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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明
財團法人
文教基金會
王國秀
財團法人張明 王國秀文教基金會」
係由張明將軍、王國秀女士伉儷設立，目標乃為能服務
於社會、貢獻於社會，以達永續服務之目標。張明將
軍、王國秀女士伉儷熱愛教育，生平熱衷文化教育工
作，並於公職退休後，為證實人生無暮寒，能於晚年再
為社會提供有益之服務，期望基於他們的教育理念，為
教育、為學校，尤其要為私立學校提供一個理想模式。
勤益工商專科學校，也就在此一崇高指標下茁壯成長，
且歷經千錘百鍊與萬般琢磨，奠定堅實基礎。
在歷經千辛萬苦，學校校務欣欣向榮之際，張明將軍
與王國秀女士卻以年事日高、體力日衰，惟恐有礙學校長

人之大愛精神，持續推動會務與培育教育人才，隨環境變
遷增修章則，以使基金會能服務社會、貢獻於社會、善盡
社會責任，期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程發展，乃決心忍痛割捨，無條件將學校奉獻給國家，終
得育成今日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兩位創校人孕育勤益茁
壯成長，時時刻刻關懷學校發展，仍深覺對勤益志未竟、
意未休，正是他們對勤益有著無限的深情愛意，即使學校
已經捐出，但培植勤益的意志，始終未曾稍歇。
民國八十年，全體勤益人久沐化雨春風，對於兩位
勤益創辦人的無限愛心、聖潔意願、捐校義行，永銘肺

民國一百零七年，張教授自勤益科技大學退休，董事

腑，故建議成立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繼

會改組，張起龍先生獲全體董事支持，榮任「財團法人張

續培植勤益人。再者，鑑於社會許多優秀青年之升學深

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張起龍先生深受創辦人之

造、研究發明，均有賴各界獎助；學術、文化、教育之

教育啟發與影響，承襲著創辦人之辦學宗旨與教育理念，

發展，亦須足夠經費，始能推動。於是兩位勤益創辦人

一心一意、念茲在茲，深怕有所疏失，有負創辦人的託付

再將對勤益的愛，予以延伸，提供社會優秀青年就學獎

與志業。因此，對於基金會之關懷與發展兢兢業業，以此

助學金，以期培育更多優秀人才，增進教育學術發展。

為念，秉持創辦人辦學精神，續以基金會為其志業，繼續

基金會雖然財力有限，但仍深信德不孤，必有鄰，社會

為勤益發展與奉獻。

各界先進與企業，亦必樂於資助，共襄盛舉。期使基金
會既能擴大服務範圍，且能永續經營發展，則是幸甚！

基於張明將軍、王國秀女士終身熱愛教育事業，繼
續以奉獻教育工作之服務精神，基金會持續辦理獎助文

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張天任教授就任「財團法人張明

化、教育之學術活動暨人才培育事項，並依有關法令規

王國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歷任本會第七、八、九任董

定辦理相關業務，諸如：獎助大專院校優良教師至國內

事長職務，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張教授服務於勤益

外大學研究所深造事宜；獎助大專院校教師之學術研究

科技大學，致力於教育三十餘年，教學活潑生動，深受學

或發明事項；獎助大專院校優秀、清寒畢業生之升學及

生喜愛，為學校之傑出教授。張教授在校期間，為學校無

深造事宜；設立各大專院校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及

私奉獻，經歷學校各級行政職務，從學務長，教務長，至

其他有關文化教育事業之推展及國際文化交流等相關業

副校長，高效率行政執行力，為學校建立各式辦法、規

務，基金會均不虞餘力予以支持，並鼎力贊助。

章、制度，為學校奉獻可謂良多。此期間，張教授亦兼任

我們深信基金會的努力與奉獻，必能發揮創辦人之

本會董事長，為本會推動文化、教育之學術活動暨人才培

教育理念與辦學精神，促使勤益科大快速成長與進步，

育事項，張教授不辭辛苦，兼任重責大任，秉承兩位創辦

亦能促使台灣的教育持續往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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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嘉勉的話---夢想在哪裡！？力量就在那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作，加班賺錢，等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積蓄夠

