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 14：00~16：00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共 38 位 (如簽到簿)
請假人數：共 12 位
列席人員：共 77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 陳致遠總會長、樂麗琪秘書長、蔡秀美第三屆候任會長、
陳立恆第四屆候任會長。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張麗蓉會長、蔡秀美校友、何少文校友、任陳源校友、焦淑慧校友、
高珮校友、徐雅香校友、徐麗文校友、張仁惠校友、王毓文校友、
王瓊校友。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李品高校友。
《美國大華府地區校友會》張文穎會長。
《美國大紐約地區校友會》張漢昇會長、范麗娟校友。
《美國達拉斯校友會》吳光昱榮譽會長。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曾廣霖副會長、張紫燕校友。
《上海校友會》林崑輝會長、歐陽翠玉副會長、陳文偉秘書長、楊素清校友、李俊霖校友、
謝銀鈴校友、王永森校友、陳步凌校友、張聞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楊鴻坡副會長、陳漢華校友、梁大佑校友、
黎愛珍校友、李崇慧校友、徐婉儀校友、李玉旋校友、莊德馨校友、
陳錦鳯校友、盧慧棠校友、區美珍校友、戴樹明校友、周智雯校友、
廖景超校友、戴樹明校友、林琦校友。
《馬來西亞校友會》李欽義會長、黃秀萍副會長、張和風校友、莫秀英校友、鄧佩珊校友、
張秀珍校友、鄭國廷校友、陳桂花校友、周慧馨校友、鄭莉娥校友、
郭遠波校友。
《菲律賓校友會》蔡孟儒秘書長。
《輔仁大學師長》黎建球校長、林思伶學術副校長、江漢聲醫務副校長、劉兆明教務長、
公共事務室樂麗琪主任、李天行管理學院院長、鄒國英醫學院院長。
《系所友會》物理系系友會馬國鵬會長、德國語文學系系友會林淑玲會長、應用美術系
系友會劉江霖會長、統計系系友會沈榮洲會長、織品系系友會曾淳良會長、
法律系系友會李庭桂會長、中華民國同舟社張彝倫理事長、婦女大學聯誼會
蔡錦貴會長及 6 位會員。
《管研所》黃雅涵校友、鄭燕媚校友、林慧芳校友。
《公共事務室》朱嘉綺組長、林曉音、黃蘭麗、鄭恆峰。
主席：陳致遠理事長

記錄：唐筱傑

一、頒獎
(一)
(二)
(三)
(四)

輔仁電子報盃第四屆攝影比賽學 生 組：共 153 位參賽者，234 件作品；9 位得獎者。
輔仁電子報盃第四屆攝影比賽校 友 組 ： 共 20 位參賽者，33 件作品；4 位得獎者。
輔仁電子報盃第四屆攝影比賽教職員組：共 6 位參賽者，12 件作品；5 位得獎者。
輔仁電子報盃第四屆攝影比賽高 中 組 ： 共 5 位參賽者，7 件作品；0 位得獎者。

二、主席致詞
非常開心能在母校在台復校 50 周年又恰巧時逢中華民國 100 年的今天，與各位齊聚
一堂，一同參與校友總會的會議。
今年母校歡慶在台復校 50 歲的生日，從聖誕點燈、精彩的校慶聯歡晚會有 FIR 和
蔡依林回母校、傑出校友頒獎典禮、感恩晚會等到昨夜由我們的傑出校友李秀超學長贊
助的那絢爛美麗的校慶煙火以及今日的醫院動土典禮和園遊會，呈現輔仁不同的樣貌。
不僅感染了母校歡樂的氣氛，同時也從附設醫院的創辦等感受到母校將進入另一個新的
階段。希望各位校友能給予母校多多的關注和支持，也請學長姐們踴躍發言、積極參與
今日的會議，並一同出席明日在園外園的校友聯誼晚宴，謝謝大家。

