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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北市自行實施都市更新發展會 

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壹、 時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13：30~19:30 (15:30 船上會議) 

貳、 地點：大稻埕碼頭 船班海盜船 (於大稻埕碼頭售票亭集合) 

參、 報到：理事應到人數 15 人，實到人數 10 人 

監事應到人數 5 人，實到人數 3 人 

列席：白炎君總幹事、洪啟德理事長、柯鎮洋董事長、拱祥生技師、 

吳懿哲技師、梁詩桐技師、邱毅雄技師、范弘芳技師 

詳會議簽到簿 

肆、 主席：林亦郎 理事長                 紀錄：白炎君總幹事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一、 會務記事及近日會務工作報告 (詳附件一 P.6~9) 

二、 109 年 10 月 08 日第三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議決議執行報告(詳附件二

P.10~13) 

三、 財務報表：今年截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財務報表(詳附件三 P.14~34) 

柒、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人：林亦郎  理事長 

案由：審查今年截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歲入歲出決算表、損益表及資產負 

債表，提請審議。 

說明：1.自今年 109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本會經會計師合 

計之收支決算資料，請詳參附件三 P.14~34 之資產負債表、損益 

表、收支決算表等。 

2.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本會資產總計 685,152 元，世華活存 453,742 元 

(收支明細表)。其中尚有 108 年下半年度國外旅遊，參加會員之補 

助金額 326,000 元，尚未由會務發展基金中動支(詳民國 108 年 10 

月 04 日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四)。會計師表示，因 

未提示向主管機關報備公文給他並說明國外旅遊要由會務發展基金 

動支，且 108 年度已向國稅局辦理結算申報並在本年度會員大會也 

通過 108 年工作報告與收支決算數，建議不修正 108 年度財務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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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林亦郎  理事長 

案由：審定新入會會員資格，提請審議。 

說明：1.本會目前有會員人數統計-個人會員 95 名、團體會員 15 家(會員代 

表 30 名)，總計會員人數及會員代表 125 名。 

2.本會 109 年 10 月 08 日至 109 年 12 月 15 日止入會會員及異動名 

冊。茲有沈宗翰、徐勤威、周宏勲、沈賢盛、張中原、吳佳明共計 

6 位個人會員申請入會。 

3.本會會員異動名冊有一筆： 

原會員編號 109 個 102 拱祥生將變更會員編號為 109 個 006。 

4.由於現在已經是 12 月下旬了，本次審定新入會會員所繳常年會費 

是否可算入 110 年度，請議決。 

新入會個人會員：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10 個 016 沈宗翰 
鐵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昌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109 個 023 徐勤威 晨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109 個 026 周宏勲 亞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109 個 033 沈賢盛 盛上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109 個 090 張中原 十大營造有限公司 主任技師 

109 個 102 吳佳明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個人會員更動前：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09 個 102 拱祥生 怡德工程顧問公司 技師 

個人會員更動前：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09 個 006 拱祥生 怡德工程顧問公司 技師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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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人：林亦郎  理事長 

案由：有關少部份會員尚未繳納入會費及 109 等年度常年會費事宜，提請討 

論。 

說明：1.經秘書室發文及電話通知後，仍有少部分會員尚未繳納入會費及 

109 等年度常年會費。 

2.日後入會申請時，須先預繳入會費後，再排審議入會。 

3.依協會章程第九條：「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本會章程、 

本會執行業務準則致生損害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 

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 

會決議予以除名」。故若會員會費一年未繳納擬以警告處分，若會 

費二年未繳納擬以停權處分。 

4.依協會章程第十一條：「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但應於三個月前預告」。故會員若有需要，可依章程第十一條規定 

提出退會，但不退入會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各委員會 

案由：各委員會組織簡則修訂，提請審議。 

說明：1.為配合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修正(詳附件四 P.35~39)，各 

委員會之組織簡則第一條應修訂為：「本簡則依社團法人臺北市自 

行實施都市更新發展協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訂定。」 

2.為統一各委員會組織簡則，法規、工程技術、公關及福利等委員會 

組織簡則第十二條應修訂為：「本委員會會議，每季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必要時由主任委員隨時召開之。」 

3.社區輔導委員會因發展作業需要，須建立社區都市更新輔導(整合階 

段)控管系統，以及考量後續都市更新輔導之長遠發展，本委員會 

組織簡則第五條建請修訂為：「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乙人、副主任 

委員二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選聘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林亦郎  理事長 

案由：各委員會正副主委名單，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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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提送各委員會正副主委名單，敬請審議。 

2.為配合會務需要，109 年 10 月 08 日第三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已 

先指派各委員會之輔導理事，是否指派輔導監事，請監事會議决。 

各委員會 輔導理事 主委 副主委 

社區輔導委員會 黃金生 梁晉蓮 陳名正、陳淑娟 

工程技術委員會 張清淼 蘇模原 周宏勲 

法規委員會 胡仁發 莫詒文 周子劍 

公關及福利委員會 潘文昇 邱毅雄 范弘芳 

危老專案輔導委員會 陳玫英 拱祥生 吳懿哲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人：王貞云 副理事長 

案由：因應危老重建之未來需求，持續辦理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回訓課

程，提請審議。 

說明：為擴大都市更新服務範圍及因應危老重建之未來需求，持續辦理台北

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回訓課程，協助輔導全國各縣市社區發展都市更新

及危老重建業務，以下為預計開課日期。。 

110 年第一梯次 03/27 (六)、03/28(日) 

110 年第二梯次 06/26 (六)、06/27(日) 

110 年第三梯次 09/25 (六)、09/26(日) 

110 年第四梯次 12/18 (六)、12/19(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人：林亦郎  理事長 

案由：擬舉辦 110 年度春酒或郊遊，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疫情變化，是否舉辦 110 年度春酒或郊遊，亦是否與第三屆第三 

次理監事聯席會一併辦理，請公關及福利委員會討論後，再由常務理 

監事會議決。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人：林亦郎  理事長 

案由：110 年度會員聯誼活動之費用及大額設備採買購置，在考量不影響財 

務報表損益情形下擬動支會務發展基金，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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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10 年會員聯誼活動之費用(包含聯誼餐費及活動費等)及大額設備採 

買購置，依實際所支付之金額，在考量不影響財務報表損益情形下擬 

動支會務發展基金。 

決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