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印刷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 13：30~14：30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應出席 68 人，實際出席 37 人 (親自出席 24 人，委託出席 13 人)
請假人數：共 31 位
列席人員：共 71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楊嫚妮總會長、吳光昱候任總會長、鄭靜宜辦公室主任。
《德國校友會》楊嫚妮校友。
《達福校友會》吳光昱顧問。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
《澳門校友會》葉偉成理事長、唐影彤理事、林佩欣理事、潘詠妍校友、方炳隆校友、
陳潤佳校友。
《上海校友會》蔡世明會長、幸大智候任會長、陳昭蓉副會長、徐羅生副會長。
《北京校友會》陳啟文首席代表。
《廣東校友會》黃應婷校友、鄒佳紘校友、許宇翔校友。
《台北市校友會》王鎮華理事長、陳華玉校友、林德明校友、陳貴糖校友。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理事長、羅英弘總幹事、湯明達常務理事、黃宏進常務理事、
康彩華監事、朱芬滿校友、黃譓宇校友、黃郁芩校友、郭宜芬校友、
鄭凱元校友、林大偉校友、吳麗雪校友、溫河舜校友、游曜團校友。
《台中市校友會》洪嘉鴻理事長。
《台南市校友會》楊明勳理事長、王志庸總幹事、龔碧鈴校友。
《高雄市校友會》洪光成理事長。
《輔大婦女大學》張珠花榮譽會長、江淑芳會長、許黃雅娟校友、張玉女校友、葉菊妹校友、
李金菊校友、高月桂校友、陳玉貞校友、鞠育美校友、李素麗校友。
《輔仁大學師長》柏殿宏駐校董事、江漢聲校長、袁正泰學術副校長、李天行國際副校長、
吳文彬主任秘書、王英洲教務長、陳若琳學務長、李阿乙國際教育長、
資金室陳杰昇主任、公共事務室鄭靜宜主任。
《公共事務室》黃琦舒組長、林曉音組長、陳怡禎、林又春、陳鵬文、林倢伃、孫瑋志、
李泓佑、陳禾耘、蔡雅蕾。
主席：江惠貞理事長

記錄：林倢伃

一、主席致詞
校長、主任、楊副理事長、全球總會的楊總會長以及即將上任的吳學長、還有我最敬
重的立恆學長、各位師長及校友大家午安，今天早上的天氣雖然不好，但是我看到校長堅
毅的精神，上午每個流程都處理得非常順暢。大家回到學校一定有感受到欣欣向榮、蓬勃
發展的氣氛。在現今的經濟及教育環境下，輔大還能蒸蒸日上，真的是不容易，全世界的
校友都一起關心、一起付出。在過去的養成教育中，讓大家有所準備來承擔畢業之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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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這些都要感謝學校的教育。今年全球總會的年會是在學校舉行，而明天新北市校友會

也會盡地主之誼，帶領大家開心旅遊。希望大家這次回來能感受學校的進步，也能把對母
校的心意帶回去世界各個校友會。大家在學校的時間好好學習，畢業之後也能有力量與母
校共同進步，這樣的人生價值是很不一樣的。再次感謝大家這次回來開會，謝謝大家的參
與!
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首先我要先代表學校謝謝各位回來參加，尤其是遠道而來的學長姐們，真的很感動！
這也代表輔仁實在很有凝聚力。學校最近有許多活動，希望各位有空也能盡量來參加。跟
各位報告學校近況：籃球隊最近的比賽每場都大幅領先，讓來觀賽的校友們也大呼過癮；
學校近期還有柯錫杰影像館；在研究上也有很大的進展，我們成立了 AI 中心，以及 AI
學程，並且提供產學合作。而醫院方面，今天除了是醫美中心開幕，平常醫院也經營得非
常好，一個月有超過五萬個病人，營業額達到三億元。希望學校能快速的進展，輔仁今年
九十四歲，希望到了一百歲時能夠完成幾個願望：第一個願望是百年百億，期許輔仁在一
百歲時，能有一百億元的存款；另外一個願望是 Make Fu Jen more beautiful！重新整頓美
化校園。最近剛完工的是宜聖宿舍，旁邊還有一間旅館，所以以後會更加便利。我們還有
許多活動將在這個校慶月陸續進行，希望各位時常回來學校給我們指導，也給學弟妹們一
些建言與鼓勵。輔大是一個優質的學校，我深深愛這個學校，也以輔大為榮，將來的每一
天我會持續努力為學校工作，謝謝大家。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鄭靜宜秘書長報告
(一) 108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8 年度工作報告。
(二) 經費收支：詳見會議手冊 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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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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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將於年度結束後，呈報內政部，並於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
會提報及承認。
3.本會 108 年度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一(第 1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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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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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二(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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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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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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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三(第19-22 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舉辦第五屆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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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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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四(第23-2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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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提報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第三十條之二常年會費相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請
討論。
說明：
1.本會會費相關規定詳如章程第三十條之二（第 33 頁）。
2.本會於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中討論並通過會費由 500 元調整至 1000 元。
3.建請於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上提報並決議，經會員大會通過後修改章程相關法條以
具合法效力。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三十條：本會經費來源下

第三十條：本會經費來源下

二、會費種類：含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1. 入會費：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新台幣三
佰元整，於入會時繳納。
2.
常年會費：
(1) 個人會員每年新台幣伍佰元整，七月一日
以後加入者得折半計算。
(2) 團體會員依會員代表人數每年每名新台
幣伍佰元。
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免繳年費。贊助會員贊
助當年度之費用，得參與該年度之活動。

二、會費種類：含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3. 入會費：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新台幣三
佰元整，於入會時繳納。
4.
常年會費：
(3) 個人會員每年新台幣壹仟元整，七月一日
以後加入者得折半計算。
(4) 團體會員依會員代表人數每年每名新台
幣壹仟元。
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免繳年費。贊助會員贊
助當年度之費用，得參與該年度之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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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擬增修「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章程」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會會員資格相關規定詳如章程第七條。（第 31 頁）
2.第七條之一團體會員修訂系友會為系所友會。
3.第七條之二個人會員增修由各校友會及系所友會推薦。
4.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章程修訂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七條：本會會員資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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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團體會員：凡母校各地區校友會、系所

會、聯誼會，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
友會、聯誼會，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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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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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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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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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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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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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取得輔仁
仁大學校友資格者，填具入會申請書，
大學校友資格者，並經各校友會及系所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
友會推薦，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
會員。
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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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高雄市校友會
案由：高雄地區體育系友欲成立「高雄市輔仁大學體育系系友會」，請討論。
說明：
1.輔仁大學在高雄有很多體育系系友，為了凝聚體育系系友情感與力量，適時回饋體育
系與母校。
2.希望成立輔仁大學高雄市體育系系友會，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申請成立「高雄市輔仁
大學體育系系友會」或成立「輔仁大學高雄市體育系系友會」。
決議：此案本會只能給予建議並非做決策或背書，尊重並依母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臨時動議
七、頒獎
(一)輔仁大學 108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二人三腳：
第一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A 隊
第二名：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第三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B 隊
(二)輔仁大學 108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壘球擲準：
第一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B 隊
第二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A 隊
第三名：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三)輔仁大學 108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棒球九宮格：
第一名：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第二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B 隊
第三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A 隊

八、唱校歌
九、合照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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