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 111 年 3 月 31日（星期四）19時 

地點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會議代碼：njt-rawp-dga） 

主席 理事長 劉文宏 紀錄 周長松 

出席人員 

理事共 24人： 

朱文祥、翁明祥、尤若弘、莊憲源、鍾永貴、林榮男 

彭翠華、沈義文、蘇銘銓、張助道、張冠正、隆文霖 

陳美杏、黃貴華、彭紹武、蔡麗慧、王芬香、歐鴻祥 

朱金燦、鄭義文、王正琦、楊隆富、陳卉錦、巴林吉南武浪 

監事共 8人： 

吳三嘉、劉育修、于錦鳳、段清正、蔡金長、吳聰裕、張家維 

何武明 

請假人員 
理事共 2人：丁國桓、李團高 

監事共 1人：王紀翔 

列席人員 榮譽理事長曾應鉅、秘書黃泓瑋、秘書楊立群 

主席致詞 略 

來賓致詞 略 

報告事項 

一、秘書處工作報告 

二、財務報告 

三、專案報告 

(以上如附件一) 

討論提案 

案由一 

聘任協會名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顧問、各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幹

部案，提請討論。（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27條：「...本會聘僱工作人員，應由理事長

依本章程規定之條件遴選，提經理事會通過，並應報內政部及

教育部備查...」及第 31條：「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

長、顧問若干人。」辦理。 

二、續聘前理事長謝新曦、府佩琯、歐陽昭勇為榮譽理事長；並增

聘前理事長曾應鉅為榮譽理事長；另增聘郭昭顯先生擔任本會

第九屆顧問。 

三、各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幹部名單如附件二。 

四、各上述人員採四年一聘，中途有退會或不適任領導者，得由理

事會議通過後改聘之；續聘人員之任期以當屆會期為度。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本會「專兼職人員薪資核發作業規定案，提請討論。 

（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 

  一、為建立本會「專兼職人員薪資核發作業」SOP，參考勞動基準

法第 21條規定及相關企業、組織常例，特擬定本規定(如附件

三)。 

  二、本案溯自 111 年 3月 13日起實施，並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備

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本會秘書處與兼職人員待遇表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40條：「... 本會之預算及決算，應報教育

部備查。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

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

（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

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內政部備查。...」。 

二、本案原於 111年 3月 13日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因新聘任秘書長周長松及副秘書長曾昱彰二員後於第九屆第

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三、原兼職出納許慧萍小姐因個人生涯規劃離職，由崔貴妃小姐

接任。 

四、另兼國際事務副組長韓君容先生自願無給奉獻本會，擔任無

給職副組長，不支任何薪水 

五、修正後人員待遇表及(如附件四)，新進人員薪資溯自 111 年 3

月 13日起實施，其餘人員仍依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溯自 111 年 1月 1日起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 

審查新進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案，提請討論。 

（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20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一、審定

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自 111 年 1月 5日計，共有何俊忠等 16員個人及兩棲類休閒

運動團體及高雄市體育總會立式划槳委員會(共 10人)團體會

員申請入會 (如附件五)。 

三、本案會員資格核准溯自各員或團體繳交會費日生效。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召開本會共識營案，提請討論。 

（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 

一、依據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本案經初步規劃擬於 111 年 5月 14日晚上 1930 時，以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實施，活動細節由秘書處規劃中。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 

請審查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作業程序，提請討論。 

（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為建立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標準作業程序，特依據會議實施方

