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友會籌備會函 
聯絡地址：23451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１段 201號 

聯絡人：王琬筠 

聯絡電話：02-29262121轉 229 

傳  真：02-29213061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17日 

發文字號：復興校友字第 1030007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籌備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會議紀錄乙份，並申請展延籌備

期間，請  鑒核。 

說明： 

一、依據  鈞局 103年 6月 20日北社團字第 1031133935號函辦理。 

二、依旨揭會議紀錄提案討論二決議，會員成立大會召開日期已超過

鈞局核定之六個月期限，依討論結果申請展延籌備期間。 

正本：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副本：本籌備會 

主任委員  簡志達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友會籌備會 
第二次籌備會議簽到表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16時 

二、地點：復興商工崇華樓一樓諮商室 

三、出席人員： 

職稱 姓名 簽       到 序號 姓名 簽      到 

主任委員 簡志達  籌備委員 陳效宗  

籌備委員 江健昌  籌備委員 連明仁  

籌備委員 張荔偉  籌備委員 劉祥祥  

籌備委員 黃啟順     

執行秘書 王琬筠  會計 林靜芬  

復興商工 

實習輔導 

主任 
林行健  

復興商工 

就業輔導 

組長 
李文媛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友會籌備會 

第二次籌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地點：復興商工崇華樓一樓諮商室 

主席：籌備會主任委員簡志達           紀錄：王琬筠 

出、缺席人員： 

應到 7人，實到 6人，如簽到表，請假 1人。達法定開會人數。 

主管機關代表：(無) 

列席人員：復興商工實習輔導主任林行健主任、 

           就業輔導組長李文媛、 

           校友蕭青陽 

 

會議紀錄：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前次會議結果執行報告)： 

(一)提案討論一：章程依前次會議討論結果審查修訂，日後提交大會通過。 

(二)提案討論二：籌備期間聯絡地址為本校校址，工作人員二人處理日常事

務。今天的會議執行秘書與會計均與會。 

(三)提案討論三：已製作籌備會網站，入會申請單已公告於網站，並於最新

消息中公開徵求會員。 

(四)提案討論四：籌備期間經費統一於大會成立後支付。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審定會員名冊案。 

說 明：(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資格，以確定成立大會應出席人數。 

        (二)審定通過後，造具名冊報主管機關備查。 

決 議：(一)審定會員簡志達君等共 101人，榮譽會員 21人。詳如附件一會員



名冊。 

        (二)請各籌備委員加強宣導校友報名加入會員，並於網站公告。 

 

案由二：確定成立大會召開日期、地點。 

說 明：(一)會員名單過半雖為校外工作之校友，但辦理成立大會之工作仍需

校內服務之校友協助執行，便於溝通聯繫。 

(二)暑假期間，校友多半出國不在國內，辦理成立大會召集不易。 

決 議：(一)成立大會日期訂於開學後 9月 10日(三)晚上 7:00。 

        (二)召開地點訂於母校(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 201 號)，會場訂於

四樓美術館，以便容納 100名左右校友到場。 

        (三)9 月召開已超過籌組的六個月期限(8 月 21 日前)，請執行秘書向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延展籌備期間。 

 

案由三：擬訂成立大會手冊內容討論案。 

說明：(一)成立大會手冊內容目錄如下： 

     １大會議程 

     ２籌備工作及籌備期間經費收支報告 

     ３章程草案 

     ４年度工作計畫 

     ５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６會員名冊 

     ７其他 

(二)會員大會手冊如附件，如有增修，請各委員提出。 

決 議：參照說明辦理。 

 

案由四：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案。 

說 明：(一)擬定後提請會員大會通過據以實施。 

(二)擬定時請分別擬定明年度(104/1/1 至 104/12/31)以及今年度

(103/9/10-103/12/31)。 



決 議：請各籌備委員於 7月 20日前擬好草案提交紀錄彙整後提交成立大會審

議。 

 

案由五：決定理監事選票格式案。 

說 明：（一）理監事選票格式由籌備會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七條規定。 

    (二)依該條規定選票應載明團體名稱、選舉屆次、職稱及年月日。 

    (三)依該條規定格式分為下列三種： 

1.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者。 

2.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3.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並預留

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四)請於上述三種中擇一種選票。 

決 議：(一)本屆理監事選舉依章程規定採無記名連記法。 

(二)依規定載明相關資料，並擇定第一種：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

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 

 

案由六：決定成立大會工作分工案。 

說 明：成立大會工作分工設下列組別，各組置組長一名、組員若干名。 

決  議：(一)由各籌備委員擔任各組組長，分配如下表。 

組別 時間 工作內容 組長 組員 

佈置組 
103/9/10 

13:30—會議完畢後 
負責會場佈置、回復 林靜芬 陳惠玲、王琬筠 

接待組 
103/9/10 

18:20—19:30 
負責接待來賓引導入座 江健昌  

秩序組 
103/9/10 

19:00—會議完畢 
會場秩序維護 江健昌  

報到組 
103/9/10 

18:20—19:30 

會員簽到、來賓簽到 

收會費 
連明仁 林靜芬、王琬筠 

議事組 103/9/10 負責會議程序進行及記 陳效宗  



19:00—會議完畢 錄 

選務組 
103/9/10 

19:00—開會完畢 

負責理監事選舉之程序

及選票統計 
黃啟順 許得輝、謝昆彥 

總務組 
103/9/1- 

9/10會議完畢 

負責物資調度及臨時支

援 
劉祥祥 鄭俊岳 

新聞組 
103/9/9- 

9/10會議完畢 
負責新聞媒體接待 簡志達  

(二)組員部份請組長自行邀集校友協助，並將名單擲繳紀錄彙整。 

(三)另請校方支援秩序組與接待組若干人。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友會籌備會 

第二次籌備會議會議活動紀錄 

  

