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
台灣省第四支會

300-F 區總監辦事處  函 

                            地  址：268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三段 508 巷 20 號 

                         電  話：03-9606618  傳真：03-9606619 

辦事處主任：周錫琦    連絡人：陳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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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正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 年 5 月 5日 
發文字號：（111）秘勲字第 12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理監事當選簡歷、當選理事長申請書一式一份 

主旨：檢送本區(會)第 34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暨理監事 

當選簡歷冊各乙份，敬請惠予核備並核發理事長當選證 

     書，請  查照。 

說明：隨文檢附申請書。 

 
 

 

 

正本：內政部、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MD300)  

   

 
 

 

 

            總監 

 

 

 

 



社團法人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台灣省第四支會(300F) 

第 34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11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1:00              紀錄：黃啟維 

地點：宜蘭縣五結鄉三吉一路 123 巷 39 號 

出席：理事應出席 25 人，實出席 16 人，未出席 9 人。 

紀乃正、張世政、張政諺、柳飛熊、吳鳳媛、黃秀灯、羅祥豪、 

吳正煌、黃增光、張哲榮、林顯況、廖朝慶、張賜雄、彭芳玲、 

黃秉誠、吳慶梅。 

監事應出席 7 人，實出席 5人，未出席 2 人。 

邱百宏、潘世卿、邱鴻毅、游宜恆、黃蕷倖。 

列席：2021-22年度選務委員會主席、2021-22 秘書長、財務長、辦事處主任、

事務長 

一、 主席致詞：陳正勲（略） 

選務委員會主席 莊淑如報告：（略） 

說明選舉之名稱及職務、應選出名額、選舉方法等事項。（略） 

二、 選舉： 

1、推選選務工作人員 

(１) 發票員一人：彭芳玲  

(２) 監票員一人：張賜雄 

(３) 開票員一人：黃增光 

(４) 計票員一人：廖朝慶 

2、選舉 

(１) 選舉常務理事開票結果： 

紀乃正 16 票；郭瓊文 16票；張世政 16 票；張政諺 16 票； 

柳飛熊 16 票；吳鳳媛 16票；黃秀灯 16 票。 

(理事 25名，出席 16 名，○1 發票數 16 票，○2 有效票數 16 票， 

○3 無效票數 0 票，○4 已領未投票數 0 票，○5 用餘票數 9 票)。 

(２) 選舉常務監事開票結果： 

邱百宏得票 5 票。 

             (監事 7 名，出席 5名，○1 發票數 5 票，○2 有效票數 5票， 

○3 無效票數 0 票，○4 已領未投票數 0 票，○5 用餘票數 2 票)。 

(３) 選舉理事長開票結果： 

紀乃正得票 16 票。 

             (理事 25名，出席 16名，○1 發票數 16 票，○2 有效票數 16票， 

○3 無效票數 0 票，○4 已領未投票數 0 票，○5 用餘票數 9 票)。 

三、 報告選舉結果： 



     1、常務理事當選人：紀乃正、郭瓊文、張世政、張政諺、柳飛熊、吳鳳媛、

黃秀灯。 

2、常務監事當選人：邱百宏。 

3、理事長當選人：紀乃正。 

四、 新當選理事長 紀乃正 致詞：（略） 

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新當選總監紀乃正 

案由：為有效推展區務，擬聘請本區第 34屆區行政幹部人員，提請同意備

查。 

說明： 

1、本區幅員狹長，涵蓋基宜花東四縣市，為使區務運作順暢及區務經驗 

 傳承．除依國際總會規定，置內閣秘書長及內閣財務長及 GLT協調 

長、GMT協調長、GST 協調長、LCIF協調長、LCTF協調長之外，另再

行設置區行政幹部等職位，總監區行政幹部擬聘名單(詳如附件一)。 

2、專區主席、分區主席、駐區人員、委員會主席..等區職員名單正徵詢  

   延攬中，皆由總監予以聘任。 

      3、以上職務任期自民國 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新當選總監紀乃正 

案由：第 33、34 屆總監交接暨理監事、區職員宣誓就職典禮籌備工作，提

請討論。 

說明：擬訂於 111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於基隆市基隆港海產樓舉行。 

辦法：1、通過後擇期成立本區(會)第 33、34 屆總監交接暨理監事、區職 

         員宣誓就職典禮籌備工作小組，籌劃相關事宜。 

      2、屆時將函邀全體理監事、各分會會長暨相關區職員參加。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新當選總監紀乃正 

