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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8 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2018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 10:30~12:00 

地點：Hilton London Paddington Hotel 

出席人員：共 47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黎建球榮譽總會長、戴建民榮譽總會長、蔡秀美榮譽總會長、陳立恆榮譽總

會長、楊嫚妮總會長、吳光昱候任會長、陳正吉東南亞澳地區副會長、吳紀

美辦公室主任、林倢伃助理。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陳立恆理事長、江惠貞副理事長、張喜會理事、蔡瑞彬理事、馮思民監

事、林淑玲監事。 

《歐洲校友總會》陳嫦娥總會長。 

《德國校友會》楊嫚妮會長。 

《荷蘭校友會》林婉叡會長。 

《法國校友會》胡潔雯會長。 

《英國校友會》張哲瑋會長、洪維彥榮譽理事、王宥筌榮譽理事、周柏銳校友、張霈涵校友、  

              張書瑜校友。 

《美國西雅圖校友會》陳浩維會長。 

《雪梨校友會》朱寶貝秘書長。 

《香港校友會》楊鴻坡副會長。 

《日本校友會》佐浦 靜惠校友。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張紫燕校友。 

《上海校友會》蔡世明會長、陳文偉榮譽會長、陳昭蓉常務副會長。 

《北京校友會》陳啟文首席代表。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理事長、黃譓宇校友、黃郁芩校友。 

《台南市校友會》楊明勳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 

《護理系系友會》林悅秀會長。 

《婦女大學聯誼會》江淑芳會長、吳佾璇校友、黃婷莉校友、汪鳳美校友、藍素秋校友、 

                  許素嬌校友。 

《各地區校友》潘瑞嬌校友、蘇庭嘉校友、陳俐璇校友、徐瑋彣校友、紀秉穎校友。 

列席貴賓：共 9位 (如下) 

《輔仁大學校內師長》江漢聲校長、袁正泰學術副校長、張懿云行政副校長、李天行國際與資

源發展副校長、藝術學院馮冠超院長、國創所林耀南主任、公共事務室

吳紀美主任、公共事務室張榮盈組長、資金室陳杰昇主任、資金室朱嘉

綺組長。 

主席：楊嫚妮總會長                                                   

記錄：林倢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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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楊嫚妮總會長 

大家早安！我現在正式宣布第七屆的海外校友年會正式開始。感謝大家的參與！現在

我們請江校長為我們致詞。 

二、貴賓致詞-江漢聲校長 

今天非常開心，看到這麼多從世界各地來的校友，很感謝大家的支持。輔大希望將來能跟

各校友會經常聯繫，也希望能把校友會當作一番事業來發展。最近上海校友會舉辦了一項

活動，跟輔大醫院的健檢醫療有關並且簽約。所以將來可以透過上海校友會把所有上海的

校友、大陸台商、企業家都能夠介紹回到台灣做最好的醫療。我們也會讓所有的校友享有

最好的優惠及折扣。校友本來在學校就有一定的優惠，所以請大家告訴其他校友，回台灣

的時候不要忘記回來輔大。現在的輔仁大學跟以前最不一樣的地方之一是非常方便，捷運

一坐就到了。前門有捷運輔大站，後門有機場捷運線，所以很容易就能到輔大。回到輔大

你們能來公共事務室或是校長室，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們談談。今天真的非常高興，雖然

我經常參加各校友會也跟各個校友會非常熟了!但是今天我還是想看看各校友會在這一年

當中的發展報告，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讓輔大因為有校友而非常前瞻。最棒的是這一

次，我們謝謝英國校友會，他們這麼好的年輕一代，能夠傳承接棒，把這次的年會舉辦的

有聲有色，讓我們看到輔大的未來。我在這裡也代表學校謝謝各位。天主祝福各位，平安

喜樂!闔家圓滿順利，謝謝! 

三、榮譽總會長致詞 

   黎建球榮譽總會長 

總會長、各位親愛的同學，非常高興有機會參加這一次的校友年會，看到從全球各地來的

同學們，還是完成了我們當年的想法。我們希望遍布全球的校友總是要有機會在一起，大

家共同討論，共同研究以及共同幫助，希望有錢的校友幫助沒有錢的校友，希望事業有成

的校友能拉拔事業剛剛起步的校友，希望整個輔仁是大家同心同德、一起努力，謝謝! 

