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8月 27 日(星期五)18時                            

地點：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17 巷 7弄 7 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36 人，出席 22 人，請假 14 人。 

理 事 長：吳清亮 

    理事：沈乃正、胡小鳳、楊欣龍、黃省榮、林蔭宇、林志忠、蘇皓沂、 

          蔡博雅、林家鴻、黃國展、羅勝群、余忠杰、黃國良、楊至銅、 

          洪乙安、陳桂蘭 16人。 

    監事：蕭達湧、陳輔弼、曹偉偉、陳星次、陳伯德 5 人。 

請假人員：  

    理事：蔡文娟、蔡宗穎、顏世紋、連冠穎、謝千行、陳建閔、林柏佾、 

          洪裕昌、吳樹榮、林志謀 10 人。 

    監事：陳薇淑、陳律謀、郭傑儀、許君薇 4 人。 

列席人員：蘇柏諺、林千雅 

 

主席：吳理事長清亮                                   記錄：林千雅  

 

一、主席致詞：略 

二、會務工作報告：會務綜合報告：略 

三、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吳清亮理事長 

案由：第 21屆各委員會人事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練委員會、裁判委員會、紀律委員會、運動員委員會、競賽及正 點

委員會、選務委員會名單如附件一。 

二、選訓委員會沈乃正委員請辭。 

三、聘請許秀卿擔任選訓委員，經歷如下：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許秀卿 女 女子組國手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四、委員會現況如附件二。 

決議：名單照案通過，建議提高委員會女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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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會員資格審查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第 20屆第 12 次理事會議通過，團體會員 14 個，個人會員 148 人。 

二、本次共有個人會員 5 人提出申請，會員名冊通過送主管機關核備，

並於本會網站公告。 

三、申請入會名單如下：李詩堯、周哲民、馮三和、黃孝天、洪穎正。 

四、根據章程規定，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費者， 不得

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繳費現況(截

至 8 月 25 日)詳見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修正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案經 109 年 11 月 21 日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110 年 2 月 24 日理事會修正通過，並已核備教育部體育署在案，因

受疫情影響修正本會年度工作計畫。 

二、6-12月工作計畫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四。 

三、修正後 110 年度工作計畫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本會 110年度經費收支預算修正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會 110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已於第 20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通

過，並提請會員大會承認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因疫情緣故，部分活動取消或延期，故提請修正。 

三、修正後預算如附件六、原訂預算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收支作業處理程序及財產盤點程序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9 年度訪評計畫要求訂定本會收支作業處理程序及財產盤點程

序。 

二、收支作業處理程序如附件八、財產盤點程序如附件九。 

決議：增加收支作業處理程序-捐款收入，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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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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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1 屆教練委員會名單 
 

委員共計 7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顏世紋 男 

➢高雄市新民國小、四維

國小、陽明國小資優班橋

牌教師 

➢高雄市雅比城堡才藝

班、立眾才藝班中小學橋

牌教師 

➢103 年-106 年全國教育

盃高雄市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曾任國家代表隊

教練 

2 
副召集

人 
沈乃正 男 

➢2010~2016、2018 青年國

家代表隊教練 

➢公開組、長青組國手 

➢橋藝協會第 20屆選訓委

員會委員 

➢橋藝協會第 20 屆理事 

體育專業人士、

曾任國家代表隊

教練 

3 委員 胡小鳳 女 

➢C 級裁判 

➢B 級教練 

➢橋藝協會第 18~20屆紀

律委員會委員、第 20 屆

選訓委員會委員 

➢橋藝協會第 19屆常務理

事、第 20 屆理事 

➢國際橋藝基金會第 10屆

董事 

➢女子組國手 

體育專業人士 

4 委員 黃國展 男 ➢國際橋藝中心幹事 體育專業人士 

5 委員 邱宏宬 男 ➢學校橋藝社指導老師 體育專業人士 

6 委員 吳弘仁 男 ➢C 級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7 委員 周文琦 男 ➢C 級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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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1 屆裁判委員會名單 
 

委員共計 8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

人 
羅勝群 男 

➢B級裁判 

➢B級教練 

➢曾任裁判訓練班講師 

➢曾任多所中學大學橋藝社指導老師 

➢第 52屆亞太盃橋藝錦標賽助理裁判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理事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2 
副召

集人 
蔡宗穎 男 

➢B級裁判 

➢B級教練 

➢曾任裁判訓練班講師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理事 

➢第 20屆裁判委員會召集人 

➢109年裁判講習總召集人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黃省榮 男 

➢B級裁判 

➢C級教練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理事 

資深裁判 

4 委員 徐文宏 男 

➢B級裁判 

➢B級教練 

➢曾任多所中、小學橋藝社指導老師 

➢第 20、21屆中華民國橋藝協會裁判委員

會委員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5 委員 楊建榮 男 

➢B級裁判 

➢曾擔任裁判訓練班講師 

➢新竹市體育會橋藝委員會總幹事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6 委員 劉文齡 女 

➢B級裁判 

➢女子組國手 

➢第 20屆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監事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7 委員 余忠杰 男 

