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 10：00~11：0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出席人員： 

《理事》江惠貞理事長、王鎮華理事、羅英弘理事、邱素蘭理事、林德明理事、

黃宏進理事、李文中理事、劉雅各理事、王志庸理事。 

(理事 9 位)。 

《監事》陳華玉監事、蔡政勳監事、馮思民監事、陳昭蓉監事、林淑玲監事。 

        (監事 5 位)。 

共 14 位。 

請假人員： 

《理事》楊明勳理事（線上列席）、洪嘉鴻理事、洪光成理事、邱大環理事、黃

來福理事、蔡瑞彬理事。(理事 6 位)。 

共 6 位。 

列席人員： 

《校友總會》許順成候補理事、張喜會候補監事、鄭靜宜秘書長、李乃雨秘書。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林瑞德使命副校長、

公共事務室鄭靜宜主任、公共事務室林曉音組長、陳怡禎組員、林

又春組員、陳鵬文組員、孫瑋志、李泓佑、温哲維。 

共 14 位。 

 

主席：江惠貞理事長                                       記錄：李乃雨 

 

一、主席致詞 

江惠貞理事長： 

大家好！先跟大家致歉，原本星期六就是我的工作日，本來工作日是可

以調整，但因為議會開始要省預算，當要處理預算的時候，不巧碰到整個公

司裡包含我總數有 80 幾位確診，所以時間上相對就擠壓了不少，今天也是

最後的期限，又剛好當中有一項今天才能處理，加上 6月份的人事要做大幅

度的調整，這些都要在今天定案，所以就遲到了對大家非常抱歉，雖然這些

都不應該是理由，但事實還是要跟大家陳述。 

 

 

 



二、貴賓致詞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鄭靜宜秘書長報告 

 

(一) 111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11 年度工作報告，分為已辦理項目

及預計辦理項目。 

鄭靜宜秘書長：今年因為疫情將畢業典禮改為線上舉行，公共事務室及

校友總會延續去年的抽獎活動，預計舉辦畢業生祝福活動，藉此蒐集聯

絡資訊、加強校友資料的更新。今年的獎品也特別有紀念意義，包括「輔

仁熊」還有去年校慶預先曝光的「羊寶」以及其他輔大相關紀念產品。

除了這些獎品外，為了吸引更多年輕的學弟妹，在此也列出一些他們心

目中想要的獎品，希望各地校友會及系所友會共襄盛舉！例如：高雄校

友會已經認捐 5,000 元，在抽獎活動中就能特別鎖定高雄地區的畢業

生，加碼抽高雄校友會提供的獎品，藉此拓展更多高雄地區的校友。希

望今天的理監事會能募集到獎品，讓我們能蒐集更多新校友資料，謝謝

大家！ 

 

110 年度國內校系所友會活動： 

鄭靜宜秘書長：在手冊中列出的活動是指有回報公共事務室的活動成果，

我們都會盡量支援各校系所友會舉辦的活動，提供禮品以及各式接待的

服務。 

 

(二)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111 年度 1~4 月收支表。 

 

五、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追認陳昭蓉校友申請加入本會個人會員，自 110.12.01 起生效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之二辦理。 

2. 陳昭蓉校友為本校哲學系 71 年畢業，曾任上海校友會常務副會長。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辦理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會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八條辦理。 

2. 為促進國內校友會與總會間的交流，藉由經驗分享互相觀摩學習，活

化校友會的組織與業務，擬配合國內校友會舉辦理監事會、會員大會

或大型活動之規劃，與國內校友會聯合舉辦，會後安排當地名勝古蹟

巡禮。 

3. 請討論召開時間及地點： 

(1) 建議會議訂於 111 年 10 月 22 日（六）。 

(2) 擬配合台南市校友會活動聯合舉辦。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追認本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及員工待遇表，

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及本會 110 年 12 月 4 日第六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決議事項辦理。 

2. 本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附件一 P.15)、現金出納表

(附件二 P.16)、及資產負債表(附件三 P.17)已於 110 年 12 月 4 日第六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中提報，於此次理監事會議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本屆理監事職務捐乙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會曾於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中討論職務捐，並於第五

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提案通過職務捐乙案。 

2. 第五屆理監事之職務捐金額：理監事一萬元、常務理監事包括副理事

長三萬元、理事長五萬元。(於任內每年繳納一次，因第五屆理監事於

提案通過後剩兩年任期，故繳納兩年職務捐。) 



