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科技大学华东区校友会第四届干部介绍 



携手同行，再创巅峰！ 

找回优秀的校友 

搭建平台，服务校友！ 
 

力争让广大校友：身心更健康，生活有艺术，儿女教育无忧！ 

故此开展四大运动社团、成立大健康工委会与文化教育工委会！ 







干部介绍 



华东区总会长 
& 

上海区会长 

1970年生，民国79年五土五毕业。 
台湾科技大学学士，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EMBA硕士。 
 
东元电机18年（负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厂、
菲律宾厂等建厂） 
2002年来大陆华东地区至今，创办安拓集团10年，
目前旗下有安拓工程、安冠建设、安永机电等工
程公司，昆山、马鞍山等三个食品产业园区，另
投资经营巧源食品工业公司（生产珍珠粉圆）及
百仕连锁牙科诊所等 



华东区副总会长 

学历： 
 
75年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毕业 
 
经历： 
 
龙洋生命(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台湾城乡发展 董事长 
盛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龙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康见精准健康管理集团 董事 
康呈生医集团 董事 

蔡先生因在外地出差无法参加此次活动， 
故此他录制了这个视频，以表祝贺与慰问！ 



江苏区会长 

学历：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2000/9 – 2003/6  冷冻空调工程系、二技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2018/8 – 2020/7  管理学院EMBA大上海专班  
 
经历： 
 
昆山璟赫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6/3 – 至今 
昆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2018开始） 
昆山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9开始）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8开始）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2019开始）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华东区校友会 第三届江苏区会长 
2018 - 2020  
 

游会长祝词： 
          很高兴看到2年来校友会不断的成长与凝聚向心力，

参与人数也持续的创新高，也开始有了运动社团，就像在
学校一样的，希望在华东奋斗的各位校友都能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事业长红，同时也要心存感激回馈
社会，并为两岸的和平与统一做出贡献。 
 



校友会浙江区会长 
& 

大健康主委 

学历： 
 
1977-1982 国立台北商专 电子数据处理科  
2017-2019 台北科技大学 EMBA 上海班 
 
经历： 
 
宁波亚博笙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波永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台北科技大学 浙江区校友会会长 



华东区副总会长 

学历： 
 
台北工專 机械科 （民国75年毕业） 
台湾科技大学 工管系  
台湾科技大学 管理研究所 MBA 硕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EIBS  EMBA硕士 （2004年毕业） 
 
现职: 
安徽合肥喜狮集团 执行董事 
精浚科技 执行董事 
研华科技集团（台湾上市公司、全球最大工控电脑集团）研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经历： 
上市公司国巨集团 投资部 （全球领先的电子元器件集团） 
台湾工银创投公司 副总经理 
台湾工银集团 派驻上海 首席代表（2001年） 
上海 骏隆投资管理公司  执行董事 
上海 融达创投公司 创始人、合伙人 
上海维尔福斯特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天鹰资本 合伙人  

吴先生因在台湾无法参加此次活动， 
故此他录制了这个视频，以表祝贺与慰问！ 



校友会秘书长 

学历： 
 
1983-1988国立台北工专五年制电子工程科毕业 
2015-2017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EMBA 大
上海专班毕业 
 
现职： 
 
上海甲田由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0-2021上海城中扶轮社秘书长 
 



校友会副秘书长 
（财务） 

学历： 
 
管理学院EMBA 大上海专班107 
 
经历： 
 
2005年5月~2006年8月 服务于精碟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工
程师 
2006年8月~2010年2月 服务于神准科技有限公司担任RF
工程师 
2011年7月至今   服务于苏州振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担任
总经理 
 

校友会副秘书长 
（活动） 

 

学历&认证： 

. 台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 
(2018.8~2020.7) 

. 加拿大皇家芳疗协会国际芳疗师高阶认证 
(2009.11) 

. 北京劳动局保障部芳香保健师师资 (2009.10） 

. 台湾百大经理人MVP (2019.11) 

 

经历： 

. 克丽缇娜集团-中国区培训总监 (2014~Now) 

. 凡如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区市场总监 
(2011.9~2013.12） 

. 克缇国际事业集团-台湾区营销总监 
(1997.9~2011.8) 



