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5 頁 

裝 

訂 

線 

本件保存 年  縮影：  檔號：   
 

  中 華 民 國 青 溪 協 會 

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8月 20日 12時 50分 

地點：台北市天成飯店 2 樓國際廳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 1 段 45 號 
 

主席：林理事長 建榮    應到 44 員實到 34  員           紀  錄：張福勝 

出席：林建榮、蔡玉泉、張通榮、曾廷泉、洪淳逸、洪坤地、涂仁德、林晉章 

陳金樹、謝鴻基、許著純、林清柏、陳錫洋、徐耀浪、周政雄、徐耀昌

吳宜昌、蔡政龍、李泓儀、曾憲國、盧長樹、胡明煥、翁麗雄、張金德

陳堂立、黃瑞松、楊朝欽、余明春、孫金城、鄭雙銓、吳瑞興、陳建閣

林文彬、張東周 

 

列席：陳鎮湘、金恩慶、林國棟、湯先智、葉克新、張鴻飛、周南強、何復明 

鍾必村、宋國煥、李海同、柯水源、曾永權、黃太平、李宗文、王秋土 

盧東文、呂學樟、林明宗、蕭建智、王志堅、王昌林、陳憲卿、鄭滄德 

蕭雲浪、陳正忠、宋源在、陳鶴椿、許雲鵬、張福森、廖芳寬、陳明勝 

韋興元、蘇進添、李宗祐、陳龍目、蔡明志、白兆廉、陳世明、馬重五

陳銘堂、馬嘉鴻、李瑞漢、林精一、 許吉和、張福勝、 林政毅、 徐年祥 

林福來、曾泉惠、莊文忠、劉增坤、王家渭、黃進丁、 李淬鋒、蔡文卿 

林照慶 
 

來賓：吳坤德、李玉芳 
 

壹、 理事長致詞：(略) 
 

貳、 監事會召集人致詞：(略) 
 

參、 貴賓致詞：(略) 
 

肆、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伍、會務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陸、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討論應如何配合行政區域調整：台中市(由原台中市、台

中縣合併)、台南市(由原台南市、台南縣合併)、高雄市(由

原高雄市、高雄縣合併)等縣市青溪協會，請配合行政區合

併並請重新向新管轄直轄市政府申請成立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依行政區調整，新增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等四直轄市，預定於本年底成立運作，本會台中市、台

中縣、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等六縣市青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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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需配合行政區域變更合併為台中市、台南市、高雄

市青溪協會。台北縣青溪協會應配合更名為新北市青溪

協會。 

2、本會於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會報告中已請將合併成直

轄市之相關青溪協會，從該日起理監事會能聯合舉

行，經一年多時間加強溝通聯誼，相信合併作業應能

順利進行。 

辦法：1、配合各後備指揮部合併時程，擬訂於民國 100 年元月一

日為合併日基準日，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應為合併後

的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2、配合升格直轄市協會建議修改組織章程：理監事人 

員：理事建議 25 位、後補 8 位，監事 8 位、後補 2 合

計 43 位(理監事名額分配以每區最少一位為原則)。 

3、應合併之縣市協會，由現任兩位理事長共同擔任召集

人，並協調共同推派 50 位熱心學長擔任新協會成立之

籌備委員。籌備辦理各項合併事宜，且擔任合併後新

協會理監事(理監事名額分配以每區最少一位為原則)

及推薦至本會擔任理監事、名譽理監事、顧問等職務，

達到擴大參與的目的。 

4、建議新北市青溪協會修改組織章程，理監事可以增加

到 43 位之上限(理監事名額分配以每區最少一位為原

則)，並申請更名。 

5、請依人民團體法第十章監督與處罰，第 56 條：人民 

團體因組織區域之調整或其他原因有合併或分立立 

之必要者，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定合併或分立。向直 

轄市社會局主管申請變更。 

6、人民團體法相關法規請參考下案說明部份及附件五 

P25。 

 

決議：1、在合併過程中，請隨時和主管單位聯繫合併事宜。務求

在和諧、尊重、融洽之原則下，由將合併之兩個協會

分別先召開同意合併的會員代表大會，隨後再召開合

併後的會員代表大會，以完成法定程序。 

2、理監事及籌備委員人數，依將合併之縣市需求彈性設

立。理監事人員以不超過 43 位為上限，籌備委員會成

員以不超過 50 位為上限。 

 

二、案由：請討論如何修改本會章程第四章組織及職權： 

第十四條、第十六條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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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第四章組織及職權：第十四條原條文為： 