三、貴賓致詞
黎建球校長：
首先，代表學校非常謝謝全球校友總會以及歡迎和感謝從世界各地回到母校的學長
姐們。輔仁因為有大家一同參與活動，讓這整個校慶都倍感榮耀與熱鬧。甚至於今日在
醫院動土典禮時，教廷教育部部長表示，對於八年前和現今到輔大給他的的體驗很不一
樣。他認為輔大不僅成長很多且是動靜皆宜的一所學校，更是他所管轄的 150 所天主教
大學中最好的一所。
第二，輔仁大學在台復校 50 年來，非常感謝和感激各位校友給予母校的支持，就連
媒體都表示他們觀察到輔大的校友非常愛母校並且積極的參與活動。亦謝謝學長姐們將
母校視為自己的家。
未來，輔大的目標是提升為在全球第一流的大學以及在 2025 年時，輔大於全台排名
第 3 名。將來醫院的設置對於輔大的影響極巨。一、輔大附設醫院預計聘請 800 名可於
大學教書的醫生。若他們所研究的論文皆可在 SCI 及 SSCI 發表，輔大的論文總數定超
越台大。二、輔大將成為全台第三所擁有自己醫院的綜合大學。從目前輔大論文於全台
排名第六名的角度看來，未來附設醫院落成後，將使得論文數激增、大學排名也將一路
過關斬將，爬升到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之前。
除此之外，雖然輔仁是全台擁有最團結的校友會之一，若校友們能更加團結壯大並
給予母校更有力的支持，相信輔大能更具備力量且給學弟妹們更實質的幫助。使得輔大
的學生雖不如台大學生一開始是第一流的，但必定能像觸控面板天王江朝瑞傑出校友一
般，在經歷了學習和磨練後成為不僅學習第一流、做事更是第一流的輔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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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了讓各位及輔大的學生對於母校擁有榮譽感，特別藉著復校五十周年的機
會舉辦一系列的活動讓世界看到輔大。輔大以讓學生感到榮譽感、老師擁有使命感以及
校友具有參與感，三感一起，共創輔仁，謝謝各位！
四、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
五、工作報告—樂麗琪秘書長報告
(一) 100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0 年度工作報告。
1.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重大紀要：
(1) 99.10.31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暨南投校友會共融活動：共 36 位參加。
(2) 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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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0.5.28 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暨系所友會會長聯誼餐會：共 63 位參加。
(4) 100.10.1 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暨台中市校友會共融活動：共 45 位參加。
(5) 100.12.3 輔仁電子報盃第四屆攝影比賽頒獎典禮：共 184 位參賽者、286 件
作品參賽。
2. 國內校友會活動：參與台北市校友會辦理輔大講堂系列演講 13 場、母校「慶祝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 50 周年音樂會」、「健康輔仁」鐵馬環台、泳渡日月潭活動及
母校在台復校 50 周年校慶系列活動等。
3. 各系所友會及同學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共 39 項活動。
(二) 經費收支：依內政部發函，將預決算編審事宜提案並列入議程審查；詳見會議手冊
99 年度收支決算表、100 年度收支決算表(1 月~11 月)。
六、提案討論
(一) 案由：編列本會 100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0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將於年度結束後，呈報內政部，並於第二屆第
五次理監事會提報及追認。
3. 本會 100 年度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編列本會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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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1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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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由：編造本會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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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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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各地區校友聯誼交流。
3.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101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三。
4. 輔仁大學 101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四。
秘書長補充說明：
1. 請各地區分會告知活動內容、訊息及活動花絮；校友總會及母校將竭力相挺。
2. 請大家參考，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母校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辦理第二屆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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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條及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之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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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 10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 11 月 30 日(五)~12 月 1 日(六) 舉行。
4. 輔仁大學 101 學年度園遊會及校友返校日訂於 12 月 8 日(星期六)舉行。
5. 建議以下甲、乙方案擇一辦理。
甲案：會員大會日期訂於 10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輔大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
賽期間於母校舉行：
優點：可配合校慶運動會系列活動一併舉行，校友可同時組隊參與校慶運動
會與校友組趣味競賽，以增強體魄及維繫校友間情誼。
乙案：會員大會日期訂於 10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輔大校慶園遊會及校友返校日於
母校舉行：
優點：可配合校慶園遊會及校友返校日系列活動一併舉行，校友可同時參與
各系所舉辦之活動，以回味於母校就學時光。
決議：採乙案，謹訂於 10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輔大校慶園遊會及校友返校日於
母校同時舉行。
七、唱校歌
八、合照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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