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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30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0年 09月 25日(六) 下午 2：30 

二、 地點：臻愛花園飯店 

三、 出席人員： 

前總會長：柯雨財、張正章、傅忠雄、林栢根、陳天汶、葉論飛、徐金蘭、 

張琇雅、陳光楠、林明郎、陳鋒仁。 

理    事：范明忠、胡淑文、蔡宗旻、廖同欽、蔡明展、丁建民、林四川、 

傅念慈、王銘志、陳世杰、林鼎傑、林和謙、洪喜美、吳豐田、 

孫寀媛、周麗秋、陳進風、朱明帥、蔡松林、許清水、黃慶隆、 

翁青山。 

監    事：李禎昌、陳耀昇、杜婉君、吳石吉、吳金鏵、駱詠潔、余萌萱。 

分 會 長：傅念慈、許秀琴、莊忠益、林四川、區尚彬、蘇淑榕、吳金鏵、 

林文發、吳明宗、洪綺翎、丁香雲、蕭家權、白信東、張彩琴、 

彭金鑾、施凱文、朱明帥、李明月、李政龍、吳淑芬。 

會務幹部：林秀烜、王清耀、張興鑑、王重隆、吳金鏵、李明學、陳文山、 

呂坤杕、林和謙、郭阿月、吳石吉、林文光、陳世賢、莊岳霖、 

陳勇仁、陳奎英、蘇淑榕、吳文虎、盧源芳、曾國烽。 

分會秘書長：王銘志、林鼎傑、林育慧、劉鈞玉、陳志峰、曾國烽、陳勇仁、 

邱正偉。 

分會財務長：陳世杰、王貞云、莊岳霖、黃月璐、吳婕妤、黎美蘭、劉權增、 

王術霞。 

四、 列席人員：楊昭美、張莉、陳立偉 

五、 主席：范明忠                                            記錄：黃雅琪 

六、 主席致詞 

今天很高興出席率很高，今天也要選出明年度的總會長，我想監事長學經

歷兼備在傑人會也做過副總，所以對傑人會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明瞭，接任之

後一定會把中華民國總會帶向更美好的未來，總會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原本

要成立五六個分會，後來因為疫情延後，目前已經成立中央會和宜蘭縣會，其

他臺東縣會與台南縣、嘉義、屏東等…陸續在明年會成立，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大家都能過平安的日子，各會活動才能順利進行，今天有幾項的議題要討論，

在這邊就不多說了，祝今天的會議圓滿順利，感謝大家，謝謝。 

七、 來賓致詞 

 林明郎前總會長： 

最近總會理監事會都一直提到基金會的事情，那我是 28屆總會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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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我在任內成立的，有很多事情我比較了解，我也是基金會的常務董事，

希望等一下在自由發言能夠讓我有說明的機會，祝大家開會順利，謝謝大家。 

 

