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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序表 

日期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1 0 月 1 日 ( 星 期 六 ) 

地點 
杉 林 溪 大 飯 店 會 議 室 

南 投 縣 竹 山 鎮 大 鞍 里 溪 山 路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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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組 

壹 理 事 長 致 詞 17：00～17：05 5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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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17：15 5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肆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7：15～17：25 10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伍 會 務 工 作 報 告 17：25～17：35 10 陳 秘 書 長世 明 

陸 討 論 事 項 17：35～17：45 10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柒 臨 時 動 議 17：45～17：55 10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捌 主 席 結 論 17：55～18：00 5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玖 散 會 18：00～  
 

拾 聯 誼 餐 敘 18：00～21：00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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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青 溪 協 會 

第六屆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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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案由：請討論本會理監事如何加強對各縣市協會輔導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各縣市協會會議、活動均照辦法邀請輔導理監事參 

與。 

 

二、案由：請討論本會理監事如何協助輔導，該縣市所轄之鄉鎮市 

區協會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會理監事均主動協助輔導該縣市所轄之鄉鎮市區 

協會創設、活動或會議。 

 

三、案由：擬邀請縣市協會相關人員，列席參加本會各項會議與活 

動以提升各縣市理監事會功能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自 9月 18日起青溪全國後援總會成立及本次理監 

事會均發函邀請縣事協會常務監事參與活動。 

 

四、案由：請討論提撥準備基金案 

決議：照案通過，提撥金額為 87,500元，由總務組在往來銀 

行開列專戶存儲。 

執行情形：於 10月份依規定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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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由：請研討成立青溪全國援災總部案 

決議：原則上通過，是否具體可行則授權秘書處與國防部及相 

關單位協商後辦理。 

執行情形：加速探討,準備辦理。 

 

六、臨時動議 

案由：為推動全民國防、維護國家安全，國防部後備司令部位 

階應保持現況，不宜、不能裁撤或併入其他單位轄下。 

提案人：常務理事 呂學樟 

決議：請本會所有具立法委員身分之學長全力爭取，請各縣市 

協會及所有理監事，發動轄區內或認識之立法委員全力

支持。 

執行情形：全力配合。 

 

(二)第六屆第一次全國總幹事聯席會議討論案決、建議報告： 
 

一、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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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議)。 

決議：1.所有鄉、鎮、市、區青溪協會請於 100年 11月底前 

完成設立。 

2.有關資料請參考本次會議所發資料，或電洽本會會 

務組。 

執行情形：成立所需相關文件及表格均放置在本會網站上供下 

載使用，本會會務組隨時支援。 

 

二、 案由：如何協助各輔導中心向地方政府爭取永久辦公室(第五 

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議案)。 

決議：1、請各縣市青溪協會持續協助輔導中心辦理。 

2、有關申請公文範例請參考本次會議會議資料附件， 

或電洽本會會務組。 

執行情形：如有任何疑問，本會會務組隨時支援。 

 

三、案由：如何落實展青溪動員力。 

決議：利用適當時機，以區域聯防之作戰方式，在各自轄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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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整合各項可用資源，伺機展現青溪動員能力。 

執行情形：9月 18日青溪全國後援總會成立以，確立落實青溪

動員力。 

 

四、 案由：請研討由本會聘請曾任後備司令部或縣市指揮部卸任之 

長官擔任各縣市協會指導委員。 

建議：送下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後遴選適當人員擔任各縣市協 

會指導委員。 

執行情形：列入本會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討論案。 

 

五、案由：請研討如何成立青溪全國援災總部案 

決議：加速探討、準備辦理。 

執行情形：建議將此案訂為本會應努力達成之目標，待各鄉鎮  

市區青溪協會組織完成後加速辦理。 

 

伍、會務工作報告：(100.05.01-100.10.01) 
 

一、會務組：(會務組組長：張福勝) 