戴建民榮譽總會長 

各位同學大家好，很高興這次能來英國倫敦參加年會，我是 1972 年去美國的，還沒來過

倫敦。這次也提早來到倫敦走走。以前對倫敦的第一印象就是空氣汙染，然後食物就只有

炸魚薯條。人常常都有偏見，要自己親自體驗過後才能破除這些印象，親自來到倫敦才知

道跟以前印象中的倫敦很不一樣。今天大家來到這裡，也是來共同分享畢業之後的發展。

畢業這麼多年，輔大也還在，我想我們有許多地方做得很好，但也有許多地方不足的，不

管是因為經費不夠還是學生資源不夠，其實這種情況在每個學校或每個公司都一定會發

生，這種挑戰是一定有的。當初黎校長在成立全球校友總會時，我覺得我們是在創造一個

歷史，從開始到現在也差不多十年了，我們的 Mission、Vision、Value 也需要重新思考

一下。以前我們沒有醫院，以前我們也沒有那麼多學生，種種的一切都有需要克服的地方。

學生、經費、人才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我想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傳承下去，我們輔仁大學

的價值是什麼？我們校友會的文化是什麼？傳統是什麼？今天我們大家可以來思考這個

問題。學校方面當然可以透過挑戰做得更好，而我們這些校友能給予什麼支持與幫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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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重要的。希望今天能透過檢討讓大家來研究一下，謝謝各位。 

蔡秀美榮譽總會長 

大家早!江校長、黎校長好!我們在場這幾位榮譽總會長，除了黎校長與江校長比較會讀書

之外，我們其他人都不太會念書，因此他們做校長。我們的校友總會在 2002 年籌備，當

時黎校長在學校籌備時，我們就已經參與了。籌備了兩年以後，2004 年我們成立。一屆兩

年，今年第七屆所以已經 14 年，加上籌備共 16 年。我們非常驕傲!因為這不是一條容易

的路。成大以及政大有非常有名的嘉年華會，不是校友會而是嘉年華會，就是每兩年舉辦

一次旅遊，但是他們沒有辦法辦年會。另外台大號稱是全世界校友最多、人才最優秀的大

學，但是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團結。這邊我要講一個概念，希望各位校友以及你們的校友

會，最要緊的就是希望你們能把學校的校友會當做你們的榮譽及責任。當人家說我們學校

排名非常好的時候，我都同意!當大家說我們學校排名沒那麼好時，我都不認同，我只認

同好的!凡是好的都是我們學校的。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認同我們的年會是越來越完

整，偶數年一定是在國外，美國、歐洲、亞洲輪辦。奇數年一定是在學校裡頭辦。重點是

我們在這幾個洲舉辦的時候，我們也希望總會長是輪在這幾個洲。我們今天從嫚妮總會長

這屆開始這麼做，以前有例外，是在戴建民總會長時，那時在紐約但大家都說嫚妮很勇敢

不怕死，所以就決定 2008 年年會在德國舉辦。但我們現在有一個更好的想法，更完整的

做法，希望提攜這些年輕人，讓年會由年輕的校友會來承辦。這樣的模式讓總會長的責任

不會這麼重，但是他能夠輔導新的校友會，這樣也是一個傳承，讓這些新的校友會能夠練

習，也許隔了幾年之後，他們也能夠開始接下總會長的職務。所以我希望你們大家回去都

能跟你們的校友多多溝通，並且講清楚，讓他們知道每次公共事務室這麼辛苦送出資料給

大家，請你們要傳達，不要在你手上就停了。也不要只是隨便發送一封郵件之後就沒有下

文了，一定要打電話。校友無論如何一定要團結，也請各校友會告訴校友們，校友會不是

拿來籌款的，籌款我們有另一個方式，我們將來也會因為別的關係，把我們的基金會做得

更完整。所以要多多鼓勵校友來參加校友會，不要讓他們以為校友會就是在募款而不敢參

加。我們會將兩者分開，讓他們知道校友是一種力量，當你的力量強了以後，我們自然在

基金會的力量也會更強，謝謝。 

陳立恆榮譽總會長 

呼應秀美榮譽總會長所說的，我們都不太唸書，很調皮，但是我們都懂得回家。我常講找

得到學校就找得到家。同時我也呼應一下建民榮譽總會長所說的，輔大的文化是什麼？就

是真善美聖。以前我們有一個偉大的教育部長，他說科學求真，人文求善，藝術求美，所

以原來真善美是這三件事。我也常會想，我不會討一個老婆就是美美的而已，因為萬一她

不真不善呢？我後來才發現原來真善美是三位一體。聖-我一直不敢講我們要如何去做一

個聖人，那個壓力太大。直到孫神父過世那一天，我才體悟到什麼叫做聖。假使你做對的

事，不做不對的事，一輩子執著做對的事，你就是聖。過去我對於我兒子也是正經八百，

最近我跟兒子說:兒子啊!老爹很愛你!這句話我以前是講不出口的。所以我們應該要如何

擁抱年輕人？別說如何提攜他們，我覺得校友不要只是傳承，我剛剛給文化下的定義:文

化是歲月才情的有機生長，他日積月累然後開花結果，根深蒂固。就像我們的家根深蒂固，

我們學校也是根深蒂固，學校要看如何運用我們校友會的資源，這樣才有意義，這也是一

個共享經濟的概念，假如我們能這樣做有多美好，從輔大開始。不管如何，不是由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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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動，因為校友會不容易發動，因為沒有一個根，家在哪裡？家就在學校。所以我們要