八、 輔導總會長致詞 

●陳鋒仁輔導總會長： 

大家下午好， 也許金扶東總會長的理念由我們林明郎總會長在 108年的

時候來創立傑人教育基金會，這是創會長的理念，剛剛下午的前總會長會議裡，

最終的結論是大家相輔相成一起為傑人會來努力，如果有什麼錯誤，大家互相

解決，中間由正中總會長協商，讓傑人會的未來向前邁進，謝謝。 

九、 報告事項 

(一) 分區副總會長報告： 

1. 北區_胡淑文副總會長 

今年疫情的關係，我們北區台北市會成立兩個新分會，分別是中央

會與宜蘭縣會，所以今年北區分會活動和會員人數，都是歷年來最高的

一次，在這裡非常感謝北區的分會會長的經營，和各會會友的支持。也

因為疫情的關係，北區有一些聯合活動受到影響，我想應該也不是只有

我們北區的狀況，也感謝各分區會長的支持，把聯合活動的經費做一些

有意義的公益，等一下會有提案，希望各位監事可以給我們相當支持，

我想傑人會用之社會回饋於社會，雖然今年我們沒有辦法可以相聚再一

起，但我們還是可以相聚做一些公益服務，再次希望理監事支持，謝謝

大家。 

2. 桃竹苗區_蔡宗旻副總會長 

桃竹苗區五月份就開始因為疫情各分會活動停辦，不過在七月份開

始各分會陸陸續續響應捐血活動，現在九月份都還有活動在進行中，只

是不如往常這麼盛大而已，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3. 中二區_廖同欽副總會長 

今年疫情相信每個分會都受到影響，但是在二區來說每個會長都相

當的努力完成這些年度計畫，非常感謝各位會長會友努力，預祝大家的

會務都能順利，謝謝各位。 

4. 南區_蔡明展副總會長 

剛才大家都說過了，今年由於疫情的關係所以大家的活動都 delay，

但是應該做的我們都有做了，例如捐血，做的可能不盡如意，但還是盡

量在做，然後我們希望把今年的資源累積剩下來的，支持明年的總會長，

然後整個傑人會，還有一點因為疫情關係大家要把明年的會長人選努力

選出來，預祝大家的會務都能順利，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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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秘書長報告 

林秀烜秘書長： 

今天非常高興是中華民國總會第五次理監事會，也是今年度最後一次

理監事會，在這裡非常感謝理監事配合讓今年度所有會議都能進行非常順

利，在此謹代表 2020 團隊謝謝理監事參與，謝謝大家。第二部分是台中

市會在明天下午 1:30 會舉辦金扶東先生紀念會，他是 100 歲了，在這裡

請會友如果有時間撥空來參加這場盛事。第三個部分忠孝會的部分，今年

的全國年會是忠孝會承辦，經過理監事會的許可今年停辦，所有經費的部

分有問過忠孝會會長，在下星期二會把這部分撥給各分會，衣服和紀念品

的部分也會陸陸續續寄給各分會，再來是今天開的是理監事會，今天在這

個地方沒有超過 80人，等一下開會員大會的時候有超過 80人，所以會開

兩個場，所以等一下場地會挪開來把人數分散開，等一下理監事會開完後

所有的人要到外面簽名拿會員大會資料，同時因為無法給大家在這邊用

餐，所以會有餐盒給大家帶回家，秘書處報告，謝謝。 

(三) 財務長報告  

張興鑑財務長： 

110年 1~8月份收支明細請參閱第 17頁，我們經費總收入 3,199,454元， 

支出部分 2,040,819元，所以總結餘還有 1,158,635元，詳細說明請看第

18頁，以上報告，謝謝各位。 

(四)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無） 

十、 討論及決議事項： 

提案（一）請審議「中一區（台中市會、忠孝會、仁愛會、中時青）聯合交接」

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傑人會。 

說    明：台中市會預訂於 12月 25日下午 3：00於僑園大飯店 3

樓國際廳與忠孝會、仁愛會、中時青會舉辦聯合交接典

禮，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 5.1.1條規定年度

經費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附件第 22-24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審議「南區（高雄市會、大愛會、河堤會、陽光會）聯合交接」

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高雄市陽光國際傑人會。 

說    明：陽光會預訂於 12月 11日上午 9：00於香蕉碼頭海景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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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與高雄市會、大愛會、河堤會舉辦聯合交接典禮，

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 5.1.1條規定年度經費

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附件第 25-26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請審議「2021年北區聯合月例會之愛護醫護公益活動」經費補助壹

萬元案。 

提案單位：台北市國際傑人會 

說    明：台北市會預訂 9-10主辦 2021年北區聯合月例會之愛護

醫護公益活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

5.1.1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請參考第

27~29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請追認「2021年中一區聯合之愛護醫護公益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

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時代青年國際傑人會 

說    明：中時青已於 9月 6日承辦 2021年中一區聯合之愛護醫

護公益活動，活動圓滿完成，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

補助辦法」第 5.1.1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

整。請參考第 30-32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請審議購買「傑人會徽章」肆萬參仟元案。 

提案單位：總會/會務發展委員會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33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請討論「2021年教育花園分享會」停辦案。 

提案單位：臺中縣傑人會 

說    明：因新冠肺炎疫情之故，配合指揮中心室內 80人及室外人

數 300人上限指引，決議「2021年教育花園分享會」停

辦。請參考附件第 34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請審議 2021年教育花園分享會「停辦」活動經費補助壹拾萬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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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臺中縣傑人會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35-37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教育花園分享會與古典音樂台簽約討論案。  

