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印刷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 10：30~17：00
地點：台南市-桃山餐廳(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 460 號 2F 會議室)
出席人員：
《理事》吳東亮榮譽理事長、陳致遠理事長、陳立恆副理事長、劉雅各常務理事、
黃來福常務理事、曹平霞理事、王志庸理事、蔡政勳理事、張喜會理事。
(理事 9 位)。
《監事》陳貴糖常務監事、陳彥蓉監事、劉江霖監事。(監事 3 位)。
共 12 位。
請假人員：
《理事》周錫瑋常務理事、林德明理事、廖述洲理事、李立民理事、陳識仁理事、
葉紫華理事。(理事 6 位)。
《監事》呂亮震監事、王絮清監事。(監事 2 位)。
共 8 位。
列席人員：
《校友總會》羅英弘候補理事、唐筱傑助理。
《雲林縣校友會》陳心彬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吳佳穎總幹事。
《台南市校友會》吳映卿名譽理事長、劉雅各理事長、陳榮修常務理事、王志庸
常務理事、邱素蘭校友、林添城校友、龔碧鈴校友、楊荃寶校友、
黃子樵校友、謝明秀校友、王明山校友、黃福隆校友、葉金田校友、
顔應明校友、王妤暄校友、王威傑校友、陳嘉鈴校友、鄭寶貴校友、
陳錦汶校友、李秀貴校友。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魏中仁主任秘書、龔尚智教務長、
吳宜蓁傳播學院院長、陳炳輝民生學院院長、張榮盈組長、林曉音
組員、林又春組員。
共 31 位。
主席：陳致遠理事長

記錄：唐筱傑

一、主席致詞
陳立恆副理事長代理主席：
各位學長、學姊、學弟、學妹，大家好，由於理事長須先出席單國璽基
金會的理監事會議，因此由本人暫時代理主持。
很開心今天可以和各位學長姐到台南市來舉辦此次的會議，受到雅各理
事長以及各位校友的招待。我還記得先前也曾經在高雄及台中與當地校友一
同舉辦會議，而今天是第二度回到台南，真的非常感激，相信今天大家都能
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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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致遠理事長：
各位校友及師長，大家早。由於必須先出席為了紀念單國璽樞機主教所
成立的基金會第一次籌備會議，因此晚到了，真的很抱歉。
今天很謝謝雅各學長的招待、謝謝聶副校長代表校長與會並給大家勉
勵，更謝謝立恆兄協助代為主持會議，在此請各位學長姐踴躍發言，謝謝大
家。
二、貴賓致詞
劉雅各理事長：
各位學長、學姊大家好，謹代表台南市校友會歡迎大家。由於會議時間
及下午參訪行程的安排，讓各位學長姐早起並且舟車勞頓實在是深感抱歉，
但相信不論是上午的會議、餐敘還是下午的歷史博物館參訪，都能讓大家滿
載而歸，謝謝大家。
聶達安使命副校長：
各位親愛的校友及輔大的同仁，大家早安！在這裡謹代表校長致詞，也
代表輔仁大學的國際化，當有外國人說中文的時候，要麻煩各位洗耳恭聽了。
或許各位還不是很了解「使命副校長」在輔大是什麼樣的角色，在這裡
簡單為各位介紹，並說明學校「使命單位」最近的發展。從耶穌在巴勒斯坦
帶來的新氣象為方向，學校成立了宗教輔導中心，希望能提供心靈的輔導。
最近，我們發現社會充滿了亂象，而在大學，我們發現很多學生進入「新/心
貧窮」的狀態，學生們雖然物質富裕，但在精神及品格方面貧窮，這儼然是
學校的新使命及挑戰。
大學是社會的良心。輔大現在是全國 29 所大學偏鄉遠距教學的領導學
校，希望透過提倡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提昇學生的同理心；而偏鄉遠距教學
也讓上千名孩子能藉此得到課後輔導、並擁有向上的力量。明年復活節前夕，
我們預計聯合社區舉辦捐血活動，希望透過大家捲起袖子的舉動，激起愛心，
屆時，會將活動資訊寄給各位校友，希望大家都能共襄盛舉。在此，祝福大
家，希望我們都能擁有美好的一天。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唐筱傑助理報告
(一) 101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1 年度工作報告，分為已辦理項目及
預計辦理項目。
(二) 101 年度國內校系所友會活動：包含各校、系所友會舉辦活動及同學會。
(三)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101 年度 1~9 月收支表以及 102 年度收支
預算表。目前會員所繳交之會費，所有開銷皆由兩任理事長的捐款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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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討論
(一) 案由：編列本會 102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以提報本年度會
員大會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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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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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年度工作計畫，以提報本年度會員大會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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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建請各校友會及系所友會提報民國 102 年年度預定辦理之活動，共
同列入本會工作計畫中。
本會 102 年度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建議參考配合母校大型活
動、各縣市校友會及系所友會活動舉行，以增進各地區校友情誼並
拉近校友與母校距離。
輔仁大學 102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二。

