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108 年第四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日期：108年 11月 13日(W三) 下午 18：00                 記錄：曾威錡  總幹事 

地點：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放射線科會議室 

主席：劉秋霞 理事長 

出席：林智慧、徐世美、劉世清、趙慶勇、徐嘉偉、傅裕鴻、陳麗萍、彭逸仙(以上職

稱敬略) 。 

列席：劉岳倫(以上職稱敬略)。 

請假：魏毓芬、郭俊良、魏嘉妤(以上職稱敬略)。 

壹、 上期會議追蹤事項:無 

貳、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1. 因理事 魏嘉妤職務轉調之故，將於 12月退出新竹市公會，依公會章程將

由後補理事 劉岳倫接任。感謝魏嘉妤的付出，並獻上祝福。 

2. 本會第 7屆第 2次會員大會將在 12月 28日於卡爾登飯店舉行，繼續教育

課程與會員大會各項行程請參見邀請函(附件一)。公文的部分也會在近期

內寄出給各機關。當天相關的細節留待討論事項。 

3. 本會特約商店目前有卡爾登但期限已過待新簽約後上傳全聯會，也再次請

各理監事若有理想商家也請回報讓總幹事負責簽約事宜。 

4. 全聯會理監事改選結果出爐，本公會由徐世美當選理事，劉盛璟當選監事。 

5. 檢視與修訂公會章程，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二。 



二、 總幹事報告： 

1. 108年度八、九、十月份收支明細，詳細內容請參照附件三。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半年繳之常年會費，已全數繳交完成。 

3. 轉知提醒各會員，請務必自行至全聯會官網完成加入會員或異動的各項流 

   程，以避免日後無法報名參加全聯會舉辦的活動。 

參、 討論事項： 

一. 會員退會時是否仍需依比例退還常年會費？ 

說明：歷年的退會會員皆循慣例依比例退還常年會費，但發現與本公會章程規

定不符，且經總幹事詢問各公會作法時，發現已無公會退還常年會費。 

     決議：經理監事討論結果，全數通過應遵造本會章程之規定，即日起將不再退還 

           常年會費。 

二. 會員大會手冊可否改成網路版？ 

說明：以往在會員大會時皆需印製手冊給會員，但領取的會員少之又少，又或者

在結束後隨意丟棄，常常造成會場髒亂。公會在儲存和丟棄間造成困擾，參照別

公會作法將手冊改成網路版，請需要的會員掃 QR cord。 

     決議：經理監事舉手表決為 10位，結果為全數通過上述之討論；但於會員大會當 

           日還是會準備 10本手冊，以供會員需要領取。 

三.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是否仍需收花籃、禮金？回送伴手禮？ 

     決議：經理監事舉手表決為不收花籃者 10位、不收禮金者 0位、不送伴手禮者 5 

           位。結果為不再收取花籃；維持收取各贊助禮金；伴手禮部份基於各公會 



           有好禮數上，應回送伴手禮。 

四.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貴賓邀請名單除市政府社會處、衛生局、全聯會、學

會、各縣市公會外，還須邀請其它單位之貴賓呢﹖ 

     決議：經理監事討論結果因元培放射系地緣關係且與本會在地關係密切，因此應 

           邀請元培放射系主任參與本次會員大會活動。 

五.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各理監事工作分配 

決議： 報到(收委託書) 3 名：陳麗萍、徐嘉偉、趙慶勇。 

            接待 3 名：徐世美、林智慧、魏毓芬。 

            接送：高鐵 1名：郭俊良。 

                  台鐵 1名：傅裕鴻。 

            司儀 1 名：劉世清。 

            機動 1 名：劉岳倫。 

       

肆、 臨時動議： 

一、 上期開會決議參加會員大會之會員發放禮卷，但因 SOGO禮卷改版，禮卷使   

用方式更改之緣故，無法直接發放每人 500元。討論是否發放電影票兩張或

超商禮卷代替原禮卷﹖ 

     決議：經理監事舉手表決為電影票者 3位、超商禮卷者 7位。結果為發放超商禮 

           卷代替原方案，且使用 7-11超商禮卷。 

二、 若夫妻皆為本會會員且有 12歲以下的小孩，是否可以帶小孩一起來參加會

員大會呢﹖ 

     決議：經理監事舉手表決為 10位，結果為全數通過上述之討論。 

 

伍、 散會時間：下午 19 時 30分。 

 

 



 

附件一 

謹訂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假卡爾登大飯店舉辦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研討會。 

