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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7 年年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 13：30~14：30 

地點：野聲樓 1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共 64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立恆榮譽總會長、陳曉娟總會長、楊嫚妮候任會長、吳紀美辦公室主

任。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羅慧敏榮譽會長。 

《德國校友會》楊嫚妮會長。 

《瑞典校友會》劉炤希校友。 

《馬來西亞校友會》陳曉娟會長。 

《上海校友會》王金煌會長、蔡世明副會長、徐羅生副會長、陳昭蓉副會長、沈雅文校友。 

《北京校友會》陳啟文校友。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張紫燕校友。 

《日本校友會》吳炯麟榮譽會長、江苓華會長、張淑貞秘書長。 

《台北市校友會》王鎮華理事長、邱大環校友、林德明校友、陳華玉校友等。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理事長、羅英弘總幹事、湯明達校友、黃宏進校友、朱大為校友、

黃    

                譓宇校友、林大偉校友、陳宗彬校友、康彩華校友、溫河舜校友、林春霞

校 

                友、黃涵筠校友等。 

《台中市校友會》洪嘉鴻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蔡政勳校友等。 

《輔大婦女大學》蔡錦貴榮譽會長、張玉女榮譽會長、張珠花會長、江淑芳校友、葉菊妹校

友、高月桂校友、徐阿梅校友、賴貞惠校友。

《系所友會》織品服裝研究所所友會陳貴糖會長、護理系系友會林悅秀會長、進修部英文系

李秀超會長。 

《校友》林國雄校友。 

《輔仁大學師長》 江漢聲校長、袁正泰學術副校長、陳榮隆行政副校長、李天行國際副校

長、 

                吳文彬主任秘書、王英洲學務長、高義芳進修部主任、李阿乙國際教育

長、 

                陳杰昇資金室主任、吳紀美公共事務室主任。 

《公共事務室》陳鵬文組長、張榮盈組長、林曉音、林又春、黃琦舒、林倢伃、葉佐勳、林

以晴。 

主席：陳曉娟總會長                                                 記錄：林倢伃 

一. 主席致詞 

校長、各位學長姐、學弟學妹大家好，真的很感謝大家！曉娟今年即將卸任全球校

友總會總會長一職，曉娟在任的期間真的很幸運得到了各位學長姐以及學校的幫忙。我

們在 2016 年完成了在馬來西亞的全球校友年會，有三百多位參與。唯有大家熱情的參與

我們才能把活動辦得那麼成功。在舉辦的過程當中，我們也得到了三位榮譽總總會長的

贊助，讓我們在財務上比較沒有困難。真的非常感謝大家！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請

各位多多包涵！我們在今年也規劃了去拜會總統府以及僑委會，也去參觀了東亮學長和

立恆學長的企業。規劃參觀法藍瓷以及台新金控的行程，大家都非常高興！尤其我們也

見到了彭小姐，這真的是特別的福利！其實要卸任了真的很高興，因為從此以後就不用



2

再發言了！我覺得學長姐真的都對我非常好，每次講完話都會跟我說我講的很好。講到

現在也終於不用再打草稿了。其實我真的很佩服學校的師長們，每次只要一拿起麥克風

都能滔滔不絕！而且不管是真的假的都讓我們覺得是真的。還有我要感謝公共事務室紀

美主任、倢伃、榮盈、曉音、又春、鵬文以及琦舒。曉娟在任期間如果沒有他們幫忙的

話，什麼活動都辦不成的！剛剛跟上海校友會談一談，我們訂了明年會邀請上海校友會

到馬來西亞做演講討論新南向政策，有時候在談笑中就會有許多新點子。今天講的比較

多，真的謝謝大家！明年 2018 年的年會在英國，希望大家都能來參加，我們在英國再相

聚！我相信在新任的總會長嫚妮學姊的領導之下，全球校友總會會更好，謝謝嫚妮學

姊，也預祝活動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二. 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謝謝陳總會長、也謝謝各位從全球各地來的會長。我們這一年來，其實也跑了很多

