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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青 溪 協 會 

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97年 7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17時 00分 

 地點：台東縣議會 會議室(台東市中興路 2 段 727 號) 

 
主席：林 理事長 建榮                                    紀錄：張福勝 

出席：林建榮、鄭  遠、張通榮、洪淳逸、曾廷泉、洪坤地、游國書、莊文忠、 

 邱建男、吳棟樑、陳錫洋、胡明煥、蔡玉泉、林清柏、許著純、謝鴻基、 

 李文華、徐耀浪、潘進忠、王耀裕、陳福源、蔡  豪、游天瑀、陳冠榮、 

 王秋土、林照慶、莊文忠、戴祖輝、林明宗、曾泉惠、陳憲卿、楊勝龍、 

 林柏鐺、葉芳雄、彭瑞麟、陳明勝、呂金泰、陳龍目、黃瑞松、許清福、 

 張國威、李連修、張天民、陳建閣。 

列席：金恩慶、周南强、張鴻飛、張立達、陳世明、馬重五、黃進丁、李淬鋒、 

 林精一、張福勝、林政毅、徐年祥、林福來。  

請假：紀國棟、蔡政龍、賴正義、謝登源、蘇進添、陳金樹、魏昆煌、吳宜昌、 

 許雲鵬、張福森、廖芳寬、沈重鈞(以上因水災交通中斷無法到達)。 

貴賓 :吳坤德、陸保華。  

 

(應到 82 員實到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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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如何舉辦本會大陸參訪旅遊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決議： 

 1.地點：以長沙、張家界國家公園、天門山這個景點安排六天五夜活動。 

2.日期：暫不訂定。 

3.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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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0 元。(協助當地政府，部份招待)，以上二項為優先 

 處理原則。 

4.適用對象：本會理、監事、後補理事、候補監事、名譽理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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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理事長、總幹事、本會工作人員(秘書組)、本人、 

配偶。(以 50 人為上限)。 

執行情形：(1)日期經協商訂於 9月 3 日出團。 

(2)行程(詳如附件二)，團費依旅行社九月份報價為準。 

(3)秘書處已將行程傳真大陸國台辦、及湖南省台辦，告知行 

程安排應以本會規畫行程為原則(僅同意小部分修改)。 

(4)行程如以本會規劃，則協調當地政府，落地招待或部份招 

待，否則自行處理。 

(5)即日起接受報名，請逕與本會會務秘書吳小姐聯絡，額滿 

為止 (報名單隨信寄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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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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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於 97 年 04 月 30日發函(97 榮青協字第 0970430101 號) 

通知各縣市協會參與大會師活動。是日林理事長建榮由秘書長 

陳世明、副秘書長黃保隆學長陪同出席參加，共有本會中部地 

區青溪夥伴八百餘人參與盛會，常務理事紀國棟、常務監事徐 

耀昌亦應邀致詞。後備司令部李副司令明藤中將，除歡迎本會 

學長熱情參與，更對本會林建榮理事長能全程參予表示敬佩，  

感謝中部地區各縣市協會全力配合，讓這次活動能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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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1.敦聘陳鎮湘、金恩慶上將為本會指導顧問團總團長。 

2.敦聘林國棟中將為北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 

3.敦聘湯先智中將為中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 

4.敦聘葉克新中將為南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 

5.敦聘張立達將軍、張鴻飛將軍、周南強將軍為本會指導顧問。 

    執行情形：本會於 6 月 11 日，由林理事長建榮假台北市大三元 餐廳          

 宴請陳鎮湘、金恩慶上將等 8 位指導顧問並頒發聘書。 

 

四、宜蘭縣黃理事長太平： 

提議：建請後備司令恢復編列後備軍人急難救助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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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協調相關單位研究此一問題。 

執行情形：本會於 97 年 04 月 29日發函後備司令部(97 榮青協字第 

0970429101 號)。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於 97 年 5月 26 日(國後 

服務字第 0970000250 號)函覆，【後備軍人急難救助，以於 95 

年 10 月 30 日奉國防部令轉行政院指示:回歸社會救助，停止 

辦理】。 

 

提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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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本會於 97 年 04 月 29 日發函後備司令部(97 榮青協字第

0970429101 號)。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於 97 年 5 月 26 日(國後服

務字第 0970000250 號)函覆【依法行政，及考量國防資源整體

分配運用，乃與現行作法辦理為宜】。 

 

伍、頒發聘書 

頒發游天禹顧問、陳福源顧問、陳冠榮顧問聘書 

      

陸、會務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柒、專題報告：台東縣青溪協會會務工作報告(主持人：林理事長照慶學長) 

(略) 
 

捌、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討論如何擴大辦理全國同步捐血活動案。 

提案單位：本會活動組 

說明：依本會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決議辦理。 

     辦法：1、日期：9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 

2、本會將發函國防部(請函轉各軍種)、全國各大專院校籲請配合 

   此項活動。各縣市協會請發函轄區內機關、學校(高中)、公益 

   團體協助辦理。 

3、請各縣市協會透過關係洽請地方有線電視台協辦，請其以跑保 

馬燈方式打廣告，擴大宣傳效果。 

4、獎勵：(1)以縣市協會為單位統計: 