恭   請  

蒞臨指教 

      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理事長 劉 秋 霞 

                               暨全體理監事 

醫 事 放 射 師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內   容 講師 

13:00〜13:20 

卡爾登大飯店 

B1F-麗池廳 

 

(新竹市北大

路 225號) 

會 員 報 到 

13:20〜15:00 

-醫事法規- 

放射師之勞工保險相關法令 

與福利資訊 

何雅珺專員 

15:00〜15:50 
-醫事專業- 

醫事放射師人因危害經驗分享 
曾世瑋放射師 

15:50〜16:40 

-醫事專業- 

探討放射師醫療品質改善之降低

四肢 X光影像品質缺失率 

劉世清放射師 

16:40〜17:30 
-醫事專業- 

淺談醫事放射師之實證醫學 
林智晴放射師 

17:30〜18:30 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劉秋霞理事長 

18:30〜21:00 
卡爾登大飯店 

3F-巴黎廳 
聯誼餐會 全體會員 

 

             聯絡人:曾威錡 總幹事   本會電話:03-6889595轉 2236   

敬邀 



附件二 

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 

1、 中華民國89年9月9日經本會成立大會通過制定公布全文37條，並經新竹市政府社會局於89年10月4日以八九府字第七零二五四號函核准備查後公布

施行。 

2、 中華民國108年12月28日經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1、2、6、7、10、11、16、19、20、23、28、31條條文。 

 

章條號次 條文內容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會名稱為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譯名為 Hsinchu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簡稱 HCART)。 

第 2 條 本章程依人民團體法及醫事放射師法令訂定之。 

第 3 條 本會以新竹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新竹市境內。倘鄰近縣市無醫事

放射師公會之醫事放射師，可同意合併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 4 條 本會以團結本市醫事放射師，增進專業知能、服務社會、維護會員權益、提升

專業地位為宗旨。 

第二章    任務 

第 5 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會員執業指導、調查及統計。 

二、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 

三、醫事放射專業研究與發展。 

四、增進國人健康及輻射安全。 

五、接受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諮詢。 

六、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 6 條 凡領有醫事放射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師業務者，或所屬執業

區域內無醫事放射師公會者均符合申請會員資格。 

會員入會時，須填寫入會申請書，附繳證件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繳納會費後始得

為本會會員。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者，仍可繼續加入本會。 

第 7 條 

 

會員入會應履行下列手續： 

一、填具入會申請書及相關書表。 

二、繳驗醫事放射師（士）證書影本。 

三、其他依本會入會須知所定應繳交之文件。 

四、初次入會者，應繳納入會費。 

第 7 條 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 醫事放射師法第六條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射師或撤銷其醫事放射師證書 

者。 

二、 醫事放射師法第八條規定，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及撤銷執業執照者。 

三、 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8 條 會員於異動時未即時辦理手續，則以辦理日期收取或退還該會員之常年會費，

申請證明文件時亦同。 

第 9 條 會員無正當理由不得退會，但遷出本組織區域執業者不在此限。 

第 10 條 本會會員應有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醫事放射師法、相關法令及倫理規範。 



二、 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之義務。 

三、 繳納會費之義務。 

四、 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之義務。 

第 11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之行為者，經理事會決議，得予以警告

或停權處分三個月至二年；其行為嚴重危害本會會譽者，經理事會決議，得建

請會員大會予以除名處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會員資格，應自行退會，本會亦得令其退會： 

一、 依醫事放射師法之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射師者。 

二、 醫事放射師之執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 

三、 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四、 會員若無正當理由欠繳常年會費二年，且經催告仍未繳者。 

第 11 條 

 

第 11-1

條 

會員若常年會費達二年未繳，經催告仍未繳時，其會籍自動喪失，並通知市衛

生局。 

期限內未繳納常年會費者，經理事會決議依下列程序處分： 

一、勸告：未依常年會費繳納日期規定繳納之會員或欠繳會費滿 6個月者。 

二、停權：未補足第 31 條應繳之會費或欠繳會費滿 9 個月，經勸告仍不履行

者，其會員，不得參加各種會議並不得當選理事、監事及享受團體內一切權

利。 

三、新年度開始時該停權者，須先繳納所欠之常年會費後，仍需繳納當年度之

常年會費。 

四、退會會員應繳清欠款、或尚未繳納之會費，否則不給予退會證明。 

五、會員申請執業登記、執照更新時，應先繳清欠款、或尚未繳納之會費，否

則不給予在會證明。 

第 12 條 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其及罷免權等權利。 

但對於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只有發言權之權利。 

有下列行為者，禁止次屆被選舉權：  

一、 未完成前屆理事、監事職務任期者。 

二、 前屆理事、監事職務任期中，會議出席率未達 70%。 

第 13 條 會員因事不能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本會會員代理，但一人僅能接受

一會員委託，其委託人數不超過出席人數之半數。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第 14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監事

