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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聖約翰科技大學校友會總會中華民國聖約翰科技大學校友會總會中華民國聖約翰科技大學校友會總會中華民國聖約翰科技大學校友會總會 

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時間：  2013 年 8 月 3 日(六)下午 7 時至 10 時。 

地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9 號 11 樓 展岳科技會議中心. 

主席： 曾恩明        秘書長： 童志誠        紀錄：吳興祥 

出席人員：  

理事：曾恩明、林永芳、杜純琛、沈祖慰、葉永乾、蔡銘哲、張員榮、英宗宏、

李坤鍾、簡宏志、楊常弘、林祺洋、王派通、游森林、林志強、陳劍威、

莊易霑、蔡伯軒、莊鴻偉、謝煥周、萬儒道、石昱鴻、高德潤、黃中信。 

請假：沈文賜、莊佑輔、柯佳仁、李越超、張錫帆、艾和昌、谷昭蓓、江信

緯、袁偉德。 

（應出席人數 33 人，實際出席 24 人，請假 9 人） 

 

監事：廖文彬、李再成、陳家宏 

請假:、張譽興、呂允仁、賴俊年、余純森、李國強、陳照文、黃國男 (馬慧純)。 

         （應出席人數 11 人，實際出席 3 人，請假 8 人 ） 

  

母校貴賓：劉伯祥研發長 

 

列席：第一屆許銘熙學長（校友董事）、第三屆邱無難學長、王蕙玉、李宣、

吳興祥、楊明欣、黃詩暖、吳昌達，母校熱舞社代表:連天玲、蔡凱翔、

張良因。 

                        

 會議內容： 

一、理監事報到。 

二、主席宣布開會：唱校歌、恭讀校訓。 

三、通過上次會議記錄（略）。 

四、會務報告： 

（一）本屆 馬慧純監事不幸於七月二十一日凌晨辭世，這是我們歷屆理監事當

中第一個在任內過世。馬監事在八月十日(星期六)上午 11 點 30 分，假新

北市殯儀館崇仁廳舉行公祭。懇請理監事撥空前往表示哀悼。 

全體與會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鐘，表示悼念。 

（二）財務報告 (秘書長：童志誠) : 

� 我們陸陸續續收到大部分理監事三年一期的會費捐款，謝謝各位的慷

慨解囊，讓我們校友會的財務能更健全，運作上更順暢。目前僅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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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繳納。 

� 今年在校慶 4/27 舉辦籃球賽支出為 NT：22,222. (22,192+30.) ，目前

帳目結餘 NT：575,073。 

（三）吳校長舜文女士忌日悼念活動預定 8 月 9 日(週五)上午 10 時，校友會將

至金寶山舉行追思祈禱儀式。裕隆集團也將於當天下午一點半至兩點半，

舉辦追思吳校長音樂會，如果當天能參與的人請速向秘書處報名，以便安

排座位。 

（四）介紹列席人員：略 

（五）貴賓介紹：略 

（五）各委員會報告(由各委員會召集人代表報告)。 

1. 網路委員會報告(林永芳副會長) 
無。 

2. 募款委員會報告(杜純琛副會長) 
年底的活動需要多少經費，將與李學長討論後再行報告。 

3. 聯絡委員會(葉永乾常務理事) 
請假 

4. 營運委員會（張員榮常務理事） 
見提案討論一。 

5. 公關委員會(楊常弘常務理事) 
上次報告中，我們會與學校相關部門拜訪淡水、金山附近的工商專

業學校。目前已和金山高中與竹圍高中簽約合作。合作內容是由本校的

教授到這兩所學校授課，並且也提供資源給這兩所學校使用，未來這兩

所學校的學生會將對母校有更多認識，以增加他們畢業後選擇進入母校

就讀機會。 
6. 傑出校友委員會（李坤鐘常務理事） 

前幾天有與楊學長見面時，討論了傑出校友的平台與資源如何善用。

計畫增加兩位也是傑出校友的理監事參與本委員會來強化功能。         
主席回應：傑出校友委員會在五位本屆傑出校友於畢業典禮受獎後，代

表校友會宴請他們表示歡迎。另當天辜嚴董事長也同時認識了我們

這屆的傑出校友，並表示將擇期另行邀宴，暫定於八月底與傑出校

友代表一同餐敘。 
7. 系友會委員會（英宗宏常務理事） 

系友會委員會將在八月十六號，邀請各系學會的會長吃個飯，商討

全校十五個系學會怎麼運作把這些校友找回來，有任何進度會在下次的

會議中與各位報告。 
8. 傳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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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海聖約翰委員會（沈祖慰常務理事）： 

� 上海聖約翰大學全球同學聯誼會訂於 10 月 31 號與 11 月 1 號兩天

於母校舉行。在 10 月 30 日需要在座的學長，於時間許可時提供你

們的座車，來接待這些從機場入關的上海聖約翰學長們。 

� 另外需要大家支援在 11 月 2 日之後的三日旅遊的活動，可一方面

玩，順便照顧這些老學長們。 

10. 活動委員會（蔡銘哲常務理事）： 

� 今年將舉辦的 Mayouting 活動，鑑於曾會長連任的第一年，新任理監事

中有諸多新進成員，所以今年的活動就以校友會主力幹部及理監事成員

來參與為原則，時間日期待大家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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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會報告（李坤鍾常務理事）：  

今年的活動維持圓桌聚餐的方式，但把內容與人數作一個加強。這

次地點暫定在三軍軍官俱樂部來辦理，希望人數能到達 500 人，在

活動上希望向參加的校友們，表達傳承校友會成立的目的及資訊，

並以此年會凝聚所有畢業校友的力量。 

11. 母校互動委員會（賴俊年常務監事委請童志誠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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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董事委員會（廖文彬常務監事）： 

