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度傑出校友
當選人簡報



01 張台麟
畢業 民國65年法文系

現職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經歷

政大外文中心及歐洲語文學程主任

法國馬賽大學交換訪問學者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一所(歐美)研究員、所
長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秘書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兼任教授

政治作戰學校外文系法文組兼任副教授



01                                    張台麟

傑
出
事
蹟

長期致力於推動台灣與法國之間的文化學術交流，
引進法國相關典章制度資訊、辦理台法學術會議
並促進台法實質關係，2010年獲頒法國教育部二
等學術勳章



02                                葉安恭
畢業 民國60年化工系造紙組

現職 杜邦研究院士

經歷 杜邦研究經理、研究院士



02                                 葉安恭

傑
出
事
蹟

2004─杜邦工程傑出獎

2005─杜邦環保傑出獎

2006─杜邦研究院士

18項發明專利

45篇論文發表(杜邦公司與科技論文)



03                                    謝榮哲
畢業 民國69年機械工程學系

現職

中國砂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新竹企業經理協進會理事

台灣區光學工會常務理事

工研院院友會理事

經歷

研究單位經歷：
74.5~88.6─工研院機械所服務達14年，歷任課長、經理、科
專計畫總主持人與精細零組件技術組組長及副院長特助等職

社團法人經歷：
曾任機械工程學會副秘書長，磨粒加工學會秘書長，並曾任磨
粒加工學會理事

企業經歷：
88.6~94.9─金敏精研公司副總及總經理(原為中國砂輪公司子
公司，94年併入中國砂輪公司)；94.9~99.1─中國砂輪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晶圓及光電事業部總經理



03                                    謝榮哲

傑
出
事
蹟

在工研院任職期間曾主持石英鐘錶機心計畫獲優
良貢獻獎，並協助國內鐘錶業提升品質

主持回轉式壓縮機計畫獲銅牌獎，並技術轉移瑞
智公司量產

主持『電子產品關鍵機械技術』等科技專案計畫，
成果並轉移多家公司，獲經濟部表揚

研發晶圓材料次世代製程技術，由機械跨進半導
體，協助中國砂輪公司成立金敏精研公司，為國
內第一家導入延性輪磨精密加工製程的8吋再生晶
圓廠。並持續帶領公司發展光學模造玻璃鏡片，
使公司跨入光電產業

82年曾獲選全國優秀青年工程師殊榮，並獲總統
召見



04                        王珏
畢業 民國56年建築系

現職 夏威夷DGH設計顧問公司董事長及總建築師

經歷

台灣陳其寬建築師事務所(1968-1973)

美國夏威夷章翔建築師事務所(1973~1995)

夏威夷DGH設計顧問公司董事長及總建築師
(1995~迄今)



傑
出
事
蹟

於2006年度中國十大最受歡迎度假酒店中，DGH
設計顧問公司設計的酒店即占三家

04                                           王珏



05                                    譚元凱
畢業 民國74年造園暨景觀系

現職

月眉國際開發(股)公司董事

三迪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迪光電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董事

敏盛醫控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經歷

月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月眉育樂世界探索樂園馬拉灣)
董事及副總經理、顧問、(法院委派)重整人(公司負責人)

美國Leidenfrost/Horowitz & Associates(LHA)(更名為GKK 
Works)副總裁

美國Disney Imagineering(迪斯尼公司想像工程師部門)設計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助理教授

明道管理學院造園景觀系講師

天津開南大學高端繼續教育中心旅遊景區開發與管理研修班
講師



05                                 譚元凱

傑
出
事
蹟

專業貢獻：台灣主題遊樂園界(定點度假中心)內具
有高度創造力與知名度的國際專業經理人

產業與社會貢獻：95年期間，在政府相關主管機
關及銀行之推薦下，擔任月國際的重整招集人，
延續國家重大建設之使命與帶動國內觀光產業之
發展

譚君將其觀光休閒之本職學能成功導入光電、醫
療電子及國際(觀光)醫療產業，其表現足擔系所在
校學生之楷模



06                                     許東隆
畢業 民國72年市政系

現職 展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經歷

助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1994~1999)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1999~2003)

宏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2002~2007)

展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07.09~迄今)



06                                    許東隆

傑
出
事
蹟

1999年接任財務危機之人壽保險公司，擔任董事
長，歷經三年餘，公司步向正常化

2002年起接任上市公司-宏盛建設總經理後兼董事
長，興建台灣豪宅-宏盛帝寶，在業界享有盛譽，
宏盛帝寶並於2010年獲選亞洲十大豪宅，為臺灣
唯一入選之建案

2007年秋，創業成立展悅建設，專司高級住宅投
資興建，歷三年餘，業績斐然

2005年起陸續擔任台北市建築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兩任、2008年同時擔任中華民國建築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常務監事

2009年起擔任中國科技大學董事會-董事



07                                 吳達義
畢業 民國72年海洋研究所碩士班

現職

Chairman, United Cargo Systems Inc.

President, United Customs System Inc.

Presid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1st Vice president, Taiwan Merchant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經歷

President, United Cargo Systems Inc.

