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6 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 15：30~17：30
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希爾頓逸林飯店
出席人員：共 61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沛廣東北亞地區副會長、陳正吉東南亞地區副會長、吳紀美辦公室主任、
吳惠卿助理。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江惠貞副理事長、李艷秋理事、張喜會理事、林德明理事、蔡瑞彬理事
蔡政勳理事、馮思民監事、林淑玲監事。
《歐洲校友總會》楊嫚妮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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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慧校友、陳漢華校友。
《澳門校友會》羅耀新校友。
《日本校友會》吳炯麟會長、張淑貞校友。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張紫燕校友、陳小慧校友、謝慧婷校友、盧日權校友。
《上海校友會》王金煌會長、陳文偉榮譽會長、楊素清校友、鐘煒凱校友、徐羅生校友、
陳啟文校友、陳昭蓉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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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理事長、黃譓宇校友、劉鳳貞校友、黃郁芩校友。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黃龍校友、蔡政勳校友、陳慧校友、張金南校友、陳秀蓉校
友。
《婦女大學聯誼會》莊月霞校友、葉虹均校友、張秋香校友、陳羅承潔校友、石小玫校友、
林淑惠校友、林秀娟校友。
《各地區校友》沈春華校友、蔡怡慧校友、許正蕾校友、梁玉珊校友、郭錦榮校友。
列席貴賓：共 13 位 (如下)
《輔仁大學校內師長》江漢聲校長、陳榮隆行政副校長、李天行國際與資源發展副校長、國際
及兩岸教育處李阿乙國際教育長、研究發展處王素珍研發長、研究發展
處李憶菁副研發長、校務研究室崔文慧執行長、總務處李青松總務長、
外語學院賴振南院長、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鄭靜宜主任、
公共事務室吳紀美主任、資金室陳杰昇主任、國際與資源發展副校長室
戴一棻秘書、公共事務室林曉音組員。
主席：陳曉娟總會長
記錄：吳惠卿
一、主席致詞-陳曉娟總會長
校長、陳副校長、李副校長、紀美主任、各位會長、各位學長姐，大家好!今天一日
遊的行程大家還滿意嗎?希望今天都玩得愉快!我非常榮幸站在這邊，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校友組團來到馬來西亞真的非常感謝!有遠從美國、歐洲、日本、香港、新加坡、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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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校友會，感謝各位學長姐不遠千里而來，由於對母校的情感讓我們相聚在這裡!謝
謝大家!
今天年會我們有一些事要討論的事項，馬來西亞校友會在這次承辦 2016 年會希望大
家都非常滿意，對於會議中的討論希望大家集思廣益，歡迎大家提出來。我想，大家都期
待今晚的晚宴，在此我就不多說，讓會議正式開始，謝謝大家。
二、貴賓致詞-江漢聲校長
謝謝曉娟總會長，也謝謝從各地來的輔大校友！今天非常感動，就像我們身上穿的
T-Shirt 寫著「情牽輔仁 啟航大馬」這是學校新的開始，每次全球校友總會年會都有這麼
多校友參加，這次尤其難得的要非常感謝馬來西亞校友會在陳總會長的帶領下，在短時間
內將這次年會活動辦起來，這次會有三百位參加今天的年會晚宴，曉娟總會長非常用心的
籌劃，打破上次在香港兩百多位參與者的紀錄，也表示我們輔大校友會也越來壯大!
