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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檔    號： 

送達方式：郵遞                                        保存年限： 

世界林氏宗親總會  函 
                                    總會地址：104台灣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7號 4樓 

                                    總會電話：02-25956660 傳真：02-25853547 

                                    承 辦 人：林明貴秘書  

                                    電    話：+886-912-859211(各國) 0930-842890 (臺灣) 

                                    E-mail：worldlins11@gmail.com 

                                                  

受文者：本會理監事、永久名譽理事長、名譽監事長、榮譽理事長、榮譽顧問、 

         顧問、團體會員理事長、秘書長（總幹事） 
 

發文日期：2019年 8月 23日 

發文字號：世林總會(唐)字第 20191100801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速別：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會第 11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並請尚未繳交 2019

年度職務捐理監事，於收文 90日內繳交。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會第 11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業於 2019 年 7 月 21日於

柬埔寨西河林姓宗親總會新大樓舉行。 

 

二、理監事職務捐一覽表及銀行帳號，可參考本會 2019.8.23世林總

會(唐)字第 20191100601號函附件，請多加利用。 

 

 
正  本：本會理監事、永久名譽理事長、名譽監事長、榮譽理事長、榮譽顧問、 

        顧問、團體會員理事長、秘書長（總幹事） 

 

 
 

 

          理 事 長  
  



共 10 頁 第 2 頁 

世界林氏宗親總會第 11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2019 年 7 月 21（星期日）16 時 

地點：柬埔寨西河林氏宗親總會(新大樓二樓) 

主席：林理事長玉唐                      紀錄：林明貴秘書 

一、頒發聘書（敦聘理事成動宗長為本會祭典組組長） 

    頒贈賀禮（監事德雄宗長榮任台北市大同林姓宗親會新屆理事長） 

二、介紹貴賓及各國代表：衛輝比干廟馬副總經理俊渠 

三、主席致詞：略 

四、貴賓致詞：略 

五、宣讀議事規則：由秘書長宣讀，主席詢問理監事後，無異議通過。 

八、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第 11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1.第 11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已於柬埔寨舉行。皆已辦理完

成。 

     2.理監事名單，後續公布於本會網頁中。 

     3.申請加入永久個人會員，七位皆已完成繳費，亦已發給證書。 

 

  (二)本會 2019年 1-6月份工作報告： 

2019/0115 玉唐理事長於台灣北區海霸王餐廳辦理請益餐會，席開六桌。 

2019/0125 
柬埔寨西河林氏宗親總會應祥理事長(本會顧問)及少雄理事長

(本會副理事長)，蒞臨台灣，與宗親們聯誼。 

2019/0127 

參加台北市林姓宗親總會(本會永久團體會員)會員大會，選舉政

平宗長(本會監事)擔任新總會長，原總會長坤謨 (本會副理事長)

順利圓滿交接。 

2019/0316 
平潭林氏宗親聯誼會，由林仁生會長(本會副理事長)帶領 120 人

訪問台灣六天，並與各地宗親交流。 

2019/0320 

世界總會辦理第 10 屆與第 11 屆書面交接，由第 10 屆林城理事

長、發國秘書長及才原秘書，與第 11屆玉唐理事長、尊文秘書長、

威男副秘書長及明貴秘書一同於總會會館參與交接事宜。 

2019/0322  
辦理第 11 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第 11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台灣林口福容飯店。 

2019/0322 
參加中華林姓宗親總會理監事就職典禮於台灣台中兆品酒店，該

會俊煌宗長(本會副理事長)盛情款待世界會各國理監事。 

2019/0323 副理事長鈴煌宗長代表參加新北市蘆洲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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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4 
副理事長晉章宗長代表參加新北市林姓宗親總會(本會永久團體

會員)年度會員代表大會。 

2019/0325 
慶祝副理事長育慶宗長榮任菲華商聯總會第 33屆理事長，本會特

刊登當地報紙誌慶。 

2019/0407 副理事長鈴煌代表參加台北市大同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410 
世界林氏始祖堅公文化促進會(本會永久團體會員)於福建晉江辦

理林氏開基大族譜論證會，本會多位副理事長前往參加。 

2019/0410 

舉行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第 1 次籌備會於福建晉江，林

忠男永久名譽理事長、林時吟副理事長、林木東副理事長、林時

僑副理事長、林美志副理事長、林坤謨副理事長、秋亮常務理事

及明貴秘書等一同參與。 

2019/0412 
玉唐理事長開發經營山東德州孔雀王藍海御華溫泉酒店盛大開

業，本會多位宗長前往祝賀。 

2019/0413 副理事長林森宗長代表參加台北市陽明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414 副理事長美志宗姐代表參加新北市淡水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419 秘書明貴參加中華林氏宗親會館(總會會址)委員會議。 

