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第八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資料 

 

 

 
時間：108年6月30日10時  

地點：高雄中油煉油廠宏南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宏毅一路6號07-3622218）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第八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壹、議程：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來賓致詞 

四、報告事項 

五、討論提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貳、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30 日 10 時  

地點：宏南餐廳（高雄市左營區宏毅一路 6 號 07-3622218） 

參、主持人：理事長 曾應鉅  紀錄：張家維  

肆、工作報告 

伍、財務報告 

陸、討論提案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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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報告 

一、秘書處工作報告 

108年度秘書處工作報告 

1 1/13 

理事長曾應鉅與水上摩托車副主委郭祥威、孫俊彥教練，協會水中運

動各項活動拜訪平潭相關單位，就未來協會水中運動等各項活動，建

立互相連繫的平台。 

2 1/26 

理事長曾應鉅及各區先鋒舟執行長、張至恩、楊隆富、賴祈君、鄭義

文、潘志榮教練，於恆春召開先鋒舟會議，為未來發展先鋒舟推廣教

育做好長遠的規劃。 

3 1/27 

台南市義消通訊中隊王璟瑞中隊長及幹部前來協會交流，並帶來了諸

多水域救援新知，對我們未來在先鋒舟急流救援有柳暗花明、重大的

突破！  

4 2/14 
秘書楊立群，參加 108 年研商救生員檢定類別及方式研商座談會，圓

滿完成。 

5 2/23 秘書楊立群，參加 108年救生員檢定科目研商會議，圓滿完成。 

6 2/24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高雄大寮享溫馨婚

宴會館舉行，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局長周明鎮、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局長趙紹廉、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大隊長王宗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南

部分署副分署長耿英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大隊長 黃

鳳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課長蔡豊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管所所長

劉文宏、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授兼產學合作中心主任巫昌陽等貴賓及

友會、團體會員，總計出席人員 445人，餐會順利圓滿達成。 

7 2/25-27 

理事長曾應鉅、本會國際事務顧問蔡明昌博士及楊立群秘書赴中國深

圳參加「2018 年 AUF(亞洲水中運動聯盟)會員大會」，理事長曾應鉅

順利當選本屆 AUF(亞洲水中運動聯盟)的副主席，並為本會推展國際體

育交流，在未來國際上的曝光度將大大提升。 

8 3/11 

理事長曾應鉅參與體育署所主辦的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國際及兩岸

體育交流行政研習會研習，獲益良多；對未來協會的發展注入更加寛

廣的活水！ 

9 3/13 
理事長曾應鉅至台北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3 樓會議室，參加特定體育團

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說明會，會議圓滿完成。 



2 
 

10 3/15-3/18 

由本會開設第一班，並由張助道、周昌教練率 CMAS自由潛水教練團隊

的指導下，完成自由潛水第四級教練養成訓練，未來本會將積極的把

自由潛水與國際接軌，亦嘗試將其納入全國蹼泳競賽中，列為示範項

目之一，讓蹼泳賽更加多元化與可看性。 

11 3/29-4/2 

理事長曾應鉅及楊隆富、林榮男、鄭義文、賴鼎益、張至恩、許宗富、

賴冠志、潘志榮、張辰韋等先鋒舟北中南東及協會共 10位教練，出發

前往東京進行為期 5 日的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2019 年先鋒舟種子

教練日本移地集訓，前往東京進行為期 5 日的講習，順利完成，圓滿

成功!! 

12 4/1-3 
陳海戊教練、施長和、林育首理事及楊立群秘書赴小琉球執行鵬管處

委託辦理丙級浮潛教練訓練，任務圓滿結束。 

13 4/7-4/12 

理事長曾應鉅與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工作小組蔡明昌博士出席在摩

納哥舉行的 2019年 CMAS年會，年會上，總會秘書長 Hassan向本次出

席會議的 45國代表，對台灣近年來在淨海、淨灘，激流先鋒舟、國際

事務、蹼泳賽事等積極推動態度，特別提出表揚，讓協會能在國際間

不斷的曝光，散發著無比的平民外交力量！ 

14 4/15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救生員訓練及檢定行政業務工作坊於犇亞商務會

