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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7 時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2 樓會議室 

參、出席人數：應出席人數 20 人，實際出席 12 人，請假人數 8 人。 

  出席：陳理事長清義、陳常務理事素蘭、林常務理事芳如、楊常務監 

          事玉惠、羅理事永治、鄭理事福來、陳理事顯榮、王理事佳蕙、 

          賴理事婷妤、方監事慧琴、許監事瑛珍、盧監事延根 

  請假：連常務理事寬寬、劉常務理事碧賢、黃理事月麗、胡理事慧宜、 

          陳理事滄智、丁理事一航、謝理事翠娟、鄒監事彩完 

肆、會議主席：陳理事長清義                   記錄：秘書處 王淑珍 

伍、主席致詞 

陸、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柒、業務報告 

一、 本會 106 年度經費收支情形，前期結餘 176,411 元，本年度收入

94,022 元，支出 63,968 元，本期結餘 30,054 元，累計餘絀 206,465

元（請參閱本年度收支決算表）。 

二、 截至 106 年 11 月止，經清查會籍資料後，本會現有會員人數為永

久會員計 28 人，一般會員計 110 人（13 人尚未繳納 106 年度會費），

在校會員計 2 人，總計共 140 人（詳如附件二）。 

三、 本會業於 106 年 9 月 21 日辦理期刊投稿及博士班考試講座，邀請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張國保所長講授期刊投稿相關事宜，以及本

所黃旭鈞所長傳授博士班入學考試及資格考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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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原訂 106 年 10 月 28 日辦理之聯誼活動，因報名人數不足 10

人，經考量活動費用等支出成本效益，故而取消本次活動，未來

再行規劃其他聯誼活動。 

五、 本會於 106 年 12 月 12 日與評鑑所合辦台日校長培育座談會，與

歧阜縣教授、督學，交流校長培育事宜。 

捌、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會急難救助金申請辦法訂定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 近年來，本所學生已有多種管道可申請各類獎助學金或工讀機

會，對於本會獎學金之申請較不踴躍。 

三、 為能適時提供本所學生在學期間安心就學之協助，擬廢除原獎

助學金申請辦法，轉為修訂急難救助金申請辦法，針對遭逢一時

急難的本所學生，及時給予救助使其得以渡過難關，迅速恢復正

常生活。 

四、 急難救助金申請辦法草擬如附件三。 

決  議： 

一、 本案條文尚有諸多內容文字待商討，留待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再議。 

二、 本會原獎學金申請辦法於本案（急難救助金申請辦法）定案前

仍繼續適用，有關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獎學金，循往例公告，

開放日間碩士班全職學生申請。 

 

案由二：本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確認案。 
說  明：本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如附件四。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會員大會資料需檢附本會章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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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本會 106 年度經費決算確認案。 
說  明：本會 106 年度經費決算請確認，提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決

（附件五）。 

決  議：預計 107 年度新進會員之會費款項應列計於 107 年度收支，請秘

書處確認新進會員名單及繳費情形，106 年度收支決算表經修正

後通過。 
案由四：本會 107 年度經費預算確認案。 
說  明：本會 107 年度經費預算請確認，提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決

（附件六）。 

決  議： 

一、 急難救助金項目待相關辦法定案後再行編列，107 年度仍維持編

列獎助學金項目。 
二、 修正後通過。 

 

案由五：本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確認案。 
說  明：本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請確認，提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決（附

件七）。 

決  議： 
一、 獎助學金依循往例期程公告及開放申請，修正如附件七。 

二、 修正後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8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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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7 時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2 樓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陳理事長清義                   記錄：秘書處 莊乃霖 

肆、主席致詞 

伍、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陸、會務報告 

一、 本會 106 年 2 月至 106 年 5 月經費收支情形，前期結餘 227,258 元，

收入 2,000 元，支出 9,690 元，目前結餘 219,568 元，詳如附件二。 

二、 本會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改選第四屆理監

事，經去函內政部核備後，已報請臺北地方法院登記處變更登記。

法院於 106 年 4 月 25 日函覆，准本會變更登記，本會經 106 年 5

月 3 日刊登報紙（太平洋日報全國版）公告後，已取得變更後之法

人登記證書（字號：106 證他字第 532 號）。 

三、 本會已於 106 年 2 月 6 日辦理校長遴選經驗分享座談會，由陳理事

長主持，並邀請劉春榮教授及吳宜倫總會長主講與分享，與會人員

獲益良多。 

四、 本會已於 106 年 6 月 5 日下午 6 時召開第四屆第二次常務理監事會

議，審核通過此次獎助學金申請案，並決議於本次理監事會議頒發

獎學金。 

柒、頒發本會獎學金（日碩二 張富媛、日碩一 蘇睿瑜） 

捌、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會辦理會員聯誼活動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暨第一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本（106）年度預定針對校長遴選、評鑑所碩博士生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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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考、投稿及教師甄試等，分別辦理座談會。 

