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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會員代表大會員代表大會員代表大會員代表大會會會會    

    
壹壹壹壹、、、、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21:21:21:20000    
貳貳貳貳、、、、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台北市北平西路台北市北平西路台北市北平西路台北市北平西路 3333 號號號號 6666 樓樓樓樓（（（（台北車站台鐵大樓第台北車站台鐵大樓第台北車站台鐵大樓第台北車站台鐵大樓第 5555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參參參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蘇理事長許輝蘇理事長許輝蘇理事長許輝蘇理事長許輝    
肆肆肆肆、、、、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詳簽到簿詳簽到簿詳簽到簿詳簽到簿))))    
伍伍伍伍、、、、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一一一一、、、、會務會務會務會務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理監事會議報告理監事會議報告理監事會議報告理監事會議報告    

說  明：本年度會務運作正常，除於 105 年 11 月 26 日召開第九次理監事會

議外，本(106)年度依本會章程規定於 106 年 2 月 19 日、106 年 5

月 21 日、106 年 8 月 26 日、及 106 年 10 月 14 日，共計召開四次

理監事會議，會議紀錄詳附件四至附件七。(106 年 10 月 14 日會議

紀錄納入下年度提報)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案案案案：：：：會會會會費收費收費收費收入與入與入與入與支支支支出出出出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詳詳詳詳後後後後次頁次頁次頁次頁））））    
說  明：1.106 年度截至 9 月 30 日止，常年會費收入明細：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

公會 80 人計新台幣 120,000 元；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11 人計新

台幣 16,500 元；台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新台幣 123人計 184,500 元，

合計會費收入新台幣 321,000 元；鑑定案專岸收入新台幣 51,429；利

息收入新台幣 552 元，捐贈收入新台幣 100,000 元，總計收入新台幣

472,981 元。 

2.累計至9月30日止，主要支出為人事薪資48,000元、網頁維護費16,000

元、理監事開會交通費 30,865 元、業務費(會員羽球聯誼)123,946 元，

加上其餘辦公、郵電、事務雜費、勞務費等支出後，共計支出新台幣

222,315 元，故至 9 月 30 日止結餘新台幣 250,666 元。 

3.預計本(106)年度之支出尚有：10、11、12 月人事薪資 18,000 元、網

路維護費支出 6,000 元、理監事會議交通費 13,000 元、業務費(會員

大會)20,000 元、本年度基金提撥 21,708 元(收入 4%)等，共計 80,708

元，故預計本年度將結餘約 13 萬元。 

4.詳細內容請參閱 106 年度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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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1010106666 年度收支結算表年度收支結算表年度收支結算表年度收支結算表    

((((至至至至 106.09.30106.09.30106.09.301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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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重要會務運作報告重要會務運作報告重要會務運作報告重要會務運作報告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凝聚凝聚凝聚凝聚會員會員會員會員內部情誼內部情誼內部情誼內部情誼    

本會於 106 年 5 月 21 日下午假台中辦理本會羽球聯誼活動，邀請台

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會員、台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會員、高雄市都市

計畫技師公會會員、及相關機關貴賓與學術單位同好，採「台北市公會」、

「台灣省公會」、「高雄市公會」、「來賓隊(相關機關與學術單位同好)」四

隊方式切磋球技，經激烈競賽後由「高雄市公會」以積分最高取得第一名，

並於賽後舉辦餐敘，參與會員多認為此一活動既可健身又可連絡交流會員

情感，活動十分成功並具有意義。 

 

2222....深化深化深化深化公共事務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公共事務參與    

本會本(106)年度仍以每週一次方式，於每週五下午 2 點至 5 點於新

北市城鄉發展局 11 樓東側都市計畫諮詢平台，由台北市公會及臺灣省公

會參與之技師夥伴朋友駐點輪值為民眾服務，協助新北市都市計畫擴大民

眾參與機制，讓民眾更了解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強化市民參與都市計畫，

增加市民與政府溝通的管道，以達到民眾擴大參與之目的，並使都市計畫

的執行更為順利，執行至今情形均相當順利良好。 

 

3333....拓展外部拓展外部拓展外部拓展外部專業專業專業專業能見度及能見度及能見度及能見度及形象形象形象形象    

為提高本會能見度及專業形象，經多方積極爭取，本會獲新北市政府

邀請參與本(106)年度相關委員會派任委員，如下： 

(1)105 年 11 月 11 日，都技全字第 1051111001 號函，推薦「「「「新北市都市新北市都市新北市都市新北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計畫委員會第計畫委員會第計畫委員會第 7777 屆屆屆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經新北市政府遴選由本會古昌杰理事榮膺。 

