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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3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 年 01 月 14 日(六) 下午 2：00 

二、 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三、 出席人員： 

前總會長：柯雨財、傅忠雄、林栢根、葉論飛、徐金蘭、張琇雅、陳光楠、 

林明郎、王勝煌、陳鋒仁。 

理    事：賴文針、陳鳳琴、朱明帥、陳志峯、曾義財、劉郁萍、傅念慈、 

林國南、許清水、黃其集、吳昆忠、陳進昌、蘇淑榕、張峰誠、 

賴瓊芬、張昆利、陳麗芳、顏玉品、李政龍、廖文富。 

監    事：陳孟謙、林和謙、陳界文國、王聰炎、張永松、駱詠潔、楊昭美、 

陳文山、楊家銘。 

分 會 長：黃其集、廖博涵、吳昆忠、張國政、彭立信、張峰誠、賴瓊芬、 

莊岳霖、吳旻芳、姚泇伃、陳櫻佩、高朝杰、薛英政、邱英杰、 

劉郁萍、顏玉品、李炳友、曹玉霞、陳勇仁、陳正傑。 

會務幹部：張志明、杜婉君、吳美玉、丁建民、姜驊玲、葉振宗、賴國銘、 

黃淑珍、黃怡甄、林亮宇、陳耀昇、莊忠益、林永樂、陳奎英、 

楊雋佑、莊岳霖、田嘉昇、吳文虎、黃明智、徐鋒畯、李政龍。 

分會秘書長：黃炳順、林四川、呂其原、陳世賢、張莉媞、蔡亞珍、賴金法、 

劉敏華、簡文通、賴金承、吳爵燕、顏瑞琳。 

分會財務長：徐有均、蔡秉彰、崔慧萍、曾士純、林麗碧、吳玄明、李美蓁。 

四、 請假人員:張正中、廖祿堙、張正章、陳義聰、張萬邦、廖本林、林瑞楨、 

張國樑、范明忠、郭阿月、袁麒城、吳明宗、 

五、 列席人員：楊正齡、楊雪瑩。 

六、 主席：賴文針              司儀：張志明                   記錄：黃雅琪 

七、 主席致詞 

賴文針總會長： 

大家午安，謝謝大家在假日百忙之中抽空來參加理監事聯席會議，今天能到

表示大家對傑人會的關心、向心力都是一級棒的，感謝大家，我希望沒有準時到

的會友、理監事都要多鼓勵，我們開會不管是在分會還是總會，都希望要準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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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希望計畫都能在時間內完成，今天謝謝大家的參與。 

八、 來賓致詞 

柯雨財 前總會長： 

說起來時間過得很快，我是民國八十五年的總會長，到現在已經是二十幾年

了，當時是很年輕現在有點年紀了，不過沒關係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樣，二十七

年來對傑人會創會、分會及總會繼續努力，這是我們參加傑人會的目標，希望傑

人會越來越強大，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謝謝。 

 葉論飛 前總會長： 

依我對賴總會長的了解，賴總會長講話很少這麼有重點，以前我都聽不到他

講什麼，我們給他一個鼓勵，在賴總會長的帶領之下，傑人會一定會成功，先祝

大家新年快樂。 

九、 輔導總會長致詞 

林明郎 前總會長(代)：  

各位大家午安，臨時被叫上台，其實我剛有聽到總會秘書長講的，其實一些

問候語可以省略，這部分在總會推行很久了，盡量簡潔陳述就好了，各分會就以

傑人夥伴或是大家庭來問好，這可以大家一起推行，今年 2023 又輪到台中市會

來擔任總會長一職，明天的會務研習營課程也是由教育中心和台中市會來一同策

劃，我相信在整個堅強的會務團隊帶領之下，會務一定會很完整的推動，第一次

站在這裡由下往上看不太一樣，沒有準備就不多說，祝大家新年快樂，謝謝大家。 

十、 報告事項 

(一) 副總會長報告 

 北區_陳鳳琴副總會長 

先祝傑人大家庭在新的一年鴻兔大展，會務圓滿成功，謝謝。 

 桃竹苗區_朱明帥副總會長 

先跟大家介紹我來自興中會，興中會成立的時間不長只有六年，這六年

當中分分合合人來人往，我不知道我在傑人會持續多久，但我相信一日傑人

終生傑人，這應該不是一個口號，這是一個理念如同林栢根前總會長一樣，

預祝大家會務興隆、前途似錦，謝謝。 

 中一區_陳志峯副總會長 

第一次報告，4/23 號聯合月例會，中一區中二區邀請大家多多參與，

再來 10/22 傑人盃全國公益馬拉松接力賽，這個部分已經三年沒辦了，奉總

會之命想辦法辦起來，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除此之外新的一年我已經參與

忠孝會和台中市會的理監事會和會員大會，我會盡量把時間撥出來參加會

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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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區_曾義財副總會長 

