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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4:00 

貳、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dyf-xhek-qnz 

參、主席：古理事長宜靈 

肆、出席人員：本會理事、監事等 

伍、會議內容：如下說明 

陸、會議結束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5：00 

 

一、報告案 

第一案：本會出席有關重要會議事宜。 

說 明：本會派員積極出席重要會議，如未來各縣市政府、機關團體舉辦相

關會議，將踴躍出席參加增加能見度。 

 

第二案:有關推薦專家學者委員，拓展外部專業能見度事宜。 

說 明: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請本會推薦第 14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本會推薦許君薇技師擔任

該會委員。 

2.未來各縣市政府相關委員會若請本會推薦委員，將再積極爭取。 

 

第三案:有關都市計劃學會與本會年度定期舉辦交流論壇事宜。 

說 明:1.經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決議辦理，第四屆產學論壇主題引介明

日城市為題，訂出計畫與願景兩個主軸，討論「國土計畫推動面

臨的挑戰」及「科技躍進下的空間規劃挑戰」，為本次論壇方向。 

2.論壇日期為 110 年 9 月 24 日假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舉辦，論

壇方式朝向縮編或以線上直播方式舉辦以利進行。 

 

第四案：本年度產官學聯誼活動舉辦事宜。 

說  明：1.依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書及第六屆第 2次理監事會決議原訂於

110 年 6月 6日下午舉辦綜合球類聯誼活動，晚上舉辦聯誼餐敘，

考量疫情因素影響，初步順延至 8月 21 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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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考量疫情仍不穩定，本會經討論建議暫時延期舉辦(延至 11月

底或 12月初)，後續由本會秘書長、會務人員協助聯繫。 

第五案：有關學術委員會研議「都市計畫技師專業倫理」事宜。 

說  明：有關上述「都市計畫技師專業倫理」研議部分(詳附件一)，已於

110 年 5 月 14 日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報告說明，並於 110 年 8

月 10 日與李家儂顧問共同研商，後續待修訂完成，先於會員代表

大會報告說明，再行週知會員朋友。 

 

第六案：有關法規暨法益委員會研議「都市計畫圖記頁」事宜。 

說  明：有關上述「都市計畫圖記頁」研議部分(詳附件二)，已於 110年 5

月 14日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報告說明，並於 110年 7月 13日透

過法規暨法益委員會群組共同研商，待修訂完成後，先於會員代表

大會報告說明，再行週知會員朋友。 

 

第七案:第 16屆全國規劃所聯展，本會協助辦理評圖授獎事宜。 

說  明: 本年度全國規劃系所聯展已於 5 月 15 日假逢甲大學舉辦完成，計

有 10系所、26組學生組參與評圖，經評審委員會(屈恩璽理事擔任

召集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技正陳富義科長及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曾文成總經理擔任評審)評選後，選出 6 組佳作，頒發佳作

獎狀及 3組特優獎，另為肯定學生表現，增頒 3組優等獎。本年度

競賽組成績如下: 

特優獎，共 3 組 

◼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旗津懷舊長照社區 

◼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碧水清圳映文化新店趣遊現風華－碧潭及瑠公圳

周邊地區規劃案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班，溫蘊樂居-台北市大

同區草埔仔微型都市計畫產學合作計畫 

優等獎，共 3 組 

◼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左鎮龍崎士-騎出你的生活態度 

◼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溯洄－流憶 

◼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TheMissingPuzzle 

佳作獎，共 6 組 

◼ 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互聯驅動之都 

◼ 國立金門大學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新訂金門特定區(浯江溪周邊地區)

主要計畫及部分地區細部計畫(含都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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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情投醫合駁日醫商境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都更 x 社造如何可能?巷弄經濟－中南

街區再生發展計畫 

◼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計設計系，黎黎源上草-黎明重劃生態社區降溫

示 

◼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新北市溪北邊陲地區空間減災規劃－五股

都市計畫為例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會會員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高