從學校的家開始發動，才可以把學校的資源讓我們創新創業的莘莘學子可以利用。校友會

的資源學校可以掌控，看要如何運用，這樣我們就能傳承下去，也讓文化有機生長下去，

謝謝。 

四、2018 年全球年會籌備會致詞-英國校友會張哲瑋會長 

校長及師長、各位學長姐早安，今天能跟師長們及嫚妮學姊一起坐在這邊我感覺非常榮

幸，從去年在荷蘭鹿特丹接下 2018 年會之後，經過八個月的籌畫，在今年一月的時候我

們開了第一場會議。我們在思考這一次的會議主軸要放在哪裡，我們看了整個校友會的章

程，看完之後發現一個很大的重點能放在這次全球年會的主軸當中，就是 United &

Connect。我們希望能透過這次的活動凝聚全球校友們來到倫敦，也能透過這次的活動彼此

有所連結，並再次共同攜手前進。我們將這些概念設計在這次所有的活動當中，包括昨天

晚上的歡迎晚宴，從舞台設計，其實就是讓大家都能在各個角度看到彼此，第二點是我們

在很多活動的流程上，有很多創新的方式，包括報名的流程，我們所有報名的流程都走向

數位化，透過網路系統報名，而這次我們在繳費方面也透過維彥的專業，導入線上支付系

統讓各位可以線上刷卡付款。希望能透過這些創新的元素推進校友會前進。也非常謝謝我

們承辦團隊們的努力，也希望學長姐們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能夠盡情享受我們為大家盡

心準備的精彩節目以及活動，謝謝大家。

五、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17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六、頒發候任會長聘書 

七、候任會長致詞-吳光昱候任會長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能為全球超過 20 萬的校友服務，這是我的榮幸。也謝謝校長給我這樣的

機會。也要謝謝黎校長幫我們成立美國達拉斯校友會，我是第一任的復會會長，結果又被我們

的戴總會長任命為總會的副會長。之後從秀美總會長到現在嫚妮總會長，一連擔任了好幾任總

會的副會長，現在終於能夠更上一層樓!其實在來英國之前，我就收到來信，說我當選第七屆

的候任會長。希望總會能把輔大真善美聖的精神發揚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今天特別製作這一

張：真善美聖的領導風格，跟大家分享我個人的經驗。這是我在 1972 年畢業的時候，為了要

進入社會，特別給自己建立一個完整的人生觀。在我大一進到學校的時候，校訓突然從禮義廉

恥變成真善美聖。我當時想，真善美，為什麼要多加一個聖呢？心裡還在思考這是什麼意義。

到了大四時，我終於領悟到聖是什麼意思。我認為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不要去計較得失。

我們在人生的過程中，去享受工作的過程。我也相信這次英國會長哲瑋承辦此次年會，他個人

一定能享受到這整個過程。這種過程是很難真正分享出去的，但是他的結果卻是能夠與大家分

享的，這樣幾乎也是到了聖的境界。這樣領導的一種風格，我覺得是輔大應該要建立起來的。

真善美聖的理念是我一直從大學畢業以後用到當兵，並且一直到退休後都還在使用，唯一的缺

點是沒完沒了，因為很多人會來找你。這上面有 EMAIL，如果各位有什麼事情都能用 EMAIL 跟

我聯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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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報告 

吳紀美主任報告(詳見會議手冊資料)。 

(一) 國外校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8 月活動表。 

(二) 國內校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8 月活動表。 

(三) 各系所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8 月活動表。 

(四)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17 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18 年經費收支總表。 

