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第一屆第十次理第一屆第十次理第一屆第十次理第一屆第十次理（（（（監監監監））））事事事事聯席聯席聯席聯席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一、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102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 下午 2:30 

二、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中市北屯區軍和街 455 巷 12 號 

三三三三、、、、 出席人員姓名： 

(一一一一 ) 理事：應出席 9 人，實到 7 人－黃雲騰、游東陽、林政耀、

李漢斌、劉子瑩、李中二、李彗禎、 

(二二二二 ) 監事：應出席 3人，實到 3人－劉醇毅、李飄玲、許淑娥 

四四四四、、、、 缺席人員姓名： 

(一一一一 ) 理事：無 

(二二二二 ) 監事：無 

五五五五、、、、 請假人員姓名： 

(一一一一 ) 理事：2人－江俊嶙、高海濱 

(二二二二 ) 監事：無 

六六六六、、、、 列席人員：無 

七七七七、、、、 主  席：黃常務理事雲騰            記錄：許淑娥 

八八八八、、、、 主席致詞：今天是本屆理、監事最後一次聯席會議，感謝全體

理、監事及祕書長全力配合，讓工作計畫持續順利



推動中，稍後將討論之議案也請各位理監事共同費

心研議出可行方案，讓往後會務運作能持續順利推

動。 

九、 來賓致詞：無 

十、 報告事項：詳如附件會議資料 

(一) 本年度歷次會議重要決議案執行狀況報告 

(二) 理事會會務工作報告 

(三) 監事會監察業務報告 

 

十一、 討論提案: 

案由一：審查新進會員資格案，請討論。 

說 明：第九次理監事會議後新進個人與團體會員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編製本會 101 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請討論。 

    說  明：審議通過後經監事會同意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編製本會 102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請討論。 

    說 明：審議通過後經監事會同意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編製本會 102 年度工作計劃書，請討論。 

    說  明：審議通過後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開會時間及地點，請討論。 

決 議：訂於 102 年 3 月 16 日(六)下午 2:00 於台中市北屯區松

竹路一段 526 號(向陽休閒農園)召開。 

 

案由六：本會購置永久會址案，請討論。 

說  明：鑑於本會會務發展需要，並定期辦理社會救助及物資發



放所需空間，提請規劃購置永久會址。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為本會會務運作及長遠計劃需要，擬訂會務發展基金及

增設置產基金的提撥運用訂定實施辦法案，請討論。 

說 明：檢附本會「會務發展準備基金與置產基金提撥及運用辦

法」，詳如書面資料。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本會 101 年度財務保留計劃方案，請討論。 

說 明：對於年度財務經保留應用於公益事項，請集思廣益提出

方案。 

決  議：以年終物資發放、原鄉義診活動為保留計畫經費使用。 

 

    案由九：本會年度救助個案(如附件)，年終物資發放，請討論。 

說 明：歲末寒冬為了讓扶助關懷戶感受過年溫馨氣氛及社會的

溫暖，於年終發放物資或禮卷，。 

    決 議：每個個案以全聯禮劵 1,600元及會員捐贈之男/女衛生 

            衣、襪子、老花眼鏡為物資發放物品。 

 

    案由十：落實本會各理、監事職務，請討論。 

    說  明：為使會務運作順利，請各理、監事加強會員招募工作。 

    決  議：各理監事依照任務編組確切執行。 

     

    案由十一：本會會務用零用金額度調高至 3萬元，請討論。 

說  明：為使會務推動所需經費支出調度靈活，建請調高零

用金額度。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本會欠缺律師、會計師及程式設計等專業人員，請討

論。 

說  明：請推薦律師等專業人員協助會務推展。 

決  議：理監事負責推薦人選。 

 

案由十三：卸任理、監事聘為本會無給職常年顧問，請討論。 

說  明：第一屆理、監事任期將屆，依章程規定進行改選，

對於改選後卸任理、監事，仍藉助其長才，建議聘

為本會無給職常年顧問。   



決  議：依章程第三十一條.第九項辦理。  

 

