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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序表 

 

日期 中華民國 99年 4月 17 日(星期六) 

地點 
寒軒國際大飯店五樓環球廳 

(高雄市四維三路 33號 07-3322000) 

項次 程   序 起訖時間 使用時間 主持人或報告人 

 報    到 16：30～17：00 30 活動組 

壹 理事長致詞 17：00～17：05 5 林理事長建榮 

貳 監事會召集人致詞 17：05～17：10 5 林監事會召集人晉章 

叁 貴賓致詞 17：10～17：20 10 林理事長建榮 

肆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7：20～17：25 5 林理事長建榮 

伍 會務工作報告 17：25～17：40 15 陳秘書長世明 

陸 專題報告 17：40～17：55 15 
高雄市青溪協會 

蘇理事長進添 

柒 討論事項 17：55～18：10 15 林理事長建榮 

捌 臨時動議 18：10～18：25 15 林理事長建榮 

玖 主席結論 18：25～18：30 5 林理事長建榮 

拾 散會 18：30～  林理事長建榮 

 聯誼餐敘 18：30～20：30  林理事長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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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青 溪 協 會 

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資料 
 

壹、理事長致詞 
 

貳、監事會召集人致詞 
 

參、貴賓致詞 
 

肆、上次會議決(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一、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案由：請審核縣市協會幹事會業務評鑑表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請地區辦公室加強各項工作記錄，並依表評 

鑑，評鑑表如附件二 P23。 

 

(二)、案由：請討論理監事會議參訪行程，由開會當日上午開 

始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自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會開始實施。 

 

(三)、案由：請審核 98 年度青溪楷模人事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98年度青溪楷模有姚啟榮等共 28員，於 99 

年元月 24 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中 

表揚。 

 

(四)、案由：請討論 98 年度輔導縣市協會績優理監事、執行會 

務活動績優縣市協會及部落格建置、管理績優團 

體暨個人奬勵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上列績優學長、團體已於 99 年元月 24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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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中公開表揚。 

 

(五)、案由：請審核本會 98年工作報告、財務收支決算表、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送 99年元月 24 日召開之第五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審議。 

 

(六)、案由：本會 98 年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工作人員待 

遇表報告案。 

決議：本會財產均由幹部無償提供使用，所有人員均為 

義務職亦無待遇問題，本協會歷年均入不敷出

(收入均靠董監事認捐)，待有結餘時再依法提列

(本年度決算本期餘絀$836,237 元，援例為第五

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使用經費)。通過無財產

目錄及 99 工作人員待遇表及基金收支表，送第

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執行情形：送 99年元月 24 日召開之第五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審議。 

 

(七)、案由：請審核本會 99年度工作計畫、財務收支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送 99 年元月 24 日召開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 

代表大會審議。 

 

二、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案由：本會 98 年工作報告、財務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資產負債表請審議案。               

決議：審議通過。 

執行情形：於 99年1月26日，99榮中青協字第09901105

號函送內政部備查，內政部於 99 年 2 月 3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90025827 函覆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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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本會 98 年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工作人員待 

遇表請審議案。 

決議：審議通過。 

執行情形：於99年1月26日，99榮中青協字第09901105 

號函送內政部備查，內政部於 99年 2 月 3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90025827 函覆同意備查。 

 

(三)、案由：編製本會 99年度工作計畫、財務收支預算請審 

議案。 

決議：審議通過。 

執行情形：於 99年 1月 26日，99榮中青協字第 09901105 

號函送內政部備查，內政部於 99年 2 月 3 

日以台內社字第 0990025827 函覆同意備查。 

 
 

伍、會務工作報告：(99.01.01-99.04.12) 

一、會務組：(會務組組長：張福勝) 

