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度大會會議記錄
時間：101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3 點～6 點。
地點：晶豪樓
出席人員：教練團及全體隊員
一、各幹部報告
各幹部報告：
各幹部報告：
1. 隊長呂書銘：
(1) 感謝所有幹事部這一年的鼓勵與付出，有著副隊長堅強的後盾，總幹事重要的分
身，今年所有活動更是在風和日麗、晴空萬里的情況下完成，所有的訓練也均順
利達成。
(2) 感謝莊人龍前隊長促成協會的成立，於 102 年 4 月後即可接受捐款。
(3) 這是個溫暖的團隊，一直以來懷著感恩的心，希望明年各位能繼續支持宋隊長。
(4) 感謝潘鏡春免費提供這一年的開班結訓證書製作費用。
2. 團長宋國松：感謝各位熱心參與、協助，使今年所有開班都能順利完成。
3. 副隊長劉國柱：
(1) 在第一期教練的帶領打拼下，大家都能在一起，是福氣，希望大家有空多出來服
務，尤其開班時，能多出席並幫忙多招收學生，使其能更發揚、更龐大。
(2) 祝各位身體健康，滿面春風。
4. 前幹部：
(1) 2005 年陳松進團長：感謝這幾任隊長及幹事，期許宋隊長更加努力，那是需時
間與金錢同時付出，盼未來愈來愈好。
(2) 黃國鈞高級教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3) 2011 年尤西津總幹事：很高興在一年一度的大會中可以看到平常很少見到的老
朋友，明年若需支援也請儘量呼叫。
(4) 2010 年許梓樺總幹事：未來盼有時間能多參與，也希望周遭有同學能多邀約，
一起出來幫忙，才能更壯大。
5. 訓練組組長黃龍乾：今年完成各開班人數，急救複訓 40 人，救生複訓 59 人，初級班
148 人，中級班 97 人，四式班 16 人，防溺自救班 16 人，救生班共 87 人，高級班 39
人。
6. 總幹事陳森來年度工作報告：
(1) 感謝隊長放權，使我們能充分處理隊務。
(2) 感謝余萬居教練與晶豪樓洽談，使我們有個很好的開會場地。
(3) 感謝所有幹事部的成員辛勤付出，亦於年刊中表達我的謝意。

(4) 101 年 1 月 7 日完成新舊任幹事部交接事宜。
(5) 101 年 2 月 12 日舉辦中和救生隊新春團拜，感謝教練提供彩品。
(6) 3 月 12 日因某位隊員發生車禍，家境困難，發起『同袍愛心自由樂捐活動』
。
(7) 隊長向北一游泳池爭取免費幫忙印製招生海報 24,000 份，與隊上隊員及教

練等 7 人在中和地區發送海報，順利完成本年度泳訓班及救生班招生推廣。
(8) 4 月份提報紅十字總會 101 年度水上安全救生夏季假日定點服務保險名冊

共 492 名。慶祝世界紅十字日提報志工表揚，五年 22 人，十年 4 人。
(9) 4 月 4 日協助北一游泳池辦理歡渡兒童嘉年華活動水上安全維護工作，陪

許多兒童渡過兒童節。
(10) 4 月 28、29 兩天由競賽組籌辦參加 2012 年全民奧林匹克恆春南灣長泳活

動。
(11) 4 月 29 日在瑞濱海域舉行器材組與機動組聯合操練並舉行拜拜儀式。
(12) 5 月 6 日至 9 月 30 日烏來南勢溪協勤水上安全維護工作，並舉行進駐拜拜

儀式及淨溪活動，共參與 1,146 次，救溺 1 次，今年救溺人數最少，歸功
有效勸導。
(13) 協助並感謝莊人龍前隊長於 100 年 9 月至 101 年 5 月致力於協會申請事宜，

此協會於 101 年 5 月 18 日成立『新北市中和水上安全救生協會』，於 6 月
16 日第一筆大金額由陳順德教練、曾滄琦教練、陳建龍教練向劉秉榮顧問
募款入。
(14) 6 月 15、16 日支援台北市消防局國際西式划船比賽水上安全維護工作並支

