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第 46 屆全國女同濟聯誼會報名表 

 區             會 

項次 會名 姓名 職稱 葷食 素食 聯絡電話 備註 

1、即日起至109年1月31日前，請各分會向該區統一報名，再由區統一彙 

   整至承辦區。 

2、註冊費：每人 800 元 

3、匯款銀行：台灣銀行-梧棲分行(代碼：004) 

銀行帳號：157004077377 

戶名：謝孟潮 

4、匯款單及名冊，傳真04-22750806，或E-mail至taifeng99@yahoo.com.tw 

  ，並請電話 0921-002010 與台中區鄭秘書確認完成報名。 

mailto:或E-mail至taifeng99@yahoo.com.tw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第46屆 

全國女同濟聯誼活動暨 

「表揚傑出公益女同濟、傑出公益女企業家」

計劃書 

 

 

 

 

春意漾然潮風華、剛柔並濟展榮耀 

 

 

 

 

 

指導單位：台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 

承辦單位：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台中區暨所屬30分會 

 

  

 

 



一、活動緣起 

        21世紀是女力時代，隨著全球經濟結構的轉變及兩性平權觀念的 

    建立，女性在家庭、工作職場及公益領域的表現倍受肯定，也逐漸形 

    成一股社會的新興力量。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自 2001 年開始，每年都於婦幼節前舉辦『全 

    國女同濟聯誼活動暨公益女性表揚大會』。希望透過此活動的舉辦， 

    來表達對全國女同濟會員的最高敬意及各項公益領域的付出與肯定。 

        今年 46 屆女同濟委員會以過往女同濟聯誼活動的傑出活動為典 

    範，訂定『春意漾然潮風華、剛柔並濟展榮耀』為活動主題，期待能 

    充份展現 21 世紀女同濟，在各領域引領風潮、努力築夢的剛柔特質。 

 

二、活動目的 

(一)  透過全國傑出公益女同濟的選拔，表揚傑出公益女企業家，並結合 

 媒體宣揚促進良好美善風氣並增進成長學習交流。 

(二)  以藝會友相互交流，透過歌舞呈現鼓勵女性展現自我、勇於表現， 

 增進彼此情誼。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台中巿政府 

 (二) 主辦單位：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 

 (三) 承辦單位：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台中區所屬 30 分會 

 (四) 協辦單位：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 16 分區 

 (五) 參加對象：全國同濟會員 

 

四、活動時間 

     活動時間：109 年 2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12：30∼21：00 

 

五、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臻愛會館(台中市烏日區光日路 62 號) 

 



六、活動報名 

 (一) 女同濟聯誼活動報名時間： 

  1、即日起至109年1月31日前，請各分會向該區統一報名，再由區統一彙 

     整至承辦區。 

  2、註冊費：每人 800 元 

  3、匯款銀行：台灣銀行-梧棲分行 (代碼：004) 

               銀行帳號：157004077377 

               戶名：謝孟潮 

  4、匯款單及名冊，請傳真04-22750806，或E-mail至taifeng99@yahoo.com.tw 

     ，並請電話 0921-002010 與鄭秘書確認完成報名，以方便製作資料。 

 (二) 表揚推薦報名時間：推薦表揚女同濟/女企業家截止日：109年1月5日 

     止，推薦表與相關資料請E-mail至taifeng99@yahoo.com.tw，並請電話  

     0921-002010 與鄭秘書完成收件確認。 

 

七、活動內容 

 (一) 傑出公益女同濟表揚大會 

  1、本次選拔表揚共分為：『傑出公益女同濟』及『傑出公益女企業家』 

     表揚二大項目，參加選拔名單，須經由區舉薦，自行送件者恕不受理。 

A、傑出公益女同濟選拔由各會向分區報名或分區推薦參加甄選。 

( 已接受同項目表揚者，不得重複推薦)。 

＊選拔基本條件: 

 a.須參加同濟會會齡滿 6 年以上，並擔任過會長以上職務者。 

b.長期為同濟會組織發展有特殊貢獻者，曾經購買基金。 

c.對同濟會各項會務目標長期配合有具體表現者。(例如：終身會員、 

兒福會員、希克森會員、MNT、急難救助金等) 

d.長期推動公益服務，扶助弱勢受社會肯定者。 

e.甄選名額各區女同濟會員，以400人為基準單位： 

例：0 - 400人可推舉一名，400 - 800人可推選二名，800 - 1200人推選 

三名，以此類推。 

B、傑出公益女企業家由各會向分區報名或由分區推薦參加甄選。 

mailto:或E-mail至taifeng99@yahoo.com.tw


   （已接受同項目表揚者，不得重複推薦） 

＊選拔基本條件: 

   a.需參加同濟會會齡滿 6 年以上，曾經購買基金。 

   b.需為公司負責人或員工100人以上之公司經理以上職務。 

   c.長期推動公益服務，扶助弱勢受社會肯定。 

   d.甄選名額各區女同濟會員，以400人為基準單位，例：0 - 400人可推舉 

     一名，400 - 800人可推選二名，800 - 1200人推選三名，以此類推。 

＊註：以上推甄接受表揚者需經過總會審核通過 

(二)『春意漾然潮風華、剛柔並濟展榮耀』才藝歌舞劇競技。  

  1、本次比賽各區依題目發想創意詮釋團隊演出，話劇、歌舞劇、舞蹈、 

舞台劇等形式不拘，請各區擇一呈現。 

  2、共取前五名： 

第一名 獎金12000 元 

第二名 獎金10000 元  

第三名 獎金 8000 元 

第四名 獎金 5000 元 

第五名 獎金 2000 元 

另頒發團體最佳服裝造型獎及最佳表演創意獎，獎金各3000元。 

  3、比賽注意事項： 

     a.每區人數以 8- 16 人為限。 

     b.表演時間為 5- 6 分鐘(含引言) 

