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24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間：104 年 07 月 18 日下午 3：00 分
二、地點：台北市劍潭活動中心
三、出席人員姓名：
前總會長：柯雨財、傅忠雄、林栢根、陳天汶。
理
事：徐金蘭、楊新安、謝錦益、黃慶隆、曾達華、黃根松、楊朝德、
林妙娟、黃國政、林雲章、林玉祥、羅 木、李瑞欽、黃雅綾、
葉建村、陳德隆、郭玉婷、陳國寧、吳麗珍、單蓉芬、謝
雷。
監
事：張琇雅、林明郎、張永清、吳德卿、潘韻鈴、陳良恩。
分 會 長：林雲章、倪邦民、洪 留、謝春芬、黎玉秋、黃雅綾、楊朝德、
葉建村、張萬志、洪宗義、陳國寧、吳麗珍、鍾國振。
分會幹部：林淑娟、張志文、魏淑珠、林承澤、廖介山、徐銀蘭、林妙娟、
單蓉芬、周永康、魏文芳、陳良恩、黃國政、吳三瑋、王重隆、
陳光楠。
分會秘書長：林玉祥、嚴
樂、劉素蘭、陳文鴻。
分會財務長：林和謙、曾國烽。
四、列席人員：
蔡明展、馬豫鈞、劉香梅、藍書才。
五、主
席：徐金蘭
記錄：張瑞琦
六、主席致詞（徐總會長金蘭）：
大家午安!今天很感謝大家專程來台北開會，晚上也能參加台北市會舉辦的青使之夜，
感謝大家參與，大家辛苦了!
七、報告事項：
(一)、分區主席報告
北區副總會長(楊新安)：
今年北區所承辦的五天四夜外交經貿創意高峰會活動，今天已經第四天了，
晚上有青使之夜的活動，屆時歡迎各位會友參與，可看看這幾天學生的訓練成
果。8 月金門分會成立，台北市會有幸成為輔導母會，屆時再歡迎大家一同
來參與金門分會成立典禮。
桃竹苗區副總會長(謝錦益)：

於 6/06 新竹縣會、新竹市會、桃園市會、景福會四個分會聯合舉 CPR
推廣二手物資愛心義賣園遊會，當天活動進行順利，圓滿完成。桃竹苗
區的四個分會，也都照著各會的年度計畫在走，活動進行的也都相當順
利圓滿，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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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區副總會長(黃慶隆)：

上半年中一區各分會活動都很豐富，幾個較大型的活動跟大家報
告，台中市會所舉辦的「攜手圓夢 傑人有愛～園遊會～」當天的園遊會
活動相當的成功。台中市會舉辦的「2015 第 3 屆傑人盃作文比賽」也圓
滿落幕，當天的比賽獎勵將與 9 月份金創會長紀念會時頒獎。
忠孝會舉辦「第 17 屆傑人盃書法比賽」及「傑人盃慈善高爾夫聯誼
賽」也都圓滿成功。
9 月份舉辦『傑人盃公益馬拉松接力賽』，這是傑人會的體育嘉年華，
屆時希望各分會都派至少一隊來參與，當然愈多隊參與愈好，主要的目
的是要增加各分會的凝聚力，大家團結一致共襄盛舉。
中二區副總會長(曾逹華)：
繼全國年會的激情之後，中二區各分會都照著年度計畫進行，例五月份的
母親節慶祝活動及各分會的月例會理監事會都順利的進行著。總會托老巴士
募款方面，我們中二區也盡全力配合，中二區各分會一切會務正常運作，謝謝!
(二)、秘書長報告（林秘書長淑娟）：
1.我們秘書處這邊非常的高興，5 月份由雲林縣會所舉辦的全國年會圓滿落幕，
今年全國年會的報名人數已破以往的紀錄，真的令人很開心，全國年會的結
餘款方面，還有剩餘，真的很不錯。
2.6 月份全省各分會都有大型活動，例忠孝會所舉辦的高爾夫球公益賽，辦得
非常成功，結餘款也都全捐給總會的復康巴士，非常感謝！
3.7 月份是傑人會的捐血月，今年各會都卯足全勁的拼了，期望今年創新紀錄。
4.8 月份金門分會成立，我們大約 150 人報名，非常感謝各會友的參與。
5.今年在徐總會長的帶領之下，我們完成了傑人會的第一台托老巴士募款專
車，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謝謝大家！
(三)、財務長報告（魏財務長淑珠）：
1.感謝上繳常年會費，目前已收 788 人，離今年度目標 850 人還有一小段距離，
請各分會參考第 P10~P11 頁，各會會員數互有消長，但希望至少不能低於去
年的會員人數。
2.P12~P13 頁是理監事捐金的繳費明細，雖然達成率已經有 92%，還未繳交的
理監事也都一一電話催繳過，希望七月底前能有百分百的達成率!
