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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保存 年  縮影：  檔號：   
 

  中 華 民 國 青 溪 協 會 

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4月 17日 17 時 

地點：寒軒國際大飯店五樓環球廳 地址；高雄市四維三路 33 號 
 

主席：林理事長 建榮    應到 44 員實到 26  員           紀  錄：張福勝 

出席：林建榮、曾廷泉、洪坤地、涂仁德、謝鴻基、許著純、林清柏、陳錫洋 

游國書、吳宜昌、李泓儀、曾憲國、盧長樹、魏昆煌、胡明煥、鄭 遠

黃瑞松、孫金城、吳瑞興、柳志強、陳建閣、張東周、李朝卿、陳金樹 

楊朝欽、鄭雙銓。 
 

列席：金恩慶、張鴻飛、臧幼俠、王秋土、林明宗、王志堅、梁俊國、陳憲卿 

鄭滄德、蕭雲浪、陳世明、馬重五、陳銘堂、林精一、許吉和、張福勝 

吳怡慶、李僑敏、林政毅、徐年祥、林福來、陳正忠、許雲鵬、張福森

廖芳寬、陳明勝、沈仲鈞、許育銘、蔡阿忠、蕭建智、莊文忠、劉增坤

王家渭、陳明勝、蘇進添、葉壽山、李宗祐、許清福、蔡明志、白兆廉

黃進丁、李淬鋒、蔡文卿、林照慶、潘進忠、陳龍目、林柏鐺。 
 

來賓：吳坤德、李玉芳、謝文煌、莊啟旺、陳嘉尚、林恒毅、黃寶松、葉明亮。 
 

壹、 理事長致詞：(略) 
 

貳、 監事會召集人致詞：(略) 
 

參、 貴賓致：(略) 
 

肆、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伍、會務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陸、專題報告：高雄市青溪協會蘇理事長進添：(略) 
 

柒、討論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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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 97 年 3 月 20 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0970048645 號函說 

明第四項、98 年 4月 6 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0980054752 

號函說明第五項、99 年 2月 3 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0990025827 號函說明第三項辦理(如附件五 P2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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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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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1、本會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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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會資金來源均靠董監事認捐，每屆認捐一次(兩年)運用 

兩年，擬自本屆終了(99 年度) 有結餘時再依法提列準備 

基金，並在往來銀行開列專戶存儲 

3、爾後每屆終了年度，有結餘時依法提列準備基金，提列比 

率由理監事會決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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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登玉山活動行程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依據本會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通過之討論案辦理。  

辦法：1、慶祝本會創會 10 周年系列活動，本活動由本會主辦、 

嘉義縣青溪協會協辦，中部地區辦公室承辦。 

2、日期：訂於 99 年 10 月 22-24日。 

3、行程：如附件三 P24-P25。 

4、人員：80 名，報名表如附件四 P26。 

5、費用：每人暫收 3,000 元，多退少補。 

6、其他：於運動大會或理監事會中舉行登玉山隊伍，授 

旗儀式。 

決議：1、日前玉山森林管理處來函同意給 20 位名額，多餘名額 

依申請者抽籤決定。 

2、每一縣市分配正取名額 1 位，備取名額 1 位。備取名 

額依收件先後排序分配。 

3、由理事長協調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爭取更多名額以

滿足需求。 

 
 

三、案由：請討論如何舉辦第一屆全國青溪全民國防暨趣味運動大會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依據: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通過之討論決議案辦理。 

2、活動名稱：第一屆全國青溪推展全民國防暨發展地方 

觀光趣味運動大會。 

3、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青溪協會。 

4、協辦單位：國防部後備事務司、國防部後備司令部、 

各縣市政府。 

5、承辦單位：苗栗縣青溪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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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時間：99年 7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12 時。 

7、地點：苗栗縣小巨蛋體育館(可容納 7,800 人)。 

8、參加人數：預計 7,500 人。(出席人數分配如下:) 

(1)基隆市、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縣、 

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 

花蓮縣、宜蘭縣等協會各應出席 80 人(各 2 車) 

(2)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協會各應出席 40人(各 

1 車) 

(3)台北市 480 人(12 車)、台北縣 1160 人(29 車) 

、桃園縣 520 人(13 車)、新竹縣 520 人(13 車) 

、新竹市 120 人(3 車)、苗栗縣 720 人(18 車) 

、台中縣 840 人(21 車)、台中市 320 人(8 車) 

、南投縣 520 人(13 車)、彰化縣 1040 人(26 車) 

等協會每一鄉鎮市區應出席 40 人(1 車)。 

(4)總計:7320 人.車輛:183 輛。 

9、表演項目(邀請對象):國防部藝工總隊、國防部示範

樂隊、三軍儀隊、陸戰隊蛙人操、陸軍士

校鼓號樂隊、台北花博花仙子、高雄電音

三太子…等。 

10、比賽項目： 

(1)每一縣市設置一具有地方特色攤位 

(2)軍歌大賽 

(3)人力動員競賽 

(4)物力動員競賽 

(5)支援前線競賽 

(6)婦聯訊息傳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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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動員與會人員評比(參與率) 

(8)人員進場活動評比(趣味化、表演化) 

(9)邀請縣市表演團體表演內容評比 

(10)縣市協會邀請縣市首長、指揮部長官評比。 

11、經費預算：(出席人員以 7500 人計算) 

(1)車輛 183 輛，每輛 10,000 元計 1,830,000 元 

(2)運動衫、帽子、保險、午餐便當、飲料..等，每

位約 300 元，             計 2,250,000 元。 

(3)表演項目十項，每項 30,000元計 300,000 元。 

(4)場地租借、佈置、旗幟、獎項、道具、雜支等 

計 600,000元            總計 4,980,000元。 

辦法:1、各縣市協會參加人員請依照規劃名額辦理，務請落實執 

行。 

2、活動經費由各縣市協會自行籌募車費、服裝、帽子、 

保險、午餐、飲料等費用。其餘經費約新台幣 900,000

元由本會另行籌措。 

3、所有經費總計約 4,980,000 元由本會籌募。 

4、請後備司令部協調：國防部藝工總隊、國防部示範樂 

隊、三軍儀隊、陸戰隊蛙人操、陸軍士校鼓號樂隊等

單位演出。 

5、其他： 

決議:1、參與人員以青溪會員及眷屬為主，應出席人數再行協調。 

2、本案原則上依規劃辦理，有個案則另行研究解決。 

3、擇日召開籌備會，邀請曾榮譽理事長永權、徐副理事長耀

昌、新竹市呂理事長學樟、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本會指導

顧問團、各縣市協會理事長、總幹事、北、中、南辦公室

、會務人員等有關人員共同研擬實施辦法、執行細節。 
 

柒、臨時動議： 

盧理事長樹:建議本年度再次舉辦大陸參訪活動案。 

主席裁示：1.時間、地點選定授權秘書處辦理。 

2.待確定後由理事長親洽相關單位協助辦理。 
 

捌、主席結論：(略) 

玖、散會：18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