前身「私立勤益工專」是

了就可以自己開家水電 行當老闆…；此時，擁有

張明將軍和王國秀女士於

碩士學歷的吳同學說，我不要再做水電工了，我

民國60年 所創立；當時，

要到有制度的大公司去學習及歷練；終於，吳同

台灣經濟起飛，工業迅速發

學輾轉進入一家上市公司任職，起薪4萬元，由於

展，產業人才需求殷切，勤

吳同學敦厚老實、專業技術良好、服務態度佳，

益創辦人張明將軍、王國秀

受到公司同仁、長官的讚賞，告訴他說，可以讓

女士有感於取之於社會，還

他擔任工地主任，增加上萬元的薪水。但吳同學

諸於社會的無私精神，凝聚力量創立學校。

在大公司後，看到這是國際性的公司，開始有了

其後，倆位創辦人退休擇定接班人之際，為確

到國外分公司學習的夢想，他說，他想到國外上

保學校永續經 營，化無私為大愛，選定「中華民

班需要加強自己的語言，所以沒有接受工地主任

國政府」為接班人，於民國81年將「勤益」無條件

的職務，幾次給機會都拒絕後，經理告訴吳同學

捐給國家，樹立「大愛無私」的榜樣與精神； 勤

說，憑你的條件要到國外分公司，不要做白日夢

益精神薪火相傳，凝聚了師生力量，短短25年，

了，下輩子吧！二年後，吳同學告訴我說，他被

勤益升格科技大學，並成為中部唯一的典範科技大

公司派到新加坡分公司上班，起新10萬元，且還

學，這是勤益人努力的成果，是你我共享的榮耀，

有獎金。第一次他領到10萬元的薪水很高興，重

有責任傳遞並發揚光大。

複算了幾次，又讓自己的太太算了幾遍，他告訴

藉此機會，想跟各位同學分享一則進修專科學
校畢業校 友的發展歷程。曾經有一位高職畢業生，

我說，他作夢都不敢相信他能月薪10萬元。這是
吳同學第二次見證了夢在哪裡，力量就在那裏。

他向父親表達想進 大學讀書，但因為家境不好被

哲學家蘇格拉底曾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事，

父親斥責說：家裡窮、不能讀書、要去工作…。因

莫過於為理想而奮鬥。」請同學們要記住，夢想在

此，這位同學只好去工作，最後找到水電維修的職

哪裡，力量就在那裡，大學是一座知識與智慧的寶

務，每月薪水約3萬元。但，這位同學沒有放棄求

庫，而「學習」是開啟寶藏的鑰匙。對於課堂上教

學的夢想，工作幾年後，終於考上勤益進修專科學

授傳遞的知識，試著「思考、分析、表達」，方能

校電子科，畢業後繼續就讀進修學院電子系。

成為自己的能量；大學也是人際網絡開展的起點，

吳同學為了讀書及家庭開銷，求學期間周一至

其中「誠實」是不二法門，凡事多看他人長處、正

週五幾乎 每天晚上都加班，到處去維修水電，周

面思考，就能引來主動積極的能量；大學更是開拓

六周日再到學校進修學業，非常辛苦；但，吳同學

視野的開端，只有「堅持」才能贏得終極目標。

並沒有因為一時的辛苦而退縮，相反的，畢業一年

勤益大家庭，歡迎所有同學勇敢站上勤益巨人

後再接再勵考上勤益碩士在職專班，找我當指導教

的肩膀眺望未來；並深切期待您善用大學豐沛的資

授成為我的研究生。

源，持續投資自己，強化自我價值，成為下一個時代

研究所期間，吳同學認真求學，孜孜不倦，在

巨人，勤益也將因您持續努力的成就，同感榮耀。

一邊讀書、一邊工作、一邊加班的情形下，如期於
2年內拿到碩士文憑、完成2件專利申請。猶記得畢
業典禮當天，吳同學與太太及3位孩子都來慶賀拿
到碩士，吳同學高興得都快哭了出來，興奮地告訴
我說，他作夢都沒想到能拿到碩士文憑。吳同學的
求學歷程告訴我們，夢想在哪裡！力量就在那裡！
畢業後，吳同學的朋友告訴他說，繼續努力