九、各地區校友會會務介紹 

(一)德國校友會-楊嫚妮會長 

     其實要成立校友會，就像黎校長所說的，需要有勇氣。我大學畢業以後就到德國讀

書留學，當時我們班上就有七位同學在德國，我們當時聚會時就在想，何不成立德國校友

會？於是在 1996 年我們成立了德國校友會，已經成立 22 年了。由於德國比較大，所以我

們有柏林、漢堡、還有科隆、波昂、法蘭克福、慕尼黑都有校友會。我們的校友會人數大

概在 100 人左右，我覺得還蠻慶幸的。現在我接任了總會長，當然希望整個歐洲校友會都

擴大。所以我的願望就是希望在瑞典有校友會，可是畢竟北歐那邊人數比較少，因此我希

望成立北歐校友會，把北歐四國：瑞典、芬蘭、挪威及丹麥全部帶起來。還有義大利，我

們現在正在找人，我想先把義大利校友會成立起來。今天歐洲地區其他校友會會長都有來

到現場，待會我們請他們為我們講報告一下近況。去年我擔任第一屆的歐洲校友總會總會

長，我們在鹿特丹舉行第一屆的歐洲校友總會年會，現在的歐洲總會長為陳嫦娥學妹，待

會她也會為我們報告，謝謝!

(二)歐洲校友總會-陳嫦娥總會長： 

     各位師長、會長、學長姐及學弟妹們大家好!首先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我是 1989

年英文系畢業，畢業之後就在歐洲留學，先在比利時魯汶大學歐洲研究所，後來繼續念阿

姆斯特丹電影研究所拿到雙碩士學位，之後我在荷蘭就留下來了。我現在是擔任記者的職

務，我們荷蘭校友會是 2010 年在黎校長的領導下成立。而歐洲校友總會總在 2016 年 3 月

於德國慕尼黑成立。第一任總會長就是現任的全球校友總會總會長，以及現任德國校友會

會長楊嫚妮學姐。第二任就是由我本人很榮幸的被指任，而我們的副總會長就是現任的英

國校友會會長張哲瑋。現在我要介紹歐洲校友總會的成員國及會長，德國校友會是楊嫚妮

學姐、荷蘭校友會林婉叡會長、法國校友會胡潔雯會長、英國校友會張哲瑋會長、西班校

友會是王剛學長，但是他今天有事情所以沒能來參加年會，奧地利校友會會長是陳字熙學

長，目前共 6個成員國，但我們也會依照全球校友總會的宗旨把北歐四國及義大利校友會

成立起來。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報告去年我們在鹿特丹舉行年會時的過程，這個第一屆的歐

洲校友年會是由荷蘭校友會在 2017 年 10 月 28、29 日在荷蘭鹿特丹舉行，那一次參與校

友會的校友有來自瑞典、德國、西班牙、英國以及荷蘭。參加人數有二十多位，包含眷屬

以及學校的師長們。這次最大的收穫就是很多荷蘭的校友，我們從來不認識他們，但是他

們知道有這個活動並且報名參加還攜帶眷屬來，這讓我非常感動。現在要講我們辦歐洲校

友會有什麼成果呢？第一當然是我們促進了歐洲各個校友之間的交流，第二是我們讓與會

的校友了解母校的最新的狀況與發展，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知道了輔大醫院的成

立，我們也知道了輔大的管理學院一年三國的精彩課程。為了響應輔大健檢，我在今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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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就回去輔大做健檢了。輔大的健檢真的是很不一樣，全新的設備，最棒的陣容，我個

人感覺是值回票價，大家真的不要放棄這個機會。最後還有一個成果要跟大家報告，這次

藉由歐洲校友年會我們安排了學術參訪，這是我們讓母校跟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做一個雙

向的交流。讓我們師長能夠到台夫特理工大學親自參觀了解這所荷蘭頂尖大學最好的教育

設備，同時我們也藉由這次參訪邀請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到我們母校做一個回訪。希望以

後校友會都能幫母校做一個學術的推接，我相信會讓更多國外的大學、教育機構的學者們

知道輔大是非常優秀的。這次一月份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到母校參訪，他們就非常的驚訝

原來輔大這麼優秀。同時我要再說一下我們輔大的全球校友年會，不但引起台大及其他國

內大學的忌妒，連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都非常羨慕，因為雖然他們有許多優秀的學生，但

是他們沒有校友會。最後一個成果，歐洲校友年會的一個隱藏目的是為了要找尋 2018 全

球校友總會年會的承辦單位，我們這次成功吸引歐洲校友會裡最年輕的會長張哲瑋承辦此

次年會，因此今天我們才能在倫敦這麼棒的地方舉辦年會。最後我要講一下歐洲校友總會

的未來展望，歐洲校友總會的目的是凝聚歐洲校友們並與母校做交流，目前不管是在瑞典

還是其他歐洲國家還有很多校友，我們還沒有把他們聚集起來，所以我們希望能在短期內

先成立義大利及北歐校友會，並慢慢將其他校友聚集起來，謝謝。 

(三)法國校友會-胡潔雯會長： 

各位學長姐、學弟妹大家好!我是 1984 年輔大中文系畢業，我在法國 32 年了，在法

國學戲劇，目前從事戲劇療癒的工作。法國校友會的成立是因為黎校長 2006 年到巴黎來

就請了鄒明智與姜秀筌學長夫婦所成立。我們把輔大校歌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當作推廣法