式完成本規定(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 

有關各分會及團體會員辦理『丙級獨木舟教練講習』權責劃分事宜

案。 

（提案者：朱金燦理事） 

說明： 

  一、為規範各分會與團體會員隸屬關係，劃分辦理丙級獨木舟教練

講習權責，免因誤解產生罅隙。 

  二、賦予分會輔導各團體會員辦班各項行政作業能力與教練團專業

技術，以提升訓練品質。 

辦法： 

  一、於每年度 12 月份，由委員會統⼀調查各分會及團體會員翌年

辦理『丙級獨木舟教練講習』預定期數及月份，調製次年工作

計劃，呈送協會統⼀管制。 

  二、如翌年有增開未列入工作計劃表內班次，團體會員則須先送分

會協助審查列管後，再由分會呈報給委員會，始得辦理未計劃

開班。 

  三、團體會員於開班期間，由獨木舟委員會或分會指派⼈員前往實

施輔導，以協助辦班工作順利進⾏。 

秘書處回應：本案立意甚佳，將由秘書處研究本會各委員會現況及整

體作業程序後，建立標準作業程序，統一公告相關作

業程序。 

決議：照案通過列入本屆共識營中研討。 

案由八 
辦理各級教練講習會，學員訓練期間受傷，申請保險理賠作業延宕

案。（提案者：朱金燦理事） 



說明：獨木舟委員會近年開班，學員受傷理賠作業，保險公司申請時

效延宕，致學員抱怨連連，且對協會產生諸多怨言。 

辦法：請協會強力督促保險公司改進，加速辦理學員理賠時效，並主

動與申請理賠學員聯繫，告知辦理進度，免生怨懟，給協會帶

來負評。 

秘書處回應： 

    一、本案秘書處經全盤了解，110年度出險兩案已於 

        111 年 2月 7 日完成理賠並結案。 

     二、經查本案時效延宕係學員、保險公司及協會三方

溝通落差導致，自今年起有類似個案，將由秘書處

統一管制進度，加強各方溝通，亦請各委員會共同

協助查催及關懷。 

     三、本會團體保險即將於 111 年 5月到期，請理監事們

提供願意承接及優質保險公司資料，秘書處將商情

調查選擇最佳保險公司承保。 

決議：照案通過由秘書處賡續管制及辦理續保作業 

臨時動議 無 

散會 21時 10分 

 

 

 

 

 

 

 

 

 

 

 

 

 

 

 

 

 

 

 

 



附件一： 

(一)秘書處工作報告 

 

1 1/18 

交通部航港局召開「嘉義縣及澎湖縣水上摩托車跨水域營業方式會議」

假該局敦和大樓舉行，由本會副理事長尤若宏代表出席，會議圓滿完

成。 

2 2/11~13 
本會假高雄市國際游泳池舉辦「111 年理事長盃全國蹼泳錦標賽」總共

有 45 支隊伍、258 位選手參賽，賽事圓滿完成。 

3 2/24 

國立體育大學局召開「111 年山域嚮導已簽約機構工作坊第一梯次會

議」，假該校教學研究大樓 312 教室舉行，由本會秘書處黃泓瑋、溯溪

攀岩委員會歐鴻祥主委及夫人代表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4 2/25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召開「臺北市運動場館業及運動服務業輔導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專家學者座談會議」，假該局第一辦公室 2 樓會議室舉行，

由本會獨木舟委員會朱金燦主任委員代表出席，會議圓滿完成。 

5 2/25 
召開本會第八屆第二次選務委員會議，假總會會議室實施，完成第九屆

理事長理事監事候選人資格審查，會議圓滿完成。 

6 2/25 

召開本會第八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假總會會議室實施，完成

「110 年度會計師財務報表查核報告書」、「第九屆理事長、理事、監事

候選人名單」、「第九屆理事長、理事、監事選票格式」等案，會議圓滿

完成。 

7 3/3 

召開本會第八屆第三次選務委員會議，假總會會議室實施，完成第九屆

理事長理事監事候選人號次抽籤、印製選票、檢核、清點數量、彌封、

保管等作業，會議圓滿完成。 

8 3/13 

上午 9 時，執行第九屆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作業，選舉圓滿完成，

計選出第九屆理事長劉文宏先生、理事朱文祥先生等 26 員、候補理事

謝宗岳先生等 5 員；監事于錦鳳女士等 9 員、候補監事林育首先生等三

員。 

9 3/13 

上午 10 時，召開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計有貴賓、個人會員及團體

會員共約 400 人出席，並完成通過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

現金出納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及 111 年度工作計劃、收支預算表

及工作人員待遇表等案，表揚年度有功人員及單位，會後並實施餐敘，

活動圓滿完成。 



10 3/13 

下午 15 時，召開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執行第九屆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及監事會召集人選舉作業，選舉圓滿完成，計選出第九屆常務

