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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系友聯誼會 

第 20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06 日(星期三)上午 11:30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fci-bdvj-qgs  

主持人：李理事長桃生 

壹、主席報告 

貳、本會 110 年度工作報告 
◎總幹事及財務組、學術出版組、行政組、系友服務組等四組會務報告。 
◎詳細資料請參考附件一至附件三。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一 
案由：提名母系第 20 屆總幹事人選案如說明，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八條：「本會理事會下設總幹事一人，由理事長提名適任

人選，經全體理事二分之一(含)以上之決議聘任之。秉承理事長及理事會之決

議執行任務。」 

二、 本會總幹事依循往例由母系系主任擔任，目前母系吳志鴻主任已擔任本會總幹

事多年，期間用心付出使會務皆順利進行，其服務熱誠深受系友肯定，因此延

續往例提名母系吳志鴻主任為本會總幹事，擬請理事會行使同意權。 
決議：會議通過由總幹事吳志鴻主任續任總幹事一職。 
 

提案二 
案由：提名本會第 20 屆各組組長人選案如說明，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下設財務組、學術出版組、行政組、系友服務組等四組，各組組長聘任期

間迄 110 年 1 月 31 日期滿，應推選適當人選接任，敬請一併討論。 

二、 本會吳總幹事志鴻依規提名沈熙巖老師擔任財務組組長；楊德新老師擔任行政

組組長；孫英玄老師擔任系友服務組長；楊登鈞老師擔任學術出版組長擬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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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行使同意權。 
決議：會議同意總幹事續聘上屆各組組長續任，財務組由沈熙巖老師擔任組長；行政組

由楊德新老師擔任組長；系友服務組由孫英玄老師擔任組長；學術出版組由楊登

鈞老師擔任組長。 

肆、議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會本年度系友大會舉辦案如說明，請討論。 
說明：依往例，本會每年度之系友大會均配合中華林學會之年會召開，一併舉行；

然為因應COVID-19 疫情發展及配合防疫政策，同時降低與會人員之健康風險，

本年度系友大會擬停辦 1 次。 
辦法：通過後，據以辦理各相關事宜。 
決議： 
 

提案二 
案由：本會本年度(110)傑出系友表揚提名案如說明，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歷年所表揚之傑出系友名單如附件四。 
二、 本年度傑出系友之推薦人數及人選，擬敬請各理、監事予以推薦(推薦表如

附件五)。 

三、 依往例，本會每年度之系友大會均於會中舉行傑出系友表揚。然承提案一

之說明，本年度系友大會擬停辦 1 次，故本年度傑出系友表揚將擬依提案

一之決議，於系友大會中舉行或改以寄發方式將表揚獎項贈予受獎人。 
辦法： 
一、通過後，請推薦人留下傑出系友聯絡方式及通訊地址，並協助填寫推薦書。 
二、由本會聯絡受獎人，並訂製精美紀念獎牌，於系友大會中表揚或改以寄發

方式贈予受獎人。 
決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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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母系工作報告 
 
一、目前母系專任教師人數為：教授 11 名(含特聘教授 3 名)、副教授 4 名(優聘

教授 2 名)、助理教授 1 名，合計 16 名，另兼任老師 6 名，代課教師 1 名。 
二、本系目前規劃一門二學分「能高森林講座」(每學年之下學期開授)的必修課

程，由授課教師邀請森林學系業畢系友進行演講，傳承工作經驗與心得分

享，讓同學在畢業前即能瞭解未來出路及提早做生涯規劃，課程開設在三

年級，將陸續邀請各系友進行心得分享。 
三、母系目前現有學生人數，大學部 278 人 (林學組 153 人 + 木材科學組 125

人)，碩士班 72 人，博士班 24 人 (外籍生 2 人)，共 37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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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務工作報告 
一、財務組(沈熙巖組長)： 

財團法人能高文教基金會 110 年度財務報告             (截至 110/9/25) 

收 入                       25,235 支 出                        3,574 

109 年度結存 504,545     

利息紅利收入 20,235 
定存、活存利

息、紅利 
行政雜支 574 

影印費、郵費、

稅金 

捐贈收入 5,000 系友捐贈 業務費用 3,000 
董事會、理監事會

議 

      

小計 529,780 小計 3,574 

目前結存共計 526,206（另有 320 萬元定存） 
細目如第 5 頁 

二、行政組(楊德新組長)： 
本次例行之相關業務已列於討論提案中。 

三、系友服務組(孫英玄組長)： 
系友相關服務工作，包括通訊資料更新等，持續進行中，另系友如有需要服

務處，請與本組連絡。電子郵件：yhsun@nchu.edu.tw  
四、學術出版組(楊登鈞組長)： 

109 年度系刊已如期出刊，謝謝各位先進及學長惠賜稿件。本年度(110 學年

度)預計出森林學系系刊，尚請先進及學長賜稿。森林學系系刊預定截稿日期

為 2021 年 10 月 19 日，惠稿請寄 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森林學系