提案單位：臺中縣傑人會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38頁。 

決    議：暫緩，還是由臺中縣會與古典音樂台簽約。 

李禎昌監事長： 

大家午安，剛剛我們開前總會長會議之前，在大里

會的會中有提到這個事情，就我個人認知總會的年度工

作計畫，財務總年度預算都有一個機制，我們也知道承

辦教育花園很辛苦，尤其是經費募集歷年來都是一個困

難的項目，一個活動要辦好一定要有經費的支出，就我

的個人認知我來說一下說明，總會在編年度的預算跟各

分會都一樣，經費來源都是靠所有收進來的常年會費，

有進有出，那當然年度每個分會都有每個分會的活動，

總會的活動經費都有編列，現在如果說像忠益會長提出

來的另外需求，總會盡力在心，目前預算還是有一個落

點，我們要如何解決這個預算，這個部分還是要按照總

會的年度預算辦理，目前這個經費要貼還要再成立一

個，看大家協商有甚麼方式處理，現在理監事會要決議

的事情我認為應該不是這個時候，因為你臨時提出來，

大家都沒有年度的編列方式，明忠總會長也有提出來，

現在會擠壓到其他各分會的費用和總會的會務，所以是

不宜，以上報告。 

(總會長：簽約的問題，總會不適合跟音樂台簽約，還是應該

由臺中縣會來跟古典音樂台簽約比較適當，因為總會並沒有

太多的人力去承擔這個活動，請會長諒解。然後因為確實經

費對總會的預算一定有影響，我在去年接任監事長時就把總

會的各項活動預算抓過，如果要挪用就會造成其他活動無法

辦，每年的編列都有一定的數目在裡面，教育花園經費如果

再增加的話對總會長編列預算會有壓力，我想說古典音樂台

每個月都有活動，各分會都可以去贊助這個活動，一次三萬

五千元，可以做訪問，臺中縣會在推展這個區塊非常的用心，

但每月都要支出這麼大筆的金額對他們會是壓力非常大的，

我想到時候各分會可以來認養減輕臺中縣會的壓力，所以這

個提案決議先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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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監事長致詞 

李禎昌監事長： 

大家午安，監事長第二次發言，今天的討論提案和財務支出都按照年度

工作計畫執行，今天也議案很順利開會人數很踴躍也達到規定，以上監事長

報告，謝謝。 

十二、 臨時動議 

無 

十三、 自由發言 

林明郎前總會長： 

大家午安，先把資料發給大家，你們已經在理監事會提到兩次了，應該

要給我們說明的機會，不能只有一方的說詞，如果基金會有違法經不起考驗

的話可以取消，但如果基金會沒有違法就請大家還給基金會一個公道。我有

三個問題請教總會長，總會長您發公文給基金會「停止授證使用傑人會標章

與租借總會館」，我請問總會長是依據哪一個議程和會議？ 

(總會長：這是我跟張琇雅總會長基金會董事長和基金會秘書，在葉論飛前總會長辦

公室簽訂，當天還有陳天汶總會長，我們針對這個議題有私底下開會協商，琇雅總

會長當場簽同意書要搬，所以才發文通知。) 

所以是你們私底下開的會議？當天的會議是我載琇雅總會長去參加的，

但是天汶總會長說只能琇雅總會長一個人上去協議，我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當天琇雅總會長是哭著出來的，她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當然

有簽同意書是不能公開裡面的內容，我現在要說的是「正式會議有提到嗎？」

(總會長：因為這個關係到中華民國總會會館的運作，所以我只想說基金會是在幫傑

人會在做事，我的想法是你們雙方能夠和解，這樣對傑人會對基金會都是好事，我

也想說不要有太多的枝節，也不要為了這個小事影響大家的團結和氣。) 