議中心舉行，由秘書楊立群與教練張愷宸與會，圓滿完成。 

15 4/16 
曾昱彰秘書前往教育部體育署召開第一次蹼泳賽事製播節目工作會

議，圓滿完成。 

16 4/17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度救生員訓練機構教練人員研習於犇亞商務會議

中心舉行，由秘書楊立群與審甄委員張冠正、嘎照‧卜頓、巴林吉南‧

武浪、林永樂、劉冠廷及檢定行政人員共 6人與會，圓滿完成。 

17 4/18 

教育部體育署及台灣評鑑協會所舉辦的 107 年度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

體訪評，由理事長曾應鉅、監事長吳三嘉、秘書長劉信傑、林榮男教

練、鐘永貴教練、楊立群秘書、張家維秘書、曾益彰秘書等 8 人，於

協會辦公室陪同訪視委員，做各項訪評指標的實地訪評、查閱資料、

訪談、簡報及詢答，感謝訪視委員對協會的運作予以肯定，並所提供

有助未來協會發展的改善建議。 

18 4/20 
本會承辦北高雄淨灘，在本會的號召下，將一項結合軍公教、宗教、

俱樂部、人民團體等 30餘個單位形成的平民淨灘活動，承蒙天空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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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同心協力下，於北高雄蚵仔寮漁港南側沙灘上清除近 1000公斤的

各類垃圾。感謝出席的單位、人員，由於大家的犠牲奉獻，讓我們的

生活環境品質變得更良好。  

19 4/20 
理事長曾應鉅至澎湖參加澎湖海洋覆網清除作業記者會，由澎湖縣長

賴峰偉主持！敬愛海洋、永續未來，是我們的口號與行動！ 

20 4/29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度救生員資格檢定安全講習於高雄師範大學舉

行，由秘書楊立群前往與會，圓滿完成。 

21 5/15/2 
曾昱彰秘書前往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召開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

審查委員審查工作小組第 8屆第 9次審查會議，圓滿完成。 

22 5/4 

5/4-5 於高雄市國際標準游泳池舉辦 108 年全國蹼泳分齡賽，圓滿落

幕。本次分齡賽中場休息時，特地邀請自由潛水的教練團及選手，於

泳池示範自由潛水的項目比賽，對未來蹼泳賽事，增添多元化與可看

性。 

23 5/5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救生員檢定甄審研習營於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舉行，由甄審委員張澤煌、林柏祥帶領審甄委員及檢定行政人員共 12

人與會，圓滿完成。 

24 5/9 

理事長曾應鉅與溯溪委員會歐鴻祥主委、代理秘書長林榮男赴茂林

區，就辦理溯溪教練、溯溪嚮導及激流先鋒舟訓練活動拜訪宋能正區

長，訪談順利愉快，並獲區長支持相關活動。 

25 5/11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救生員檢定甄審研習營於高雄蓮潭國際會館舉

行，由秘書長林榮男帶領審甄委員及檢定訓練行政人員共 43人與會，

圓滿完成。 

26 5/13 

108年校園防溺宣導正式啟動，茂管處計有 10所學校、鵬管處計有 20

所學校共襄盛舉，預計可宣導 5000人次，由常務理事鍾永貴、高市分

會、代理秘書長林榮男、吳聰裕教官等共同負責，一起為學生水域安

全盡一份力。 

27 5/21-23 
潘志榮教練及張家維秘書赴綠島執行東管處委託辦理丙級浮潛教練訓

練，並於訓練空檔，協助綠島搜救，任務順利圓滿結束。 

28 5/22 
理事長曾應鉅及鄭義文、王茂宗教練，協助高雄市消防局第五大隊進

行潛水救援暨 IRB複訓訓練，任務順利完成。 

29 5/23 曾昱彰秘書帶領選手林建龍至體育署參加體育賽事轉播記者會，讓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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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運動增加曝光度，更添加風采。 