     c.公平起見，表演者須為同濟會員並註冊，男性比例不得多於1/3。 

      (若經發現非同濟會員，取消得獎資格。) 

     d.舞台長度-寬九米、前後五米。 

  4、競賽標準： 

   a.題目詮釋 25 ％ 

   b.創意呈現 25 ％ 

   c.服裝呈現 20 ％ 

   d.團隊精神 20 ％ 



   e.時間掌控 10 ％ 

    (註：5-6分鐘內-10分/超過及不足1分鐘內-7分/超過及不足2分鐘內-5分) 

  5、競賽裁判：17區各委任一名代表、總會代表6位及專業評審3位。 

 

八、活動方式 

 (一)展覽—傑出公益女同濟、傑出公益女企業家得獎者事蹟分享 

 (二)表揚—傑出公益女同濟、傑出公益女企業家表揚 

 (三)交流—才藝歌舞劇競技交流 

 (四)晚會—才藝演出暨晚會節目聯歡 

 

九、活動流程 

    12：30～13：20 各區報到聯誼 

    13：30～15：40 傑出公益女同濟、傑出公益女企業家表揚大會 

    15：40～16：00  TEA TIME休息時間 

    16：00～18：00 『春意漾然潮風華、剛柔並濟展榮耀』競賽活動 

    18：20～21：00 創意造型走秀暨晚會聯誼 

    21：00～       珍重再見 

 

十、經費預算 

    (一)收入： 

     1、會員報名費：1800名×800元＝1,440,000元 

     2、總會補助款：150,000元 

     3、特刊廣告：全版：10,000元、半版：5,000元、1/4版面：2,500元、 

        封面封底：20,000元。 

     4、其他收入 

    (二)支出：請參閱經費預算表： 

 

十一、 本次活動聯絡人: 

       活動執行-區秘書長   柯清棟 電話：0933 - 178258 

       報名事宜-區財務長   陳啟川 電話：0932 - 676891 

       廣告刊登-區助理秘書 鄭秀菊 電話：0921 – 002010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全國傑出公益女同濟推薦表 
 

姓名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大頭照 2吋 現職  學歷  

同濟經歷 _____區________會，入會日期:___年___月___日，____年擔任會長 

地址 
永久： 

通訊： 
電話 

O：           H： 

行動電話 

 

個人 

簡介 

200字 

含同濟 

資歷 

 

 

  具體 

傑出 

事蹟 

(請以精

簡方式

列舉撰

述，欄位

不敷填

寫可另

紙浮貼) 

250字 

 

推薦 

單位 

(各會) 

※受推薦人之善行事蹟經查屬實，且無素行不良紀錄。 

單位名稱：                                   (請蓋用圖記)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資格審

查單位 

(各區) 

※受推薦人之資格符合推薦工作要項之規定：推薦資料及附件完備。 

資格審查單位：                               (請蓋用圖記)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填表說明：本表由推薦單位據實填報，請以標楷體膳打整齊，並請檢附大頭照、生

活照三張。1/5前備齊以上資料，E-mail至 taifeng99@yahoo.com.tw，並請電話  

0921-002010 與鄭秘書完成收件確認，謝謝！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全國傑出公益女企業家推薦表 
 

姓名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大頭照 2吋 現職  學歷  

同濟經歷 _____區_______會，入會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公司名稱  主要

經營

項目 

檢附營登或變更事項登記卡影本 

統編 
 

地址 
永久： 

通訊： 
電話 

O：           H： 

行動電話 

  個人 

簡介 

200字 

 

 

 

  具體 

傑出 

事蹟 

(請以精

簡方式

列舉撰

述，欄位

不敷填

寫可另

紙浮貼) 

250字 

 

推薦 

單位 

(各會) 

※受推薦人之善行事蹟經查屬實，且無素行不良紀錄。 

單位名稱：                                   (請蓋用圖記)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資格審

查單位 

(各區) 

※受推薦人之資格符合推薦工作要項之規定：推薦資料及附件完備。 

資格審查單位：                               (請蓋用圖記)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填表說明：本表由推薦單位據實填報，請以標楷體膳打整齊，並請檢附大頭照、生

活照三張。1/5前備齊以上資料，E-mail至 taifeng99@yahoo.com.tw，並請電話  

0921-002010 與鄭秘書完成收件確認，謝謝！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第 46 屆全國女同濟聯誼會報名表 

 區             會 

項次 會名 姓名 職稱 葷食 素食 聯絡電話 備註 

1、即日起至109年1月31日前，請各分會向該區統一報名，再由區統一彙 

   整至承辦區。 

2、註冊費：每人 800 元 

3、匯款銀行：台灣銀行-梧棲分行(代碼：004) 

銀行帳號：157004077377 

戶名：謝孟潮 

4、匯款單及名冊，傳真04-22750806，或E-mail至taifeng99@yahoo.com.tw 

  ，並請電話 0921-002010 與台中區鄭秘書確認完成報名。 

mailto:或E-mail至taifeng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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