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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 

壹、時間： 106年 11月 25日(星期六) 12時 30分 

貳、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2 樓 0212 教室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參、主席：陳理事長元科                               記錄：賴專員沛悉 

肆、出席人員：應到：982人，實到：355人，委託書：195份 

伍、列席貴賓：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方繼、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協理任志正、  

陸、主席：陳元科 理事長 

柒、主席致詞：略 

捌、財務報告：略 

玖、工作報告：略 

壹拾、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有關組織章程增修相關一節，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第七屆第八次理監事會決議辦理。 

二、檢附組織章程前後修正表。 

現行內容 修正後內容 說明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

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境內所

在地區，並得報經內政部核准

設分支機構。 

依第七屆第七次理監

事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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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

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章程所定宗旨、任務，主

要為行政院衛生署。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定宗

旨、任務，主要為行政院衛生

福利部。 

依第七屆第七次理監

事會決議辦理。 

第 七 條會員申請資格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使成為正式會

員。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

三人，  以行使會員權

利。(第七屆第七次理監

事決議通過) 

第  七  條 會 員 申 請 資 格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

納會費，經理監事會審查通過

後，始成為正式會員。團體會

員應推派代表三人， 以行使

會員權利。(第七屆第八次理

監事決議通過)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

權、 選舉權、 被選舉權

與罷免權。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

權。 

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 八 條  

於理監事選舉日前三個月以上

成為正式會員(會員代表)者有

表決權、選舉權與罷免權。 

於前述選舉日前六個月以上成

為正式會員(會員代表)有被選

舉權。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詳列資格： 

依第七屆第六次理監

事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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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

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

單。 

第 十五 條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

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候選人

資格須入會滿六個月以上之正

式會員。 

資列候選人資格： 

依第七屆第七次理監

事會決議辦理。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

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聯席會議或臨

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

除臨時會議外，應於七日

前以書面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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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

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聯席會議或臨時會議。前項

會議召集時除臨時會議外，應

於七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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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提請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決議： 

組織章程第七條-會員申請資格依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決議通過版本實施 

第二案： 

案由：有關組織架構圖增列桃竹區處服務中心相關一節，提請討論。說明： 

說明：依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會決議，組織架構圖調整後，新成立桃竹區處

服務中心。 

辦法：提請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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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桃竹區處服務中心部分照案通過；另雲嘉區處服務中心修正為雲嘉南

區處服務中心，服務範圍包刮雲林縣、嘉義縣市及台南市等縣市。 

第三案： 

案由：有關 105年度 01月至 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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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 01月至 10月收支報告決算表；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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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當日開會資料。 

決議： 

照案通過 

 

壹拾壹、臨時動議 

案由一： 

有關本協會成立危機應變小組，並能立即解決業者食品法規與其他相關問題

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當會員有需要協助幫忙時，協會目前應對方式只有安排協會老師到場服務，

無法立即解決食品相關問題，希望協會內部能成立危機應變小組，並且小組

成員具有食品法規與其他相關專業知識，以利能解決會員燃眉之急。 

決議： 

照案通過。 

壹拾貳、第八屆理監事選舉紀錄 

(一) 開票時間： 106年 11月 25日(星期六)下午 16時 30分 

(二) 開票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教室 0212、0213 

(三) 監票人員：李政達、楊登傑、林麗雲、陳國華、鍾明昌 

(四) 發票人員：江啟平、林一郎 

(五) 唱票人員：王茲榆、曹珍毓、江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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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記票人員：王宜茜、劉巧妍、黃雅惠、賴沛悉、康家霓、賴佳珮、

王茲榆、曹玲毓、林佳儀 

 

 

 

(七) 第八屆理事當選名單及得票數： 

候選人 得票數 候選人 得票數 

王育堂 136 陳德昇 380 

李冠嘉 109 陳政忠 36 

沈佑諭 105 陳元科 419 

吳勝煌 117 陳信榕 166(備取 1) 

李永琳 363 張育芬 118 

沈坤海 161(備取 2) 許淑真 364 

林石清 353 黃宏隆 352 

林修賢 29 楊聰賢 353 

林麗雲 394 葉佳聖 379 

邱子暘 156 鄭得興 325 

周清富 417 賴坤明 403 

柯志寶 29 鍾明昌 378 

胡永輝 127 韓建國 349 

徐錦豐 356 羅遠洲 121 

理事當選名單：林麗雲、陳德昇、黃宏隆、葉家聖、陳元科、周清富、

賴坤明、鍾明昌、許淑真、李永琳、徐錦豐、林石清、楊聰賢、韓建國、

鄭得興 

(八) 第八屆監事當選名單與得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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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得票數 

王俊權 416 

李政達 435 

沈松茂 92 

許瀞尹 429 

陳桐榮 448 

楊登傑 422 

劉世詮 117(備取 1) 

監事當選名單：王俊權、李政達、許瀞尹、陳桐榮、楊登傑 

 

壹拾參、散會： 20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