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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青溪總會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序表 

日期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6 月 2 2 日 ( 星 期 六 ) 

地點 
金 門 縣 金 沙 鎮 公 所 三 樓 會 議 室 

地址:金門縣金沙鎮國中路 61-1 號 3 樓 電話: 082-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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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17：25 15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肆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7：25～17：35 10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伍 會 務 工 作 報 告 17：35～17：45 10 陳秘書長世明 

陸 討 論 事 項 17：45～17：55 5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柒 臨 時 動 議 17：55～18：00 5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捌 主 席 結 論 18：00～18：10 10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玖 散 會 ( 變 換 場 地 ) 18：10～18：30 20  

拾 聯 誼 餐 敘 18：30～20：30  徐 理 事 長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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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青 溪 總 會 

第七屆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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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案由：請審核 101年度第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資格 

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會員代表以於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依 

章程行使職權。 

 

(二)、案由：請審核 101年度青溪楷模人事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101年度青溪楷模有林清柏等 67員，已於 102 

年 3月 3日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中表揚. 

 

(三)、案由：請討論 101年度績優單位及個人獎勵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上列績優學長、團體已於 102年 3月 3日第七 

屆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中公開表揚。 

 

(四)、案由：請審核本會 101年度工作報告表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送 102年 3月 3日召開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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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由：請審核本會 101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案報告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送 102年 3月 3日召開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審議。 

 

(六)、案由：請審核本會 101年度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報告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送 102年 3月 3日召開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審議。 

 

(七)、案由：請審核本會 102年度工作計畫、財務收支預算案、 

工作人員待遇表。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送 102年 3月 3日召開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審議。 

 

(八)、案由：請討論如何充實會務功能，擴大服務層面-本會之「組 

織再造」案。 

決議：照案通過。待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改本 

會名稱為中華民國青溪總會案後，一併報內政部核 

備。 

執行情形：1、組織再造編制、人事等以於第七屆理監事會 

啟用。 

2、修正地區辦公事組織章程。於 102年 4月 15 

日，102耀中青總字第 1020415013號函呈報 

內政部；內政部於 102年 5月 8日，台內社 

字第 1020172108號函同意備查。 

 

(九)、案由：請討論如何加強辦理名譽理事聘任案 

決議：照案通過，說明如下： 

1、資格： 

              (1)、曾任本會理監事或各縣市協會理事長、常務監事、 

總幹事者--可由各縣市協會推薦、本會主動遴聘、 

或自行報名等方式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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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曾任各縣市理監事會與會務人員者--得經各縣市協 

會理監事會通過後，由本會聘任。 

2、名稱： 

              (1)、擔任過本會理監事者，以其擔任過本會理監事會最 

高職位聘任。 

              (2)、其餘人員一律以名譽理事聘任。 

3、權利：比照本會現有理監事(出席理監事會時除不具表 

決權外、其餘相同)。 

4、義務：每屆應贊助本會活動經費新台幣二萬元整。 

執行情形：函請地區辦公室及縣市總會加強聘任合於規定 

人員。  

 

(十)、案由：請討論如何加強地區辦公室功能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自今屆起本會各項活動將由各區辦公室輪流舉辦(第四 

次、第八次及會員大會在北部地區舉辦其餘活動由中、

南、東、外島輪流舉辦，費用統由本會籌措支應。 

2、各項活動均由各地區辦公室主導，協助承辦之縣市協會 

完成(或轄下縣市協會聯合舉辦)。 

3、本會各組人員均依全力配合。 

4、各地區辦公室應全力協助本會各組完成所交付之工作。 

         

(十一)、案由：請討論本會會務人員卸任後應如何繼續聘任案 

決議：照案通過；說明如下。 

1、對於本會卸任資深年長之會務人員，本會擬聘任 

其為輔導○○請其將經驗得以輔導傳承。 

2、權利：擔任輔導之學長，於輔導期間得以輔導會 

務人員名義參加本會各項活動，權利比照 

名譽理事；輔導期屆滿後得依其意願為本 

會名譽理事，權利義務依名譽理事設置辦 

法辦理。         

3、義務：屆齡或因故離職學長，應擔任原職務之輔 

導傳承工作，輔導期間以一屆為原則，在 

此期間擔任輔導之學長應負其原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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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之責，確實做好輔導交接之工作。 

4、為讓青溪志業得以永續經營，擬訂會務人員服務 

之最高年限為七十歲加一屆。 

執行情形：自本屆(第七屆)開始執行上述規定。 

 

(十二)、案由：請討論如何結合社會資源，和各縣市青溪總會共同『展 

青溪動員力』。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年度第一場次於 102年 4月 28日由新北市青溪 

總會，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與旺旺 

中時媒體集團共同主辦經典老歌風華再起活動， 

共有 1,400座位全部爆滿。第二場次擬訂於 7月 

28日由新竹縣、市青溪總會主辦。本年度第三場 

次擬訂於 9月 21日由台中市青溪總會主辦。 
 

(十三)、案由：請審核本會第七屆理監事選舉選務工作人員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102年 3月 3日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及 

第一次理監事會中順利圓滿完成各項選務工作. 

