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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校友會 

「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勸募活動結案報告 

 

一、活動名稱: 「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二、目的: 協助北一女中進行「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三、勸募活動時間: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5 日至 110 年 2 月 14 日 

四、許可文號: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團字第 1093009277 號 

五、預定籌募金額: 新台幣貳仟萬元 

六、勸募活動所得: 新台幣 4,138,352 元 

七、勸募所得及收支一覽表 

 項目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結餘 

收入 109/2/15/至 110/2/14 募款期間公開募款 4,133,324   

 109/6/21、12/21 利息收入(439+615) 1,054   

 校友會捐贈 3,974   

支出 第三方支付-藍新手續費  36,606  

 新光銀刷卡手續費  370  

 光復樓古蹟修復工程募款文宣(影印)  610  

 郵寄募款文宣  407  

 11 月郵寄光復樓捐款收據  199  

 12 月郵寄光復樓捐款收據  160  

 110/3/26 捐贈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工程  4,100,000  

                                小計 4,138,352 4,138,352  

 結餘   0 

八、支出明細憑證(如下一頁)  

九、成果報告及所得款執行情形 

    光復樓古蹟再利用工程勸募活動，於 2021年 2月 14日截止，共計募得 

     4,138,352元，扣除金融機構手續費、文宣影印費、郵資後，得款 

     4,100,000元，於 2021年 3月 26日全數捐贈給北一女中。 

     相關證明文件-捐贈合影、北一女中捐款收據 

十、公開徵信 

    勸募所得收支報告: 於本會網站捐款芳名錄及 110/12 月號綠意會刊公告.  

                      (網址 http://alumni.fg.tp.edu.tw/cash_list.aspx) 

    結案報告: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另公告於本會網站(同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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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新金流 使用 ezPay 電子發票平台，電子發票資訊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0401S202003T006794 

發 票 號 碼： ZT50516769 

隨機碼： 6802 

發票金額： $ 132 TWD 

開立日期： 2020-04-01 07:33:18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0501S202004T006805 

發 票 號 碼： CF50512363 

隨機碼： 0072 

發票金額： $ 5315 TWD 

開立日期： 2020-05-01 05:17:29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0601S202005T006786 

發 票 號 碼： CJ04277023 

隨機碼： 5254 

發票金額： $ 6980 TWD 

開立日期： 2020-06-01 05:24:18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0701S202006T006805 

發 票 號 碼： EA50512154 

隨機碼： 1407 

發票金額： $ 4166 TWD 

開立日期： 2020-07-01 05:18:41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0801S202007T006831 

發 票 號 碼： ED04279246 

隨機碼： 6404 

發票金額： $ 1326 TWD 

開立日期： 2020-08-01 05:20:27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0901S202008T006748 

發 票 號 碼： FV50511622 

隨機碼： 7060 

發票金額： $ 3659 TWD 

開立日期： 2020-09-01 05:26:52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1001S202009T006655 

發 票 號 碼： FY04278391 

隨機碼： 4081 

發票金額： $ 89 TWD 

開立日期： 2020-10-01 05:26:12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1101S202010T006609 

發 票 號 碼： HQ50510882 

隨機碼： 5220 

發票金額： $ 656 TWD 

開立日期： 2020-11-01 05:17:54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01201S202011T006492 

發 票 號 碼： HT04276395 

隨機碼： 6373 

發票金額： $ 3535 TWD 

開立日期： 2020-12-01 05:17:27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10101S202012T006457 

發 票 號 碼： KP30680157 

隨機碼： 6296 

發票金額： $ 7505 TWD 

開立日期： 2021-01-01 0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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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10201S202101T006417 

發 票 號 碼： KP30694187 

隨機碼： 4015 

發票金額： $ 2783 TWD 

開立日期： 2021-02-01 05:10:44 

 

商店代號： 33522889 

商店自訂編號： 210301S202102T006236 

發 票 號 碼： MJ30676343 

隨機碼： 0770 

發票金額： $ 460 TWD 

開立日期： 2021-03-01 05:10:57 

 