國校友會的主旨。法國是藝術之都，因此我們有許多藝術資源。我從 2015 年接任會長之

後，就持續推動這樣的活動。目前已用臉書成立校友會的社團，除了以電子信件通告校友，

且定期在社團上公告巴黎的各類活動，以便校友們共襄盛舉。我們除了不定期的舉行活動

外，還會舉辦每年一到兩次的聚餐，以上是簡短的報告，謝謝。 

(四)荷蘭校友會-林婉叡會長： 

    大家早安!我是荷蘭的會長林婉叡，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很開心。剛剛歐洲校友

總會陳嫦娥總會長也有提到許多關於荷蘭校友會的活動，這邊我要再補充一下，第一，我

們早期辦過一個活動-單車賞花。荷蘭非常有名的就是四月份的鬱金香，那次的活動我們

就騎著腳踏車在花田裡穿梭著，這是蠻特別的，所以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我們也歡迎其他

歐洲校友會的校友能一起來參與。基本上來講，我們歐洲校友的人數不多，但我們還是積

極推動，謝謝大家! 

(五)英國校友會-張哲瑋會長： 

    英國校友會成立在 2011 年，但其實我們所有的團隊在過去的六年當中已在背後做運

行。英國校友會的平均年齡是 28 歲，是全球裡面成員最年輕的校友會。英國校友會有一

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凝聚特別是在倫敦地區的校友，以及照顧那些來到英國讀書的學弟

妹們。我覺得待在倫敦最有挑戰的是，在這個城市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頂尖的人才，而他

們有自己獨特的思維與想法以及決策的思考能力，所以要吸引他們注意並且同時讓他們資

助並一起參予我們的活動，這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在過去的一兩年當中，我們希望能透過

許多創新的方式凝聚台灣的朋友以及輔大的校友們，所以我們除了聚餐之外，我們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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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例如戶外的健行活動，或是打乒乓球、高爾夫球等各種不同的運動。我們嘗試用不同

的參與方式來凝聚新的會員。在這一年當中我們大概舉辦了四次活動，特別在聖誕節、過

年以及中秋節都隆重舉辦，同時我們也跟台大校友會、清大校友會等共同舉辦活動，在倫

敦的台灣朋友都非常享受我們舉辦的活動。之後還有許多機會跟大家分享，我的報告就先

到這邊，謝謝大家! 

(六)美國西雅圖校友會-陳浩維會長： 

校長、副校長、各位師長、各位學長姐，大家好，我是陳浩維，2010 年從資工系畢業，

西雅圖校友會是今年七月成立的，從去年九月就開始籌備了。為什麼要成立西雅圖校友會

的原因是因為西雅圖有許多科技公司，也有越來越多輔大校友加入這個城市，以北的話我

們有溫哥華校友會、以南我們有北加州校友會，我們一直覺得為什麼西雅圖沒有校友會，

所以我們希望能創立西雅圖校友會。西雅圖校友會有一個目標，我們希望可以團結美洲的

校友去支持校務的發展，所以在這次來之前我們有去跟華府校友會的會長開會，稍後我們

會提議希望能夠成立北美校友總會。西雅圖校友會目前有二、三十位校友，因為我本身在

亞馬遜工作，我有成立台灣協會。全球大概有五百位會員，目前我也剛註冊一個台灣未來

基金會，希望能翻轉台灣人才外移的負面印象，主要是想幫助留學生或是人才找工作、職

涯發展。透過這些關係我們希望將輔大校友會帶進來，所以我們現在有許多密切的合作，

每個月也都會辦活動。我們的會員大概百分之八十是女生，接下來的活動是與交大校友會

舉辦聯誼。今天非常開心來到這裡，希望之後請各位學長姐們多多指教，謝謝! 

