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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07年 10月 13日(星期六)上午 10:00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北平西路 3號 6樓(台北車站台鐵大樓第 5會議室) 

參、主席：古理事長宜靈 

肆、出席人員：本會會員代表(詳簽到簿)              紀錄者：施孟亨 

伍、會議內容： 
 

一、會務報告 

第一案：理監事會議報告 

說  明：本年度會務運作正常，除於 107 年 8 月 24 日召開第四次理監事會

議外，本(107)年度依本會章程規定於 106 年 10 月 14 日、106 年

12 月 9 日、107 年 1 月 23 日、107 年 2 月 9 日、107 年 5 月 18 日

及 107 年 8 月 24 日，共計召開四次理監事會議及兩次臨時理監事

會議，會議紀錄詳附件三至附件八。 

第二案：會費收入與支出報告（詳參閱 107年度收支決算表） 

說  明：1.107年度截至 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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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人計新

台幣 187,500 元，皆以依人數計算繳納會費完成，另台北都市計

畫技師公會 106年新增 2位會員，補繳交會費 2人計新台幣 3,000

元，合計會費收入新台幣 327,000 元；利息收入新台幣 528 元，

總計收入新台幣 327,528元。 

2.累計至 107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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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35元、業務費(會員

羽球聯誼等)81,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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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343元，故至 8月 15日止結餘新

台幣 78,185元。 

3.預計本(107)年度之支出尚有：9、10、11、12月人事薪資 24,000

元、理監事會議交通費 13,000 元、業務費(都市計畫產學論壇、

會員大會等)40,000元及本年度基金提撥 13,101元(總計收入 4%)

等，共計 90,1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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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7年度 

收支結算表(至 10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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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重要會務運作報告 

說   明:1.凝聚會員內部情誼 

本會於 107 年 6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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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北聯隊」、「外北聯隊」、「高雄隊」等三隊方式切磋球

技，經激烈競賽後由「高雄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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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深化公共事務參與 

本會本(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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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進行都市計畫諮詢平台輪值，由台北

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及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共同參與之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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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執行更為順利，執行至今情順利良好。 

3.拓展外部專業能見度及形象 

為提高本會能見度及專業形象，經多方積極爭取及機關團體

函請推薦本會推薦技師擔任委員一事，詳細說明如下： 

(1)內政部函請本會推薦 107 年度「內政部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

審議會」委員，本會延續推薦郭建興技師擔任該會審議委員。 

(2)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函請本會推薦第 8 屆「新北市都市更

新審議委員會」委員，本會延續推薦林理事啟賢擔任該會審

議委員。 

(3)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函請本會推薦第 8 屆「新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委員，本會推薦古理事昌杰、曹理事明炫擔任該

會審議委員。 

(4)花蓮縣政府函請本會推薦 107 年度「花蓮縣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委員會」委員，本會推薦黃

理事隆仁、黃羽舟技師擔任該會審議委員。 

(5)未來各縣市政府、相關委員會等若函請本會推薦委員，本會

將再積極爭取。 

4.本會出席有關重要會議事宜 

(1)106 年 11 月 2 日由高立新秘書長代表出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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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召開「受聘於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得兼

任其他業務、職務」研商會議。 

(2)107 年 1 月 19 日由古宜靈理事長代表出席考選部召開「研商

專門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制度改進案第一次會

議」。 

(3)107 年 3 月 12 日由古宜靈理事長代表出席內政部召開都市更

新條例是否新增「都市更新技師」、「都市更新服務能力認證」

相關條文座談會。 

(4)107 年 3 月 20 日由古宜靈理事長代表出席考選部召開「研商

專門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制度改進案第二次會

議」。 

(5)107 年 9 月 27 日由高立新秘書長代表出席「行政訴訟都市計

畫審查程序新制公聽會(第 2場)」。 

5.本會協辦評圖授獎及交流論壇事宜 

(1)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主辦之年度全國規劃系所聯展，已於

今年 6月 3日假中華大學舉辦第 13屆活動，如期舉行完成。

為強化學術界、業界交流，並鼓勵優秀規劃系所學生學用接

合之必要，經與主辦單位討論設立「2018 規劃系所聯展都市

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特別獎」，結合全國聯展於學生作品

中挑選出傑出者授與獎項，鼓勵優秀學生重視學用合一及強

化實務能力的連結；本次經理監事同意協助辦理並贊助

50,000元整，共計有 16系所參與評圖，選出 3所優選分別為：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政治大學地政系及臺北市立