3. 建請討論本屆理監事是否延續此案執行及相關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通過後會寄通知給各位理監事，提醒各位繳交職務

捐。 

劉雅各理事：若是經費不足需要提高職務捐也可以，大家都是為學校奉獻。 

 

江惠貞理事長：大家也可以透過捐贈的方式不一定是職務捐。 

 

第五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推薦優秀校友參加 111 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請討論。 

說明： 

1. 母校為表彰對國家、社會、母校有具體傑出貢獻，或在專業領域表現

優異足為楷模之校友，於每年舉辦傑出校友選拔，並於 12 月校慶期間

公開表揚。 

2. 依據「輔仁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附件四 P.18)，本會具推薦資格，

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並以推薦一名為原則。 

3. 推薦時間自 111 年 5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8 月 15 日止(以郵戳為憑)。 

4. 本案通過後，擬將推薦表(附件五 P.19)填妥，並備齊相關資料後，寄至

母校公共事務室續辦。 

5. 詳細規則請參閱「輔仁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附件四 P.18)。 

決議：本會推薦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吳惠敏學姊參加輔仁大學 111

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 

 

 

第六案 

提案單位：邱大環理事 

案由：變更各項通知寄送形式。 

說明： 

1. 紙本通知需要更多人力及郵資，使用電子郵件普及又迅速，建議改以

電子郵件發送。 

2. 詳如提案單(附件六 P.20)。 

 

擬辦意見： 

1. 經詢問內政部，各項會議通知須根據章程訂定辦理之。 

2.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五條及二十八條辦理。 

3. 本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



通知；第二十八條規定，理事會、監事會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 

4. 本案通過後，建請於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上提報並決議，經會員大

會通過後修訂章程相關法條以具合法效力。 

決議：照案通過。 

李文中理事：要使用紙本通知或是電子郵件通知固然基於環保，因應時代

的演進，現在大家都使用電子的形式，但不可諱言我們的校友當中有些年

紀稍長，不見得年紀大就不會去學，但還是有這些問題存在。我看到別的

機關團體有一個做法，在填寫通訊欄位時可以勾選是要使用電子方式寄送

還是紙本方式寄送，亦或是兩個方式並行，讓理監事及會員能做這樣的選

擇，針對這些選擇使用相對的寄送模式，但前提須符合校友總會的章程規

定，以及尊重理監事的需求及選擇，我覺得這兩個可以兼顧，不宜直接決

定一律使用電子郵件或一律用紙本，這是我對本案的建議。 

 

江惠貞理事長：在疫情這兩年的確很多會議都改成視訊，但在章程裡寫得

很明確需以書面通知，在今天的討論大家如果覺得妥當，就會在第六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上提報，決議同意後按照邱理事的提案執行並報請相關單位

核備，但在處理過程中還是需要有徵詢的流程，徵詢大家希望以什麼形式

作為寄送的模式，未來行政同仁就會配合辦理。 

 

第七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已成立滿 15 週年，本會擬推動輔仁大學校友

總會永續經營運作計畫及相關活動，請討論。  

說明： 

1. 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由吳東亮學長創立迄今已逾 15 週年，全球校友總會

於 95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於 96 年 3 月 11 日正式

成立。 

2. 母校輔仁大學於 2021 年歡慶在台復校 60 週年，即將往百年邁進;校友

總會亦邁向 20 週年，故推動永續經營運作計畫。 

3. 詳細企劃書請參閱「輔仁大學校友總會永續經營運作計畫書」(附件七

P.21)。 

決議：照案通過。 

鄭靜宜秘書長：這個提案是希望未來校友總會的活動能夠更多元，拓展不

同年齡層、不同類型的校友，讓校友能有更多的交流及聯繫，所以目前規

劃了 3 個系列活動。活動一：畢業音樂祭，重點發展對象為應屆畢業生、

在校生及新世代校友，因目前校友會成員有斷層的現象，希望藉由年輕一

代有興趣參與的活動類型，吸收更多校友來關注校友會，這是我們目前的



想法。活動二：校友野餐日，重點發展對象為畢業 10~20 年校友，讓大家

能回到學校參加這場溫馨的親子野餐日，輔大校園近期有很大的變化，藉

此機會讓更多校友認識校園景觀的變化並拉近彼此的距離。活動三：校友

市集，重點發展對象為畢業 20 年校友，讓有成就的校友可以帶著自家產

品來參加市集活動，藉此建立校友互惠平台，達到校友幫助校友的目標。

以上指的都是重點發展對象，並不表示只有這些族群才能參加，我們也能

舉辦一些非會議形式的活動，例如桌球日及尚未舉辦的時尚秀等，諸如此

類的體育、藝文以及學術性活動，歡迎大家一起響應，但舉辦這些活動都

需要有更多的經費來支援挹注，所以我們列了一些校友募款的規劃，目標

預計是三百萬元，以上跟大家報告。 

 

