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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6年 5月 20日(六)上午 10:30 

二、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機械系三樓 330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本會第三屆理、監事(如簽到單) 

四、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主  席：柯文生 理事長    記錄：李慶峰 

六、主席致詞：感謝各位撥冗與會，出席人數已達法定人數，會議開始。有關協助本

校工學院與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之觀摩交流賽及邀請雲門舞蹈家黃翊先生至本校

表演等，將於討論議案在席系報告。(其餘略) 

七、報告事項：(秘書處) 

(一) 本會已依據上次會議決議，完成本會加入本校校友會之永久團體會員，永

久代表為林鶴年、呂嘉甫、柯文生等三位前任、現任理事長。 

(二)本會於 106.2.19 舉辦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春季旅遊活動-龍潭區石門水

庫一日遊，感謝林慶章理事為我們規劃與導覽(詳 e會刊報導)。本次旅遊總支出

$24,126，收入報名費$13,500(27人)，本會補助 10,626元。 

(三) 本會於 106.4.29 假台北天成大飯店召開北區系友聯誼餐會，本次經費由理

事長柯文生、常務理事戴逸群捐款承辦。 

(四) 本會執行股票投資計畫績效甚佳，於去年 11 月結算後回饋本會$ 26,132

元，於今年初捐入本會；近期 5/6結算後，將再回饋本會 5萬餘元。感謝明源兄

為系友及系友會創造的福利。 

(五)本會預計 6/11(日)辦理中區(竹山、鹿谷)一日旅遊聯誼，感謝林均燁理事

為我們精心規劃；我們已於 5/11 實地踏勘，將於會後推出邀請系友參加。本次

活動經費由參加投資計畫成員捐款贊助 19,000元。捐款名單：林明源$5000，許

欽福$3000，丘世衡$3000，呂嘉甫$2000，彭國勝$2000，鄧建中$2000，李慶峰

$2000，謹此致謝!(檢附旅遊活動邀請函-P4) 

 

八、討論提案：  

案號：01   提案人：理事長 

案由：協辦中興大學工學院與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學生實作交流賽。 

說明：由工學院王院長邀請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的學生組隊與本校學生進行專題實作的

觀摩交流賽。 

辦法：(1)由系友會募款提供地面飛行器水面或水下載具及改裝零件由各隊學生發揮

所學動手完成指定的任務(2)邀請兩校老師及系友評分並獎勵優勝隊伍。 

決議： 通過。 

 

案號：02   提案人：理事長 

案由：擬邀請舞蹈家黃翊先生至本校表演「與機器人共舞」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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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請理事長說明本案進度。二、黃先生至校演講或表演的檔期預估最快是 6 月

24日(六)。三、繼續與黃先生工作室協商。 

決議： 繼續協調來校表演或其他替代方案。 

 

案號：03  提案人：理事長 

案由：定期出版系友會刊物及充實網路媒體。 

說明:一、本會希望每二個月出版電子會刊一式，且有專人負責編輯，4/29 北區聯誼

時，有位第 28屆學妹，有意願協助鄧建中主委來承辦本業務。二、希望開立本會 FB

社團，目前有位第 42 屆系友願意協助設置與管理。三、希望有系友能負責與管理本

會專屬網頁，完整會務報導與互動性的完整度。四、本會預計 107.12 月會員大會時，

出版一冊「系友合著」，若稿源踴躍，會考慮陸續出版。以上均需仰賴系友們踴躍投

稿。 

辦法：本案通過後，將進行邀約稿源與合著之執行計畫。第一屆學長，請余慶雄學長

號召，以他們為主秀，為畢業滿 50周年留下紀念與見證。 

決議:通過。 

 

案號：04    提案人：理事長 

案由：許欽福常務理事捐款成立「國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福惠獎學金」做為獎助本系專

題競賽優勝學生出國觀摩之經費，請討論該獎學金之辦法(邱主任提案)。(如附件一 P6) 

說明：許常務理事第一期捐贈款新台幣 25 萬元，已於本年初存入本會一銀帳戶。第二期款

支票已開立暫由本會收存，預計明年初入帳。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增加優勝隊伍之指導教授一人，得提出申請經費補助。另增列

建議：本獎學金應專款專用，有餘額累存時，得酌予補助本系學生參加國內專題競賽之經費，

本項補助金額及審核方式，將視餘額，另行公告。(補充說明：增列意見俟施行後，再彙整

意見，以利提案修正本案法。) 

案號：05    提案人：本會秘書處 

案由：請協助推動「百位永久會員」計畫，鞏固核心磐石，為永續發展會務，開創新局，奠

定堅實基礎。 

說明： 

(一) 目前永久會員 39人，請理監事協助(希望一年內完成)。 

(二) 當永久會員人數達 60人以上時，將討論成立「創業與公益工作室」作為常態研

發創業計畫辦公室。 

(三) 本辦公室可考慮於校內或校外承租空間場地。 

決議：依本案之意旨，盡力推動。  

 

案號：06     提案人：本會秘書處 

案由：依據「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推展會務卓越貢獻獎勵辦法」，除公告推薦候選人外，