30 5/23 

理事長曾應鉅，代理秘書長林榮男、蔡麗慧理事、翁明祥教練 4 人，

勘查愛河及駁二碼頭的蹼泳長泳場域環境，對未來推展蹼泳活動，做

長遠規劃。 

31 5/26 
由歐鴻祥教練辦理南部溯溪嚮導訓練，理事長曾應鉅共同參與，並指

導課程中河川水文及拋繩救援應用，讓遠道來的學員滿載而歸。 

32 6/1 

108 年度救生員訓練機構教練人員研習於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舉

行，由秘書楊立群與審甄委員及檢定訓練行政人員共 10人與會，圓滿

完成。 

33 6/2 

理事長曾應鉅與溯溪主委歐鴻祥教練終於在百般艱難的作業與計畫下

完成第一屆溯溪嚮導訓練海神宮實務作戰，感謝各級長官的支持與協

助。  

34 6/7 
東港龍舟賽機關團體組，本會在呂森民、張溫宗教練的領導下， 我們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獲得總冠軍，為協會爭取到無限的光彩！  

35 6/12 

理事長曾應鉅代表協會出席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的「安全健康」記者會，

感謝本會協助水域安全及維護校園安全，並讓本會有展現專長的平

台！ 

36 6/15 
108年度救生員訓練機構教練人員研習於高雄蓮潭國際會館舉行，由秘

書楊立群與審甄委員及檢定訓練行政人員共 4人與會，圓滿完成。 

37 6/16 

理事長曾應鉅、協會幹部、高雄市健身工廠陳尚文總經理、高雄中興

晨泳會王璿總幹事、南部消防龍舟隊呂森民團隊、梓官區夥伴、永安

樹屋黃金寶等人全力協助，接待北京奧林匹克公園管理委員會來台活

動事宜，為民間兩岸交流，增添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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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發證總數(不含換證)結算至 1080531 

項次 種類 人數 

1 
潛水 395 

浮潛 65 

2 游泳 292 

3 蹼泳 0 

4 
溯溪 19 

攀岩 32 

5 救生員 
協會 178 

體育署 21 

6 救生教練 0 

7 開放性水域游泳與自救 0 

8 水中有氧 0 

9 水上摩托車 22 

10 SUP立式划槳 59 

11 衝浪 0 

12 帆船 0 

13 IRB橡皮艇 18 

14 獨木舟 74 

15 急流(先鋒)舟 3 

 總計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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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委員會開班發證紀錄表 

 

《潛水委員會 108 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簽證單位 類別 人數 
1 總會 各級潛水證照 287 
2 台中市水中運動協會 各級潛水證照 23 
3 台東縣水中運動訓練協會 各級潛水證照 7 
4 淨海水中運動協會 各級潛水證照 11 
5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各級潛水證照 37 
6 屏東縣水中運動協會 各級潛水證照 20 
7 新北市水中運動協會 各級潛水證照 7 

小計 395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4/01-03 浮潛教練 丙-13 總會 39 
2 05/21-23 浮潛教練 丙-14 總會 26 
  小計 65 

 
 

《游泳委員會 108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2/11-13 游泳教練 丙-249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63 
2 03/09-11 游泳教練 丙-250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35 
3 03/18-20 游泳教練 丙-251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51 
4 03/30-0401 游泳教練 丙-252 台中市水中運動協會 38 
5 03/30-0401 游泳教練 丙-253 屏東縣水中運動協會 9 
6 03/30-0401 游泳教練 丙-254 游泳委員會 15 
7 04/20-22 游泳教練 丙-255 台中縣水中運動訓練協會 18 
8 04/13-14 游泳教練 丙-257 花蓮縣水中運動協會 38 
9 05/25-27 游泳教練 丙-258 游泳委員會 25 

小計 292 
 
 

《溯溪攀岩委員會 108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30-04/01 溯溪教練 丙-56 花蓮縣水中運動協會 10 
2 06/17-19 溯溪指導員 26 溯溪攀岩委員會 9 
3 01/16-18 攀岩教練 丙-09 溯溪攀岩委員會 13 
4 01/16-18 攀岩指導員 11 溯溪攀岩委員會 4 
5 03/27-29 攀岩教練 丙-10 溯溪攀岩委員會 10 
6 04/12-14 攀岩指導員 12 溯溪攀岩委員會 4 
7 03/27-29 攀岩指導員 13 花蓮縣水中運動協會 1 

