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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06 月 26 日(星期六) 10：30~12：00 

地點：Zoom Meeting 

出席人員： 

《理事》江惠貞理事長、楊明勳副理事長、洪嘉鴻理事、林德明理事、羅英弘理事、

黃宏進理事、王志庸理事、張喜會理事。 

(理事 8 位)。 

《監事》陳華玉監事、湯明達監事、陳貴糖監事。 

        (監事 3 位)。 

共 11 位。 

請假人員： 

《理事》陳立恆理事、洪光成理事、王鎮華理事、蔡瑞彬理事、黃來福理事、楊敏華

理事、劉雅各理事。(理事 7 位)。 

《監事》馮思民監事、蔡政勳監事。(監事 2 位)。 

共 9 位。 

列席人員： 

《校友總會》鄭靜宜秘書長、林淑玲候補監事、李乃雨助理。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公共事務室鄭靜宜主任、

陳怡禎組長。 

共 6 位。 

 

主席：江惠貞理事長                                         記錄：李乃雨 

 

一、主席致詞 

江惠貞理事長： 

非常謝謝校長、副校長及所有理監事出席今天的視訊會議，現在的視訊會議

幾乎已經變成常態了。因為我的工作比較特殊，可能在中南部的校友比較沒辦法

想像，尤其是雙北最近的一些集合式市場，其實市場還是有分兩種，也許可以藉

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因為我們是屬於外面傳統市場的上游，縱使是到了三

級、四級封城的時候，我們都不能不營業，尤其轄管的是農委會，不是像很多的

傳統市場、超市、超商這些是屬於經濟部管轄，所以如果在疫情需要到四級封城

的時候，我們就是國家重要戰略物資供應的整個產業鏈，但是很遺憾北農從 5 月

初開始到現在，不篩檢都沒事，一篩檢事情就更多更大，所以最近我們也盡可能

的把兩個市場守住。大家很難想像我可以在一天當中就把所有的人做快篩，最重

要的是快篩結果全數 3,626 個人都是陰性，老實講要做這個動作之前心裡面也都

怕怕的，可是還好我們守住了！防疫的工作真的要大家一起來，沒有人能夠倖免，



雙面印刷 

 2 

也沒有人能夠袖手旁觀。我最近有機會回到學校幾趟，其實學校也都幾乎是淨空

狀態，都採用視訊教學，大家也都蠻辛苦的，所以這個時候學校就更需要大家的

鼓勵！也謝謝大家今天上線開會，現在就開始今天的會議。 

 

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在疫情期間能夠撥空來參加視訊會議，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的

開會是應該要繼續的，我們在視訊上要保持一定的聯絡。現在學校的確在疫情期

間，昨天已經是學校最後一天上課的日子了。醫院也做了非常多的企業快篩，本

來就有在做很多 PCR 的出國篩檢，量都非常的大，最近也要再添購一些儀器，讓

篩檢更有效。在防疫上，醫院也有研發了整整 12樓層的病房，包括可以做遠距控

制的 ICU 病房，在 ICU 裡面人不必進去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生命跡象，包括體溫等

等，所以我們是很全力在發展防疫這一塊。希望疫情快點過去，也希望大家都能

配合中央及地方的政策，做好防疫工作，因為我們地處新北市，新北市也是目前

疫情最嚴重的地方，不過我想我們也都控制的非常好，學校的師生基本上都沒有

太大的問題，只有幾個是在外面傳染到的，他們也都控制的很好。希望各位都平

安健康，在這段時間盡量能夠居家少出門，出門要戴口罩，能夠保持自己的衛生

習慣。希望在今天的會議中能有一些結論出來，學校能夠來幫忙大家執行。謝謝

各位！ 

 

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 

理事長、校長還有各位理監事大家早安！我想大家也知道這一年多來我 

們在全世界的排名在江校長的帶領之下突飛猛進，每一年以百分之三十的成長。

我們現在是全台灣 150 幾所大學裡面排名第 11 名，前面就是台、清、交、成這些

學校，可說是相當的前面，在綜合性大學是排名前 1-2 名，在我們前面的私立大

學是北醫、長庚這些醫學性大學，估計在這一兩年之內可以進步到全台灣前 10

名，全世界排名在亞洲地區已經進入到 168 名，我們可能會越來越好。校長剛剛

也跟各位報告了醫院的狀況，尤其在這次的 COVID-19期間，我們協助新北市政府

做了相當多的防疫措施，在這方面做的是相當好，這也是醫院在整個防疫上可以

做的。在學校的治理方面，不論學生、產學、教學、研究、服務都有突飛猛進。

在校友聯繫方面，校友的向心力也就越來越強了，也希望校友能夠把學校的好宣

揚出去，我們需要加強的地方也隨時告訴我們。 

   輔大在這兩三年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相信大家也看到輔大的快速成長，我們

希望這個成長持續進行，不但是在台灣前 10名，也能夠在全世界中彰顯天主教大

學的能力。最後一點，在江校長帶領之下，我們已經把全台灣 13所天主教醫院建

構了天主教聯合醫院，把全台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所有的天主教醫院整合在一

起，就像市立聯合醫院一樣，我想這都是在校長領導之下的成果！以上交於各位。

大家在疫情當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祝大家平安、快樂，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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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通過。 

