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16:30 

會議地點：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召 集 人：李正吉主任、徐興會長、陳又平總幹事 

主    席：李正吉主任、張淳淳榮譽退休教授、楊竣翔(新任系友會會長) 

出席人員：共 76 人，詳細資料請見出席人員名冊(附件 5-1) 

列席貴賓：共 22 人，詳細資料請見列席貴賓名冊(附件 5-2) 

列席學生：共 59 人，詳細資料請見列席學生名冊(附件 5-3) 

工作學生：共 26 人，詳細資料請見工作人員名冊(附件 5-4) 

會議記錄：童心怡、郭安桓、林祖荺、黃子音、古晉睿 

 

一、 主席報告：  

輔大圖資 50 歲了，非常感謝各位貴賓及系友一同蒞臨慶賀，今天除了傑出系友

的表揚，也趁著盛會召開會員大會，進行系友會長的改選。50 週年系慶活動海報

及本次活動流程如下：(備註：因徐興會長與陳又平總幹事有要事無法出席，由李

正吉主任擔任今天的主席) 

 

 

 

 

 

 

 

 

 

 

 

 

 

 

 

 

 

 

 

 

 

 



二、 討論議題： 

議題一  案  由：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會長改選案 

        說  明： 

1. 感謝徐興會長、陳又平總幹事為系友會服務多年，也表達希望接棒給年

輕學弟妹們，恰逢遇上 50 週年系慶活動，系上於 2019 年 9 月 12 日與

學長們聯繫徵詢同意後，正式啟動系友會長改選事宜，並於 2019 年 12

月 27 日正式公告，相關公告資訊請見附件 1，後因疫情延期登記至 2020

年 12 月 12 日，本次登記參選人為「楊竣翔」系友，配合本次 50 週年

系慶活動宣傳，同步於 2021 年 3 月進行選舉人公報公告 (詳見附件 2)。 

2. 宣傳方式： 

(1) 粉專、圖資系網頁、圖資系友與學生互動網、輔大圖資系 FB 私密社

群、圖資系學會粉專及 Instagram。 

(2) 電子郵件寄送全台各圖資系教師邀請參加。 

(3) 電子郵件寄送系友：校友資料庫中有 e-mail 的系友，逐一用合併列

印實名寄發，包含日間學制、進修學制、碩士班系友約 5000~6000 封。 

(4) FB 貼文 tag 民國 85 年~105 年入學，約近 20 屆的系友會會長，請其

協助通知所屬班級同學。 

(5) 電子郵件寄送教育學院所有教師邀請參加。 

(6) 輔大公告信宣傳資訊。 

3. 依據公告選舉方式進行：系友大會當天有出席之系友即有投票權，每人

均享有一票，不得委任他人代投。系友大會當日投票人數應達出席之二

分之一，且得票數最高者即為當選。 

決  議：以開票時間當時之出席系友有 60 位，投票人數 59 位，投票人數達

1/2 出席人數。恭喜楊竣翔系友榮任本系第二屆系友會會長(同意票

59 票、不同意票 0 票、無效票 0 票)，詳見附件 3。 

 

議題二  案  由：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組織章程討論案 

        說  明： 

1. 本系友會組織章程為第一次擬定，相關規劃及宣傳作業與系友會長改選

案一併公告作業，時間已長達一年以上。 

2. 會議中提供章程草案給所有與會人員，如有疑義可於會中提出，或是日

後有任何建議，均可提供建議給系友會或系上彙整，以作為下次修正之

參考依據。 

3. 請討論本章程是否通過。 

決  議：「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組織章程」照案通過，詳見附件 4。 

 

三、 臨時動議：無 

四、 活動照片詳見附件 6。 

五、 散會 

 



附件 1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50週年慶祝系列活動】 

2020 年系友會會長改選 

~~「圖」Together聚起來~~ 

  

系友會目的：聯絡系友情感，促進彼此合作及發展，協助推展增進系友情誼之相關活動。 

原系友會組織資訊：http://alumni.lins.fju.edu.tw/organization 

系友會組織章程草案參考：下載處 

會長改選作業及登記表：下載處   

會長選舉投票日及會員大會：2020年 5月 20日(輔仁大學系慶活動中進行)因疫情影響系慶

活動延期，選舉時間延至 2021年，時間確認後另行公告。 

  

歡迎有服務熱枕、有理想抱負的系友們加入圖資系友會的行列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2020年系友會會長改選作業 

  

 系友會會長選舉登記暨參選方式 

  