小計 51 
 
 

《水上安全救生委員會 108年協會救生員證發照紀錄表》 
項次 班別 期別 單位 人數 
1 救生員 494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75 
2 救生員 495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49 
3 救生員 497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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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救生員 502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14 
5 救生員 504 總會(水安委員會) 15 

小計 178 
 
 

《108年體育署救生員檢定/複訓紀錄表》 

檢定/複訓日期 檢定場地 檢定人數 通過人數 

108.04.13-14 屏東大學游泳池 18 13 

108.05.11-12 高雄市大社游泳池 10 8 

 小計(合格率 75%) 28 21 

 
 

《水上摩托車安全教育推廣委員會 108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19-21 水上摩托車教練 丙-31 澎湖縣水中運動協會 22 

小計 22 
 
 

《SUP立式划槳委員會 108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22-24 SUP教練 丙-37 澎湖縣水中運動協會 35 
2 04/27-29 SUP教練 丙-39 SUP立式划槳委員會 24 

小計 59 
 
 

《IRB委員會 108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01-03 IRB教練 丙-36 花蓮縣水中運動協會 18 

小計 18 
 
 

《獨木舟委員會 108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4/27-29 獨木舟教練 丙-47 獨木舟委員會 25 
2 04/19-21 獨木舟教練 丙-48 花蓮縣水中運動協會 28 
3 04/25-26 獨木舟教練 丙-49 高雄市水中運動協會 21 

小計 74 
 
 

《急流(先鋒)舟委員會 108年開班紀錄表》 
項次 日期 班別 等級-期別 單位 人數 
1 03/29-04/01 先鋒舟教練 丙-05 先鋒舟委員會 2 
2 03/29-04/01 先鋒舟教練 乙-02 先鋒舟委員會 1 

小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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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報告(資料時間 108/5/31 日止) 

1.基金： 221,522 元 

2.107 年 1月 1 日-12 月 31 日結餘：  3,070,370 元 

3.108 年 1月 1 日- 5 月 31 日總收入：3,269,591 元 

4.108 年 1月 1 日- 5 月 31 日總支出：4,857,143 元 

  註：未含至 5 月 31 日止預支：549,854 元(鵬管處安全宣導委託服務案、 

東管處綠島丙級浮潛教練案、埃及世界青少年報名費、機票) 

5.總收入結餘-總支出(含預支)= 6,339,961-5,406,997=932,964 元 

6.未撥入款： 

(1)體育署 108 年工作計劃補助第一期款：2,205,000 元 

(2)鵬管處安全宣導委託服務案：485,000 元 

(3)東管處綠島丙級浮潛教練案：99,316 

(4)高雄科技大學澎湖淨海標案：(6,550,000 元+13,280,000 元進行中) 

合計：2,789,316 元(6,550,000元+13,280,000 元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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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聘任林榮男先生為本會秘書處秘書長。 

說明:本會原祕書長劉信傑先生因個人生涯規劃與家庭因素請辭秘書長，新聘林榮

男先生接任秘書長職務，自 108年 7 月 1 日起起聘。林榮男先生原具有之理事身

分，亦於本(30)日辭職，理事一職由候補理事薛淳方遞補。聘任案經理事會通過

後，由秘書處彙整後報內政部核備。 

決議: 提案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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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請通過協會部份委員會主任委員聘任案。 

說明:協會目前水安救生、水上摩托車、水中有氧、獨木舟、溯溪、志工、SUP 等

七個委員會主任委員因個人生涯規劃請辭，考量協會整體組織實務需求與運作，

重新聘任主任委員以帶領各委員會運作。聘任之主任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與理

事長同，聘任案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備考 

水上安全委員會 許龍池  

水上摩托車委員會 郭祥威  

水中有氧委員會 張淑玲  

獨木舟委員會 朱金燦  

溯溪委員會 歐鴻祥  

志工委員會 王璿  

SUP 委員會 朱文祥  

公關組主任 崔家琪  

決議: 提案無異議通過，即日起由秘書處製發聘書。 

 

 