在此也想跟各位校友報告，學校最近有非常多的建設在興建，明年是輔大醫院的開
幕，預計是在七月但可能往後延，可以再討論明年的全球校友總會年會是不是也配合參觀
附設醫院的開幕，邀請大家回學校到新醫院走走，欣賞許多美麗的建築藝術設計，將明年
年會搭配參觀新醫院的想法提供給大家。此外，目前即將完成的是外語學院新大樓，還有
正要施工的現代化的學生宿舍-宜聖，另外還有一個三星級的學校旅館，是與一家體育系
校友開的華國飯店合作，以後校友返校就可以直接住學校旅館，解決了各位返校的住宿問
題；我們也和義美合作了一家食安餐廳-理園餐廳，返校時可以去吃些小吃美食；接下來
也籌劃理工學院大樓，興建新教室。現在學校附近因為有了捷運交通較便利，到台北市只
要 20 分鐘，而未來醫院的交通也會因為有機場捷運變得相當便利。
在此也特別向大家宣傳，附設醫院是以有靈性的醫院為宗旨，所以我們在招募服務性
志工以及關懷志工作培訓，希望能讓病友得到更多的關懷與照顧，朝輔仁大學真善美聖精
神努力，在此也代表學校感謝各位校友一直關心輔大，凝聚向心力，希望未來學校能夠更
好，能讓校友增添一些光彩，誠摯的歡迎各位隨時回到學校，謝謝各位!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15 年年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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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8 月活動表。
(二) 國內校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8 月活動表。
(三) 各系所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8 月活動表。
(四)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15 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16 年經費收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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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地區校友會會務介紹
(一) 馬來西亞校友會-陳曉娟會長
先從介紹馬來西亞校友會開始，我是 2012 年 7 月 1 日開始接任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
當時會員 152 名，校友會成長很快已經達到 320 名，成長了 110%，這也是我努力的目標之
一，因為我覺得有人才有力量，第一部分是和馬來西亞校友會先共同號召尋找新會員，第
二部分就是出版「輔大快訊」
，至少每一週寄出一篇輔大快訊給校友，至今已出版 240 篇，
內容是特別彙整母校最新的訊息、僑委會訊息，以及就業機會訊息，以電郵寄給會員，正
因為此，校友對於校友會更加肯定而入會。另外，每年至少舉辦三個活動，輔大之夜、南
馬北馬輪流聚會連繫感情、講座會及研討會，也參與教育展協助母校招生，以上皆是目前
馬來西亞校友會的工作範圍，這幾天亦有了新想法，未來兩年馬來西亞校友會目標將走出
去和世界各地校友會交流，初步已選定到日本，須請日本校友會協助準備安排，若回台灣
就到各縣市校友會聯誼，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二) 歐洲校友總會-楊嫚妮總會長：
接在會員數眾多的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後報告，倍感壓力，但各地校友會特色因地
制宜，歐洲地區校友會人數比不過亞洲及美洲地區，接下來為大家介紹歐洲區校友會情況。
今年 3 月 13 日成立歐洲校友總會，江校長親自前往德國見證成立大會，成立歐洲校
友會是以聯絡僑居在歐洲各地區的校友們, 加強對母校的情感並傳承輔大真、善、美、聖
的校訓。更希望未來在義大利以及北歐地區(丹麥、瑞典、挪威、芬蘭)都能成立校友會。
目前歐洲校友會有六個分會，分別是法國、英國、荷比盧、西班牙、德國、奧地利。
 奧地利輔大校友會於 2004 年 5 月 8 號在奧地利創立，會長為陳字熙、副會長為黃錦
雪，目前包括校友以及老師共有 23 位成員， 不定期舉辦校友聚會。
 法國校友會自 2006 年 1 月 16 日成立以來，經過第一任、第二任會長，鄒明智與姜秀





筌學長夫婦多年來對校友會任心任力，團聚了旅法的各代校友，在花都形成了鞏固的
核心。除了念茲母校情誼，不忘根本，更是鼓勵校友融入法國社會，做個頂天立地的
華裔法人。新任會長胡潔雯，極力推展各類藝文活動，目前已用臉書成立校友會的社
團，除了以電子信件通告校友，且定期在社團上公告巴黎的各類活動，以便校友們共
襄盛舉。除了不定期的舉行活動外，還會舉辦每年一到兩次的聚餐。並會時時提供校
友們各類的藝文訊息，以達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做個身心快樂的輔仁人！！
英國校友會於 2011 年英國倫敦成立，於 2011 年至 2016 年正式成立期間，以招募
