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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文教--慈善基金會策略聯盟
基於體認紮根文化教育與關懷社會人群對整體人類的
未來影響深遠，使本會文教事業能擴大其影響層面，藉由
聯合、結盟之夥伴方式，糾合群力、集中資源以推展文教
事業，並結合博施濟眾的慈善活動作為共同理念而努力，
故策畫成立『財團法人文教--慈善基金會策略聯盟』計
畫，該策略聯盟計畫讓參與者走向資源共享，活動共同參
與等，以創造互利雙贏的契機。
策略聯盟簽署儀式訂在明秀廬開放當日，明秀廬之開
放是實踐王國秀女士將會館開放供勤益教職員生及校友休
憩使用的遺囑。當日，本會張天任董事長代表本會分別與
財團法人中華社會福利基金會張經魁董事長、財團法人崇
仁文化教育基金會張勝安董事長共同簽署「財團法人文
教--慈善基金會策略聯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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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品集團戴勝益董事長來演
講，更是我們的福氣。去年
8月20日我們一起在貴校大
禮堂舉辦「精彩100．弘揚
孝道」音樂會，非常感謝大
家的出席與支持。本會願意
與兩會一起努力，在文化深
耕及社會公益上一起努力，
今後更將與兩會緊密結合，
大家互助合作、相輔相成，
一起為締造祥和社會、進而
邁向大同世界而努力。謝謝
貴會的邀約及主辦本論壇所 ▲張勝安 前董事長
做的努力。

王品集團 戴勝益 董事長演講部份摘錄

▲明秀廬揭牌

▲「財團法人文教--慈善基
金會策略聯盟」簽約儀式

公益論壇
2012年1月7日上午九時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青永館六
樓采風堂，舉辦101年度『公益論壇』會議，當日由財團
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社會福利基金
會、財團法人崇仁文化教育基金會合辦。該次會議除進行
三個基金會之會務簡介與業務呈現外，當日勤益科技大學
陳坤盛校長應邀出席參與活動致詞，論壇中特別邀請王品
集團戴勝益董事長蒞會做專題演講，提供公益活動推廣之
建言。

崇仁文教基金會 張勝安 前董事長致詞部份摘錄
本人非常高興也很榮幸能代表韓萬年榮譽董事長及
洪秋梅董事長，帶領崇仁文教基金會董事及會員代表一起
出席，由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公益論壇」，這
個論壇正是傳承與發揚張明、王國秀兩位創辦人無私大愛
的精神，並實踐「教育無它、榜樣而已」的教育家理念，
已為社會樹立典範，本會深表敬佩；中華社會福利基金會
積極推廣與深耕社會福利工作，這種高度人文關懷的精
神，實為當今社會的典範，能與兩個優秀的基金會結盟，
並聯合舉辦「公益論壇」深感榮幸，尤其今天能邀請到

我要跟大家報告，勤益對我的影響為什會那麼大？因
為，從張將軍跟王前校長去我們公司，談到要捐校的想法
以後，我們都為他們當初想把學校捐出來這件事，深深的
感覺不可思議，因為那個時候學校就已經有將近50億的價
值了。當時，王前校長她說，她要捐的前一天，就有財團
到她家裡去，拿著空白支票說“多少？妳不要捐，多少妳
自己填”（台語）。意思是說，支票妳自己填啦，我要買
這個學校。她說：因為財團最喜歡學校，學校如果買下來
的時候，對他們來說，在人文面上會有非常多的一些加
分。對不對？她說：後來他們就一直想、一直想“我們要
怎麼辦”？結果，第二天早上，她趕快通知教育部，趕快
來辦。她說：因為再拖個幾天會後悔，幾十億誘因很大。
說真的，我那時候就感覺到是真的。張將軍和王前校長都
是大陸人嘛，是從湖南來到台灣，他們對這片土地是真正
的愛，他們不是嘴吧講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很多台
灣人都是嘴吧在講，沒有在做，他們是真的做了。他們讓
人非常感到敬佩啦！10幾年前，他們講這件事的時候，就
感覺到他們真是人上人，我們是不可及的啦！
後來，這件事在我腦海中一直迴繞，想說「賺到了
錢，你肯回饋給這個
社會嗎？拿出來你會
不會心痛呢？」，所
以這件事就一直影響
我很久。

