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獅子會臺灣總會臺灣省第三聯合會(300-D1 區)
第 45 屆會員代表大會 (紀錄)
【會議程序】
壹、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貳、起立互敬
參、誦讀獅友八大信條
肆、通過本次會議程序
伍、介紹與會人員
陸、報告出席人數
柒、主席致詞
捌、前任總監致詞
玖、工作報告
(1)議事組報告(議事組)
(2)會務工作報告
1 區務報告(秘書長)
○
2 財務報告(財務長)
○
3 監察報告(常務監事)
○
拾、提案討論
拾壹、臨時動議
拾貳、選舉
(1)選務報告(選務組)
(2)政見發表
(3)投票
選舉第 45 屆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及理監事
拾參、召開第 45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選舉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拾肆、閉會(主席鳴鐘宣佈閉會)
1

國際獅子會臺灣總會臺灣省第三聯合會(300-D1 區)
第 45 屆 會員代 表 大會 (紀錄)
日
時
地
主
司
出
記

期:2022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間:下午 2:30-5:30
點:台南長榮酒店
席:第 44 屆理事長 張兆榮總監
儀:辦事處主任 鄭女勤
席:首席代表、正代表
錄:議事組

壹、大會開始(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貳、起立互敬
參、誦讀獅友八大信條
1、忠於所事，勤勉敬業，竭誠服務，爭取榮譽。
2、守正不阿，光明磊落，取之以道，追求成功。
3、誠以待人，嚴以律己，自求奮進，毋損他人。
4、犧牲小我，顧全大局，爭論無益，忠恕是從。
5、友誼至上，服務為先，絕非施惠，貴在互助。
6、言行一致，盡心盡力，效忠國家，獻身社會。
7、關懷疾苦，扶弱濟困，人溺己溺，樂於助人。
8、 多加讚譽，慎於批評，但求輔助，切莫詆譭。

肆、通過本次會議程序 (請參考第 2 頁)
-主席:討論事項第六案，因前總監有意見，已經取得原提案人
陳耀忠理事同意，本案先撤回。
-其他通過。
伍、介紹與會人員 (略)
陸、報告出席人數
應該出席正代表 335 位，現已報到 197 位(含委託遞補 34
人)，已過半數，尚在陸續報到中。
【當日實際出席 289 人，
含 37 位委託或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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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主席致詞 (第 44 屆理事長/總監 張兆榮)
1.問候(略)。
2.我的任期破百，覺得很快樂，一路走來大家互相扶持，爭
議難免，多能和諧處理。之前很多的活動，氣氛很好，謝
謝大家的努力。之後還有「獅子會之歌」歌唱比賽、公益
攝影展幫助未婚媽媽之家，請支持。
3.下週 3/27 年會有許多有創意的做法，請大家踴躍參加。
4.我任內兩件最重要的事，在 5 月份台灣總會年會，幫助蔡
天再前總監順利當上 MD300E 議長及周榮家前總監獲得
2023-2025 的國際理事提名。尤其是周榮家，之前受委屈，
請大家全力支持。請各會正代表一定要註冊台灣總會 5/14
年會，才有投票權，相關遊覽車和住宿安排中。
捌、前任總監致詞(前任總監 林江和) (略)
*主席請周榮家前總監(2023-2025 年度國際理事參選人)向大
家問候。
*周榮家參選人:高雄 E1 已經要出第 3 位國際理事，D1 區從
來沒有，有人要破壞和諧，我希望均衡。我因家人強烈反對，
曾於 11 月提出退選，但兆榮總監鼓勵我堅持，我秉持做人
的原則繼續選。我的處境很艱難，希望大家支持。
玖、工作報告
(一)議事組報告(報告大會議事規則暨提案審查情形【詳第 13 頁】)

(由議事組李佩珍組長報告)
(二)會務工作報告

1、區務報告(秘書長 吳呈隆)