➢B級裁判 

➢C級教練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理事 

➢曾任裁判訓練講師 

資深裁判 

8 委員 周峻名 男 

➢B級裁判 

➢B級教練 

➢2017複式橋牌規則譯者 

資深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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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1 屆紀律委員會名單 
 

委員共計 7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羅五湖 男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局長退休 橋牌專業人士 

2 
副召集

人 
沈乃正 男 

➢2010~2016、2018青年國家代表隊

教練 

➢公開組、長青組國手 

➢橋藝協會第20屆選訓委員會委員 

➢橋藝協會第 20屆理事 

橋牌專業人

士、退役國家代

表隊選手、曾任

國家代表隊教

練 

3 委員 陳阿極 男 

➢橋藝協會第十七、十八、十九屆

常務理事 

➢第十九屆紀律委員會召集人 

➢台南市橋藝協會理事長 

➢台電澎湖區營業處處長退休 

橋牌專業人士 

4 委員 吳錦森 男 

➢嘉義市橋藝研究會總幹事 

➢橋藝協會第十二、十三、十四屆

常務理事 

橋牌專業人士 

5 委員 薛淑娟 女 

➢臺中市橋藝研究會總幹事 

➢臺中縣體育會橋藝委員會總幹事 

➢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台北國

際橋藝中心幹事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裁判訓練第七

期合格 

➢臺北市 C級教練 

➢現任橋藝協會第 20屆常務理事 

➢現任臺中市體育會橋藝委員會主

任委員 

橋牌專業人士 

6 委員 顏世紋 男 

➢高雄市新民國小、四維國小、陽

明國小資優班橋牌教師 

➢高雄市雅比城堡才藝班、立眾才

藝班中小學橋牌教師 

➢103年-106 年全國教育盃高雄市

代表隊教練 

橋牌專業人

士、曾任國家代

表隊教練 

7 委員 蘇皓沂 女 

➢曾任女子組、公開組、混合組代

表隊 

➢2018亞洲盃女子組金牌 

➢2018亞運超級混合組銅牌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橋協第 20 屆理事 

橋牌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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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1 屆運動員委員會名單 
 

委員共計 7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

人 
楊欣龍 男 

➢曾任公開組、混合組代表隊 

➢2018亞運混合雙人賽金牌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橋協第 21屆理事 

亞運選手 

2 
副召

集人 
陸怡如 女 

➢B級教練 

➢曾任女子組、公開組、混合組代表隊 

➢2018亞運混合雙人賽金牌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亞運選手 

3 
執行

秘書 
蘇皓沂 女 

➢曾任女子組、公開組、混合組代表隊 

➢2018亞洲盃女子組金牌 

➢2018亞運超級混合組銅牌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橋協第 20屆理事 

亞運選手 

4 委員 蔡博雅 女 

➢曾任女子組、公開組、混合組代表隊 

➢2018亞運混合雙人賽銀牌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橋協第 20屆理事 

亞運選手 

5 委員 陳立錚 男 

➢曾任公開組、混合組代表隊 

➢2018亞運男子組第五名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亞運選手 

6 委員 羅勝群 男 

➢B級裁判 

➢曾任裁判訓練班講師 

➢曾任多所中學大學橋藝社指導老師 

➢第 52屆(2019)亞太盃橋藝錦標賽助理

裁判(熟悉國際賽選手權益相關事宜) 

➢多次擔任國內權分賽、中華盃(選拔賽) 

執場裁判 

資深裁判 

(有豐富的國內執

場裁判經驗，並是

目前國內近 20年

唯一具國際正式

比賽執場經驗的

裁判) 

7 委員 劉佩華 女 

➢B級教練 

➢曾任女子組代表隊 

➢2018亞洲盃女子組金牌 

➢2018亞運超級混合組銅牌 

亞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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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1 屆競賽及正點委員會名單 
 

委員共計 9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蘇柏諺 男 
➢國際橋藝中心副總幹事 

➢B 級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2 
副召集

人 
鄭博元 男 

➢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員

工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鄒政珉 男 

➢曾任青女組國家代表隊、青

年組國家代表隊隊長 

➢97-107 年日新國小橋藝講

師 

➢橋藝協會第 20 屆選訓委員

會委員 

體育專業人士 

4 委員 黃國展 男 ➢國際橋藝中心幹事 體育專業人士 

5 委員 楊建榮 男 

➢B 級裁判 

➢曾擔任裁判訓練班講師 

➢新竹市體育會橋藝委員會總

幹事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6 委員 羅運璟 男 
➢苗栗市福星國小教師兼資訊

組長 
體育專業人士 

7 委員 羅勝群 男 

➢B 級裁判 

➢曾任裁判訓練班講師 

➢陽明大學橋藝社指導老師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士 

8 委員 陳正傑 男 
➢婕詩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 

➢橋藝協會第 20 屆理事 
體育專業人士 

9 委員 余忠杰 男 

➢B 級裁判 

➢C 級教練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理事 

➢曾任裁判訓練講師 

資深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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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1 屆選務委員會名單 
 

