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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31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1 年 01 月 15 日下午 2：30 

二、 地點：台中市僑園飯店(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一段 111 號 ) 

三、 出席人員： 

前總會長：張正中、張正章 、傅忠雄、林栢根、葉論飛、徐金蘭、張琇雅、 

陳光楠、林明郎、范明忠。 

理    事：李禎昌、李徽邑、林文光、廖桓飛、蘇子坤、林昭宏、杜婉君、 

區尚彬、林文發、余萌萱、曾孟津、陳界文國、陳安宏、王聰炎、 

張錫淵、彭紀文、蘇淑榕、吳金鏵、王東洋、謝金要、陳櫻佩(米琪)、 

李明月、李政龍、王春永、何鴻鈞、許清水。 

監    事：賴文針、傅念慈、林四川、翁青山、陳玉美、陳耀昇。 

分 會 長：陳界文國、陳世杰、王聰炎、賴炎飛、翁青山、賴瓊芬、袁麒城、張

昆利、孫云云、陳櫻佩(米琪) 、楊昭美、葉凱程、陳進風、顏玉品、

邱美珍、廖佳宸、尤源鈞、陳文山、陳鳳琴。 

會務幹部：吳明宗、王銘志、顏呈祥、吳金松、陳耀昇、邱家財、吳德卿、 

吳肇芳、陳勇仁、馮亦澤、陳奎英、林秀烜、莊岳霖、黎美蘭、 

吳文虎、葉振宗、張宗献、洪翠黛。 

分會秘書長：陳安宏、蘇崑炎、余萌萱、楊青韋、黃娸禎、楊雋佑。 

分會財務長：楊慶洲、吳肇芳、王煜晴、黎美蘭。 

四、 列席人員：李連富。 

五、 主席：李禎昌                                          記錄：黃雅琪 

六、 主席致詞 

李禎昌總會長： 

剛剛去參加忠孝會的會員大會，趕過來參加還是遲到十分鐘，今天再次感謝

各位理監事不辭辛勞，在禮拜六的時間而且還有疫情，大家還是踴躍參加這次的

理監事會，在這邊代表總會感謝各位，希望等一下議程議案請各位分會長能踴躍

針對議題發言，也是給總會支持，感謝大家，謝謝。 

七、 來賓致詞 

張琇雅 世界總會長： 

  大家好，很高興總會今天是第一次理監事會，大家都很踴躍參加，在過年前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心想事成，也讓傑人會平安度過疫情，再次謝謝大家。今天早

上去參加北區的園遊會，趕過來看到這麼踴躍真的很高興，我今天要特別說：保

護家人握手改用手肘碰觸就好，疫情很容易傳染還是要小心，總會這麼多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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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說了，先祝今天會議圓滿成功，也祝福大家，謝謝。 

八、 輔導總會長致詞 

范明忠 輔導總會長：  

    李禎昌總會長他今年規劃很多的活動，理監事全員要配合總會長讓今年的會務

能順利圓滿進行，感謝大家，謝謝。 

九、 報告事項 

(一) 秘書長報告 

秘書長吳明宗第一次報告，秘書處完成了 111 年工作計畫草案，1/5 我

們在總會會館完成第 30 屆和第 31 屆會務交接，明天 1/16 我們在雲林育樂

中心舉辦我們的 111 年第一次全國會務研習營，簡單以上報告。 

(二) 財務長報告 

財務長顏呈祥報告，請翻開手冊 27 頁，預算支出請大家參考，如有問

題請提出來，總收入是 3,798,000，各項明細請大家自己看一下，謝謝。 

(三) 各委員會報告 

馮亦澤 活動委員會主委: 

