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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 300A2區 2018～2019年度區年會 

暨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台北市第二支會 

第 34屆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17日 14：00～17：30 

貳、地點：台北典華旗艦館【典禮暨會議-６F.花田盛事廳 

                 選舉投開票-３F.大唐昭和廳 

                         年會之夜晚宴-６F.花田好事廳】 

叁、出席人員：本區所屬各獅子會正代表（含當然正代表） 

肆、列席人員：本區區成員、本區所屬各獅子會副代表、觀察員    

伍、指導單位：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本區歷屆總監 

陸、大會主席：總監暨理事長 李彩秋 

柒、司儀：陳明華.陳鴻儒 獅友 

捌、記錄：區年會議事秘書組 

玖、會議紀錄內容： 

   【本屆區年會統計：當然正代表(總監.前任總監.歷任前總監)有 27位， 

     各會推派註冊參加代表：首席正代表 111位、正代表 227位、 

     副代表 85位、觀察員 170位，合計 620位】 

拾、第一大項：開幕典禮 

   一、年會委員會主席許焜海報告籌劃經過 

   二、典禮開始–大會主席李彩秋總監暨理事長就位 

   三、大會主席李彩秋總監暨理事長鳴鐘 

   四、全體肅立-唱國歌 

   五、向國旗及獅子旗行致敬禮 

   六、向已故獅友致敬追思 

   七、介紹貴賓(蒞會非 A2區貴賓)及本區歷屆總監 

   八、大會主席李彩秋總監暨理事長致詞 

   九、貴賓致詞(內政部徐部長國勇前總監.台灣總會曹王議長芙蓉. 

       LCIF第五憲章區主席林齊國前任國際理事致詞 

       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黃清高副局長致詞 

   十、表揚與感謝獅友榮譽(如年會手冊第 67～68頁芳名錄) 

  十一、唱獅子歌-我獲得獅子精神 

  十二、禮 成-主席鳴鐘宣佈禮成 

拾壹、第二大項：年會會議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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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項之一：選舉 

    一、主席總監暨理事長李彩秋徵詢對議程程序意見 

    二、主席鳴鐘宣佈年會會議暨選舉開始 

    三、候選人提名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李朝永報告： 

       今年屆區年會選舉，經正式公告於 2019年 2月 14日登記截止，並於 

       當日隨即在區召開提名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會議，審查委員有五 

       位:李前總監朝永、方前總監靜靜、許前總監焜海、黃前總監秀榕、 

       林前任總監正義等五位全員出席，由李前總監朝永兼任召集人；今 

       年各會推荐各項候選人登記-有： 

     總     監 候選人：台北市自強獅子會推荐張文深(第一副總監)登記參選 

     第一副總監候選人：台北市中北獅子會推荐黃美麗(第二副總監)登記參選 

     第二副總監候選人：台北市老松獅子會推荐游世一(秘書長)登記參選 

       經審查委員會委員會議審查結果： 

  (1)各候選人均符合候選人之資格條件規定，審查通過，提交區年會大會選舉 

     之；並決定候選人選票上之選舉號次及兩次機會發表競選談話之順序。 

  (2)各候選人選舉號次及候選人兩次機會發表競選談話之順序結果如下: 

      總     監 候選人：１ 號 張文深 (所屬:台北市自強獅子會推荐) 

      第一副總監候選人：１ 號 黃美麗 (所屬:台北市中北獅子會推荐) 

      第二副總監候選人：１ 號 游世一(所屬:台北市老松獅子會推荐) 

     (兩次機會公開發表競選談話: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20日區年會預備會， 

      每位各有五分鐘時間及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7日區年會大會選舉之前， 

      每位各有三分鐘時間) 發表競選談話，對參與與競選理念與當選後之 

      服務抱負與職責工作展望。 

  四、大會主席 李彩秋 總監報告本年度年會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選 

      舉皆為同額競選，本區 2018～2019年度第 34屆區年會選舉，經本屆提 

      名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2019～2020度第 35屆之各候選人 

       第二副總監候選人：１ 號 游世一(所屬:台北市老松獅子會推荐) 

       第一副總監候選人：１ 號 黃美麗 (所屬:台北市中北獅子會推荐) 

       總     監 候選人：１ 號 張文深 (所屬:台北市自強獅子會推荐) 

      並請依序每位發表競選談話。 

      區年會選舉注意事項及宣佈區年會選舉投票進行。 

  五、開始進行區年會選舉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代表投票 

拾貳、第二大項之二：年會會議 

  一、主席總監暨理事長 李彩秋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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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議事組組長第一專區朱玉龍專區主席報告區年會議事規則 

       (詳如年會手冊第 32頁) 

  三、秘書長游世一報告上屆區年會決議案處理情形及本區本年度區務工作 

      要項(詳如年會手冊第 70～79頁) 

