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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2022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2022年8月6日(星期六) 21:00~22:30 

地點：Zoom Meeting 

出席人數：39 人（如下） 

出席人員： 

《全球校友總會》吳光昱榮譽總會長、蔡世明總會長、鄭時寧候任總會長、陳沛廣副會長、 

                幸大智副會長、鄭靜宜辦公室主任、李乃雨助理。 

《歐洲校友總會》張哲瑋總會長、胡潔雯副會長。 

《北美校友總會》陳浩維總會長、鄔洪源副會長。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江惠貞理事長、楊明勳副理事長。 

《荷蘭校友會》林婉叡會長、陳彥華校友、徐嘉彤校友、蕭繼才校友。 

《奧地利校友會》陳字熙會長。 

《法國校友會》胡潔雯會長。 

《英國校友會》黃瑋苑會長、周華庭校友。 

《美國波士頓校友會》楊哲修榮譽會長、吳萍萍會長。 

《加拿大多倫多校友會》林永長會長。 

《美國大紐約地區校友會》陳焌會長。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鄔洪源會長。 

《美國西雅圖校友會》陳浩維會長。 

《日本校友會》吳炯麟榮譽會長、張淑貞校友。 

《印尼校友會》李其倫會長。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上海校友會》幸大智會長、顧敏慎常務副會長、王名揚常務副會長、藍如雅秘書長、邢鴻 

              鑫監事長、湯正君理事、葉宜蓁校友、楊勢如校友、曾暐筌校友。 

《廣東校友會》賴雷鳴理事長。 

《台北市校友會》蔡辰威理事長。 

 

列席貴賓：共 15 位(如下) 

《輔仁大學師長》江漢聲校長(影片)、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公共事務室鄭靜宜主

任、公共事務室林曉音組長、公共事務室陳怡禎組員、資金與募款中心朱嘉綺

執行長。 

《上海貴賓》兩岸企業家峰會中小企業合作及青年創業推進小組辦公室主任李偉、上海政 

            協副秘書長李海永、上海台協 TAA 總會長林玉珍、上海台協副會長王名揚、 

            上海台協副監事長鄒耀宇、空大上海校友會會長林麗芬、東吳神川校友會創 

            會會長張柏男、台商太太新天地會長蘇武、恆文化傳媒總經理葉秋霖。 

  

主席：蔡世明總會長                                                  記錄：李乃雨



2 
 

一、主席致詞 

蔡世明總會長： 

歡迎謝副校長、鄭主任、各地總會的總會長、各地區校友會的學長姊、學弟妹，大

家晚上好、中午好或是下午好！歡迎大家參加全球校友總會的線上會議，今年因為疫情

原因只能以線上的形式召開會議。回想 2010年上海世博期間，當年有 300多位各地的校

友來上海參加全球校友總會活動，當時熱鬧非凡，盛況仍歷歷在目！因為疫情改變大家

以往的工作、生活的模式，總會在鄭主任的領導以及公共事務室全體同仁的努力之下，

仍然推動了不少的工作進展，獲得了不少的成果，會在議程中向大家報告。另外，校友

總會及公共事務室推進了永續經營運作計畫，結合廣大的校友資源，形成輔仁的網絡，

達到校友間互助互惠的目標，具體的計畫內容也將會在會議中詳細與各位介紹。我常說：

「疫情無情人有情」，相信輔仁大學在江校長的領導及謝副校長等全體師長的帶領下，會

越辦越好，謝謝大家！ 

 

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各位校友大家好！我是輔仁大學校長江漢聲，今天是第九屆全球校友總會 2022 年年

會，這次是在上海舉行，現任全球校友總會總會長是在上海的蔡世明校友、副會長是陳

沛廣校友及幸大智校友、候任會長是在美國的鄭時寧校友，我想這些校友們對學校都非

常熱心。目前全球各地共有 48個校友會，今天應該有很多校友在全球各地不同的時間參

加線上會議，也很遺憾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無法相聚在一起，可是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

的。最近台灣做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全國各學校中，校友們最喜歡把自己的母校掛在嘴