（二） 校長遴選座談會已於 106 年 2 月 6 日辦理完成，有關其他各

類座談會或聯誼活動之籌辦（確切日期、時間及地點、主題、

活動類型、本會各小組之分工……等），提請討論。 

決  議：1.續辦理有關期刊投稿、準備資格考事宜之講座。時間預定於

106 年 9 月舉辦。 

    2.講座人選預計邀請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張國保所長講授期

刊投稿相關事宜，邀本所黃旭鈞所長傳授資格考之準備。 

    3.本會聯誼活動由服務組偕同活動組共同規劃，預計於 10 月

14 日（星期六）舉行，地點暫定於福隆辦理。 

 

案由二：辦理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為順利辦理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以下相關細節提請討論。 

（一） 確切日期、時間及地點。 

（二） 辦理形式為何？除會費之外，當日與會的會員是否需負擔其

他費用（如：餐費）？ 

（三） 本會各小組之分工。 

決  議：1.本次會員大會預定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或 8 日（備

案），下午 6 時假【1】紅勘餐廳西門中華店（台北市中華路一

段 144 號 2-3 樓）或【2】彩蝶宴（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

段 297 號 1F 捷運永春站出口）（二者擇一）舉辦所友會會員大

會。 

   2.邀請會員踴躍報名會員大會，免收餐費（僅收下年度會費）。 

 

玖、臨時動議 

一、本所校長培育班於 106 年 6 月 5 日－19 日報名，請全體所友鼓勵

學校同仁（主任、組長、教師）踴躍報名。請秘書處於本會群組

http://www.urmap.com/?link=Q%2B4Ls1sL6Rl6Q1OagR054d3agQ054dUP2R055EkU2OI54dP-2W05RdI-2fI5Q13-g%2Bj5RdUPYjT%2Bjd4-2W1OWRsE6UT2lOsE-aWYL42l-hl4Y1PEY-0msdU0Tasjjn5EOTTjj4Tg-KkjWhEE3YI%2B32l06O05213-2O0%2B5d4agQImQd4a2QImsdIagQ0l4djPYWIms1U-2Q0P2dU-gW0%2BQdkUTW0Psd
http://www.urmap.com/?link=Q%2B4Ls1sL6Rl6Q1OagR054d3agQ054dUP2R055EkU2OI54dP-2W05RdI-2fI5Q13-g%2Bj5RdUPYjT%2Bjd4-2W1OWRsE6UT2lOsE-aWYL42l-hl4Y1PEY-0msdU0Tasjjn5EOTTjj4Tg-KkjWhEE3YI%2B32l06O05213-2O0%2B5d4agQImQd4a2QImsdIagQ0l4djPYWIms1U-2Q0P2dU-gW0%2BQdkUTW0P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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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布訊息，鼓勵所友參加。 

二、本會獎學金發放辦法，朝急難救助金方向修訂（2 萬元以內，視

情況，理監事會議通過），先提下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復提會員

大會通過，下一學期獎學金照常頒發。 

 

拾、散會（下午 8 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會員人數統計暨會員名單一覽表 
表 1 
各類會員人數一覽表 

項目 永久會員 一般會員 在校會員 合計 備註 

106 年 1 月報內政部 23 80 4 107 
105/12/27 
會員大會名單 

106 年 11 月清查會籍 28 110 2 140 
預計 106/12 
報內政部名單 

 
表 2 
會員出會名單一覽表 

編號 姓名 類別 備註 編號 姓名 類別 備註 

1 王曉梅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1 賴廷生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 何依珊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2 謝靖緹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 李柏均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3 簡郁芳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4 官惠卿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4 王慧珠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5 林興兆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5 吳致娟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6 姚毓婷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6 吳淑華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7 留素芹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7 林建棕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8 張盛傑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8 邱武科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9 莊彩荷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9 胡紹謙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10 許義傑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0 張永鄖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11 郭鈞惠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1 陳大魁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12 陳怡蓉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2 黃彩碧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13 陳彥凱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3 潘同泰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14 陳肇慶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4 鄭貴霖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15 陳靜宜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5 顧庭伊 一般會員 暫列出會 
16 黃苡端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6 彭曉玲 在校會員 暫列出會 
17 黃智偉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37 蘇嘉智 在校會員 暫列出會 
18 黃琦婷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19 蔡佳芳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20 蔡玲 一般會員 自願退會     

