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28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    間：108 年 9月 21日下午 2:00 

二、地    點：台中市僑園飯店 

三、出席人員姓名： 

前總會長：柯雨財、葉論飛、林明郎。 

理    事：王勝煌、莊鑫葆、劉天倫、潘韻鈴、陳孟謙、吳進誼、廖同欽、 

劉年富、陳文彥、丁建民、陳耀昇、林良男、胡淑文、蔡宗旻、 

呂雅玲、莊岳霖、范員嬌、劉毓勉、林雅瑀、陳良恩、李泰仁、 

朱證羽。 

監    事：陳鋒仁、陳昌澤、劉建成、陳德隆、謝卓儒、徐鋒畯、魏文芳。 

分 會 長：丁建民、何曜男、張銘修、王宏村、蔡宗旻、呂雅玲、詹益才、 

黃筱薇、蔡進帄、張新從、王建燁、吳金松、張淑貞、林文光、 

朱證羽、胡九鼎、邱淑婷、許清水、賴承泰。 

會務幹部：陳進昌、廖同欽、廖文生、盧源芳、陳耀昇、廖光達、魏淑珠、 

陳良恩、王建燁、胡淑文、徐鋒畯、陳奎英、吳文虎、蕭啓滎。 

分會秘書長：邱家財、張峰誠、林淑娟、莊岳霖、廖秋月、曾國烽、劉源順、 

許偉明、黃淑珍。 

分會財務長：葉振宗、潘俊明、翁青山、陳奎英、宋桂貞、陳良恩、黎美蘭。 

五、主席：王勝煌                                               記錄：黃雅琪 

六、主席致詞（王總會長勝煌）： 

各位前總會長、監事長、五區副總、理監事與各分會會長，大家午安。今天

很高興大家抽空來參加理監事會議。在這裡感謝大家的努力付出，傑人會是一個

服務性的社團，保持努力做事的精神是我們應該要傳承的，今天下午還有一場選

舉要選出未來的總會長。九月馬拉松的路跑接力賽，雖然報名已經截止還是希望

各位夥伴能撥空參加，十月份的教育花園分享會也很謝謝各位的踴躍參與，再來

就是十二月份總會長交接的活動，希望聯合交接和獨力交接都能選出明年更好的

會長，讓傑人會能夠步步高昇，永續發展，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七、長官及來賓致詞： 

(葉前總會長論飛)： 

一年很快的就要接近尾聲了，做得好的要繼續做好，做不好的要趕快調整過來，

尤其是人數的問題，謝謝大家。 

(柯前總會長雨財)： 

今天世界總會在昆士蘭分會舉行成立大會，傅忠雄、張琇雅與林栢根總會長都

在昆士蘭代表傑人會全體在那邊祝賀，今天看到這麼多人來參加年度的全國大會，

可見大家對我們傑人會都非常有信心，今天希望能夠產生最好的陳鋒仁，他加入傑

人會不止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所以強棒出擊希望傑人會未來會更好，謝謝。 

八、輔導總會長致詞（林輔導總會長明郎）： 

(無) 

九、會務報告 

(一)分區副總會長報告 

北區(莊副總會長鑫葆): 

接下來北區有兩個很重要的活動要進行： 

1、9/24(二)台北市會要舉辦會員大會，如果會友們有時間可以前來指導，當天要產

生臺北市優秀的候任會長。 

2、11/16(六)新北市會要舉行交接，候任會長為謝卓儒，他是張前總會長琇雅的侄

子，也是她的得力助手，能力相當不錯，請各分會的會長會友與理監事能夠大力

的支持與鼓勵，謝謝。 

桃竹苗區(潘副總會長韻鈴): 

今年的桃竹苗區的會長們都很用心經營會務，舉辦的活動也都非常有聲有色，

感恩大家，謝謝。 

中一區(劉副總會長天倫): 