(2)105 年 12 月 16 日，都技全字第 1051229001 號，推薦「「「「新北市都市更新北市都市更新北市都市更新北市都市更

新審議委員會第新審議委員會第新審議委員會第新審議委員會第 7777 屆屆屆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經新北市政府遴選由台北市公會林啟賢技

師榮膺。 

(3)105 年 12 月 29 日，都技全字第 1051229001 號，推薦「「「「新北市非都市新北市非都市新北市非都市新北市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經新北市政府遴選由

本會陳玉雯理事榮膺。 

 

4444....有關本會地方公會是否合併為單一公會之議題討論有關本會地方公會是否合併為單一公會之議題討論有關本會地方公會是否合併為單一公會之議題討論有關本會地方公會是否合併為單一公會之議題討論    

本會於 106 年 2 月 19 日第十次理監事會議中提出臨時動議，就「本

會地方公會是否合併為單一公會」之議題提出相關討論，經決議請本會邀

集三大公會組成專案小組共同研議，以針對公會合併之目的性、適法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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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進行釐清。 

本案經本會理事長邀請三大公會理事長、代表及本會理、監事於 106

年 5 月 12 日(五)上午 10 時共同研商討論，獲致結論為：「「「「考量合考量合考量合考量合併成全併成全併成全併成全

國性公會依技師法第國性公會依技師法第國性公會依技師法第國性公會依技師法第 28282828 條規定需經三大公會會員大會決議同意確有其困條規定需經三大公會會員大會決議同意確有其困條規定需經三大公會會員大會決議同意確有其困條規定需經三大公會會員大會決議同意確有其困

難難難難，，，，且目前三大公會及全聯會之運作亦各有其功能角色且目前三大公會及全聯會之運作亦各有其功能角色且目前三大公會及全聯會之運作亦各有其功能角色且目前三大公會及全聯會之運作亦各有其功能角色，，，，亦有分進合擊之亦有分進合擊之亦有分進合擊之亦有分進合擊之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故有關地方公會合併成單一全國性公會之議題故有關地方公會合併成單一全國性公會之議題故有關地方公會合併成單一全國性公會之議題故有關地方公會合併成單一全國性公會之議題，，，，不再推動及討論不再推動及討論不再推動及討論不再推動及討論。」。」。」。」

該結論並經提本會 106 年 5月 21 日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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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本會章程第本會章程第本會章程第本會章程第二二二二十條修正案十條修正案十條修正案十條修正案    

說  明：1.人民團體法第二十條：「人民團體理事、監事之任期不得超過四

年，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章程另有限制外，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

連任，以一次為限。」 

2.本會章程第二十條：「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義務職，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 

3.本會章程第二十條有關理事、監事連選連任之規定，較主管機關

母法人民團體法第二十條僅限制理事長連任次數來的嚴峻且與本

會歷屆發展過程顯有差異，考量目前本會規模及條文運作單純

化，經本會經本會經本會經本會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第十二日第十二日第十二日第十二次次次次理監事會決議修訂本會章程理監事會決議修訂本會章程理監事會決議修訂本會章程理監事會決議修訂本會章程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回歸人民團體法規定回歸人民團體法規定回歸人民團體法規定回歸人民團體法規定，，，，不另規定理監事連任次數不另規定理監事連任次數不另規定理監事連任次數不另規定理監事連任次數。 

3.建議章程第二十條修正條文如下，並自本(第五)屆理、監事選舉

時適用之，提請大會議決： 
 

公會章程

修正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二十條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義務職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連選得連任一連選得連任一連選得連任一

次次次次。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義務職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連選得連任連選得連任連選得連任。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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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提請提請提請提請追認追認追認追認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101010555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收支決算表收支決算表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現金出現金出現金出

納表納表納表納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基金收支表基金收支表基金收支表」」」」案案案案 ( ( ( (詳詳詳詳後次頁後次頁後次頁後次頁) ) ) )     

說 明：1.依本會章程第 42 條，本會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編具本年度

工作報告、歲入歲出決算書、資產負債表、收支對照表及財產目

錄，提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監事會審議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

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查查查。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代再於會員代再於會員代再於會員代

