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 華 民 國 青 溪 協 會 

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97 年 11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7 時 

 地點：嘉義縣阿里山閣大飯店二樓會議廳(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村 1 號) 

 
主席：林理事長 建榮                                   紀  錄：吳怡慶  

出席：林建榮、鄭  遠、紀國棟、洪坤地、游國書、蔡政龍、莊文忠、吳棟樑、 

 孫金城、陳建閣、許進豐、林清柏、許著純、魏昆煌、徐耀浪、蔡阿忠、 

 游天瑀、黃太平、王秋土、黃敏村、吳宜昌、廖政吉、陳正忠、林照慶、 

 林明宗、梁俊國、陳憲卿、楊勝龍、陳銘堂、劉增坤、林柏鐺、許雲鵬、 

 張福森、廖芳寬、沈仲鈞、陳明勝、黃瑞松、蔡文欽、李連修、張天民、 

馬重五。 

列席：金恩慶、周南强、張鴻飛、鍾必村、陳世明、黃進丁、王家渭、林精一、 

林福來、吳怡慶、李僑敏。  

請假：林晉章、李朝卿、張通榮、洪淳逸、曾廷泉、吳 章、詹鈴權、涂仁德、 

賴正義、謝登源、邱建男、蘇進添、蔡啟塔、陳昆第、朱秀平、林進橙、 

陳錫洋、彭瑞麟、胡明煥、陳堂立、蔡玉泉、陳金樹、徐耀昌、謝鴻基、 

李文華、鄭雙銓、陳宏嶧。 

貴賓 :陳嘯峰、王家奉、王勁梅、魏平欣、黃世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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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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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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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1、感謝林理事長建榮邀請顧問 4 人，共同贊助此次活動 

T-shirt3000 件。 

2、此次活動獎勵方式:依捐血點多寡區分為多處捐血點與單一捐 

 血點二組，前者超過 500 袋，後者超過 250 袋予以評比，其 

 餘主辦之協會皆頒發獎牌一面，以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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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會於 97年 10月 25 日舉辦 97 年全國同步捐血活動，全省共 

捐 5,231 袋，總計達 1,307,750cc。 

 4、評比結果: 

(1)多處捐血點組: 

第一名  台北縣青溪協會捐 634 袋 (158,500cc) 

第二名  台北市青溪協會捐 619 袋 (154,750cc) 

第三名  高雄市青溪協會捐 565 袋 (141,250cc) 

績優單位：  

苗栗縣青溪協會捐 209 袋 (52,250cc) 

彰化縣青溪協會捐 211 袋 (52,750cc) 

雲林縣青溪協會捐 212 袋 (53,000cc) 

高雄縣青溪協會捐 312 袋 (78,000cc) 

 (2)單一捐血點組： 

  第一名 :台南市青溪協會捐 321 袋 (80,250cc) 

 第二名 :宜蘭縣青溪協會捐 253 袋 (63,250cc) 

績優單位 : 

花蓮縣青溪協會捐 247 袋 (61,750cc) 

新竹縣青溪協會捐 227 袋 (56,750cc) 

台中縣青溪協會捐 186 袋 (46,500cc) 

嘉義縣青溪協會捐 180 袋 (45,000cc) 

桃園縣青溪協會捐 179 袋 (44,750cc) 

新竹市青溪協會捐 165 袋 (41,250cc) 

台東縣青溪協會捐 148 袋 (37,000cc) 

台中市青溪協會捐 145 袋 (36,250cc) 

基隆市青溪協會捐 128 袋 (32,000cc) 

屏東縣青溪協會捐 108 袋 (27,000cc) 

南投縣青溪協會捐  77 袋 (19,250cc) 

台南縣青溪協會捐  67 袋 (16,750cc) 

澎湖縣青溪協會捐  38 袋 ( 9,5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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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1.授權各縣市青溪協會依需求自行決定詴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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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如需要組織章程者請與本會會務組聯繫，請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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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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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執行情形：有結餘時再依法提列，金額及百分比提報理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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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本會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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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1.發函各縣市協會配合辦理。 

          2.已請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總幹事與台銀人壽承辦人員協

商、詴辦。 

 

臨時動議: 

1.鄭副理事遠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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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1.11 月 2 日本會陳秘書長世明拜會後備司令部，與副司令李中 

將、參謀長畢將軍、副主任吳將軍、後服處長翁上校，廣泛 

交換意見。 

   2.11月 25日上午本會林理事長建榮假立法院召集相關協調會， 

請後備司令部副主任吳將軍、後服處長翁上校、後服組長李

上校與本會陳秘書長、馬副秘書長、活動組林組長出席參加。

會中決定擇期將邀請國防部後備事務司、後備司令部等相關

人員再行研討。 

伍、頒獎： 

1.本會於 97 年 10月 25 日舉辦 97 年全國同步捐血活動，評比結果如下 

   2.成績: 

  (1)多處捐血點組: 

第一名  台北縣青溪協會 (頒發獎牌一面，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第二名  台北市青溪協會 (頒發獎牌一面，獎金新台幣伍仟元整) 

第三名  高雄市青溪協會 (頒發獎牌一面，獎金新台幣參仟元整) 

績優單位： 

苗栗縣青溪協會、彰化縣青溪協會、雲林縣青溪協會  

高雄縣青溪協會以上單位各頒發牌一面 

 

(2)單一捐血點組： 

第一名:台南市青溪協會(頒發獎牌一面，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第二名:宜蘭縣青溪協會(頒發獎牌一面，獎金新台幣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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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單位: 