其實我們也是盡量不要放上檯面化，只是在 9/7總會發了一次文，說基

金會限期在 9/30前搬離總會館，然後要退還租金還不惜片面解約，那麼我們

今天不得不在會議上向大家來說明這件事情，至於沒有會議記錄但是我有會

議記錄，我的會議紀錄就是大家拿在手上那份文件，我們在 108年 5月 26

日總會長會議，和 108年 7月 13日第 28屆第 3次理監事會議，已經同意基

金會設籍總會館使用辦公場地及申請市內電話收租金，這已經是正式經過理

監事會同意，今天總會長經過一個不是正式的會議就可以通通抹煞掉嗎？這

是我第一點要質疑的，你今天如果說不可以的話就由正式會議來決議，第二

點在理監事會議上陳天汶總會長說有人在網路上辱罵廖祿煙前總會長，然後

提及跟基金會有相關，那麼我想請問總會長這麼重大事情，你有去做查證嗎？

(總會長：針對這個議題我從來沒有去接觸，因為這個兩方面雙方所說的都不一樣，

我也不能替單方面發言，所以在中華民國總會的立場是不介入基金會的事情。) 

我本人也是有去查證，這張就是我跟正章總會長、賴文針和黃慶隆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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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我們一起去拜訪廖祿煙前總會長，我們當面請教他是否有發生這樣的

流言然後是基金會所為？他本人親口說：「子虛烏有、絕無此事」。我這裡有

很多可以作證，絕無虛假。再來請教現場，在第一次理監事會上的臨時動議

案，你說經由主管機關申請文件，內容總會長以個人名義，這就是指我並未

進會員大會授權，我想請問總會長是指哪一個公文是要進會員大會同意？還

是有哪一份公文沒有經過會員大會同意？(總會長：明郎總會長，今天是會員大

會的日子，基金會事情你們私底下再來討論。) 

為什麼總會長要接二連三的請基金會限期搬離總會館？我在請問總會長

總會館是屬於所有每個人的，每個人都可以使用，沒有人有權利趕走他人。(總

會長：我們是社團法人，跟基金會是兩個不同的單位，你使用總會館有經過會員大

會同意嗎？) 

有哪一個辦法說要經過會員大會同意？(總會長：是因為現在有會員在提。) 

總會長，我剛在附件有一個會館租金的辦法，我們出租總會館只要理監

事會同意，而且在 108年王勝煌總會長已經追認通過了，整個作業也沒有瑕

疵了。今天我只是要把我知道的陳述而已，後面怎麼走當然要做一個協調，

因為已經兩次理監事會很多人提到這些問題，你總要給我方做一個說明，是

非論定讓所有人來評斷，我今天要說的是「為什麼其他社團可以容得下財團

法人一起相輔相成共生，為什麼傑人會不行？」你們常常指控我不合法文件，

我今天當大家的面說，如果基金會有申請到不法文件，我回去馬上請董事招

開會議，基金會就不要成立了，基金會禁不起考驗的話也再繼續運作下去也

沒有，不要動不動就要上法院，要去市政府告我們啊！我覺得大家不要這樣

子，這讓我想起一句話：「煮豆燃豆萁，豆在斧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急」，謝謝大家。(總會長：其實基金會跟總會這邊在這兩年發生的事情，我接到總

會長之職時就衍生出很多問題出來，我會盡力去協助基金會跟另一方看是否能達成

協議，教育基金會幫助傑人會協辦一些活動，讓各分會辦活動更加順利，在總會立

場我從來不會去偏袒哪一方，也不會去跟另一方說些甚麼，明郎總會長您也知道，

我是秉著公正的方式來處理，我想基金會的事情一時無法解決，需要請幾位總會長

來協助排解，可以讓兩個會都能順利延續下去，不要針鋒相對否則這樣對大家都是

傷害，請大家能了解總會的立場，謝謝大家。)  

林四川常務理事： 

我們中華民國總會是屬於社團法人，傑人教育基金會是屬於財團法人，

兩相並不隸屬，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將傑人教育基金會納入中華民國總會

的一個分系統，這樣大家說好不好？如果好那就不應該分歧，那就盡量要相

處圓融才是洽當，上次理事會都說前總會長不應該提案，所以所謂的ㄧ些細

節都不用再說了，我是希望我們理事會能夠把這些事情壓下來，不要再擴大

也不要再節外生枝，我希望我們同樣都是傑人會的會友，也都是為傑人會在

貢獻心力，我希望這些事情在座各位就此打住，至於前總會長他們有他們的

意見我希望理事會不要再做節外生枝的動作，感謝各位，謝謝大家。 

胡淑文副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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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明郎總會長提到傑人教育基金會的事情，自從我知道傑人基金會這

