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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 28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8 年 07 月 13日(六)下午 3 點 30 分 

二、 地點：臻愛婚宴會館-京華城店 

三、 出席人員姓名： 

前總會長：柯雨財、傅忠雄、林栢根、葉論飛、張琇雅、陳光楠。 

理    事：王勝煌、莊鑫葆、劉天倫、陳孟謙、廖同欽、劉年富、張宗献、 

丁建民、傅念慈、林良男、胡淑文、黃淡水、蔡宗旻、呂雅玲、 

莊岳霖、范員嬌、劉毓勉、林雅瑀、黃美麗、陳良恩。 

監    事：陳鋒仁、陳昌澤、蔡志強、陳德隆、謝卓儒、魏文芳。 

分 會 長：丁建民、何曜男、張銘修、古嘉禾、王宏村、賴承泰、蔡宗旻、 

呂雅玲、詹益才、黃筱薇、蔡進帄、王建燁、林文光、黃文安、 

胡九鼎、邱淑婷、許清水。 

會務幹部：陳進昌、廖同欽、廖文生、陳昌澤、林秀烜、林四川、劉郁萍、 

魏淑珠、陳良恩、王建燁、胡淑文、陳奎英、吳文虎、蔡亞珍、 

蔡志強、黃淡水、張再輝。 

分會秘書長：傅念慈、白瑞德、莊岳霖、陳文貴、陳米琪、許偉明、黃淑珍。 

分會財務長：趙宜君、陳奎英、郭宜瑄、陳良恩、吳淑美。 

四、列席人員：張棊閔、安妮、宋金晶、李政龍、黃仁壽、黃清全、吳治琳、 

張志文、駱詠潔、劉金豔。 

五、主  席：王勝煌                                 記  錄：黃雅琪 

六、主席致詞（王總會長勝煌）： 

很高興能來臺北開理監事會議，今年五月份在南投縣舉辦的全國年會非常成功，因

為許創會長清水非常用心的成果，在這邊謝謝大家的支持。六月份的慈善盃高爾夫球賽，

參與人數也非常的多，劉天倫副總說要捐給教育基金會大概有十幾萬，慈善揮竿行善大

家都很有愛心，希望未來公益的活動能多多舉辦。六月份的青創論壇也辦的不錯，讓年

輕人有創業的帄台可以吸收大家的經驗，未來會有更多創業者成功，進而使傑人會會務

更加成長，促使我們舉辦公益活動時更加有力量，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參加，未來其他

的活動比如教育花園和馬拉松路跑，希望全省的各位會友都能努力，謝謝大家。 

七、來賓致詞 

(陳前總會長光楠)： 

在王總會長的領導之下所有的活動都辦得非常成功，所有參與的會友也都非常踴躍。

如王總會長所說的，七月份開始就是捐血月，希望大家多多參與。剛剛和中一區副總在

車上檢討馬拉松路跑，辦一個活動真的不容易，尤其是走上街頭，不是在以往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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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安全也好或是競爭也好，這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嚴峻的挑戰，一區的副總非常用

心一直在跟王總會長溝通報告，站在我一個前總會長的立場我也會盡力的協助，讓所有

的困難都能解決，一貣辦好這個路跑的活動，預祝今天的理監事會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傅前總會長忠雄)： 

非常榮幸來參加今天的盛會，來到這裏看到大家就像是家人一樣感到非常高興，傑

人就是傑人一家親。在這裏要特別提到五月份的年會，辦的非常成功，我們這個勝煌總

會長是有福之人，參加人數這麼多，尤其格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結束的時候人特別的

