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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青 溪 協 會 

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97年 4月 26日（星期六）下午 17時 00分 

 地點：基隆市政府四樓簡報室(基隆市義一路 1號) 

 
主席：林 理事長 建榮                                    紀錄：張福勝 

出席：林建榮、林晉章、張通榮、紀國棟、詹鈴權、涂仁德、游國書、賴正義、 

莊文忠、邱建男、吳國棟、孫金城、蘇進添、許進豐、朱秀平、林進橙、 

陳錫洋、胡明煥、游天瑀、潘進忠、蔡玉泉、陳金樹、林清柏、許著純、 

徐耀浪、王秋土、廖正吉(陳啟川)、林照慶、黃太平、戴祖輝、梁俊國、 

陳憲卿、楊勝龍(余  增)、劉增坤、許雲鵬、陳明勝、黃瑞松、李連修、 

許清福(蔡文卿)、洪會益、林明宗。 

列席：陳世明、馬重五、黃保隆、黃進丁、馬嘉鴻、王家渭、李淬鋒、林精一、 

張福勝、林政毅、林期文、徐年祥、林福來。  

 

請假：李朝卿、鄭  遠、陳堂立、曾泉惠。 

貴賓: 金恩慶、周南强、張芳麗、姚啟榮、簡曉東、王秉侯、吳文貴、陳錦堂、 

高勝方、彭增財、陳大鵬。 

(應到 82 員實到 53 員) 

 

壹、理事長致詞(略) 
 

貳、常務監事召集人致詞(略) 
 

參、貴賓致詞(略) 
 

肆、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一、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決議案執行報告： 

1、案由：請討論相關人員婚喪喜慶禮金、奠儀制式化案。 

決議：(1)適用對象本會理、監事、後補理事、候補監事、名譽理事、

顧問、各縣市理事長、總幹事、本會工作人員(秘書組)本

人、配偶及直系血親。 

(2)喜慶：禮金$3,600 元及喜幛乙幀；事故：慰助$2,600 元； 

喪禮：奠儀$3,100 元及輓聯乙幀。 

執行情形：已依照此決議執行。 

 

2、案由：請討論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如何舉行案。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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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已於 97 年 3 月 9 日上午 10：00 時，假台北市天成飯店

召開，會後舉辦聯誼餐敘，於 12:30 圓滿結束。 

 

3、案由：請審核青溪楷模人事案。 

            決議：通過名單如下:  

李瑞漢、梁俊國、王秋土、張福勝、李昆禮、洪坤地、楊勝龍、

黃標雄、劉增坤、李松光、李歡書、林柏鐺、廖政吉、張福森、

廖芳寬、呂金泰、林大川、余明春、黃瑞松、黃嘉獻、李文華、

張國威、呂文義、林福來、詹平喜、張天民、薛松雄、蔡振來、

周金傳等 29 名。 

執行情形：上列人員已於 3 月 9日會員代表大會中表揚。 

 

4、案由：請討論 96 年度活動、協助推行會務、輔導績優單位及個人表 

揚受獎人事案。 

決議：(1)活動績優單位縣市授權北中南辦公室依統計資料 

提報。 

     (2)輔導績優學長授權北中南辦公室依統計提報。 

     (3)協助推行會務績優單位審核為台北市青溪協會、桃園縣青

溪協會、新竹縣青溪協會、苗栗縣青溪協會、嘉義縣青溪

協會、高雄縣青溪協會、屏東縣青溪協會。 

 執行情形： 

(1)北中南辦公室提報執行會務活動績優單位： 

台北市青溪協會、基隆市青溪協會、宜蘭縣青溪協會、桃園縣

青溪協會、新竹市青溪協會、苗栗縣青溪協會、嘉義縣青溪協

會、台南市青溪協會、台東縣青溪協會。 

(2)北中南辦公室提報輔導縣市協會活動績優學長： 

林清柏、游國書、王家渭、孫金城、李淬鋒。 

 (3)協助推行會務績優單位： 

         台北市青溪協會、桃園縣青溪協會、新竹縣青溪協會、苗栗縣 

青溪協會、嘉義縣青溪協會、高雄縣青溪協會、屏東縣青溪協

會。 (上列績優單位及績優學長已於 97 年 3 月 9 日會員代表大

會中表揚)。 

(4)感謝台東縣青溪協會、澎湖縣青溪協會默默耕耘、不求回報，

因為疏忽以致在會員大會中遺漏，在協助推行會務績優單位

項目內表揚，特表敬意與歉意。 

 