 
 
 

附件二 



表 3 
在籍會員名單一覽表 

編號 姓名 類別 編號 姓名 類別 編號 姓名 類別 

1 方慧琴 永久會員 31 王秀研 一般會員 61 尚漢鼎 一般會員 

2 王娜玲 永久會員 32 王佳蕙 一般會員 62 林玉敏 一般會員 

3 王淑珍 永久會員 33 王秋敏 一般會員 63 林呈隆 一般會員 

4 王朝貞 永久會員 34 白偉毅 一般會員 64 林秀勤 一般會員 

5 吳國基 永久會員 35 石淑旻 一般會員 65 林育霙 一般會員 

6 林芳如 永久會員 36 匡秀蘭 一般會員 66 林淑菁 一般會員 

7 胡慧宜 永久會員 37 朱文華 一般會員 67 林瓊珠 一般會員 

8 范玉保 永久會員 38 何春緣 一般會員 68 林麗仙 一般會員 

9 曹麗珍 永久會員 39 吳季琪 一般會員 69 邱馨儀 一般會員 

10 郭添財 永久會員 40 吳宗哲 一般會員 70 柯秀英 一般會員 

11 陳信佑 永久會員 41 吳振吉 一般會員 71 洪文君 一般會員 

12 陳素蘭 永久會員 42 吳淑絹 一般會員 72 洪慈柔 一般會員 

13 陳清義 永久會員 43 吳智亭 一般會員 73 徐霈涵 一般會員 

14 陳滄智 永久會員 44 吳鳳嬌 一般會員 74 涂山華 一般會員 

15 黃建翔 永久會員 45 吳瓊慧 一般會員 75 高麗鳳 一般會員 

16 黃鼎強 永久會員 46 呂秀卿 一般會員 76 康秀琴 一般會員 

17 楊玉惠 永久會員 47 李三煌 一般會員 77 張正霖 一般會員 

18 劉易奇 永久會員 48 李之法 一般會員 78 張伯謙 一般會員 

19 劉碧賢 永久會員 49 李月娥 一般會員 79 張惠真 一般會員 

20 蔡素惠 永久會員 50 李亦欣 一般會員 80 張嘉芬 
 

一般會員 

21 鄭秀瑩 永久會員 51 李佳玲 一般會員 81 莊乃霖 一般會員 

22 鄭福來 永久會員 52 李承華 一般會員 82 莊淑萍 一般會員 

23 盧延根 永久會員 53 李昭璇 一般會員 83 許品鵑 一般會員 

24 蕭建嘉 永久會員 54 李柏佳 一般會員 84 許進富 一般會員 

25 謝翠娟 永久會員 55 李家旭 一般會員 85 許瑛珍 一般會員 

26 謝璇青 永久會員 56 李珮婕 一般會員 86 連寬寬 一般會員 

27 蘇黃亮 永久會員 57 李毓聖 一般會員 87 郭玫孜 一般會員 

28 丁一航 一般會員 58 卓靜敏 一般會員 88 郭瑞芬 一般會員 

29 尤惠娟 一般會員 59 周永泰 一般會員 89 陳玟錡 一般會員 

30 方慶林 一般會員 60 周宸誼 一般會員 90 陳建志 一般會員 



編號 姓名 類別 編號 姓名 類別 編號 姓名 類別 

91 陳政暉 一般會員 111 黃燕玲 一般會員 131 魏千妮 一般會員 

92 陳茜茹 一般會員 112 楊采如 一般會員 132 羅永治 一般會員 

93 陳培章 一般會員 113 楊政修 一般會員 133 羅志鵬 一般會員 

94 陳順和 一般會員 114 楊啟希 一般會員 134 蘇弘怡 一般會員 

95 陳毓卿 一般會員 115 楊閔智 一般會員 135 蘇秀花 一般會員 

96 陳熔釧 一般會員 116 詹心儀 一般會員 136 饒復華 一般會員 

97 陳顯榮 一般會員 117 鄒彩完 一般會員 137 龔俊宇 一般會員 

98 彭勝棫 一般會員 118 廖益賢 一般會員 138 龔祐祿 一般會員 

99 彭惠儀 一般會員 119 褚希雯 一般會員 139 林雍智 在校會員 

100 曾偉誠 一般會員 120 劉品君 一般會員 140 張堯雯 在校會員 

101 曾瑋莉 一般會員 121 劉娳娜 一般會員    

102 游惠音 一般會員 122 滕彩瀞 一般會員    

103 黃月慧 一般會員 123 蔡宗良 一般會員    

104 黃月麗 一般會員 124 蔡舒文 一般會員    

105 黃世隆 一般會員 125 蔡詠春 一般會員    

106 黃志勇 一般會員 126 賴延彰 一般會員    

107 黃孟慧 一般會員 127 賴珮珊 一般會員    

108 黃淑娟 一般會員 128 賴婷妤 一般會員    

109 黃靖伶 一般會員 129 謝麗華 一般會員    

110 黃靖雅 一般會員 130 顏蘭茜 一般會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學生急難救助金發放要點 
106.11.29 第四屆第 4 次理事會議訂定 

 