� 母校招生成績連年下滑，已經嚴重影響校譽與未來發展，校友會應

該適當的表達關切，促請董事會有效督導學校迅速改善，以免逐漸

陷入淘汰的邊緣。 

� 為了更加有效的支持董事會運作，將重新草擬校友董事推薦辦法，

於下次會議提出討論，以便於年會時交付表決，也請大家提供寶貴

意見。 

� 校友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學校把學校辦好，請大家共同努力恢

復母校既有的榮耀。 

13. 分會委員會（張譽興常務監事） 

請假。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修訂部分校友會章程，如對照表。提請討論。 

說明：經常務理監事會議討論，建議修正部分章程條文如下： 

� 原第 1 章 2 條修改為：本會為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非以營利為目的

之社會團體。目的為傳承上海聖約翰大學固有傳統、延續原新埔工專

校友會及新埔技術學院校友會，以「加強校友連繫、增進彼此情誼、

團結互助校友」為宗旨，並力求發揚「聯誼（FRATERNITY）」、

「學誼（FELLOWSHIP）」、「友誼（FRIENDSHIP）」之校友精神。 

� 原第 3 章 17 條修改為：理事會置常務理事十一人，由理事互選之，

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二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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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由副理事長代理之，若副理事長不能

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

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 詳見附件--條文對照表(102 05 09) 。 

   決議：通過。 

  

提案二：本年度戶外活動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由活動委員會每年主辦的戶外活動，擬於 8/24 或 8/31(星期六)舉行，計

畫以北海岸一日遊為主，輔以專題演講或論壇，以達輕鬆愉快，兼得感

性知性聯誼活動。 

  決議：通過在 8/31 舉辦本年度戶外活動。 

 

提案三：本屆理監事遞補案，提請討論  (附件二.) 

說明：(一)本屆校友會理監事於元月生效迄今，計有理事一名,監事兩名出缺。 

(二)依本會章程規定由候補理監事遞補。 

(三)另提醒依照本會章程第 29 條：理,監事連續兩次無故缺席理,監事會

議者，視同辭職。敬請大家相互提醒，並盡可能正常出席各項活動，

如有要事亦請事先請假，以不負校友們之所託。 

   決議：原江信緯理事由候補第一順位吳昌達候補理事遞補，原馬慧純監事及

李國強監事由候補第一順位林龍盛候補監事及候補第二順位楊慶煜候

補監事遞補。 

  

提案四：爰例贊助母校熱舞社案，請討論。 

說明：（一）本會已經連續四年贊助母校熱舞社舉辦全國性的街舞大賽，對於

鼓勵學弟妹走出校園，主辦全國性活動，宣揚校譽促進招生，已  

經取得預期的效益。 

（二）今年 11 月將舉辦第五屆聖約翰盃全國街舞錦標賽，建議爰例贊

助獎金三萬元。 

（三）本會無固定財務收入，目前主要收入來自於理監事的捐贈（每屆   

每人五千元），因此曾議決對於母校社團的捐助，以收入的三             

分之一為限，不足的部份宜自籌財源外也可鼓勵向學長們募捐。 

（四）另對於母校社團的鼓勵與輔導，除贊助經費外，歡迎理監事依照

本身專長，予以實際輔導協助，以傳承母校優良傳統。 

（五）申請贊助的社團需先通過母校課外活動指導組的審核通過，方得

於理監事會議中提案。 

   決議：通過補助新台幣參萬元整，並由莊易霑理事循往例作為校友會代表參

與活動並給予經驗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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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一）建議擬定校友會補助申請辦法，提供校內社團申請校友會補助。  

      說明：學校有分上下學期，會在每年的一月及七月訂為學校社團預算審查，

若有此辦法建議截止日期訂在在 12 月 31 日或 6 月 30 日前繳交，對

於社團活動的進行才有助益。 

      結論：下次秘書處會議就這個問題做更具體的討論，有具體的辦法會在下

次開會在提出來。 

 

    （二）建議於年度校友活動，增加一個募款自由認捐的項目。增加校友會的

經費，不但可以贊助母校社團活動，也可提供有經濟需要的學生申

請獎學金。 

      結論：校友會募款的項目有限，所以目前仍為經過學校課外指導組認可的

校外型社團活動申請為主，未來若有增加，留待未來再做討論。 

 

    （三）面對學校招生嚴峻的現況，建議校友會要表達關切，並促請改善。 

      說明：現在因少子化的緣故，教育部說過接下來會有三分之一的大專院校

（將近五十所學校）面臨關門的命運，而以招生成績而言，母校已

經被列在這後面三分之一的學校當中，即將面臨被淘汰的窘況。 

      決議：校友會有責任代表校友表達意見，但為避免不必要的困擾與衝突，

宜審慎為之，且未免流於空談，希望能提出具體改善意見。建議分

頭進行研究，在校的校友老師們，從教育及學校經營的角度思考，

企業界校友則以社會、企業經營的角度來思考。在下次開會時再提

出來，希望把研討的結論做一個正式報告提交。 

     （四）建議下次會議時間改在十月五日（禮拜六） 

       說明：根據往例，在大陸經商校友多利用大陸十一假期返台休假，如依

原訂十二日開會，大部分將不克參加，如提前一週將有利於台商理

監事與會。 

       決議：通過。 

七、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在百忙中撥冗參加，各委員會也分頭推進會務，校友會的發展

越来越好，大家功不可沒。然而，母校的招生狀況卻令人憂心忡忡，亟待群

策群力集思廣益，共同研擬具體有效的應對辦法。也特別需要集體智慧，審

慎處理與母校及董事會的關係，以便有效集合力量，真正幫助到母校的長期

發展。 

八、合影留念、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