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10月 31 日(星期日) 10：30~20：30 

地點：台灣省政資料館 2樓 第一會議室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中正路 2號】 

 

出席人員： 

《理事》吳東亮理事(榮譽理事長)、劉雅各常務理事、黃來福常務理事、林德明理

事、王澤民理事、蔡正勛理事、廖述洲理事、張喜會理事。(理事 8位)。 

《監事》陳貴糖常務監事、陳彥蓉監事、劉江霖監事。(監事 3位)。 

共 11位。 

請假人員： 

《理事》陳致遠理事長、陳立恆副理事長、周錫瑋常務理事、曹平霞理事、王志

庸理事、李立民理事、陳識仁理事。(理事 7位)。 

《監事》呂亮震監事、王絮清監事。(監事 2位)。 

共 9位。 

列席人員： 

《校友總會》樂麗琪秘書長、林曉音助理。 

《南投校友會籌備會》廖述洲召集人、陳眉秀、翁德彬、熊明月、許演堂、陳 楝、

曾仕良、黃世榮、賴麗如、廖英任、黃錦雲、張英一、許麗

娟、何專海、張筠喬。 

《輔仁大學》黎建球校長、林思伶學術副校長、江漢聲醫務副校長、李天行管理

學院院長、公共事務室樂麗琪主任、朱嘉綺組長、張榮盈、鄭恆峰。 

共 25位。 

 

主席：吳東亮榮譽理事長(代理)                                記錄：林曉音 

 

一、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校長及幾位師長專程撥冗與會。謹代表致遠理事長跟各位致

歉，致遠理事長因身體不適，立恆副理事長公出至北京，因此今日的會議臨

時由我擔任主席。 

致遠理事長自從接任全球校友總會總會長以及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

以來，認真參與活動及推動會務；立恆副理事長自擔任了台北市校友會理事

長以來，也是積極籌辦各項活動，從 9 月以來舉辦了 12場輔大講堂，可見各

位學長姊都為了幫母校過生日積極的籌辦及參與各項活動。今年是母校創校

85週年，明年是在台復校 50週年，因此從今年八月的上海年會揭開序幕後，

陸續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相信八月有到上海的學長姐都留下美好的回憶，

希望各地校友能多多參與，一起幫母校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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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要感謝南投校友會廖述洲學長幫大家規劃行程。中華民國輔仁大

學校友總會從 97年起，一年兩次理監事會，一次在台北舉行、一次在北部以

外地區舉行。97 年 10月的理監事會在台南舉行，在此特別感謝雅各學長及台

南市校友會的協助；98年 10月的理監事會在高雄舉行，在來福學長規劃安排

及高雄市校友會熱情參與下，活動非常成功；今天，在廖學長用心安排及南

投校友會的學長姐專程與會、支持下，相信活動會非常成功。述洲學長幫大

家借了會議場地、安排了午、晚餐地點，以及遊覽日月潭的行程，讓大家可

以觀賞當地的名勝、美景以及品嚐當地的美食，感受南投的氣氛。我知道南

投校友會正如火如荼的籌備成立中，在述洲學長的推動下，籌備已進行到尾

聲，相信不久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南投校友會正式成立！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議案有四個，希望大家能踴躍發言，提供給總會寶

貴的意見，讓總會能更加成長與茁壯，有更多元發展的新方向。謝謝各位！ 

 

二、貴賓致詞 

(一) 黎建球校長： 

很高興能參與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理監事會，並能藉此機會與南

投的學長姐交流、聚會。輔仁大學 1925 年於北京建校，至今已創校 85 年，

有一段時期被併入北京師大，在校友的努力下，於民國 50年在台灣復校，在

這 50年期間，輔仁大學已發展成為台灣最好的私立大學之一，與公立大學相

比絲毫不遜色。舉例來說，今年英國 QS 調查，輔仁在全球排行 500多名，且

管理學院獲得 AACSB 認證，排名在全球的 5%，輔仁大學亦成為台灣最受企

業喜愛的大學之一。 

這 50年來，輔仁大學發展成果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輔仁的校友：輔

仁畢業的校友都很優秀，成就也很好，這代表輔仁提供優良的教學環境，校

友在校時已奠下良好基礎；二、輔仁的現況：目前共有 11個學院，最新成立

兩個學院為教育學院及傳播學院，前幾天舉行揭牌儀式。 

今年全球校友總會在上海舉辦年會，活動非常成功，為創校 85週年校慶

揭開序幕，明年在台復校 50週年校慶，在此預先邀請學長姐回母校一同慶祝，

最後，希望述洲學長能讓南投校友會正式成立，將此列為明年第一件大事！ 

 