理事林榮男先生等 7 員、常務監事于錦鳳女士等 3 員及監事會召集人吳

三嘉先生；並通過聘任秘書長周長松及副秘書長曾昱彰人事案，會議圓

滿完成。 

11 3/25 
理事張冠正代表本會參加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處「111

年秀姑巒溪泛舟安全管理及維護暨泛舟鐵人三項競賽協調座談會」。 

   

(二)財務報告(資料時間 111/2/28日止) 

1. 111年 1月 1日-2月 28日收入：2,998,973 元 

2. 111年 1月 1日-2月 28日支出：1,438,774 元 

3. 110年結餘：-5,712,362元。 

4. 總計：-4,152,163 元 

 

(三)專案報告： 

   1.秘書處人力編配及薪資報告： 

      (1)依據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本案經評估，考量本會整體財務預算、秘書處現有人力及專業分工狀

況，已聘秘書長及副秘書長兩員補足編制，並已於第八屆第四次臨時會

員大會中通過自 111 年 1月起調薪比照公務員調薪基準 4%辦理，以鼓勵

工作人員士氣。 

        (3)結論：依據現有人員編配及薪資運作。 

 

    2.第九屆理監事職務捐規劃設計報告： 

      (1)依據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本案經評估，考量本會整體財務預算、並鼓勵理監事們踴躍出席會議，

有關本屆理監事職務捐機制如下↓ 

理事長職務捐 6000元： 

=年費 1000 元+餐費 3000元+出席費 2000元 

         監事長職務捐 6000元： 

=年費 1000 元+餐費 3000元+出席費 2000元 

         常務理事/常務監事職務捐 5000元： 

=年費 1000元+餐費 2000元+出席費 2000元 

理事/監事職務捐 4000 元： 



=年費 1000元+餐費 1000元+出席費 2000元 

※出席費以一年兩次會議為基準，若兩次皆出席則退費 2000元，缺席一

次則扣 1000元，列入理監事群基金運用。 

※餐費列入理監事群基金運用，每年聚會由此基金核實列支，採多退少

補方式。 

        (3)結論：經理監事討論後決議。 

 

 

 

 

 

 

 

 

 

 

 

 

 

 

 

 

 

 

 

 

 

 

 

 

 

 

 

 

 

 

 

 