江惠貞理事長：各位理監事可以充分表達意見，再來想說要怎麼因應此案，

目前企劃書裡有條列了幾項，大家可以討論這些活動是要照單全收執行，

或揀選其中幾項做重點式的發展，因為我們決定怎麼做，經費的籌措就有

不同的做法。 

 

李文中理事：對於這企畫書我有幾點建議提出來給大家參考，第一點：建

議標示年度或是年分，因為整份企劃書都沒寫計畫實施期間，這樣可能會

造成大家理解上的誤會；第二點：因為標題是永續經營運作實施計畫，是

不是每年都要辦這些活動循環下去，還是僅限這個年度？因為活動預算只

有三百萬元，所以我猜想可能只有這個年度的預算需求。因此建議加上年

度或是計畫實施期間會讓此計畫書比較精準，這樣我們就會知道往後都要

通過此提案。其中主辦單位是輔仁大學校友總會也就是各位理監事，所以

提出的計畫就有責任要付諸行動，因為不是在審別人的計畫而是在通過自

己的計畫，通過後就要有決心實行，不能通過後再想要不要做這樣就會有

點矛盾了。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 

 

江惠貞理事長：李理事陳述的非常清楚，這要看是年年都要做還是當屆要

實施的，有些活動也不一定能每年舉辦，還是要看效果如何。其實很多活

動根據我們運作社團的經驗，要讓活動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及效果，基本上

都要一年一年的逐年累積。其實學校這幾年改變得非常多，很多學校不是

併校就是收起來，但輔大卻蒸蒸日上，不管是軟體硬體方面，尤其有了輔

醫後校內許多相關科系都做了很好的資源整合及發展。這些活動很能吸引

校友回來，也能廣招所有校友，但就看活動怎麼設計，在操作方面其實是

可行的，我們要討論一下怎麼樣配合讓公共事務室及幹部同仁好做事。大

家都在各地，也許能提供一些資源，整合的部分還是要交給公共事務室來

執行。 

 



陳華玉監事：首先我覺得這些系列活動都挺好的，可以藉此機會讓校友們

每年都能回到學校，也許有些人很久都沒回學校了，在校學生也能參與校

友會活動，我非常支持這個活動，即便每年都辦也不多，其實也就一天回

到學校，有錢就大辦、沒錢就小辦，校友會能有這個活動是非常好的。計

劃書裡寫到總會網站建置，我建議我們要想辦法充實校友總會的網站，要

如何能 PO 更多訊息，或是讓各地校友會來宣傳網站，不只是一年一度的

活動，讓所有活動訊息都能盡量放上去，網站的經營是可以很快吸收校友

的，謝謝！ 

 

鄭靜宜秘書長：在網站內容的加強我們都有持續在優化改善中，目前也規

畫建置 LINE 系統，運用不同的形式推廣校友會，將來建置成功後也會告

知大家。這些預估金額是一個目標，有多少錢我們就做多少事，尤其在網

站的維護或是辦活動都需要更多的人力才能辦得成功。其實富邦在輔大舉

辦的家庭日每年都有延續下去，輔大如果能建立一個家庭的傳統，讓大家

每年都能歡欣喜悅的回來學校，透過非正式的活動來交流認識或是回饋輔

大，這是我們所嚮往的。 

 

江惠貞理事長：現在網站的小編都是公共事務來協助，系統的開發優化還

是需要一筆經費，所以才會列入預算中。剛剛華玉學姊說到有錢就大辦沒

錢就小辦，我覺得這基本上是可伸縮的。疫情到 6 月底是否能解隔還是未

知數，校友野餐日或是市集在明年舉辦，以現在開始籌辦時間應該是充裕，

我個人意見看是否這兩個活動先來規劃，如果有經費上的需求我也會不客

氣地拜託大家協助幫忙，找到可能的資源挹注，不然這個案子今天可能也

沒辦法有個收尾，大家覺得這樣的處理妥當嗎？還是說對於 9 月的音樂祭

已經有個雛型了？ 

 