▲王品集團戴勝益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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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文教事業
為鼓勵大專院校學
生積極從事專題研究，
培養創新思考模式，藉
以提升學術研究能力與
實務發展技能；並獎勵
大專生績優實務專題製
作成果，發揮在技職
院校教育下所具有之特
▲電資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色。基金會在相關領域
暨成果展貴賓與評審合照
方面贊助學校舉辦具有
鼓勵與研究創新性質活
動(例:第五屆凌陽盃系統晶片創意應用設計大賽、電資
學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盼藉著活動能
使成果落實於業界，並有助於台灣產業人才的培訓，以
協助其生產研究發展。透過學校主辦專題發表展示會活
動，期許與會人員在技術切磋、經驗交流，更能瞭解目
前產學合作為一新趨勢與後續所帶來之效益。
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乃因為有智慧。智慧是能夠
化腐朽為神奇並不斷創新，而創意是智慧的最佳表現，
創意是教育學生開啟智慧的有效方法。勤益科技大舉辦
多項有助青年學子之活動，藉以啟發學生創意教育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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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本會對有助於青年學子智
慧啟迪、潛能開發或莘莘學子一
手包辦策畫執行之相關音樂或畢
業特展活動皆不吝於贊助，提供
幫助。
中國大陸在近幾年來各方面
都有顯著發展，在文化創意產業
▲ 中國人民大學魏堅教
授(左)與本會張天任 方面也不遑多讓。藉著在勤益科
董事長(右)互贈紀念 大邀請之下中國人民大學前來參
與｢2012文化遺產與文化創意產
品
業論壇，該參訪團由中國人民大
學歷史學院魏堅教授帶領該校歷史與文創相關領域教授
及研究生，共計10位來台。行程中前來拜訪本會，在本
會張天任董事長的
接待下，介紹本會
創辦人與重點執行
工作，其中並分享
勤益科大與中國人
民大學兩校發展願
景，期望日後在本
會協助下雙方師生
交流方面可進一步 ▲中國人民大學參訪團與本會人員於
明秀廬合影
合作。

2010/12/2 - 2012/7/31基金會大事記
2010年12月2日 常州工學院副院長林慧欽教授率8人訪問團，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創學院院長胡志佳教授與管理
學院院長林文燦教授陪同拜訪本會，與張天任董事長、張蓺英副董事長及董俊良執行董事舉行會
談，並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創學院主辦之「第四屆海峽兩岸科學與人文教育暨產學合作研討
會」。
2011年4月21日 本會舉行「明秀廬」揭牌典禮與王國秀女士逝世週年祭。明秀廬之開放，是實踐王國秀女士將會館
開放供勤益教職員生及校友休憩使用的遺囑。當日，本會張天任董事長代表本會分別與財團法人中
華社會福利基金會張經魁董事長、財團法人崇仁文化教育基金會張勝安董事長共同簽署「台灣文
教--慈善基金會策略聯盟」儀式。策略聯盟簽署之目的是期盼能與更多的公益性團體相互合作，藉
由舉辦慈善活動，共同為提振文教事業，促進資源共享，增進社會之福祉而努力。
2011年11月21日 知名書法家張自強教授(前台中市啟明學校校長，前台中市書法學會理事長)率藝文界人士一行6
人，前來拜訪本會，由本會張天任董事長與劉中翔顧問陪同參觀明秀廬，並進行會談。

2011年11月26日 本會張天任董事長代表本會參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舉辦之張明將軍、王國秀女士浮雕落成典禮。
2011年12月1日 第七屆第二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設立「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捐贈暨設置辦
法」。

2011年12月20日 第十七次常務董事會議修訂通過，設置「錢少華先生獎助學金辦法｣」。
2 0 1 2 年 1 月 3 日 第一次常務董事會議修訂通過，設置「張天任教授創新研發獎助學金辦法」與「羅太夫人體育獎助
學金辦法」。

2 0 1 2 年 1 月 7 日 本會舉辦101年度『公益論壇』會議，本次會議除邀請策略聯盟夥伴(財團法人中華社會福利基金
會、財團法人崇仁文化教育基金會)參與外，特邀請王品集團戴勝益董事長蒞會做專題演講，提供
公益活動執行之建言。

