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4 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 14：00~16：30
地點：香港沙田麗豪酒店洋紫荊廳
出席人員：共 140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立恆總會長、黎建球榮譽總會長、吳東亮榮譽總會長、陳致遠榮譽總會長、
蔡秀美榮譽總會長、齊偉能候任總會長、陳沛廣亞太澳地區副會長、吳紀美
辦公室主任、郭杉妮助理。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陳致遠理事長、陳立恆副理事長、張喜會校友、馮思民校友、林淑玲校
友、沈榮洲校友、陳貴糖校友、王絮清校友。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蔡秀美榮譽會長。
《美國達福校友會》翁筱玲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區美珍校友、 丘兆傑校友、廖景超校友、
鄧子峰校友、盧慧棠校友、周志豪校友、林紹奎校友、李玉旋校友、楊鴻坡
校友、李崇慧校友、陳漢華校友、莊德馨校友、徐婉儀校友、崔致和校友、
黃國文校友、李昀珊校友、朱樹灼校友、羅延年校友、梁榮志校友、梁大佑
校友、陳錦鳳校友、何慧儀校友、任治平校友。
《澳門校友會》王國強會長。
《北京校友會》郭津雲校友。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會長、林崑輝榮譽會長、黄建中秘書長、黃哲彥校友、林昇宏校友、蔡
明安校友、陳慶鐘校友、曾怡霏校友、黎源卓校友、李郁梅校友、林良蔚校友、
李俊霖校友、李智偉校友、林弘彬校友、陳玫琪校友、唐祚國校友、郭洹希校
友、簡育俊校友、陳本怡校友、郭立中校友、陳孟寧校友、楊素清校友、張拿
珠校友、鄭嘉芳校友、邱維堅校友、郭薴襄校友、李逸宣校友、鐘煒凱校友、
謝銀玲校友、鍾震寰校友、徐羅生校友、周黃宏校友、歐陽翠玉校友、徐淑敏
校友、李贊美秘書。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張紫燕校友、陳小慧校友。
《菲律賓校友會》齊偉能會長、蔡孟儒秘書長。
《馬來西亞校友會》陳曉娟會長、張秀珍校友、李欽鑾校友、陳曉芙校友、莫秀英校友、
邱美玲校友、黃章添校友、陳桂花校友。
《台北市校友會》王鎮華理事長、尹乃菁校友、蘭萱校友、李艷秋校友、邱大環校友、林德明
校友、江孟蓉校友。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理事長、羅英弘總幹事、王絮清校友、黃譓宇校友、陳玉翎校友、
黃宏進校友、 康彩華校友、林大偉 校友、李文中校友、 吳麗雪校友、
竺麗江校友。
《台中市校友會》王錫鎮副理事長、周傑校友、周智麟校友。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林梅瑛榮譽理事長、黃德強榮譽理事長、黃龍校友、林溪祥
校友、方燕玉校友、邱明助校友、劉明潭校友、林仁智校友。
《德文系系友會》林淑玲會長、蔡珍妹校友、蘇庭嘉校友、韓怡靜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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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進修部英文系系友會》李秀超會長。
《家政/生科/兒家/餐旅系友會》陳筠安會長。
《婦女大學聯誼會》徐阿梅會長、陳春英校友、王玉琴校友、鍾秀卿校友、黃玉芳校友、陳羅
承潔校友、林香蘭校友、鄭李麗香校友。
《各地區校友》王永森校友、張聞校友、張欽棟校友、林婉玲校友、陳昭蓉校友、王如男校友、
黃絹絹校友、劉紹希校友、吳明謙校友、吳美凰校友、何詠儀校友。
列席貴賓：共 19 位 (如下)
《輔仁大學校內師長》江漢聲校長、黎建球教授、陳榮隆行政副校長、周善行學術副校長、魏
中仁主任秘書、王英洲學務長、教務處高義芳副教務長、教育學院楊志
顯院長、外語學院賴振南院長、管理學院許培基副院長、陳福濱教授、
洪啟峯教授、稽核室莊幸恵主任、公共事務室吳紀美主任、公共事務室
張榮盈組長、圖書館閱典組林秀娟組員、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陳慧君
秘書、附醫籌委會募款專責小組尤姵文執行長、醫籌委會募款專責小組
李孟錡組員。
主席：陳立恆總會長
記錄：郭杉妮
一、主席致詞-陳立恆總會長
各位榮譽總會長、校內師長、會長及校友，大家好。首先要感謝我們香港校友會的沛
廣會長，辛苦籌辦此次年會，能夠同聚在一起真的很開心，輔大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傳承、
交流、分享，先和大家分享統一集團前任總裁林蒼生寫的「總裁-文思修」
，要檢驗一個企
