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09 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 14：30~16：40 

 

地點：輔仁大學 國璽樓 2 樓 (MD227) 

 

出席人員：共 41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戴建民總會長、吳東亮榮譽總會長、陳致遠候任會長、蔡秀美

副會長、樂麗琪辦公室主任。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 

《上海校友會》陳福川會長、林崑輝副會長、薛春榮秘書長、蔡世明校友、鄭嘉

芳校友、陳重光校友、歐陽翠玉校友、陳步凌校友、朱維國校友。 

《馬來西亞校友會》李欽義會長、張和風顧問(前任會長)。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張紫燕校友。 

《菲律賓籌備校友會》齊偉能校友。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吳東亮理事長、陳致遠副理事長、樂麗琪秘書長。 

《台北市校友會》陳致遠理事長、林德明校友、陳立恆校友、曹平霞校友、黃俊

豪校友。 

《台北縣校友會》羅英弘校友、林春霞校友、林大偉校友。 

《台南市校友會》劉雅各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黃來福理事長、蔡正勛校友、曾雅琪校友、陳彥蓉校友、蔡麗

珠校友。 

《雲林縣校友會》涂陽州理事長。 

《系所友會》德文系系友會張喜會會長、貿金系系友會陳識仁會長、織品所所友

會陳貴糖會長、婦女大學聯誼會蔡錦貴會長、婦女大學聯誼會黃麗

月秘書長、婦女大學聯誼會張珠花校友。 

 

列席人員：共 23 位 (如下) 

輔仁大學黎建球校長、汪文麟校牧、林思伶學術副校長、陳福濱主任秘書、楊百

川學務長、劉兆明教務長、賴振南國教長、洪啟峯研發長、外語學院黃孟蘭院長、

民生學院王果行院長、管理學院李天行院長、影傳系林維國主任。 

公共事務室樂麗琪主任、張榮盈、黃蘭麗、蕭明嫻、賴妤甄、陳亭孜、王譯民、

朱嘉綺、吳政航、李沛。 

台新林宏哲先生。 

 
 
 

主席：戴建民總會長                                         記錄：林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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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戴建民總會長 

非常感謝全球各地校友前來參與此次全球校友總會的年會，在我擔任全

球校友總會總會長期間，一直本著謙卑的心，這兩年除了學習到很多，也認

識很多朋友。四年前成立全球校友總會，主要是受到校長的感動，目的是希

望能善加運用〝校友〞這項資產，使母校達到一個更好的境界。畢業的學長

姊若能常回母校、了解母校，並跟學弟妹分享心得與傳承經驗，如此必定能

使校友會更加壯大，也能使母校發展更加茁壯。最後，還是要感謝校長及各

位學長姐能給我這個機會，可以替學校、替校友會服務。 

 

二、貴賓致詞-黎建球校長 

非常感謝戴建民總會長在職期間，常常跟著學校的訪問團到處拜會各校

友會，聯繫各校友會的感情，全球校友總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全球校友

都能夠連結在一起，多一點聯繫。今天很高興看到各地校友聚集，輔仁永遠

張開雙手歡迎校友回娘家，感謝各地校友會抽空回臺參加校友會年度會議，

特別感謝上海校友會，為了籌辦明年度的會議花了很多心力，也特地趕回來

宣傳，除此之外，還有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北加州校友會，以及未來

的菲律賓校友會，都熱情的前來支持，非常感謝，在此誠摯的祝福各位學長

姐愉快、平安、順利。 

 

三、榮譽總會長致詞-吳東亮榮譽總會長 

時間過的很快，猶記得當初也是在校慶晚會時，奉校長指示成立了全球

校友總會，隔年亦成立了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稍早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已順利

選出第二屆的理監事，代表校友總會能繼續傳承下去。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

校友會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大家的氣氛都越來越濃烈也越來越熟悉，這

一切都要感謝校長的督促和大家的參與，並希望此精神能繼續延續下去，倫

敦報紙評論輔仁大學是中華民國最好的私立大學，期許母校能成為亞洲最好

的私立大學。最後，敬邀大家參與晚上的聯誼共融晚會。 

 