邊，在私立大學中輔仁大學是第一名，所以我相信輔仁大學在全球 20多萬校友裡對母校

的向心力應該是最強的！我也非常關切各位校友在全球各地的健康，希望大家在疫情中

都能平安、闔家喜樂。我希望這次的大會能夠順利成功，來日能夠早日相聚，謝謝各位！ 

 

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 

  蔡總會長、各位校友大家好！剛剛大家聽到江校長的致詞，也大概瞭解輔仁大學目前

的狀況，我在這裡向大家補充輔仁大學的整個狀況。大家應該都知道每一年都有 THE 排

名、英國泰晤士報排名、QS世界大學排名，輔仁大學在世界排名中在整個台灣 152所大

學中是排名 10~12 名之間，我們經常說現在很多中字輩的大學、公立大學都被輔仁大學

超越，這都是在江漢聲校長、劉振忠董事長帶領之下，以及各位老師、同仁一起努力所

得到的一些成果。接著再看這 5 年來輔仁大學經營的狀況，輔仁大學原先在醫院還沒開

始進行之前營業額大約是 40~60 億左右、資產大約是 100 億左右，這 5 年下來因為有了

醫院的經營，目前一年的營業額大概是到 100 億左右、資產大概是 200 億左右，所以由

此可知道輔仁大學在這五年的進展中，應該算是突飛猛進，不論是在公立大學或是私立

大學的評比當中，輔大在私立大學中的排名都是第一或第二名，在 5 年之前輔大的排名

大概都是 20幾名，現在已經是排名 10~12名之間，也是在江校長的帶領之下，產學研究

等各方面的經營都相當亮眼。另外，校長剛剛也特別提醒，學長姐及校友的向心力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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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學中最強的一所大學，我們經常在講台灣的各個企業最喜歡用的私立大學畢業生中，

輔仁大學都是排在前兩名，這是 1111 人力銀行、cheers 雜誌的評比，我說這些不是自

誇，都是別人對輔大的評比。 

去年我們慶祝一甲子 60 周年，在 2025 年要慶祝百年校慶，在這 3~5 年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需要各位學長姊告訴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更加強，希望

在邁向百年的時候輔大能有更進一步的創新與突破，包括排名能進步到 5~10名之間、學

生在產學研究的亮麗表現也能凸顯在國際化上。輔大醫院的成長目前在現金流已經平衡

了，接下來需要爭取第二院區的設立，學長姊假如有回到輔大，新莊的樣貌都已經改變

了，目前塭仔圳計畫大概有 2個內湖園區大，以前學校旁邊的鐵皮屋現在都已經剷平了，

「塭仔圳計畫」簡單一句話就是：以輔仁大學及輔大醫院為核心的開發計畫，這也是輔

大在未來 3~5 年之間的一個突破點，也就是說會有兩座大安森林公園在學校周圍，當然

也會有很多的產業園區在附近，輔大未來的發展定是很亮麗的！新北市政府裡有很多是

輔大的校友，他們都說這是輔大發展最好的 10 年，希望在這 10 年輔大的發展能夠與時

俱進，塭仔圳計畫會有顯著的改變，而輔大就是這項改變亮眼的鑽石及明珠，大家可以

上網查塭仔圳計畫，這個計畫還有一個亮點就是距離輔大醫院 500 公尺會設置一個機捷

A5A站，以後學長姊回輔大可以坐機場捷運大概 20分鐘就可以到輔大醫院後面，而我們

又與臨近土城、蘆洲、三重接軌，就知道這是一個轉運中心的核心。 

跟大家報告這麼多，我希望輔大的發展、成長能有各位學長姊的參與及惕勵，也許

輔大不是第一但希望我們能是唯一的，有天主教的教義在引領我們，輔大也是全華人地

區第一所天主教大學，而之前的林思伶副校長去接任靜宜大學校長，我們跟靜宜大學的

合作又更密切了，未來天主教大學的發展在台灣一定是個亮點，在此也希望各位學長姊

隨時幫助學校、惕勵學校，就像校歌中「祝我輔仁，其壽千春」，輔仁大學邁向百年定會

是個最好的開始，希望各位學長姊共同參與，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李偉兩岸企業家峰會中小企業合作及青年創業推進小組辦公室主任： 