2019/0421 副理事長振捷宗長代表參加桃園市桃園區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421 副理事長滄敏宗長代表參加彰化縣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109/0422 美國羅省西河堂(本會永久團體會員)林鐘博會長拜訪本會。 

2019/0427 參加莆田市湄洲媽祖廟舉行媽祖誕辰 1059周年紀念大會 

2019/0428 副理事長孟存宗長代表參加屏東縣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505 副理事長美志宗姐代表參加花蓮縣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505 副理事長坤謨宗長代表參加新竹市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508 副理事長武雄宗長代表參加基隆市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508 秘書明貴參加誌慶金門縣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508 

參加比干公誕辰 3111周年紀念日，河南新鄉衛輝比干廟舉辦隆重

紀念慶典。 

世界林氏宗史文物館紀念碑揭幕。 

2019/0508 全國林姓宗廟舉行春祭，本會贈送花籃慶祝。 

2019/0524 
舉行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第 2 次籌備會於福建晉江，秘

書長尊文、副秘書長威男及秘書明貴一同參與。 

2019/0525 副理事長林森宗長代表參加台北市中山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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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1 
慶祝常務監事澂河宗長榮任台北市南港林姓宗親會理事長，由副

理事長武雄宗長代表參加大會誌慶。 

2019/0611 
副秘書長威男到美國舊金山，順道拜訪三籓市西河總堂(本會永久

團體會員)，與浩欽、柏勵、兆佳等宗長交流。 

2019/0615 副理事長高榮宗長代表參加宜蘭縣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623 副理事長孟存宗長參加台南市林姓宗親會會員大會。 

2019/0623 平潭仁生副理事長、輝増常務理事來台交流。 

2019/0625 
柬埔寨應祥顧問、少雄副理事長、惠龍副理事長來台，並與台灣

宗親交流。 

2019/0625 本會在中華林氏宗親會館與平潭宗長及柬埔寨宗長舉行座談會。 

2019/0710 本會馬來西亞福山副理事長來台，並與台灣宗親交流。 

  (三)本會 1-6月份財務報告： 

世界林氏宗親總會 2019年 1-6月經費收支明細表 
2019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                            單位：新台幣 

科目 金  額 

款 項 目 名  稱 預算金額 收支金額 說明 

1     經費收入 3,800,000  3,653,000   

  1   會費收入 360,000        0     

    1 永久個人會員入會費 30,000        0    每名 3萬元 

    2 團體會員常年會費 30,000        0    甲級每年 3萬元，乙級每年 1.5萬元。 

    3 永久團體會員入會費 300,000        0    甲級團體 30 萬元，乙級團體 15 萬元。 

  2   樂捐收入 3,415,000  3,653,000   

    1 理監事職務捐及樂捐 3,215,000  3,653,000    

    2 特別捐 200,000        0      

  3   其他收入 25,000        0      

    1 利息收入 25,000        0      

    2 雜項收入 0        0      

2     經費支出 3,800,000  1,957,404    

  1   人事費 750,000    198,000    

    1 秘書薪資 432,000    198,000  每月 36,000元 

    2 會計津貼 240,000        0    每月 20,000元 

    3 年節慰勞金 78,000        0    
春節、端午、中秋，每節 2000 元，年終

加發 2個月。 

  2   辦公費 542,000     61,573    

    1 文具圖書費 12,000      9,050    

    2 印刷費 20,000     11,667  影印機租金、影印紙、碳粉 

    3 郵資費 50,000      5,490    

    4 旅運費 350,000      2,190    

    5 會館管理費 110,000     33,176  
中華會館管理維護費、水電費、電話費、

清潔費 

  3   業務費 2,248,000  1,65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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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議費 1,380,000  1,488,197  理監事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 

    2 聯誼活動費 820,000    171,234  慶弔應酬  

    3 網頁編輯費 48,000 0           每月 4000元 

  4   雜項支出 20,000 0    照片沖印、匯差 

  5   購置費 50,000     38,400  購置手提電腦及世林手機 

  6   提撥基金 190,000        0    總經費收入 5%  

3     經費結餘  1,695,596   

   上期結餘  3,402,206  

   累積結餘  5,097,802  

理事長：林玉唐    監事長：林銘賢    秘書長：林尊文    製表：林明貴 

 

世界林氏宗親總會 資產負債表 (第 10屆交接) 
2019年 3月 16日           單位：新台幣/元 

資 產 負 債 
科目 小計 合計 科目 小計 合計 

銀行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702,063 累積提存基金 

 
68,963 

一銀 NTD活儲 302,996  前年度提存 1,879,586  

一銀 USD活儲 

198,666 

(美金

6,622.20) 

