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留臺校友會聯誼總會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更新時間：2013-09-06[ 秘書長 沈清平 ]

世界留臺校友會聯誼總會
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日期：2012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
時間：0900-1200。
地點：吉隆坡 Seri Pacific Hotel。
主辦：印尼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
主席：世界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葉秀娟總會長。
紀錄：世界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秘書處。
出席：新加坡留臺大專校友會黃瑩芳代表、世界留台聯總第三屆總會長劉其俊
（印尼），第五屆總會長陳鴻彰（泰國）、第六屆總會長姚迪剛（馬來西
亞），汶萊留臺同學會林登輝主席、歐洲留臺校友會李和會長、台灣大專
院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洪我柏會長、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韋復家理
事長、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李子松會長等以及各國家地區會員代
表及觀禮校友共約三十人。
列席：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陳世池處長、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由中
代表。
開幕典禮
世界留臺聯總笫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與會代表簽到。
駐馬來西亞經濟文化辦事處羅由中代表致辭
歡迎世界各國留台總會代表蒞臨馬來西亞出席世界留臺校友會聯誼總會第七
屆理監事第一次會議。僑生政策超過 50 年，培養海外畢業生 10 萬多人，散
居世界各地，在各國的各領域之間，有突出的表現，發光發熱，延續台灣的
軟實力。外交也被留台人支援，成為重要的橋樑，是台灣政府最成功的政策
之一。藉此機會，感謝留台人在外交及各方面的協助，辦事處祝賀會議順利
舉辦。
在此，本人宣布會議開幕。
世界留台聯總葉秀娟總會長致詞。
首先向在座來賓問好。中華民國僑教政策 60 多年來，培育出 10 多萬留台生，
大部份在亞洲，其他散居美，加，歐，澳，南美，非洲等地。世界留台聯總
成立的目的就是聯絡全球留台人，促進多邊接觸。本人自去年 3 月 17 日接
任世界留台總會長以來經已拜訪台，港，澳門，菲，泰，澳洲，韓國各國。
尤其是促成韓國留台校友重新復會。去年 9 月參加僑委會全球留台校友會領
袖回台參訪團，與世界各地校友代表共聚，數天行程中，交換資訊，大家對
各國，地區的情況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本人也有意尋找適合時間，拜訪美，

加，歐洲等地，希望校友們踴躍参加。明年在印尼召開世聯會員大會，更希
望大家到場參與。這次羅代表，陳處長列席參與，各位學長學前來參加會議，
本人致以最真誠的謝意。
恭請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陳世池處長致詞。
因委員長今天臨晨已經回返台灣，由本人代表出席大會，吳委員長請本人向
大家致意。僑委會與教育部之間對於僑居地教育方面的工作是盡力拓展。如
今僑教政策已經多元化，即是
一：僑生回國升學管道多元化，可以經過聯招會申請，也允許個別學校自由
招生。
二：協助僑生會僑居地創業。 3-5 年之內，包括海青班畢業僑生回到僑居地
創業，符合條件者，僑委會可以為創業信用貸款做保證，上限為 20 萬
美金。
三：從民國 101 年開始，在相關領域的畢業生的居留條件中薪資一項由台幣
四萬七千降為台幣三萬七千元，使僑生的工作機會大幅提升，也為台灣
保留優秀人才。
一年一度的會議，也是相聚的時刻。討論的內容都是針對留台事務，這種飲
水思源的情懷，協助了發展台灣的國力。幾天來教育展的盛大成功，說明大
家對台灣教育的信心。期盼各位在事業有成之後，更加緊密聯繫，鼓勵後輩
到台灣升學，使台灣發展成為東南亞的教育中心, 促進全球華人進入繁榮鼎
盛的新時代。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家庭幸福。謝謝。
榮譽會長陳鴻彰致辭
本人自八歲赴台從小學，中學，高中以至大學都在台灣完成，所以稱呼羅代
表，陳處長為父母官亦不為過。泰國留台同學會本來是 2010 年的主辦國，
但是因為政局動亂，無法舉行，所以本人任內沒做出具體的重要活動。
2000 年當世聯會成立時，我手上有一份重要的資料。即是留台人成立世聯會
的努力的目標是 1.1 願意以感恩的心以及積極的作為為中華民國的僑生政策
做見證，希望政府與朝野政黨以長遠的心態重視僑教，使僑務僑教繼續成長
1.2 世聯會呼籲各地留台校友積極奉獻關心社會弱勢族群，以具體行動贏得
當地政府的肯定以及社會的支持 1.3 重申對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支持，營造
社會的公益，使整個民族能繼續前進發展。
每次到馬來西亞，都是一種學習。昨晚的文華之夜，，節目進行，一節高過
一節，在吳委員長致辭時更是高潮中的高潮。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頒贈紀念品。