2022 年全國年會在高雄，這次年會主要架構都秀在投影上，大家稍微

觀看一下，到時候也會附在公文裡，活動流程把頒獎放在第一天，最高積分

與最高註冊，因為我們希望這天活動可以安排戶外運動，參加許多年會每個

地方都很漂亮，結束後都沒有好好欣賞這個地方，所以我們希望把頒獎拉到

第一天，隊呼比賽放在第二天的團康活動，活動第一天到下午 5:30~7:00 用

餐，除了頒獎還有表演，8:00 之後在城市商旅的空中酒吧，舉辦一個特色晚

宴活動，到時候大家可以進行交流，我們希望吃飯時能專注，然後欣賞台上

的表演，所以第一天晚上 8 點後可以盡情的敬酒，樓下就是飯店不用擔心酒

醉，可以帶家人去駁二走走，你們拿到手冊該有的都有。 

第二天早上 9:00~11:00 會有一個團康活動，這是尋寶活動，由各分會

組成一個團隊，活動結束後可以拿到精神獎和完成後可以換一個小禮物，我

們希望讓各分會可以交流又可以凝聚向心力，讓大家體驗高雄最漂亮的地

方，如駁二特區和中都濕地公園。第二天開會時間會濃縮在 45 分鐘內，讓

大家有機會去活動與認識欣賞高雄的文化。 

這次住在城市商旅的真愛館和駁二館，這兩個館都在駁二特區裡面，前

面有許多停車位，還有輕軌也能到達，當天還有房間部分，房價特別去殺價

然後最近也跟飯店殺價，有四人房與二人房，真愛館 3800 元四人房，就是

希望大家能多多參與這個活動。駁二有特色景點，市集、輕軌還有電影院，

空中酒吧看出去就是海港，這些景色都在這次年會可以看得到，預算表都在

各自的手上。這次年會我取消 50 人註冊補助，傑人會的宗旨是希望大會拉

小會，50 人的補助小會是看得到卻吃不到，承辦年會應該是要注重品質不是

去退費，我知道我會被罵但我還是要取消，再來是物價上漲所以註冊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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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希望以後的分會不用礙於以前如何現在怎麼樣，我希望可以有改革的動

作。重質不重量，高雄市會超過 70%都很支持這次的改變，高雄市會想改變

也希望傑人會各分會都可以一起改變這件事情。財報會針對不同人數去做調

整，再來年會交接時會把這次承辦遇到的問題與經費拿捏細節存放在隨身

碟，把我們錯誤的經驗成為他們進步的動力。 

這次會用專案精神去管理這次的年會來開課程，現在年會幾乎每周開一

次會，提升品質與繳交年會費用不增加，活動不死板要能靜也能動，以後不

只要開會還有動能帶進來，傑人會要年輕化就要把動能帶進來，讓年輕人也

能加入傑人會。 

最後是融合在地展現深根地方文化，高雄真的很漂亮，這次提案希望各

位前總會長各分區副總與會長能通過讓我們補助預算，感謝各位。 

吳德卿 會員委員會主委： 

在明天 1/16 雲林斗六勞工育樂中心舉辦會務研習營，籌備工作在今天

就把會場佈置完畢，在這裡拜託參加會務研習營的學員要準時報到，因為課

程排得很緊湊，所以一定要按照安排的時間舉行，請各位準時報到，謝謝大

家。 

陳奎英 互助委員會主委： 

我接到好幾個不知道如何處理的問題來這裡請教前輩們，9 號那天禮拜

天去祭拜，雖然她是前會長的媽媽，但現在已經不是會友，我們應該怎樣執

行？訊息有到我這邊來我就會盡量去做，如果曾經是我們的會員現在已經不

是了，我們是不是可以祝福就好？再來是家權的母親我會盡快在禮拜二過

去，因為現在疫情是不公祭的，在這個狀況之下我會代表總會去祭拜，至於

秘書長這邊我也跟他互動過了，我們也請秘書處送了蘭花去祭拜，以上謝謝

大家。 

莊岳霖 資訊委員會主委： 

目前總會的 notebook 快十年了，會再跟秘書處這邊討論是否再買一台

或是更新，這部分預算費用還沒提出來，只是在這裡預告，讓電腦軟體和防

毒能做更好的維護和更新，以上報告，謝謝。 

吳文虎 法制顧問： 

這個會議叫理監事及分會長聯席會三個單位，決策單位是理事會，理事

會的決策有沒有違背章程有沒有違背以前的決定，分會長可以提案但沒有表

決權，表決權就只有理事會。大會閉會的時候職權只有理事會來行使，理事

會可以做一切的決定，但是不可以違背大會的決議和章程的決定，謝謝。 

十、 討論事項 

提案(一)請通過 111 年度會務幹部聘任案。 

提案單位：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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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11 年度總會秘書長、財務長、法制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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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通過 110 年度工作報告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請參考第 7~8頁。 

