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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蘭陽女中校友會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2月 2日上午 10時 45分 

貳、地點：米樂中式料理（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二樓） 

參、出席：如簽到表 

肆、主席：洪若英老師      記錄：朱筱婷小姐 

伍、推選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 

一、由當選之監事推選「常務監事」名單（得票數）：吳志津（5 票），

計 1人。 

二、由當選之理事推選「常務理事」名單（得票數）：洪若英（15票）、

許家珍（15票）、簡淨音（15票）、練友善（15票）、楊寶月（15 票），

共 5人。 

三、由常務理事推選理事長，由洪若英女士當選第九屆校友會理事長

（得票數 15票）（檢附新任理事長履歷冊）。 

陸、主席致詞：感謝傑出的各位學姐妹的支持及愛顧！這次很榮幸擔

任這屆理事長，期許自己能傳承歷任理事長的理念及校友的託

付，繼續耕耘我們共同的蘭園。 

柒、交接典禮 

一、新、卸任理事長交接：新任第九屆校友會理事長為洪若英女士。 

二、頒發理監事當選證書： 

（一）常務理事：洪若英、許家珍、簡淨音、練友善、楊寶月。 

（二）理事：周玲惠、蔣惠鈺、陳美蓮、許秀華、于冬梅、卓蓉萱、

吳美琪、邱玉萍、林懿君、黃凱筠。 

（三）常務監事：吳志津。 

（四）監事：李彩雲、徐雙穗、趙教、羅美娥。 

三、頒發聘書： 

（一）榮譽理事長：李愛珠、林秀馨、游琇淳、賴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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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問：許葉景、藍林月鳳 、陳淑玲、蔡玫玲、龔韞瑀、林嬌娥、

沈淑瓊。 

捌、會務報告 

一、106年 12月 22日中午，為住宿學生舉辦湯圓會，常務監事吳志津

老師代表出席，帶 3枚蝴蝶蘭校徽書籤，供摸彩同樂。 

二、106年 12月 22日晚上，為教職員冬至湯圓餐敘，常務監事吳志津

老師代表與會，帶 4條蝴蝶蘭校徽手鍊，供摸彩同樂。 

三、107 年 1 月 19 日，母校休業式常務理事陳淑玲校長代表出席致辭

嘉勉鼓勵學妹。 

四、107 年 1 月 19 日，理事許秀華老師代表校友會致贈退休林清祥老

師紀念品。 

五、107 年 1 月 26 日大學學測，理事蔡玫玲主任代表校友會到國立宜

蘭大學蘭女考場服務區，為高三考生加油；賴慧真理事長準備咖啡

機、提供咖啡，以及小點心沙其瑪，為考生加油、慰勞師長。 

六、第八屆理監事會議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決議，校友會除了關心在

校生，也能關注畢業校友、老校友，理監事或會員組成一隊拜訪組，

每次帶上 200元的拜訪禮及年刊，關心老校友，傳達校友會的溫暖。 

七、第八屆理監事會議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提到製作本會年刊，年刊

素材即將收集完成，待送印排版。 

玖、討論 

案由一、第八屆（104至 107年 2月 1日）經費收支結算表及工作情形，

提請監事會審議。 

說明： 

（一）第八屆（104 年至 107 年 2 月 1 日）「經費收支結算表」詳見

附件一資料。 

（二）第八屆（104 年至 107 年 2 月 1 日）「校友會校務基金捐款徵

信錄」詳見附件二資料。 

（三）106年 12月 20至 107年 2月 1日工作情形詳見本次議程「會

務報告」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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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一年 2次慶生餐會，前半年就在校慶當天舉辦，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校友會會員且是被慶生的對象，該次不收費。 

