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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張天任

本會故董事長王國秀女士於99年4月21日辭世，各界聞訊皆感震驚悲慟。王董事長一生奉獻教育與熱
愛鄉土，為致力教育文化事業於民國81年1月1日成立「財團法人張明 王國秀文教基金會」持續推動教育
工作。同年，將辦學績優、社會各界一致好評的勤益工專無條件捐給
國家，創下國內私人興學且於績效卓著時捐予政府的首例，大愛精神
堪為世人典範。
天任承蒙基金會各位董事的厚愛與支持，承接董事長一職，是責
任亦是義務。基金會成立迄今將屆滿二十年，創會以來，即積極辦理
各項教育文化、學術活動暨人才培育工作，本人未來亦將秉承兩位創
辦人之大愛精神，持續推動會務與培育教育人才，以及推動各項文教
活動。並依據環境變遷增修章則，以使基金會能永續經營，進而達到
服務人群、貢獻社會之目標。

第七屆董事名單

第五屆監察人名單

職 稱
董事長
副董事長
常務董事
兼執行董事
常務董事
常務董事
董事

職 稱
監察長
監察人
監察人
監察人
監察人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姓 名
現職
張天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副校長
張蓺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所)助理教授
董俊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所)副教授
趙有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所)副教授
陶家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助理教授
許守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所)副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所)教授
錢玉樹
兼工程學院院長
林灶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所)教授
廖金城 秦漢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基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所)副教授
劉允彰 宏全國際集團總裁
廖麗滿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副教授
張文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專案計畫人員

褒揚令

姓 名
趙敏勳
張木雄
賴雲龍
翁美玲
余光正

現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所)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副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所)助理教授

全文恭錄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原創辦人王國秀，敏練慈愷，瑰
意琦行。幼歲趨庭諶訓，中醫繼世傳家，卒業國立政
治大學。崢嶸歲月，政府播遷，歷任中華民國婦女聯
合會宣傳組組長，中國青年救國團女青年組副組長等
職，繼膺選連任四屆台灣省議員議員，讜論翁然，懋
猷周至。尤以創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潛心籌策高等
技職學園，秉持勤毅誠樸理念，厚植術德兼備棟才，
陶鎔鼓鑄，杏壇揚芬。嗣遂成仗義捐校遐舉，開私人
興學之首例，見襟抱宏偉之高節，復成立財團法人張
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悉力學術文化教育活動，齎
助綠色心靈系列講座；推展產學合作方案，獎掖專業
進修培訓，志道據德，意度出群；睿旨幽隱，斯文默
化。曾獲頒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暨教育部一等

教育文化獎章等殊榮，霽範著儀，女宗流詠。綜其生
平，追武氏遺風--教澤溥施學子；樹百年大愛--勛績
廣衍長存，徽音傳頌，青史昭垂。哲人已遠，震悼曷
極，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崇禮馨賢之至意。
總統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吳敦義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四日

第二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 一 月 二 十 日

2009-2010基金會大事紀
2 0 0 9 年 6 月 5 日 常州工學院李江蛟副校長率訪問團，與張天任副董事長於本會舉行會談，並參加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電機系主辦之「第四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
2009年8月25日 教育部林聰明次長應邀至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演講後，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陳坤盛校長、
張天任副校長(亦本會副董事長)、王孟輝副校長、黃世演主秘、趙有光主任陪同拜訪本
會，並與王國秀董事長會談。
2009年10月15日 王國秀董事長應邀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陳坤盛校長、張天任副校長(亦本會副董事長)、
王孟輝長副校長、立法院王金平院長與太平市長余文欽一同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圖書
資訊館落成揭牌儀式。
2009年12月12日 教育部吳清基部長應邀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慶活動，活動前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陳
坤盛校長、張天任副校長(亦本會副董事長)、王孟輝副校長、黃世演主秘、張蓺英執行
董事、林基源常務董事、廖麗滿常務董事陪同拜訪本會，並與王國秀董事長會談。
2010年4月21日 本會董事長王國秀女士(亦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創辦人)，因心肌梗塞逝世於台中縣大里
市仁愛醫院，享年95歲。
2 0 1 0 年 5 月 5 日 本會故董事長王國秀女士追思會於勤益科技大學青永館舉行，追思會後由本會張天任副
董事長、趙敏勳監察長、賴雲龍監察人、董俊良執行董事、張蓺英常務董事、廖麗滿董
事與勤益科大古美玉老師及勤益科大職員彭玲惠小姐護送靈柩至夏威夷，並於五月八日
安葬於夏威夷紀念墓園。
2010年5月19日 召開第七屆董事第一次董事會議，會中補選張天任副董事長擔任董事長，劉允彰先生擔
任董事。
2 0 1 0 年 6 月 4 日 常州工學院陳志偉副院長率一行5人之訪問團，與趙敏勳監察長、董俊良執行董事、張蓺
英常務董事、趙有光常務董事、錢玉樹董事與韋磊會務顧問於台中日光溫泉會館舉行會
談，並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工系主辦之「第五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
2 0 1 0 年 7 月 5 日 召開第七屆董事第二次董事會議，會中補選張蓺英常務董事擔任副董事長。教育部於7月
16日覆函同意變更。
2010年9月21日 完成故董事長王國秀女士遺贈十筆土地之過戶手續，並於9月27日取得土地所有權狀。
2010年10月13日 第七屆董事第三次董事會議，會中通過成立「高雄地區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遺愛人間