附件二：聘任各委員會、秘書處、公關處工作人員名單。 

一、運動委員會： 

項次 委員會名稱及成員 

1 

潛水委員會 

主任委員  ：劉文宏理事長 

副主任委員：曾應鉅 

北區執行長：張助道、呂天裕 

中區執行長：陳崇恩 

南區執行長：隆文霖 

東區執行長：黃東益 

執行秘書  ：韓君容 

副執行秘書：楊立群 

委      員：張至恩、張至斌、曾國維、楊漢禎、許育仁、杜建翰 

            文崧仰、戴梓聰、王志豪、李睿勝、洪榮城、徐正一 

            周義強、夏  曼、陳冠男、葉雲青 

2 

游泳委員會 

主任委員  ：府佩琯 

副主任委員：吳三嘉、蔡麗慧 

執行  秘書：吳宗昌 

委      員：戴國輝、鍾永貴、陳益健、林采捷、陳泰良、李團高 

            翁明祥、鄭義文、陳錦昌、顏順協、吳敏章、伍永成  

3 

溯溪攀岩委員會 

主任委員  ：歐鴻祥  

副主任委員：郭孟鑫 

執行秘書  ：余政治 

副執行秘書：黃升亮 

委      員：蔡妙娟、李美燕、王振男、龔靖晴、陳怡菁、蔡錦文 

4 

水中有氧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淑玲 

副主任委員：萬司彥、程合平 

執行秘書  ：吳思瑾 

副執行秘書：蔣永琦 

委      員：朱金燦、林惟錚、黃心怡、蔡淑惠、蔡淑芬、池秀琴 

            巴林吉南.武浪、嘎照.卜頓 

5 

蹼泳委員會 

主任委員  ：劉文宏理事長 

副主任委員：曾應鉅、歐陽昭勇 

執行秘書 ：翁明祥 



副執行秘書：曾昱彰 

榮譽主委  ：謝唯望 

委      員：戴國輝、蕭新榮、蘇銘銓、蔡麗慧、侯言芳、張至恩 

            張至斌、曾國維、楊漢禎、許育仁、杜建翰、文崧仰 

戴梓聰、王志豪、李睿勝、洪榮城、徐正一、周義強 

夏  曼、陳冠男、葉雲青 

6 

水上安全救生委員會 

主任委員  ：歐陽昭勇 

副主任委員：林永樂、邱一恕、朱金燦、陳正國、鍾永貴 

技術顧問  ：王宗展、府佩琯、許龍池 

執行秘書  ：林榮男  

副執行秘書：楊立群 

委      員：吳三嘉、楊政文、劉育修、楊春玉、伍聖惠、鄭義文 

     黃驛朋、蘇銘銓、吳宗昌、張冠正、楊隆富、潘志榮 

     蕭惠丹、郭香瑜、許麗純、劉冠廷、許宗富、陳恭維 

     張愷宸、高家俊、楊朝鈞、伍明錦、許昭雄、蕭榮豐 

     蔡麗慧、黃國展、巴林吉南.武浪 

7 

志工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美杏 

副主任委員：許志湖、郭月橋 

執行秘書  ：林映潔 

副執行秘書：許慧萍 

委      員：楊昇翰、王茂宗、蔡金長、吳家惠、王芬香、黃貴華 

            曾志賢、康明珠、楊健文、楊璨瑜、楊蕙瑀、陳卉錦 

            于錦鳳、段清正、蘇銘銓、蔡麗慧 

8 

水上摩托車安全教育推廣訓練委員會 

主任委員  ：許聖文 

副主任委員：蔡明昌、洪振修 

委      員：戴宏名、楊明賢、許耀文、陳濬煬、陳晋江、魏丞頡 

9 

滑水委員會 

主任委員  ：賴宗丞 

副主任委員：曾昱彰、楊立群 

委員兼執行秘書：黃泓瑋 

委       員：巫家佑、蕭妙璇、洪偉翔、巫耀庭、劉韋伶 

10 

帆船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富蔭 

副主任委員：洪中、温深吉(兼執行秘書) 

委      員：顏文正、陳哲儀、羅珮芳、唐勝峰、陳炳宏、吳明峰 



11 

機動艇救難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永樂 

副主任委員：張冠正、劉冠廷 

執行秘書  ：林庭毅 

副執行祕書：邱立緯 

委      員：潘志榮、孫俊彥、陳信治、陳銘雄、江慶貴、江佳佑 

            何俊雄、林庭毅、巴林吉南武浪  

12 

獨木舟委員會 

主任委員        ：朱金燦 

副主任委員      ：巴林吉南‧武浪、周明珠 

委員兼執行秘書  ：賴見誠 

委員兼副執行秘書：陳怡靜 

委            員：林彥潁、陳枝田、李孝緯、廖喜吉、王枝豐 

                  王承斌、李元治、柯誌霖、許  勤  

13 

立式划槳(SUP)委員會 

主任委員  ：朱文祥 

副主任委員：郝國武、王枝豐 

執行秘書  ：朱政霖 

副執行秘書：陳泰良 

秘      書：施函吟 

委      員：衛則旭、張慧伶、劉宗泉、蔣婉愉、黃惠津、吳宏偉 

            姜昀廷、董昊銓、蔡育琳、盧子偉、王宏義、鄭百能 

            巴林吉南‧武浪、諾敢‧溫希  

14 

激流運動委員會(前身為先鋒舟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隆富 

副主任委員  ：吳建宏、賴鼎益 

協會副執行長 : 鄭義文 

執行秘書     : 許宗富 

北區執行長   : 張至恩 

中區執行長   : 紀孫源 

中區副執行長 : 賴冠志 

南區執行長   : 王紀翔 

東區執行長   : 張辰韋 

澎湖區執行長 : 吳建宏(兼) 