(七)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因為時間有限，我就做一些簡單、重點式的報告。新加坡目前校友的情況是有更多新

的校友是從台灣來的。新加坡校友會跟剛剛歐洲校友會們不一樣的是，歐洲校友會的生活

步調是慢活，樂於參加校友活動。而東方這邊的校友都在工作壓力、生活壓力、追求成長

的情況下，參與校友會活動的積極性低。這一點我想我要更加油多鼓勵他們出來。我們也

在去年年底和今年，終於完成新加坡新躍大學跟輔仁大學兩個學校的交流，且雙方簽訂合

作。新躍大學成名的是在職的人繼續進修而拿到學位，包括學士、碩士及博士。我相信這

方面是值得我們繼續推廣的。另外我也要在這裡藉由這個機會，希望校友會能從聖美善真

到真善美聖繼續成為母校追求的目標，謝謝。

(八)北京校友會-陳啟文首席代表： 

各位學長姐好，我是 1997 年織品系畢業，2012 年來到北京，現在在北京待了 6年半。

北京校友會是 1984 年成立，當時成立的都是北京輔仁的老學長姐，在 2015 年的時候透過

校長、李副校長及文偉學長的引薦，把我們這些年輕人重新拉回北京校友會。從 2015 年

到現在三年，其實北京校友會比較不同的是現在我們多了很多生力軍，是陸生。因為我們

學校在 2011 年就開始了第一屆的陸生加入，這部分我們在去年 3月 26 日也跟這些學長姐

報告，並特別告訴他們後繼有人了。輔大是 1925 年在北京成立，我想這就是傳承吧!而我

們北京校友會也是在文偉學長引薦下重新成立，所以我們也承襲了上海校友會的凝聚、分

享及傳承的精神。北京校友會希望能把在北京工作及求學、生活的學弟妹們聚集起來，並

幫助他們在北京找到平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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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海校友會-蔡世明會長： 

校長及各位學長姐好!上海校友會在 2008 年成立，目前七百多位會員，會有這麼多會

員是因為情勢關係所以許多人都來到上海工作，而我們也做好服務的工作。今年成立第十

年，感謝校長及幾位師長特地到上海來。在同一天政大也在上海舉辦了校友年會，不過台

辦的領導選擇到我們輔仁大學來，因為我們比他們優秀!謝謝各位! 

(十)香港校友會-楊鴻坡副會長： 

其實今天不該是我講話，因為沛廣會長沒有來，他真的非常忙碌。香港校友會成立於

1959 年，我們積極把在香港的校友聚集起來，也鼓勵港生來輔大唸書，未來也會持續努力，

謝謝大家! 

(十一)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副理事長/理事長： 

各位學長姐大家好！新北市校友會今年修正了一些我們校友會的方向。一個就是把母

校永遠成為我們的家，大家在努力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其實都想找到那份再次對學校的

認同以及被學校肯定的那份榮耀，所以我們每一年都能因為地利之便回母校看看，每年的

會議也都如常舉行。我們在今年也辦了春季旅遊，因為我們有學長在溪頭擔任總幹事，我

在這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若大家有回到台灣，溪頭真的是一個不錯的好地方。另一個

小修正就是我們希望除了回到母校之外，也能多做一些社會公益的活動。這當然也能幫我

們把輔大這塊招牌擦得更亮。這幾年輔大做了許多事情，與其靠別人口碑相傳，不如是我

們自己的校友能一起努力把學校推向更高峰，我相信我們的校友一定有這個能力且一定要

這樣做，祝大家都平安健康!謝謝! 

(十二) 台南市校友會-楊明勳理事長： 

校長、各位師長、各位學長姐大家好!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全球校有年會，我是民國 75

年國貿系畢業。台南市校友會的活動我就不多加撰述了，我們台南市校友會的運作方式

是，我覺得校友會要將您們自己本身的專業知識加以活用，並且組成一個強而有力的顧問

團或是疑難雜症處理團，這樣您們就能一輩子受益無窮!謝謝大家! 

(十三)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 

校長、各位師長以及各位來自全球各地的校友，大家好!高雄市校友會的前身是企業

管理學系的系友會，比輔大校友會還要早期。但是在高雄的企管系系友會因為某些原因倒

會了，剛好那時輔大校友會要成立了，所以我們就全部移到輔大校友會。高雄市校友會對

於全球校友總會非常支持，每一次在國外舉辦的年會，高雄市校友會都沒有缺席!我們目

前有一百多位的校友，目標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也歡迎各位校友來高雄玩，謝

謝! 

(十四) 護理系系友會-林悅秀會長： 

校長、各位學長姐及學弟妹好!我畢業於 1995 年護理系第二屆，我在護理系畢業之後，

有到學校教書一段時間。目前是自己開診所，有做預防醫學教育的機會。很開心去年 9月

29 日，在校長多年的努力及帶領之下，輔大醫院終於正式開幕了!我有許多學生及系友都

在裡面工作，學校非常漂亮，醫院也非常漂亮，而且醫院裡的人事物也都很完善。護理系



雙面印刷

9

在開系以來，除了一直秉持著真善美聖的校訓之外，也一直秉持著 3C 的精神:Care、

Concern、Completion，在照顧的過程當中，我們也要關懷身邊的人，最後並帶著完成的

責任。非常開心能在倫敦見到大家!謝謝大家! 