3.托老巴士的部份，請參考第 P7 頁，非常感謝各會的捐款，已募款項是
1,397,400 元，已經達成我們預期的目標。
4.由於要參加金門成立大會的人數很踴躍，關於金門行團費的收取，今天現場
備有刷卡單，建議盡量用刷卡(有保險的保障)，繳現金的部份，請於七月底前
以各會為單位，匯款或繳到財務處，感謝~
(四)、各委員會報告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林妙娟)：
今天非常的開心，上半年度責任已結束，在這期間我們成立了金門會，下
半年度我們的目標是成立 2 個分會，之前我們一直在積極努力的屏筠會我會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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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來努力，希望各位會長身邊如有這方面的訊息，需總會協助的地方，總會
一定會全力配合，希望大家一同來努力，將傑人會發揚光大。
法制委員會主委(周永康)：
9/19 總會開會員大會，我們於 8/18 作會籍清查日，有上繳常年會費的才
算有效會員，7 月底時我再將法條放置總會網站，預計下次理監事會時通過。
最近有個新成立的規定，理監事女性名額不得低於 1/3，再請各位注意一下。
會員委員會主委(徐銀蘭):
非常感謝大家，目前總會的會友人數近 859 位，8 月份金門分會成立，預
計會友人數將會達到 889 人次，請各分會加強，我們 25 個分會，每分會各新增 5
位會友，突破會友 1000 人次。
於 9/19 總會舉辦會員代表大會，再麻煩各分會會長推派會員代表參加，謝
謝！
活動委員會主委(魏文芳):
日子過得很快，我們在上一季活動到 6 月份止，今年的全國年會辦得非常
成功，這是今年大型活動，辦得非常的棒。後半年的大型活動有金創會長紀念
會是由台中市會所舉辦、身障桌球獎金賽由台中縣會舉辦及台中市全健會所舉
辦全健傑人盃大台中身心障礙保齡球錦標賽，活動非常的豐富，請各位多多支
持。
獎考委員會主委(廖介山):
請各會友參閱會議手冊 P15~P17，上面有各項會議出席紀錄，如有不了解
或錯誤的地方，再請跟秘書處反應，謝謝！
互助委員會主委(陳良恩)：
今年互助金方面，目前使用的比較少就是二件喪事一件喜事，希望能有更多的
喜事，能夠告訴互助委員會這邊，讓我們盡一點小小的心意，謝謝！
九、討論及決議事項：
提案（一）、請審核 104 年度 1 月到 6 月收支明細表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18、1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審核第 24 屆 103.11~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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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請備查雲林縣會承辦「2015 全國年會」財務收支明細表及結案報告。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雲林縣會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2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請通過金門國際傑人會創立申請案。
提案單位：會務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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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為鼓勵各分會增加新會員，特舉辦會員成長競賽。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2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請審議台中市會承辦「2015 金扶東創會長紀念會」
，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 /台中市會
說
明：依據金創會長扶東先生紀念活動實施辦法，本活動由台中市傑人會
承辦。請參考附件 24~2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請審議台中縣會舉辦「2015 臺中國際身障桌球公開賽」
，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 /台中縣會
說
明：台中縣會舉辦「2015 臺中國際身障桌球公開賽」
，按「總會/分會
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4.1.2.4 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三
萬元整。請參考附件 27~3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請審議 2016 年常年會費由 2000 元調整到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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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會務長久發展，提請
各分會 2016 年起常年會費由 2000 元調整到 2500 元。請參考附件
33~3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請審議台中市全健會舉辦「2015 全健傑人盃大台中身心障礙保球錦標賽」
，
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 /台中市全健會
說
明：台中市全健會將舉辦「2015 全健傑人盃大台中身心障礙保球錦標
賽」
，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2.2 條規定及年度
經費預算補助伍仟元整。請參考附件 35~3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請審議台中市仁愛會舉辦「2015 關懷老人系列-跳棋比賽」，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 /台中市仁愛會
說
明：台中市仁愛會將舉辦「2015 關懷老人系列-跳棋比賽」，按總
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2.2 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助
伍仟元整。請參考附件 39~4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十、監事會致詞（張監事長琇雅）
：
對於臨時動議的提案方面，我個人的認知在提案部份，要有人附議，下次再做討論，
如果當天才提出來當天就花時間討論，會浪費大家很多的時間，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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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自由發言：（略）
十三、主席結論:
一至九案，除第 5 案先通過九月送交理監事會討論是否交回總會主辦，其餘照案通
過。
十四、唱傑人會歌
十五、散會(鳴閉會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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