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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12月 4日(星期六) 12：00~16：00 

地點：野聲樓 1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共 41位 (如簽到簿) 

請假人數：共 16位 

列席人員：共 29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致遠總會長、樂麗琪秘書長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秘書長、李俊霖校友、楊永成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梅淑儀校友、黃國文校友、莊德馨校友、 

區美珍校友、徐婉儀校友 

《菲律賓校友會》蔡孟儒秘書長 

《貴賓》99學年度傑出校友王秩秋 

《輔仁大學》黎建球校長、林思伶學術副校長、江漢聲醫務副校長、楊百川學務長、楊志顯

總務長、李天行管理學院院長、孔思曾歷史系教授、公共事務室樂麗琪主任、

朱嘉綺組長、張榮盈、黃蘭麗、蕭明嫻、李秉彥、吳政航、鄭恆峰、陳鵬文、

王譯民 

 
 

主席：陳致遠理事長                                                   記錄：林曉音 

 

一、頒獎 

(一) 輔仁電子報盃第三屆攝影比賽學生組：193位參賽者，303件作品；8位得獎者。 

(二) 輔仁電子報盃第三屆攝影比賽校友組：共 28位參賽者，55件作品；7位得獎者。 

 

二、頒發證書 

黎建球校長致贈陳致遠理事長內政部頒發之理事長當選證明書。 

 

三、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學長姐參加校友總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在此特別感謝多位從海外回

來的校友，簡單跟各位介紹：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馬來西亞校友會李欽義會長、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秘書長及上海校友會的學長姐們、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蕭

副會長及香港校友會的學長姐們、菲律賓校友會蔡孟儒秘書長。 

 

另外還有在地的新北市校友會、台北市校友會、高雄市校友會、台南市校友會、雲

林縣校友會的學長姐們，以及系所友會會長、校友總會的贊助會員—婦女大學聯誼會及

婦大嘉義校友會的學姊們，感謝大家專程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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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感謝公共事務室為籌辦校慶辛苦奉獻，在此向公共事務室樂主任及樂主任所

帶領的全體同仁、親善大使致謝。 

 

四、貴賓致詞 

(一) 黎建球校長： 

首先代表學校歡迎各位回到母校，輔仁過去八十五年來經歷非常多狀況，最慘烈的

有兩次：一次是對日抗戰時期，日本人欲停辦輔仁大學，所幸主辦輔仁的德國聖言會堅

持，使我們得以倖存，不用搬遷；一次是最近五年，政府的政策試圖使大學國家化，使

用標準化評鑑來評斷大學，這將使學校無法發展自己的特色，好比經濟部若對所有工商

企業施行評鑑，採用制定的指標，我想大概三分之二的企業會被淘汰，因此我認為在政

治民主和經濟自由下，教育不可淪為專制，經由這五年的努力奮鬥，透過不斷改革，最

近教育部終於承認大學與他們是夥伴關係。我認為大學不應成為社會次文化的跟隨者，

應該成為領導社會主文化的創造者。 

 

為什麼輔仁敢跟教育部抗爭？原因有三個，首要就是我們有校友在支持我們！非常

感謝我們的校友，因為有十六萬校友的支持，讓我們敢據理力爭；第二個是我們的老師

非常認真，2004 年輔仁大學的論文數只有九篇，但 2010 年，輔大論文數在私立學校排

行第一！第三個是學生的成就，輔仁校風自由，讓學生自由發展及創作。在此跟各位學

長姐報告一個好消息，本校應美系的同學最近獲得全日本創造力第一名，成績非凡。 

 

最後，我認為成立校友會的目的即幫助學校，一方面讓學生可以找到效法的對象；

另一方面，校友間彼此互助合作，造成我們更好的良性循環。在此也感謝致遠總會長出

錢、出力，支持校友總會及維繫各個校友會。 

 

(二) 江漢聲醫務副校長： 

今天藉此機會跟各位學長姐介紹本校的附設醫院。我們於三年前即計畫籌建附設醫

院，因為我們有醫學院，過去一直透過新光、耕莘、國泰醫院的幫助，考量長久之計，

應籌建自己的附設醫院，因此希望能把握機會，在最好的時機點籌建附設醫院。和我們

同型的學校，例如台北醫學大學，其雙和醫院已開業兩年，一個月有三億的營收，其中

大約有三千萬可回饋給台北醫學大學。因此我希望輔大也有附設醫院，透過附設醫院回

饋給輔仁大學。 

目前籌建進度如下： 

1. 2010年 10 月份重要進展： 

(1) 在周縣長大力支持下，台北縣政府已於 10 月核定本校附設醫院為縣政府重

大設施項目之一。 

(2) 本校已於 10 月取得桃園農田水利會 446-5 地號土地使用同意書。輔大附設

醫院籌備處將持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建築規劃、病床擴增等重要程序。 

2. 附設醫院建築設計秉持著單國璽樞機主教的期許： 

(1) 附設醫院將以『愛人』為中心的設計理念出發。 

(2) 規劃出安全、環保、重視隱私、具前瞻性、現代化、人性化醫院。 

(3) 祈望能在利益導向的現實社會醫療中注入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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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計 2012 年動工。 

4. 預計 2014 年底完工。 

5. 預計 2015 年中開幕。 

 

輔大附設醫院設計不是冷冰冰的，將會設計成一個 mall，希望能以溫馨的建築，吸

引大家願意前來。預計明年底動土，歡迎各位學長姐來參加動土典禮，預計 104年完工，

屆時捷運應已通車，交通將會非常便捷。 

 