鄭靜宜秘書長：音樂祭本來是要在今年 6 月舉辦，所以我們都已經準備得

差不多了，但因為疫情只好先延後，原本預計邀請來表演的都有先告知延

期，雖然是畢業音樂祭，但時間上我們可以再做調整。 

 

江惠貞理事長：才剛畢業一兩年的校友就請他回來參加機會我想是不大的，

我建議可以把重點放在畢業幾年後的校友，我們都知道除非是家族企業，

不然剛畢業的校友來參加感覺是蠻難的，會來參加校友會都是在畢業幾年

以後機率較大。如果是要承接剛畢業的這一屆，建議在 5-6 月舉辦，那時

候基本上人在心也在，過後可能就開始找工作，才剛起步效果可能不大。

不曉得我的觀察是否正確，大家有意見也可以補充說明。 

 

 



林淑玲監事：我覺得這個計畫提出如同一開始所述，就是校友會成員有斷

層的現象，希望拓展的族群有三個，年輕世代、畢業 10~20 年、畢業 20

年以上，我們要想清楚重點的對象是哪個，因為我看內容校友野餐日及市

集都是在 4~6月，我建議先聚焦在一個活動來做就可以了。 

 

江惠貞理事長：其實這些活動也不一定要拘泥在明年 4~6 月，也許野餐日

可以辦在 9 月~11 月秋高氣爽的時間，只要氣候允許下就能舉辦了。野餐

日(家庭日)其實比較簡單，各個攜家帶眷，將環境佈置好，只要氣氛對了，

其實就可以了。而市集就需要對校友企業內容做一些了解，像是在世貿舉

辦的展覽，可能就需要花費一些時間，辦在明年的春季或是 4~6 月都可

以，所以時間上可以先不討論，這幾個活動我們都可以做。我覺得最簡單

就是野餐日，只要人來心意到，學校的進步及發展也能看到，雖然學校天

天對外開放，但有一天是專門為校友總會舉辦的活動開放，這個意義就特

別不一樣！外面的人進來是外行的看熱鬧，校友回來我想是真的想找回憶，

甚至還想找能為母校付出什麼，這些都能經過設計及安排。現在容許我做

一個處理，先決定這些活動要不要辦，哪些活動可以辦我們就配合處理，

期程及細節再由公共事務室徵詢大家意見做安排。 

 

馮思民監事：我覺得要先豎立一個原則，這活動是一定要辦的，但辦就一

定要有資金，針對資金一定要想辦法，先不要說三百萬元，可以暫定目標

100 萬元，先在理監事這邊去募集 100 萬元專門舉辦這個活動，有力校友

才會回來，沒有錢也不能做事，也不能去挪用其他經費。將資金設定目標，

先選擇一個活動舉辦，明年 4~6 月是個好時段，因為再來就是校慶，剛好

相隔大概 6 個月，由公共事務室來擬訂計畫，理監事來做資金的籌畫，大

家的想法都是好的，只是近期目標可以先這樣做，這是我的想法。 

 

江惠貞理事長：疫情期間，公共事務室也有針對線上活動做了些講座安排，

目前都有持續在運作中。而疫情解封能有實體活動之後，將這些活動先有

個定向，才知道後續怎麼安排。經費部分也必須處裡，不一定是一年至少

在這個屆次，我們能有個目標來達成，至於未來不夠的部分可以在每次理

監事會中提出，如果要等資金到位再來規劃，事實上就邁不出這一步了！

當然還能有其他計畫或活動加入，新書發表及專題講座這些目前都有在實

行，以及剛剛提到的校友桌球聯誼賽，這個校長一定會參加，這樣在募款

的熱烈度一定就不得了！我先徵求大家意見，就目前計畫書上所看到的活

動，未來這一年從 6 月份到明年年底或是這個屆次裡，大家認為三個活動

都有意義都該舉辦的請舉手表決(6 票)，至於單項活動認為一定要舉辦的

也請舉手表決，萬一無法全部都舉辦，這可以提供一個先後順序給公共事

務室參考，音樂祭(5 票)、校友野餐日(5 票)、校友市集(3 票)，市集就是讓



各種行業互通有無，提供最優惠的平台，學校現在也有成立事業單位，也

能一起來參與。其他活動就看可能的檔期再來做安排！ 

 