(一)、9月 18日青溪全國後援總會成立各縣市協會報到人數共 

計 646員(不含本會理監事及會務人員)。詳細如下： 

宜蘭縣 38員、基隆市 37員、台北市 40員、新北市 40員 

桃園縣 38員、新竹縣 37員、新竹市 40員、苗栗縣 40員 

台中市 40員、南投縣 40員、彰化縣 36員、雲林縣 30員 

嘉義縣 35員、嘉義市 30員、台南市 36員、高雄市 36員 

屏東縣 33員、花蓮縣 3員、台東縣 5員、澎湖縣 4員 

金門縣 4員、連江縣 4員 

 

二、活動組：(活動組組長：林精一) 

(一)、為加強服務各縣市協會，本組秘書分工如下:江龍昌-北

部、東部及外島地區。蔡明志-中部及南部地區。 

 

(二)、各縣市協會總幹事請協助掌握轄區內本會理監事、及各

該縣市理事長及常務監事等人出席活動之動態，讓本會各

項活動皆能辦的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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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使本會各項活動資訊皆能有效及快速的傳到所有學長 

手中，煩請與會所有學長都能將您的 E-mail信箱告訴各 

縣市總幹事，本組秘書將請各地區辦公室協助彙整。(不 

使用電腦之學長，煩請和您的兒孫溝通，讓他們代收代

轉)。 

 

三、服務組：(服務組組長：許吉和) 

(一)、為加強服務各縣市協會，本組秘書分工如下:林政毅-北

部、東部及外島地區。梁俊國-中部及南部地區。 

 

(二)、本組發放各項物品，為求正確有效，一律以地區團體為

主，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四、總務組：(總務組組長：胡明煥) 

(一)、99年度依法提撥基金金額為 87,500元，本組將於 10月 

份依規定提存。 

 

(二)、為使會務能順利運作，煩請各位理監事捐款盡快繳交。 

上屆還未繳交完成者亦請快繳，請地區辦公室協助辦理。 

 

(三)、有關本期收支及各項費用明細，請參閱附件一 P18-P24。 

 

五、公關組: (公關組組長：劉增坤) 

(一)、有關本會各項活動之相片，在每次活動後，煩請上本會

網站公關組部落格下載。 

 

(二)、各縣市協會的活動相片，請上傳至該協會部落格以供其

他縣市觀摩參考。 

 

(三)、本組部落格自 9月 21日止共上傳照片 631張，閱覽人數

累積 2,819人次。 

 

六、秘書處綜合報告： 

(一)、本會何指導顧問復明的父親仙逝，於民國 100年 5月 1 

日，假第二殯儀館(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330號)舉行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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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本會金指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林監事會召集人 

晉章、陳秘書長世明、林組長精一、張組長福勝、林秘 

書政毅、台北市陳理事長朝南、韓總幹事長發...等代表 

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致贈奠儀 3,100元。並由林監 

事會召集人晉章擔任主祭。 

 

(二)、本會彭理事增財於 100年 5月 19日，假基隆市北都大飯 

店舉行基隆市客家同鄉會理事長交接典禮。本會林常務

理事清柏、曾副秘書長廷泉、林副主任福來代表徐理事

長耀昌出席參加，並由林務理事清柏代表本會致贈獎牌

一面。 

 

(三)、本會於 100年 5月 24 日，假天成飯店，召開第六屆第二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本會潘副主任進忠於 100年 7月 24日因病住院。本會林 

副秘書長照慶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前往慰問並致贈水果禮

盒。 

 

(五)、本會趙監事秋蒝的母親仙逝，於 100年 7月 29日，假桃 

園市立殯儀館天德廳舉行公祭儀式。本會曾副秘書長廷

泉擔任主祭率桃園縣邱理事長奕棋、陳總幹事憲卿、陳

副主任銘堂，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六) 、本會於 100年 8月 13、14日，假南投縣舉辦第六屆第 

一次會務人員暨各縣市總幹事工作研討會。 

 