    我們這一次報名參加人數大約在 1800個人左右，隊數大概接近 170組，因為這

一次有大腳丫協會的刻意抵制以及我們報名系統出了一些問題，個人評估之下有可

能少 50至 100 組，當然無論如何我們要把今年度整個最重要的活動順利完成，這次

也非常感謝我們高雄市會，專門來報名這次路跑的活動，特別的感謝也希望各分會

的會員們在 9月 29號當天能夠蒞臨，在台中市政府廣場前一起共襄盛舉我們這一次

第 12屆傑仁盃公益馬拉松接力賽，以上報告，謝謝！ 

中二區(陳副總會長孟謙): 

首先感謝中二區七個分會的會長，對今年總會的會務活動和本身的會務都非常

的順利，尤其是推動分會的會員人數要達到 30人，中二區有六個分會人數都有達到

30位，這真是非常不容易。 



接下來是捐血比賽前五名中二區包辦了四名，第一名是百合會 1021袋、第二名

是雲林縣會 993袋、第三名是彰化縣會 674袋、第五名是大同會 584袋，其他分會

也都有 300 多袋接近 400袋，所以這次捐血比賽我們中二區可以說是非常用心做好

捐血的事情，也要特別感謝各分會會長的支持。 

另外 10/20 由總會主辦臺中縣會承辦的教育花園分享會，這個活動是臺中縣會

第一次承接，臺中縣會非常用心與努力，每次古典音樂臺到各校的採訪都有十多位

一同參與，所以在 10/20台中市政府的會場有個分享會，希望全省的傑人會友可以

共同參與感受傑人會在教育的推動，在這裡非常感謝臺中縣會在教育花園這個部分

的努力，尤其是這次主要的靈魂人物執行長也是特助的蕭啟滎與銘修會長，他們都

對這次活動非常用心，10/17中一區中二區要舉辦會長聯誼會，要請候任會長與現

任團隊一起來參加中二區的會長聯誼會，這次的活動是由中一區天倫副總和我共同

舉辦，接下來就是年底的交接，目前中二區預計有三次，一次的臺中縣會單獨交接，

第二次為大同和百合的聯合交接，再來是彰化、雲林和南投的聯合交接，時間的部

份到時候再讓大家來知道。 

時間過得很快，今天 9/21是一個非常大的日子，二十年前 921我們都從年輕變

成現在的樣子，歲月是無情的我們應該都要珍惜身邊每一個人，在這裡祝福大家，

謝謝。 

南區(吳副總會長進誼): 

轉眼間就是最後一次的理監事分會會長的會議，代表著任務即將完成只剩最後

一步了，這幾個月裡面我們南區都秉持著王總會長的理念來推動會務，包括舉辦南

區的聯合月例會、傑青論談、討論南區聯合月例會的中秋活動，並且要舉行籌備會

來討論 10/28 在南區老新台菜分會聯合交接的事宜，順便在這裡邀請各位踴躍參

加。 

另外南區承辦總會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分會長的聯席會議，王總會長宴請

四個分會的會長和三長的聯誼餐會，動員會友來參加總會舉辦的全國年會活動。南

區四個分會在這段時間都能順利舉辦完成傑青論壇，還有四個分會的聯合公益捐血

活動。南區四個分會友舉辦以及推動的活動有：大愛會的高雄市中正高中清寒學生

的營養午餐和獎學金的贊助，以及在六龜的偏遠國小推動雙語教育經費的補助，另

外就是高雄市會何會長推動的慈暉園孤兒院公益活動，這個活動包括大愛的活動經

費都在 30萬以上，另外還有十月份高雄陽光會推動防癌長壽義診公益活動，接下來

還有四個會的養老院公益活動，最後就是九月份的路跑活動，這次南區報名兩個分

會來參加比賽，分別是高雄市會隊和高雄市河堤會隊，高雄市會提早一天28日上來，

這次南區會友都非常用心參加這次路跑活動，以上報告祝大家帄安喜樂，謝謝各位。 

(二)秘書長報告（陳秘書長進昌）： 

今年的會務都有依照年度計劃來執行並達到一個很好的目標，感謝今年的會籍幹

部一起努力為了會務活動而增添光彩，另外就是各區副總會長有報告過的 9/29 的馬

拉松和 10/20 的教育花園分享會，這都要請各分會一同來共襄盛舉，另外就是各分會

的年底交接，希望各分區或分會確定日期後向總會秘書處登記，避免撞期的現象，請

各位盡早擬訂日期，以上秘書長報告，謝謝。 



(三)財務長報告（廖財務長文生）： 

(無) 

