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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年 3月 2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02分 

貳、會議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 901會議室 

參、主席：林理事長月棗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陸、報告事項： 

一、 本會截至本(111)年 3月 1日止，統計一般會員 555人，預備會員 72

人，贊助會員 17人，保留會籍 125人，合計 769人。 

二、 本會訂於本年 3月 7日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

中樓 301會議室辦理「免費健康檢查活動」;另因會員及市府同仁報名

參加本會第 1期免費健康檢查活動非常踴躍，致報名人數已遠超過預

期人數(200人)，本會為持續照顧會員身體健康，預訂於本年 7月辦

理第 2期免費健康檢查活動，並加碼提供 400位免費健檢名額。 

三、 本會預訂於本年 4月 8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01會議室辦理

「硬筆書法」研習，並遴聘本市后里區內埔國民小學教師韓紫綺擔任

講座。 

四、 本會目前開辦之體能及藝文類研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中午  悠樂素描    

晚上 
全方位肌力

訓練 
太極拳 拳擊有氧 

生活瑜珈 韓流 MV~K 

pop MV 有氧 Zumba 

五、 本會自 109年 2月 27日起至 111年 3月 1日止，計收入 108萬 5225

元，支出 99萬 7196元，累計結餘 101萬 2198元，詳如收支明細表(附

件 1)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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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持續運用多元宣傳管道(如資訊中心電子郵件、公訓中心研習前簡報

播放等)吸引更多市府公務同仁加入會員，並請各位理監事及市府機關協

助共同宣傳，讓本會相關資訊能充分傳達給同仁知悉。 

2.本會亦將持續提供各類動靜態課程及會員的福利，並擴大活動辦理區域，

另為讓更多會員受惠，各機關或合署辦公大樓可與本會合辦各類研習或健

檢活動，本會會盡力提供相關協助，俾使各區域會員感受本會的用心與關

懷。 

3.有關報告事項第二點之「免費健康檢查活動」，為兼顧陽明市政大樓會員身

心健康，謝謝賴理事科辰主動擔任陽明市政大樓健檢窗口，並協助借用健

康檢查場地、停車位及提供 220伏特電壓等相關場地及設備事宜。另由本

會行文陽明大樓各機關(單位)，請其提供健檢名冊並送本會統整，以供本

會協助後續接洽醫療機構健檢作業。 

4.其他事項備查。 

 

柒、討論提案： 

    案由一：研議本會 111年度工作計畫(如附件 2)，提請審議。     

說  明︰依本會章程第 13 條及第 16 條規定略以，擬訂年度工作計畫。本

年度工作計畫，預計辦理至少 4 次理監事會議及 1 次會員代表大

會，並開辦研習及參訪等活動，報請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提昇市府同仁參加本會意願，並奬勵市府人事機構踴躍招募或

個人積極推薦同仁加入本會，有關建議會費調整及優惠方案、招

募及推薦新會員奬勵方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會費調整內容及優惠方案說明如下：。 

(一) 依據本會第 5 屆第 6 次理監事會議略以，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及

降低會費收取，以吸引更多公務同仁加入本會，決議不另贈送入

會及常年會員禮品，並研議三個收費方案，提交會員代表大會審

議，茲為兼顧本會長遠運作考量，建議自 111 年起，調整入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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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0元、常年會費為 100元。 

(二) 本會第 5屆第 6次理監事會議研議收費方案如下： 

1.方案一：參照部分直轄市做法，入會費：新臺幣一百元，常年會

費：新臺幣一百元。 

2.方案二：為提升市府公務人員入會意願，不收取入會費，僅收取

常年會費：新臺幣一百元。 

3.方案三：為積極鼓勵市府公務人員入會，在協會財政可支持原則

下，不收取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三) 另擬議優惠方案如下表： 

方案 期間 類別 入會費 常年會費 

優惠方案 

111年 1至 3月 
110年會員 0元 100元 

非 110年會員 0元 100元 

111年 4至 12月 
110年會員 0元 100元 

非 110年會員 100元 100元 

二、招募及推薦新會員奬勵方案如下表： 
適用對象 期 間 基  準 奬  勵 備  註 

人事機構 
111年 3

至 8月 

相較 110年度會員數增加最多前 3名

機關(增加會員數至少需 5位以上) 

