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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3 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 15：00~16：30 

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員：共 88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吳東亮榮譽總會長、陳致遠榮譽總會長、陳立恆候任總會

長、陳沛廣亞太澳地區副會長、張文穎美加東地區副會長、吳光昱美加中

南區副會長、黃雪霞辦公室主任、郭杉妮助理。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陳致遠理事長、陳立恆副理事長、楊敏華校友、張喜會校友、陳貴糖

校友、王絮清校友、陳楝校友、沈榮洲校友、許世正校友、林淑玲校

友、馮思民校友、湯明達校友、林悅秀校友。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向希安校友。 

《美國達福校友會》吳光昱副會長、翁筱玲校友。 

《美國大華府地區校友會》張文穎會長、王秩秋校友、楊惠方校友、朱靜美校友、吳雪卿校

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區美珍校友、王華芬校友、李崇慧校友、          

廖湘嵋校友、莊德馨校友、周智雯校友、廖景超校友。 

《上海校友會》林崑輝會長、陳文偉校友、林昇宏校友、沈雅文校友。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張紫燕校友。 

《菲律賓校友會》齊偉能會長、蔡孟儒校友。 

《馬來西亞校友會》陳曉娟會長、丘美玲校友、陳曉芙校友、李欽鑾校友、李麗英校友、        

李福良校友、張秀鳳校友、莫秀英校友、洪如祥校友、李欽義校友。 

《台北市校友會》王鎮華理事長、賴素如校友。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理事長、羅英弘總幹事、湯明達校友、湯明達校友、李文中校友、      

黃譓宇校友、朱大為校友、許順成校友、林春霞校友、林大偉校友、         

陳玉翎校友、康彩華校友、黃涵筠校友。 

《台中市校友會》羅崑泉榮譽理事長、楊敏華理事長、王錫鎮副理事長、何豐棧校友、         

林華韋校友、周傑校友、詹得安校友、吳清池校友、嚴文筆校友、          

鐘仲智校友、周智麟校友、吉海伶校友、賴彩絲校友、李國維校友、        

茆逸榮校友、廖雯音校友、林元宏校友。 

《台南市校友會》劉雅各理事長、徐瑞宗校友。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吳佳穎總幹事、蔡政勳校友。 

 

列席貴賓：共 12 位 (如下) 

《輔仁大學校內師長》江漢聲校長、黎建球教授、陳榮隆行政副校長、周善行學術副校長、

聶達安使命副校長、魏中仁主任秘書、王英洲學務長、杜繼舜研發長、

外語學院賴振南院長、醫學院鄒國英院長、公共事務室黃雪霞主任、

莊幸惠稽核室主任。 

主席：蔡秀美總會長                                         記錄：郭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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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蔡秀美總會長 

大家好。今日很感謝江校長、副校長、東亮榮譽總會長、致遠榮譽總會長、黎校長

學長、立恆候任總會長及各地區校友會會長和校友們，剛剛播完去年在舊金山舉辦年會

的照片，相信大家都很感動，明年我們香港的校友會即將接力舉辦年會及聯誼活動，希

望大家都能夠參與，多多支持。 

非常榮幸能夠在這裡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區的校友們組團來參加今年的年會，包括台

灣在地的台北市、新北市、台中、高雄、台南、國外來的香港、上海、馬來西亞、新加

坡及北美的校友們，我知道每年大家都很不容易能夠齊聚一堂，尤其是來自海外的校友

們，都很有誠意，希望都能繼續保持這份對母校的感情。 

 

二、貴賓致詞 

陳榮隆行政副校長 

剛剛放了去年在美國年會的照片，感覺好像昨天才參加一樣，很多片段都歷歷在目，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感到開心和感動，首先我想感謝黎校長，是他把我帶進校友會，還記

