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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1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12月 3日(星期六) 14：00~16：00 

地點：野聲樓 1樓谷欣廳 

出席人員：共 99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蔡秀美總會長、陳致遠榮譽總會長、陳立恆候任總會長、 

樂麗琪辦公室主任、唐筱傑助理。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張麗蓉會長及 10位校友。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李品高校友。 

《美國大華府地區校友會》張文穎會長。 

《美國大紐約地區校友會》張漢昇會長、范麗娟校友。 

《美國達拉斯校友會》吳光昱榮譽會長。 

《馬來西亞校友會》李欽義會長、黃秀萍副會長、張和風顧問及 8位校友。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曾廣霖副會長、張紫燕校友。 

《上海校友會》林崑輝會長、歐陽翠玉副會長、陳文偉秘書長及 6位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楊鴻坡副會長及 15位校友。 

《菲律賓校友會》蔡孟儒秘書長。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陳致遠理事長、陳立恆副理事長、廖述洲校友、張喜會校友、 

陳識仁校友、王絮清校友、陳貴糖校友、劉江霖校友、張彝倫校友、 

林淑玲校友、沈榮洲校友、樂麗琪秘書長。 

《台北市校友會》陳立恆理事長及 3位校友。 

《台北縣校友會》羅英弘校友、湯明達校友、黃譓宇校友及 9位校友。 

《台中市校友會》張彝倫校友。 

《台南市校友會》劉雅各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 

《系所友會》物理系系所友會馬國鵬會長、德文系系友會林淑玲會長、應用美術系系友會劉

江霖會長、統計系系友會沈榮洲會長、織品系系友會曾淳良會長、法律系系友

會李庭桂會長、中華民國同舟社張彝倫理事長、婦女大學聯誼會蔡錦貴會長及

6位會員。 

 

列席貴賓：共 11位 (如下) 

(1) 輔仁大學校內師長： 

黎建球校長、林思伶學術副校長、江漢聲醫務副校長、劉兆明教務長、公共事務室樂麗琪

主任、李天行管理學院院長、鄒國英醫學院院長。 

(2) 公共事務室： 

朱嘉綺組長、林曉音、黃蘭麗、鄭恆峰。 

 

主席：陳致遠總會長                                         記錄：唐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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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陳致遠總會長 

今日很感謝大家來參加全球校友總會的年會。去年年會時間為 8月 28日於上海舉辦，

不僅時間選的好，就連開會的地點也非常好。地點是位於前程路和錦秀路交叉路口，門

牌號碼為 99 號的浦東幹部學院召開，這不僅象徵著全球校友總會在學長姐用心的經營

下，前程似錦、會務蒸蒸日上，更象徵著全球校友總會的蓬勃發展，且長長久久。 

去年上海年會，學長姐們、師長、貴賓及一同出席的眷屬，共計超過 300多人次，由

此可見大家對校友會活動非常支持，真的很謝謝大家的參與！致遠更希望今日的會議，

大家一樣帶著去年的熱情參與並踴躍發言。 

 

二、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10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三、工作報告 

樂麗琪主任報告(詳見會議手冊資料)。 

(一) 業務報告 

1. 100年度工作報告─詳見國外校友會活動(2010年 9月~2011年 12月) 

(1) 自 2010 年上海年會之後，校友總會及各地區分會陸續舉辦了 126 項活動(詳

見手冊 7-13及 39-40頁)。 

(2) 為避遺漏掉各分會之活動請學長姐告知各分會之活動訊息(含同學會)，煩請

各位會長、校友會若辦理任何活動皆會知校友總會辦公室，以利活動報導及

分享。 

(3) 近日成立及再度活絡之校友會報告： 

 2010/9/18-菲律賓校友會於成立。 

 2011/7/23-7/25-印尼校友會籌備活動，籌備活動要感謝夏立言大使提供官邸

並給予大力支持。校友會將於近期成立。 

 2011/8/7-金門縣校友會舉辦成立大會。 

 2011/11/12-成立日本校友會，感謝馮寄台大使提供場地並給予大力的支持。 

 欣喜於美國大紐約地區校友會浴火重生、恢復生機；特別感謝會長張漢昇

學長無私的付出。 

 美國大華府地區校友會再度活絡，感謝張文穎學長接任會長後的推動以及

校友們的積極參噢，使校友會越發精彩。 

 各地區校友會能如此蓬勃發展，尤其是要感謝校長！由於校長每每都風塵

僕僕的到各地區給予校友會活動大力的支持。因為有校長的支持，不僅給

了各地區校友會很大的力量和鼓勵，更讓校友會更有信心及力量於推動會

務。 

2.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10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11年經費收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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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第四屆候任會長選舉結果報告 

