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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校友會籌備會  函 

                                     會  址：台中市北屯區四平路 161 號 

                                     聯絡人：秘書 林志鴻 

                                     電  話：0931-527124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3 日 

發文字號：衛中友籌萬字第 102009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留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 

 

主旨：檢具本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會議記錄，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檢附資料如下： 

1. 第二次籌備會會議記錄（附件一會員名冊）、簽到冊影本各

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台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副本：本會 

 

 

 

 

 

分類號  

保存年限  



 - 2 -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校友會 籌備會 

第二次籌備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2 年 6月 5 日星期三 上午 9:00 至 10:30 

二、 地點：臺中市北屯區四平路 161 號（衛道中學 2樓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4人（應出席 7人，實際出席 4人），詳如簽到冊。 

四、 列席人員：無 

五、 主席：張廖萬山                    記錄：溫松洲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討論提案: 

1. 案由：審定會員名冊案。 

說明：審定會員資格，以確定成立大會應出席人數。 

決議：審定會員簡肇涵等共 100 人，詳如會員名冊（附件一）。 

2. 案由：確定成立大會召開日期、地點，並擬訂成立大會手冊

內容及討論案。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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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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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要列入，如發起人名單、籌備委員名

單、籌備會工作人員名單、成立大會工作人員分工表、

成立大會議事規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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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02 年 6月 29 日上午九點於臺中市北屯區四平路 161

號，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2樓會議室舉行成立大

會。成立大會手冊內容目錄參照說明辦理。 

3.案由：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及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說明：擬訂後提成立大會審議。 

決議：照案擬訂並提交成立大會審議。 

4.案由：決定理監事選票格式案。 

說明：理監事選票格式由籌備會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七條規定格式擇定採用。 

決議：第一屆理、監事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選票係將全體

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 

5.案由：決定成立大會工作分工案。 

說明：成立大會工作分工得設總務組、議事組、選務組、報

到組、接待組、秩序組、新聞組等各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組員若干人。 

決議：通過成立大會工作人員如下: 

總務組: 洪逢成 (組長) 、曾啟文(組員) 

議事組: 林益永 (組長) 、王邦安、陳健(組員) 

選務組: 鄭立彥 (組長) 、蘇祐緯、徐正隆(組員) 

主席於成立大會當天推派一人為監票員。 

報到組: 宋明君 (組長) 、江守智、陳佑瑋(組員) 

接待組: 賴妙珠 (組長) 

另請校方支援秩序組與接待組若干人。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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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衛道中學校友會個人會員名冊  2013.06.05               

編號 姓 名 編號 姓 名 編號 姓 名 

001 簡肇涵 035 賴妙珠 069 陳宗祈 

002 唐書瑋 036 何尚學 070 李威伸 

003 林松榮 037 郭令偉 071 蘇天木 

004 簡肇欽 038 江守智 072 郭至宮 

005 蘇家貞 039 阮夙徽 073 王凱中 

006 高錦藏 040 宋明君 074 許祈文 

007 邱明華 041 蔡政男 075 賴宜廷 

008 張博清 042 柴俊林 076 許敬忠 

009 簡岳佑 043 吳慶聰 077 孟繁鉥 

010 陳紹璋 044 陳  健 078 陳韻如 

011 張敏宏 045 施嘉宏 079 洪逢成 

012 林學正 046 洪裕明 080 賴國津 

013 張廖萬山 047 陳建新 081 邱永生 

014 廖述義 048 廖以正 082 邱永翰 

015 黃豐次 049 胡宗爰 083 王邦安 

016 林茂雄 050 王柏諭 084 陳怡伸 

017 張式銘 051 李承祥 085 蘇祐緯 



 - 5 - 

018 王大文 052 林豐儀 086 李垣震 

019 葉其昌 053 游明雄 087 顧力瀚 

020 吳餘輝 054 許甫豪 088 吳立偉 

021 李宏智 055 李建平 089 許自宏 

022 張志揚 056 曾啟文 090 禹志嘉 

023 周壽朋 057 簡宏志 091 陳奐文 

024 何家成 058 林益永 092 陳佑瑋 

025 黃景建 059 李旭庭 093 傅邦鈞 

026 吳彥恆 060 曾華良 094 溫至剛 

027 溫松洲 061 楊雅森 095 林信成 

028 廖富國 062 王有民 096 江正雄 

029 李坤霖 063 徐正隆 097 林康琦 

030 簡鈞鴻 064 張耀元 098 蔡光哲 

031 鄭立彥 065 雷長鑫 099 黃永杰 

032 賴子敬 066 林志鴻 100 劉砥中 

033 廖真緻 067 陳宜立     

034 鄭汝儀 068 徐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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