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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第九屆代表大會覆准） 

日期：201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 時 

地點：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2 號港景匯 1 樓煌府婚宴專門店 

主辦：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 

出席： 中華民國美東僑生聯誼會     -  劉大明 
       北加州留台僑生聯誼會       -  毛小苓、鄒尚文 
       澳大利亞留台校友會         -  黃煥南 
       新加坡留台大專校友會       -  潘廣齋 
       汶萊留台同學會             -  陳美慧、韓保定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  方俊能、陳曉娟 
       印尼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  江澤民、翁其鴻 
       緬甸留臺同學會             -  尹開泰、冷耀東 
       海外在台僑生校友聯合總會   -  韓銅準、黃安美        

泰國留臺同學會             -  丘菁瑛、楊培文 
       加西留台僑生聯誼會         -  陳雅莉 
       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   -  趙達衡、麥業成 
 
議程： 
1. 秘書處確定出席會議代表 
2. 推選大會主席及大會記錄 
3. 會務報告：各地總會報告會務及近期活動 
4. 討論事項 

  提案一：僑務委員會 105 年全球留台校友領袖幹部返國參訪團 
  綜合座談會提案之跟進討論 

5. 臨時動議 
6. 解散第八屆理、監事會 
7. 通過第九屆常務理事，由各地總會會長擔任 
8. 推選總會長 
9. 推選三位副總會長 
10. 委任總會長推選第九屆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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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開始，首先通過本屆會議議程: 
各地代表對議程提出意見： 
 原議程 2 推選大會主席及大會記錄，大會主席必然為現任世界留台校友會聯

誼總會趙達衡總會長，而今屆秘書處亦為當然大會記錄，不必推選。議程 2
改為通過上屆會議記錄。 

 原議程 6 解散第八屆理、監事會，更改至所有議程完成後才解散，即變更為
議程 10。 

 原議程 7 通過第九屆常務理事，由各地總會會長擔任；根據本會章程第六條，
理事會設理事二十一至三十九名，由當然理事及票選理事合組成之。而 
第七條本會設常務理事七至十三人，由理事互選之。第八條，各地區校友會，
總會或聯合會會長為當然理事。因此這議程只能為確認第九屆當然理事，由
各地區校友會總會或聯合會會長擔任。 

 原議程 10 委任總會長推選第九屆理、監事改為授權總會長推選第九屆理、監
事。 

 
經討論後本屆議程有所修訂，由常務理事新加坡代表潘廣齋會長動議，北加州代
表鄒尚文顧問附議，一致通過、本屆議程新修訂如下： 
 
新修訂議程： 
1. 秘書處確定出席會議代表 
2. 通過上一屆會議記錄 
3. 會務報告：各地總會報告會務及近期活動 
4. 討論事項 

  提案一：僑務委員會 105 年全球留台校友領袖幹部返國參訪團 
  綜合座談會提案之跟進討論 

5. 臨時動議 
6. 推選總會長 
7. 推選三位副總會長 
8. 確認第九屆當然理事，由各地區校友會總會或聯合會會長擔任 
9. 授權總會長推選第九屆理、監事 
10. 解散第八屆理、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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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1. 確定出席會議代表 
   根據大會章程第五條，聯誼總會代表大會每一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二人。這次

出席會議的共 12 地區，人數共 20 人，出席名單請參考出席表列。 
 
2. 通過上一屆會議紀錄 

由於上屆未能提供會議紀錄，因此就此略過 
 

3. 會務報告-各地總會報告會務及近期活動 
 
香港 
這兩年到各地拜訪，了解各地留台校友會的發展情況，亦拜訪各地僑務中心、
中華學校，期望增進彼此間的溝通交流，把僑生的力量團結起來，以回饋及支
持祖國；感謝各地校友的熱誠接待，會將各地校友最新的動態及面對的情況向
僑務委員會、教育部反映，各地提案亦得到回應。 
 
美東  
2000 年開始，我們每年 12 月都有一年一次的聯誼會活動，歡迎各位學長如到
紐約來可與我聯絡並一同參加，同時我們每年暑假有烤肉活動，春節有遊行，
亦參與僑委會舉辦的遊行；將來亦希望聯同北美、加東、加西一起舉辦活動。 