《一般行政報告》
一、 會數:88 會。會員人數:3396 人(包括男獅 2,557 人，女獅 8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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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會員 44 人)
二、 總監率服務團隊拜訪地方首長，(1) 10 月 1 日嘉義市長、嘉義縣長、
(2) 10 月 5 日雲林縣長、(3) 10 月 12 日台南市長。
三、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於 11 月 3 日-1 月 17 日舉行。
四、GLT 全球領導開發團隊：
(1)9 月 10 日於嘉義滿福樓餐廳辦理專區主席、分區主席研習，有
28 人參加。
(2)9 月 16 日於永康情定城堡、9 月 22 日於嘉義皇品酒店辦理分會
幹部研習，有 225 人參加。
(3)9 月 30 日於永康情定城堡舉辦司儀培訓，有 147 人參加。
(4)11 月 4-5 日於溪頭米堤飯店辦理幹部僻靜營，有 91 人參加。
(5)獅子學院 3 月 11 日、3 月 17 日、3 月 24 日、4 月 7 日於嘉義市
滿福樓餐廳上課，3 月 31 日戶外教學。
五、 GMT 全球會員發展團隊：12 月 23 日於嘉義滿福樓餐廳舉辦新會員
講習，200 位新獅友參加。
六、資訊科技委員會：辦理「跟上數位化時代」資訊班，指導獅友如何
使用 MyLion 與國際總會接軌。(1)10 月 29 日台南班(第 7.8.9.10
專區)，29 人參加。(2)11 月 12 日台南班(第 5.6 專區)，26 人報
名參加。(3)11 月 26 日雲林班(第 1.2 專區)，29 人報名參加。(4)12
月 17 日嘉義班(第 3.4 專區)，30 人報名參加
七、高爾夫比賽委員會:10 月 18 日於台南高爾夫球場辦理友誼賽，有
242 人參加。
八、公共關係及獅訊編輯委員會：如期出版獅吼會刊。
九、攝影委員會:配合區活動提供攝影服務。