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世界留臺聯總秘書處報告並確定出席會議代表：
秘書處謹此報告世界留臺校友會聯誼總會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確認出席代表如
下：
新加坡留臺大專校友會黃瑩芳副會長、泰國留臺同學總會楊培文秘書長、汶萊留
臺同學會林登輝主席、歐洲留臺校友會李和會長、印尼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葉秀
娟總會長、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李子松會長，台灣大專院校菲律賓校友
聯誼會洪我柏會長，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韋復家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劉其
俊，陳鴻彰，姚迪剛，理事李璧伸，林一心，楊培文，劉志強，財政林正君，總
務江斯漢，劉文興，陳漢忠，文教組高德材，黃賢安，經貿組劉俊逸，劉禮華，
高迪健，林嘉年，吳堉銅以及觀禮校友數人。
秘書處劉志強副秘書長報告：
沈清平秘書長因事不能出席，所以由本人代表，會議第一項：關於組織世聯第七
屆理監事，第二項有關各國/地區來函，第三項，各國及地區會務報告。第一項我
們押後討論，從第二項開始：即是各國/地區來函：
1.2013 年 6 月 13 日本會資訊組主任張仲琪來信言及香港留台大學校友聯會副主
席招頌恩希望得到邀請參加理監事會議。唯是因為該會不是世聯會的會員，所以
沈清平秘書長將此事函告台灣，泰國與馬來西亞三方(與印尼共為四個曾任世聯會
輪值國)並電告張主任無法從命。
2.2013 年 6 月 22 日收到緬甸留台同學會趙德仁秘書來信提及本年 3 月 9 日該會
經已復會，會長為簡明亮。
3. 2013 年 7 月 3 日韓國校友王清灝來信決定成立韓國留台校友會。
會務報告：
大馬聯總高迪健秘書報告：
大馬主要大活動時例行活動，都是由屬會舉辦，聯總協辦，這樣才能夠和各地屬
會交流密切合作無間。2012 至 2013 年由舉辦台灣高等教育巡迴展，也有海青班
的說明會。主要就是推廣台灣的教育資源，讓大馬學生踴躍前往就學。
泰國楊培文秘書長報告：
泰國留台同學聯總一般的活動以聯誼為主。今年 7 月初大家推舉洪鈞濤會長連任，
任期由 2013-2015 年 3 月份。每年大約有兩大活動。一個是聯誼晚會，一個是國
內外旅遊。其他活動是協辦的，比如台大，成大以及其他學校等校友會的活動，
泰國中華會館的活動等等。一般來說泰國留台聯總的聯誼，不會很突出，但是也
不會很低調。在無酒不歡的氣氛中，大家聯誼的興高采烈而不失和諧溫馨，就是
泰國校友的一般寫照。
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韋復家榮譽會長報告：
感謝世界聯總的開會通知，得以列席。我們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尤其是團結一
致的心態。目前香港有些校友不以團體為重，而以一己之私，興風作浪。在一個
校友會內選不上了，就另起爐灶，主導另一個會。到時候這個會也選不上了，又

再另設名目，周而復始，不一而足。香港地處兩岸當中，中華民國的影響無處不
在，所以活動項目也特別多，元旦在紅樓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組織籃球，足
球隊舉行友誼賽等等，不一而足。自 1997 年以來，香港已經不是僑委會輔導，
改為陸委會輔導。去年 9 月份得到朱曦處長的通知參加世界校友會領袖回台參訪。
目前香港學生回台意願依舊很高。今年報名到台灣升學人數有 4000 人。但是許
多香港學生以台灣大學名額為後補而浪費了別人的機會。比如去年，台大獸醫系
接納了四位港生，但是港大放榜時，這四位都考上港大醫學系而放棄了台大獸醫
系。從這邊可以看出，台灣的教育水準的受捧，最好的香港學生也台灣為第二選
擇。香港也已經改了 3，3，4 學制，和台灣平行。所以香港學生高中畢業後，就
能報考台灣的大專院校，沒有時間上的阻延。香港總會 6 月 2 日改選，由陸安琪
擔任總會長之職。
汶萊留臺同學會林登輝主席報告：
汶萊留台今年改選主席，本人受命繼續擔任本屆主席之職。每年年初第一個會議
立下行事曆，基本上每個月有一個活動。主要活動還是圍繞教育方面。舉例上個
月舉辦海青班說明會。汶萊情勢和其他地方不同，汶萊政府固定頒發獎學金給學
生到歐美留學，所以 20 年來沒有學生到台灣升學。但是汶萊有些想要學習規範化
的技術的學生，海青班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海青班說明會是第一次在汶萊舉辦。
新加坡留臺大專校友會黃瑩芳副會長報告：
星加坡留台人數不多，有青黃不接之感。但是舉辦活動還是依照前輩的傳承，把
使命和責任一直延續下去。自 2012 年 4 月日以來一共舉辦了十多個個活動。主
要的是：5 月 18 日舉辦第十九屆會員大會，選出會長和理監事，並頒發勤學獎。
其他活動涵蓋書畫展，新春團拜，慶祝國慶，聖誕聯歡，健康講座等等。今年邀
請僑界聯辦回台參加國慶與聖誕晚會，以便舒緩一年來的工作壓力。
台灣大專院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洪我柏會長報告：
菲律賓和星加坡一樣，留台生越來越少，有青黃不接的困擾。菲律賓已經 10 年沒
有參加世聯聚會。和香港不同的是，菲律賓沒人要做會長，所以是無奈的團結。
但是此次葉總會長到訪菲律賓，與校友們見面，力邀我們出席這次的世聯會，我
就應命前來，支持她熱心為留台事務的奔波。明年在印尼舉辦的世聯會員大會我
們也一定會出席。
歐洲留臺校友會李和會長報告：
在 2000 年在北投商討成立世界留台聯總時，陳鴻彰學長也在場，而陳渭成學長
卻已往生，感觸良深。因為馬總有經驗豐富的班底，所以第一屆大家推選馬總陳
華清學長為總會長。而馬總的文華之夜，也見證馬總與時俱進的成就，越辦越好。
想到七年前，在歐洲我們籌備多年的歐洲留台會在法國留台會的持續推動下，
2006 年 4 月 30 日在巴黎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成立大會暨全球留台僑生交流大
會，當時無限風光。我們希望以後會由施永平學弟出任歐洲會長。目前歐洲有九
個校友會，但是去年，前年比利時和意大利的會長相繼往生。本人回到歐洲後會
學葉總會長的精神，遍訪歐洲校友，明年 3 月份我們歐洲各國留台校友會將會聯
合舉辦一場聯歡晚會，希望到時各位接到邀請函，一定要賞光到會。至於馬總，
泰總或世總有重要活動通知我們，我們一定會盡力安排時間参加。