表大表大表大表大會時提請追認會時提請追認會時提請追認會時提請追認。。。。 

2.本會 105 年度工作報告詳後附件。 

3.另經委任計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本公會 105 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帳務處理事務，已協助完成本會 105 年度「收支決算

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詳後附件，

另有關「財產目錄」部分因本會尚無財產故不予製作。 

4.本案業經提本會106年 2月 19日第四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

通過及報主管機關備查，現依本會章程第 42 條規定提請本次會員

代表大會追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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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1010105555 年度工作年度工作年度工作年度工作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自自自自 10101010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0101010555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一一一一、、、、會務會務會務會務            

1.1.1.1.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七次第四屆第七次第四屆第七次第四屆第七次))))    

1.報告會務運

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

有關提案事宜

(含 104 年度

決算) 

2 月 21 日

(六) 

理監事會 於台北舉辦 

(依章程§42

應於年度終

了後二個月

內編具提理

事會審核) 

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2.2.2.2.召開理事會議召開理事會議召開理事會議召開理事會議    

        ((((第四屆第三次第四屆第三次第四屆第三次第四屆第三次))))    

1.報告會務運

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

有關提案事宜 

5 月 21 日

(六) 

理監事會 於臺中舉

辦； 

理監事會議理監事會議理監事會議理監事會議

後辦理羽球後辦理羽球後辦理羽球後辦理羽球

聯誼活動聯誼活動聯誼活動聯誼活動    

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因監事出席未因監事出席未因監事出席未因監事出席未

過半數過半數過半數過半數，，，，故本故本故本故本

次會議經內政次會議經內政次會議經內政次會議經內政

部函告應更正部函告應更正部函告應更正部函告應更正

為第四屆第三為第四屆第三為第四屆第三為第四屆第三

次理事會次理事會次理事會次理事會    

3.3.3.3.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八次第四屆第八次第四屆第八次第四屆第八次))))    

1.報告會務運

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

有關提案事

宜(含會員代

表大會召開

日期) 

8 月 27 日

(六) 

理監事會 於高雄舉辦 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4.4.4.4.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九次第四屆第九次第四屆第九次第四屆第九次))))    

1.報告會務運

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

有關提案事

宜(含 106 年

度預算及工

作計畫書) 

11 月 26 日

(六) 

理監事會 於台北舉辦 

(配合會員

大會召開) 

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5.5.5.5.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第四屆第三次第四屆第三次第四屆第三次第四屆第三次))))    

1.報告會務運

作情形 

2.追認104年度

決算 

3.追認105年度

工作計畫書 

4.討論及議決

有關提案事

宜 

11 月 26 日

(六) 

會員代表

大會 

於台北舉辦 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6.6.6.6.舉辦羽球聯誼活動舉辦羽球聯誼活動舉辦羽球聯誼活動舉辦羽球聯誼活動    舉辦三大公會

會員之羽球聯

誼活動 

5 月 21 日

(六) 

理監事

會、活動

委員會 

於第八次理

監事會議後

假台中辦理 

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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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7777....舉辦大型研討會舉辦大型研討會舉辦大型研討會舉辦大型研討會    舉辦一場全天

大型研討會，並

可考慮邀請相

關公會、學會協

辦 

擬擇期舉辦

一次 

理監事

會、學術

委員會 

原則上於台

北舉辦 

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與國日與國日與國日與國

立台北科技大立台北科技大立台北科技大立台北科技大

學設計學院及學設計學院及學設計學院及學設計學院及

中華民國都市中華民國都市中華民國都市中華民國都市

計畫學會共同計畫學會共同計畫學會共同計畫學會共同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    

二二二二、、、、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1.101.101.101.104444 年度決算年度決算年度決算年度決算    1.提第七次理

監事聯席會

審核及報主

管機關備查 

2.提第三次大

會追認 

1.2 月 21 日 

 

 

 

2.11月 26日 

1.理監事

會 

 

 

2.大會 

 1.1.1.1.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2.2.2.2.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2.2.2.2.發函通知三大會員發函通知三大會員發函通知三大會員發函通知三大會員

公會繳交公會繳交公會繳交公會繳交101010105555年會年會年會年會

員年費員年費員年費員年費    

發函通知三大

會員公會於2月

底前回覆所屬

會員人數並據

以繳納本會年

費 

1 月份 理監事會  已函請各公會已函請各公會已函請各公會已函請各公會

繳交並完成繳繳交並完成繳繳交並完成繳繳交並完成繳

納入帳納入帳納入帳納入帳    

3333....研提研提研提研提 101010106666 年度收支年度收支年度收支年度收支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提第九次理監