1. 於 2011年 5月 18日(三)公告選舉辦法及候任會長候選人推薦表，邀請各校友會

推薦全球校友總會第三屆候任會長候選人，並於台灣時間 2011年 7月 28日(四)

中午 12時截止收件。 

2. 彙整各校友會推薦之候選人，並於 2011年 8月 11日(四)寄發候任會長候選人選

票，請各校友會會長投票。 

3. 第三屆候任會長投票於台灣時間 2011年 10月 14日(五)截止收件，並於台灣時間

2011年 10月 26日(三)於輔仁大學野聲樓一樓貴賓室公開開票。 

 開票時間：台灣時間 100年 10月 26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開票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一樓貴賓室。 

 開票人：朱嘉綺 (輔仁大學 公共事務室組長)。 

 唱票人：林曉音 (輔仁大學 公共事務室組員)。 

 監票人：李添富 (輔仁大學 人事室主任)。 

 發出選票：38張。 

 回收選票：26張。 

 開票結果：總計 26位會長(理事長)投票，皆為同意票。 

4. 於 2011 年 10 月 26 日核定公告：陳立恆校友當選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第四屆

候任會長。 

 

四、2012年年會介紹說明 

蔡秀美候任會長報告 

(一) 北加州校友會簡介： 

1. 校友會於 1985 年在舊金山灣區成立，歷經 27 年由歷任會長與理幹事們的努力

及熱心，得以繼續地為校友們服務。 

2. 每年舉辦年會、公園烤肉、中秋舞會、不定時講座及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大學聯

合社團的活動，促進了校友們的凝聚力與交誼。 

3. 北加州輔大校友會深得舊金山華人社區肯定，校友均以北加州輔大人為傲。 

(二) 2012年年會行程簡介： 

時間 行程 

7/26 (四) 報到及歡迎會 

7/27 (五) 1. 矽谷之訪 (曾多次安排母校管院學生進行實習參訪之旅) 

(1) Cisco 

(2) Google 

(3) Facebook 

2. 全球校友會晚宴 

7/28 (六) 那帕酒鄉之旅及惜別會 

7/29 (日) 以下兩種行程可供選擇： 

1. 舊金山之旅 

2. 阿拉斯加七日遊輪(7/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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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討論 

 

(一) 案由：善用弗遠無界的網際網路和社羣網站增進校友、校友會和母校之間的聯繫，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大華府地區校友會─張文穎會長 