請 推選評審委員。 

說明： 



3 

  (一) 依據「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推展會務卓越貢獻獎勵辦法」(如附件二 P7)，將公告

推薦候選人，推薦時間：5/1起至 5/31日止。(已公告於本會網站)。 

  (二) 104-105年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系友：呂嘉甫、李澤榕、林昌星、戴逸群、柯文生。 

  (三) 是否上項貢獻獎得獎人員，增加辦理一張本校永久校友證(NT$5,000)，作為實質獎

勵。 

決議：一、說明二符合條件之系友列入推薦人選。二、餘照案通過。 

 

案號：07     提案人：本會秘書處 

案由：。 

說明：請討論本會是否成立「系友獎學金」。 

  (一)本系原有系友獎學金，經發放數年後，目前因無系友捐款繼續挹注，致財源不

足，擬暫停發給。(檢附本系系友獎學金設置辦法-附件三 P10) 

  (二)本會是否能繼續徵得系友專款承續辦理。 

決議：本案交由秘書處徵求系友意見，俟覓得財源後，再提交討論。 

 

十、散會：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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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系友會中區系友聯誼活動  邀請函 

[竹山鹿谷一日遊] 

活動日期：106年 6月 11日(星期日) 

活動行程： 

07:50~08:00 本校校門口台階集合。 

08:00~08:30 到達烏日高鐵站。 

08:30~09:30 車行到達竹山【大禾竹藝工坊】  

09:30~11:30 參觀【大禾竹藝工坊】藝品及負責人簡報 

11:30~12:00 前往鹿谷【鹿鼎莊】 

12:00~13:30 【鹿鼎莊】會餐 

13:30~15:00 景觀瀏覽眺望、茶敘點心時間 

15:30~17:00返程回烏日高鐵站、中興大學，感謝您的參加，再會。 

領隊：柯文生理事長、林均燁理事 

交通工具：大型遊覽車(或中型遊覽車，依報名人數而定)。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6年 6月 1日止。(逾期請勿再報名) 

費用：300元/每人。 

參加對象：本系系友、本系教職員工，歡迎攜眷參加。 

聯絡人(報名)： 

黃薰儀小姐 04-2284 0433轉 327 kaoru@dragon.nchu.edu.tw 

李慶峰 0937-274935  cflee@nchu.edu.tw 

 

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敬邀 

※特別感謝林均燁理事規劃本行程，並將隨行安排。 

  

mailto:kaoru@dragon.nchu.edu.tw
mailto:cflee@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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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系友會「竹山鹿谷一日遊」聯誼活動 報名表 

(辦理旅遊平安險用) 

 活動日期：106年 6月 11日(星期日)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備註(素食) 

   系友 

    

    

    

連絡電話(手機)： 

 素食餐，請於備註欄打 V。 

 參加人員請於 106/6/1前 email回覆，或 

Fax：04-2287 7170  謝謝! 

 參加對象：本系系友、本系教職員工，歡迎攜眷參加。 

 聯絡人(報名)： 

黃薰儀小姐 04-2284 0433轉 327 kaoru@dragon.nchu.edu.tw 

李慶峰 0937-274935  cflee@nchu.edu.tw 

 

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敬邀 

 

  

mailto:kaoru@dragon.nchu.edu.tw
mailto:cflee@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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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福惠獎學金」設置辦法 

106年 5月 20日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一、 宗旨：系友許欽福先生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學生專心於「機械設計與製作專題」

課程，以及增進國際觀，培養為一流之精密機械專業人才之目標，特設立本獎

學金。 

二、 申請資格：「機械設計與製作專題」期末成果展示競賽第一名隊伍同學。 

三、 獎助方式與名額：第一名隊伍同學至多 3名及指導教授 1人，每名教授與同學

獎助至多 45,000 元至日本東京參觀國際機器人展 INTERNATIONAL ROBOT 

EXHIBITION或是日本國際工具機展 Japan International Machine tool 

Fair(JIMTOF)，參觀展覽主題配合該年度舉行展覽主題。 

四、 申請時間：「機械設計與製作專題」期末成果展示競賽結束後一個月內。 

五、 申請手續： 

(一) 至系上網站下載申請表。 

(二) 填具申請表一式二分，向本系申請。 

(三) 與系友會面談(提出申請後，由系友會安排)。 

六、 審查：由系友會審查。 

七、 獲獎同學義務：獲獎之每位同學須參觀展覽至少兩天，且於參觀展覽完後，至

本系向修習「機械設計與製作專題」課程同學進行 20分鐘心得口頭報告。報告

需準備投影片，報告內容需包含整體展覽與一特定攤位/主題介紹與參觀心得。

時間至少 15分鐘，剩餘時間可自由發揮，如文化、景觀參觀心得等。 

八、 有關出國所需支出之各項費用及手續，由申請人自理及墊支，返國後檢具合格

支出憑證及相關文件(請款人金融帳戶等)，送交系友會彙辦，審核後，補助款

將匯入申請人個人帳戶。 

九、 本辦法經系友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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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推展會務卓越貢獻獎勵辦法 

