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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5 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 14：20~15：25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共 120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立恆總會長、美加中南區吳光昱副會長、亞太澳地區陳沛廣副會長、 

                吳紀美辦公室主任。 

《傑出校友》楊敏華校友、劉雅各校友。 

《美國達福校友會》吳光昱顧問。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宮菊芳會長、潘榮台校友。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陳斐慈校友、賈韻臻校友。 

《美國亞利桑那州校友會》許蘭英校友 

《馬來西亞校友會》陳曉娟會長、李欽鑾校友、李麗英校友、陳嘉燊校友、陳秀珍校友、陳

芳龍校友、陳達祥校友、林佳霖校友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會長、沈雅文校友、李郁梅校友、高樹勳校友、徐羅生校友、王金煌

校友、楊素清校友、陳昭蓉校友、林龍盛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崔崇法校友、羅延年校友、區美珍校友、陳漢

華校友、李光華校友、鄧建華校友、黎愛珍校友眷屬。 

《新加坡校友會》張紫燕校友。 

《台北市校友會》邱大環校友、賴素如校友、林德明校友、陳建茂校友等。 

《新北市校友會》羅英弘總幹事、陳太正校友、黃宏進校友、朱大為校友、黃譓宇校友、林

大偉校友、陳宗彬校友、康彩華校友、溫河舜校友、吳麗雪校友、林春霞校

友、黃涵筠校友、謝佳龍校友等。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吳佳穎總幹事、蔡政勳校友、黃來福校友、黃德強校友、

許秀美校友、蔡麗珠校友、張金南校友、劉文成校友、陳碧輝校友、李毓

榮校友、曾美瑛校友、林華民校友、陳武勳校友、張慶三校友、林梅瑛校

友、宋美娜校友等。 

《台南市校友會》劉雅各理事長、王志庸總幹事、龔碧鈴校友、吳映卿校友、楊明勳校友。 

《輔仁大學師長》 江漢聲校長、袁正泰學術副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李天行國際副校長、 

魏中仁主任秘書、王英洲學務長、李青松總務長、洪啟峯醫學院副院長、 

賴振南外語學院院長、克思明文學院院長、陳杰昇資金室主任、吳紀美 

公共事務室主任。 

《系所友會》大眾傳播學系劉雅各會長、織品服裝研究所所友會陳貴糖會長、德文系系友會

林淑玲會長、婦女大學聯誼會張玉女會長及 9 位會員。 

《公共事務室》陳鵬文組長、張榮盈組長、林曉音、林又春、楊子旻、黃琦舒、吳惠卿、黃

志聖、李建業。 

 

主席：陳立恆總會長                                                   記錄：吳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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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陳立恆總會長 

很開心校友總會今天要換總會長，感謝大家這兩年來對我的支持，雖然我沒什麼建樹，

很慚愧，但我想我還是秉持著我們校友總會的精神來凝聚我們校友，大家群聚在一起的

時光不僅回味而已、還能一起歡樂聊天、談將來的合作，校友總會的用意應該是如此，

最要緊的我們要如何與學校做一個接軌，我是懷著感恩的心來參加校友會，回學校情緒

都會有特別波動，謝謝大家！歡迎校長！ 

 

二、貴賓致詞-江漢聲校長 

還是要跟各位致謝，感謝大家回來參加校慶活動，待會有部巴士載各位到中正紀念堂，

欣賞李奇茂畫展，謝謝各位從全球各地回來參加會議，希望明年大家也能共同前往馬來

西亞參加年會，也謝謝曉娟，她臨危受命，我相信她會做得非常好，明天校友也有兩天

的宜蘭行，希望大家也能有快樂的旅遊，台灣這樣的天氣旅遊是非常棒的！希望大家都

能夠有很好的回憶，謝謝各位!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14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 

吳紀美主任報告(詳見會議手冊資料)。 

(一) 業務報告 

1. 目前全球已成立 40 個校友會，最新成立的為澳洲雪梨校友會。 

2. 2015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國內外校友會活動(2014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 

 

(二) 各地區校友會務介紹 

1. 北加州校友會-宮菊芳會長 

謝謝各位，今年第一次回來參加年會，非常榮幸能夠與大家聚一起了解學校的發

展情形，11 月 30 日已有五位北加州返台的校友，由公共事務室安排一天的行程，

到每個學院參觀。離開學校四十年，看到學校現在的發展覺得非常驚訝和歡喜，

也受到師長及學弟妹的歡迎招待，覺得非常溫馨。輔大就像一個大家庭無論走到

世界各地，只要說是輔大人就會感覺非常的親，這是我們的一個資產與力量，我

覺得這非常的光榮，謝謝各位。 

 