說明：我們觀察到以下幾種情況： 

1. 校友或因當地沒有校友會，因此無從聯繫，漸漸變成根本不想聯繫。 

2. 校友或因職務轉變由甲地遷移至乙地，於是離開了甲地校友會，但由於多

年好友都在甲地，也無意加入乙地校友會。 

3. 校友會或因當地經濟情況丕變，校友會漸入冬眠，或是停止運作。 

辦法：我們想出了以下的辦法，也尋求共識： 

1. 請公共事務室向當地沒有校友會的校友們介紹週邊較大城市的校友會，例

如：發 email介紹給新澤西州以南、德克薩斯州以北、伊利諾州以東的校

友們關於大紐約、堪薩斯、芝加哥、達拉斯和華府校友會訊息。 

2. 鼓勵鄰近的校友會建立友誼，向校友們相互介紹對方資訊，例如以上提及

的各個校友會可以分進合擊，爭取其間小城市的校友們加入。 

3. 鼓勵校友會之間相互支援，例如華府的校友會可以與北平輔仁的校友們和

旅居北京的校友們加強聯繫，兩地的校友可自由加入對方的校友會。 

4. 弗遠無界一定也須要有相對嚴格的規範。首要便是校友的個人隱私必須嚴

加保障，也請公共事務室協助共同建立合適安全的規範。 

以華府校友會為例，我們有華府本地和維州、馬州、德拉瓦與賓州的

校友，都以電子郵件與校友會保持聯絡。我們近來也開闢了 Fu Jen DC的

臉書網頁，只要登入臉書之後，鍵入 Fu兩字尋找，就可尋獲。 

討論： 

1. 樂麗琪辦公室主任補充說明： 

(1) 各校友會連結：可於公共事務室網頁上連結，惟部分校友會尚未提供

網站訊息或因網址移動而遺失校友會的網址連結。因此，請各校友會

踴躍且主動提供校友會網址。 

(2) 社群網路：已有「輔仁大學」及「公共事務室」的臉書頁面，歡迎學

長姐們來按讚，並建立彼此的連結。 

(3) 出刊校友電子報：因著校長的遠見，於兩年前創辦校友電子報，希望

透過電子報給大家最即時的新聞，同時定期發電子報訊息至校友們信

箱。學長姐可於電子報中的校友桃李情及輔仁大家庭等專欄中閱覽校

友活動的最新訊息。同時，也請各校友會務必讓我們知悉活動訊息，

以供活動報導及給予校友總會的支持。 

(4) 校友資料庫：一方面請學長姐隨時到校友資料庫更新資訊，二方面可

從校友資料庫為校友會提供最即時的校友資料。 



雙面印刷 

5 

 

2. 美國達拉斯校友會吳光昱榮譽會長經驗分享： 

本校友會因網頁製作及維持的人更動性較高，因此至今仍然以電話聯

絡為主要的聯繫方式。為有效維繫校友間及聯絡離開洲內的校友，我相信

且贊同張文穎會長的想法，應透過建立網路空間連繫彼此和提供訊息。 

3.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高珮學姊詢問： 

校友會若建立章程，將使校友會更有依循的方向且更有效率。是否可

請張會長提供章程？ 

4. 黎建球校長回應高珮學姊： 

原先預計於各州設置一個負責統籌各地區校友會的總會，但仍在計畫

及推演中。相信，章程的建立和共享可以幫助美國地區的各個校友會更有

效的運作之外，在聯繫上也能更加緊密。 

5. 美國大華府地區張文穎會長： 

1987年左右建立了章程，但由於往年並無確切遵行章程來運作。因此，

章程在這一屆重新投票並做確認、且建立平台及擬定完成中、英文版本的

章程。 

本會章程中有個「吳宗霖條款」，此條款的利基是讓非校友但是為校友

眷屬的人亦可以參加校友會。若各校友會需要參考本會章程，非常歡迎於

臉書留言索取。如今的章程已由本校友會的大律師邱政德校友修正，確認

此章程之合法性。另外，透過章程的建立，也讓校友會的資金與帳戶可合

法設立及運用。 

6. 美國達拉斯校友會吳光昱榮譽會長建議： 

建議新任總會長─蔡秀美學姐可藉著 2012年在美國舉行年會、大家齊

聚一堂的機會，組成一個美國校友的小型會議。在會議中討論美國各地區

校友會串連及資源共享之事宜。 

7.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建議： 

因各個區域校友會的運作模式及習俗不盡相同，因此建議由公共事務

室提供或統籌章程做為各校友會擬訂章程的基準，如此一來，各地區校友

會的運作便可更為貼近及一致。 

 

決議： 

1.  透過網路來彌補區域間橫向的聯繫、給予支持，並讓區域間能有更強的串

連；並將此列為工作計畫。 

2.  請張文穎學長提供章程範本讓大家參考，同時間由校友總會及公共事務室

方面協助寄送章程給各校友會以供參考及資源共享。 

3.  建議並請新任總會長蔡秀美學姐於明年年會為此議題舉辦一個小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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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由：大學有為國家、社會培育人才不可推卸的責任。希望母校能積極加強教學品

質、學術研究、管理水準、辦學效益等方面的進展以造就更多專業人才、提

升母校在世界大學的排名。 

提案單位：新加坡輔仁大學校友會 

說明： 

1. 台灣在重新創造經濟起飛的成果，各個領域急需專業人才。 

2. 2010年臺灣大學的排名(瑞士 Q.S.-Quaoquarelli Symonds)，輔仁大學在台

僅次於臺大。2011年的排名未見輔大名次。(香港、新加坡大學的世界排

名遠高於台灣的大學。) 

辦法： 

1. 躋身世界百強之列與培育人才，首重師資。前清華之父“梅貽琦”曾說“大

學者，非大樓也，大師謂也”。當年的北京輔仁靠的是北大來兼職如大師

級的胡適、沈兼士教授的兼課及國外聘請的外國或海歸的教授。 

2. 提升教學水準、鼓勵系院出版專業學術性刊物，建立國際學術性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 

3. 與母校的姊妹校大學如耶穌會的喬治城大學、聖母大學、波斯頓學院等國

際知名大學交流、交換學習、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4. 加強軟、硬件設施及學生就業輔導。 

