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0 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 9：00~12：00
地點：中國浦東幹部學院 (上海市浦東新區前程路 99 號) 政和廳
出席人員：共 152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致遠總會長、吳東亮榮譽總會長、戴建民榮譽總會長、
蔡秀美候任總會長、樂麗琪辦公室主任、林曉音助理。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何少文會長及 4 位校友。
《美國奧斯汀校友會》陳勝亭會長。
《美國亞特蘭大校友會》杜菁會長。
《法國校友會》姜秀荃會長、鄒明智校友。
《馬來西亞校友會》李欽義會長、黃秀萍副會長、張和風顧問及 9 位校友。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張紫燕校友、陳小慧校友。
《上海校友會》陳福川會長、林崑輝副會長、歐陽翠玉副會長、薛春榮秘書長、
徐淑敏財務長及 37 位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及 18 位校友。
《北京校友會》王淑賢辦公室主任、趙強副秘書長。
《北京三希堂書畫院》周國正校友。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陳致遠理事長、吳東亮榮譽理事長、陳貴糖校友、沈榮洲
校友、樂麗琪秘書長。
《台北市校友會》陳立恆理事長及 4 位校友。
《台北縣校友會》黃譓宇校友、許明滿校友、陳吉光校友。
《台中市校友會》楊敏華理事長。
《台南市校友會》劉雅各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黃來福理事長、龔俊吉榮譽理事長及 18 位校友。
《系所友會》織品所所友會陳貴糖會長、統計系系友會沈榮洲會長、護理系系友
會林悅秀會長、婦女大學聯誼會蔡錦貴會長及 23 位會員。
列席貴賓：共 45 位 (如下)
(1)中國浦東幹部學院：
馮俊常務副院長。
(2)輔仁大學傑出校友：
輔仁大學 97 學年度傑出校友—張保隆(現職：逢甲大學校長)；
輔仁大學 98 學年度傑出校友—蔡清遊(現職：司法院大法官)。
(3)輔仁大學校內師長：
黎建球校長、林思伶學術副校長、郭維夏使命副校長、江漢聲醫務副校長、陳
福濱主任秘書、劉兆明教務長、高義芳副教務長、朱崇義副學務長、楊志顯總
務長、蔡淑梨國教長、洪啟峯研發長、崔文慧副研發長、醫學院鄒國英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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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黃孟蘭院長、民生學院王果行院長、法律學院陳榮隆院長、管理學院
李天行院長、社會科學院陳德光院長、傳播學院吳宜蓁院長、進修部周善行主
任、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林梅琴主任、會計室蔡博賢主任、人事室李添富主任、
圖書館吳政叡館長、公共事務室樂麗琪主任、耶穌會使命室嚴任吉主任、中國
聖職使命室林之鼎主任、聖言會使命室聶達安主任、語言中心于柏桂主任、學
術交流中心唐維敏主任、校長室莊幸惠秘書、商研所謝邦昌所長、法文系楊光
貞主任、餐旅系李青松主任、體育系陳鴻雁主任、影傳系林維國主任、臨心系
王英洲主任、英文系袁韻璧教授。
(4)公共事務室：
朱嘉綺、張榮盈、黃蘭麗、陳鵬文、王譯民。
主席：陳致遠總會長