件事情之後，我問了很多的資深會員，他們都是認同這個理念的，任何東西

從零到有都是非常困難所謂創業維艱，就像金扶東創會長一樣，他要產生國

際傑人會這件事情，好不容易已經 52年了，怎麼讓傑人會經營下去？經營會

發生很多問題，就像是臺中縣會有提到的教育花園問題，我們本來是要做更

多的公益來回饋社會，那當然也是各分會承辦總會活動的時候，可以多一些

支持不要太擔心經費的問題，相信各分會會長都心有戚戚焉。我希望沒講錯，

當初藉由教育基金會的成立是希望有些財源，來透過傑人會所贊助的活動，

四川會長的話，我也很認同他的話，我們都希望國際傑人會和教育基金會關

係是緊密的，承襲主席這個問題不要在往後擱置了，你就獨立來協商有異議

怎麼樣進行讓大家願意處理這件事，我覺的是相輔相成，當下理監事會都是

同意這樣的關係，應該是要有的，那怎樣的關係是最好的我們也需要前總會

長給我們很多的意見，把這些意見整合好繼續往下走，我相信傑人會不是只

有 52年，會有 100年，如果這樣子有瑕疵，大家一直在這個問題旋轉的話

很難走下去，所以這邊個人希望總會長由您來整合這些事情，或是明年的總

會長來整合這件事情，既然大家剛剛都同意了，就應該成立還是什麼方式，

而不是一直往後延，前總會長是傑人會重要的資產，他們的意見我們都要好

好地思索，能把傑人會營運到 52年他們的貢獻非常的重要，如何承先啟後然

後把這些東西留下來，再把新的東西加進來讓傑人會繼續走下去，這是我的

建議，大家如果認同的話請附議，謝謝。 

(總會長：我想基金會的事情不要在這裡討論太多。) 

葉論飛前總會長： 

延續著金創總會長金扶東的理念，我們由林明郎在 108年創立傑人教育

基金會，這是創會長金扶東的理念，那麼在創業的時候都很倉促，但在倉促

裡面還是很勇敢把基金會給完成了，剛剛下午前總會長會議裡面最終的結論

就是：大家都是相輔相成，大家都是為了國際傑人會未來的前途在發展，我

們希望有甚麼錯誤有甚麼對的就去發展，中間最大要解開的結就是請張正中

總會長跟所有的有其中有一人把結給解開，大家都是為了傑人會的未來向前

邁進，也謝謝四川副總和北區副總，給傑人最好的建言。傑人基金會的董事

是非常友善正念的社團，是附屬傑人會的裡面，以下是下午前總會長會議裡

最大產生的結論，由前總會長下去做最好的溝通協調，以上報告，謝謝各位。 

李政龍會長： 

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傑人教育基金會的問題，我們大同會想來講一個自

身的經歷，經由基金會幫助我們輔導一個機會，他們在台中市南端靠近霧峰

學籍還算是台中市，是一個規模很小很小的學校，也經由傑人基金會的幫助，

我們這個只成立三年半的小分會才敢去認養這個學校，在他們每一年的開學

畢業典禮，我們去關心他們，在我們有能力的範圍之內盡力的幫助，如果他

們的需求超過我們的能力的時候，基金會這邊也曾經跟我們講過，只要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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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寫好，他們只要通過就來輔助我們這個弱小的能力，所以在我個人認為裡

面，教育基金會在做的事情，事實上沒有一點的私心，那我們在留言裡面一

直提到圖利這兩個字，我真的很好奇的是圖利的到底是誰？是誰得利？如果

有，可不可以一五一十的講出來，讓我們其他分會去了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而不要一直用汙名化的方式去澆熄有熱心做公益的人，以上是我們大同

會在跟基金會的過程中小小的感想，講出來跟大家分享，謝謝各位。 

十四、 主席結論：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案，照案通過。 

第八案，還是由臺中縣會與古典音樂台簽約。 

十五、 唱傑人會歌 

十六、 散會(鳴閉會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