決    議：不列議案。 

提案(三)請審議「2022 年第 31 屆全國年會」活動經費補助壹拾萬元

案。 

提案單位：高雄市傑人會 

說    明：「全國年會」活動為總會年度代表性活動之一，今年委由高雄市

傑人會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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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請通過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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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財務處 

說    明：請參考 9-25頁。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五)請審議 111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111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已編列完成。 

辦    法：請參考第 26頁。 

決    議：9/25 傑人盃全國馬拉松接力賽名稱改為『傑人盃全國運動大

會』，修正通過。 

提案(六)請審議 111 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 

提案單位：總會/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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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11 年度收支預算草案，已編列完成。 

辦    法：請參考第 27~28頁。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七)請審議「2022 年全國會務研習營」活動案。 

提案單位：總會/會員委員會 

說    明：雲林縣會承辦「2022 年全國會務研習營」，活動將於 1月 16日 

          舉辦，以期協助各分會會務之推動。請參考第 30~31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八)請授權總會秘書處統一代刻第三十一屆理、監事印章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辦理「第 31 屆法人登記證」，請第 31

屆理監事繳交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並授權國際傑人會中華

民國總會秘書處代刻印章一枚。以上授權僅作為辦理法人登記

及變更專用，不作其他用途或證明。 

決    議：林顯洋監事辭職改候補監事遞補。柯怡如理事辭職改候補理事 

          遞補。修正通過。 

提案(九)請通過建置網站教學影片儲存空間捌仟肆佰元案。 

提案單位：總會/教育中心 

說    明：依據 2021 年教育中心第二次會議決議，建立近五年會務研習營

上課雲端影片至總會網站，方便各分會會務之運作及推動傑人

會組織發展，請參考第 32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請審議「2022 台中市第 23 屆傑人盃書法比賽」活動經費補

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忠孝國際傑人會 

說    明：台中市忠孝國際傑人會主辦『2022台中市第 23屆傑人盃書法

比賽』，請參考第 33-35頁。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1.2條規定及度經費

預算補助壹萬元整。 

決    議：共同主辦/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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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請審議「2022 傑人大愛、溫情焙您」活動經費補助壹萬 

         元案。 

提案單位：台北市國際傑人會 

說    明：台北市會預定 1月 15日於台北花博花海廣場舉辦「2022傑人

大愛、溫情焙您」公益園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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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0頁。 

決    議：審議改追認/修正通過。 

提案(十二)請審議「中一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傑人會 

說    明：台中市會主辦中一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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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請討論各區舉辦聯合活動登入至總會獎勵考核積分表案。 

提案單位：總會/獎勵考核委員會 

說    明：為鼓勵各區舉辦聯合的大型活動，建議將此活動積分登入至總

會獎勵考核積分表。 

決    議：擱置。 

提案(十四)請討論各分區舉辦聯合活動『主席』由各分區副總會長擔

任案。 

提案單位：總會/教育中心 

說    明：各區舉辦聯合活動，各分區副總會長負責督導協調，請討論主

席是否統一由各分區副總會長擔任。 

決    議：擱置。 

提案(十五)各區分會理事長聯合交接暨宣誓就職典禮應於當年度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各分會長交接討論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按「分會理事長聯合交接宣誓就職典禮實施辦法」第 4條規定

各區分會理事長聯合交接及宣誓就職典禮，應於第一次會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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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會結束至十一月底前由各分會自行選出接任理事長，並於