案由十四：推薦第二屆理、監事改選人選案，請討論。 

說  明：第一屆理、監事任期將屆，依章程規定進行改選，下

屆理、監事候選人，請踴躍推薦人選擔任，期使會

務順展。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 臨時動議 

案由一：修訂本會「社會救助申請作業辦法」詳如附件，請討論。 

說 明：修正重點在於簡化作業程序及流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本會「施棺濟助金申請作業辦法」壹、申請資格，

請討論。 

說 明：需徵得家屬（案主）同意為首要原則。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案由：修訂本會「兒童少年助養實施辦法」詳如附件，

請討論。 

說明：文字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修訂本會「餐費補助作業辦法」詳如附件，請討論。  

說 明：因應物價指數波動所需，調高補助金額早餐補助費：每

人每餐 50元、晚餐補助費：每人每餐 80元及文字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 散會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第一屆第十第一屆第十第一屆第十第一屆第十一一一一次理次理次理次理（（（（監監監監））））事事事事聯席聯席聯席聯席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一、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102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 下午 2:00 

二二二二、、、、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一段 526 號 

三三三三、、、、 出席人員姓名： 

(一一一一 ) 理事：應出席 9 人，實到 7 人－、游東陽、林政耀、李漢

斌、劉子瑩、李中二、李彗禎、高海濱 

(二二二二 ) 監事：應出席 3人，實到 3人－劉醇毅、李飄玲、許淑娥 

四四四四、、、、 缺席人員姓名： 

(一一一一 ) 理事：無 

(二二二二 ) 監事：無 

五五五五、、、、 請假人員姓名： 

(一一一一 ) 理事：2人－江俊嶙、黃雲騰 

(二二二二 ) 監事：無 

六六六六、、、、 列席人員：無 

七七七七、、、、 主  席：游常務理事東陽            記錄：許淑娥 

八八八八、、、、 主席致詞：今天是本屆理、監事最後一次聯席會議，感謝全體

理、監事及祕書長全力配合，讓工作計畫持續順利



推動中，本次會議議程主要審議新進會員資格，以

利會務運作順利。 

九、 來賓致詞：無 

十、 報告事項：無 

十一、 討論提案: 

案由一：審查新進會員資格案，請討論。 

說 明：第十次理監事會議後新進個人會員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 臨時動議 

十三、 散會 

 



 

 

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 

一、 時  間：102 年 3 月 16 日下午 3點 

二、 地  點：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一段 526 號(向陽休閒農園) 

三、 應出席數：  191  人 

四、 出席人員：  117  人(含委託出席  27   人) 

五、 缺席人員：    0  人 

六、 請假人員：   74  人 

七、 列席人員：無 

八、 主  席：劉常務監事醇毅         記   錄：許淑娥 

九、 主席致詞：我們的社團走過三年了，感謝協會幹部、志工熱心參與，以及全

體會員的認同，才能有今天的成果；尤其是在成立了義診服務組讓

大家參與更多的愛心服務工作，也更凝聚會員的向心力。 

十、 來賓致詞：無 

十一、 報告事項： 

(一 ) 頒獎： 

1. 頒發 101 年度年終物資發放贊助廠商 

(1) 睛品眼鏡有限公司 

(2) 三合豐針織有限公司 

(3) 聰龍製衣廠 

2. 頒發本次大會紀念品贊助及協助廠商 

(1) 張慧玲小姐:贊助保溫瓶及刷子 

(2) 維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贊助 100%純天然植物油 

(3) 易承紙業有限公司:贊助會員大會手冊及協會目錄文件列印 

3. 頒發原鄉義診服務工作人員: 

(1) 台灣善行車隊全體隊長張建立及全體隊員 

(2) 義診醫療小組及牙醫師黃信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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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揚優良志工: 

(1) 社服組:李中二、林政耀、李飄玲、黃秀媛、林心如、劉寶玉、劉順

益、陳炳言、王楷絲 

(2) 總務組:黃秀媛、林心如、陳炳言、王楷絲 

(3) 行政組:藍玉梅、羅淑惠、藍玉真 

(4) 義診服務組:黃信凱、陳以勤、劉寶玉、劉順益、劉魏善、劉子瑩 

(二 ) 本會新加入永久會員:許明絜、李飄玲 

(三 ) 101 年度決算收支報告（詳如附件 1~4頁） 

(四 ) 101 年度工作計畫及社會服務執行成效（詳如附件 5~6頁） 

十二、 討論提案: 