校友及廣納人才為主要目標。校友會正式成立之後,將持續招募英國地區的校友,並凝
聚校友意識,建立完整校友互聯網,讓同樣在英國讀書、工作打拼的校友們能夠互相扶
持,建立完善的體系,以回饋母校。未來短程目標以開拓多元化聚會及廣納各年齡層及
眾多傑出校友加入校友會組織。期望能將母校的精神在英國發揚光大且世代傳承。
2016 年 7 月由陳慕方首任會長交接給張哲瑋會長。
荷比盧校友會成立於 2010 年 3 月 25 日, 目前共有校友十二人。首任會長陳嫦娥為英
國語文學系 1989 年班畢業。此次歐洲校友會成立時，欣聞母校將推展國際化。荷蘭
分會多位校友都在歐洲大學留學並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熟識荷比盧多所大學。
本分會未來將積極聯繫荷比盧數所大學，為母校國際化義務推廣及聯絡，希望能為母
校國際化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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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校友會於 1998 年 11 月 14 日在 Mosel 河畔的小城 Kobern 成立。
2000 年 08 月德西萊茵(科隆、杜塞道夫、波昂)校友會成立，首任會長 楊嫚妮，繼任
會長 黃淑娟，前任會長 蘇真慧，現任會長 彭菲菲；
2001 年 11 月德東(柏林)校友會成立，首任會長 陳麗俐；
2002 年 09 月德北(漢堡,布萊梅)校友會成立，首任會長 沃連珠；
2003 年 10 月德中(法蘭克福)校友會成立，首任會長 高晴宏；
2003 年 12 月 德南(慕尼黑, 斯圖加特)校友會成立，首任會長 周智林。
2015 年 3 月 8 日於柏林食品健康研討會，輔大德文系校友合照。包括駐德大使陳華玉,
公使谷瑞生, 駐德代表處新聞組沈文強, 經濟組楊禮騰。
2015 年 4 月 25 日德文系校友楊櫻鳳帶領幾個德文系校友去聖言會發源地。
拜訪法文系和德文系前系主任古怡心修女。＊Steyl 修道院村位於德荷邊界,現劃歸於
Venlo 市。位於 Steyl，聖言會創辦的第一座教堂 St. Michael。輔大經營者聖言會之
創辦人德國神父 Arnold Janssen 的照片和棺木。拜訪古修女，特來致敬，沒有他們
沒有今天的輔仁大學。
2014 年年初萊茵台北中文學校的葉莉老師開始構思想要舉辦一次具備教育意義的郊
遊。於是在古修女的安排下，中文學校的學生、家長以及老師們得以拜訪住在 Steyl
修道院村的三位德籍修女。古修女、鄧修女和舒修女，分別在台灣服務了 38, 46 和
56 年。雖然她們是德國人, 但是修道院的人都稱她們是「台灣修女」!古修女在台期
間一直在輔大擔任教師, 鄧修女和舒修女分別在基隆天主教幼兒園和奮起湖天主教
會服務。
「從輔大開始，臺灣的教育界與德國有著非常特殊且深刻的緣份。許多德國人在臺灣
生活、工作、甚至奉獻一生。他們也許在臺灣默默無聞，但是卻為臺灣做了許多的事

情。在德國的輔大人，也期許自己能過成為臺德之間的橋樑。讓德國人認識臺灣、讓
臺灣人認識德國。」
2018 年年會被任命在歐洲舉行，我會盡力去完成，時間地點尚未確定，待我與歐洲
區各校友會討論後再與大家宣傳。歐洲區校友會是不同於擁有廣大校友成員的校友會風
情，請各位期待體驗不同國情的年會活動!謝謝大家!
(三) 美國達福校友會-翁筱玲代表：
我剛從美國達拉斯達福分會卸任會長職，在卸任前，我特別驕傲的一件事是去年有越
來越多輔大人來到達拉斯新設立的大學，讓原有 50 位會員，透過臉書宣傳不定期辦了許
多活動後，新增了 30-40 位會員，在上次李副校長來美國時也有許有會員前來聚會，我們
會繼續加油努力，有任何事需要我們做的都可以提出，我們會盡心盡力為學校奉獻! 另外
補充說明，我是位說故事家，接下來因應美國各地故事節會舉辦活動，誠摯邀請大家到達
拉斯來!我們會熱情迎接大家!
 辦公室主任-吳紀美補充：今年巴西奧運台灣獲得一面金牌兩面銅牌，其中一面舉重
銅牌是我們輔大體育系四年級生郭婞淳同學，而在去年 11 月到休士頓參加世界錦標
賽時，學校就連絡美國休士頓校友會當地的學長姐前往比賽為她加油，也請學長姐協
助安排接風、住宿、交通等，讓她可以全心比賽無後顧之憂，當時獲得了銀牌!這次
我們也非常開心，輔大創校 90 年來第一面奧運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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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聲校長補充：
眾所皆知我們輔大以體育為強項，以前與文化大學不分軒輊，曾幾何時台灣開始成立
了體育大學後，輔大體育就沒落了，名次掉到 26 名，我當校長時亦選上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的會長，因而深感要振興輔大體育，效法歐美國家的大專院校做法，
加強各項球類校隊能力進到全國前三名，郭婞淳選手是位非常善良有愛心阿美族同
學，她將比賽獎金購買救護車捐給羅東聖母醫院，昨天剛從里約回到台北，學校組隊
去歡迎她，她也將是我們輔大形象代言人!今年全國大專運動會輔大獲得全國第五名
22 面金牌，因為我們是綜合大學，許多體育好手喜歡選讀輔大，就是除了體育外還能
學習其他專才!

