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印刷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14：00~15：30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員：應出席 66 人，實際出席 58 人 (親自出席 47 人，委託出席 11 人) (如簽到簿)
請假人員：共 8 位
列席人員：共 35 位 (如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楊鴻坡副會長。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會長、沈雅文校友、徐羅生校友。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菲律賓校友會》蔡孟儒秘書長。
《美國大華府地區校友會》楊兢民校友。
《美國芝加哥校友會》倪毓德校友、黃卜莉校友。
《美國德州休士頓校友會》林明德校友。
《進修部英文系系友會》李秀超會長。
《輔仁大學師長》 江漢聲校長、周善行學術副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魏中仁主任秘書、王
英洲學務長、劉希平總務長、外語學院賴振南院長、公共事務室吳紀美主
任、稽核室莊幸惠主任、附設醫院籌備處張耿銘副主任、附設醫院籌備處
肇恆泰工程總監。
《公共事務室》朱嘉綺組長、陳鵬文組長、林曉音代理組長、吳政航組員、吳昭儀組員、曾馨
慧組員、陳怡禎組員、劉紹萱組員、林又春組員、楊子旻組員、葉紋組員。
主席：陳致遠理事長
記錄：郭杉妮

一、主席致詞
校長、各位校友以及學長學姊大家午安，看完香港年會影片非常開心，陳立恆總會長
吉他表演令人印象深刻。每年此時都是學校校慶，能讓各位校友齊聚一堂。剛剛回到系上
發現學弟妹們都非常踴躍參與系所理事改選，使我想到不久前的九合一大選，各位校友踴
躍幫忙，
「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的態度著實是非常好的事情，所有溫暖美好
的事情都存在沒有利害關係的校園中，就像年會影片中立恆學長所說:「找的到學校就找
的到路，就回的了家。」非常感謝立恆學長的提點。接下來讓我們開始第三屆中華民國輔
仁大學校友總會會員大會，並且會後有近來學校醫院工程的簡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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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貴賓致詞-江漢聲校長：
理事長、副理事長及各位學長姊大家好。輔仁如同致遠理事長所說，我們是一個大家
庭，校園生活是一輩子的回憶，彼此沒有利害關係，回到學校就像回到家裡一樣，雖然我
自己本身不是從輔大畢業，但我認為自己就是輔大的校友，學校從校友中獲得豐富的資
源，實在非常感謝各位校友，明年是輔仁大學 90 週年校慶，將會盛大舉辦各項校慶系列
活動，希望大家都能踴躍參加，謝謝各位。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吳紀美秘書長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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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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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個系所友會及 5 個社團。
(二) 103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3 年度工作報告。
1.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重大紀要：
(1) 103.5.31 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暨 102 學年度校系所友會會長聯誼餐會：共
65 位參加。
(2) 103.10.25 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暨台中市校友會共融活動：共 90 位參加。
2. 國內校友會活動、各系所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三) 經費收支：詳見會議手冊 102 年度收支決算表、103 年度收支決算表(1 月~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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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最新推出「輔仁輔人」APP：Android 或 iPhone 手機，下載搜尋 「輔仁輔人」
關鍵字，並安裝，裡面有校友福利及校友會活動等最新資訊。

五、提案討論
(一) 案由：編列本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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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將於年度結束後，呈報內政部，並於第三屆第五
次理監事會提報及承認。
3. 本會 103 年度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一(請見手冊第 14 頁)。
決議：今年度截至 11 月底的結餘為正數，12 月產生的費用若有不足，則使用前期結
餘去支付，此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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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由：編列本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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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二(請見手冊第15 頁)。
決議：總會截至目前為止前期餘額尚有結餘，故 104 年度預算也先使用前期結餘去支
付，此案照案通過。
(三) 案由：規劃本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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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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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三(請見手冊第16-17
頁)。
理事長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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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參考附件，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母校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舉辦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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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辦理。
2. 輔仁大學 104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園遊會及校友返校日訂於 12 月 5 日(星期
六)舉行。
3. 配合母校校慶，擬建議明年本會會員大會與校慶共同舉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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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輔仁大學 104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四(請見手冊第18-19 頁)。
決議：謹訂於 104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配合輔仁大學校慶運動會、園遊會、校友
返校日於母校同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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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由：建請修改本會章程第二章第七條第一、二款條文，以符合母校多元化辦學實況，
請討論。
提案單位：輔大婦女大學聯誼會
說明：
1. 輔大二十幾年前已將辦學方向，朝學術專業與社會教育多元融合，充分運用
本校綜合大學的優勢，帶動高等教育新趨勢，善盡本校社會責任。
2. 因此本校的校友身分已非單一取得學籍的學位生，本會應廣納匯聚輔大校友
資源，為本會及母校連結更寬廣深遠的社會脈絡。
3. 輔大婦女大學聯誼會提案單，詳如附件五(請見手冊第20 頁)。
辦法：本案經本次會議修正通過後施行。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章程修訂對照表
原文
修訂後條文
第七條 本會會員資格如下：
一、 團體會員：
凡母校各地區校友會、系友會，填具入會
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
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之會員人數在五十
人以上、一百人以下者，得推派代表五人；
一百人以上者，得推派代表十人；每超過
二十人，得增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
利。本會分級組織應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資格如下：
一、 團體會員：
凡母校各地區校友會、系友會、聯誼會，填
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之會員人數在五
十人以上、一百人以下者，得推派代表五
人；一百人以上者，得推派代表十人；每超
過二十人，得增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
利。本會分級組織應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

二、 個人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並取得輔仁大學學位證
書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 個人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並取得輔仁大學校友資格
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決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一) 案由：協助輔仁大學婦大嘉義校友會重整。
提案人： 圖書館閱典組-林秀娟組員
說明：婦女大學嘉義分部所屬校友會不明確，建議是否可以將嘉義校友會重整，使輔
仁大學婦大嘉義校友會納入其中。
決議：請公共事務室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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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由：建議舉辦輔仁校友未婚聯誼。
提案人：新北市校友會-林春霞校友
說明：台灣近年呈現少子化的趨勢，輔大未婚男女人數也滿多人，希望可以舉辦一個
像台大那樣的未婚聯誼活動。
決議：輔仁大學屬於天主教學校，有許多神父可以協助證婚、支持此項活動，並且可
以借助傳播學院的力量，將未婚聯誼舉行的非常好。
(三) 案由：本校附設醫院募款方向。
提案人：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說明：藉此機會向各位分享，剛剛聽到醫院的簡報介紹，我提供一些個人的建議。醫
院需要的資金為 65 億元，近年來仰賴校長和各位學長姊的努力才能募集到目
前的款項，但是還未達到目標，本人也積極與海內外的基金會接洽，雖然台灣
的人口密度以及醫院密度高導致募資困難，但是我們要蓋的不是普通的醫院而
是綠色建築醫院，近來與留美科學家接觸後，我覺得有三個我們醫院可以考慮
的募款重點：
一、綠色水泥—能夠節省 67%的能源並且快速凝固節省時間；
二、玻璃發電產生能源；
三、續航力驚人的物理電池。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全新科技，我建議各校友會，可以如同神經網路連結，找出
各系最傑出校友再藉此尋找更多傑出校友，如此對醫院的建設、經費的募集，
甚至對畢業生的就業都有幫助，謝謝各位。

七、頒獎
輔仁大學 103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七彩變化球
參賽隊伍：
一、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二、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A 隊
三、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B 隊
四、輔仁大學香港校友會
八、唱校歌
九、合照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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