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印刷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13：45~16：00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共 40 位 (如簽到簿)
請假人數：共 15 位
列席人員：共 50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陳致遠榮譽總會長、美加中南區吳光昱副會長、亞太澳地區陳沛廣副會長、
黃雪霞秘書長。
《傑出校友》吳光昱校友、王俊秀校友。
《美國基金會》林慧懿校友。
《美國芝加哥校友會》張可芸校友。
《上海校友會》李俊霖校友。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
《菲律賓校友會》蔡孟儒秘書長。
《雲林縣校友會》黃蘭櫻榮譽會長、涂陽州榮譽會長、陳心彬會長、蔡明芬校友、林裕三校友、
陳慧電校友、邱維玲校友、吳瓊珠校友、沈俊良校友。
《輔仁大學師長》 江漢聲校長、陳榮隆行政副校長、周善行學術副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
魏中仁主任秘書、王英洲學務長、劉希平總務長、莊幸惠稽核室主任、
林麗娟圖書館館長、克思明文學院院長、陳炳輝民生學院院長、黃雪霞
公共事務室主任。
《系所友會》會計系葉紫華會長、大眾傳播學系劉雅各會長、織品服裝研究所所友會陳貴糖會
長、德文系系友會林淑玲會長、林悅秀護理系系友會長、婦女大學聯誼會蔡錦貴
會長及 3 位會員。
《公共事務室》陳鵬文組長、朱嘉綺組長、張榮盈組長、王譯民、吳雅琴、林又春、曾馨慧、
何基蘭、林曉音。
主席：陳致遠理事長
記錄：唐筱傑
一、主席致詞
校長、兩位副校長、各位學長、學姐、學弟、學妹大家午安，很謝謝大家一同參與今
日的會議。
今年母校歡慶 51 歲的生日，稍早聽到學長姐今天早上在操場一同參與趣味競賽，讓
我也一同感受到歡樂的氣氛與大家的活力！很開心看到特別包車回來母校的雲林縣校
友、從香港返台的沛廣學長與國輝學長以及新北市地主校友會─新北市的校友們一同參與
校慶活動。希望各位校友能繼續給予母校關注和支持，也請學長姐們踴躍發言、積極參與
今日的會議，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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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首先，感謝各位學長姐們百忙之中抽空回來母校參加活動與此次的會議。這是我接任
校長第一次正式跟各位學長姐見面，在此要跟各位學長姐介紹母校三位優秀的副校長：行
政及教學經驗都非常豐富的周善行學術副校長，法律專家─陳榮隆行政副校長以及聖言會
神父、波蘭來的台灣人─聶達安使命副校長，感謝三位副校長給予行政及業務上的大力協
助與努力。
母校今年過 51 歲生日，因為有大家一同參與活動，讓這整個校慶都倍感榮耀與熱鬧；
在一系列的活動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學生的活力及能力。今年 1111 人力銀行在一項調查中
顯示，企業家最愛用的私立大學研究所畢業生第一名為輔仁大學，這證明了輔大的學生、
校友的成就及能力是有目共睹且備受肯定。母校陸陸續續有很多的活動及工程(興建理工
學院新大樓、聖堂改建…)希望各位學長姐能持續給予支持與指教，協助母校校務發展越
加順利，感謝大家。
三、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
四、工作報告—黃雪霞秘書長報告
(一) 101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1 年度工作報告。
1.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重大紀要：
(1) 101.5.26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暨系所友會會長聯誼餐會：共 80 位參加。
(2) 101.7.26-101.7.29 參加全球校友總會 2012 年美國年會：共 300 位參加。
(3) 101.10.6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暨台南市校友會共融活動：共 45 位參加。
2. 國內校友會活動：母校「2012 聖樂之夜─聖母頌歌」、「正向輔仁、挑戰自我」
鐵馬環台、泳渡日月潭活動及母校 101 年度校慶系列活動等。
3. 各系所友會活動：詳見會議手冊。
(二) 經費收支：詳見會議手冊 100 年度收支決算表、101 年度收支決算表(1 月~11 月)。
五、提案討論
(一) 案由：編列本會 101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1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將於年度結束後，呈報內政部，並於第三屆第一
次理監事會提報及追認。
3. 本會 101 年度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一(請見手冊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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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建議：
於 101 年度收支決算表中之預算數加入結餘數值，以便清楚瞭解經費花費與
預算比較及總會運作狀況。
決議：101 年度收支決算表中之預算數加入結餘數值後照案通過(詳見附件一)。

