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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28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8 年 04 月 20日(六)下午 3 點 30 分 

二、 地點：老新台菜  

三、 出席人員姓名： 

前總會長：傅忠雄、林栢根、葉論飛、張萬邦、陳光楠、林明郎。 

理    事：王勝煌、莊鑫葆、潘韻鈴、劉天倫、陳孟謙、吳進誼、劉年富、丁建民、

陳耀昇、林良男、胡淑文、黃淡水、張萃芳、蔡宗旻、呂雅玲、劉毓勉、

林雅瑀、黃美麗、陳良恩、李泰仁、陳天斯。 

監    事：陳鋒仁、陳昌澤、蔡志強。 

分 會 長：丁建民、何曜男、張銘修、王宏村、陳鳳琴、賴承泰、蔡宗旻、呂雅玲、

蔡進平、張新從、王建燁、顏芯瑜、陳啟洋、陳譁圯、胡九鼎、許清水。 

會務幹部：陳進昌、廖文生、盧源芳、陳昌澤、陳耀昇、林四川、劉郁萍、呂坤杕、

陳良恩、王建燁、郭阿月、胡淑文、吳文虎、蔡志強、黃淡水、黃智郎、

張再輝。 

分會秘書長：王宗熙、陳文貴、廖秋月、馮文慶、陳瑞新、陳天斯、黃淑珍。 

分會財務長：呂坤杕、陳良恩、黃蘭英、吳淑美。 

四、列席人員：黃月璐、蔡依岑。 

五、主  席：王勝煌                                   記  錄：黃雅琪 

六、主席致詞（王總會長勝煌）：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來參與理監事會，有人從臺北臺中來到高雄，這次就是在高雄舉行，非

常謝謝各位的支持，再來我們今年的全國聯誼會也是在五月份舉行，今年舉辦會是大同會，

我希望大家多多參與，應該現在人數已經達到 531 人，希望大家能多多參與兩天一夜的聯誼

會，再來球賽報名在六月要發佈，希望大家能一貣來揮竿行善，讓高爾夫球隊慢慢的人數成

長，我們既然是揮竿行善那就是打球也能行善，今天再次謝謝各位蒞臨參加，謝謝。 

七、來賓致詞 

(傅前總會長忠雄)：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傑人家庭共聚一堂，看到大家都非常親切像家人團聚，很高興今天我

們總會長選擇在高雄開會，總會長率領大家來到高雄開會我覺得很有意義。 

我們勝煌總會長上任也有一段時間，他是以企業家的效率創新的精神來帶領我們的傑人總

會，成就非凡腳踏實地沒有好高騖遠，這種精神我非常敬佩，年會選在南投魚池鄉，許清水

創會長他真的很認真去的每個分會，我也通知我們各國組團回來，預計有 30幾個人來參加。 

(葉前總會長論飛)： 

今天來到南部大家都很愉快，表示這裡人傑地靈，高雄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2005年

在這裡的西子灣開了全國聯誼會，那天是即將風雨交加猶如昨日一般要刮大風下大雨，那時

候 50幾桌都擺在戶外，我跟同仁說沒關係，如果下雨了就把桌子移進教室去，所幸今天我們

沒有這個問題。南部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大家到這邊可以多體驗一下，希望我們的交

流能讓傑人會更加的進步成長，謝謝大家。 

八、輔導總會長致詞：(林輔導總會長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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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看到大家很高興，誠如前面幾位所講高雄非常的熱情，看到大家穿著今年總會的背

心，去年我們也有做這個背心，今年就是勝煌總會長做的背心，中午就從臺中穿來這裡，這

是一件很實用兩用的背心，要謝謝勝煌總會長做這件背心，其實這裡有傑人會的 LOGO，我很

期待每個分會的活動就朝著這個方向去走，在很多會場上面只要看到黃色的背心，就知道這

是我們傑人會開會的場地，包括從門口進來就看到黃色的會旗，鮮豔的黃色把 LOGO 的精神呈

現出來。 

今天抵達時我發現好像有很多分會都沒有來參加，我們應該要多花點心思去看看，為什麼

這些分會都沒有派人來參加我們總會的理監事會，還有會長也沒有來參與，所以我們總會要

多關心一下。目前我們總會的理監事會規模和議程都足以為我們的表率，所以希望即將接任

的會長或是現任會長都儘量撥空來參加，至少來學習會務的運作，那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