(四)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校長、諸位校友先進，我是新加坡陳正吉，新加坡校友會成立六年了，是一個小國也
是校友較少的地方，不像馬來西亞有這麼多校友和僑生，不過觀察這兩年在新加坡的現
象，有許多年輕人到幣值高相對生活水準也高的新加坡去打工，也發現過去三四十位校友
大部分是從馬來西亞過去的，這些年我們找了好多從台灣過來工作的年輕校友，希望將這
些年輕人聯絡在一起，每年也定期舉行一些活動舉如團拜、慈善拜訪老人院和弱勢團體
等，九月底也組團要拜訪台商經營的蘭花園及水果園，藉此凝聚情誼，希望新進的年輕校
友能常與學校保持聯繫，近年新加坡亦吸引一些台灣的人才，包括中文系教授衣若芬，現
在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還有好幾個留美的台灣教授在新加坡任教，新加
坡教授的待遇很好，學校研發預算經費非常高，新加玻也致力將學校提升到亞洲前十名，
甚至第一名，這也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因此新加坡校友會希望能常與母校保持聯繫，
增加彼此交流，謝謝大家!
(五) 日本校友會-吳炯麟會長：
校長、師長、各位校友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紹我是六年一班的校友，在日本校友會中
我算是資深校友了，日本校友會五年前成立，我是三年前接任第二任會長，目前在名冊登
記裡，約有 58 位校友，校友會舉辦活動較常熱絡的校友約 30 位，我們也持續尋覓尚未入
會的校友。我是第一次來參加總會的年會，在前場會議中，總會長提出了連續五年出席年
會的校友可獲得「全勤獎」，想另外詢問是否有「新人獎」鼓勵新進校友？日本校友會裡
的成員都蠻年輕的，大多是短暫居留日本而又返台，目前我也鼓勵僑生和日本人到母校唸
書，未來也能成為日本校友會中的一員，另外，總會長這次也提供了一些校友會間聯誼的
想法，因為每個地區校友會風情不同，我是初次來馬來西亞，感受非常的不同，尤其是天
氣炎熱的部分，希望未來日本校友會能常有機會與世界各地校友會做交流，歡迎大家藉此
一起體驗不同的文化，謝謝大家!
(六) 上海校友會-王金煌會長：
校長、副校長、各位師長、各分會會長、各位親愛的校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來自上
海，上海校友會成立滿八年了，歷經三位會長的努力，陳福川創會會長、林崑輝榮譽會長、
以及在座陳文偉榮譽會長，上海校友會是文偉會長領導下打下良好的基礎，是崑輝會長任
內的秘書長，並成立了秘書處將校友會內的活動職責分工，創會理念是凝聚、分享和傳承，
目前在我任內即將邁入第九年，主要的職責就是傳承，目前上海校友會主要溝通平台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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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榮譽會長建立的微信群組，有主要兩大群，到目前為止群組約有 526 位校友，在群組裡
舉辦活動及報名繳費，所有活動繳費均以微信支付作業，也有許多台灣校友加入，常因為
辦活動後就會短時間內募集到更多校友加入，上海校友會因為有此組織讓校友自己主動加
入，而不需特別再做尋找校友的動作。近期也做組別合併與新增，特別提活動拓展組與學
習發展組，每個月定期舉辦兩個活動，為了掌控參加人數還限定一位校友至多攜伴一位，
經常往來的校友約有兩百位，參加年度活動約有一百五十位校友，年度三大活動為會員大
會、中秋烤肉、聖誕 party，目前已在籌畫到校友家觀賞 101 煙火跨年活動。上海校友會
希望做傳承為主旨，而也非常感謝每次協助舉辦活動的校友，工作繁忙之餘還熱心於會務
發展到凌晨，感謝曉娟總會長籌劃這次這麼盛大又溫馨的年會活動，也特別感謝學校對上
海校友會的關注，校長幾乎都會到上海參加校友會活動，我也希望在我任內這一兩年內，
能做好傳承的這份項任務，我也希望將年輕校友引入理監事會擔任幹部，組長成為理監
事，組員成為組長，希望將年輕的校友帶出來，因為上海特殊的時空背景，在兩岸交流互
動扮演著一個地位和使命感，我相信我們會做得更好，謝謝大家!