(七)、本會總務組徐秘書連斌的父親仙逝，於民國 100年 8月 

14日，假喪宅舉行公祭儀式。本會徐理事長耀昌擔任主

祭，有苗栗縣游理事長國書、陳秘書長世明、翁理事麗

雄、劉公關組組長增坤等出席參加。 

 

(八)、本會陳理事正忠的祖母仙逝，於民國 100年 8月 29日， 

假喪宅舉行公祭儀式。本會由陳副理事長堂擔任主祭，

有陳秘書長世明、莊副秘書長文忠、桃園縣邱理事長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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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陳總幹事憲卿、雲林縣廖理事長芳寬、沈總幹事仲

鈞、嘉義縣曾理事長憲國、李總幹事宗霖等..代表徐理

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致贈奠儀 3,100元。 

 

(九)、本會於民國 100年 9月 18日，假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全 

國青溪後援總會】成立大會。 

 

(十)、本會訂於 100年 10月 1日，假南投縣鹿谷鄉公所會議室， 

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七、地區辦公室報告： 

(一)、北部地區：曾副秘書長廷泉 

1、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1日，假新竹市金山里 

集福宮(新子市金山十一街 11-1號)協辦母親節感恩

活動。本會呂常務理事學章、新竹市鄭總幹事滄德代

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2、新北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14日，假晶華亭宴會 

議廳召開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林北部地

區指導顧問國棟、陳秘書長世明由區副主任明德陪同

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3、桃園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21、22 日舉辦 100年 

全民國防宣導暨經建參訪活動。 

 

4、宜蘭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22日，假宜蘭縣議會 

簡報室，召開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林常

務理事事清柏、陳秘書長世明、曾副秘書長廷泉、林

副主任福來，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由林常

務理事清柏代表本會致贈加菜金 5000元整。 

 

5、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22日，假新竹市後備 

軍人服務中心協辦慶祝端午節-香粽情、送愛心活動。 

 

6、台北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27日，假一郎日式料 



- 9 - 

理餐廳，召開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鍾指導

顧問必村、宋指導顧問國煥、洪監事銘河、曾副秘書

長廷泉由區副主任明德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

參加。林監事會召集人晉章、謝理事鴻基、王理事秋

土亦應邀出席參加。 

 

7、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6月 11日舉辦 100年度踏 

青自強活動一日遊。本會陳副主任銘堂代表徐理事長

耀昌出席參加。 

 

8、基隆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6月 17日，假 727鑫魚台 

餐廳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周常務

監事政雄、張理事長通榮、彭理事增財、馬副秘書長

重五由林副主任福來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

加。 

 

9、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6月 19日協辦新竹後備指 

揮部東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100年度夏季淨山環保活

動。 

 

10、新竹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6月 19日協辦後憲捐血日 

活動。 

 

11、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6月 29日，假華麗雅緻餐廳 

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2、新竹縣青溪協會蕭總幹事雲浪的岳母仙逝，於民國 100 

年 8月 10日，假喪宅舉行公祭儀式。本會曾副秘書長

廷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13、新竹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8月 12日，假嘉興樓召開第 

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4、台北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8月 27日假苗栗縣舉辦全國 

國防宣導暨政令宣導聯誼活動。本會徐耀理事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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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理事長玉泉、林監事會召集人晉章、詹常務理事

鈴權、苗栗縣游理事長國書、陳秘書長世明、曾副秘

書長廷泉、總務組徐秘書連斌...等出席參加。 

 

15、新竹縣青溪協會於 100 年 9月 3、4、5 日協辦三山國 

王廟列位尊神出巡繞境聖典科儀大法會系列活動。 

16、新竹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4日，假華麗雅緻餐廳 

召開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曾廷泉副秘

書長由陳副主任銘堂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

加。 

 

17、基隆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0日，假基隆市仁愛區 

成功一路 133巷 5號，成立馬、吳後援會。本會周常

務監事政雄、張理事通榮、彭理事增財、曾副秘書長

廷泉、馬副秘書長重五由林副主任福來陪同代表徐理

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18、宜蘭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0日，假宜蘭縣議會三 