提案三 

案由:請通過蹼泳選訓、教練、裁判、紀律四個委員會召集人及委員聘任案。 

說明: 

1.為健全蹼泳體制，保障選手、教練權益與有效管理及厚植選手、教練實力，進

而爭取國際比賽佳績，助益我國蹼泳運動往後之發展，依據國民體育法規定成立

選訓、教練、裁判、紀律四個委員會，各委員會設召集人 1 人，副召集人 1 人，

委員 5 人聘任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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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名稱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委員 

裁判委員會 府佩琯 林榮男 
李團高、侯言芳、翁貴祥、

柯澎傑、戴國輝 

教練委員會 翁貴祥 林榮男 
歐陽昭勇、翁明祥、柯澎傑、

府佩琯、蔡麗慧 

選訓委員會 鍾永貴 林榮男 
歐陽昭勇、翁明祥、柯澎傑、

府佩琯、蔡麗慧 

紀律委員會 歐陽昭勇 林榮男 
戴國輝、蕭新榮、蘇銘銓、

蔡麗慧、侯言芳 

2.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聘任案經理事會通過後，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委員

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3.委員會召開會議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

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4.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依程序陳報體

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各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不得對外行文。委

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 

決議: 提案無異議通過。 

 

 

提案四 

案由：請通過水安救生甄審委員聘任案。 

說明:為順利執行各縣市救生檢定工作及拔擢優秀教練人才晉升，聘任下列人員為

救生檢定甄審委員。新聘之甄審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聘任案經理事會通過後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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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提報地區 

巴林吉南‧武浪 中部 

陳恭維 南部 

李豐林 南部 

薛迪宏 南部 

黃國展 南部 

許龍池 南部 

楊朝鈞 南部 

顏呈洋 金門 

決議: 上述提案無異議通過，即日起生效，唯新聘人員需參加教育部署舉辦”救

生員受認可機構甄審研習營”，方可執行檢定工作；屏東分會提案人員因無納入

本次提案，將於下次理監事會提案討論。 

 

 

提案五 

案由:為維護本會救生訓練機構訓練品質與檢定作業流程符合體育署與本會簽訂

之契約內容，制定辦訓單位與甄審委員管理辦法。 

說明: 

【體育署救生員訓練班〕 

【辦理前】: 

1.各辦訓單位於每月 28 日前檢據招生簡章、師資、訓練時數、課程表報總會審核、

公告。總會於 30 日前提報體育署執行小組；訓練師資、場地等相關變更時應於訓

練前通知總會，由總會報體育署執行小組。 

2.各辦訓單位於開訓前 18 日應檢齊下列資料函報總會: 

(1)學員名冊(含照片) 

(2)切結書(未滿 20 歲者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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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保險證明 

(4)健康諮詢表(報名前三個月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證明) 

(5)訓練契約書 

【辦理中】 

1.不得在違反水域、森林、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等處所辦理訓練。 

2.應確實依據申請之日期、地點辦理訓練。設施、設備及安全維護，應詳加規劃、

器材應符合規定。 

3.訓練器材統由辦訓單位安排，如須本會支援，應於開訓 10 天前，依本會器材借

用標準收費，向本會洽借。 

【辦理後】 

各辦訓單位於課程結束後 7 日內應檢齊下列資料函報總會： 

1.學員名冊(含電子檔)、 

2.辦理保險證明 

3.授課人員及學員簽到表 

4.訓練工作成果報告書(含光碟)，總會於體育署網站登錄學員訓練時數，總會核

發訓練合格證明書。 

【注意事項】 

1.各辦訓單位應指派單一窗口與總會聯繫，並將資訊確實轉達。 

2.對於學員個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建立個資保護機制。 

3.對於總會派員訪視不得規避、妨礙、拒絕。 

4.辦理訓練應訂定緊急救護應變計畫，確實依據收退費基準及服務規定辦理，並

應確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5.各項訓練費用概由辦訓單位自理，但財務開支應公開透明化，並由訓練單位專

