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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11：30~12：30 

地點：台南總理大飯店 

出席人員： 

《理事》江惠貞理事長、楊明勳副理事長、邱素蘭常務理事、洪光成常務理事、

羅英弘理事、洪嘉鴻理事、林德明理事、邱大環理事、劉雅各理事、王

志庸理事、蔡瑞彬理事。(理事 11 位) 

《監事》馮思民常務監事、陳華玉監事、林淑玲監事。 (監事 3 位) 

共 14 位。 

請假人員： 

《理事》王鎮華理事、黃宏進理事、李文中理事、黃來福理事。(理事 4 位) 

《監事》蔡政勳監事、陳昭蓉監事。(監事 2 位) 

共 6 位。 

列席人員： 

《校友總會》邱明助候補理事、龔碧鈴候補理事、張喜會候補監事、鄭靜宜秘書 

           長、李乃雨秘書。 

《台南市校友會》吳映卿榮譽理事長、葉金田校友、林添城校友、徐吉泰校友、 

                陳崑造校友、李文玉校友、吳岳峰校友、楊荃寶校友、顏應明 

                校友、陳嘉鈴校友、黃福隆校友、王榮聖校友、羅瑞誠校友、 

                楊智勝校友、陳榮修校友、翁聖仁校友。 

《高雄市校友會》黃龍候任會長、宋美娜校友、屠立華校友、劉文成校友、李淑 

                娥校友、魏法徵校友、湯金蘭校友、郭慧淑校友。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公共事務室鄭靜宜主

任、資金與資源發展中心朱嘉綺執行長、公共事務室林曉音組長、

陳怡禎組員、林又春組員。 

共 35 位。 

 

主席：江惠貞理事長                                       記錄：李乃雨 

 

一、主席致詞 

江惠貞理事長：校長、副校長、楊副理事長以及承辦今日活動的邱素蘭理事

長，還有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的理事長、各位學長姊大家好！感謝大家

從各地前來聚在這裡一起開會，尤其洪光成理事長最有心，晚上還要北上為

姪女證婚，先謝謝他的大力支持！原先這場會議是訂在 10 月 22 日，因為最

近的行程比較滿只好延期召開，也謝謝校長、副校長支持依然把行程排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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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真的是各位校友的福氣！我們在這麼好的餐廳，一邊享用台南在地美

食，下午還有踏青行程，非常感謝台南校友會的承辦，也再次感謝大家的參

與，讓大家在疫情下能夠開心愉快的聚在一起！ 

 

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江理事長、各地區校友會理事長以及輔大優秀校友們，大家午

安！在這個秋高氣爽的日子，能到台南來參加這麼好的秋季旅遊，實在非常

開心！學校最近在忙著評鑑都很順利，比較大的是醫院在 9 月的時候第一次

損益平衡了，已經開始賺錢了，我想未來蓬勃發展對整個學校是有很大的助

力！各位知道在少子化的情況下很多私立學校都搖搖欲墜，唯有輔大是屹立

不搖，不過也需要各位多多幫忙，如果你有小孩要請他們多生一些孫子，現

在真的少的可怕。我舉一個例子，文化大學有 40%缺額、淡江大學有 20%缺

額，輔大只有不到 6%的缺額，註冊率高達 96%，輔大還是塊好招牌！還有

一項調查很有趣，就是問你會不會想告訴大家你的母校？私立大學第一名就

是輔仁大學，大家都會說我是輔大畢業的，這代表輔大讓大家覺得很有面子

是個好學校。謝謝各位！ 

 

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校長、理事長、主席桌的各位嘉賓還有各位

校友、各位學長姊大家好！剛剛校長說明了這麼多學校的現況發展，我跟大

家補充幾個統計數字，原先每年的營業額是 40 億，輔大整個資產大概是 100

億，從江校長接任校長之後，陸續進行醫院、醫學院及學校的整合，近日醫

院終於轉虧為盈，現在醫院營業額接近 60 億，輔大整個資產現在最少是 200

億，在這幾年，輔大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THE 排名大概是 10-12 名，只輸

給台、清、交、成和一些醫學大學，連續 3 年都是 10-12 名左右，有些「中」

字輩大學還會不服氣，說是輔大運氣好，贏一次可以說運氣好，贏二次就代

表有實力，第三次他們就不敢說了，所以現在有很多「中」字輩大學都希望

跟我們合作。現在能有如此佳績，在座的所有校友也都盡了一份心力，我們

一起努力合作，一個人可以跑得很快，而校友的團隊力量團結起來可以走得

更遠！讓我們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台南市校友會邱素蘭理事長：今日的主席江理事長、江校長、謝副校長還有

各位校友，大家午安！今天應該沒有讓大家失望吧？早上的綠色隧道真的很

漂亮，希望今日安排的行程能夠讓大家滿意，晚上如果想繼續留下來可以住

我家，我招待大家去享用好吃的點心，明天就可以完成我的心願去海之味海

鮮餐廳，因為台南真的是很熱情，希望大家都能留下來！祝福各位心想事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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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鄭靜宜秘書長報告 

 