(四)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獎勵考核委員會主委（陳耀昇代）： 

可以參考會議手冊裡的獎考積分表，如有問題請向獎考主委反映，請各位分會

要踴躍參加會務活動，報告完畢，謝謝。 

活動委員會主委(廖光達代): 

活動委員在這邊感謝大家對活動的支持，一個活動要成功就是實際的參與，接

下來總會有兩個活動剛剛都有介紹過了，我在這邊補充說明動態活動是 9/29 馬拉松

接力，其實在總會的活動裡它已經舉辦了十幾屆有一定的口碑，也是傑人的家庭會，

如果沒有參加報名的還是要來，現場越熱鬧越好看。靜態活動就是 10/20教育花園

分享會，這次活動的主軸很特別，是今年度很夯的話題叫斜槓教室，傑人會的教育

花園分享會是蠻有一定的知名度，重點就是請大家實際參與就是最直接的支持，謝

謝各位。 

社服委員會主委（魏淑珠）： 

今年社服委員會安排了四次的捐血活動，感謝台中市會、中時青、還有仁愛會，

以及 12/9最後一場的忠孝會，我們在大業路跟文心路的家樂福門前用我們傑人一號

的捐血車舉辦捐血活動，大家對我們的印象與效果都很好，這樣可以有助於我們傑

人會來宣傳，在這裡謝謝大家各位的協助。最後一場的社服活動安排在仁愛之家附

設牡丹園養護所，在提案事項裡有提出尿布的募集計劃，容我最後再跟大家說明，

傑人會是一個服務社會的社團，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做事讓我們傑人的愛能永續發光

發熱，我們一起來努力，謝謝。 

互助委員會主委（王建燁）： 

今年非常感謝總會的進昌秘書長與雅琪主任的從旁協助，讓互助主委的工作都

能順利的圓滿，我在這裡謝謝大家的支持與協助，謝謝。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陳奎英）： 

(無) 

法制顧問（吳文虎）： 

今年在這次理監事會議開完大概就算當屆的工作結束，但是有個部份還未完成，

我們還要準備交接活動直到第二次會員大會才算鞠躬下台；另一個關於選舉的想法

想提供給大家，投票應該要有候補，我認為以後多寫幾位候補人選這樣才有區別，

不管是候補理事還是候補監事都要多加幾個名額，謝謝。 

十、討論及決議事項： 

提案(一)請審核 108年度（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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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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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請追認「南區聯合月例會暨慶祝中秋節晚會」，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高雄市會 

說    明：南區聯合月例會暨慶祝中秋節晚會已於 9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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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第 22~24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請審議「2019傑青論壇鄉村青創領袖孵化暨創新提案競賽」，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青年委員會/中時青會 

說    明：中時青會預定 10 月 30 日於國立暨南大學管理學院 371 會議室舉辦

「2019傑青論壇鄉村青創領袖孵化暨創新提案競賽」，按總會年度經

費預算擬補助活動貳萬元整。請參考第 25-28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請審議「2019全球創業領袖高峰會」，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青年委員會/金門縣會 

說    明：金門縣會預定 11月 13日於三創生活園區多功能場館 5樓舉辦「2019

全球創業領袖高峰會」，按總會年度經費預算擬補助活動貳萬元整。

請參考第 29-33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請審議「臺中仁愛之家附設牡丹園養護所募集尿布」，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社服委員會。 

說    明：尿布申請經費共壹萬玖仟陸佰元整，請參考附件第 34頁。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監事會致詞（陳監事長鋒仁）： 