委員共計 7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夏漢容 男 
➢台北市建設局

長(退休) 
社會公正人士 

2 
副召集

人 
羅五湖 男 ➢勞保局總經理 社會公正人士 

3 委員 劉淑芳 女 

➢大專體總橋藝

委員會財務組

長 

體育行政經驗

人士 

4 委員 陳國彬 男 
➢私人公司法務

人員(退休) 
法律專業人士 

5 委員 保偉霖 男 ➢貿聯品管副總 社會公正人士 

6 委員 余明陽 男 
➢海關專員(退

休) 
社會公正人士 

7 委員 郭添裕 男 
➢鉅瑩公司經理 

➢橋牌教師 

體育行政經驗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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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委員會現況 
名稱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委員 請辭人員 

選訓 胡小鳳 曹偉偉 
謝千行、鄒政珉、隋俊魁、

陳文科、許秀卿 
沈乃正 

教練 顏世紋 沈乃正 
胡小鳳、黃國展、邱宏宬、

吳弘仁、周文琦 
 

裁判 羅勝群 蔡宗穎 
黃省榮、徐文宏、楊建榮、

劉文齡、余忠杰、周峻名 
 

紀律 羅五湖 沈乃正 
陳阿極、吳錦森、薛淑娟、

顏世紋、蘇皓沂 
 

運動員 楊欣龍 陸怡如 

蘇皓沂(執行秘書)、蔡博

雅、陳立錚、羅勝群、劉佩

華 

 

競賽及

正點 
蘇柏諺 鄭博元 

鄒政珉、黃國展、楊建榮、

羅運璟、羅勝群、陳正傑、

余忠杰 

 

選務 夏漢容 羅五湖 
劉淑芳、陳國彬、保偉霖、

余明陽、郭添裕 
 

申訴評

議 
高綸宇  

林蔭宇、楊欣龍、張淑瑛、

游沛文、洪乙安、陳正傑、

鄒政珉、蘇柏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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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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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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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修正對照表 

 

*教育盃延至明年寒假舉辦 

*111年度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長青組四強+決賽 111/1/7-9、女子組決賽 111/1/8-9 

 

 

 

月份 原訂 修正 

6月 
1.C級教練講習會 

2.C級裁判講習會 

本月因國內疫情影響，無法舉辦活動 

7月 

1.第 6 屆光青盃全國橋藝大賽暨秋

季權分賽 

2.青少年選拔賽初賽 

本月因國內疫情影響，無法舉辦活動 

8月 1.110年度教育盃全國橋藝錦標賽 本月因國內疫情影響，無法舉辦活動 

9月 

1.C級教練講習會 

2.B級教練講習會 

3.C級裁判講習會 

4.B級裁判講習會 

1.第 6屆光青盃全國橋藝大賽暨秋季權 

  分賽橋士組 9/24-26 

10月 
1.第 7屆中曾盃全國橋藝大賽暨冬

季權分賽 

1.第 6屆光青盃全國橋藝大賽暨秋季權 

  分賽公開組 10/2-3 

2.A級教練講習會 10/8-10、16-17 

3.C級裁判講習會 10/9-11 

4.111年度青少年選拔 10/9-11 

5.第 7屆中曾盃全國橋藝大賽暨冬季  

  權分賽橋士組 10/22-24 

6.第 7屆中曾盃全國橋藝大賽暨冬季 

  權分賽公開組 10/30-31 

11月 

1.111年度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公開組會外賽 

  公開組第一階段雙敗  

  公開組第二階段雙敗-KO 

  公開組決賽 

  混合組初賽 

1.C級裁判講習會 11/5-7 

2.B級裁判講習會 11/6-7、13-14 

3.111 年度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公開組會外賽 11/6-7 

  公開組初賽 11/12-14  

  公開組四強 11/20-21 

  公開組決賽 11/27-28 

12月 

1.年度計畫核銷及申請 

2.111年度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混合組決賽 

  長青組、女子組初賽 

  長青組、女子組決賽 

1.年度計畫核銷及申請 

2.B 級教練講習 

3.C 級教練講習 

4.111 年度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混合組初賽 12/4-5 

  混合組四強+決賽 12/10-12 

  長青組、女子組初賽 12/18-19 

5.亞太網路賽 12/22-28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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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工作計畫 
月份 橋協 團體會員/其他 

