀髮產業、顧問公司等。 

2、職場技術交流、事業經營管理、專業技術交流等。 

(三) 公益： 

1、對內(系友)辦理團購、旅遊等活動。 

2、對外(社會)辦理公益活動，如社區講座、事業機構講座，集資贊助需求的個人或群體。 

十、 協辦： 

(一) 初期擬先推動系友訪問團進行系友拜訪，將徵求理監事或事業有成或經驗豐富的學長擔任

訪問團。訪問團成員以二人為一組，就專長與居住地區為優先排列。 

(二) 由系友會訪問團、秘書處、會務推廣委員會出面邀請願意接受拜訪之系友，一方面請益對

系友會之建議與期望，再方面將推動系友依其選擇屬性(如上三個軸向或其他建議)及地區

性，希望促成[系友交流小組]的牽線功能。每次拜訪對象以二人以上為主，擬以深度匯談

的方式，希望達成交談者互有受益的效果，或有幫助系友會發展的看法。 

(三) 凡以本辦法進行之訪談所需之餐點費、材料費，由系友會酌予補助。       

 

願意擔任「系友訪問團」 成員，請填表後回傳，謝謝! 

姓名 連絡電話 屆別或入學年 備註(您的意見) 

    

填妥後請 email to：me-alum@nchu.edu.tw  Fax：04-2287 7170                              

 

mailto:me-alum@nchu.edu.tw


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2016書香茶會」系友交流小組活動方式 

一、 人數：期初以四人小組聚會，先磨合彼此的觀念想法與未來的運作方式及目標設定。

穩定後，再邀請其他有共同理念的系友加入。請推派一人為小組長。 

二、 方式：除以交談方式聯誼，亦可選讀或分享自行研讀之新知、新觀念做交流研討。並

可分派成員負責收集資料之任務，作為下次或在 line群組分享之題材。會後須做會談

心得紀錄，存入雲端資料夾或回饋給系友會彙整。 

三、 時間：先以三個月一次為原則，視小組需求決定聚會時間。(平時可利用 line群組溝

通) 

四、 地點：建議以適宜之餐廳或邀約健行登山之涼亭泡茶、咖啡。 

五、 經費：建議每人交 1000元作為基金，不足時再續交。 

六、 與系友會互動： 

一、可邀請系友會理監事或學長、學弟列席共同研討。參加系友會主辦之交流小組團

聚活動。 

二、請提供研討主題及成員資料給系友會建檔，必要時系友會亦會提供相關主題資料

給各小組參考。 

七、 目標：希望各小組未來將是該組的[主題達人]，並將安排至各需求單位發表研究心得

或展示成果。 

主題參考：以系友會三個主軸為主。(歡迎提供新的題材) 

一、 聯誼：純以興趣相同(談健康之道、共同興趣、聯誼聚會等。) 

二、 創造：（一）研究新創事業、共同經營事業等，如銀髮產業、顧問公司等。（二）職場

技術交流、事業經營管理、專業技術交流等。 

三、 公益：(一)對內辦理團購、旅遊等活動。(二)對外辦理公益活動，如社區講座、事業

機構講座，集資贊助需求的個人或群體。 

四、 其他：小組提議之主題。 

 

 

願意參加「系友交流小組」，請填表後回傳，謝謝! 

小組名稱 組內成員 姓名 連絡電話 屆別或入學年 

    

   

   

   

會談主題  

填妥後請 email to：me-alum@nchu.edu.tw  Fax：04-2287 7170                       

 

mailto:me-alum@nchu.edu.tw


  

 敬邀您參加「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共同攜手營造一個屬於

系友歡聚的溫馨團體。 

申請加入「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會員程序： 

一、 請由網路 http://me-alumni.nchu.edu.tw/Index.aspx/ 

系友服務/下載表單，下載入會申請表或向機械系辦公室索取入會申請

表。請填寫表單並簽名後，以傳真至 04-22877170 或 E-mail回傳至 

me-alum@dragon.nchu.edu.tw。 

請系友(申請入會者)撥冗匯款，以共襄會務發展。 

□(一) 永久會費：NT$20,000元。(不需入會費) 

□(二) 入 會 費：NT$1,000元。(只此一次) 

□(三) 常年會費：NT$1,000元 。(申請入會次年起每年) 

□(四) 捐款：不限額度共襄盛舉。金額：         元。 

匯款方式： 

   1.銀行匯款、銀行 ATM或 WebATM方式匯款。 

      銀行名稱：第一商業銀行台中分行    一銀代號：007 

      戶名：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帳號：４０１－１０－０５２６８６ 

    2.郵局劃撥匯款或 WebATM匯款。 

  劃撥帳號：２２７５４０６８  郵局代號：700 

  戶名：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呂嘉甫 

二、現金繳費方式：逕向機械系辦公室繳交會費。 

◎網路 ATM 方式匯款，請 E-mail to：me-alum@dragon.nchu.edu.tw。 

◎銀行匯款或 ATM 機器匯款，請將「ATM 轉帳單」或「匯款留抵聯」傳真至 

  04-22877170 或郵寄至機械系辦公室。  

 

http://me-alumni.nchu.edu.tw/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