5、案由：請審核本會 96 年財務決算表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3 月 9 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 

6、案由：請審核本會 97 年度財務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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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3 月 9 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 

 

7、案由：請審核本會 97 年度工作計畫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 97 年度工作計畫按月執行。 

 

8、蔡常務監事召集人玉泉提議： 

(1)理監事通訊錄印製問題。 

               執行情形：通訊錄已依第四屆第五次理監會決議，先刊於會員代表

大會議事手冊中，通訊錄小冊於本次(第四屆第六次理監

會)會中分發。 

(2)94 年度尚有 2 個協會年會未繳(各 1 萬元)，95、96 年度各協會年 

費均未繳請盡快繳交。 

        執行情形：94 年度未繳 2 個協會年會及 95、96 年度各協會年會請

總務組催收。 

(3)會員代表大會紀念品問題。 

       執行情形：經研商後決定:製作每人雙面背心一件，正面印 LOGO 與

個人職稱姓名(爾後本會各項會議或活動時務請穿著，

不再另製識別名牌)，在本次(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

時交各縣市總幹事帶回轉交各會員代表。 

   (4)青溪家族是否成立馬蕭後員會。 

        執行情形：於 3 月 9 日下午 13：00 時動員 700 多名青溪夥伴赴中 

央日報大樓接受授旗成立全國青溪馬蕭後援總會。  

 

二、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執行報告： 

1、案由：編製本會 96 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乙種，請審議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97年 3月 13 日以 97 榮青總字第 0970313102 號函送 

內政部備查，內政部於 97 年 3月 20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70048645 函覆同意備查。 

 

2、案由：編製本會 97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乙種，請審議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97 年 3 月 13 日以 97 榮青總字第 0970313102 號函 

送內政部備查，內政部於 97 年 3日 20 日以台內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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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70048645 函覆同意備查。 

 

3、案由：編製本會 97 年度工作計劃乙種，請審議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97 年 3 月 13 日以 97 榮青總字第 0970313102 號函 

送內政部備查，內政部於 97 年 3月 20 日以台內社字 

第 0970048645 函覆同意備查。 

4、吳常務理事章提議： 

       建議後備司令部統一主任、秘書任期。 

執行情形：建議案於 97年 3月 13日以 97榮青總字第 0970313101

號函送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參考。 

 

伍、頒發聘書 

一、頒發名譽理事聘書(略) 

二、頒發顧問聘書(略) 
      

陸、會務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柒、專題報告：基隆市青溪協會會務工作報告(主持人：張理事長通榮學長) (略) 
 

捌、討論事項 
一、案由：如何舉辦本會大陸參訪旅遊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依本會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決議辦理。 

辦法： 

1、地點：經徵詢大多數學長意見後，以長沙、張家界國家公園、天門山 

這個景點較少人去過，這是最近最熱門的景點，因此本會建議 

安排六天五夜活動。 

   2、日期：97 年 6月 15 日前(會中討論)。 

 3、費用：除致贈對方有關人員紀念品由本會支付外，其餘費用由出席人 

員自理。 

(1)機票：台北→香港→長沙+長沙→香港→台北四段票$13,800

元。(協調當地政府，落地招待) 

(2)機票+酒店：(華雅國際兩晚+武陵源國際度假村三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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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0 元。(協助當地政府，部份招待) 

(3)機票+酒店+旅遊行程：$28,800 元。(以上報價含兵險稅 

金，200 萬旅遊責任險，3 萬醫療保險，10 萬旅遊不便險)。 

4、適用對象：本會理、監事、後補理事、候補監事、名譽理事、顧問、

各縣市理事長、總幹事、本會工作人員(秘書組)、本人、

配偶及直系血親。(以 50 人為上限) 