會為監察機構。 

第 15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複決理事之決議。 

四、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數額與方式。 

五、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七、議決財產之處分。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 16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候選人參考名單

由理事會提出並印入選票，會員亦可提名本會會員為候選人，於會員大會以無

記名連記法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當選理事、監事及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

抽籤定之。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之。經遞補



後，如理事、監事人數未達章程所定名額三分之二時，應補選足額。 

第 17 條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

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

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

務理事互選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由理事會補選之，任期以補足前任

期為限。 

第 18 條 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監事

互選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期為限。 

第 19 條 本會設總幹事一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並報備主管機關後聘任之。總

幹事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會務，任期與理事會相同。總幹事不得由本會該屆理

事、監事出任。 

總幹事給予工作津貼，並編入年度預算。津貼變更得依理、監事會議決議之。 

第 20 條 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三、審定會員資格。 

四、決議處分不繳納會費會員。 

五、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六、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七、聘免工作人員。 

八、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九、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務。 

第 21 條 常務理事職權如下： 

一、協助理事長執行理事會議決案。 

二、策劃及推行會務。 

第 22 條 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由監事會提出之糾正事項。 

三、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報告。 

四、選舉或罷免監事、常務理事。 

五、議決監事、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23 條 理事、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長、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 24 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 25 條 本會經理事會議決得聘請顧問若干名以備諮詢，為無給職，其聘期與理監事任

期相同。 

第 26 條 本會依事實需要得設各種小組，其組織簡則另訂之。 

第五章    會議 



第 27 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均經理事會決議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

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集之。 

第 28 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多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合併。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29 條 本會理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

會議或臨時會議。理事會議由理事長擔任主席；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擔任主

席。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

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 30 條 本會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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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連續缺席二個會次或無故缺席二個會次者，視

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 31 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一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三仟六佰元。 

    會費繳費日期：每年二月一日起至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中途入會者，按入會日依常年會費比例計算。 

    當月 15日(含)前入會，收當月至同年十二月會費。 

    當月 15日後入會，收次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 32 條 前條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款，於會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退還。 

第 33 條 本會之預算、決算每年年度開始前一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報告書，送監事

會審查後提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34 條 本會會計年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 35 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 

第七章    附則 

第 36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37 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修訂章則條文對照表 

修訂章則 現行章則 說      明 

第 1 條本會名稱為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

本會﹞，英文譯名為 Hsinchu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簡稱 HCART)。 

第 1 條本會名稱為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

簡稱本會﹞ 

新增 

英文譯名為 Hsinchu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簡稱 HCART)。 

第 2 條：本章程依人民團體法及醫事放射師法令訂定

之。 

第 2 條：本章程依人團法及醫事放射師法令訂定

之。 

將法條名稱清楚表達之。 

第 6 條：凡領有醫事放射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

行醫事放射師業務者，均符合申請會員資格並應加入

本會，始得執業。會員入會時，須填寫入會申請書，

附繳證件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繳納會費後始得為本會會

員。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者，仍可繼續加入

本會。 

第 6 條：凡領有醫事放射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

內執行醫事放射師業務者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

始得執業。會員入會時，須填寫入會申請書，附

繳證件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繳納會費後始得為本會

會員。 

刪除會員入會時，須填寫入會申請

書，附繳證件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繳納

會費後始得為本會會員。 

新增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

者，仍可繼續加入本會。 

 

第 7 條 

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 醫事放射師法第六條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

射師或撤銷其醫事放射師證書 者。 

二、 醫事放射師法第八條規定，不得發給執業執

照及撤銷執業執照者。 

三、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刪除 

第 7 條：會員入會應履行下列手續： 

一、填具入會申請書及相關書表。 

二、繳驗醫事放射師（士）證書。 

三、其他依本會入會須知所定應繳交之文件。 

四、初次入會者，應繳納入會費。 

無。 新增 

詳述會員入會該準備所需資料。 

 

第 10條：本會會員應有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醫事放射師法、相關法令及倫理規範。 

二、 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之義務。 

三、 繳納會費之義務。 

四、 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之義務。 

第 10 條：會員違反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經理事

會之議決得停權處分三個月至二年。 

 