2012年3月27日 第四次常務董事會議修訂通過，設置「東華國中劉王素卿女士清寒獎助學金辦法」。
2012年4月10日 第五次常務董事會議修訂通過，設置「黃銘津先生獎勵師生赴國外參加會議補助辦法」與「翔盟創
新研發獎助學金辦法」。

2 0 1 2 年 5 月 3 日 中國人民大學魏堅教授率11人師生訪問團，與董事長張天任、副董事長張蓺英、執行董事趙有光、
常務董事董俊良與常務董事陶家珍，於本會舉行會談，並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文創意學院主辦
之「2012文化遺產與文化創意產業論壇」。

2 0 1 2 年 8 月 1 日 第十次常務董事會議修訂通過，設置「東華書局獎助東華國中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辦法」。

第三版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 月 二 十 三 日

勤益優秀校友介紹──黃銘津先生
42年07月15日生
現職：銘欣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總經理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榮譽理事長
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會務顧問
聯絡電話：（04）23119266
E-mail：m6855@ms16.hinet.net

學歷
國立勤益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冷凍空調系畢業（95年1月）
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電機工程科冷凍組畢業（62年7月）

經歷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第八、九屆理事長（90～95年）
中華民國臭氧學會理事（91～93年）
國立新竹高工校友會常務理事（90～92年）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理事、常務理監事（76～90年）
勞委會職訓局冷凍空調教材編輯委員、監評委員、場地審核員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鑑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台北市冷凍空調職業工會常務理事（72～75年）
文玲和公司技術員、副理、經理、總工程師（64～71年）

榮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一屆企業經營類優秀傑出校友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榮譽理事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傑出校友（93年、91年）

個人及公司簡介
黃銘津先生於民國六十二年自台北工業專科學校電機科冷
凍組畢業，六十四年退伍後，在台北「文玲和企業公司」空調
製造廠工作，從而開啟往後之冷凍空調事業。黃銘津先生在該
企業從一個小小的技術員慢慢的做到總工程師，按部就班的學
習，為往後自行創立公司奠下基礎。
七十五年元月，黃銘津先生與一群志同道合並曾在「文玲
和企業公司」共同打拼，參與過台灣最早自製冷氣品牌「台利
冷氣」輝煌時期的優秀資深幹部，於台北共同創立了「銘欣技
術工程有限公司」。七十八年，隨著業務重心的南移，公司遂
搬遷至台中，現址位於台中市西屯區大信街15號。
由於，黃銘津先生對冷凍空調產業的執著，因此陸續不
斷的透過學分班進修學習，汲取產業新知，更在民國九十二年
至國立勤益技術學院附設進修學院冷凍空調系進修，爾後更在
勤益科技大學兼課任教，將最新的產業資訊、未來就業方向與
眾多冷凍系學弟妹分享。黃銘津先生說，這正是所謂的教學相
長，冷凍空調是一個專業門檻非常高的產業，冷凍空調不單單
只是維修冷氣，大家的觀念應該要革新，該產業涵蓋範圍非常
廣泛，舉凡室內空氣品質控制、無塵室恆溫恆溼等冷凍空調設
備工程都涵蓋在裡面。
黃銘津先生真的是一位胸襟廣闊，非常熱愛冷凍空
調產業的企業家，除了本身對知識的渴求從不間斷外，
更鼓勵公司員工在職進修，並全額補助員工的學習費
用，曾經創下一年七十萬元的教育訓練費用。黃銘津先
生對於人才培育、後輩提攜，一向不遺餘力，現有員工
約30人，幾乎全部都是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的畢業校友。
冷凍空調業於民國九十三年以前在行業法源上的定位始終
不明確，常被外界甚至冷凍空調之學生誤解僅是營建工程中的
冷氣部分，無法獨立承攬工程。因此，黃銘津先生於民國九十
年積極爭取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一職，期
望為冷凍空調業的定位盡一份心力。黃銘津先生在位期間與公
會理監事同仁不辭辛勞、全國奔波，終於在民國九十三年四月
爭取到「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的立法，使冷凍空調產業得以
新生，不再淪為營造業的下包，成為不折不扣的特許行業，為
冷凍空調產業創造出光明前景。