一、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為協助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以下簡稱教評所）同學安心就學，特設置本急

難救助金。 

二、本急難救助金名額，每年度補助       名。 

三、本急難救助金每名為新臺幣         元整。 

四、本急難救助金之適用對象為教評所在學同學。 

五、本急難救助金申請項目： 

（一）生活扶助：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因遭受緊急災難 ( 例如：車禍、

火災、失蹤 …) 、重大疾病 (重病、法定傳染病、特殊病例 …) 、

重大天然災害導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二）醫療補助：罹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費用不是本人或扶養義務人

所能負擔者，而且額外增加的醫療費用不在健保局或勞保局給付範

圍之內。【註：額外增加醫療費用補助項目不包含申請人個人指定之醫師、護士、藥品材料、

及病房…等所衍生之自付額】 

（三）喪葬補助：弱勢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入困境，無法負擔喪葬費

用者。 

（四）其他：家境清寒或有特殊狀況及需求者，檢附清寒證明或於申請書

中載明個人實際需求情形，並經教評所辦公室核章證明。 

六、本急難救助金全年開放向教評所辦公室申請，受理後由理事會擇期召開

會議，並於審查通過後發放。 

七、本急難救助金之申請人，請填具申請書（向教評所辦公室領取）乙份，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繳交至教評所辦公室。 

八、本急難救助金來源為會費及各界捐贈。 

九、本要點經本會會員大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學年度學生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學 生 姓 名  性 別  （
請
貼
一
張 

二
吋
照
片
） 

出 生 日 期  身 分 證  
字 號   

家 長 姓 名  與申請人
之 關 係  

就 讀 班 別  

連 絡 電 話  手機  

通 訊 地 址  

電 子 信 箱  

附

件 

請勾選： 

身分證明：□在學證明   □ 有效學生證影本 

申請項目：□生活扶助   □醫療補助   □喪葬補助    □其他 

證明文件：□縣市政府開立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 

證明文件：□負擔家計者無法工作證明：身心障礙者證明文件、或醫療診斷證明、或重
大傷病證明、或其他無法工作證明文件 

證明文件：□醫療事由證明：診斷證明書、重大傷病證明 

證明文件：□支出費用證明：醫療費收據及明細表，若是欠費未繳者，請檢附醫院開立
的待/催款明細 

證明文件：□殯葬支出證明：喪葬費支出收據及明細，若尚未繳費者，請檢附葬儀社開
立之估價單 

證明文件：□其他： 

備

註 
1.就讀班別名稱需詳填。 
2.繳交附件時，請依附件順序排列，資料不齊全者不受理。 
3.申請文件請寄「100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 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

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信封上請註明「申請所友會急難救助金」。 
4.連絡電話： 
  所友會秘書處 0958-018705（聯絡人：王淑珍）  
  評鑑所所辦   02-2311-3040 轉 8433（聯絡人：邱宜姿） 
5.請詳閱申請辦法再填寫表格，如有疑問請打電話詢問。 
6.審核通過，撥款所需資料：申請人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本文

件請於通過補助後連同收據附上。 

現

況

描

述 

(需 20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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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 

