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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序表 

 

日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02月 26日(星期六) 

地點 
苗栗頭份東北角餐廳 

地址：苗栗縣頭份鎮中央路 689號，TEL: 037-6115767 

項次 程   序 貣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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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17：25 15 林理事長建榮 

肆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7：25～17：30 5 林理事長建榮 

伍 會務工作報告 17：30～17：45 15 陳秘書長世明 

陸 討論事項 17：45～18：00 15 林理事長建榮 

柒 臨時動議 18：00～18：15 15 林理事長建榮 

捌 主席結論 18：15～18：25 10 林理事長建榮 

玖 散會 18：25～  林理事長建榮 

拾 聯誼餐敘 18：30～20：00  林理事長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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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青 溪 協 會 

第五屆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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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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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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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台中縣市於 99 年 9 月 13 日、高雄縣市於 100 

年 1 月 9 日、台南縣市於 100 年 1 月 16 日，

均順利完成縣市協會合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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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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送會員代表大會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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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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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理事尌常務理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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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常務監事互選一人

為監事會召集人。 

 

執行情形：報內政部核備，內政部通知部分條文文字頇修改，

修改部分，送第七次理監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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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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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請各地區辦公室協助總務組依決議辦理並催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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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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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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函請各縣市協會依決議辦理。 
 

伍、會務工作報告： 

一、會務組：(會務組組長：張福勝) 

(一)、本會會員代表及各縣市會員人數：至 100 年 1 月 31 日止，計

有團體會員 22單位(高雄縣市、台南縣市、台中縣市合併直轄

市)，會員代表人 84人，會員 7820 人。 

 

（二）、目前編制理事長 1人、副理事長 3 人、常務理事 5人、理事 18

人、監事會召集人 1 人、常務監事 2 人、監事 6 人、秘書長 1

人、副秘書長(兼地區辦公室主任)4 人、地區辦公室副主任 10

人、組長 4 人、秘書 6 人。自第六屆理監事會後修改編制理事

長 1 人、副理事長 3 人、常務理事 7 人、理事 24 人，監事會

召集人 1人、常務監事 2人、監事 8人、秘書長 1人、副秘書

長(兼地區辦公室主任)5人、地區辦公室副主任 11人、組長 4

人、秘書 8 人。 

 

（三）、定期召開會議：總計全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暨縣市理事長、總幹事聯席會議計三次，分別假台北市、

高雄市舉行，除研討相關業務外，依例聽取承辦縣市會務工作

簡報，除研討相關業務外，並安排參訪相關活動。99 年逢成立十

周年，安排總統府參訪活動與總統接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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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席各縣市各項會議、活動：本會人力有限，幸賴理監事們協

助、熱心指導參與各縣市協會所舉辦之理監事會議、會員大

會、公益活動、參訪活動等，協助總會聯繫了解各縣市協會會

務狀況，及增進會員間彼此觀摩學習機會，本會計參與北部地

區縣市協會會議、活動 37場次(台北市 7次、臺北縣 2次、基

隆市 4 次、宜蘭縣 3 次、桃園縣 5 次、新竹縣 7 次、新竹市 9

次)，中部地區縣市協會會議、活動 20 場次(苗栗縣 3 次、臺

中縣 2 次、台中市 2 次、南投縣 5 次、雲林縣 2 次、嘉義縣 6

次)，南部地區縣市協會會議、活動 23 場次(台南市 7 次、台

南縣 3 次、高雄縣 5 次、高雄市 4 次、屏東縣 4 次、)，東部

及外島地區縣市協會會議、活動 13 場次(臺東縣 7次、澎湖縣

4次、金門縣 2次)共計 93場次詳如附件十 P43)。 

 

(五)、年度重點工作成果如下： 

1、成立永久性辦公室：各縣市協會協助轄內輔導中心成立 19 

個永久辦公室(詳如附件十 P45)。 

2、成立鄉鎮市區青溪協會：各縣市協會協助轄區鄉鎮市區成

立 36鄉鎮市區青溪協會(詳如附件十 P46)。 

 

(六)、全國 25 縣市協會均已成立部落格、聯繫用 e-mail。總會及各

縣市協會部落格已相互連結，資料更新能更迅速傳達及取得。

自 100年 2 月 6日止，本會及各協會部落格內容共發表有關會務

及活動文章 675篇，照片 21,935張(本會含會務組文章 48篇，照

片 2,220張，北部地區文章 132篇，照片 3,417張，中部地區文章

109篇，照片 6,863張，南部地區文章 316篇，照片 7,761張，東

部及外島地區文章 70篇，照片 1,674張)可提供需求單位自行上網

下載。(詳如附件十 P42)。 

 

二、活動組工作：(活動組組長: 林精一) 

(一)、賡續辦理青溪楷模：99 年度青溪楷模業經各縣市協會推薦產生 

計有彭增財等 28位學長榮獲此項殊榮。青溪楷模為本會最高榮 

譽，請各縣市協會秉持每人ㄧ生只能請領ㄧ次之原則報獎，切 

勿重複，讓更多人有機會獲獎。另於報優良事蹟時應以在協會 

表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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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於 3月 30日假台北市衡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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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部地區辦公室所轄各縣市青溪協會在各縣市召開各項會議 

時，都能邀請南部其他縣市理事長、總幹事出席參加，藉此不 

但增加彼此情誼，更因此讓各協會有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這 

項構想已擴及全國各地區學習仿效。 

 

(四)、本會於 8月 20日假台北市天成飯店，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並安排總統府參訪活動與總統接見行程，當日夜間

假天成飯店舉辦青溪成立十周年慶祝晚會。 

 