 參選資格：凡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書館學系、所畢業，均可登記參選。 

 參選登記方式：採自由登記之方式，有意參選之系友，請填寫登記表格後寄回指定

Email，收到回覆確認後即完成登記手續。 

 如在登記參選期限截止後，均無人登記參選，則所有系友可於系友大會時提名其他系友。

註：需徵得被推舉人同意。 

 會長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選舉方式 

 公告候選人及政見：參選登記截止後，由系友會幹部群彙整公告候選人名單，包含候選人

照片以及政見，公佈於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網站、系有互動網、Facebook粉絲專頁及圖

資領域相關社團網頁，提供系友們參考 

 選舉： 

1. 選舉日：系友大會。 

2. 政見發表：各候選人得於系友大會時進行政見發表，每位候選人發表時間為 3～5分

鐘。 

3. 投票：凡系友大會當天有出席之系友即有投票權，每人均享有一票，不得委任他人代

投。 

4. 當選：系友大會當日投票人數應達出席之二分之一，且得票數最高者即為當選。 

5. 若候選人票數相同，則以抽籤方式選出當選者。 

  

 選舉時程  

 登記參選時間：2019年 12月 6日至 2020年 1月 15日 (延長至 2020年 12月 12日截止) 

 候選人及其政見公告時間：2020年 2月 10日(配合延長登記作業延至 2021年 3月 6日公

告) 

 選舉日：2020年 5月 20日(因疫情影響系慶活動延期，選舉時間延至 2021年，時間確認

後另行公告) 

 當選公告日：選舉當天公告結果，並於次日公布於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網站、Facebook

紛絲專頁及圖資領域相關社團網頁。

http://alumni.lins.fju.edu.tw/organization
http://web.lins.fju.edu.tw/chi/sites/default/files/%E6%8F%90%E4%BE%9B%E6%94%B9%E9%81%B8%E5%BE%8C%E4%B9%8B%E6%9C%83%E9%95%B7%E5%8F%83%E8%80%83_%E8%BC%94%E4%BB%81%E5%A4%A7%E5%AD%B8%E5%9C%96%E6%9B%B8%E8%B3%87%E8%A8%8A%E5%AD%B8%E7%B3%BB%E7%B3%BB%E5%8F%8B%E6%9C%83%E7%B5%84%E7%B9%94%E7%AB%A0%E7%A8%8B%E8%8D%89%E6%A1%882019.12.04.docx
http://web.lins.fju.edu.tw/chi/sites/default/files/%E8%BC%94%E4%BB%81%E5%A4%A7%E5%AD%B8%E5%9C%96%E6%9B%B8%E8%B3%87%E8%A8%8A%E5%AD%B8%E7%B3%BB2020%E5%B9%B4%E7%B3%BB%E5%8F%8B%E6%9C%83%E6%9C%83%E9%95%B7%E6%94%B9%E9%81%B8%E4%BD%9C%E6%A5%AD%E5%8F%8A%E7%99%BB%E8%A8%98%E8%A1%A82020.2.5%28%E5%BB%B6%E9%95%B7%E7%99%BB%E8%A8%98%E4%BD%9C%E6%A5%AD%E7%89%88%29.docx


附件 2 



附件 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會長改選投票結果 

 

 

 
 

 



附件 4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組織章程 

 
2021年4月30日110年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聯絡系友情感，促進彼此合作及發展，協助推展增進系友情誼之活動為宗

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辦理其他聯誼性活動，增進會員之情誼。 

二、建立會員相關資料，提供互動平台，並強化團結合作精神，相互提攜。 

三、協助系務發展，視財務狀況得提供系所清寒學生助學金。 

四、協助推展學術性相關活動。 

五、出版會員通訊及架設校友網站。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資格： 

1. 一般會員：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畢業之校友。 

2. 榮譽會員：認同本會宗旨，捐贈經費，或熱心協助辦理活動者。但不具本

會一般會員之選舉及被選舉權。 

第六條 本會會員享有之權利： 

一、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年會及各項活動。 

二、具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三、享有本會發行之會員刊物。 

第七條 本會會員應履行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履行本會決議。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職務 

三、繳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下設置委員會，由委員共十一人組成，

其中會長、副會長、監事委員、財務委員等七人為當然委員，另選出委員四人。會長

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其他委員由會長邀請認同本會宗旨目標之系友擔任之，並於會長選

舉出爐後一個月內公告名單。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委員會處理本會一切事務。 

第九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由大會推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其 職權如下： 