花蓮縣青溪協會、新竹縣青溪協會、台中縣青溪協會  

嘉義縣青溪協會、桃園縣青溪協會、新竹市青溪協會  

台東縣青溪協會、台中市青溪協會、基隆市青溪協會  

屏東縣青溪協會、南投縣青溪協會、台南縣青溪協會  

澎湖縣青溪協會以上單位各頒發獎牌一面。 

      

陸、會務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柒、專題報告：嘉義縣青溪協會會務工作報告(主持人：莊理事長文忠學長)  

 (略) 

捌、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討論本會秘書處組織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為順利推展本會業務，使本會得以永續經營，擬定訂秘書處組織辦法，  

以為依循。 

辦法： 

1、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秘書處組織、編制、任務 

1、會本部： 

秘書長：1 人。承理事長之命，推動理監事會決議事項，策劃

推行各項會務工作或其他指示、交辦事項。 

副秘書長：3-4 人(兼任各地區辦公室主任)。協助秘書長推行

各項會務工作或其他指示、交辦事項。 

服務組：組長 1 人、秘書 1-2 人。計畫、彙整及執行本會各項

服務工作或其他指示、交辦事項。 

會務組：組長 1 人、秘書 1-2 人。計畫、彙整及執行本會會務

工作或其他指示、交辦事項。 

活動組：組長 1 人、秘書 1-2 人。計畫、彙整及執行本會決議

各項活動工作或其 他指示及交辦事項。 

 總務組：組長 1 人、帳務 1 人、出納 1 人。預算、彙整及執行

本會財務收支、決算工作或其他指示及交辦事項。 

2、地區辦公室：設 3-4 處(北、中、南、東)。協助及彙整該地區轄

內各縣市會務工作計畫及執行成果或其他指示、交

辦事項。 

召集人：分別請協會副理事長及常務監事召集人兼任。 

主任：1 人(由該地區副秘書長兼任)，協助秘書長推行各項會務

工作或其他指示、交辦事項。 

副主任：1-3 人(每位輔導 2-3 縣市)，協助地區辦公室主任輔導

所轄縣市協會各項會務工作，協助處理地區辦公室主

任彙整該地區各縣市協會資料或其他指示及交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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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3、任用資格：以上所有人員，均為義務職。應由理事長就資深學長

選任(以擔任過輔導中心主任、秘書職務者。並曾擔任

過縣市協會理事長、總幹事者為優先)。經理事會通過

後任命之。 

4、其他: 

決議：照案通過，責由秘書處負責執行。 

 

二、案由：請討論各地區辦公室如何加強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為增強本會地區辦公室之功能，確實能為所轄縣市青溪協會服務， 

擬增設東部地區辦公室一處。   

辦法： 

1、成立北、中、南、東 4 個辦公室(召集人由副理事長及常務監事召

集人兼任、主任由該地區副祕書長兼任)。 

2、北部地方辦公室：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 

  竹縣、新竹市、連江縣。(設主任 1 位，副主任 3 

 位) 。 

3、中部地方辦公室：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 

    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設主任 1 位，副主任 

 3 位)。 

4、南部地方辦公室：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澎 

    湖縣、金門縣。(設主任 1 位，副主任 3 位) 。 

5、東部地方辦公室：花蓮縣、台東縣。(設主任 1 位，副主任 2 位) 。 

決議：1、此案和第一案相關連，照案通過 

   2、納入組織章程內於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中提案修改組織章 

 程。 

   3、在第五屆理監事會中協商提人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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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事宜案。  提案單位：本會服務組 

說明：與兆豐產物洽談：兆豐產物保險機車保險專案、汽車保險專案(高

保障型)兩款供中華民國青溪協會會員投保之專案保險案 

辦法：1、強制險：汽車每件減收 200 元機車一年期 150 元二年期 200 元。 

    2、任意險：總保費八折直接折讓優惠(駕駛人傷害險八五折直接  

  折讓優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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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案因與兆豐產物保險公司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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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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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費由投保人員自行繳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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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並通知各縣市協會辦理以嘉惠所轄會員。 

 

四、案由:請討論如何開好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案。提案單位:本會會務組                                                                                 

   說明:1.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依慣例，應於明(98) 年 1 月份假 

台北市舉行. 

              2.國曆 1月 17.18為農曆 12月 22.23在黃曆上不適合嫁娶.應為較

適合之選項。 

              3.會中將依往例頒發青溪楷模及改選新任理監事。  

辦法:1.青溪楷模部份依原訂辦法辦理，請儘早遴選。(各縣市理事長、總 

幹事未曾得此獎者，請優先推薦)。 

2.請各縣市協會盡快作年度會籍清查、會員人數統計，以作為青溪

楷模名額分配之依據。 

3.本次會議將改選理監事.為讓各縣市協會都能參與.請各縣市協會

提供參選人員名單，以為安排、協調。(本會之理監事人選依慣例

以協調為主，以求考量各縣市之代表性、平衡性、以求和諧順利

完成改選工作。) 

  決議:1、大會日期延至 2 月份，授權秘書處決定時間及地點。 

    2、函發問卷調查表徵詢全部理監事意願，並請縣市協會協助薦報。 

 

玖、臨時動議 
1.黃副秘書長進丁：建請國防部恢復後備司令部司令為上將編制。 

  主席答覆 ：提供國防部爾後組織再造參考。  

 

拾、主席結論(略) 

 

拾壹、散會、餐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