決議：日期暫不訂定，費用以 1、2 為優先處理原則，適用對象刪除直系 

血親，請秘書處規畫。 

 

二、案由：中部地區何指揮官復明將軍，建議本會配合 5 月 25 日(星期日)成 

功嶺全民國防宣導教育時機，舉辦全國溪夥伴大會師活動，並參 

觀該部舉辦跳傘、樂儀隊等國防表演。 

                           提案單位：本會中部地區辦公室 

說明：中部地區指揮部訂於 5月 25 日 9:00 時至 15:00 時假成功嶺基地，

舉辦全民國防宣導教育，內容有各式武器、戰車等靜態展示，國軍

部隊動態操演，樂、儀隊(國軍、青年學子)表演、神龍小組跳傘表

演。(視天候狀況) 

辦法：1、舉辦全國青溪夥伴大會師: 

      (1)人員動員：擬請中部地區各縣市(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

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每

縣市動員 3 部遊覽車(120 人)，其餘縣市每縣市

動員 1 部遊覽車(40 人)，花蓮縣、台東縣及外

島自由參加。(各縣市請自行攜帶青溪協會旗) 

(2)午餐：甲案、成功嶺基地可以替我們準備烤肉用具及食材(費 

用需自付)，在成功嶺內烤肉午餐。 

乙案、參觀至 12:00 時後於外面餐廳自行用餐(全國青

溪協會大會餐)。 

(3)午後行程：各縣市自行安排。 

(4)經費:請各縣市自行籌措。 

(5)協辦:由本會負責協辦，請林理事長建榮學長親自主持會師

活動。 

2、舉辦中部地區青溪夥伴大會師: 

(1)人員動員：擬請中部地區各縣市(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

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每

縣市動員 3 部遊覽車(120 人)。(各縣市請自行

攜帶青溪協會旗) 

(2)午餐：甲案、成功嶺基地可以替我們準備烤肉用具及食材 

(費用需自付)，在成功嶺內烤肉午餐。 

               乙案、參觀至 12:00 時後於外面餐廳自行用餐(中 

部地區青溪協會大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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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午後行程：各縣市自行安排。 

      (4)經費：請各縣市自行籌措。 

      (5)協辦：由本會中部地區辦公室負責協辦，請林理事長建榮

學長或中部地區副理事長李朝卿學長主持會師活動。 

決議：此次辦理由青溪協會主辦，中部地區縣市為主，其他縣市自由參 

加，午餐請協調地區指揮部代訂購便當(由中部辦公室統計參加 

人數)彈性動員人數，中部地區每縣市以 120 人為努力目標。 

三、案由：為加強本會組織功能，加速各縣市協會認同感與工作意願，擬增

聘後備司令部卸任將軍為本會指導顧問團團長及地區指導顧問團

團長與指導顧問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金恩慶上將、林國棟中將、湯先智中將、葉克新中將、張立達將

軍、周南強將軍等長官對於本會近期業務推展有重大貢獻，對本

會宗旨、會務工作十分認同，並多予支持、協助，為提升本會組

織功能，建議敦請以上長官參與本會會務運作。 

辦法：(1)擬敦聘金恩慶上將為本會指導顧問團團長。 

(2)擬敦聘林國棟中將為北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 

(3)擬敦聘湯先智中將為中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 

(4)擬敦聘葉克新中將為南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 

(5)擬敦聘張立達將軍、周南強將軍為本會指導顧問。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一. 宜蘭縣黃理事長太平提議： 

    1 、建請後備司令恢復編列後備軍人急難救助金發放 

    主席裁示：協調相關單位研究此一問題。 

 

    2 、建請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恢復各鄉鎮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經費(動員整備 

費)，使中心能正常運作 

    主席裁示：協調相關單位研究此一問題。 

 

拾、主席結論(略) 

 

拾壹、散會、餐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