樓會議室，召開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

林榮譽理事長建榮、林常務監事清柏、郭監事滄澤、

曾副秘書長廷泉由林副主任福來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

昌出席參加。 

 

19、宜蘭縣青溪協會於 100 年 9月 18日舉辦自強活動。 

 

20、桃園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8日，假桃園大飯店二 

樓龍鳳廳召開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中部地區：莊副祕書長文忠 

1、雲林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6日假五福園餐廳，召 

開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莊副秘書長文

忠由陳副主任明勝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2、嘉義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21日，假小原餐廳， 

召開第 6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陳秘書長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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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莊副秘書長文忠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雲 

林廖理事長芳寬、沈總幹事仲鈞、桃園邱理事長奕 

棋、陳總幹事憲卿亦應邀出席參加。 

3、嘉義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21日，假嘉義市東園 

軒餐廳，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本會陳秘書長 

世明、莊副秘書長文忠、嘉義縣曾理事長憲國由陳副 

主任明勝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致贈加 

菜金 5000元整。 

 

4、苗栗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6月 18，假國揚餐廳三樓聯 

誼中心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六屆第一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本會徐理事長耀昌、陳秘書長世明由 

林副主任柏鐺陪同出席參加。曾副秘書長廷泉亦應邀 

出席參加。 

 

5、雲林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7月 23、24日假台東縣舉 

辦二天一夜自強活動。本會李理事泓儀、陳理事正忠、 

林副秘書長照慶、莊副秘書長文忠、李副主任連修、 

陳副主任明勝、台東縣陳理事長建閣嘉義縣曾理事長 

憲國、李總幹事宗霖...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 

加。 

 

6、嘉義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7月 23、24日假台東縣召 

開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會員聯誼自強活 

動。本會李理事泓儀、陳理事正忠、林副秘書長照慶、 

莊副秘書長文忠、李副主任連修、陳副主任明勝、台 

東縣陳理事長建閣、雲林縣廖理事長芳寬、沈總幹事 

仲鈞...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7、嘉義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8月 20日，假嘉義市滿福 

樓海宴餐廳召開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蔡理 

事國雄、莊副秘書長文忠由陳副主任明勝陪同代表徐 

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嘉義縣李總幹事宗霖亦應邀出 

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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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雲林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8月 26日，假鵝肉扁餐廳 

成立「雲林縣青溪馬、吳競選後援會」。本會曾理事 

長憲國、陳秘書長世明、莊副秘書長文忠...等代表 

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9、嘉義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3日，假嘉義縣青溪會 

館舉辦 100年中秋會員聯誼烤肉活動暨成立『馬吳競 

選後援會』。本會莊副秘書長文忠由陳副主任明勝陪 

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10、嘉義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2日，假船老大海鮮 

漁村店舉辦 100年秋節聯誼餐會暨馬吳後援會成立 

大會。本會莊副秘書長文忠由陳副主任明勝陪同代 

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11、南投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7日，假和風山寨餐 

廳，召開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莊副 

秘書長文忠由王副主任家渭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 

出席參加。 

 

12、苗栗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4日假苗栗市縣府路 

國揚餐廳，召開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陳 

秘書長世明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參加。 

 

13、南投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8日舉辦 100年國防 

宣導暨參訪活動。 

 

(三)、南部地區：黃副秘書長進丁 

1、高雄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5月 4日舉辦建國一百年 

全民國防高雄市經濟發展建設參訪活動。本會蔡副 

主任文卿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2、高雄市青溪協會李總幹事炳銓的母親仙逝，於民國 

100年 5月 23日，假第二殯儀館舉行公祭儀式。本 

會金指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李指導顧問海同、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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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世明、高雄市李理事長文華..等代表徐理事 

長耀昌出席參加，並致贈奠儀 3100元整。 

 

3、高雄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6月 11日假寶來溫山莊召 

開第一屆第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4、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7月 30日，假溪南村休閒 