中二區裡面有幾個會如：百合會確定休會，因為我要去拜訪還是有點困

難，4/23 中一區中二區聯合月例會在溪頭舉辦，希望其他分會有時間可以

來參與，目前二區我拜訪過南投縣會的理監事會、月例會和會員大會還有一

個臨時會員大會，因為南投縣政府行文沒有做決算，所以第一次的理監事會

南投縣政府不同意，要再開一個臨時會議，這部分要再詳細了解，後續我會

繼續追蹤再跟各位報告，最後祝大家兔年行大運，謝謝。 

 

 南區_劉郁萍副總會長 

南區今年的會長產生相較以往增加了一點兵荒馬亂的現象，首先，第一

個分會長可能出來頂一頂這是短期的，第二個是會長連任的會，已經有一年

的經驗這是最好的情況，第三個會，大家做個參考，在第一次會員大會時監

事長並不知道要接明年度的會長職務，我想這個情形是推託之詞還是事實如

此，如果是這樣各分會要注意會有這種現象產生，所以這樣在他們後面排好

的兩個連續會長，因為個人狀況都無法前來當會長，突然之間有點兵荒馬亂

必須要臨時找到一個會長，目前已處理好了。還有一個會，開理監事時社會

局前來告知去年一整年都沒有任何一份文，現在要了解去年報社會局有哪些

人可以來開會，新會長要如何產生？這部分讓大家有個借鏡，很多前會長做

得很好，都沒有去了解有沒有送社會局，這是很重要的，還好跟社會局談過

可以補件，所以現在大部份都如期處理，目前狀況是這樣，跟各位理監事報

告，謝謝。  

(二) 秘書長報告 

這邊有幾點報告: 

1、 南區副總辛苦了，其實在各分會運作中，在我去年接任總會秘書長 

到各分會活動，我都有到，情形我也都了解，在跟總會長報告討論

之後，有些各分會連章程在哪裡都不知道，像南區副總說的沒有報

到社會局。台灣是個法治社會民主自由的國家，要依照政府的辦

法，我們總會長送給大家”會務遊戲規則”，這是我們因應年輕化的

會友，不要因為章程制度那麼硬所以就講成遊戲規則，大家可以看

到一個會最重要的就是要人，人就是我們要有的危機意識，有人就

有財，過去在分會重質不重量，這樣不對，質量要均衡，人越多財

就越多，一開始創會要 30 個人，為什麼在經過四、五年之後，人

越來越少？那是因為每一個人沒有把自己的責任發揮出來，其實你

的同仁同事或包商…都可以拉進來，像我們台中市會廖祿立前會

長，他也是把公司副董、總裁拉進來到廖本林，他的哥哥和弟弟也

拉進來，其實是看要做還是不要做而已，所以在這裡依總會秘書長

的立場，拜託各分會會長理監事會後回到分會，一個人拉三個人，

一年增加三個五個最少一年三個，十年時間就很可觀，為什麼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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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前會長廖祿煙和金創會長的文章？和王春永前會長的文章？