500元禮卷 第 1名 

300元禮卷 第 2名 

200元禮卷 第 3名 

個   人 
111年 3

至 8月 

推薦 15人以上新會員(非 110年會員) 500元禮卷 
個人獎勵部

分，僅得領取

最高額度一

份禮卷獎

勵。 

推薦 10位以上新會員(非 110年會員) 300元禮卷 

推薦 5位以上新會員(非 110年會員) 200元禮卷 

     ***補充說明：所列基準，指年度期間內新會員均須完成繳費程序者。 

會場補充說明： 

(一) 有關會費收費方式，本會第 6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建議採方

案二作為收費標準，供會員代表參考。 

(二) 有招募及推薦新會員奬勵方案，本會第 6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建

議，獎勵方案僅僅以人事機構(或人事單位)為獎勵對象，不另行針

對個人獎勵；另為求公平及確實達獎勵效益，建議獎勵基準採多樣

式分組方式(例如：會員增加百分比、入會增加人數或是進步獎

等)；至獎勵額度及分配方式，建議會員代表大會授權由會務人員

研擬詳細作法後，送交理監事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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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於會場建議獎勵方案如下： 

(一) 方案一：收取常年會費 100 元，獎勵對象採分組方式，獎勵額度

以十萬元獎金進行分配，並以人事機構(或人事單位)作為主要獎勵

對象，且授權會務人員研擬詳細作法後，送交理監事會審議。 

(二) 方案二：收取常年會費 100 元，獎勵對象採分組方式，獎勵額度

以四萬元獎金進行分配，並以人事機構(或人事單位)作為主要獎勵

對象，且授權會務人員研擬詳細作法後，送交理監事會審議。 

 

    決  議︰方案一 8票、方案二 17票，本案採多數決，以方案二作為會員收

費及招募新會員奬勵方案，並請會務人員研擬獎勵方案詳細作法

後，送交理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案由三：有關建議修正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章程第 30條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修正對照表如下：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項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臺幣一百元，於會員入會

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臺幣一百元。 

三、 …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臺幣三百元，於會員入會

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臺幣二百元。 

三、… 
第二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數額、繳納方式及

於一定期間相關招募會員優惠方案，應經

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之。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數額及繳納方式，

應經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之。 

    決  議︰依據案由二之決議，第一項刪除入會費 100 元之規定，僅收取常

年會費 100元，餘照下列修正條文通過。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

項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常年會費：新臺幣

一百元。 

二、…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臺幣三百元，於會

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臺幣二百元。 

三、… 

刪除本項第一款「入會

費」規定，第二款至第

七款配合修正為第一

款至第六款。 

第二

項 

前項第一款之數額、繳

納方式及於一定期間相

關招募會員優惠方案，

應經會員或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之。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數額及繳納

方式，應經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之。 

配合第一項第一款刪

除入會費及修正原第

二款及第七款次序規

定，爰刪除本項「第二

款」用詞。 

 

案由四：為使市府各機關學校同仁多瞭解本會，並推廣本會相關研習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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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至市府各機關學校，擬提議各機關學校與本會合辦研習或活動

之合辦方案，提請審議。 

說  明︰合辦方案如下表： 

項目 合辦方案內容 備註 

講座研習 機關學校如與本會合辦研習，由本會補助(分

擔)1小時講座鐘點費(支給上限 2,000元)。 

一、山、海、屯區優先。 

二、開放部分名額供本

會會員參與。 

免費健檢活動 機關如與本會合辦免費健檢活動，由本會接洽

醫療機構健檢事宜，需請機關提供下列協助： 

1、擔任健檢活動當天連絡窗口。 

2、借用健檢場地(含佈置健檢指引)、乳房攝

影車(胸部X光車)停放位置停車場地(含圍

設需用車格)。 

3、提供 220以上伏特電源及桌椅等設備。 

一、合署辦公大樓或報

名人數達 100 人以

上優先。 

二、開放部分名額供本

會會員參加。 

決  議︰照案通過，另為維持本會財務穩健，本會開辦各項課程係建立在      

「使用者付費」、「自給自足」及有專人當聯絡窗口原則下，協會

會盡力提供相關協助，包含講師費用補助或相關事項之聯繫溝

通，期許透過與機關學校合辦研習或健檢活動，讓各區的會員都

能參與受惠。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2時 0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