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2021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2021年12月4日(星期六) 15:00~16:30 

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36 人（如下） 

出席人員： 

《全球校友總會》吳光昱榮譽總會長、羅英弘副總會長、蔡世明總會長、鄭時寧候任會 

                長、鄭靜宜辦公室主任、李乃雨助理。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林明德校友。 

《台北市校友會》陳華玉校友。 

《新北市校友會》林大偉校友、溫和舜校友、陳宗彬校友、林春霞校友、康彩華校友。 

《上海校友會》王金煌榮譽會長、幸大智會長、徐羅生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校友。 

《廣東校友會》黃應婷副會長、陳之軒校友。 

《美國波士頓校友會》吳萍萍會長 

《法國校友會》胡潔雯會長 

《英國校友會》黃瑋苑會長 

《輔仁大學師長》江漢聲校長、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吳文彬主任秘書、資金與

募款中心朱嘉綺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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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英弘副總會長                                                紀錄：李乃雨 

 

一、主席致詞 

吳光昱總會長： 

江校長、各位師長們以及與會的校友們，大家好！很快地，又過了兩年，由於全

球疫情嚴峻，取消了 2020 年的溫哥華年會，全球各地校友會也都取消實體的聚會，

唯獨台灣的疫情控制得很好，仍然有些活動。很高興看到新北市的第七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能如期隆重舉行，完成理事長交接。感謝江惠貞和羅英弘兩位理事長的熱心經

營。最近美國的疫情稍微緩和，許多人打了第三劑疫苗，才逐漸恢復小規模的聚會。

希望疫情早日舒緩，可以恢復實體的聚會。2020 年 6 月開始，我們也嘗試網路聚會、

緊接著舉辦了音樂會、專題報告、校長採訪、視訊會議等等活動，這些經驗可以作為

未來舉辦全球校友活動的參考。適逢在台復校 60 周年校慶及創校百年的前夕，我們

也思考如何協助母校的永續發展，將校外的資源引進學校，提升學校的教學環境、行

政效率、國際及學術地位，走在時代發展的前端。 



全球校友總會成立的宗旨有二：宗旨一：以友輔仁，校友幫助校友。為了加強校

友間的連繫，公共事務室正在強化校友網站的功能，也在進行校友資料的更新，請大

家踴躍參與公共事務室主導的校友資料更新。全球校友會未來發展有三個目標：1.請

全球各地的校友會經常與所在地的校友聯繫，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發揮校友會在地

的功能；2.經常與所在地附近的校友會聯絡，建立輔大校友會地區性的聯絡網，互相

支援；3.經常和學校聯絡，成為全球校友網絡的一環，有效運用校友資源。宗旨二：

回饋母校。我們秉持著「善用資源」的原則，為學校引進新的資源。目前主要的幾個

項目包括王秩秋博士的 MRI Lab、理工學院王元凱院長的 AI Lab、羅麥瑞修女的生

態校園計畫等等。這些資源的引進，主要著眼於學校「培育下一世代領導人才」的最

終目標。輔大是一個天主教大學，教宗方濟各的 Laudato Si’ (願祢受讚頌) 生態通諭、

輔大真善美聖精神、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聯合國氣候變遷碳中和目標等等，

都是我們回饋母校的大方向。例如羅麥瑞修女領導的生態校園計畫案，就是打造一個

符合教宗方濟各的 Laudato Si’ (願祢受讚頌)生態通諭、輔大真善美聖精神、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 (SDG)、聯合國氣候變遷碳中和目標等等的前瞻性的計劃案，需要更多

校友的熱忱和參與。 

最後，我僅代表全球校友恭喜輔大在台復校 60 周年校慶，我們校友將會繼續積

極協助學校的永續發展，相信輔大在江校長的帶領下，校務蒸蒸日上，蓬勃發展。我

們也感謝學校教職員們對學校的努力和奉獻，以及全球校友對學校的支持。祝大家疫

情期間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非常高興今天能透過視訊見到很久沒見到的全球校友會的各會長，也謝謝在台灣的

會長參加今天的年會，今天是輔仁大學 60 周年生日，所以其實非常熱鬧，從一早忙

到現在，馬不停蹄的從運動會、園遊會、各院系的系友會，非常開心！我想學校這幾

年有很多的進步，我們校友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我們也希望校友能夠繼續幫忙，打

造更好的校園，希望今天的會議對於將來校友會能有更好的規劃，在這邊代表學校謝

謝各位，祝大家平安喜樂！ 

 

