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鑽石級公益大使 

廖學茂 

畢業年度:67年畢（第四屆校友） 

畢業系所:電機科、國立台灣大學EMBA（就讀中） 

公司企業: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營業項目:人壽保險經紀人、產物保險經紀人 

公益大使特寫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EMBA碩士 
國立北京大學EMBA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EMBA（就讀中） 
現任：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保險服務協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中心主任委員 
台中市政大校友會理事長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講師團特聘講師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金融推動委員會委員 
政治大學商學院研究生企業導師 
東南科技大學董事會董事 
東南科技大學休管系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同業公會理事 
美國理財認證協會CFP考試委員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監事 
 
 

經歷： 
英國保誠人壽總經理 
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東南科技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創會會長 
國立北京大學EMBA台灣校友會會長 
宏福人壽保險公司執行副總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總監 
救國團北投區團委會會長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顧問 
朝陽科技大學保金系助理教授 
祟右技術學院財金系講師 
個人獲獎記錄： 
入選臺灣名人百科（2006~2007） 
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保險成就獎（2013） 
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社會貢獻獎（2018） 
華人公益企業人物金傳獎（2018） 
國家品牌玉山獎 企業領導人（2015、2017、
2018全國首獎） 
第五屆世界傑出名人榜（2018） 
第十九屆金峰獎 十大傑出創業楷模（2019） 

 



鑽石級公益大使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市場上保險商品琳瑯滿目，而保險契約相關事項又頗為複雜，消費大眾不
易了解契約內容，甚至自行規劃保險方案。因此許多消費者選擇保險經紀人公
司的專業從業人員，為其客製化提供完整的保險規劃。 
  2007年，廖學茂董事長看見這股產銷分離的趨勢，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優
秀人才，以資本額一億元，成立富士達保險經紀人公司，期許能將各保險公司
產品的優勢及保險業務人員的潛力發揮到極致，成為金融保險顧問最佳的整合
通路平台。 
  富士達成立至今，持續秉持「專業、誠信、負責任」的品牌精神，除了提
供完整的金融保險商品，以滿足客戶理財、保障、節稅及退休生活等各種需求，
更提供最有溫度的服務，成為客戶人生旅程中最溫暖的好朋友。  
  展望未來，在廖學茂董事長運用其豐富實務經驗與專業素養的帶領下，期
許富士達能為台灣金融保險市場注入新的活力，迎向光明的未來！ 
公司獲獎記錄: 
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保險專業獎（2012~2014、2017~2018） 
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通訊處獎（2012、2014、2018） 
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社會貢獻獎（2013~2014、2018） 
國家品牌玉山獎 傑出企業類（2015~2018） 
2019臺灣優良商標獎（2019） 
第十九屆金峰獎 十大傑出企業（2019） 
公司網址: www.fs-brokerage.com 
公司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21號2樓之3 
個人獲獎記錄： 
入選臺灣名人百科（2006~2007） 
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保險成就獎（2013） 
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社會貢獻獎（2018） 
華人公益企業人物金傳獎（2018） 
國家品牌玉山獎 企業領導人 
(2015、2017、2018全國首獎) 
第五屆世界傑出名人榜（2018） 
第十九屆金峰獎 十大傑出創業楷模（2019） 
公司網址: www.fs-brokerage.com 
公司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21號2樓之3 
 

 
 



鑽石級公益大使 

洪村山 
畢業年度:74年畢（第十一屆校友） 

畢業系所:土木系 

公司企業:玖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營業項目: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景觀工程業 

     室內裝潢業 

     一般廣告服務業 

公益大使特寫 

經歷：前台北縣工務局課長 
   前台北縣工務局技正 
   前台北縣工務局技士 
   前台北縣工務局技佐 
   中華民國彰化同鄉會榮譽總會長 

公司介紹: 

自1983年創業以來，玖原機構以專業出發，回歸建築本質，踏實低調、專注本業。 
本著建築即良心、服務即福報的初衷，30多年無悔使命。 
邀集國際一級團隊，成就完美建築 

現任：1、玖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彰化縣政府顧問       
   3、新北市政府顧問 
   4、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  
   5、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董事 
   6、財團法人台北市金環社會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鑽石級公益大使 