（一） 案由：審議本會 101 年度收支決算案，請討論。（詳如附件 1~4頁） 

說明：本案業經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審查通過，提請大會通過後報

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審議本會 102 年度工作計畫案，請討論。（詳如附件 7頁） 

說明：本案業經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審查通過，提請大會通過後報

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審議本會 10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請討論。（詳如附件 8 頁） 

說明：本案業經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審查通過，提請大會通過後報

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有關本會會務運作及長遠計劃，對會務發展基金及增設置產基金   

             的提撥運用訂定實施辦法案。（詳如附件 9頁） 

        說明：本案業經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審議通過，提請大會通過後報 

              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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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 

九、選舉事項： 

1. 選舉第二屆理事、監事： 

應選理事九名、候補理事二名 

應選監事三名、候補監事一名 

2.選務工作人員：監票員、發票員、唱票員、記票員。 

1. 發票：  藍玉梅、羅淑惠             

2. 監票：  林政耀、劉醇毅    

3. 唱票：  蔡雅如、許淑娥              

4. 記票：  李彗禎、張慧玲    

理事當選名單： 

1.理事：  劉長安   (票數：   76  ) 

2.理事：  陳明堂   (票數：   91  ) 

3.理事：  林政耀   (票數：  109  ) 

4.理事：  李漢斌   (票數：  106  ) 

5.理事：  劉順益   (票數：  106  ) 

6.理事：  劉子瑩   (票數：   97  ) 

7.理事：  郭宥婕   (票數：  100  ) 

8.理事：  李中二   (票數：  105  ) 

9.理事：  黃瑜美   (票數：   90  ) 

10.候補理事：  黃信凱   (票數：  53  ) 

11.候補理事：  蘇孟吟   (票數：  41  ) 

監事當選名單： 

1.監事：  劉醇毅   (票數：  97  ) 

2.監事：  孫玉玲   (票數：  81  ) 

3.監事：  林雪卿   (票數：  100  ) 

4.候補監事：  劉益成   (票數：  54  ) 

 

十、散會 



社團法人社團法人社團法人社團法人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2 年 3 月 16 日下午 5點 

二、地  點：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一段 526 號(向陽休閒農園) 

三、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 李漢斌 、 林政耀 、劉子瑩 、 李中二 、陳明堂、劉順益、 

           郭宥婕、黃瑜美     

監事： 劉醇毅 、林雪卿、孫玉玲 

四、缺席人員姓名： 

    理事：無 

    監事：無 

五、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劉長安 

    監事：無 

六、列席人員：無 

七、主  席：劉常務監事醇毅                     記錄：許淑娥 

八、主席致詞： 

    各位理監事好： 

    在此先恭喜各位當選本協會理監事職務，協會運作主要的靈魂人物就是在座的

理監事，所以當選的同時便是各位責任分擔的開始。希望在座各位能秉持協會

發起的初衷「以孝齊家、行善天下」共同開創慈善公益事業及社會服務為主旨。

恭喜各位！感謝各位！ 

九、來賓致詞：無 

十、報告事項：無 

十一、選舉第二屆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 

  選務工作人員 

1. 發票： 藍玉真  

2. 監票： 何坤錥  

3. 唱票： 藍玉梅  

4. 記票： 羅淑惠  

  常務理事當選名單 



    常務理事： 陳明堂 (票數： 3 ) 

    常務理事： 林政耀 (票數： 2 ) 

    常務理事： 劉子瑩 (票數： 2 ) 
    
  常務監事當選名單 

    常務監事： 劉醇毅 (票數： 2 ) 
   
  理事長當選名單 

    理事長：陳明堂(票數： 6 ) 

