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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31 屆第 3、4 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 年 07 月 9 日下午 15：30 

二、 地點：臻愛花園飯店二樓-夢幻雪梨廳  

三、 出席人員： 

前總會長：張正中、傅忠雄、林栢根、葉論飛、林瑞楨、張琇雅、陳光楠、 

林明郎、陳鋒仁、范明忠。 

理    事：李禎昌、廖桓飛、蘇子坤、林文發、余萌萱、曾孟津、陳界文國、 

陳安宏、王聰炎、張錫淵、林和謙、陳櫻佩(米琪)、施凱文、李明月、

李政龍、吳淑芬、許清水、王春永、江秉翰。 

監    事：賴文針、傅念慈、林四川、張國政、陳玉美、陳耀昇、蕭家權。 

分 會 長：陳界文國、蔡懷德、陳世杰、王聰炎、江秉翰、王貞云、賴炎飛、 

賴瓊芬、孫云云、陳櫻佩(米琪)、周麗秋、陳進風、顏玉品、施凱文、 

廖佳宸、尤源鈞、陳文山、吳淑芬。 

會務幹部：吳明宗、顏呈祥、陳耀昇、邱家財、吳德卿、蕭家權、陳勇仁、 

王重隆、陳志峯、莊岳霖、駱詠潔、黎美蘭、謝卓儒、葉振宗、 

張宗献、洪翠黛。 

分會秘書長：詹錦鎮、陳安宏、蕭世忠、李國憲、蔡榮吉、余萌萱、溫鴻澤、黃娸禎、陳立偉、 

許睿翔、邱正偉。 

分會財務長：楊慶洲、陳彩鳳、張燕三、駱欣怡、黎美蘭、黃怡甄。 

四、 列席人員：洪綺翎、黃淑珍、吳炳賢。 

五、 主席：李禎昌                                          記錄：黃雅琪 

六、 主席致詞 

李禎昌總會長： 

好幾個月都沒有見面，因為疫情的關係，這一波疫情讓大家的活動都受到影

響，各個分會的活動都去推廣，這部分我們都有在注意與關注。有些大型的公益

活動，包括北區聯合月例會的物資捐贈活動，造成很多的迴響，接下來還有很多

的分會會陸續推出大型的活動，希望全國各分會理監事踴躍響應參與，這對傑人

會都有很重要的影響，在這邊跟團隊致上謝意。今天的理監事提案有 18 個，我們

就把握時間，也希望得到各位理監事的支持，讓分會都可以有後續的活動推行，

如果有意見可以提出來大家討論，當然在這邊一切的活動在疫情還沒解放前都要

以安全為考量，謝謝。 

七、 來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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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琇雅 世界總會長： 