募款文宣影印費   

 

 

專款捐贈北一女中 

     

 

指定捐款—林筱玲捐款 1萬元，新光銀刷卡手續費 185元 

 

指定捐款—林佳穎捐款 1萬元，新光銀刷卡手續費 185元 

 

 

 

 

郵資 

 

 

 

 

捐贈北一女中專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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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校友會  

第十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25 日(星期二) 下午 7:00 

地點：因應疫情，改為線上會議 

主席：吳素秋會長、程淑芬常務監事            紀錄：劉淑芬幹事  

出席理事：吳素秋(主席)、林寶珠、趙梅君、黃斯珮、楊世瑞、胡斐雯、孫乃文、常玉慧、郭瓊瑩、

溫素瑩、江惠貞、薛雰雰、陳晏如、周玉靜、張迎真、沈冠伶、陳美蘭、蘇錦霞、許秀

明、許純琪。 

出席監事：程淑芬(主席 )、方一菁、鄭向真、張立群、羅愛玲、王一如。 

請假理事：王幸宜、王如玄、林雅芳、陳昭如、金以容。 

請假監事：郝培芝。 

列席人員：陳緯人、邱懷萱、黃坤瑛、張喬婷、魏巧杰、高玉英、林筱玲等候補理事；于人瑞、莊

雅婷等候補監事；周玲臺、馮燕、陳怡芬等顧問；李珠、傅依萍諮詢委員；蘇裕惠財務

長、李惠如副財務長、文馨瑩總幹事、莊婷媜副總幹事、劉淑芬幹事、30重聚總幹事

許瑋芳、胡琮淨校友、李孟津校友。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文馨瑩總幹事 

1. 3/17(三)與江學珠先生獎學基金會合辦《春祭江校長》活動，為配合金寶山防疫措施，本

次未開放校友報名，由吳素秋會長偕同林寶珠副會長、胡斐雯理事(基金會執行長)、陳怡

芬顧問(基金會董事)、李珠諮詢委員，與基金會李芳惠董事長、蔡文怡董事及張滿惠財務

長等 8人前往致祭，活動順利完成。 

2. 3/20(六)社服組於光復樓會議室舉辦年度第一次樂活小聚，邀請李珠諮詢委員「不老私房

帖-問世間老是何物」演講，分享如何規劃熟齡樂活、人生不老妙方。演講後並舉辦桌遊

比賽等，場面溫馨熱絡。 

3. 第 16屆理監事就任後向法院辦理法人變更登記，4/9已領取本屆法人登記證書。 

4. 4/22(四)孫乃文理事主辦「故宮深度導覽」活動，共計 20人參加。 

5. 5/14(五)下午本會與江學珠先生獎學基金會合辦講座，邀請洪蘭教授主講～「腦到中年一

樣靈光」，共計 33人與會。因 5/11已宣布二級警戒，降低原本超過百位報名者的出席意

願。 

6. 本屆理監事會務分工(含會員校友)，如下表。（如有增減，請組長向淑芬幹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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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0/4/1~5/25日期間新增 6人（李欣蓉 64忠、林玥秀 66禮、闕瑞湘 70 忠、趙婉君 71温、

賴盈青 84儉、廖韻婷 99良），永久會員共計 1,341人（含死亡除籍）。 

二、各組工作報告: 