印尼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由黃賢安代表報告：
印尼留台聯總屬下有 10 個分會，校友遍布印尼各大城市。我們每年還是例行舉辦
僑委會主導的活動如觀摩團，語言班，師資培訓，推薦學生到台灣升學，另外也
促成台灣個大學與印尼名牌高中簽訂合約書，接受印尼校方推薦的優秀學生到東
海，文化，銘傳，中原等大學免試入學，並獲取獎學金。目前經這個管道到台灣
升學的學生越來越多。而經過聯招會到台灣參加考試分發入學的也年有增加。在
印尼會中文的大學畢業生在起薪方面有 30%以上的優勢。其他在醫療保健，書畫
展覽，勵志講座，工商講座，教育展等等都是校友會主要活動的一環。印尼巴厘
島校友會會長吳堉銅建議留台校友會應該成立工商團體，這樣在參加重要的商業
會議後要簽訂合作書時以校友會的名譽簽訂。目前在和大陸商業重要會議後，要
簽訂合作書時，留台總是被擱置一邊，不能出面簽署，無法從中獲取利益來支持
世聯。
以上是各地區會務報告
接下去是進入討論事項：
劉志強秘書：上次 2012 年 3 月 17 日會員大會，各國票選一直通過葉秀娟為世聯
總會長這裡有理監事名單，請各位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需要修改？
楊培文提出：李子松和李和兩位副總會長在理監事表中卻兼任常務理事以及理事，
本人提議最好職位不要重複。另外常務理事也應該由各地區/國家現
任總會長擔任，卸任的總會長就不要放在常務理事表中。姚迪剛提
出，在葉秀娟被選為總會長後，大會已經授權給她，理監事由她提
名。林正君提出這個理監事名單只是草案，可以深入討論。章程中
沒有名譽會長，但是沿用的理監事名單中已經有了，所以章程必須
修改以加入名譽會長的職位以及其他尚未完善的條規。黃賢安提議
設立小組檢討章程修改內容，在下一次會員大會中表決。
林登輝提出: 外界有人質疑，一般有了會員大會才選出總會長，由總會長提名理
監事。如今第七屆總會長是葉秀娟，而明年要舉辦第七屆會員大會，
有本末倒置之嫌。楊培文解釋當年舉行籌備大會時，是第一次會議，
選出第一屆總會長。而當舉辦會員大會推選下一任總會長時，會議
名稱是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一直沿用至去年第六屆第七次會員
大會。當時本人提議為不混淆名稱，以後 2014 年改為第七屆第七
次會員大會，已經被大會通過。
林正君提及世聯的經費問題，
由陳鴻彰作答，即是第四屆台灣交到第五屆泰國時，沒有財務交接，而第五屆交
到第六屆馬來西亞，第六屆交到第七屆印尼也是沒有財務交接。所以從第五屆開
始，世聯財務運作就由當屆總會國自力更生。林正君根據章程第十八條：“本會可
接受會員及外界自己捐贈，挹注本會經費”，葉總會長捐贈三萬美金，做個開始，

請其他總會也共襄盛舉，為世聯的運作做好充足的財政支援。這筆款項用作世界
留台聯總的運作經費以及 2014 年在印尼舉辦第七屆會員大會的支出。
會議到此全部完畢。
會員大會暫定於 2014 年 8 月 23 日在雅加達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