  好久不見很高興看到大家，因為疫情關係，大家只要戴好口罩勤洗手，我相

信大家都可以保護好家人，今天很謝謝大家來參加中華民國總會理監事會。世界

總會報告：我們也是一直都在線上會議，今天上海聯誼會也非常用心，澳洲總會

也會舉辦一個世界園遊會，邀請張正中前總會長前來指導，這算是有史以來澳洲

第一次舉辦，所以藉由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一下，預祝今天總會的理監事會圓滿

成功，也祝福大家，謝謝。 

張正中 前總會長： 

  中華民國總會招開這個會議是非常重要的，在疫情期間招開會議，大家參與

又非常踴躍，這就是大家對於傑人會非常的熱誠，就算搭高鐵也是要來，我看到

今天的會議議程，我有個建議，理監事會有我們的職權，理事長和總會長有我們

的職權，你說補助一個會，一萬元還要理監事會通過，我認為把理監事會做小了，

所以理監事決策的案子可能是十萬、二十萬和三十萬以上，五萬元以下或是十萬

元以下的，其實總會長或是依照規定就可以決定，那只是在會議當中列入工作報

告，列入工作報告以後，理監事會有問題要問，也都是有發言權利都是 OK 的，

你看這麼多案子還是有追認一萬兩萬元的提案，不用追認就是理監事會有一定的

高度，高度不是來決定小事情而是大事情，那大事情是甚麼？副總會長跟我講新

竹縣會辦捐血活動，台北市會在籌備論壇，很多會都在辦活動，這就是創造社會

價值。 

今天有一個傑青獎，我特別對傑青獎有點意見，我們傑青獎得到表揚的同學

和社團需要去晉見總統，所以我們選出來的傑出青年和社團有沒有實至名歸？服

務績效表現只是一般而已，怎麼可以當選？我們為了要有表揚、要有人、要表揚

這些人，我建議承辦單位跟教育部好好聯絡一下，我們這個傑青獎要通知到全台

灣的大學院校，請它們推薦傑出社團與幹部，然後我們要真的好好評選，我認為

要寧缺勿濫，我相信這樣做是提高傑人會獎勵一個標準與價值，上述幾點意見大

家參考，謝謝總會長給我講話的機會，謝謝。 

八、 輔導總會長致詞 

范明忠 輔導總會長：  

    今年擔任會長都很辛苦，活動很多都因為疫情關係不能舉辦，可是總會在李

禎昌總會長帶領下，之前辦了兩次的視訊會議，針對全國年會討論，然後也針對

各分會的問題提出來大家參考，我想今年真的跟去年一樣受到疫情影響，各分會

雖然目前疫情比較趨緩，大家確實輕症比較多，所以目前我知道各分會陸續都在

辦活動，新竹縣會因為今天是捐血活動，上個月也辦了戶外採荔枝活動，都沒有

用餐直接發便當各自帶回，一樣都是親子參與，這樣的活動也是不錯。全國各分

會不要因為疫情關係跟會友關係疏遠，尤其是新進的會員要多去關懷，像我特別

針對百合會會長，會長很用心，雖然會員人數比較少，可是他幾乎每個月都在辦

捐血活動，我都有關注各分會的活動情形，在這裡表揚百合會的會長，他真的很

努力，祝今天的會議圓滿成功，謝謝。 

九、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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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區副總會長報告 

 中一區_廖桓飛副總會長 

我是中一區副總廖桓飛，我接任副總最值得的事，就是請葉振宗當我的

特助，我跟他說我們強強聯手，所以在今年 3/13 辦了中一區的聯合月例會，

打破以往紀錄共 273 人參加，這一切我都要感謝台中市會陳界文國會長及

其團隊，還有台中市會前會長的贊助，還有中一區各分會的同心協力，我堅

信一年一任要把他做到最好，現在疫情漸漸舒緩，各分會活動都可以開始動

起來，在這裡祝大家活動順利，一切平安，謝謝。 

 中二區_蘇子坤副總會長 

七月份是我們傑人會捐血月，二區各分會七月份的捐血日期都排出來

了，也都很認真在籌備捐血活動，因為今天雲林縣會剛好是捐血活動，所以

會長無法前來，也在這裡鼓勵二區各分會盡量把捐血活動辦得有聲有色，二

區今年統計出來，會員人數正成長是由臺中縣會最多共 19 位，大同會正成

長是 8 位、雲林縣會正成長是 4 位、大里會是 1 位，這個在我剛上任時有

答應各分會，如果有比較去年正成長我依副總會長身分獎勵，一個名額是

1,000 元，所以說臺中縣會可以得到 19,000 元，原則上四個分會我會找時

間親自在大型活動頒發獎金，已經跟臺中縣會確認在會員大會時頒發獎金，

我很感謝二區各分會會長配合，也很努力將會務運作的很順暢，謝謝各位的

支持，謝謝。 

 

