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 13：10~14：00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應出席 67 人，實際出席 42 人 (親自出席 29 人，委託出席 13 人) (如簽到簿)
請假人數：共 25 位
列席人員：共 91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立恆總會長、美加中南區吳光昱副會長、亞太澳地區陳沛廣副會長、
吳紀美辦公室主任。
《傑出校友》楊敏華校友、劉雅各校友。
《美國達福校友會》吳光昱顧問。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宮菊芳會長、潘榮台校友。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陳斐慈校友、賈韻臻校友。
《美國亞利桑那州校友會》許蘭英校友
《馬來西亞校友會》陳曉娟會長、李欽鑾校友、李麗英校友、陳嘉燊校友、陳秀珍校友、陳芳
龍校友、陳達祥校友、林佳霖校友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會長、沈雅文校友、李郁梅校友、高樹勳校友、徐羅生校友、王金煌校
友、楊素清校友、陳昭蓉校友、林龍盛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崔崇法校友、羅延年校友、區美珍校友、陳漢華
校友、李光華校友、鄧建華校友、黎愛珍校友眷屬。
《新加坡校友會》張紫燕校友。
《台北市校友會》邱大環校友、賴素如校友、林德明校友、陳建茂校友等。
《新北市校友會》羅英弘總幹事、陳太正校友、黃宏進校友、朱大為校友、黃譓宇校友、林大
偉校友、陳宗彬校友、康彩華校友、溫河舜校友、吳麗雪校友、林春霞校友、
黃涵筠校友、謝佳龍校友等。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吳佳穎總幹事、蔡政勳校友、黃來福校友、黃德強校友、許
秀美校友、蔡麗珠校友、張金南校友、劉文成校友、陳碧輝校友、李毓榮校
友、曾美瑛校友、林華民校友、陳武勳校友、張慶三校友、林梅瑛校友、宋
美娜校友等。
《台南市校友會》劉雅各理事長、王志庸總幹事、龔碧鈴校友、吳映卿校友、楊明勳校友。
《輔仁大學師長》 江漢聲校長、袁正泰學術副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李天行國際副校長、
魏中仁主任秘書、王英洲學務長、李青松總務長、洪啟峯醫學院副院長、
賴振南外語學院院長、克思明文學院院長、陳杰昇資金室主任、吳紀美
公共事務室主任。
《系所友會》大眾傳播學系劉雅各會長、織品服裝研究所所友會陳貴糖會長、德文系系友會林
淑玲會長、婦女大學聯誼會張玉女會長及 9 位會員。
《公共事務室》陳鵬文組長、張榮盈組長、林曉音、林又春、楊子旻、黃琦舒、吳惠卿、黃志
聖、李建業。
主席：陳立恆副理事長