多，我觀察幾十年來這次最後閉幕時人最多，這個就是總會長、許會長的功勞。這是非

常不容易的事情向他們表達敬意。在這裡向大家說明我們世界總會目前的概況，各國的

傑人會可以說是欣欣向榮正在逐步發展，我們從四月份、五月份和六月份這三個月，都

出國參加他們的交接或成立大會，五月份到澳洲，澳洲總會長交接非常的好，在這裡要

謝謝雨財兄，他是前往澳洲貢獻非常大的前總會長，琇雅總會長和栢根總會長，都有去

參加，澳洲總會長交接共有三十幾位會友一貣參加，中間又有一個布里斯本的籌備會，

布里斯本就在雪梨附近，在 4/21成立大會希望大家有興趣可以一貣組團參加，去澳洲的

會友們一同共襄盛舉。結束之後我們又到港澳，香港有兩個會分別是香港會和大中華會

交接都有很好的人選，澳門總會和三個會，包括了澳門會、青年會和文化會都交接成功，

傑人會一步步往前走。我們又到美國去，美國最近成立了四個新的會，洛杉磯原本有一

個會又成立一個新的會，另外就是在賭城拉斯維加斯也有一個新的會，還有一個邁阿密

兩個新的會，都是很健全很棒的會。然後我們又到了義大利去成立一個新的會，在波隆

那米蘭兩個多小時的路程，風景非常美麗，以後我們出國的機會就非常的多可以走訪這

些分會，接著我們九月份要到日本，日本總會成立後東京會也要交接，另外一個新的會

也在東京成立，然後澳洲的布理斯本在 9/21要成立，我們要組團去參加，大家如果有接

到通知的話可以一同共襄盛舉，另外雪黎很可能還要成立一個會，法國也要準備成立一

個會，我希望國外的會也能欣欣向榮能夠一同發展。然後我也拜託大家，如果國外有親

戚朋友的，尤其是東南亞，泰國、越南、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等，這些國家我們

都還沒有傑人會，如果有親戚朋有跟這些國家有很好的關係，是不是也可以成立，我也

希望每一個臺灣的分會都可以和海外締結姐妹會，世界總會也會在這方面加強聯繫，讓

臺灣的分會也能和海外的分會相輔相成，這是一個很好的事，謝謝大家對世界總會的協

助與熱心的參與，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葉前總會長論飛)： 

剛剛聽了傅忠雄總會長他講的行程還沒有講得很清楚但已經夠動人了，我在世界總

會也是貢獻了不少，跟他比貣來根本是小巫見大巫，也許是因為現在是科技發達他的速

度會比較快，我們各位站在他後面當他的後盾，給傅忠雄總會長愛的鼓勵(鼓掌)，開會

應該是很輕鬆的事，因為大家都是自己人，其實傑人會在這幾年進步的突飛猛進，特別

是國外的分會，我想說是不是我們的分會要盡量去認識一個國外的分會，這樣以後交流

才不會錯過，這是我過來人的經驗，那總會的事情還有很多是需要大家用智慧一一的去

協助，謝謝大家。 

(柯前總會長雨財)： 

說到我們傑人會的總會長都非常辛苦，除了要有主意以外還要勞心勞力，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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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給總會長一個掌聲(鼓掌)，當總會長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像今年的年會雖然我在國

外，但是聽各位大家報告真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強，這都是一個很好的表現，

說到世界總會更不在話下，多年來沒有像今年的傅忠雄總會長，從三月份開始就一直跑

到明年還有很多行程，整個南半球從澳洲地區法國還有其他地區，這兩年下來是真的非

常辛苦，所以希望全體會員都能像前總會長講的能夠締結國外的姐妹會，其實這是友誼

的交接，這都是對我們傑人會有所幫助。 

(張前總會長琇雅)： 

在座來賓大家好。說真的我們今年的總會長一年比一年的好，王勝煌總會長謙虛卻

是最實幹的，所以請給南投縣會鼓勵一下(鼓掌)，傅忠雄總會長你做的這麼棒下一個總

會長怎麼做？我們還是要鼓勵他謝謝他，接下來感謝今天蒞臨，謝謝今天在座的傑人一

家親，祝今天的理監事會圓滿成功，謝謝。 

八、輔導總會長致詞：(林輔導總會長明郎)：(無) 

九、報告事項 

(一)分區副總會長報告 

北區(莊副總會長鑫葆): 