(五)、本會指導顧問團總團長金恩慶上將，榮任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

委。 

 

(六)、99年度本會各項活動計十九場次(詳如附件十 P53-55)。 

 

三、服務組工作：(服務組組長：許吉和) 

(一)、以本會名義派員關心或以適當的方式（如致贈賀儀、紀念品、喜

帳、輓聯等）表達組織的關懷，共計 8件，金額達 27,300 元。 

 

(二)、本會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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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費 16,8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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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及各項標準，經部份學長

實際体認後均表示有實際價值，值得推薦。 

 

(三)、為求公平貣見，並以建立團結合諧之協會為目標。本會服務的

對象以本屆理監事會及所有本會及各縣市協會之理事長、總幹

事為主。以前曾任本會理監事與各縣市協會理事長、總幹事之

學長，得依本會第四屆理監事會議決議，自行申請為本會名譽

理事，盡義務享受本會應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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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務組工作：(總務組組長：林明宗) 

(一)、為使會務能順利運作及交接，煩請各位理監事捐款盡快繳交。

本屆及上屆還未繳交者亦請快繳。 

 

(二)、本會全體理監事、名譽理事、顧問、縣市協會理事長、總幹事、

秘書處人員婚、喪、喜、慶慰助年度供計 8 件，金額 27,300

元。 

 

(三)、本會本年度內共補助縣市協會辦理大型活動 16 場次，金額

80,000元。 

 

(四)、本會依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議決議：本會資金來源均靠理監事

認捐，每屆認捐一次運用兩年，自本屆貣每屆年度終了決算

後，如有結餘依法提列準備基金。 

 

(五)、有關本期收支及各項費用明細狀況請參閱附件一 P23-P26 

 

五、秘書處綜合報告： 

賀!鄭雙銓學長當選為屏東縣青溪協會理事長。  

賀!盧東文學長連任為新竹縣青溪協會理事長。  

賀!李朝卿學長連任為南投縣青溪協會理事長。  

賀!呂學樟學長連任為新竹市青溪協會理事長。  

賀!黃瑞松學長當選為台南市青溪協會第一屆理事長。  

賀!李文華學長當選為高雄市忠義青溪協會第一屆理事長。  

賀!翁杏仁學長當選為金門縣青溪協會第五屆理事長。  

賀!邱奕棋學長當選為桃園縣青溪協會第六屆理事長。  

賀!陳朝南學長當選為台北市青溪協會第六屆理事長。  

賀!莊榮欽學長當選為基隆市青溪協會第六屆理事長。  

賀!吳宜昌學長當選為台中市青溪協會第一屆理事長。  

 

(一)、本會東部地區辦公室副主任李連修學長因病住院，林副秘書長

照慶代表本會林理事長建榮前往致意，並致贈盆花乙只。 

 

(二)、中華民國青溪協會於 99 年 8月 20 日假天成飯店，召開第五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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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總統府參訪活動與總統接見行程 

 

(三)、中華民國青溪協會於 99 年 8月 20 日，假台北市天成飯店舉辦

青溪十周年慶祝晚會。 

 

(四)、本會陳指導顧問團總團長鎮湘的母親以逝，於民國 99年 10 月

25 日上午 8 時，假三軍總醫院懷德廳舉行公祭儀式。本

會林理事長建榮、周指導顧問南强、陳秘書長世明、林

服務組秘書政毅...等代表本會出席參加公祭。 

 

(五)、本會於 99 年 11 月 26 日組織加油團，拜訪爭取六連任台北市

議員選舉的林監事會召集人晉章為他加油打氣。本會林

理事長建榮、陳秘書長世明、馬秘書長重五、林組長精

一、許組長吉和、徐秘書年祥，一同前往林晉章學長競

選服務處，由林理事長建榮代表本會致贈競選活動贊助

款 3，600元祝其高票當選。 

 

六、地區辦公室報告： 

(一)、北部地區：馬副秘書長重五 

1、桃園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8 月 21日假桃禧航空城酒店

二樓新屋廳，召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顧

問聯誼。本會馬副秘書長重五，由陳副主任銘堂陪同

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蔡副理事長玉泉、李理

事泓儀、陳副主任明勝、雲林縣陳理事長正忠、廖總

幹事芳寬、沈常務監事仲釣、嘉義縣曾理事長憲國，

亦應邀出席參加。 

 

2、基隆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8 月 27、28 日假棲蘭森林遊

樂區、英仕山莊舉辦 99年度第一次自強活動。 

 

3、宜蘭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0日，假冋山鄉三富休

閒農場，召開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本會馬副秘

書長重五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4、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0日假華麗雅緻餐廳召

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陳副主任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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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5、台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8日，假天成飯店三樓

群星廳召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許監事著

純、陳秘書長世明代長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6、基隆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30日，假北都飯店五樓

餐廳，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本會馬副秘書

長重五由馬副主任嘉鴻、李副主任瑞漢陪同代表林理

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7、宜蘭縣青溪協會於 99 年 9 月 10，假冋山鄉三富休閒

農場，召開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本會馬副秘書

長重五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8、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0日假華麗雅緻餐廳召

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陳副主任銘堂

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9、台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8日，假天成飯店三樓

群星廳召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許監事著

純、陳秘書長世明代長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10、基隆市青溪協會於 99 年 9 月 30 日，假北都飯店五

樓餐廳，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本會馬副

秘書長重五由馬副主任嘉鴻、李副主任瑞漢陪同代

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11、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10月 2、3 日，假南寮漁港

廣場協助新竹市政府辦理新竹市國際風箏節。 

 