地方。感受到我們海外的校友對於學校的向心力特別強，也一直在擴展中，所以我感到

很高興，而且就以中國大陸來說，我們的上海校友會辦得非常好。我們希望能拓展到華

南區或是北京。大家也知道原本的北京校友會成員都是我們的老校友，最年輕都快九十

歲了！所以現在有創立一個新的北京校友會，大都是陸生。從我們學校畢業的陸生都很

優秀，這次北京校友會的活動我們也有去參加。全球方面，歐洲的部分我們去了荷蘭，

也決定了明年的校友年會要辦在英國。有趣的是，這次由很年輕的校友接下這個重擔，

其實我每次都認為校友會一定要有傳承、要有新血。年輕的校友也有很多做得很成功的

地方，他們有他們的做法，我們拭目以待明年的英國校友年會應該會很精彩。我看英國

校友會會長非常有熱忱，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提出用最精準的時間讓我們認識整個倫

敦。我希望大家明年都能盡量來參加，而且我也希望每一個校友會都能把年輕的校友找

出來。如果需要我們公關室幫忙的話，他們一定很樂意幫忙。我們學校陸續有學生畢

業，會到僑居地或是去留學，尤其我們現在非常鼓勵國際化，我們一定會盡量幫忙他

們，讓他們有交換學生的機會。還有現在有一些是去打工度假，所以很多輔仁大學的學

生都在世界各地。我也希望校友會都能發揮凝聚力將他們聚在一起。我們的校友真的是

非常棒！我每次都舉這個例子，我們的郭婞淳選手出國去比賽時很訝異怎麼會有那麼多

人來幫她加油，那些都是我們的校友，所以她非常的感激學校。這就是學校的凝聚力，

這種力量是我們學校最可貴的！希望我們能夠一直保持下去！我在這裡還是很謝謝曉

娟，她當初也是一肩挑下來的，帶領得也非常好！我想曉娟能辦得這麼成功也是因為她

先生也挺力支持，所以我常常都說我們的校友是買一送一。2016 年的年會有那些馬來西

雅校友們幫忙，我們才能如此盡興，也希望這樣的傳承能繼續下去。最後我要謝謝各位

從遠地來，希望你們能感受到學校一直在進步中，也能多多幫忙學校，謝謝各位！ 

三. 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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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報告 

1. 目前全球已成立 42 個校友會。 

2. 2017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國內外校友會活動(2016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 

(二). 各地區校友會務介紹 

1. 上海校友會-王金煌會長 

校長、副校長、總會長、吳主任以及各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學長姐及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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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大家下午好！我是現任的會長王金煌，民國71年企管系畢業。三位副會長也來