十二、移交 

    移交第一屆期間之檔案、財務及人事等有關清冊，由游常務理事移交新當選理

事長，劉常務監事監交。 

十三、第二屆理事長致詞 

    主席、各位理監事大家好： 

  首先恭喜各位當選為理監事，當選的開始就是責任的開始。我們協會歷經三年

的耕耘，不論是在會務及社會救助上都已經上了軌道，在此非常感謝前任理監事

及所有工作人員的辛勞與付出及曾經協助過我們的善心人士，因為有大家的熱心

幫忙，使得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得以順利成長茁壯，做公益回饋社會是一種無形的

佈施，奉獻自己的心力是快樂的、以關懷的心去助人是可貴的，希望今後在『善

行天下發展協會』的道路上我們一起貢獻自己久藏的愛心，點亮它，讓心中充滿

溫馨正向的光明面，以慈悲的心來熱心助人、廣結善緣，把自己的善念感染給社

會大眾，關懷幫助社會上更多急需救助的人，努力完成實現我們的夢想，願我們

一起加油、努力，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一片天空。   謝謝大家！ 

十四、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聘任本會秘書長等工作人員案 

說明：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理監事)擔任 

決議：因協會初期經費有限，所聘任人數及薪資均有所受限，初期協會運作工

作人員為無給職，義務協助會務推行。工作人員為三人。 

     秘書長：何坤錥 

     會  計：藍玉梅 

     出  納：羅淑惠 

十五、臨時動議： 

十六、散會 



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2 年 6月 8日下午 3點 

二、地  點：台中市和平區谷關東關路一段溫泉巷 7號(神木谷假期大飯店) 

三、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陳明堂、劉子瑩、 林政耀 、李漢斌、李中二、郭宥婕、劉順益、 

黃瑜美     

監事： 劉醇毅 、林雪卿 

候補監事：劉益成 

顧問：李飄玲、許淑娥 

四、缺席人員姓名： 

    理事：無 

    監事：無 

五、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劉長安 

    監事：孫玉玲 

六、列席人員：無 

七、主  席：陳明堂                        記錄：許淑娥 

八、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理監事在百忙之中參加今天的理監事會議，同時感謝秘書長費

心籌備本次會議的辛勞。 

為使協會運作更組織化，讓協會會員及幹部人力增加，期使協會力量擴

大及組織健全，這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達成了四月底前會員數增至 300 人

的目標，在此感謝全體理監事的辛勞認真，未來在組織運作上將會有所改變，

本屆理監事最重要任務是設立分會，規劃分別於北、中、南三區設立分會，

並且於分會增設主任等；另外，並且有關財務支出部份應健全化，不再由個

人捐助支付，對於固定支出部份經費方案，請大家待會在會議中踴躍發言討

論。 

九、來賓致詞：無 

十、頒發第二屆理、監事當選證書及頒贈第一屆理、監事卸任後常年顧問聘書 

十一、會務工作報告 



(一) 理事會會務工作報告 

(二) 監事會監察業務報告 

十二、討論提案 

案由一：審查新進會員資格案，請討論。 

說 明：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後新進個人與團體會員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四條，會員數超過三百人得設立分會，修訂

本會章程，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依據章程設立分會，本會組織章程應增訂「總會組織架構簡則」，

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訂定本會分會組織綱要訂定，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訂定本會「會員代表選舉辦法」，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訂定本會「分會組織辦事細則」，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有關分會各項業務訂定本會「分會輔導簡則」，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提請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本會購置永久會址案，請討論。 

說 明：鑑於本會會務發展需要，並定期辦理社會救助及物資發放所需空間，

提請規劃購置永久會址，請討論。 

    決 議：朝設置永久會址方向規劃，永久會址之選訂俟後續行討論。 

 

    案由九：有關本會年中辦理會員聯誼及跳蚤市集拍賣活動，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會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會員聯誼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活動地點：香格里拉樂園。 

 

    案由十：本會因應會務量增加及分會組織擴大需求，將會務作業電腦化以減

少人事成本開支，擬請專業人士撰寫本會需求之會計組織程式，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本會實際需要提案討論。 

決  議：由理、監事協助邀集相關專業人員提供建議方案後，再行研討。 

 