(十五) 婦女大學-江淑芳會長： 

各位會長們大家好!今天我們有十位校友來，有兩位是前會長。為什麼我會帶這麼多

人來呢?因為我想帶他們出來國際學習。今年真的很興奮能在英國舉辦年會，而江校長也

非常重視我們婦女大學這區塊，婦女大學這次這麼多在校生一同出來見識，我相信這會幫

助他們對輔大的學習前景有很大的信心。我相信他們回去都會一傳十、十傳百。並且慢慢

讓婦女大學茁壯起來。謝謝大家! 

十、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各校友會組隊參加 107 學年度校慶系列活動暨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事宜，請討

論。

說明：

1. 107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及校友組趣味競賽訂於 2018 年 12 月 8 日(六)舉行。

2. 107 學年度校慶系列活動相關日期如下：

a. 2018 年 12 月 3 日：聖誕點燈。

b. 2018 年 12 月 7 日：107 學年度校慶感恩典禮暨慶祝晚會。

c. 2018 年 12 月 8 日：107 學年度校友返校日、校慶園遊會與校友組趣味競賽。

3. 請討論本會會員是否參加校友組趣味競賽，以及參加方式：

a. 校友總會會員組成一隊參加。

b. 校友總會各校友分會分別組隊參加。

決議：a案，校友總會會員組成一隊參加，後續事宜由公共事務室與各校友會聯繫。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召開 2020 年年度會議開會時間及地點，請討論。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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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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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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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由香港校友會承辦，於香港新界沙田地區舉行。 

2016 年由馬來西亞校友會承辦，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2018 年年會由英國校友會承辦，於英國倫敦舉行。 

決議：2020 年年會由美國西雅圖校友會承辦。 

十一、 臨時動議 

戴建民榮譽總會長：我們花了那麼多心力及精神在校友會上，我想我們要重新思考如何讓校友

會做得更好。剛剛我聽了很多各地的校友會會長說要如何鼓勵校友參加校友會，我們有二十萬

校友，但是目前有參加校友會的人不知道有沒有達到一成或甚至二成。根據我這幾年的經驗，

在美國很多年輕校友跟學校沒有連結也沒有歸屬感。如果沒有歸屬感，要讓他們來參加也很

難。我們得找出一個方法，以及找出校友會的價值在哪裡，剛剛我們也談了很多。我們要如何

聚集輔大的校友，有什麼實際的方法?其實剛剛立恆榮譽總會長也有提到，輔仁大學就是我們

的家，當有這個認同感自然就會有凝聚力。要如何讓校友們有這個認同感，需要一步一步來實

行，這都需要時間。輔仁大學做得好，我們與有榮焉，做得不好我們也會一起難過，家不管如

何，還是我們要回去的地方。我們從 2006 年訂定的使命與願景，看是不是要再加上價值與目

的?輔仁大學是我們的家，我們都是兄弟姊妹，大家一起想想要如何讓這個家更好。謝謝!

蔡秀美榮譽總會長：我附議戴建民榮譽總會長，不過我想提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們現在有許

多校友非常怕來參加校友會，因為他們怕要捐錢。這就像每個人家裡，如果爸媽一天到晚跟你

要錢，那麼小孩可能就不想回家了。我們必須要正視、面對這個問題。校友會跟基金會、捐款

一定要分開，想捐錢的人一定會捐錢，不想捐錢的人一定不會捐。有福報的人自然會去捐，不

想參與的我們也不勉強。我們一定要將校務跟基金會分開，縱使我們很希望能幫學校募款，我

們希望學校越來越好，但是如果有負擔的話，校友就不會來了。我現在要回應戴建民榮譽總會

長，他說得非常對，學校就是我們的家，但是不能怕。如果大家都害怕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我們希望大家像家人、兄弟姊妹一樣，聚在一起的時光是輕鬆好玩的。這也是一種聯繫，我們

有許多平台能提供給校友，這也能幫助你將來有不同的發展，將來你也會有機會來回饋學校。

但我們這方面是不是能想辦法把校友會及基金會分得清楚一點?大家把疑慮與恐懼除掉。把校

友會先強壯起來之後再做基金會的東西，謝謝!