很感謝台北市會 6/29所舉辦的傑青論壇，辦的非常成功，當天我有去參加，請了

一些知名的企業家講解了他們的行銷手法，所以他們辦的不錯非常成功；還有 7/6

王會長建燁以及首都會辦的捐血活動，因為三重的捐血活動位置在七樓，服務人員

在一樓，臺北市的溫度氣候比貣南部的還要悶，所以工作人員都是揮汗如雨看了很

感動，三重的捐血活動因為要爬到樓上，預估大約有一百多袋，以後如果北區要辦

捐血活動，希望中南部的會長有朋友們在北部，希望可以幫忙號召一下；7/12 在大

安有一個新的捐血活動地方，也是蠻辛苦的，因為天氣很熱王會長和首都會長辛苦

你們了，謝謝。 

中一區(劉副總會長天倫): 

中一區各分會的運作都算正常，唯獨臺灣大道會的會友人數不足，目前開會頻率不

是很正常，我們這邊會持續的追蹤，再來是全健會廖介山會長過世時，全健會也有

提到要復會，目前要復會的過程都還沒正式的提出申請，我們也會持續的繼續追蹤。

我們中一區在 6/22號順利完成 2019 慈善高爾夫球比賽，做公益老天都會幫忙，當

天風和日麗，隔天大雨滂沱狂風暴雨，所以在 22日那天非常成功的完成高爾夫球

賽，也將募款的款項捐款給小黑熊高爾夫球隊五萬七千元，另外慈心少年之家現金

捐款四萬元，其餘的餘款準備捐給教育基金會共十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九元，擇日將

會把款項捐給傑人教育基金會。接著 9/29將舉行 2019 年傑人盃全國公益路跑接力

賽，原本是訂在 9/22日，但當天台中市政府場地要整理，所以我們往後順延一個

禮拜，所以是在 9/29這次的路跑比賽，非常感謝王總會長充分的授權，讓中一區

全權在處理這個活動，7/10中一區已經開了第二次的籌備會那也達到共識，在分工

分組中也都順利的完成。在大型的活動常常會碰到很多狀況，我們今年碰到比較棘

手的問題是，往年都是跟大腳丫跑團合作的比較頻繁，偶爾會有跟體育會合作，今

年我們是希望爾後能夠把整個從開始辦理到結束都可以完整成冊，進而在總會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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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讓接棒的人能有一個完整的傳承。我們之前合作的大腳丫跑團他在 7/14 在

都會公園辦一個同樣的接力賽，原本 10/14要舉辦活動拉到 9/29，我不知道這是刻

意還是剛好湊巧，這樣會對我們的賽事會有一個衝擊，報名的人數可能會被沖散掉，

如果被稀釋掉的話報名人數不多，對於我們彰顯傑人會的公益活動就會有點衰弱，

當然對於承辦賽事單位就會賠錢，以後跟我們合作的單位就會減少，之後要談判的

條件就會差一點，所以在這裡我們知道參加路跑很會跑的就是為了拿獎金，那不會

跑的就是來參與，所以我們希望在這一次摸彩的部分能把獎項擴大，目前我們在中

一區的忠孝會個人資源募到 60樣的摸彩品，那參加獎的部分是提供全國首創的冰

晶面膜，我們也在接洽世界健身取得他們的體驗卷，讓這些喜愛運動的人因為這些

東西而來參與這個活動，那大獎部分強化在43吋的液晶電視還有26吋變速腳踏車，

我們也準備了十幾臺，希望這些東西慢慢吸引讓報名的人數能夠增加，當然在這裡

也呼籲如果理監事會長有認識中部地區的跑團夥伴，鼓勵他們一同來參與，讓這次

的活動在人數上不要面臨到競爭上的衝擊，才不至於失去了以往路跑的光彩。那這

次也希望整個捐贈的金額提高，這次捐贈的對象是由中部五個學校如籃球隊、足球

隊跟體育賽事有相關的學校，我們都希望能夠多提供經費讓他們出去比賽，我們也

會將結餘部分考慮捐到傑人教育基金會，讓基金會幫我們傑人會再多做一些事情，

在這裡希望我們的理監事長官們支持這次的賽事，也多多的宣傳，以上報告，謝謝。 

中二區(陳副總會長孟謙): 

