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印刷

中華民國輔仁大學校友總會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 13：30~14：30
地點：野聲樓 1 樓谷欣廳
出席人數：應出席 67 人，實際出席 34 人 (親自出席 28 人，委託出席 6 人)
請假人數：共 33 位
列席人員：共 52 位 (如下)
《上海校友會》王金煌榮譽會長、幸大智會長。
《北京校友會》陳啟文首席代表。
《廣東校友會》林莉姍秘書長。
《台北市校友會》陳華玉校友、林德明校友、陳貴糖校友。
《新北市校友會》江惠貞理事長、羅英弘總幹事、湯明達常務理事、黃宏進常務理事、
康彩華理事、黃譓宇理事、林大偉理事、盧素真理事、黃郁芩校友、
吳麗雪校友、朱芬滿校友、林君紋校友、游曜團校友、鄭凱元校友。
《台南市校友會》楊明勳理事長。
《高雄市校友會》陳秀蓉校友。
《輔大婦女大學》江淑芳榮譽會長、葉菊妹榮譽會長、張玉女榮譽會長、張珠花榮譽會長、
許黃雅娟會長、陳玉貞校友、鞠育美校友、楊麗蒨校友、范雅筑校友。
《輔仁大學師長》柏殿宏駐校董事、江漢聲校長、林之鼎校牧、袁正泰學術副校長
謝邦昌事業與資源發展副校長、王英洲教務長、唐維敏國際及兩岸教育
長、公共事務室鄭靜宜主任、資金與募款中心朱嘉綺執行長、藝術學院
馮冠超院長、進修部林麗娟主任。
《公共事務室》黃琦舒組長、陳怡禎組長、林又春、陳鵬文、李乃雨、林裕庭、孫瑋志、
李泓佑、陳禾耘。
主席：江惠貞理事長

記錄：李乃雨

一、主席致詞
江惠貞理事長：
江校長、謝副校長、校牧、國教長、副理事長及鄭主任，還有今天所有的校友學
長、學姐，以及最可愛美麗也是我們大家共同校友婦女大學的好姐妹們，大家午安大家
好！如果要講今年開會有沒有遺憾？當然有，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沒辦法像過去每年一
樣，有好多學長、學姐遠從不同國家回來，不管從美國、加拿大、香港、德國，到處都
有學長姐，那今天他們也不是不想回來，是真的不方便，包括稍後兩點半要開全球的校
友會，都必須要用線上視訊的方式，所以這可能就是我們唯一的小小遺憾，不過大家對
於母校的這一份盛情依舊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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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其實我跟副理事長蠻早就到了，只是我們另闢密室，非常嚴肅的在討論明年 60
周年，明年是我們在台復校 60 周年，2025 年是我們百歲誕辰，所以有這樣子的兩件大
事。2025 的事情我們還不敢想，可是明年就已經近在眼前了，今天 59 周年辦完以後，
時間已經開始在減一減一減一了，日子不斷的逼近。而且校友都不是你住我家隔壁、我
住你家前面，都是散落在各個地方，所以有一些事情我們利用今天來做一個討論，來向
大家來懇託、請求，是不是明年有一些想法，可以讓大家來共襄盛舉！稍後都會一一向
大家報告。在今年校慶系列活動當中，校長很辛苦、幾位副校長都很辛苦，因為活動不
是只有一個，校長已經累癱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校長操勞太多，有很多開不完的會主持
不完的事。
我沒當理事長之前都不知道學校事情這麼多，現在才發現天天這樣開會要轉台轉台
再轉台，真的不一樣，好像又回到以前 30 幾年來的時候生活都是這樣子，其實我現在
個人的工作也是這樣子，手上的公益社團太多，而且一忙都忙個 2、30 年，不可能因為
我不當民意代表就放下，對我來說民意代表是人生的意外，很多的事情才是我的正當。
雖然我已經不當民意代表一段時間了，但反而更忙！因為以前會有更多的人來幫忙，現
在很多事都是我親自操刀，所以時間安排上會比較緊湊，還好我們的副理事長真的很厲
害！雖然他在南部我在北部，可是我們都能夠合作愉快，也希望各位理監事能共同協助
幫忙，讓明年 60 周年能夠給自己的母校增加更多光彩，而不是讓母校覺得你們來還要
準備得很豐盛、舒適，讓學校有招呼不周的感覺。明年 60 周年校友會一定是其中一位
主人，謝謝大家，我們一起努力加油！
二、貴賓致詞
江漢聲校長：
謝謝江理事長、副理事長、我們的副校長，及各地校友會的會長，謝謝你們今天能
來，就如剛剛理事長所說的，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人都無法參加，可是各位還是
從各地來，我看得非常感動！大家可以看到學校是越來越熱鬧，為了 60 周年學校也是
很精心的準備。我是覺得如果學校沒有進步的話是很愧對我們的校友，學校的進步其實
大家都應該知道：第一個就是前面的三重客運收回來了，我很感謝天主在我的任內能夠
把它收回來，不過你們知道原先是簽了無限期的合約，過去它的確幫了我們很多忙，我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坐過 513，沒有它的話沒辦法進校園，今天學校有這樣的成就它真
的是非常幫忙，曾幾何時我們有捷運，現在孩子是很幸福的，三重客運剛好也換董事
長，董事長很明理，說不再占用這塊地要無條件還給學校，未來學校在前面就會有一些
建設。
另外學校的排名進到歷史新高，在泰晤士的排名現在全世界第 838 名，在全台公私
立大學第 13 名，贏過中央大學、贏過政治大學、贏過很多公立的學校，學校的老師、
副校長他們都非常用心在打拼。我們醫院最近業務也真的是滿出來了，門診量一天大概
有 3000 個左右，因為健保的問題還沒有辦法完全損益平衡，但 cash 是平衡的。有很多
重症病人都收不進來，因為病房太滿，目前我們積極在把醫院做得更好。當然我們現在
