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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各縣市總幹事工作聯席會報記錄 
 

時間：96年4月20日（星期五）下午4時 

地點：宜蘭縣礁溪中冠大飯店 

主席:林理事長建榮 

出席: 陳堂立、紀國棟、曾權惠、王秋土、陳錫洋、謝鴻基、許著純、林晉章 

洪淳逸、林照慶、陳建閣、吳棟樑、黃瑞松、林明宗、黃太平、莊文忠、 

林建榮、林清柏、蔡啟塔、張天民、許雲鵬、鄭 遠、張國威、劉增坤、 

胡明煥、游國書、洪坤地、陳憲卿、李文華、蘇進添、魏昆煌、孫金城、 

馬重五、陳銘堂、吳 章、葉芳雄、楊勝龍、蔡玉泉、曾廷泉、涂仁德。 

列席: 陳世明、黃進丁、黃保隆、鍾順球、張福勝、林精ㄧ、林政毅、徐年祥、 

請假:徐耀昌、鄭雙銓、李朝卿、張通榮、 

 

壹、 主持人致詞(略) 

貳、 貴賓致詞(略) 

參、 參、蔡常務監事召集人玉泉致詞(略) 

肆、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一、改選第四屆理監事 

    當選名單： 

     1.理事(27 席)：林建榮、涂仁德、林晉章、李朝卿、張通榮、洪淳逸、 

曾廷泉、詹鈴權、紀國棟、吳 章、游國書、賴正義、 

廖大清、莊文忠、陳昆第、朱秀平、蔡政龍、鄭 遠、 

謝登源、洪坤地、邱建男、吳棟樑、蘇進添、許進豐、 

孫金城、陳建閣、蔡啟塔 

候補理事(5 席)：林進橙、胡明煥、陳堂立、陳錫洋、彭瑞麟 

常務理事(9 席)：林建榮、林晉章、李朝卿、張通榮、洪淳逸、曾廷泉、               

紀國棟、吳  章、鄭 遠 

副理事長(3 席)：林晉章、李朝卿、鄭  遠 

理事長：林建榮 

2.監事(9 席)：蔡玉泉、徐耀昌、許著純、李文華、陳金樹、謝鴻基、 

魏昆煌、林清柏、鄭雙銓。 

候補監事(3 席)：徐耀浪、馬重五、陳宏嶧 

常務監事(3 席)：蔡玉泉、徐耀昌、陳金樹 

常務監事召集人：蔡玉泉 

    執行情形：利用本次會議時頒發當選證書。(當選名單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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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林理事長建榮提案聘任陳世明學長擔任本會秘書長；馬重五學長、

黃保隆學長、黃進丁學長為本會副秘書長。上述會務人員皆為義務

職。提請同意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依地區成立北、中、南三個辦公室分，別由馬重五學長、黃

保隆學長、黃進丁學長等三位副秘書長就近爲所轄縣市協會

服務，並由陳世明秘書長總其成。 

2. 利用本次會議時頒發聘書。 

3. 利用本次活動餐敘時頒發感謝狀給第三屆秘書處所有義工夥

伴，以表謝忱。(名單如下) 

秘 書 長：謝文煌 

副秘書長：謝鴻基、黃保隆、黃進丁 

組    長：徐 光、柳有恒 

秘    書： 鍾愛雯、張一民、朱志傑、徐欣 

               

三、案由：林理事長建榮提案為增進理監事間之情感，進而與各縣市協會互動

聯繫，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擬訂於宜蘭縣舉行，請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各縣市總幹事工作聯席會

報，訂於 96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假礁溪中冠大

飯店召開。 

 

伍、頒發理、監事當選證書及會務人員聘書 
  

一、頒發理事當選證書 

1. 理事長：林建榮 

2. 副理事長：林晉章、李朝卿、鄭  遠 

3. 常務理事：張通榮、洪淳逸、曾廷泉、紀國棟、吳  章 

4. 理事：涂仁德、詹鈴權、游國書、賴正義、廖大清、莊文忠、陳昆第、 

朱秀平、蔡政龍、謝登源、洪坤地、邱建男、吳棟樑、蘇進添、

許進豐、孫金城、陳建閣、蔡啟塔 

5. 候補理事：林進橙、胡明煥、陳堂立、陳錫洋、彭瑞麟 

   

 二、頒發監事當選證書  

1. 常務監事召集人：蔡玉泉 

2. 常務監事：徐耀昌、陳金樹 

3. 監    事：許著純、李文華、謝鴻基、魏昆煌、林清柏、鄭雙銓 

4. 候補監事：徐耀浪、馬重五、陳宏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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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頒發會務人員聘書 

