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灣同濟兒童基金會第十八屆第三次董事、監察人會議記錄 
   

一、時間：109年 4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00 

二、地點：同濟總會館 

三、報告出席人數：董事應到 15人實到 15人；監察人應到 5人實到 5人 

四、通過本次會議議程：通過。 

五、出席人員：董事長 劉春快；副董事長：楊建功、廖敏榮；董事：陳玉嬌、陳 

玉環、何月梅、施玉真、楊亮亮、林宗勳、蕭袁素貞、洪丰裕、陳 

麗惠、楊盛焯、賴秀美、魏釗鈴；常務監察人：陳羿文；監察人： 

莊志偉、朱東源、陳錦爨、郭雅蕙 

    列席人員：總會秘書長邱正雄 

六、董事會討論提案： 

案由 1：雲林區舉辦「小小主人翁圓夢」圓夢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賴秀美  附署人：陳麗惠 

說  明：1.透過本活動營造溫馨關懷的社會氛圍，集結社會的愛心及善心，協助弱 

          勢學童開拓學習視野，豐富生活經驗，增進未來發展能力。 

        2.活動時間：109年 5月 9日(星期六) 上午 6點 30分至下午 16點。 

          活動地點：劍湖山主題樂園。 

        3.雲林縣內弱勢家庭國小學童，共計 300位學童(雲林縣內各國小學童)。 

        4.活動總經費 472,000元，自籌金額 48,000元，財開金額 424,000元。 

        5. 懇請總會補助。 

        6.附活動企劃書乙份。 

辦  法：提請基金會惠予補助 11萬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110,000元，額度內；莊志偉監察人代表前往) 

 

案由 2：北一區舉辦新北市脆弱及高風險家庭兒少關懷基金捐贈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陳玉嬌  附署人：陳玉環 

說  明：109年 7月 10日(星期五)晚上 6時，彭園會館-新板館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50萬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320,000元，額度內) 

 

案由 3：彰化 A區舉辦閱讀福田贈書傳愛活動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賴秀美  附署人：陳麗惠 

說  明：109年 4月 12日於彰化縣政府禮堂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155,000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155,000元，額度內) 

 

案由 4：竹苗區舉辦新竹縣梅花國小【偏鄉義剪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何月梅  附署人：楊盛焯 

說  明：本區辦理社會服務活動~【偏鄉義剪活動】，本次義剪活動，我們邀請竹北 

        華興貴族理髮廳理髮師共同參與這次活動，我們將前往尖石鄉梅花國小進 

        行義剪服務，梅花國小是尖石前山最遠的學校，學生人數約 80人，這次 



        活動也會前往長照中心為老人家義剪，各分會一同參與此次活動，為尖石 

        學生及老人服務。109年 5月 30日(六)上午 08：00於新竹縣尖石鄉梅花 

        國小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35,000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35,000元，額度內) 

 

案由 5：竹苗區舉辦關懷弱勢團體兒童暑期夏令樂童玩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何月梅   附署人：楊盛焯 

說  明：1.主辦單位：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竹苗區 

        2.協辦單位：竹苗區所屬各會 

        3.活動日期：109年 07月 19日(星期日)上午 9時至下午 16:30時止。 

        4.活動地點：風采宴會廳 

        5.參加對象：各會會兄、會嫂、會姐、會姐夫、小同濟暨弱勢家庭兒童 

                    預計參加人數 1,500人。 

        6.活動經費：經費概算總支出經費 813,000元整。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300,000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300,000元，額度內) 

 

案由 6：花東區舉辦同濟有情-希望有心反毒宣導品德教育暨送鞋到偏鄉活動申請 

        補助案。 

提案人：陳玉環  附署人：陳玉嬌 

說  明：109年 6月 10日，利稻、霧鹿、初來、海端、崁頂國小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10萬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100,000元，額度內) 

 

案由 7：北二區舉辦 2020送愛心到偏鄉小學補助計畫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陳玉嬌  附署人：陳玉環 