徐忠胤 
畢業年度:64年畢(第一屆校友) 

畢業系所:機械系 

公司企業:亞蘭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營業項目:生化科技血糖檢測儀、血壓計、額耳溫槍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亞蘭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西元2007年，是一家
專注於生物感測技術及醫療檢測系統的領導企業，目前已
開發出多款血糖儀及血糖測試紙，且均已申請多項認證如
FDA、CE、ISO13485、SFDA、GMP。此外我們亦提供專業貼
牌代工及各項產品設計等服務給全世界的客戶，嚴格遵守
品質管制程序及相關檢驗過程，致力一步一腳印的忠實經
營原則，以誠信及專業的服務讓我們的客戶安心。產品方
面我們的設計、以超越一般醫療產品獨特時尚外觀之外亦
兼具優良品質，並透過售後服務追蹤系統，讓代理商及終
端消費者在使用上能”安心且放心”。  



鑽石級公益大使 

高文堂 
畢業年度:64年畢(第一屆校友) 

畢業系所:電子系 

     107年東南科大產業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公司企業:三代電子有限公司 總經理 

營業項目: 

         1.電腦相關週邊產品及硬體設備 

     2.電子零件相關產品進出口業務 

公益大使特寫 

經歷： 

台灣三信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工程師販賣NEC半導體 
日本VOLT電子台灣分公司經理。販賣SONY半導體，STANLEY LED等。 
2015-16台北西南扶輪社社長 
 
公司介紹: 

公司成立於1983年。剛開始代理日本，韓國，香港一些電子零件產品在台灣販賣。後
來因為日本PC市場急速成長，也因此把台灣的電腦週邊產品賣到了日本市場，以誠信、
服務、創新為經營理念。目前營業的項目是主被動元件，半導體，LED,VARIABLE 
RESISTOR，LCD，SWITCHING POWER SUPPLY，SWITCH，SOCKET，REVERB MODULE，
SECURITY CONTROLLER，READER，ACCESSORlES，PCB⋯⋯ETC。 



鑽石級公益大使 

鄭道檣 
畢業年度:67年畢（第四屆校友） 

畢業系所:機械工程系 

公司企業:台騑聯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全翔國際貨運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營業項目:海、空運承攬業務及報關業務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本公司成立於1983年7月於台北，營運迄今已逾36年，為一專業之全球海、空運承攬公司。 
我們的服務有： 
一、1. 空運 
  2. 海運 
  3. 海、空聯運：KEE -(BY SEA)-DXB、DXB-(BY AIR) EUROPE。 
  4. 海空運之戶對戶。 
  5. 報關進出口及貿易咨詢。 
    6. 倉儲配送。 

二、本公司於台中、高雄、桃園機場及大陸地區(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廣州、深圳、
廈門、福州、寧波、溫州、蘇州、青島、大連、太原、成都)及緬甸等共20個分公司，為進
出口商服務。 

三、本公司於全球有超過5,000家代理商遍佈全球，200個國家和700個城市，提供貴公司當
地客人最佳的服務。 



金質級公益大使 

李錦堃 
畢業年度:65年畢(第二屆校友) 

畢業系所:機械工程系 

公司企業:隆有行 

營業項目:帷幕牆、鋁板牆、鋁格柵、氣密隔音窗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主要營業及工程管理項目:帷幕牆、鋁板牆、 
鋁格柵、氣密隔音窗 

產業經營計畫: 
現代超高層建材，帷幕牆、鋁板牆、鋁格柵、氣密隔音窗等，整合外牆設計規範。提升產業
技術，符合環境條件，成為最有利的防災與節能科技系統。有效作成防颱、防盜、隔熱、隔
音等功能，保護您的安全，讓您安心，提供冬暖夏涼的舒適生活，更能為您節省能源開支。 



金質級公益大使 

林仲曦 
畢業年度:66年畢（第三屆校友） 

畢業系所:電機科 

公司企業:東宇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營業項目:日立HITACHI產業機器代理商、 