嘉惠學子

本會故董事長王國秀女士於民國99年4月21日辭世，故王董事長昔日在高雄縣擔任省議員
期間，走遍了高雄縣的每一個鄉鎮。經常聽取民眾之心聲以及接受建言，並以通信之方
式服務民眾，就當時而言，此服務方式十分特別。《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
聞報》還特別為故董事長作了個專題報導，並給予「郵票議員」的雅號。
故王董事長為感念高雄縣民在其擔任省議員時之照顧，生前留下遺囑交代於其
百年後，捐出位於台中縣梧棲鎮私有土地給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囑咐
本會成立高雄地區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嘉惠設籍於高雄縣且就讀於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之清寒優秀學生。
本會「高雄地區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已於民國99年10月13日第3次
董事會會議通過，且將於明(100)年正式實施。凡高雄縣籍優秀清寒學生，就讀於國
立勤益科技大學滿一年後，即可提出申請。每年獎助5名學生，每名獎助金額為新台
幣壹萬元整。獎助學金的設置不僅能幫助高雄縣清寒學子，也期望他們未來能貢獻
所學，服務桑梓、回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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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懷

每次當我在電話中向嬸嬸問安時，她

過她："你百年之後，希望安息在勤益的校

總是說："也沒甚麼不好，就是老了，看樣

園裡？還是回到夏威夷和叔叔在一起？"她

子，老人癡呆，是免不了的了！"她的話好

說當然要回夏威夷。不要火葬，希望能和夏

不叫人難安。台灣有好醫生，有好醫院嗎？

威夷的親友告別。那就是說她的棺槨從台灣

照顧她的人會欺負她嗎？我總是莫名其妙地

到夏威夷不可以密封。我馬上就在嘀咕著，

擔憂著。怪不得么妹要開導我："二哥，你

在高空飛行，低壓的貨艙里，如果密封，棺

為什麼要作杞人之憂？知道嗎，仲康，媽媽

槨會不會爆炸？如果不密封，會不會有氣味

我們聖地牙哥的華人天主教會團體裏，

的孫女婿，還是哈佛大學研究心臟病的專

外溢？可笑，這豈不更加荒唐？我為什麼會

有兩位林醫生，林先生是動手術的醫生，林

家；她的好友張醫生，也是心臟專家呀！你

為這樣的問題擔憂？

太太是婦產科醫生；他們兩夫婦都是虔誠而

有什麼好琢磨不定的？你忘了？媽媽還是軍

我也曾鼓勵嬸嬸要勉為其難，作健身運

熱情的基督徒，是我們大家所喜愛和敬重的

階同上校的退役軍人。她可以去台灣最好的

動。我想陪她去專門為年高女性設計服裝的

教友。

榮民總醫院，看最好的醫生。台中的勤益師

Eileen Fisher 買時髦、合身的衣服。我和

生都以陪她為樂事，回台中有甚麼不好？

旅行社研究，希望能陪她去巴黎、倫敦、羅

三個照顧她的人都叫她"張媽媽"，會欺負她

馬、張家界遊玩一次。在90年代末梢，當我

嗎？不可思議！"

在台北南港的中研院籌備我們在台核電二廠

記得在2009年7月，一天望彌撒前，我
轉過頭來，問坐在我後面一排的林先生："
林醫生，能不能請教您一個問題？"

嬸嬸一到台灣就問我甚麼時候來台中？

的微中子實驗時，叔叔，嬸嬸和勤益的翁校

我："我九十三歲的嬸嬸告訴我，她近年

她念著我們，我們也念著她。今年(2010年)