1. 志工組組長鄭向真： 

⚫ 感謝 5/14(五)洪蘭學姐的演講，多位演講組亦是志工組學姐妹協助報到、噴灑酒精、座位

安排等工作。 

2. 社會服務組組長江惠貞：  

⚫ 配合 6/20樂活小聚活動取消，我們剛好趁這段時間，對目前校友服務組的兩個服務項目「小

天使派案計畫」及「樂活小聚」，展開組織制度化及內部培力。這幾年陸續有小天使加入，

鑒於以往對新加入的小天使並沒有正式或非正式的 orientation，希望這次從回饋母校及社

會、照顧資深老師及校友的初心出發，透過內部培力，凝聚現有小天使的共識，同時讓「小

天使派案計畫」及「樂活小聚」的運作及作業流程更加制度化，有助於未來延攬更多小天使

的加入。而各位小天使豐富的經驗，將是我們將流程制度化最好的依據，因此我們預計在六

月初對目前群組內的所有小天使發出問卷，收集各位對過去活動的意見及對未來的建議，作

為參考。問卷內容將由馮燕、寶珠、惠貞組長及淑芬副組長共同研擬，未來在流程制度化的

階段，也需要各位小天使多多幫忙。 

3. 演講組組長楊世瑞： 

⚫ 5/14本會與江學珠先生獎學基金會於台大霖澤館合辦講座，由本校校友洪蘭教授主講「腦

到中年一樣靈光」。非常感謝淑芬以及乃文、寶珠、向真、玉英、緯人等學姊妹熱心協助辦

理報到等庶務事項，也謝謝斐雯忙進忙出張羅安排，雖然因為疫情影響出席人數，但是聽眾

都覺得收穫豐盛。 

副會長
/輔導 

組  別 組  長 組    員 

 
 
 
 
林 
寶 
珠 

志工組 鄭向真 王幸宜、周玉靜、陳緯人、邱懷萱、高玉英、林筱玲、 

社會 
服務組 

江惠貞 王幸宜、王如玄、周玉靜、黃坤瑛、高玉英、程淑芬、鄭向真 

演講組 楊世瑞 
王幸宜、郭瓊瑩、林雅芳、周玉靜、張迎真、蘇錦霞、許秀明、
陳緯人、邱懷萱、魏巧杰、高玉英、程淑芬、鄭向真 

藝文組 胡斐雯 周玉靜、沈冠伶、邱懷萱、黃坤瑛、高玉英、林筱玲、方一菁 

活動組 孫乃文 周玉靜、沈冠伶、蘇錦霞、許秀明、高玉英、鄭向真、于人瑞 

副會長
/輔導 

組  別 組  長 組    員 

趙 
梅 
君 

年會組 趙梅君 
王幸宜、周玉靜、張迎真、高玉英、程淑芬、鄭向真、張立群、
郝培芝、王一如 

資訊 
文宣組 

薛雰雰 常玉慧、溫素瑩、張喬婷、張立群 

綠意組 方一菁 
陳美蘭、魏巧杰、張立群、薛雰雰、張喬婷、張淑英(79御)、
紀心怡(79忠) 

海外組 黃斯珮 周玉靜、陳緯人、邱懷萱、張喬婷、王一如、文馨瑩 

光復樓 
專案 

陳怡芬 
郭瓊瑩、陳晏如、金以容、周玉靜、許純琪、黃坤瑛、王一如、
文馨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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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已邀請王偉忠先生於 6月 30日下午兩點於同一地點辦理講座，礙於目前疫情狀況，決