討論： 

1. 黎建球校長說明： 

將來因附設醫院的成立，能使論文的發表大大提升。這可以從台大的

例子看出：若將台大醫院的論文抽出，台大的排名將是全球約四百名。台

大因為有台大醫院，而使它能排名在全球百大之內。 

醫院是練習最好的場所，有別於台大醫院距離校本部校遙遠，學校堅

持輔大附設醫院必須設置在學校旁邊，使醫院的老師及學生皆能完整的屬

於輔仁大學，共浸於校園的氣氛之中。 

本校特別重視人文醫學，因此在安排醫學院學生住宿時，絕對不會把

同系的學生安排在同一間宿舍，由此一來學生間更可以互相學習和感染學

習的氣氛。 

為了讓輔大不論未來政府教育政策走向為何，更具有競爭力，做了少

收 1/3的學生，但多增收了境外生(外籍學生、陸生等一流的學生)的決策。

今日，因招收大陸一本線的學生，使的學內師生受到刺激更為精進。除此

之外，目前也陸續在使 200多所姊妹校間的合作和交換學生的機制更為良

善。 

另外，本校為台灣少數能連續 7年獲得教學卓越獎的學校、獲得教育

部補助服務學習第一名(2100萬)、以及北區志工大學的示範學校。未來，

輔仁的願景是─歡慶 100歲生日時，本校排名已進步到全球 200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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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科系排名於全球 100名之內。為此，特別培育幾個科系，使其排名和

實力慢慢攀升。然而在推行校務上更是需要校友最大的支持，希望學長姐

們能時時給予鼓勵和幫助。 

2. 美國達拉斯校友會吳光昱榮譽會長建議： 

為協助提升系上競爭力及因應母校在台復校 50周年校慶，系上同學在

一次的餐敘，發起了送給物理系 5年 500萬研究基金的計畫。另外，本人

於校慶期間拜訪物理系系主任，特別建議系上建立以畢業 40年的班級為

主，捐給母系教育發展基金的傳統。 

 

決議：提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案 由 ： 邀請各位校友參加餐敘共融活動，提請討論。 

提案人：上海校友會林崑輝會長 

說 明 ：  

1. 首先為感謝各位學長姐於去年上海年會給予大力的支持並積極的參與。更

重要的是為了感念校長為大家、為母校的付出。最後，為感謝陳致遠總會

長於任內苦心經營校友總會，因此訂於明日(12/4)中午在校友黃譓宇學姊所

經營的餐廳─新莊晶華亭設宴招待各位校友一同用餐，希望大家都能撥冗

出席。 

2. 上海校友會將於 12/23舉辦聖誕晚會及校長的辭行會，歡迎大家及眷屬熱烈

參加。 

 

決議：提案通過。 

 

七、總會長交接 

一、 頒發校友總會第四屆蔡秀美總會長聘書 

二、 授予會旗 

三、 印信及地球儀 

四、 致詞 

1. 第四屆總會長致詞-蔡秀美總會長致詞 

從歷屆總會名單可見，我是唯一擔任總會長的女生，實感榮譽且感謝大

家的提攜與承讓。 

首先，在此特別感謝校長為母校的奉獻。在這八年間，本人見到校長奉

獻所有的心和力，為此感到無比的敬佩和感動。未來我將循著校長的步伐，為

母校、為校友會努力付出，也請各位校友能一起努力付出。 

在這邊要誠摯的邀請各位一同參與明年由北加州校友舉辦的 2012 年年

會。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很感謝北加州的校友們，含歷屆會長(21屆~27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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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 20 人返回母校來邀請各位以及於返校期間積極參加一系列的校慶活動。

因此，請大家一定要踴躍參加。另外，亦要感謝我先生和一雙女兒對我的支持

及對於母校活動的熱情參與。 

最後，希望大家能在未來對於校友總會的運作上給予指教，踴躍參與活

動並給予母校最大的支持和協助，謝謝各位。 

2. 第四屆候任會長致詞-陳立恆候任會長致詞 

很開心可以與各位一起參與學校的事務，同時期待未來能繼續和卸任後

的校長學習。最後，實在是很感恩，能有機會為母校付出，讓我們有機會飲水

思源。體認學校所教導的真、善、美、聖，讓輔大在我們的努力下發光發熱。 

3. 第四屆榮譽總會長致詞-陳致遠總會長致詞 

謝謝各位在這兩年內的支持，請大家在未來給予蔡秀美總會長大力支持。 

雖然本人和校長一起卸任，但服務仍不間斷，歡迎各位能繼續不吝支持與指教。 

 

 

八、唱校歌 

 

九、合照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