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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昭文 保險系 第一金投信 董事長
方正培 保險系 新光金保代 董事長
毛行健 保險系 台灣米其林輪胎(股)公司 董事長
王屏生 英文系 錫山集團 董事長
王紹新 數學系 信邦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王新財 德文系 聞祺企業有限公司 創始人
朱秋龍 化學系 台灣保來得(股)公司 總經理
江世豐 電算系 輝創電子(股)公司 總經理
江培琨 化工系 華通電腦(股)公司 董事長
江朝峰 保險系 豐林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總經理
江誠榮 航太系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公司 董事長
何文杰 化學系 日勝化工(股)公司 董事長
何兆全 化工系 旭然國際(股)公司 總經理
余維斌 物理系 宜特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吳美君 英文系 Timberland 台灣區總經理
吳榮彬 機電系 恒耀集團 董事長
吳慶輝 物理系 東貝光電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吳錦昌 化學系 順發電腦(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呂世典 國貿系 印尼PT. Prima Manunggal Inti Internusa 總裁
呂明森 英語科 紐約泛美建築公司 董事長
宋道平 保險系 臺灣產物保險(股)公司 副董事長
李子松 會計系 馬來西亞SQC策略品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集團主席
李延年 銀行系 東莞永旺五金塑膠鋼模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長明 化學系 聯致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李述忠 電算系 大州數位服務(股)公司 董事長
李清分 電子系 京華超音波(股)公司 董事長
李紹唐 國貿系 緯創軟體(股)公司 董事
李廣浩 電子系 歐格電子工業(股)公司 總經理兼董事長
李麗秋 銀保系 特力(股)公司 董事長
李鐘培 企管系 緯來電視 董事長
卓永財 會計系 上銀集團 總裁
周麗燕 會計系 印尼Narada資本公司 獨立監察人
林文淵 水利系 東森電視事業(股)公司 董事長
林文雄 化學系 皇冠金屬工業(股)公司 創辦人
林健祥 化學系 宗瑋工業(股)公司  董事長
林曉民 銀保系 台灣票券金融(股)公司  董事長
林寶水 電算系 長榮航空(股)公司 董事長
邱方孝 管科所 飛資得資訊(股)公司  創辦人兼董事長
侯登見 英文系 科見美語  創辦人
柯俊斌 管科所 光陽工業(股)公司  執行長
洪嘉聰 會計系 聯華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胡德民 資管系 遠傳電信資訊暨數位轉型科技群 執行副總經理
孫瑞隆 化工系 台灣黏著劑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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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仁正 物理系 嘉強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張俊祥 機電系 捷力精密機械(股)公司 董事長
張純明 化學系 三福化工公司 董事長
張榮貴 資工系 人工智能(股)公司 董事長
曹世綸 大傳系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
莊子華 土木系 隆遠集團 董事長
莊文甫 測量科 新加坡萬德集團 董事主席
莊英俊 管科所 奇多比行動軟體(股)公司 董事長
許永燦 保險系 美世顧問台灣分公司 執行長
郭山輝 合經系 台昇國際(股)公司 董事長
郭中端 建築系 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郭昭良 銀保系 合作金庫票券金融(股)公司 董事長
陳世安 電算系 叡揚資訊(股)公司 總經理
陳正文 合經系 南僑集團 副總裁
陳兆伸 統計系 鼎鑫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陳定川 國貿系 台灣永光化學工業(股)公司 榮譽董事長
陳怡君 日文系 愛爾達電視(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陳昆池 產經系 長沂國際實業(股)公司(COMEBUY) 董事長
陳柏廷 航海系 萬海航運 董事長
陳洋淵 化工系 翰可國際(股)公司 董事長
陳珍隆 法文系 大倉久和飯店 執行董事
陳飛龍 英文系 南僑集團 會長
陳國森 電算系 鈺緯科技開發(股)公司 副董事長
陳敏斷 企管系 東南水泥(股)公司 董事長
陳清樂 化工系 依田(股)公司 董事長
陳進財 會統系 穩懋半導體(股)公司暨聯茂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麥升陽 管科所 新東陽(股)公司 總經理
喬培偉 企管系 嘉惠集團 總裁
馮啟豐 資工系 馮氏貿易公司 總裁
黃存義 資工系 Aeolus Robotics（睿智通機器人） 創辦人
黃秀玲 保險系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媒體集團 創辦人
黃明和 會計系 台中精機廠(股)公司 董事長
黃思國 保險系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 董事長
黃進霖 產經系 羿晨機械(股)公司 總經理
葉垂景 機械系 錸德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廖明山 企管系 弘元石材廠(股)公司 董事長
廖東漢 企管系 福華飯店 總裁
趙台健 日文系 美雅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劉美秀 公行系 麗清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蔡國龍 化材系 岱稜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鄭瑛彬 土木系 榮成紙業(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賴三郎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資深副總
賴佳怡 資管系 台灣恩益禧(股)公司 總經理
儲祥生 管科所 華南證券投顧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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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榮吉 英語科 康那香(股)公司董事長
鍾信勇 化學系 新力美科技公司 董事長
簡川勝 機械系 宜鼎國際(股)公司 董事長
簡宜彬 國貿系 鴻海富士康  副總裁兼CMMSG事業群總經理
藍俊昇 企管系 慧洋海運  董事長
羅法平 航海系 鑫盛傳媒製作公司 董事長
羅建明 保險系 富邦產險 總經理
蘇　亮 管科所 神通資訊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饒世永 商學系 通用會計稅務公司  會計師兼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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