(二) 秘書長報告 

誠如剛才總會長所說，秘書處截至目前統計共有 887 位會員人數，感

謝各分區各分會積極的配合，六月份是疫情確診人數最多的月份，所以有一

些分會活動受到影響，但是七月份目前可以卓參活動表，現在目前各分會大

致上都在積極推動會務了，七月是傑人捐血月，謝謝各位。 

(三) 財務長報告 

財務長顏呈祥報告，111 年 1~6 月總收入 3,186,951 元，支出 855,889

元，結餘是 2,331,062 元，但是前天還有分會上繳，今天也有一個分會上繳，

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沒有統整在明細表內，財務長報告，謝謝。 

(四) 各委員會報告 

 陳耀昇 獎勵考核委員會主委 

請翻開手冊第 22~24 頁，獎考績分表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請向秘

書處提出，謝謝各位。 

 吳德卿 會員委員會主委 

會務研習營於 1/16 日在雲林縣勞工育樂中心舉行，一共有 105 參加，

然後收入有 124,285 元，支出 118,504 元，結餘 5,781 元轉到雲林縣會的

會務專戶，以上報告 謝謝。 

 莊岳霖 資訊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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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事情報告，第一件針對全國年會問題在 5/19 和 5/31 舉辦兩次分會

長視訊會議。第二件事有幾個友會跟我反應，總會網站跟各分會連結不是這

麼順利，或是沒有把各分會資料建制到總會網站裡面，因為收到這樣的反

應，所以考慮評估後在 8/20 總會的會館舉辦一個說明，各分會、秘書、行

政人員或職行資訊會務人員，到總會館這邊做統一解釋和說明，甚至有些經

驗的分享，還有些問題的澄清，以上報告，謝謝。 

 駱詠潔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 

今年度一月份時，在德國立陶宛集團辦了一個視訊會議，主要內容是貿

易採購開發部分，視訊會議開得很成功。在二月份德國海德堡也成立全力推

廣海外華語教育揭牌儀式。第三個在四月份美國丹佛成立美國丹佛國際傑人

會，創會長舉辦了許多成功的活動，接下來是六月份舉辦的建築的奧林匹

克，台灣得到亞洲之光，也成立德國書院夏令營，接下來跟上海聯誼會做了

一個視訊會議，由張琇雅總會長主持，主要內容就是雙城交流促進經貿，還

有傑人互助，以上如果後續還有一些國際事務內容議題，下次會再報告，謝

謝。 

(五) 全國年會報告 

 蔡懷德 高雄市會會長 

如同剛才所說在 6/18 前開了兩次會長會議，主要開會內容是因為疫情

而延期的部分，現在已經確定年會要延期到 10/22 與 10/23，目前是不會再

變動，因為除了餐廳老新台菜無法配合以外，第二天閉幕改在香蕉碼頭舉

辦，其他行程都沒有變動，報名的時間則延期到 9/10，希望各分會會長能鼓

勵會友多多來參與，飯店也都一直聯繫詢問人數，也希望各分會可以盡早報

名。其他問題如:「延期而產生的費用共七萬元的處理方式」？討論後是由各

分會共同分擔，詢問過總會秘書長，全國有上繳總會的會費共有 28 個分會，

所以各分會分擔費用為 2,500 元，再來就是會跟各分會通知統一匯款到高雄

市會，以上是全國年會報告，謝謝各位。 

十、 討論事項 

提案(一) 請審核 111 年度（1~6 月份）收支明細表。 

提案單位：總會/財務處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20-21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請審核第 31 屆 110.11~111.6 月獎考積分表。 

提案單位：總會/獎勵考核委員會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22-24頁。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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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請追認柯怡如理事請辭由許清水候補理事遞補、林顯洋監

事請辭由姜驊玲候補監事遞補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依據 31-1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柯怡如理事請辭由許

清水候補理事遞補、林顯洋監事請辭由姜驊玲候補監事遞補，請

參考第 25-28頁。 

決    議：追認改同意，修正通過。 

提案(四) 請討論傑人捐血競賽活動案。 

提案單位：總會/活動委員會 

案    由：為鼓勵各分會踴躍參加七月傑人捐血月，統一舉辦捐血活動，

以擴大活動成效。 

說    明：各分會原本都有舉辦捐血活動，若能全國連線，統一於七月份

集中舉辦，可擴大參與層面，遂由總會號召，獎勵各分會舉辦。 

辦    法：一、競賽時間：一月一日起迄八月三十一日止。 

二、比賽方式：各會在此期間由捐血中心簽證的捐血總袋數為

比賽標準。每個分會不限定辦理天數與場次，只要在競賽

時間所捐得的血袋總數都可以，計算方式為 7月份*1.5

倍，其餘月份*1 倍。 

三、獎勵辦法：取前五名，各發給獎狀與獎金。第一名新台幣

5,000元，第二名 4,000元，以此類推。 

四、頒獎時間：9月 24日總會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金。 

五、本活動經費支出：預算為獎金 15,000 元，雜支 5,000 元，

合計 20,000元。經費由活動委員會活動補助費項目支出，

委由活動委員會統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請追認「2022 北區聯合月例會暨捐贈儀式」活動經費補助 