 

二、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案由：請討論修改本會及各縣市總會名稱案: 

決議：照案通過，章程內各縣市縣市協會一律修改為各縣 

市青溪總會修改章程前後詳如對照表 

條文 修改前 修改後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

青溪協會（以下簡稱本

會）。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

青溪總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 三 章 

會 員 

第  七 

條： 

縣市協會出席本會之

代表，於本會每屆理

事、監事改選二個月前

召開理、監事會選派

之，其代表名額以每縣

縣市總會出席本會之

代表，於本會每屆理

事、監事改選二個月前

召開理、監事會選派

之，其代表名額以每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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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數為二人外，個人

會員每五十人為一

人，超過五十人其過半

數之零數亦為一人，但

至多不得超過五人。 

市基數為二人外，個人

會員每五十人為一

人，超過五十人其過半

數之零數亦為一人，但

至多不得超過五人。 

第 三 章 

會 員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 

一、各縣市青溪(社會

服務)協會得加入本會

為分支組織即為團體

會員。 

本會會員 

一、各縣市青溪(社會

服務)總會得加入本會

為分支組織即為團體

會員。 

第 七 章 

附 則 

第 卅 一

條： 

為團結會員推動全民

國防，並維護協會純淨

和諧，本會不參予或涉

入政治活動。 

為團結會員推動全民

國防，並維護總會純淨

和諧，本會不參予或涉

入政治活動。 

 

執行情形：該項章程修改案於 102年 03月 27日，102耀 

中青總字第 1020327012號函報呈報內政部。 

內政部於 102年 4月 19日。台內社字第 

1200157784號函同意備查。 

 

(二)、案由：請審核本會 101年財務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案報告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於 102年 03月 27日，102耀中青總字第 

1020327012號函報呈報內政部。內政部於 102 

年 4月 19日。台內社字第 1200157784號函同 

意備查。 

 

(三)、案由：請審核本會 101年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報告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於 102年 03月 27日，102耀中青總字第 

1020327012號函報呈報內政部。內政部於 102 

年 4月 19日。台內社字第 1200157784號函同 

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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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編製本會 102年度工作計畫、財務收支預算、工作 

人員待遇表請審核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於 102年 03月 27日，102耀中青總字第 

1020327012號函報呈報內政部。內政部於 102 

年 4月 19日。台內社字第 1200157784號函同 

意備查。 

 

(五)、案由：請審核本會 100年財務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報告案。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於 102年 03月 27日，102耀中青總字第 

1020327012號函報呈報內政部。內政部於 102 

年 4月 19日。台內社字第 1200157784號函同 

意備查。 

 

三、 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案由：請聘任本會秘書長(1)、副祕書長(2)地區辦公室主 

任(4)、組長(5)、事務部部長(3)等工作人員。 

決議：照案通過，聘任人員名冊如下 

1、秘書長：陳世明 

2、副秘書長：黃進丁、劉增坤 

3、地區辦公室主任 

(一) 北部地區辦公室主任：曾廷泉 

(二) 中部地區辦公室主任：莊文忠 

(三) 南部地區辦公室主任：蘇進添 

(四) 東部地區辦公室主任：林照慶 

4、組長：服務組：許吉和、活動組：林精一 

會務組：張福勝、總務組：胡明煥 

公關組：官政鈞 

5、事務部部長：李文華、楊朝欽、曾憲國 

6、以上各分工單位所轄工作人員，擬授權各單位負責 

人自行任命。 

執行情形：依決議聘任人員聘書已於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 

          會分區會前研討會中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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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務工作報告：(102.01.01-102.05.31) 

 

一、秘書處綜合報告 

賀!傅大偉學長連任嘉義市青溪總會理事長。 

賀!顏啟勳學長連任新北市青溪總會理事長。 

賀!曾文樑學長當選新竹市青溪總會理事長。 

賀!陳朝南學長連任台北市青溪總會理事長。 

賀!黃瑞松學長連任台南市青溪總會理事長。 

賀!陳見賢學長當選新竹縣青溪總會理事長。 

賀!楊朝欽學長當選高雄市青溪總會理事長。 

賀!李文卿學長當選嘉義縣青溪總會理事長。 

 

(一）、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 102年 3月 3日，在各位 

學長通力合作及協助下假新北市政府召開完畢，大會期間各 

項工作均有賴在座各位學長全心投入始能圓滿達成任務。 

 

(二)、為因應本會組織日益壯大，會員人數增長迅速、服務層面擴 

大且各項業務更加繁複，為讓會務工作能全面有效發展，在 

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會中提案通過本會『組織再造』案： 

1、為利組織調整後之督導與責任分工，將副理事長由原來的 

三名增至五名。(分別督導各地區辦公室及三個事務部)。 

2、設常務副秘書長兩人：劉副秘書長增坤負責會務推動及組 

織發展(指導顧問團、會內各組及相關人員連絡)，黃副秘 

書長進丁負責年度重點工作推動與執行(各地區辦公室、 

各縣市總會及相關人員連絡) 原各地區辦公室主任將免 

兼副秘書長職務。 

3、北、中、南、東辦公室：設主任一名及副主任若干名外另 

增設執行長一名。裁原有外島辦公室，其所屬縣市總會回 

歸原北部及南部辦公室服務。(連江縣青溪總會屬北部;金 

門縣、澎湖縣青溪總會屬南部辦公室)。 

4、秘書處：會務、活動、服務、總務、公關組：設組長一名 

及祕書若干名外另增設執行長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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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設：大陸事務部、國際事務部、農業推展部，各設部

長一名、副部長若干名、執行長一名，設處分工辦事。 

6、本會已於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中，由理事長提名經理

監事會同意後聘任秘書長、副秘書長、各辦公室主任、各

組組長、各部部長。其所屬人員授權各分工負責學長自行

選任。 

 

