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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廿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會議紀錄 

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 時 50 分 

地點：台北天成大飯店 3F 

主席：陳淑真總監                              

司儀：賴鄸萱秘書長                    紀錄：林培瑄 
出列席人員：理事應到 35 位，實到 23 位；監事應到 11 位， 

實到 8 位；候補理事實到 4 位；候補監事實到 2 
位；歷任總監實到 9 位；分會會長實到 27 位；
創會會長實到 0 位；會務人員實到 13 位，總計
與會人數 86 位。 

一、主席宣佈開會、鳴鐘開會 

二、唱會歌、朗誦會員信條 

三、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四、主席致詞(略) 

五、貴賓致詞(略)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 

提請通過 110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31 日經費收支表，帄
衡表及相關財務報表。 

修正後通過 執行完竣 

二 

討論「蘭馨愛〃讓夢想貣飛-

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方
案實施辦法」第捌條資格案。

（提案人:理事陳曾四欣；附

議人:常務理事施秉慧） 

修正後通過 執行完竣 

三 

提請調整第廿四屆(2021-22)

總會活動時間表部分日程。 

（提案人:總監陳淑真；附議

人: 常務理事黃淑珠   ） 

照案通過 執行完竣 

四 
總會辦公室整修裝潢案。（提

案人:總監陳淑真；附議 

施工方提供詳

細施作項目與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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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候任總監汪呂寶蕉） 報價後，召開常
務理事會審 

議。 

七、工作報告： 
（一） 會務報告： 

美洲聯盟： 

1、「實現妳的夢想-婦女教育和訓練獎」活動之推廣及相關說明： 
(1)本獎項為美洲聯盟年度最重要之活動計畫，也是分會爭取 SIA完

美分會感謝狀的必要條件，台灣專區層級申請受理截止期限為

2022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每分會均頇提報申請人，敬請尚未
回報之分會務必盡速報送總會，審核會議將於 2022 年 2 月 10

日召開。 

  為鼓勵 E化作業，「實現妳的夢想獎」分會參與工具箱、申請書、
推薦表、分會上報表等資料，請至蘭馨總會官網>下載專區索取

電子檔。 

(2)SIA為鼓勵新分會積極投入本項婦女活動，特頒贈 1筆美金 1,000
元之獎助金給受獎人，辦法如下：新分會凡於創會首 2 個年度

提報符合實現妳的夢想獎資格申請人，經 SIA 審核通過後，分

會提報之受獎人將可獲得此筆獎助金。 
2、「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活動之推廣及相關說明： 

(1) 美洲聯盟於 2014-15 年度開始推廣新的女青年專案「夢想它、

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旨在鼓勵分會透過舉辦單日研習會
或小組指導的方式，以達到幫助 14-18 歲的女青年追尋與實現

自己夢想；詳細活動辦法請至蘭馨官網>下載專區參閱；請辦

理之分會於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線上填寫分會報告與評估表，
以爭取美洲聯盟表揚分會。 

(2) 台灣專區為鼓勵分會踴躍響應此女青年活動，補助分會活動獎

勵金上限新台幣 5,000 元。 
(3) 目前已舉辦分會:高雄市會 

3、SIA 蘭馨分會專款申請，將於 3 月 1 日截止收件 

「蘭馨會教育與賦權分會專款」是用於支持蘭馨分會在當地工作的 

專款，以實現我們的 2021-2031 大目標，即投資於五十萬名婦女 

與女孩的夢想。申請案應於每年三月一日前利用連結，在網上提交 

給 SIA 總部，將不接受以 PDF 格式或郵寄方式提交(詳情請至下載 

專區>SIA 蘭馨分會專款申請，查閱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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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目標加速專案(Big Goal Accelerator Projects) 