也是要告訴各分會在創會到第七屆也是要倒會了，但是大家有那個

心打死不退，今天把會務遊戲規則請大家帶回去，這是一個很好的

伴手禮讓分會知道我們也是很有組織與健全的，尤其是我最近聽到

傑人會與其他四大社團不一樣的是，我們都是稱呼會友，我希望大

家知道我們有傑人會的文化與特色，要拜託大家。 

2、 感謝各位理監事，你們是會務的管理者，所有的職權都在這本遊戲 

規則裡，你們也是總會的捐助者，給各分會提供意見，所以今天開

這場會議主要是要讓各位理監事和各分會會長能夠共聚一堂，共商

事宜，把總會和分會的訊息帶回去，告訴各分會會員讓他們知道。 

3、 總會與各分會的關係，我們類似家人的關係，也是協力輔助者，因 

為總會有許多的辦法是針對總會把活動交給分會去辦，為什麼要交

給你們去辦？為的就是要凝聚你們的向心力，讓會員知道分會要做

什麼？在承辦大型活動時都有用意，也謝謝理事們，總會跟分會如

同坐在前排五區副總，五區分會如果有問題要向五區副總報告或是

特助報告，在我們辦法裡面有規定擔任副總一年至少要到分會一

次，當然希望不要只有一次，各分會發生的事都是小事，總會長今

年的年度主軸”熱情參與、勞者多能；包容鼓勵、傑人一家”，所以

我們各分會都有很多小事情，就像總會長說的拿來做就對了，要解

決小事情可以請還在的創會長、前會長，加入社團的核心，每個人

的角色扮演。 

4、 擔任分會會長，這是個榮譽，也是個責任，今天能夠與會來這邊， 

    要將訊息帶回去，因為也感謝各位，總會在十月份把年度計畫排定， 

由各分會配合總會擬定，代表總會秘書處感謝大家，全力配合，但 

是我上個禮拜下去南區，南區邱振芳特助告訴我，高雄市秘書長是 

新人，他不知道要怎麼做所以沒報名，所以總會有發文一定要看， 

既然加入這個社團了，各分會會長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每個分會 

有自己的文化，都要自己去承擔排定年度計畫，會友願意出席都是 

因為有年度計畫，還有財務透明，每個活動的經費都要透明化讓會 

友和政府清楚做了甚麼。 

5、 希望今天大家都能集思廣益，今年第一次理監事會，希望討論時大 

  家都能把意見提出來，最後祝福大家新年快樂，祝福大家。 

(三) 財務長報告 

拜託各位理監事職務捐金，如果方便的話請馬上上繳，這樣才方便會務

的運作才有辦法做事，請各分會會長回去再協助上繳常年會費，麻煩各位會

長，謝謝。 

(四)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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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振宗 會員委員會主委 

今年職掌就是負責兩次的會員大會，還有明天的會務研習營，大概跟各

位報告，去年年底會員註冊人數是 910 人，今年希望能往破千人來努力，

去年登記是 30 個分會，實際運作是 28 個分會，今年屏東和台東都還在醞

釀中，需要大家的幫忙和努力。明天研習營八點半報到，會議準時九點開始，

感謝賴總會長鼓勵，明天包含講師工作人員共 240 位，位置 210 位工作人

員會在旁邊服務，謝謝大家踴躍報名，感謝教育中心長時間籌畫，預祝今年

會務蒸蒸日上，會務昌隆謝謝各位。  

 黃淑珍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 

我是來自大同會的，在這裡先祝大家新年快樂，謝謝。 

 林亮宇 法制委員會主委 

感謝賴總會長和秘書長給我這個機會向先進學習有關傑人會的會務與

法制方面，在這邊會依照總會長與秘書長的指示來辦理法制相關業務與工

作，如果未來有不了解的地方向各位請益再請多多指教，在這邊祝會友身體

健康傑人家庭幸福美滿，謝謝。 

 陳耀昇 活動委員會主委 

活動委員會主要是協助分會辦理大型活動，像全國年會和捐血活動，還

有金扶東的紀念活動，還有傑青獎，所有的分會如果有困難都可以找主委來

協助，來總會爭取一些經費，祝大家新年快樂，謝謝。 

 陳奎英 互助委員會主委 

互助相關在手冊有修正過，等一下會提案。我想我會一直連任的原因應

該是辛苦又很認同，我對於往生者或是長輩也好，總會的付出之外，我自己

認為我都有這方面的付出，我是願意做下去的，謝謝。 

 楊雋佑 青年委員會主委 

我是來自興中會的楊雋佑，我在李兆國創會長創會時就有擔任她的監事

長，也是因我個人的因素沒辦法，才請明帥會長來接任，所以我還蠻感謝傑

人大家庭一直包容互信扶持的基礎，雖然興中會才六年而已，但我感受到其

實整個大家庭給我們的溫暖，藉著這個機會跟大家說謝謝。我今年接任主委

主軸還是在傑青與青創論壇，還有一些青年會友聯繫與關心，根據聯合國的

定義青年年齡 19~30 歲之間，在國內十大傑出青年的定義 19~45 歲，所以

青年的 range 還是非常的大，我觀察過在網路上社群媒體，跟年輕人接軌

的部分我們還是有進步的空間，希望我今年能在這幾個面向來做加強，跟各

會的會長積極的交流，因為我們想推動一會一校一活動，還是需要各會長大

力的支持，在此預祝新年大展鴻圖事事如意，謝謝。 

 莊岳霖 資訊委員會主委 

各分會都有網站，提醒各分會長或相關資訊負責人員要即時更新，讓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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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訊的內容更豐富更充實，以上報告，謝謝。 