      其中一項-重要報告事項：區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提名台北市西區 

      獅子會第 35屆會長林齊國(國際理事)獅友為國際獅子會第三副總會長 

      候選人案。 

(一) 本區經依照區年會大會決議於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12日以 107） 

    義字第 000130號函行文檢送提名林齊國獅友為國際獅子會總會 

    第三副總會長推薦正式簽署提名證明文件呈報國際獅子會台灣 

    總會(國際獅子會 300複合區)召開 2017-2018複合區年會辦理； 

    依據國際憲章及附則規定辦理，取得 300複合區提名參選國際獅 

    子會總會第三副總會長資格。 

(二) 本年度復接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國際獅子會300複合區)中華民國 

    107年12月13日（107）秘蓉字第101號函送107年11月27日召開國際 

    第三副總會長選舉審核小組會議紀錄參選人符合資格將於2019年 

    年會選舉產生候選人後提報國際獅子會總會。 

      (三)本年度再收到台北市西區獅子會108年1月5日(108)發字第0025號函 

          ，推薦該會第35屆會長林齊國獅友參選國際獅子會總會第三副總會 

          長提名案，特再提請本區本2018-2019年度第34屆年會(會員代表大 

          會)再次確認通過推薦，正式簽署本屆提名證明文件再度呈報國際獅 

          子會台灣總會(國際獅子會300複合區)召開2018-2019年度第59屆複 

          合區年會辦理。 

  四、財務長廖秀蓮報告區財務收支情形(詳如年會手冊第 86～88頁) 

  五、稽核會稽核代表報告區財務收支審查結果(詳如年會手冊第 89頁) 

  六、主席徵詢與會代表對以上各項報告意見（均無異議熱烈鼓掌通過） 

  七、議事組組長第一專區朱玉龍專區主席報告年會各項議案 

        (詳如下列各項議案) 

  八、討論提案-區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各項議案及討論結果如下： 

 

第 一 案   提案人：區總監交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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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台北市第二支會(300Ａ2區) 

民國 107年 7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預算與實際收支 

總表（包括代收國際總會費及複合區區會費預算與收支 

明細表）及本區支會民國 107年 7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 

流動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案。 

（詳請查閱年會手冊-第 86頁至 88頁-各項財務報表） 

說 明 

一、本區本年度財務收支書表、帳冊、傳票等，均按月提交 

稽核查帳，並於例次區務會議提出書面報告，以昭公信。 

二、謹依照規定將本區本年度區財務收支決算報告書及資產 

負債表提交區年會大會審議，並將遵照規定於本區本會計 

年度終了時再將全年度收支決算書，提交新年度第一次 

擴大區務會議審核。 

辦 法 請審查通過。 

審查意見 提交區年會大會審查。 

決 議 照案通過。 

 

第 二 案   提案人：區總監交議案 

案 由 

擬訂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台北市第二支會(300Ａ2區) 

2019～2020年度第 35屆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1日至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30日全年度經費收入與支出預算書(草案)，提請 

審議案。（詳請查閱年會手冊-第 90頁-財務預算表） 

說 明 

一、 本區支會 2019～2020年度第 35屆年度收入項目及金額， 

均未調整增加，按照預估會員人數編列。 

二、支出部份，參照區近年來實際發生情況作調整編列。 

三、謹依照規定將本區支會 2019～2020年度第 35屆全年度 

收支預算書表提送區年會大會作審查。 

辦 法 請審查通過。 

審查意

見 
提交區年會大會審查。 

決 議 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主席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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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叁、第三大項：閉幕典禮 

  一、年會委員會主席 許焜海 致感謝詞 

  二、主席 李彩秋 總監暨理事長宣佈選舉結果： 

   （依據「國際憲章與附則」規定：『總監、副總監競選採不計名投票方式， 

獲得年會代表出席投票之多數贊成票者當選。多數票的定義為所投之 

有效票數的一半以上，空白票及未出席年會代表之選票不計。） 

   （一）2019～2020年度第 35屆總監（理事長）選舉-發出選舉票 353張： 

開票結果：收回選舉票 353張，其中有效票 344張、廢票 9張、 

1號候選人張文深得票 344張，得票率 97.5% 

           總監暨理事長當選人 張文深 獅友(台北市自強獅子會) 

   （二）2019～2020年度第 35屆第一副總監選舉-發出選舉票 353張： 

開票結果：收回選舉票 353張，其中有效票 343張、廢票 10張、 

1號候選人黃美麗得票 343張，得票率 97.2% 

           第一副總監當選人 黃美麗 獅友(台北市中北獅子會) 

   （三）2019～2020年度第 35屆第二副總監選舉-發出選舉票 353張： 

開票結果：收回選舉票 353張，其中有效票 335張、廢票 18張、 

           1號候選人游世一得票 335張，得票率 95% 

           第二副總監當選人 游世一 獅友(台北市老松獅子會) 

三、當選人致感謝詞 

四、主席李彩秋總監暨理事長頒獎表揚熱忱支持參加區年會榮譽： 

    (一)全員註冊獎獎牌： 

      台北市自強獅子會(48位)、台北市中北獅子會(39位) 

      台北市老松獅子會(70位) 

    (二)全員註冊人數最高榮譽獎獎牌：台北市菁彩獅子會(39位) 

    (三)註冊人數最多(前三名最多的會)註冊獎獎牌： 

       第一高獎-台北市西區獅子會(22位) 

      第二高獎-台北市百齡獅子會.台北市日月光獅子會台北市周遊獅子會 

                 台北市龍山獅子會(皆為 10位) 

       第三高獎-台北市明星獅子會(9位) 

    (三)註冊人數(會員人數百分比計)最多(前三個會)註冊獎獎牌： 

        第一高獎-台北市西區獅子會(0.38) 

        第二高獎-台北市百齡獅子會(0.27) 

        第三高獎-台北市鳳德獅子會(8位) (0.24) 

  五、大會主席李彩秋總監暨理事長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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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會主席李彩秋總監暨理事長宣布 2018～2019年度 

     第 34屆年會(會員代表大會)圓滿閉幕-鳴閉會鐘 

  七、禮 成（年會之夜-聯誼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