  尊敬的謝副校長、各位校友，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興參加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22年年會，在這裡請大家容許我表達感謝及尊重，輔仁大學是兩岸之間比較知名的高

等學府，剛才瞭解到全球有 48個校友會、22萬校友，也就是說輔仁大學校友在全球各地

區、各個行業中都有你們的身影及貢獻，所以你們散在全球是蠻艱辛的，今天聚在一起

就是一團火，這就是輔仁大學的影響及力量！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蔡世明總會長，他在

接任輔仁大學上海校友會會長及現在的全球校友總會總會長後，對輔仁大學的宣傳介紹

及發展做了很多的實施，所以我希望今後各位校友在蔡世明總會長領導下，能夠積極參

與整個輔仁大學的建設發展。這裡我有三點期許跟大家共勉：第一，「要繼承及發揚輔仁

大學的精神」，剛才我看了輔仁大學的校訓是「人道」這也是輔仁大學的招牌，我覺得在

未來全球人類和平發展的過程中，要繼續發揚輔仁大學的校訓、精神及理念，我覺得這

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能夠繼續推動及參與兩岸關係的發展」，現在輔仁大學在整個大

陸地區擁有許多傑出校友，他們來往於兩岸之間，我們希望這些校友也能夠為未來兩岸

關係的穩定和平發展做出努力及貢獻；第三，「主張帶領校友繼續為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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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貢獻」，輔仁大學 22 萬人當中可以說都是各行業的菁英、先進及前輩，他們在整個

地區、社會的發展當中都是做出了貢獻，所以希望在未來事業當中能夠繼續發揚他們的

專長、智慧，為整個兩岸社會的經濟發展繼續努力。最後，祝輔仁大學蒸蒸日上，祝在

座的各位校友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三、唱校歌 

 

四、合照（一） 

 

五、審次前次會議紀錄 

2021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六、工作報告 

鄭靜宜主任業務報告 

1. 目前全球已成立 48個校友會，73個系所友會。 

2. 2022年度工作報告－詳見國內外校友會活動（2021年 8月~2022年 7月） 

鄭靜宜辦公室主任：今年畢業季舉辦「輔大友你．友禮」的活動，尤其在疫情期間

實體畢業典禮取消改為線上舉辦，我們透過線上回答問題的抽獎活動讓學弟妹認識

各地區的校友會，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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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剛畢業的學弟妹知道輔大四海都有家，

未來他們不管是到海內外留學或是工作，輔大的學長姊都能給他們更多的支持及照

顧，我希望這是個傳承的活動，每年都能夠舉辦，大家都能踴躍參與。 

 

七、各地區校友會會務介紹 

1. 印尼校友會-李其倫會長： 

謝副校長、蔡世明總會長、鄭主任以及各地校友會會長、校友們，大家好！我是印

尼校友會李其倫，很榮幸第一次參加全球校友總會的會議，印尼校友會是去年 2021

年 11月在印尼留台總會的催促下，我們才決定成立，因為輔仁大學在印尼的人數一

直都不太多，就一直沒成立校友會，去年印尼留台總會楊儒龍總會長希望輔仁大學

能成立校友會，在他們的鼓勵之下我接下了這項任務。今年因為印尼的疫情蠻嚴重，

所以就在 3 月舉辦了線上成立大會，在江校長、謝副校長、鄭主任及公共事務室同

仁的幫忙之下，成立的非常圓滿，也很榮幸輔仁大學印尼校友會加入全球校友校友

總會的一份子，未來各位校友如果有來印尼可以跟我們多多交流，在印尼的校友也

都各有發展，希望把這個力量聚集起來，印尼的校友們回來創業大家都能互相幫助，

包括幫忙輔仁大學在印尼推廣校務，這是我們希望能做到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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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召開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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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配合配合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退省會會議，於美國紐約舉行。 

2008年由德國校友會承辦，於德國科隆舉行。 

2010年由上海校友會承辦，於上海浦東舉行。 

2012年由美國北加州校友會承辦，於美國聖荷西舉行。 

2014年由香港校友會承辦，於香港新界沙田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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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倫敦舉行。 