東宇氮氣機製造、日本理研氮氣產生機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東宇電機創立於1986年,除代理日立產業機器外,自創「東宇氮氣機」品牌在日本OEM製造,
以高品質丶高效能丶節能減碳等專利設計，行銷全世界在業界具有領導品牌地位。 

代表客戶： 
鴻海科技長春化工、精成科技、環旭電子、微星科技、日立電子、 
中華紙漿華、碩電子、技嘉科技、研華電子、先創電子、創見資訊 
中研院、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佳格食品 

代理產品： 
ADVANCE理研：氮氣機、氧氣機、臭氧機。 
日立馬達系列：感應馬達，齒輪馬達、變速馬達、防爆馬達、煞車馬達，伺服馬達。 
日立風力機器：高壓鼓風機，真空泵浦。 
日立水力機器：揚水泵浦、污水泵浦、消防泵浦、深井泵浦、自動加壓給水泵浦。 
日立電線：日立洩波同軸電纜、日立耐熱電線、日立耐燃電線。 
日立氮氣產生機 
KURASEP：氮氣機(N2 PSA)、氮氣脫氧給水裝置、 
       各式活性碳。 
ANEST岩田：增壓機、真空泵浦。 
日本JTE公司：液氮產生機、實驗室高低溫儀器週邊。 

主要行業 
LC/MS、SMT、PCB業、電子業、熱處理、雷射切割加工、工業電腦、生物科技、紡織、印
刷、建築、製藥、食品加工、廢氣處理、廢水處理、環保業等。 



金質級公益大使 

王建曄(原名先進) 
畢業年度:66年畢（第三屆校友） 

畢業系所:機械工程科 

公司企業:朝國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總經理 

營業項目: 

1. 局部排氣系統設計規劃  2. 酸鹼洗滌設備設計製造 

3. 活性碳吸附設備設計製造 4. 二段式臭氣處裏設備設計製造 

5. 化學管路工程      6. PP/PVC 結構設備設計製造 

公益大使特寫 

  本人王建曄原名(王先進)，台北市立介壽國中畢業，民國61年進入東南工專就讀，
民國66年畢業進入空軍服役，因唸的專業科系關係，直接佔缺機械士進入空軍後勤單位
服務，負責維修當時所有螺旋槳飛機引擎化油器之自動混合比膜組組件，民國68年退伍 
進入一家耐酸鹼器材公司上班，因接觸空污改善工程及耐酸鹼材料的應用，這個行業主
要以流體計算與機械加工差不了多少，只是一個是用鐵料，用電焊，一個是用塑料，用
熱焊之差別很容易切入，由於從事這方面廠家不多，個人決定深入研究也立志要創業， 
當時搜集了很多相關書籍資料一邊製作一邊測試掌握經驗數據建立規範，民國71年和同
學設立公司營運，70年代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環保署開始對各行各業訂定環保規範，因
所有空污，水污都用到這方面的材料及設備，當時是事追人一片榮景，民國83年底離開
母公司自行創業設立現在的公司營運，由於我們在這行業建立許多加工模式及數據，不
但同業爭相學習，有些數據更是環保署及高科技電子業的參考規範，雖然行業不比其它
行業之規模，但多年來我們(東南的學生)在這行業裏是有佔一席之地的。 

公司介紹: 
成立於民國83年底，主要從事於廠區製程的排氣，廢氣處理設備, 耐酸鹼材料，化學管
路系統之設計規劃製造安裝，資本額1000萬元，廠房近300坪，工廠地址: 桃園市龜山區
樹人路267-1號，主要客戶群；半導體製造業，印刷電路板業，太陽能產業，光電業，鋼
鐵業，化工業，無塵室規劃業等。 