渡假村召開第 1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鄭 

監事雙銓、黃副秘書長進丁由蔡副主任文卿、李副 

主任淬鋒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臧指導 

顧問幼俠、孫副理事長金城、蘇常務監事進添、王 

理事方生、高雄市李理事長文華、蔡活動組秘書明 

志亦應邀出席參加。 

 

5、高雄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8月 21，假高雄市左營區 

蓮潭會館四樓大禮堂，召開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 

議暨 100年父親節模範夫親表揚活動。本會金指導 

顧問總團長恩慶、臧指導顧問幼俠、李指導顧問海 

同、孫副理事長金城、蘇常務監事進添、鄭監事雙 

銓、陳秘書長世明、蔡活動組秘書明志、由蔡副主 

任文卿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6、屏東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8月 27日假和樂餐廳召開 

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成立忠義後援會。 

本會金指導顧問總團長恩慶、孫副理事長金城、黃 

副秘書長進丁由蔡副主任文卿、李副主任淬鋒陪同 

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台南市黃理事長瑞 

松、李總幹事宗祐、高雄市李理事長文華亦應邀出 

席參加。 

 

7、高雄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6日，假香滿樓召開 

高雄市忠義後援會團結自強大會。本會蔡副主任文 

卿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孫副理長事金城、 

張監事振隆、蘇常務監事進添、楊理事振家、活動 

組蔡秘書明志、台南市黃理事長瑞松、李總幹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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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屏東縣鄭理事長雙銓...等應邀出席參加。 

8、台南市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8日舉辦 100年秋季 

旅遊踏青活動。 

 

 (四)、東部地區：林副秘書長照慶 

1、花蓮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4日，假花蓮縣黨部 

二樓召開馬、吳後援會成立大會。本會林副秘書長 

照慶由潘副主任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2、台東縣青溪社會服務協會於民國 100年 8月 29日， 

假小石餐廳召開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 

會林副秘書長照慶由李副主任連修陪同代表徐理事 

長耀昌出席參加。 

 

3、台東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7月 23日參加 2011我在 

台東馬卡巴嗨國際文化觀光季創章踩街嘉年華活 

動。本會李理事泓儀、陳理事正忠、林副秘書長照 

慶、莊副秘書長文忠、李副主任連修、陳副主任明 

勝、台東縣陳理事長建閣、雲林縣廖理事長芳寬、 

沈總幹事仲鈞、嘉義縣曾理事長憲國、李總幹事宗 

霖及嘉義縣理監事、雲林縣理監事...等前往共襄盛 

舉。 

 

(五)、外島地區：馬副秘書長重五 

1、澎湖縣青溪協會於 100年 9月 18日假望安鄉公所圖 

書館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陸、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討論本會擬聘請曾任後備司令部(組長)或縣市指揮部 

(司令、指揮官)等退役長官，每縣市協會一位，擔任本 

會派駐該縣市協會指導委員，協助推展各項會務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本會自97年度起聘請指導顧問，成立指導顧問團，協 

助會務推廣、增加向心，成效顯著。 

辦法：1.本會擬聘請每縣市協會指導委員乙名，原則上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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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聘，協助各縣市協會推展會務。 

2.推薦:由各地區辦公室主動協調各協會自行推薦或 

由指導顧問團遴選居住於該轄區內.退伍且

符合條件，認同本會宗旨，願意熱心投入青

溪會務工作之人員擔任。 

3.完成期限:自即日起接受推薦、遴選，於下次理監事 

會前定案，送交理監事會決議後聘任。 

決議： 

 

二、案由：請討論修正中華民國青溪協會「青溪楷模」實施要點部 

分條文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本會將訂於12月11日(周日)假台北舉行第六屆第二次 