2.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校長、各位學長學妹，香港校友會今年回來參加年會，希望明年繼續參加馬來西

亞年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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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會長 

校長、立恆總會長 吳紀美主任、天行副校長、所有全球各校友會長及代表，非

常榮幸上海校友會在過去八年以來，在所有校友的幫助之下，已有四五百位較活

躍的校友，也有第一位加入的今年應屆畢業的陸生，今天我們總共有十位校友報

名參加年會，有史以來返校參加最多人數的一次，以表示對學校 90 週年校慶的

支持，覺得 90 年校慶學校非常用心，集結我們綜合大學的各種人才，將一系列

校慶活動展露無遺，這不僅來到現場的實地感受，校慶活動在網路上也已瘋傳，

我以作為輔大人為榮，謝謝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4. 馬來西亞校友會-陳曉娟會長 

校長、立恆總會長、紀美主任、天行副校長、各位師長、會長、學長姐大家好，

我們在今年的九月五日在北馬檳城，辦了馬來西亞校友會成立 11 週年的輔大之

夜，每一年都會辦同樣的聚會，今年約有 15 桌 150 人參加，明年我們臨危受命

接下全球校友總會年會，希望能有 50 桌校友們參加，我們也必定盡全力！帶給

大家不一樣的年會，希望大家能一同共襄盛舉，謝謝! 

 

5. 新加坡校友會-張紫燕會長夫人 

校長、總會長、主任、各位師長各位校友大家好，和總會長上一場會議一樣，我

今天也是個代理的身分出席。新加坡是個很小的國家，校友大約 20 幾位，我們

非常努力於增加新校友，一年中也多次的拜訪弱勢群體、老人院等，明年是新加

坡校友會成立五週年，計畫辦個大型活動，熱情邀約校長參與與各位師長一同參

加！謝謝！ 

 

6.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賈韻臻、陳斐慈 

校長、陳總會、李副校長、吳主任、全球各會長、校友們，我是賈韻臻法文系畢

業，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全球校友總會年會，畢業至今 35 年了，在畢業 20 年時都

未曾參加校友會，但到了美國遇到傑出校友陳玲華，帶我到南加州校友會，就像

回到大家庭。人離開家鄉到了海外就會比較惶恐，但有這校友會就如同娘家一

樣，會讓心裡很篤定。15 年前就參加南加州校友會，校友會在全球各地扮演了非

常好的角色，去年我當了南加校友會長，我才覺得這真的任重道遠，成立了一個

網路平台，因為我們發現，很多年輕的學弟妹到美國留學，有些畢業想找工作但

認識的人不多，而藉由校友會裡熱情的傑出校友們，因人脈廣闊，幫學弟妹引介

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機會，因此，校友會是一個協助校友及聯繫母校的重要角色。

跟前會長斐慈學姊回來參加今年 90 週年校慶，因為現任會長不克回來，但我們

兩個很開心回來共襄盛舉，也希望明年能一起參加馬來西亞年會，很高興認識大

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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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國亞利桑那州校友會-許蘭英 

校長、總會長、各位學弟學妹，我是第二屆畢業的，亞利桑那校友會是五年前由

我開始成立，因為在輔仁大學四年的時光是我畢生難忘的。對於當年跟同學師長

感情非常深，一直念念不忘，當時就在亞利桑那登報尋覓校友，不多久就找到 20

多位校友，雖會員不多，但我們一年中聚會兩次，聚一起吃喝玩樂、想念學校。

亞利桑那有政大和台大畢業的校友，在我剛開始成立時還笑我，他們都成立沒幾

年就散了，而現在亞利桑那，唯獨我們輔仁大學校友會還在，希望我們能繼續下

去。今年我們會長事業繁忙無法回來學校，我正好回來度假，回來發現學校雖然

不大但現在多了好多人，當年第一屆第二屆校內大概只有五百多人，但現在有兩

萬多了，很開心見到各位，謝謝各位對輔仁的熱愛，不管你離開學校幾年，希望

這情感一直流下去永遠不要變，明年我們系上要做畢業五十週年紀念，大家對學

校都很有感情，希望年輕一代也是這樣，謝謝各位。 

 

8. 美國達福校友會-吳光昱副總會長 

江校長、李副校長、吳主任、陳總會長及各地來的姐弟妹們，大家好，我每年差

不多這時候會回來度假，學校就成了一個我的娛樂場所，今年翁曉玲會長有事不

克前來，我代表參加年會。在這裡認識很多新朋友，看著學校發展，其實蠻開心

的，作為一位校友最大的一個功能，就是常回學校的可做一個橋樑，讓沒有回來

的校友們能夠跟他們分享學校現在的發展，目前美國達福大概有 100 多位校友散

居在那，特別提到 2013 年美國基金會在達福舉辦時，校長親臨，讓我們全部動

員起來非常熱鬧。今年因羅四維神父暑假有機會到休士頓，我們開了兩部車與他

們聚會，非常開心見到羅神父，我們在達福非常歡迎大家來，謝謝! 