◎時間：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6 時 

◎地點：紅磡港式飲茶餐廳（臺北市中華路一段 144 號） 

◎主席：陳理事長清義                記錄：秘書處 

一、 主席致詞 

二、 介紹師長及貴賓 

三、 師長致詞 

四、 頒發獎學金 

五、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六、 秘書處工作報告（附件二） 

七、 監事會報告 

八、 提案討論 

案由一：檢陳本會 106 年度經費決算，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二、 106 年度經費決算表如附件三。 

決  議： 

 

案由二：檢陳本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二、 107 年度年度工作計畫如附件四。 

決  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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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檢陳本會 107 年度經費預算，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二、 107 年度經費預算如附件五。 

決  議： 

 

案由四：擬訂本會急難救助金申請辦法，敬請  審議。 

說  明：依據本會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訂定本會急難救助金申

請辦法（草案）如附件六。 

 

九、 臨時動議 

十、 散會（敬備晚餐）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106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決算金額 預算金額 

決算與預算比

較數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增加 減少 
壹 收    入 94,022 80,000 14,022   

一 入會費 21,000 10,000 11,000  42 人，每人 500 元 

二 常年會費 54,500 60,000  5,500 109 人，每人 500 元 

 永久會員費 16,500  16,500  

一般會員轉永久會員，4 人 
蔡素惠 3,000、陳素蘭 3,000、鄭

福來 3,000、劉易奇 4,500、許瑛

珍 3,000 
 利息 22  22  本會存簿活期存款息、退稅 

三 捐款 2,000 10,000  8,000 劉春榮 
貳 支    出 63,968 108,640  44,672  

ㄧ 業務費 17,518 36,640  19,122  

1   會議費 10,949 10,000 949  理監事會議、工作會議、講座等

餐費 
2   郵資費 110 1,000  890 郵寄收據、函報內政部文件 

3   工作費 3,458 10,640  7,182 
請工讀生協助聯繫會員繳費及

參加大會事宜(每小時 133，共支

出 26 小時工讀費) 

4   雜  項 3,001 15,000  11,999 文具、印刷、登報費用、法人申

請費用、包裝材料、利息稅… 
二 活動費 46,450 72,000  25,550  

1   獎助學金 16,000 16,000   105 學年（上）張富媛、翁令曄 
105 學年（下）張富媛、蘇睿瑜 

2   公益活動 0 6,000  6,000  

3   聯誼活動 30,450 50,000  19,550 
會員大會餐費；交流活動餐費；

座談會講座出席費；盆花、賀卡

等。 
參 本期餘絀 30,054    106 年度收支決算數 

       

上期結餘 176,411 

105 年度決算數（含歷年累計餘絀），內政部 106 年 4 月 11
日台內團字第 1060009835 號函敘明上期結餘非屬年度收

入，不得編入年度決算表。 
本會自本年度起更正決算表編列。 

累計餘絀 206,465 本會成立迄今累計餘絀。 

附件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107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107 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 

 

 

 

 

科目 
預算數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壹 收    入 115,000  

一 入會費 17,500 以 35 人計 

二 常年會費 72,500 以 145 人計 

三 捐款收入 25,000  

貳 支    出 111,990  

ㄧ 業務費 19,990  

1   會議費 10,000  

2   郵資費 1,000  

3   工作費 3,990 

時薪 133 元，編列 30 小時

工讀費，僱用工讀生協助會

務工作。 

4   雜  項 5,000  

二 活動費 92,000  

1   獎助金 16,000 限本所在學之全職生申請 

2   專業活動 6,000  

3   聯誼活動 50,000  

4   理事長特支費 20,000 由指定捐款支出 

參 本期餘絀 3,010  

附件六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 

 

組 別 工作要項 完成日期 

秘書組 

召開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6 年 12 月 15 日 

召開常務理事會議 適時召開 

召開理事會議 2 月、9 月、12 月召開 

召開監事會議 2 月、8 月、12 月召開 

召開幹部會議 適時召開 

會務組 

會籍整理與聯絡 經常性辦理 

清理會員名冊及各項資料 11 月完成 

蒐集建置所友資源網絡 經常性辦理 

召收新會員 經常性辦理 

服務組 

所友聯繫服務 經常性辦理 

公告獎助學金辦法 3、9 月份 

獎助學金申請 4、10 月份 

獎助學金審查公告 6、12 月完成 

頒發獎助學金 
配合理監事聯席會議及所友會

會員大會頒發 

活動組 舉辦會員聯誼活動 適時辦理 

資訊組 
補充網頁內容 4 月完成 

年度網頁資料補充 經常性辦理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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