    案由十一：因應本會會員總數增加，理監事所佔比例與會員數無法成正比， 

             需增加理監事名額，請討論。 

說  明：本會會員數持續增長中，理監事席次比例不足，有其必要性增加

理監事席次，會務才得以延續擴展。 

    決   議：增加理、監事席次各二人，修正本會組織章程第六條置理事十一

人、監事五人，並提下次會員大會追認。 

 

十三、臨時動議 

案由一：依本會創會”善款善用”原則，現有協會事務費用如房租.水電.電

話費.保全費建議由本會幹部組織成員共同分擔，待協會基礎穩固

後，回歸正常制度。分層賦予任務捐款；常務理監事、理監事、處

長、會長等，並由常務監事開立專戶，事務費用、義診醫療費用由

專戶支出，請討論。(提案人：陳明堂，連署人：劉醇毅、林雪卿) 

決 議：辦公事務費用由協會支應，如不敷使用時可開放自由認捐，該捐助

款指定作為辦公事務專案使用。 

 

案由二：現有置產基金由永久會員捐款金額提撥 80%作為基金，建議讓會員

及非會員得捐款，縮短置產基金募款年限，金額大約 2,500 萬元，

請討論。(提案人：林政耀，連署人：劉子瑩、李漢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因本會現有志工短缺，各組志工均為跨組成員，召開會議時會重疊，

建議會議由主管階層召開各分層負責人傳達指令給志工，以免造成

志工不便，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分會辦公處所之處理、費用、場地等如何處理，請討論。 

決 議：再研議。 

 

案由五：分會成立後，理監事選舉人數分配，建議方案如下，請討論。 

(一) 採全區(協會總人數決定比例)       



(二) 採分區(以分會人數決定比例) 

決 議：採全區以協會總人數決定比例。 

 

案由六：修訂本會「理監事與會員婚喪禮儀處理辦法」，請討論。 

說 明：因應成立分會及物價調整，修訂額度。 

決 議：修正通過。 

 

十四、散會 



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台灣善行天下發展協會    
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2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11 點 

二、地  點：向陽農場(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一段 526 號) 

三、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陳明堂、劉子瑩、 林政耀 、李漢斌、李中二、郭宥婕、劉順益、 

黃瑜美     

監事： 劉醇毅 、林雪卿、孫玉玲 

候補監事：劉益成 

顧問：李飄玲 

四、缺席人員姓名： 

    理事：無 

    監事：無 

五、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劉長安 

     

六、列席人員：無 

七、主  席：陳明堂                        記錄：藍玉梅 

八、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理監事在百忙之中參加今天的理監事會議，同時感謝秘書長費

心籌備本次會議的辛勞。 

為使協會運作更組織化，讓協會會員及幹部人力增加，期使協會力量擴

大及組織健全，這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已成立北區及中區分會籌備會，感

謝全體理監事的辛勞認真，待會請大家在會議中踴躍發言討論。 

九、來賓致詞：無 

十、會務工作報告 

(一) 理事會會務工作報告 

(二) 監事會監察業務報告 

十一、討論提案 

案由一：審查新進會員資格案，請討論。 



說 明：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後新進個人與團體會員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章程於第二次理監會議討論後有稍作修正，經內政部來函針             

對修正部份，須依人民團體法規定，使得符合現行條文規定，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重新審議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分會組織綱要修定，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分會組織辦事細則修定，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分會會員選舉會員代表辦法修訂，請討論 

    說  明：理監事會議同意後經大會追認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臨時動議 

案由一：年終物資發放全聯社禮卷金額由 1600 元，調整為 2000 元 (提案人：

李飄玲，連署人：劉醇毅、林雪卿)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施棺捐贈火葬金額由 12000 元，調整為 15000 元(提案人：林政耀，

連署人：劉子瑩、李漢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義診時物資發放物品增加米、油、鹽..等每戶以 400 元內，透過當

地村幹事協助列名冊發放。(提案人：李飄玲，連署人：林政耀、林

雪卿) 

決 議：照案通過。 

 

十四、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