(三)、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務工作研討會於 102年 3月 15日，假 

台北市天城飯店召開，第二次會務工作研討會於 102年 5 

月 16日，假新北市議會第一審查室召開。兩次會中就本會 

未來工作方向及各單位工作分工，達成初步共識，結論報 

告如下： 

1、為加強各地區辦公室功能並與各縣市能緊密結合，經本 

會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會決議，自今（102）年度起本 

會各項活動將由各地區辦公室輪流舉辦，費用統由本會 

籌措支應。（第四次、第八次及會員大會在北部地區舉 

辦，其餘活動由中、南、東辦公室輪流舉辦）。各項活 

動均由各地區辦公室主導，協助承辦之縣市總會完成  

(或轄下縣市總會聯合舉辦)，本會各組人員均會依相關 

協調事項全力配合，各地區辦公室應全力協助本會各組 

完成所交付之工作。 

2、本會 102 年度理監事會概定於本年 6、9、翌年 1 月(中

下旬)實施，地點由各地區辦公室選定，原則上均排定

兩天一夜行程，102年度實施日程表如附件三 P36， 

日程均為預定，各地區可視實際狀況協商調整變更。 

3、本會及各縣市青溪總會統一會員卡製作事宜擬採台灣區 

中小企銀金融卡(具有悠遊卡功能之金融提款卡，只要 

開活儲帳戶即可)或信用卡(青溪聯名卡)方式製作。細 

則辦法黃副秘書長進丁與台灣區中小企銀商研中。 
 

(四)、總會工作行事曆： 

1、本會東部地區指導顧問團張團長立達因病住院。本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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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書長照慶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前往慰問，並致贈花籃 

一乙，祝其早日康復。 

 

2、本會於 102年 1月 24日，假天成飯店召開第六屆第八次 

理監事會暨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前工作 

研討會，暨歲末年終聯誼餐敘。本會陳秘書長世明、曾 

主任廷泉、馬主任重五、張組長福勝、許組長吉和、林 

組長精一、胡組長明煥、劉組長增坤、林副主任福來、 

區副主任明德、陳副主任銘堂、王副主任家渭、陳副主 

任明勝、馬副主任嘉鴻、楊秘書進興、林秘書政毅、梁 

秘書俊國、江秘書龍昌、徐秘書連斌、官秘書政鈞、蘇 

秘書錦春...等出席參加，會後並與徐理事長耀昌、柯榮 

譽理事長水源、林榮譽理事長建榮、陳指導顧問團總團 

長鎮湘、金指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張指導顧問鴻飛、 

宋指導顧問國煥、鍾指導顧問必村、何指導顧問復明、 

周指導顧問南強、蔡副理事長玉泉、王常務理事廷升、 

陳副理事長堂立、謝前秘書長文煌、黃副秘書長進丁、 

蔡理事政龍、林常務監事清柏、許理事著純、彭理事增 

財、趙監事秋蒝…共同聯歡。 

 

3、本會李指導顧問海同於 102年 1月 26日，假正修科技大 

學人文大樓-正修廳，主辦藏愛音樂節。本會陳秘書長世 

明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代表總會致贈花藍乙 

對。 

 

4、本會於 102年 3月 2日，假馥都飯店召開第六屆第八次 

理監事會議。由徐理事長耀昌親自主持，並邀請吳副總 

統敦義、立法院洪副院長秀柱出席參加。 

 

5、本會於 102年 3月 3日，假新北市政府大樓 507室召開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本會徐理事長耀昌親自主持，並邀請指導顧問團 

陳總團長鎮湘、金總團長恩慶、湯團長先智、葉團長克 

新、指導顧問宋國煥、何復明、李海同、周南強、新北 

市朱市長立倫、國防大學邱校長國正、後備指揮部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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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官世塗、明政戰主任邦道、動管處邱處長國樑、本會 

榮譽理事長柯水源、榮譽理事長國民黨曾秘書長永權、  

榮譽理事長林建榮、謝前秘書長文煌…等出席參加。 

 

6、本會於 102年 3月 15日，假天成飯店召開第七屆第一次 

會務工作研討會。本會陳秘書長世明、劉副秘書長增坤、 

莊主任文忠、蘇主任進添、楊部長朝欽、曾部長憲國、 

李部長文華、張組長福勝、許組長吉和、林組長精一、 

胡組長明煥、官組長政鈞、陳執行長明勝、歐執行長仁 

彬、李執行長炳銓、林執行長政毅、江秘書龍昌、徐執 

行長連斌…等出席參加。 

 

7、桃園縣青溪總會邱理事長奕棋的長子，於 102年 3月 23 

日，假來福星花園大飯店舉行結婚典禮。本會金指導顧 

問團總團長恩慶、桃園縣李指導委員家順、蔡副理事長 

玉泉、北部辦公室曾主任廷泉、農業發展部曾部長憲國、 

桃園縣陳總幹事憲卿，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 

由桃園縣李指導委員家順代表總會致贈 3600元禮金。 

 

8、本會中部辦公室莊主任文忠之長女凱如，於 102年 4月 

13日，假船老大囍宴餐廳舉行訂婚喜宴。本會鍾指導顧 

問必村、陳理事建春、陳秘書長世明、陳副主任明勝、 

桃園縣邱理事長奕棋、陳總幹事憲卿、嘉義縣曾理事長 

憲國、李總幹事宗霖、嘉義市傅理事長大偉、韋總幹事 

興元、苗栗縣翁理事長麗雄...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 

參加，並代表總會致贈 3600元禮金。 

 