業，要用身心靈檢驗，「身」為財務報告表，對企業是資產負債，從這裡就知道身體哪裡
有問題; 「心」指的是企業文化，大家有共識的時候，文化就會不一樣，工作效率會增加
很多，代表著同心同德; 「靈」跟身心是結合在一起的，靈就是起心動念時的使命感。校
友會最重要的是傳承、交流跟分享，我想我們都做得很好，但是校友會還有一個使命，除
了傳承和分享之外，還要協助我們校務的發展，最近學校醫學院正在興建，江校長一直在
努力，所以我們要協助學校發展校務，我們希望校友會不只是很狹隘的只愛我們自己學
校，也願意去參與社會活動，謝謝黎前校長把校友會創立起來，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祝
福大家這幾天在香港玩得開心之外，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謝謝大家。
二、貴賓致詞-江漢聲校長
大家午安，輔仁大學是台灣的私立綜合大學，可是在我心中，它是全台灣獨一無二的
大學，因為校友有非常強的凝聚力，與其他大學校友會極大不同，未來希望校友會能夠擴
展到更多的地方，今天最感謝的除了立恆總會長之外，再來是香港校友會的陳沛廣會長，
大家都知道他為了這次的年會，盡心盡力。
兩年後，全球校友總會年會將在菲律賓舉辦，不過在此之前，希望大家先回輔大一趟，
因為明年是創校九十週年，輔仁大學有非常長久的歷史，明年也希望各位來參加學校舉辦
的全國大專運動會，在這裡，代表學校跟各位學長學姊們說聲「謝謝」，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要把學校變成全台灣最好的私立大學，我們要共同努力，在這裡誠摯祝福各位三天能
非常開心，也希望各位闔家平安，事業順利，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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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榮譽總會長致詞
(一) 黎建球榮譽總會長
總會長、校長及各位親愛的學長學姊們，大家好，我是唯一沒有做過會長的榮譽
總會長，因為他們的厚愛加給我榮譽的頭銜，非常謝謝各校友會的熱心，從紐約開辦
全球校友總會年會第一屆到現在，已經舉辦五次了，第一次，我們人不多，有兩百多
人參加，此後也都是維持這樣的規模，例外的一次是在上海，參與的人數多達四百多
人，希望後年在菲律賓能夠創新紀錄。在此，謝謝各位會長的努力，也特別感謝香港
校友會的安排，剛剛立恆總會長提到身心靈，我完全同意。在學校裡面也曾經跟同學
們提過，身體要健康、心裡要成熟、靈魂要美麗，因為輔仁精神—我們的校訓是真、
善、美、聖，謝謝各位！
(二) 吳東亮榮譽總會長
立恆總會長、江校長、黎前校長及各位學長姊、學弟妹大家好，很高興來參加 2014
年全球校友總會香港年會，2006 年我在校長的督促下擔任了第一屆全球校友總會的總
會長，承前校長所講，我們已經有五次在海外舉辦全球年會，當時訂了一個不成文的
規定：雙數年年會在海外，單數年回到台灣，所以目前總共舉辦五次海外年會（包括
紐約、科隆、上海、舊金山、香港），而第六次將會在菲律賓，希望會有非常多人參
加。起初輔大全球只有 25 個校友會，現在已有 39 個，中午吃飯的時候，陳正吉會長
特別希望候任會長努力增加校友會數量、超越先前水準，希望在江校長和總會長的領
導之下讓學校能夠繼續發展，校友會能夠繼續成長，謝謝大家！
(三) 陳致遠榮譽總會長
校長和各位榮譽總會長、會長以及校友，大家午安，這一次香港年會承蒙香港的
所有校友熱心準備，很高興加入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因為一旦加入即為終身，難得共
聚一堂，希望這兩天的活動大家都能夠開心。所有事情與時漸進，希望我們校友會會
務也能如此，全球校友總會已經從最初 25 增加到 39 個單位，世界各地的分會，成長
率超過百分之五十，希望在「量」的成長之外，「質」也能增加，謝謝大家！
(四) 蔡秀美榮譽總會長
立恆總會長、黎前校長、江校長、東亮學長，1992 年黎前校長從舊金山帶我回到
學校去，那時候畢業二十年，跟著東亮學長一直從第一屆、每個活動一路過來，我是
目前唯一當過總會長的女性校友，各位女校友加油，女性美麗又能幹，希望下次可以
看到一位女性總會長。我們主要的是要讓大家知道，輔大校友是多麼團結，我們要為
學校多做一點事，我想大家都很愛我們的學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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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4 年全球年會籌備會統籌致詞-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各位校友們午安，首先感謝整個香港團隊以及幾位校友的辛勞，再來希望大家支持下