江漢聲校長：這個計畫我覺得非常需要，大概有三個層次我簡單說明。我

們不像美國學校新生一進來就知道有校友會，都是等到學生畢業了才把他

們找來，其實這樣做不是很好，但找來也不是說一定要跟他募款，而是希

望藉由一些方式讓同學願意加入校友會。剛畢業的校友其實沒什麼錢，我

們也不好跟他募款，我想說每一項活動，學校都有相對的單位可以幫忙，

藝文中心及藝術學院都有在舉辦音樂活動，大家可以相互結合，我們不是

要校友回來捐款，而是藉此讓他們知道校友會有舉辦這些活動，有興趣的

校友可以回來參加，之後的活動也能踴躍參與。第二項是學校現在有很多

新建設，不管是室內、室外或是醫院，校友真的可以回來走一趟，中午在

草地上聚餐，這會是個很溫馨的家庭日。最後一項也蠻重要的，學校現在

都有在參加全國醫療展，我們希望校友有好的企業、好的產品能夠互相交

流，將來能夠做很多的合作，這對校友企業間的合作關係會是很有效的，

也會激發學生對創業的靈感。今天我想大家就讓這些活動能夠順利舉辦，

至於舉辦時間及經費學校也會盡量幫忙，不會說差一點錢學校就不幫忙。

我想剛剛雅各學長針對大傳系電梯也講得很好，以後學校有事情盡量都能

夠找校友幫忙，現在學校幾個重要建設都發生了一些問題，因為最近東西

都漲價了，所以有些廠商就很惡質的停工！醫院目前正在興建空橋，但最

頭痛的是理工大樓，希望在明年初能夠完工，坦白說理工大樓當初是沒有

人要投標，還好我有認識的廠商願意虧一些錢來蓋，現在又要修宿舍，很

多的工程在進行，如果校友剛好有機會能夠幫忙我們是非常歡迎的！我回

去以後會提醒大家，今天就簡單介紹到這邊。而我也是最早的確診者，目

前恢復的不錯，但聲音還是有點沙啞，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關大家都要共體時艱！今天本來是要線上會議，但內政部規定選舉一

定要現場投票，所以必須開這場會議，非常感謝大家在疫情下還能夠來到

現場！謝謝大家！ 

 

江惠貞理事長：這邊補充一點，我剛剛的意思不是說不要替剛畢業的新校

友辦音樂祭，而是在這幾個活動名稱上可以去做個修正，比如像喝咖啡有

輕培、中培、重培，可以發想一些有趣的名稱，使活動更貼近、更聚焦鎖

定的對象。這個案子就做以上的處理，至於經費部分我們目標先最少籌到

100 萬元，起碼讓公共事務室能夠安心規劃，不足的部分如同校長所述，

在辦活動中可以跟相關科系做資源共享的結合，也許就不用這麼多費用，

大家可以幫忙引進資源，當然我個人也會盡我所能，我們就設定在 2 個月

內把錢籌到然後去執行，希望大家都能共襄盛舉！公共事務室會再把相關

書面資料寄給大家，讓這個活動能有個開頭，這些捐款都能夠開捐款抵稅



收據，謝謝大家！ 

 

劉雅各理事：之前我當台南市校友會理事長時曾辦過紅娘活動，當時是純

粹服務性質並無收費。未來總會若有意舉辦類似活動，其細節可以再詳細

規劃。目前市場的行情大約是一年期收費 40,000元，可供大家參考。 

 

江惠貞理事長：主要的幾個活動大家也都表達意見了，其他個別活動都能

隨時提出來討論，再來做增減，簡單來說就是讓校友會能夠有一個外顯的

活動，讓大家知道校友會是存在的！ 

  

六、選舉第六屆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 

 

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選舉第六屆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經出席理監事(9 位

理事；5 位監事)票選，當選名單如下： 

 

第六屆理事長：江惠貞(9 票)； 

第六屆副理事長：楊明勳(4 票) 

 

第六屆常務理事： 

《團體會員》 

           新北市校友會代表-江惠貞(9 票)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洪光成(9 票)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楊明勳(8 票)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王鎮華(7 票)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邱素蘭(6 票) 

 

第六屆常務監事：馮思民(3 票) 

 

七、第六屆理事長致詞 (略) 

 

八、臨時動議 

 

九、唱校歌 

 

十、合照 

 

十一、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