四、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08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五、工作報告 

樂麗琪主任報告(詳見會議手冊資料)。 

 

(一)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98 年度工作報告 

1. 國外校友會活動：詳見 97 年 9 月~98 年 11 月活動表。 

2. 國內校友會活動：詳見 98 年 1 月~98 年 12 月活動表。 

3. 各系所友會活動：詳見 98 年 1 月~98 年 12 月活動表。 

4.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08 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09 年經費收

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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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第三屆候任會長選舉報告 

1. 於 2009 年 7 月 31 日(五)公告選舉辦法及候任會長候選人推薦表，邀

請各校友會推薦全球校友總會第三屆候任會長候選人，並於台灣時間

2009 年 9 月 30 日(三)中午 12 時截止收件。 

2. 彙整各校友會推薦之候選人，並於 2009 年 10 月 15 日(四)寄發候任會

長候選人選票，請各校友會會長通訊投票。 

3. 第三屆候任會長投票於台灣時間 2009 年 11 月 20 日(五)截止收件，並

於台灣時間 2009 年 11 月 30 日(一)於輔仁大學野聲樓一樓貴賓室公開

開票。 

開票時間：台灣時間 2009 年 11 月 30 日(一)上午十時 

開票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一樓貴賓室 

開票人：蕭明嫻 (輔仁大學 公共事務室組員) 

唱票人：黃蘭麗 (輔仁大學 公共事務室組員) 

監票人：李添富 (輔仁大學 人事室主任) 

發出選票：34 張 

回收選票：25 張 

開票結果：總計 25 位會長(理事長)投票，皆為同意票 

4. 於 2009 年 12 月 4 日核定公告：蔡秀美當選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第

三屆候任會長。 

 

六、各地區校友會授旗 

授旗予菲律賓校友會籌備處齊偉能校友 

 

七、各地區校友會會務介紹 

(一)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報告近期香港校友人數，目前正努力找尋輔大畢業校友增加會員人數中。 

 

(二) 馬來西亞校友會-李欽義會長： 

馬來西亞校友會每年都有一次聚餐，並邀請校友進行專題演講，今年是

在 8 月份，也和母校的招生及獎學金活動相配合，而明年預計是在 7 月份和

台灣高等教育展配合，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到馬來西亞看看。 

 

(三)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輔仁在新加坡校友不算多，但在一年中我們努力尋找了 30 多位校友，在

新加坡組織社團非常不易，社團控制非常嚴格，目前新加坡校友會已正式成

立運作，希望大家多和新加坡校友會交流合作，歡迎大家一起到新加坡走走。 

 

(四) 菲律賓籌備校友會-齊偉能校友： 

二十年來第一次回到輔大校園，內心很激動也很高興，戴總會長一直鼓

勵我們籌組菲律賓校友會，坦白講菲律賓校友人數不多，但個個都很精幹，

在菲律賓當地都很活躍，歡迎大家來菲律賓走走，希望有機會能為輔大校友

會盡點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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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南市校友會-劉雅各理事長： 

台南市校友會很活耀，每三個月召開理監事會議，每次出席人數大約

15~22 人，每年春季和秋季都會有一次旅遊，每年有一次會員大會，台南地區

的校友彼此都很團結並互相幫忙，各行各業人才都有。校友總會第一屆第四

次理監事會議移師台南舉行，希望以後還有機會繼續為各位學長姐服務。 

 

(六) 高雄市校友會-黃來福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現在運作一切正常，理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並不定期

舉辦大型校友活動，除此之外，校友們平常也會有所聯繫，感情建立的很好，

在我擔任理事長任內，目標是要使校友們融合在一起，並建立深厚的感情，

彼此互相幫忙。最後，在此和上海校友會陳會長報告，明年上海行程高雄絕

對不會缺席。 

 

(七) 雲林縣校友會-涂陽州理事長： 

雲林縣校友會由於交通不便問題，召開會議時，校友很難全員到齊，但

運作一切正常。今天參加校友總會年會後，感受到校友們對總會以及母校的

向心力非常強，希望雲林縣校友會未來能更加努力，使會務蒸蒸日上。 

 