件事情是希望除了高雄的萬邦總會長之外還可以再出一個總會長，你們看我們北區出了很多

的前總會長，中區當然更多，那目前南區好像只有一個萬邦總會長，所以希望在這幾年當中

我們可以力推高雄產生總會長，讓高雄可以貢獻所長促使這個地方蓬勃發展，就像前總會長

說的韓流，希望能趁著這幾年讓傑人會在高雄未來的幾年內趕快誕生一個總會長，進而帶動

高雄地區的發展，希望能跟大家一貣勉勵。 

最後非常感謝大同會，大同會今年承辦全國年會，真的是眾望所歸，去年臨為授命果然不

負我們總會的期待，他們幾乎是全體會員動貣來，我相信在他們的努力之下今年的全國年會

一定會辦的非常的成功，那我也希望各分會還沒有報名的，趕快參加人數再衝一下，看大同

會這麼認真，參與就是給他們最大的支持，謝謝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會議成功。 

九、報告事項 

(一)分區副總會長報告 

北區(莊副總會長鑫葆): 

北區在三位會長(台北市會鳳琴會長、新北市會王會長和首都會胡會長)的領導之下和

平相處、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我們最近在討論計畫應該要如何增加會員，最後祝大會

圓滿成功，謝謝！ 

桃竹苗區(潘副總會長韻鈴): 

桃竹苗區的各六分會會長都非常優秀非常盡責，目前也很積極在辦理今年度的活動，

也很努力要讓會員人數成長，希望借由大家的手來給自己掌聲一下來參加這個會議，

謝謝大家！ 

中一區(劉副總會長天倫): 

今年中一區在二月份所有各分會的會長都很用心在舉辦團拜，來參與的會員人數也很

多，所以在整個活動和會務的進行都很順利；三月份的時候是中一區聯合月例會，這

次是以小型商展的方式來促進中一區分會會員之間彼此了解各行業與產業，在現場的

互動非常的熱烈還有紅酒喝到飽的福利，充分的做到產業聯誼和會內精進的功能，這

部分也就是我們中一區聯合月例會想達到的目標 ；四月份中一區和中二區聯合參與

總會長公司的企業參訪，當天參與人數很多，總會長也利用這個機會讓我們了解到各

分會要彼此熟悉會員企業，進而能更深入的交流，要謝謝總會長給我們這次企業參訪

的機會；在四月份我們參加中時青的理監事會，非常高興聽到中時青有計畫要在六月

份把人數衝到 30位，一直到 12 月份年底前能衝到人數 40位，希望能拿到總會長候

選人的門票，何鴻鈞創會長一直希望能在 20週年的今天能有一個期許，讓中時青更

為壯大。新世紀會會籍部分會在今年的四月份進入第二次的籌備會，在籌備會之後就

會呈到臺中市政府，市府批准後就能恢復會籍，這部分我會特別的留意直到下一次理

監事會再跟大家報告。以上祝在場各位理監事身體健康闔家平安，謝謝。 

中二區(陳副總會長孟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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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區 7個分會運作的非常順暢，只是目前有一個分會內部溝通上有一些小麻煩，這

個部分我會盡力的做協調。透過職務之便我到各個分會去了解參與後發現好的還是比

不好的還要多，中二區在 3/23 的麒麟鋒舉辦聯合月例會，當天參加人數達到 220 位，

開會分為三個主題：聯合月例會、各分會會務活動報告和邀請講師來幫大家心靈充電，

當天主題是正向溝通團隊加水策略，最後是餐會聯誼，聯合月例會對於各會交流非常

重要。第二部分如同劉副總所報告的，中一區和中二區會務幹部與分會的會長我們一

貣到總會長的公司參訪，透過彼此交流互相認識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二區今年有

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就是大同會舉辦的全國年會，希望大家能來參加有別以往的全國

年會。第二件事就是教育花園改由中二區的臺中縣會來承辦。南投縣會 3月 31日在

中興新村辦了一場親子同樂會，同樂會與南投警察局合辦主要是要和宣導交通安全結

合。以上簡單做報告，謝謝大家。 

南區(吳副總會長進誼): 