本會理事會置理事廿七人、候補理事五人，由理事 

互選常務理事九人，再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三人，理事長對內綜理全盤會 

務，對外代表本會，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 

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2、第四章組織及職權：第十六條原條文為： 

本會監事會置監事九人，候補監事三人，由監事互 

選三人為常務監事，再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為監事 

會召集人。 
3、依人民團體法第四章職員篇中規定：第 17 條人民團體

均應置理事、監事，就會員（會員代表）中選舉之，

其名額依下列之規定： 

一、縣（市）以下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 15 人。 

二、省（市）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 25 人。 

三、中央直轄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 35 人。 

四、各級人民團體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事 

名額 1/3。 

五、各級人民團體均得置侯補理監事；其名額不得 

超過該團體理監事名額 1/3。 

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 3 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

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

額之 1/3；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1 人為理事

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

在 3 人以上時，應互推 1 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4、本會部分候補理監事反映希望能正名為理監事，以便

能更投入協會各項業務及加強配合新成立四直轄市協

會之運作。 

辦法：1、第四章組織及職權：第十四條為擬修改： 

本會理事會置理事三十五人，由理事互選常務理事 

九人，再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三人，理事長對內綜理全盤會務，對外代表本 

會，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 

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 

內補選之。 

2、第四章組織及職權：第十六條擬修改為： 

本會監事會置監事十一人，由監事互選三人為常務 

監事，再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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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候補理、監事名額取消。 

4、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送本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修改部為分粗字。 

 

條文 修改前 修改後 

第四章組

織及職： 

第十四條 

本會理事會置理事廿七人

、候補理事五人， 

由理事互選常務理事九

人，再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

選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三人，理事長對內綜理全盤

會務，對外代表本會，理事

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 

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

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本會理事會置理事三十五

人， 

由理事互選常務理事九

人，再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

選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三人，理事長對內綜理全盤

會務，對外代表本會，理事

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

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

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四章組

織及職： 

第十六條 

本會監事會置監事九人，候

補監事三人， 

由監事互選三人為常務監

事，再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

為監事會召集人。 

本會監事會置監事十一人， 

 

由監事互選三人為常務監

事，再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

為監事會召集人。 

 

 

三、案由：請討論如何協助本會收繳理監事贊助款與年度會員代表常年

會費案。 

提案單位：本會總務組 

說明：1、本會經費來源為各縣市，及理監事捐款(金額及辦法均依

本會理監事會決議辦理)。 

2、理監事捐款與年度會員代表常年會費繳交與否關係本會

會務是否能正常運作、及合乎公平正義原則。 

辦法：1、由地區副主任陪同縣市協會總幹事登門拜訪，提醒捐款

未繳事宜並親自代為收取繳交。 

2、至本屆終了(年底)因各項因素尚未繳理監事捐款者，為

求公平起見並顧慮其財務狀況(我們相信沒有學長是故

意不交的)，建議該縣市協會暫緩推薦其為本會下屆理

監事人選，以免造成尷尬。 

3、第四、五屆(96-99 年度)會員常年會費尚未繳交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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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縣市協會理事長督促總幹事盡速繳交。 

4、爾後擬請於年度呈報會員代表及青溪楷模名單時一併繳

交，以利作業。 

5、第四屆理監事會終了期(97 年底)為美化帳面，尚未繳交

理監事贊助款及年度會員代表常年會費，(詳如名單、

金額附件三 P21)，均由本會總務組林秘書福來全部代

墊，如本年度底尚有無法收繳之部分，擬請准予將該代

墊款部份退還林福來學長，並予帳面沖銷。 

 

決議：1、理監事捐款尚未繳交者，請盡速繳交。 

2、總務秘書代墊款部份(97 年底)，本年底尚有無法收繳時 

，同意將代墊部分歸還。 

3、常年會費未繳者請速繳交;未來是否繼續收取本費用，將

另案研究。 

 

四、案由:請討論本會及所轄協會各項活動中，有關與會人員介紹方式及

先後順序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為求統一，並使貴賓能加強認識本會及與會人員職稱。 

辦法：1、由內往外介紹方式：首先介紹本會與會人員，再次 

介紹貴賓。 

2、先後順序：(1)指導顧問(本會 xxx 指導顧問，曾任 

xx 司令或其他職務) 

(2)本會理監事 

(3)本會會務人員 

(4)各縣市協會理事長、總幹事 

(5)後備司令部、縣市指揮部人員 

(6)本會同心組織人員(婦聯會、新文藝 823 

聯誼會等) 

(7)貴賓、地方首長、民意代表等 

3、為展露本會團結向心，務請依此順序介紹。 

 

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論：(略) 

 

玖、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