黃銘津先生說，他一路走來，不論是為人處事、公
司經營、員工激勵等，始終不脫離「樂觀進取、學習成
長、認真負責、盡忠職守、出類拔萃、脫穎而出、瞻前
顧後、圓融」這三十字，並且希望能以這三十字箴言與
冷凍空調業從業人員及所有「勤益人」共勉之。
銘欣技術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在中部地區算是數一數
二的知名企業，成立至今已三十餘年，始終秉持著誠
信、專業的理念，以誠信的心、專業的施工品質以及負
責任的精神，提供顧客最經濟、高效能的冷凍空調工程
服務。公司經營以來，並非一直都一帆風順，也曾有過
低潮的時期，但由於黃銘津先生為人謙虛實在，因此得
到許多貴人的幫助，這些人不但提供技術支援、金錢奧
援等，使公司得以從逆境中成長茁壯，行有餘力後為冷
凍空調業貢獻心力。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冷凍空調工程
設計承裝及相關材料買賣、無菌無塵室規劃設計及施
工、冷凍空調設備進出口業務、科技廠房住辦大樓維護
保養、產業節能服務。
黃銘津先生非常注重公司員工倫理的養成、組織文
化的傳承、員工能力的增進，在這樣氛圍的公司文化影
響之下，將公司塑造成一個大家庭，採取員工自主管
理。他總是說公司可以沒有老闆，但是不能沒有員工，
因為公司的成長取決於員工。他很信任公司的員工，願
意放手讓員工去做，培養員工擁有高度的責任感，且能
獨立作業，並且有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
對於冷凍空調產業來說，員工是最重要的資產，那
麼在育才和留才兩方面上絕對不可馬虎。黃銘津先生不
但鼓勵員工回學校進修，且給予全額學雜費補助，讓員
工的能力增進，加強本身在業界的競爭力。同時，員工
們必須透過不定期的檢討會，檢視工作上的優缺點，以
增進工作績效。年終時，以績效發送年終獎金，此舉可
藉以激勵員工，讓員工明白付出越多，收穫也會越多。
目前，黃銘津先生已逐漸退居幕後，秉持「傳賢不
傳子」的想法，將公司交由第二代優秀幹部經營，同時
進行第三代人才的培育。公司資深員工有責任帶領資淺
員工學習，藉由升遷制度的透明化，讓每一位員工都知
道，成長背後才有甜美的果實。

對學校與校友的期望
黃銘津先生指出：學校一直是企業界培育人才的搖籃，
學生在此學習成長，畢業後在外打拼，學校便成為校友們最強
而有力的後盾。相對的，學校的成長與進步也需要校友們的支
持。黃銘津先生說：能有今日這樣的成就，非常感念學校的栽
培，學校及校友會應該要主動發掘校友對學校的認同，透過認
同、感恩，進而回饋學校，對學校有所貢獻。
有一年學校畢業典禮在即，青永館大禮堂內的冷氣卻突然
壞掉，學校又礙於採購程序，無法及時進行維修。黃銘津先生
便慷慨解囊，出資近百萬元，並義務提供諮詢服務，使冷氣能
正常運轉，讓當年畢業典禮得以如期舉行。除此之外，黃銘津
先生多年來亦持續不斷的捐款，回饋學校與母系，期望能幫助
學弟妹們完成學業。
黃銘津先生希望畢業校友能時常回學校，看看學校
進步的現況，探望師長，關心學弟妹們學習近況。當
然，於事業有成或行有餘力時，提供心力或慷慨解囊，
協助學校及母系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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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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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
郵寄411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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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人為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帳號：20121356。
3.現金：請送至本基金會辦公室現址，本會連絡電話：(04)2392-3989或(04)2392-4505轉2800。所有捐款統由
本基金會開列正式收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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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獎助學金業務

101年代辦獎助學金獲獎名單

本業務由張天任董事長於100年11月8日第15次常董會議上提
出之構想，並於同年12月1日第2次董事會議通過，其目的在協助
社會各界熱心公益人士從事獎助文化教育之學術活動暨人才培
育，特依據本會章程第四條之規定，訂定本會獎助學金捐贈暨設
置辦法。本業務自101年開始實施，目前接受代辦之各項獎學金
如下表：
獎助學金名稱