校友会行政部长 

学历：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EMBA 
（企业经营管理） 
 
经历： 
 
1996年进入百货零售业至今 
曾服务于 台湾远东百货集团、Dr. Martens、Adidas、
Kiss Me Cosmetics、Lynx Golf、Quiksilver & Roxy/DC等 
担任品牌运营及销售管理工作 
 

校友会干事 

学历： 
 
1999毕业五专土木工程科 
 
经历： 
 
2014年加入华东区校友会 
现任新加坡达丰集团IT经理 



校友会驻台代表 

学历： 
 
1983-1988 国立台北工专五年制电子
工程科毕业 
2017-2019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管理学
院 EMBA 大上海专班毕业  

校友会公关部长 

学历： 
 
管理学院EMBA大上海专班104 

经历： 
 
2012/11~ Now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发展处 副处长 
2010/3~ 2012/11/9 中强光电集团/扬升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处 
副处长 
 

经历： 

2015-2016 管理学院EMBA大上海专班104 公关长 

 

07/2010-至今   服务于多米诺标识科技有限公司Domino China Limited

大客户经理/关键客户经理、华东区电子行业销售主管 

 

05/2008-05/2010服务于成岳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总公司—华美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之海外分支机构/分公司经理 

 



校友会华北区筹备处 

学历： 
 
毕业于台北科技大学 
在法国巴黎接受金融培训教育 
 
历任： 
朗玛峰创投  高级合伙人 
大中华国际集团   首席执行官 
TCL 多媒体      战略副总裁 
宏碁创投    北京公司首席代表 
宏碁电脑  欧洲分公司高管 
 
现任： 
中证信桥投资基金 -董事总经理 
炎黄两岸三地企业家交流协会理事长 
国际旅游投资协会副会长 
法中文化交流促进中心副主席 
 

校友会教育副主委 

学历： 
 
台北教育大学 教育创新与评鉴所 硕士 
华梵大学 东方人文思想所 硕士 
台北工专 化工科(三专) 
 
经历： 
 
台湾资讯科技教育合作社群(教育噗浪
客)年会筹备委员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教师研习讲师 
台北教育大学师培中心研习讲师 
台湾行动学习专案推荐讲师 
台北市再兴小学信息组长 

苏州市昆山市星空艺术幼儿园理事会
主任 



校友会文化副主委 

学历： 
 
省立台北工专 五专机械科毕业(1973/07~1978/06)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管理研究所(硕士学位)毕业(2002/07-2005/01) 
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第七期EMBA(硕士学位)毕业(2007.03-2010.12) 
 
经历： 
1979/5/7~2005/3/31到台湾松下电器(Panasonic)服务(27年) 视听工厂厂长 
2005/5~2006/3 及成企业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 
2006/3~2007/9 昆山及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开发三处处长 
2007/10~2008/02 宁波纬晋电子有限公司 厂长 
2008/02~2009/07 中州精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州炬精密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中州精密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董事) 
宏塑光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特助兼厂长 
骏熠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2014.04~至今)总经理 
 
 



社团介绍 



照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華東區校友會

高爾夫球隊籌備處

宗旨:
集合北科大華東地區愛好高爾夫運動的校友所組成，全名為【北科大
華東高爾夫球隊】，用誠信、公平、互惠、相處、以球會友為目的，
達到校友聯誼、交流、進步的效果。

組織:
1．本隊設會長一人，綜理會務，任期一年，由全隊隊員選舉產生。
2．本隊設副會長一人，由全隊隊員推選產生，得協助或代理會長綜

理隊務，可由隊員推舉為下屆會長。
總幹事一人由會長聘任，處理一般隊務、聯誼、及比賽事宜。
設副總幹事一人和隊務幹部由總幹事提名，經隊長同意聘任，協
助總幹事處



親子騎行

升級、組車、置換交流服務

綫上騎行台

賽事活動理性消費

使命:幸福、健康、希望

願景:台灣心、中國情、中華騎士整裝待發迎接每趟陽光的騎行🚴

價值觀:參與騎行健康歡樂，期待路上有你陪伴。

校友參與騎行

EST.2019/09/15



台北科技大學馬拉松社介紹



z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華東區校友會

羽毛球社
2021

慶祝建校110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