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13：00~15：00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應出席 67 人，實際出席 44 人 (親自出席 29 人，委託出席 15 人) (如簽到簿)
請假人數：共 23 位
列席人員：共 72 位 (如下)
《全球校友總會》戴建民榮譽總會長、楊嫚妮總會長、吳光昱候任會長、亞太澳地區陳沛廣副
會長、美加東地區張文穎副會長、東南亞澳地區陳正吉副會長、吳紀美辦公
室主任。
《傑出校友》陳沛廣校友、陳華玉校友。
《上海校友會》徐羅生常務副會長、陳昭蓉常務副會長。
《香港校友會》陳沛廣會長、蕭國輝副會長。
《日本校友會》吳炯麟榮譽會長。
《新加坡校友會》陳正吉會長。
《台北市校友會》王鎮華理事長、陳華玉校友、邱大環校友、林德明校友等。
《新北市校友會》羅英弘總幹事、黃宏進校友、李文中校友、林大偉校友、陳宗彬校友、康彩
華校友、溫河舜校友、吳麗雪校友、林春霞校友、郭宜芬校友、黃譓宇校友、
朱芬滿、陳玉翔等。
《台中市校友會》洪嘉鴻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蔡瑞彬理事長、洪光成候任理事長、蔡政勳校友等。
《台南市校友會》劉雅各榮譽理事長、楊明勳理事長、王志庸總幹事。
《輔仁大學師長》 江漢聲校長、袁正泰學術副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張懿云行政副校長、
李天行國際副校長、吳文彬主任秘書、潘榮吉推廣部主任、高義芳進修部主
任、鄭靜宜品牌學程主任、賴振南外語學院院長、馮冠超藝術學院院長、陳
杰昇資金室主任、吳紀美公共事務室主任、朱嘉綺資金室組長。
《系所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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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系友會林
悅秀會長、婦女大學聯誼會江淑芳會長及 10 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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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晴、孫瑋
志、李泓佑、李建業。
主席：陳立恆理事長

記錄：林倢伃

一、主席致詞
大家好！很開心能夠回到學校來。尤其我剛剛也特地回去德文系走一趟並捐款，希望
學弟妹們加把勁。看到這麼多年輕的學弟妹們，同時也覺得歲月不饒人。我發現我們德文
系的校友都很會服務。我與楊嫚妮學姐、今年的傑出校友陳華玉以及去年的傑出校友張喜
會都是德文系的。這使我想起孫神父為教育服務的精神，我們的校長及師長也同樣秉持著
這樣的精神為輔大奉獻、犧牲，這就是信仰的最終精神。所以每位校友會回到學校就是有
這種精神存在，才懂得為學校做點事。不管是否為天主教的信仰，人生的宗旨為生命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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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我們每位師長在校長的領導下，把輔仁建設的這麼好。尤其我們有醫學系、有醫院。
我覺得很充實，輔大走到這個地步已然能成為全球了不起的大學。我很感謝學校給我們的
教育，才有今天的我們。今天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又要開會了，我們請輔仁的領導
人為我們勉勵幾句，謝謝大家。
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服務學習，學習服務是學校一概的觀念。我今天還要謝謝陳理事長、江副理事長以及
這麼多校友特地回到學校來，很開心！我來這個學校 16 年了，台灣應該沒有一個學校像
輔仁大學一樣，有這麼多校友對學校有這麼大的向心力。大家想的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學
校要如何往前走。輔大這麼大的學校，有這麼多學院這麼多系所，大家能這樣無怨無悔凝
聚在一起，而我也何得何能能夠蓋一間醫院。這間學校值得我們在百年的時候給他一個全
新的面貌、新的競爭力。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傳承，從于斌校長、羅光校長到我，我應該
為這學校留下一些什麼讓學校繼續往前走。我也應該要將這位子傳承給一位能將輔大推向
前的人，我一直照著這個理想走。我們既然有了醫院，未來我們能在世界排名第幾？我們
有多少論文、多少的產學合作？必須要訂定一個目標。我們下一個目標是追過師範大學，
他是國立大學且排名為國內前十名，世界排名為三百名左右。我們要追過他其實只要醫院
有貢獻就能追過。因為他們沒有醫院，但是當然我們有許多系輸他們太多，不過我們能從
其他資源來追過他。所以我要跟大家說的是，學校其實有一個目標一直在走。上次美國基
金會在學校開會時，訂定了一個百年百億的計畫。就是在輔大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的資
產要到一百億。所以我們組了一個小組，因為光靠學費是不夠的，學費只是基本盤，付完
大家的薪水就沒有了。如果靠醫院，或許三年五年之後能夠回饋學校。但是它必須跟科技
合作、跟產學合作，這些將會幫助推動學校的資產往上迅速爬升。董事會也指示我要成立
一個小組來演繹這個問題。是否能在百年達到百億，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因為有你
們、有這麼好的校友，你們代表我們的社區。我們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談到新莊及新
北市就會想到輔仁大學，我們是結合的所以才能把學校做那麼大。有你們這些後盾，學校
目前為止每個月營業額能達兩億，每天的門診數能到兩千人。我們預計在明年的六七月就
能達到平衡。再次感謝各位今天從各個地方過來，我很感動！輔仁大學值得更好！

