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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 IEEE 台北分會理監事、分會主席、及會員： 

頃獲 IEEE 主席 John Vig 先生通知，台北分會經 IEEE MGA
1選為 2008 

Outstanding Large Section Award (2008 年傑出分會表現獎)得主。自 2001 年 IEEE 設

立此獎項以來，繼 Philadelphia (R2)、Bombay (R10)、Long Island (R1)、Ottawa (R7)、

Pittsburgh (R2)、Melbourne (R3)、Peru (R9)等分會，在全球 IEEE 會員超過 500 人的

分會中，台北分會是第八個獲得 IEEE 總會此一肯定的分會，是亞太區(R10)的第二

個，也是台北分會創會以來的第一次。 

依照IEEE規定，每一個分會每年均須撰寫一份年度報告交到各區，各區則依報

告內容主動遴選。台北分會在今年4/16即已接到R10獎勵委員會 (Awards & 

Recognition Committee)主席Takatoshi Minami先生通知，獲選為2008 R10 Outstanding 

Large Section Award得主，並提名為IEEE總會此一年度的候選分會。接著台北分會

要填寫推薦表格，洋洋灑灑計21大項。現任台北分會林理事長指定分會祕書寫完

後，寄給本人修改，之後由交大校長也是曾任本分會理事長的吳重雨先生擔任提名

人，於5/10截止期限前寄到R10參與評審。總會的MGA理事於6/27開會，通過由台

北分會獲得此一獎項。分會將獲得一奬牌，其上註明頒奬理由；“For successful efforts 

in fulfilling the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goals of IEE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ublic by 

maintaining, enhancing, and supporting the Student Branches, Technical Chapters, and 

Affinity Groups of the IEEE Taipei Section in Region 10.” 

隨後七月中旬，IEEE也在其網頁2上正式公佈此一訊息，並對台北分會長達五

千餘字所描述的各項推動事務中，特別選用101字作如下介紹：IEEE Taipei Section 

(R10) members contribute to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in varied key positions.  For years, 

they have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s.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program by major universities to demand their students to provide the 

community professional service for 18 hours per year.  Taipei Section members in 

university have conducted such programs and devised various service 

activities.  Moreover, most leaders in electronics industry are members.  They have set 

up various kinds of foundations for contributing to community.  As a result,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ofessionals are highly respected and a positive impact to Taiwan 

general society. 可見MGA其實最看重的就是分會會員是否有對社會奉獻，是否產生

巨大而且受尊重的正面影響。 

                                                 
1
 MGA 全名為 Member and Geographic Activities Board，與 TAB(Technical Activities Board)同為 IEEE

的最重要的兩個組織，分別依會員的地理位置與專業領域推動 IEEE 各項業務。依地區分，MGA 下

有 10 個 Region，全球各有 329 個分會。亞太區歸類於 R10。對 R10 而言，總會員人數約七萬人，

共有約六十個分會，台北分會是其中之一，人數約 3200 人。 
2
 http://www.ieee.org/web/volunteers/mga/home/Awards/award-recipients-Outsdg-Se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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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GA引述的兩項事蹟中，說來汗顏，台北分會其實著力有限。前者所述是”

服務”課程，其實最早應是部份私立大學的創舉，後來台大則是由也是本會會員的

現任校長李嗣涔先生，在教務長任內不畏各方阻力首先推動，之後各國立大學紛紛

效法。而後者，則應歸功於許多產官學研先進，這其中當然非常多是台北分會會員，

多年推動電子資訊產業有成，受到不只是台灣社會也是全球的共同肯定。從此段引

述文字可以充分感受到，MGA一再要提醒會員，參加IEEE的終極目的是要對人類

造福，要對社會回饋。就像IEEE所掲櫫的：Inspire, Enable, Empower, and Engage 

members to adva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benefits of 

humanity，其中的 Engage 就要特別強調造福社群的意思。 

在全球百餘個國家共329個分會中，台北分會能脫穎而出獲得此一獎項實屬難

得，本人忝為2007-08年的分會理事長，更覺得十分光榮。除了要與所有會員分享此

一喜訊以外，也要特別謝謝奠立良好發展基礎的過去歷任理事長、全力付出協助本

人推動會務的分會祕書長、財務長、各委員會主席、及所有承辦同人，一直激勵分

會向上邁進的分會理監事，全力共同打拚的29個支會(Chapters)及6個學生支會主

席，還有在各自崗位上兢兢業業獲得良好成果的所有會員。沒有大家的共同配合與

協助，台北分會不可能獲奬，這一個獎是屬於所有台北分會會員的，也要歸功於在

台灣這一塊土地上，努力深耕推動電子電機領域發展的所有人。 

走入第三十五個年頭的台北分會今天獲得此一獎項，代表的不只是一個榮譽，

更是一直責任，台北分會應該要成為全球IEEE各分會的表率，台灣應該要能展現領

導全球電子電機發展的氣魄與行動。分會的會員人數應該要更成長，對於新一代年

輕人的成長應該更給予協助，對於科技的追求應該更用心、表現應該更卓越，應該

更能以我們所長效力於社群發展與人類福祉，這才符合IEEE的精神。只是各位親愛

的會員伙伴們，我們準備好了嗎？又實踐了多少？全球IEEE都在拭目以待呢！ 

再次要恭喜台北分會，謝謝所有的會員。期望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台北分

會更茁壯，台灣的電機電子人更成長，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受到全球更大的尊敬。 

                                 

IEEE台北分會2007-08理事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吳瑞北  敬上   7/22/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