江惠貞理事長：目前比較困擾的是第四案校慶相關活動，因為疫情的關係這段時

間都停頓了，希望疫情能趕快解封，未來很多事情就能比較順利的進行。 

 

四、工作報告—鄭靜宜秘書長報告 

 

(一) 109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9 年度工作報告，分為已辦理項目及預

計辦理項目。 

今年畢業典禮因為疫情沒辦法舉辦，為了讓畢業生有更特別的回憶，我們結

合了校友總會舉辦線上抽獎活動，同時也播放了學校師長的祝福影片。希望

透過這個活動讓應屆畢業生了解校友會，也謝謝校長和謝副校長幫我們拍了

宣傳照片，送出了兩隻大熊，大熊的衣服特別請織品系協助製作，並且也送

了其他小熊，同學們的迴響都非常棒！也藉這個活動蒐集了近 700 筆畢業生

的資料，以後都能運用在校友會的聯繫上。我覺得因為疫情的關係發起了這

樣的活動，不管有沒有實體的畢業典禮，之後都能繼續延續，請大家熱烈響

應，期許將來在畢業季的時候，各地的校友會都能夠參與這樣的活動，讓畢

業生藉由這樣的橋樑，有更多接觸校友會的機會，期待明年大家都能共襄盛

舉！我們發送的輔仁熊有很多畢業生、校友，甚至是校外人士都很想要購買，

這或許是事業部可以做的禮品發想。 

 

(二) 109 年度國內校系所友會活動：包含各校友會、系所友會、校內舉辦活動。 

校友服務的統計，公共事務室除了協助舉辦一些校友活動外，還有校友返校

拍婚紗的部分，以後如果校園景觀能夠更加改善，相信會有更多的校友回來

拍攝。我們也蠻著力在社群媒體部分的宣傳，這部分會越來越重要，我們也

會花更多的心力在這個部分。 

 

(三)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110 年度 1~5 月收支表。 

 

五、提案討論 

 

(一) 案由：追認本會 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及員工待遇

表，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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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會 109 年 12 月 5 日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決議事項辦理。 

2. 本會 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附件一 P.15)、現金出納表

(附件二 P.16)、及資產負債表(附件三 P.17)已於 109 年 12 月 5 日第五

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中提報，於此次理監事會議追認。 



雙面印刷 

 4 

決議：照案通過。 

江惠貞理事長：請各位理監事確認職務捐的部分，如果已經有匯款進來的，

請檢視有無錯誤，如還來不及繳交的也請趕快補齊，校友總會這邊都會很謹

慎的運用大家的職務捐。 

 

(二) 案由：辦理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相關事宜，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八條辦理。 

2. 為促進國內校友會與總會間的交流，藉由經驗分享互相觀摩學習，活化

校友會的組織與業務，擬配合國內校友會舉辦理監事會、會員大會或大

型活動之規劃，與國內校友會聯合舉辦，會後安排當地名勝古蹟巡禮。 

3. 請討論召開時間及地點： 

(1) 建議會議訂於 110 年 10 月 23 日（六）。 

(2) 擬配合高雄市校友會活動聯合舉辦。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推薦優秀校友參加 110 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母校為表彰對國家、社會、母校有具體傑出貢獻，或在專業領域表現優

異足為楷模之校友，於每年舉辦傑出校友選拔，並於 12 月校慶期間公開

表揚。 

2. 依據「輔仁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附件四 P.18)，本會具推薦資格，

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並以推薦一名為原則。 

3. 推薦時間自 110 年 5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15 日止(以郵戳為憑)。 

4. 本案通過後，擬將推薦表(附件五 P.19)填妥，並備齊相關資料後，寄至

母校公共事務室續辦。 

5. 詳細規則請參閱「輔仁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附件四 P.18)。 

 

決議：推薦化學系翟台茜學姐代表校友總會參加輔仁大學傑出校友遴選。 

 

(四) 案由：追認輔仁大學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餐旅所所友會申請加入本會團體會

員，自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之一辦理。 

2. 輔仁大學餐旅所所友會為內政部登記之社會團體。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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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由：輔友 60 時尚秀延至明年舉辦，請討論。 

提案單位：楊明勳副理事長 

說明： 

1. 經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提案通過辦理。 

2. 因受疫情的不確定因素影響活動宣傳及報名情形，提議延至明年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江惠貞理事長：有很多事不是在電話裡能講清楚的，必須到辦公室或是現場

