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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 

壹、時間： 108年 11月 9日(星期六) 13時 00分 

貳、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社館大學 B1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參、出席人員：                                          

應出席人數：984人，實際出席：586人(含委託 260人)，請假 398人 

肆、列席人員：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邱惠慈處長；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前食品組潘

志寬組長；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講座顏國欽教授；食力

foodNEXT 傳媒童儀展總編輯；CAS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楊聰賢

副執行長；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鄭揚凱理事長；中華肉品協會陳曉峰

理事長；中華民國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周子良理事長；桃園市餐盒

食品商業同業公會鄧秀蘭理事長；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石立欽理事長；

台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蔡萬財理事長；靜宜大學王俊權副校長；弘光科技

大學民生創新學院林麗雲院長；大葉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李世傑系

主任；全國家長會校園食安主委孫文昌；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任志正協理；國立陽明大學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楊登傑特聘教授

兼所長；大聯合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本會黃美娜顧問；社團法人中華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董晃銘、黃士禮。 

伍、主席：第八屆陳元科 理事長                            記錄：王心枚 

陸、主席致詞：略 

柒、來賓致詞：略 

捌、財務報告：如附件資料 

玖、工作報告：如簡報資料  

壹拾、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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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提案者：秘書處 

案由：有關協會組織章程變更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上開組織章程變更經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提請討論。 

辦法：如獲大會通過，送內政部備查(檢附修改組織章程修改說明表)。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無)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
圍由理事會定之。 

原第九項改為第二款，避免法
律解讀之疑慮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
理事會定之。 

(刪除)  

第十八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5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
就常務理事中選舉兩人為副理
事長、一人為理事長。 

第十八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5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
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理事長
一人、副理事長二人。 

刪除「兩人為副理事長、一
人為理事長。」變更為「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人。」 

第二十六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
與臨時會議二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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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條 會員大會分定
期會議與臨時會議二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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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臨時會
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臨
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
表）請求召開之比例改為十
分之一以上。 

刪除「之請求召開之」，增
加「請求召開之比例改為」。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
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
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
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
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
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
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
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
(會員代表)三分之一出
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
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
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
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
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
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刪除「過半數之」變更為「三
分之一」，刪除「較多數」變
更為「過半數」 

決議： 

同意，修正組織章程第 28 條-會員大會出席人數改為 1/3 出席。會員大會

之決議修正為 1/3 出席，通過出席人數 1/2 行之.如遇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

數 2/3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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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者：秘書處 

案由：本會業務快速擴展，會員數及專案計畫均倍數成長，考量會務發展之

需要，實務上有必要恢復無給職的執行長職位，承理事長之命，負責

對外公關協調等業務，讓會務推動更順暢，擬恢復重設立本會執行長

乙職，提請討論。  

說明： 

一、原本會章程第 22 條有設置執行長乙職，因當時會務量較小沒有設立，

故於 105.5.29 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提案中建議刪除，並經

105.11.19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在案。 

二、依第八屆第七次理監事會決議，同意，增加執行長乙職。但執行長一職

稱改「公關長」，且應不具理監事身分，負責對外公關協調等業務，執

行業務時比照秘書長津貼辦理。 

辦法：如獲大會通過，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 

拍手通過，同意增加公關長一職。 

第三案：                                              提案者：秘書處 

案由：有關 107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現金

出納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108 年度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收支報告

表；109年度預算經費表及職員薪資待遇表相關一節，提請討論。 

說明： 

詳如當日開會報告附件資料 

決議： 

照案通過。 

壹拾壹、臨時動議：無 

壹拾貳、選舉事項： 

(一) 開票時間：108年 11月 9日(星期六)下午 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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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票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社館大學 B1國際會議廳 

(三) 監票人員：陳桐榮、李永琳  

(四) 選務人員：曾惠敏、劉美珠、何淑珍、陳玥綾、陳月寶、尤芃程、

康家霓、王心枚、何佩珍、李政達 

(五) 整票、驗票、計票：林木良(喬柏科技有限公司) 

(六) 第九屆理事當選名單及得票數： 

項次 得票名次 候選人 得票數 備註說明   

1 1 林麗雲 381 登記參選編號 6 當選 

2 1 賴坤明 381 登記參選編號 17 當選 

3 3 葉佳聖 378 登記參選編號 15 當選 

4 4 陳國華 376 登記參選編號 11 當選 

5 5 陳德昇 348 登記參選編號 12 當選 

6 6 韓建國 343 登記參選編號 21 當選 

7 7 李政達 337 登記參選編號 3 當選 

8 8 徐錦豐 336 登記參選編號 8 當選 

9 9 林石清 331 登記參選編號 5 當選 

10 10 吳英郎 327 登記參選編號 1 當選 

11 11 黃宏隆 317 登記參選編號 13 當選 

12 12 鍾明昌 313 登記參選編號 19 當選 

13 13 謝金展 302 登記參選編號 18 當選 

14 14 洪世源 300 登記參選編號 7 當選 

15 14 許景鑫 300 登記參選編號 9 當選 

16 16 陳國展 90 登記參選編號 10 備取 1 

17 17 李冠嘉 75 登記參選編號 2 備取 2 

18 18 鄭得興 55 登記參選編號 16 備取 3 

19 19 沈佑諭 48 登記參選編號 4 備取 4 

20 20 羅遠洲 43 登記參選編號 20 備取 5 

21 21 湯茗閎 36 登記參選編號 14   

 

理事當選名單：林麗雲、賴坤明、葉佳聖、陳國華、陳德昇、韓建國、李

政達、徐錦豐、林石清、吳英郎、黃宏隆、鍾明昌、謝金

展、洪世源、許景鑫 

 

(七) 第九屆監事當選名單與得票數 

項次 得票名次 候選人 得票數 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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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楊登傑 357 登記參選編號 5 當選 

2 2 楊聰賢 355 登記參選編號 7 當選 

3 3 王秀育 333 登記參選編號 1 當選 

4 4 王俊權 328 登記參選編號 2 當選 

5 5 章嘉明 293 登記參選編號 4 當選 

6 6 翁嵩琳 169 登記參選編號 3 備取 1 

7 7 許瀞尹 119 登記參選編號 6   

 

監事當選名單：楊登傑、楊聰賢、王秀育、王俊權、章嘉明 

壹拾參、散會： 17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