*以上報告無異議通過

《社會服務》
一、兒童癌症防治宣導委員會:
(1)10 月 30 日於口湖鄉興安代天府廟前廣場舉行「夢想飛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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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藍天˙愛的逆轉勝˙癌症小戰士 ~ 預防重於治療 兒童癌症
防治宣導」活動。
(2)1 月 19 日於嘉義僑平國小舉辦宣導活動。參與人數約 550 人
(3)4 月 26 日於台南市大港國小舉辦。
二、糖尿病防治教育及行動委員會舉辦:
(1)「獅情有愛 糖尿不在」宣導講座：9 月 23 日(嘉義場)於嘉義九
華山地藏庵、10 月 16 日台南場(第 7.8.9.10 專區) 於仁德大
統喜宴餐廳、2 月 22 日(雲林場)於斗六市公所斗六廳。
(2)「獅情有愛 糖尿不在 漫步環湖賞林浴」健行活動：11 月 21
日於新營天鵝湖公園舉行。
三、關懷飢餓&為兒童服務委員會：
(1)7 月 28 日舉辦「致敬平凡英雄陪您一起加油」營養食物箱發放
給 100 位受疫情影響的計程車司機。
(2)8 月 16 日與第 11 分區聯合關懷弱勢兒童暑期午餐便當
(3)10 月 16 日於防制酒駕宣導活動分發關懷貧困物資。
(4)3 月 25 日至 4 月 10 日，承辦「葉淑蕙老師公益攝影展」
，並將
募款所得捐麻二甲之家(未婚媽媽之家)。
四、維護視力.教育及行動委員會:
(1)舉辦【維護視力宣導暨視障愛樂合唱團演唱會】
10 月 8 日(雲林場)北港文化中心
10 月 17 日(台南場第 7.8.9.10 專區)台南台江文化中心
11 月 14 日(嘉義場)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12 月 5 日台南場(第 5.6 專區)台南市新營文化中心
(2)舉辦【視力篩檢與宣導】
11 月 11 日台西崙豐國小。
(3)舉辦【眼科義診】
12 月 17 日嘉義縣東石鄉連天宮廟埕
五、環境保護委員會：4 月於台南新營周武街公園辦理獅子公園落成暨
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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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GST 全球服務團隊：協助五大社服委員會等辦理活動。
七、維護聽力.教育及行動委員會: 10 月 3 日於雲林縣莿桐樂齡學習
中心辦理「輕聲細語.獅獅入扣~維護聽力，世界更美麗」活動，
服務長輩。
八、品德閱讀行動委員會:辦理 3 場校園種子教師研習，9 月 29 日斗
南大德工商、10 月 6 日嘉義市北興國中、10 月 13 日台南永康情
定城堡。
九、防制酒駕委員會:10 月 16 日於崙背農會前辦理宣導活動。
十、休閒活動委員會：於 10 月 21-22 日辦理獅友阿里山樂活之旅。
十一、 器官捐贈委員會: 10 月 28 日於嘉義高中舉辦「薪傳生命」宣
導活動。
十二、和平海報委員會：共收 157 件作品，11 月 24 日舉辦評審，第
一名雲林縣會、雲鳳會、斗六會三會聯合推薦，許筑鈞同學，雲
林縣東和國中。
十三、獅子探索委員會:
(1)11 月 5 日 獅子探索社區巡禮記者會，提供青少年表演平台，
參與社區活動。
(2)11 月 21 日「獅友愛 一心情 大手牽小手活動」
，於一心育幼院。
十四、文化社區藝術活動委員會: 10 月 2 日於新營文化中心辦理「印
象.法國」慈善音樂會，門票所得結餘捐贈更生人之家。
十五、本區與台南市政府、臺灣藝術家交響樂團文化基金會、臺灣藝
術家交響樂團 聯合主辦「元旦新年音樂會」，感謝世界各國捐
贈臺灣疫苗。本區 417 人參加。
十六、有關國際基金 LCIF
(一)本年度捐獻國際基金會 LCIF 美金 1,000 元，至 3 月 10 日止，
共有 370 人次。
(二)國際基金託管董事會 1 月會期通過本區
(1)兩個匹配撥款
(A)1 部災情勘查車申請案(台南市南一會提出)，撥款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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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17,106 美元。
(B)1 部玉井偏鄉服務車 19,500 美元(中山會提出)。
(2) 飢 餓 試 行 撥 款 - 專 案 : 修 建 台 南 市 楠 西 區 食 物 銀 行
33,348 美元
十七、本年度捐獻臺灣基金會 LCTF 台幣 5,000 元，至 3 月 10 日止，
共有 1,052 人次。
十八、行動音樂車: 為 21-22 年度最重要的服務之一，造價約 350 萬，
由張總監出面募款及獅子會臺灣基金會 LCTF 撥款 150 萬配合
並以 300-D1 區名義捐贈台南市南瀛愛樂藝文協會。該車去年 9
月正式上路，第 1 年免費提供獅子會活動使用，至今已出場 32
次，提供獅子服務不同的呈現方式。
十九、因受疫情影響，多項社會服務活動取消。

主席補充:將安排幹部 5 月份拜訪蔡英文總統。
委員會都很認真做事，我們的社會服務多落實與社區結合的
重要。
LCIF 協調長和 LCTF 協調長放下身段到分會說明並募款，都
是無私的奉獻。有問題，可以找我說明。
*以上報告無異議通過。
2、財務報告(財務長 姜達祥)
(1)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經費收支預算與實際
收報告表，詳【第 15 頁】。
(2)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資產負債表，詳【第 16 頁】。

*以上報告無異議通過。
3、監察報告(常務監事 石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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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2021 年 10 月 7 日和 2022 年 1 月 10 日和 2022 年於區辦事處
召開監事會，監查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①經費收支預
3 銀行存摺及定存單、收支傳票
算與實際收支報告表②資產負債表○
及憑證報告。

*以上報告無異議通過。
拾、提案討論
【案由一】
：請追認本區 (第 43 屆)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經費收支預算與實際收支決算表案。 （提案人：
本區辦事處）
說明：(1) 詳【第 17 頁】。
(2)本案經送請第 43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議監察通過在案。
辦法：請追認。
決議：通過。
【案由二】
：請追認本區 (第 43 屆)2021 年 6 月 30 日止資產負債表
案。