 田嘉昇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 

突然一通秘書長的電話我就管了全球了，目前主要工作關注烏俄戰爭，

我想我會好好看著拜登、普丁和習近平，把國際形勢管理好，謝謝各位。 

 林永樂 會館委員會主委 

會館有借給分會開會，今年也可以來總會租借，設備齊全附近有大的停

車場，謝謝各位。 

 姜驊玲 獎勵考核委員會主委 

希望大家每次的會議都能踴躍出席，我這裡也會好好評分，擔任每個職

務都能好好完成，祝大家平安喜樂，謝謝各位。 

十一、 討論事項 

提案(一)請通過 112 年度會務幹部聘任案。 

提案單位：總會長 

說    明：112 年度總會秘書長、財務長、行政特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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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通過 112 年度教育中心委員、幹部聘任案。 

提案單位：總會長 

說    明：112 年度教育中心委員、幹部經總會長提名。 

辦    法：請參考第 8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請通過 111 年度工作報告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依章程第卌九條，業經 111年第 31屆、第 32 屆會務交接會議，

今提請議決，請參考第 10-1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請通過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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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章程第卌九條，業經 111年財務決算會議，今提請議決，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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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12-2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請審議 112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112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已編列完成。 

辦    法：請參考第 29頁。 

決    議：10/15傑人盃全國馬拉松接力賽修正為 10/22 傑人盃全國『公益』

馬拉松接力賽。修正通過。 

提案(六)請審議 112 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 

提案單位：總會/財務處 

說    明：112 年度收支預算草案，已編列完成。 

辦    法：請參考第 30-32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請討論章程修改案。 

提案單位：總會/法制委員會 

說    明：業經第三十一屆歷屆總會長會議決議，為使本會會務永續發展，

特增置諮詢顧問委員會。 

辦    法：請參考第 33頁「章程修正對照表」。 

決    議：修正通過。設機關置人事，第六條修正條文改為條列式，增加（六）

～（八）項。 

提案(八)請討論『互助委員會設置及施行辦法』修改案。 

提案單位：總會/法制委員會 

說    明：因應物價上漲及顧及總會的位階，調漲禮金及奠儀金額。 

辦    法：請參考第 34頁「互助委員會設置及施行辦法修正對照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請討論『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改案。 

提案單位：總會/法制委員會 

說    明：使會務順利運作，落實分會各項會議及對艱困分會的輔導 

辦    法：請參考第 35-37頁「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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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請審議『諮詢顧問委員會設置辦法』。 

提案單位：總會/法制委員會 

說    明：請參考第 38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請審議『所屬分會創會申設辦法』。 

提案單位：總會/法制委員會 

說    明：請參考第 39-43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請授權總會秘書處統一代刻第三十二屆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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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屆法人登記證」，請第 32

屆理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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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請審議「2023 年全國會務研習營」活動案。 

提案單位：總會/會員委員會 

說    明：台中市會承辦「2023年全國會務研習營」，活動將於 1月 15日舉

辦，以期協助各分會會務之推動。請參考第 44-47 頁。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請審議「桃竹苗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桃園市興中國際傑人會 

說    明：興中會主辦桃竹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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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0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請審議「中一區/中二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貳萬元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時代青年 

說    明：中時青、大里會聯合主辦中一區/中二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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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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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補助貳萬元整(註:中一區補助壹萬元整，中二區補助壹萬元

整，合計共貳萬元整)。請參考第 51-5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請審議「南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高雄市河堤國際傑人會 

說    明：河堤會主辦南區聯合月例會預定於 4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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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7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請審議「2023 年第 32 屆全國年會」活動經費補助壹拾萬元案。 

提案單位：臺中縣傑人會 

說    明：「全國年會」活動為總會年度代表性活動之一，今年委由臺中縣會

承辦。請參考第 58-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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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監事長致詞 

陳孟謙 監事長： 

今天所有議程非常準時也非常順利，我提出幾項對於今天會議的看法，第

一，今天場地選得很不錯，我們看出今年會務團隊是用一個很謙卑的態度，讓

各位坐在上面看今年的會務團隊來執行會務，所以我覺得上善若水今天的場地

真的不錯，我想在總會長「熱情參與，勞者多能；包容鼓勵，傑人一家」的活

動主軸下，今年的會務一定會做得很好。第二個，今天開會前，秘書長有宣示

開會對於各長官的稱呼要簡化，我想在以往開會時我們這些報告的人講話的人

都很客氣，當然禮多人不怪，但是效率問題今天秘書長對於宣導的部分非常好，

而且今天各個工作主委除了一個沒到其他都到了，今年的主委都非常上心，尤

其副總會長都已經在運作了，又報告了分區分會目前的現況，我想擔任職務就

是要知道自己的職務在什麼地方和投入去做，今年各個工作團隊都很不錯，今

天的討論提案有 17 個，非常的多，我想這些提案在之前要花很多的時間籌備提

案，其中七個會務運作的前期作業要做到名正言順的工作計畫，另外五項章程

辦法修正，尤其分會創會增設辦法，這部分已經具體化列入有制度，另外五項

補助案，我想很多事情沒有方圓不能成規矩，很多部分要循序漸進，各分會在

做任何會務活動我想能夠秉持這樣的想法與做法，會務一定會運作非常順暢，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今年團隊在去年編印了「會務遊戲規則」這本書，我想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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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人的經驗就是一個規則辦法，但他用了一個柔性的遊戲規則，這個就是秘