得當他擔任校長時，就介紹很多校友給我認識，所以今天看到大家的時候，一點都不陌

生，今天我想藉此機會，代表學校感謝校友會的學長姐，特別是我們的總會長-蔡秀美學

姐、立恆學長、東亮學長、致遠理事長、偉能候任總會長。 

    我們校友總會的會議都安排在世界各地舉辦，去年在美國加州，遇到了大風雪，可

是學長姐們的貼心和熱情，讓我體會到寒冬送暖，大家還記得我們在德國，一邊喝啤酒、

一邊在唱歌嗎？連我們到布魯塞爾的時候，也有旁人來問我們是什麼團隊，我想是因為

我們所表現出來的熱度就是不一樣，全球校友總會年會在每年的夏天舉行，我們一年在

台灣；一年在海外，把校友們都連在一起，內外同心，每年年會都變成我們美好的回憶，

明年即將在香港舉辦，相信沛廣會長一定會安排得很好，希望大家大力支持，明年香港

見，祝各位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黎建球教授 

親愛的總會長，候任會長陳立恆學長、陳副校長、周副校長、還有親愛的各位學長

姊大家好，我想第一件事情我覺得很欣慰，輔仁大學的校友會越來越茁壯，然後大家的

心越來越連在一起，要感謝江漢聲校長、陳副校長、周副校長，他們非常非常的努力，

當然這裡我們也要特別感謝前幾位的總會長，讓校友會有家庭的氣氛，在校園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不太認得，畢了業以後，變成親兄弟，這就是校友會的精神！ 

第二件事，我要感謝非常多學長姐們的關心，看到我都問我說”你好嗎？”，本來

在輔仁大學過得很好，做講座教授，忽然有人來找我，問我說”你要不要去大學的考試

中心當主任”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一個工作，要面對全台灣的變革，讓台灣

的考試做一些改變、讓台灣的高中跟大學能夠結合，希望能夠持續推動，非常謝謝各位

的關心，看到輔仁大學這麼茁壯，真的很高興，希望大家越來越團結，讓輔仁成為全球

最好的大學，謝謝各位！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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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我今天剛好在外面有一個會議，所以來得比較晚一點。我想表達學校對大

家的感謝，今天是我們總會長交接，我們非常感謝秀美學姐、立恆學長。輔仁大學今天

沒有校友的支援，沒辦法往前走，所以在這裡要非常感謝，我們在黎校長時期就開始到

處去建立校友總會、分會，我們現在繼續在進行這樣的全球佈局。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未

來我們不管是招生、學生去留學，都需要校友會的幫忙，各位知道我們學校現在最困難

就是招生，這是全台灣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一定要保持研究生的名額，才能夠維持在全

世界的排行，感謝很多校友提供獎學金，在招生上校友會幫了許多忙，當然我們學校還

有很多建設，感謝很多學長姐非常慷慨，所以我非常感激你們，希望校友會能夠繼續經

營下去，越做越好。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12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 

 

黃雪霞主任報告(詳見會議手冊資料)。 

(一) 業務報告 

1. 2013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國外校友會活動(2012 年 9 月~2013 年 12 月) 

為避遺漏掉各分會之活動請學長姐告知各分會之活動訊息(含同學會)，煩請各位

會長、校友會若辦理任何活動皆會知校友總會辦公室，以利活動報導及分享。 

2.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12 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13 年經費收支總表。 

 

(二)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第五屆候任會長選舉結果報告 

1. 於 2013 年 4 月 22 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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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屆候任會長候選人，並於台灣時間 2013 年 11 月 28 日(四)

中午 12 時截止收件。 

2. 彙整各校友會推薦之候選人，並於 2013 年 11 月 29 日(五)寄發候任會長候選人選

票，請各校友會會長投票。 

3. 第五屆候任會長投票於台灣時間 2013 年 12 月 04 日(三)截止收件，並於台灣時間

2013 年 12 月 06 日(五)於輔仁大學公開開票。 

 開票時間：台灣時間 2013 年 12 月 06 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開票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一樓貴賓室。 

 開票人：朱嘉綺 (輔仁大學 公共事務室組長)。 

 唱票人：林曉音 (輔仁大學 公共事務室組員)。 

 監票人：魏中仁 (輔仁大學 秘書室主任秘書)。 

 發出選票：37 張。 

 回收選票：23 張。 

 開票結果：總計 23 位會長(理事長)投票，皆為同意票。 

4. 於 2013 年 12 月 06 日核定公告：齊偉能校友當選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第五屆

候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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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報告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擬增修「全球校友總會章程」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學校正式全稱奉教育部核定更名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二、 經法務室討論後，部分文字修正以符合現況。 

三、 原第十二條移至第十一條第三項，其餘條文皆往前遞補。 

四、 原第十四條修訂之由為期望讓更多熱心校友參與校友總會業務，貢獻一己之力。 

五、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章程修訂對照表如手冊第十三頁。 

 