2020年年會由加拿大溫哥華校友會承辦，因疫情取消。 

2022年年會由上海校友會承辦，因疫情線上舉行。 

3. 2024年年會由北美校友會承辦，於美國舉行。 

 

決議：照案通過。 

陳浩維總會長：因為北美校友總會即將進行交接，新任會長 Allen鄔洪源學長也在線上，

我們有先進行了簡單的討論，會再討論 2024年要在美國的哪個地區舉行，因為 Allen學

長在加州，這也是可以考慮的地點，目前我們是支持由北美總會承辦，謝謝。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各校友會組隊參加 111 學年度校慶系列活動暨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事宜，請討

論。 

說明： 

一、 11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及校友組趣味競賽訂於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舉行。 

二、 11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相關日期如下： 

(1) 2022 年 11 月 28 日：聖誕點燈。 

(2) 2022 年 12 月 2 日：111 學年度校慶感恩慶祝大會。 

(3) 2022 年 12 月 3 日：111 學年度校友返校日、校慶園遊會與校友組趣味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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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討論本會會員是否參加校友組趣味競賽，以及參加方式： 

(1) 校友總會會員組成一隊參加。 

(2) 校友總會各校友分會分別組隊參加。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十、活動宣傳 

(1) 輔仁大學校友總會永續經營運作畫： 

鄭靜宜辦公室主任：這幾年來我到各地校友會跟會長、理事長、學長姊交流發現校

友會成員有世代差異，年輕校友參與校友會的比例較低，所以我們提出了永續經營

計畫，希望藉此增加各年齡層參加校友會的比例，也因著這個背景針對不同年齡層

打造不同活動，例如：舉辦音樂、運動類青春的活動，讓在學生及剛畢業的校友認

識各地校友會的組織，畢業後可以跟母校有所連結，之前也有校友舉辦校友桌球盃

的活動，這些都是針對年輕世代規劃的活動；中生代校友的部分，可以舉辦親子家

庭日、返校同學會，返校同學會其實各系都有舉辦，畢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回

到學校辦同學會公共事務室一定會大力協助，帶著眷屬回到學校懷念讀書時的年輕

時光，藉由這個活動帶給大家溫馨歡樂的感覺，凝聚向心力；第三個活動的型態屬

於全生代，希望透過校友會的組織與平台，實踐榮譽總會長吳光昱學長提出的口號

「校友幫校友」，將各行各業校友優良品牌集結，透過線上平台蒐集輔大人的品牌，

並藉由舉辦校友良品市集，讓學弟妹瞭解學長姊的企業組織、產品，達到實質校友

幫校友的目標。以上是我們針對不同世代校友所規劃的活動類型，當然很多活動都

需要經費上的挹注、各地校友會及學長姊的支持，將來會提出書面的計畫書及詳細

的內容規劃給各位學長姊。 

 

(2) 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網站-校友良品專區： 

鄭靜宜辦公室主任：此網站希望能發揮作用，會設立校友良品專區，將在 8/9 正式

上線，這個專區可以讓輔大校友刊登自家商品，例如一粒麥、籃球隊，大概分成食、

衣、住、行、育、樂這幾項，這個資料的建立需要大家共同豐富內容，日後也可能做

更進一步的發展，有些學校會跟校友商家做連結，輔大人購買商品可以打折，這個

下一階段可以再來規劃，目前首要目標是先將資料建立起來。  

 

(3) 輔仁大學校友證、輔仁大學悠遊認同卡： 

鄭靜宜辦公室主任：歡迎大家來辦校友證，校友證也有蠻多福利，有關校友證的申

辦程序及優惠內容歡迎至公共事務室網站查詢。公共事務室的網頁也有做進一步的

更新，將來會把更多訊息放在上面，包括電子版紀事報、傑出校友專刊內容、各地

校友會的資訊等等，都會呈現在網頁上，當然有些資料建置需要一些時間，歡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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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掃描公共事務室的 QRCODE，就能看到新網頁的呈現。以上跟大家報告，謝謝！ 

 

十一、 合照 

 

十二、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