 
樂捐文物館室

內設計案 
-1,800,000 

 

一銀 CNY活儲 

200,401 

(人民幣

40,080.20) 

 匯率調整 -10,623 

 

      

銀行 

(定期儲蓄存款) 

 
2,700,143 本期累積結餘  3,333,243 

一銀 NTD定存 
1,900,000 

 
前年度 

累積結餘 
4,473,028  

一銀 USD定存 

800,143 

(美金

26,671.44) 

 
樂捐 

衛輝堅公祠 
-1,000,000  

   贈第 10屆理

監事黃金飾品 
-742,000  

   本期結餘 602,215  

      

合計(流動資產)  3,402,206 合計  3,402,206 

事務機器設備  0 固定資產基金  0 

合計(固定資產)  0 合計  0 

總 計  3,402,206 總 計  3,402,206 

 

九、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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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9年本會第 11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籌備相關事項報告 

      報告內容：積極準備中。並由總會協助，進行兩次籌備會議。歡迎

各位宗長，今年 11月 3 日組團來泉州晉江參加代表大

會。(林時吟副理事長報告) 

      主席裁示：請各位理監事、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踴躍組團參加。 

 

  (二)河南新鄉太行山「堅公祠」興建進度報告。 

     1.本會第 9屆通過捐贈 200萬新台幣作為興建經費。 

     2.第 10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2018 年 10 月於緬甸舉行)， 

       通過捐贈 100萬新台幣作為興建經費。 

      報告內容：感謝世林經費的協助，北堅公祠經歷約四年的建設，將

於 2019年底完工，歡迎各位理監事屆時前往。(林時吟

副理事長報告) 

      主席裁示：林會長費心督導工程，辛苦了。請各位理監事，屆時抽

空前往。 

 

  (三)衛輝比干廟「世界林氏宗史文物館」結案報告。 

      報告內容：今年 5月 8日是比干公誕辰 3111 周年紀念日，河南新

鄉衛輝比干廟舉辦隆重紀念慶典。並舉行世界林氏宗史

文物館紀念碑揭幕。尚有尾款待提出工程結算書後支

付。(衛輝比干廟馬俊渠副總經理報告) 

      主席裁示：請配合秘書處，辦理後續結案事宜。 

 

十、討論提案： 

案由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主  旨：本會 1~6 月份工作及財務報告，提請審議通過。 

說  明：本會 1~6 月份工作及財務報告業已編列報告完成，提請理監事

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主  旨：擬成立本會耆老顧問組（團），提請討論。 

說  明： 

1.成員：本會永久名譽理事長，現任監事長。 

2.職責範圍：遇重大事件在現任理事長的召集下得以開會協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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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給現任理事長關於推展世林總會工作的建議。 

辦  法：通過後，再擬定細則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提案單位：秘書處) 

主  旨：擬成立本會青年團，提請討論。 

說  明： 

    1.為鼓勵本會團體會員成立青年團，並帶動青年參與宗親會活動，傳

承家風及聯繫宗親情誼，並促進各國青年交流。 

    2.總會青年團擬聘請團長一人，依國家地區聘請副團長若干人，及執

行秘書一人擔任，無給職協助推動團務。 

    3.以參加者繳交團費、常年費或尋求贊助經費方式，辦理相關活動。 

    4.青年團得擬訂年度相關活動、執行方案，向秘書處提出，供理監事

聯席會議討論經費補助辦法。 

辦  法： 

1.團長人選，請各國推薦，報經理事長同意後聘任。 

2.由團長推薦副團長及執行秘書，報經理事長同意後聘任。 

    3.青年團團長比照總會副理事長職稱、副團長得比照總會常務理事職

稱，得列席理監事聯席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 

決  議：照案通過。 

        後續，主席推薦林振輝副理事長為青年團團長，獲在場理監事熱

烈支持。林振輝副理事長表示，將全力以赴籌組青年團，並將在

今年晉江會員代表大會時，向理監事會提出籌組報告。 

 

案由四：  (提案單位：秘書處) 

主  旨：本會新增永久團體會員、理監事及永久個人會員案，請審議 

        。 

說  明：  

1.申請永久團體會員： 

 (1)甲級會員 

團體名稱 平潭林氏宗親聯誼會(平潭比干文化研究會 2003/3/18) 

負責人 
林仁生會長 

(本會副理事長) 
成立日期 1986/3/16 

聯絡人 
林輝增駐會副會長 

(本會常務理事) 
立案證書 

平潭縣比干文化研

究會(嵐社證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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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 號) 