         秘書長：陳世明；副秘書長：馬重五、黃保隆、黃進丁 

  

陸、專題報告 

宜蘭縣青溪協會會務工作報告(主持人：理事長黃太平學長) 

柒、會務工作報告 

 
一、爲推動本會現代化、電子化，自本次活動起，所有通知ㄧ律以傳簡訊、

上網公告或傳電子郵件為主，不再使用傳統郵件書面通知，若有造成不

便還請多予見諒。 

 

二、本會網站 http：//www.ccroc.org.tw 更改，大體就緒，已請專人管理。

各項活動通知及資料將陸續增加，除請全體學長多加利用外，也請各縣

市協會盡快將活動資料或網站加以連結，以達相互交流觀摩之效。 

 

三、本會自1月20日起遷移至10347台北市大同區環河北路一段295之3號4樓服

務。電話：02-2552-8007(代表號)，傳真：02-2552-8005。E-maill：

ccroc2007@gmail.com。 

 

  四、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各縣市總幹事工作聯

席會報，訂於96年4月20日（星期五）下午4時，假礁溪中冠大飯店(宜蘭

縣礁溪德陽路六號 ) 召開。 

 

五、澎湖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96年4月18日(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假澎湖

縣湖西鄉「南清小吃店」召開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六、苗栗縣青溪協會於96年4月15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假苗栗縣後備指

揮部，後備軍人聯誼中心(苗栗市府前路56號)舉行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暨改選理監事會議。本會常務監事召集人蔡玉泉學長由秘書長陳世明

陪同代表林建榮理事長出席參加，並致贈加菜金新台幣五千元整。 

 

七、台北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96年4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時，假老農夫生

態休閒農莊(臺北縣雙溪鄉魚行村丁子蘭坑50號)召開第四屆第二次理監

事會議。本會秘書長陳世明、副秘書長馬重五代表林建榮理事長出席參

加。 

 

八、新竹市青溪協會於96年4月10日(星期二)下午6時假新竹市華麗雅緻餐廳召

開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本會由常務監事召集人蔡玉泉學長代表出

席參加。 

http://www.cc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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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東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96年4月9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假馬蘭榮家

餐飲部召開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暨顧問聯席會議。本會理事陳建閣學長應

邀出席參加。 

 

  

  十、台南市青溪協會於96年4月4日（星期三）下午6時20分，假芽點現代美食餐

廳(台南市東寧路393號)舉行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由副秘

書長黃進丁學長代表出席參加。 

 

十一、台北市青溪協會於96年3月27日（星期二）下午6時30分，假台北市新生北

路二段錦華大飯店舉行顧問團成立暨新春聯誼活動。本會副理事長林晉章

學長應邀出席參加。 

 

十二、本會秘書長陳世明，應中部地區指揮部聘任為該部全民國防教育講師，於

96年3月26日假成功嶺中正堂，以”青溪組織對全民國防扮演之功能” 作

專題講演。 

 

十三、苗栗縣青溪協會於96年3月23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假苗栗縣公館鄉

鶴岡村榮譽理事長傅學鵬學長公館舉行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

會常務監事召集人蔡玉泉學長由秘書長陳世明、副秘書長黃保隆學長陪

同，代表林建榮理事長出席參加。 

 

十四、高雄縣青溪協會於96年3月11日（星期日）上午10時，假高雄縣岡山鎮壽華

路海中鮮餐廳舉行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秘書長陳世明，由

副秘書長黃進丁學長陪同，代表林建榮理事長出席參加。 

 

十五、桃園縣青溪協會於96年3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時，假桃園市中正路747號

舉行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新春聯誼，本會秘書長陳世明代表林

建榮理事長出席參加。 

 

十六、台南市青溪協會於96年3月9日（星期五）下午6時45分，假台南市中華西路

榮盛川菜餐廳舉行第四屆理監事就職暨96年新春團拜喝春酒餐敘聯誼活

動，本會由副秘書長黃進丁代表出席參加。 

 

十七、後備司令部於96年3月8日 (星期四) 下午6時，假台北市三軍軍官俱樂部辦

理全民國防聯誼座談，邀請本會全體理監事與各縣市理事長參加，會中對

本會如何協助全民國防工作廣泛的交換意見。 

 

十八、北市青溪協會於96年3月7日（星期三）下午5時30分，假台北市新生北路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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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樓餐廳舉行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秘書長陳世明代表林建

榮理事長出席，副理事長林晉章、監事謝鴻基、候補理事陳錫洋、等學長

均出席參加。 

 

十九、本會副秘書長黃保隆母親喪禮於96年2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時，假彰化市 

 