9、本會陳理事正忠的母親仙逝，於 102年 4月 24日，假喪 

宅舉行公祭儀式。本會陳理事建春、李理事泓儀、陳秘 

書長世明、莊主任文忠、陳副主任明勝、 農業發展部曾 

部長憲國、彰化縣蔡理事長政龍、嘉義縣李理事長文卿、 

李總幹事宗霖...等，先行於 4月 20日代表徐理事長耀 

昌至喪宅致祭，並由陳秘書長世明代表總會致贈 3100 

元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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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會於 102年 5月 15日，假新台北市議會第一審查室召 

開第七屆第二次會務工作研討會。本會陳秘書長世明、 

黃副秘書長進丁、劉副秘書長增坤、曾主任廷泉、莊主 

任文忠、蘇主任進添、林主任照慶、張組長福勝、許組 

長吉和、林組長精一、胡組長明煥、官組長政鈞、曾部 

長憲國、李部長文華、周指導顧問南強出席參加。 
 

二、各組工作報告 
 
（一）、會務組：(組長：張福勝) 

1、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第七屆第一次理監 

事會會議紀錄案於 102年 03月 27日 102耀中青總字 

第 1020327012號函報呈報內政部。內政部於 102年 4 

月 19日。台內社字第 1200157784號函同意備查。續 

辦事件由秘書處各組辦理完畢。 

2、加強電子媒體運用：如臉書、LINE、部落格、電子信

箱等等。將在適當集會(理監事會)辦理意願調查經同

意之與會成員，各項會議通知、會議記錄將以電子信

件通知，會議資料於會前先行寄發(會中依舊發放會

議資料。請本會所有會務人員儘可能安裝 Line 與

Facebook做為聯絡工具，本會理監事及縣市總會理事

長、常務監事、總幹事更希望能共襄盛舉。 

3、各地區辦公室及縣市總會年度內舉辦相關活動時請於 

活動前後以電子信箱寄會務組登錄於各該總會網站行 

事曆中，或直接刊載於全國青溪總會（公開、限制） 

臉書，以利年度績效統計。 

          4、年度內各地區主辦全國總會理監事會議時、除會議通

知單及資料統由本會會務組負責寄發及提供，其他如

會場位置選定、洽借、場地佈置、茶水供應、紀念品

準備、房間、車輛等相關活動行程安排均由地區辦公

室負責協調承辦縣市總會辦理。 

          5、第七屆理監事會通訊錄，目前交付製作中擬定於七屆

二次理監事會中發放。 

          6、本屆理監事輔導區域分工表(如附件二 P35)，提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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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通過後實施。 

          7、請各地區辦公室轉知所轄縣市總會，爾後開會通知應

發給本會、及所屬地區辦公室主任及副主任、與輔導

之理監事、地區指導顧問團團長。 

8、為讓本會各地區人員對本會會務推動能充分討論，將 

視需要於理監事會議召開前先行舉辦會前分區研討，

辦法如下： 

(1)、分北、中、南、東四區舉辦。 

(2)、主持人：本會各地區副理事長。 

(3)、召集人：各地區辦公室主任。 

(4)、聯絡人：各地區辦公室副主任(執行秘書) 

(5)、出列席人員：本會各地區所屬縣市理事長、常 

務監事、總幹事、該地區本會所 

有理監事、會務人員、指導顧問、 

指導委員、地區顧問。 

(6)、開會時間：理監事聯席會議前 10天召開完成。 

(7)、開會場所：由各地區辦公室自行決定。 

(8)、會議通知單、資料：由本會提供電子檔，請各地

區辦公室自行印製、交寄，會中討論、建議案

送理監事會討論決議。 

(9)、費用：餐費每次每桌本會補助$5,000元及全部 

的行政費用(印刷費、郵費…等等)。 

(10)、本次理監事會會前研討會中、南部地區於 6月 8 

日召開完畢、東部地區於 6月 14日、北部地區 

於 6月 15日召開完畢。感謝孫金城副理事長、 

呂學樟副理事長親臨主持、張東周副理事長出 

席參加更感謝所有出席人員提供各項應興應革 

的建議。 
 

 (二)、活動組：(組長：林精一) 

1、請各地區辦公室協助辦理本會與中國時報主辦之活動 

以適時展現靑溪力，本年度舉辦場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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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年度第一場次於 102年 4月 28日由新北市青 

溪總會，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與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共同主辦經典老歌風華再起 

活動，共有 1,400座位全部爆滿。 

(2)、本年度第二場次擬訂於 7月 28日由新竹縣、市 

青溪總會主辦。 

(3)、本年度第三場次擬訂於 9月 21日由台中市青溪 

總會主辦。 

2、爲展本會龐大組織力，全體會務人員及理監事將由本 

會統一印製名片，請全體人員在出席本會活動時，務 

必使用本會提供之名片，以彰顯本會人員團結向心。 

(本會提供瑞典卡紙單面彩色名片 5盒，如有需要印雙 

面者，每盒請自行貼補新台幣$10元整。各縣市總會 

如需本會代訂製瑞典卡紙名片者，每單面彩色名片 5 

盒酌收工本費$75元，如有需要印雙面者，每盒再貼 

補新台幣$10元整，運費另計) 。 

3、請各事務部多舉辦活動，增加幹部福利，促進團結向 

心。 

(三)、服務組(組長：許吉和) 

1、請各分工編組單位已於 102年 5月 20日將納編之編組

人員之背心套量型號確定，以便製作團體背心。，因

本次背心為指定製作，非一般公板服裝，將無法補行

製作。 

2、各單位人員請盡速補齊，新進人員補發藍色 POLO衫兩 

件。 

3、爾後分發各項物品，請於簽名領取後自行負責保管，

遇有遺失者無法補發。 
 

(四)、總務組：(組長：胡明煥) 

1、有關本期收支及各項費用明細，請參閱附件一 P27-P34. 