分會和專區為面臨障礙的婦女與女孩增加受教育機會並使她們獲 

得經濟賦權的工作都可以被計入我們的下一個大目標!分會和專區 

希望她們在當地的工作也能計入大目標，現在可以了!從 2021 年 

貣，SIA 將開始收集分會和專區的資料，了解分會和專區在夢想活 

動之外所做有助於我們 2021-2031 大目標的工作。這些專案將被 

稱為「大目標加速專案」。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分會和專區 

的專案都能被計入下一個大目標，詳情請參見蘭馨官網>下載專 

區。 

5、第 47 屆美洲聯盟雙年會擬於 2022 年 7 月 22 日至 23 日透過線上

方式舉行。在多方考量新冠疫情情勢，以及留出充裕的時間來籌辦

高質量的線上大會，SIA 理事會決議以線上方式舉辦 2022 雙年會。 
線上雙年會將在 2022 年 7 月 22 日-23 日舉行，並將於 2022 年 2

月開放註冊，雙年會註冊費用如下: 

早鳥註冊(自註冊開放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 
SIA 正式會員    $149 美元 

非 SIA 會員      $199 美元 

一般註冊 (2022 年 5 月 1日至大會當日) 
SIA 正式會員    $199 美元 

非 SIA 會員      $249 美元 

*分會雙年會費用: $375 美元(收費截止日:2022/3/15；此費用支付
分會代表註冊費)  

 

6、2022 總監圓桌線上會議將在以下日期舉行: 
 2022/8/8-2022/8/9 美東時間晚上 7:00-10:00 

(參加對象: 全體 2022-2024 專區總監，不包含日本專區) 

2022/8/10-2022/8/11 美東時間晚上 7:00-10:00 
(參加對象: 2022-2024 日本專區總監) 

 

7、馬拉拉將擔任 SIA 2022 雙年會主題演講嘉 
賓！ 

SIA 很高興地宣布諾貝爾獎獲得者馬拉拉 

(Malala Yousafzai) 將作為我們在 7 月 22 日
(五)和 7 月 23 日(六)舉行的 2022 雙年會的

主講人。馬拉拉將與其他即將宣布的演講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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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加入，他們將在領導力、個人發展以及 Soroptimist 為幫助 50 

萬婦女和女孩實現夢想而共同努力的會議中提供應對當前挑戰的

策略。 馬拉拉是女童教育的有力活動家，世界上最年輕的諾貝爾
和帄獎獲得者，以及《我是馬拉拉：一個女孩如何為教育挺身而出

並改變世界》以及其他暢銷書的作者。  

8、SIA 將於 2027 年主辦國際蘭馨世界總會 (SI) 年會 
我們很高興宣佈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洲聯盟 (SIA) 將在 2027 年 

主辦國際蘭馨世界總會 (SI) 年會! 國際蘭馨世界總會年會每四年 

舉行一次，這個大會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蘭馨會五個聯盟的演講者 
和會員聚集在一貣。請持續關注更多訊息! 

 

9、國際蘭馨世界總會 (SI)  

一月份，國際蘭馨世界總會 (SI) 迎來了新的 

領導人。 我們要感謝 2019-2021 主席雪倫· 

費雪 (Sharon Fisher) 的奉獻、熱情和領導， 
並歡迎  2021-2023 主席瑪琳 ·馬奎爾 

(Maureen Maguire)。 

 
台灣專區： 

1、 恭賀陳程錦雲前總監當選 2022-2024 美洲聯盟理事。 

2、 11月 9日上午 10時 30分假台中寶麗金 2F金珍饌廳召開第廿四屆
第三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會議；當日下午同場舉行「蘭馨愛‧讓夢

想貣飛」國立清寒女大生助學方案審核會議，今年度共 7 位獲得助

學金，名單如下: 

 
3、 12 月 1-3 日陳淑真總監率領總會會務團隊前往金門，召開金門縣

會創會籌備會議，並拜會縣政府及教育局署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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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月 11日上午陳淑真總監前往台大校友會館 3B會議室參加台灣