案由：聘任 2022-2023 年度本區 GLT 團隊講師，提請審議。 

     說明：1.依據本區講師組織準則辦理，講師應於當年度至各分會授課 1-2

次，經各分會提報授課紀錄有案，且其資格須符合複合區規定者，

於次年度總監再予與聘任。 

           2.2022-23 年度聘任講師名單如附件(二)，請參閱。 

           辦法：提請理事會通過後，由總監辦事處寄發聘書任命之，任期至 112年

6 月 30 日止。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新當選總監紀乃正 

案由：辦理法人登記事宜需要各位理監事繳交便章，詳如說明。  

     說明：1.本區因理監事職務皆為一年一任，須因理監事變更，向法院辦理

變更登記。 

           2.因用印非常頻繁，為方便辦理變更登記時使用。 

           辦法：提請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新當選總監紀乃正 

案由：本區 2022-2023 年度區新任領導幹部研習營計畫，提請備查。 

     說明：1.依據本區年度計畫辦理。 

           2.時    間：2022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 

      3.地    點：宜蘭縣員山鄉山頂會館 

      4.參加對象：2022-2023 年度當選分會會長、秘書。 

2022-2023 年度專區主席、秘書主任。 

2022-2023 年度分區主席、秘書。 

2022-2023 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第三副總監、 

區行政幹部及駐區副成員       

           5.參加人數：約 250 人。 

      6.本計畫由 GLT 協調長協同 GLT講師團隊擬提出。 

      7. 綜上，因疫情爆發且疫情中心指引尚未明確；請同意授權

2022-2023 總監籌備處依疫情狀況修正之。             

           辦法：提請理事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主席結論(略) 

八、 閉會(上午 12:15) 



編號 職  稱 姓名 分會 編號 職  稱 姓名 分會

1 秘書長 黃啟維 基隆聯合 23 典禮長 嚴國興 台東成功

2 財務長 吳慧敏 基隆和樂 24 GLT講師團長 林順和 宜蘭冬山

3 榮譽副總監 李鴻欽 基隆海洋 25 總務長 張本統 宜蘭三星

4 榮譽副總監 劉慶璋 基隆海洋 26 公關長 林渝鳳 台東中興

5 榮譽副總監 吳隴 花蓮東陽 27 行政督導長 林泳松 花蓮洄瀾

6 榮譽副總監 陳泓志 台東太麻里 28 行政協調長 楊振安 宜蘭頭城

7 榮譽副總監 李煌興 宜蘭 29 榮譽長 曾玉晴 台東綠島

8 榮譽副總監 林健朗 宜蘭五結 30 審查長 鍾淑月 花蓮龍吟

9 榮譽副總監 李國生 宜蘭蘭陽 31 法規長 柯俊吉 基隆港

10 榮譽副總監 簡文正 花蓮美侖 32
東海岸獅訊總編

輯
林友杰 宜蘭五結

11 辦事處主任 周錫琦 宜蘭羅東 33 F區總監發言人 王英昰 基隆和樂

12 事務長 吳鄭驊 花蓮美侖 34 資訊長 鄭漢欽 宜蘭五結

13 GMA執行長 許曜麒 基隆和樂 35 獅友服務長 蔡泰郎 基隆第一

14 GMT協調長 張天保 宜蘭三星 36 聯誼長 李敏嫻 基隆慈暉

15 GLT協調長 黃義宏 宜蘭員山 37 活動長 王淑真 宜蘭中山

16 GST協調長 吳坤佶 花蓮中山 38 糾察長 張巧玲 基隆和樂

17 LCIF協調長 林照鳳 基隆信義 39 攝影長 柳飛熊 基隆信義

18 LCTF協調長 林直正 台東中興 40 文宣長 徐麗玲 基隆鳳凰

19 年會主席 陳麗香 基隆和樂 41
台灣總會指定LCYC校

園青獅協調長
張玉英 基隆慈暉

20 區務長 韓英傑 花蓮第一 42 駐區副秘書長 洪湘淇 基隆和樂

21 行銷溝通長 謝棋戎 基隆第一 43 駐區副財務長 林恆志 宜蘭礁溪

22 教育長 林烽裕 基隆和樂 44
駐區辦事處

副主任
陳春麗 基隆木蘭

國際獅子會300F區2022-2023年度區行政幹部名單

【附件一】 

 