2、各地區辦公室主辦理監事會議前，請將辦理活動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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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事先協調本組，討論、確認後辦理。 

3、本會所有經費支出，均以年度活動收支預算表為支用 

原則，一切支用應依本會理監事會通過之標準使用。 

4、各地區辦公室、各事務部，聘請顧問請依理監事會決

議辦理，其經費收支亦請依理監事會決定方式辦理。 

5、請確認本會所有經費僅供本會使用，不得提供其他與

本會無關之活動使用，各項費用支出以公平為原則(不

患寡而患不均)支用對相、金額亦請依理監事會決定方

式辦理。 

6、請協助收取理監事捐款 (上期未繳之款優先催繳)。 
 

(五)、公關組: (組長：官政鈞) 

1、請各地區辦公室協請各縣市總會，依各總會需求及實 

際考量增設縣市總會之公關組，以利體制內業務協調 

連繫。主要業務為協助各總會對外連絡、協商、新聞 

媒體處理、文宣、照相等任務。 

2、爾後本會會務幹部及指導顧問團聯絡事宜由本組擔任 

，敬請配合辦理。 

3、現階段本組以推動、管理會務電子化(Facebook、Line) 

為主要工作。 
4、如不熟悉安裝 Line與 Facebook者請與本組聯絡，協 

助辦理。 

 

三、地區辦公室報告： 

(一)、北部地區：曾主任廷泉 

1、新竹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1月 19日，假新竹縣議會禮 

堂舉行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及全民國 

防教育推廣活動。本會蔡副理事長玉泉、陳秘書長世 

明、曾副秘書長廷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 

由蔡副理事長玉泉代表總會致贈 5,000元加菜金。 

 

2、新竹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1月 20日，假華麗雅緻餐廳 

舉行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事長交接典禮。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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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指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蔡副理事長玉泉、曾副秘 

書長廷泉由陳副主任銘堂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 

參加，並由金指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代表總會致贈加 

菜金 5000元整。苗栗縣青溪總會游理事長國書、蘇總 

幹事錦春亦應邀出席參加。 

 

3、台北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1月 20日，假一郎日本料理 

餐廳，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金指導 

顧問團總團長恩慶、何指導顧問復明、鐘指導顧問必 

村、宋指導顧問國煥、周指導顧問南強、林監事會召 

集人晉章、詹理事鈴權、王理事秋土、謝理事鴻基、 

陳秘書長事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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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林監事會召集人晉 

章代表總會致贈 5000元加菜金。 

 

4、宜蘭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2月 24日，假宜蘭縣議會簡 

報室舉行新春團拜及全民防災害防治救難講習。本會 

林榮譽理事長建榮、林常務監事清柏、林監事茂祥、 

陳秘書長世明，由林副主任福來陪同，代表徐理事長 

耀昌出席參加。 

 

5、桃園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3月 10日，假錦家御宴餐廳 

樓會議廳召開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顧問聯 

誼。本會周指導顧問南強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6、新竹縣青溪協會於 102年 3月 15日，假金銀島主題餐 

廳會議室召開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盧 

理事東文、曾主任廷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7、新北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3月 30日，假樹林區輔導中 

心召開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許監事著 

純、北部辦公室區副主任明德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 

參加。 

 

8、基隆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5日，假 727鑫魚台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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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召開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本會張監事耿輝、 

北部辦公室林副主任福來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 

 

9、台北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9日，假一郎日本料理 

餐廳召開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本會王常務理事 

秋土、林理事獻崇、謝理事鴻基由區副主任明德陪同 

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10、新竹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19日，假華麗雅致花開 

富貴廳，召開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本會呂副理 

事長學樟、曾主任廷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11、新北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28日，假新北市政府三 

樓多功能集會堂，與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共同主辦經典 

老歌風華再起活動。本會陳秘書長世明、劉副秘書長 

增坤、北部辦公室曾主任廷泉、區副主任明德、公關 

組官組長政鈞、蘇秘書錦春…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 

席參加。 

 

(二)、中部地區：莊主任文忠 

1、嘉義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1月 5日，假新興園餐廳召 

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本會陳秘書長世明、莊副 

秘書長文忠、劉組長增坤、陳副主任明勝代表徐理事 

長耀昌出席參加，並由莊副秘書長文忠代表總會致贈 

5000元加菜金。 

 

2、嘉義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2月 27日，假嘉義市船老大 

海鮮漁村店舉辦 102年春節聯誼餐會。 

 

3、嘉義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2月 28日，假英賓餐廳召開 

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新春團拜。 

 

4、苗栗縣青溪總會於 102月 3月 1日假苗栗市國揚餐廳 

舉辦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七屆第一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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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大會籌備會議。 本會徐理事長耀昌、莊副秘書長文 

忠、陳副主任明勝、劉組長增坤、官秘書政鈞…等出 

席參加。 

 

5、苗栗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3月 11日由游理事長國書率 

副理事長翁麗雄、徐連斌暨理監事、會務幹部，參加 

苗栗縣後備指揮部 102年第一次主任秘書會報。 

 

6、雲林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3月 23日，假聯合活動中心 

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改選理監事。總會 

陳秘書長、劉副秘書長、傅大偉理事、陳理事建春、 

中部辦公室莊主任由陳執行長陪同列席並由傅理事代 

表徐理事長致贈 5000元加菜金。 

 