記錄：林曉音

一、主席致詞-陳致遠總會長
此次年會的主題為傳承、分享、凝聚，顧名思義校友會就是凝聚校友感
情非常重要的活動。今天非常開心能夠在這麼舒適優雅的環境舉行全球校友
總會 2010 年年會，鼓勵大家在開完會後能到校園散步，感受如此優美的環境。
此次年會選在上海舉辦，受到上海校友會會長福川學長很大的支持，昨
晚的歡迎晚宴是個開端、各位學長姐身上穿的制服，以及住宿的地方，食、
衣、住都受到福川學長及上海校友會的照顧，相信這次 2010 在上海的校友年
會能非常圓滿成功，下午有論壇、名人分享，睌上有晚宴，明後兩天還有為
各位學長姐安排的世博會及蘇、杭之旅等精彩節目，希望大家有非常大的收
穫，謝謝各位的參與，預祝大會成功。
二、貴賓致詞(一) 輔仁大學黎建球校長
輔仁大學把校友未來發展當作最重要的，一個大學發展如果沒有校友，
這個學校其實沒有未來，因此校友會發展學校是相當重視的，在此特別要感
謝我們上海校友會的會長—陳福川，相信上海校友會會把這次全球校友總會
年會辦得非常成功，而且成功絕對不是偶然，是靠大家努力而成。
輔仁大學在北京建校整整 85 年，1961 年在台灣復校，在這 85 年來，輔
仁大學培養了非常多的傑出校友，他們為全世界做出了具深遠的貢獻，不管
是中國、台灣還是全球，成立全球校友總會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全球校友
在離開校園多年後，大家還能夠聚在一起話話當年，分享彼此工作的心得。
輔仁大學校友會的凝聚讓學弟學妹有一個標竿，在這預告輔仁大學今年
為創校 85 週年，明年為在台復校 50 年，母校將舉辦一系列盛大的活動，誠
摯的邀請各位校友參與。
因為大家的努力，輔仁大學在全球排名一直往前進 ，管理學院獲得
ACCSB，輔仁大學亦成為台灣最受企業喜愛的大學之一，我們要發揚輔仁的
精神，在這裡特別謝謝各位同仁及學長姊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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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馮俊常務副院長
大家上午好！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今天我特別榮幸，台灣輔仁大學 2010 年全球校友總會年會在這召開，首
先我歡迎各位光臨以及對輔仁大學 2010 校友總會隆重的召開熱烈祝賀，同時
藉由這個活動推動台灣輔仁大學及中國浦東幹部學院成為好朋友、好夥伴，
為兩者之間帶來最多的交流與合作，藉此機會向各位介紹，中國浦東幹部學
院是中央直屬一所國家級幹部院校，學院培訓來自全中國高級黨政幹部、中
國駐外大使及高級外交人員、港澳地區高級公務人員及領導人才。
中國浦東學校於 2005 年 3 月 18 日開學，學院培訓的特點是輸出時代性
和國際性，何謂時代性？就是關注新理論、新知識、新思路及新做法，啟發
他們、增強他們及提高他們領導科技發展的能力，國際性是就是國際交流的
能力，培訓提高他們協調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能力，因此有百分之十及百
分之十五的課程是由外國著名學者來參與，我也注意到輔仁大學也非常重視
國際發展，希望未來兩校能在這個方面多多交流，今年三月台灣輔仁大學舉
辦國際創業軟體座談會，幫助別人了解中國大陸、上海經濟發展及中小型工
商企業的創意技能，我想就是這種信念讓輔仁大學這顆大樹更加茁壯，因此
衷心祝台灣輔仁大學越來越好，預祝此次 2010 年輔仁大學全球校友會年會活
動圓滿成功，祝各位身體健康，也祝大家上海觀光旅遊愉快平安，謝謝大家。
(三) 逢甲大學張保隆校長
各位校長、各位學長、學姊大家早安！
非常感謝黎校長，黎校長是我們私立大學的龍頭，我們都跟隨他的腳步，
今天非常高興參與母校校友會的活動，就算再忙碌，還是要跟所有學長姐及
師長們來打聲招呼。在此預祝母校全球校友總會 2010 年年會活動圓滿成功！
三、榮譽總會長致詞(一) 吳東亮榮譽總會長
大家早安！很高興參加全球校友總會年會，更加開心看到很多好朋友，
以及認識新朋友，此次適逢上海舉辦世博，在此同時我們在中國浦東幹部學
院舉辦年會，真的非常不容易，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是在 2005 年 12 月成
立，2006 年在紐約、2008 年在德國、今年在上海舉行年會，每一次我都參與，
由此可以見證母校校友會涵蓋範圍非常廣，透過校友會的活動能凝聚校友對
學校的向心力，當然黎校長居中的號召及鼓勵，也是讓校友積極參與校友會
活動的動力，希望大家給我們的校長一個掌聲。
最後，感謝各位學長姊給我機會參與校友會的發展，讓我獲得很多收穫，
全球校友總會現在交棒給陳致遠學長，相信致遠學長能讓我們全球校友總會
成為同學跟學校的平台。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大會成功！
(二) 戴建民榮譽總會長
這幾年參加校友總會的活動，讓我覺得人生比較有意義也比較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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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校友是學校最大的資產，全球校友總會成立就是為了凝聚廣大的資
產。從第一屆吳東亮總會長到現在陳致遠總會長，都是受到校長的號召，認
真的參加校友會活動並為校友會付出，我們心中的目標就是：我們要分享、
凝聚、傳承，我們要將輔仁大學的精神發揚光大，在此把我的感動跟大家分
享，讓我們以輔大為榮，謝謝各位。
四、2010 年全球年會籌備會召集人致詞-上海校友會陳福川會長
If you have dream, dream will come true!
僅代表上海校友會感謝各位學長姐的光臨，上海校友會很榮幸能承辦全
球校友總會年會，並與陳致遠總會長一起籌畫此次活動。預祝全球校友總會
年會未來每一年都能辦得更好！也希冀透過活動凝聚校友的能量。
我在 1993 年 9 月隻身來到上海，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在上海發揮個
人畢生能量，若有到大陸工作的學長姐，都希望能邀請加入上海校友會，讓
校友能透過校友會凝聚力量。
最後，希望各位學長姐能放鬆心情參與這幾天的活動、愉快的歡聚在一
起，也希望大家在上海校會的安排下，都可以有愉快的旅程，並傳承輔仁大
學的精神，謝謝各位。
五、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09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六、工作報告
樂麗琪主任報告(詳見會議手冊資料)。
(一) 業務報告
1. 國外校友會活動：詳見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8 月活動表。
2. 國內校友會活動：詳見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8 月活動表。
3. 各系所友會活動：詳見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8 月活動表。
4.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09 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10 年經費收
支總表。
(二) 校友聯繫業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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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校友資料庫(http://alumni.fju.edu.tw/)：透過校友資料庫可查詢
校友資訊，以及傳遞母校資訊及活動，為了使校友資料庫功能更加健
全及完善，本年新增：(1)上傳照片功能；(2)新增 Skype 及 MSN，兩
項功能及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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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歡迎校友會熱情參與輔仁大學八十五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2010.8.9~2010.8.16
「正向輔仁，挑戰自我」鐵馬環台活動
2010.8.27~2010.8.31
全球校友總會 2010 年上海年會
2010.9.11~2010.9.12
「健康輔仁，超越自我」泳渡日月潭活動
2010.10 月~2010.12 月
輔大認同卡滿額回饋禮
2010.11.29
聖誕點燈—傳愛
2010.11.29~2010.12.4
校慶動態活動(輔仁 85，報我輔仁、許願池、聖天使遊行)
2010.12.2
99 學年度校慶感恩慶祝大會與校慶煙火施放
2010.12.2~12.4
99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選手之夜
2010.12.4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2010.12.4
校慶校園宣傳展(照片、短片、老照片與平面設計)
2010.12.4
99 學年度校友返校日—輔仁.come
2010.12.8
超越 101‧輔仁高峰會之傑出校友論壇
2010.12 月~
濃情 85 輔仁姻緣一線牽—愛情故事徵稿
七、各地區校友會會務介紹
(一)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香港校友會自 1982 年由熱心校友開始有意籌組校友會，並與北京老校友
接觸，期間偶有聚會。但自 1986 年後部份校友因家庭及事業上等因素，校友
會暫時沉寂下來。2001 年與母校接觸後，香港校友會重新出發，再次籌組，
並得到母校的支持，每年都舉辨大型聚會至今。我是現任會長—陳沛廣，任
期兩年。
每年暑假，香港校友會都會協助台灣相關單位舉辦留台升學輔導，多年
來我們均有邀請在校的港澳同學會協助，由在學的學弟妹幫忙分享在台灣讀
書及生活經驗，並協助新生同學赴台，使家長們也很放心其子女到輔大升學，
減少了擔心子女在台灣生活及學習的問題，亦有了薪火相傳的意義。
最後祝願母校校務昌隆，輔大人以輔大為榮，各校友生活更美好！
(二) 馬來西亞校友會-李欽義會長：
馬來西亞留台天主教輔仁大學校友會成立至今六年，除了每年風雨無阻
的聚餐外，校友會亦在 2008 年輔大傑出校友獎得主兼本會前會長—張和風學
姐的帶領下，成立了“輔大義工團”來為慈善貢獻力量。
此外，校友會也很榮幸邀請到校友兼知名主播胡一虎和李豔秋來馬辦演
講，吸引了華社廣泛的注意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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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日子裡，校友會將致力於協助維繫和擴充校友間的聯絡網，不
僅是在馬來西亞，甚至於是全世界的輔大校友會，我們都希望能彙集另一股
凝聚力，讓校友會更茁壯成長，期待能為母校的未來發展貢獻一份微薄的力
量。
八、提案討論
(一) 案由：擬增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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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本會 2007 年推舉吳東亮總會長、2009 年推舉戴建民總會長擔
任本會榮譽總會長，為符合現況，於法有據，建請增列「本會總會
2.
3.