(一)、協助全國所有後備軍人輔導幹部，爭取輔導幹部憑服務 

      證比照各縣市政府給予該縣市義警、義消、民防人員服 

      務證同等級優待權利。已面請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協調各

縣市後備指揮部辦理中，日前更已獲台北市政府同意全

力配合。 

(二)、為讓青溪志業能永續經營，請各縣市協會儘快完成本會

決議之推動事項-協助各輔導中心爭取固定之永久辦公

室、落實各鄉鎮市區青溪協會成立工作、充實各協會部

落格內容等重點工作。 

(三)、本會製作國歌、後備軍人歌 DVD片，可用 DVD播放機或 

電腦 pawer DVD 軟體播放，提供各縣市青溪協會會員(代

表)大會中使用，如有需求可洽本會會務組秘書吳小姐。 
 

二、活動組：(活動組組長: 林精一) 

 (一)、嘉義縣青溪協會將於 6月 19-24日參加大陸福建省舉辦

之兩岸論壇活動，歡迎各縣市協會學長共同參與。(詳如

附件六、七 P28-P30) 

     (二)、為慶祝創會 10周年紀念，本會訂於 99 年 7月 17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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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六)、假苗栗縣小巨蛋體育館舉辦第一屆全國後備軍人

青溪趣味運動大會。 

     (三)、為慶祝本會創會 10周年紀念，本會訂於 99年 10月 22-24

日舉辦攀登玉山活動。 

 

三、服務組：(服務組組長：許吉和) 

(一)、與美兆健檢中心洽談優待本會會員:凡本會會員以縣市為

單位將欲參加健診學長統一造冊.經本會出具證明，得享

免交入會費之優惠 (該中心採會員制) ，健檢得享該中

心會員優惠，(收費標準視檢查內容區分 3,000元、5,000

元、10,000 元三項，詳如資料請參閱)。 

 

 四、總務組：(總務組秘書：林福來) 

(一)、為使會務能順利運作，煩請各位理監事捐款盡快繳交。 

上屆還未繳交者亦請快繳。 

(二)、有關本期收支及各項費用明細狀況請參閱附件一 P17-P22 

 

五、秘書處綜合報告： 

    賀!花蓮縣青溪協會蔡理事長啟塔學長榮任國民黨花蓮縣黨部 

主任委員。 

 

(一)、本會林北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國棟長子於 99年 1 月 3 

日，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行典禮。本會柯榮譽理事長水

源、金指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陳指導顧問團總團長鎮

湘、周指導顧問南强、張指導顧問鴻飛、蔡副理事長玉

泉、洪常務理事淳逸、游理事國書、許監事著純、周監

事政雄、陳秘書長世明、馬副秘書長重五、劉副主任增

坤、...等多位青溪夥伴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

代表本會致贈禮金新台幣 3,600 元整。 

 

(二)、本會林理事長建榮由陳秘書長世明陪同，於 99年 1 月 6 

日至東部辦公室拜訪，由兼主任林副秘書長照慶、李副

主任連修陪同張東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立達將軍接

待，共同對東部地區會務發展交換意見。並一同前往台

東市公所拜會台東縣青溪協會陳理事長建閣學長，恭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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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票當選連任台東市長，下午並至卑南鄉恭賀張清忠

學長由鄉長順利轉任縣議員。 

 

(三)、中華民國青溪協會於 99年元月 23日，假大河之戀皇后 

號，召開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中華民國青溪協會於 99年元月 24日，假立法院羣賢樓 

一樓 101 會議室，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五)、本會孫常務監事金城次女於 99 年 2月 7 日，假國立岡山 

高級中學明德堂，舉行結婚典禮。本會吳監事瑞興、陳

秘書長世明、黃副秘書長進丁、蔡副主任文卿、台南市

青溪協會黃理事長瑞松、李總幹事宗祐、屏東縣青溪協

會白總幹事兆廉...等多位青溪夥伴應邀出席參加，陳秘

書長世明並代表林理事長建榮致贈本會禮金新台幣

3,600 元整。 

 

(六)、賀屏東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3 月 1日葉理事長壽山學長連 

任屏東市市長就職典禮，圓滿成功。屏東縣青溪協會白

總幹事兆廉代表林理事長建榮致贈本會花籃一盆。 

 

(七)、後備司令陳良濬中將於 99年 3月 19日(週五)假台北市 

極品軒餐廳 3樓(衡陽路 18號)宴請本會及各縣市主事學 

長。 

 