(一) 111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11 年度工作報告，分為已辦理項目

及預計辦理項目。 

鄭靜宜秘書長： 

在上次的理監事會我們提出了永續經營運作計畫，當中有三個大方向，

目前我們也做了很多工作，同時也有很多活動在進行中，大家可以看到

其中校友良品的部分也已經上線，今天大家拿到的伴手禮-知子茶，就

是第一個登錄的校友品牌，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平台達到校友幫校友的

目的，當然一開始可能還沒有這麼多，但只要持續的做一定可以達到我

們的目標！而校友良品的平台已經有 3 個校友放上自家品牌的資訊，也

希望能有更多校友來響應。另外，我們也啟用了校友總會的官方 LINE，

目前好友人數也達到了 5,700 餘名，還在努力的推廣中，在上面會推播

校友會的活動訊息以及一些學校的資訊，希望藉由現在大家熟知的社群

媒體，能夠緊密的跟校友聯繫！ 

而在今年畢業季特別為了學弟妹舉辦「輔大友你．友禮」的抽獎活動，

尤其在疫情期間都沒有實體畢業典禮，在這裡特別感謝高雄市校友會贊

助獎金 5,000 元，讓活動更加有聲有色，將來也希望各地校友會都能夠

響應，讓剛畢業的同學知道各地都有校友會。尤其要特別說一下在 9 月

22 日舉辦的「Live in LiFU Festival 輔人潮」迎新演唱會，辦這個演唱會

主要目的是為了要讓學弟妹更加熟悉有校友會，在全世界都有他們的家，

當天有 1,200多名學生及校友參與，這個演唱會基本上是辦得相當成功，

希望能把這個變成一個品牌延續下去，讓學生都能期待及懷念這個活動！

當然也就能更加瞭解校友會。 

接著 11 月底及 12 月初會有校慶系列活動，歡迎大家都能回母校參加，

我們預計在宜真學苑前廣場舉辦校友良品市集，這就是延續剛剛所說校

友幫助校友的概念，讓更多有創立品牌的校友可以在學校展現成果，並

且藉由校慶期間做推廣，目前已經招募到金石建設，我們也持續努力希

望能招攬更多校友。 

(二) 111 年度國內校系所友會活動：請瀏覽投影片及會議手冊。 

(三)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111 年度 1~10 月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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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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年度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以提報本年度會員大會審議，

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辦理。 

2. 本會 112 年年度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一(第 1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造本會 112 年年度工作計畫，以提報本年度會員大會審議，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辦理。 

2. 建請各校友會及系所友會提報民國 112 年年度預定辦理之活動，共同

列入本會工作計畫中。 

3. 本會 112 年年度理監事會議，建議參考配合各縣市校友會及系所友會

活動舉行，以增進各地區校友情誼並拉近校友與母校距離。 

4. 輔仁大學 112 年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二(第 18-19 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校友總會組隊參加 11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事宜，請討論。 

說明： 

1. 11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及校友組趣味競賽訂於 111 年 12 月 3 日（六）

舉行。 

2. 校友組趣味競賽項目及每隊參賽人數為： 

a. 『2 人 3 腳』，每隊 8 人(男 4 人，女 4 人)。 

b.『壘球擲準』，每隊 5 人(男女皆可)。 

c.『棒球九宮格』，每隊 5 人(男 3 人，女 2 人)。 

3. 詳細競賽規程及報名表詳如附件三(第 20-22 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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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蔡瑞彬理事：李秀超校友在 3 個月前到高雄市推廣廟宇光雕，因為我是廟公，但

是談了很久最後決定在高雄玫瑰天主堂做光雕，謝副校長有傳了一個提案給洪光

成理事長，玫瑰堂的光雕經費大概需要 120 萬，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玫瑰堂及鼓

壽宮很有淵源，都是在咸豐 8 年同時創建，到時候會辦一個點燈儀式，這會變成

高雄市的地標，最主要希望台南的校友也能一起共襄盛舉，洪理事長已經有傳給

台南市校友會，120 萬雖然不多但也不少，目前只剩下 2 個月的時間就要籌到經

費，鼓壽宮待董監事會通過後也會施行。我有個想法可以舉行記者會，一定會很

有賣點，屆時會盛大舉辦點燈儀式，再邀請校長南下一起參與！以上報告，謝謝

大家！  

 

鄭靜宜秘書長：跟大家宣傳幾個活動，11 月 23 日至 11 月 30 日在輔大中美堂舉

辦 111 學年度 UBA 大專院校籃球聯賽，比賽時間為每日晚間 8 點，請大家一起

來為輔大加油！ 

 

江漢聲校長：有兩件事情各位來學校看到應該會很開心，第一個是中美堂整修得

很漂亮，很多椅子都是各位校友認捐的;另一個是籃球隊今年有兩位外籍球員，

應該會打得比以前更好，希望能夠打進決賽，歡迎大家一起來加油！ 

 

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在校長帶領之下，輔大目前在全國體育排名第

五，假設不算體育大學，綜合大學排名是第一名！校長也獲得《體育傳炬》終

身成就獎，校長不但體育很好，也會彈鋼琴，特別是打桌球;歡迎校友常回母校

走走。 

 

七、唱校歌 

 

八、合照 

 

九、散會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25167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25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