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提供所屬會員名冊、會員人數及辦理會費

繳納事宜。 

說  明:1.依本會章程第 39條第 1項第 2款，本會常年會費由各會員公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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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會員公會已於 110 年 7 月底前提供今年度所屬會員名冊及人數

至本會(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103人、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

會 128 人、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13 人)，並依人數計算繳納

會費完成，共計 366,000元。 

3.另 110年度會員代表大會依章程第 10條規定計算會員代表人數，

依前述各會員公會提供之會員人數計算，各公會會員已提供會員

代表清冊(詳附件三)，以利本年度會員大會舉辦；會員代表人數

計 39位。 

決  議：1.照案通過。 

2.相關會員代表名冊造冊並提報內政部、公共工程委員會備查。 

 

提案二：提請議決民國 110年 1月 1日至 7月 31日本會「基金收支表」、「現

金出納表」、「基金及餘絀變動表」、「收支餘絀表」、「資產負債表」(詳

附件四～八)。 

說  明：經委任計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迎新會計師辦理本公會 109 年度 1

月 1日至 7月 31日帳務處理事務，已協助完成本會「基金收支表」

(詳附件四)、「現金出納表」(詳附件五)、「基金及餘絀變動表」(詳

附件六)、「收支餘絀表」(詳附件七)、「資產負債表」(詳附件八)

等，完成相關表單列為本次討論案提請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請相關人員簽名或蓋章後，於會員大會提請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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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有關本年度會員大會召開日期及相關事宜。 

說  明：1.依本會章程第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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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會員代表大會除報告會務運作情形外，依第六屆第二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決議，有關 109年度決算已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於本

次會員大會提案檢視 110年度預算及工作計畫書，並追認 109年

度決算。 

3.另於本次會員大會提請討論 111年度預算(詳附件九)及工作計畫

書(詳附件十)等，先提本次理監事會確認。 

4.依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為強化本會對外運作、會

務推展及執行效率，並與三公會縱向運作協調，提案修正本會章

程第十六條條文內容，應於本年度會員大會提案討論決議通過

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5.有關學術委員研議「都市計畫技師專業倫理」，已於第六屆第三

次理監事會討論研議，並於 110 年 8 月 10 日與李家儂顧問共同

研商，後續待修訂完成，將公告會員週知。 

6.依本會本年度預定工作計畫，擬於 110年 10月 16日(星期六)召

開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地點預定於崇友文教基

金會（地址：台北市 100 公園路 30號 10 樓 A室）舉行，議程如

附件(詳附件十一)，提請討論確認。 

決  議：1.照案通過。 

2.有關 111年度預算及工作計畫書，請相關人員簽名或蓋章後，於

會員大會提請追認。 

3.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同意於 110年 10月 16日假崇友

文教基金會(臺北市公園路 30號 10樓 A 室)舉行。 

 

三、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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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都市計畫技師專業倫理 

都市計畫技師執業與會員倫理規範 

110年 8月 25日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前 言  
都市計畫技師為促進國土利用及發展有關空間計畫規劃設計技術與品質之提昇，應基於自

律自覺，實踐都市計畫技師會員自治，維護會員職業尊嚴與榮譽，爰訂定本倫理規範。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倫理規範係基於會員執業業務必須自律自覺而訂定之。 