      殯儀館舉行。本會理事長林建隆學長親率秘書長陳世明，由前秘書長謝文

煌與本會常務監事召集人蔡玉泉學長及理監事與各縣市總幹事代表多人陪

同參加公祭。 

 

二十、雲林縣青溪協會於96年2月10日(星期六)上午9時40分，假雲林縣斗六市中

正路雲林縣後備指揮部舉行第四屆會員大會，會中選出陳正忠學長為新任

理事長。本會秘書長陳世明代表林建榮理事長出席參加，並致贈加菜金新

台幣五千元整。 

 

二十一、基隆市青溪協會於96年1月31日(星期三)下午5時30分，假基隆市壽山路

市議會第二會議室，舉行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馬副秘書

長重五學長代表出席參加。 

 

二十二、高雄市忠義青溪協會於96年1月31日(星期三)下午5時30分，假高雄市苓

雅區三多四路江浙祥鈺樓餐廳，舉行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

選，會中選出葉明亮學長為新任理事長。本會秘書長陳世明、副秘書長

黃進丁代表出席參加，並代表林建榮理事長，致贈加菜新台幣五千元整。 

 

二十三、台東縣青溪協會於96年1月28日(星期日)上午9時30分，假台東市更生路

台東市ㄧ家餐廳舉行第三屆會員大會暨新春聯誼活動，會中選出林照慶

學長連任理事長。本會秘書長陳世明代表林建榮理事長出席參加，並致

贈加菜金新台幣五千元整。 

 

二十四、新竹市青溪協會於96年1月28日(星期日)上午10時，假新竹市公園路華力

大禮堂舉行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本會馬重五副秘書長代表出席參

加，並請常務監事召集人蔡玉泉學長代表林建榮理事長，致贈加菜金新

台幣五千元整。 

 

二十五、南投縣青溪協會於96年1月19日(星期五)下午6時，假南投縣水里鄉中山

路水里羊肉王山產餐廳舉行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秘書長

陳世明代表林建榮理事長出席參加。 

 

二十六、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96年1月13日上午假台

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召開，並進行新任理監事改選，在和諧平順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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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中，選出宜蘭縣林建榮學長擔任第四屆理事長，並由林建榮理事長指

派台北市陳世明學長為本會秘書長，另聘基隆市馬重五學長為北區副秘

書長、彰化縣黃保隆學長為中區副秘書長、台南縣黃進丁學長為南區副

秘書長，就近爲各縣市協會服務。 

 

 

捌、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討論如何聘任本會名譽理事、顧問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  

1.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條規定：本會視會務需要得由理事會聘請名

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任免與理、監事同。 

2. 本會經費來源來自各縣市會員代表會費及理監事捐獻，雖本會全體

會務人員全屬義務職，然爲使各項活動能有效進行及多元化，並對

各縣市協會多予補助，本會苦於無政府預算經費可支應，在經費上

常捉襟見肘。 

3. 本會自成立以來，在本理監事會及各縣市監事會與會務人員中，發

覺許多衷心於青溪組織的學長，無私無我的奉獻金錢、時間與精力，

也因為他們的努力而奠定了本會深厚的基礎。然由於本會及各縣市

協會的改選與交替，剝奪了他們繼續奉獻的機會。 

4. 上述人員請各縣市協助聘請為名譽理事，除讓其能繼續與本會互動

外，並增加經費來源。 

5. 爲擴大參與，讓更多力量加入本會，建議能讓能認同本會精神，願

爲青溪服務者，聘為本會顧問。 

辦法： 

1. 資格 

          (1)名譽理事 

             A、曾任本會理監事或各縣市協會理事長、總幹事者--可由各縣

市協會推薦、本會主動遴聘、或自行報名等方式擔任。 

             B、曾任各縣市監事會與會務人員者--得經各縣市協會理監事會

通過後，由本會聘任。 

          (2)顧問：其他熱心本會工作、認同本會宗旨者--得經本會理監事

會通過後聘任。 

2. 推薦 

           (1)請每一縣市協會於 6 月 15 日前，推薦 2 名以上符合資格之學

長擔任名譽理事，1 位以上地方熱心人士擔任顧問。 

               (3*25=75 名) 

           (2)由本會積極尋找適合人員擔任，以總數 100 名以上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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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權利義務 

  比照本會現有理監事(出席理監事會時除不具表決權外、其餘相同)。 

 

4. 其他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本會年度活動時程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爲有效管理本會各項活動時程，讓行程儘早安排，提高出席率。 