一、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委員會並擔任主席。 

二、執行會員大會及委員會之各項決議。 

三、對外代表本會。 

四、為使本會之會務順利推展，會長得自會員中聘任執行秘書及組長若干人，協助

執行工作。 

第十條 本會置副會長一人，由會長指派，其職權主要襄助及代理會長處理會務。 

第十一條 本會置監事委員三人，由會長指派推選。 

其職權如下： 

一、監事委員會工作內容。 



附件 4 

二、審核年度之預算及決算。 

三、其他應監察之事項。 

第十二條 本會置財務委員二人，由會長指派推選。 

其職權如下： 

一、掌管本會會費之收取、保管及支出等事務。 

二、應付帳款之審核。 

三、會員大會時公告財務報表。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通過及修訂本會組織章程。 

二、選舉與罷免委員。 

三、通過會務、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及決算。 

四、決定本會其他重要事項。 

第十四條 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宜。 

二、執行組織章程及會員大會決議之事項。 

三、擬訂本會會務及年度工作計畫。 

四、編列本會預算及決算。 

五、處理特殊或偶發事件。 

第十五條 委員會委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委員為義務職。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六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十七條 委員會應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章 經費與會計 

第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新台幣一百元整。 

二、會員年費：新台幣一百元整。 

三、捐款收入。 

四、會費孳息。 

五、其他收入。 

第十九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條 本會每年編列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二個月內完成，經委員會

審核，提會員大會通過。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會組織章程如有未盡事宜，需由會員十人(含)以上之連署提出修正意見，

經委員會審議後，提交會員大會決議。 

第二十二條 本會組織章程需由會員大會表決，經出席會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 110 年第 1 次會員大會 

出席會員名單 
附件 5-1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出席人員名冊 

序號 姓名 畢業學制 入學年(民國) 備註 

1 陳姿宇 碩士班 99   

2 黃建棠 碩士班 99   

3 陳柏溢 碩士班 106   

4 李明 日間部學士班, 碩士班 73,84   

5 彭于萍 日間部學士班, 碩士班 81,85   

6 洪偉翔 日間部學士班, 碩士班 97,101   

7 徐唯哲 日間部學士班, 碩士班 99,103   

8 余幸娟 日間部學士班, 碩士班 103,107   

9 毛慶禎 日間部學士班 61   

10 李赫 日間部學士班 62   

11 鄭時寧 日間部學士班 64   

12 陳昭珍 日間部學士班 65   

13 曾淑賢 日間部學士班 65   

14 藍文欽 日間部學士班 65   

15 陳世雄 日間部學士班 67 請假 

16 林麗秋 日間部學士班 68   

17 黃元鶴 日間部學士班 77   

18 李瑀婕 日間部學士班 78 請假 

19 趙慶華 日間部學士班 80   

20 賴又嘉 日間部學士班 80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 110 年第 1 次會員大會 

出席會員名單 
附件 5-1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出席人員名冊 

序號 姓名 畢業學制 入學年(民國) 備註 

21 陳冠至 日間部學士班 81   

22 蔡靜汶 日間部學士班 83 請假 

23 林靜宜 日間部學士班 85   

24 童心怡 日間部學士班 85   

25 董蕙茹 日間部學士班 90   

26 葉宸羽 日間部學士班 92   

27 蔡婉婷 日間部學士班 92   

28 陳淑敏 日間部學士班 95   

29 楊竣翔 日間部學士班 96   

29-2 謝妮雅 楊竣翔系友攜伴 其他   

30 莊妤甄 日間部學士班 96   

31 韓雪竹 日間部學士班 96   

32 謝宇昇 日間部學士班 96   

33 曾翊喬 日間部學士班 97   

34 林冠錡 日間部學士班 98   

35 吳佳蓁 日間部學士班 98   

36 翁郁涵 日間部學士班 98   

37 張薷方 日間部學士班 98   

38 葉怡伶 日間部學士班 98   

39 鄭宜庭 日間部學士班 98   

40 朱凱纓 日間部學士班 100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 110 年第 1 次會員大會 

出席會員名單 
附件 5-1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出席人員名冊 

序號 姓名 畢業學制 入學年(民國) 備註 

41 薛雅尤 日間部學士班 100   

42 方嬿婷 日間部學士班 102   

43 陳書敏 日間部學士班 102   

44 徐廣臻 日間部學士班 102   

45 葉庭均 日間部學士班 102   

46 朱軒廷 日間部學士班 103   

47 吳茹茜 日間部學士班 103   

48 陳冠銘 日間部學士班 104   

49 黃丰嘉 日間部學士班 104   

50 楊平 日間部學士班 104   

51 林美瑛 日間部學士班 105   

52 施宥君 日間部學士班 105   

53 簡嘉琳 日間部學士班 105   

54 林佳慧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68 請假 

55 溫河舜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72   

56 李恆宇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81   

57 曾淑珍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81 請假 

58 陳素娟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82   

59 陳建宏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89 請假 

60 何懷綸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93   

61 馬丹倩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103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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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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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出席人員名冊 

