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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28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8年 01 月 26日下午 2：00 分 

二、 地點：台中僑園飯店 

三、 出席人員姓名： 

前總會長：傅忠雄、林栢根、葉論飛、陳義聰、張琇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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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同欽、丁建民、

陳耀昇、王嘉敬、胡淑文、黃淡水、蔡宗旻、呂雅玲、莊岳霖、范員嬌、

劉毓勉、林雅瑀、吳智民、陳良恩、朱證羽、陳天斯。 

監    事：陳鋒仁、陳昌澤、蔡志強、姜驊玲、徐鋒畯、魏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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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益才、黃筱薇、蔡進平、張新從、王建燁、吳金松、張淑貞、林文光、

顏芯瑜、陳啓洋、朱證羽、黃文安、邱淑婷、許清水。 

會務幹部：陳進昌、廖同欽、廖文生、盧源芳、陳昌澤、陳耀昇、鄭錦坤、林秀烜、

林四川、劉郁萍、廖光達、魏淑珠、何岳晉、陳良恩、王建燁、胡淑文、

徐鋒畯、陳奎英、吳文虎、杜嘉輝、蔡志強、黃淡水、黃智郎、張再輝。 

分會秘書長：王嘉敬、白瑞德、林淑娟、莊岳霖、陳文貴、藍書才、廖秋月、曾國烽、

陳瑞新、何岳晉、陳天斯、許偉明、蔡麗美、黃淑珍。 

分會財務長：趙宜君、潘俊明、陳奎英、陳良恩、黎美蘭。 

四、 列席人員：張榕洢、陳文山、邱振芳、蔡依岑、李政龍、郭素貞、蔡松林。 

五、 主    席：王勝煌                             記錄：黃雅琪 

六、 主席致詞(王勝煌總會長)：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第一次的理監事會有這麼多人來參加，希望今天的議程都

順利通過，大家可以盡量提出來討論，今年度未來的執行，大家一起來努力，謝謝

大家，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七、 來賓致詞(略)： 

八、 輔導總會長致詞：(林明郎輔導總會長)：  

我們在去年底的時候，總會這邊請人重新製作我們傑人會會歌的旋律，現在的科

技及技術很好，所以我們做了一些版本，有男女合唱版、還有輕鬆版、鋼琴版等，蠻

多版本的，就像國歌一樣，在不同的場合可以用不同的版本，來增加我們社團的一個

精神，一個活絡氣氛的歌曲，各分會應該都有拿到一個 USB，這裡面放了三種版本，大

家可以用你們適合的版本。 

今天很高興很多人都穿著 2019 年的制服，感覺很不錯，因為很多會長大家可能都

不認識，看到名字後，大家都可以互相認識一下以傑人黃為主，慢慢蔚成一種風氣。 

九、 報告事項： 

   (一)秘書長報告（陳進昌秘書長）： 

今年總會的各項活動計劃在網站上都有公佈，我們今年的第一個活動是

會務研習營，截至昨天的統計報名人數，大約 160 幾位、講師有 13 位、南投

縣會工作人員有 11 位、總會及秘書處這邊大約有 6位，感謝各分會踴躍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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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報名。今年的四次理監事會，第一次及第四次在我們中部舉辦，第二次 4/20

我們決定在高雄，第三次就是在北區舉辦，謝謝! 

   (二)財務長報告（廖文生財務長）： 

我們今年 2019 年的財務預算，大約編制 3,588,000 元，這是根據以往的

經驗下去編制。請各位理監事在繳交職務捐的時候要踴躍，希望盡量提早上

繳來總會，請各分會的會長及財務長你們要上繳會費的時候，希望都能照實

人數報上來，王總會長今年希望人數能突破 1000 個會友，感謝各位！ 

 (三)各委員會報告:  

獎勵考核委員會主委陳昌澤: 

對於總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請各分會理監事一定要準時來參加，這樣

我們在考核方面成績也會比較理想比較公正，謝謝！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林秀烜: 

希望今年整個會務都能照著工作計劃運作，我今天來台中，明天要到霧

峰，整個以傑人會為家，各分會的會長、秘書長及財務長也盡量能夠去參加

我們霧峰的全國會務研習營，因為這對我們整個年度的工作運作是非常重要

的。 

活動委員會主委劉郁萍: 

我們今年所有的活動，一樣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舉，讓活動圓滿成功。

我們今天各方會活動的申請，大部份都是一般性的區域活動，一般性的只要

有三個分會聯合舉辦就可以來申請，每一區一年以二次為限。 

社服委員會主委魏淑珠: 

我是累積了差不多 20年的社服經驗，我致力於在幫助我們的弱勢家庭，

還有弱勢婦女的公共議題，承蒙王總會長的厚愛讓我來擔任社服主委，我們

傑人會友是來自於各地的菁英，大家都非常的傑出，因為我們都是秉持著傑

人信念，我們都是在各個角落默默的付出，為我們的社會努力，社服能夠走

出去，傑人會要發光發熱讓傑人會友能夠走進來。 

會館委員會主委何岳晉: 