   
北加州  

   2000 年設立在台優秀僑生獎學金，2009 年增設在台清寒僑生助學金，幫助及 
   鼓勵在台就學的清寒學弟妹；這兩年共舉辦了 40 多個活動，約兩星期就見面 
   一次，今次帶了年刋送給大家，詳細會務報告及活動可參閱第五頁。 
    

澳大利亞 
   我們今年剛好成立 20 週年，每年我們會舉辦端午吃粽子活動，中秋節活動， 
   亦舉辨講座，而每年 10 月 21 號前後是華僑節，我們都會舉行會員大會，並 
   改選會長；其後馬上籌辨聖誕餐會，亦有新春晚會，至目前每一年都大概有 
   600 至 800 人參與，活動最主要是可以聯絡各校友，服務僑社，聯邦議員亦 
   前來有參加，藉此能與中華民國外交部有一個密切的互動；在此我們歡迎各 
   地校友，包括你們的子女、親人來澳洲旅遊、升學，可以聯絡我們，一定會  
   傾力協助，讓他們平平安安的來，平平安安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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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我們同學會明年也 40 週年了，會員大會也是在 8 月左右，活動重點是雙十國
慶、中秋節活動等等，除此之外每年一定籌辦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活動，今年
已經是 151 週年了；因政治問題較少與台灣方面溝通，若汶萊留台同學會需要
我們的協助，我們一定會盡力配合。 
 
汶萊 

   昨天歡迎宴上已就汶萊留台校友會的情況及活動說了很多，在此不再重覆， 
   謝謝大家。 
    

馬來西亞 
本人及團隊於今年 4 月接任馬來西亞年聯總，辦了一系列的活動，例如 8 月文
華之夜及台灣高等教育展，今年台灣有一百多所大學到馬來西亞參展，是今年
最大型的活動，明年 7 月亦會舉辦，希望屆時大家都來參與；我們的活動主要
係關心華社、華校，在華文教育方面，與台灣各大學合作培訓獨立中學的師資，
希望把台灣文化可以傳承到馬來西亞，我們亦關懷馬來西亞在台學生，設有關
懷基金，在有需要的時侯，可以幫助學生渡過難關。我們活動的發展方向第一
是聯誼留台人，第二是積極推動中華文化例如教育，第三在有需要時幫助馬來
西亞人；我們有四十多個分會，希望大家可以與我們保持聯繫。 
 

印尼 
我們的會務已列印在 2014 至 2016 印尼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的會務報告上，各
位可以翻閱。印尼面積約有 200 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 2 億，是世界人口第四
多的國家。本人於去年 11 月接任印尼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會長一職，目前有
十個地區分會，亦有九所台灣的大學加入各個分會。會務分為對內及對外，對
內方面：一、為會員子女赴台升學需要補助金的，積極協助爭取獎學金或助學
貸款；2、舉辦更多元化的免費講座，如醫療健康、財稅知識等主題；3、組團
拜訪各區分會並郊遊當地旅遊景點。對外方面：有赴台升學的印尼僑生輔導
班、外籍生申請入學、觀摩團與語言班、印尼華文師資培訓、率領印尼高中校
長團拜訪台灣、協助台灣各大學院校來訪宣傳、書畫班、台灣高等教育展等一
系列活動，將印尼留台聯總的角色能更上層樓，成為印尼與台灣教育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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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昨天我們在歡迎宴上已報告了，現在補充幾項籌辦了的活動，今年辦了兩場論
壇，亦舉辦有關各行各業的工作展覽，讓參與人士有所交流；現在整理一些分
會及台灣各大學同學會的成立，另外與仰光地區孔聖廟合辦職訓班，而第二所
希望小學亦都開始籌建，同時協助十多位台灣醫生到緬甸偏遠地區義診時的翻
譯工作。 
 
海外在台僑生校友聯合總會 
本會主要由畢業多年的留台僑生組成，主要是配合中華僑聯總會的活動及歸僑
聯誼會的工作，例如緬甸、印尼歸僑辦的潑水節。現在因為新南向政策，很多
時候要靠各位海外的畢業僑生幫忙，希望國外校友協助推動本會的工作。 