會員代表大會。 

2.在各縣市青溪協會轄下”鄉鎮市區協會”陸續成立 

後，各縣市協會依組織章程所訂，將為各縣市青溪總 

會，所轄各鄉鎮市區之青溪協會應成為其團體會員， 

會員大會與本會相同採會員代表制，爾後縣市青溪協 

會將無所謂之個人會員，原定之「青溪楷模實施要點 

案已不符需求，有修正必要。 

3.現階段屬青黃不接時期，為鼓勵已完成組織再造之鄉

鎮市區協會，應增加新的名額以表獎勵。未完成者仍

維持原狀。 

4.對於協助推展轄區內鄉鎮市區青溪協會成立之縣市青

溪協會，除於會員大會上另案表揚外，也將依其轄區

內各協會之會員總數增加新的名額。 

辦法：1.修正條文如下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一、目的：為表揚各縣市協會優良會務人員暨會員，

以促進會務發展，提升服務績效，制定本

要點。 

二、對象：（一）各協會暨所屬各工作會會務人員（含會 

務工作人員）。 

（二）各協會暨所屬工作會會員。 

三、標準：（一）入會滿一年或擔任會務工作一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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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會務工作有具體績效者。 

（三）品行端正，服務熱心，足為後備軍人之 

表率者。 

（四）最近三年內未受任何行政處分或刑責者 

四、範圍：自前年十二月起至本年十二月止之工作績效

為評審依據。 

五、名額：會員數每五○○人推薦一人（五○○人以

下推薦一人），過半數之零數亦為一人。 

六、程序：（一）各協會依分配名額進行遴選作業。 

（二）被推薦之優良會務人員或會員，請親自

撰寫工作經驗、服務心得或對於會務

之建議與期望等文稿乙篇（請以有格

稿紙書寫一、五○○字為限），連同

推薦表送總會評審。 

七、日期：（一）推薦：當年十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十一月

三十日止（逾期以棄權論）。 

（二）評審：於當年十二月份召開本會理監事

會中進行審核工作。 

（三）表揚：1、於當(翌)年初本會會員代表大

會表揚。 

2、建請各縣市後備指揮部適時公 

開表揚。 

八、獎勵：（一）呈報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頒獎。 

（二）由本會頒發「青溪楷模」獎牌乙幀、紀 

念品一份。 

（三）「青溪楷模」優良事蹟刊登於本會青溪 

網站。 

（四）「青溪楷模」優良事蹟送請相關媒體刊

載，請各新聞媒體予以報導傳揚。 

九、其他：本要點經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五、名額： 

1、縣市協會基本員額 1 位，會員 

人數(鄉鎮市區協會會員人數總 

計)每滿一○○○人推薦一人，過 

半數之零數亦為一人。 

2、鄉鎮市區協會已立案(須有關單 

會立案證書) 基本員額 1 位，會

員數每滿一○○○人推薦一人，

過半數之零數亦為一人。 

 

 

 

 

 

 

 

 

 

 

(三)表揚： 

1、縣市協會當選全國青溪楷模於 

當(翌)年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表

揚。 

2、鄉鎮市區協會當選青溪楷模於當 

(翌)年初縣市青溪協會會員代表 

大會表揚。 

3、獎牌、紀念品均由本會統一製作。 

2.修正後試行一屆，再下屆應依此修正之精神，再行訂定。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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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動議 
 

捌、主席結論 
 

玖、散會 
 

拾、青溪之夜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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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會各組及地區辦公室服務各縣市協會人員分工名單 

各組服

務人員 
地區 執行秘書 副主任 

縣市 

協會 
擔任總會理監事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吳怡慶 

北部 陳銘堂 

林福來 

宜蘭縣 郭滄澤、林清柏 陳鴻禧 曾再立 林明宗 

林政毅 基隆市 
張通榮、彭增財、

周政雄 
莊榮欽 彭增財 王志堅 

江龍昌 

區明德 

新北市 
李宗文、許著純、

邱烽堯、洪銘河 
顏啟勳 李聰明 李文欽 

李僑敏 台北市 
詹鈴權、謝鴻基、

王秋土、林晉章 
陳朝南 陳錫洋 韓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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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政鈞 

