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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琇惠
EMBA93 年畢業

現　　職⸻
1.瑞士銀行台中分行 執行副總裁 /業務主管暨台中分行負責人
2.國立中興大學校友總會第十屆常務理事
3.國立中興大學投資管理小組第三屆委員會委員 
4.國立中興大學第十一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5.台中二中文教基金會董事
6.台中市中興財金學會常務理事暨副理事長
7.國立台中科技大學第七屆校友會理事
8.台中市教育會第三十屆顧問 
9.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中台灣社團聯合會執行長

10.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社團負責人研討會二期副會長

重要經歷⸻
1.花旗銀行台北分行中小企業處協理
2.美國商業銀行台北分行專員
3.國立中興大學校友總會第九屆常務理事
4.國立中興大學校友總會第八屆常務理事
5.國立中興大學校友總會第七屆理事
6.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學生家長會顧問
7.台中市新民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家長會顧問
8.台灣高階企業管理碩士交流協會第二屆理監事會常務理事暨 副理事長
9.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友會全國總會第六屆榮譽顧問

10.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家長會會長
11.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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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1. 捐助國立中興大學校內助學功德金
與興建惠蓀林場校友會館

2. 捐助國立台中第二高級中學家長會

3. 捐助國立中興大學民歌演唱會及校
慶演唱會

4. 參與國立中興大學推廣百年校慶茶
倉展活動，並認購茶倉

5. 捐助國立中興大學百年慶校史館
建設

6. 長期捐助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
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財
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
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
會、台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7. 長期捐助台中市私立惠明盲童育幼
院校

民國 110年興大校友總會「挺醫護 守台灣」活動

8. 捐助瑪利亞基金會及其極重多障擴
園建校計畫

9. 110年襄助國立中興大學校友總會
「挺醫護、守台灣」防疫物資捐贈
中部專責醫院 :大里仁愛醫院、彰
化基督教醫院、秀傳醫院、林新醫
院、中山附醫、部立台中醫院、國
立台中總醫院、部立南投醫院、台
中榮總等 9家專責醫院

10. 110年捐助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
裡李綜合醫院防疫物資

11. 參與輔導瑞銀失親兒展翅計畫及
贊助

民國 93年 EMBA 畢業時
全家福

民國 110年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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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校友總會第十屆理事長蔡其昌
副院長及所有理監事們的提名，同時也感
謝甄選委員會及母校薛富盛校長的肯定，
讓自己能榮獲母校第 25屆傑出校友的殊
榮！這份肯定與榮耀不僅代表母校對自己
多年來工作表現的認可與鼓勵，同時也提
醒自己未來的表現不僅要更謹言慎行，而
且還要與時俱進、持續學習成長，對自己
有更多的期許與勉勵！

　自小因為父親的警察公務人員身份配合
輪調異動，全家五口便跟隨父親於全省縣
市搬遷達 13次之多，包括偏遠鄉村與繁
華都市地區的國小就讀，國小六個年級便
轉學換了五個學校，直到國小五年級於台
中市南區才定居穩定就讀，這過程面對不
同環境的人事物經常性的變化，讓自己強
化了相對應的生活調適力與獨立性。

　當時父親薪水微薄、家境小康，而且父
親常因公務輪值在外，母親除了專心家管
照顧我跟弟弟、妹妹，讓父親無後顧之憂
外，為了提高家裡所得，還配合民國 61

年，臺灣省主席謝東閔任內最具代表性的
口號「客廳即工廠」，從工廠批發多項半
成品零工，論件計酬，因此我跟弟弟、妹
妹必須在校就要完成課業與作業，回家需
主動負擔家務外，還要陪同母親完成各式
零工，幫著全家賺取微薄手工錢以貼補家
用開銷。

　父母親非常重視我們的品德與教育，雖
然家境不好，仍然要求我跟弟弟、妹妹惜
福感恩，學業為重，並且為了讓我們可
以有好的學習師資及環境，還在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學習過程中，效法孟母三遷的精
神，特地遷戶籍至當時台中知名的居仁國
中學區，讓我們能進入就讀學習。父母親
的用心，讓我認真學習持續展現優秀成
績。高中、五專聯考放榜後，父母親跟任
職高中校長的大伯請益後，還是以考慮家
境及母親身體不適情況下，可能無法讓我
繼續升學，而建議進入當時技職學制中知
名的國立台中商專五專企業管理科就讀，
希望我能學習一技之長，儘早就業協助家
中經濟，也因為五專的英文打字檢定考試
級數通過，開啟了我之後插班大學畢業後
就業的第一個打字員的工作角色。專科畢
業後，因家境轉好且母親的身體健康穩
定，父母親支持我再參加大學插班考試，
進入私立逢甲大學統計系就讀，而在逢甲
大學的這一段學習過程也成就了後來我跟
夫婿的美好姻緣！

　大學畢業後以英文打字員的角色，錄取
美國商業銀行台北分行進出口部門工作，
自己認真負責、主動學習的工作態度獲得
主管的肯定，很快的兩年後便被升遷為部
門主管。之後更被金融同業朋友推薦應徵
花旗銀行企業金融處主管，至台中分行協
助設立中小企業出口押匯部門以發展中部
地區業務，客戶的肯定與信任更是讓自己
獲得多年的全省傑出優異成績，不僅業務
增進快速發展更獲得被客戶與銀行肯定的
最佳服務獎！