President, 2007&2008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07                                  吳達義

傑
出
事
蹟

當選2007&2008年美東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會長

於2008年12月31日主辦美東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
30周年慶祝大會

2009年召集北美各地校友會，籌組北美洲中國無
化大學校友總會，被推舉首屆總會長

2010年1月23日，在美國Las Vegas主辦中國文化
大學全球校友大會



08                                    黃玉振
畢業 民國75年新聞學系

現職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經歷

民國94年馬英九競選黨主席辦公室新聞組長兼發言
人

民國94~96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代主任委員兼黨發言人

民國96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策委員會副執行
長兼主席辦公室主任

民國96~97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
會主任委員兼黨發言人

民國97年~迄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08                                    黃玉振

傑
出
事
蹟

戮力推動客家語言能力認證制度，弘揚客家語言，
維繫客家文化重要命脈

成功推動〈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建立客家事
務法源基礎，並保障客家族群基本權利

成功爭取自99年起於公務人員高普考設立「客家
事務行政」類科，培養嫻熟客家語言與文化之專
業公務員推動客家族群事務，對於相關事務推展
甚具意義

推動〈客語薪傳師〉制度，培育客家語言、客家
文學、客家歌謠及客家戲劇之專業人才，並藉其
推廣與扎根客家文化



09                                    劉傳名
畢業 民國70年勞工關係學系

現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資關係處處長

經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福利處副處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綜合規劃處副處長

勞工教育研習中心執行秘書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專員、秘書、科長、專門委員、
執行秘書、新聞聯絡人

台灣省政府社會社會處科員、股長



09 劉傳名

傑
出
事
蹟

積極推動勞動三法修正案，處長任內完成勞資爭
議處理法及工會法之修正案

推動「勞工訴訟立即扶助專案」

設置「勞工權益基金」

金融海嘯期間，積極成立穩定就業輔導團、擴大
勞工訴訟立即扶助專案、擴大實施勞工訴期間生
活費用補助等…

處理南山人壽、日航等重大勞資爭議，保障勞工
權益



10                                    鄭誠閔
畢業 民國65年舞蹈音樂專修科

現職
璟鋒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北扶輪社助理總監

經歷

璟鋒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北扶輪社助理總監



10 鄭誠閔

傑
出
事
蹟

推動扶輪社社會公益性服務

捐贈八里愛心教養院大型護康巴士

捐贈小型巴士給石碇國小及社會服務

於舞蹈系成立「鄭誠閔」獎學金，獎勵並培育系
上資質優異學生

捐贈台北縣消防局救護車



11                                     陳晴教
畢業 民國69年法律系碩士班

現職
臺灣高等法院行政庭長兼審判發言人

世新大學兼任講師：法律系刑事法律個案研究

經歷

最高法院辦事法官

司法院刑事廳辦事法官兼副廳長

臺灣高等法院、台南高分院法官

臺北地方法院行政庭長、襄閱庭長

板橋地方法院庭長、法官

彰化地方法院法官



11 陳晴教

傑
出
事
蹟

74、82、85年度辦理民事、刑事案件優良，各嘉
獎一次

參與法務部法律會考工作有功，嘉獎一次

調司法院辦事期間，圓滿完成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修法任務，擔任執行秘書，努力盡責並籌劃巡迴
講習事宜，對於主管業務之推進，著有績效，記
功一次

推廣法律教育：國家文官培訓所、司法院司法人
員研習所、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法官班、臺灣警
察學校，刑法、刑事特別法、刑事訴訟法、刑事
證據法等課程講師。
輔仁大學、中原大學法律系授課講師



12                                   劉俊滿
畢業 民國56年德國語文學系

現職 民國98年1月16日自外交部﹙處長回部﹚退休

經歷

62-77年外交部歐洲司科員、駐西雅圖領事館副領事、
駐奧地利代表處秘書、外交部科長

77-85年駐奧地利代表處顧問﹙副代表名義對外﹚、
駐教廷大使館參事

86-89年外交部歐洲司副司長、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
副所長

89-95年駐德國慕尼黑辦事處處長

95-98年外交部處長回部辦事



12 劉俊滿

傑
出
事
蹟

兩度在奧地利服務期間相助館長促進兩國新聞、文化
交流等實質關係，貢獻良多

駐教廷大使館是我國在歐洲地區唯一有邦交之大使館，
服務大使館四年期間，襄助歷任大使大力維護我與教
廷邦誼，致使教廷與我邦交迄今仍續予維持

擔任駐慕尼黑辦事處處長六年期間，廣與轄區政要來
往，尤其邀請兩邦議會議長及副議長等政要、德國聯
邦專利法院院長等分別率團訪問台灣，以加強彼等對
我國之了解，對促進兩國經貿、新聞及文化等實質關
係之拓展，助益良多

任職德國慕尼黑辦事處處長期間，積極設法使我國獲
得參與慕尼黑市舉辦之【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



13                                        周 哲
畢業 民國54年美術系國畫組

現職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講師

經歷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講師

中國文化大學駐校藝術家

專職畫家



13 周 哲

傑
出
事
蹟

94年榮中華民國畫學會國家金爵獎(國畫類)

99-2000佛光山星雲大師舉辦周哲跨年分跨世紀
全國巡迴畫展

省政府二十年來美術教育發展邀請展

日本東京都亞細亞國際美展

2007年國父紀念館逸仙雅韻百美展、八月國立歷
史博物館個展

1965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張其昀特於中山樓召
見



簡報完畢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