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長副校長： 

各位學長姐大家好，剛剛校長已經說了近幾年的進步，在江校長的帶領之下，輔大尤

其在這 2~3 年中間，不論在國內或是國際上排名的成長，還有產學各方面的進步都

突飛猛進，剛剛吳總會長也特別說了校園未來的規劃，還有塭仔圳方面的重建，都要

做整體的考量，2025 是輔大百年，百年大學以後未來的整體規劃正在籌畫中，輔大

醫院的第二院區也正在開始規劃，侯友宜市長希望我們能好好經營這塊土地，這可能

就是我們下一個挑戰，在這個過程當中希望各位校友能多給我們指導、多協助我們。

今天很開心在校慶期間跟各位在雲相見，討論全球校友總會應該要如何進行，僅此敬

祝輔大生日快樂，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吳文彬主任秘書： 

各位學長、學姊，大家好！我每次來參加校友會都會先離席，今天我從三點就一路跟

大家開會到現在，承如校長所說的，雖然我不是輔大畢業，但我們在學校也已經待了

1~20 年了，完完全全變成輔大人了，特別是我每次聽到學長學姊講到輔大事情的時

候，我都覺得特別感動。學校這幾年的進步除了在校師生共同努力之外，當然校友們

的貢獻不管是在財力或是心力上的投入都非常多，學校需要校友跟我們繼續走下去，

祝輔仁大學 60 歲生日快樂，謝謝大家！ 

 

三、審次前次會議紀錄 

2020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 

鄭靜宜主任報告（詳見會議手冊資料）。 

(一).業務報告 

1. 目前全球已成立 47 個校友會。 

2. 2021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國內外校友會活動（2021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 

 

五、各地區校友會會務介紹 

1. 上海校友會-幸大智會長： 

校長、副校長、總會長、各地的會長以及在座的學長、學妹們大家好！上海校友

會因為上海的疫情控制的還算可以，還是維持一年辦了三個大活動，包括今年 5

月的年會，我有去參加，因為我們在求新求變，所以 5 月辦的是運動會，我們租

了室內的運動場，分成了 4 大組完成了運動會。每個月還是維持著一個飯醉集

團的聚餐，大約都有 20 個人的規模，不定期的 FU TALK 分享，最近一次的分

享是有關於人力資源和求職，對於新到上海的校友們求職方面需注意的問題，有

一些比較資深的學長就會提供一些資源，告訴學弟妹們小祕方。在 9 月中秋我

們也嘗試著，因為過去都是烤肉，反而換了一種比較傳統聚餐的方式，餐廳只能

容納 40 人，結果還爆滿坐到 50 人。12 月 11 日再做了個改變，要舉辦一個復古

的 PARTY，輔大的耶誕舞會我們把它搬到上海去，這次的主題是「Swing」走一

個古著風，但比較可惜的是最近上海疫情有稍微嚴峻一些，截至目前為止大概有

20 多個人報名，但場地是準備 40 個人，所以希望疫情趕快過去，讓一切恢復正

常，謝謝各位。 

 

2.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大家好！很抱歉今年不能去台灣，跟大家報告香港校友會已經快 2 年沒辦活動

了，去年剛開始有辦一個小型活動，然後在 12 月 16 日還會再辦一個比較大型

的活動。今年本來很高興要參加 60 周年校慶活動，但因為疫情沒辦法過來，希

望明年大家可以一起聚一聚！ 



 

3. 美國波士頓校友會-吳萍萍會長： 

大家好！在 2020 年的時候我替校友會透過僑教中心跟台灣訂了很多口罩，去年

因為我們這邊所有的公共場合、飯店都沒有開放，所以去年都沒有辦活動，我相

信等到這些地方都有開放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再辦活動，謝謝大家！ 

 

4. 法國校友會-胡潔雯會長： 

因為歐洲疫情蠻嚴重的，現在已經進入第 5 波了，尤其是法國關關開開了好幾

次，所以幾乎這兩年之間都沒有辦什麼活動，因為很多地方都關門，好不容易暑

假因為打了 2 劑疫苗後大家可以自由活動，但現在因為第 5 波開始，所以又要

陸續接種第 3 劑疫苗了，我希望明年的春天，若疫情有比較消減，我計畫舉行一

個旅遊活動，也希望明年有機會可以回台灣，因為兩年多沒回台灣了很想念大

家，謝謝！ 

 

5. 英國校友會-黃瑋苑會長： 

各位學長姐好，初次見面！我是英國新任校友會會長 Lisa，其實我現在人在台

灣，但我在防疫旅館裡，所以今天沒辦法親自到學校跟各位學長姐共襄盛會。我

其實是大概 2 個月前接任英國校友會會長一職，在我之前是 Eric 學弟，他在今

年國慶的時候辦了國慶的活動，所以希望明年英國校友會還是能協助僑委會在

英國舉辦國慶晚會，另外也希望明年織品系的學弟妹可以順利到倫敦參加倫敦

服裝周，和我們一起進入時尚的殿堂。謝謝各位學長姐，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跟

各位面對面，謝謝！ 

 

6. 廣東校友會-黃應婷副會長： 

校長、副校長，各位學長、學姊大家好！我是廣東校友會副會長 Tina，因為賴雷

鳴會長還在深圳無法回台參加，就由我暫時代表。在這邊簡單跟大家報告廣東校

友會目前的狀況，因為廣東校友會包含的地區比較廣，深圳、廣州、東莞都友校

友，我從去年開始因為工作的關係開始接觸到比較多校友，我也把認識到的校友

依他的所在地分別邀請他們加入該地方的微信群，所以就邀請到了很多校友進

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也很高興有機會能為大家服務。目前因為疫情

關係很多校友待在台灣的時間比較長，我們也希望多跟學校或是台灣校友會的

朋友們多交流、多認識，希望多一些新校友的加入我們的聚會跟活動，現在在台

灣每個月都會定期舉辦活動，同時會跟深圳或是香港的校友連線。以上是目前的

情況，謝謝各位學長、學姐的支持，有想跟廣東校友會多交流的校友們歡迎跟我

們聯繫，謝謝大家！ 

 

