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印刷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10：30~15：00
地點：台北凱撒大飯店 4 樓上海廳(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38 號)
出席人員：
《理事》陳立恆理事長、江惠貞副理事長、楊明勳理事、劉雅各理事、洪光成理
事、王鎮華理事、洪嘉鴻理事、羅英弘理事、蔡瑞彬理事、黃宏進理事、
王志庸理事、林德明理事、張喜會理事。
(理事 13 位)。
《監事》陳華玉監事、陳貴糖監事、湯明達監事、馮思民監事。
(監事 4 位)。
共 17 位。
請假人員：
《理事》黃來福理事、楊敏華理事。(理事 2 位)。
《監事》蔡政勳監事。(監事 1 位)。
共 3 位。
列席人員：
《校友總會》陳致遠榮譽理事長、鄭靜宜秘書長、林倢伃助理。
《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醫學院葉炳強院長、醫學院林瑜雯副院長、藝術學院
馮冠超院長、傳播學院洪雅慧院長、法律學院郭土木院長、影像傳
播學系唐維敏主任、體育系蔡明志主任、資金室陳杰昇主任、資金
室朱嘉綺組長、公共事務室鄭靜宜主任、陳鵬文組長、林曉音代理
組長、林又春組員、黃志聖組員、孫瑋志同學。
共 18 位。
記錄：林倢伃
主席：陳立恆理事長
一、主席致詞
陳立恆理事長：
致遠、惠貞、各位理監事們，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開心大家都能來參加
這一年一度的會議，很多話要說，但我想先謝謝校長今天特地趕過來。我們
的輔大醫院越做越好，我也希望我們醫院的名聲在江校長的帶領下能夠發光
發熱！今天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有一些重大的議程要討論，特別開心致遠榮譽
理事長專程來參加。最後希望今天的理監事會能夠順利圓滿，並看看校友會
將來要如何運作，能為學校多做一點事，也能為學弟學妹創造更好的機會。
這就是我想跟大家傳達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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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謝謝陳理事長！也很感謝陳致遠榮譽理事長以及好多從各地來台北參加
會議的理監事們。今天台北的天氣很不錯，很高興大家能齊聚一堂。我剛從上海
參加完校友會回來，上海校友會今年辦得很盛大！不但邀請沈春華學姊去演講，
而學校織品系也在當地辦了一個大型展覽。今年我還參加了台南校友會，也是很
令人印象深刻。輔仁各地的校友會其實一直都很活絡的進行著。今年暑假將舉辦
鐵馬環台，適逢十周年更盛大舉行。屆時還要請各地校友會好好歡迎一下學弟妹，
同時也邀請大家一起加入騎車的行列。學校方面正在蓬勃發展，目前醫院的經營，
一個月淨利大概是兩億一千萬左右，其中成長比較快速的是 15 樓的健檢中心以及
醫美。在大家的努力下，約再兩三個月能達到平衡。另一個好消息是我們剛在全
國運動會得到全國第六名，在私校排行第一名，共得到 17 面金牌。一個優秀的學
校除了在學術方面要強，在體育方面也要強，輔大除了真善美聖之外，還要強盛！
希望各位有空能多回來學校，看看母校最近有些什麼發展，謝謝各位！
陳致遠榮譽理事長：
校長、理事長、副理事長、主任以及各位學長姊大家早安！大家好！睽
違許久不見，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有兩件大事：一件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另
一件則是校友總會召開理監事會，看到校務蓬勃發展真的覺得稱心快意、非常開
心！謝謝大家！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鄭靜宜秘書長報告
(一) 108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8 年度工作報告，分為已辦理項目及
預計辦理項目。
(二) 108 年度國內校系所友會活動：包含各校友會、系所友會舉辦活動及畢業
週年同學會。
(三) 經費收支概況：詳見會議手冊 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107 年度現金出納表，
及 107 年度資產負債表；以及 108 年度 1~4 月收支表。
五、提案討論
(一) 案由：追認本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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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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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及本會 107 年 12 月 8 日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決議事項辦理。
2. 本會 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附件一 P.13)、現金出納表
(附件二 P.14)、及資產負債表(附件三 P.15)已於 107 年 12 月 8 日第五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中提報，於此次理監事會議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辦理第五屆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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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月 5 日(六)。
(2) 擬配合台中市校友會活動聯合舉辦。
決議：照案通過。（會後發現 10 月 5 日為補班日，因此更改為 108 年 10
月 26 日(六)舉辦。)