長叫我和勤益的老師同學們講幾句話。講甚

來，漸漸感到行動喫力，心肌跳動紊亂。醫

春天，我們終於敲定了去台灣的行程，飛機

麼呢？這應該是家常便談。想來想去，我就

生給她開了降低膽固醇的藥方，也建議她安

票也買好了。我馬上告訴她，我們將在4月

本著："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

裝一個心肌脈振調整器，用來調整她不正常

24日到台北，先參加"超值旅行社"主辦的"台

有龍則靈”的原則，來鼓勵勤益的老師，同

的脈振。還建議她安裝一個心臟大動脈管支

灣風情六日遊"，5月1日到台中看嬸嬸，住

學們多做些學術研究。再把我在Los Alamos

架，用來疏通她的血管。我和她一樣，聽了

一陣！好不高興。她馬上回信說："盼望你

那年的一篇有關宇宙線觀察結果的論文，作

們來台中，終於盼望到了，趕快來吧，我迫

一簡易的介紹。結果，不難想像，聽眾們大

切地等待你們來！"但是誰能想到，竟然在4

失所望，我也不例外！只是回到美國後，我

月21日清晨："你的嬸嬸病危"，"媽媽逝世了

還是把我這一生訂閱的物理學報和一些書

"，一連串的惡耗，有如晴天霹靂地襲來，

籍，分成十八箱，郵寄送給勤益，那是在"

我沒有多想，當天下午就搭上了長榮去台灣

上網閱讀"的概念尚未發現之前。我希望勤

的班機。到台中時已是台灣的午夜兩點。

益出版"勤益學報"，鼓勵老師同學們發表高

林："當然可以。甚麼問題？"

又猶豫、又害怕。如果是您，您的母親，
九十三歲了，行動很喫力，心肌跳動紊亂。
你會不會建議，同意她動手術？"
林：" 不，我會要她採取藥物治療。"
我："謝謝你， 林醫生。"
我何嘗不了解"長無言，退恭立”的道
理；只是這是一個小手術，但我也曾一再見
到很多很多七、八、九十的張叔叔、李媽
媽，在動過手術後，沒有平平安安地走下手
術台來的例子，不是由於麻醉過敏，就是由
於醫院的細菌感染，要不然就是在恐懼的情
緒下，眼見其脈波急轉直下，終於漸漸消
失。我反覆地琢磨著，應不應該把我的顧
慮，及和林醫生的對話告訴嬸嬸？如果應
該，怎麼說？一五一十地告訴她？還是叫她
安心，一切沒事！其實我的嬸嬸，王國秀，
是一位思維清晰、心府沉著、意志堅定，像
磐石一樣穩定的女性。動不動手術？這個問
題在她心中早就深思熟慮過，雖然她也曾一
再推敲，但很快就做了"不動手術"和"遷回台
中定居"的決定。沒多久，就把她在夏威夷
的公寓、家俱、衣物、書籍，一切一切處置
停當，在台灣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幾位老師的
照料下，九月初回了台中，定居在她心愛的
勤益校園裡。勤益是1970年，在嬸嬸最後一
任台灣省議員時，積叔叔曾任鳳山陸軍官校