序號 姓名 畢業學制 入學年(民國) 備註 

62 林采萱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104   

63 陳沛萱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105   

64 謝昀芯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105   

65 汪楚筠 日間部學士班 105   

66 高曼容  日間部學士班 105   

67 孫立馨 進修學士班（原進修部） 102   

68 孔繁禎 日間部學士班 104   

69 黃珮菁 日間部學士班 104   

70 沈育賢 日間部學士班 80   

71 趙良慧 日間部學士班 74   

72 沈沛萱 日間部學士班 99   

73 林佳璇 日間部學士班 102   

74 林承儀 日間部學士班 95   

75 呂宜欣 日間部學士班 95   

76 吳敏萱 日間部碩士班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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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貴賓名單 
附件 5-2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列席貴賓名冊 

序號 姓名 職稱 備註 

1 江漢聲 輔仁大學校長   

2 汪文麟 中國聖職單位代表   

3 陳方中 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   

4 焦國安 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5 焦國平 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貴賓   

6 吳富美 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貴賓   

7 朱嘉綺 輔仁大學資金與募款中心執行長   

8 詹綉慧 輔仁大學資金與募款中心同仁   

9 毛慶禎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系友 

10 張淳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11 楊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榮譽退休教授 

  

12 李正吉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術特聘教授兼系

主任 

  

13 林麗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術特聘教授兼部

主任 

  

14 黃元鶴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專任教授 系友 

15 陳冠至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專任教授 系友 

16 彭于萍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專任教授 系友 

17 陳舜德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專任副教授   

18 陳世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專任副教授   

19 董蕙茹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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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貴賓名單 
附件 5-2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列席貴賓名冊 

序號 姓名 職稱 備註 

20 廖秀滿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1 杜海倫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級專案教

學人員 

  

22 徐睿妤 輔仁大學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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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學生名單 
附件 5-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列席學生名冊 

序號 姓名 學制 系級 學號 備註 

1 鄭亦為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059   

2 王筱鈞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061   

3 蔡孟儒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073   

4 黃子軒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085   

5 鄭佳宜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097   

6 余怡靚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102   

7 洪承澤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138   

8 池妤容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188   

9 宋安琪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190   

10 李品妤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205   

11 陳昱璇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243   

12 陳渝亘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267   

13 莊翊湞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279   

14 王美蓁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281   

15 楊幸怡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293   

16 王唯畇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322   

17 林筠琋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346   

18 林思妤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358   

19 李旻達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372   

20 許宇涵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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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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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列席學生名冊 

序號 姓名 學制 系級 學號 備註 

21 鄭宇涵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396   

22 蕭文欣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413   

23 許雅喬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425   

24 洪翊婷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449   

25 曾郁雯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463   

26 蔡郁庭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516   

27 羅方雯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542   

28 李宥璇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578   

29 鄭柏言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580   

30 曾吉菖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一 409040592   

31 梁嘉怡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034   

32 王佩璇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060   

33 邱鈺珍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084   

34 劉庭伃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096   

35 林俊良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151   

36 周時安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199   

37 郭安桓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216   

38 廖唯亘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254   

39 方英華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266   

40 包揚家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278   

41 高梓綾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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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列席學生名冊 

序號 姓名 學制 系級 學號 備註 

42 李瑋翔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357   

43 藍于沁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369   

44 黃愛婷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383   

45 鄒佩炘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395   

46 周晉億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400   

47 邱筱曼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412   

48 龔琪雅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503   

49 周禮平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462   

50 吳佳勳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553   

51 張皓程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577   

52 黃子芸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618   

53 陳奕慈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632   

54 陳彥筑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682   

55 林俊勳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709   

56 柳育琦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040761   

57 鄭佩欣 日間部學士班 圖資四 406110035   

58 陳奕霖 碩士班 圖資碩二 408066056   

59 陳丹茜 碩士班 圖資碩二 40806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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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暨系友會 110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工作人員名冊 