 

 



六、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召開 2022 年年度會議開會時間及地點，請討論。 

說明： 

1. 本會成立以來，每年舉行一次年度會議，單數年於母校校慶期間假母校場地

舉行；雙數年由全球各地校友會負責承辦，並於承辦之校友會會址所在地舉

行。 

2. 本會目前各次雙數年度會議承辦校友會及地點如下： 

2006 年於美國紐約舉行，並配合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退省會會議。 

2008 年由德國校友會承辦，於德國科隆地區舉行。 

2010 年由上海校友會承辦，於上海浦東地區舉行。 

2012 年由美國北加州校友會承辦，於美國聖荷西地區舉行。 

2014 年由香港校友會承辦，於香港新界沙田地區舉行。 

2016 年由馬來西亞校友會承辦，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2018 年由英國校友會承辦，於倫敦舉行。 

2020 年年會由加拿大溫哥華校友會承辦，因新冠疫情取消。 

3. 2022 年年會由上海校友會承辦，於上海舉行（視疫情而定）。 

決議：照案通過。 

蔡世明總會長：校長、副校長、主任，大家好！其實我已經兩年沒回台灣了，很抱歉

因為工作原因無法回去，關於明年的計畫還是希望大家都打了疫苗後疫情能控制好，

年會能如期舉辦，但現在也只能有一個初步計畫，時間還是跟過去一樣在 8 月份左

右，但就像剛剛大智會長所介紹的最近兩周大陸地區的疫情又有點不穩定，上海已經

算是中風險地區，所以暫時也還沒跟旅行社做具體的安排，但會在過完年之後先把初

步計畫排出來後再跟大家報告，謝謝。 

 

七、臨時動議 

 

八、總會長交接 

(一) 頒發校友總會第九屆蔡世明會長聘書 

(二) 授予會旗 

(三) 授予印信及地球儀 

(四) 頒發吳光昱榮譽總會長第八屆榮譽總會長聘書 

(五) 致詞 

蔡世明總會長：校長、副校長、鄭主任、吳總會長、羅副總會長以及在座的各位校友、

各校友會會長，下午好！真的很抱歉因為工作原因，每年的 11~12 月法院都急著結

案，所以是律師最忙的時候，尤其疫情都要隔離 14+7 天的時間，我上次就跟學校報

告無法回學校，也沒辦法參加學校在台復校 60 周年的校慶活動，我自己也覺得很遺



憾，也很感謝各位師長的厚愛，讓我能夠當選傑出校友及接任總會長。我從 1985 年

畢業到現在已經有 36 年了，學校其實變化也非常大，剛剛講的醫院建設甚至還有第

二院區，都是我們提到輔仁大學會很有榮譽感的事情，再次要感謝學校師長及各行各

業學長姐的努力。2020 年的疫情打亂了所有行程，本來想去溫哥華、阿拉斯加也沒

有去成，希望明年 2022 年疫情能控制好，大家可以到上海相聚，回憶 2010 年曾經

在上海辦的全球校友總會年會，2022 年能夠再次到上海來。最後我想謝謝大智會長、

金煌學長、羅生學長，我們上海一定會做好接待各位師長及學長姐的工作，謝謝各位！ 

 

鄭時寧候任會長：校長以及所有在座的學長姐還有線上的學長姐，大家好！我是 79

級圖書資訊系畢業的，今天非常高興來參與盛會，也謝謝學校給我們的厚愛，說老實

話也很惶恐接到這個徵召，我記得是今年感恩節在國家音樂廳聽音樂系的音樂會，當

最後一個曲目結束，安可曲是學校的校歌，那時候我腦筋就閃過以前我的系主任及已

經去世的羅神父說：「Angela 要多為學校多做一些事」，我想也許是聽到他們的聲音，

當天晚上就決定答應校長。還有記得當年我去德州參加校友會開會，我非常感動光昱

學長說的一句話：「永遠不要輕言退休，要做到你能做到的最後一天」，這句話一直對

我影響很深，記得您岳母 100 歲時還是耳聰目明，真的是太棒了！我是來自北加州，

我們北加州的學長姐也是一直熱愛著學校，我在 2010 年被他們推薦加入基金會，本

來我想說做一年兩年，但看到基金會的學長姐這麼認真，還有學校的董事、老神父、

老修女以及校長這麼辛苦，我就真的不忍心也不敢說不做。校友會還有基金會就像是

學校的兩隻手，我相信可以兩隻手好好地緊握在一起，讓學校走的更長更遠，謝謝大

家！ 

 

九、2022 年活動計畫 

 

十、唱校歌 

 

十一、 合照 

 

十二、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