（提案人：本區辦事處）

說明：(1) 詳【第 18 頁】。
(2)本案經送請第 43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議監察通過在案。
辦法：請追認。
決議：通過。
【案由三】:本區視力服務車(含設備)捐贈(過戶)給獅子會全國視力
照護網使用，提請追認。

（提案人：本區辦事處）

說明 : 一、本區視力服務車於 2015 年 10 月購置，平日留在中臺科
技大學視光系配合獅子會全國視力照護網使用。
二、本車平日之稅費.保養維護.汽油費由獅子會全國視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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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網支付，每年約 7-8 萬元。
三、本車車齡 7 年，只有強制險，沒有其他附加保險，有安
全保障上的顧慮。當初購入全套總價 250 萬台幣。
四、汽車廠牌: 現代汽車。排氣量 2500CC。出場年份 2015
年 3 月。視力服務設備包括: 電腦驗光機、LCD 視力機、
試片組、視網膜鏡+眼底鏡、試鏡架、自動多焦度數儀、
立體視力蝴蝶讀本、手動綜合驗光儀、桌板+手臂、色
盲測試本、遮眼板、眼壓計、免散瞳眼底照相機。
五、本案經送請第 44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第 1 次區
務會報報告通過，捐贈給獅子會全國視力照護網在案。
六、已於 2021 年 10 月完成過戶手續。
辦法：請追認。
決議：通過。
【案由四】: 追認 更新電腦設備費。

（提案人：本區辦事處）

說明: 一、本區辦事處電腦主機超過 10 年故障無法修理，已 8 月完
成更新。
二、更新費用 60,900 元(包括 ASUS 伺服器、Window2019 中文
標準版作業系統)。
三、本購買案，援例由本區歷屆結存款聯合服務經費撥款支
付。
四、本案經送請第 44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第 2 次區務
會報報告通過 在案。
辦法：請追認。
決議：通過。
【案由五】
：2021-2022 年度「國際事務費」轉作聯合社會服務金科目。
（提案人：本區辦事處）
說明：一、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年度本區與韓國 354-C 姊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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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互訪，因亦無接待國際總會幹部來訪，原預算 16
萬元未動用。
二、本案經送請第 44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第 3 次區
務會報報告，通過原科目轉至「聯合服務經費」使用。
辦法：請議決。
決議：通過。

◎撤回【案由六】：恢復設置「榮譽副總監」職位。

【案由七】
：修訂本區「區成員之資格、職責及選任細則」區成員細
則，增加區「事務長」
、
「公關長」之資格與資歷特別認定。
(提案單位：本區辦事處)
說

明：一、本區第三條第九項規定，「辦事處主任」卸任後資歷
與「分區主席」同等。
二、區「事務長」
、
「公關長」亦為本區常設職務，平日擔
任總監隨行，充分參與區務工作，對區務了解甚深，
實可比照「辦事處主任」卸任後之資格認定。
三、本區曾於 2001 年 3 月 12 日區務會報正式通過「事務
長」
、
「公關長」卸任後資歷與「分區主席」同等。2017
年 3 月 12 日會員代表大會重新修訂「區成員之資格、
職責及選任細則」
，刪除上述資格認定。
四、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辦事處主任: 曾任會長

辦事處主任、事務長、公

以上職位者，獅齡五年

關長: 曾任會長以上職位

以上，而曾任本職位

者，獅齡五年以上，而曾

者，其資歷與分區主席

任本職位者，其資歷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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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但不得為總監及

區主席同等，但不得為總

副總監候選人資格。

監及副總監候選人資格。

五、本案經送請第 44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第 3 次
區務會報報告在案。
辦

法：請議決。如獲通過，一併恢復自 2001 年起，
「事務長」
、
「公
關長」卸任後資歷與「分區主席」同等的資格認定。

決 議：本案擱置。

【案由八】
：通過本區 (第 45 屆)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經費收支預算表。

（提案人：本區辦事處）

說明：一、詳【第 19 頁】。
二、本經費收支預算表係參考第 44 屆經費收支情況並依
新需求編定。
三、本案經送請第 44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第 3 次
區務會報報告在案。
辦法：請議決。
決議：通過。
【案由九】
：本區第 45 屆(2022-2023 年度)工作計劃表。
（提案人：本區辦事處）
說明：一、詳【第 20-21 頁】。
二、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需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辦理。
辦法：請議決。
決議：通過。