金質級公益大使 

張友讓 
畢業年度:66年畢（第三屆校友） 

畢業系所:土木工程系 

公司企業:泉鋼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營業項目:建築金屬 廠房結構  

     綠能節能 設計施工  

     工程諮詢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泉鋼公司成立於民國73年，以代理澳洲來實彩色鋼板首開市場先驅，76年間配合國家整體經
濟發展，公司擴大服務範圍到廠房基礎、鋼構、鋼板一系列的廠建工程。當經濟從製造轉向
流通服務業時，泉鋼公司即以累積多年的廠房經驗，開始服務國內各大物流中心、冷凍、冷
藏庫房，從規劃、設計、施工到內部自動化的流程規劃等。隨全世界經濟發展驅勢，泉鋼公
司以前瞻眼光，擬定多角化經營策略，由單一的事業型態蛻變為營造、生產製造及特殊產品
進出口貿易的各項專門技術移轉的領導者，工程實績已遍及全球。30多年來，泉鋼以專業的
服務團隊及精確的技術為數百位國內外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同時也讓泉鋼累積了實務的經
驗及精進的技術。每一項工程，每一張圖，每一片鋼板都訴說著不同的故事及泉鋼對客戶不
變的承諾。 



金質級公益大使 

陳明遠 
畢業年度:72年畢（第九屆校友） 

畢業系所:土木系、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建築博士 

公司企業:大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嘉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營業項目:1.建築開發、都市更新、合建及購地 

     2.營造工程承攬、空間規劃設計及施工 

     3.營建管理、項目投資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大賞建設機構』成立於民國 86 年，正值金融風暴經濟不景氣的年代， 在公司同仁戰戰
兢兢共同努力之下，安然度過危機並且茁壯成長。 
 
公司經營理念 
信實 秉持誠信經營理念，落實執行決心，打造金字招牌。 
美善 研發創造兼具美感藝術及實用價值功能，結合古今中外精華，發揚 光大。 
安全 堅定安全施工信念，著重工程品質，營造百年基業。 公司未來目標 
 
本公司將秉持「信實、美善、安全」之信念，注重建築品質，並朝向「人本」精神，結合
古今中外藝術美學，研發新建築潮流，營造出質量並重完美建築，讓住的安心、住的有體
面、住的有格調，拋開都市叢林的束縛，讓建築成為另一種新話題、新思維。 



金質級公益大使 

黃勇義 
畢業年度:73年畢（第十屆校友） 

畢業系所:土木工程系、國立成功大學企管碩士 

公司企業:天義國際有限公司 總經理   

營業項目:不動產物業管理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96年成立專營: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 
不動產買賣 
不動產租賃 
室內裝潢 
天義國際有限公司於民國96年成立，剛成立以不動產投資買賣為主，以減輕買方自備款訴求
免去裝潢費用，分戶後每戶加以裝潢設計，符合大眾買方之需求，讓買方都買得起、住得起
房屋，省去裝潢的費用，減少消費者勞心費力尋找設計師、水電師傅、工匠…的時間，不僅
縮短了施工期，更利用建材創造更大的空間優勢，從修繕、裝潢到傢俱組裝，完整的居家設
計服務，可現買現住，100年後著重不動產的物流出租管理、都更、合建、及目前政府積極
推動的容積獎勵、危險老舊建築重建的整合申請，預料將會有一波的熱潮。 



金質級公益大使 

柯孫超 
畢業年度:73年畢（第十屆校友） 

畢業系所:土木工程系、國立成功大學EMBA畢業 

公司企業:東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營業項目:土地開發、建設、營造 

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 榮譽理事長 

成功大學EMBA校友會 監事 

三重慈惠宮 常務監事 

台灣養生保健健康管理產業工會 理事長 

國際獅子會300A1區-台北東南科大獅子會 創會會長 

公益大使特寫 

公司介紹: 

96年成立專營: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 
不動產買賣 
不動產租賃 
室內裝潢 
天義國際有限公司於民國96年成立，剛成立以不動產投資買賣為主，以減輕買方自備款訴求
免去裝潢費用，分戶後每戶加以裝潢設計，符合大眾買方之需求，讓買方都買得起、住得起
房屋，省去裝潢的費用，減少消費者勞心費力尋找設計師、水電師傅、工匠…的時間，不僅
縮短了施工期，更利用建材創造更大的空間優勢，從修繕、裝潢到傢俱組裝，完整的居家設
計服務，可現買現住，100年後著重不動產的物流出租管理、都更、合建、及目前政府積極
推動的容積獎勵、危險老舊建築重建的整合申請，預料將會有一波的熱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