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全國各區各分會聯合交接。 

決    議：宣導 

十一、 頒發會務幹部聘書 

十二、 監事長致詞 

賴文針 監事長： 

大家好，今年的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我覺得可以打 100 分，出席非常踴

躍，議題也經過充分討論，今年總會團隊實在是可圈可點，謝謝總會團隊也謝

謝大家的出席，祝大家新年快樂，謝謝。 

十三、 臨時動議：（無） 

十四、 自由發言： 

陳界文國 理事 

溫馨提醒，我們是民間社團，不管是扶輪社還是獅子會都一樣，沒有長官，

絕對不要再稱呼長官了，因為是以前的黨思想，即使是獅子會扶輪社邀請總統

來參加也是說來賓致詞而已，因為有很多新會友進來，我們的地位都是一樣只

是職務不同而已，要讓大家清楚讓大家明白，謝謝大家。 

林四川 監事 

通訊錄和我們的各分會會刊是不是可以做成電子檔放在網站上呢？因為

會刊包括通訊錄在總會都沒有空間儲存，放在網站上可以讓我們的新會友可以

點閱的到，這是一個建議。第二點我們的理監事程序在事先一定要有一個上次

會議的議決案執行情形，但是這個理監事聯席會裡面好像都缺少這個，怕的是

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是今天決議了但下次來看，到底秘書處還是各委員會

到底是執行到甚麼程度我們不知道，只是帶過去而已，這是我本身的建議。然

後我希望傑人會更好，就像是上次說假如有人提這個議案，有人有反面的意

見，那就是要尊重反對的人，尊重反對的人時就要請理事去表決，不能只是呼

嚨帶過，那是對反對意見的人會有不良的影響，謝謝。 

陳櫻佩(米琪) 理事 

大家好，我是陳櫻佩理事第一次報告，我有兩件事要提議，第一件是聽了

後大家會有一點意見，就是我希望各分會在辦交接的時候流程可不可以統一，

相信我們是屬於國際性的社團，如果流程有統一順序的話，比如稱謂哪一個

先，世界總會先還是總會先？才不會說沒有先稱呼哪個會讓他不舒服，所以希

望統一。再來是頒獎可以移到餐會或是晚宴再來做，最重要是一定要彩排。第

二件事情是如同總會長講的「他愛傑人 更愛家人」，所以把元月 1 號訂為傑人

家庭日，因為這件事情讓我看到所有總會長包括會長們，都很喜歡自己的家

人，因為對家人有愛才會對傑人有愛，我覺得把 1/1 定為家庭日可以給所有社

團帶來非常正向的一個表率，謝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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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紀文 理事 

回應一下陳界文國理事，我在其他社團也都倡導這件事情，我們以後的稱

呼可以用像獅子會的領導獅友，我們也可以用領導會友，就是不要用長官，這

樣才不會有階級。再次鼓勵大家參加會務研習營，因為我真的覺得會務研習營

學習很多，那像剛才有說，總會辦法都訂的很細，剛才有一個瑕疵，我本來想

監事會提但沒有提出來，就是因為高雄市會要先走，所以議案順序有調整，那

應該要在通過議程時先調整，我在會務研習營真的學到非常多。最後提一件事

情，去年建議總會要把行事曆放在 googlecalendar 上面，得到的消息是廠商報

價，這是一個非常 easy 的事，那如果有了那沒事，那如果大家沒有請大家加

入台北市會 calendar，我們已經做好了，謝謝。  

區尚彬 理事 

我贊成剛剛的陳理事提到要統一流程，這樣大家才會遵守規則，我們台北

市會開會時就遇到，在敲開會鐘和閉會鐘會出現許多雜音，所以如果有相關的

規則就不會有意見相左的問題產生，到現在我都還沒敲過閉會鐘，謝謝大家。 

林明郎 前總會長 

林明郎第二次發言，其實剛剛台北市理事提的問題，我就在筆記有寫過

了，我們要變更議程沒有關係，是要詢問在場理事通過，這樣我們就可以變更

議程的順序，千萬不要說司儀自己就變更。第二點所有的辦法都寫得非常仔

細，大家有空要去看一下，在我當總會長那一年就把總會所有辦法列出來也讀

過，大概有六十多條，我還有做成手冊在會務研習營每個人都發一本，裡面所

有辦法都有，傑人會要進步不管是現任還是新舊會友，都要去研讀辦法，這樣

今天對於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那麼再來這張卡片有些分會沒有，各會會

長注意一下如果沒有再跟分會祕書問一下，會員卡當初是因為經費的關係沒有

用晶片，在理監事時先求有再求好，好不容易總會都建檔了，第三次實施希望

能延續下去，期許能繼續使用不要間斷，謝謝大家，謝謝。 

十五、 主席結論： 

提案一：照案通過 

提案二：不列議案 

提案三：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正通過 

提案五：9/25 傑人盃全國馬拉松接力賽名稱改為『傑人盃全國運

動大會』，修正通過。 

提案六：修正通過 

提案七：照案通過 

提案八：林顯洋監事辭職改候補監事遞補。柯怡如理事辭職改候補

理事遞補。修正通過。 

提案九：照案通過 

提案十：共同主辦/修正通過。 

提案十一：審議改追認/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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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擱置。 

提案十四：擱置。 

提案十五：宣導。 

十六、 唱傑人會歌 

十七、 散會(鳴閉會鐘) 下午 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