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新北市國際傑人會 

說    明：新北市會主辦「2022北區聯合月例會暨捐贈儀式」已於 6月 18

日舉辦。請參考第 29-32頁。 

辦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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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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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請追認「2022 年桃竹苗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壹萬 

元案。 

提案單位：大桃園國際傑人會 

說    明：大桃園會主辦「2022年桃竹苗區聯合月例會」已於 3月 26日

舉辦。請參考第 33-35頁。 

辦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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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請追認「中二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雲林縣國際傑人會 

說    明：雲林縣會主辦「中二區聯合月例會」已於 3月 13日舉辦。請參

考第 36-38頁。 

辦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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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請追認「南區聯合月例會」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高雄市傑人會 

說    明：高雄市會主辦「南區聯合月例會」已於 4 月 16 日舉辦。請參考

第 39-41 頁。 

辦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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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請追認「第十屆傑人盃作文比賽」活動經費補助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傑人會 

說    明：台中市會舉辦「第十屆傑人盃作文比賽」已於 6月 26日舉辦完

成，請參考第 42-45 頁。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 5.1.2 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

助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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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請追認「111 年度苗栗女力學習成長營」活動經費補助伍仟

元案。 

提案單位：苗栗縣苗青國際傑人會 

說    明：苗青會舉辦「111 年度苗栗女力學習成長營」，請參考第 46-53

頁。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 5.2.2 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

助伍仟元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請審議「第 29 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暨社團領

袖」表揚活動經費補助貳拾萬元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和平國際傑人會 

說    明：「第 29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暨社團領袖」為總會年

度代表性活動之一，由台中市和平會承辦，請參考附件第 54-57

頁。 

辦    法：按總會/分會活動經費補助辦法第 3.2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

助貳拾萬元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請審議「金創會長扶東先生紀念會」活動經費補助玖萬

元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傑人會 

說    明：此活動由台中市會承辦，依「金創會長扶東先生紀念活動實施

辦法」第 4.3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玖萬元整。請參考附

件第 58~61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請審議 2022 年「傑人盃全國馬拉松接力賽（傑人盃全國

運動會）」活動經費補助壹拾萬元案。 

提案單位：台中市傑人會 

說    明：此活動由台中市會承辦，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保護傑

人家庭的安全，又要讓活動順利進行，所以 2022 年改以「傑人

盃全國運動會」專案辦理。請參考附件第 62~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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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請審議「2022 教育花園分享會」活動經費補助壹拾萬元

案。 

提案單位：臺中縣傑人會  

說    明：臺中縣會預定 10 月 15日假裕園花園酒店 B1 國際演講廳舉辦

「2022教育花園分享會」，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

第 3.5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拾萬元整。請參考第 69~7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請審議「2022 國際青年創業論壇」活動經費補助貳萬元

案。 

提案單位：台北市國際傑人會  

說    明：台北市會預定於 7月 16日假 t.Hub內科創新育成基地舉辦「2022

國際青年創業論壇」，按總會年度經費預算擬補助貳萬元整。請

參考第 73-76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請審議「夢幻傑人、教師節公益愛心園遊會」經費補助

壹萬元案。 

提案單位：臺中市大同國際傑人會 

說    明：大同會預定 9月 17日至 9月 18日假台中草悟道 B 段舉辦「夢

幻傑人、教師節公益愛心園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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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3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請討論會議推動少紙化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    明：隨著科技的進步，配合政府機關倡導節能減碳，請討論會議是

否推動少紙化，減少紙張列印。 

決    議：提案修正為建議案，先由總會做著墨與推廣。 

提案(十八) 請追認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網站建置於本會

官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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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資訊委員會/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 

