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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 13：00~14：30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應出席 72 人，實際出席 37 人 (親自出席 26 人，委託出席 11 人) 

請假人數：共 35 位 

列席人員：共 115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立恆榮譽理事長、鄭靜宜辦公室主任、李乃雨秘書。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榮譽會長、王金煌榮譽會長、幸大智會長、周台生常務副會長、徐

羅生校友、黃莉雅校友、黃哲彥校友、黎卓源校友、沈雅文校友、江亭亞

校友、唐亞治校友、林昇宏校友、丁嘉輝校友。 

《廣東校友會》黃應婷副會長、林莉姍秘書長、陳之軒校友、謝欣蓉校友、周柏嶽校友、

陳佳勳校友、張閔傑校友、王綠妮校友、范姜佩伶校友、王怡雯校友、蔡

惕中校友、張力元校友、冒乃文校友、林后軒校友、梁聖媛校友。 

《日本校友會》吳炯麟榮譽會長。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鄭時寧校友。 

《美國德州達福校友會》李黛蒂校友。 

《台北市校友會》秦慧珠榮譽理事長、陳立恆榮譽理事長、陳華玉校友、林德明校友。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榮譽理事長、羅英弘理事長、黃宏進校友、李文中校友、黃譓宇

校友、陳宗彬校友、林大偉校友、林春霞校友、康彩華校友、溫河舜校友、

朱芬滿校友、王素惠校友、黃有金校友、游曜團校友、朱大為校友、黃郁

芩校友、詹加竹校友。 

《台中市校友會》羅崑泉榮譽理事長。 

《台南市校友會》羅士凱榮譽理事長、劉雅各榮譽理事長、楊明勳榮譽理事長、邱素蘭理

事長、王志庸總幹事、龔碧玲校友、徐吉泰校友、翁聖仁校友、林添城校

友、李文玉校友、郭恆秀校友、陳富美校友。 

《高雄市校友會》黃來福榮譽理事長、蔡瑞彬榮譽理事長、洪光成理事長、邱明助校友、

劉文成校友、蘇錦綿校友、吳益信校友、曾安平校友、蔡麗珠校友、劉

明潭校友、林秀美校友。 

《輔大婦女大學》蔡錦貴榮譽會長、江淑芳榮譽會長、葉菊妹榮譽會長、張玉女榮譽會長、

張珠花榮譽會長、許黃雅娟會長、陳玉貞校友、鞠育美校友、謝瑞晨校

友、許美華校友。 

《輔仁大學師長》劉振忠董事長、柏殿宏駐校董事、江漢聲校長、林之鼎校牧、袁正泰學 

               術副校長、張懿云行政副校長、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吳文彬 

               主任秘書、陳若琳學務長、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唐維敏國際長、藝術學院 

               馮冠超院長、外語學院劉紀雯院長、進修部林麗娟主任、公共事務室鄭  

               靜宜主任、服務學習中心卓妙如主任、資金與募款中心朱嘉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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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室》林曉音組長、陳鵬文組長、陳怡禎、林又春、蕭子睿、李嘉琪、孫瑋志、

李泓佑、陳禾耘、蔡以昱。 

主席：江惠貞理事長                                                記錄：李乃雨 

 

一、主席致詞 

江惠貞理事長： 

大家好！我這邊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陳立恆榮譽理事長、台北市校友會榮譽理事

長秦慧珠學姐、新北市校友會新出爐的理事長羅英弘學長、台南市校友會剛上任的理事

長邱素蘭學姐、高雄市校友會洪光成理事長，以及各校友會的歷屆理事長今天都特別來

到現場，還有林之鼎校牧、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董事鄭時寧學姐，歡迎大家！今天可以