大學城市發展學系，並各頒發獎金 8,000元整。 

(2)為加強產學合作交流，並形成落實產官學合作對話之基礎，

都市計劃學會今年度與本會合作舉辦「第一屆都市計畫產學

論壇」，強化產學就教育、學術、實務、人才等議題上之共識，

已於今年 9月 15日舉辦完成，本次討論議題以大法官釋字第

742號、相關法令及實務推動為主軸，並拋出相關議題推動政

府公部門正視及執行，本次產學論壇共計花費約 40,000元，

將由本會及三公會會員共同支應，考量各公會代表人數調整

支應比例(前經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決議)，分別為本會

16,000 元(40%)、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12,000 元(30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8,000元(20％)、高雄市都市

計畫技師公會 4,000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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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會公會章程事宜。 

說  明：1.本公會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都技全字第 1061220001 號函送申請

理事長當選證書相關應備文件，內政部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台內

團字第 1060091693函覆對於 105年修改章程有關理監事選舉方式

有所疑義。 

2.依內政部 106年 12月 28日台內團字第 1060091693函覆說明 105

年公會章程大會修訂章程未依規定進行專案報核；另依技師法第

31 條規定，理事、監事設置均應由選舉產生，不得設置當然理事

或當然監事，故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理事 8 人、當然

理事 2 人，與原 104 年 12 月 19 日專案報核內政部本會章程第十

六條不合，請本會釐清。 

3.爰此，本會於 107 年 2 月 9 日召開第五屆第二次臨時理監事聯席

會議，將有關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理事選舉人數誤植部份予以調

整，並由蘇許輝理事長主持重選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以臻會務之

完善；依本會章程第十七條選出常務理事為古宜靈、古昌杰、黃

隆仁三位；另依本會章程第十八條選出理事長為古宜靈，內政部

業於 107年 3月 9日台內團字第 1070015164號函覆第五屆理事長

當選證書在案。 

4.故本公會章程應以 104 年 12 月 19 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經專

案報核內政部之章程增定版本為主，相關章程調整部份於本會員

大會提請討論議決。 

公會章程 105年未專案報核版本 104年專案報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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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置理事九人組織理事會，且

每一會員至少應有理事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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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義務職，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義務職，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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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提請追認民國 106 年度本會「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案 (詳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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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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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2.本會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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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帳務處理事務，已協助完成本會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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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2 月 9 日第五屆第二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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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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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 

工作報告 

自 106年 1月至 106年 12月 

項目 工作說明 預定進度 主辦 辦理情形 

一、會務     

1.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十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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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決算) 

2月 19日

(六) 

理監事會 已如期辦理。 

2.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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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如期辦理。 

3.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十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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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如期辦理。 

4.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四屆第十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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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如期辦理。 

5.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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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8日

(六) 

會員代表大

會 

已如期辦理。 

6.召開理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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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如期辦理。 

7.召開監事會議 

  (第五屆第一次) 

1.選舉常務監事 

 

10月 28日

(六) 

監事會 已如期辦理。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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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如期辦理。 

二、財務     

1.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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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如期辦理。 

 

已如期辦理。 

2.發函通知三大會員

公會繳交 106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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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如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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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6年度 

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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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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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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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 

基金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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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提請追認民國 107年度本會工作計畫暨經費收支預算案（詳參閱 107

年度工作計畫及 107年度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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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

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3.本案業經提本會 106年 12月 9日第五屆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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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照案通過。 
 

 



 13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7年度 

工作計畫書 

自 107年 1月至 107年 12月 

項目 工作說明 預定進度 主辦 備註 

一、會務     

1.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五屆第三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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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決算) 

2月下旬 理監事會 依章程§42應於

年度終了後二個

月內編具提理事

會審核 

2.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五屆第四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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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 理監事會  

3.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五屆第五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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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預算及工作

計畫書) 

10月下旬 理監事會 配合會員代表

大會召開 

4.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第五屆第二次)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追認 106年度決算 

3.追認 107年度預算及工作

計畫書 

10月下旬 會員代表大

會 

 

5.舉辦羽球聯誼活動 舉辦三大公會會員之羽球聯

誼活動 

5月下旬 理監事會、

公共關係委

員會、福利

委員會 

 

6.舉辦都市計畫教育

訓練、研討、或講

習會 

舉辦都市計畫專業技術養成

訓練 

擬擇期舉辦

一次 

理監事會、

學術委員會 

形式可能為演

講、研討會或參

訪活動 

二、財務     

1.106年度決算 1.提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審

核及報主管機關備查 

2.提第五屆第二次大會追認 

 1.理監事會 

 

2.大會 

 

2.會員人數確認 發函通知三大會員公會回覆

所屬會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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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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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提請討論民國 108年度本會工作計畫暨經費收支預算案（詳參閱 108

年度工作計畫及 108年度收支預算表） 

說 明：本案經提本會 107 年 8 月 24 日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

有關 108年度本會工作計畫及預算表委由秘書處先行擬定後逕提本

年度大會提案討論。 

 

