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 日（六）13:00~17:30
二、地
點：雲林縣斗六市公園路 77 號(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身障大樓 2 樓)
三、出席人員：應出席 111 人，實際出席 70 人(親自出 51 人，委託出席 19 人)
四、缺席人員：41 人
五、主
席： 黃國峯
記錄：陳卉蓁
司儀：陳兆安
六、主席致詞：各位伙伴，大家好；感謝各位對義工團的熱烈支持與參與，很榮幸本次大會還
有幾位老前輩陳醫師、新年哥、海燕姐、訓然哥…這都是創團以來的資深前
輩，一直持續的關心團務活動及發展，非常感謝他們；每屆理事長都有屬於他
們自己的風格與要求，我上任以來的想法則是希望在個案上不管是材料或是做
法都能更好更進一步，讓參與團員在適當時候，能更安全且有效率的達到其它
各項要求。另一方面我希望能經由參與團裡的事務，讓我們的團員能夠獲得有
形及無形的利益，有形的利益是希望經由上課得到志工證，經由志工手冊得到
志工時數，進而享受到政府規劃給志工人員的福利，再次呼籲尚未上課得到志
工證的志工朋友們能於下次開課時踴躍報名參加。也希望團員出團時能找到自
己喜歡又能適合的工種，專精的共同研究工作的方法，常聽到義工說我們不是
專業的，在此祈能做到專業的水準，也能讓自己習得另一專長。以上。
七、報告事項：
（一）團務報告：
1. 理事會報告：詳如大會手冊 P.10~22
2. 監事會報告：
2.1 監事會依本團章程第十八條規定執行職掌，詳細說明請見附件一說明。
2.2 經確認倉庫最新環境實況惡劣程度，及參觀預計租賃倉庫所在地理環境及相關
事務後，常務監事代表監事會大力支持本次提案四之討論議案。
（二）財務報告：詳如大會手冊 P.23~24
財務出納 呂廷羽報告至 108.08.31 各帳戶存款餘額，如下：
帳

戶

日 期

現金存款

定期存款

總存款餘額

個案捐款劃撥專戶

郵局 6823

108.08.31

4,042,601

0

4,042,601

個案執行帳戶

國泰世華 3023-4

108.08.31

76,630

30,000,000

30,076,630

團部發展基金專戶

國泰世華 0010-4

108.08.31

1,726,252

5,000,000

6,726,252

會員專戶

國泰世華 0107-1

108.08.31

335,114

0

335,114

提撥準備金專戶

國泰世華 0202-6

108.08.31

197

3,537,764

3,537,961

合計餘額(NT$)

44,718,558 元

備註:
1. 提撥準備金帳戶：內政部規定社會團體應逐年提列準備基金，每年提列數額
為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下，並專戶存儲，在緊急狀況如義工團解散需要清
算等重大事項，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才能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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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個案執行銀行帳戶及個案執行郵局劃撥帳號帳戶內的錢，可用於個案執
行上外，其他團部發展基金專用帳戶、會員專用帳戶及提撥準備金帳戶皆為
專款專戶，不能任意挪用到其他用途。
（三）表揚義工：108 年表揚義工名單
羅國錚、薛蒸芳、楊惠貞、柯東魁、林伯縣、陳美君、張朝信、林仲誠、
周瓊慧、李岱螢、周美妙、張文聰、張意聖、李瑞銘、吳偉嘉、劉柏承、
劉韻如、曾椿紫、許瑞麟、賴世家、林文盛、鐘堉家、吳蘭施、曾國正、
葉順成、王仲明。
八、討論提案：

提 案 一： 通過 108 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表，提請承認。
說

決

明： 本團 107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
錄、基金收支表業經第十屆第三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提請承認。
(詳如大會手冊 P25~30)
議： 照案通過(同意:63 票，不同意:0 票，無意見: 7 票)。

提 案 二： 109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提請承認。
說
決

明： 本團 109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業經第十屆第四次
理監事會審核通過，提請承認。(詳如大會手冊 P31~33)
議： 照案通過(同意:65 票，不同意:0 票，無意見:5 票)。

提 案 三： 變更工具車及交通車轉贈負責理事，提請討論。
說

決

明： 經第十屆第三次理事會通過，轉贈工具車(8921-VL)11 年車及交通車(5921PD) 13 年車給台中義行救難協會事宜，改由理事長黃國峯負責轉贈，但因
車輛屬義工團資產，待提交會員大會決議通過後進行。
議： 照案通過(同意:66 票，不同意:0 票，無意見:4 票)。

提 案 四： 尋找新倉庫，提請討論。
說

決

明： 因應消防法規選擇 200 坪以內，租金在四萬元以下，可簽五年以上長契約
及能加蓋二層增加空間為主的倉庫，可委由理事會決議先行承租，再提交
會員大會決議。本提案業經第十屆第三次理事會通過，送會員大會表決。
見附件二說明
議： 照案通過(同意:67 票，不同意:0 票，無意見: 3 票)。

