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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心的

也顯示了我們的系友在各方面的表現都不落人後。
五、年度工作報告:

|l

主動深入了解系友。

付製作五、六期會訊。

口專訪學長
日製作大會邀請卡，及籌備系友大會。
四系友動態之追蹤及資料管理。
六、系友會獎學金得獎人名單

張佩琳(大三)

第十八屆:茹志康(大二)

此外，這次大會也決定了一項重要提案，就是將常
務理事的名稱改為理事長，任期也延長為兩年。而今年

場座談會，除了介紹目前的環工市場走向，也提供了許
多在求學與就業上的寶貴經驗，整個活動就在這輕鬆的
氣氛下劃上了句號。這一次的系友 大 會又再一次的凝 聚
系友的心，不但達到了它原本的目的， 也使得所 有已經
畢業的系友及在校的全體師生，共同為這個大家庭而努
力。(本資料由環工系系友會提供)悴

至今，己有十 多年

土木系系友會簡介
國立 中興 大學土木系系友會成立
歷史，擁有會員一千多位，永久會
員 近二百位。隨 著畢
業系友 日益 增多，加上歷屆系友不斷地給予精神上的 鼓
茁

、

穿上戒裝捍衛疆土外，其餘絕大部

勵和實質 上的 支持，如今土木系系 友會 已逐漸成 長

付農工政策的失衡是環保問題的主因﹒'
O 強化外銷質易是環保問題的另 一主因;
的工作，其中包括擔任政府工程主管 、國營事業 工程 師，
有的創業成立顧問 公 司或營造廠，也有的投身於教 育 工

會氣氛帶至最高潮，其演說內容是以探討國內環保問題
為架構，進而去分析目前台灣社會的 一些弊病及隱憂。

日缺乏妥善的防污計劃是環保的核心問題﹒'
回「駝鳥心態」亦
r 是環保問題日益惡化的一大主因;

作發揚土木科技、 嘉惠 土木學子，近來 六年國建的 實 施，

牛斗。

由環保人才不足也是一重要因素;
更吸引了許多甫畢

業或 退伍的土木新血輪加入其中，

發

分 均從事與所 學 相關

一千多位畢業 系友 中，除了 最近畢 業的二屆 系友正

的環保應是全民參與的作業。

揮個人長才，為國家佫盡心力。

-

而在當天下午亦有多位學長姊與在校學弟妹舉行一

縱觀其內容大意，可分為以下六點:

也適逢本系第一屆系主任陳國成教授退休之際，特別在
大會接近尾聲之時，安排陳教授發表 一場演說，也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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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是一兼具聯誼和服務性質的組織，殷切期盼

系友會能加強系友之凝索及向心力，以達到系友間情誼
交流及事業 上相助之目的。 茲就 土 木系系友會之組織、

會址設備、會務概況三方面二介紹

一\組織:
時期 以理事

土木系系友會的章程中，對於組織有如下的規 定:
付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大會休會

長代行職權。

口由各屆推派一位擔任理事，男推選五位為監事，組
成監事會。理事、監事任期皆兩年，連選得連任。
日於北、中、南三區成立分會，各設分會長一名定期

土木系系友會設址於台中市國光路二五 O 號。
專屬辦公 室位於 中興大學 土木環工大樓三三八室，
其中設有專線電話、答錄機、傳真機、及電腦設備

一套。為增進工作效率，系友資料均建檔以電腦處
理。

三\會務概況

系友會目前會務的運作，已從過去加強系友問
聯繫的工作逐漸朝向服務系友，嘉 惠 學弟妹的目標
系友簡訊乃希望能藉著文字傳遞目前土

邁進。下列為主要會務簡介:
付系友簡訊

木系及系友會現況給各界的系友，並將財務狀況及

除了於歲末 之 際寄送賀年卡

各項 捐款明 細公告週知，以徵公信。

口寄送賀年卡及生日卡

為 加強 系友間的聯絡，使系 友 擁

。

。

四舉辦理監事大會
系友會每年 定 期 召 開二次理監 事
大會，分別於台北、台中、高雄三個地區輪流舉辦，

到八十四年 一月已修訂 二版，並寄發給每位理監事

系友會於八十 三 年 三月編制第 一本系友會通訊錄，

一獲 知系 友的最新消息立即紀錄存檔或更新 資 料

有 正確的通訊 資料，系友會均以 電腦紀錄系友動向。

日編訂系友通訊錄

表達對系友的關心和祝福。

心設計生日小 卡 ，在每月月初 寄 送給當月壽星，以

給每一位系友， 傳 遞溫馨問候情外，系友會特地精

..