算是歷來校友會開會人數較多的一屆，尤其感謝台南及高雄的校友從昨天就已經到學校

來參加校慶感恩大會，剛剛也告訴我說他們兩點左右要先行離開，所以我想徵求大家的

同意是不是可以邊投票邊開會，因為圈選方式有點複雜就由我來說明，這跟平常在社團

採參考名單或是事先登記的方式不同，我們把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名單都列在選票

上，大家皆是候選人，粉紅色選票是理事不能圈選超過 15人、藍色選票是監事不能圈

選超過 5人，萬一選出來後有重疊會尊重當事人意見，在選票上排序順位的人就會往前

遞補，所以不用擔心我們都有處理的機制在。大家看一下選票的順序，現任的理事長、

副理事長、以及團體代表各校友會的理事長都排序在前面，接著就依照各校友會提報的

代表依序往下排，後面排序 31-72的屬於個人會員，總之圈選超過人數就屬廢票，選票

都有依照名字發放，沒到現場並有簽委託書者，都有發選票給受委託的會員，這部分我

們處理的很嚴謹，如果大家都同意我們就同時進行，圈選好後投進前面的投票箱。 

最近常常回學校參加校慶系列活動，原本因為疫情很多學長姐都不知道何時才會見

面，但發現原來有很多學長姐都回台灣避疫情，反而之前在台灣很長時間都沒有見到

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年學校跟往年回來的時候有很大的不一樣？學校花了很多

的心血，在 Covid-19這麼艱困的時間，還做了這麼多的事情，我們掌聲鼓勵謝謝他

們，平常要叫工有工、要叫人有人，在疫情困頓的期間還完成這麼多不可能的任務，真

的很不容易，學校的事情稍後交給校長、副校長跟大家報告，我們就繼續進行接下來的

議程，謝謝。 

 

二、貴賓致詞 

    鄭時寧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董事：各位親愛的學長姐大家好，我是來自北加 79級

圖資系畢業的學妹，今天很開心來參加校友總會的活動，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

感覺，每次我回來輔仁就好像回到我們曾經有的 20歲，還記得我以前在中美堂當週會

司儀，昨天晚上參加校慶感恩大會看到中美堂那種感情就又出來了，看到各位學長姐就

好像看兄弟姐妹的感覺，我剛剛還跟惠貞學姊說，雖然我是在北加但現在在台灣也蠻多

活動的，我之後也要參加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的活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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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理事長、各位學長、學妹，大家午安！很高興在校

慶的時候見到大家，跟大家報告輔仁大學這幾年的成長，我想大家都看得到、聽得到，

我是學統計的我就用幾個數據跟大家報告，輔仁大學過去十年左右在 160幾所大學的排

名大約都是在 20~25名之間，在江校長的帶領之下，這 2~3年的排名都在 10~12名之

間，有一些中字輩的大學不服氣說輔大贏我都是運氣，我們贏一次算運氣，我們連續贏

他們 3次就是實力，輔大的成長就是最大的改變！我再說一個統計數字，輔大的營業額

就學費及產學是 40億左右，這 2~3年我們有了醫院、醫學院以及輔大整體的發展，現

在的營業額已經逼近百億了，醫院的營業額已經超過學校了，現金流也平衡了，但我們

還是要往進一步發展。另一個統計數字是輔大的資產在江校長之前大概是百億左右，在

江校長之後大概是 200億左右，但是我們欠銀行錢也不少，大概 40億左右，但銀行願

意借這麼多錢，代表我們有實力！  

 

江漢聲校長：大家好！非常高興見到各位。我真的覺得 60周年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情，難得大家共聚一堂，看到學校的改變，其實我沒這麼偉大，是謝副校長講話本來就

有點誇張，學校是真的有進步，不過是在每位副校長在他們的權責下做出的成績，例

如：學校的排名是真的進步非常多，在全國來講是排在 10~12名中間，勝過很多國立大

學；註冊率今年是到 99%，在少子化下逆勢成長，這也是要感謝學術副校長；在校園的

美化，各位看到中美堂以及很多的建設，是行政副校長的規劃；當然事實上也蓋了醫

院，這可說是不可能的任務，還貸款了 40幾億，到上個月才損益平衡，如果沒有疫情

的話，一個月大概可以做將近 4億，一年差不多可以到 50億，所以未來醫院是可以創

造更多利潤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可以帶動學校的進展，包括各個領域的合作，各位知道

現在很多國立大學拼命地想成立醫學系、蓋醫院，就是這個原因，因為沒有這個的話要

往上走就很困難了，我們好不容易做起來了，不過還是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大家都認為校長看重醫學方面，但學校進步是整體的，今年我們最驕傲的是有 4個

選手參加東京奧運拿了 3面獎牌，這是沒有一個學校做得到的，有 1面金牌 2面銅牌，

其實每個學院真的都很棒，發展的速度都非常快，我經常接觸管理學院，惠貞理事長也

是管理學院博士，他們跟附近企業有很多的結合，像是 EMBA班、博士班都操作的非常

好，都長途的在進步中。現在多了織品學院，理工學院也正在蓋大樓，總來說學校在一

甲子 60周年中有很多不一樣的風貌，2025年是創校 100年，在百年下學校應該要有更

好的發展契機，所以我們都朝這方面在努力，我一個人努力實在是很有限，都是靠我們

團隊的合作、校友的幫忙，我們學校最大的資源就是校友，輔大醫院如果不是校友的幫

忙我相信是蓋不起來的，都是校友在各方面的支持。 

學校是一定要往前走的，這是一個競爭的社會，台灣走得比較快的學校都是醫學大

學，所以這塊絕對也是我們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不過綜合大學有綜合大學的優勢，醫