定延後至第 3季辦理，但仍需視王偉忠先生檔期而訂，也請大家多多關心與支持，感謝理監

事們的鼎力協助。 

4. 藝文組組長胡斐雯： 

⚫ 2022年綠園藝文展已排定於 2022/01/15~2022/02/06在鳳甲美術館展出，其間遇農曆春節

假期，除夕到初三（01/31-02/03）休館四天，02/04再開展到 02/06。若因疫情變化而導致

檔期調整，館方會再與我方討論。 

5. 活動組組長孫乃文： 

⚫ 因疫情影響，所有活動暫緩，待疫情趨緩後再擇期召集小組會議研議。 

6. 年會組組長趙梅君： 

⚫ 分別於 3/24、5/20召開 2次跨屆重聚籌備會議，會議相關進度，如提案討論一，提請追認。 

7. 資訊文宣組組長薛雰雰： 

⚫ 「北一女光復樓古蹟修復與再利用工程」專案之網站募款已於 2021年 2 月 14日截止。若仍

續使用該網站(可多用途捐款)及 SSL加密金鑰，每年需一萬兩仟元管理費，今年 4月已續約

一年。目前在此網站中已加入對校友會一般捐款下的「指定光復樓相關捐款」與「一般會務

捐款」兩個項目，提供校友或其他人士捐款。 

⚫ 2021年重聚會網站報名繳費已啟動，目前在測試階段，由 30/40重聚總召與幹部先行測試

熟悉流程作業與管理方式。也已與各級總召分別建立了四個 Line群組，日後正式報名繳費

開始之際若有任何問題，均可透過此 Line群組由資訊文宣組提供服務。感謝高玉英理事協

助 50/60級總召與學姊的網站報名繳費事宜。 

⚫ 校友會網站 2016年建置完成啟用，一年保固期後，因應各種需求變化，於 2017年 2月與廠

商簽署維護合約，兩年八萬元計 80點，每次需求以扣點方式執行。到期後，於 2019年 3

月與廠商續約兩年，也是八萬元計 80點。在 2020年所建置募款網站，其維護修改也算在此

80點之內。原應至 2021 年 3月到期，因仍有點數尚未使用完畢，廠商同意延期至今年年底。

至 05/17尚餘 18點，若使用完畢或年底後，則會有續約需求，屆時再視情況提報理監事會

相關續約需求。 

8. 綠意組組長方一菁： 

⚫ 綠意組分成綠意 online 的 line@生活圈以及綠意會刊(北一女校友會會訊)。 

⚫ 綠意 online自 108年 5月啟用以來，目前有效閱聽者有 1502人，發文時間為固定周五一則，

其餘有需要時，周三或周日再發文一則。每月支付平台費用約 1400~1500 元。2021年自 1

月起至 5/21止，共有 21則貼文。希望校友會各組（例如活動組、社福組、年會組等）能夠

多多利用綠意 online，將訊息即時有效的刋載推播出去。目前綠意 online 編輯檯是由 79

級的張淑英編輯及雰雰、喬婷兩位理事發文，感謝她們的熱心服務。 

⚫ 綠意會刊自 2019年起每年年底發行紙本會刊一次，發送對象為本會會員。綠意會刊可由綠

意 online支援部分稿源，也會向校友們徵求文章。另外由本會會務各分組提供活動報導及

照片，2021年會刊各組負責文章篇數如附件 1，每篇文字為 1200~2000字，輔以照片尤佳，

請各組組長提供相關活動稿件。2021綠意會刊主編為張淑英。 

9. 海外組組長黃斯珮： 

⚫ 感謝素秋會長在擔任海外組組長時期，精心與海外現任校友會會長建立聯絡 Line 群組，含

上海、南加、大華府地區、大紐約地區、洛磯山地區、南加、北加、休士頓、達拉、加拿大、

波士頓、及日本等，沿用至今非常順利，目前聯繫無國界，天涯若比鄰！ 



7 
 

⚫ 上屆海外組素秋組長建立許多有效率的溝通管道與方式，因本屆有多位新理監事上任，故整

合報告如下，讓大家可同步知曉海外組現況。感謝喬婷副組長整理，現在請喬婷講解運作現

況：  

⚫ 因應疫情原因，目前海外校友會活動以不同階段來呈現：(1)Line 即時發佈訊息安 排宣傳

聯誼活動及搭配每週一次週五綠意 Online 的分享。(2)線上即時進行活動如使用 Zoom 會

議軟體來線上參與。(3)再以 ABAF網站形式和 Youtube長期分享公佈資訊內容。  

⚫ 運用不同媒體進行社群功能目前初步都運作逐漸成熟。使 Website網站及 FB主要為公佈欄

功能，用以事前宣傳聯誼活動、事後分享活動剪影及報導。  

⚫ 校友會各組織在疫情之下，多以線上活動進行，但各地地區校友或校友親屬有任何 諮詢協

助所需，如移民、經商、工作、就學、短期拜訪及回饋母校都樂意分享經驗及協助。 

⚫ 最近動態如下：  

A. 美國北一女校友基金會號召百人來錄影反對歧視與仇恨影片。 

B. 北加北一女校友會和陸培恩校友在 ABAF YouTube頻道 2020年 10月開創時大力支持，讓綠

園廚藝影片在 ABAF YouTube 頻道上播出。  

C. 華冠獎 CEO 書院講習會“北美洲系列活動 (二)”講座，由兩位華冠獎得主陳瑰鶯女士及俞

