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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總團部

全台青年活動中心共15
家：澎湖、金門、金山、

劍潭海外、復興、日月

潭、溪頭、阿里山、曾

文、梅山、澄清湖水漾會

館、墾丁、天祥、觀雲山
莊、花蓮學苑

國民運動中心共11家：中山、
大安、南港、信義、文山、蘆

洲、土城、汐止、永和、朝馬

（前列3中心為 105年第四季

營運）、桃園南區青少年中心

立案補習班共
54家，服務據

點共66個

各縣市團委會共17
處：臺北市、
高雄市、基隆市、

臺中市、台南

市、新北市、桃園

市、新竹市、

苗栗縣、南投縣、

彰化縣、雲林

縣、嘉義縣、屏東

縣、台東縣、
花蓮縣、宜蘭縣



團隊鏈企業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95.2.21設立

27998610

董事長王福生

幼獅運動休閒
管理有限公司

95.4.26設立

28178554

董事長王福生

財團法人「張老
師」文教基金會

89.11.13登記

（高雄、臺中、

台北、桃園分事

務所及新北市、

桃園、基隆、彰

化、嘉義、台南、

宜蘭中心）

財法人中國青
年服務事業文教

基金會

79.3.22登記
董事長李鍾桂

中國青年旅行
社有限公司

82.8.14設立

84454096

張老師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83.5.7設立

84780472

財團法人中國青
年大陸研究文教

基金會
79.3.13登記
董事長李鍾桂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7.10.7設立（由救國團出資20萬

元）03149202

中青服基金會*6，張老師基金會*6

（董），大陸研究*3（監）

董事長李鍾桂 嚕啦啦旅行社
有限公司
90.11.22設立

28036654
董事長任景昱

中國青年救
國團中國青

年服務社

78364245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中國青年遊留
學有限公司
90. 1.11設立

28036654
董事長藍涂育



104年度資產負債比較表科目揭露
（單位：新台幣/元）

資產 負債與權益

現金及
銀行存
款

8億3,455萬 流動
負債

5億6,480萬

流動
資產

15億2,144萬 非流動
負債

4億7,078萬

基金
存款

9億2,434萬 總負債 10億3,558萬

固定
資產

24億5,950萬 登記
基金

25億4,540萬

（餘略） 基金 16億9,094萬

總權益 42億7,912萬

總資產 53億1,470萬





財產總額變更一覽表

登記日期 財產總額 變更摘要

78年11月21日 500萬元 團員繳入團費、常年團費。

78年11月21日 500萬元 入團費、常年團費、團員及熱心人

士捐款、事業及活動收費、委託代
辦工作之費用、基金及其孳息、其

他收入。

89年4月26日 16億2,025萬9,425元 財產總額變更。

89年11月14日 16億2,025萬9,425元 法人名稱原登記中國青年反共救國

團變更為中國青年救國團。

100年6月8日 24億2,792萬8,164元 法人代表由高銘輝變更為黃正鵠；

財產總額變更。

單位：(新台幣)元



二、組織定位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38號返
還無權占有房屋判決：
•41年10月31日成立時起，迄58年12月23日以前，係
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之政府機構

•58年12月23日經行政院核定解除與國防部總政治部
之隸屬關係，並於59年3月24日報請內政部核准以
「社團運動機構」備案，直至78年11月21日向臺灣
台北地方法院辦妥社團登記以前，屬非法人團體

•78年11月21日向臺灣台北地方法院辦妥登記，為社
團法人



三、成立過程



第二組：掌理產業職業等團體知識青年及其他
特種黨部之組織與黨員之訓練及指導其活動並
負責有關民眾運動指導之責

成立緣起



時序表





中改會40年11月25日第235次會議

研究小組作出三點重大決定，分
別為：「一、先鋒隊由政府主辦，
本黨以黨團方式領導其活動。二、
青年反共先鋒隊以全國高中以上
學校學生及遴選優秀社會青年年
紀在16歲以上，25歲以下者參加。
三、為適宜一般青年之普遍參加，
青年反共先鋒隊擬改稱為中國青
年反共抗俄救國團。」



中改會41年1月31日第288次會議

《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348-349頁

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屬於政府，本黨以黨團方式領
導其活動



中改會41年5月8日第338次會議

《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406-407頁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



