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屆理事會第六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4 月 8 日 星期二 18:00~20:00 

地    點：水森館 101 室 

主    席：吳維修理事長  

出席人員：余秀瑛(3)、宋順蓮(26)、張俊博(30)、張家瑜(32)、黃金蓮(38)、

張嘉銓(41)、蘇芳玉(45)、蔡育儒(46)、沈雅敬(R67)、忻凌偉

(R79)、謝右文(R80)、顧記華(藥學系主任)、王在斌(高爾夫球

隊)、馮湘芷(研究生學會會長)、黃世宗(系學會會長) 

請假人員：符文美(18)、吳如琇(21)、劉懿鈴(40)、周蕙萱(41)、張祐陵(46)、

梁啟銘(景康董事長)、尤松材(登山隊) 

記    錄：何雨蓁  

 

壹、 報告事項： 

一、 活動報告： 

高爾夫球隊隊敘 

1.時間: 2014.01.12 (日) 

地點:台北球場(林口) 

2.時間: 2014.03.02 (日) 

地點:旭陽球場(關西) 

3.時間: 2014.04.06 (日) 

地點:旭陽球場(關西) 

 

二、 活動預告 

1.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 臺大醫學院 117 週年院慶 

時間: 2014.04.12 (六)  地點:水森館 101 室 

15:00 - 18:00 景康校友回娘家暨迎新 

18;00 -       聯合晚宴 

※目前下午報名 50 人、晚宴 11 桌校友，歡迎尚未報名的理事踴

躍報名。 

2.2014 第七屆台大藥學系友盃壘球賽 

時間:2014.05.10(六) 12:50-17:30  地點: 中正橋壘球場 

隊伍：校友隊、研究所隊、藥學隊 

※歡迎理事們踴躍參加校友隊，請向祐陵理事報名。 

※請著 60 週年慶 POLO 衫做為隊服。 

 

三、 財務報告：略(請見會議附件一) 

 

 



 

 

 

貳、 討論事項： 

一、 第三十一屆理事會選票討論 

決議選票修正後如附件 

 

參、 臨時動議： 

一、 顧院長說明成立藥學專業學院及喬遷至水森館之現況。 

 

肆、 散會(19:30)



  

 

 

 

 

 

 

10050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33號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收 
        （臺大藥學校友會-水森館 213 室） 

                  
 

 

 

 

 

 

 

----------------------------------------------------------------------------------------- 
 

 

臺大藥學校友會第三十一屆理事會選舉事宜 
（任期自一○三年八月至一○五年七月） 

經第三十屆校友會理事會決議，下屆理事會改選將比照往例作業，茲簡述如下： 

一 、 每位畢業校友均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二 、 將校友候選人依屆數及研究所（如選票所示）分為五個組群，每位投票人

於每一組群依建議名額圈選之，最多共可圈選十七名。 

三 、 依得票數高低選出理事十七人組成下屆理事會，但每一組有二名保障名

額。如有同票數者，則由選務理事抽籤決定。 

四 、 訂於 103年 5月 2日前寄出選票。請於 103年 5 月 23 日前，將選票圈選

及署名後直接郵寄（免貼郵票）、傳真（02-23919098）、掃描成電子檔、

或直接 email回覆（nturxp@ntu.edu.tw）。 

五 、 預定於 103年 5月 30日前後開票，開票結果由本屆理事會公告並通知當

選之新任理事，召集會議推舉新任理事長。 

六 、 於預定時間完成投票者，有機會獲得校友會提供 1,000元禮券，共 5名。 

------請黏貼裝訂後寄回------ 

廣   告   回   信 

台 北 郵 登 記 證 

台北廣字第 2223 號 

 

------請黏貼裝訂後寄回------ 



 

★ 請於 5 月 23 日前，將選票圈選及署名後直接郵寄（免貼郵票）、傳真

（02-23919098）、掃描成電子檔、或直接 email 回覆（nturxp@ntu.edu.tw）。。 

★ 下列名單僅供參考，若您另有適當人選，敬請於空白處填寫其屆數及姓名並加以

圈選。請注意，五組總圈選票數不得超過十七人。 

★ 未署名或超出 17 人者視為廢票 

Ａ組（一至二十屆）建議圈選二人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3 余秀瑛  5 莊晴惠  6 方森弘  9 莊俊三 

 12 林麗真  12 朱茂男  14 王在斌  14 梁啟銘 

 15 黃莉蓉  16 陳淑儀  17 游淑淳  18 符文美 

 19 黃秀美  19 林淑玹  20 侯信志    
 

Ｂ組（二十一至三十屆）建議圈選三人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21 吳如琇  21 曾千芳  22 李寶珍  23 康照洲 

 23 蔡佩芳  23 嚴仲陽  24 邱麗珠  24 潘桂芳 

 25 林瑞真  25 高純琇  26 宋順蓮  26 林耀庭 

 27 林良信  27 賴子堅  28 吳維修  28 劉勝雄 

 29 林子舜  29 盧曉華  30 張俊博  30 謝曉菱 
 

Ｃ組（三十一至四十屆）建議圈選四人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31 蔡耀銘  31 饒慧芬  32 李春燕  32 張家瑜 

 33 孔繁璐  33 王兆儀  34 林高賢  34 姜紹青 

 35 江衍瑾  35 楊智強  36 黃織芬  37 邱建智 

 37 黃耀欽  38 黃金蓮  38 蘇逢翔  39 陳惠玉 

 40 葉士緯  40 劉懿鈴       
 

Ｄ組（四十一至五十七屆）建議圈選四人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41 周蕙萱  41 張嘉銓  42 廖雅郁  43 陳文章 

 44 周淑鈴  45 陳瑞青  45 蘇芳玉  46 蔡育儒 

 47 陳虹瑋  48 楊軒佳  49 戴志勳  50 段人偉 

 50 楊晴翔  51 彭建綸  52 陳彥汝  52 劉玟琦 

 53 岳宗漢  53 謝佩樺  54 林婉婷  54 邵偉城 

 55 王康力  55 呂建緯       
 

Ｅ組（研究所組）建議圈選四人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圈選 屆數 姓名 

 R67 沈雅敬  R73 林文貞  R79 忻凌偉  R80 謝右文 

 R81 柯開德  R82 許秀蘊  R83 劉景平  R84 古源翎 

 R85 黃偉展  R85 邱士娟  R87 孫斌  R91 曾華明 

 R91 尤松材  R92 張琳巧  R93 張祐陵  R95 杜宜憲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屆數：________ 

臺大藥學校友會第三十一屆理事會改選選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