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寶島行善義工團
第十屆第四次理事會會議紀錄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8 年 09 月 14 日 10 時 00 分~17 時 00 分
二、地
點：台北市文山區萬美街一段 67 號 (萬芳派出所斜對面)
三、出席人員姓名：
理事人員：黃國峯、陳宗杰、謝婉君、吳世昌、張凱溱
邱海偉、卜順生、賴庭岳、陳瑞榮、林坤信。
四、請假人員姓名：
五、缺席人員姓名：
理事人員：吳栓慶。
六、列席人員：呂廷羽、薛蒸芳、洪素卿、吳振瑋、陳孟潔。
七、主
席：黃國峯
紀錄：呂廷羽
八、主席致詞：略。
九、報告上次會議執行情形，如會議議程不再另列。
十、報告事項：

(一) 財務報告(財務 呂廷羽）
截至 108 年 09 月 10 日止,各帳戶餘額如下:

帳戶名稱

定期存款金額

個案劃撥帳戶
個案專戶
團部基金專戶

總存款金額合計

總存款金額

4,042,601

4,042,601

30,000,000

76,630

30,076,630

5,000,000

1,726,252

6,726,252

335,114

335,114

197

3,537,961

會員基金專戶
提撥準備金專戶

現金存款金額

3,537,764

44,718,558

(二) 會務報告
第十屆第四次理事會會議：
1.理事會各組報告:
行政庶務組 理事 張凱溱:
a.有上志工特殊教育訓練課程的志工時數由 8 月 17 日後開始計算，領取到志工手冊後，
出團時才能享有雲林縣政府提供的 300 萬保險，鼓勵大家去外面上基礎課程及特殊教育訓
練(社會福利類) 課程，義工團可協助申請志工證。
b.會員大會將於 11 月 2 日(六)召開，會中將播放今年已完成的個案投影片及 1 個完整的
完整個案簡報(由探勘到完工)。
探勘審議組 常務理事 謝婉君:個案審議選定 PM 後，由個案 PM 接手與案主後續聯絡。
倉庫管理組 理事 陳瑞榮:倉庫之前捐贈的磁磚，尺寸過於混亂，不好使用，將先詢問其
他義工團體是否有需求，之後再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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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安衛組 理事 卜順生:將安排時間上 CPR 及水電木工等專業課程。
關懷修繕組 理事 吳世昌:出團時可安排出團義工一同去關懷附近已完工的個案，亦可委
請住在個案附近的義工前往關心。
網管資訊組 理事 林坤信:將修改官網的頁面，使其操作更便利。
工務設計組 常務理事 陳宗杰:
a. 感謝賴庭岳 理事找到幾位專業人士協助工務設計組。
b. 待房屋拆除後再畫個案平面圖會比較準確，若有回收物資將優先使用。
c. 若個案 PM 有另外請他人畫個案平面圖，麻煩先 Pass 給工務設計組確認。
檔案紀錄組 理事 賴庭岳:略。
公關宣傳組 理事 邱海偉: 略。
十一、討論提案：
提案一：審核 109 年度工作計劃、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提請 討論。
說 明：詳見附件一~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 108 年度會員大會追認(同意：9 票)
提案二：審核 108 年度新進會員資格，提請 討論。
說

明：108 年 1 月~8 月新進會員 18 名，贊助會員 2 名，合計 20 名，詳見入會申請書。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9 票)

提案三：108.08 案花蓮縣文蘭村林小龍案追加預算，提請 討論。
說

明：預算 464,507 元，支出$ 746,164 元，超出$281,657 元，說明詳見附件四。

決

議：(不同意：9 票)，因為送審的個案平面圖與實際施工時的個案平面圖有差異，6 月 24
日常務監事 張淵捷已介入調查，待調查結果出爐後，再行決斷。

提案四：二十週年紀念版團服樣式，提請 討論。
說

明：卜順生 理事請小丑魚公司提供樣品 3 件，選 polo 衫短袖，樣式白色領口滾藍邊，
65%精梳棉+35%聚脂纖維，成本價 600 元，會員大會現場提供尺寸丈量登紀服務。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9 票)