委        員 : 吳齊翰、白鑫長、高懿呈、林朝宗、陳銘緯、杜彥呈 

15 

開放性水域環境暨安全教育訓練委員會 

主任委員  ：王正琦 

副主任委員兼執行秘書：吳聰裕 

副主任委員：劉曉樺 



培訓組組長：鄭義文 

委員兼技術顧問：林昌泉、丁國桓 

委      員：袁子仁、朱袞琦、蔡振鴻、梁維藩、洪信健、孫足承 

            王上維 

16 

自由潛水委員會 

主任委員  ：劉文宏理事長 

副主任委員：曾應鉅 

技術顧問  ：張助道 

執行秘書  ：姜秀美 

副執行秘書：黃貫淳、李佳鴻、嚴婉毓 

協會執行長：曾昱彰 

協會副執行長：翁明祥 

北區執行長：周昌 

中區執行長：陳崇恩 

南區執行長：黃嶽龍 

東區執行長：張冠正、黃東益 

委      員：歐陽昭勇、林榮男、施郁群、趙  元、楊隆富、林子競 

            劉   炘、侯言芳、陳冠宇、文睿讚、戴國輝、蕭新榮 

            蘇銘銓、蔡麗慧、鍾永貴、柯澎傑、府佩琯、翁貴祥 

            李團高、鐘明仁、康進益、彭翠華、沈義文、林珮琦 

            薛淳方  

17 

峽谷探險委員會 

主任委員  ：伍安慶 

副主任委員：顏士麒、施伯庸 

委      員：阮漢洲、連聖凱、劉俊賢、陳淑芳、吳鳳翎、陳武男 

18 

急救委員會 

主任委員：林榮男 

委    員：陳宏哲、韓守崵、陳信宏、林彥宇、楊淑婷、黃寶儀 

          許啟仲、許百惠、蔡命純、張愷宸、黃國展、黃慶文 

執行秘書：鍾健琅 

諮詢委員：周上琳醫師、盧毓宏醫師、蕭韻倩護理長 

總教官  ：陳宏哲 

副總教官：韓守崵 

教    官：陳信宏、林彥宇、楊淑婷、黃寶儀、許啟仲、許百惠 

           鍾健琅、楊俊傑、謝宗延、陳昭南 

執行秘書  :鍾健琅         

副執行秘書:蔡命純 

BLS組團長：楊隆富 

 



二、行政類委員會 

(一)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蹼泳項目-紀律委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備註 

召集人 歐陽昭勇 體育專業人士 

副召集人 林榮男 高市分會總幹事 

委員 戴國輝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委員 蕭新榮 法律專業人士、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委員 蘇銘銓 資深裁判 

委員 蔡麗慧 資深裁判 

委員 侯言芳 資深裁判 

 

(二)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蹼泳項目-選訓委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備註 

召集人 鍾永貴 資深裁判 

副召集人 林榮男 高市分會總幹事 

委員 歐陽昭勇 體育專業人士 

委員 翁明祥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委員 柯澎傑 資深裁判 

委員 府佩琯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委員 蔡麗慧 資深裁判 

 

 

 

 



(三)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蹼泳項目-教練委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備註 

召集人 翁貴祥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副召集人 林榮男 高市分會總幹事 

委員 歐陽昭勇 體育專業人士 

委員 翁明祥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委員 柯澎傑 資深裁判 

委員 府佩琯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委員 蔡麗慧 資深裁判 

 

 

(四)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蹼泳項目-裁判委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備註 

召集人 府佩琯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副召集人 林榮男 高市分會總幹事 

委員 李團高 體育專業人士 

委員 侯言芳 資深裁判 

委員 翁貴祥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委員 柯澎傑 資深裁判 

委員 戴國輝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五)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蹼泳項目-申訴評議委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備註 

召集人 林榮男 高市分會總幹事 

副召集人 鐘明仁 體育專業人士 

委員 翁明祥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委員 府佩琯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委員 林珮琦 體育專業人士 

委員 歐陽昭勇 體育專業人士 

委員 康進益 法律專業人士 

 