又多了個事業副校長，他的階段任務就是要讓學校更有錢。各位知道私立大學是非常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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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我到私立大學當校長才知道說為什麼台灣不會有史丹佛大學、不會有哈佛大學、
不會像日本的慈惠大學，因為台灣私立大學基本上就是靠收學費，我們學費占學校的收
入 65%已經算好的了，更後端的還有百分之 80 幾，遇到現在少子化我們是不會受到太大
的影響，可是學生素質下降，我們有醫院後就不一樣了！我們醫院是一個產業的平台，
每個系都跟醫院有很好的合作，我們打算在這 2~3 年間把學校的資產能夠倍增，然後醫
院能夠多產業化，所以我們多了一個事業副校長，他管的是包括技轉、醫材。我們現在
研發一個隔離病房可以轉普通病房，這將來要行銷到全世界去，我們的資金室、投資各
方面都是由事業副校長來負責，所以未來學校會走向一個全新的方向，在 60 年開始啟
航，在學校 100 年的時候會有更新的面貌。
現在在整建宿舍，我們有一個住了 60 年的宿舍，想想看如果有一個家住了 60 年你
怎麼修都很花錢又修不好，所以打算重新來蓋更大的宿舍。這個學校 100 年來看的時候
就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風貌！那我也希望你們能常常回來指導學弟妹們，現在學生也都
非常可愛、活潑，今天剛好天氣非常好，市集、園遊會都非常的熱鬧，可惜我們在開
會，要不然你們可以去看看今年的口味有什麼。順便講一下，如果有興趣的話應該喝個
啤酒，我們民生學院做的神父啤酒，賣得非常不錯！你們只要喝過，我相信一定會覺得
很好喝！
我們每個學院都有一個新的方向在走，我今天非常忙是因為遇到很多學院都是 30
周年、40 周年，所以全部的校友都回娘家。不過明年是全校的 60 年，所以希望每個系
都要辦一個回娘家的活動，我們有統一的 Logo，當然每個學院可能有不一樣的顏色、不
一樣的花樣，有 T-Shirt、馬克杯各式的東西都有，明年整年都是在辦這樣子的系列活
動，還要出一系列學校一甲子的書「輔一甲子仁」，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要讓全世界看
到輔仁大學日益變遷的過程，校友是我們最大的力量！坦白說學校能夠發展、能夠把醫
院蓋起來，校友給我們的支持是最大的！我在這邊還是很謝謝各地的校友這麼支持學
校，希望大家以後一起共同努力讓輔大能夠更好！再次謝謝各位，祝各位平安喜樂。
謝邦昌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
理事長、副理事長、校長、各位同仁、各位學長學姐大家好！剛剛校長已經講到輔
大這幾年在江校長的帶領、董事會的指導之下，真的是突飛猛進！我經常講說離家出走
6 年，在江校長的號召之下回到輔大、看到輔大成長。校長特別講到醫院帶動著輔大的
成長，假設沒有醫院輔大可能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醫院等於是輔大一個很基本很重要
的因素，醫院原先在校長帶領之下花了大概 40~50 億，但現在醫院的價值可能就不只這
些價錢了，可能是幾百多億了，輔大的資產等於是翻倍！當然校長希望我能天天找事情
做，能夠再把這方面輔大的資源整合運用。
現在有個觀念叫天主教聯合醫院，我們把天主教相關的大學，或者把天主教相關的
醫院加以整合，那我們的資源可能就會比台大、長庚來的更好，所以輔仁大學的未來在
校長領導之下是前景可期，這絕對不是我們自己誇自己。我們現在有大使在這裡，天主
教這方面的能量，我們聚集台灣的能量後散發到全世界更沒有問題，世界天主教的能量
比我們在台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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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要設立醫院大家想想看有多困難，這我經歷過。但江校長在不論財務、觀念上
都克服了，3 年前醫院營運了，可以看到現在輔大的榮景。剛剛校長說我們 THE 排名是
838 名，我估計校長任期中間我們應該可以突破 500 名，進入前 500 名！我們現在等於
是私校綜合大學的第一名，私校大概是第五名，前面的北醫、中國醫藥大學、高醫、長
庚都是醫學大學，只有我們是一個綜合型大學，所以在校長帶領之下除了前景可期以
外，我們很需要的是資源的整合。剛剛校長特別講到醫院的整合和學校的整合，這也是
未來我們想要發展的方向，那更需要學長姐在這方面給我們指導，指導的過程中我們一
定會越來越好，我也希望在可預見的過程當中，如果我們該往更好的方向走，學長姐一
定不要客氣隨時告訴我們，也願今天我們要邁向 60 周年一甲子讓我們一起努力！我常
常說舊有的思想、舊的觀點走不到新的目標，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可以跑得很快，但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遠、更穩，讓我們一起努力，謝謝！
唐維敏國際及兩岸教育長：
校長、江理事長、各位師長及各位學長姐大家好，我是今年 8 月 1 日才上任的國教
長，我們辦公室在對面耕莘樓，8 月 1 日上任應該就是誤上賊船啦！不是，是真心想奉
獻，因為輔大也是我的母校，而且我蠻特別的，輔大給我三個學位 Bachelor、Master、
PHD，所以我常常在國際交流的時候跟大家說我離不開輔大，或者說我只能在輔大。
While so I'm demonstrate I'm good.我知道輔大學生也許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會太
差。我這邊簡單說一下非常希望輔大能成立國際學院，我們已經在上個月提案，經過校
長指導及很多學校師長的鼓勵跟教誨，已經通過上個月的行政會議，目前準備提 1 月 7