(二) 案由：編列本會 102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2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二。
(請見手冊第14 頁)。
理事長建議：
1. 於 102 年度收支預算表中及員工待遇表之 101 年預算數及 100 年預算數加入
結餘數值，以便清楚瞭解預算編列比較及總會運作狀況。
2. 102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依照本年度結餘及明年度期初花費作檢
討並且做適度調整。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規劃本會 102 年年度工作計畫，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1 年度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建議參考配合母校大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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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102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三
(請見手冊第15 頁)。
4. 輔仁大學 102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四(請見手冊第17 頁)。
理事長補充說明：
1. 鼓勵各校友會仿照雲林縣校友會，舉辦活動以活絡校友聯繫及增進校友間情
誼。
2. 請各地區分會告知活動內容、訊息及活動花絮；校友總會及母校將竭力相挺。
3. 請大家參考，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母校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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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由：舉辦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14 條及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之決議辦理。
2.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四條辦理。
3.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重要活動，擬於本案通過後，配合各項活動加強宣傳，以
招募校友加入校友總會，促進國內校友之共融及交流。
4. 輔仁大學 102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園遊會及校友返校日訂於 12 月 7 日(星期
六)舉行。
5. 全球校友總會 2013 年年會，定於 12 月校慶期間假輔仁大學召開。
6. 配合母校校慶及全球年會，擬建議明年本會會員大會與全球年會共同舉辦。
決議：謹訂於 102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配合輔仁大學校慶運動會、園遊會、校友
返校日及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2013 年年會於母校同時舉行。
六、臨時動議
(一) 輔仁大學 101 學年度校慶系活動：
敬邀參加以下活動：
1. 2012/12/14(五) 17:30-21:00 紙風車劇團「雞城故事」
2. 2012/12/22(六) 18:00-21:00 理工學院五十周年院慶揭序”輔仁有理，風華五十”～
懷舊感恩之夜
(二) 校友服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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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參考手冊 p.22-p.23，或瀏覽公共事務室網頁-校友福利)
2. 輔大認同卡：因著東亮學長的支持，母校與台新銀行合作發行「輔大認同卡」
。此
卡結合校友證功能，提升服務品質；發卡銀行每年回饋母校 50 萬元；每筆消費銀
行將提撥千分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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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持輔大認同卡更可享有全國敦煌
書局 9 折優惠及 Payeasy 萬家特約商店專屬優惠。
(可參考手冊 p.24，或瀏覽公共事務室網頁-輔大認同卡)
3. 輔仁大學校友資料庫(http://alumni.fju.edu.tw/)：校友與學校的聯繫與互動以及校友
畢業後的表現，是目前教育部的評鑑項目之一，可透過校友資料庫查詢校友資訊。
希望校友主動上網更新資料，以即時傳遞母校資訊及活動。
(可參考手冊 p.26)
4. 同學會、系所友會、校友會專案：校友可選擇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返校舉
行同學會，公共事務室可協助校友安排返校當日活動及場地、學(碩、博)士服租借。
5. 校友刊物─輔大紀事報、輔仁電子報、輔大新聞網：透過以上刊物及電子報，校
友可以輕鬆閱覽及得知母校最新消息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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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於輔大首頁設置「校友專區」
：校友可於首頁設置的校友專區，直接快速點選進入
查看。
7. 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與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網頁：讓校友活動在此呈
現，活動前預告，活動後亦有相關報導與校友們分享。
8. 輔仁大學公共事務室臉書粉絲專頁：粉絲專頁提供經常使用臉書社團的校友一個
更貼近日常生活的資訊平台。
(三) 校友總會業務發展
1. 校友會狀況：目前台灣地區有 9 個校友會，從北到南分別為基隆市、台北市、
台北縣、台中市、雲林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及金門縣。
2. 系所友會狀況：目前成立 64 個系所友會及 5 個社團。
3.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的組成：各地區校友分會、系所友會及社團校友會。未來希望
能強化北、中、南地區校友網絡。

七、頒獎
(一) 輔仁大學 10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九宮格擲準：
第一名：輔仁大學香港校友會
第二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第三名：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二) 輔仁大學 10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神槍手：
第一名：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第二名：輔仁大學香港校友會
第三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三) 輔仁大學 10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套圈圈：
第一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第二名：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第三名：輔仁大學香港校友會

八、選舉
會員大會選舉第三屆理監事，經出席會員及被委託之會員票選，當選名單如下：
第三屆理事
團體會員：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立恆、賴素如
新北市校友會代表─江惠貞、羅英宏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劉雅各、王志庸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蔡瑞彬、蔡政勳
個人會員：吳東亮、陳致遠、廖述洲、葉紫華、張喜會、陳貴糖、湯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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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理事
團體會員：台北市校友會代表─邱大環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黃德強、黃來福
個人會員：何湯雄、楊敏華
第三屆監事
團體會員：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太正
個人會員：陳識仁、劉江霖、馮思民、許能舜
候補監事
個人會員：林淑玲
九、唱校歌

十、合照
十一、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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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第三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事名單
理事--團體會員

票數

理事--個人會員

票數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劉雅各

36
33
33
31
30
29
24
18

吳東亮

38
38
28
25
23
22
13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立恆
台北縣校友會代表-江惠貞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王志庸
台北縣校友會代表-羅英宏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蔡政勳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蔡瑞彬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賴素如

陳致遠
張喜會
湯明達
廖述洲
陳貴糖
葉紫華

票數

候補理事
何湯雄

候補理事一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黃來福

候補理事二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邱大環

候補理事三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黃德強

候補理事四

楊敏華

候補理事五

12
12
12
10
8

監事名單
監事--團體會員

票數

監事--個人會員

票數

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太正

5

許能舜

17
13
6
5
5

劉江霖
馮思民
陳識仁
候補監事--個人會員

林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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