提 案 五： 取消聘任有給職工務經理，提請討論。
說

決

明：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的議題三，通過聘任有給職工務經理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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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符合義工團的運作模
式，幾經討論後決定取消聘任有給職工務經理。
本提案業經第十屆第四次理事會通過，送會員大會表決。
議： 照案通過(同意:65 票，不同意:0 票，無意見: 5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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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六： 取消提列 108 年度公關宣傳委員會預算 100 萬，提請討論。
說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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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提案業經第十屆第四次理事會通過，送會員大會表決。
議： 照案通過(同意: 66 票，不同意:0 票，無意見:4 票)。

提 案 七： 新購 2.5 噸堆高機乙輛，提請討論。
說

決

明： 現行倉庫使用的 1.3 噸電動推高機因因車齢及電池老舊常常故障需要維修
方能使用，且蓄電力不佳、加上噸數不足，造成庫存進出作業有一定困難
性及作業時間的延遲性，經第十屆第四次理事會討論通過新購堆高機乙
輛，由陳瑞榮 理事負責詢價。送會員大會表決。
議： 照案通過(同意: 60 票，不同意:0 票，無意見:10 票)。
補加決議內容: 駕駛人員需有堆高機操作人員合格證，且需定期複訓，複
訓費用由本團支付。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17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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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監事會文字聲明稿
我先自我介紹，我是安德魯，我是第十屆的常務監事，我們還有其他兩位監事，就是
Apple 和美樂地。我們三個人除了是監事以外，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的事情，就是我們三個
人都已經退休，所以我們是可以把監事這個工作當作是全職來做。但是大家好像今年都
沒有看過我們出團，是吧！老實說，是真的，因為我們被謠言所苦惱。因為有人曾經
說：監事出團就是要監督團員的工作。因為這句話，讓我們三人想出團也不是，不出團
也不是。為了義工團的和諧， 所以我們只好盡量減少出團次數。
大家都知道，會員如果有事情要申訴，我們有監事信箱。但是監事有事情要申訴呢？我
想只好在會員大會了！因為監事是會員大會的會員投票選出來的。所以我想在此澄清，
監事們絕對沒有在現場監督出團團員這件事。因為沒有人願意被監督，尤其是來做義工
的時候，不是嗎？更何況這不是監事的職務。
那什麼是監事的職務呢？請翻開會員大會章程第五頁第十八條第一點：『監事會的職掌
是監察理事會工作之進行。』所以監督團員出團絕對不是監事會的工作。如果在工地有
事情，是由當時的 PM 全權負責，不然其他的理事也是可以協助處理。
監事只是針對團務，或是比較重大的事項協助理事處理。當然如果監事應該處理的事
情，而監事也知道的話，監事責無旁貸。反之，如果事情發生在監事事後才知道的情況
下，那監事就沒辦法處理，也負不起這個責任。監事希望做的是防範於未然，不是在事
後去做亡羊補牢或是追究失職人員，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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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舊倉庫比較






舊倉庫每月租金 7 萬 6 仟
新倉庫每月租金 4 萬 8 仟
舊倉庫空廠房租廢棄物處理，空汙異常嚴重，倉管戴防毒面具上班
舊倉庫使用面積約 900 平方公尺
新倉庫使用面積約 3410 平方公尺

現行倉庫環境狀況：
因舊倉庫隔壁租給廢棄物處理公司，對 隔壁公司開始作業後空汙狀況日亦嚴重
方未掛上招牌，鄰里間就認為該處為本
團使用，致使寶島成了被指責對象

倉管人員目前戴防毒面具上班

10/30 在倉庫車子停放 40 分結果

肺塵病或塵肺病 （Pneumoconiosis）
又稱黑肺症、塵肺、砂肺，是一種肺部纖維化疾病。患者通常長期處於充滿塵埃
的場所，因吸入大量灰塵，導致末梢支氣管下的肺泡積存灰塵，一段時間後肺內
發生變化，形成纖維化灶。
主要症狀為：呼吸短促、發燒、疲倦、無食慾、胸痛、乾咳、呼吸衰退，最後有
可能致死。
矽肺容易引發其他的病變，包括肺癌、支氣管炎、慢性阻塞性肺部病變、肺結
核、硬皮病、甚至會造成腎臟病變。

- 5 -

新尋倉庫狀況：
新倉庫土地所有權狀

新倉庫地籍謄本

巷子進來大片土地都可使用
旁邊空地可種菜

到檳榔樹都是房東土地已做鑑界皆可使
用

房東說廠房旁邊也是全部可以使用
屋頂是全新有裝太陽能板

磚造廠房全新屋頂另有三間辦公室
屋況沒問題地板磨石子

後面尚有十幾坪可使用

兩間廠房前有大片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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