日的校務會議，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可望在明年的 8 月 1 日成立「輔仁國際書院」這是
正式名稱，他的英文名字叫做「FU Jen Global」，我知道各位的英文一定比我好，會發
現好像不是對等翻譯，誰規定要對等翻譯，所以英文跟中文會有點不一樣。在這個學院
之下校長給了很多的意見，我覺得校長真的是找對我了，校長昨天說我們在趕進度，我
其實也很急，但也穩紮穩打。的確上個月剛通過教發會，準備要成立一個大學部全英文
的學士學位學程，這當然也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其實如果我們有國際化跟招生，特別是國教這塊如果有做起來我想排名一定會更前
面，剛剛謝副校長說 500 名，我不敢太造次，覺得 450 應該更有機會，我這樣講好像在
糾正副校長，應該說副校長稍微保守了一點。因為輔大在國教這塊落後別人蠻多的，特
別在國際招生；另一個，我目前還有個很重要的任務，是在籌劃印度中心。在座很多師
長包括校長都去過印度很多次，那麼印度實際上總共有 13 億 6000 千多萬人，我個人去
過 11 次，除了一次外交部的青年大使以外，其他都是因為輔大的任務，所以我現在對
印度有所瞭解完全是輔大栽培！輔大派我去探勘資源，後來我也非常非常謝謝校長能夠
願意成立印度中心，目前清大、政大都有「Center for India Studies」，那輔大應該
會是第三個，將會用這樣的機會與組織來整合輔大在印度的力量！我們其實在印度已經
很有知名度，建國百年的時候在加爾各答舉辦中華民國的紀念會，是一個慶祝的酒會，
現場唯一展示最多的是輔仁大學在加爾各答垂死之家的服務，所以未來在印度應該也是
大有可為！以上簡單報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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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次前次會議紀錄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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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疫情的關係，活動比起去年相對減少蠻多，尤其是上半年，還有原本要到溫哥
華開的年會及阿拉斯加的旅遊也取消了，當然希望這個疫情能夠控制得住，讓我們
還有機會大家一起到國外去開年會。
(二) 經費收支：詳見會議手冊 108 年度收支決算表、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1 月~11 月)。
五、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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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年度收支決算表將於年度結束後，呈報內政部，並於第五屆第五次
理監事會提報及承認。
3.本會 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一(第 15 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編列本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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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年度收支預算表內含員工待遇編列，詳如附件二(第16 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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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規劃本會 110 年年度工作計畫，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會章程第 32 條辦理。
2.本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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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三(第17-20 頁)。
決議：照案通過。
鄭靜宜秘書長：這年度的計畫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明年 60 周年校慶聖誕時裝秀，目前暫
定在 12 月份，這是跟以往比較不一樣的活動。
江惠貞理事長：在台復校 60 周年校慶聖誕時裝秀，我們在理監事會已經討論通過決定要
舉辦，決定要辦之後就有很多的事務必須要做一個宣告。大概的期程我們預計時裝秀有
40 組的表演、40 個單位、40 個人，或者是一個單位兩個人同時出場，我們依照織品服裝
系常常在辦活動的精確計算，一場的時間下來大概 40 組人走秀，所以會通知 70 幾個系
所友會、各地的校友會，希望每一個單位能提出走秀的名單。例如：總會、高雄校友會派
出 1~2 組人，總共會控在 40 組左右，當然裡面還會增減校長、副校長、國教長等等，他
們走秀都是有目的的，走出去代表的是學校之外，司儀在介紹時就會做一些宣傳。簡單來
講，我們會做一些與公益的連結，大概會在 3 月底以前報名截止，最慢要在 6 月初前就