最後願大家 莫忘初衷 並祝福大家
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 心想事成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校長

陳文淵

敬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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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張 明文教基金會
王國秀

108年度「敬師餐會」花絮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

創造本校師生

師是莘莘學子在人生的學習階段中

國際化學習環

重要的推手，是學校永續發展的舵手，九月二十八日孔

境邁進，提升

子誕辰紀念暨教師節，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為感謝勤

本校國際學術

益科技大學留校服務校友教師同仁，平日不辭辛勞、有

之競爭力與地

教無類、無私奉獻的教育莘莘學子，為學校永續經營默

位等業務，以

默付出心力，基金會於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辦理敬師聯

實現本校「邁

誼餐會。由於場地限制關係，基金會辦理本年度敬師聯

向國際」成為優質大學的願景。校長的校務推動說明，

誼餐會，邀請留校服務校友教師同仁，以表達基金會敬

使老師們了解學校的近況以及學校的發展方向。

師聯誼之意。為使敬師餐會能順暢執行，基金會煩請林

基金會張董事長首先針對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

主任水春、張主任蓺英等教師幫忙籌畫，舉凡邀請卡製

恭賀全校師生教師節快樂，感謝全校教師，為教育奉

作、活動流程、場地佈置、會場桌椅借用、餐點紀念品

獻、有教無類，教育莘莘學子，為學生、學校默默付出

採購，逐一細項規劃，以周全敬師餐會進行。

心力，基金會表示感激之意。此次基金會辦理敬師聯誼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張董事長、羅顧問關心敬師