一個團隊-菲律賓校友會，2016 年和輔仁大學的各位校友一同去菲律賓，謝謝大家！
五、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13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六、工作報告
吳紀美主任報告(詳見會議手冊資料)。
(一) 國外校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8 月活動表。
(二) 國內校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8 月活動表。
(三) 各系所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8 月活動表。
(四)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13 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14 年經費收支總表。
七、各地區校友會會務介紹
(一) 台北市校友會-王鎮華理事長：
校長及各位學長姊大家好，今年台北市校友會宗旨除了加強會員間的聯繫外，還
有一個目標即是將校友會活動結合公益，希望大家不吝惜幫忙。謝謝各位！
(二) 新北市校友會-江恵貞理事長：
本人之前擔任板橋市長，現在則是立法委員，首任理事長和第二任理事長是 70
年化學系畢業的林志嘉學長，第三、四屆是輔大大傳系畢業的周錫瑋縣長，現在即是
本人擔任新北市校友會會長。接下來的投影片是新北市校友會舉辦過的活動，首先是
會長交接時，感謝副校長做見證，再來第二次會員大會感謝江校長、副校長及主任親
臨指導，最後感謝新北市校友踴躍參加台南爬山活動…等，謝謝大家！
(三) 台中市校友會-王錫鎮副理事長：
總會長、校長和黎前校長以及各位學長姊大家好，因為台中市校友會去年才向社
會局登記成立，因此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承蒙沛廣會長的幫忙，我們已經與香港
校友會結為兄弟會。今年 10 月 25 日，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即將在台中舉行，
歡迎各位前來共襄盛舉，我們會努力主辦、好好安排，謝謝大家！
(四)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
陳總會長、江校長以及各位榮譽總會長、校友們大家好，首先感謝各位對高雄氣
爆的關心。高雄市校友會於 1985 年成立，至今將近 30 年。創會者為林梅瑛理事長，
至今本人為第五屆理事長，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們一直希望有年輕人能夠接棒。黎前
校長建立校友會，江校長蓋起學校的醫院，校友會的使命就是幫助學校，所以高雄市
校友會會盡力完成一切，最後代表高雄市感謝各位！

4

(五) 澳門校友會-王國強理事長：
江校長、黎校長以及各位校友大家好，澳門市校友會於 2002 年成立，目前在澳
門的校友總共有七百二十幾位，每年平均有 70 到 80 位同學到輔仁升學，2009 年開
始每年有四十幾位畢業生回到澳門，大部分澳門校友都從事公務員工作，收入穩定。
校友會每年六月定期舉辦籃球比賽，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行列，謝謝大家！
(六)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校長、總會長以及各位校友大家好，香港校友會於 1959 年成立，為台灣大專院
校第二個成立的校友會，第一個則是政治大學，比台大校友會歷史還要久，畢業校友
約有三、四百人。今天是我們香港校友會最大的活動，好好享受，謝謝各位。
(七) 上海校友會-陳文偉會長：
江校長、立恆總會長以及各位學長姊大家好，上海校友會第一屆創會會長為陳福
川學長，崑輝學長為第二、第三屆會長，而我則是第四屆會長，上海校友會人數眾多，
明年六月，我們將迎接第一批大陸畢業的同學，加入上海校友會，目前輔大是全台陸
生最多的學校，同時也是第一志願學校，我想未來開放後，情況依舊如此，大陸學生
到台灣去，即是希望有好的就業機會，上海校友會與許多台商都在思考如何結合眾人
力量，來幫助有心到中國大陸發展的校友，我們會盡全力協助和服務。另外，每一年
上海校友會的傳統活動就是中秋烤肉，希望這樣的傳統能一直延續下去，謝謝各位。
(八)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總會長、江校長和黎校長以及各位學長姊大家好，新加坡是一個精緻的小島，如
同新加坡校友會，新加坡校友會於 2008 年成立，目前約有三十多個校友，也代表明
年即成立五週年，我們將有慶祝活動。過去每一年，我們都會做一次社會活動，像是
去老人院關懷老人，不過最近兩年，我們開始服務弱勢族群，輔仁大學在新加坡大部
分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校友，他們普遍到新加坡教育界服務，明年慶祝活動希望邀請校