寧寧博士進行分享。 

⚫ 共同建議及相關資訊：  

1. 海外各地北一女校友會校友國際聯誼與連繫的平台如下: 北一女校友會 - 海外校友會 

(tp.edu.tw)。  

01-大紐約區 02-大華府區 03-美東南區 

04-達拉斯區 05-休士頓區 06-北加州區 

07-南加州區 08-加拿大區 09-北京地區 

10-上海地區 11-波士頓區 12-日本地區 

13-洛磯山區 14-ABAF  

2. 海外組將加強宣導以提高校友會總網站內容更新及資訊更完整，以增強各社群媒體的知名度、

普及率及使用率。 

10.光復樓專案組長陳怡芬： 

⚫ 如附件 2 

⚫ 詳提案討論案由二、案由三、案由四、案由五。 

三、財務組蘇裕惠財務長報告： 

1. 110年3月31日止收入1,093,973元，支出270,045元，結餘823,928元。110年 3月 31日止資產

負債表、定期存單明細表、第一季損益表。（附件 3-1、3-2） 

2. 理監事職務捐，每位理監事每年度招募永久會員至少一位或至少捐款一萬元執行進度報告。（附

件 4） 

貳、大合照（視訊圖像拼圖）。 

叁、提案討論 

  案由一、110年年會暨重聚會活動規劃，提請討論。如附件 5。 

    說明：請 30重聚代表許瑋芳總幹事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勸募活動結案報告，提請審議。詳如附件 6。 

    說明：請理監事確認通過，以利後續成果報告之公告及公開徵信，並連同支出 

          明細等證明文件，依規定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結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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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審核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 

  案由三、「民國 110年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勸募活動企劃案，提請審議。如

附件 7。 

   說明：北一女中辦理「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計畫因總體環境建築物料價

格上漲、加強設備等之經費，特以舉辦公益勸募活動來募集不足經費，協助北一女中

順利完成工程。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為協助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軟體建設募款，擬委託舊視界文化藝術有限公司製作並

邀請音樂界傑出校友群拍攝募款 MV，編列經費案提請審議。 

     說明：預估經費約 70萬元。 

     辦法：經費來源 歷年結餘、 年度捐款。 

     決議：以專案撥付 30萬元，決議通過。 

  案由五、為紀錄北一女中光復樓古蹟修復歷程，擬委託舊視界文化藝術有限公司負責製作，編列

經費案提請審議。 

    說明：預估經費約新台幣 118萬元。  

    辦法：經費來源 歷年結餘、 年度捐款。 

    決議：以專案撥付 100萬元經費，決議通過。 

⚫ 會長總結： 

1. 謝謝大家提出很多建設性的建議，40幾位理監事暨列席報告人在 2小時內精準完成多項報告及

討論案，校友會務沒有因為疫情而停擺，學姊妹們反而更有效率來推動會務，真的很感動！也

由衷感謝每一位理監事、顧問對學校的關懷支持。未來，我也要建議學校會議室考量實體與線

上一體整合的可能性，讓校友會會議運作不受空間及交通限制。 

2. 上述通過的籌募專案，再請裕惠財務長研擬多元募款方式。除捐錢給光復樓修復以後的景觀等

軟硬體之外，也可採納實物捐贈等方式；募款專案文字稿應強調係針對每筆 NTD2萬元內的小

額捐款，若為較大金額則走一般捐款方式，以利後續募款推動。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下次開會時間：9/14(週二)下午 6:30；地點：待確認(1.校方新指定場地；2.若疫情仍未趨緩，

則以線上會議方式召開) 

陸、散會：9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