了，包括我旁邊的這位是蔡世明副會長，他是下一任的會長。右邊那位是徐羅生

副會長，還有陳昭蓉副會長，是我們的上海之花。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上海校友

會，上海校友會主要是建構在微信這個平台。因為微信的功能其實蠻強大的，所

以我們有微信的公共帳號。微信一個群最多只能有 500 人，而我們在兩三年前第

一個群組 500 人全滿！所以我們又開了第二個群組，第二個群組有 295 位，扣掉

了幹部以及重複的校友以外，目前是 697 位。這個平台讓我們在辦活動之前就能

有空中相會，因此讓辦活動的前置作業做起來比較順暢。上海校友會除了理監事

之外，我們最主要還有一個秘書處，秘書處承如校長剛剛所提到的，我們將年輕

的校友通通帶起來，所以四個小組大概有30位年輕的志工學弟學妹，有些甚至才

剛畢業三年之內。所以我們每次辦活動，三年之內都是有減免的。我們的校友不

是買一送一，而是把所謂的賤內及賤外都帶出來了。我們希望上海校友會能有家

庭聚會的氛圍，而是事實上我們初步也算做到了。再來是我們每年一定會有一個

會員大會，還有四次的理監事會議，而去年每個月會有兩次活動，今年是每個月

一次活動。這些活動還包括三個大活動，就是包括我剛剛提到的會員大會還有九

月份的中秋烤肉大會，以及十二月的聖誕派對，其他每個月都有大大小小比較不

一樣的活動能夠吸收其他更多的校友來參加。我們希望能有時代背景跟兩樣關係

的特殊性，而老一輩的學長姐老中青能做好傳承工作，把年輕的帶出來。目前我

們許多年輕的學弟妹都是所謂的黑白工，並不是公司在台灣，所以其實都蠻辛苦

的。所以我剛剛也聽到新北市校友會在說有三位都已經從上海回到台灣了。我們

希望從台灣有更多學弟妹到上海，我們可以為他們服務。我們下一任的會長蔡世

明在我原來的基礎上會做得更好，我們希望能把在大陸的學長姐的資源整合起

來，我們可以促進分享。我們一直都在做老中青的傳承的工作，也如同我們當初

創會的裡念；凝聚，分享以及傳承。上海校友會比較有規範比較制度化，也比較

年輕化。而我們志工的精神也體現得比較好一點，大家也都是在百忙之中把這個

會給做出來，也是有我們輔大的精神。我們都是屬於比較活潑的氛圍，所以在上

海二、三十個大專院校聯誼會上面，我們的規模及氛圍是數一數二的，目前先做

這樣的報告，也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學校校務昌隆！謝謝！ 

2. 北加州校友會-羅惠敏榮譽會長 

大家好，我叫羅惠敏，我住在北加州舊金山附近，很開心今天能來參加！很像在

聯合國開會的感覺。我們北加州在會員名單上有五百多位會員校友，我們每年辦

年會的時候來參加的人差不多有一、兩百位，今年的會長決定不要每年辦年會，

這樣負擔太重，因為我們的年會每次都辦得非常精彩，比其他學校更有聲有色，

但是對理監事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所以我們決定隔一年辦一次。像今年

沒有年會，我們就會辦幾個活動，例如：請人來演講災難急救及防護，因為加州

有火災也有地震。除此之外我們還辦了一場健行活動，李天行副校長也有來參

加。現在我覺得我們最需要跟上海校友會學習的就是如何吸收年輕的會員。每次

我們邀請年輕的會員來參加，他們都會說他們正在忙創業或是顧家庭，所以不太

容易來為校友會服務。所以不知道上海校友會如何克服這個困難，我們得私下跟

上海校友會討教一下。謝謝大家！ 

3. 北京校友會-陳啓文校友 

校長、副校長、總會長、會長以及來自各個校友會的學長姊們大家好！我去年第

一次參加曉娟學姊在馬來西亞的年會，我覺得去年是很感動的一年，當時在年會

時校長也很鼓勵我，跟我說我是北京來的唯一代表，是不是可以回去幫忙籌備一

下北京校友會。因為北京校友會其實是蠻特別的，我是在前年加入北京校友會，

當時我才知道有北京校友會。我相信很多校友對北京的輔仁大學是完全沒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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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想我在此可以很驕傲的跟各位說：請大家記得在那個時期，北京輔仁大學