提案五：108 年會員大會的會費繳費期限，提請 討論。
說

明：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將於 108 年 11 月 2 日(六)召開，108 年度會員名冊要在會員大
會召開前十五日將報送內政部備查，因理事會造冊及審議需要時間，故 108 年 9 月 30
日前要完成繳費的會員，108 年會員大會議題才有表決權，108 年 10 月 1 日後繳費之
會員，因不在內政部備查名單中，因此無本年度議題表決權，但亦可領會員紀念品，
10 月 18 日(五)為領取會員紀念品資格最終的繳費期限，超過期限亦可繳納會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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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領取會員紀念品資格，107 年的會員今年還未續繳名單由會計 呂廷羽整理名單，交
給報名組發簡訊通知提醒，並請網管資訊組 PO 官網及 F/B 宣傳。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9 票)

提案六：花蓮縣秀林鄉張美慧新建案，提請 討論。
說 明：詳見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9 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謝婉君 理事擔任。
材料費用預算待送，出團日期暫定 11/23~24，11/30~12/01。
提案七：花蓮縣秀林鄉田夏伶新建案，提請 討論。
說
決

明：詳見探勘審核表。
議：照案通過 (同意：9 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邱海偉 理事擔任。
材料費用預算待送，出團日期未排定。

提案八：花蓮縣秀林鄉游孝龍修繕案，提請 討論。
說 明：詳見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9 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邱海偉 理事擔任。
材料費用預算待送，出團日期未排定。
提案九：雲林縣北港鄉許淑美新建案，提請 討論。
說 明：詳見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9 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陳瑞榮 理事擔任。
材料費用 520,800 元，出團日期暫定 10/10~12。
提案十：南投縣集集鎮林宗漢修繕案，提請 討論。
說 明：詳見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9 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賴庭岳 理事擔任。
材料費用預算待送，出團日期暫定 10/26~/27。
提案十一：南投縣信義鄉馬建國新建案，提請 討論。
說 明：詳見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9 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陳宗杰 理事擔任。
材料費用預算待送，出團日期未排定。
提案十二：南投縣法治村楊瑞美新建案，提請 討論。
說 明：詳見探勘審核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9 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林坤信 理事擔任。
材料費用預算待送，出團日期暫定 11/09~10 ，11/16~17。
提案十三：屏東縣萬丹鄉黃賴月英新建案，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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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決

明：詳見探勘審核表。
議：照案通過 (同意：8 票) ，本案團務ＰＭ人員由張凱溱 理事擔任。
材料費用預算待送，出團日期暫定 12/07~08，12/14~15

提案十四：訂定下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時間，提請 討論。
說 明：暫定 12/21(六)於雲林斗南倉庫，召開第十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9 票)
十二、臨時動議
議題一：新採購柴油堆高機 2.5 噸乙輛，提請 討論。
說 明：原義工團舊有的電動堆高機 1.3 噸，因車齢及電池老舊常常故障需要維修，加上噸數
不足，需要汰換。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9 票)，由陳瑞榮 理事負責詢價。
議題二：個案磁磚工程是否改成連工帶料，提請 討論。
說 明：目前個案磁磚工程是磁磚水泥砂等所需要的材料由 PM 自行採買，師傅只負責施工，總
費用較少，但造成每個個案採買的磁磚尺寸不一，若沒有在當地退回帶回倉庫，之後
接手 PM 無法運用，造成庫存，使用過的水泥、砂等，所需要的材料無法退貨，形成浪
費，故個案磁磚工程改成委外處理(連工帶料每坪約 3,000 元)，由 PM 決定施作方法，
若是決定自行採買磁磚，統一尺寸為-地板磁磚 40x40 公分，浴室磁磚 30x30 公分。
決 議：照案通過， (同意：9 票)。
提案三：開會通知改採掛號寄出，提請 討論。
說 明：因有許多義工反應未收到開會通知影響權益，故今年起改成掛號寄出，由會計 呂廷羽
整理名單並協助發放及寄送。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9 票)
提案四：材料費用預算編列變更，提請 討論。
說 明：現行材料費用預算編列以每坪 2.5 萬元進行預算編列，因公共空間(客廳、廚房)的材
料費用是固定的，對多房的個案是足夠，但一房的個案容易超支，故材料費用預算編
列改為一房每坪 3 萬元，二房以上的個案，維持每坪 2.5 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9 票)
提案五：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石凱倫個案，土地發生問題，提請 討論。
說 明：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石凱倫個案，因復勘發現土地有爭議，建議暫緩執行。
決 議：照案通過，待土地爭議解決後再執行(同意：9 票)
提案六：取消聘任有及給職工務經理，提請 討論。
說 明：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的議題三，通過聘任有及給職工務經理 1 人，因聘任所需
的條件(五年資歷並具工地主任的資格，市場上具備此能力者月薪 7 萬起) 長期對義工
團的財務是沉重的負擔，目前義工團有分團務 PM(由理事們擔任)及工務 PM(由義工專
業師傅們擔任)，符合義工團的運作模式，幾經討論後決定取消聘任有及給職工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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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理此議題。
議：照案通過，並送 108 年度會員大會追認(同意：9 票)