(二) 林思伶學術副校長： 

首先非常謝謝南投校友會辛苦籌劃今天的活動，也謝謝各位學長姐在過

去的日子裡對學校的支持，站在學校的立場，我們承諾會繼續努力，讓輔仁

大學越來越好，也讓學長姐越來越滿意。 

 

(三) 南投縣校友會籌備會廖述洲召集人： 

非常歡迎校長、各位師長、東亮學長以及各位學長姐蒞臨南投，讓南投

蓬蓽生輝，在此代表南投的學長姐歡迎各位。目前南投校友會在籌備階段，

籌備委員有 30 位，今天除了幾位有公務在身的學長姊外，其餘皆到場與會，

希望透過今天的活動，能讓各位學長姐互相認識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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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頒發證書 

(一) 頒發吳東亮榮譽理事長聘函。 

(二) 頒發理監事聘函：由黃來福常務理事及陳貴糖常務監事分別代表理、監

事領取。 

 

四、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通過。 

 

五、工作報告—樂麗琪秘書長報告 

(a) 業務報告 

1. 99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99年度工作報告。 

2.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99年度 1~9月收支表。 

(b) 校友聯繫業務介紹 

1. 校友證福利：校友可憑校友證享有校內多項福利及特約商店優惠，學

校亦持續與多家飯店及特約商店簽約，將福利提供給校友。 

2. 輔大認同卡：為母校與台新銀行合作發行。結合校友證功能，提升服

務品質；發卡銀行每年回饋母校五十萬元；每筆消費銀行將提撥千分

之三刷卡回饋金作為本校校務發展專用；利用輔大認同卡捐款或定期

定額小額捐款，本校皆毋需負擔手續。 

3. 歡迎校友會熱情參與輔仁大學創校八十五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1) 輔仁電子報盃第三屆攝影比賽 

(2) i FU JEN 愛輔仁-輔大認同卡滿額禮 

(3) 濃情輔仁 姻緣一線牽-愛情故事徵稿 

(4) 從過去到現在-校園影像展 

(5) 全國天主教學校週聯合聖誔點燈 

(6) 紙風車劇團-紙風車的魔法書 

(7) 校慶感恩晚會暨運動會開幕典禮(校慶煙火施放) 

(8) 校慶運動會(含校友趣味競賽) 

(9) 校慶園遊會暨開幕典禮 

(10) 校友返校日-輔仁.come 

(11)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校友聯誼

共融晚宴 

(12) 施放祈願天燈 

(13) 超越 101‧輔仁高峰會-傑出校友論壇 

(14) 傳愛與共融-校慶慶祝音樂會 

4. 輔仁大學創校八十五週年校慶園遊會主題區： 

(1) 新莊藝文區：耕莘樓旁停車場—新莊獅子會、學生聯合會 

(2) 國際交流區：維也納森林及其周邊—國教處、語言中心、外語學

院、僑外組、外代會 

(3) 客家文化區：淨心堂前—哈克青年社、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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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學習區：聖言樓一樓大廳—服務學習中心、課指組 

(5) 天主教特區：風華再現廣場—校牧室 

(6) 醫療諮詢區：醫學院前廣場—附設醫院籌備處 

(7) 學生創意區：A 區:文華樓一樓教室、文草、閃光大道、B 區:利

瑪竇大樓後草坪、LM101 教室—課外活動菁英學生團 

(8) 校慶主題區：宜真學院學習中心與輔園前場地—公共事務室 

 

六、提案討論 

(一) 案由：編列本會 100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以提報本年度會

員大會審議。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辦理。 

2. 本會 100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編造本會 100年年度工作計畫，以提報本年度會員大會審議。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辦理。 