(三) 案由：推薦優秀校友遴選 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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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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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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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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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決議：推薦江惠貞學姐代表校友總會參加輔仁大學傑出校友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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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第五屆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
監票：黃宏進
發票：林曉音、林倢伃
唱票：陳鵬文
計票人員：林倢伃、林曉音
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會選舉第五屆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經出席理監事(13 位
理事；4 位監事)票選，當選名單如下：
第五屆理事長：江惠貞(13 票)；
第五屆副理事長：楊明勳(8 票)。
第五屆常務理事：
《團體會員》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楊明勳(13 票)；
新北市校友會代表—江惠貞(12 票)；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王鎮華(11 票)；
台中市校友會代表—洪嘉鴻(11 票)；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洪光成(11 票)。
第五屆常務監事：湯明達(4 票)。
七、第五屆理事長致詞—江惠貞理事長
江校長、立恆理事長、鄭主任、各位理監事、各位學長姊大家好！不敢
講有一絲絲的不願意，因為這是一個榮耀！照理說今年是我非常忙碌的一
年，因為年底有可能會參與立委的選舉。不過就在今年年初時，我的父親過
世了，我也終於能喘一口氣，在三十年前因為我父親的一個輕諾，我踏入了
公共領域，也成長了許多、成就了許多。不單是成就許多公眾事務，我的家
庭也很幸福美滿。就在今年，多年來被病痛折磨的父親終於解脫了，雖然不
捨，但他就離開了。那時我守著他的靈堂，手上還抓著兩個銅板，問他我可
不可以不選了，其實在這之前我不敢有這個念頭，因為時間到了就是要選，
不選就像是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過去，政治人物是很殘酷的。不過我的父親
居然給我聖杯，那時我突然覺得自己身上的重量都不一樣了。很難想像扛了
二、三十年，不見得自己扛的起來，這是因為重視自己的諾言。我突然間想
告訴自己是否能換另一種思考方式，每天起我都告訴自己，不要想選舉，要
想你還能做什麼？也突然間發現自己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尤其是果菜
市場，也突然察覺以前不入流的東西現在居然變成主流。而且也已經在這個
圈子裡默默做了兩年。我現在也成了果菜市場裡重要的核心人物。現在接下
理事長一職，就怕做不好、扛不起來我們校友會這個重擔。前面幾任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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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說真的不但是把他們寶貴的時間給學校，尤其在這幾年學校不斷在翻新成
長著，或者當中他們也出了很大的力，人力、財力、時間，我想各位若不嫌
棄惠貞的話，讓我們一起繼續來幫學校及校友會。若大家也有這份心意，我
希望他能恆常持久。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讓我們一起來幫學校，幫可敬的校
長，以及歷屆理事長所做的美好的一切，一起承擔起來、一起傳承下去。大
家若同意的話，我們這個團隊才會是跟前幾屆一樣備受尊敬且有作為的一個
團隊，謝謝大家！
八、臨時動議
蔡瑞彬理事
陳主席、校長、新任的江理事長，有件事有感而發，希望學校可以對系上全國性
的比賽更加關懷。這次企管系籃球隊的全球性比賽在高雄舉辦，因為缺乏經費，
學生搭夜車趕來高雄，也借住在同學家。高雄市校友會知道之後，在群組發起募
款，半小時就募到兩萬兩千元，立刻將錢致贈給學弟妹們，也給他們適時的溫暖。
現在醫院慢慢在賺錢了，而這些系上的小朋友將是未來的主力。若多照顧他們，
他們在將來一定會回饋學校，這是我小小的建議，謝謝。
江漢聲校長
謝謝學長的建議，這是我的疏忽。回去之後我會先跟企管系主任談這件事。學校
應該要幫忙的，因為能打到冠亞軍決賽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會請系上主動通知。
江惠貞副理事長
立恆學長、校長、各位理監事，首先我們要謝謝立恆學長，剛剛在財報表中看到
立恆學長對總會的支持，看到時真的感動莫名，讓大家想做事情而沒有後顧之憂。
現在我將接這個大的擔子，十分惶恐，雖然不是不願意，但我也想把我的困境提
出來，或許接下來這幾年我也會遇到這個大問題。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讓校友會長
長久久。三年後，惠貞也會卸任。在不要給大家太大負擔的前提下，有沒有可能
有少部分的職務捐？我也在想關於會員人數能否做個突破？廣徵校友加入，多找
一些永久會員加入。
馮思民監事
我提議將會費做調整，500 元的會費應該要調高到 1000 元。
陳立恆理事長
目前有兩個提案：
1. 會員的會費由 500 元調整至 1000 元。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我們掌聲通過：照案通過
2. 如何增加永久會員？
洪嘉鴻理事
剛剛江副理事長提議的要增加永久會員人數，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也會遇到一