【案由十】
：建請刪除本區講師人數限最多 25 人之限制。
（提案人：本區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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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本區 2016 年 3 月 19 日第 39 屆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精簡本
區講師人數，每屆講師聘任人數最多 20-25 人。
二、後因取得講師資格人數逐年增加，近 6 個年度已增加 31
人，25 人之限制已不合時宜。
三、又為鼓勵更多優秀獅友加入宣揚獅子主義的行列，提升
全區整體素質，本區宜修正規定，以提供會員更多參與
講師訓練的機會。
辦法：一、刪除 25 人的限制
二、交下屆總監修訂「講師規範」
，明訂完備的遴選和淘汰機
制，以強化優質講師團隊陣容。
決議：通過。

拾壹、臨時動議 (無)
拾貳、選舉
選舉本區第 45 屆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及理監事
＊參考名單，詳【第 22 頁】
(A) 報告選舉規則(選務組 鍾麗玉組長報告) (下午 4:10)

宣佈 選務人員名單
(1)【監票人】
：常務監事/石榮源、監事:廖千慧、蕭文裕、
蔡明俊、柯志堅、陳聖元、杜宜展
(以上都是區監事)
(2)【發票人】：程英綢、李雅嫻、王璧美、林 滿、
周珍卉、許淑惠、張意雪、鄭靜紛、
趙文玲、李淑慎
(3)【唱票人】:鍾麗玉、許淑惠、張意雪、歐陽頡、
張潤賢、蔡鴻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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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票人】:李雅嫻、程英綢、周珍卉、李淑慎、廖宜
絹、林雍清、陳憲弘、蘇漢揚
◎以上名單，獲得在場正代表同意~~

(B)第 45 屆總監、副總監候選人發表區務抱負
1 總監候選人 施松吉獅友報告 (略)
○
2 第一副總監候選人 蘇明宙獅友報告(略)
○
3 第二副總監候選人 梁滙榛獅友報告(略)
○
(C)投票

(下午 4:25-4:45)

(D)宣佈選舉結果 (發票 289 張)

(下午 5:10)

*必須同意票過半才算當選。
1.總監當選人 施松吉 287 票。
2.第一副總監當選人 蘇明宙 282 票。
3.第二副總監當選人 梁滙榛 275 票。
4.理事 當選人 25 位
施松吉 279 票、蘇明宙 269 票、梁滙榛 268 票、
蘇梁進 254 票、莊文君 264 票、吳瑞傑 249 票、
張峻福 249 票、江蓓蓁 271 票、廖芳毅 265 票、
林錦鴻 261 票、李永鴻 264 票、林秀蓁 253 票、
李滄隆 248 票、劉順瑤 251 票、郭蔡秀娥 249 票、
鄭雅文 248 票、鄭啟銘 246 票、李淑鈴 248 票、
黃國棟 244 票、林昱漢 241 票、蔣文清 249 票、
胡晶明 245 票、張美玲 240 票、林美玉 248 票、
尤華恩 243 票
5.監事/當選人 7 位
戴榮裕 260 票、鍾三洲 260 票、王秀卿 26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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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宏昇 247 票、蔡爵祿 252 票、劉國光 245 票、
謝昌德 242 票
拾參、召開第 45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下午 5:20)
公布選務人員:
發票:周珍卉、唱票:鍾麗玉、計票:程英綢
(1)繼續選出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2)宣佈選舉結果
1.常務理事/當選人 7 位:
施松吉 17 票、蘇明宙 17 票、梁滙榛 17 票、
蘇梁進 17 票、莊文君 17 票、吳瑞傑 17 票、
張峻福 17 票、
2..理事長/當選人 1 位: 施松吉 18 票
3.副理事長/當選人 2 位: 蘇明宙 18 票、梁滙榛 18 票
4.常務監事/當選人 1 位: 戴榮裕 6 票
(3)綜合研討 (由理事長當選人施松吉主持)
無
拾肆、閉會(鳴鐘宣佈閉會) (下午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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