　民國 91年，為了充電學習，感謝在夫
婿的全力支持下報考錄取國立中興大學社
會管理學院第一屆 EMBA財務金融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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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6/11/25愛的原聲星空感恩音樂會 (一 )

讀，第一屆 EMBA只招生企業管理及財
務金融兩組，共 46位業界精英。同學們
工作多年後重返校園更是珍惜，有緣同
窗，不僅感情真摯而且無私分享學習與互
動交流，感謝當時社管院院長陳厚銘教授
(現任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專任教授 )、
執行長王精文教授 (現任中興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教授 )、所有社管院教授們包含現
任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林丙
輝教授、陳美源教授、楊聲勇教授、紀志
毅教授、陳育成教授、陳家彬教授、徐俊
明教授、葉仕國教授、佘日新教授、李宗
儒教授及其他優秀教授們的指導，還有最
重要的，我的指導教授董澍琦老師的教
導，讓我於民國 91~92年學習期間至今仍
獲益良多。

　就讀 EMBA更是讓自己的生涯規劃於
考慮兼顧家庭、學業與事業發展下重大改
變，而自花旗銀行台北分行企業金融業務
單位滿 10年退休。於民國 92年轉換跑
道至全球知名的瑞士銀行私人理財業務發
展。自己本著「誠信以立人、專業以服
人、分享以聚人」的精神與態度持續獲得
主管及客戶的信任滿意與支持進而創造多
年來在瑞銀的優異表現！除此之外，更因

瑞銀最高主管 CEO／董事總經理陳允懋
(Dennis)先生，及所有主管們的支持與帶
領，讓自己不僅持續帶領同事們業務成長
外，還能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多年
來投入志工行列協助捐助支持多個慈善團
體。其中值得一提是長期跟惠明盲校的善
緣，始於民國 103年瑞士銀行台北分行安
排在國泰金控 1F 的演出，站在大廳滿滿
人群後方的我，聽著惠明孩子們美妙的歌
聲，心中充滿感動。民國 104年惠明的
畢業典禮，惠明孩子們的畢業感言與音樂
演出，更是讓人驚豔！惠明孩子們不僅不
受身體殘障的困擾，更感恩惠明師長們的
愛心付出、感謝社會善心人士的持續出錢
出力的支持讓他們有機會學習、有舞台表
現自己的另一項能力與才華！當下更是讓
我跟惠明賴弘毅校長承諾，未來也讓瑞士
銀行台中分行可以盡一點微薄之力。當年
12月的「聽見幸福」慈善音樂會，我們
結合了亞緻飯店 (Hotel One)及瑞士銀行
台中分行座落的整棟大樓公司行號員工的
熱情，溫暖了冷冬！

　「聽見幸福 2017 看見微光 攜手向前」
瑞銀台中分行除了再次結合亞緻飯店外，
又因為民國 105年，感謝國立台中二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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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師長們對兒子及學生們的熱誠教導，以
及當時二中校長何富財 (現任文華高中校
長 )及林石清會長的輔導帶領，讓自己承
擔國立台中二中家長會長之責任與情緣，
藉由何富財校長的協助，更是擴大範圍増
加了慈善夥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台中
二中音樂班的共襄善舉，成就了集結音
樂、畫展、按摩體驗的感恩慈善音樂會，
除了讓大家看見惠明孩子們的多才多藝
外，也紀念終其一生，全心奉獻並影響大
家成為手心向下協助弱勢的惠明盲校賴弘
毅執行長！

　除了惠明盲校，很高興另一個善緣，自
己能在瑞銀 CEO Dennis大力支持下帶領
瑞銀全省同事們協助「瑪利亞基金會」極
重多障擴園建校計畫，其中讓我們看到傳
愛大使、密碼女孩―莊馥華如天使般分享
我們「不問自己失去什麼，但問自己還能
給什麼」，不畏身體多重殘障、追逐夢想
並且實現！同時藉由ㄧ連串協助安排「親
愛啟程 暖暖有你」、「送愛到峰谷」及「超
級小學生 全國大會師」的活動傳達愛的
教育理念從小做起。之後更於民國 106年
11月 25日很高興能主辦「愛的原聲星空
感恩音樂會」，於母校行政大樓旁草地結

合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及瑪利亞啟智學園
極重多障園生共同溫馨演出，這場音樂會
集合大家的力量讓自己深刻體會我們都是
有福之人「付出是最大的福氣」!

很榮幸於民國 97年有機會加入校友總會
理監事會，在當時的理事長順天建設柯興
樹董事長帶領下，跟所有優秀師長及學長
校友們學習，看到所有優秀學長們畢業
後，事業有成回饋母校及社會的善循環，
更是鼓勵自己要感恩與付出！感謝一路走
來深愛我的夫婿與懂事乖巧的兒子、女
兒，不僅全力支持我並且陪伴參與、共同
付出！

　雖然這兩年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影響全
世界及台灣，仍感謝薛富盛校長及蔡其昌
理事長於校務、公務及會務百忙之餘，帶
領校友們參與「挺醫護 守台灣」的捐助
行動，自己跟大家能一起為國家及社會付
出一點小小心力！

　最後以日前於後 EMBA課程中聽到講
師分享「上善若水、盈科而後進」這句話，
勉勵自己與大家珍惜美好每一天，投資自
己與時俱進、終身感恩學習並獻上誠摯的
祝福！ 

民國 106/11/25愛的原聲星空感恩音樂會 (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