會員人數 會員代表 506人，理事 281人，監事 3人。 

推 薦 人 林美志副理事長、林坤謨副理事長 

 (2)乙級會員 

團體名稱：越南林氏宗親總會  負責人：林松耀會長 

決議：通過「平潭林氏宗親聯誼會」為本會甲級永久團體會員。 

      通過「越南林氏宗親總會」為本會乙級永久團體會員。 

 

2.理監事-- 

序號 姓名 擔任職稱 推薦 備註 審查結果 

1 林媽掘 副理事長 
世界林氏始祖堅公文化促進

會 
2019/0322 

提出擔任理

監事，並已

繳交年度職

務捐。 

通過 

2 林聖朕 理事 

林城 

永久名譽理事長 

通過 

3 林秀貞 監事 通過 

4 林明源 監事 通過 

5 林清福 監事 通過 

6 林世垚 監事 通過 

序號 姓名 國家/地區 原職稱 申請新職稱 備註 審查結果 

7 林水勝 臺灣 名譽監事長 榮譽理事長 原理監事 通過 

8 林昌桐 臺灣 未列 名譽監事長 
第 10屆監事

長 
通過 

9 林瑞源 緬甸 常務理事 副理事長 原理監事 通過 

序號 姓名 國家/地區 推薦者 說明 備註 審查結果 

10 林天寶 中國 

世界林氏始

祖堅公文化

促進會 

堅公會 

常務副會長 

新參加-- 

副理事長 

通過 

11 林合意 新加坡 
林建增 

副理事長 

新加坡 

長林公會司里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12 林豐斌 汶萊 
林長鎮 

常務理事 
汶萊宗親總會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13 林信雄 臺灣 
林坤謨 

副理事長 

台北市龍山會 

理事長 

新參加-- 

監事 
通過 

14 林敏雄 臺灣 
新北市三重會 

副理事長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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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理事 

15 林炤琴 臺灣 
新北市永和會 

理事長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16 林郁虹 臺灣 
屏東縣 

理事長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17 林龍順 中國海口 

海口市比干

文化研究會 

中國海口會 

常務副會長 

新參加-- 

常務理事 
通過 

18 林樹積 中國海口 
中國海口會 

監事長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19 林詩植 中國海口 
中國海口會 

副會長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20 林 東 中國海口 
中國海口會 

副會長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21 林趙慧美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副理事長 
通過 

22 林寶泉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副理事長 
通過 

23 林雪玲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副理事長 
通過 

24 林漢仁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25 林漢泉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26 林榮淺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副理事長 
通過 

27 林清輝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常務理事 
通過 

28 林天冊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29 林玉鋀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30 林華良 緬甸 
緬甸仰光 

九龍堂 
理監事 

新參加— 

理事 
通過 

    辦法：通過後，依據章程第五條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3.永久個人會員 
姓名 籍貫 介紹人一 介紹人二 審核結果 

林詩平 中國海口市 
林育漳 

(副理事長) 

林 奮 

(常務理事) 
通過 

  辦法：通過後，依據章程第五條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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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  (提案單位：秘書處) 

主  旨：會員代表大會註冊費擬由 100美元/位，提高至 120美元/位，提

請討論。 

說  明：大會註冊費 100 美元/位，已實施多年，面對各辦理國家物價波

動及經濟成長不一，現行註冊費明顯無法跟上社會經成長之腳

步，實有調整之必要。 

辦  法：通過後，自 2019年會員代表大會（福建晉江），開始適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  (提案單位：秘書處) 

主  旨：本會團體會員承辦會員代表大會（含懇親大會）之補助款擬由 1

萬美元，提高至 2萬美元，請討論。  

說  明：本會已實施多年，每年補助會員代表大會之承辦單位 1萬美元，

但面對各辦理國物價波動及經濟成長不一，補助費明顯無法跟上

社會經濟成長之腳步，實有調整之必要。 

辦  法：通過後，自 2019年會員代表大會（福建晉江），開始適用。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一)林福山副理事長：本會第 18屆懇親大會，將於 2020 年 10月 4

日在馬來西亞舉行，邀請各位理監事、顧問及各團體會員組團參

加 

    主席裁示：敬請各位踴躍參加。 

 

    (二)林明泰副理事長：汶萊理監事參加資格問題，請總會明察，以免

損害團體會員權利。 

    主席裁示：參加總會理監事，屬個人意願，資格請秘書處查證，後續

宜訂定相關參加理監事規則，以減少疑慮。 

 

    (三)林銘賢監事長：檢視手冊資料中所載，繳交理監事職務捐，未達

8成，為免些許理監事有觀望或無意願參加。請秘書處後續發

文，如未能於 90日內繳交職務捐時，應予除名。 

    主席裁示：請秘書處後續發文處理。 

 

十二、新任理監事，頒發當選證書。 

十三、散會(18時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