第二條  執行職務，應遵守法律及規劃準則規範，並維護本倫理規範，如有違背

應負其責。 

第三條  會員應共同維護都市計畫技師職業尊嚴及榮譽。 

第四條  會員應重視職務之自主與獨立。 

第五條  會員應精研都市計畫相關法規、規劃準則、規範及作業要點之專業知識，

吸收時代新知，提昇規劃服務品質。 

執業業務層面涉及其他專業領域，應予以尊重並充分交流合作。 

第六條  會員應體認都市計畫技師公共職務，於執行職務時，應兼顧當事人合法

權益及公共利益。 

第七條  會員執行職務，應基於誠信、公平、理性、專業及良知，不得有矇蔽欺

罔之行為，亦不得偽造變造證據，教唆偽證或其他刻意阻礙真實發現之

行為。 

第八條  會員對於本公會就倫理風紀事項之查詢應據實答覆。 

第二章 紀  律 
第九條  會員應謹言慎行，端正社會風氣，作為社會之表率。 

第十條  會員不因業務之爭取而忽視工程品質與安全之維護。 

第十一條  會員不得以誇大不實之宣傳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 

第十二條  會員不得有損都市計畫技師尊嚴與信譽之方法受理業務。 

第十三條  會員間應彼此尊重，不得相互詆譭、中傷，亦不得教唆第三者為之。 

第十四條  會員不得以關說事件或招攬業務之目的，與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為不正

當之利益往返。 

第十五條  會員應依各自執業之調查分析、規劃設計、計畫評估、審議辯護領域親

自負責簽證並督導助理或協助人員不得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 

第十六條  會員不得將技師證書、執業執照、會員章證或標幟以任何方式提供其他

個人或法人使用；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會員不得以受當事人指示為由，為違反本倫理規範之行為。 

第十八條  會員受聘於機構離職時，不應將原機構承辦之案件帶離。 

第十九條  公會理事、監事或各委員會委員不得藉參與公會業務運作之方便，私自

承接政府機關或民間委託鑑定、研究或審查等有報酬案件。 

第三章 委任關係 
第二十條  會員應協助政府機關維護都市規劃之品質及安全，並與政府機關共負提

昇都市規劃技術與品質之責任。 

第二十一條  會員承辦法院委託或民間仲裁機構相關爭訟案件，應依勘查與鑑定事實

陳述，並不得自爭訟關係人另行收取其他報酬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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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會員對於政府機關指定鑑定、審查或研究等案件，應秉持學理與實務進

行委託案件真實之報告結論。 

第二十三條  會員應維護委任人之合法權益，對於受任事件之處理，不得無故延宕，

並應適時告知受委任人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 

第二十四條  會員不得故意曲解法令、技術標準與規範或為欺罔之告知，致誤導委任

人為不正確之期待或判斷。 

第二十五條  會員執行職務時，如發現不符合法令、技術標準與規範事宜時，應據實

告知委任人。 

第二十六條  會員不得接受委任依法令禁止之案件。 

第二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會員應終止與委任人間之委任關係： 

一、 會員依其情況明知繼續受任將導致違反本規範者。 

二、 會員若因本身專業技術或身心狀況使其難以有效執行職務者。 

三、 會員終止與委任人間之委任關係時，應採取合理步驟，以防止委任

人之權益遭受損害。 

第二十八條  會員對於受委任案件內容應嚴守秘密，不得洩露。但委任人具犯罪意圖

及計劃或犯罪行為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會員對於受任案件代領、代收之款項或憑證，應即時交付委任人；對於

委任人提供之物品或文件，應依約定於案件完畢後返還。 

第三十條  會員應對於委任人明示其酬金。 

第三十一條  會員不得將受任之案件直接受讓與「第三人」經辦，獲取金錢利益。 

第四章 會員與公會 
第三十二條  會員應遵守所屬公會之章程及相關規定。 

第三十三條  會員知悉其他同業有違反倫理規範之具體事證，除負有保密義務者外，

宜報告所屬公會或本公會。 

第三十四條  會員不得以不正當之方法妨礙其他會員受委任案件，或使委任人終止對

其他會員之委任。 

第三十五條  會員間若有民事爭議或告訴乃論事件，可向所屬公會或本公會先行請求

調處。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會員違反本倫理規範，由本公會審議，交會員所屬公會依公告、勸告、

警告、轉主管機關等方式處理。 

第三十七條  本規範經本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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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都市計畫圖記頁 

 
 

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執行單位)辦理之○○○○○○○○○○○○○案

(計畫名稱)，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

項數據理性預測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就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

合考量，完成計畫書圖內容、相關會議紀錄等編制，且依規定製作工作底

稿備查。惟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等）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等）完成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確定，所有內容