 
泰國 
我們的組織與其他國家校友會有點不同，有 12 個屬會，部分地區還未成立，
亦有以各自大學成立的校友會，還有僑中校友會，是由一些在台唸完中學便回
泰國工作，並沒有完成大學的校友組成，他們的活動能力很強。總會是由每個
屬會派代表組成，根據人數按比例派出，最多不可以超出六位。各地屬會亦會
舉辦活動互相交流，有校友會為母校辦的校慶活動，也有學術演講會例如健康
講座，旅遊活動，國外、國內都會舉辦一次。總會成立三十一年，在前年終於
有屬於自已的會址，由我們永遠榮譽會長許作方學長捐出一棟樓給泰國中華會
館，而第六層樓是屬於泰國留臺同學會的。 

 
加西 
我們的組織大部分是由畢業多年的僑生組成，目標是推動中華文化；其他活動
都是配合當地大專院校及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所舉辨的聖誕、新年聚會。 
 
 

4. 討論事項 
 
提案一：僑務委員會 105 年全球留台校友領袖幹部返國參訪團綜合座談會 
        提案之跟進討論 
這座談會收集到各地提出的共有 10 項提案，在會談後我們要求能收到僑務委
員會的書面回應，請參閱附件(綜合座談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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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可以就僑委會的回應在有需要的案由作出討論及跟進。 
 案由 2：建議本參訪團未來不要用”全球”的名義，改以世界留台校友會

聯誼總會為單位，以利洽邀及行政作業。 
要求釐清全球留臺校友會的名稱問題，並希望日後改用世界留台校友會聯
誼總會的名稱，因為這組織由僑委會創辦的，過往僑委會在發出邀請時，
因名稱及發送途徑問題，引致訊息混亂，甚至延誤，一些地區派了兩個或
三個組織前往，造成尷尬。希望日後邀請函直接發給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
總會，再由總會轉發出通知函給各地屬會。 

 案由 3：請說明如何捐贈僑生獎助學金，以鼓勵僑生來臺升學。 
知悉政府為照顧僑生，提供了很多獎助學金，讓有需要的僑生可以得到協
助，因此我們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也可以出一點力，希望在今晚大會
上籌募一些經費，捐給僑委會給予一些清寒僑生作為助學金，目前大概已
籌到五、六萬港幣，這是一次性的，如希望總會籌組恆常性的助學基金，
及其如何運作，日後可再作商討 

 案由 8：建議鬆綁法令，讓無國籍僑生能獲得僑生居留證，以利彼等在臺
安心就讀。 

重新要求僑委會考慮汶萊、印尼等無國籍僑生到台升學簽證問題，請要繼
續跟進。 

 
5. 臨時動議 

「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總會長，如有兩位參選者，應採取不記名投票選
出。」由常務理事新加坡代表潘廣齋會長動議，馬來西亞校友會聯合總會方俊
能會長附議，大會一致通過此臨時動議。 

 
6. 推選總會長 

經過昨天在座所有代表表決通過由汶萊留台校友會韓保定先生接任第九屆世
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會長一職，大會一致通過。 
2017 年亞洲留台校友會聯誼會年會，希望由緬甸留臺同學會舉辦緬甸留台同
學總會表示尊重亞洲留台校友會聯誼會各成員的建議，但要先諮詢緬甸總會同
仁意見；若緬甸總會未能成事，將由汶萊留台同學會於 2018 年世界大會同時
舉辦亞洲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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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選三位副總會長 
分別提名第一位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會長方俊能先生、第二位緬甸留
臺同學總會會長尹開泰先生及第三位海外留台聯合總會會長黃植生先生。 
大會一致通過上述提議 
 

8. 確認第九屆當然理事，由各地區校友會總會或聯合會會長擔任 
大會一致通過。 
 

9. 授權總會長推選第九屆理、監事 
大會一致通過。 
第九屆聯總會長韓保定：在這裏得到大家的授權，回去整理資料之後，將會以

email 方式發放予大家投票推舉出理、監事。 
 

10. 解散第八屆理、監事會 
 
                                         會議結束時間為下午一時十五分 
                                         會議記錄：趙慕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