請各位翻到我們 p18，這是總會館目前的收支表，我們去年的總會長大

力的幫我們將會館做個整修翻新，感謝一些會長及會友的贊助，讓總會館更

加的美麗，使用起來更加舒適。p21 是我們去年整個會館整修的費用明細，

各位可以參考。各分會會長及會友如果需要租借總會館，請跟總會秘書處洽

詢。 

互助委員會主委王建燁: 

本著傳承精神，延續傑人會的會務。秉持著總會的互助辦法延續傑人一

家親的精神態度，服務我們傑人會友，如果各分會有相關需求，請將訊息傳

到總會。 

資訊委員會主委胡淑文:  

我們 2018 年的網站已經做封包，各分會有關於網站的維護都要重新開始

去做更新，在這特別呼籲網站的管理人員，要特別注意，不要將會友的個資

key in 上去因為個資法的關係，提醒大家不要觸法，請分會將活動相片上傳

做更新，分會網站的維護帳號及密碼，請於會後來跟我拿。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陳奎英: 

我終於知道我要做什麼了，我今年繼續留任，今年有沒有要去加拿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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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我會盡量配合總會參與對海外的聯繫，謝謝總會長給我這個機會，

我會繼續延續下去。 

 

十、 討論及決議事項： 

提案(一)請通過 108 年度會務幹部聘任案 

提案單位：總會長 

說    明：108 年度總會秘書長、財務長、副秘書長、副財務長、各委員

會正、副主委經總會長提名。 

辦    法：請參考第 7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通過 107 年度工作報告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請參考第 8~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請審議 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 

         收支表、教育花園及捐血車專戶。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請參考 10-3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請審議 108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108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已編列完成。 

辦    法：請參考第 32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請審議 108 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108 年度收支預算草案，已編列完成。 

辦    法：請參考第 33~3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請審議「2019 年全國會務研習營」活動案。 

提案單位：會員委員會 

說    明：南投縣會承辦「2019 年全國會務研習營」，活動將於 1 月 27 日

舉辦，以期協助各分會會務之推動。請參考第 36~38 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七)請審議「2019 年全國年會」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臺中市大同會 

說   明：「全國年會」活動為總會年度代表性活動之一，今年委由                     

臺中市大同會承辦。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3.3 條規定及年                      

度經費預算補助壹拾萬元整。請參考第 39~45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請審議「2019 台中市第二十一屆傑人盃書法比賽」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市忠孝會 

說    明：忠孝會與台中市教育局共同主辦『2019 台中市第二十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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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人盃書法比賽』，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 5.1.2                      

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46~4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請審議「2019 年第七屆傑人盃作文比賽」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市會 

說    明：台中市會與台中市教育局共同主辦『2019 年第七屆傑人盃作文

比賽』，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 5.1.2 條規定年度經

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49~5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請審議「中一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市忠孝會 

說    明：忠孝會主辦中一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3 月 17 日舉辦。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1.1 條規定                  

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53-55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請審議「中二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縣會 

說    明：台中縣會主辦中二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3月 23日舉辦。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1.1 條規定年度經

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56-58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請審議「北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新北市會 

說    明：新北市會主辦北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3 月 24 日舉辦。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1.1 條規定                     

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59-61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請審議「桃竹苗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新竹縣會 

說    明：新竹縣會主辦桃竹苗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4月 21 日舉 

                     辦。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1.1 條規定 

                     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62-6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請審議「南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高雄市會 

說    明：高雄市會主辦南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4 月 20 日舉辦。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1.1 條規定年度經費

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64-6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請審議「桃竹苗區新春團拜」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大桃園會 

說    明：大桃園會主辦桃竹苗區聯合新春團拜預定於 2 月 17日舉辦。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1.1 條規定年度經費



 5 

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67-6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請審議「2019國際青年創業論壇」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青年委員會/台北市會 

說    明：台北市會預定於 6 月 29 日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舉

「2019 國際青年創業論壇」，按總會年度經費預算擬補助活動

貳萬元整。請參考第 70-73頁。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 頒發會務幹部聘書 

十二、 監事長致詞（陳鋒仁監事長）： 

今天我看到我們的會議流程非常的順暢，會議準備的工作非常的充足，明年

度也要認真的學習，我們在會員上有一半的會員人數還是不足，希望今年度會員

委員會及各分會都能互相的來協助，讓分會的人數能夠增加，對於健全我們的組

織是非常重要，相信今年傑人會及未來年度能夠更加團，謝謝！ 

十三、 臨時動議(無) 

十四、 自由發言：（略） 

十五、 主席結論: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案，照案通過。 

十六、 唱傑人會歌 

十七、 散會(鳴閉會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