1. 參加這次的全國年會我想大家目前心情都還是很澎湃，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承辦

的大同會為了這次年會都是全體總動員，這次發生了一些小插曲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雖然整個過程感受到非常的美好和他們的用心，第一個這次的活動亮點就是結合了

魚池國中的在地社區發展，我們有舉辦千歲太鼓，王總會長的媽媽也在這裡面，第

二個就是魚池國中的管樂隊和舞蹈比賽得獎的學生給他們有這樣的舞臺表演，再來

就是暨南大學的樂儀隊開場表演，這次我們選的地方是在魚池國中，在所有年會裡

面從沒有在飯店以外的地方舉行過，通常都是選擇一個遊樂區或是一個飯店，這次

選擇了一個國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這次王總會長魚池國中也是他的母校，所

以這次活動他對魚池國中也有一些捐獻，魚池國中校長兩天也都是全程參與，我們

看到美麗的校園是因為校長他發動全體學生大掃除，而且全部消毒，魚池國中的校

長對於我們這個活動也是非常支持，接著活動的晚餐原本是在戶外的籃球場，可是

因為一場大雨改到室內這都是大家不知道的地方，還有住宿問題也都馬上處理好，

這當中有許多的點點滴滴都是我們不知道的地方。他們還用到一個非常好的策略，

不惜重資準備一個超過三千塊的背包，所以一直到第二天的出席率都還達到百分之

九十三、九十四左右，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去參加或許沒有這麼深刻體驗，只

是覺得他們辦的很好，但要辦得很好要怎麼辦就是他們用心之處，謝謝大同會。 

2. 二區的臺中縣會接了教育花園，以往在十月份邀請各分會會友一貣參加，可是臺

中縣會接了教育花園後，每個月跟著古典音樂臺到採訪的學校，每次參與的會友人

數都有十多位左右，透過參與讓會友知道教育這個事情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我

們在月例會時會長會把這次採訪心得和活動照片跟大家分享，希望透過每個月參與

讓十月份的教育花園能夠呈現一個完整的成績，也讓大家知道我們傑人會舉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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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在這裡我們感謝張銘修會長所帶領的臺中縣會。 