應以最終審定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號 
 

技師公會名稱： 公會會員證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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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員代表名冊 

110 年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會員代表名單(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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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會員代表名單(1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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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會員代表名單(6 位) 

 



 附-7 

附件四  基金收支表 

 



 附-8 

附件五  現金出納表 

 



 附-9 

附件六  基金及餘絀變動表 

 



 附-10 

附件七  收支餘絀表 

 



 附-11 

附件八  資產負債表 

 



 附-12 

附件九  111年度預算 

 



 附-13 

附件十  111年度工作計畫書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年度工作計畫書 

自 111年 1 月至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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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第六次理監

事聯席會)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提案事宜

(包含 109年度決算) 

預計 2月中旬

舉辦 

理監事會 於台北舉辦 
(依本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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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第七次理監

事聯席會)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提案事宜 

預計 5月舉辦 理監事會 擬配合年度聯
誼活動舉辦 

3. 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六屆第八次理監

事聯席會)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提案事宜

(包含會員代表大會召

開日期及確認會員代表

名單) 

預計 8月舉辦 理監事會 會員代表名單
提報內政部，
以利會員大會
召開 

4. 召開理監事會議 

(第六屆第九次理監

事聯席會)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討論及議決提案事宜

(含 112 年度預算及工

作計畫書) 

預計於 10 月

舉辦 

理監事會 配合會員代表
大會召開 

5.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第六屆第三次) 

1.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2.追認 110年度決算 

3.追認 111 年度預算及工

作計畫書 

預計於 10 月

舉辦 

第六屆第三

次會員代表

大會 

年度會員大會
報告 

6. 舉辦年度都市計畫

產官學聯誼活動 

邀請產官學界同好與三大

公會會員朋友，共同舉辦

聯誼活動 

預計 5月舉辦 理監事會、

公共關係委

員會、福利

委員會 

預計於第六屆
第六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討論
舉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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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6

月，視規劃系

所聯展時間

舉辦 

理監事會、

學術委員會 

預計於第六屆
第六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討論
執行內容 

8. 舉辦「第五屆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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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 8、9

月舉辦 

理監事會、

學術委員會 

與中華民國都
市計劃學會共
同主辦。預計
於第六屆第七
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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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5 

附件十一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議程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議程 

一、時間：110年 10月 16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二、地點：台北市 100公園路 30號 10樓 A室(暫訂) 

三、議程： 

時間 地點 議程 備註 

09:50~10:00 

會議室 

會員代表報到  

10:00~11:30 
第六屆第二次 

會員代表大會 

包括： 

#會務報告(含工作報告、收支報告) 

#提案追認 110年度工作計畫書/預算 

#提案追認 109年度決算 

#提案討論 111年度工作計畫書 

#提案討論 111年度預算 

11:30 ~  會員代表散會  

11:30~12:30 
第六屆第五次 

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報告 

#提案討論 

12:30 ~  理、監事散會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4:00 

貳、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dyf-xhek-qnz 

參、主席：古宜靈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理事人數 9位，實到 8 位，1位請假 

監事人數 3位，實到 2位，1位請假 

出列席單位 職稱 姓名/代號 出席情形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古宜靈 

Yiling Ku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孫明為 

Morris Sun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羅文貞 

羅文貞 CECI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簡文彥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高宏軒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屈恩璽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林啟賢 請假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黃隆仁 

Ronny Huang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理事 張貴財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監事 許君薇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監事 
古昌杰 

11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監事 黃宏順 請假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4:00 

貳、視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dyf-xhek-qnz 

參、主席：古宜靈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理事人數 9位，實到 8 位，1位請假 

監事人數 3位，實到 2位，1位請假 

出列席單位 職稱 姓名 出席情形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榮譽理事 王翠霙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秘書長 高立新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副秘書長 
施孟亨 

Shih Meng-Heng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秘書 陳台智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候補理事 
蔡翼如 

Yi-ju Tsai 
出席 

都計全國聯合會第六屆 候補理事 謝長潤 出席 

列席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