說    明：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與本會互為合作夥伴關係，為

使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業務之運作順暢，依 31-1常

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基金會其在本會官網建置網頁。請

參考附件 84~85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 監事長致詞 

賴文針 監事長： 

今天出席這麼踴躍，表示傑人會向心力很強，總會長和領導團隊也很認真，

今天討論提案很多也很順利通過，提案多代表各分會都很努力舉辦各種活動，

這種精神可嘉，可喜可賀傑人會是個了不起的會。 

剛聽到張正中前總會長提到，在公司裡授權額度範圍，分各個職務如課長、

總經理和董事長來額度決定，這個張正中前總會長提出的一萬元的決定，如果

規章就有這些辦法沒有超過，就讓總會長決定就好了，就不需要這麼多提案來

通過，只要有授權可以決策不需要理監事會通過，我覺得這個建議非常好。再

來是少紙化也是有很多分會在執行，最早新世紀傑人會交接一開始就沒有手

冊，都是使用掃 QR Code，照片資料都在網路上，當然很可惜新世紀會剩沒幾

個人，我覺得這個會可以在繼續輔導起來。再來是張正中總會長提議的傑青獎

要寧缺勿濫，我想過去有人提過，甚至有人講實際上也沒有參與，我想很多人

說的也不正確，他說只有三、四個，五、六個人在辦，其他人都沒有參與，現

在我看到組織上面有很多人都分配工作，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正確的，總召也都

動員整個會來參與，我自己的母校也去邀請來報名，這麼好的活動對傑人會的

宣傳很大，傑人會會越來越好，謝謝大家。  

十二、 臨時動議：（無） 

十三、 自由發言： 

林四川 監事 

會議裡面有幾點讓總會團隊參考，一、工作報告分財務報告，請主席報告

完不必要再徵求理監事同意，應該直接進行下一個議題。二、議決案執行報告，

應該報告執行進度。三、財務收支如有依照預算在執行，那麼開理監事會只要

做財務報告就好，如果沒有依照計畫執行有偏移預算，才需要理監事會同意，

謝謝。 

陳櫻佩(米琪) 理事 

這次北區聯合月例會非常感謝李禎昌總會長和監事長的支持，和感謝北區

所有的會長鼎力相助，這次的醫療物資的募款很順利圓滿，感謝張琇雅世界總

會長捐贈五千個傑人會口罩，再來是大同會陳文山會長捐贈一千個防疫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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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台北市會長捐贈八千個傑人會口罩，原本預算募款二十二萬多，最後總募