輔大附設醫院較特殊的地方即具有宗教洗禮及大學背景，另一特點為在這附近較缺

乏大型醫院，僅有台北署立醫院。我們最大的資源是全校各個學院將能與之結合，未來

將陸續和各院及系所安排時間，研討可能的合作方向，共同創造輔大獨特的核心競爭力。 

 

除此之外，感謝在場的中華民國校友總會陳致遠理事長捐贈美金五百萬元，將利用

這些捐款作為乳癌防治中心基金，成立復健支持、弱勢關懷為特色的乳癌中心。 

 

也感謝上海校友會陳福川榮譽會長捐贈台幣五百萬元，還有本校婦女大學聯誼會捐

贈台幣五十萬元，我認為捐款不在於承諾多或少，重點在於心意，不管是大額或小額，

都將集結成非常大的力量，也感謝婦女大學聯誼會承諾投入附設醫院志工行列，未來醫

院成立將需要很多人的參與和投入，希望各位踴躍支持附設醫院的籌建。 

 
五、校慶賀詞 

(一)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林智源校友(略) 

(二)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王振稼校友(略) 

(三) 北京師範大學校友總會：劉川生總會長(略) 

 

六、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一屆第四次暨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 

 

七、工作報告—樂麗琪秘書長報告 

(一) 99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99年度工作報告。 

1.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重大紀要： 

(1) 99.5.29 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暨校系所友會餐會：共 70 位參加。 

(2) 99.8.27~8.31 參加全球校友總會 2010年上海年會：共 92 位參加。 

(3) 99.10.31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暨南投校友共融：共 40 位參加。 

(4) 99.12.04 輔仁電子報盃第三屆攝影比賽頒獎典禮：共 221 位參賽者、358 件

作品參賽。 

2. 國內校友會活動：參與母校「健康輔仁」鐵馬環台及泳渡日月潭活動，及台北市

校友會辦理輔大講堂系列演講十三場等。 

3. 各系所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二) 經費收支：詳見會議手冊 98年度收支決算表及 99年度 1~11月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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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案討論 

(一) 案由：編列本會 100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辦理。 

2. 本會 100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編造本會 100年年度工作計畫，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辦理。 

2. 本會 100年度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建議參考配合母校大型活動(民國 100年

為母校在台復校 50 週年)、各縣市校友會及系所友會活動舉行，以增進各地區

校友聯誼交流。 

3.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100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二。 

4. 輔仁大學 100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辦理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四條辦理。 

2.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重要活動，擬於本案通過後，配合各項活動加強宣傳，以招

募校友加入校友總會，促進國內校友之共融及交流。 

3. 民國 100年為母校在台復校 50週年，母校將陸續舉辦一系列活動。 

4. 全球校友總會 2011年年會，定於 12 月校慶期間假輔仁大學召開。 

5. 配合母校在台復校 50週年校慶及全球年會，擬建議明年本會會員大會與全球年

會共同舉辦。 

 

建議： 

1. 建議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配合校慶活動舉辦，一方面學長姐可回到校園歡慶

母校生日，一方面也可參加各系所的相關活動。 

2. 全球校友總會 2012 年年會預定於學校舉辦，建議與全球校友總會年會共同舉

行，並訂於 100/12/3(六)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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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 

 

(一) 案由：介紹公共事務室校友聯繫業務及近期活動。 

提案單位：輔仁大學公共事務室 

說明： 

1. 校友證福利：校友可憑校友證享有校內多項福利及特約商店優惠，學校亦持續與

多家飯店及特約商店簽約，將福利提供給校友。 

2. 輔大認同卡：為母校與台新銀行合作發行。結合校友證功能，提升服務品質；發

卡銀行每年回饋母校五十萬元；每筆消費銀行將提撥千分之三刷卡回饋金作為本

校校務發展專用；利用輔大認同卡捐款或定期定額小額捐款，本校皆毋需負擔手

續。 

3. 濃情輔仁 姻緣一線牽—愛情故事徵稿：徵求輔大畢業校友佳偶在校期間的愛情

故事。 

4. 舉辦同學會、系所友會、校友會活動，公共事務室提供校友服務：提供租借場地、

代訂餐點、校園導覽、協尋校友等服務。 

5. 校友刊物：輔大記事報、輔大電子報、輔大新聞網。 

6. 校友相關網頁： 

(1) 校友專區：從輔大首頁可進入校友專區。 

(2) 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網頁。 

(3) Facebook 輔仁大學校友粉絲專頁。 

 

(二) 案由：加強認同卡功能。 

提案單位：新加坡校友會會長—陳正吉 

說明：公共事務室為了校友福利非常努力，也做得非常好。對於認同卡，應廣集企

業校友，相信可以讓校友獲得更多福利，例如西華飯店常務董事劉恆昌為輔

大校友，應該可以提供折扣；也希望可以盡一己之力，幫忙聯繫企業校友，

例如喜來登飯店、晶華飯店等。如果有更多的福利，我相信校友會更願意參

加，對於學校也更有幫助。 

建議：現在很多校友在海外，在資產上不是問題，但在台灣並沒有信用卡，也無法

申辦認同卡，希望吳東亮榮譽理事長能給予協助，例如在台新銀行設立一個

fix deposit (帳戶)，規範須存款一定金額即可發給信用卡，並限制這張信用卡

額度，簽帳額度為帳戶額度，如此，可以讓海外校友能在台灣使用信用卡，

也可增加認同卡發卡數量，間接也對學校提供貢獻。 

 

十、唱校歌 

 

十一、 合照 

 

十二、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