長以及各位會長一起共襄盛舉，謝謝！
(九) 菲律賓校友會-齊偉能會長：
總會長、江校長和各位榮譽總會長及學長姊大家好，菲律賓校友會於 2010 年成
立，校友一共有十位。首先，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所以很多神父、修女到台灣進修，
許多人現在也是我們的榮譽校友，人數達千人之多，並且在當地擔任非常重要的職
務，因此我們榮譽校友陣容龐大；再來要說明輔大與菲律賓的歷史因緣，當初從北京
撤校時，輔大很多神父兵分兩路到菲律賓與台灣，例如耶穌會和聖言會即在菲律賓十
幾年，因此學校老一輩的神父、師長對菲律賓非常熟悉。最後，和各位說明 2016 年
在菲律賓舉辦年會的安全問題，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人民非常友善熱情，希望各位
能夠放心並且全力支持，祝福此次年會圓滿成功，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
家！

(十) 馬來西亞校友會-陳曉娟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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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總會長、江校長和黎校長還有各位學長姊大家好，我從 2012 年接任會長
至今，承蒙各位學長姊鼎力相助才能完成許多工作。首先，2012 年接任後，隨即開
始招收新校友，最後找到八十五位，增加百分之五十六，接下來為了增加校友聯繫，
於是發行輔大快訊，至今總共發行一百七十三封的輔大快訊，快訊包含輔大的訊息和
僑友會訊息，主要透過電子郵件發送；再來，我們建立校友通訊錄與校友會臉書以及
校友會獎學金，每一年我們都會辦講座會，主講者舉凡工商界教授、馬來西亞當地婦
女團體…等。同時每年都會有年會，讓北馬和南馬的校友們聯繫，希望能夠為大家做
更多事情。馬來西亞校友會必須招收馬來西亞學生，去年，我們安排了一個輔大參訪
團，今年，國際生辦事處說報名率和錄取率都有增長，在此感謝校長以及母校的支持；
最後，今年 11 月 15 日馬來西亞校友會舉辦「十週年宴會—輔大之夜」，希望能請到
陳立恆總會長演講及在座各位能撥冗參加，謝謝大家！
(十一)

美國達福校友會-翁筱玲會長：

總會長及各位親愛的學長姊大家好，我剛上任不久，因此很多地方需要學習。今
年九月份，我們要舉辦達拉斯博物館之旅，有機會在博物館裡面過夜，希望台灣或者
各地的校友會能夠前來達拉斯，彼此互相交流。也希望能夠和優秀校友以及會長學
習，謝謝各位！
八、提案報告
(一)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擬增修「全球校友總會章程」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明：
1. 第十三條修訂之由為期望讓更多熱心校友參與校友總會業務，貢獻一己之力。
2.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章程修訂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第十三條

修訂後條文
第十三條

說明

1. 於 102 年 12
月 7 日輔仁大
候任會長選舉辦法：
候任會長選舉辦法：
學全球校友
一、 輔仁大學歷任及現任各分會 一、 推薦及選舉候任會長者應為會員。
總會 2013 年
會長(理事長)為當然候選人。 二、 候選人資格必須由各該所屬校友
年會討論之
二、 推薦候任會長者應為輔仁大
會或系所友會推薦。
結果。
學現任各分會會長(理事長)。
1. 輔仁大學歷任及現任各分會會
三、 選舉候任會長者應為輔仁大
2. 備註：「會員」
長(理事長)。
學現任各分會會長(理事長)。
定義請參考
2. 曾任輔仁大學之歷屆傑出校友。
章程第三條。
3. 熱誠參與校友會會務或系所校
友會會務者。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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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由：召開 2016 年年度會議開會時間及地點，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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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2016 年年會由菲律賓校友會承辦，預計於 2016 年 11 月份舉行。