7、苗栗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3月 23日，假三義鄉西湖渡 

假村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活動並改選理、監 

事。本會徐理事長耀昌、范監事源興、劉理事鎮璋、 

彭理事欽文、陳秘書長世明、中部辦公室莊主任文忠、 

劉副秘書長增坤、曾部長憲國、陳執行長明勝、林副 

主任柏鐺…等出席，並由徐理事長耀昌代表總會致贈 

$5,000元加菜金。 

 

8、嘉義市青溪協會於 102年 4月 12日，假嘉義市東園軒 

餐廳召開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9、嘉義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14日，假嘉義市中山公 

園大門旁右側家庭教育中心前廣場，舉行聯合捐血活 

動。本會陳副主任明勝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到現場加油 

打氣。 

 

10、苗栗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20日，由理事長翁麗雄 

學長及中心秘書長劉文煒率領下，結合十八鄉鎮中心 

祕書（幹事）與會員幹部，於南投埔里地區實施會務 

幹部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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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部地區：蘇主任進添 

1、高雄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1月 12日，假大八大飯店 5 

樓環球廳舉行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屆理 

事長交接典禮。本會陳指導顧問團總團長鎮湘、金指 

導顧問團總團長恩慶、李指導顧問海同、張指導顧問 

鴻飛、孫副理事長金城、陳秘書長世明、黃副秘書長 

進丁、蔡副主任文卿、李副主任淬鋒、蔡活動組秘書 

明志…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由李指導顧 

問海同代表總會致贈 5000元加菜金。 

 

2、台南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1月 20日，假富霖餐廳召開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李指導顧問海同、孫副理事 

長金城、蘇常務監事進添、陳秘書長世明、黃副秘書 

長進丁，由蔡副主任文卿、蔡秘書明志陪同代表徐理 

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由李指導顧問海同代表總會致 

贈 5,000元加菜金。高雄市楊理事長朝欽亦應邀出席 

參加。 

 

3、屏東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1月 26日，假和樂餐廳-吉 

祥廳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本會孫副理事長金 

城、陳秘書長世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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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 

孫副理事長金城代表總會致贈 5,000元加菜金。台南 

市黃理事長瑞松、李總幹事宗祐、高雄市楊理事長朝 

欽亦應邀出席參加。 

 

4、澎湖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2月 4日，假澎湖縣後備指 

揮部二樓視聽教室，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 

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本會馬副秘書長重五代表徐 

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代表總會致贈 5000元加菜 

金。 

 

5、高雄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3月 9日，假家鄉樓餐廳召 

開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李指導顧問海 

同、孫副理事長金城、李常務理事玉文、楊理事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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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監事華淵、國際事務部楊部長朝欽、歐執行長仁彬、 

大陸事務部李部長文華、李執行長炳銓、蘇主任進添 

由蔡執行長明志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台 

南市黃理事長瑞松、屏東縣廖總幹事崑竹亦應邀出席 

參加。 

 

6、澎湖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3月 12日，假澎湖縣後備指 

揮部二樓視聽教室召開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理事長交接典禮。本會南部辦公室蘇主任進添代表 

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代表總會致贈$5,000元加 

菜金。 

 

7、台南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14日，假南投縣日月潭 

舉辦 102年春季旅遊踏青活動。 

 

8、台南市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21日，假龍崎區公所前 

集合集合前往龍崎區牛埔公園踏青, 並於上午 11點 

召開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本會李指導顧問海 

同、孫副理事長金城、黃副秘書長進丁、南部地區辦 

公室蘇主任進添、大陸事務部李部長文華、蔡副主任 

明志、蔡副主任文卿、蔡副主任朝順、白副主任兆廉… 

等，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9、屏東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28日，假屏東市仁愛路 

家樂福捐血站舉行捐血活動。 

 

(四)、東部地區：林主任照慶 

1、台東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2月 2日，假一家餐廳召開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東部地區張指導顧 

問團團長立達、陳理事建閣、林主任照慶由李副主任 

連修陪同代表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並由東部地區 

張指導顧問團團長立達代表總會致贈 5000元加菜金 

 

2、台東縣青溪總會於 102年 4月 13 日，假三葉餐廳召 

開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本會東部地區張指導顧 



- 22 - 

問團團長立達、林主任照慶由李副主任連修陪同代表 

徐理事長耀昌出席參加。 

 

四、事務部：各事務部籌組狀況報告 

(一)、國際事務部：李部長文華 

 

(二)、大陸事務部：楊部長朝欽 

 

(三)、農業事務部：曾部長憲國 

 

各事務部成立大會日程參考一覽表詳如附件四 P36。 
 

陸、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討論本會及各地區辦公室補助各青溪總(協)會經費運 

用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本會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會前研討會討論提案。 

2、各項費用支出以公平為原則(不患寡而患不均)，支 

用對向、金額亦應有統一標準之標準。 

辦法：1、本會所有經費支出，均以年度活動收支預算表為支用 

原則，一切支用應依本會理監事會通過之標準使用。 

2、各地區辦公室、各事務部，聘請顧問請依理監事會 

決議辦理，其經費收支亦請依理監事會決定方式辦 

理。 

3、請確認本會所有經費僅供本會使用，不得提供其他 

與本會無關之活動使用，各項費用支出以公平為原 

則，支用對向、金額亦請依理監事會決定方式辦理。 

4、本會對各縣市總會會員代表大會贊助款暨婚、喪、 

喜、慶禮金及事故、病慰問支用辦法業經第四屆第五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如下： 

(1)、縣市青溪總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補助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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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喜慶：禮金$3,600元及喜幛乙幀(視需要)。 

事故：慰助$2,600元。喪禮：奠儀$3,100元 

及輓聯乙幀(視需要)。 

(3)、適用對象本會理、監事、會務人員、指導顧問 

團、名譽理事、顧問、各縣市總會理事長、 

常務監事、總幹事…等人員本人、配偶及其 

直系血親。 

5、增訂鄉鎮市區協會部分： 

(1)、鄉鎮市區協會會員(代表)大會：由地區辦公室 

補助＄2,000元(經費地區辦公室自行籌措). 