提案七：取消提列 108 年公關宣傳委員會預算 100 萬元，提請 討論。
說 明：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的議題五，通過提列 108 年公關宣傳委員會預算 100 萬
元，但因 106 年舉辦的大眾集資募款，捐款一次進來過多，原需扣稅約 300 多萬，跟
內政部申請經費留用計畫的經費(詳見附件五)留用分配數加上每年的捐款就足夠義工
團使用，且義工團向來低調行事，故取消公關宣傳委員會預算 100 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 108 年度會員大會追認(同意：9 票)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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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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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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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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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花蓮文蘭米亞丸林小龍案收尾報告
報告人:理事吳栓慶
報告緣由:
理事長於 6 月 4 日 13:48 在 LINE 之理監事共同 群組上發佈 「 吳栓慶 我忍不下去了
先前要你編預算不好好編 現在請款超支 收尾拖拖拉拉 寶島的名聲都被你破壞了 。 從今天起
你停權三個月 報名組交給飛機 。 」
調查說明:
報告人理事吳栓慶於 6 月 4 日 14:16 致電給監事楊婉蘋 申訴上開事項並要求調查 因此監
事楊婉蘋遂於 6 月 4 日 14:48 在 LINE 之理監事共同群組上發佈 「 吳栓慶 請吳理事針對
理事長指控事由，做一份書面報告解釋清楚， 再正式 mail 給理監事們，並於理監事會議上向
各位陳述。停權與否待調查清楚再做定奪，以免產生誤解。
1.花蓮文蘭案預算編列超支原因。
2.花蓮文蘭案房屋設計說明。
3.花蓮文蘭案收尾效率不彰問題。 」
備註
後置結束時間為 5 月 19 日中午。
報告內容
一、 設計理念 栓慶從 100 年 4 月份第一次參加寶島蓋屋義工以來充份感受到各位參與的
義工夥 伴與幹部為弱勢家庭努力 讓他們有一個安心溫暖的房子可以住 蓋屋形式從早期的牆面
無發泡清浪板到現在的有發泡裝璜板 從地面只挖坑簡單的埋入 C 鋼而已到現在的有 H 鋼做底
樑基礎 室內從只有水泥地面到現在會貼好地磚傢俱電器從二手回收品到現在的全新系統櫃及全
新的電視冰箱洗衣機 以上在在顯示寶島想要給案主更堅固的房子安心居住及更舒適的環境生活
每位經手的 PM 及理監事群都在為這樣的理念而努力著 栓慶也不例外 因此本件文蘭米亞 丸林
小龍案 在規劃之初便考量到案主人口需求與花蓮當地地形氣候及現場環境 所以設計了四房一
廳一衛一廚 案主夫妻兩人小孩二人案主母親總共五人 後來經張凱溱理事反應案家二個小孩長
大後不一定會住在家裡 小孩房不需要一人一間 所以便將小孩房改為一間做成上下舖 面積也從
原本的 24.5 坪降為 21 坪。房屋結構方面依先前慣例使用 H 鋼做底樑柱子與斜樑也 使用與先
前一樣的 10 公分 *10 公分大小 但是管
材厚度從 2.0mm 加厚為 3.0mm, 並且以兩個直角三角 形組合成一個大等腰三角形為一組屋
頂山形樑 並且在三組山形樑中間各加兩支橫樑結合以達穩固之效 另外 眉樑也從 100 型的 C
鋼加大為 125 型以應付跨距與外凸屋簷需求。 花蓮是個好山好水的地方 尤其是本案地點剛好
在山腳下 多雨而潮濕 因此在室內高度上就往上加高 而不是慣用的 230 公分左右 窗戶形式也