辦公室黃雪霞主任 

在這次要選舉後任會長的時候，我們認為需要再把章程拿出來重新審視，發現有些

地方不盡完善，所以我們跟秀美學姐討論後，草擬了一份需要修改的地方，也聽取學校

法務室的建議，法務室說沒有問題，所以我們於 11 月 11 日就把修正版寄給各地方的校

友會會長，信的內容是，如果校友會對修訂的章程有意見，希望各校友會能夠多多提出

來，因為大家分散在世界各處，我們沒有辦法請大家來這邊討論，經過法務室確定以後，

我們就把修改後的文字寄給各位會長，寄出大概 11天後，沒有得到任何的意見，所以我

們就在 11 月 22 日時，就直接發表決案，請各個校友會投票，然後我們有收到一些校友

會的回應，有些贊成、有些不贊成，有些認為這個議題沒有充分的討論。 

今天剛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請來自各地的校友會會長、學長姐們充分表達您們的

想法與建議，總會辦公室會將修訂的版本寄給各校友會，經過各會確認後，我們再公布。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大家看從第一、二、三、七、十、十一及十二條，

前面這些條文，基本上是文字的修飾，讓他更完整、清楚一點，不是重大的改變，這是

我們這次修改主要的目的；第十三條，這一條特別希望大家能夠給一些意見，我們要把

我們這次面臨的一些狀況，讓大家來討論，因為我們都很愛我們的學校，我們希望能夠

改得更好，所以第十三條，我們可以暫時保留，請我們副校長，以你的專業，為我們文

字上的修飾做一個解釋。 

 

陳榮隆行政副校長 

前面幾個就像剛剛秀美總會長這樣講的，有些是名稱，這是教育部要我們更名，因

為我們現在輔仁大學的組織架構下還有聖心中學、聖心小學，所以我們全稱就會掛上法

人的名稱，不過在簡稱上面還是沒有影響，我們還是可以簡稱輔仁大學或天主教輔仁大

學都沒有問題，那英文上面 Catholic 還是在的。那其他的文字修訂法務室都有看過，後

面麻煩請主持人再討論。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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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們陳副校長的解釋，大家如果沒有特別異議，那麼剛剛講的條文，除了第十

三條以外，是不是無異議的通過，謝謝。 

那我們現在繼續討論第十三條，我想我們先請公共事務室組長，講一下這次候任會

長選舉的過程，讓大家來參考，集思廣益，謝謝！ 

 

公共事務室朱嘉綺組長 

各位學長姐，大家午安，簡單的跟大家報告一下，候任總會長候選人的資格，有再

做進一步的修正和放寬，在第十三條，原本候選人的資格是輔大歷任及現任各分會會長、

理事長為當然候選人，針對這個部分，我們有在討論說是不是所有的候選人，也就是所

有的會長就一定是候選人，那我們在發選票的時候，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列上去，但好

像也不是這樣，那時候我們推薦表發出去請各校友會做推薦，經過一、兩個月的時間，

各分會都沒有消息回來，我們都很緊張，沒有推薦表回來，也跟秀美學姐報告了，學姐

跟我們說，我們學校其實有很多傑出校友在各方面表現都很傑出，是不是他們也能夠有

參選的資格呢？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讓我來補充一下選舉的情況，實際上在推薦表送出去 7 月 5 日之前，公共事務室與

我自己有打過一些電話，以我自己來說，除了歐洲以外，亞洲、美國，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面臨了一些的問題，大家可以來討論和分享一下，公共事務室一直覺得大部份的校

友會都不回信（E-mail），永遠是熱心的那幾個校友會會回，不回的就是一直都打電話，

我們都希望有幾位很能幹、熱心的校友出來，可是我自己打過幾個電話，有些會長說沒

有時間或者是籌款的問題，那麼剩下來的人選又變少了，這一點我們與東亮學長及致遠

學長都討論過，願意去籌這個錢，當然也希望更多人一起加入。 

再補充有關於推薦人資格的問題，我也請教黎校長，當初我們第一次跟東亮學長在

開會的時候，是十年前。那時候在制定章程，總會長有沒有提名的權利？黎校長說”當

然有！"。我想校長這樣回應，我就提名了一位曾經做過了其他校友會的會長，因為覺得

他有熱誠也很有能力，然後遇到他的校友會反對，我就把它擱置了。 

另一方面，我們有很多優秀的傑出校友，目前就有一百五十位，在座的各位有一天

可以做會長，還可能被選出來當傑出校友，在座都是有這樣潛質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們

在社會上的各種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個人的領導力和號召力，比如說蔡依林、連勝文，

如果今天在這裡主持一個會議，一定是爆滿的，尤其是年輕的學弟妹，因此不要限制做

過會長，才有資格去當總會長，不然這個管道就關掉了，我們可以有一個平台邀請傑出

校友，如此多一個管道，應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請他們為學校服務，我希望這個愛學校