(八)、本會於 99年 3月 30日(週五)假台北市衡陽路 46號大三 

元餐廳 3樓，與後備司令部及後備司令事務司長官舉行 

聯誼，對後備軍人組織發展廣泛的交換意見。 

 

(九)、本會於 99年 4月 7日(週三)假台北市衡陽路 46號大三 

元餐廳 3 樓，宴請本會全體指導顧問，並新聘宋國煥、

鍾必村、臧幼俠、何復明、李海同等五位將軍為本會指

導顧問。 

 

(十)、本會何指導顧問復明因病於三軍總醫院住院，9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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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本會陳秘書長世明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前往慰問並致

贈蘭花一盆。 

 

(十一)、本會潘副主任進忠的長男於 99年 4月 11 日，假統帥大 

飯店，舉行結婚典禮。本會陳秘書長世明、馬副秘書長

重五代表林理事長建榮致贈本會禮金新台幣 3,600 元

整，本會遊顧問天瑀、蔡副理事長玉泉亦應邀出席參加。 

 

(十二)、本會潘副主任進忠的長男於 99年 4月 11 日，假統帥大 

飯店，舉行結婚典禮。本會游顧問天瑀、蔡副理事長玉

泉應邀出席參加，陳秘書長世明、馬副秘書長重五代表

林理事長建榮致贈本會禮金新台幣 3,600 元整。 

 

六、地區辦公室報告： 

(一)、北部地區：馬副秘書長重五 

1、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1 月 3日，假華麗雅緻餐廳， 

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本會洪理事坤地由陳副

主任銘堂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代表本

會致贈加菜金 5,000元整。另本會蔡副理事長玉泉、

新竹縣盧理事長東文亦應邀出席參加 

 

2、台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2月 4日，假一朗日本料理 

店，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洪常務理

事淳逸、許監事著純、陳秘書長世明由馬副秘書長重

五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由詹理事鈴權

代表本會致贈加菜金 5,000 元整。 

 

3、基隆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2 月 27日，假 727鑫魚台餐 

廳舉辦 99 年度基隆市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暨基隆市青

溪協會聯合新春團拜。本會馬副主任嘉鴻代表林理事

長建榮出席參加。 

 

4、宜蘭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3 月 10日，假宜蘭縣後備指 

揮部二樓會議室，召開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本

會馬副主任嘉鴻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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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3 月 12日，假華麗雅緻餐廳， 

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馬副秘書長

由陳副主任銘堂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6、新竹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3 月 13日，假芎林鄉竹林園 

餐廳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陳秘書長

世明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由曾常務理事廷

泉代表本會致贈 5,000元加菜金。 

 

7、桃園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3 月 13日，假全家福海鮮餐 

廳，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顧問聯

誼。本會周指導顧問南强、馬副秘書長重五代表林理

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8、宜蘭縣青溪協會於 99 年 3 月 27 日假宜蘭縣  

後備指揮部五樓禮堂召開第四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本會陳秘書長世明、馬副秘書長重五

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由馬副秘書

長重五代表林理事長建榮致贈本會加菜金新

台幣 5,000 元整。  

 

9、台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4 月 10日假大河之戀皇后號 

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與宣導樹葬概念暨會 

員聯誼活動。本會周指導顧南强、陳秘書長世明、馬

副秘書長重五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10、本會何指導顧問復明因病住院，99年 4月 10日，本 

會陳秘書長世明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前往慰問並致贈

蘭花一盆。 

 

(二)、中部地區：莊副祕書長文忠 

1、南投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2月 2日，假竹軒庭園餐飲 

店召開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陳理事堂

立、莊副秘書長文忠由王副主任家渭陪同代表林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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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建榮出席參加。 

 

2、嘉義縣青溪協會於 2月 27 日，假嘉義縣青溪協會會 

館召開第 5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 5屆第 2次

會員大會。本會盧理事長樹、陳秘書長世明、莊副秘

書長文忠、由陳副主任明勝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建出席

參加。台中市蕭理事長建智、林總幹事柏鐺、雲林縣

沈常務監事仲鈞、廖總幹事芳寬亦應邀出席參加。盧

理事長樹並代表林理事長建榮致贈本會加菜金新台

幣 5,000元整。 

 