說  明：詳如附件及現場說明。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40萬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400,000元，額度內) 

 

案由 8：台中區舉辦一日父母傳書香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林宗勳  附署人：魏釗鈴 

說  明：5月 22日於新平國小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15萬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150,000元，額度內) 

 

案由 9：台中區舉辦同濟有心社會有情，關懷學童圍爐餐會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林宗勳  附署人：魏釗鈴 

說  明：1月 19日於和園日本料理餐廳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145,000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145,000元，額度內) 



 

案由 10：彰化 B區舉辦讓愛延伸 捐助愛心餐、防疫醫療器材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施玉真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4月 27日於彰化縣明湖、南鎮、東山、太平、花壇、三春國小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135,000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135,000元，額度內) 

 

案由 11：桃園區舉辦圍爐寒冬送暖心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魏釗鈴  附署人：楊盛焯 

說  明：108年 12月 17日於聚福樓餐廳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90,000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90,000元，額度內) 

 

案由 12：高屏 B區舉辦傳心傳愛親子列車系列活動申請補助案。 

提案人：洪丰裕  附署人：蕭袁素貞 

說  明：5月 9日於鳳新壘球場舉辦。 

辦  法：提請補助活動經費 90,000元整。 

決  議：通過。(補助 90,000元，額度內) 

 

案由 13：增修全國清寒兒童、青少年獎助學金保障名額討論案。 

提案人：陳玉環  附署人：陳麗惠 

說  明：上次會議決議：通過。(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社服，希望落實審核，委由台 

        灣總會籌組獎助學金評審小組；請國教署行文至全國各校。) 

辦  法：建請討論增加花東區、南投區、雲林區清寒獎助學金保障名額。 

決  議：修正通過。(根據企畫案的評選資格辦理，視各區報名情況，花東區、南 

        投區、雲林區案件若符合規定，即給予名額優先。) 

 

案由 14：下次董監事會會議日期討論案。 

提案人：陳麗惠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因疫情影響各區無法入校舉辦及邀請兒童外出參加社服活動，因此會議延 

        後召開。讓各區、各會更充裕時間送件申請和核銷。 

辦  法：擬請 8月 18日召開，請討論。 

決  議：通過。(地點：同濟總會館) 

 

案由 15：配合財團法人法及主管機關外交部，通過 109年度工作計畫。 

提案人：施玉真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109年度工作計畫，如附件。 

辦  法：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 16：配合財團法人法及主管機關外交部，通過 109年度經費預算表。 

提案人：施玉真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109年度經費預算，如附件。 

辦  法：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 17：配合財團法人法及主管機關外交部，制定誠信經營規範。 

提案人：施玉真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誠信經營規範，如附件。 

辦  法：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 18：配合財團法人法及主管機關外交部，制定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提案人：施玉真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如附件。 

辦  法：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案由 19：配合財團法人法及主管機關外交部，制定會計制度。 

提案人：施玉真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會計制度，如附件。 

辦  法：請討論。 

決  議：通過。(提供本會版本給外交部參考，並授權秘書處與外交部配合增修。) 

 

案由 20：配合財團法人法及主管機關外交部，提請通過辦理會計師簽證。 

提案人：施玉真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呈請主管機關備查，如現場說明，如附件。 

辦  法：提請通過會計師簽證費用 6萬元，(本屆辦理上屆簽證；下屆辦理本屆)。 

決  議：通過。(會計師簽證費用 6萬元。請主秘、會計進行瞭解信託詳細內容。 

        各區、各會活動若沒有辦，絕對部會給予請領。) 

 

案由 21：提請通過三月份財務收支報表。 

提案人：施玉真  附署人：賴秀美 

說 明：詳如附件。 

辦  法：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自由發言： 

洪丰裕：建議長策會討論通過設立兒童建館基金。 

主席：提請前總委員會、長期策略發展委員會討論。 

林宗勳：信託是交付第三者，指定用途。建議信託歸信託，建館基金歸建館基金。 

主席：經詳細瞭解清楚，再做處理。 

九、閉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