加大 並有開天窗以獲得更多的陽光與好的通風效果 又因其為多雨地形所以在房屋四個面都有
屋簷外推 120 公分 讓案主在下雨天方便行走與開窗戶透氣兒不致於容易潑雨。房屋外觀則考
量案主為原住民朋友 為彰顯其活潑與不受拘束的民族性因此給予三個顏色來做 搭配 外壁板下
段以 翡翠綠 清新活力又防髒做式安裝 上段以 琥珀黃 乾淨舒服 做 直式安裝 屋頂則為 石瑠
紅。
二、 預算編列 縱合以上理念 有了房屋形式與設計細節之後 就要開始編列預算 但當時因栓
慶工作繁忙 個案出團時間將近 因此便以先前通過的預算範圍每坪 25000 元做依據來訂定 並
無給 各位理監事細項 後因理事長希望還是要讓理監事明白預算項目與金額 所以就將 本案所
需之各項物品 細目條列出來 但是這樣的編列結果反而比每坪 25000 元還要高 令理事長與各
理事錯愕 理由是因為本案在花蓮地區 不像西部個案大部份材料例如 化糞池等所有水電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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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與木角材 前後門與房間門廁所門 輕鋼架天花板等 都可由倉庫出料 在預算表及結算表上
就不會有這些項目的金額 也就 不容易有所謂超出預算的問題 因此 原本能從倉庫出料的部份
因路途遙遠 就必需在花蓮當地購買 加總結果就超出框架範圍。然後經理事長裁示 倉庫有的東
西就從 倉庫出料 因此便將預算表再做一次修正 預計從倉庫出料的部份以紅色字標示。 其間
一度有筆誤 廁所地磚價格打錯 亦經理事長提醒並修正 。
三、 開始執行 因考量花蓮地區遙遠 所以就 安排前前置 作業 先將化糞池與 給水 排水排
糞管埋好配好 先將 H 鋼底樑做好 先將水泥灌好 所以原本預計 從 倉庫出料的化糞池及管料
就 得 先從花蓮當地購買了。在 整地完成至底樑 進場 安裝期間 案主有自行找 其 姐夫開怪
手挖掉側面的擋土牆 是否因此 造成擋土牆側地面變高 問過案主他說沒有把土填往地上 但因
我不在現場 所以實際情形如何不得而知 而 且那幾天 天氣不佳 又 常下雨 已無法再叫一次怪
手將地面再整一次 離出團日期也已近了 所以在底樑固定水平之後 東西向落差將近 30 公分
準備 將來水泥灌漿時再補平。 前置期間原本預計從倉庫出料的 電線與開關箱 沒帶到 也是從
花蓮購買 。泥作工程除了原本的貼地磚之外追加了外部水泥沙漿填外牆底縫與階梯施做和路面
斜坡。 鐵材部份比當初預估的超出許多。
四、 收尾作業 本案在前置時天氣就不穩定 後置第一天時更是一直下雨 拖慢工作速度 但是
在人力少的情況下經各義工努力趕工與陳宗杰理事帶領各義工夜間加班趕工輕鋼架天花板等工
作 才得以在第二天順利交屋 可是因為下雨的緣故 屋頂的防水矽利康無法施作 還有因為螺絲
鎖不好有漏洞會漏水 包角收邊未完成跟壁板缺料等數件工作需完成 在顧及要讓各南部西部北
部義工早點回到家的情況下 就打算再另行僱工來完成未完成工作。 另外 在交屋的時候是沒有
前後門片的 因為星期日
時忘了請兆安去載 這在星期一玻璃工廠上班時就去載並裝上了。至於屋頂漏水的問題一直因
為 連日下雨而遲遲未能順利完成 其間天氣偶有放晴 但 因我自己的工作排不開 也不能立刻趕
去處理之後還試圖在毛毛雨時用空壓機吹螺絲後塗矽利康 但是也沒辦法順利完成 雨又下大了
一直到 5 月 30 日天氣有晴朗 就派三人去搶做屋頂防水工作與 屋頂 包角安裝 完成 。
五、 感想與改進 總括以上來說 栓慶想讓房屋蓋的更好更符合案主與當地情況 所以想了比
較多 工作量也相對增加了不少 在花東團報名人數不多的情況下對各義工確實是一項負擔 另外
後置未完成需收尾的工作除了天候因素無法順 利進行之外 我自己在人力調配上也有不足之處
理事長有詢問是否需要支援但因考慮收尾工作不多 不好讓各位來花蓮這遙遠的地方 而且當時
天氣不穩定 怕來了以後也不容易完成 所以就告訴理事長不需要支援。經過這件事之後 在遇到
任何狀況時均應提出來
尋求協助與解決方法 一昧 的 悶著頭幹不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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