分會要維持 20 個人才能執行公益社團活動，目前分會人數大多都在 16~18

人之間，希望能在今年達到 20 人的基本要求，明年度希望能達到 30 人，各分

會的新會長、輔導會長以及創會長一起來研究如何復興到 30 人，讓人數能符合

社團法、會議也能符合社會局的要求以及繳費也可以符合國稅局的要求，讓我

們國際傑人會能成為標準模範，希望大家一同努力補齊人數，祝福大家身體健

康，謝謝。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自由發言： 

（林輔導總會長明郎） 

承蒙大家所說的剩下一哩路了，2019 年在大家的鼓勵與整個總會團隊的努

力之下終於把會務完成了。 

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聊聊，其實如何經營社團傑人會也已經講了五十年了，

經營社團大家都知道差別在於“做”與“不做”，如何擔任一個社團領袖這個

道理很簡單，不在於能力而是在於你的“態度”。在 2011年廖本林當總會長時，

我們在劍潭的活動中心開理監事會，記得當時是夏天非常的炎熱，在場有人提

議天氣熱是否可以不要穿西裝打領帶，林前總會長栢根飆罵：不管太陽多大多

熱我總是穿西裝打領帶，為了就是要擦亮傑人會這塊招牌，我們是國際性社團

就要有國際性作風。所以當場他就堅持不管怎樣就是要穿西裝打領帶。我認為

我們應該要去推廣禮節，很多的會議通知都會標示請著正式服裝，我們也要去

學習前總會長的精神來關心會務，爾後大家要朝這樣的方向來努力，明年的團

隊要加強這部分。 

我想起菁鵠前總會長所說的一句話：傑人會就像是一棵樹的樹輪，我們在

寫傑人歷史時，在這一年中包括總會都有一個很好的成績，才能為我們傑人會

留下一個傑人會史。感謝各位。 

（邱會長淑婷） 

大家好，我是百合會會長邱淑婷，說到行善我也是不遺餘力，我和副祕書

長安妮以及幾位會友都有在做長照，接下來也會辦一些老人的活動。我是慕名

傑人會而來，朋友之間都對傑人會都很讚賞，一個會要進步就要更精進更進步

而且必頇更拘謹更嚴謹，很謝謝大家與同學的鼓勵和照顧，謝謝。 

（莊副總會長鑫葆） 

西裝的問題我有感而發，所為正式場合要看場合，如果去運動場就要穿運



動服，像我們開會就是要穿西裝打領帶，謝謝各位，謝謝。 

（劉副總會長天倫） 

這次承辦馬拉松的活動，過程中很感謝大家的支持，辦一個活動中有很多

的想法，總會長和各屆的總會長都很支持而且都不過於干涉，這讓副總都可以

全力的去投入，在承辦活動的過程中如果是遇到技術性的問題，我們是要去思

考解決的方式，如台中市政府的規定中要有辦事單位來輔助 (大腳丫、北體會)，

所以必頇要遷就這些單位的規定的要求配合，今年我有個想法，不管活動辦的

好或不好都一定要全力以赴，但這個過程還是會出現問題，所以我們要用另一

個思維來討論，要來思考把這個活動當成是傑人會的運動會，因為路跑活動是

需要講求技術層面的問題如經費和單位的協助，這個活動是為了傑人會所舉辦

的也可以順便推廣傑人會，如果讓全體會友一同來協助，才不會因為某個協會

的抵制而有不好的效果產生，在這邊提出拙見，以上報告，謝謝。 

（呂會長雅玲） 

仁愛會的大活動為老人跳棋比賽，今年已經邁入第七屆了，謝謝給我這個機會 

邀請大家來參加這次的跳棋比賽，目前有 309位目標已達成，我們也進行四次 

的籌備會還會有第五次和志工的籌備會就會完成，這次活動的人數也以高達 

500~550 人，謝謝執行長和主任秘書的協助，再次邀請各位長官 9/28 當天一同 

蒞臨參與，謝謝大家。 

十四、主席結論（確認本次會議決議案）: 

提案（一）（二）（三）（四）（五）（六）照案通過。 

十五、唱傑人會歌 

十六、散會(鳴閉會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