(2)、喜慶：喜幛乙幀(視需要)。喪禮：輓聯乙幀(視 

需要)均由總會製作。 

(3)、適用對象為鄉鎮市區協會理事長、常務監事、 

總幹事…等人員之本人、配偶及直系血親。 

6、其他 

決議： 

 

二、案由：請討論修改本會章程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為配合國防部及本會組織調整，擬修改本會章程部分條文 

辦法：1、修改：第二章 任 務 

第 六 條：本會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 

的事業受國防部(作戰次長室)指 

導、監督。 

2、修改為：第二章 任 務 

第 六 條：本會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3、修改章程前後詳如對照表 

條文 修改前 修改後 

第二章： 

任務 

第 六 條：本會主管機

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

的事業受國防部(作戰

次長室)指導、監督。 

第 六 條：本會主管機

關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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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5、本案討論後，送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通過後，送會員 

代表大會(第七屆第二次)決議。 

決議： 

 

三、案由：請討論提撥準備基金案 
提案單位：本會總務組 

說明：1、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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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會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決議：本會資金來源均靠 

理監事認捐，每屆認捐一次(兩年)運用兩年，每屆終 

了有結餘時再依法提列準備基金。 

3、第五屆依法提列準備基金 5%，提撥金額為$87,500元， 

由總務組在第一銀行頭份分行存儲。 

辦法：1、101年 12月 31日決算結餘$1,118,465元(含第五屆基 

金提撥金額為$87,500元)，加上 ( 102.01.01-05.31 

第六屆收入部份 )$258,000元，減掉 102.01.01-05.31 

第六屆支出部份 )$799,406元、應付未付貨款 370,000 

元，第六屆理監事會經費收支實際結餘$207,059元  

(含第五屆基金提撥金額為$87,500元)。 

2、第六屆理監事收入$1,946,000元(經常性收入，內含理 

監事認捐款、年度常年費收入)，依法提列準備基金提 

列比率 20%以下。本次擬提撥 2 % , 提撥金額為$38,920 

元，由總務組在往來銀行開列專戶存儲。 

3、該基金動支應由理事會通過後始准予動支，並註明理 

事會通過之屆次。 

4、本案經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討論通過後。送會員代 

表大會(第七屆第二次)決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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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請討論本會理監事如何加強對各縣市總會輔導、聯誼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本會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會前研討會討論提案。 

2、依本會第四屆第二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3、本會理監事學經歷豐富，均為現任或卸任中心主任、 

擔任民意代表、政府各機關首長、主管等要職或在工 

商企業界，事業有成。希望能藉由大家的經驗，赴就 

近縣市總會指導重要會議或活動，協助各縣市會務推 

動，深具傳承意義。 

4、本會理監事乃各縣市青溪總會舉薦之菁英，透過經驗 

傳承，既可落實輔導功能，又增加與各縣市總會聯誼 

的機會。 

辦法：1、本會依理監事建議原則排定，稍作調整輔、督地區。 

詳如附件二 P35。 

2、各縣市總會請自即日起於活動舉行時，除知會本會 

外，並請知會負責該總會輔導之理監事，請其能出席 

參加。 

3、全體理監事請於出席輔導各縣市活動時，多予協助與 

鼓勵(出席理監事會時並代表本會頒發加菜金，加菜金 

由本會統一籌措)，增加各縣市總會對本會的認同與向 

心，並達擴大參與的目的。 

4、各地區縣市除會員(代表)大會或重大活動等由本會理 

事長親自參與外(理事長無法參加時，請該地區副理事 

長或秘書長代理)，一律授權由各責任地區理監事(請 

地區辦公室派員陪同)到會致意、輔導，以竟全功。 

決議： 

 

五、案由：請討論如何加強本會會務電子化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本會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會前研討會討論提案。 

2、因科技日新月異，各種通訊軟、硬體紛紛上市，如何 

利用電子工具完成通訊電子化、現代化成為本會能否 

與時俱進的最大課題。 

辦法：1、本會推動會務電子化活動至今已愈六年，在部落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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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的經營上，以略見成效。對於本會知名度的提升 

有相當大的助益，感謝全體青溪夥伴的支持與配合。 

2、然因仍有少數夥伴堅持傳統，致使通訊電子化、現代 

化之步 伐一直無法向前邁開，讓本會會務工作無法與 

時代接軌。在會務開支上亦造成浪費。 

3、經多方選擇與測試，在諸多免費軟體中擬選擇使用 

Line與 Facebook作為本會通訊工具。 

4、請各地區辦公室對所轄會務人員進行勸說與教育訓 

練，公關組對本會各工作組人員進行勸說與教育訓 

練，並請黃進丁副秘書長協助各地區辦公室完成，劉 

增坤副祕書長協助公關組完成。 

5、爲讓本活動能積極有效進行，請會務組將此列入年度 

會務電子化評比，並在爾後各項會議中請相關人員報 

告工作成效，務使此工程於最短期間內完成。 

6、自本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起有關開會通知、會議紀錄將 

一律以 a.電子信箱、b.臉書、c.LINE青溪總會公告欄  

(非本會會務人員請勿邀請入群組)通知，不再郵寄(會 

員代表大會除外)。 

7、其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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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青溪總會第七屆理監事輔導區域分配表 