些問題，例如：我在其他校友會，100 個會員當中，有 70 個是永久會員，常常都
不能開會，但又不能將永久會員開除，這就是最大的問題。我建議名稱能用「永
久顧問」
，但不要稱為會員，如果當了會員就有投票權，若又不來開會也無法將他
開除，所以不來開會的會員我們就要將他從會員名單中剔除，讓會來參加會議的
會員待著，這樣來的人數才會超過一半，我想這樣對校友總會的運作會比較順暢，
謝謝。
陳立恆理事長
謝謝嘉鴻！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看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羅英弘理事
報告理事長，我們其實有一個職稱叫做「贊助會員」了，跟剛剛洪嘉鴻理事講的
意思一樣，而且不需修改章程，裡面就有提到「贊助會員」不享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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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惠貞副理事長
請大家看手冊第 24 頁第七條第四項有提到，「贊助會員」是要曾經參加過母校推
廣課程的，才能叫做「贊助會員」。不然的話是否要修改章程？
湯明達監事
跟各位建議一下，第四條的「贊助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曾參加母校各項推廣
課程……如果我們在這裡加一個「或」
，變成：凡贊同本會宗旨，或曾參加母校各
項推廣課程，這樣就可以了。
江惠貞副理事長
若只加一個或，是不是會變成連非校友都能參加了？
羅英弘理事
如果我們在前面加上：凡本校畢業，或曾參加母校各項推廣課程呢？這樣就比較
完整了。
江惠貞副理事長
我們要非常嚴謹，因為在章程中沒有永久會員這個項目，若這部分變成剛剛學長
提到的以顧問的方式呈現，雖然也會有一些想當會員不想當顧問的人反彈，但是
我們先試著找顧問加入。
江漢聲校長
其實我們全球校友很多，但是總會成員才六十多位，希望大家能多找一些會員加
入。
楊明勳理事
校長、理事長，我這邊有個提案，我參加許多團體，理監事都有職務捐。我剛剛
也先請教了兩位資深的理監事，他們也都同意。我們有十五位理事、五位監事，
理事當中有五席常務理事，監事當中有一位常務監事。我提案理事職務捐 1 萬元，
常務理事包括副理事長三萬元、理事長五萬元，這樣加起來共三十七萬元。這筆
數目已經夠我們平常事務性的開銷，若再加上會費、捐款，我相信是夠用的。以
上是我的提案，謝謝各位。
陳立恆理事長
謝謝明勳兄！我先把剛剛惠貞所說的先通過以後再來討論這個提案。剛剛所討論
的大家來決定要使用哪一個名稱？這些其實都要拿出來在大會上作提案討論才決
定，所以這部分可以再找機會來修章程。
陳華玉監事
校長、理事長，我是這屆新任的監事，是第一次參加校友總會的理監事會。剛剛
聽到我們輔大有這麼多校友，但是參加校友會的卻是這麼少。我們要如何吸引校
友來參加校友會，是不是要討論一下我們這個組織有什麼能夠吸引校友的地方。
例如我們可以舉辦多元議題的演講，吸引更多校友參與。若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組
織，有很多有吸引力的活動能吸引並凝聚更多校友的向心力，這樣就比較容易擴
大整個校友會的組織。所以我們校友總會應該要多辦一些活動，還有成立 LINE 群
組，謝謝。
江惠貞副理事長
我最後要提出一個，其實像現在有許多組織都在用電子投票了，人不一定要在此
時此刻出現，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做法是可以做一些小改變的。我們今天就是希
望大家先增加會員，然後我們一般的會員，一年會費變成一千元。現在我們可以
先定一下若是永久會員，一年會費一萬元。之後我們也能多辦一些限額的演講活
動，這也是一種經營的方式。
陳立恆理事長
會費這件事和電子投票其實都是很好的想法，也能解決開會人數不足，現在我們
要來表決是否要通過剛剛明勳提到的職務捐？（全場拍手通過）
江漢聲校長
謝謝大家這麼熱心的支持著校友會，我也希望學校能再提供更完善的校友優惠，
之後我會再仔細斟酌，下次再一起提出來討論，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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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印刷
洪光成理事
理事長、校長好，針對我們剛剛討論的，我想了想覺得我們很多校友會的身分都
重複了，像我接了高雄市校友會的理事長，現在又來總會這邊當常務理事，這些
會員都是重疊的，這樣會員要從何而來？我的想法是各個校友會都提供一些校友
出來。
鄭靜宜秘書長
學長我補充一下，我們這個是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當初成立的時候「個人會員」
主要以現任或曾任各地校友會、各系所友會會長為主。而「團體會員」
，是以「校
友會」為單位加入，目前每一個團體都有五位代表，校友總會也有總會本身的任
務。地區有總會，總會底下有各地的校友會，所以校友總會的會員不是像各地校
友會那樣去進行的，主要會員是以理事長或會長以及團體會員為組成。我們歡迎
各地方校友會參加，也會努力多辦一些活動並壯大總會。
湯明達監事
很少會有團體希望自己的成員越少越好，我們唯一考慮的就是出席率問題。我這
邊有個小方法可以兩全其美。各位可以翻開組織章程第八條，除了個人會員之外，
有所謂的團體會員，每個團體能派五位代表。但每次開會員大會，各地校友會都
來的非常踴躍，不只是五位而已。這時我們就要考慮一個問題，我們各個系友會
算不算團體？他們其實也算是團體，也能派代表來參加會員大會，這樣就不怕人
數不夠。
鄭靜宜秘書長
目前團體會員有五個，按照章程第七條第一項的部分，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系友會
以及各地區聯誼會，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向去努力，謝謝學長
的建議。
陳立恆理事長
我們也要給會員一些責任，一定要參加校友總會的會議。我們今天的討論就先到
這邊告一段落，看往後要如何做一個決策，要如何喚起更多校友一起參與，謝謝
大家。
九、唱校歌
十、合照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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