召開會議，分會長亦為當然常務理事。
個土木系現任主任為當然常務理事，與其他理事真同
樣權利與義務。土木系所歷任主任為榮譽理事，與
其他理事其同樣之權利。

也設常務理事會，由理事中互推六名擔任。另由理事
長委任常務理事之一為總幹事，任期二年。另加學
生常務理事一名，由系友聯絡小組負責人擔任之，
任期一年。

的設理事長一名，由常務理事中選出，任期二年，連

..

..

選得連任一次，負責主持會務。
的設常務監事一名，由監事中選出，任期二年，連選

..

會務 的推動，擬定 未 來發展的目標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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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在於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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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因舉辦系友大會

系友大會可說是系友會最忙，亦是

最溫馨的時刻，許多學長、學弟(學姊、學妹)
多

舊 ，場面著實令

此項獎學金冒在鼓勵成績優異

年不見，透過系友大會再次聚首話
人感動。

頒發系友會獎學金
州"斜"開叫

畜產系系友會概況
國立中興大學畜產系系友會正式成立於民國祖年6
月 5日，畜牧系新系館落成啟用當日，原名為國立中興

大學 畜 牧獸醫系友會。 早 在民國的年初，在第一屆畢業

系友陳敦鈴先生與其他畢業系友之熱心奔走下，推舉各

屆系友代表，首先成立畜牧獸醫系友會籌備會，公推陳

月在台中召開理監事會議中宣讀通過，

9

之名稱 均為畜牧獸 醫

月印行通訊錄以聯絡畢業 系友。 當時鑒於 畜牧

辦法於凹年

2

1 年初適

逢畜牧 系新系館開始 籌 建，因此正式

6

月 5日，畜牧系新系館

方 秋 霖 先生與陳 長福

事 ，白火城 先生為

塑，並獲全體理監 事之 一致贊成，而在 系 友會成立當時

乃提 議 在母系新系館東北角設置紀 念性『 畜牧新 象』雕

監事 為感 念母系之栽 培與 凝聚畢業系 友對母 系之向心力，

副總幹事，並組成 第一屆 系友會理監 事會 。當時部 分理

先生為副理事長，吳昆民先生為總幹

事長，陳敦鈴先生為名譽理事長，

順利
落成啟用時，一百餘位畢業系友返系參加系友會' ，
通過 系友 會章程，並 選舉 林弘基先生 為第 一屆系友 會理

友會正式成立開啟先河。祖年

成立系友會之呼聲迅速在畢業系友間傳開，也為日後系

頻繁，而

自系友會籌備會成立以來，畢業系友間之聯繫日漸

畜牧獸醫系友會』。

系，而其他各屆則為畜牧系，故取名為『國立中興大學

系第 一 、二、十三、十四與十五屆

1年

敦鈴先生為籌備會會長;同時擬妥系友會章程草案，並

系友會於每期系友簡訊中均刊登

二次系友會獎學金。

的求職、求才服務

的贊助土木系學會活動費用。
從當初摹路藍縷地成立系友會到今日之規模，這其
中的涓涓滴滴，在在都是每位理監事及每位系友心血的
結晶。在此謹感謝默默出錢出力的系友群對系友會厚愛，
今後若有任何指教，歡迎隨時與系友會聯繫'來函請寄

台中市國光路二五 0 號國立中興大學土木系系友會，或
"j

""

請電洽 :(O 四)二八五八四一九。(本資料由土木系
系友會提供)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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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於八十三年十月第 一次頒發，八十四年四月頒發第

家境清寒且熱心系務之學弟妹，系友會獎學金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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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求才廣告，以提供系友求職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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