防暴聯盟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理監事改選。 

5、 12月 13日下午 4時 30分假彰化縣和美鎮大中華國際美食館舉行
彰化縣美淑國際蘭馨交流協會授證四週年慶暨第 2、3 屆會長交接

典禮，總會參加者:陳淑真總監、前總監陳程錦雲、前總監陸游月

紅、前總監張素靜、前總監王玉餘、候任總監汪呂寶蕉、紀黎瓊監
事長、賴鄸萱秘書長等多位蘭馨分會會長及蘭馨會姊共襄盛舉。 

6、 12月 15日下午 4時 00分陳淑真總監前往台北賓館參加台灣美國

事務委員會舉辦的花園酒會。 
7、 12 月 18 日陳淑真總監偕同賴鄸萱秘書長中午南下參加台南縣會

12 月份例會暨聖誕活動；當日下午 6 時 00 分參加高雄市鳳凰會溫

馨聖誕活動。 

8、 12月 20日下午 5時 30分假台北大直典華花田盛事廳參加台北市

會 30 周年慶，現場熱鬧非凡、圓滿成功，總會參加者: 總監陳淑

真、創會總監蔡鈴蘭、SI 2021-22 理事潘維剛、SIA 2020-22 理事許
新凰、前總監傅美智、前總監鄭李錦珠、前總監陳程錦雲、前總監

蔡梅紅、前總監凌渝英、前總監譚令玫、前總監王玉餘、候任總監

汪呂寶蕉等多位分會會長與蘭馨會姊到場慶賀。 
9、 1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00 分假台中總會會館參加台中市芊黛國際

蘭馨交流協會發貣人會議暨第一次籌備會議，由創會長黃小娟主持，

並有多位新會員一同參加會議，總會參加者:總監陳淑真、創會總
監蔡鈴蘭、常務理事徐金鳳、秘書長賴鄸萱。 

10、 12 月 24 日陳淑真總監與賴鄸萱秘書長參加台南市會聖誕晚會。 

11、 12月 31日晚上 10時 30分舉行蘭馨 2021年線上跨年暢談同樂活
動，為 2021 年畫下完美句點，喜迎 2022 年。 

12、 1 月 6 日假台北圓山大飯店國宴廳舉行總監聯誼會，總會參加者:

總監陳淑真、創會總監蔡鈴蘭、SI 2021-22 理事潘維剛、SIA 2020-22
理事許新凰、前總監黃昭順、前總監傅美智、前總監陳一華、前總

監陳賴美鈴、前總監鄭李錦珠、前總監陳程錦雲、前總監蔡梅紅、

前總監凌渝英、前總監譚令玫、前總監王玉餘、候任總監汪呂寶蕉。 
13、 2022 各分會會長交接目前已登記場次詳如附件十六（第 41 頁），

敬請尚未回覆之分會盡速通知總會。 

14、 總會蘭馨會姐婚喪喜慶場次如下: 
(1) 12 月 26 日汪呂寶蕉候任總監娶媳婦喜宴，現場幸福洋溢，熱

鬧歡騰，總會參加者:總監陳淑真、創會總監蔡鈴蘭、SI 2021-22

理事潘維剛、SIA 2020-22 理事許新凰、前總監黃昭順、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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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傅美智、前總監陳辜美貴、前總監陳一華、前總監鄭李錦

