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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30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間：110年 03 月 20日 下午 4：00 

二、地點：臻愛花園飯店  

三、出席人員： 

柯雨財、林栢根、陳天汶、葉論飛、陳光楠、陳鋒仁、范明忠、胡淑文、蔡宗旻、

曾龍吉、廖同欽、丁建民、林四川、劉年富、李禎昌、陳耀昇、張萃芳、林秀烜、

張興鑑、姜驊玲。 

四、請假人員： 

廖祿堙、傅忠雄、廖祿立、陳義聰、張萬邦、廖本林、林瑞楨、林菁鵠、張國樑、

徐金蘭、張琇雅、林明郎、王勝煌、蔡明展、卓應時、吳金松。 

五、主席：范明忠              司儀：林秀烜                     記錄：黃雅琪 

六、主席致詞（范總會長明忠）：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加，我今年參加了各分會的新春團拜，各分會都辦得很順

利也很出色，有大家的支持今年的會務一定會很順利，謝謝各位。  

八、來賓致詞： 

(柯前總會長雨財) 

各位總會長與常務理監事大家辛苦了，因為周末還繼續開會，今年的會務推

動應該是沒問題，上海要成立的分會需要注意一下，如果是在台灣成立就是隸屬

於中華民國總會，推動會有點模糊所以要以立案的原則比較清楚，聽說宜蘭也要

成立，希望我們的總會能夠順利發展下去，謝謝各位。 

(陳前總會長天汶) 

在我從政的 26 年來看到無數的基金會打官司，有的還告到市政府，所以基金

會表面看來都很健全，尤其是募款的錢越多越有問題。我請教過許多律師，律師

給我的答覆都是違法的，當然我是不可能去告基金會，只是請他們離開不要影響

到傑人會。現在有另一個議題就是允許世界總會的登記，以前世界總會沒有法規

和章程，後來我請我的好朋友來研究改進，世界總會的幹部也都是中華民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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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幹部，所以我們都是一家人，將來合法後也就可以公開的募款了。所以世界總

會的不合法請大家來集思廣益來把問題解決，從不可以到可以，未來世界總會合

法以後就可以安心的做會務，等等請常務理監事來討論，將來進入理監事會，謝

謝大家。 

(葉前總會長論飛) 

只要有人地方就會有糾紛，因為我們是有法治的有規則的，我們的法治主委

以及我們的會務人員都可以把意見提出來，在之前先請法治主委看一下，特別是

執行完了以後，還要請監事長針對這個問題提出建議，經過種種的留意，以後應

該就可以把傷害降到最低，也是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應該要有的風範，大家都很有

心來參加服務社團，有些方面沒有溝通好，我們也都很願意用良性的溝通讓會務

更加往前一步。製作傑人會歌的作詞曲沈立會長，他最近提供給傑人會一個”有

你有我”的詞譜，活動之下可以來唱歌或是聽音樂，這讓我們除了會歌以外，還

有個讓大家發揮的地方，他也授權給我們傑人總會，謝謝。 

九、輔導總會長致詞（陳鋒仁）： 

可以來開會我非常的高興，因為去年這個時候剛好是疫情無法召開會議，只

好拖到四月下旬，出席率也是很低，疫情是真的會限制很多會務的發展，直到六

月才可以讓我做會務的推廣，去年我們真的很想要擴張版圖但時間不夠，所以繼

續會在今年度接著地完成，目前的推動是希望在有 30個會友的分會之下，可以再

推出 6~7 個會出來，這樣可以再增加 200 個會員，也讓傑青社的“一會一校一活

動”，這樣可以再為傑人會增加 400~500 人會友，也可以讓傑人會年輕化，希望

能對中華民國總會有所幫助。在世界總會的會籍案子，現在終於內政部通知我們

繳交文件，正式合理的推動世界總會會籍案子，也希望在常務理事通過之下進入

理監事會討論，希望這個會籍案能迅速的通過。去年沒舉辦傑青獎因為疫情的原

因不能群聚和辦活動，大家可以討論一下，今年度如果我們辦傑青獎的辦法如果

沒有更新是不是還值得辦？還有要繼續籌備和招募的工作，如果沒有得到 30~40

個學校以上的熱烈鼓勵的話，是不是可以停辦了？這是可以思考的範圍這需要常

務理事來提案。明天還有教育中心的會議，我會讓這個方案成熟送進理監事會，

以上報告最近工作心得，祝福今天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十、報告事項： 

(一) 分區副總會長報告： 

1. 北區胡副總會長淑文: 