辦法： 

1. 本會理監事會：建議固定安排在每年 1、4、7、10 月份之第二個星

期的週五、週六兩天舉行。每年 1 月份理監事會，召開地點與會員

代表大會因顧及列席長官，能就近參加而固定在台北市召開外，其

他三次召開地點依北、中、南三個地區縣市順序輪流舉行。(本年度

尚有召開日期應為 7 月 13、14 日與 10 月 12、13 日兩次) 。 

2. 會員代表大會：建議固定安排在每年 1 月份之第二個星期週六上午

舉行。 

3. 各縣市理事會：建議安排在每年 3、6、9、12 月份舉行。 

4. 本會及各縣市協會大型活動，請以 2、5、8、11 月份舉辦為原則。 

5. 爲有效掌握動，建請授權常務理、監事組成活動研商小組，訂定本

會預定在於八月份辦理之大型活動主題，並於 5 月 15 日前將結論轉

知各縣市協會配合辦理。 

6. 其他。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請討論如何加強各縣市協會相互聯誼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爲使各縣市協會彼此間之互訪聯誼，能順利進行。達增加參與會員

之榮譽感、自信心，且不致造成彼此壓力。 

辦法：以各自籌措，不增加彼此負擔為原則。 

1. 出訪單位 

A、應於二週前通知接待縣市協會。 

B、應自備交通工具、相關費用(餐費、紀念品)。 

C、其他 (是否要交換紀念牌、請自行協調) 。 

2. 接待單位 

A、請提供相關資訊，必要時協助代定食宿。 

B、出席聯誼人員餐費自付(若出席人數相當，可考慮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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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酒)。 

C、協助佈置聯誼餐會場地。 

D、其他(若場地許可，可考慮放鞭炮迎接，或其他能增加

彼此情誼的方式) 。 

3. 其他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請審議本會秘書處人事分工及編組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 

1. 爲強化本會及各縣市協會服務與聯繫工作。 

2. 本會所有工作人員均屬義務職。 

3. 本會秘書處依前例共分爲四組，每組設組長ㄧ名，秘書若干名。 

4. 設北、中、南地區辦公室就近爲各縣市協會服務。 

 

辦法： 

1. 本會 

A、會務組 

   組長：張福勝  秘書：吳怡慶 

B、服務組 

組長：鍾順球    秘書：林政毅 

C、活動組 

組長：林精一  秘書：徐年祥 

D、總務組 

組長：林明宗    秘書：李僑敏 

 

2. 北、中、南地區辦公室 

A、召集人 

北部地區：副理事長林晉章學長 

中部地區：副理事長李朝卿學長 

南部地區：副理事長鄭  遠學長 

 

B、辦公室主任 

北部地區：副秘書長馬重五學長兼任 

中部地區：副秘書長黃保隆學長兼任 

南部地區：副秘書長黃進丁學長兼任 

 

C、辦公室副主任 

授權各地區擇優遴選該地區青溪幹部(以卸任總幹事優先)



- 9 - 

若干人，經本會核備後聘任之。 

 

3. 其他 

 

決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請討論本會理監事如何加強對各縣市協會輔導、聯誼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 

1. 爲使本會理監事能有效的將工作經驗傳承，並協助各縣市協會會務

推展。 

2. 本會理監事學經歷豐富，均為現任或卸任中心主任、擔任民意代表、

政府各機關首長、主管等要職或在工商企業界，事業有成。希望能

藉由大家的經驗，赴就近縣市協會指導重要會議或活動，協助各縣

市會務推動，深具傳承意義。 

3. 本會理監事乃各縣市青溪協會舉薦之菁英，透過經驗傳承，既可落

實輔導功能，又增加與各縣市協會聯誼的機會。 

 

辦法： 

1. 本會依地區成立北、中、南三個輔導組，分別由三位副理事長擔任

召集人，並由三位副秘書長擔任該地區協調工作，全體理監事請自

行認養一個(除在自己所屬縣市)所轄臨近縣市協會作為輔導區域

(或由本會依本決議之原則排定，如附件一)。 

2. 各縣市協會請自即日起於活動舉行時，除知會本會外，並請知會負

責該協會輔導之理監事，請其能出席參加。 

3. 全體理監事請於出席輔導各縣市活動時，多予協助與鼓勵(出席理監

事會時並代表本會頒發加菜金，加菜金由本會統一籌措)，增加各縣

市協會對本會的認同與向心，並達擴大參與的目的。 

4. 各地區縣市除會員(代表)大會或重大活動等由本會理事長親自參與

外(理事長無法參加時，請該地區副理事長或秘書長代理)，一律授

權由各責任地區理監事(請地區辦公室派員陪同)到會致意、輔導，

以竟全功。 

5. 各輔導組每年至少應召開輔導工作會報一次，結論提每年最後一次

理監事會報告，統一作法。 

6. 其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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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由：請討論如何充實本會財源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 