往常回家，嬸嬸總是坐在大門口等著

品質學術性的創作。

我回來，這天我看到的卻只有幾位勤益守靈

由於太平市沒有計劃地發展，勤益已

的老師和白色帳幔後面的靈堂。在冷凍中的

被紊亂的小販，商店包圍，我向嬸嬸建議，

嬸嬸，看起來是如此的蒼白、細小、陌生，

何不像當年哥倫比亞大學一樣，從曼哈頓

她已離我而遠去。一陣心酸，淚如雨下。也

南端的華爾街，遷到"鄉下"的洛克發盧中心

許是由於時差和長途飛行過份疲憊，也許

(Rockefeller Center)，再遷到今天這比較

是年歲(80)不饒人，一連幾天，白天沒精打

"更鄉下"的校址(Morning Side Campus)，因

彩，晚上不能入睡。我來到靈堂帳幔外面嬸

而學校有了理想的校園，洛克發盧中心也就

嬸的遺像前，為她祈禱，祈求她在天之靈永

變成了哥倫比亞大學重要的校產；勤益何不

恆地安息。陣陣刺骨的寒氣從頭頂長驅直貫

也遷到風景優美的地區，讓現在的校園變成

肺腑，我感到無限的孤寂，愧疚和不安。只

太平市的洛克發盧中心？我也建議勤益開發

因為五年前，我在叔叔臨終時，曾跪在他的

一個照牌系，那怕是對"城市交通"的研究！

床前，默默地承諾過："我一定會幫助么妹

總之，像這樣不著邊際的信，我不無顧及地

她好好地照顧嬸嬸。"只是這是一個荒唐的

不知寫了多少？但總是希望她快樂，希望她

承諾，我已上了這把年紀，聖地牙哥與夏威

心血的結晶和愛的勤益，能成為東方的麻省

夷，與台中相距千哩、萬哩，怎麼照顧？做

理工學院。

得到嗎？有資格嗎？雖然只是一個默默的承
諾，除了天父和我，並沒有人知道，也沒有
人在意，但這默默的承諾，卻一直在鞭策，
監測和審核著我。

我終於體會到和我最後一位親人長輩告
別的滋味。我留在這兒，只是礙手礙腳，該
說：再見，是時候了，我想我也不會再回到
這兒來。當我急急忙忙離開勤益時，比我年

副校長，新竹光復中學校長，和嬸嬸在省議

我還清楚地記得，最後一次在夏威夷她

輕三十歲的么妹像我的大姐一樣，拉住我的

員任內監察台灣教育的經驗，所創辦的一所

的公寓裡，坐在嬸嬸身旁，她身邊堆滿了褪

手，非常傷心，而又像在無言地斥責著，把

工業專科學校，校址是在地處偏僻，台中鄉

色的照片和日記一類的寶藏。她把手中的一

我拉到嬸嬸遺像前，作最後一次的告別！她

下的太平鄉。學校在叔叔嬸嬸蓽路藍縷的灌

個小冊子遞給我看："妻"，署名："張青永

叫我反而依依不捨起來，我對勤益的教學大

溉下，茁壯成長，在1992年7月，高年的叔叔

"。字跡工整，一篇嬸嬸曾未見過，是已去

樓，那"國秀樓"幾個至少有幾輛十輪卡車那

嬸嬸就把勤益工專捐贈給了教育部，因而改

世的叔叔生前寫給妻子，她，一封未付郵的

麼大的大字，發了一陣子呆，才沿校園裡的

制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成為一時佳話。後

情書。很長，有十幾頁，裡面充滿了愛慕，

椰林大道，駕車駛向體育館，默默地說了一

來嬸嬸的朋友林聰明先生，以政務次長的身

敬仰和鐘情。那時節，嬸嬸的眼淚都快要從

聲再見。但我肯定我是不會再見到它們了。

份，代表教育部來吊念她的逝世時，尚說要

她眼眶中流了出來。在夕陽下，看得出她那

把嬸嬸捐校的事跡拍成電影，以鼓勵社會風

多情和對叔叔的懷念。

氣，那是後話。

叔叔去世後，我也曾在和嬸嬸閒話時問

張仲澐
西元 2010 年 重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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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財團法人 張
王國秀 文教基金會故 創辦人 張 明將軍(撰於民國87年)

任何人都企望一己能夠健康長壽、能夠活得

頭時發現的。再就是二十多年前，三天兩天我都會

很好！如何纔能夠使得一己健康長壽？能夠活得很

傷風感冒、不是瀉肚、就是便秘，如今，十多年

好？我們中國幾千年來就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

來，我都不曾瀉過肚、也不曾有過便秘與傷風感

動，一種主張靜；這兩種主張的人，雖說都是知識

冒；最難得的是我原罹患胃下垂有兩英吋之多，如

份子，很的明顯的主張動的人則佔多數；主張動的

今也於不知不覺中、不期然而然的痊癒了！

人說：不動就不能活得好、活得久；越動得多，就

我的健康能有今天這樣一張成績單交出來，

越活得好、越活得久……，還說：機器停擺就會生

真可以說出乎我一己的意料，就不能不歸功於我的

鏽，石頭滾動不長苔；走出戶外精神爽，手腦多用

確切實踐一己所倡導的六有守則了：二十年來，我

免癡呆。先賢更說：「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生活規律、營養均衡，且從不多吃、不貪吃、不偏

世界上也有許多位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

食、吃得又很清淡，尤其對取捨有義與心中有愛兩

醫學家、心理學家……，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如懷

條，做得最為澈底；凡舉一己日常言行，於所思、

特等六位，也都認為一個人要有健康，就必須運
動：
（一）懷特說：「對人的生命最大的威脅是以車代
步，而不是交通事故。」
（二）伏爾泰說：「生命在於運動。」
（三）戈費朗特說：「世界上沒有懶人能長壽。凡
事長壽的人，一生總是積極運動的。」
（四）蒂素說；「運動的作用，可以代替藥物，但
所有的藥物不能代替運動。」
（五）亞里斯多德說：「最易於使人衰竭、最易於損害
一個人的，莫過於長期不從事體力運動。」
（六）馬約翰說：「動是健康的源泉，也是長壽的
秘訣。」

所想、所作、所為上，都莫不在心意初動之時，就
會先行考慮我知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是否基於
一片愛心？是否合情？合理？合法？我一直認為一
個人如果在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上存有邪念、
歹念、惡念……都是足以使其人做出傷天害理的事
來；也正由於「人之初，性本善」，向孟子所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修惡之心，人皆有之；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指的事人性之中，天生
的就具有「良知良能」，任何一個無惡不作的人，
做出了傷天害理之事，其人也就不會尊重生命，愛
惜生命，就更不悔有真正的快樂；一個沒有快樂的
人，也就必然不會有健康的身心！相反的，一個人
於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在心意初動之時，就能
基於一片愛心，結果就必然會使得其人由於想了一