序號 姓名 系級 

1 林祖荺 圖資三 

2 黃子音 圖資三 

3 古晉睿 圖資三 

4 陳鈞婷 圖資三 

5 郭柔岑 圖資三 

6 陳姿樺 圖資三 

7 曾以萱 圖資三 

8 何啟綸 圖資三 

9 楊子右 圖資三 

10 侯欣汝 圖資三 

11 宋珮禎 圖資三 

12 吳欣慈 圖資三 

13 陳羿昀 圖資三 

14 鄭怡秀 圖資三 

15 葉申浩 圖資三 

16 吳東璋 圖資三 

17 陳昕漢 圖資三 

18 許瑞瑩 圖資三 

19 李振寧 圖資三 

20 王婕瑜 圖資三 

21 戴毅瑈 圖資三 

22 葉姿函 圖資三 

23 林湘莉 圖資三 

24 彭晟樟 圖資三 

25 陳芳綾 圖資三 

26 郭安桓 圖資四 

 

 



附件 6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系慶合照 

 

 江漢聲校長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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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中國聖職單位汪文麟神父的祝福 

 

 

 傑出系友王希希館長因疫情無法出席，錄製影片勉勵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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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傑出系友王國強先生的祝福(因疫情無法出席，李明老師代為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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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傑出系友周斯劭處長因疫情無法出席，錄製影片勉勵師生 

 

 傑出系友陳信良館長因疫情無法出席由黃元鶴老師代為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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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傑出系友陳昭珍教授接受表揚與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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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傑出系友曾淑賢館長接受表揚與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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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焦淑慧副總裁由家人焦國安執行長代為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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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傑出系友鄭時寧董事接受表揚與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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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系友會長改選─新任會長楊竣翔 (由榮譽退休教授張淳淳老師頒發證書) 

 

 學生活力展現─開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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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師長與傑出系友合影 

 

 工作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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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圖資 50：走過半世紀】系慶活動 

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活動資料袋 

 

 傑出系友特刊 

http://alumni.lins.fju.edu.tw/distinguished%20alumni/108fjulinswhoswh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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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30(五)16:30~18:30 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76 位系友、17 位貴賓、59 位學生) 

 

 通過系友會章程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組織章程 
 

2021年4月30日110年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  

 

第七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聯絡系友情感，促進彼此合作及發展，協助推展增進系友情誼之活動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辦理其他聯誼性活動，增進會員之情誼。 

二、建立會員相關資料，提供互動平台，並強化團結合作精神，相互提攜。 

三、協助系務發展，視財務狀況得提供系所清寒學生助學金。 

四、協助推展學術性相關活動。 

五、出版會員通訊及架設校友網站。 

 

第八章 會員 

第八條 本會會員資格： 

1. 一般會員：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畢業之校友。 

2. 榮譽會員：認同本會宗旨，捐贈經費，或熱心協助辦理活動者。但不具本會一般會員

之選舉及被選舉權。 

第九條 本會會員享有之權利： 

一、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年會及各項活動。 

二、具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三、享有本會發行之會員刊物。 

第十條 本會會員應履行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履行本會決議。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職務 

三、繳納會費。 

 

第九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六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下設置委員會，由委員共十一人組成，其中

會長、副會長、監事委員、財務委員等七人為當然委員，另選出委員四人。會長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其他委員由會長邀請認同本會宗旨目標之系友擔任之，並於會長選舉出爐後一個月內公告名單。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委員會處理本會一切事務。 

第十七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由大會推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其 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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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委員會並擔任主席。 

二、執行會員大會及委員會之各項決議。 

三、對外代表本會。 

四、為使本會之會務順利推展，會長得自會員中聘任執行秘書及組長若干人，協助執行工作。 

第十八條 本會置副會長一人，由會長指派，其職權主要襄助及代理會長處理會務。 

第十九條 本會置監事委員三人，由會長指派推選。 

其職權如下： 

四、監事委員會工作內容。 

五、審核年度之預算及決算。 

六、其他應監察之事項。 

第二十條 本會置財務委員二人，由會長指派推選。 

其職權如下： 

四、掌管本會會費之收取、保管及支出等事務。 

五、應付帳款之審核。 

六、會員大會時公告財務報表。 

第二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五、通過及修訂本會組織章程。 

六、選舉與罷免委員。 

七、通過會務、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及決算。 

八、決定本會其他重要事項。 

第二十二條 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六、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宜。 

七、執行組織章程及會員大會決議之事項。 

八、擬訂本會會務及年度工作計畫。 

九、編列本會預算及決算。 

十、處理特殊或偶發事件。 

第二十三條 委員會委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委員為義務職。 

 

第十章 會議 

第十六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十七條 委員會應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一章 經費與會計 

第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新台幣一百元整。 

二、會員年費：新台幣一百元整。 

三、捐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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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費孳息。 

五、其他收入。 

第十九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條 本會每年編列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二個月內完成，經委員會審核，提會

員大會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