            A、捐血滿 1,000 袋以上者:頒發獎牌乙幀，獎金新台

幣一 萬元整。 

            B、捐血滿 500 袋以上者: 頒發獎牌乙幀，獎金新台

幣伍千元整。 

            C、捐血滿 200 袋以上者: 頒發獎牌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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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縣市協會請再逕與所屬地區捐血中心聯繫，確定活動地點 

與捐血車數量，並請各會員注意捐血間隔時段(500cc 三個 

月，250cc 二個月)。 

決議：1.統計各縣市捐血協會能提供捐血車數量，護士人數(當天每車最 

高捐血量)，並加強活動宣導 

2.由秘書處協調各縣市狀況，另訂獎勵標準。 

3.由林理事長協調廠商贊助部分活動紀念衣，不夠之數依往例由 

 各協會自行增購。 

 

二、案由：請討論如何加強各縣市分會，在縣市協會下(母體)成立鄉、鎮、市、 

區(個體)社團組織案。 

                           提案單位：本會會務組 

說明：為配合各鄉、鎮、市、區特性及有效爭取、運用特殊資源(如各項回 

饋金僅能回饋該鄉、鎮、市、區)鼓勵各縣市分會成立鄉、鎮、市、 

區青溪協會。 

辦法：1、鄉、鎮、市、區協會組織章程由本會統一編製運用，在縣市協會 

同意下，依人團法向所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提出申請、運作。 

2、鄉、鎮、市、區協會會務、運作由所轄縣市協會負責指(督)導。 

3、名稱:OO 縣(市)OO 鄉(鎮、市、區)青溪協會。 

4、各縣市協會請指定一個鄉(鎮、市、區)青溪協會詴辦。 

決議：1.授權各縣市青溪協會依需求自行決定。 

      2. 組織章程由總會統一訂定。 

      3.鄉、鎮、市、區協會會務、運作由所轄縣市協會負責指(督)導。 

 

三、案由：請討論如何依法成立準備基金案 

                    提案單位：本會總務組 

說明：依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0970048645 號辦理。(如附件三) 

辦法：1、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社會團體應逐年提列準備 

基金，其數額為收入總額百分之 20%以下 ，但決算發生虧損時， 

得不提列;上開基金及其孽息應專戶存儲，非經理事會通過，不 

得動支。 

 2、本會以往並未提列該基金，擬自本年度(97)依法提列準備基 

    金，並在往來銀行開列專戶存儲。 

 3、動支基金由理事會通過後始准於動支，並註明理事會通過之屆 

    次。 

決議：本協會歷年均入不敷出(收入均靠董監事認捐)此案列入參考，待

有結餘時再依法提列。 

 

四、案由：請討論是否能為謀全體會員福利及生活保障，以中華民國青溪協會 

團體名義，用以量制價方式洽訂二款保險事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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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本會服務組 

說明：與台銀洽談：臺銀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傷害保險、臺銀人壽全家福養 

老保險兩款供中華民國青溪協會會員投保之專案保險案。 

辦法：1、臺銀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傷害保險、臺銀人壽全家福養老保險兩 

 款保險採會員自由參加。 

2、通過後加保人員由請以各縣市協會為單位統計、作表後交本會

秘書處統籌協助辦理投保事宜。 

3、本案因與臺銀人壽合作，理賠有保障、保費價錢由於本團體龐 

大，而取得非常大之優惠。這項保險可作會員福利，是凡本會 

會員及其眷屬都可享受此優惠。 

4、保費由投保人員自行繳付。 

5、為增加會員服務，本會將積極尋求各項優惠會員之福利措施， 

也期盼全體與會人員在您的週遭幫忙留意、推薦，以求增加各 

項會員福利、增加會員向心。 

決議：1. 會員福利，是凡本會會員及其眷屬都可享受此優惠。 

2.請各縣市協會依會員需要辦理、造冊後交本會秘書處統籌  

  協助辦理投保事宜。 

3.依協商決定:以縣市為單位辦理，未滿 50 人者不予受理。 
 

 

玖、臨時動議 
1.鄭副理事遠：建議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編列經費預算，補助中華民國青溪協會， 

用於輔導各縣市青溪協會協助推行後備軍人動員、服務等各項業

務及恢復後備軍人急難慰助，增列輔導中心經費。 

  主席答覆 ： 近期將邀請關心後備軍人事務立委、及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相 

              關人員茶敘研討此問題。 

 

2.下次會議主辦縣市嘉義縣莊文忠理事長理事長致邀請詞：歡迎本會理監事及 

           各縣市協會於 11 月份，參加嘉義縣市主辦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四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 

 

拾、主席結論(略) 

 

拾壹、散會、餐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