以上六位先賢先哲所說運動的重要，雖說都是至

樁好事、做了一樁善事，感覺得滿心充滿喜樂；也

理明言，以我這個活了九十一歲、就有長達六十年之

必然會使得其人精神愉快、情緒舒暢、身心健康！

久大病小並不離的人，竟然能從極不健康而有今天的

至心中有愛這條，我以為所謂愛，嚴格說應該像天

健康，我的體驗則是：一個人要健康，運動確實極為

上的太陽，它既照人間好人、也照人間歹人；我們

重要，但一個人是否健康？指的是應該身心兩者都俱

如心中有愛，不但要愛好人，更要愛歹人；因為歹

健；如何纔能使一個人身心二者俱健？我以為單靠運

人需要我們基於一片愛心、誠心、誠意去幫助他、

動是不夠的，因此，我在二十多年前，基於對健康的

鼓勵他學好，做一個好人！我一生從事教育工作，

認知，曾提出健康六有守則，即是：

非常熱愛品學兼優的學生，卻也特別關心品行頑劣

一、起居有定。 二、飲食有節。 三、作息有時。

的學生；總覺得品行頑劣的人，更需要愛！更需要

四、運動有恆。 五、取捨有義。 六、心中有愛。

幫助！我去愛一個品行

我認定一個人如對此六者都能做到，其人就一定可

頑劣的人，益能使得

以使得一己身心俱健、滿心喜樂而長壽健康！也

「烏鴉變鳳凰」，

正是由於我二十多年來能夠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也就一定會使得

年復一年的絕對堅持做到一己所倡導的健康六有守

其人自身首先

則，也纔能使得我戴了四十多年的老花眼鏡，如今

有著莫大的成

不再戴它便能夠看書、閱報、寫文章；兩耳聽覺，
不減當年；禿了二十多年的頭，如今都長出新髮；
有人問我：是否吃了什麼藥？擦了甚麼生髮油？我
不但沒有，何時長出新髮來的？還是在家人為我洗

就感與無比快
樂，對其人的
健康，必然會有
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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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文教工作 展現優質成果
故王董事長擁有慈善家的胸懷、教育家的執
著。對教育的關懷與熱愛，不但深植於心中且身體力
行於生活中，尤其是對文化紮根、清寒學子獎助，以
及國際學術交流事務，在故王董事長的指示下，本會
積極規劃推動。三年來，除了對年青學子的奬勵、文
教活動的贊助、國際文化與學術交流與產學合作的推
動等工作，全體董事均竭盡全力推動外，於會務行政
工作上亦有所革新。針對第六屆董事暨第四屆監察人
三年的業務推動成果，簡述如下：

1. 獎助優秀學子
2007至2009年間，共獎勵優秀學子九十八人，
獲頒獎金83萬5000元。獲獎者皆是品學兼優，熱心
服務的好學生，不但在學業上相當優異，在專門技
術研究上亦有不錯的表現。
為發揚「科技與人文」並重的精神，使科技人
才能貢獻所學，回饋社會造福人群。本會於2008
年，修正獎學金的設置內容，並更名為「青永勤學
愛校獎學金」，綜合兩位創辦人的教育理念，延續
勤益精神。藉由獎學金的設置，讓優秀的勤益學
子，能在就學期間，感受勤益創辦人的愛與關懷。
期盼他日能秉此精神，回饋社會造福人群。

2. 推動文教活動
協辦或贊助國內大專院校學術活動是本會重
點工作之一，2007至2009年，累計協辦或贊助43場
次，約有一萬三千人次參與，活動費用約為104萬
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學術活動，並做專
題演溝或產學交流，提升國內大專院校師生參與學
術活動的機會。此外，本會也於大陸常州工學院協
辦9場次的學術性講座，約有一千兩百人次參與，

活動費用約為7萬元，本會文教活動自2007年起已
推展至大陸。

3. 推廣國際文化與學術交流
本會意識到國際交流需求的迫切性，故於2007
年開始推動國際文化與學術交流活動，共有4案。
有鑑於國際交流初的具成效，以及大學教育未來走
向，故成立「環球專案」，繼續執行國際交流工
作，強化兩岸與國際學術交流。於2008至2009年，
再執行17件國際交流活動案。三年的國際交流活
動，共協助國內學者與學生一百餘人，補助費用約
為一百六十餘萬，成果可謂豐碩。

4. 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本會以產學合作之方式與勤益科技大學之優秀
師生建立合作關係，藉由其專業能力與技術，協助本
會會所規劃，以及會務電腦化與資料數位化。三年
來，共支用預算46萬元整，完成5件產學合作案，對
本會邁向資訊化，以及力行節能減碳工作收效頗大。

5. 革新會務推動
第六屆董事暨第四屆監察人，期使本會能在健
全的制度下，永續經營為文教事業持續努力。在追
求「好還要更好」的理念下，在會務行政上逐步革
新。茲將三年來完成之行政革新工作簡述如下：
1.完成象徵本會之創會精神之會徽設計。
2.發行本會電子報，以半年期發行一次，報導會務
的推動概況。
3.建立本會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khs.org.
tw)，使資訊流通即時且迅速。
4.建立線上申請系統，邁向資訊化時代。
5.建立員工勞健保制度，照顧員工生活。

