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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24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4 年 01 月 24日下午 2：00 分 

二、 地點：台中市兆品酒店 

三、 出席人員姓名： 

前總會長：柯雨財、林栢根、陳天汶、葉論飛、張國樑。 

 理    事：徐金蘭、楊新安、謝錦益、黃慶隆、曾達華、卓聖崇、黃根松、林妙娟、 

           黃國政、林雲章、黃宏茂、林玉祥、許芳愷、林志青、歐陽燦岳、羅木、 

           李瑞欽、邱育慈、黃雅綾、葉建村、李禎昌、陳德隆、廖秋月、陳國寧、 

           單蓉芬、何岳晉、謝  雷。 

監    事：張琇雅、林明郎、李明哲、張永清、高梓傑、吳德卿、潘韻鈴、陳良恩。 

  分 會 長：林雲章、倪邦民、洪留、歐陽燦岳、陳國永、謝春芬、黎玉秋、黃雅綾、 

            楊朝德、葉建村、張萬志、楊筑羽、劉茂宋、洪宗義、陳國寧、吳麗珍、 

            郭曜榮、劉郁萍、何岳晉、高金發、鍾國振。 

       會務幹部：林淑娟、曾鴻三、張志文、郭香蘭、魏淑珠、林承澤、陳佑瑜、徐銀蘭、 

                 林妙娟、單蓉芬、周永康、魏文芳、詹博文、魏顯榮、陳良恩、廖秋月、 

                 黃國政、吳文虎、蔡宗旻、陳界文國、吳三瑋、王重隆、蔡義昌、陳光楠。                       

    分會秘書長：沈玄仁、嚴 樂、林秀烜、林振傑、林長茂、謝卓儒、吳肇芳、朱鴻源、 

                林文發。 

    分會財務長：邱元郎、許芳愷、張峰誠、莊岳霖、黃靖元、吳金松、張玉旻、吳明達、 

                曾國烽。 

四、列席人員： 

    尤正賢、梁威、陳康桂、楊睆翔、張明聰、凃明哲、黃楷棋、王義明。 

五、主  席：徐金蘭        記錄：張瑞琦 

六、主席致詞（徐總會長金蘭）： 

今天是第 24屆第 1 次的理監事會，感謝大家今天百忙之中的蒞臨，祝今天的會議能順  

利圓滿成功。謝謝! 

七、來賓致詞(林栢根前總會長)： 

                           很榮幸來參加 24 屆第 1 次的理監事會，今年的團隊非常的用心，人家說：好的開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希望今年整體的會務都能順利推行，我們做任何事情認真，活動 

                           人員參與認同度高，大家努力，會務就會圓滿成功，感謝大家的支持，在新的一年 

                           祝大家揚眉吐氣，揚名四海。 

八、輔導總會長致詞：(張國樑輔導總會長)： 

 我想來社團是一個學習，總會是提供會員間溝通的平臺橋樑，大家共同分享經驗， 

 照著年度計劃來執行，我想大家會務方面都會很順暢，今年總會長也提出很多不 

 錯的方法構想，只要思考的完善，我想也都會高分過關，祝會議圓滿順暢，活動 

 圓圓滿滿，謝謝! 

九、報告事項： 

    (一)、秘書長報告（林秘書長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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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踴躍參加我們 2015 年的會議活動，今年的總會希望營造給各 

          分會一個溫暖的家庭，希望各分會或是理監事如果有在會務方面執行上遇到任 

          何的挫折，都反應讓總會知道，總會會給各位支持力量，讓各會友有表現空間， 

    今年總會都是全部在做打基礎的動作，將引領著各位走向國際性社團，引領各 

    位前進光明世界的路途，大家齊心努力，共同前進，謝謝! 

    (二)、財務長報告（魏財務長淑珠）： 

          我覺得我真的蠻有福氣的，來這邊學習東西，感謝今年總會長的提攜，讓我擔 

          任總會財務長一職，今年也請各位多多配合，謝謝! 

    (三)、各委員會報告 

          青年委員會主委(廖秋月)： 

          承蒙今年總會三長的抬愛，讓我有機會擔任青年委員會主委，請各位踴躍介紹 

          青年學子加入我們團隊，如有任何這方面活動都可和我聯絡，謝謝!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林妙娟)： 

          擔任會務發展非常的高興也非常徬徫，因為會務發展是個很沈重的擔子，今年 

          希望在各位會長的配合之下，會有新的分會來誕生，我們預計今年推廣 3個分 

          會，例如屏東、台南、花蓮，將今年會務推上另一個高峰。 

          法制委員會主委(周永康)： 

          今年的法制方面，我們預計網羅各分會資深會友加入，重新建置中華民國總會 

          會議規範部份，也就是從各會開會通知到議程，整個明確規範出來，預計 3~4 

          月時會公佈在總會的網站，屆時希望各分會長帶領會友討論，9月份理監事會 

          時再通過，讓分會有可遵循的部份。 

          會員委員會主委(徐銀蘭):  