（二）要參加為同學慶生的人，看是否為校友會會員，將有不同的收

費標準。 

決議： 

（一）校慶當天同時舉辦本年度第一次慶生餐會。被慶生的對象若為

校友會會員，則本次不收費。 

（二）要參加為同學慶生的人，若為校友會會員則收費 200元，不是

校友會會員則繳交 300元。 

案由三、母校將頒發傑出校友獎座，敬請本會推薦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 

（一）母校定期辦理（每逢校慶五、十週年）選拔傑出校友活動，推

薦方式之一，係由本會理事長推薦並經理監事會議通過。 

（二）選拔條件：校友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予以選拔並接受表

揚： 

1.學術類：從事學術研究，有傑出表現或卓越貢獻者。 

2.教育類：從事教育工作，有特殊表現及優良事蹟者。 

3.政治類：從事政治活動，有特殊表現及具體事蹟者。 

4.行政類：服務於行政機關，有特殊表現及優良事蹟者。 

5.企業類：從事各類企業，或任職公司行號，有特殊成就者。 

6.服務類：從事各類社會服務工作，有特殊之表現或貢獻者。 

7.捐資興學類：對母校捐資興學有具體貢獻者。 

8.其他類：品行端正、行誼聲望，在各個領域有傑出表現足為

典範者。 

（三）經本會推薦而由母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將

於校慶典禮隆重表揚，由校長頒贈傑出校友楷模獎牌，以資鼓

勵，並集體與校長合影留念，其具體事蹟刊登母校校刊。 

決議：傑出校友推薦人選開放提名，由理事長確認推薦名單後，交由

母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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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林色哈老師建議邀請名服裝設計師許灩玲，分享奮鬥過程及

美學觀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名服裝設計師許灩玲為蘭女校友。 

（二）擬邀請許設計師回母校指導學妹們，分享奮鬥過程及美學觀點。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學務處安排傑出校友大師分享時間，以利後續

作業。 

案由五、有關本會 line群組內 PO文規範，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已於 106 年 9月 20 日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進行討論，並

決議同意以下規範內容： 

校友會 line群組規範： 

本會 line群組聚焦在 

1.校友會活動 

2.母校相關訊息 

3.加入者的自我介紹 

4.發言張貼不可包含宗教宣傳 

5.禁止張貼其他不關於會務或母校的訊息 

（二）該次會議對於「政治宣傳」的容許度尚未達成共識，故本次再

次提出討論聚焦，以便公告規範內容。 

決議： 

（一）遵照 106 年 9 月 20 日第八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所作決議，

同意校友會 line群組規範共五點。 

（二）關於「政治宣傳」的容許度初步達成下述共識：會員若有需於

群組上做「政治宣傳」，請校友需先自我介紹，宣傳對象開放

為配偶及三等親內，內容簡單扼要、明確適度為準則。 

案由六、有關今年度理監事會議開會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 

（一）今年 4月 14 日（星期六）母校校慶，同時辦理校友回娘家之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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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監事會議時間請大家提出討論及決定。 

決議： 

（一）原理監事會議預定時間為今年 3、6、9、12月的第三週星期三

召開。但為配合同時舉辦 4月 14 日母校八十週年校慶及每年

校友 2次慶生會，故初步的日期調整為 4月 14 日（星期六）、

6 月 13 日（星期三）、9 月 16 日（星期日）、12 月 12 日星期

三）中午 12時。最後確定時間、地點會再行通知。 

（二）理監事會議餐費，延續公基金模式，每位理監事繳交 3,000元

支應。 

案由七、有關母校 80週年校慶活動經費補助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母校於 107年 4月 14 日（星期六）辦理八十週年校慶，為擴

大辦理，擬補助相關活動經費：姊妹校來訪接待新臺幣 7萬元

整、校園四寶紙鎮紀念品新臺幣 25萬元整（250元*1000份）、

紀念背心新臺幣 10 萬元整（500 元*200 件）、墨寶新臺幣 3

萬 6,000元整，共合計新臺幣 45萬 6,000元整，三會均攤，擬

由本會支應款項共 15萬 2,000元。 

（二）上述「墨寶」為邀請陳維德教授為「校史館」及「校名」寫書

法字體，陳教授提筆寫書法字，費用為新臺幣 3萬 6,000元整，

此案已於本會 105年 12 月 7 日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通過。 

決議：同意本案共同分攤費用。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中午 1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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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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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經費收支 

第八屆結算表（104年-107年 2月 1日） 

 

 

 

 

 

 

 

 

 

106年 12月 2日至 107年 2月 1日經費收支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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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友會校務基金捐款徵信錄（第八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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