決議：請各位學長姐提供校友會活動，此案照案通過。
(三) 案由：追認湯明達校友申請加入本會個人會員，自 101.1.1 起生效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之二辦理。
2. 湯明達校友為本校經濟學系 72 年畢業，現為新北市校友會常務理事。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追認許能舜校友申請加入本會個人會員，自 101.7.1 起生效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之二辦理。
2. 許能舜校友為本校法律學系 84 年畢業，現為新北市校友會會員。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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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由：追認陳麗玲校友申請加入本會個人會員，自 101.7.1 起生效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之二辦理。
2. 陳麗玲校友為本校夜間部日本語文學系 83 年畢業，現為新北市校友
會會員。
決議：照案通過。
(六) 案由：審定本會會員名冊以利製作第三屆理監事候選人選票，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六條之一辦理。
2. 本會將於 101.12.8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中改選第三屆理監事，建
請本會團體會員提供會員代表姓名，以利造具會員名冊，並於此次
會議審定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3. 本會會員名冊，詳如附件三。
決議：請團體會員提供會員代表姓名，此案照案通過。
(七) 案由：校友總會組隊參加 10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事宜，
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10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及校友組趣味競賽訂於 12 月 8 日(六)舉行。
2. 校友組趣味競賽項目及每隊參賽人數為：
a. 『九宮格擲準』，每隊 5 人(男女皆可)。
b. 『穿越時空』，每隊 6 人(男女皆可)。
c. 『神槍手』，每隊 5 人(男女皆可)。
d. 『套圈圈』，每隊 6 人(男女皆可)。
3. 詳細競賽規程及報名表，詳如附件四。
決議：請各校友會踴躍組隊參加，此案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一) 校友服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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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參考手冊 p.21-p.22，或瀏覽公共事務室網頁-校友福利)
2. 輔大認同卡：因著東亮學長的支持，母校與台新銀行合作發行「輔大
認同卡」
。此卡結合校友證功能，提升服務品質；發卡銀行每年回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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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50 萬元；每筆消費銀行將提撥千分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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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持輔大認同卡更可享有全國法蘭瓷門市刷卡購買法藍瓷
商品享訂價 95 折優惠。
(可參考手冊 p.23，或瀏覽公共事務室網頁-輔大認同卡)
3. 輔仁大學校友資料庫(http://alumni.fju.edu.tw/)：校友與學校的聯繫與互
動以及校友畢業後的表現，是目前教育部的評鑑項目之一，可透過校
友資料庫查詢校友資訊。希望校友主動上網更新資料，以即時傳遞母
校資訊及活動。
4. 輔仁大學畢業 30．40 週年—好久不見同學會專案：校友可選擇具有特
殊紀念意義的日子，返校舉行同學會，公共事務室可協助校友安排返
校當日活動及場地、學(碩、博)士服租借。
5. 於輔大首頁設置「校友專區」
：校友可於首頁設置的校友專區，直接快
速點選進入查看。
6.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與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網頁：讓校友活
動在此呈現，活動前預告，活動後亦有相關報導與校友們分享。
(二) 校友總會業務發展
1. 校友會狀況：目前台灣地區有 9 個校友會，從北到南分別為基隆市、
台北市、台北縣、台中市、雲林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及金門
縣。
2. 系所友會狀況：目前成立 64 個系所友會及 5 個社團。
3.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的組成：各地區校友分會、系所友會及社團校友會。
未來希望能強化北、中、南地區校友網絡。

七、唱校歌
八、合照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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