詳述會員義務。 

第 11 條：會員有違反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之

行為者，經理事會決議，得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三個

月至二年；其行為嚴重危害本會會譽者，經理事會決

議，得建請會員大會予以除名處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會員資格，應自行退

會，本會亦得令其退會： 

一、 依醫事放射師法之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射師

者。 

二、 醫事放射師之執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 

三、 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11 條 

會員若常年會費達二年未繳，經催告仍未繳時，

其會籍自動喪失，並通知市衛生局。 

 

詳述會員處分。 

第 11-1 條期限內未繳納常年會費者，經理事會決議

依下列程序處分： 

一、勸告：未依常年會費繳納日期規定繳納之會員或

欠繳會費滿 6個月者。 

二、停權：未補足第 31 條應繳之會費或欠繳會費滿 

9 個月，經勸告仍不履行者，其會員，不得參加各種

會議並不得當選理事、監事及享受團體內一切權利。 

三、新年度開始時該停權者，須先繳納所欠之常年會

費後，仍需繳納當年度之常年會費。 

四、退會會員應繳清欠款、或尚未繳納之會費，否則

不給予退會證明。 

五、會員申請執業登記、執照更新時，應先繳清欠

款、或尚未繳納之會費，否則不給予在會證明。 

無。 新增詳述會員處分。 

第 12 條：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

權其及罷免權等權力。 

但對於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只有發言

權之權利。 

有下列行為者，禁止次屆被選舉權：  

一、 未完成前屆理事、監事職務任期者。 

二、 前屆理事、監事職務任期中，會議出席率未達

第 12 條：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其及罷免權等權力。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議決、按期繳納會費及其

他依法應盡之義務。 

會員遵守之義務以如第 10 條重複，故

刪除。 

並明訂會員所有權力。 



70%。 

第 16 條本會置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三

人、候補監事一人，候選人參考名單由理事會提出並

印入選票，會員亦可提名本會會員為候選人，於會員

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監

事會。當選理事、監事及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名

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遇理

事、監事出缺時，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

之。經遞補後，如理事、監事人數未達章程所定名額

三分之二時，應補選足額。 

第 16 條本會置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三

人、候補監事一人，候選人參考名單由理事會提

出並印入選票，會員亦可提名本會會員為候選

人，於會員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並分別

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當選理事、監事及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名次，

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遇理

事、監事出缺時，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

補之。 

經遞補後，如理事、監事人數未達章

程所定名額三分之二時，應補選足

額。 

第 18 條：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監察

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

之，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選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任期以補足

前任期為限。 

第 18 條：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監

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

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選一人代理之。 

比照常務理事缺額辦法，需於一個月

內補選之。 

第 19 條：本會設總幹事一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

會通過並報備主管機關後聘任之。總幹事承理事長之

命處理會務，任期與理事會相同。總幹事不得由本會

該屆理事、監事出任。 

總幹事給予工作津貼，並編入年度預算。津貼變更得

依理、監事會議決議之。 

第 19 條：本會設總幹事一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

事會通過並報備主管機關後聘任之。總幹事承理

事長之命處理會務，任期與理事會相同。總幹事

不得由本會該屆理事、監事出任。 

明訂總幹事工作津貼。 

第 20 條：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三、審定會員資格。 

四、決議處分不繳納會費會員。 

五、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六、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七、聘免工作人員。 

八、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九、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務。 

第 20 條：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務。 

新增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

職。 

決議處分不繳納會費會員。 

第 22 條：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由監事會提出之糾正事項。 

三、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報告。 

四、選舉或罷免監事、常務理事。 

五、議決監事、常務監事之辭職。 

六、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22 條：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由監事會提出之糾正事項。 

三、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報

告。 

四、選舉或罷免監事、常務理事。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新增 

議決監事、常務監事之辭職。 

 

第 23 條：理事、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長、理事、監事

均為無給職。 

第 23 條：理事、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連任

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長、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將理監事連選門檻移除。 

第 24 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

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 24 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

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點加”或”。 

第 28 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過半數或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合併。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28 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人數過半數或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

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新增團體合併需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 

第 31 條：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一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三仟六佰元。 

    會費繳費日期：每年二月一日起至同年三月三十

第 31 條：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一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

納。 

二、常年會費：三仟六佰元。 

明確註明為新台幣。 

詳述常年會費收費標準  



一日止。 

    中途入會者，按入會日依常年會費比例計算。 

    當月 15日(含)前入會，收當月至同年十二月會

費。 

    當月 15日後入會，收次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會

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 32 條：前條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款，

於會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退還。 

第 32 條：前條會員入會費及會員捐款，於會員退

會時均不得請求退還。 

目前已無工會退還常年會費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