餐會，由於場地限制，先行邀請留校服務校友教師同仁

餐會的準備事宜，中午時分已早早進入基金會辦公室，

聯誼，未來期望能邀請更多教師參與聯誼同歡，以表達

籌畫教師夥伴也陸陸續續進入基金會會場，會場上，水

基金會表示感謝之意。再者，對於學校近年來的快速發

春老師、蓺英老師、基源老師、秋菊老師、淑枝老師

展有感而發，張董事長感謝歷任校長、全校教職員與校

們，大夥忙進忙出，臉上帶滿著笑容，一邊佈置場地，

友們的努力與貢獻，為學校盡心盡力，學校得以快速進

回憶著當年在校求學情景，一邊閒話家常，無意中透露

步，而有今日之成就。感謝陳校長就任後，即致力規劃

出當年的糗事與勇氣，笑聲連連，基金會辦公室好不熱

學校願景，發展學校校務，以「務實致用創新導向之優

鬧，人頭串動，語音繞樑。

質產業科技大學」為勤益發展方向，透過策略性的方案

今天是個好天氣，接近傍晚時刻，上課的鐘聲敲響的

推動及經費支持，培育具有「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

是第四節的時刻，淡黃色的太陽還是高掛在青永館的斜邊

會關懷及國際視野」之德術兼備優質學生為教育目標。

上，陽光照起來還是有一點熾熱感，大夥還是暫躲在室內

在中期願景上，積極培育人才，致力於整合現有專業技

閒話家常，享受著空氣中的笑意聲。時間慢慢的過去了，

術，協助政府與企業推動生產力4.0計畫，期使學校成為

太陽也漸漸的沉陷了，稍稍有點晚霞的意味了，大夥也紛

中部地區典範科技大學，成為學生、政府與企業最愛的

紛的走出室外，漫步在霞光的庭園中。天際的雲霞漸漸地

科技大學。在長期願景上，推動國際交流、擴展師生國

淡下去了，淡黃的顏色變成模糊了，月亮似乎催促著夕

際視野，擴大招收外籍生及鼓勵本國生就讀雙聯學制，

陽，月色即將掩蓋夕陽的餘光了。這意味著我們的「敬師

塑造學生多元學習，開發創新創意價值，並致力於提升

餐會」即將開始了。

本校國際QS排名，提升國際知名度，期使學校邁向國際

司儀張主任蓺英開場致詞，「各位老師、各位同仁
請就坐，敬師餐會即將開始了，請就坐。」
陳校長首先感謝基金會的「敬師餐會」安排，感恩

知名一流科技大學，成為國際知名的一流科技大學。另
外，感謝創辦人辦公室陳主任與全體同仁的努力，規劃
校友回娘家活動，並協助基金會辦理相關業務。

學校教師的無私奉獻，學校才能快速的進步。校長針對

最後，創辦人家屬代表羅顧問請蔡美慧教授幫忙說

學校的發展情況與治理方針進行詳細說明，從學校奠基

出家屬的心聲、感謝與期待之意: 大家好，創辦人家屬有

於多年教學卓越計畫、技職再造計畫至執行典範科技大

一份向大家致意的文章，我僅代表他們大家唸出向各位

學計畫，累積經驗與成果傳承，聚焦勤益科大四大教育

致意的心意：謝謝所有留校任教的校友秉持創辦人精神

目標、與培養學生專業實務與創意創新等專業能力。在

作為學生榜樣，更要謝謝的是校長，努力不懈下把學校

產學合作上，結合在地產業問題，如工具機、工業4.0、

帶上更高境界，而且對基金會諸多協助，基金會由張家

綠能科技等以對接學校人才的培育，培訓產業金匠，讓

子孫承擔責任必然會跟學校配合努力把我們老人家留下

學子們具備實作職能，成為在地「企業夥伴」。在學校

的兩個事業一齊推上高峰。

推動國際化情況，招收國際學生、推動國際學術合作、

敬祝大家教師節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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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秀企業家活動

創辦人辦公室於9
月28日舉辦第四次明秀

模式與產品特色，
相互交流。

企業家活動，來自國內

活動後半段，

各地的企業人士齊聚勤

由吳寶春食品股份

益，一同共襄盛舉「明

有限公司國際名人

秀企業家」活動。首先

吳寶春師傅 演講

由校內魔術社接續由嘻哈社演唱，為活動揭開序

「相信自己 永不放棄」，以吳寶春食品股份有限

幕，緊接著就由校長致歡迎詞，說明學校的發

公司為例，針對企業經營管理，及實際獲利來回

展，與產業界的合作，並針對助學金的使用向與

饋社會。最後依受邀3位企業一同與吳寶春師傅進

會貴賓報告，也感謝在場企業對學校的支持。再

行名人座談「逆境中學習」，進行交流討論相關

來是由三間明秀企業家會員上台分享該公司營運

專業議題，為活動畫下圓滿的句點。

年度大事記
民國107年1月13日，第1次常務董事會議，本會通
過設置「劉允彰先生設置學生急難助學金辦法」。
民國107年9月4日，財團法人華錫鈞航空工業發展
基金會廖旭資深總監與2位貴賓到訪，由王天政常
董陪同參觀。
民國107年10月19日，第16次常務董事會議，本會
同意與大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動中小學扶助貧童課後學習計畫。
民國108年1月16日第1次與2月20日第2次常董會議，本會分別通過採購授權額度、流程與零用金制度。
民國108年9月25日，本會舉辦「敬師餐會」活動，活動中本會張起龍董事長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陳文
淵校長分別致詞感謝教師們為學生教育與學校經營的努力與付出。
民國108年10月30日，本會通過「會計制度」與「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為本會建立管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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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禁止背書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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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匯款：帳戶 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帳號：請來電詢問。
3. 現金：請送至本基金會辦公室現址，本會連絡電話：(04)2392-3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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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免稅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