的心打開，大家可以思考這個新的平台的可能性，謝謝。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首先，謝謝蔡總會長，我認為做一個總會長，要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得很好，你需要

有一個團隊，我希望校友會的活動一屆比一屆要辦的好，我確實有心想幫學校，所以當

偉能答應當候選人，我非常樂意打電話給他，鼓勵他出來，也跟他通話過幾次，我們都

有辦過台商活動，也知道台商活動的困難，但是我們講句老實話，我們很希望校友會能

走向台商會的結構，原因是希望財務上的獨立，能夠為所有的會員辦更多的活動，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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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修改，我完全贊成，我本來是學法律出身。對於這十三條，我完全贊成，只是希

望一點，一個候選人起碼要得到本身校友會的支持，如果沒有支持，他要辦活動，沒有

一個團隊，是沒有辦法辦活動的，所以我希望能夠加一個附帶條件，希望得到他自己校

友會的推薦，這樣有一個團隊，我相信會更完善一點，這是我的個人見解，謝謝！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我的意思是說，把候任會長條件加訂的更清楚、明白，因為經過系所推薦的傑出校

友，系所也可以是團隊。至於舉辦的團隊，比方說，戴建民學長擔任榮譽總會長(美國德

州休士頓校友會)，年會於德國舉辦；現在立恆馬上就要接總會長，年會在香港舉辦，換

句話說，團隊也許不同於原本所屬校友會或系所友會，但請他所屬的那個校友會或系所

友會來支持。也歡迎大家提出更好的意見，謝謝！ 

 

美國達福校友會吳光昱顧問 

我非常同意秀美學姐還有正吉學長的這些建議，在達拉斯（Dallas）校友會我們有非

常傑出的校友，岑元驥，是數學系畢業，在達拉斯我們不會找他當會長，因為我們知道

他非常的忙，我們不想為難他，他在財力上要幫助學校，我們體會到他忙碌的情形，所

以一般來講，我們校友是出力的出力、出錢的出錢，我們不會要一個人同時出錢又出力，

如果說要當全球的總會長，他也是有那個能力來擔任，達福校友會也會願意全力支持。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如果各位有珍貴的意見，歡迎提出，希望今天都有一個共識，讓我們校友總會，不

同於別的團體，大家沒有私心而且比較寬闊，只要是為了學校做事，什麼都可以 open，

為每一屆候任總會長鋪路，謝謝。 

 

美國大華府地區校友會張文穎會長： 

秀美學姐好、諸位學長姐好，以我們在美國的經驗來說，我們是在美國是以慈善機

構的身份去成立的，有正式的通過美國國稅局的申請，然後我們今年也有增加了一個法

務。因此，我認為今天不論我們的討論如何，這都不應該是最後的定論，而是一個開始。 

要在校友總會的章程加一個新的法務，這不應該只是法務室的意見，因為他們是一個外

部的一個機構，反而我們本身在裡面就應該成立一個委員會，將來選的時候也是該有一

個這樣的委員會，今天我要重新講一次，這不應該是最後的定論，之後也可以繼續修，

至於該怎麼修，我們都可以再討論，謝謝各位。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謝謝，文穎的建議很好，想得很週到，我們的法律系有很多傑出的校友，一定很清

楚關於法務上的問題，可以請學校的法務室來幫忙處理這方面的事，這樣會比較簡單。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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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蔡總會長好，第十三條修改了很多，修改後我們再看看如何，傑出校友這

部份是沒有問題的。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其實每個人都有發言權，因為大家的身份都是輔仁大學的校友。今天的收穫是很大

的，我們把這個範疇訂得比較嚴謹一點。再宣讀一次我們的提案。 

 

法律系第一屆畢業陸台鳳學姐： 

一個議程理是有時間的限制，剛才在這個事情上講久了。本人是在美國洛杉磯當會

計師，按我的經驗來說，一個機構修改章程，其實隨時都可以做出修改，每幾年都會做

出修改，要一次到位也不太可能。從議程的時間表來看，我們要留意一下時間上的問題，

要注意時間的限制。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謝謝你提出來的想法，其實這一條是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一條提案，那我們這一條提

案就先通過。  

 

決議：原章程第十三條修正如下，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侯任會長選舉辦法 

一、 推薦及選舉候任會長者應為會員。 

二、 候選人資格必須由各該所屬校友會或系所友會推薦。 

1. 輔仁大學歷任及現任各分會會長(理事長)。 

2. 曾任輔仁大學之歷屆傑出校友。 

3. 熱誠參與校友會會務或系所校友會會務者。 

 