12、新竹鄉青溪協會於 99年 10月 15日，假鄉佳香餐廳

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3、台北市青溪協會於 10 月 22 日於梅村日式料理召開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籌備會。本會陳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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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明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14、基隆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10月 23日，假 727鑫魚台

餐廳餐廳，召開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

由馬副秘書長重五、李副主任瑞漢、馬副主任嘉鴻

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出席參加。 

 

15、桃園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10月 26日假來福星港式餐

廳，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籌備會。 

 

16、台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10月 29日假一郎日本料理

召開第六屆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金指導顧問團

團長恩慶、何指導顧問復明、周指導顧問南強、陳

秘書長世明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並致贈

5000 元加菜金。 

 

17、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10月 31日假新竹東門城圓

環邊捐血車，辦理捐血活動。 

 

18、新竹縣青溪協會、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99 年 11 月 14

日假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國小操場，舉辦「新竹地區

99 年全民國防教育推廣暨趣味競賽聯合活動」。本

會曾常務理事廷泉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19、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11月 18日假華麗雅緻餐廳，

召開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新竹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11月 22日假新竹縣縣長公

館，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陳副

主任銘堂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21、桃園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11月 27日，假桃禧航空城

大飯店二樓桃園廳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慶

祝成立十週年優秀青溪之光表揚。本會周指導顧問

南强、蔡副理事長玉泉、陳秘書長世明代表林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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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建榮出席參加，並蔡副理事長玉泉代表本會致贈

加菜金 5,000 元整。本會李理事鴻儀、雲林縣陳理

事長正忠、廖總幹事芳寬、嘉義縣曾理事長憲國、

陳副主任明勝亦應邀出席參加。 

 

22、新竹縣青溪協會於 99 年 12 月 11、12 日舉辦 99 年

度自強活動。 

 

23、新竹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12月 21日，假鄉佳香餐廳，

召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蔡副理事

長玉泉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二)、中部地區：莊副祕書長文忠 

1、南投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8 月 27日假南投市新天地餐

廳召開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王副主任

家渭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2、台中縣青溪協會與台中市青溪會於 99 年 9月 13 日假

東北餐廳召開台中縣、台中市青溪協會合併會員代表

大會，並選出合併後的新任理事長。本會金指導顧問

團總團長恩慶、周指導顧問南强、張指導顧問鴻飛、

游理事國書、胡理事明煥、蔡理事政龍、曾理事憲國、

李理事泓儀、陳秘書長世明、莊副秘書長文忠、劉副

主任增坤、王副主任家渭、陳副主任明勝、雲林縣陳

理事長正忠、廖總幹事芳寬、南投縣許總幹事雲鵬、

彰化縣張總幹事福森...等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

加。 

 

3、南投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3~15日舉辦 99國國防

宣導暨生態知性之旅活動。 

 

4、台中縣青溪協會與台中市青溪會於 99 年 9月 13 日假

東北餐廳召開台中縣、台中市青溪協會合併會員代表

大會，並選出合併後的新任理事長。本會金指導顧問

團總團長恩慶、周指導顧問南强、張指導顧問鴻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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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理事國書、胡理事明煥、蔡理事政龍、曾理事憲國、

李理事泓儀、陳秘書長世明、莊副秘書長文忠、劉副

主任增坤、王副主任家渭、陳副主任明勝、雲林縣陳

理事長正忠、廖總幹事芳寬、南投縣許總幹事雲鵬、

彰化縣張總幹事福森...等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

加。 

 

5、南投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3~15日舉辦 99國國防

宣導暨生態知性之旅活動。 

 

6、雲林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10 月 9日，假雲林縣麥寮鄉

台塑六輕管理處，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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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陳總

幹事憲卿亦應邀出席。 

 

7、嘉義縣青溪協會於 99 年 11 月 14、15 日舉辦第 5 屆

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 99 年東部兩日遊自強活

動。本會陳副主任明勝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陳常務理事建閣、林副秘書長照慶、李副主任連修亦

應邀出席參加。 

 

8、南投縣青溪協會於 99 年 11 月 25 日，假喆園餐廳召

開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莊副秘書長文

忠由王副主任家渭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

加。 

 

9、嘉義縣青溪協會訂於 99 年 12 月 26 日，假聖心教養

院敏道家園，慶祝本會成立 10 周年舉辦寒冋送愛心

活動。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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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部地區：黃副秘書長進丁 

1、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0日假富霖餐廳，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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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金指導顧問團總

團長恩慶、臧指導顧問幼俠、余理事明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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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常務監事金城、蔡副主任文

卿、屏東縣白總幹事兆廉、高雄市李副理事長文華、

蔡總幹事明志亦應邀出席參加。 

 

2、屏東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 99年 9月 17日，假桃山

會議廳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孫常

務監事金城由蔡副主任文卿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

席參加。吳監事瑞興、黃理事瑞松、余理事明春、台

南市李總幹事宗祐亦應邀出席參加。 

 

3、高雄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8日，假松鶴日式料理

餐廳會議室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

臧指導顧問幼俠、吳監事瑞興、柳監事志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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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理事明春、黃理事瑞松、高雄市蘇理事長

進添、高雄市蔡總幹事明志、李副主任淬鋒、台南市

李總幹事宗祐、屏東縣白總幹事兆廉亦應邀出席參加。 

 

4、高雄市忠義青溪協會於 99 年 9月 18 日，假祥鈺樓餐

廳召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暨秋節聯誼活動。本

會李指導顧問海同、臧指導顧問幼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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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出席加。李副主任淬鋒、 余理事明春、黃理事瑞松、

台南市李總幹事宗祐、屏東縣白總幹事兆廉亦應邀出

席參加。 

 

5、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0日假富霖餐廳，召開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金指導顧問團總