南區四個分會(高雄市會何會長、大愛會顏會長、陽光會陳會長和河堤會的啟洋會長)

一同舉辦傑青論壇，地點在 5月 22日高雄師範大學，目前已經接近完成階段可以如

期舉行，以上報告。謝謝各位。 

(二)秘書長報告（陳秘書長進昌）： 

秘書長第一次報告，總會近期 4 月 13日與資訊委員會安排資訊課程，感謝所有人的

協助幫忙，希望借由這次課程能讓各分會透過網站把資料更新上來。在這邊感謝大同

會的努力於全國年會；6月 22日由忠孝會舉辦的慈善高爾夫，地點為於臺中酒廠，

謝謝劉副總和忠孝會的努力。希望各項活動都能透過主委來主導，由總會協助以及推

動活動讓各個委員會和分會都能參與。以上報告，謝謝各位。 

(三)財務長報告（廖財務長文生）： 

財務長第一次報告，目前到三月前的收支都很正常，等下到第一個提案的時候會再來

詳細報告，謝謝各位。 

(四)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獎勵考核委員會主委（陳昌澤）： 

請翻閱第 20~22 頁，參與各項活動比賽都有積分標準，總會所承辦的活動是為了彼此

聯誼，請大家多多參與。 

社服委員會主委（呂坤杕代）： 

目前傑人志工人數有 23人總人數 61位。日前已經有跟臺中縣會合辦了一場有傑人 1

號的捐血活動，接下來還有三場捐血活動，分別是中時青、仁愛會和忠孝會，希望大

家能一同來參與這個捐血活動，謝謝大家。 

法制委員會主委（林四川）： 

依照社團法規定是 30位，如分會未達規定 30位就算違背社團法法制精神，究竟是應

該採取鼓勵還是強制性，等一下討論時在來做一個理性探討。 

活動委員會主委(劉郁萍): 

謝謝大家對全國年會的支持與各長官的協助推動，詳細部分還是要由大同會許清水會

長等等來說明。謝謝各位 

會館委員會主委（陳良恩代）： 

希望大家能多多使用會館，讓總會能增加一些收入回饋，謝謝。 

互助委員會主委(王建燁):  

與會的總會長、副總會長、會務的行政人員、理監事以及各分會會長都能在互助委員

會裡享有你們的權利，甚至有繳交常年會費的會員直系親屬也享有部分權益，所有訊

息如果方便的話盡量提供到總會秘書處，讓總會能知道事情的發生，總會的互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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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替各位進一份心力，以上報告，謝謝。 