是北京的四大名校之一！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驕傲點。這些學長姐就像剛剛吳主

任所說的，有兩位八十多歲的學長姐回來參加輔大醫院的開幕，那麼大的歲數還

想回來參加，真的很令人感動！我相信北京校友會是我們所有校友會當中歷史最

悠久的，我們是在1984年成立，但北京校友會比較可惜的部分是在前兩年，因為

學長姐年紀都比較大了，所以北京市政府就不讓他們再續社團法人的身份了。並

要求他們併入北師大校友會。那一年2015年校長和李天行副校長還特地來北京參

返校日，因為九月的第二週返校日對於老校友來講非常重要。對於這些老校友來

說，會覺得自己一眨眼怎麼就已經畢業幾十年了，因此感觸很多！很感謝學校給

我們那麼大的支持，尤其我們第一次邀請到學長姐來是天行副校長到北京藉由學

校的機會邀請他們，他們第一次來玩，學校也邀請們參加醫院的開幕。真的再次

謝謝學校這邊，校長、天行副校長以及吳主任的支持，還有也要謝謝上海校友會

金煌學長以及所有副會長的支持，其實我們現在北京校友會的整個架構跟組織及

理想完完全全移植上海校友會。而兩次的活動學長姊也都有來支援，這是一個很

難得的機會。我們也秉持金煌學長所說的廣招年輕人，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但

是北京校友會有一個困難點就是年輕人不容易動員，像這一次我原本想要舉辦聖

誕派對，但是年輕的學弟妹都會說他們剛畢業要找工作，其實我能體會他們，因

為我們的校友都太年輕了。不像我們在座的的學長姐一樣可以開始回饋社會、願

意分享，這是我們未來的一個挑戰。我也期許未來有哪一年，我們一起來北京做

一個尋根之旅。這是簡單的介紹及報告，謝謝！ 

4.日本校友會-江苓華會長 

校長、副校長、曉娟總會長、吳主任以及各位學長姐、學弟妹們大家好！我姓

江，畢業於西元2002年義大利文系，我在日本已經待了十三年了。我在前年有拿

到日本的永久居留權，目前在東京工作。剛剛看了一下校友會的會長名單，除了

英國校友會最年輕之外，我是第二個年輕的，經驗不足現在也有點小緊張。我們

日本校友會 2011 年才成立，在我身邊這兩位是我們的前任會長以及前任會長夫

人，目前吳炯麟學長剛卸任由我接任會長，而這次我們也請前任會長夫人來擔任

日本校友會的秘書長。我們三個會盡心盡力的讓我們日本校友會更加茁壯。目前

我們的校友會成員大概有五、六十名左右，每次參加活動的校友大約有二十多

位。要如何擴展校友會人數，以及如何讓大家安定下來並且產生凝聚力。這些其

實都是我們的問題點。我也發現其實再更早之前就去日本的學長姐也不少，而他

們現在也到了一個比較有閒情逸致、有心思能回饋的年紀。我想要將自己的經驗

以及結合我們許多優秀學長姐們的經驗，想辦法傳承給年輕的一輩。也希望自己

心有餘力能幫助學弟學妹。因為日本四季分明，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季都會舉辦不

同的活動。例如春天賞櫻花、夏天爬山健行、秋天賞楓葉、冬天的話活動就更加

豐富，像是滑雪等等。當然現在除了吃喝玩樂之外，我們也在規劃一些比較深入

的交流，這也是我們後續的課題。上次跟曉娟學姊、馬來西亞校友會交流後其實

我們又有更多想法，日本對於大家來說還不是一個根，只是一個很好生活的地

方。我們希望能透過這些異國文化以及許多學長姐的交流產生一些刺激。剛剛有

提到明年的年會會在英國舉辦，我們日本也會率隊去參加。並且希望有朝一日我

們也能在美美的東京召開校友年會，謝謝大家。 

5.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新加坡校友會是一個小的校友會，我們目前的會員大約有四十多位，但是大部分

也跟其他校友會面臨的情況一樣，我們多半的會員都是年輕的會員，都在忙創

業，而像我這樣比較資深的會員屈指可數。大部分都是馬來西亞校友在輔大畢業

之後來到新加坡發展，最近幾年很多台灣的年輕校友到新加坡工作，這群人也加

入了。我們也有創立群組，已經很多年了。我們是用WhatsApp讓大家能夠經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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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我們也有組團去參觀台灣人在這邊的蘭花園、還有一些活動。而最近的一個