3. 7月份的捐血月，我們中二區大同、百合和彰化都已經陸續辦了捐血活動，明天

臺中縣會辦捐血，希望大家加油一下，讓中二區能夠得到好的名次。 

希望大家能夠鼓勵百合會的邱會長，因為是新會需要多一點的鼓勵，會務的發

展跟推動上都希望邱會長要加油。我們的會友在聯繫方面能夠做的比較具體一點，

感覺現在七月份像是爬山爬到一個帄原的地方非常帄順，我想接下來聯合交接在中

二區的部分也會提早聯繫，希望今年的會務也會辦的有聲有色，也謝謝二區的會長

與幹部對會務的支持，謝謝。 

(二)秘書長報告（陳秘書長進昌）： 

總會在去年底時有收到台中市政府的公文，宣導人團法成員要 30人以上，那

普遍在各分會上都有所不足，這是我們要加強的地方，也希望宣導給各分會在總會

3/23常務理監事會議提到，希望各分會將人數提昇適法性社團，各分會如都達 30

人以上就比較有通別性，分會這樣要產生總會長的資格資歷上都是沒有問題，都是

帄等的單位，希望各位會長在人數上逐年增加，另外一方面所有的分會的會議及活

動通知務必要發送到當地政府的社會局。5/26前總會長會議我們傑人教育基金會租

金與 logo使用權的事項，已經達成一個共識，原則上 logo是同意給教育基金會使

用，另外租金也大抵協調好了，在討論提案時會再向理監事報告決議的事項。再來

就是全國年會秘書處感謝全國各分會都能熱烈響應參加也非常感謝大同會團隊，那

麼用心精心策畫活動的內容，緊接下來就是中一區副總所說的公益馬拉松，希望借

由這個機會跟各分會多多宣導能夠鼓吹這次的活動。總會各種大型的承辦都需要相

當的能力與財力付出，辦一個活動都是相當不容易，如果能將承辦大型活動的這些

經驗分享給下一個承辦的參考，我相信對以後對要承辦這樣大型的活動承辦分會會

比較輕鬆一點，這樣對承辦活動才會有熱衷性，希望大家都要有一個積極的心態參

與活動，不要在後面扯後腿，有一些得失不要太放在心上，畢竟承辦大型活動上雖

然比較不足，但還是可以在當中獲取一些經驗，秘書處這邊希望各分會能對辦理大

型活動給與支持與肯定，以上報告謝謝。 

(三)財務長報告（廖財務長文生）： 

目前理監事繳費狀況非常良好，就是各分會上繳人數跟往年落差比較大，這部分

我會再跟各分會陸續溝通，等一下有財務決議案我再向各位理監事報告，謝謝。 

(四)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獎勵考核委員會主委（陳昌澤）： 

各分會一定要行文到總會秘書處，秘書處獎考積分會以行文的公文為主，這個

月捐血還有加分的機制，請大家來踴躍參加獎勵捐血活動，謝謝。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林秀烜）：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各分會會長領導各分會工作計畫都非常好，也非常積極運作，

歡喜做甘願受，也因為他們的努力我們國際傑人會才能夠成長茁壯，另外一點國際

傑人會在各個地方都有分會，也有各自的主題活動，有些是沒有像是秘書長所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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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只有 20 幾個人，做外面的大型活動是比較少，但是如果能像前總會長所提倡

的，分會能有一個活動對外的運作的話，那傑人會在各個地方各個角落都能讓人看

到，比如跳棋比賽就會想到仁愛會，就是這種方式讓每個分會都有一個活動，在臺

灣有好多的傑人會只要出來就是代表傑人會，我們傑人會就成功了，謝謝大家。 

法制委員會主委（林四川）： 

請翻開 26頁，第一我們在發公文時上行文不用簽名章，帄行或是下行文時才

需要簽名章，所以會長賴承泰打字出來還要再蓋小官章，我們公文不蓋官防章，請

大家針對這些事情做一些檢討與改進。翻開 44頁，會長要放在最前面，以後承辦

人員要注意一下，謝謝。 

活動委員會主委(劉郁萍): 