要跟織品服裝系的老師及學生確認，而學生也是要經過徵選，不是每位學生都能擔任設計
師。這個發想是由楊明勳學長開始的，他已經想好要穿什麼了，所以他就會要求徵選出來
的同學往他想要的方向去設計，搭在學長身上就會激發出比外國模特兒還不一樣的火花
及更大的爆發力！
鄭靜宜秘書長：楊明勳副理事長之前是織品系的模特，他在學生時代就走過我們的時尚
秀，我看國教長及在座的各位都能共襄盛舉！這部份我們都已經有做了籌備會議，請織品
系的兩位老師帶領學生，會跟校友們進行媒合設計，設計到時候會做一個方向的引導，提
供給校友們做選擇。整個時程會擬出來，到時候就請大家多多熱請參與，也會結合公益，
希望創造出另一個獨一無二的美名。織品系也是今年 50 周年，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合，
同時也讓在校的學生跟畢業的校友能有個很好的互動。在走秀之前會安排儀態訓練，校友
就能回學校跟學弟妹們有互相交流的機會，並且也能多回校園做更多的互動！
江惠貞理事長：簡單的說，一個活動要進行，經費是最重要的動力。目前大概有這樣的構
想，當服裝設計出來後就會由你帶走，包括衣服、一整年來的訓練及彩妝、在自己身上的
投資，我們希望就負擔自己的投資 5 萬元。至於當天的酒會、走秀的舞台，其他林林總總
我們預估在 200 多萬左右，這部分我、副理事長及其他理監事，我們會想辦法去募，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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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錢切開來我想會比較清楚。當然織品系本來就有很多得獎的作品，我們會請校長、副校
長等，用他們的身分把衣服襯托出來！他們穿得獎的作品，我們穿自己的作品。其實 5 萬
元是合理的，我們本來想說是不是能更低或再增加一些，後來算一算其實差不多。像我身
上的衣服是買現成的，一件也要 1~2 萬元，因為它不是為我設計的，所以襯托不出來它的
美，可是現在是由學生量身設計的，就能穿出它的價值，所以我覺得 5 萬元是值得的。我
們開了一些名單，像各位副校長及歷年的傑出校友，都能邀請來參加，希望現場的各位也
都能共襄盛舉！剛剛有跟鄭主任提了個想法，其實有的人不見得會想上台走秀，但是他願
意共襄盛舉，因為我們希望能把結餘結合公益，這個公益可以是校內或校外，或許個人捐
一張病床會覺得有點吃力，沒關係我們每個人可以 500、1000 元集資的來捐，一起略盡心
意，也能合資起來由學校指定單位，或是對外天寒送暖的活動都可以，設定一個目標大家
一起來完成！這個案子還需要大家大力的幫忙跟協助，因為這麼大的活動要再發生，可能
會在 2025 年學校百周年慶的時候，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青春難再，要抓住青春的尾巴，
大家要多多參與！如不是很周延的地方，會在公告上寫得更詳細，謝謝。
第四案
提案單位：校友總會辦公室
案由：舉辦第六屆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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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園遊會及校友返校日訂於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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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行事曆，詳如附件四(第21-22 頁)。
決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江惠貞理事長：剛剛校長有特別提到很多學長姐已經有喝過民生學院開發的神父啤酒，還
有像我們到英國、到很多學校都有帽 T，學校今年也設計開發了 6 種顏色，比較經典的幾
個顏色都賣得不錯，但很遺憾今天都沒放到這裡讓大家認購，帽 T 都很耐洗耐穿又很輕
便，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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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頒獎
(一)輔仁大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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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隊
第三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A 隊
(二)輔仁大學 109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校友組趣味競賽─壘球擲遠：
第一名：新北市輔仁大學校友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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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隊

八、唱校歌

九、合照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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