(七)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
校長、各位學長學姊，大家午安，我是香港校友會會長陳沛廣，會計系 1984 年畢業，
曉娟總會長今早的會中說是向我們學習年會活動，但從昨天第一個的活動觀察下來，馬來
西亞校友會才是我們學習舉辦年會的對象。香港校友會主要是以僑生組成，起初由北京校
友來香港成立，成員均為北京老輔仁校友。七十年代開始，香港赴台就讀僑生日漸增多，
北京老校友希望交由年輕一代接任校友會，中間一段時間沒落，經蕭國輝校友與我聯絡
上，我們一起組織校友會。每年 11 月香港舉辦年會大概約有 80-90 人參加，感謝校長每
年前來參加支持，香港校友會 7-8 月也協助母校的招生輔導，香港每年約有 50 多位僑生
到台灣讀書，另一方面也找僑生將年輕校友拉進來校友會，以 facebook 舉辦活動招募一
些新校友，早上會議中跟曉娟總會長達成共識，亞洲內的校友會互相多聯繫交流，謝謝大
家!
(八)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副理事長/理事長：
曉娟總會長、江校長、李副校長、陳副校長、紀美主任、各位學長學姐大家好，首先
我先自我檢討在今年 2 月 1 日皆在立法院擔任立法委員，之前也擔任板橋市市長，個人公
務較繁忙，我也很榮幸在期間接了新北市理事長，在組織各方面因這次與各校友會長交流
中，體認到新北市校友會還有很多發展空間，我們已經決定開始存錢，一定會參加 2018
年歐洲年會!另外，也相當讚嘆婦女大學姐姐們的表演，回台會盡快與立恆學長討論明年
的年會，將配合學校醫院開幕的籌劃，盛大歡迎大家回母校參加年度大活動，新北市也有
定期舉行年度聯誼活動，我相信仍有許多方式可以將大家聯繫一起，謝謝大家!
(九)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
今天主持人曉娟、校長、副校長、主任、各位學長、學妹，大家好，高雄市校友會去
年就承諾要組團參加今年馬來西亞年會，所以這次有 5 位校友以及 13 位眷屬參加，校友
包括常務監事也是建築業大老闆張金南、從事物聯網的蔡政勳理事、合作金庫經理陳慧、
黃龍理事為中文系畢業目前為中醫師，高雄市校友會去年改選，我連任兩屆理事長，今年
是第六屆，與大家分享經驗談，我在舉辦校友會活動有個訣竅，首先就是要讓家屬也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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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參與和了解，先將家屬的心抓住就能做好校友會活動。我已經連續參加四次海外年會，
校友會經營不容易，主要目的是幫助學校，上次校長南下參加高雄校友會活動也募到了 100
萬捐款給醫院，在六月份我已參加我們班在馬來西亞舉辦的同學會，建議學校往後也可以
透過各個同學會聚會加強募款的宣傳。目前高雄市校友會成員為 80-90 位，以 LINE 群組
宣傳與聯繫各項活動，也在 8/5 學校的鐵馬環台活動騎到了終點-高雄，董事長劉總主教
也前來為學弟妹們加油，高雄市辦了五桌招待。無論在我任內或若我卸任了，也會請下任
理事長組團參加歐洲年會，也歡迎大家來高雄，我們有沈春華榮譽校友，若參選高雄市市
長高雄市校友會絕對全力支持!
(十) 沈春華傑出校友：
謝謝總會長給我這個機會，校長、副校長、總會長，我是第一次參加海外的全球校友
總會年會，我與有榮焉，以前還自覺自己對輔大還有小小貢獻，這次才發現散居世界各地
的校友對學校的付出心力和支持比我多太多，先感謝曉娟學姐將這次活動辦得非常好，我
也代表高雄市校友會支持下屆嫚妮總會長的歐洲年會，真的充滿感激，原來世界各地都有
我們校友會的足跡，更令我感動的是校長馬不停蹄的參加世界各地校友會成立大會與年度
活動，非常感動江校長將我們輔大的凝聚力越來越擴大，團結力量大，另外，也提議校友
總會的會員都能繳交會費，以表示對總會長的支持和應盡的義務!