國際與資源發展李天行副校長：
校長以及理事長已經說很多，我想我就不多說了。我想再次代表學校和公共事務室歡
迎各位學長姐、學弟妹回到學校來。今年對我來講也是蠻特別的一年，三天前我在上課，有學
生問我說你回來學校多久了？我說四天前，剛好是 12 月 4 日，這個日子非常特別，因為我是
1993 年的 12 月 4 日拿到博士，是那天上課的 25 年前，算一算我回來學校已經有 24 年又十個
月。我非常驕傲的說我畢業之後只有一個雇主，就是我的母校，所以我非常認同剛剛校長所說
的，我們都很愛學校，也感謝各位對我們的支持！我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之下學校會更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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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惠貞副理事長：
校長、副校長、立恆學長、吳主任以及總會的幾位總會長還有所有來自各地的各位學
長姐大家好！我最近忙的唯一事情就是在想如何把高麗菜賣好。我自己從政界到現在賣蔬果，
真的可以看到政府還有許多體制需要好好的去面對、去做調整。前台灣現在有許多需要被重新
思考而不是很制式的東西。所以我們如何從校園裡面得到衝擊、反思，我現在每週可以回來學
校享受兩天，在校園的感覺真的很好！希望大家多多回來學校，不是只有校長、副校長、師長
們一直飛出去參加校友會的活動。，學校也幫我們準備許多活動讓我們這些校友能參與的，這
是學校很重要的心意。希望我們校友會能開支扇葉之外，也能讓校友會與校友會之間有更多交
流。我相信我們做的不僅僅能讓輔大更好，我們也有能力讓國家更好，讓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全球校友總會戴建民榮譽總會長：
校長、理事長大家好，今天很開心能來參加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在這十年當中，就像剛剛校長及理事長提到的，我們要改變。我們全球畢業的校友將近 20 萬
人，但是在美國有將近兩萬人。我現在在北加州，北加州有五六百位校友。我也打電話去邀請
他們來參加校友會，但是很多人都會說跟母校沒有很大的連結。這讓我想到校友會的目的是什
麼？不是大家來吃吃飯如此而已。我們要改變，看要如何為學校做點什麼事情。大家可以一起
來討論，謝謝！

全球校友總會楊嫚妮總會長：
校長、各位師長、各位學弟妹們好！我從今年開始擔任全球校友總會的總會長，在這之前
也擔任歐洲校友總會的總會長。輔大的勢力真的非常堅強，向心力也很強，光是在德國就有一
百多位校友。這幾年因為擔任候任會長及總會長的關係，跟母校的接觸比較頻繁。今天走在校
園裡面，真的覺得生氣蓬勃！讓我覺得很感動的是，全台灣不知道有多少學校的校長不是我們
學校出來的，但是他是輔大人，就是我們的江校長！希望大家都能秉持著初衷，讓母校越來越
好！
三、頒獎
(一) 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棒球九宮格：
第一名：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第二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A 隊
第三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B 隊
(二) 輔仁大學 107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BB 彈射擊：
第一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B 隊
第二名：輔仁大學全球校友總會
第三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A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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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議前次會議紀錄
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
五、工作報告—吳紀美秘書長報告
(一) 107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07 年度工作報告。
1.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重大紀要：
(1) 107.05.05 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暨 106 學年度校系所友會會長聯誼餐會：
共 54 位參加。
(2) 107.10.20-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暨台南市校友會共融：共 25 位參加。
2. 國內校友會活動：鐵馬環台活動、台南市校友會會員大會、台北市校友會第七屆
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新北市校友會春季旅遊、台南市校友會秋季旅遊、高雄市校
友會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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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收支決算表、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1 月~11 月)。
六、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07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7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將於年度結束後，呈報內政部，並於第四屆第一次理
監事會提報及承認。
3. 本會 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一(請見手冊第 15 頁)。
決議：照案通過(詳見附件一)。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08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 本會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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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規劃本會 108 年年度工作計畫，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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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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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三(請見手冊第 17-19
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舉辦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四條辦理。
2. 輔仁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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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配合母校校慶，擬建議明年本會會員大會與校慶共同舉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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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輔仁大學 108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四(請見手冊第 20-21 頁)。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陳立恆主席：希望學校能整合一下我們校友的資源，看是否能形成一個社會網絡讓我們能做點
什麼事，也讓校友會能永續下去。
新加坡陳正吉會長：剛剛提到的許多建議，有很多是有可行性的。不妨請他們做這個建議的籌
備委員並提出具體的案例。由這個校友會來決地如何推廣，否則說說而已又再過一年，再說一
次又再過一年，沒有結論。可以進行的就繼續發展。如何發展再由校友會統一籌劃，謝謝。
陳立恆主席：沒錯，所以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組織建構，否則有時光說卻不容易落實。所以我也
這樣建議，看要如何在學校做一個比較健全的組織並繼續推廣。
江漢聲校長：我想跟大家報告，我們計畫在學校的焯炤館，三樓計畫作健身房，二樓可能會有
一個校友會辦公室。這樣以後大家回來學校在那邊就會有一個小小的空間，也比較方便。另外
醫院會對校友提供許多折扣，而在 15 樓有個貴賓室現在也開始在跟校友會接洽。目前比較積
極的是上海校友會，我們也能透過這個平台讓校友會做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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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選舉
會員大會選舉第五屆理監事，經出席會員及被委託之會員票選，當選名單如下：

第五屆理事
團體會員：
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立恆、王鎮華、林德明
新北市校友會代表─江惠貞、羅英弘、黃宏進
台中市校友會代表─洪嘉鴻、楊敏華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楊明勳、劉雅各、王志庸
高雄市校友會代表─洪光成、蔡瑞彬、黃來福
個人會員：張喜會

候補理事
團體會員：新北市校友會代表-李文中、台中市校友會代表-吳清池、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太正、
台南市校友會代表-林添城
個人會員：羅崑泉

第五屆監事
團體會員：台北市校友會代表-陳華玉、高雄市校友會代表-蔡政勳
個人會員：湯明達、陳貴糖、馮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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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