決  議：1.部份修正，108年度工作計畫書會務 6.舉辦年度羽球聯誼活動，

本年度經討論移師高雄舉辦，另會務 2.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3.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配合羽球聯誼活動進行會議地點

調整，其餘照案通過。 

2.另考量會務運作需要，必要時公會基金經由理監事會同意後可以

先行動用，並於年度會員大會提出說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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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8年度 

工作計畫書 

自 108年 1月至 108年 12月 
項目 工作說明 預定進度 主辦 備註 

一、會務     

1. 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五屆第六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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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決算) 

2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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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五屆第七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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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六) 理監事會 於高雄舉辦 
 

3. 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五屆第八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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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六) 理監事會 於臺中舉辦 

4. 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五屆第九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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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預算及工作

計畫書) 

10月 19日

(六) 

理監事會 於台北舉辦 
(配合會員代
表大會召開) 

5. 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 (第五屆第三

次)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追認 107年度決算 

3.追認 108年度預算及工作

計畫書 

10月 19日

(六) 

會員代表大

會 

於台北舉辦 

6. 舉辦年度羽球聯

誼活動 

舉辦三大公會會員之羽球聯

誼活動 

5月 25日(六) 理監事會、

公共關係委

員會、福利

委員會 

於第七次理監
事會議後假高
雄辦理 

7. 辦理都市計畫業

界評圖及授獎 

強化學界、業界交流，獎勵

優秀規劃後輩，舉辦業界評

圖及授獎 

預計於六月 理監事會、

學術委員會 

建議與全國規
劃相關系所聯
展協辦 

8. 舉辦「第二屆都市

計畫產學論壇」 

加強產學合作交流，落實產

官學合作對話，舉辦產學論

壇，強化產學就教育、學術、

實務、人才等凝聚共識。 

擬擇期舉辦一

次 

理監事會、

學術委員會 

可與都市計劃
學會合作舉辦 

二、財務     

1. 107年度決算 1.提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審

核及報主管機關備查 

2.提第五屆第三次大會追認 

1.2月 16日 

 

2.10月 19日 

1.理監事會 

 

2.大會 

 

2. 發函通知三大會

員公會繳交 107

年會員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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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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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時動議 

提  案：成立第五屆會員代表聯絡群組事宜。 

提案人：張吉宏技師 

說 明：為加速會務重要訊息之傳遞，以利會務運作執行，希望能建立聯絡

群組(LINE或其他通訊軟體等)，提供訊息傳遞及交流之即時性。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由秘書處於會後協助建立群組。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章程 
- 第一屆會員大會表決通過全文 47 條。 
- 98年 11月 14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

第 6 條、第 24 條、增訂第 29 條之 1。 
- 102年 8月 31日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正
第 39 條 

- 104 年 12 月 31 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增
訂第 39 條之 1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章程依技師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三 條 本會以促進會員之團結合作，研究都市計畫技術，推動都市

計畫事業之發展，增進會員共同利益，砥礪會員品德，致力

國家建設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會為法人。 
第 五 條 本會地址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二章  任  務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一)促進國土及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都市更新學術與技術

之研究發展。 
(二)協助政府推行國土及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事

業及其相關之法令並提供建議或諮詢。 
(三)參與國際間都市計畫技師團體有關學術及技術之交流活

動。 
(四)維護會員及其所屬會員之合法權益，促進會員之團結合

作。 
(五)編印有關國土及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書刊。 
(六)舉辦有關國土及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都市更新講習或

研討會。 
(七)協助會員維持所屬會員之風紀。 
(八)協助會員發展會務與業務，進而為會員營造較優質之執

業環境。 
(九)積極參與各級政府單位研訂、或研修政策法案所召開之

會議，並予充分表達本會意見供決策參考。 
(十)接受政府機關委託或參與政府機關辦理國土及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相關之調查、研究及鑑定工作。 
(十一)參加或舉辦各項社會公益活動。 



(十二)受託辦理國土及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新

市區（鎮）建設、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都市防災等

有關之業務。 
(十三)辦理其他法令規定達成本會宗旨應辦事項。 

第三章  會員及會員代表 
第 七 條 凡依技師法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各省(市)都市計畫技

師公會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為台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

公會、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第 八條 之1 本會得設榮譽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並對都市計畫相關專

業或對本會有顯著貢獻之國內外法人組織或團體，由本會會

員代表三人以上連署提名，並經理監事會通過者，得為榮譽

會員。 
 榮譽會員得列席會員大會，但無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

被選舉權、罷免權及派任會員代表權。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非因解散，不得退會。 
第 十 條 會員代表由每一會員就其所屬會員中選派之，其人數依下列規