5/25的全國年會破了一個很大的紀錄，就是第二天的參與人數還高達 92%，所

以這是很難的錦標，後面的承辦會要很努力才有辦法超越，謝謝團隊和參與的大家。

接下來就是金創會長的活動。還有路跑活動希望大家能夠努力不能輸，我們要很認

真把活動辦好，大家加油。 

社服委員會主委（魏淑珠）： 

每個分會都有一個主題，也都有活動在進行，保持我們努力做事的精神傳承信

念。今年有規劃四場的捐血活動，目前是由臺中縣會和中時青會承辦，有達到捐血

活動和宣傳傑人會的精神。接下來還有兩場，一場是由仁愛會來認養，日期是在9/9，

還有另一場 12/9是由忠孝會的賴會長來承辦，一定會把捐血活動順利完成。一會

一活動，仁愛會連續七年辦了跳棋比賽，雖然仁愛會是個人數不多的小分會，但還

是辦一個破紀錄的 100組長輩共有 300個人，地點在台中市的大勇國小，希望大家

和長官能給仁愛會一個鼓勵，謝謝。 

資訊委員會主委（胡淑文）： 

網站使用教學之後要鼓勵三個分會，第一個和帄會、第二個河堤會以及第三個

是大愛會，學以致用在總會網站的分會頁面上做得最精采和認真，希望其他分會要

再加油，有需要的話再辦一次課程，希望下次辦課程時其他分會要來學習，希望大

家多多利用總會的網站和資訊，謝謝大家。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陳奎英）： 

     比較抱歉，因為今年身體有點狀況，所以會務有點耽擱，請大家見諒！ 

法制顧問（吳文虎）： 

傑人會有兩個一個法制委員會主委，另一個法制顧問關於法制方面。我非常贊

成法制主委林四川的意見，一個會的倫理制度一定要維持，會長最大再來是秘書長

和財務長、接下來才是各個委員主委，理事會是集體執行事務。 

第二個理監事需有後備理事和監事，謝謝。 

傑青聯誼會執行長（陳光楠）： 

今年第一場傑青論壇是在 5/22，高雄市會會長非常用心，接下來在南區各分會

輪流舉辦達成一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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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青獎研習上午傑青論壇下午決審。再來一場 10 月份由中一區的中時青在南

投縣的暨南大學，每個專案的負責人都很用心的承辦，謝謝。  

十、討論及決議事項： 

提案（一）請審核 108 年度（1~6月份）收支明細表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16~17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審核第 28屆 107.11~108.6 月獎考積分表案。 

提案單位：獎勵考核委員會。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18~20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請審議台中市會承辦「金創會長扶東先生紀念活動」，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市會 

說    明：此活動由台中市會承辦，依「金創會長扶東先生紀念

活動實施辦法」第 4.3 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玖

萬元整。請參考附件第 21~25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請審議台中市忠孝會承辦「2019 第 12 屆傑人盃馬拉松路跑接力

賽」，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市忠孝會 

說    明：「2019 第 12屆傑人盃馬拉松路跑接力賽」由中一區各

會主辦，中二區各會協辦，按「總會/分會活動暨經費

補助辦法」第 3.4 規定及年度經費補助壹拾萬元整。

請參考附件第 26~3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請審議台中市和帄會承辦「第 27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

暨社團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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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活動，經費申請案。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台中市和帄會 

說    明：第 27屆「傑青獎」為總會年度代表性活動之一，由台

中市和帄會承辦，按總會/分會活動經費補助辦法第

3.2 條規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貳拾萬元整。請參考附

件第 33~3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請備查臺中市大同會承辦「2019 全國年會」財務收支明細表及結

案報告。 

提案單位:活動委員會/臺中市大同會 

說    明：請參考附件第 39~4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租金討論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依據 5月 26日歷屆總會長會議提議，本會與財團法人

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為帄行單位互為夥伴關係，應

相輔相成互助互惠，租金宜按使用比例收取。目前使

用時間為星期二、星期四下午。 

辦    法：依會館使用管理辦法及總會館租用收費標準，每月酌

收二仟元，年底視財務狀況授權秘書處與財務處決定

是否回捐。請參考附件第 45~4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傑人會團體服務標章授證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討論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與本會互為合作夥 

伴，經本會授權後可在其會務活動上使用本會團體標

章，請參考附件第 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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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依「傑人團體服務標章授權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監事長致詞（陳監事長鋒仁）： 

針對今天討論的提案請給秘書長最大的獎勵，因為所有提案都已經提前溝通完畢，

才會讓今天的提案快速的通過，今天的副總會長所有工作報告都非常詳細，各主委也

報告的很詳細，代表上半年工作效率有 200%的分數。希望能在北區和桃竹苗區也能在

辦一場資訊教學課程，讓使用手機的功力能大增，歡迎大家來到臺北，謝謝各位。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自由發言：（林前總會長栢根） 

大家都很用心，今年 28屆非常棒，每個人都很有才華只看你願不願意付出時間和

金錢。希望總會長人選不要僅限於台中市會或臺中縣會，可以有北區桃竹苗區或中二

區和南區的優秀人才，整個團隊要一貣加油。希望大家能保有健康身體和家庭要和樂，

接下來就要做愛心活動。分會人數要達到 30 位以上，有人就有人潮和錢潮，經濟不景

氣會很容易衰退，也很需要新進優秀人才的加入，大家一貣加油，謝謝。 

十四、主席結論: 

提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案，照案通過。 

十五、唱傑人會歌 

十六、散會(鳴閉會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