記錄：吳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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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校長、主任、大家午安，很謝謝大家一同參與今日的會議也是輔仁大學九十週年校慶，
由於陳致遠理事長有事無法出席，就由我代理主持；今日稍早回到德文系上，覺得以前上
課的教室怎都變小了，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物換星移常常不同角色，就像以前是學生和
現在是校友看學校的感覺也都不一樣了，但不變的是，輔大給我第二個家的感覺，找得到
學校就找得到路回家，藉這今天這難得的日子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謝謝。
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首先，代表學校非常謝謝大家回來參加輔仁大學九十大壽，輔仁大學在九十歲的時候
像今天的陽光一樣，充滿著亮麗的遠景，很高興看到這樣的情形，我今早穿著帽 T，參加
運動會，接著參加園遊會，校內今日還有許多學術研討會，穿 T-shirt 的另外原因之一是促
銷這件衣服，輔大以往沒有很好 T-shirt，事實上是沒有很好的店舖販售，而現在有網銷，
也因此暢銷！外語學院賴院長今天穿著紅色帽 T，因為賴院長蓋外語學院教室，請大家多
協助外語學院，任何校友會活動賴院長都會出席。
經營學校這兩年來，坦白說，是很辛苦的，到明年二月我就任期滿，但又被選上連任，
還在興建的輔大醫院在 2017 年必定會蓋起來，屆時落成歡迎大家來。記得去年參加一個
很棒的香港校友會，大家謝謝香港校友會長沛廣！今天也這麼多人來，希望明年大家也都
一起參加明年馬來西亞舉辦的全球校友總會年會，我相信曉娟保證會讓大家很開心的！
我深深覺得在台灣沒有一個大學像輔仁大學這樣，這麼好、這麼團結、這麼愛學校的
校友，我都不希望大家說我是台大畢業的，而說我是輔大畢業的。跟大家相聚的感覺真的
非常好，彼此互動真的常常被感動。輔大近來招生情形也不錯，且走向國際化，在東南亞、
港澳、馬來西亞都非常努力的招生。教育部長說台大目前還很多碩博班招不到學生，我們
博士班招生率加上港澳生是 102%。最近外加醫學院的一個學程，五年裡三年是教育部提
供經費，兩年是在產業裡做事，這是與教育部爭取的外加名額。待醫院蓋好，學校將會是
個大躍進，可望進到世界大學排名的前三百甚至前兩百名，學校會有越來越多學術平台，
開始興建許多新建設，包括外語學院、女生宿舍、理工大樓等，將原來的動產變成不動產，
董事會如今較開通，因為大家了解到要邁向永續經營，就必須靈活的財務運用，讓學校有
很多建設才能做得更好、找更好的師資，也就能讓更優秀的學生進來。文學院克院長編了
一本學校九十年的校史，讓我們可以從過去看到將來，非常開心能在九十週年的時候，在
這麼棒的陽光下，我們共聚一堂探討未來，在此祝福各位能事事順心，闔家平安喜樂，謝
謝各位。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三屆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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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4 年度工作報告。
1.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重大紀要：
(1) 104.05.02 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暨 103 學年度校系所友會會長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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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0 位參加。
(2) 104.10.03-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暨新北市校友會新北市校友會第五屆第三
次會員大會：共 67 位參加。
2. 國內校友會活動：鐵馬環台活動、台中市校友會第二屆會員大會、台北市校友會
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台南市校友會第十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高雄市校
友會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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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收支決算表、104 年度收支決算表(1 月~11 月)。
五、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04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4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將於年度結束後，呈報內政部，並於第四屆第一次理
監事會提報及承認。
3. 本會 104 年度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一(請見手冊第 15 頁)。
決議：照案通過(詳見附件一)。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05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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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規劃本會 105 年年度工作計畫，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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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三(請見手冊第 17-19
頁)。
4. 全球校友總會 2016 年年會，訂於 8 月 26-29 日馬來西亞召開，廣邀各地校友踴躍
參加。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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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舉辦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四條辦理。
2. 輔仁大學 105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園遊會及校友返校日訂於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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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四(請見手冊第 20 頁)。
決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贊助會員-蔣蔚慈校友：請問這次校友返校參加會議的人數怎麼變少?
吳紀美公共事務室主任：學校校慶很多活動，許多校慶活動與系上活動時間都有重疊，
校友趕場參加活動的情況多，而剛畢業的校友對於學校會有些近
鄉情怯的感覺，較不那麼熱衷，而在座每位學長姐每年返校
參加的熱忱，是我們單位對於校友返校未來努力的目標，謝謝學
姊。
陳立恆主席：我剛剛也從外語系趕場過來開會，對學校感情特別深厚，當時孫神父教導的
真善美聖徹底感染我，學校就像家一樣，找到學校就找得到路回家，尤其像
父母親逝世後返校的感觸又不同了，希望大家鼓勵校友回來。

貴賓致詞：
國際與資源發展李天行副校長：總會長、副校長、各位學長學妹，大家好，我是今年七月
底卸下管理學院院長工作，接任學校新的一職位，主要負責公共事務室、資金室、國際與兩岸
交流、校友聯繫、公關媒體與募款等，我是 1986 企管系第 20 屆畢業的輔大校友，未來各位學
長學妹有任何需要我幫忙的，請別客氣，辦公室在三樓校長室隔壁，非常開心看到這麼多學長
學妹回到學校參加九十週年校慶，剛剛才從管理學院趕過來，有些遲到，非常抱歉，祝各位今
天在學校都覺得有非常好的收穫，也請學長學妹保重身體，一切平安事事順心。
七、選舉
會員大會選舉第四屆理監事，經出席會員及被委託之會員票選，當選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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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理事
團體會員：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立恆、李艷秋、林德明、邱大環
新北市校友會代表─江惠貞、羅英弘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劉雅各、王志庸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蔡瑞彬、蔡政勳
個人會員：吳東亮、陳致遠、羅崑泉、張喜會、楊敏華

候補理事
團體會員：台中市校友會代表-洪嘉鴻、台北市校友會代表-劉主儀
個人會員：何湯雄、陳識仁、王絮清

第四屆監事
團體會員：新北市校友會代表─黃宏進
個人會員：林淑玲、陳貴糖、湯明達、馮思民
候補監事
個人會員：吳阿秋
頒獎
(一) 輔仁大學 104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總機服務生：
第一名：輔仁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
第二名：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二) 輔仁大學 104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穿越時空：
第一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第二名：輔仁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
(三) 輔仁大學 104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神槍手：
第一名：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第二名：輔仁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
(四) 輔仁大學 104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神槍手：
第一名：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第二名：輔仁大學新北市校友會
八、唱校歌

九、合照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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