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第五屆傑出系友
60 級林金輝學長
 學歷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2 years old)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 Management & Finance (35 years old)
MIS Master of Michigan Lawrence University ~MIS Degree (50~52 years old)
College Management of NTU under processing (66 years old~)

 經歷
1).薪傳國際演講協會前任會長 (2010~2011)
2).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 C 1 區前總監 (2011~2012)
3).曾經受邀到下列大學與企業或社團演講 ：
a.成功大學，b.崑山科技大學，c.義守大學，d.中正大學，e.台灣大學，f.台北
科技大學，g.台北大學，h.南科產業協會，i.中華企業經理研究院，j.老子孫子
協會，k.台北經理促進協會，l.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m.中華民國
石油同業公會，n.台灣塑膠工業同業公會，建 o.大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q.世同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分別就科技的技
術, 產品研究與發展, 產品規劃與市場拓銷, 人力資源運用與生產管理....等
諸多議題, 做過多次的演講.
4). 2013 年兩次代表經濟部~中國生產力中心在 APEC 會上全程以英語發表
"BCP Plan" & "重大災害下如何確保供應鏈於不墜".
5). 2014. 06.更由行政院指派我在泰國曼谷所召開的亞太經合會 APEC 上, 全
程以英語發表"遭逢天然災害下企業如何永續經營"的專題演講.

 現任
台北成功大學校友會會長 (2013~2015)
道達爾潤滑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法台合資)
歐柏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竑國潤滑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台合資)

 資歷
台北市石油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現任)
中華民國石油同業公會常務監事 (現任)
成功大學校友會理事暨文教基金會董事 (現任)
亞太產業經營研究會理事長 (現任)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現任)
中國橡膠工業協會理事 (現任)

 重要敘述
人人稱為 Mr. Never Give Up !
林金輝樂於與所有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會員及亞太產業經營研究會會友分
享他個人的知識與經驗，經驗經由分享傳承與轉化，方顯其具能量而偉大。
他擁有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位以及密西根州羅倫斯大學資訊管理碩士學
位 (五十二歲)….
因領導絕非全來自於天生，可藉由後天訓練培養，因此他敦促年輕世代，能
加入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亞太產業經營研究會，工商建研會或其他學習
型組織，廣拓視野與知識領域，學習溝通與領導技巧，誠如賈伯斯所言 : “求
知若渴，虛心若愚”。
APABA 亞太會務週報：
[亞太回響] Linker 林金輝 (道達爾潤滑油公司董事長)
亞太會友林金輝學長是亞太學習資深學長，一向熱心分享與助人; 是知名的
Mr. Never Give Up ! 終生學習和永不放棄的精神與毅力 !
林學長參加成功大學 79 週年校友會於 99/11/7~11/9 登上高達 3,952 米之玉山
主峰。興奮之情溢於表，特與亞太學長姐們分享之 :
(1)對於台灣山川之自然美景深受感動，更對上蒼之恩賜心存感恩 !
(2)吾人應敬畏大自然神奇無比的力量，切莫過度濫墾與開發，以免遇颱風或
地震，即發生洪水與土石流或斷橋坍方之巨大災害 !
(3)我們一生中，如能設定目標、確定方向、堅持百忍，則"有志者，事竟成" ~
這就是林金輝 Linker ~"Mr. never Give Up !"的精神來源 ~終生學習和永不放
棄的精神與毅力 !
榮獲中華民國國際演講會（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傑出會員 2012/ 09：
台灣地區總會的林金輝會友於今年 9 月 27 日 獲得傑出會員的榮銜 ! 恭
喜林金輝會友獲得此一殊榮!大家可能知道林金輝會友，大家稱他為“永不放
棄 先生”，他不但是演講會優秀突出的 Toastmasters 也是傑出的企業家，目
前是以下三家公司的董事長。
道達爾潤滑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法台合資)
歐柏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竑國潤滑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台合資)
十年了。並曾担任薪傳分會會長(2010~2011)，C1 區總監((2011~2012)。
當他完成傑出會員時，他告訴我們“我願分享並服務所有的會員，因為完成傑
出會員榮銜並不是我在演講會生涯的終點，而是我服務更多朋友的起點，服
務人們是非常快樂的事！”。自己提到“這正是我服務 Toastmasters 的起點，
因為，在 Toastmasters 還有許多技巧，知識和經驗，值得我繼續學習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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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級張所鋐學長

 學歷
PhD, University Cincinnati, USA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
MS, University Cincinnati, USA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碩士
B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士

 經歷
台大機械系系主任
台大奈米機電研究中心主任
台大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台大機械系副系主任

 現任
台大機械系特聘教授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Director, ITRI Mechanical and Systems Lab.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國機構與機器原理學會監事
中華民國機械工程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微系統暨奈米科技協會監事

 資歷
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 副所長(台灣新竹)
Research Staff Member, T.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IBM Corp., N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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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級嚴瑞雄學長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士

 經歷
東台精機總經理
PMC 第七屆董事長
TMBA 第一屆常務監事
TMBA 第二屆副理事長

 現任
東台精機董事長、東捷科技董事長、蘇州東昱精機董事長
亞太菁英董事長
富臨科技董事長
雷射光谷推動促進會副理事長
TMBA 第三屆 副理事長
PMC 第八屆 董事長
OLCA 聯盟設備組主委

 資歷
台灣油研 3 年/ 東台精機服務滿 31 年

 重要敘述
1.

2.

3.

東台精機集團長期來堅持根留台灣的經營理念，對參與產、官、學、研等多
項科專計畫不遺餘力。為更廣泛紮實培養台灣精密機械產業所需的中堅骨幹
人才。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為國內精密機械產業重要之研發中
心，嚴瑞雄先生於 100 年獲選擔任 PMC 之董事長，除了連結產業需求，更致
力於政府與業界廠商之溝通，配合政府推動產業各項發展政策。針對產業缺
工困境提出見解，重視技術持續深根，積極推動先進技術之研發。讓 PMC 在
精密機械 60 公里的黃金縱谷中持續扮演技術整合與產業提升的重要推手，積
極協助政府達成三兆三星的規劃，對整體工具機產業貢獻卓著。
積極熱忱推動 TMBA 籌組工作，自 96 年起分別擔任第 1 屆常務監事及第 2、
3 屆副理事長，連續擔任理監事已逾 6 年。積極參與各項會務工作之推動，使
TMBA 自 97 年連年榮獲內政部考核評定為甲等團體，101 年及 102 年則榮獲
為優等團體，奠定會員對本會的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