團長恩慶、臧指導顧問幼俠、余理事明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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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常務監事金城、蔡副主任文卿、

屏東縣白總幹事兆廉、高雄市李副理事長文華、蔡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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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明志亦應邀出席參加。 

 

6、屏東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 99年 9月 17日，假桃山

會議廳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孫常

務監事金城由蔡副主任文卿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

席參加。吳監事瑞興、黃理事瑞松、余理事明春、台

南市李總幹事宗祐亦應邀出席參加。 

 

7、高雄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9 月 18日，假松鶴日式料理

餐廳會議室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

臧指導顧問幼俠、吳監事瑞興、柳監事志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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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理事明春、黃理事瑞松、高雄市蘇理事長

進添、高雄市蔡總幹事明志、李副主任淬鋒、台南市

李總幹事宗祐、屏東縣白總幹事兆廉亦應邀出席參加。 

 

8、高雄市忠義青溪協會於 99 年 9月 18 日，假祥鈺樓餐

廳召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暨秋節聯誼活動。本

會李指導顧問海同、臧指導顧問幼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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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出席加。李副主任淬鋒、 余理事明春、黃理事瑞松、

台南市李總幹事宗祐、屏東縣白總幹事兆廉亦應邀出

席參加。 

 

9、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99 年 10 月 16 日假濃園滿漢餐廳

舉行九十九年模範父親表揚暨成立十週年慶祝大會。

本會林理事長建榮、金指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臧指

導顧問幼俠、余理事明春由陳秘書長世明、黃副秘書

長進丁、李副主任淬鋒陪同參加。孫常務監事金城、

高雄市李副理事長文華、蔡總幹事明志、蔡副主任文

卿亦應邀出席參加。 

 

10、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10月 24日，假台南市台南

公園（公園路旁）舉辦 99 年度捐血活動暨成立十週

年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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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台南縣青溪協會、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99 年 11 月 6

日，假情定大飯店，召開大台南市青溪協會籌備會

議。本會黃副秘書長進丁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

加。 

 

12、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99年 12月 19日假富霖餐廳召開

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余理事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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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理事瑞松、高雄市蘇理事長添亦、

蔡總幹事明志亦應邀出席參加。 

 

13、高雄縣青溪協會於 99年 12月 19日，假小原活海產

餐廳會議室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後

備義務役幹部參訪活動。本會莊副秘書長文忠由陳

副主任陪同代表林理事長建榮出席參加。 

 

14、屏東縣青溪社會服務協訂會於 99年 12月 23日，假

桃山會議廳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

會孫常務監事金城由蔡副主任文卿陪同代表林理事

長建榮出席參加。本會黃理事瑞松、高雄市蘇理事

長進天、蔡總幹事明志亦應邀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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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0 日，假馬公市龍星

餐廳，召開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台東縣青溪協會於 99 年 11 月 18 日，假成功鎮公所

會議室，召開第四屆第七次理監暨顧問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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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金門縣青溪協會於 99 年 12 月 18 日假金門縣後備服

務中心會議室召開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理

監事改選會議。本會蔡副理事長玉泉代表林理事長建

榮出席，並致贈 5000元加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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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東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訂於 99 年 12 月 30 日，假

台東縣卑南鄉東興村東園三街 123號，召開第四屆第

八次理監事暨顧問會議。 

 

陸、討論事項： 
一、 案由：請討論修改本會章程第四章組織及職權：第十四條、第 

十六條案部分文字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本會第六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修訂，第四章組織及職 

權：第十四條為：本會理事會置理事三十五人，第十 

六條為：本會監事會置監事十一人。候補理、監事 

名額取消。 
2、上述決議案本會呈報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備，指示乃 

頇作部分文字修正。 
 
辦法：1、文字修正如畫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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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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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人，再由理事尌常務理事

中選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三人。理事長對內綜理督

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

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

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

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

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理事長、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

月內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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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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常務監事互選一人

為監事會召集人。監事會召

集人，監察日常會務，並擔

任監事會主席。監事會主席

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

定常務監事一人代理之，未

能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

事互選一人代理之。監事會

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

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2、通過後併前案送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決議： 
 

二、案由：請審核 99年度青溪楷模人事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依據依本會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會通過之實施要點辦理 

，請各縣市青溪協會依會員人數比例薦報若干青溪楷模

名額。 

 

辦法：各縣市協會計薦報彭增財等 28員，於會員代表大會頒獎。 

中華民國青溪協會 99年度「青溪楷模」名冊詳如附件三 

P32-P34，請審核。 

 

決議： 

 

三、案由：請討論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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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本會理監事及會務人員輔導縣市青溪協會暨年度執(推) 

行會務活動、部落格建置、管理表現績優單位、個人，

循例給予精神上獎勵，於會員代表大會頒獎。 

辦法：1、輔導縣市協會績優理監事： 

參與分配輔導責任區縣市協會各項會議及活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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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泉、盧長樹、余明春、柳志強、吳瑞興、孫金城。 

2、執行會務、活動績優縣市協會： 

區分北、中、南、東(含外島)地區，每地區活動次數

最多縣市協會各取前二名，東部、外島地區取前一名： 

北區：新竹市青溪協會( 9次) 

新竹縣青溪協會( 7次) 

中區：嘉義縣青溪協會( 6次) 

南投縣青溪協會( 5次) 

南區：台南市青溪協會( 7次) 

高雄縣青溪協會( 5次)  

東區及外島：台東縣青溪協會( 7次) 