 

9. 美國休士頓校友會-林明德 

陳總會長、校長、各位學長姐，大家好，我們休士頓校友會沒忘記今天校慶，也

辦了一個演講，在黎建球校長任內積極鼓吹下，現在是十幾年來第三次校友會復

會。我們在美南大專院校是重要成員，在此背景之下，十幾年來延續很好傳統，

就是接待母校學弟妹到休士頓行程，只要由學校接洽聯繫，我們就會從接機到生

活起居安排都全程服務。因受到師長的教誨，身為輔大人是要真能服務人，當初

跟黎校長保證三年內成立三個校友會，我們也做到了。無論大小事都承辦是我們

的使命感，鼓勵學弟妹到德州州立大學系統有很完善的獎學金制度，是很好的選

擇，謝謝。 

李副校長：我附議學長說法。我到美國五年，在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拿了碩士博  

          士，是性價比最高的學校，念了五年都不用付學費，因為我都當助教。 

校長：我們 11 月在休士頓世界舉重錦標賽決賽，體育系郭婞淳同學要去之前， 

      發信給休士頓校友會會長，請會長協助接待。由於她是從別的學校轉過來 

      的，從中受到休士頓校友們熱情且用心體貼的安排，深深覺得我們輔仁大 

      學是個很溫暖的學校。每每我們的選手到各地比賽會請各校友幫忙，這是 

      我們學校的特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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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國芝加哥校友會-張可芸 

大家好，校長、副校長、陳總會長、主任，我是 1969 年輔大哲學系畢業，我是

芝加哥校友會創會會長，很多位校長都曾經訪問過我們芝加哥校友會，但後來我

就搬回台灣，芝加哥校友會還蠻活躍的，在此我鼓勵大家參加明年馬來西亞年會。 

 

11. 新北市校友會-羅英弘總幹事 

校長、總會長、主任、各位校友大家好，因為學校就位在新北市，所以我們義不

容辭數十年來早上就組隊參加趣味競賽，不過今年很可惜致遠學長沒辦法參加，

原本很期待能夠和致遠學長較勁！歡迎大家參加新北市校友會，我們也成立新北

市校友會臉書粉絲專頁，相關活動都會公告上去，歡迎大家加入，謝謝! 

 

12. 台中市校友會-楊敏華前理事長 

校長、陳總會長、主任、李副校長、各位學長姐大家好，我當了 16 年台中市校

友會會長，現今總算傳承下去，雖然沒有接任幹部了，還是將服務校友視為終身

職志，台中校友會榮譽理事長羅崑泉學長，其 Johnson 運動器材公司這次捐贈五

百萬給運動會，台中還有很多校友需要我們去發掘出來！台中是一個很好的居住

地！歡迎各位學長姐到台中享受退休生活！我們也有個台中市校友 LINE 群組，

聯繫彼此情誼的感覺很好！謝謝大家！ 

 

13. 台南校友會-劉雅各理事長 

我接任台南校友會好幾年，我求事事做到最好。台南校友會每年兩次的春秋旅

遊，及每年三次的理監事會和一次的大會，每次吃飯菜單都會請餐廳先傳真，會

先依照價格相互比較挑選過，配選出最好的，選出少炸少辣少油健康的菜色，同

學都不嫌棄；而在訂遊覽車時會直接親自前往遊覽車公司，查看最好且是五年內

的車，將車牌先記下來，也詢問最優良的駕駛，再依指定的車子和司機先付一半

的訂金同時簽約，屆時出車若不是依照次份契約走，則遊覽車公司就必須賠償，

這樣就能為校友旅遊安全把關，讓大家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所以歡迎

各位到台南來，都將依照辦理，也只會招待更好不會更差，謝謝各位! 