援橡皮艇 1 艇，人員 12 人次。
(15) 7 月 11 至 15 日支援新北市消防局貢寮國際海洋音樂季水上安全維護工作

並支援橡皮艇 1 艇，人員 36 人次。
(16) 8 月 21 日向總會申請救生器材，救生圈 5 個、救生浮標 20 支、救生板 3

片、拋繩袋 20 個、獨木舟 2 艇、船外幾 2 具、橡皮艇 2 艇、急救箱 5 個
(17) 9 月份起與文書組張彩蓮組長討論本年度年刊製作及資料收集。12 月中旬

完成年刊印製出版。
(18) 9 月 2 日及 8 日舉行烏來南勢溪及器材室中元普渡祭拜儀式。8 日晚上邀請

隊員及家屬在器材室舉行歡度中秋節烤肉活動。
(19) 9 月 15 及 16 日活動組舉辦參加日月潭萬人泳度活動。
(20) 10 月 1 日起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與法律組、文書組組長共同研商，

並展開同意書簽署工作，以利年刊製作及日後隊務推行寄發通知書。
(21) 11 月 24、25 日舉辦本隊 101 年秋季旅遊活動，共 86 人參與。
(22) 隊員傷病住院慰問 6 人次，隊員家屬告別式 1 人次。

(23) 至總會協商，順利將創隊教練之教練證過期六年證件完成補發，免於重訓

之過程。
7. 活動組劉重毅教練：感謝陳森來總幹事及朱宸信教練及各位參與活動人員，使今年多
項活動均能圓滿達成。
8. 文書組張彩蓮教練：感謝隊長及總幹事給我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讓我從完全不會排
版系統的情形下，可以邊做邊學、邊學邊做完成今年的年刊。這當中還有許有未校對
到的地方，打錯字之處，請多原諒。做得不好之處，也請各位教練多包涵。
9. 總幹事：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一法案，若持有隊上隊員之個人資料者，應移交至隊
上幹事部，不得私自保留。
10. 攝影組吳美玲教練：本組之重點針對各類開班訓練、活動剪影，以供年刊之用，故
很難面面俱到，謝謝組員的幫忙使今年工作圓滿結束。
二、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
1. 隊長任期：由選出之隊長，向紅十字會上級機關核備，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一期，自
2013 年開始實施。
2. 諮詢小組成員：納入高級水上安全救生教練，包含黃國鈞教練、陳獻文教練、陳要然
教練。
3. 協會理、監事任期：改為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一期，當年度隊長為兼任理事長，自
2014 年始。
4. 協會入會費：取消協會入會費。
三、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1. 黃國鈞教練：服勤須知第 10 條及第 11 條有衝突，應修正第 10 條為動水救生訓練由
指導帶隊教練始能做漂流動作，除緊急狀況有需救援時，方可由教練帶隊做漂流，執
行救援行動。
隊長：此為臨時提出，故於明年第一次教練團會議提出修正文案，交由教練團會議確
認後修正之。
2. 莊英崙教練：
(1) 年刊製作應列出製作團隊，以示負責及讓人認識為何人所製。
隊長：列入記錄，供明年文書組參考。
(2) 個資法之同意書未來應於入隊時即簽署。
總幹事：因個資法的關係，所以選擇放相片是為了讓新進隊員能認識教練團。
隊長：請未簽署而有意願簽署之教練儘快補簽，另也會建議明年團隊於各班訓練之初
即請有意願之學員簽署同意書。
(3) 建議將協會之抬頭一併放入年刊。
隊長：建議未來將中和救生隊放上面，協會排於下面。

3. 陳俊任教練：去年有上志工講習，資料已送但尚未拿到志工證，不知是否尚有何問題，
希望能有個明確窗口，以利詢問。
總幹事：A. 因幹事部未盡後續處理事宜，造成講習隊員權益受損，後來請湯雅棠教
練接續處理中，會留意後續處理狀況。
B. 今年也發生總會證件下來，卻不在隊長、總幹事或應負責的幹部身上，
事後也多方尋找證件，這是我們該檢討之處，也給明年團隊一個借境。
C. 民間救災組織 11 人申請，證尚未下來，待下來會儘快發給隊員。
四、隊長選舉
隊長選舉：
隊長選舉：
1. 公告時間：10/6
2. 登記時間：10/20
3. 資格審查：12/16 送交諮詢委員審查。
4. 今年只有宋國松教練一人登記，
今年只有宋國松教練一人登記，完成資格審查，
完成資格審查，並於大會通過，
並於大會通過，成為 2013 年隊長。
年隊長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