3、新部落格建置、管理績優團體： 

區分北、中、南、東(含外島)地區，每地區上載資料

次數最多縣市協會各取前二名。 

桃園縣青溪協會、新竹市青溪協會 

苗栗縣青溪協會、嘉義縣青溪協會 

高雄縣青溪協會、台南市青溪協會 

澎湖縣青溪協會、台東縣青溪協會 

4、推行會務活動績優人員(地區辦公室、秘書處)： 

地區辦公室輔導、參與縣市協會活動、會議次數最多

人員；本會秘書處人員以推行本會會務及協助縣市協

會會務整體表現四組選兩組。 

地區辦公室：主  任：莊文忠、黃進丁 

副主任：陳明勝、王家渭、蔡文卿 

秘  書  處：服務組：許吉和、會務組：張福勝 

5、執行年度重點工作績優人員: 

指導顧問：林國棟、宋國煥、鍾必村 

何復明、周南強 

李宗文學長 

6、以上資料統計詳如附件九、十 P41-P46。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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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請審核本會 99年工作報告、財務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 

表、資產負債表案。 
提案單位：本會監事會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 28 條辦理。 

辦法：1、工作報告詳如附件二 P28-P32 

財務收支決算表詳如 附件四 P35 

現金出納表詳如附件五 P36 

資產負債表詳附件六 P37 

2、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送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決議： 

 

五、案由：本會 99年財產目錄、工作人員待遇表、基金收支表報 

告案。 
提案單位：本會監事會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 28 條辦理。 

 

辦法：1、本會所有人員均為義務職，辦公處所及會計法所稱財 

產均由幹部無償提供使用，亦無工作人員待遇問題，

故無工作人員待遇表及財產目錄。 

2、準備基金收支：本協會歷年均入不敷出(收入均靠理 

監事認捐)，所有會務人員均義務職，無退職、退休

金問題，待有結餘時再依法提列。(本會第五屆第五

次理監事議決議 )。本屆因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100.02.26 召開)各項收、支經費尚未結算，待精算

結果，在六屆二次理監事會會議再行提案討論。 

3、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送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決議： 

 

六、案由：請審核本會 100年度工作計畫、財務收支預算案。 
提案單位：本會監事會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 28 條辦理。 

 

辦法：1、100 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七 P38-P39 

100 年度財務收支預算表如詳如附件八 P40 

2、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送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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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由：請審核本會第六屆理監事選舉選務工作人員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六屆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 

選舉。 

(一)選舉理事 35位(會員代表選出) 

(二)選舉常務理事 11位(35理事互選 11位常務理 

事) 

(三)選舉理事長 1位(35位理事尌 11位常務理事中 

選舉 1 位為理事長) 

(四)選舉副理事長 3位(35位理事尌 10位常務理事 

中選舉 3位為副理事長) 

2、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六屆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會 

召集人選舉。 

(一)選舉監事 11位(會員代表選出) 

(二)選舉常務監事 3位(11監事位選舉 3位常務監 

事) 

(三)選舉監事會召集人 1位(3位常務監事，選舉 1 

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辦法：1、理事選務工作人員為 

監票人：黃進丁、林照慶。 

發票人：李連修。 

唱票人：李淬鋒。  

計票人：蔡文卿。 

2、監事選務工作人員為 

監票人：馬重五、莊文忠。 

發票人：陳銘堂、馬嘉鴻。 

唱票人：王家渭。 

計票人：陳明勝。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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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案由：修訂本會地區辦事處組織簡則第三條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本會地區辦事處組織簡則第三條原設北、中、南、 

東四處辦事處，為加強服務外島縣市協會，擬增設外 

島辦事處。 

2、增設後服務縣市重新調整 

 

辦法：1、修訂前後條文對照如下表： 
條文 修改前 修改後 

第三條 

辦事處處所轄地區： 

(一)北部地區辦事處：宜蘭  

縣、基隆市、台北縣、台北

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

市、連江縣。 

(二)中部地區辦事處：苗栗

縣、台中縣、台中市、南投

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

縣、嘉義市。 

(三)南部地區辦事處：台南

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

市、屏東縣、澎湖縣、金門

縣。 

(四)東部地區辦事處：花蓮

縣、台東縣。 

辦事處處所轄地區： 

(一)北部地區辦事處：宜蘭

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

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

市。 

(二)中部地區辦事處：苗栗

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

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

市。 

(三)南部地區辦事處：台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 

(四)東部地區辦事處：花蓮

縣、台東縣。 

(五)外島地區辦事處：澎湖

縣、金門縣、連江縣。 

2、理監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 

 

柒、臨時動議 
案由：支持國家政策，肯定陸一特弟兄貢獻，駁斥不實荒謬言 

論，導正社會視聽。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1、近期由於立法院蔡同榮委員所提出的「陸一特補償 

案」，引發社會各界爭議及朝野對立。 

2、國防部當年係依兵役法第 38條及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規定，辦理「陸軍第一特種兵臨時召集」，陳報行 

政院核定，依法有據。 

3、民國五十六年間，由於時代背景特殊，導致兵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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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戰力遽降，政府依法辦理陸軍第一特種兵臨時召 

集，因為有「陸一特」夥伴們奉獻投入，台灣才能有 

現在繁榮盛景。 

4、有人為了一己之私，以似是而非的講法欺騙少數善 

良無知的陸一特弟兄，作為其政治鬥爭之工具，製

造對立，已達成其騙取選票之目的。 

辦法：1、籲請全國青溪夥伴共同發揮青溪忠義精神，透過後備 

軍人體系，運用網路、媒體、耳語等各類文宣，委婉 

向社會大眾說明本案利害關係，祈以國家大局為重， 

支持國防施政，拒絕參加 3月 13日總統府前不理性 

的活動，避免落入少數政治人物的圈套，造成社會動 

亂，進而影響國家安定與經濟發展。 

2、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送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決議： 
 