  

  

  

  



附件一：會員入會名冊 103.6.30止 
項目 姓名 工作地點 戶籍地址 

1 侯成瑀 台北市 新北市 

2 梁筱瑋 新北市 新北市 

3 陳鏡伊 新北市 新北市 

4 劉千慈 新北市 新北市 

5 吳孟陵 新北市三重區 新北市 

6 林庭悅 新竹縣 新北市 

7 鄭椀孺  新北市三重區 

8 林寬喬 

(原名：林翔平) 

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 

9 張曉華 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 

10 曾稚婷 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 

11 蔡筱蘋 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 

12 蔡宗諺 桃園縣龜山鄉 新北市三重區 

13 林冠廷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 

14 許琬堉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 

15 盧燕 台中市 新北市土城區 

16 方顥澂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 

17 林定緯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 

18 林紫婕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 

19 羅婉禎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 

20 姚孟超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土城區 

21 鄭凱方 新北市汐止區 新北市土城區 

22 盧啟維 大台北地區 新北市中和區 

23 陳品澄 台中市 新北市中和區 

24 吳仁心 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 

25 施欣儀 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 

26 歐如敏 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 

27 林俊賓 桃園 新北市中和區 

28 林緯哲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 

29 陳煒霖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 

30 黃琇婷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 

31 黃奕翔 新北市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 

32 江健昌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 

33 連明仁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 

34 黃秋綾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 

35 黃啟順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 

36 劉祥祥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 

37 黃献文 不限定 新北市永和區 

38 吳哲文 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 



項目 姓名 工作地點 戶籍地址 

39 喬玉錡 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 

40 黃朝政 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 

41 賈尚 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 

42 陳素菁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 

43 蔡雨珊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 

44 鄭俊岳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 

45 翁若天 新北市八里區 新北市永和區 

46 蕭青陽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 

47 簡志達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 

48 黃浩翔 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 

49 王宇均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 

50 楊榮銘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 

51 陳麒文  新北市板橋區 

52 孔繁誠 台中市 新北市板橋區 

53 姜政仁 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54 廖振貴 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55 閻藝竹 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56 沈子君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57 許英琪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58 蕭凱云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59 戴聿玟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60 簡辰蓁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61 羅方妤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62 任瑞宏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 

63 林昆鋒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 

64 徐絃紜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 

65 張嘉鐸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 

66 王柏智 新北市蘆洲區 新北市板橋區 

67 黃睿宇 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 

68 林恩緯 新北市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 

69 朱仲良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 

70 游美雯 台北市 新北市泰山鄉 

71 林秀燕 新北市 新北市貢寮區 

72 車守彬 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 

73 郭斯耘 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 

74 吳晏涵 

(原名：關曉涵） 

台南市 新北市新店區 

75 游漢威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 

76 黃淑珍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 

77 魏依婷 新北市五股區 新北市新店區 



項目 姓名 工作地點 戶籍地址 

78 李成勝 新北市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 

79 陳園生 新北市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 

80 徐昀  新北市新莊區 

81 游至捷 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 

82 劉雅琪 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 

83 陳品儒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新莊區 

84 汪志鴻 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 

85 徐佩倚 桃園市 新北市樹林區 

86 許得輝 新北市永和區 新北市樹林區 

87 林玉娟 台中市 新北市蘆洲區 

88 張睿株 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 

89 蕭誌德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 

90 江漢清 新北市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 

91 曾貴睦 新北市 台北市 

92 楊書寧 新北市 台北市 

93 王正維 新北市三峽區 台北市 

94 詹宜靜 新北市中和區 台北市 

95 盧俊諺 新北市五股區 台北市 

96 賴聖洋 新北市永和區 台北市 

97 王璽芳 

(原名:王中庭) 

新北市三峽區 金門縣 

98 蕭巨杰 新北市新店區 金門縣金門城 

99 徐瑜彤 

（原名:徐采瀅） 

新北市三重區 桃園縣 

100 許雲翔 新北市三峽區 基隆市 

101 謝昆彥 新北市永和區 新竹縣 

 

  



附件一：榮譽會員入會名冊 103.6.30止 
項目 姓名 工作地點 戶籍地址 

榮譽會員 1 王詠智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2 吳昭瑜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3 李欣冀  台北市 

榮譽會員 4 李俊龍 基隆市 基隆市 

榮譽會員 5 李曙初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6 林怡鳳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7 邱建華 越南 台北市 

榮譽會員 8 施詠瀚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9 張佳慧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0 張皓翔 桃園縣 桃園縣 

榮譽會員 11 許家禎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2 陳彥次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3 傅祐承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4 彭奕達 宜蘭縣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5 辜郁婷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6 黃俊豪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7 溫兆銘 美國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8 廖立文 台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19 鄭裕平 台南市 台北市 

榮譽會員 20 賴佳宜 不限定 台北市 

榮譽會員 21 羅鈞耀 

（原名：羅祺琮） 

台北市 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