(八) 台北縣校友會-羅英弘校友： 

台北縣校友會明年一月將舉辦會員大會，敬邀大家一同參與。今天台北

縣校友會組隊參加校慶運動會趣味競賽，雖然沒有得名，但是一同參與活動

的感覺真的很好，希望明年能再接再厲，也希望明年各位學長姐能一同返校

參加校慶運動會趣味競賽。 

 

(九) 婦女大學聯誼會-蔡錦貴會長： 

婦女大學聯誼會成立至今已歷時二十餘年，校友會運作一直以來都很正

常，會員人數有三百多人，每次活動參與人數大約一百多人，這一切都要感

謝學校給予舞台和機會，也感謝總會長和總會認可婦女大學聯誼會，婦女大

學聯誼會將繼續努力經營下去。 

 

黎校長補充：婦女大學於羅總主教時成立，已成立二十餘年，眾多校友在新

莊、泰山、板橋地區皆是很有影響力的人物，曾經兩度到香港辦活動也相當

成功，明年上海年會，誠摯邀請婦女大學聯誼會一同與會。 

 

(十) 上海校友會-陳福川會長： 

上海校友會成立兩年以來擁有將近兩百多位成員，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能

建立資訊平台，協助所有到大陸創業投資或工作的校友，提供校友資訊，也

希望能透過校友會組織，彼此聯繫、關心以及溝通。今年上海校友會的重大

任務為協辦全球校友總會 2010 年年會，透過籌備 2010 年年會，也促使很多

校友再次回到母校，與母校的關係更加緊密。上海校友會有設立一專任辦公

室，各位學長姐若到上海來，可以打電話至上海校友會辦公室，將有專人服

務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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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戴建民總會長： 

現今台灣有將近一百多所大學，但擁有世界級的校友會組織者，全國只有兩

所大學，一所是淡江大學；另一所就是我們輔仁大學，但比起淡江大學，輔

大校友會的關係及校友間的聯繫是更加緊密的，這對輔仁大學來說是一大利

器，所以我們應要更努力經營與發展校友會。 

 

八、2010 年年會介紹說明 

 

全球校友總會-陳致遠第三屆總會長： 

2010 年對輔仁大學來說是特別的一年，是母校創校 85 周年以及在臺復校

50 周年，剛好適逢上海世博會，對於全球校友總會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主題，

總會將利用有效率的方式開會並配合輕鬆的行程參訪上海，在此誠摯邀請大

家蒞臨參加。 

 

上海校友會-薛春榮秘書長： 

2010 年年會在上海舉行，一份凝聚全球校友【心與新】的邀約，上海的

簡稱為『滬』，因此將 Slogan 訂為『輔仁滬動．共襄世博』，主題為『傳承．

分享．凝聚』，年會時間為『2010/8/27~8/31』。 

 

活動過程讓世界各地校友彼此關心，透過各種經驗分享讓大家了解上

海，也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遊子校友們提供一個交流、歡聚的機會，使校友

們初步了解中國當地生活與市場，從而永續建立校友事業上的合作與全球校

友間的相互支持。讓校友會永遠發光發熱！ 

 

行程說明﹕ 

第一天(8/27)： 

08：30~13：45 報到時間 

16：00~17：00 全球校友會會長會議 

18：00~21：00 輔大全球校友會上海年會歡迎晚宴 

 

第二天(8/28)： 

08：30~09：00 校友登記、大會接待 

09：00~12：00 全球校友總會年會 

12：30~13：30 午宴 

13：45~15：40 中國論壇(兩場) 

18：00~21：00 晚宴 

 

第三天(8/29)： 

07：00 早餐之後，出發去烏鎮，開始第一天的江南旅行 

 

第四天(8/30)： 

07：00 早餐之後，出發去同裏，開始第二天的江南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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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載著所有的經驗與期待在 2010 年的全球校友會，一起相聚增進情誼、

了解中國政經投資環境、擴大交友網路、尋找合作夥伴。更多詳情請見網路

最新資訊。 

 