定。 
(一)每一會員選派會員代表五人。 
(二)每一會員其所屬會員人數每滿十人增選代表一人，尾數

達五人(含五人)以上者，得增派代表一人。 
第 十一 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個月前通知各會員，各會員應

在召開大會二十日前聲明其原派之代表是否續派或改派，不

聲明者，視為續派。 
第 十二 條 本會會員代表出席代表大會時均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

、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一代表為一權。 
第 十三 條 會員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代表代理之，但一人僅能受一會員代表之委託，其委託出席

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第 十四 條 本會會員所屬之會員喪失其會員資格者，不得充任會員代表

，已充任者應即解任，由原屬公會另行選派代表充任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會員代表有不正當之行為，妨害本會名譽信用，經檢舉

查有實據者，得經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通知原選派之會員

改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六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組織理事會，且每一會員至少應有理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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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於理事會以無記名連記法互

選之。 
第 十八 條 本會置理事長一人，由理事於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以無記名

單記法選任之。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於監事會以無記名單記法選

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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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 本會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所屬公會之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解職或罷免者。 
(四)所屬之公會受停權處分者或受整理者。 
(五)有不正當之行為及妨害本會名譽信用，經檢舉查有實據

，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解職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理事、監事出缺應於一個月內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

次遞補。無候補理事候補監事遞補，而理事或監事人數超過

全體理事或監事名額三分之二者不予補選。 
第二十三條 本會理事、監事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

計算。前項理事會應於會員代表大會閉幕之日起十五日內召

開之，非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延長。 
第二十四條 本會依事實需要得經理事會議決設置各種專務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 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左： 

(一)議決理事會會務報告，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決算。 
(二)議決各種章則。 
(三)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四)議決理事、監事之解職。 
(五)議決清算及選派清算人。 
(六)議決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處分。 
(七)審定會務業務之年度計畫及預決算並檢討執行成果。 
(八)議決其他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九)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第二十六條 本會理事會之職責如左： 

(一)審定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議決處分不繳納會費之會員。 
(六)聘任或解聘會務工作人員。 
(七)審定會務業務之年度計畫及預算決算並檢討執行成果。 
(八)提報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九)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第二十七條 本會監事會之職責如左：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會務、業務及財務報告。 
(三)審議年度預算決算向理事會提出書面審議意見，並報大

會通過或追認。 
(四)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五)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六)監察本會財務及財產。 
(七)其他依職責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八條 本會理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為指定時，由常務理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九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其他會務工作人員若干人，承理事長之

命，辦理會務，由理事長提報理事會通過任免之，並報主管

機關核備。 
第二十九條之1  本會得經理事會之決議聘請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

任期與本屆理事相同。 
第 三十 條 本會理監事不得兼任本會會務工作人員。 

第五章 會  議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左列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之。 

(一)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其召開日期，由理事會決議

之。 
(二)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集之。 



第三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但因緊急事故，

召集臨時會議時，經送達通知而能適時到會者不受此限制，

並均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指導或監選。 
第三十三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以理事長為主席。 
第三十四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各類事項之決議，應以出席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變更。 
(二)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處分。 
(三)理事及監事之罷免。 
(四)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五)財產之處分。 
(六)團體之解散。 
(七)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三十五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應分別舉行會議，每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三十六條 理事長或常務監事無故不依前條規定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

超

過二個會次者，應解除理事長或常務監事之職務，另行改選。  
第三十七條 理事會監事會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但理事或監事之辭職，應由理事會或監事

會以理事或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行之。 
第三十八條 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

人代理，除公假外連續請假二次，以缺席一次論，如連續缺

席滿二個會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

補。 

第六章 經  費 
第三十九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左：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三萬元。 
(二)常年會費：各會員公會按其所屬會員人數每人每年新台

幣一仟伍佰元計算，於每年三月一日前一次繳納之，其

人數計算依當年當月會員人數為準。 
(三)會員捐助費。 
(四)政府補助。 
(五)其他收入。 



(六)基金及其孳息：基金及孳息應設專戶儲存，非經理事會

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第三十九條之1  本會之經費收入，應依「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之規

定逐年提撥會務發展準備基金，該基金之提撥及運用方

式，由理事會擬定相關辦法並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四十 條 會員如不按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時，應提經理事會決議依左

列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常年會費滿六個月者。 
(二)停權：欠繳常年會費滿九個月，經勸告仍不履行者，不

得參加各種會議及行使理事、監事職權與享受團體內一

切權益。 

前項處分應以書面通知。 
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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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

，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四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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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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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四十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四十四條 本會如興辦事業時，應另立會計，每年送監事會審核後提報

會員代表大會，並分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五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賸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

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技師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四十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實施，修訂時

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