書長的用心良苦，我想這本這就是葵花寶典，“欲練神功，必先自宮”，但不

要自宮也可練功，這本希望各分會主委可以好好去善用，今年一開始就是會務

研習營突破了 240 位，當然總會長出錢出力鼓勵各分會，分會報名最多的是台

中市會 24位、中時青有 21位、臺中縣會有 14位，超過 10人報名有 14個分會，

所以今年的報名非常的踴躍，我想會務研習的目的不外乎就是透過有經驗的會

務人員提供經營會務的寶貴經驗，明天一定會讓大家有所收穫的。最後對於各

位理監事提出一些寶貴的看法，我個人建議需要回復回答理監事意見的都要提

出說明，避免提出主觀看法這是今天會議重要的一點，理監事是主要監督會務

團隊在做會務運作寶貴意見的來源，各工作團隊幹部在回應說明理監事所提出

來看法只要提出說明不要摻雜個人意見，這是我今天理監事運作時看到的幾個

地方，祝福各分會會務都能活跳跳，但也要有充滿可愛的地方，謝謝大家。 

十二、 臨時動議：（無） 

十三、 自由發言： 

陳光楠 教育中心主任： 

剛剛聽到南區副總與二區副總，發言說到南投縣會的縣政府通知他們補

件，還有一件事，南區一個分會會議紀錄完全沒有送到市政府，明天就是教育

中心上課的日子，我會請各位講師好好跟各分會幹部說明，因為在中一區新世

紀會就是這樣被除籍，請各位幹部會長一定要記得創會證書不能丟，一定要移

交，否則新上任的會長無法執行會務，在這次的遊戲規則裡面寫的非常清楚。

第二個，所有分會公文不知道怎麼發的，要趕快請教總會工頭和秘書處，一定

要發到縣政府，不管幾個人開會，理監事會議記錄以及簽到，有沒有實際執行？

再次拜託各分會一定要認真徹底執行，不要讓會務停頓導致縣市政府除籍，以

上報告，謝謝。 

黃其集 台中市會會長： 

聽到南區副總報告的事，建議各分會把紀錄送到總會，就不會發生一樣的

事。 

陳櫻佩 新北市會會長： 

我們是國際社團，那就要做到國際社團該有的標準，我看過很多各分會的

交接，我們必須要有一套制度，讓總會來設立一個辦法，開個主持人班，必須

由每個分會派出一位會友，讓我們訓練成為專業的主持人，所有制度都要有制

度有系統這都該有的，所以為了邁入全國五大社團就要做給大家看，這是每個

分會會長的責任來做這件事，所以我非常積極來跟總會長提議，由總會來設立

辦法來加強內部訓練。我跟理監事提議開一個禮儀班，就是國際禮儀、用餐禮

儀和交接禮儀，新北市會會開一個國際禮儀班，歡迎各分會會長夥伴來參加都

非常歡迎，祝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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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雨財 前總會長： 

今天理監事會非常成功，大家都把重點講出來，現在要強調一點財務報表

當年度一定要報，社團才能運作，現在國際有一個經管會洗錢防制法，所以財

務一定要報，在澳洲社團不課稅，但一定要報，謝謝。 

邱英杰 大桃園會長： 

一個社團一句話就是尊重，你今天是來聊天還是開會？主席和大家都在討

論事情，傑人會聯誼節目活動很多，確實要加強，一個社團要成功要分工合作，

不是一個人的責任，我們都是來參加傑人會學習，是要來得到更多的收穫，將

人生過得更充實來服務社會，以上報告，謝謝。 

十四、 主席結論： 

提案（一）照案通過。 

提案（二）照案通過。 

提案（三）照案通過。 

提案（四）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正通過，10/15 傑人盃全國馬拉松接力賽修正為 10/22傑人盃全 

國『公益』馬拉松接力賽。 

提案（六）照案通過。 

提案（七）修正通過，設機關置人事，第六條修正條文改為條列式，增加（六） 

～（八）項。 

提案（八）照案通過。 

提案（九）照案通過。 

提案（十）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照案通過。 

十五、 唱傑人會歌 

十六、 散會(鳴閉會鐘) 下午 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