長卸任後，即擔任本會榮譽總會長」條文。
增列第三章第十六條條文，後續條文皆順延一條。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組織章程條文對照表列表如下：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增修條文

原條文

第十六條：本會總會長卸任 無
後，即為本會榮譽總會長，擔
任本會顧問之職務。

說明
增修本條文，以符現狀。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召開 2012 年年度會議開會時間及地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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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德國科隆地區舉行；
2010 年由上海校友會承辦，並於上海浦東地區舉行。
決議：由北加州校友會承辦，於 2012 年暑假期間舉行。
(三) 案由：各校友會組隊參加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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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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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民國 99 年為母校創校 85 週年，民國 100 年為母校在台復校 50 週年，
2.

3.

陸續舉辦系列慶祝活動。
99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相關日期如下：
a. 99 年 12 月 2 日：99 學年度校慶感恩慶祝大會、選手之夜與校
慶煙火施放。
b. 99 年 12 月 4 日：99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軟式棒球、躲避
球比賽、啦啦隊活動與校友組趣味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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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a 案 45 票；b 案 9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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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聯繫。

九、臨時動議
案由：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備案
提案人：台北市校友會陳立恆理事長
建請校方說明，以讓校友瞭解附設醫院籌備案。
說明：
報告人 1：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募委員會曹平霞執行長
未來希望透過各種活動、義賣來籌募款項。
報告人 2：輔仁大學江漢聲醫務副校長
輔大附設醫院以醫療傳愛實踐「四全」(全科、全人、全新、全球)
理念，並提供整合性醫療中心服務，以作為國際醫療中心為最終目
標。(資料如會議簡報。)
決議：婦女大學聯誼會捐款 50 萬現金共襄盛舉。
十、唱校歌
十一、合照

十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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