青年委員會主委（郭阿月）： 

今年在陳光楠執行長的指導下要開辦 3至 4場的傑青論壇，第一場由南區高雄市會來

主辦，細節部分等一下高雄市會何會長會一一向大家說明。謝謝大家。 

資訊委員會主委（胡淑文）： 

這次的資訊研習活動要先特別感謝總會長的支持、社服主委提供協助，另外也謝謝教

育中心的支援，還有非常感謝南區分會都有派人來參加活動。如下次還有續辦課程希

望大家一定要來參加或派人來參加，以上資訊主委報告謝謝大家。 

法律顧問（吳文虎）： 

要有好的制度社團才能有好的發展；傑人會應該要有專門承辦青年活動(傑青論壇、

傑青聯誼會、傑青獎選拔)的委員會，這樣才會逐漸進步，謝謝。 

傑青聯誼會執行長（陳光楠）： 

1.傑青領袖和傑青社團調整為 5 位和 5組，明年另增加創新社團 5組；2.傑青論壇今

年預計舉辦三場，第一場在高雄師範大學舉辦，第二場在 2019年十月由中時青與暨

南大學舉辦，第三場還在協商當中。後續會繼續報告，以上說明，謝謝。 

(五)全國年會進度報告:(大同會團隊)： 

1.人數:至今報名總人數 521位註冊，加上 10位小傑人總共 531位。 

2.住宿:原本住宿房間有不夠的危機但副執行長處理了這個問題。 

3.餐點:這次菜色非常豐盛也很道地。 

4.開幕式閉幕式常常人數會不相符，第二天人數會驟降，所以這次有參加閉幕典禮簽

到的會友就能有神秘小物(包包)。 

在此感謝台中市會和幾位前總會長，王總會長、林輔導總會長明郎、曾前總會長

潁堂的慷慨贊助…等。但因為目前費用 139萬是不足夠的，我預計需要 170 萬收支才

能平衡，這部分比去年少 12萬，短缺的缺口我現在還是在努力中，拜託各分區也能

夠一同幫忙。第一天講師是駐法大使呂慶龍先生，這是陳光楠前總會長給予的建議。

再來是特刊的部分，有 9個分會還未將資料給承辦單位，請分會幫忙，還有 2 個分會

有報名但還未繳費，這部分我會努力私底下跟他們溝通。 

最後感謝各位給大同會機會承辦年會，我相信在這次活動結束後大同會的凝聚力

會變得更好，感謝各位。 

十、討論及決議事項： 

提案（一）請審核 108 年度第一季（1~3 月份）收支明細表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17~1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審核第 28屆 107.11~108.3 月獎考積分表 

提案單位：獎勵考核委員會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20~2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請討論捐血比賽活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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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秘書處/活動委員會 

案    由：為鼓勵各分會踴躍參加七月傑人捐血月，統一舉辦捐血活動，以擴大活動

成效。 

說    明：各分會原本都有舉辦捐血活動，若能全國連線，統一於七月份集中舉辦，

可擴大參與層面，遂由總會號召，獎勵各分會舉辦。 

辦    法：一、活動時間：七月一日貣迄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比賽方式：各會在此其間由捐血中心簽證的捐血總袋數為比賽標準。

每個分會不限定辦理天數與場次，只要在活動時間所捐得的血袋總數

都可以。 

三、獎勵辦法：取前五名，各發給獎狀與獎金。第一名新台幣 5,000 元，

第二名 4,000 元，以此類推。 

四、頒獎時間：9月 21日總會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金。 

五、本活動經費支出：預算為獎金 15,000 元，雜支 5000 元，合計 20,000

元。本活動由活動委員會活動補助費項目支出，委由活動委員會統籌

辦理。  

決  議:照舊例，通過。1~8 月均納入統計，各月份積分*1 倍，唯獨 7月*1.5 倍。 

提案（四）請討論分會上繳人數門檻討論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依據第一次常務理監事會決議，為使分會會務順利運作，有更多餘力服務

社會，10/31 前應符合人民團體法 30人以上之規定。經過近期的討論及

觀察，分三年計劃逐步完成，希望大家一貣努力。2020年各分會人數最

低達 20 人。2021 年各分會人數最低達 25人。2022 年各分會人數最低達

30人。 

決    議：此提案不符人民團體法，擱置。 

提案(五)請審議台中市仁愛會申請「2019 關懷老人系列活動-2019 第七屆傑人盃跳棋

比賽」，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市仁愛會   

說    明：仁愛會舉辦「2019 關懷老人系列活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

法」第 5.2.2 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伍仟元整。請參考第 23~2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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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請審議臺中縣會申請「2019 教育花園分享會」，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縣會  

說    明：台中市縣會預定於 10月 20 日於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 4樓集會堂舉辦

「2019 教育花園分享會」，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3.5 條

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拾萬元整。請參考第 29~3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請審議「南區傑青論壇」，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青年委員會/高雄市會 

說    明：高雄市會預訂於 5 月 22 日於國立師範大學舉辦「南區傑青論壇」，按總會

年度經費預算擬補助活動貳萬元整，請參考附件第 32~3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請審議苗栗縣苗青會申請「主持人、司儀人才口才能力培訓研習班」，經費申

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苗栗縣苗青會 

說    明：苗青會舉辦「主持人、司儀人才口才能力培訓研習班」，按總會/分會活動

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2.2 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助伍仟元整。請參考第

37~3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監事會致詞（陳監事長鋒仁）： 

聽到幾位副總和工作委員會的報告了解到第一階段的工作都非常的扎實與充

實，世界總會也在這四個月來很認真的向各國開發，謝謝各位，祝大家身體健康。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自由發言：（略） 

十四、主席結論: 

      提案一、二、五、六、七、八、案，照案通過。 

      提案三照舊例，通過。1~8月均納入統計，各月份積分*1倍，唯獨 7月*1.5 倍。 

提案四擱置。 

十五、唱傑人會歌 

十六、散會(鳴閉會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