謝謝大家來參加中央成立大會，雙城會的成立會落在 7 月初，宜蘭

縣會的時間會在 6/12舉辦成立大會，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我也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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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傑人會的宗旨和理念，要成立三個分會，然後成為創會長，我個人

很欽佩他們的責任精神，成立新的分會要多做一些活動，我認為辦公益

活動是凝聚向心力最好的，會友的聯誼也是很重要的。金門縣會剛好台

北市會是輔導母會，會長對青創論壇很感興趣，所以我們就找了幾個會

友過去支援辦活動，辦了三四年後他們就更了解傑人會，縣政府也很重

視這個區塊，在金門縣最優質的國際社團就是傑人會。北區聯合月例會

在 7月第 3個禮拜六日，青創論壇在 4/25，謝謝大家。 

2. 桃竹苗區蔡副總會長宗旻: 

桃竹苗區在 3/7 的聯合新春團拜大家都踴躍報名，新竹縣會在上個

禮拜 3/13 和 3/14 舉辦春之旅，有三十幾個人去宜蘭海邊，接下來有大

桃園的捐血活動，苗青會上個月在苗栗的水牛餐廳辦活動，最後總會的

活動我們也會全力配合，謝謝。 

3. 中一區曾副總會長龍吉: 

中一區這個月 3/27 和 3/28 有辦一個聯合月例會在天水蓮飯店，歡

迎所有朋友前來參加，目前人數已經突破 180人，謝謝。 

4. 中二區廖副總會長同欽: 

中二區的各會會長相當盡責，理監事會和月例會新春團拜大家都是

踴躍參加，目前會務進行相當順利，接下來也是會督促大家能來參加全

國年會的活動，謝謝。 

 

(二) 秘書長報告： 

1. 請大家翻閱到活動簡表，1 月份總會活動在 1/9~1/10 辦了會務研習營、

1/23 在僑園舉辦理監事聯席會議、3/7 在住都大飯店桃竹苗區聯合新春

團拜、3/13 剛結束的中二區聯合月例會、緊接著是今天的第 1 次常務理

監事會，接下來 3/27~3/28 中一區聯合月例會，接下來 6/26~6/27 是我

們的第 30屆全國年會在雲林劍湖山大飯店舉辦，其他各分會整體性的活

動請自行參閱。 

2. 要感謝柯雨財總會長、陳天汶總會長、葉論飛總會長、陳光楠總會長、

陳鋒仁輔導總會長的蒞臨，蔡宗旻副總會長、曾龍吉副總會長、廖同欽

副總會長、蔡明展副總會長和丁建民常務理事…的蒞臨。今天的出席率

是非常的高，感謝長官和常務理事的參與蒞臨，謝謝。 

(三) 財務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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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閱第 15頁，1/1~2/28日為止目前收入了 858,990元，支出共 445,839

元，結餘 413,151元，請翻到第 11頁 3 月份還有很多分會還沒有列入，目前

3 月繳交會費的有彰化縣會、中時青會、台北市會還有興中會；理監事有繳

費的有常務理事吳金松、台中市會的傅念慈、南投縣會的姜驊玲會長、中時

青會張淑貞會長和興中會朱明帥會長，以上報告完畢。 

十、 討論提案： 

(一)案    由：停止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使用傑人會團體服務標章及

租借總會館辦公討論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依第 30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會長會議決議，本會              