編

號
職稱 姓名

分會

名稱

編

號
職稱 姓名

分會

名稱

編

號
職稱 姓名

分會

名稱

1 GLT協調長 黃義宏 宜蘭員山 28 GLT講師 魏明麗 宜蘭中山 55 助理講師 李玉琳 台東中興

2 GLT講師團長 林順和 宜蘭冬山 29 GLT講師 王淑真 宜蘭中山 56 助理講師 邱騰緯 台東中興

3 GLT教學顧問 陳鳳英 基隆木蘭 30 GLT講師 黃淑芬 宜蘭中山 57 助理講師 蕭淑華 基隆鳳凰

4 GLT教學顧問 林志峰 宜蘭復興 31 GLT講師 林顯況 宜蘭三星 58 助理講師 袁琇君 基隆鳳凰

5 GLT教學顧問 陳源松 台東自強 32 GLT講師 陳奕男 宜蘭員山 59 助理講師 古黃玲珍 花蓮齊心

6 GLT教學顧問 呂富松 宜蘭羅東 33 GLT講師 黃建華 基隆港 60 助理講師 姚竹濃 花蓮東岸

7 GLT講師 施槤發 基隆第一 34 GLT講師 黃啟維 基隆聯合

8 GLT講師 林豈妏 基隆木蘭 35 GLT講師 余素雲 基隆鳳凰

9 GLT講師 潘世卿 基隆和樂 36 GLT講師 卓佩令 基隆鳳凰

10 GLT講師 林建興 基隆和平 37 GLT講師 李敏卿 基隆信義

11 GLT講師 廖金英 宜蘭慈暉 38 GLT講師 林照鳳 基隆信義

12 GLT講師 謝善有 宜蘭中央 39 GLT講師 林郁芬 基隆世紀

13 GLT講師 吳坤佶 花蓮中山 40 GLT講師 吳亭蓉 基隆慈暉

14 GLT講師 蔡林恭 花蓮中山 41 GLT講師 陳麗安 基隆慈暉

15 GLT講師 胡振興 花蓮洄瀾 42 GLT講師 黃錫杕 基隆忠孝

16 GLT講師 歐吉虎 花蓮洄瀾 43 GLT講師 簡龍裕 宜蘭礁溪

17 GLT講師 林泳松 花蓮洄瀾 44 GLT講師 鐘憶樺 宜蘭木蘭

18 GLT講師 宋貞宜 花蓮晶英 45 GLT講師 郭汝台 花蓮美侖

19 GLT講師 江蓮 花蓮晶英 46 GLT講師 武玉智 花蓮汎札徠

20 GLT講師 錢自立 花蓮新城 47 GLT講師 高心瑜 花蓮龍吟

21 GLT講師 陳碧珍 花蓮蓮花 48 GLT講師 林珈甄 花蓮晶華

22 GLT講師 張王小鳳 台東東蘭 49 助理講師 許秋田 宜蘭成功

23 GLT講師 陳俊吉 台東中興 50 助理講師 陳惠卿 花蓮蓮花

24 GLT講師 楊珍琪 台東綠島 51 助理講師 洪銘勳 花蓮東陽

25 GLT講師 鄭喨云 台東綠島 52 助理講師 闕志安 花蓮東陽

26 GLT講師 張世政 台東東鴻 53 助理講師 吳永和 花蓮東陽

27 GLT講師 黃俊銘 台東東鴻 54 助理講師 林渝鳳 台東中興

【附件二】         國際獅子會300F區2022-23年度聘任講師名單  (依據專區順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