(三) 案由：各校友會組隊參加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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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103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及校友組趣味競賽訂於 103 年 12 月 6 日(六)舉行。
2. 103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相關日期如下：
a. 103 年 12 月 1 日：聖誕點燈。
b. 103 年 12 月 5 日：103 學年度校慶感恩典禮暨慶祝晚會。
c. 103 年 12 月 6 日：103 學年度校友返校日、校慶園遊會與校友組趣味競賽。
3. 請討論本會會員是否參加校友組趣味競賽，以及參加方式：
a. 校友總會會員組成一隊參加。
b. 校友總會各校友分會分別組隊參加。
決議：b 案，校友總會各校友分會分別組隊參加，後續事宜由公共事務室與各校友聯繫。
九、臨時動議
一、案由：輔仁大學創校九十週年校慶
提案人：全球校友總會黎建球榮譽總會長
說明：明年是輔仁大學創校九十週年的紀念，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我們希望全球
的校友，全心全力來參加，所以，我建議學校開始辦籌委會時，把校友會放在
籌委會委員裡。
決議：這是建議動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分享社會參與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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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全球校友總會陳立恆總會長
說明：我們希望校友總會在傳承、交流、分享之下，不只是支持校務發展，希望我們
做一些社會參與的工作，所以當時一年前，我還沒有接任總會長的時候，秀美
榮譽總會長說，是不是可以成立校友總會專戶基金，她在舊金山跟我提出來，
我回到台北跟東亮榮譽總會長及致遠榮譽總會長通電話談過，是不是我們四個
每人就先捐一萬塊美金當基礎，拋磚引玉，結果他們都同意，沒有人反對，我
們有一個校友總會專戶基金比較好做事情，讓將來有能力的校友來當總會長，
就不會因為自己口袋不夠深，失去機會有點可惜，說不定他辦得比我們更好，
先有一筆基金，然後我們有一個願景，可以傳承、交流、分享，照顧到周圍至
整個社會，江校長同意，等學校灼炤館整修完畢後，有一個空間，建立校友總
會辦公室，有自己的組織，我們就不會掛在學校公共事務室吳主任底下，是一
個比較獨立的校友總會，這就是我們會長聯誼今天早上所做的一個決議。
決議：原則上照案通過，並由校友總會辦公室做後續追蹤處理。
三、案由：報告校務發展
提案人：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
說明：校務發展報告有兩大點，第一是學校發展，第二則是論文成果。
學校發展方面，首先，輔大發展出評鑑會議，全國大專院校有自評會議的不多。
舉例而言，輔大醫學院通過學校的評鑑，成立至今十二年，醫學系已被全世界
認證。再來則是體育，輔大體育系現有八百位體育專長學生，最強項是游泳和
舉重，台灣有名的電影 KANO，主角就是我們學校棒球隊的隊員--曹佑寧，最
近舉重的世界冠軍郭信恆也加入輔大，各種球類運動表現也非常好，例如:足
球第二名、排球第二名以及籃球第三名，因此我們會繼續重點發展體育項目。
明年，我們會主辦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希望體育系能爭取到很好的名次，請
大家支持我們的學校以及運動會圓滿成功。
論文成果方面，從 2010 年起論文數量直線上升，目前是全國綜合私立大學最
多，一年大概含 SCI、SSCI 有五百六五篇，世界前五百大，證明輔大在學術研
究方面也不錯，現今目標是超越公立師範大學。輔仁大學陸生比例居全台之
冠，研究所比例全國第一，報到率接近百分之百，希望所有陸生能找到好的工
作。接著是企業評比，輔大不管是研究所或大學部都位居前幾位。國際化也是
學校的指標之一，不管是國內或國外交換生，都呈現高比率增長，而這些成果
仰賴的是各學長姊的支持，學生在異鄉，人生地不熟，許多都依靠學長姊的幫
忙。台灣現在面臨少子化危機，學生人數銳減，低分即可上大學，但是輔大依
舊維持一定水準，大學部報到率高達百分之九十，碩士班和博士班也保持的不
錯。感謝香港、馬來西亞和澳門對於僑生的照顧，許多僑生都很想加入校友會，
希望校友會能大力支持。謝謝各位！
十、合照
十一、 唱校歌
十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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