捌、主席結論 
 

玖、散會 
 

拾、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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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工作報告 
 

本會各項會務、活動有賴理監事會及各縣市協會全力支援協助，各組

方能運作順利。謹將一年內各項會務工作推動情形，報告如下： 

一、會務組工作： 

(一)、本會會員代表及各縣市會員人數：至 100年 1 月 31日止，計

有團體會員 22單位(高雄縣市、台南縣市、台中縣市合併直轄

市)，會員代表 84人，會員 7820人。 

 

（二）、目前編制理事長 1人、副理事長 3 人、常務理事 5人、理事 18

人、監事會召集人 1人、常務監事 2人、監事 6人、秘書長 1

人、副秘書長(兼地區辦公室主任)4 人、地區辦公室副主任 10

人、組長 4 人、秘書 6 人。自第六屆理監事會後修改編制理事

長 1人、副理事長 3人、常務理事 7人、理事 24人，監事會

召集人 1人、常務監事 2人、監事 8人、秘書長 1人、副秘書

長(兼地區辦公室主任)5 人、地區辦公室副主任 11人、組長 4

人、秘書 8 人。 

 

（三）、定期召開會議：總計全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暨縣市理事長、總幹事聯席會議計三次，分別假台北市、

高雄市舉行，除研討相關業務外，依例聽取承辦縣市會務工作

簡報，除研討相關業務外，並安排參訪相關活動。99年逢成立十

周年，安排總統府參訪活動與總統接見行程。 

 

（四）、出席各縣市各項會議、活動：本會人力有限，幸賴理監事們協

助、熱心指導參與各縣市協會所舉辦之理監事會議、會員大

會、公益活動、參訪活動等，協助總會聯繫了解各縣市協會會

務狀況，及增進會員間彼此觀摩學習機會，本會計參與北部地

區縣市協會會議、活動 37場次(台北市 7次、臺北縣 2次、基

隆市 4次、宜蘭縣 3次、桃園縣 5 次、新竹縣 7次、新竹市 9

次)，中部地區縣市協會會議、活動 20場次(苗栗縣 3次、臺

中縣 2次、台中市 2次、南投縣 5 次、雲林縣 2次、嘉義縣 6

次)，南部地區縣市協會會議、活動 23場次(台南市 7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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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縣 3次、高雄縣 5次、高雄市 4 次、屏東縣 4次、)，東部

及外島地區縣市協會會議、活動 13 場次(臺東縣 7次、澎湖縣

4次、金門縣 2次)共計 93場次。 

 

(五)、年度重點工作成果如下： 

1、成立永久性辦公室：各縣市協會協助轄內輔導中心成立 19 

個永久辦公室。 

2、成立鄉鎮市區青溪協會：各縣市協會協助轄區鄉鎮市區成

立 36鄉鎮市區青溪協會。 

 

(六)、全國 25縣市協會均已成立部落格、聯繫用 e-mail。總會及各

縣市協會部落格已相互連結，資料更新能更迅速傳達及取得。

自 100年 2 月 6日止，本會及各協會部落格內容共發表有關會務

及活動文章 675篇，照片 21,935張(本會文章 48篇，照片 2,220

張，北部地區文章 132篇，照片 3,417張，中部地區文章 109篇，

照片 6,863張，南部地區文章 316篇，照片 7,761張，東部及外島

地區文章 70篇，照片 1,674張)可提供需求單位自行上網下載。 

 

二、活動組工作： 

(一)、賡續辦理青溪楷模：99 年度青溪楷模業經各縣市協會推薦產生 

計有彭增財等 28位學長榮獲此項殊榮。青溪楷模為本會最高榮 

譽，請各縣市協會秉持每人ㄧ生只能請領ㄧ次之原則報獎，切 

勿重複，讓更多人有機會獲獎。另於報優良事蹟時應以在協會 

表現為主。 

 

(二)、本會於 3月 30日假台北市衡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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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部地區辦公室所轄各縣市青溪協會在各縣市召開各項會議 

時，都能邀請南部其他縣市理事長、總幹事出席參加，藉此不 

但增加彼此情誼，更因此讓各協會有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這 

項構想已擴及全國各地區學習仿效。 



- 25 - 

(四)、本會於 8月 20日假台北市天成飯店，召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並安排總統府參訪活動與總統接見行程，當日夜間

假天成飯店舉辦青溪成立十周年慶祝晚會。 

 

(五)、本會指導顧問團總團長金恩慶上將，榮任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

委。 

 

(六)、99 年度本會各項活動計十九場次。 

 

三、服務組工作： 

(一)、以本會名義派員關心或以適當的方式（如致贈賀儀、紀念品、喜

帳、輓聯等）表達組織的關懷，共計 8件，金額達 27,300 元。 

 

(二)、本會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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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費 16,8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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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及各項標準，經部份學長

實際体認後均表示有實際價值，值得推薦。 

 

(三)、為求公平貣見，並以建立團結合諧之協會為目標。本會服務的 

對象以本屆理監事會及所有本會及各縣市協會之理事長、總幹

事之學長為主。以前曾任本會理監事與各縣市協會理事長、總

幹事，得依本會第四屆理監事會議決議，自行申請為本會名譽

理事，盡義務享受本會應有之權益。 

 

四、總務組工作： 

(一)、本會製作各項財務收支報表均依內政部人民團體財務處理規定 

辦理詳如監事會報告。 

 

(二)、本會全體理監事、名譽理事、顧問、縣市協會理事長、總幹事、

秘書處人員婚、喪、喜、慶慰助年度供計 8 件，金額 27,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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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本年度內共補助縣市協會辦理大型活動 16 場次，金額