各縣市 該縣原有理監事 輔導理監事 連絡人 

宜蘭縣 林常務監事清柏、林監事茂祥 呂副理事長學樟 
彭理事增財、張監事耿輝 
林常務監事清柏、林監事茂祥 

北部地區召集人: 
副理事長 呂學樟 
北部辦公室: 
主任 曾廷泉 
執行長 陳銘堂 
基、宜地區聯絡人: 
副主任 林福來 
台北市聯絡人: 
副主任 李宗文 
新北市聯絡人:  
副主任 區明德 
副主任 李文欽 
桃園縣聯絡人: 
副主任 李詩明 
新竹地區聯絡人: 
副主任 陳銘堂 
連江縣聯絡人: 
副主任 朱秀平 

基隆市 彭理事增財、張監事耿輝 

新北市 許理事著純、賴理事世南 
洪監事銘河、曾監事賢樑 

呂副理事長學樟 
許理事著純、洪監事銘河 
曾監事賢樑、賴理事世南 
林監事會召集人晉章 
王常務理事秋土 
謝理事鴻基、林理事獻崇 
陳理事傳才 

台北市 
林監事會召集人晉章 
王常務理事秋土 
謝理事鴻基、林理事獻崇 

連江縣 陳理事傳才 

桃園縣 林常務理事正峰、趙監事秋蒝 
呂副理事長學樟 
涂理事仁德、林常務理事正峰 
趙監事秋蒝、邱常務理事鏡淳 
盧理事東文 

新竹縣 蔡副理事長玉泉、邱常務理事鏡淳 
盧理事東文 

新竹市 呂副理事長學樟、涂理事仁德 

苗栗縣 徐理事長耀昌、劉理事鎮璋 
彭理事欽文、范監事源興 

陳副理事長堂立 
徐理事長耀昌、蔡常務理事錦隆 
蕭理事建智、魏理事昆煌 
范監事源興、劉理事鎮璋 
彭理事欽文 

中部地區召集人: 
副理事長 陳堂立 
中部辦公室: 
主任 莊文忠 
執行長 陳明勝 
苗、中地區聯絡人: 
副主任 林柏鐺 
彰、投地區聯絡人: 
副主任 王家渭 
雲、嘉地區聯絡人: 
副主任 陳明勝 

台中市 陳副理事長堂立、蔡常務理事錦隆
蕭理事建智、魏理事昆煌 

南投縣 曾監事松茂 陳副理事長堂立 
蔡理事政龍、曾監事松茂 彰化縣 蔡理事政龍 

雲林縣 李理事泓儀、陳理事正忠 
陳副理事長堂立 
傅理事大偉、李理事泓儀 
陳理事正忠、陳理事建春 

嘉義縣 陳理事建春 

嘉義市 傅理事大偉 

台南市 王理事方生、黃理事進發 
蔡理事昭好 孫副理事長金城 

王理事方生、黃理事進發 
蔡理事昭好、鄭監事雙銓 

南部地區召集人: 
副理事長 孫金城 
南部辦公室: 
主任 蘇進添 
執行長 蔡明志 
台南市聯絡人 
副主任 蔡朝順 
高雄市聯絡人 
副主任 蔡文卿 
屏東市聯絡人 
副主任 白兆廉 
澎湖縣聯絡人 
副主任 高正文 
金門縣聯絡人 
副主任 陳金城 

屏東縣 鄭監事雙銓 

高雄市 孫副理事長金城、李常務監事玉文
楊理事振家、余監事華淵 

孫副理事長金城 
李常務監事玉文、楊理事振家 
余監事華淵、張副理事長東周 
翁理事杏仁 

澎湖縣 張副理事長東周 

金門縣 翁理事杏仁 

花蓮縣 王常務理事廷升 
蔡副理事長玉泉 
陳理事建閣 
王常務理事廷升 
林常務監事清柏 

東部地區召集人: 
副理事長 蔡玉泉 
東部辦公室: 
主任 林照慶 
執行長 李連修 
花蓮縣聯絡人: 
副主任 潘進忠 
台東縣聯絡人: 
副主任 李連修 

台東縣 陳理事建閣 

農業 
推展部 

全體理監事 張副理事長東周 
全體理監事 

召集人: 
副理事長 張東周 
聯絡人: 
副秘書長 劉增坤 
副秘書長 黃進丁 

國際 
事務部 
大陸 
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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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青溪總會 102年度理監事聯誼會議日程預定表 

會議名稱 承辦單位 建議實施日程 實施地點 

第七屆第二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南部地區辦
公室、金門縣
青溪總會 

102年 6月 22、23日（六、日） 金  門 

第七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中部地區
辦公室 

1、102年 8月 31日（六） 
   102年 9月 1日（日） 
2、102年 9月 21、22日（六、日） 

另  訂 

第七屆第四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北部地區
辦公室 

1、103年 1月中下旬 
2、103年 2月(農曆新年後) 

另  訂 

 

 

 

附件四 

 

中華民國青溪總會各事務部成立大會日程參考一覽表 

會議名稱 承辦單位 建議實施日程 實施地點 

農業推展部 

成立大會 
農業推展部 102年 7月 7日 另  訂 

國際事務部 

成立大會 
國際事務部 102年 7月 13、27日 另  訂 

大陸事務部 

成立大會 
大陸事務部 102年 7月 5日 高雄大八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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