陳銘堂 

桃園縣 劉泰漳、趙秋蒝 邱奕棋 鍾根貴 陳憲卿 

 新竹縣 蔡玉泉、邱鏡淳 盧東文 呂學周 蕭雲浪 

 新竹市 呂學樟、涂仁德 呂學樟 吳慶億 鄭滄德 

 東部 
李連修 

李連修 台東縣 陳建閣 陳建閣 張清忠 李連修 

  潘進忠 花蓮縣 王廷升 蔡啟塔 鄭金立 張天民 

  

馬嘉鴻 馬嘉鴻 

澎湖縣 張東周 張東周 許進豐 高正文 

 外島 金門縣 陳昆第 翁杏仁 陳春庭 黃平山 

   連江縣 陳傳才 王榮龍 陳昌瑞 陳傳才 

楊進興 

中部 陳明勝 

林柏鐺 

苗栗縣 
洪文昌、翁麗雄、

范源興 
游國書 張金德 

蘇錦春 

梁俊國 台中市 
蔡錦隆、蕭建智、

魏昆煌、陳堂立 
吳宜昌 蔡正富 陳鶴椿 

蔡明志 

 
王家渭 

南投縣 李朝卿 李朝卿 林能安 
許雲鵬 

徐連斌 

 
彰化縣 蔡政龍 蔡政龍 蕭榮財 張福森 

李松光 

陳明勝 

雲林縣 陳正忠、李泓儀 廖芳寬 張震東 沈仲鈞 

 嘉義縣 蔡國雄 曾憲國 李文曲 李宗霖 

 嘉義市 傅大偉 傅大偉 謝世昌 韋興元 

 

南部 蔡文卿 

李淬鋒 台南市 俞助明、王方生 黃瑞松 林金虎 李宗祐 

 
蔡文卿 

高雄市 孫金城、蘇進添、

楊朝欽、楊振家、

張振隆 

李文華 張振隆 李炳銓 

 屏東縣 鄭雙銓 鄭雙銓 林昌德 白兆廉 

 

(附件三)  註：涉及個人資料請妥善保存 
本會各地區辦公室及所轄縣市協會服務人員聯絡一覽表 

地區 主任 執行秘書 副主任 
縣市 

協會 總幹事 電話 

北
部 

    林福來 宜蘭縣 林明宗 0933-773-655 

    0933-243-271 基隆市 王志堅 0919-372-655 

曾廷泉 陳銘堂 區明德 新北市 李文欽 0932-941-416 

0932-118-363 0955-905-150 0227-261-581 台北市 韓長發 0937-983-123 

    陳銘堂 桃園縣 陳憲卿 0932-093-156 

    0955-905-150 新竹縣 蕭雲浪 0935-09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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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 鄭滄德 0930-423-262 

中
部 

    林柏鐺 苗栗縣 蘇錦春 0932-565-566 

   0918-005-897 台中市 陳鶴椿 0910-496-384 

   王家渭 南投縣 許雲鵬 0910-593-119 

莊文忠 陳明勝 0910-041-736 彰化縣 張福森 0932-604-742 

0932-111-047 0910-754-239 陳明勝 雲林縣 沈仲鈞 0932-632-159 

   0910-754-239 嘉義縣 李宗霖 0936-068-637 

      嘉義市 韋興元 0933-424-895 

南
部 

   李淬鋒 
台南市 李宗祐 0930-797-671 

黃進丁 蔡文卿 0921-205-006 

0922-947-921 0933-368-012 蔡文卿 高雄市 李炳銓 0931-252-331 

   0933-368-012 屏東縣 白兆廉 0939-160-515 

東
部 

    李連修 
台東縣 李連修 0919-127-726 

林照慶 李連修 0919-127-726 

0928-350-496 0919-127-726 潘進忠 
花蓮縣 張天民 0933-995-960 

   0937-602-088 

外
島 

馬重五 

0937-143-609 

馬嘉鴻 

0911-211-430 

馬嘉鴻 

0911-211-430 

澎湖縣 高正文 0920-673-332 

金門縣 黃平山 0932-758-057 

連江縣 陳傳才 0937-50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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