 

 

(六)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蹼泳項目-運動員委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備註 

召集人 翁明祥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副召集人 李團高 高市分會總幹事 

委員 翁貴祥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委員 彭翠華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委員 沈義文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委員 薛淳方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七)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選務委員名冊 

召集人 陳泰良 社會公正人士 

副召集人 張愷宸 社會公正人士 

委員 康明珠 社會公正人士 

委員 楊春玉 社會公正人士 

委員 伍聖惠 社會公正人士 

委員 吳宗昌 具體育行政經驗人士 

委員 康進益 法律專業人士 

 

 

(八)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名冊 

召集人 鍾永貴 體育專業人士 

副召集人 翁明祥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委員 府佩琯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委員 許芮瑄 運動禁藥專業人士 

委員 林珮琦 體育專業人士 

委員 郭光耀 運動醫學專業人士 

委員 康進益 法律專業人士 

 

 

 

 

 

 



三、秘書處： 

 

職稱 姓名 備註 

秘書長 周長松 已於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 

副秘書長 曾昱彰 已於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 

專職秘書 楊立群  

專職秘書 黃泓瑋  

兼職出納 崔貴妃 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 

兼職會計 楊淑貞  

兼職資訊編輯組 吳宗昌  

兼國際事務副組長 韓君容  

 

 

四、公關處： 

 

職稱 姓名 備註 

處長 徐寅勝  

主任 崔家琪  

 

 

 

 

 

 

 

 

 

 

 

 



附件三：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專兼職人員薪資核發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11 年 3月 31日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一、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勞動基準法第 21條規定，工資由勞

僱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上開規定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並維持

其購買能力，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基本工資係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不包括延長工作時間之工

資與休息日，休假日及例假工作加給之工資。 

三、勞動基準法所定之工資係指第 2條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

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故工資非以底薪為限，不論雇主以

任何名義之給與，如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均屬「工資」之範疇。 

四、本會參照勞動部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及專兼職人員學歷為基準，薪資結構

如下↓ 

(一)專職人員： 

1.高中職畢業，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投保薪資等級第一級敘薪。 

2.專科畢業，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投保薪資等級第三級敘薪。 

3.大學畢業，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投保薪資等級第六級敘薪。 

4.碩士畢業，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投保薪資等級第九級敘薪。 

(二)兼職人員： 

1.約定按「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以勞動部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

資為基準。 

2.約定按「日」計酬者，得參照專職人員敘薪基準，工資由勞僱雙方議定

之。 

(三)新進人員試用三個月後，視績效彈性調薪加新台幣二千元整；爾後依據政府

公告之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及本會財務狀況滾動式調整。 

五、本規定之各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本規定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

如期召開，可先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事後提報大會追認後，再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附件四：111年度秘書處與兼職人員待遇表 

 

111年度秘書處與兼職人員待遇表 

職稱 姓名 月支薪 日支薪 

秘書長 周長松  

1,750元 

(以20日計約35,000元) 

副秘書長 曾昱彰 34,500元  

專職秘書 楊立群 33,280元  

專職秘書 黃泓瑋 32,240元  

兼職出納 崔貴妃  

1,200元 

(以20日計約26,500元) 

兼職會計 楊淑貞 2,000元  

兼職資訊編輯組 吳宗昌 11,000元  

合計 174,520元 

 

 

 

 

 

 

 

 

 

 

 

 

 

 

 



 

 

附件五：新進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資格審查表 

 

 