去敦請及討論，在疫情三級的情況下其實都是很難實行的，所以是很不容易

的一件事。尤其我個人是忙到不行，要協助北農處理很多事情，現在群聚很

頻繁的單位，其實沒經過廣篩都不知道嚴重性。很多事情不是想當然爾，不

去操作不知道魔鬼藏在哪個地方，所以看北農是真的很心疼，所以現在也需

要結合各方的力量，我知道政府希望在 7月 12日解除警戒，雖然一般的社區

看來比較平穩，可是集合性的單位反而都一再出包，這不控管住會很恐怖。 

 

楊明勳副理事長：校長、理事長大家好，承如理事長所說的，因為走秀跟一

般的視訊會議完全不一樣，人跟人之間要接觸，訂做衣服等等的，會比較繁

瑣，所以跟靜宜主任商討，是否等明年疫情比較舒緩的時候，再來決定看是

要跟織品系配合或是配合節慶來辦理。 

 

江惠貞理事長：如果明年再舉辦的話，就不一定要辦在校慶期間，也許可以

把時尚秀列為一個年中的活動，我覺得今年看來真的是有困難度。 

 

鄭靜宜秘書長：其實公共事務室跟織品學院、織品系也開了多次的會議討論

一些細節，都有把校友、校友設計師、在學生設計師做了事前的安排及準備，

但我覺得因為疫情關係原先所設想的規劃，例如儀態訓練增加大家的互動，

這都是比較近距離的接觸，所以延後擇一個好日子再來舉辦，會辦得更好，

像釀酒一樣，越釀越好，不急著在這個時候。我也同意就延後舉辦，能夠考

量到更多的面向。 

 

江惠貞理事長：如果有相關的支出，就請主任先列冊，有需要總會作支應的

話也不要客氣，在下一次會議可以提出來。這個活動就暫緩至明年，只要疫

情能夠鬆緩，在這個屆次內一定會辦！ 

 

六、臨時動議 

謝邦昌副校長：我把上海校友會前幾天到南通開會的三張照片傳給大家看，上海校友

會特別祝賀大家，讓大家保重，祝大家健康快樂！他們也歡迎大家到上海打疫苗。 

 

江惠貞理事長：現在看來到國外打疫苗是一個選項，但回到台灣還是要隔離 14天就有

點困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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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邦昌副校長：校長，7月開始假設醫院疫苗數量夠的話，讓我們有機會可以為校友

服務。 

 

江漢聲校長：醫院現在已經焦頭爛額了，殘劑就是每一劑剩下一點然後提供給大家打，

登記的是一堆人，很難去安排，但隨著疫苗越來越多，鼓勵大家有機會就盡量去打。

打疫苗可以保護自己，雖然打疫苗還是有可能染疫，不過重症的機率就很低，幾乎都

不會有致死率，所以打疫苗還是有它的作用在，當然打之前也是要知道身體有沒有問

題，尤其是老人家要特別小心，所以我希望台灣疫苗的覆蓋率能夠至少在百分之七十

五以上，因為現在又有一個 Delta病毒，才能做下一步的超前佈署。 

 

羅英弘理事：麻煩校長告訴大家那些人不適合打疫苗，像我現在在吃阿斯匹林、血小

板增多的藥又有吃降血糖的藥，這樣可以去打嗎？ 

 

江漢聲校長：大家知道現在最普遍的疫苗是 AZ，AZ的疫苗其實比較危險的族群是屬於

比較年輕的女性，容易得到血栓，其他像是高齡 85歲以上有慢性病然後情況不是很好

的族群，這些都比較不適合打。像年輕的男性，如果是怕血栓的問題，像你吃阿斯匹

林跟血栓是沒有太大關係，所以應該是比較不會有問題。尤其現在老人家怕打疫苗猝

死，如果有一些顧忌的話，我個人覺得 70歲、60歲這些人要先打，因為如果染疫的

話會很容易散佈，不過我想你是沒問題啦！可以再去問問你的醫生。 

 

江惠貞理事長：我因為市場的事件專案，跟雙北四個果菜市場的員工有 4千至 5千人，

這幾天也打了 1千多劑，今天會再送一波名單，最少要打到 3千劑，就像校長講的起

碼能打到 6至 7成的人。接著其實不是只有疫苗的問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

還要做的是進我們公司實聯制之外，兩個廠 1千多個攤位都要做個別攤位的實聯制，

還要做員工跟攤商的健康監控，這樣才能夠長長久久，這件事情不會只是一天兩天的

工作！我也跟我的同仁講，本來疫苗我們是排在第 7類甚至還排不到，但因為這個事

件幾乎已經排到第 3類甚至是第 3類之前，真的是來的又急又快。但真的也像校長講

的，我們 1千多個人去打，公司員工裡面普遍大概三分之二都是年輕的，結果年輕人

裡面隔一天請假甚至請三天假的都有，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忙，沒時間想後遺

症一路到現在也第四天了，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疫苗來的不容易，有時

候真的會牽扯到一些國際政治及國內的問題都很複雜，現在雙北都已經排到 75 歲了，

只要排得到，請大家能打的盡量去打，在打之前醫生也會做諮詢，請大家多珍惜，希

望大家都平安！ 

 

七、唱校歌 

 

八、合照 

 

九、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