開創寰宇互訪先河 奠定兩岸交流機制

環球專案 成功推手

啟動國際交流之鑰
2007年3月26日，張董事長(時任副董事長，亦為勤益科技大學副校長)天任率同
勤益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錢玉樹院長、電資學院林灶生院長、技合處國際合作組劉中
翔組長，以及本會執行董事張蓺英老師，一行五人前往上海市、常州、崑山參訪，
開啟本會兩岸文化交流之先河。此行，先後與華東理工大學及常州工學院簽訂策略
聯盟協議書，為爾後雙方學術交流寫下了歷史的見證。之後，至傑出校友劉允彰經
營之宏全國際集團崑山廠參觀，啟動成立大陸地區勤益校友會之動力。
同年6月1日，常州工學院馬樹杉校長率團參加勤益科技大學電資學院主辦的

華東理工大學簽約留影

「第二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馬校長於會中專題演講，會後訪問本會，與本會
王董事長進行會談。而華東理工大學也於8月11日，由張青學務長率團一行5人回訪本會，並參訪勤益科技大學。
由雙方互動情形顯示，由本會張副董事長率團訪問大陸之行，確實為本會與勤益科技大學啟動了國際交流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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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學術研討活動

增廣見聞並注入新思維，促進國際交流工作一向

2007年，本會張副董事長率團18人前往常州工學

是本會重視之工作之一，故於2007年，贊助勤益科技

院，參加「第一屆海峽兩岸科技與人文教育暨產學合

大學陳坤盛校長率團一行

作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並商談未來交流機制事

共5人，至英、德國之學

宜，圓滿完成大陸學術交流活動。次年，勤益科技大
學電資學院林灶生院長、電子工程系陳文淵主任、曾

術機構，進行學術交流，

振東教授、黃世演教授，前往日本北見大學，參加兩

尋找國際合作機會；機械

校之國際合作計畫專題討論與微波會議。12月，電資

工程系主任陳正和教授等

學院辦理「第二屆海峽兩岸科技與人文教育暨產學合

3人，參訪亞特蘭大2007
RoboCup活動；通識中心主

常州工學院交換合約見證

作研討會」，大陸常州工學院李文虎副院長應邀率團
參加，與常州工學院學術團進行學術文化之經驗交流

任趙有光主任等兩人，至山東棗庄學院簽定策略聯盟

與座談，確立兩校實質合作之交流原則。

協議書。參訪的團體對於國際交流事務，都有殷切的
期盼，故本會於2008年，再次編列了國際文化與學術
交流預算，大力協助國際視野之拓展。
2008年4月，勤益科技大學張副校長率領歐研發
長與本會成員等一行五人，前往大陸常州工學院參加
該校30週年校慶，並至華東與華南地區拜訪台商與校
友，商談成立華東地區校友會事宜。同年8月，勤益
科技大學陳校長坤盛率師生代表團一行28人訪問河南
科技大學，雙方進行學術交流，並簽署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並參訪常州工學院，馬樹杉校長對訪問團表示

常州工學院李文虎副校長與本
會董事長會談

常州工學院李江蛟副校長與本
會副董事長交談

2009年6月，李江蛟副院長率團一行9人參加電機
系辦理之「ILT2009第四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
並邀請勤益科技大學參加「第三屆海峽兩岸科技與人

熱烈歡迎。此行，亦於大陸華東以及華南地區，成立

文教育暨產學合作研討會」。11月，本會補助勤益科

勤益校友會由宏全集團總裁劉允彰校友擔任會長、上

技大學新台幣20萬元整，由管理學院林文燦院長帶領

海永佳工業車輛有限公司董事長江金火校友擔任副會

十六名師生，前往常州工學院參與第三屆海峽兩岸科

長，組織當地校友服務前往大陸地區工作之校友。

技與人文教育暨產學合作研討會。林院長表示，此學

另外，2008年4月，電子工程系黃國興教授等4人
赴日本東京仙台參訪，作為學校日後發展機器人的參

術交流能順利完成，要特別感謝本會的支持與贊助。

呈現環球專案成果

考；5月，運動休閒系徐欽賢教授參訪夏威夷太平洋大

本會早在三年前，已感受到大學校院對國際學術

學校園規劃，進行景觀文化設計與休閒產業發展；7

交流活動需求之殷切，在董事會大力支持之下，特別

月，電資學院林灶生院長率同電子工程系曾振東教授

編列預算強化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自2007年至2009年

等4人，前往日本北見大學，進行姊妹校簽約活動，並

止補助費用達一百六十餘萬元，在許多同仁的支持與

交換學生，增進雙方合作關係並促成國際學生交流。

鼓勵下，終有豐碩成果本會王董事長深感欣慰。茲節
錄以下六大項重要的成果：
1.協助勤益科技大學與常州工學院建立學術交流平
台，以及互訪機制。
2.協助勤益科技大學於大陸華東、華南成立勤益校友會。
3.協助勤益科技大學與常州工學院交換學者。2009年
，勤益科技大學指派曾振東教授、盧鴻華教授，而