款為三十八萬，真的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這次新北市會在 10/9 舉辦「道

德倫理弟子規演講書法比賽」，這個比賽是新北市會第一次大型活動，經由傑人

會的信念倫理道德，為了要發揚國際傑人會的信念，所以特別舉辦了這場比賽，

讓大家都能認識傑人會，希望在三~五年傑人會在台灣發光發熱，今天特別帶了

邀請卡和企劃書給會長和總會長，不管是精神上還是實際上的支持，我都很感

謝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共襄盛舉，謝謝。 

賴文針 監事長 

傑人教育基金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推廣傑人會發揚傑人會，成立之後也有

自己舉辦的活動，也會去補助教育相關的需求，這次新北市會的「道德倫理弟

子規演講書法比賽」，這個活動的理念跟我們是相關的就會給予補助。其他分會

辦的活動來申請補助，只要審查委員會通過就會在能力範圍內給予補助。另外

還有一個傑人盃慈善高爾夫球賽，原本是四個分會(台中市會、大里會、忠孝會、

南投縣會)輪流舉辦，會將募款多的錢捐給慈善機構或是弱勢團體，以往盈餘的

錢十幾萬二十幾萬，甚至在林明郎總會長當屆就有六十幾萬補助在捐血車上，

這個傑人盃高爾夫球賽過去是一直默默的替傑人會宣揚傑人會。今年輪到台中

市會來舉辦，活動日期在 8/28，目前報名人數大概有一百個人，目標為一百五

十個人以上，請各分會踴躍報名，謝謝大家。 

陳光楠 前總會長 

已經邁入七月份了，雖然疫情嚴峻，但會務活動也都慢慢活絡起來。我代

表教育中心報告一件事情，我想了解各分會明年會長有確定了嗎？目前看起來

一半以上都還沒有確定，教育中心希望在總會長選舉完，明年預算編列之前，

教育中心、分會幹部、秘書長和財務長安排財務訓練，我們長久以來每年一再

呼籲，總會一年只有四次會議要到，會長都要出席，要拜託各位協助教育中心，

在各分會幹部確認之後十月份辦一場提前會務研習營，謝謝各位。 

王春永 台中市會創會會員 

昨天廖祿煙生日我跟他見面，我昨天才發現傑人會、扶輪社和獅子會做比

較，傑人會是重質不重量。 

張正中 前總會長 

我非常同意林四川監事說的，議程要對上次決議案說明，追蹤檢查效果如

何。第二個秘書長報告就是報告從上次到這次會議當中，總會做了哪些工作，

所以是工作報告。第三個財務收支情形是財務長報告，就是要針對這段時間經

費收支情形，在進行到這個提案時財務長也要起來說明收支情形，這樣大家才

會聽得清楚，預算多少、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和結餘多少，四個數字大家就會

聽得很清楚。關於議程的改進方面我們也提到，一萬兩萬五千的決策不需要這

麼多的提案，列入工作報告就可以了。再來很多案子都是各分會辦活動，可以

了解捐血活動、教育花園活動和作文比賽，我會認為各分會和總會檢討這些活

動意義和效益，甚麼叫效益？我們效益要用最少的錢做最大的效益，可以朝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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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向來做，剛剛說廣告費十七萬，這個我們就要評估效益廣告宣傳，如果還

是用傳統觀念來做廣告宣傳，但是網紅就可以做了，為什麼不自己做呢？資訊

委員會和總會要發輝會務改進提升的功能，然後告訴分會朝著個方向來做，包

括光楠總會長講的明年會務如何，總會長講的上繳會費增加了，表示要加強會

員幹部的培植，如果在十月份辦了會務幹部研習營，他雖然不是幹部但他可能

是未來的幹部，當你辦這個幹部研習營，各分會推薦的都是明年要做三長的幹

部人選，先來了解狀況，傑人會的問題是一年一任不得連任，開始是新手上任

等到對會務夠熟了就不能連任，我認為要檢討傑人會發展不要說不敢不敢，一

年一次，世界總會長也是我提議連任的，現任總會長做多了就有經驗和心得就

知道怎樣做，所以中華民國總會長可不可以規定連任一次？這是大問題，這到

最後要變成修改章程，這要先開前總會長會議來決定大眾方針，給總會現任總

會長會務改革提升參考意見，如果要的話時代在改變我們也要改變，永遠學前

面的永遠沒有發展的可能，謝謝大家。  

十四、 主席結論： 

今天很感謝各位總會長和理監事都準時到，也謝謝秘書長在時間上的控

制，我們來感謝張正中前總會長、傅忠雄前世界總會長、葉論飛前總會長、林

瑞楨前總會長、張琇雅世界總會長、林栢根前總會長、陳光楠前總會長、林明

郎前總會長、陳鋒仁前總會長，謝謝他們跟我們做了這麼多的指導，再次感謝

各位總會長和理監事做了做麼多的決議，讓我們的活動都能順利推行，大力感

謝監事長，感謝傑人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陳志峯，基金會對我們傑人會的大型議

題都很支持。接下來所有的議案，我們從提案(一)到提案(十八)，因為時間關係

是不是不要再複誦，四川副總有說，下次在會議時會把所有的執行情況跟決議

整合成列出來，今天我們(一、二、三、四)到提案(十八)，除了提案(十七)修改

為建議案，其他提案都有做實質的決議案，所有補助金額款項照提案金額補助，

這秘書處會詳細條列出來，最後再次感謝各位理監事參與，等一下六點用餐，

希望大家用餐愉快，今天會議也是圓滿成功，謝謝。 

十五、 唱傑人會歌 

十六、 散會(鳴閉會鐘) 下午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