          明天就要舉辦會務研習營，感謝各位的報名目前報名 170人，請各位翻閱手冊 

          20~21 今年新會友的研習感謝各位參與，以上報告。 

          活動委員會主委(魏文芳):  

          今年很榮幸擔任活動主委，總會活動很多如全國年會、外研營、傑青獎，希望 

          各會活動應與總會活動時間錯開，可以讓更多會友參加總會及分會活動，大家 

          共同參與學習，一起為傑人會來努力。   

          資訊委員會主委(黃國政):  

          總會的網站在去年 10月就完成，所採用的是雲端概念，目前很多的分會還未使 

          用，今年總會方面會安排資訊講座來教學，屆時大家可以多多使用，帶動各分 

          會資訊互動的平臺。 

          互助委員會主委(陳良恩)： 

          今年很榮幸擔任互助主委，這方面我也還在學習，在這邊跟各位協調一下，請 

          各位將今年的活動寄到總會，屆時總會方面會與我聯絡，我會盡量參加，謝謝！ 

十、討論及決議事項： 

    提案(一)、請通過 104 年度會務幹部聘任案 

              提案單位：總會長 

         說    明：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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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通過 103 年度工作報告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3 

             說    明：請參考第 10~1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請備查 103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 

            支表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請參考 1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請審議 104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104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已編列完成。 

            辦    法：請參考第 13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請審議修改「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案」 

            提案單位：法制委員會 

            說    明：原補助辦法已有部分與現狀不符，提請修改。 

            辦    法：請參考第 14~1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請審議 104 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104 年度收支預算草案，已編列完成。 

 辦    法：請參考第 17~1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請審議 2015 年會務研習營活動案。 

 提案單位：會員委員會 

 說    明：104 年度會務已在運作，會務研習工作將於 1 月 25日舉辦，以期 

           協助各分會會務之推動。 

 辦    法：請參考第 20~2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請討論各分會成立青年服務委員會，達成一會一校一活動案。 

 提案單位：青年服務委員會 

 說    明：為鼓勵各分會成立青年服務委員會，以達成一會一校一活動。 

 決    議：通過鼓勵各會成立青年服務委員會，以達成一會一校一活動。 

 提案（九）、請討論總會捐贈復康巴士經費規劃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捐贈復康巴士為本年度預定進行之工作，提請討論經費規劃之 

 具體執行。 

            辦    法：一、募款目標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 

                      二、主要經費規劃：每會員捐款一，000元，捐款人列入捐款 

 芳名錄于與表揚！ 

                      三、募款工作分工： 

                         （一）分會會長負責收齊所轄會員捐款並上繳總會。  

                         （二）各區副總會長負責督導所轄分會確實完成募款任務！ 

                     四、募款不足之處理：募款不足額部份，由總會長洽特定人認捐 

                         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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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傑人會第一台復康巴士捐由台中市社福團體使用。 

提案(十)、請審議全國年會活動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雲林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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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國際傑人會承辦，今年註冊費為 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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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附件第 23~2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請追認上繳世界總會常年會費由現行美金 16元調整為美金 32 元。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依據世界總會 2014 年第三次理事會議及 2014 國家總會 

                     長會議決議，各國家總會上繳常年會費由現行 16美元 

                     調漲為 32美元。2015年為會務宣導期，2016 年 1月 1 

日實施。 

           辦    法： 請參考第 30~32 頁。 

           決    議：通過上繳世界總會常年會費由現行美金 16元調整為美金 32元。 

                     2015 年為會務宣導期，2016 年 1 月 1 日實施。 

提案(十二)、請討論為支持 2015 外交經貿研習營暨培養各區傑青人才，鼓勵各區組隊 

            報名參加案。 

            提案單位：台北市國際傑人會 

            說    明：為支持 2015 外交經貿研習營暨培養各區傑青人才，請討論鼓 

                      勵各區組隊報名參加之具體方案。 

 辦    法：請參考第 33~37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請審議桃竹苗聯合新春團拜經費補助案。 

            提案單位：苗青國際傑人會 

            說    明：由苗青會主辦，桃園縣會、桃園市會、新竹縣會、新竹市會 

                      協辦的桃竹苗新春團拜預定於 3 月 1 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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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附件第 38~40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頒發會務幹部聘書 

十二、監事長致詞（張監事長琇雅）： 

      我代表總會謝謝大家參與，傑人會提供大家一個交流的平臺，是個學習的社團， 

      大家花小錢，做大事，團結力量大，謝謝大家! 

十三、臨時動議(略) 

十四、自由發言：（略） 

十五、主席結論: 

      第八案的部分建請各分會成立青年委員會，第九案由台中市先行捐出復康巴士。其 

      餘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十一、十二、十三案，照案通過。 

十六、唱傑人會歌 

十七、散會(鳴閉會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