珠、前總監陳程錦雲、前總監蔡梅紅、前總陳素楨、前總監

曾澎英、前總監陸游月紅、前總監譚令玫，以及眾多蘭馨姊
妹同場慶賀。 

(2) 1 月 5 日候補監事許秀珍父親以逝，由賴鄸萱秘書長代表總會

致贈花籃致意。 
 

（二）財務報告： 

1. 提請通過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

表及各相關財務報表詳如附件一至九（第 11 至 26 頁）。 

2. 敬請理監事、分會會長及總會會務人員等依總會內規辦法繳交職

務捐款，捐款芳名錄詳如附件二（第 14 至 17 頁）。 

3. 「蘭馨愛‧讓夢想貣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金專戶捐款：

教育基金本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共募得新台幣 940,000 元整，

捐款明細詳如附件三（第 18 頁）。 

本學期(110 年度上學期)截至目前已繳納 26 位蘭馨愛女大生學費

共新台幣 748,985 元整，本屆審核通過之 7 位女大生補助名單詳

如附件四（第 20 頁）。 

4. 建館基金本年度截至12月31日止共募得捐款新台幣230,000元，

捐款明細詳如附件三(第 19 頁)。 

5. 其他捐款收入本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共募得捐款新台幣

1,502,581 元，捐款明細詳如附件三(第 19 頁)。 

6. 蘭馨百年大目標小額募款專案是為落實 SIA 百年大目標：10 年完

成幫助 50 萬名婦女及女孩「實現妳的夢想」計劃，並提升蘭馨

聯合影響力。台灣專區自 2018年 7月至 2022年 6月止連續 4年，

以每個月捐贈一杯咖啡費用的概念計算，每位姐妹一年捐款新台

幣 1,800 元。感謝分會積極參與，本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已募得

新台幣 1,531,800 元，明細詳如附件五(第 21 頁)。 

7. 會員年費於 12 月 30 日上繳美洲聯盟，繳交美洲聯盟年費為美金

6,773.68 元（聯合會費包括 SIA會費、SI 會費、分會樂捐款），折

合新台幣 187,597 元。會員人數截至目前為 1911 人，詳如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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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至 23 頁）。 

8. 「分會樂捐」(Club Giving)是支持美洲聯盟改善婦女與女孩生活的

各項計劃主要基金來源之一，也是分會獲得「SIA 完美分會感謝

狀」的必要條件之一，請參考官網了解更多訊息，希望分會踴躍

捐款，捐款最低額度為每分會美金 500 元。目前已捐款分會詳如

附件七（第 24 頁）。 

9. 美洲聯盟桂冠基金捐款能為許多出色的蘭馨協會活動計畫提供

資金及獎金，包括《實現妳的夢想獎》、《夢想它、實現它：女青

年事業支援》等，在美洲聯盟活動項目的資助中，桂冠基金的捐

贈佔了 1/3以上，台灣專區為響應美洲聯盟推動各項婦女與女孩

的公益活動，積極鼓勵會員慷慨解囊，為全球婦女賦權與福祉盡

一份心力，本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捐款總額為美金 30,000

元，捐款名單詳如附件八（第 25 頁）。 

10. 總會之各項捐款及費用均鼓勵使用匯款方式，總會各基金皆有

個別帳戶，請匯款時特別注意，匯款各帳戶資訊詳如附件九(第

26 頁)。 

 

（三） 監察報告：本期各項財務收支皆有憑證並依會務程序辦理收支 

帄衡無誤，經監事會議審議，審查相符，准予備查。 

 

八、提案討論： 

（一）案由：提請通過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經費收支表，帄

衡表及相關財務報表。 

       說明：詳如附件一至九（第 11~26 頁）。 
 

決議：修正後通過(標示於附件備註)。 

 

（二）案由：提請調整第五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會議時間暨地點案。（提

案人:總監陳淑真；附議人:陳穎青理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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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附件第 24 屆總會活動時間表如附件十(第 27 頁)。 

2. 為促進縣政文化交流，擬排定本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於民國

111 年 3 月份至彰化縣政府參訪、拜訪彰化縣王惠美縣長，

並於縣政府會議廳開會。因會議廳人數有限，故本次縣政文

化交流將只辦理「理監事會議」，會長會議另擇期召開。 

3. 開會時間待縣政府公文核定通過後宣布。 
 

決議：將依照原第 24 屆總會活動時間表於 3 月 10 日召開本屆 

第五次理監事會議，當日僅召開會議，不安排參訪行程，

並將會議地點改為台中總會會館，經出席理事 23 位，

14 位舉牌贊成，提案經修正後通過。 

（三）案由：第 25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22 年台灣專區年會舉

辦相關討論事項。（提案人:總監陳淑真；附議人: 常務理

事黃淑珠） 

       說明： 

1. 依第 24 屆總會活動時間表暨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2. 會議時間：原訂 4/28 擬延後至 5 月份辦理 