戴建民榮譽總會長：我完全同意蔡秀美榮譽總會長所說的校務及捐款分開。不管之前如何，我

們需要一些改變，如果不改變，校友會永遠是這樣。輔大基金會是好的，是在幫忙學校推廣的，

校友會使我們以學校為家，看要如何幫忙，不一定是金錢上的。能來參加校友會，這是第一步，

所以這幾年我也在想如何讓我們的校友會越來越強大，這樣金錢自然會來。我們要將校友會的

宗旨明確化，這樣才能有效鼓勵更多校友來參加校友會。

楊嫚妮總會長：謝謝戴學長，其實很多校友會不是真的害怕捐錢，但是我們也會收到許多訊息

說學校有新的建設，這些都是很大的開銷。所以他們每次開會都會在想說是不是就是要捐款，

因此而卻步。在歐洲的校友跟在美洲不一樣，因為大家都是受雇於人，也沒有龐大的財力做資

助。我們也有一直在宣導來參加校友會不是要你捐錢，只是因為接收太多新建設的訊息。不過

我回去會再更加強說明清楚，校友會就是聯誼、聯繫感情的地方，我想這是比較重要的。接下

來我也要成立北歐校友會，也會避免讓人有這種錯誤的觀念。希望各校友會回去都能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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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塊。

美國西雅圖校友會-陳浩維會長：我代表大華府地區校友會、芝加哥校友會、西雅圖校友會，

我們想要提議成立北美校友總會，我們現在共有 14 個校友會在北美地區。美國總共有 50 個州，

現在也越來越多台灣的人才、校友來到美國求學及工作，也有許多交換學生到不同的州。但那

個州不一定有我們的校友會。在美國的台灣年輕人流動性很高，若他們沒有橋梁，那麼對於校

友會及對於學校的關係就會中斷，所以我們希望成立一個總會，可以去建立起一個連結，也能

統合現有的校友會資源。也希望總會能跟學校建立起溝通的橋梁。另外，剛剛有提到基金會的

部分，我們也想要協助基金會在線上增加一些選項，讓年輕人更方便捐款，這樣也不會有太多

壓力，謝謝。

校長：我附議一下，我們會想辦法協助成立北美校友總會。

楊嫚妮總會長：謝謝陳會長提出成立北美校友總會的想法，我想我們樂觀其成。

吳光昱候任會長：我目前也是全球校友總會的副會長之一，是美加中南區的副會長。我也附議

我們的陳會長。成立北美校友總會一事，我來負責。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我們的校友會向世界各地擴展，可以考慮採納像世界台商總會的

方法，北美區包括加拿大成立一個總會，地區性能因地制宜。中南美中一個、亞洲一個〈不包

括中國〉，因為本身中國加起來就會比所有校友會多更多，另外歐洲一個、非洲一個、大洋洲

一個，以上是目前世界台商總會的建構組織。第二點，剛剛也提到校友會要跟捐款分開，雖然

分開歸分開，但是捐款有時也無可避免，因為這是目標，所以各區的會長、總會長要把捐款當

作職務上的任務。其他在校友活動中盡量不要提到捐款，這個目標有許多靈活的方式能達成，

但在校友聯誼的活動上盡量少提捐款，或是以更親切友善、有創意的方式達到，謝謝。

吳光昱候任會長：我再補充一下，目前美國基金會是在美國負責捐款。但是就像剛剛陳會長講

的，募款要有技巧不要太明顯。

江漢聲校長：校友會跟募款要分開，在校友會裡面募款其實不太適合，每個人的財力都不同。

校友會主要是歡迎大家來參加，共聚一堂。學校的募款情況其實做的還不錯，我們一年募款加

起來可以達兩億左右。請大家告訴校友，來參加校友會不必擔心要捐款，謝謝。

荷蘭校友會-林婉叡會長：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全球校友會的活動，對我來講非常印象深刻。之

前嫚妮學姊一直要我來參加，說實話當時在打拼事業的階段，真的會怕來參加校友會是不是要

做些什麼。而這個壓力來源其實就是由於 Email 傳的訊息，讓我們覺得我們是不是要做些什麼，

所以我們不敢來。但是我要講的是，我今天來到這裡真的很開心！真的讓我有家庭的感覺。我

今天真的沒有白來，所以我覺得在 Email 傳達上也要加強這一塊，讓校友們知道捐款有基金會，

不是透過校友會，校友會不談錢，只談感情。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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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校友會-陳昭蓉常務副會長：每個校友會或許可以建立各種部門，例如法律部門、諮詢部

門、或是募款部門。讓大家知道離開學校、出了社會還是有一個家的感覺。有事情就是求助於

家，當你取之於輔仁、用之於輔仁時，自然肥水不會流外人田。若讓校友覺得參加校友會有得

到一些資源，那他就會自動想捐款。所以可以清楚分出幾個部門，因為沒錢也沒辦法辦事，謝

謝。

楊嫚妮總會長：好的，謝謝！我們會回去整理今天的討論，並做成會議紀錄。

十二、 唱校歌

十三、 合照

十四、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