事聯席會審核

及報主管機關

備查 

11 月 26 日 理監事會  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已如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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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聯合會聯合會聯合會 101010105555 年度收支年度收支年度收支年度收支決決決決算表算表算表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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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1010105555 年度現金出納表年度現金出納表年度現金出納表年度現金出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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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1010105555 年度資產負債表年度資產負債表年度資產負債表年度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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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1010105555 年度基金收支表年度基金收支表年度基金收支表年度基金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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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三三三三：：：：提請提請提請提請追認追認追認追認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1010106666 年度本會工作計畫年度本會工作計畫年度本會工作計畫年度本會工作計畫暨經費收支預算暨經費收支預算暨經費收支預算暨經費收支預算案案案案（（（（詳詳詳詳後次頁後次頁後次頁後次頁））））    

說 明：1.依本會章程第 43 條，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

二月卅一日止。 

2.依本會章程第 41 條，本會應於下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編具下年

度工作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書，提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監事會

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

於下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於下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於下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於下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

開開開開，，，，應先報主管機關應先報主管機關應先報主管機關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提請追認提請追認提請追認。 

3.本案業經提本會 105 年 11 月 26 日第四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決

議通過及報主管機關備查，現依本會章程第 41 條規定提請本次會

員代表大會追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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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1010106666 年度工作計畫書年度工作計畫書年度工作計畫書年度工作計畫書    

自自自自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工作說明    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一一一一、、、、會務會務會務會務        

1.1.1.1.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十次理第四屆第十次理第四屆第十次理第四屆第十次理

監事聯席會監事聯席會監事聯席會監事聯席會))))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有關提案事宜

(含 105 年度決算) 

2 月 19 日

(六) 

理監事會 於台北舉辦 

(依章程§42 應

於年度終了後二

個月內編具提理

事會審核) 

2.2.2.2.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十一次第四屆第十一次第四屆第十一次第四屆第十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有關提案事宜 

5 月 21 日

(六) 

理監事會 於臺中舉辦； 

理監事會議後理監事會議後理監事會議後理監事會議後

辦理羽球聯誼辦理羽球聯誼辦理羽球聯誼辦理羽球聯誼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3.3.3.3.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十二次第四屆第十二次第四屆第十二次第四屆第十二次

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有關提案事宜 

  (含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日

期及會員代表名單) 

8 月 26 日

(六) 

理監事會 於高雄舉辦 

4.4.4.4.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十三次第四屆第十三次第四屆第十三次第四屆第十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理監事聯席會))))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有關提案事宜

(含 106 年度預算及工作

計畫書) 

10 月 28 日

(六) 

理監事會 於台北舉辦 

(配合會員代表

大會召開) 

5.5.5.5.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追認 105 年度決算 

3.追認 106 年度預算及工作

計畫書 

4.第五屆理監事選舉第五屆理監事選舉第五屆理監事選舉第五屆理監事選舉 

10 月 28 日

(六) 

會員代表大

會 

於台北舉辦 

6.6.6.6.召開理事會議召開理事會議召開理事會議召開理事會議    

  (  (  (  (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    

1.選舉常務理事 

2.選舉理事長 

10 月 28 日

(六) 

理事會 於台北舉辦 

7.7.7.7.召開監事會議召開監事會議召開監事會議召開監事會議    

  (  (  (  (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第五屆第一次))))    

1.選舉常務監事 

 

10 月 28 日

(六) 

監事會 於台北舉辦 

8.8.8.8.舉辦羽球聯誼活動舉辦羽球聯誼活動舉辦羽球聯誼活動舉辦羽球聯誼活動    舉辦三大公會會員之羽球聯

誼活動 

5 月 21 日

(六) 

理監事會、

活動委員會 

於第十一次理

監事會議後假

台中辦理 

二二二二、、、、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1.101.101.101.105555 年度決算年度決算年度決算年度決算    1.提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審

核及報主管機關備查 

2.提第五屆第一次大會追認 

1.2 月 21 日 

 

2.10月28日 

1.理監事會 

 

2.大會 

 