於 110 年 2 月 8 日函文至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通知

停止使用本會團體服務標章及租借本會館辦公。財團法人台中市

傑人教育基金會已於 110年 3 月 4日函復本會，請參考手冊第 17

頁。 

決    議：擱置。 

(二)案    由：提供本會『房屋稅籍證明』及『會館無償使用同意書』予國際傑

人會世界總會至中區國稅局申辦統編討論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依世界總會 2021 年 3 月 15 日傑世總雅字（2021）第 08              

號函，請本會提供房屋稅籍證明及會館無償使用同意書至中區國

稅局申辦統編。請參考手冊第 18-1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三)案    由：請審議「2021年全國年會」活動經費補助壹拾萬元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市忠孝國際傑人會 

說    明：「2021年全國年會」為總會年度代表性活動之一，今年委由台中市

忠孝國際傑人會承辦。 

決    議：照案通過。 

(四)案    由：新成立之分會，於籌備期間，如何控管傑人會團體服務標章及名

稱討論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預計成立之新會，因某些原因遲遲無法確定成立大會之日期，來

電要求本會先授證團體服務標章及傑人會名稱之使用，考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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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法性。 

決    議：成立大會之後才授權使用。 

十一、 監事長致詞： 

今天所有的會議的流程都有照總會的工作計畫與財務預算下去執行，今天

來開會的人數也超過一半實屬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十二、 臨時動議：（無） 

十三、 自由發言： 

陳前總會長光楠: 

1. 關於剛剛所說的成立新會，我在 2016任職總會長那年花蓮會成立，我簽字才

有辦法成立，但後來還是面臨很大的壓力，在 12月份各分會上繳捐金都被拿

來隨意使用，2017 興中會成立時我跟李兆國會長說過，絕對不可以缺少任何

資料，我堅持一定要照程序，沒有就是不要成立，而且他還刪除不適任的會

友，包括花蓮會和台灣大道會請問現在是為了業績嗎？現有的分會一定要照

顧好，在去年的 2019 年的新冠肺炎我們統計 15人的分會有多少你們知道嗎？

你們統計過嗎？我們坐在這裡都在為了傑人會的發展，現實的問題誰來解決？

每個總會長一任就走了，正中總會長請我來講要把制度整個做到完整性，所

以新會要成立的這件事情一定要把關清楚，不要為了成立而成立，把現有的

分會輔導好讓整個活絡起來，要好好重視人數不足的問題。 

2. 傑青獎沒有所謂的對錯，總統府不只一次通知我們:為什麼我們辦的總是哪幾

個學校？社團名稱都一樣？全國有多少個大專院校！這是千真萬確。傑青獎

要辦需要徹底的改變，誰辦的都不是問題，今年的傑青我們希望把更好的方

法盡量去做。 

3. 教育中心明天要開會，教育中心現在要做些新會成立的懶人包，明天要決議

四月份第二次要舉辦的會務研習營，各分會會長、秘書長、財務長和委員四

月份都要來上課，內容有：溝通訓練和口才訓練、培訓傑人會的人才，七月

份會通知上課的內容在下半年，跳開各分會的交接的空檔，2022 年禎昌要接

任總會長那年，我們不希望他們舉辦當年度的會務研習營，要提早讓各分會

三長能進入狀況，再次拜託范總會長的團隊，請你們理監事長成立之後早點

開這個會議讓他們能早點進入狀況，這樣傑人會的發展才會延續下去。 

陳前總會長天汶: 

授權的徽章會實際影響到問題，尤其是只有十幾人就要成立一個分會，如果

之後總會有創新會應該要拒絕不好的分會成立，目前的各分會按照章程規定

滿三十個只有幾個，要北中南的分會都很健康健全總會要過濾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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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主席結論: 

確認討論提案： 

案由(一)擱置。 

案由(二)、(三)照案通過。 

案由(四) 成立大會之後才授權使用。 

十五、 散會(鳴閉會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