2. 建請各校友會及系所友會提報民國 100 年年度預定辦理之活動，共

同列入本會工作計畫中。 

3. 本會 100 年度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建議參考配合母校大型活動

(民國 100 年為母校在台復校 50 週年)、各縣市校友會及系所友會活

動舉行，以增進各地區校友聯誼交流。 

4. 輔仁大學 100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校友總會組隊參加 99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事宜。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 99 年 5 月 29 日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決議，本會將統籌各縣

市校友會組隊參加 99 年 12 月 4 日舉行之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

賽，若人數不足，則分區(例如桃竹苗區、中區、南區等)組隊參加。 

2. 99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項目及每隊參賽人數為： 

a. 『手忙腳亂』，每隊 10人(男 5人，女 5人)。 

b. 『超越障礙』，每隊 10人(男 5人，女 5人)。 

c. 『袋鼠跳』，每隊 10人(男 5人，女 5人)。 

d. 『九宮格投球樂』，每隊 5 人(男、女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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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詳細競賽規程及報名表詳如附件三。 

 

辦法：確認參加趣味競賽項目，及討論組隊方式。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本校婦女大學校本部聯誼會及嘉義分部聯誼會共四人申請加入本

會個人會員。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申請加入共四位： 

a. (99~101 年)輔大婦女大學校本部聯誼會蔡錦貴現任會長(經歷：81

年輔大婦女大學校本部聯誼會創會會長。) 

b. (99~101 年)輔大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魏金枝現任會長(經

歷：98~99年嘉義市蕙蘭獅子會會長、99~100 年台南科技大學台

南縣校友會理事長。) 

c. (98~99 年)輔大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趙福珠現任秘書長(經

歷：輔大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創會秘書長。) 

d. (97~98 年)輔大婦女大學嘉義分部聯誼會林姿吟前任會長(經歷：

竹崎鄉農會專員。) 

2. 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辦理，條文如下： 

a. 本會章程第七條之一規定，凡母校各地區校友會、系友會，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

會員再依據會員人數推派代表行使會員權利。 

b. 本會章程第七條之二規定，凡贊同本會宗旨，並取得輔仁大學學

位證書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

個人會員。 

c. 本會章程第七條之三規定，對母校、本會有特殊貢獻或捐贈母校

金額達新台幣壹百萬元以上之團體或個人，經理事會通過後，為

榮譽會員。 

d. 本會章程第七條之四規定，凡贊同本會宗旨，曾參加母校各項推

廣課程，並願意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經理事會通過後，

為贊助會員資格。 

 

審查意見： 

1. 婦女大學聯誼會係曾修讀母校婦女大學課程，結業後組成之聯誼會。 

2. 婦女大學隸屬於母校推廣部，其課程為推廣課程，因此符合本會章

程第七條第四款規定。 

3. 本案通過後，上述四位申請者係為本會本年度贊助會員。 

 

決議：同意蔡錦貴等四人為本會本年度贊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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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 

 

(一) 案由：建請江漢聲醫務副校長分享輔大附設醫院籌備進度。 

提案單位：理事—林德明 

說明：本人參加 99年 8月 28日全球校友總會 2010年上海年會，會中得

知母校醫學院將籌建附設醫院，亦聽到江漢聲醫務副校長對於籌

備附設醫院有完善的規劃，建請醫務副校長將籌備附設醫院的進

度與情形向各位理監事及南投校友會的學長姐分享。 

 

江漢聲醫務副校長：在此向各位學長姐報告附設醫院目前籌備進度重點。 

1. 2010 年 10月份重要進展： 

(1) 在周縣長大力支持下，台北縣政府已於 10 月核定本校附設醫院

為縣政府重大設施項目之一。 

(2) 本校已於 10月取得桃園農田水利會 446-5地號土地使用同意書。

輔大附設醫院籌備處將持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建築規劃、病床

擴增等重要程序。 

2. 附設醫院建築設計秉持著單國璽樞機主教的期許： 

(1) 附設醫院將以『愛人』為中心的設計理念出發。 

(2) 規劃出安全、環保、重視隱私、具前瞻性、現代化、人性化醫院。 

(3) 祈望能在利益導向的現實社會醫療中注入一股清流。 

3. 預計 2012年動工。 

4. 預計 2014年底完工。 

5. 預計 2015年中開幕。 

 

八、唱校歌 

 

九、合照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