1月 1.各委員會聯席會議 1.山海杯隊制賽 

2月 

1.第 20屆第 1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第 2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第 21 屆理事長、理事

及監事選舉 

 

3月 

1.第 21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第 23屆植鑑盃全國橋藝大賽暨春季權分賽 

  橋士組 3/19~3/21、公開組 3/27~3/28 

 

4月 

1.第 23屆植鑑盃全國橋藝大賽暨春季權分賽 

  雙人賽 4/3 

2.第 21屆各委員會聯席會議 

 

5月 
1.2021葉氏盃全國橋藝大賽暨夏季權分賽  

  橋士組 5/14~5/16、公開組 5/15~5/16 

 

6月 本月因國內疫情影響，無法舉辦活動  

7月 本月因國內疫情影響，無法舉辦活動  

8月 本月因國內疫情影響，無法舉辦活動  

9月 
1.第 6屆光青盃全國橋藝大賽暨秋季權分賽橋士組 

  9/24-26 

 

10月 

1.第 6屆光青盃全國橋藝大賽暨秋季權分賽公開組 

  10/2-3 

2.A級教練講習會 10/8-10、16-17 

3.C級裁判講習會 10/9-11 

4.111年度青少年選拔 10/9-11 

5.第 7屆中曾盃全國橋藝大賽暨冬季權分賽橋士組 

  10/22-24 

6.第 7屆中曾盃全國橋藝大賽暨冬季權分賽公開組 

  10/30-31 

 

11月 

1.C級裁判講習會 11/5-7 

2.B級裁判講習會 11/6-7、13-14 

3.111年度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公開組會外賽 11/6-7 

  公開組初賽 11/12-14  

  公開組四強 11/20-21 

  公開組決賽 11/27-28 

 

12月 

1.年度計畫核銷及申請 

2.B級教練講習 

3.C級教練講習 

4.111年度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混合組初賽 12/4-5 

  混合組四強+決賽 12/10-12 

  長青組、女子組初賽 12/18-19 

5.亞太網路賽 12/22-28 

 

*教育盃延至明年寒假舉辦 

*111 年度中華盃國家代表隊選拔賽：長青組四強+決賽 111/1/7-9、女子組決賽 111/1/8-9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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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110 年度預算：

 
*教育盃延期至明年寒假舉辦 

*國際活動目前僅剩年底亞太網路賽 

*青選及培訓專案處理，預算另訂 

 

理事長：吳清亮              秘書長：蘇柏諺             副秘書長：隋俊魁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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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 110年度預算：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說明

2,810,300

一 會費收入 180,000 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會費等

二 活動收入 620,000 本會統籌自辦活動參加費收入

三 補助款收入 750,000 政府補助款

四 贊助款收入 450,000 機關行號或個人補助辦理活動

五 捐款收入 800,000 捐款收入

六 利息收入 5,300

七 其他收入 5,000

2,810,300

一 人事費 386,500

1 薪資 260,000 專職工作人員薪資

2 保險補助費 51,500 勞健保及勞退

3 車馬費 60,000 秘書長每月車馬費

4 職工福利 15,000 尾牙、聚餐、獎勵

二 辦公費 272,000

1 文具書報 15,000 文具用品、書報雜誌、電腦耗材等

2 印刷費 15,000 印刷、印製費用

3 郵電費 25,000 電信費、郵寄快遞費等

4 差旅費 30,000 理監事及會務人員差旅費

5 場地清潔費 96,000 支付基金會辦公室場地清潔費等

6 修繕維修費 6,000 辦公設備及事務機器維修費

7 雜項支出 5,000 辦公室清潔用品、雜項費用等

8 勞務費 80,000 各項稅金、會計師費用

三 業務費 1,880,000

1 會議費 100,000 理監事、會員大會、各委員會議支出

2 國內活動支出 660,000 各項集訓、研討、推廣等活動

3 國際活動支出 700,000 代表參加各項國際競賽活動參加費及國際會議費用

4 公關費 20,000

5 刊物製作 400,000 刊物編輯、印製費用

四 繳納年費 36,000 繳納世界橋協年費、亞太橋協年費

五 設備購置費 200,000 辦公設備、網路架設等

六 其他支出 30,000 紀念獎牌、紀念品、花籃等

七 提撥基金 5,800 提撥準備金

2,810,300 2,810,300

0

科        目

壹、經費收入

貳、經費支出

叁、金額小計

肆、本期餘絀  
*青選及培訓專案處理，預算另訂 

理事長：吳清亮    秘書長：蘇柏諺   副秘書長：隋俊魁、黃國良

附件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收支作業處理程序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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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財產盤點程序 

 

附件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