2.2.2.2.發函通知三大會員發函通知三大會員發函通知三大會員發函通知三大會員

公會繳交公會繳交公會繳交公會繳交106106106106年會年會年會年會

員年費員年費員年費員年費    

發函通知三大會員公會於 2

月底前回覆所屬會員人數並

據以繳納本會年費 

1 月份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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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1010106666 年度預算表年度預算表年度預算表年度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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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四四四四：：：：選舉本會第五屆理事八人選舉本會第五屆理事八人選舉本會第五屆理事八人選舉本會第五屆理事八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理事三人，，，，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選任選任選任選任。。。。    

說 明：1.依本會章程第十六條：「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組織理事會，各會員

公會理事長為當然理事，監事三人組織監事會，另置候補理事三

人，後補監事一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用無記名連記法

選舉之，其被選舉人不以本會會員選派之會員代表為限。候選人

數為應選出名額以上，各候選人需經由所屬之會員公會推薦送請

理事會提出。前項理、監事如有缺額時分別由候補理、監事依次

遞補，以補足該屆任期為限。」 

2.依上開本會章程規定，應選理事為八人，另應選後補理事三人，

合計十一人。 

3.經各會員公會推薦參與第五屆理事選舉之候選人名單詳附件三所

示，提請 選任。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本次出席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結果如下經本次出席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結果如下經本次出席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結果如下經本次出席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結果如下：：：：    
1.1.1.1.第第第第五五五五屆新任理事名單如下屆新任理事名單如下屆新任理事名單如下屆新任理事名單如下：：：：林啟賢林啟賢林啟賢林啟賢、、、、徐弘宇徐弘宇徐弘宇徐弘宇、、、、古昌杰古昌杰古昌杰古昌杰、、、、高宏軒高宏軒高宏軒高宏軒、、、、

陳添進陳添進陳添進陳添進、、、、古宜靈古宜靈古宜靈古宜靈、、、、黃隆仁黃隆仁黃隆仁黃隆仁、、、、曹明炫等曹明炫等曹明炫等曹明炫等8888位位位位，，，，當然理事當然理事當然理事當然理事：：：：張貴財張貴財張貴財張貴財、、、、

王偉宇等王偉宇等王偉宇等王偉宇等2222位位位位。。。。    

2.2.2.2.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屆候補理事名單依序如下屆候補理事名單依序如下屆候補理事名單依序如下屆候補理事名單依序如下：：：：蔡翼如蔡翼如蔡翼如蔡翼如、、、、謝長潤謝長潤謝長潤謝長潤、、、、朱峻廷朱峻廷朱峻廷朱峻廷等等等等3333位位位位。。。。    

3.3.3.3.當選之理事倘無異議之情形當選之理事倘無異議之情形當選之理事倘無異議之情形當選之理事倘無異議之情形，，，，得於會後召開理事會得於會後召開理事會得於會後召開理事會得於會後召開理事會。。。。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五五五五：：：：選選選選舉本會第五屆監事三人舉本會第五屆監事三人舉本會第五屆監事三人舉本會第五屆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選任選任選任選任。。。。    

說 明：1.依本會章程第十六條：「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組織理事會，各會員

公會理事長為當然理事，監事三人組織監事會，另置候補理事三

人，後補監事一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用無記名連記法

選舉之，其被選舉人不以本會會員選派之會員代表為限。候選人

數為應選出名額以上，各候選人需經由所屬之會員公會推薦送請

理事會提出。前項理、監事如有缺額時分別由候補理、監事依次

遞補，以補足該屆任期為限。」 

2.依上開本會章程規定，應選監事為三人，另應選後補監事一人，

合計為四人。 

3.經各會員公會推薦參與第五屆監事選舉之候選人名單詳附件三所

示，提請 選任。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本次出席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結果如下經本次出席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結果如下經本次出席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結果如下經本次出席會員代表投票選舉結果如下：：：：    
1.1.1.1.第第第第五五五五屆新任監事名單如下屆新任監事名單如下屆新任監事名單如下屆新任監事名單如下：：：：簡文彥簡文彥簡文彥簡文彥、、、、許君薇許君薇許君薇許君薇、、、、黃宏順黃宏順黃宏順黃宏順等三位等三位等三位等三位。。。。    

2.2.2.2.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屆候補監事名單依序如下屆候補監事名單依序如下屆候補監事名單依序如下屆候補監事名單依序如下：：：：范之虹范之虹范之虹范之虹。。。。    

3.3.3.3.當選之監事倘無異議之情形當選之監事倘無異議之情形當選之監事倘無異議之情形當選之監事倘無異議之情形，，，，得於會後召開監事會得於會後召開監事會得於會後召開監事會得於會後召開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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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