勤益科技大學陳坤盛校長造訪
常州工學院

勤益大陸華東(南)地區校友會成
立陳坤盛校長蒞臨致詞

常州工學院指派張立臣教授與劉 力教授，以交換
教授方式，進行學術交流。

2009年，本會陸續贊助勤益科技大學大陸廈門大
學、山東棗庄學院、日本北見大學、以及新加坡南洋

4.贊助勤益科技大學與日本北見大學締結姐妹校，並
交換研究生，強化學術交流。

理工大學與新加坡理工學院之交流與參訪等。綜合以

5.支持勤益科技大學參與國際發明展比賽。

上交流活動，可看出本會對於國際文化交流之重視與

6.三年來，贊助國際文化與學術交流事務，共計21件

其所展現之成效。

，參加的師生共一百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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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人生 創業有成

專訪鴻鐿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江金火總經理

整理：張蓺英
每一個人的背後都有他美麗的故事，每一個
故事都令人動容也值得尊敬。本期有幸訪問勤益
工專第三屆電機科畢業校友；鴻鐿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江金火總經理。在接近兩個小時與江
金火校友的談話中，猶如聽一個感人的故事，這
個故事又似乎就發生在你我的週遭，如此親切又
令人感動。
江校友為人謙讓，且具有堅毅不拔的精神。
不受環境影響，在幾經挫折後，但仍堅定不移。
其奮鬥之精神可作為現代學子之典範；在創業的
理念上亦可作為後學之參考。
一、江總經理經營公司的經驗豐富，是否請您與
我們分享最近經營公司的狀況，以及公司未
來的發展。

公司主要從事塑膠相關貿易業務。在不景氣中我以
反向思考的策略來經營，因為日本人注重產品品質，在
面臨泡沫經濟時，基於成本考量，必須向外尋求奧援，
若通過日商的考驗，可提高產品在國際上的商譽。因此
我逐步將公司轉型成為綠色能源產業，也定位成整合型
公司，協助日本廠商將產品改為電動型，達到節能的效
果。
自行創業除了思維要靈敏，首要條件在於重視誠
信，我的創業理念即是『反向思考』與『誠信』，我的
自我要求也很高，凡事都要求自己不但要『做對』，而
且還要『做好』。也因如此，公司的營業額在前(2008)
年及去(2009)年均創下百分之三十的成長率，今年更可
能突破現有成果。

二、江總經理從勤益工專畢業已三十餘年，事業相當繁忙
。多年前，您回到母校就讀二技，現在又再回母校研
讀碩士學位，相信依您的資歷與經驗，應該有許多在
職碩士班希望您能前往就讀，為何您仍然選擇母校就
讀？母校給您最深刻的印象為何？
我是勤益工專第三屆電機科畢業，我在勤益求學
時，王國秀女士擔任校長。因家境原因自14歲起即開始
半工半讀，人生經歷還算豐富。我賣過水餃，也分別在
報社及電信局工作過兩年，到勤益唸書時的學費是向過
去的同事借的，也因為學費是借來的，所以很用功讀
書，深怕被當後無力支付學費。
我之所以對母校會有強烈的回饋心，有兩個讓我感
動的原因：一是兩位創辦人是真心且無私的辦學；另外
則因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王校長介紹的，這份工作讓我
學到很多東西，使我受惠良多。我很感激王校長給我這
個機會，在工作一段時間後，基於專業不足，無法突破
現況，所以我選擇自行創業。
基於我對兩位創辦人的崇敬與感恩，我毅然再度選
擇勤益繼續進修充實自己。學校的各項建設跟當年在學
校就讀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軟硬體建設已經十分進
步。母校依然保有『勤毅誠樸』的精神，也有很多學有
專精、又親切的教授，在汲取專業新知，與公司的經營
管理上，可以給我許多指導與學習。

三、您認為科技大學的學生應具備哪些特質，未來才能在
職場上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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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的學生最重要在於『了解自己』，知道自
己的性向與專長所在。
另外，在學的期間應該努力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
奠定自己的專業技術實力，方可在職場上立於不敗之
地。除了自我的專業能力之外，還需具備管理能力，我
個人認為，『專業』+『管理』=『人才』，『機會是給
準備好的人』，一旦機會來臨，懂得把握機會的人，將
是最後的贏家。期望勤益的校友們在擁有專業的才能之
外，也都能懂得把握機會。