(十一) 李艷秋傑出校友：
曉娟總會長、校長、副校長、所有學長學弟學妹們，大家好，參加會議非常與有榮焉，
我有參加上次香港的年會，沛廣學長也花很多心思在香港年會，那次參加年會後的半夜我
們幾位大傳系校友，很難得的一起漫步在香港街頭，藉這機會找了家 24 小時的古蹟咖啡
廳談天敘舊，那是多年後系友們難得的聚會，每每回憶起這段情景都覺得特別珍貴，因為
每個人畢業後都在各自工作岡位上忙碌，有這樣的機會真是非常難得也非常感謝。
校友會的凝聚力越來越強，在我們人生最黃金的歲月裡我們擁有共同記憶，無論先後
我們可能遇到共同師長和校園裡的一草一木，這是難能可貴的緣分，我們校友凝聚一起也
要特別感謝校長，積極的到世界各地奔波，為學校付出心力和募款! 也同時要謝謝校長夫
人的支持!校友會除了互相提攜扶持，讓我們在困難的地方因有道溫暖的光罩著而不會感
到陌生，所以我們要回饋學校，這是給了我們這麼多養分的地方。
我是張思恆基金會的董事長，張思恆是位大傳系非常嚴肅的神父，第一屆系友因感念
他而成立的基金會，我們對於系上學弟妹們做急難救助、協助傳播專業領域精進及倫理增
強，其中也有大天使計畫，讓學弟妹們可以跟著大老闆做是從中實地學習，目前計畫已實
施兩年，但沒有很踴躍，我們會繼續加油，歡迎大家與我聯絡，非常榮幸參加此次活動，
2018 年的歐洲年會也會盡力排進行程中!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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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案報告
一、 第十一條修訂之由為增設各區域總會長，其選用辦法與候任會長相同。
二、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章程修訂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第十一條：本會置總會長一人、候任會長一
人、副會長若干人。
一、 第一屆總會長、候任會長及副會長由會
員以集會或通訊投票方式互選之，其後各
屆總會長由任期屆滿當時之候任會長當
然繼任之，不另推選。
二、 第二屆起候任會長以集會或通訊投票方
式若干人互選之。本會因校友會發展，得
置副會長若干人，由總會長指派任命之。
三、 本會總會長之任期為二年並為義務無給
職，不得連選連任。

修訂後條文

第十一條：本會置總會長一人、候任會長一人、
區域總會長、副會長若干人。
一、 第一屆總會長、候任會長、區域總會長及
副會長由會員以集會或通訊投票方式互選
之，其後各屆總會長由任期屆滿當時之候任
會長當然繼任之，不另推選。
二、 第二屆起候任會長及區域總會長以集會或
通訊投票方式若干人互選之。本會因校友會
發展，得置副會長若干人，由總會長指派任
命之。
三、本會總會長之任期為二年並為義務無給職，
不得連選連任。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召開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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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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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吉隆坡地區舉行。
決議：經會長會議全數通過，由歐洲校友總會楊嫚妮總會長當選『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第六屆候任會長』。2018 年年會由歐洲校友總會承辦，預計於 2018 年 6 月份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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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各校友會組隊參加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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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5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及校友組趣味競賽訂於 105 年 12 月 3 日(六)舉行。
2.
105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相關日期如下：
a. 105 年 11 月 28 日：聖誕點燈。
b. 105 年 12 月 2 日：105 學年度校慶感恩典禮暨慶祝晚會。
c. 105 年 12 月 3 日：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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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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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臨時動議
校長： 希望明年全球校友總會年會配合醫院八月開幕，而 2017 年台北市主辦世界大學運動會，
足球決賽將使用我們的足球場、排球練習場在我們學校中美堂，希望大家藉機回來共同
參加。
八、頒發聘書
第六屆全球系友總會共有五位副會長
姓名
陳沛廣
陳正吉
任陳源
吳光昱
張文穎

地區
東北亞地區
(香港、上海、北京、澳門、日本等)
東南亞澳地區
(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雪梨、墨爾本等)
美加西地區
美加中南區
美加東地區

九、合照
十、唱校歌
十一、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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