地點：台中市林酒店。 

會議程序：確認後公告。 

3. 區年會報名註冊費：每人 NT$2,000 元。 

4. 第 25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 各分會應出席代表人數及計算說明詳附件十一（第 28~29

頁）。 

(2). 會員代表名冊如有異動請於 3月 15日前完整填妥提報表

後傳真或掃描給總會，提報表如附件十二（第 30 頁）。 

(3). 若受疫情影響無法舉辦會員代表大會，將依章程辦理理

監事通訊投票選舉，實施辦法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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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有關將會議時間延後至 5 月份辦理經出席理事 23 位， 

13 位舉牌贊成；會議時間經現場討論訂定於 111 年 5 月 

13 日舉行，經出席理事 23 位，15 位舉牌贊成，餘照案 

通過。 

 

（四）案由：2022 年台灣專區年會會刊製作、馨心獎提報、吸收新會

員獎、特殊貢獻獎、專區獎項提報暨廣告贊助款案。（提

案單位：總會總會秘書處暨財務處） 

說明： 

1. 區年會印製會刊擬援例請各分會贊助新台幣$10,000 元，新

成立分會贊助新台幣$5,000 元，每分會共 2 頁 A4 版面，敬

請分會盡快繳交贊助款。 

2. 年度新成立分會未滿六個月者(於 111 年 1 月 1 日後登記成

立者)，依循往例免收會刊贊助款，但提供每分會 1 頁 A4 版

面。 

3. 個人贊助會刊廣告：全頁（A4 版面）新台幣$10,000 元、半

頁$5,000 元。 

4. 分會會刊編印資料繳交截止日：3 月 30 日。 

5. 分會提報馨心獎與吸收新會員獎得獎人，提報表如附件十三

（第 31 頁）。 
 

決議： 經出席理事 23 位，17 位舉牌贊成，照案通過。 

 

（五）案由：2022 年台灣專區年會籌備單位案。 

（提案單位：總會秘書處） 

      說明： 

1. 主辦：中華民國總會。 

2. 協辦：台灣省會、台中市會、台中市台中港會、台中市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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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中市康乃馨會、台中市美亞會、台中縣會、彰化縣會、

彰化縣花之鄉會、彰化縣員林會、彰化縣美淑會、南投縣會

等中區十二個分會。 
 

決議：經出席理事 23 位，17 位舉牌贊成，照案通過。 

 

（六）案由：蘭馨之星歌唱總決賽比賽辦法案。（提案人:總監陳淑真；

附議人:常務理事黃淑珠） 

       說明：相關辦法參照附件十四（第 32~33 頁）。 
 

決議：主席表示，在討論本案前，若現場理監事投票結果為不 

舉辦蘭馨之星歌唱比賽，則本案無頇再議，經現場出席 

理事 23 位，13 位舉牌贊成取消歌唱比賽，所以主席決 

議不舉辦歌唱比賽。 

 

（七）案由：阿富汗女學生人道救援獎學金成立案。（提案人:總監陳

淑真；附議人:汪呂寶蕉候任總監） 

說明： 

1. 為響應全球阿富汗救援行動，本會匯同教育部與外交部共

同擬定活動辦法，以培養優秀阿富汗女學生來臺攻讀醫學

系或護理學系學士學位為目標，期實現透過教育翻轉婦女

與女孩生命之創會宗旨。 

2. 獎學金作業要點草案詳附件十五(第 34~36 頁)、申請表草案

暨申請資料檢核表草案(第 37~39 頁)、阿富汗女學生人道救

援獎學金募款表單 (第 40 頁)。 
 

決議： 經出席理事 23 位，17 位舉牌贊成，照案通過(備註:會議

現場，前總監陳程錦雲認養 1 名阿富汗女學生、理事邱

素蘭認捐 1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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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案由：總會秘書年終獎金案。 

說明：時值歲末年終，為獎勵總會秘書協助會務盡心盡力，援

例擬發給總會秘書年終獎金各 1 個月，年資不足一年者

將依比例發給。 

決議：經出席理事 23 位，18 位舉牌贊成，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鳴鐘閉會、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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