活動就是校長、副校長、吳主任會帶隊到新加坡跟這邊的大學談合作，所以我準

備趕著禮拜一回去就要再跟校長見面了。我建議以後亞太地區也能設立總會，但

是中國要有一個單獨的總會，因為中國加起來比其他亞太地區加起來更多。就跟

美國一樣，美國很大也很多分會，本身就能成立一個總會。這樣輔仁大學就有好

幾個地方的總會，也能提升活動能力，這是值得大家考慮的。我就先報告到這

裡，謝謝！ 

6.瑞典校友會-劉炤希校友 

目前為止，據我所知瑞典的校友會的人數就只有外交部駐外大使以及我，共兩

人。今年十月我也到鹿特丹參加歐洲的校友總會，那時認識了楊嫚妮總會長，這

次我也剛好回來台灣能來參加這次的年會。目前瑞典校友會成員還不多，要繼續

努力，謝謝。 

7.台中市校友會-洪嘉鴻理事長 

師長及各位學長姐大家午安！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台中市校友會的部分，我們有

羅崑泉榮譽理事長，他在喬山經營得蠻成功，他也是我們台中的精神支柱。前一

任是楊敏華榮譽理事長，他也把許多校友都凝聚在一起。剛剛聽到每個校友會都

這麼認真經營，我們也要多多努力。另外我們最近受到羅崑泉榮譽理事長的感

召，他在事業有成之餘在嘉義做一個思親園，今年我們特地規劃並租了遊覽車從

台中過去參觀。這是我簡短的報告，我們回去會持續努力，也會想辦法擴大台中

市校友會。 

（三）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2016 年經費收支總表及 2017 年經費收支總表。 

五. 提案討論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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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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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8 年年會由英國校友會承辦，目前規劃於 2018 年 9 月 1 日、2日假倫敦舉行 

決議：照案通過。 



6

六. 臨時動議  

    陳曉娟總會長： 

醫院已經落成了，我想為大家謀個福利，因為其實我也很久都沒有健檢了，我一直想把

這個保留給輔大醫院做，不知道校長這邊針對校友有沒有什麼方案？ 

    江漢聲校長： 

各位參觀醫院的話一定會讓各位參觀十五樓，十五樓是我們 vip 健檢。是目前台灣最高

檔而且最實惠的健檢。整套健檢費用一次兩萬元，包括無痛大腸鏡，不需住院一天就能

做完，整套健檢的醫師包含護理長都是非常頂尖的，我們的健檢物超所值。現在預約健

檢的人數越來越多，為了確保品質我們每天都有限制人數。所以各位如果要組團來請預

先讓我們知道，以便安排。健檢中心視野也很好，我們請到美國設計師為我們設計的，

整個空間都讓人有舒適的感覺。校友一定有打折，不過現在校友的折扣數還未公佈，我

們會回去研究折扣，下次跟大家報告。謝謝！ 

七. 總會長交接典禮 

(一). 頒發校友總會第七屆楊嫚妮總會長聘書 

(二). 授予會旗 

(三). 印信及地球儀 

(四). 頒發陳曉娟總會長第六屆榮譽總會長聘書 

(五). 致詞 

第七屆全球校友總會楊嫚妮總會長致詞 

    江校長、各位副校長、曉娟學妹、紀美主任、各位校友會的會長們、學長姐及學弟妹們

大家好！我 2016 年參加馬來西亞校友會時，我就知道我會接任候任總會長，因為那個時候歐

洲只有我一個去參加。不過我覺得很榮幸，也覺得時間還蠻長的可以慢慢來。結果沒想到時

間過這麼快，一下就到了。剛剛在做交接時也正式接任了總會長的工作，心裡也是七上八

下，一來是很高興但是又很擔心，因為我剛剛接到那個地球儀真的很重！這也象徵總會長的

責任也很重。但是我想有學校的支持、江校長的支持以及各位會長們的支持，我們的會務一

定會蒸蒸日上！比較擔憂的是怕自己的能力不夠，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今年十月份我們在

鹿特丹召開歐洲校友組會，也在當時敲定了明年 2018 年全球校友總會的年會將在英國倫敦舉

辦。那時英國校友會會長張哲瑋非常年輕有衝勁，當時在討論時我就跟他說，我很擔心不知

道我們明年會在哪裡舉辦，他問我校友年會在做什麼呢？我回他沒有什麼，就是開會，他接

著說：那我來辦！我們也決定了日期為 2018 年的 9月 1日～2日，希望各位把手機打開，將

這個日期記錄在行事曆裡面。這次年會能在英國舉辦我覺得很好，因為之後若英國真的脫歐

了，要去英國可能沒有現在方便。希望大家明年都能來參加，其實校友會主辦單位很辛苦很

重要，但是各位的參與更重要，如果沒有各位的參與，校友年會是開不起來的。請各位多多

支持明年的校友年會，謝謝！ 

八. 唱校歌 

九. 合照 

十.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