80,000元。 

 

(四)、本會依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議決議：本會資金來源均靠董監事

認捐，每屆認捐一次運用兩年，自本屆貣每屆年度終了決算

後，如有結餘依法提列準備基金。 

 

檢討與展望 

時光荏冉，本會成立至今已進第十一年 (第六屆)，各組戮力稟持積極

負責精神，按部尌班，不斷反省檢討優缺項目，以更詳盡的規劃、籌備，

執行各項會務工作，各地區辦公室全力配合聯繫各縣市協會，團結、凝聚

各協會的向心力，奠定組織發展成功之基石。 

為了讓青溪得以永續經營，協助各輔導中心尋找建立固定的辦公處 

所，加速成立鄉鎮市區青溪協會，建立社團化的基層組織，是我們刻不容

緩的工作。 

未來，除竭力承襲過去已奠定的基礎，緊密結合本會力量，如何運用 

有限人力、物力，突破籌募經費瓶頸及廣泛吸收、號召新成員踴躍參加協

會，使組織能朝更龐大、完整的架構邁進，將是本會與全國各縣市協會今

後彼此共勉與努力的目標。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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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 100 年度工作計畫 
 

區
分 

項
次 

工項作目 實施要點 實施日期 
協辦
單位 

會 
 
 
 
 
 
 
 
 
 

務 

一 

召開會議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乙次，並辦理理
監事改選工作。 

每年12月份  

二 
理、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乙次，
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 

每年1、4、7、
10月份召開 

 

三 召開指導顧問團顧問會議。 視需要辦理  

四 

發展 
組織功能 

召開各縣市協會理事長及總幹事工
作座談。 

視需要辦理 
各縣市 
協會 

五 
協助各縣市協會及鄉鎮市區協會」
辦理後備軍人四大工作。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六 辦理會務工作評量。 9月底前完成 
各縣市 
協會 

七  
加強本會會務人員編組，落實分
工，建立永續經營團隊。 3月底前完成  

八 
建立 

會籍資料 清查會員代表會籍資料。 10月底前完成 
各縣市 
協會 

九 
協助後備事務 
宣傳工作 協助辦理宣傳及各項支援工作。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十 充實網站 
充實本會專屬網站提供相關資訊，
同時協助各級協會更新部落格，提
供會員上網查詢及交流。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活 

一 策辦聯誼活動 

策辦國內、外旅遊及參訪軍、經建
設活動。 
舉辦康樂聯誼活動及學術、健康講
座等。 
規畫攀登玉山活動 
 

配合理監事會 
辦理 
 
 
第二季 

 

各縣市 
協會 
 
嘉義縣 
協會 
 

二 
籌辦全國性 
公益活動 

賡續規劃全國各縣市協會辦理大型
社會公益活動，擴大青溪人社會影
響力。(以捐血或環保活動為主) 

11月底前完成 
各縣市 
協會 

 
 

 
 
 
 
 
 
 
 
 

動 

三 
協助推廣全

民國防教育 

軍事基地、國防建設、成功嶺夏

令營參訪活動。 
重點工作 

各縣市 

協會 

四 落實聯繫訪問 

協助各鄉鎮市區協會對青溪幹部實
施經常性聯繫訪問，以溝通意見，
建立情誼、爭取向心，團結青溪力
量，另配合參與地方組織、社團等
各類型會議、活動，落實橫向連繫
。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五 
自發性 
聯誼活動 

協助各鄉鎮市區協會配合慶典節日
辦理自發性聯誼，建立情感，擴大
青溪協會影響力。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六 發展協會組織 
健全組織，擴大吸收老、中、青三
代青溪幹部參加鄉鎮市區協會，以
發揮社團之服務功能。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100 年 1 月 1 日貣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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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協助宣導國

軍人才招募

工作 

青溪夥伴、青溪夫人遍及社會各

階成，加強宣導、發掘人才達成

任務。 

重點工作 各縣市 
協會 

八 青溪楷模表揚 
依照青溪楷模推薦實施要點由各協

會按分配名額薦送總會表揚。 
11月底前 

各縣市 
協會 

服 

一 急難慰助 

爭取恢復急難慰助經費，主動發掘

轄區內頇幫助之後備軍人，協助輔

導中心轉介相關單位申請慰助，以

凝聚向心。 

重點工作 
各鄉鎮
市區協
會 

二 喜喪祝慰 
協助轄區後備軍人及其眷屬喜喪事

件之祝賀與慰問。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三 
協助申辦後備
軍人獎學金 

主動發掘努力向學後備軍人（子女）

推薦各縣市後備指揮部辦理獎助事

宜，並協助籌募基金，擴大獎助成

效。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務 
 
 

四 
新兵事故 

協處 

主動配合、即時協調；事故人、

輔導中心、縣市指揮部等等，以

便迅速解決問題。 

重點工作 
各縣市 
協會 

五 醫療服務 

透過轄區會員開設之醫院，提供後

備軍人、會員各項醫療優惠措施，

以擴大醫療服務。 

經常辦理 
各縣市 
協會 

六 
徵求會員特約 
廠商優惠會員 

建立會員專屬網站、提供各縣市會

員關係廠商，推薦特約優惠，以造

福會員。 

經常辦理 
各鄉鎮
市區協
會 

總 
 
 
 
 