院也結合了體育系所、民生學院等等，像是運動醫學及營養方面，只要跟醫學有關的我

們都做得比其他學校好。希望校友能夠想想看有什麼能夠和學校及醫院合作的地方，畢

竟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業體，我希望將來學校能夠靠校友的幫忙有更長足的發展！我再次

謝謝各位校友一直以來的幫忙，讓我們共同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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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頒獎 

(一)輔仁大學 110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棒球九宮格： 

第一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第二名：高雄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第三名：台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二)輔仁大學 110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壘球擲遠： 

第一名：台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第二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第三名：高雄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四、審次前次會議紀錄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 

 

五、工作報告—鄭靜宜秘書長報告 

(一) 110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10 年度工作報告。 

江惠貞理事長：每年參加鐵馬環台的人都非常多，特別要謝謝羅崑泉學長每年在喬山

健康科技的招待，讓我非常感動。還有原本預計在明天舉辦的時尚秀活動，包括婦女

大學當初我們都有邀請來走秀，本來年初開始一路的規劃，但在 5 月份疫情突然大

爆發，因為這個過程要經過很長時間的籌畫，以及如何跟織品系、其他相關科系的學

弟妹結合，所以後來就沒有辦，但在理監事會有提說盡可能在未來的這一屆辦一辦，

也希望能夠和校長的做法一致，由醫院的業務帶動所有相關科系的成長，也許校友總

會的活動也可以結合學弟妹與畢業的校友們有一些連結互動。 

 

(二) 經費收支：詳見會議手冊 109年度收支決算表、110年度收支決算表(1月~11月)。 

 

六、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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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將於年度結束後，呈報內政部，並於第六屆第

一次理監事會提報及承認。 

3. 本會 110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一(第 16頁)。 

 

決議：照案通過。 

江惠貞理事長：我要特別謝謝第五屆的理監事捐款職務捐，包括我及楊明勳副理事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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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理事長一年 5 萬、副理事長一年 3 萬，有的理監事甚至除了基本的職務捐之外還會

常常的多捐，不管是捐款給總會或是學校，我想藉由這個場合來謝謝這些理監事，因為以

前沒有職務捐，從這屆才開始實行，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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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二(第17頁)。 

 

決議：照案通過。 

鄭靜宜秘書長：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及全球校友總會共同負擔助理的薪資，因應政府機關至

111年 1月 1日起工作酬金標準變動，所以在薪資方面也有跟著政府提高的比例做調整。 

 

江惠貞理事長：政府的法規有調整我們就要跟進，因為這會牽扯到法律的問題。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規劃本會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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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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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三(第18-20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舉辦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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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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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四(第2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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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江惠貞理事長：各地區校友會籌辦活動時可以參看學校的行事曆，有需要協助的地方，我

相信學校都能提供必要的資源來配合，當然校友總會也不例外。 

 

七、臨時動議 

鄭靜宜秘書長：跟大家介紹 60周年的專書「划向未來的方舟」，這本書闡述了輔大在台復

校 60年如何朝向一個卓越大學的生動故事，在書中講述了幾位傑出校友、學校創新發展、

體育方面傲人的成績等等。這本書是跟天下文化共同出版的，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訂購。 

 

江惠貞理事長：當天新書發表會後，我有說會送給每位理監事一本，如果各地校友會想購

買來送會員或是其他校友，也歡迎多多訂購。 

 

 

八、選舉 

 

監票：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 

發票：林曉音組長、陳怡禎、李乃雨 

唱票：林曉音組長 

計票人員：陳怡禎、李乃雨 

 

會員大會選舉第六屆理監事，經出席會員及被委託之會員票選，當選名單如下： 

第六屆理事 

理事 

團體會員：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王鎮華、林德明、邱大環 

新北市校友會代表---江惠貞、羅英弘、黃宏進、李文中 

台中市校友會代表---洪嘉鴻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楊明勳、邱素蘭、劉雅各、王志庸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洪光成、黃來福、蔡瑞彬 

 

候補理事 

團體會員： 

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玉翎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許順成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邱明助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龔碧玲 

 

個人會員：林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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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監事 

 

監事 
 

團體會員：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華玉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蔡政勳 

 

個人會員：馮思民、林淑玲、陳昭蓉 

 

候補監事： 

個人會員：張喜會 

 

九、唱校歌 

 
 

十、合照 

 
 

十一、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