 

14. 高雄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 

總會長、校長、副校長、主任、來自全世界的校友會，大家好，很高興高雄市校

友會成立至今已有 20 餘年，我是第五屆但也該改選，只是去年忙於選舉就沒有

進行，而在今年 12/26 就會選舉。校友會運作上除了找畢業多年的校友，也要從

年輕一輩的去聯繫，高雄市近年也從這方面積極著手進行，之前全球校友總會年

會在國外舉辦的，高雄市校友會都有代表前往參加，明年馬來西亞年會，高雄市

校友會也一定踴躍參加！高雄市理監事會議現在也都廣邀年輕一輩的校友參

加，今天也組了一團遊覽車到宜蘭二日遊！高雄市校友會就是很溫馨！要主動積

極去找校友，大家才會來，高雄市校友人才濟濟，我們希望這次 12/26 大會能把

大家都找回來，除了有 LINE 也有臉書粉絲專頁，歡迎大家來高雄玩！12/26 會員

大會也歡迎大家！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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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14 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15 年經費收支總表。 

 

五、提案報告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第五屆候任總會長齊偉能因個人因素請辭第六屆總會長一職，由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

陳曉娟接任，以通訊投票方式表決，請公布表決結果。 
 

說明： 

一、 根據章程第十一條第二點，第二屆起候任會長以集會或通訊投票方式若干人互

選之。 

二、 校友總會辦公室自 2015年 11月 23日以電子郵件緊急發選票給各會長與理事長

共 40名，請之表決是否同意此案，統計選票至 2015年 12月 5日止，回收共

25份，同意票數為 25票，不同票數為 0。 

三、 因全球校友總會共有 40個校友會，此結果得 25同意票為超過半數。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召開 2016年年度會議開會時間及地點，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成立以來，每年舉行一次年度會議，單數年於母校校慶期間假母校場地舉

行；雙數年由全球各地校友會負責承辦，並於承辦之校友會會址所在地舉行。 

二、 本會目前各次雙數年度會議承辦校友會及地點如下： 

2006年於美國紐約舉行，並配合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退省會會議； 

2008年由德國校友會承辦，於德國科隆地區舉行； 

2010年由上海校友會承辦，於上海浦東地區舉行。 

2012年由美國北加州校友會承辦，於美國聖荷西地區舉行。 

2014年由香港校友會承辦，於香港新界沙田地區舉行。 

三、 原 2014年會決議，2016年年會由菲律賓校友會承辦，更改為 2016年由馬來西

亞校友會承辦，於吉隆坡地區舉行。 

決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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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會長交接典禮 

(一) 頒發校友總會第六屆陳曉娟總會長聘書 

(二) 授予會旗 

(三) 印信及地球儀 

(四) 頒發陳立恆總會長第五屆榮譽總會長聘書 

(五) 致詞 

 

  

第六屆全球校友總會陳曉娟總會長致詞 

江校長、立恆總會長、紀美主任、天行副校長、各位師長會長、學長姐、大家下午好，

我是陳曉娟，1989年國貿系畢業，目前擔任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的職務，其實我們真的

是臨危受命，11月中才開始接到這任務，剛剛聽到立恆總會長說，他馬上就開始快樂，

他快樂的開始也就是我痛苦的開始。任資歷我實在不如各分會會長，我也不像個女強人，

在這又看到這麼多優秀的學長姐，我才領悟到一句話，我真的很勇敢，其實我們只是本

著一顆真心、一份執著，還有一份傻勁，帶著我們馬來西亞校友和理事一起向前衝，曉

娟雖個子不高，但志氣很高，夢想很大，在此先謝謝總會長、學校、還有各位學長姐給

我這個機會，請各位學長姐多多提點與包容，曉娟一定加油一定努力把 2016年會盡量做

好。其實在輔大讀書時成績不怎麼樣，也常遲到常翹課，年紀越大似乎做事越認真，從

答應接這任務到現在只有 15天，利用 3天時間討論出日期，一周內決定了所有活動行程， 

今天會跟大家做個簡報。而明年其實我就要卸任馬來西亞會長，但不知又接下這重責大

任，我知道通常辦年會需要兩年的時間籌備，但我跟我的理事說我們只有八個月，我們

要在最短的時間完成不可能的任務！馬來西亞的校友們都很含蓄，只有聚會酒喝多了、

玩開了就會很熱絡，今年也有 17人一起回來參加校慶活動，目前馬來西亞有 280位校友

也想在 2016年會把馬來西亞校友介紹給大家，這次主題是「情緣輔仁，啟航大馬」，我

謹在此代表馬來西亞輔仁大學校友會全體校友，歡迎全世界的校友一起來馬來西亞，2016

年 8月 26日馬來西亞見！謝謝大家！ 

 

八、2016年年會行程介紹 

 

九、唱校歌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