3、雲林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3 月 11日，假雲林縣後備指 

揮部禮堂，召開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五

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曾理事憲國、陳秘書長

世明、莊副秘書長文忠由陳副主任明勝陪同代表林理

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由曾理事憲國代表林理事長建

榮致贈本會加菜金新台幣 5,000元整。 

 

4、苗栗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3 月 12日，假國揚餐廳，召 

開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劉副主任增坤

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5、台中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3 月 12日，假中南海餐廳召 

開台中縣、市鄉鎮市區幹部聯誼餐會。本會林理事長

建榮、金指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周指導顧問南强、

陳秘書長世明、莊副秘書長文忠、王副主任家渭應邀

出席參加。 

 

(三)、南部地區：黃副秘書長進丁 

1、高雄縣青溪協會於 99年元月 9日，假岡山鎮優+鮮餐 

廳會議室召開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柳

監事志強、黃副秘書長進丁由李副主任淬鋒陪同代表

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台南市青溪協會林常務監事

金虎、李總幹事宗祐、高雄市青溪協會蘇理事長進

添、蔡總幹事明志亦應邀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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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市忠義青溪協會於 99 年 1月 16 日，假祥鈺樓餐 

廳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本會鄭監事雙銓、陳

秘書長世明、黃副秘書長進丁由蔡副主任文卿陪同代

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由孫常務監事金城代表

本會致贈 5,000 元加菜金。台南市黃理事長瑞松、李

總幹事宗祐、屏東縣白總幹事兆廉、本會李副主任淬

鋒亦應邀出席參加。 

 

3、屏東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 99年元月 29日，假桃山 

會議廰召開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孫常

務監事金城、黃副秘書長進丁，由蔡副主任文卿、李

副主任淬鋒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出席參加。 

 

4、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元月 31日，假濃園滿漢餐廳 

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新春聯誼餐敘。本會陳

秘書長世明、黃副秘書長進丁由李副主任淬鋒陪同代

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由黃副秘書長進丁致贈

5,000 元加菜金。高雄市忠義青溪協會李副理事長文

華、蔡總幹事明志亦應邀出席參加。 

 

5、高雄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3月 7日，假海中鮮中華料 

理餐廳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暨成立九週

年慶祝活動。本會吳監事瑞興、柳監事志強、陳秘書

長世明、黃副秘書長進丁由蔡副主任文卿陪同代表林

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本會李副主任淬峰、台南市青

溪協會黃理事長瑞松、李總幹事宗祐、高雄市青溪協

會蘇理事長進添、蔡總幹事明志、屏東縣白總幹事兆

廉亦應邀出席參加。黃副秘書長進丁並代表林理事長

建榮致贈本會加菜金新台幣 5,000元整。 

 

6、台南市青溪協會訂於 99 年 4 月 11 日假屏東  

縣墾丁國家公園龍坑生態保護區舉辦 99年春

旅遊季踏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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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東部、外島地區：林副秘書長照慶 

1、澎湖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1月 6日，假龍星餐廳召開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由澎湖縣青溪協會許常務監

事進豐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致贈加菜金

5,000 元整。 

 

2、台東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 99年 2月 7日，假一家 

餐廳召開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張東部地

區指導顧問團團長立達、林副秘書長照慶由李副主任

連修陪同出席參加。高雄市青溪協會蘇理事長進添、

蔡總幹事明志亦應邀出席參加。東部地區指導顧問團

團長張立達將軍並代表林理事長建榮致贈本會加菜

金新台幣 5,000 元整。 

 

3、澎湖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 99年 3月 27日假龍星餐 

廳，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4、台東縣青溪協會訂於 99年 4月 12日，假台東市公所 

三樓會議室，召開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

會林副秘書長照慶由李副主任連修陪同代表林理事

長建榮出席參加。 

 

陸、專題報告：(高雄市青溪協會蘇理事長進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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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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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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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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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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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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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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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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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花博花以子、高

雄電音三太子…等。 

10、比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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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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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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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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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玖、主席結論 
 

拾、散會、餐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