中改會41年9月1日
第392次會議

《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499-500頁

健全各種青年團體與黨的基層組織配合推行總動員工
作實施辦法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為本黨領導青年運動之外圍組織，
本黨應依該團籌組原則第三條規定，以黨團方式透過
該團之團務指導委員會領導其工作。

救國團在各級學校之組織，應受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之
指導



行政院41年5月31日
台41教字第2953號訓令

令國防部
茲訂定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一種，隨
令附發，仰即轉飭該部總政治部遵照辦理。又
上項原則已行知內政教育二部並仰知照已合。



國防部41年9月2日
茂菩字第1315號呈



行政院41年9月18日
臺41教字5265號令



國防部
41年9月29日
茂菩字1493號函





國防部58年11月21日
旺福字第13342號



行政院58年12月23日
台58教10426號令



救國團59年2月27日
青秘字第312號



內政部
59年3月24日
台內社字第
356080號



四、人事



47年5月19日第8屆
中央委員會常務委
員會第51次會議



歷任救國團主任分別為

•第一任蔣經國（41年10月31日至62年5月3日）

•第二任李煥（62年6月1日 至66年12月31日）

•第三任李元簇（67年1月1日 至67年6月30日）

•第四任宋時選（67年7月1日 至68年2月13日）

•第五任潘振球（68年2月13日至76年3月16日）

•第六任李鍾桂（76年3月16日至94年2月16日）

•第七任林垚（94年2月16日至97年8月1日）

•第八任周逸衡（97年8月1日至99年8月2日）

•第九任張德聰（99年8月2日起迄今）。



中央直屬第九知青黨部



經國先生卻說：「我要妳到救國團
來擔任主任。」

事情就這麼定了。經國先生沒有給
她表達意見的機會，就拍板定案，
並隨即發布人事命令。3月16日旋
即走馬上任。



五、經費



第8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65次會議中提出47年度中央黨務
經費總預算案：「情報局所列補助本會者4千萬元，另附列中華
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經費352萬元、青年救國團經費210萬元、
華興育幼院經費158萬元，該項目合共4,720萬元。」

第8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205次會議紀錄中所提出之50年度
中央黨務經費收入財源估計：「……國防部情報局大陸工作
5,118萬5,938元，（同上年度。至婦聯會救國團及華興育幼院三
單位寄列之720萬元，未列計在內）。」

第8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457次會議紀錄，就53年度中央
黨務經費與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預估：「（一）國家總
預算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9,198萬78元（……政府撥付本會委辦
工作費有關項目內，另有交由本會代領轉發國防研究院救國團
婦聯會華興育幼院等四單位經費1330萬110元同上年度未包括在
內）。」

第9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388次會議，會議記錄中所附之
58年度中央黨務經費收入估計表記載：「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
工作費收入，本年度預估收入數為130,292,710元，……本項收入
另有各項計共3,124萬8,100元經由本會代領轉發不在上列數內。
（國防研究院665萬8,720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743萬
9,460元、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400萬元、華興育幼院208萬元、
國際問題研究所85萬9,920元、青華學校21萬元）」

第10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108次會議紀錄提出之60年度中
央黨次經費及政府委託辦理工作費財源收入估計則記載：
「……60年度另有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國防研究院、中華婦女
反共聯合會、華興育幼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六單位經費，全
年計2,578萬8,100元經由本會代領轉發，不在列數以內。」

中央委員會之會議記錄



52年加發年終薪津1月



52年加發年終薪津1月



臺灣省教育廳60年撥付經費案



臺灣省議會回函



會計
年度

青年活動中心名稱 經費 興建或整建 資料來源

68 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30,000,000 興建 教育部68年度單位決算書

69
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40,000,000
興建

教育部69年度單位決算書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興建

70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45,000,000
興建

教育部70年度單位決算書
南投青年活動中心 興建

71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55,000,000 興建 教育部71年度單位決算書

72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60,000,000

興建

教育部72年度單位決算書溪頭青年活動中心 興建

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 興建

76

曾文青年活動中心

60,000,000

興建+整建

教育部76年度單位決算書
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 興建+整建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整建

溪頭青年活動中心 整建

77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
心

60,000,000 興建 教育部77年度單位決算書

78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
心

54,000,000 興建 教育部78年度單位決算書

79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
心

54,000,000 興建 教育部79年度單位決算書

補助金額合計 458,000,000

教育部歷年(68-79)補助救國團興建青年活動中心經費一覽表 單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