名額

獎助學金
金額

獎助對象

獎助學金
提供人

金額

錢少華先生
獎助學金辦法

5

每名
壹萬元

勤益科大
應屆畢業生

錢玉樹教授

伍萬元

張天任教授創新研
發獎助學金辦法

5

每名
壹萬元

勤益科大
研究生

大寶科技
有限公司

伍萬元

羅太夫人
體育獎助學金辦法

10

每名
參仟元

勤益科大學生

羅龍飛教授

參萬元

4

每名
伍仟元

東華國中學生

未定

每名上限
壹萬伍仟元

翔盟創新研發
獎助學金辦法

未定

每名
壹萬元

東華書局獎助東
華國中優秀學生
獎助學金辦法

10

每名伍仟元

東華國中｢劉王素
卿女士清寒獎助
學金｣辦法
黃銘津先生獎勵
師生赴國外參加
會議補助辦法

班級

姓名

劉中翔教授

肆萬元

勤益科大冷凍
銘欣技術工程
空調與能源系
有限公司
師生
勤益科大冷凍
翔盟科技工程
空調與能源系
有限公司
學生
東華書局

捐款日期

姓名

捐款金額

2012年09月01日

邱格松

壹仟壹佰元整

2012年08月01日

邱格松

壹仟壹佰元整

2012年07月01日

邱格松

壹仟壹佰元整

班級

姓名

二忠

張順富 冷凍碩一 吳峰豪

四文四甲 黃虹穎

一孝

黃仲浩

四子四丙 邱竣品

張天任教授
創新研發
獎助學金

教授

管衍德

助理教授 蔡貴義

四資四甲 歐陽百伶

羅太夫人體育
獎助學金

助理教授 許智能

班級

冷碩一甲 郭勇志

助理教授 吳友烈
姓名

四電三甲 賴俊延 日四技大四 林蔚鐘

姓名

二機四甲 曾恩廷 日四技大四 高健文

機碩二乙 林明毅 四化四甲 曾為揚
子碩二甲 張滄智 四工四乙 陳廣致

許清綢先生
紀念獎助學金

資研碩二甲 陳俊宇 二子二甲 陳竑穎

班級

壹拾萬元

伍萬元

景觀所二甲 陳俊睿

姓名

四冷三乙 莊博鈞
職四冷二甲 林慶昌

伍萬元

職四冷四甲 連文隆

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
101年度獎助學金獲獎名單
高雄地區
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伍萬元整

班級

姓名

邱格松

壹仟壹佰元整

四文三甲

陳于潔

2012年05月01日

邱格松

壹仟壹佰元整

2012年04月24日

大寶科技有限公司

玖仟陸百元整

2012年04月01日

邱格松

壹仟壹佰元整

2012年03月21日

劉中翔

肆萬元整

2012年03月06日

汪埔英

伍萬元整

2012年03月01日

邱格松

壹仟壹佰元整

2012年06月28日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四機四乙 劉金松

2012年捐贈芳名錄

2012年06月01日

班級

黃銘津先生獎勵師
生赴國外參加會議
補助

四冷四乙 曾彥碩

班級

東華國中學生

東華國中
劉王素卿女士
清寒獎助學金

錢少華先生獎助學金

青永勤學愛校獎助學金

▲101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團體照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四機四丙

莊祥笙

四休四甲

呂洛宓

職二企二甲

呂文豪

二子四甲

蔡明倫

四景四甲

李秀雲

職二工二乙

許淑樺

參萬元整

四電四乙

陳勁宏

四英四甲

江繕禎

職四資四甲

梁逸柔

2012年02月23日 楊龍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貳仟元整

四冷四甲

洪士育

四電四甲

紀錕霖

職四子四甲

李育銘

2012年02月15日 翔盟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伍萬元整

化材碩二

孫乃文

研資碩二

蔡政瑋

職四冷三甲

陳家億

壹仟壹佰元整

四訊三甲

林琮皓

職四機電二甲

曾彥凱

專二子二甲

吳佳晃

壹拾萬元整

四工四甲

廖佳薇

職紡產三乙

陳姿羽

專二工二甲

洪育清

四企四甲

吳桂鄉

職紡產三乙

林俊豪

院二流四甲

聞學榮

四資四甲

藍世儒

職四休四甲

江培瑜

專二景二甲

劉邦勇

四流四甲

江珮瑩

職四英四甲

張耀中

2012年03月01日

2012年02月01日

羅龍飛

邱格松

2012年01月31日 銘欣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2012年01月02日

錢玉樹

伍萬元整

2012年01月01日

邱格松

壹仟壹佰元整
參拾玖萬壹仟伍
佰元整

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