楊登鈞老師 收，或電子郵件：tcyang.04@nchu.edu.tw 

mailto:tcyang.04@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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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財團法人能高文教基金會 110 年度財務細目報告(截至 109/9/25) 
日 期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結 存 備 註 
01.01 前期結存 504,545  504,545   
01.18 定存利息 930  505,475  
01.21 定存利息 1,400  506,875  
02.14 郵資  168 506,707   
02.15 影印費  71 506,636   
02.18 木章  200 506,436  
02.18 定存利息 930  507,366   
02.22 定存利息 1,400  508,766   
02.23 影印費  135 508,631   
02.24 便當  3,000 505,631 董事會理監事會 
02.24 捐款 5,000  510,631 (77)吳泰坤系友 
03.18 定存利息 700  511,331   
03.19 股息紅利 850  512,181  
03.22 定存利息 1,400  513,581   
04.19 定存利息 700  514,281   
04.21 定存利息 1,400  515,681   
05.18 定存利息 700  516,381   
05.21 定存利息 1,400  517,781  
06.18 定存利息 700  518,481   
06.21 活存利息 25  518,506  
06.21 定存利息 1,400  519,906   
07.19 定存利息 700  520,606  
07.21 定存利息 1,400  522,006   
08.18 定存利息 700  522,706   
08.23 定存利息 1,400  524,106   
09.22 定存利息 700  524,806   
09.22 定存利息 1,400  52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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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所系友聯誼會歷屆傑出系友得獎名單 

年度 傑出系友 備註 
75 吳金贊  
76 林文鎮  
77 廖大牛、唐潤秋  
79 林子玉  
80 楊國宙、高崇熙  
81 谷雲川、林秋輝  
82 黃永桀、陳溪洲  
83 林燈燦、洪懷琳  
84 薛派欽、葉可建  
85 廖坤福、王槐榮、董敏  
86 張峻德、陳載永、顏仁德  
87 劉正字、黃耀富、黃裕星  
88 蔡宏敏、劉肯學、潘龍柱  
89 羅紹麟、莊中亨、呂錦明、魏耀聰、蕭代基  
90 張豐吉、呂褔原、歐連池、賴建興、歐連杉、侯正三、陳歐珀、

李桃生 
 

91 何清松、林義雄、郭武盛、洪明川、歐辰雄、許博行  
92 李久先、葉楷勳、莊樹林、王齡瑰（富雄）  
93 何源三、吳金村、田志城、張清標、林鴻忠  
94 簡益章、彭茂雄、劉福成、何聖欽、徐正鐘、游富永  
95 呂金誠、李訓煌、陳朝圳、王鴻濬、黃妙修  
96 林朝欽、何麒芳、賴聰明、郭蘭生、黃凱亮、許忠允  
97 王瀛生、伍木林、呂國彥、林東陽、林哲茂、莊靈、翟思湧  
98 謝瑞忠、鍾慶煌、許明城、黃國雄、林喻東、謝尚達  
99 李建成、林世宗、吳坤銘、葉慶龍、詹德樞、蔡崑堭  

100 林金樹、邱立文、紀麗美、張岱、張偉顗、黃宏哲、楊勝任、潘
國俊、盧崑宗 

 

101 王升陽、杜明宏、陳連勝、曾祈舜、楊嘉棟、楊瑞芬、黎自奮、
蕭漢俊 

 

102 王怡靖、洪順地、陳財輝、羅凱安、蔡晰毅  
103 王益真、何坤益、李允中、陳定遠、陳協芳、鄭葭生、盧進家  
104 張弘毅、陳景雄、黃麗萍、馮豐隆、廖瑞祥、薛美莉、蘇裕昌  
105 王仁傑、曾惠長、曾國基、葉宗賦、陸國先、蕭銘杉  
106 陳啟榮、曾彥學、廖天賜、劉悠華、賴飛煌  
107 林文和、林煜焙、沈熙巖、施秋、黃傳詠、顏添明  
108 廖順興、彭秀鳳、游漢明、林進龍、林俊成、曾喜育、張獻仁、

黃國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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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吳東獻、顏正平、林翰謙、李俊彥、董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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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系友聯誼會獎勵「傑出系友」推薦書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畢業年月 住         址 電  話 

   年 月 戶籍： 
 

通訊處：  
 

服務機關

及職稱 
 

推薦人  

重
要
學
歷 

 
重
要
經
歷 

 

具
體
事
蹟 

 

備註：具體事蹟及內容請詳填，如不敷使用請另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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