務 

一 
充實 

辦公處所設施 

協助各輔導中心向地方政府爭取

永久辦公室。添置辦公處所必需之

用品。協助爭取輔導中心辦公

費，秘書工作補助費爭取恢復急

難慰助經費。 

重點工作 
各縣市 
協會 

二 
財物管理 

建立財務處理流程及各項帳冊憑證。 經常辦理  

三 各項經費之運用與結報。 經常辦理  

五 文書處理 資料整理與存檔、公文發放。 經常辦理  

六 印信保管 所有印章之保管使用。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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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暨各縣市協會部落格運用狀況分析表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縣市協會 發表文章 發表照片 更新日期 縣市協會 發表文章 發表照片 更新日期 

宜蘭縣 4 0 981112 苗栗縣 52 5649 1000125 

基隆市 18 77 1000128 台中縣 3 0 990821 

台北縣 0 35 1000108 台中市 1 0 9809028 

台北市 1 20 981225 南投縣 1 20 981111 

桃園縣 24 2300 991203 彰化縣 1 0 980929 

新竹市 83 985 1000201 雲林縣 3 52 991005 

新竹縣 2 0 981112 嘉義縣 47 1142 991129 

    嘉義市 1 0 980929 

南部地區 東部、外島地區 

縣市協會 發表文章 發表照片 更新日期 縣市協會 發表文章 發表照片 更新日期 

台南縣 1 0 980929 花蓮縣 0 0 980930 

台南市 42 1381 1000106 台東縣 17 560 1000206 

高雄縣 174 5387 1000131 連江縣 3 0 980930 

高雄市 84 922 1000122 澎湖縣 46 1045 1000114 

屏東縣 15 71 991227 金門縣 4 69 980520 

 
資料截止日 100.02.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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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暨各縣市協會活動狀況分析表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縣市名稱 會議次數 活動次數 合計 縣市名稱 會議次數 活動次數 合計 

基隆市 2 2 4 苗栗縣 2 1 3 

宜蘭縣 3 --- 3 台中縣 1 1 2 

台北市 6 1 7 南投縣 4 1 5 

台北縣 2 --- 2 雲林縣 2 0 2 

桃園縣 4 1 5 嘉義縣 4 2 6 

新竹縣 5 2 7 彰化縣 --- --- --- 

新竹市 5 4 9 台中市 1 1 2 

    嘉義市 --- --- --- 

南部地區 東部、外島地區 

縣市名稱 會議次數 活動次數 合計 縣市名稱 會議次數 活動次數 合計 

台南市 4 3 7 花蓮縣 --- --- --- 

台南縣 3 --- 3 台東縣 5 2 7 

高雄市 3 1 4 澎湖縣 4 --- 4 

高雄縣 5 --- 5 連江縣 --- --- --- 

屏東縣 4 --- 4 金門縣 1 1 2 

縣市名稱 會議次數 活動次數 合計 

會本部 4 19 23 

註：資料時間：990101—9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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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輔導縣市協會活動理監事出席分析表 
理監事 

姓名 

輔導區 

次數 

理監事 

姓名 

輔導區 

次數 

理監事 

姓名 

輔導區 

次數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洪淳逸 1 胡明煥 1 余明春 4 

許著純 2 游國書 1 黃瑞松 1 

蔡玉泉 
2+1(東

部、外島) 
蔡政龍 1 鄭雙銓 1 

林晉章 1 曾憲國 2 吳瑞興 3 

陳錫洋 1 盧長樹 4 柳志強 4 

洪坤地 1   孫金城 3 

 

註：一、資料時間：990101—991231 

二、出席非輔導區不以記入 

 

中華民國青溪協會地區辦公室推行會務活動出席分析表 
職稱 

姓名 

連絡區 

次數 

職稱 

姓名 

連絡區 

次數 

職稱 

姓名 

連絡區 

次數 

職稱 

姓名 

連絡區 

次數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外島地區 

主任 

馬重五 
12/37 

主任 

莊文忠 
12/18 

主任 

黃進丁 
16/23 

主任 

林照慶 
4/13 

副主任 

李瑞漢 
1/9 

副主任 

劉增坤 
2/5 

副主任 

李淬鋒 
7/10 

副主任 

李連修 
4/7 

副主任 

馬嘉鴻 
4/7 

副主任 

王家渭 
5/5 

副主任 

蔡文卿 
10/13   

副主任 

陳銘堂 
6/21 

副主任 

陳明勝 
7/8     

註：一、資料時間：990101—991231 

二、出席非連絡區不以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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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 99年度重點工作成果統計表 
 

成 立 永 久 性 辦 公 室 

縣市名稱 數量 備註 

北部地區 

宜蘭縣 4 羅東鎮、蘇澳鎮、三星鄉、頭城鎮 

台北市 7 文山、中山、內湖、大同、中正、萬華、北投等區。 

新竹縣 1 竹東鎮。 

新竹市 4 新竹市、東、北、香山等區(聯合辦公室) 

南部地區 

高雄市 1 三民區 

東部、外島地區 

花蓮縣 1 花蓮市 

連江縣 1 連江縣 

 

總計 19  

 

註：一、資料時間：9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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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 99年度重點工作成果統計表 
 

成 立 鄉 鎮 市 區 青 溪 協 會 

縣市名稱 數量 備註 

北部地區 

台北市 12 
中正、大同、中山、松山、大安、萬華、信義、士林 

北投、內湖、南港、文山等區青溪協會 

新北市 12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新莊、盧洲、泰山、三芝 

石門、萬里、瑞芳、新店等區青溪協會 

中部地區 

苗栗縣 2 竹南鎮、造橋鄉 

台中縣 8 
大雅、沙鹿、龍井、烏日、神岡、豐原、潭子、霧峰 

等區青溪協會 

南部地區 

高雄市 1 新興區 

東部、外島地區 

花蓮縣 1 花蓮市 

 

總計 36  

註：一、資料時間：99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