責管理。 

6.未能依規定時間內陳報資料之辦訓單位，辦訓單位不得開班。 

7.各辦訓單位暨甄審委員辦理救生員班訓練工作，如有未依本會各項訓練 

規定辦理，而遭教育部訪視扣點者，處分如下：扣 1 點，各停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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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扣 2 點，甄審委員停權 3 年，辦訓單位暫時停執行訓練及檢定工作，俟總 

會 1 個月內遴選工作小組至辦訓單位進行業務訪查，並依訪查結果核定是否恢復

執行。 

決議: 提案無異議通過。 

 

 

提案六 

案由:為因應體育署救生員訓練及檢定資格辦法修訂，及提供各分會辦訓成本考量

以制定報名費用，修訂本會水上安全委員會各類證照及規費收取標準。 

說明: 

證照名稱 證照費 繳總會 備考 

救生員安全教育 200 元 200 元  

訓練機構合格證明  400 元  

協會救生證 600 元 400 元 有效期限三年 

救生教練證 1000 元 600 元 有效期限三年 

急救員證 600 元 400 元 有效期限三年 

急救教練證 1000 元 600 元 有效期限三年 

檢定費(新訓)  2500 元 

保險、甄審及工作人員費用

沿用前例；通過檢定考生須

再繳 200 元證照費。 

檢定費(複訓)  2000 元 

保險費用由辦訓單位支

付；甄審及工作人員費用沿

用前例；通過檢定考生須再

繳 200 元證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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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曾應鉅理事長：請秘書長再詢問紅十字會急救員證、急救教練證收費標

準，並比照紅十字會費用，假如紅十字會比原決議費用還高，那以決議收費，其

它無異議通過。經咨詢結果，紅十字會急救員及教練，均俱有志工身份，並每年

固定參加再教育講習，無證照費收取現象，故本會延用提案標準收費。 

 

 

提案七 

案由:提列協會為訓練講習會、或辦理活動指導、主、承辦或協辦單位規定乙案。 

說明:爾來因有縣市協會辦理訓練講習，逕將協會列名指導單位，造成報名學員權

益受損，學員向體育署申訴本會。為維護協會權益及釐清活動、辦理訓練講習主(承)

辦單位責任，本會所屬協會、團體會員辦理活動、訓練或講習會時，凡有提列本

會為指導單位、主、承辦單位或協辦單位時，請於實施日前 30 天提送實施計畫至

本會秘書處，經秘書處審查後回覆應允，始得將協會名稱列名其上，若未經上述

程序擅自將協會列名，造成協會或報名學員權益受損，本會將視實際狀況保留法

律追訴權利。 

決議: 無異議通過，並公告給各團體會員、分會。 

 

 

六、臨時動議： 

(一)府佩琯榮譽理事長： 

案由：1.未來訪視委員來協會訪視，各訓練要做卷宗夾留存 

2.希望蹼泳比賽未來可申請在全國各縣市輪流舉辦比賽，以培養各地區裁 

判、教練、選手。 

3.提拔培養新的裁判長，開始培養能擔負裁判長責任的資深裁判。 

決議： 無異議通過，未來將往此目標邁進。 

 



16 
 

(二)曾應鉅理事長： 

案由:提議資訊組組長吳宗昌教練，因建置管理潛水人員系統後，未來將由吳宗昌

教練做潛水人員系統的管理及建檔，原先管理費用 1 個月 6,000 元(官網維護及資

料統整上傳)，調整為 10,000 元(官網及潛水人員系統維護管理)，如果未來協會

財務狀況不理想，將再調整。 

決議： 無異議通過。 

 

(三)吳三嘉監事長： 

案由：秘書長薪資，原本薪資 1日/1,200 元，調整為 1 日/1,500元，例如以協會

身份出席北部開會、或是其它以協會身份出勤，皆算日薪；如有鐘點費的勤務，

則領取鐘點費，但不領取薪資。如果未來協會財務狀況不理想，將再調整。 

決議： 無異議通過。 

 

(四)曾應鉅理事長： 

案由：考量本會尚未加入國際水上摩托艇總會，並也不宜以協會身份參與相關活

動與交流，固暫緩目前與廈門的活動，等本會成功申請進入國際水上摩托艇總會

後，再重啓互動。 

決議： 無異議通過。 

 

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