 

六、臨時動議 

黃雪霞辦公室主任： 

我們在 2012年全球校友總會年會上提案，誠聘黎前校長建球為全球校友總會榮譽顧

問，決議是頭銜另議，今天難得現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學長姐都在這個地方，是不

是要針對這個事情做討論，做一個真正的決議。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我補充此動議的由來，去年全球校友總會年會在美國舊金山，各地的校友有提到黎

學長校長，他是我們校友會的創會人又是我們的學長，為輔仁大學貢獻良多，所以德國

校友會就提議，希望給黎校長一個名銜，在此歡迎大家提出想法和建議，哪一個頭銜比

較適合，同時也能夠表達我們感謝黎校長對校友會所作出的貢獻。 

 

 

全球校友總會吳東亮榮譽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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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校友會的總會長下來之後，都稱之為榮譽總會長，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今天

在座，如果說最有資格的，就是我們黎校長。當初建立全球校友總會時，黎校長全球奔

波，大部分我都有跟上，校友會經營是一個很漫長的事情，不過黎校長對我們在座各位

的那種感召，相信大家都被黎校長所感動，無論是時間上或是經濟上，我們都用心投入

和支持，我們今天全球校友總會能夠像現在這樣的營運下去，黎校長的功勞真的是不可

磨滅。故此，他的頭銜應該和我們榮譽總會長一樣或者更高一點。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理事長： 

剛剛已經有學姐說過會議時間上的問題，所以我就直接先提出一個建議，再看大家

的想法，一般來講卸任的總會長叫做榮譽總會長，其實黎校長自己本身就是我們的校友

而且校友會也是從他一手組織出來，名譽總會長應該是一個很妥當的頭銜，因為名譽總

會長基本上就擁有，不必經過選舉，也就是永遠的名譽總會長，這是我的建議，以供大

家參考。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 

去年黎校長說，謝謝大家的好意。基本上，加新的頭銜要在章程裡再加上一條，如

果大家覺得沒有問題，我覺得簡單的辦法，今天就一致通過用"榮譽總會長"這個頭銜。 

 

決議：照案通過。 

 

 

七、總會長交接典禮 

(一) 頒發校友總會第五屆陳立恆總會長聘書 

(二) 授予會旗 

(三) 印信及地球儀 

(四) 致詞 

 

第五屆全球校友總會陳立恆總會長致詞 

江校長、秀美總會長、東亮榮譽總會長、各位學長姐、學校的老師及各位好朋友們

大家好，有一句話說：「不在記憶中的事物，其實是不真實的存在」，我們齊聚一堂，其

實就是為了有美好的記憶，我們有共同的記憶，我們參加了校友會，到處互相交流，所

以我們充滿了美好的記憶 這一生也夠啦！我想，不管我們當會長或會員，其實我們都是

同學，今天在這個溫馨的場面，其實要感謝學校把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重回記憶中，

除了要感謝黎校長之外，還有我們的江校長及兩位副校長。當然還有為我們服務很了不

起的同仁們，我們當會長不就是當服務員嗎？我想這一點我也會努力，如果你們有什麼

需要和要求，儘管告訴我，我們盡力來辦得妥妥當當。如果我滿足不了各位的要求，我

們還有江校長，謝謝大家支持，也希望你們熱情參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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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候任總會長齊偉能致詞 

恭喜陳立恆總會長、蔡秀美總會長、江校長、吳東亮名譽總會長、周副校長、陳副

校長及在座的各位學長學姐，大家午安！感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去服務，我是抱著誠惶

誠恐的心情，因為我對校友會很多事情都不太熟悉，剛在想是不是「誤入叢林的小白兔」，

這幾天下來感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從當年唸完輔仁大學，就到菲律賓去經商，直

到四年前，我們的黎校長找上我，希望我能組織菲律賓的校友會，到這個月，我要接任

候任總會長，我覺得一切好像都是冥冥之中，給我安排好，雖然在校友會的部分，我還

不太了解，但是我會跟著立恆總會長的腳步走。 

當然我想有很多事情需要跟各位學長姐學習跟指教，也希望各位能包容我，既然做

了，就沒有退路，只能夠把它做好，尤其在歷屆榮譽總會長累積的基礎之下，希望能夠

持續把全球校友總會發揚光大，最後感謝各位，還有學校給我一個機會去服務大家，也

希望輔仁大學校友會會務昌隆與、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謝謝各位！ 

 

八、合照 

 

九、唱校歌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