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各位親愛的 ISAC會員 惠鑒： 

 

本會自民國93年12月籌組創立迄今已第14年，感謝全體會員的支持，

會務乃能不斷地成長與茁壯。經過歷年來的努力，本會已廣受各大專校院

及相關政府單位肯定。 

本會訂於 108年 1月 18日(星期五)中午 12時，假台北市電腦公會 B1(台

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 號 B1)舉行 ISAC 第七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屆時將

改選新的理監事及進行相關會務報告。茲因會員大會召開在即，敬請有意

角逐參選理、監事之會員踴躍登記參選。 

敬邀各位會員撥冗出席，共襄盛舉，參與選舉與各項會務討論，並藉

此機會相互交流聯誼。謹隨函附上會員大會議程、出席委託書、第七屆理、

監事參選登記表、續會意願調查及會籍校正等資料，敬請撥冗填具惠復，

俾供秘書處前置作業，謝謝配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敬啟 107.12.20 

 
注意事項： 
  為使此次大會順利進行，敬請就下列事項惠予合作： 

一、報到時間自上午 10:00~15:10，敬請配合。 

二、如因故不克出席，敬請填寫委託書，委託可出席之會員代為報到出席投票，每一會

員限接受一人之委託。如無適當之委託人選，亦可將委託書寄交本會，由本會轉請

出席會員代為投票。 

三、第七屆理、監事參選登記表，請於 108年 1月 7日(一)前寄以 email 或傳真回復。 

※聯絡人：黃柔甄助理 isac_joan@mail.isac.org.tw，(02)2577-4249#852 

林竺瑩秘書 isac_naomi@mail.isac.org.tw，(02)2576-2040 

※傳真號碼：(02)2578-641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第七屆第 1次會員大會議程 

 
 

本會訂 108 年 1月 18 日舉辦第七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敬邀會員撥冗參與，

本次會員大會將進行理監事改選作業，並歡迎會員藉此機會相互交流聯

誼。 

一、 大會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三、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四、 報告事項 

(一) 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 監事會監察報告 

五、 討論提案 

六、 選舉第七屆理監事 (投票時間 10:00~15:10) 

(一) 進行選舉 

(二) 清點選票、逐一唱票、計票 

(三) 宣佈當選名單 

七、 臨時動議 

八、 摸彩、散會 (領取紀念品)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第七屆第 1次會員大會 

 

委託書 

 

本人因公務繁忙不克出席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第七屆第 1 次

會員大會，茲委託本會會員                  代表出席，並授權行使一切

權利義務。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委 託 人：會員編號     姓名：                   (簽章) 

 

受委託人：會員編號     姓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每一會員僅能接受一位會員之委託。 

 

敬請您協助於 108 年 1月 18 日(五)前以 email 或傳真回復或當天攜帶與會。 

※聯絡人：黃柔甄助理 isac_joan@mail.isac.org.tw，(02)2577-4249#852 

           林竺瑩秘書 isac_naomi@mail.isac.org.tw，(02)2576-2040 

※傳真號碼：(02)2578-641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第七屆理、監事參選登記表 

 

親愛的 ISAC 會員 您好： 

本會擬於 108 年 1 月 18 日(五)中午 12：00 舉辦「第七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此次大會將進行第七屆理、監事選舉。茲依規定檢送參選登記表乙份，敬請踴躍

登記參選，並請於 108 年 1 月 7 日(一)前將表格填妥後 email 或傳真回復本會，逾

期恕不受理。謝謝！ 

 聯絡人：黃柔甄助理 isac_joan@mail.isac.org.tw 
(02)2577-4249#852 
林竺瑩秘書 isac_naomi@mail.isac.org.tw, 

(02)-2576-2040 
 傳真號碼：(02)2578-641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第七屆理、監事參選登記表 

 
 會員編號： 

姓名  性別 □男□女 

身分證 

字號 
 出生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名單  職稱  

經歷 

或 

專長 

 
 

本人有意參選       □理事         □監事         (限擇一勾選) 

電話：(O)                         (H) 

手機： 傳真：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登記參選人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日期 ____ 年 ____ 月 ____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續會意願調查及會籍校正】 
 
 

感謝您在過去一年裡，對 ISAC 的參與和支持，本會訂於 108 年 1 月 18 日(五)，

將舉辦「ISAC 第七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應大會召開需要，進行「續會意願調查」

及「會籍校正」，以便能行使會員之相關權益，希望您能繼續支持 ISAC，敬請您

協助於 108 年 1 月 7 日(一)前以 email 或傳真回復。 

※聯絡人：黃柔甄助理isac_joan@mail.isac.org.tw，(02)2577-4249#852 

林竺瑩秘書 isac_naomi@mail.isac.org.tw，(02)2576-2040 

※傳真號碼：(02)2578-6410 

 

 

【續會意願調查】 

 

□續會，□維持個人會員 (會費$500元) 

□調整成永久個人會員(會費$5,000元) 

□維持團體會員 (會費$2,000元) 

□調整成永久團體會員(會費$20,000元) 

□不續會。 

 
本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會籍校正】 
※請填目前新聯絡資料 

姓名  職稱  會員類別 

會員編號 
(可由 ISAC代填) 

 單位名稱 

(會員代表) 

 

 

身份證號碼/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學歷  經歷  

現職  

E-mail  

電話 (  ) 手機  傳真 (  ) 

通訊地址  

  



 

歡迎您的加入 

 

服 務 項 目： 

一、集合所有大專校院的採購能量與廠商議價，讓各會員學校能取得合理

價格之產品及較高品質的資訊服務水準。 

二、共同開發通用性軟體，以減少各會員學校於軟體的投入經費、人力、

時間，並加速提昇各會員學校資訊服務能力。 

三、會員學校間，資訊應用技術觀摩、研討及交流。 

類  別 入 會 費 會  費 總  計 

個人會員 NT$ 500 元 NT$ 500 元 NT$ 1,000 元 

永久個人會員 NT$ 500 元 NT$ 5,000 元 NT$ 5,500 元 

團體會員 NT$ 1,000 元 NT$ 2,000 元 NT$ 3,000 元 

永久團體會員 NT$ 1,000 元 NT$ 20,000元 NT$ 21,000元 

贊助會員 NT$ 30,000元 NT$ 20,000元 NT$ 50,000元 

永久贊助會員 一次繳納 20萬即可 

匯款資料： 

公司名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帳  號：148-10-080113 

銀行名稱：第一銀行(007)八德分行(1484) 

匯款方式：1.請直接用銀行匯款,要將匯款人公司名稱寫清楚。 

2.如要用 ATM轉帳及個人名義匯款，敬請先行告知。 

聯絡人：黃柔甄助理 isac_joan@mail.isac.org.tw，(02)2577-4249#852 

林竺瑩秘書 isac_naomi@mail.isac.org.tw，(02)2576-2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