四、江總經理您是勤益科技大學大陸華東地區校友會的副
會長，如果畢業校友想到中國大陸去創業或就業，校
友會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歡迎畢業校友到大陸來創業發展，或是被公司奉
派到大陸工作，校友會可以提供基本的協助，例如協助
住宿安排、環境介紹等，讓校友在他鄉可以儘快安定下
來。想要來大陸發展之前，也可以和校友會連絡，我可
以盡量提供相關資訊，讓校友做事前的分析與研判。校
友會是一個大家庭，需要靠全體畢業校友共同維繫產
生凝聚力。希望校友們平時多聯絡，多支持校友會的活
動，如此校友會的功效才能如數發揮。

五、創辦人王國秀女士與張 明將軍為持續其熱愛教育、
獎助文教活動的理念，於勤益改制國立前夕，成立
財團法人張 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基金會一直支持
勤益在國際文化與學術交流活動，對於大陸文教活
動推動上，您是否可以給基金會一些建議？
據我所知，參與國際文化交流應該是一個趨勢，而
且學校也不可避免。我很肯定基金會的這一項作法，在
某些程度上成功的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多了解其他國家
的做法之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使母校的師生
注入新的觀念與作法。
我建議對於大陸文教活動，可以適度的跟校友會，
或是台商結合，使產、學、基金會與校友四方面結合成
一個面，或許可以創造出更大的收益。

六、江總經理多年來在兩岸都有事業，您對於大陸的未來
經濟走向有何見解？對於您在大陸的投資企業，未來
發展又為何呢？
雖然面對金融風暴，景氣低迷。但我認為只要能多
加思考或是逆勢操作，台商在大陸應該還是有機會。因
為大陸人口眾多，且在改革開放之後，許多政策多已鬆
綁，必須藉由經濟建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降低失
業的壓力。
對於我個人的企業運作，我仍然會秉持我的創業理
念以反向思考，以及誠信的原則，以上海為據點，持續
在大陸上的事業，希望在穩定中尋求發展。

七、您認為大陸華東地區校友會與本基金會未來在哪些工作
或事務上，可以相互協助與合作，共同提昇競爭能力。
我對校友會的工作較為熟悉，因為從未參與基金會
的會務，所以不了解基金會的運作。但是基金會與校友
會雖然彼此的任務不同，可是在擁有相同創辦人的前提
下，可以借重彼此的影響力，讓不同階段入學的校友，
對兩位創辦人辦學，以及捐校的義舉有更進一步的認知
與了解。也可以藉由勤益早期畢業校友在事業上的基
礎，協助不同階段入學的校友順利進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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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基金會會所 提供校友師生休
憩
故董事長王國秀女士捐贈土地給本會
，囑咐本會設立獎助學金外，並開放
基金會適當空間，提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友及師生休憩之
用。提供校友返校、師生課餘時，有
一個可以休憩談心的地方。
本會為妥善管理會所之場地，並
有效地執行故董事長之遺願，特
訂定「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
文教基金會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於民國99年10月13日第3次董
事會會議通過，並規劃於明(10
0)
年1月1日正式開放會所。申請方式
請參閱：http://www.mkhc.org.t
w

如何捐助本會
(1)支票或匯票-收款人(抬頭)請

寫明財團法人張明 王國秀文教基
金會並加劃橫線且著名禁止背
書轉讓，以掛號郵寄411台中縣太平
市中山路一段215巷35之1號-財團法
人張明 王國秀文教基
金會收(信封上請註明捐贈種類及姓
名或公司企業行號名、地址、電
話等資料)
(2)郵政劃撥(收款人:財團法人
張明 王國秀文教基金會，帳號:
21201356)
(3)現金-請送至本基金會辦公室現
址，本會連絡電話(04)2392-398
9、(04)2392-4505轉2800。所
有捐款統由本基金會發給正式收
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可依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卅五條之
規定，列為個人綜合所得稅之列
舉扣除額或列為營利事業當年度
費用或損失，以減免稅賦。

2009-2010年捐贈芳名錄
捐款日期
2010年10月12日

姓名
蔡明暸

2010年10月8日

捐款金額
壹萬元整

賴雲龍

2010年10月1日
2010年8月26日
2010年8月26日
2010年8月25日

參萬元整

趙敏勳
董俊良
廖麗滿
張蓺英

參萬元整
參萬貳仟元整
參萬元整
參萬伍仟元整

2010年6月7日

中華民國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校友會暨留校校友

參拾參萬伍仟元整

2010年5月27日
2009年8月31日
2009年8月31日
2009年3月25日
2009年2月18日

周麗芳
張蓺英
廖麗滿
張天任
張蓺英

參仟捌佰參拾元整
捌仟陸佰元整
捌仟陸佰元整
壹萬元整
壹萬伍仟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