民國104年2月7日第二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表揚推展會務有卓越貢獻及表彰傑出成就系友且提升本會聲譽之本會會員，

特訂定本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執行本辦法，由本會成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獎勵審查委員會」， 

負責審查相關事宜；由理事長擔任召集人，常務監事、榮譽理事長、秘書長

為當然委員；另審查委員1至3人，由理事長就理監事核定敦聘後組成之。委

員為無給職，任期自聘任日起至審查業務執行完成日止即自動解除。 

第三條 獎勵對象：具本會合格會員資格二年以上，且至少需符合下列一項者。 

一、 擔任本會理監事、秘書處職務二年以上，且有具體卓越表現或貢獻者。 

二、 捐獻本會金額連續二年內達十萬元以上者。 

三、 五年內對社會有具體成就貢獻，且有提升本會聲譽者。 

第四條  公告徵求方式：當年度4月30日前於本會網站公告，並以電郵方式通    

        知本會會員。 

第五條  申請期間：每屆第一年5月接受推薦候選人，請填具獎勵推薦表，於 

        當年5月31日前，親自擲交或電郵或郵寄本會秘書處。收件截止日期 

        以電郵日期或郵戳日期為憑。 

第六條  審查會議：由當年度審查委員會就當年度推薦人選進行審查，由秘書 

        處人員協助相關行政作業，理事長得指派秘書處或委員一人擔任當次 

        委員會之執行祕書。委員須親自出席審查會議，出席委員過半數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始生會議效力。 

第七條  審查作成程序如下： 

一、 審查作業於當年度7月1日啟動至8月15日結束。 

二、 各委員就推薦書面內容，進行書面審查，並給予排序，得加註評語。 

三、 各委員得親自拜訪被推薦人，進行訪談，並做成書面或電子文件報告。 

四、 由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決議本年度獲獎人員。 

五、 原則上，非特殊情況，每屆獲獎人數以五人為限。 

 第八條  公告審查結果：當年度8月31日前於本會網站公告，並將審查結果通 

        知推薦人。 

 第九條 表揚方式：以公開方式表揚獲獎人，並贈送獎勵紀念獎座一座，以資 

       本會表達尊崇之敬意。會後並製作得獎專輯，以鼓勵會員效法。 

 第十條 迴避原則：審查委員與被推薦人有三等親關係，同班同學，任職同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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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企業者，請自動迴避，以符公平審查精神。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理事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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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推展會務卓越貢獻獎」推薦表 

104.2.7第二屆理監事會議通過 

被推薦人基本資料(會員別、會員編號、入會日期由秘書處代填) 

姓  名 
 

會員別 □永久   □一般 

就讀本系

學制 
□大學  □碩士  □博士 

屆別  或 

畢業年度 

       屆或 

       年畢業 

會  員 

編  號 

 
入會日期 

 

審查項目 具體事蹟(或佐證資料) 

一、基本資料 

1. 個人自述-學生時代、人生歷

練、個人願望等。 

2. 個人影片或作品 

□如另頁。□佐證資料如附 

二、對本會具體貢獻 
□如另頁。□佐證資料如附 

□符合獎勵辦法第三條第     項。 

三、社會成就與關懷事蹟 
□如另頁。□佐證資料如附 

委  員  審  查  

收件日期及收件人 
 

審 查 意 見 

一、符合獎勵辦法第三條第         項。 

二、審查委員綜合意見(需要時另頁書寫) 

審 查 結 果 □通過    □繼續加油(未通過) 

審查委員會召集人簽名  

推薦人： 

推薦意見： 

  若本頁不足書寫，請自行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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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系友獎學金設置辦法 
 

81.12.16系務會議通過 

92.07.04及 94.01.04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3.25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宗旨：本系為鼓勵成績優良及熱心公務同學，特設置本獎學金。 

二、名額及金額：(一)戴勝宏紀念獎學金：二名，限大學部三年級學生申請，每名新台幣一

萬元。 

(二)系友獎學金：六名，限大學部學生申請每年級以二名為限，每名新台

幣一萬元。 

三、獎助條件：品行端正，熱心公務或提升本系聲譽且在校學業成績前一學年平均成績在七

十分以上者。 

四、申請日期：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止 

五、申請手續：(一)申請人須經本系兩位專任教師推薦。 

(二)填具申請表格一式二份，連同成績單正本一份，向本系申請。 

六、評審：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委員會於當年十一月底前評審決定。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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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學年度 

系友獎學金申請表 

學 生 姓 名  
戶 籍

地 址 
 

學 號  
通 訊

地 址 
 

年 級  
聯 絡

電 話 
 

申 請 種 類 
□系友獎學金     

□戴勝宏紀念獎學金(限大三學生申請) 

前 一 學 年 

學業總平均 
  分 

操行 

成績 
 分 

其他傑出 

事蹟簡述 
(附證明影本) 

 

推薦教師 

簽名 
 

備   註 

檢附資料及證件： 

一、前一學年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正本。 

二、申請人須經本系兩位專任教師推薦。 

三、本申請表一式二份，申請截止日期為十月十五止。 

四、本獎學金與校內其他獎學金不得重複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