九、提案討論 

 

(一) 案由：修正「全球校友總會章程」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 2007 年 12 月 8 日年度會議決議事項，修正第三章第十一條及

第十二條。 

2. 增列第三章第十四條候任會長選舉辦法。 

3. 後項條文皆順延一條。 

辦法：本案經本次會議修正通過後施行。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本會置總會長一人、候
任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 
第一屆總會長、候任會長及副會長
由會員以集會或通訊投票方式互
選之，其後各屆總會長由任期屆滿
當時之候任會長當然繼任之，不另
推選。第二屆起候任會長以集會或

通訊投票方式若干人互選之。本會
因校友會發展，得置副會長若干
人，由總會長指派任命之。 

第十一條：本會置總會長一人、
候任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 
第一屆總會長、候任會長及副會
長由會員以集會或通訊投票方式
互選之，其後各屆總會長由任期
屆滿當時之候任會長當然繼任
之，不另推選。第二屆起候任會

長以集會或通訊投票方式若干人
互選之。本會因校友會發展，得
置副會長若干人，由總會長指派
任命之。 

2007年 12月 8日年度會
議已修訂通過，章程上
第十一條之大綱漏改，
只修改內文部份。 

第十二條：本會總會長、候任會長
及副會長之任期為二年並為義務
無給職，不得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本會總會長、候任會
長及副會長之任期為二年並為義
務無給職，不得連選連任。 

總會長為任期制，與候
任會長及副會長產生模
式不同，因此刪除候任
會長及副會長之任期。 

第十四條：候任會長選舉辦法： 
一、 輔仁大學歷任及現

任各分會會長(理事
長)為當然候選人。 

二、 推薦候任會長者應
為輔仁大學現任各
分會會長(理事長)。 

三、 選舉候任會長者應
為輔仁大學現任各
分會會長(理事長)。 

無 新增列候任會長選舉辦
法一條，其餘條文皆順
延一條。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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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由：為提升校友會運作效率，全球各洲皆推舉分會長，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全球共有五大洲：亞洲、美洲、歐洲、非洲及大洋洲，而目前校友

會分布地區為：台灣地區、亞太澳洲地區、美加地區及歐洲地區。 

2. 現有 32 地區分會，台灣地區已成立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依

據本會發展策略—「建立大區域分會，以整合資源」，建請同意其他

區域分會設立分會長以利本會發展。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建議：若比照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方式，

目前分為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非洲、大洋洲六大地區，將

每個區內的國家聯合起來，選出一位總會長，即為各洲的總會長，再從

各洲的總會長中推舉，輪流成為全球校友總會的總會長，承辦總會活動

時，一年於母校舉辦、一年由某一洲承辦並於洲內的某一國家中舉辦，

相信如此推行，可促使每個地區有更多機會發展並將校友會發揚光大，

也可促進校友會間的聯誼活動，擴大校友會的層面及深度。 
 

主席-戴建民總會長：此議案請下任總會長-陳致遠總會長接任後，與各地

校友會會長討論及規劃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案由：敬邀戴建民總會長擔任全球校友總會榮譽總會長。 

提案單位：第三屆總會長-陳致遠總會長 

說明：戴建民總會長任內建樹非常多，並且為了全球校友總會建置工作盡心

盡力，也為了總會繼續茁壯成長貢獻良多，因此建議邀請戴建民總會

長卸任後，繼續擔任全球校友總會榮譽總會長。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總會長交接 

第二屆戴建民總會長授予第三屆陳致遠總會長聘書、印信、地球儀及會旗。 

(一) 第三屆總會長致詞-陳致遠總會長致詞 

為各位校友服務是非常榮幸的事，未來兩年內需要我協助的地方請不

吝指教，謝謝各位。 

(二) 第三屆候任會長致詞-蔡秀美候任會長致詞 

我是 1973 年哲學系畢業，很榮幸能在北加州校友會擔任二十多年的義

工，此次非常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為校友會服務，為輔仁效勞是我

很大的心願，謝謝。 
 

十二、唱校歌 
 

十三、合照 
 

十四、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