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藥學校友會二十九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0 年 6 月 16 日 星期四 18:00~20:00 

地    點：藥學系 系圖書室 

主    席：宋順蓮理事長  

出席人員：余秀瑛、林麗真、符文美、吳維修、楊玲華、忻凌偉、沈雅敬、

林文貞、顧記華(校友會顧問)、廖曉偉(研究生學會會長)、陳

冠霖(系學會會長) 

請假人員：吳如琇、高純琇、黃織芬、朱顯偉、周蕙萱、許樂仁、賀筠婷、

謝右文、李水盛(藥學系主任)、陳永順(景康董事長)、尤松材(登

山隊)、王在斌(高爾夫球隊)、 

記    錄：何雨蓁 

地    點：臺大藥學系系圖書室 

 

壹、 報告事項： 

一、 台北市藥師公會 2011/6/18 舉行會員代表選舉，呼籲藥學系校友參與

公共事務，增加臺大的投票率與影響力！本校友會推薦會員代表名單

如下：  

1 選區  2 選區  3 選區  

陳俐君 39 屆  

宋順蓮 26 屆  

蘇純慧 48 屆  

陶育村 49 屆  

林慧玲 21 屆  

林美淑 27 屆  

朱顯偉 38 屆  

鍾華珍 12 屆  

林麗真 12 屆  

郭健文 34 屆  

林綺珊 27 屆  

   

 

二、 60 週年慶籌備會： 

1. 100/3/10 發起人會議，決議：藥學系新主任將於八月到職，既然藥

學系是主人，理應尊重新主任的看法，屆時再開討論會或說明會。 

2. 100/5/3 溝通會議，決議：共同推舉 19 屆黃秀美校友擔任主任委員。 

3. 100/6/2 會前會：傳承 30、40 及 50 週年慶經驗。 

4. 100/6/14 小型會議：以 50 週年慶架構為藍圖，規劃組織架構並開始

連絡邀請。 

 

貳、 會議議程： 

一、 2013 年藥學系 60 周年一甲子的慶典 

1. 60 周年慶活動地點：以水森館為中心場地。 

2. 在 60 週年前凝聚校友向心力，為動員做準備： 

(1) 各屆舉辦同學會、或婚喪喜慶，請將消息轉知給校友會，讓理事

長或理事們可以參與，亦可提供照片刊登在電子報上。 

(2) 2011、2012 舉辦的年度活動，可為 60 年週年慶做宣傳。 



 

 

3. 除了北美、港澳的校友，希望也可以聯繫上東南亞(如泰國、馬來西

亞)的校友。 

4. 水森館的內裝募款，可以明列家俱清單，以認養方式募款。 

 

二、 校友資料更新進度及各屆聯絡人確認 

1. 建議在藥刊上擴大宣傳請校友更新個人資料。 

2. 向北美校友會湯丹霞會長及楊書威校友及香港校友會關秀瑛校友

提供其校友資料，以便更新。 

3. 追蹤尚未更新資料的屆數(如下表)，希望能在七月底前完成普查。 

4. 研究所畢業校友資料，再 email 給負責理事追踨。 

 

100 年 1 月、98 年 7 月曾更新資料的屆數將以粗斜體加底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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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瑛 1 陳瓊雪  符文美 15 黃莉蓉  忻凌偉 31 蔡耀銘  許樂仁 47 林偉倫 

2 林仁混  16 李淑娟  32 張家瑜  48 楊軒佳 

3 余秀瑛  17 邵作賢  33 馬雁如  49 賴東有邑 

宋順蓮 4 陳真次  18 賴明宗  34 姜紹青  50 楊晴翔 

5 蕭水銀  吳如琇 19 林淑玹  黃織芬 35 黃孟傑  賀筠婷 

 

51 郭廷群 

6 方森弘  20 侯信志  36 黃織芬  52 劉玟琦 

高純琇 7 陳春雄  21 吳如琇  37 邱建智  53 賀筠婷 

8 邱伊村  22 李寶珍  38 朱顯偉  54 邵偉城 

9 莊俊三  吳維修 23 嚴仲陽  朱顯偉 39 辜頌惟  55 王康力 

10 蔡橫松  24 邱麗珠  40 葉士緯  56 呂亞軒 

林麗真 11 利幸惠  25 羅慧齡  41 周蕙萱  沈雅敬 85 研究所 黃偉展 

12 林麗真 
 

26 林耀庭 
 

42 林家瑜 
 林文貞 

研究所

(40) 

朱蓁蓁 

13 施雲娥  楊玲華 27 林良信  周蕙萱 43 張淳淳  謝右文 82 研究所 張溫良 

14 王在斌  28 劉勝雄  44 周淑鈴    82 研究所 許秀蘊 

    29 盧曉華  45 林志昌    64 研究所 李喜鳳 

    30 王勇堯  46 許樂仁     

 

三、 第二十九屆校友會經費報告  

經費報告如會議議程，惟「2011 年度預算及執行狀況」更新如下： 

2011 年度預算及執行狀況(10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 

收入預算 支出預算 收入 支出 

300,000  293,000  51,009  101,226  

 

 

 

四、 壘球隊「2011 第六屆台大藥學系友盃壘球賽」企劃書 



 

 

決議：1.請忻凌偉老師負責指導學生。 

      2.未來學生辦活動請款，請透過系上申請。 

 

參、 臨時動議： 

一、 水森館設置公共藝術。 

決議: 收集校友作品給藥學系。 

 

 

肆、 散會，2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