1.個人會員： 

項次 姓名 
出生 

年 
學歷 職業 住址 

申請入 

會日期 

會費

繳交 

1 何俊忠 58 碩士 
自由

業 

高雄市鼓山區鼓

山二路 37巷 56

號之 2 

111.1.5 Y 

2 吳健華 46 碩士 教師 

高雄市鳳山區文

華里文雅東街 64

巷 15號 

111.1.12 Y 

3 陳芝瑩 89 大學 學生 
高雄市前鎮區明

鳳二十二街 86號 
111.1.14 Y 

4 蘇禹丞 88 大學 學生 

新北市中和區興

南路二段 22號 12

樓之 2 

111.1.14 Y 

5 郭月巧 47 專科 
護理

人員 

高雄市梓官區梓

信里信義路 75巷

17號 

111.2.8 Y 

6 孫正忠 58 高中 
潛水

教練 

桃園巿龜山區陸

光路 106 號 2樓 
111.2.23 Y 

7 陳錦昌 52 大專 
自由

業 

高雄市楠梓區德

賢路 259 號 14樓 
111.2.25 Y 

8 林俊賢 60 專科 
省電

專家 

高雄市三民區自

立一路 464之 1

號 

111.3.2 Y 

9 丁奕先 83 大學 
自潛

教練 

新北市林口區麗

園一街六巷七號

十五樓之三 

111.3.4 Y 

10 黃貫淳 78 大學 
潛水

教練 

高雄市三民區吉

林街 357 巷 11號 
111.3.6 Y 

11 嚴婉毓 71 大學 
自潛

教練 

屏東縣恆春鎮西

門路 23巷 9號 
111.3.6 Y 

12 劉永平 71 高中 商 

高雄市永安區維

新路光明五巷 28

號 

111.3.9 Y 



13 黃華山 76 大學 軍 
高雄市橋頭區經

武路 52號 4F-3 
111.3.9 Y 

項次 姓名 
出生 

年 
學歷 職業 住址 

申請入 

會日期 

會費

繳交 

14 李佳鴻 50 專科 
自由

業 

高雄市楠梓區健

民街 61號 
111.3.9 Y 

15 柯岑岱 58 碩士 
國際

貿易 

高雄市左營區榮

總路 203 巷 30號

7 樓 

111.3.13 Y 

16 歐陽楚森 86 碩士 學生 
高雄市楠梓區興

西路 135 號 13樓 
111.3.14 Y 

 

 

2.團體會員 

 (1) 兩棲類休閒運動(B級) 

項次 姓名 出生年 申請入會日期 會費繳交 備註 

1 許勤 81 

111.3.24 

Y 會長 

2 陳榮文 58 Y  

3 吳張新源 53 Y  

4 呂凱宗 81 Y  

5 葉浩然 77 Y  

 

(2) 高雄市體育總會立式划槳委員會 

項次 姓名 出生年 申請入會日期 會費繳交 備註 

1 劉安球  45 

111.3.24 

Y 會長 

2 周正寅 56 Y  

3 劉晉湧 70 Y  

4 陳昌博 77 Y  

5 劉智偉 68 Y  

 

 

 

 

 

 

 

 

 

 



 

 

附件六：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理監事聯席會議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11 年 3月 31日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一、實體聚會： 

(一)秘書處會於開會前兩週詢問，開會前七日公告，理監事們依據會議時間及地

點，於會議前 20 分鐘到場簽到。 

(二)會議主席由理事長(或代理人)擔任，司儀由秘書長(或代理人)擔任，負責整

個會議進行。 

(三)秘書處會先拍照會議實況(報到圖、會議現場圖及其他活動圖)，呈報會議記

錄備查用。 

二、線上會議(Google Meeting)： 

(一)1.秘書處會於開會前兩週詢問，開會前七日公告，理監事們依據線上會議時

間及地點，於會議前 20分鐘上線簽到。另請各小組長負責再通知小組成員

上線。 

(二)會議主席由理事長(或代理人)擔任，司儀由秘書長(或代理人)擔任，負責整

個會議進行。 

(三)秘書處會先擷取會議圖面(全員上線全圖及簡圖、簡報圖)，呈報會議記錄備

查用。 

三、理監事們如有公差、事假及特殊狀況時，無法親臨實體聚會或線上會議

(Google Meeting)，請於會議前 10分鐘在理監事 LINE群組請假告知，以利掌

握出席人數。 

四、秘書處會於會議前二日預先提報會議資料於理監事 LINE群組中，請各理監事

們預先審閱(或討論、或提醒)；各理監事們如有提案，請於會議前三天告知，

以利列入活動提案中預先審閱(或討論)。 

五、本作業程序若有未盡事宜者，得隨時修訂之，並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