1. 本會自上屆移交結餘經費計新台幣 163,956 元整(存簿 125,399 元，

劃撥帳戶 38,557 元)。另有應收款 77,000 元(請總務組人員再加強

提醒)，合計應有 240,956 元基金。 

2. 本會屬無固定預算收入之人民團體，爲推展會務，加強與各縣市協

會之互動，辦理各項大型活動，及補助各縣市協會之活動經費等例

行開支，費用龐大。 

3. 本會每年基本開支約新台幣 1,295,000 元左右 

                   (建議增加為$1,920,000 元)  

             (包括理監事會議費$100,000*4 次=$400,000 元， 

              聯誼活動費$500,000 元，會員代表大會費用$150,000 元， 

              縣市協會補助費$5000*25=125,000 元(建議增加為  

             30,000*25=750,000 元)，行政作業費及公關費$120,000 元) 。            

4. 依往例由下列方式彌得財源，敬請全力配合。 

 

辦法： 

1. 理監事捐助部分：依第一屆理事會決議為理事長 20 萬元、常務

監事召集人及副理事長 10 萬元、常務理(監)事 5 萬元、理(監)

事 3 萬元、後補理(監)事 2 萬元。(每兩年應收 183 萬，分兩次

收，每年每人繳交配額之 1/2，一年共約 91,5 萬)。 

2. 名譽理事、顧問捐助部分：比照理、監事(或每屆贊助新台幣 2

萬元整)。(每兩年以收 200 萬為目標，一年以 100 萬為目標)。 

3. 年費收入部份：約 15 萬元整(參考以前檔案資料)。 

4. 其他：除前列三項合計每年應收$2,065,000 元外，另積極爭取各

單位活動補助，以充實財源。 

5. 捐款繳交：請各縣市總幹事統一將本會設籍於各縣市之理監事、

名譽理事、顧問捐助款項收齊後，交本會總務組入帳，開立收據。

(劃撥帳戶、捐款徵信表將公佈在本會網站上)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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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理監事輔導區域分配表 

縣市 原有理監事 輔導理監事 

基隆市 張常務理事通榮  常監陳金樹 
  副理事長林晉章 理事詹鈴權   

  監事謝鴻基 陳後理錫洋   

台北縣 常務理事洪享逸 監事許著純   洪理事坤地 後監徐耀浪   

台北市 
副理事長林晉章 理事詹鈴權   理事長 林建榮 監事林清柏   

監事謝鴻基 陳後理錫洋   理事陳昆第 朱理事秀平   

桃園縣 洪理事坤地 後監徐耀浪   常務理事洪享逸 監事許著純   

新竹縣 常務理事曾廷權     徐常務監事耀昌 理事游國書 後理胡明煥 

新竹市 
常務理事吳章 理事涂仁德   

常務理事曾廷權 
    

常召蔡玉泉 後理彭瑞麟       

苗栗縣 徐常務監事耀昌 理事游國書 後理胡明煥 常務理事吳章 理事涂仁德 後理彭瑞麟 

台中縣 常務理事紀國棟 監事魏昆煌   副理事長李朝卿     

台中市 廖理事大清 陳後理堂立   常務理事紀國棟 監事魏昆煌   

南投縣 副理事長李朝卿     廖理事大清 陳後理堂立   

彰化縣 理事蔡政龍     理事賴正義     

雲林縣 理事賴正義     理事蔡政龍     

嘉義縣 莊理事文忠     謝理事登源     

嘉義市 謝理事登源     莊理事文忠     

台南縣 邱理事建男     吳理事棟樑     

台南市 吳理事棟樑     邱理事建男     

高雄縣 孫理事金城     理事蘇進添 監事李文華 後監陳宏嶧 

高雄市 理事蘇進添 監事李文華 後監陳宏嶧 鄭副理事長遠 監事鄭雙銓 許理事進豐 

屏東縣 鄭副理事長遠 監事鄭雙銓   孫理事金城     

澎湖縣 許理事進豐     常召蔡玉泉     

宜蘭縣 理事長 林建榮 監事林清柏   張常務理事通榮 常監陳金樹   

花蓮縣 蔡理事啟塔     陳理事建閣     

台東縣 陳理事建閣     蔡理事啟塔     

金門縣 理事陳昆第     常召蔡玉泉     

連江縣 朱理事秀平     常召蔡玉泉     

＊外島部分考量交通狀況，原則上請蔡常召玉泉擔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