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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測繪聯合會第 5屆第 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30 日(星期二) 下午 5 時。 

二、 地點：北海漁村餐廳(台北市中正區杭州南路一段 8 號)。 

三、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理事會：高書屏、王啓鋒、蕭輔導、劉說安、崔國強、王定平、黃仰

澤、江渾欽、周渙文、江俊泓、賴澄漂、胡志成、黃煌輝、

柳文成、蔡世霖(應出席 25 人，實際出席 15 人)。 

監事會：林水沼、曾正雄、賴政國 (應出席 5 人，實際出席 3 人)。 

四、 請假人員：高治喜、周天穎、羅坤龍、洪本善、林老生、溫在弘、林慶

玲、陳豐泙、黃榮峰、張瑞隆(以上 10 人理事)，張嘉強、李

建利(以上 2 人監事)。 

五、 列席人員：史天元主任委員、韓仁毓主任委員、甯方璽副祕書長、陳俊

德副祕書長。 

六、 主席：高書屏 會長                   記錄：陳俊德副祕書長 

七、 主席致詞：(略) 

八、 報告事項 

(一)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1. 本聯合會第 5 屆第 1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含理事長當選證明書申請

表、新選任理監事簡歷冊)，經以 109 年 2 月 13 日中測聯字第 109003 號

函報內政部核備，內政部以 109 年 3 月 2 日台內團字第 1090009516 號函

備查，並隨函核發理事長當選證書。 

2. 本聯合會於 109 年度第 5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章程案及追認

通過之決算、預算及工作計畫案，內政部並以上開公文備查在案。 

決  議： 洽悉 。 

(二) 會務報告： 

1. 由本聯合會及相關會員團體聯合主辦之「109 年測繪界庚子新春團拜聯誼

活動」於 109 年 2 月 12 日下午 6 時假鉅星匯國際宴會廳舉行，並邀請相

關主管機關、貴賓及團體共同參與。 

2. 接受內政部委託辦理「109 年度國際測繪事務推動專業服務工作案」： 
(1)  109 年 4 月 16 日辦理議價(議約)。 
(2)  109 年 5 月 14 日檢送第 1 期成果工作計畫書，內政部查驗合格(109

年 5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2847 號函)。 
(3)  109 年 6 月 4 日請領第 1 期款(2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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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9 年 6 月 15 日召開第 1 次工作會議，6 月 30 日召開第 1 次專家學

者會議(討論議題：1. FIG 國際事務參與及地籍委員會活動參與；2.台
印尼測繪高峰視訊會議相關事項)。 

決  議： 洽悉 。 

(三) 財務報告： 

截至 109 年 5 月 31 日止，本聯合會 109 年度收入計 349,500 元，支出計

174,574 元(109 年 2 月至 5 月計收入 10,000 元，支出 38,317 元)，結餘

174,926 元整，累積帳戶餘額為 334,924 元整。 

決  議： 洽悉 。 

九、 討論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高書屏會長) 

案  由：本聯合會測繪教育與訓練委員會組織簡則草案，提請討論通過。 

說  明：為提昇測繪及空間資訊相關知識，加強訓練吸取新知，整合測

繪相關教育及訓練，特設置測繪教育與訓練委員會主導相關事

宜。 

辦  法：通過後據以實施。 

決  議：修正部份文字後通過(如附件一)。 

 

第二案：                                 (提案人：高書屏會長) 

案  由：本聯合會第 5 屆副會長、各委員會及秘書處人員組織案，提請

通過。 

說  明：1.本聯合會現有組織除理事會、監事會外，尚設有國際事務委員

會及測繪教育與訓練委員會，依其組織簡則，主任委員均由會

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聘請之，任期與理監事相同；另依章

程第 17 條規定由會長就理事會成員中聘任二人為副會長，第

22 條規定置秘書長一人，並得置副秘書長若干人，由會長提

名經理事會同意後聘任之，秉承會長指示處理日常事務。 

2.茲聘任及提名本屆副會長、秘書處及各委員會人員組織如下： 

(1) 副會長：王啓鋒、高治喜。 

(2)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史天元教授。 

(3) 測繪教育與訓練委員會主任委員：韓仁毓教授。 

(4) 秘書長：陳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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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副祕書長：甯方璽、王豐良、陳俊德、王麗環。 

辦  法：通過後依規定辦理。 

決  議：照案通過，另秘書處厡會計、出納等秘書依需求留任。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本聯合會辦理法人登記相關後續辦理事項提請討論。 

說  明：1.依據本聯合會第 5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續辦。 

        2.辦理社團法人登記相關規定如附件二。 

辦  法：依決議配合辦理。 

決  議：由秘書處配合相關登記規定辦理。 
 

十、 頒發理監事當選證書及委員會主任委員聘書。 

十一、 臨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賴澄漂理事) 

案  由：建議水利署修改斷面測量作業方法及規範事宜。 

說  明：近期在水利署許多所轄河川局，有許多有關河川大斷面或勘測

等工作，有特別要求僅能使用全測站經緯儀進行施測，然而近

年來測繪技術突飛猛進，諸如無人機攝影測量、空載、地面光

達或 VRS,RTK...等等技術，只要規劃得宜，按步就班作業，均

能達到所規定之精度範圍內，且資料更豐富多元，若往後仍以

此規範做為工作規範，那只會讓台灣的測繪技術裹足不前，且

對許多願投資研發的測繪公司，因此問題而被排除，如此ㄧ來

似有不公。 

辦  法：建議修改上述該項作業規範，多開放先進技術能夠參與，讓業者

能獲得更優質服務。 

決  議：針對本案建議相關作業規範彙整後發函相關單位據以參考修

正，本案通過。 

十二、 散會(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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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測繪聯合會測繪教育與訓練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30 日第 5屆第 2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訂定 

 

 

第一條 為提昇測繪及空間資訊相關知識，加強訓練吸取新知，整合測繪相關

教育及訓練，設置測繪教育與訓練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處理有

關事宜。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辦理測繪及空間資訊教育課程整合。 

    二、辦理測繪及空間資訊人力訓練事宜。 

    三、辦理測繪及空間資訊國家考試科目整併諮詢建議。 

第三條 本委員會運作方式如下： 

    一、定期蒐集測繪及空間資訊人力及訓練需求相關資料。 

    二、研擬測繪及空間資訊人力短期培訓及在職訓練計畫，提報理事會

議審議。 

    三、依理事會議決議修正及執行相關訓練工作。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組織，設委員八至十二人，其中一人兼任主任委員，由會

長提名，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建議，理事會通過聘請之，委員任期與

理監事相同。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半年召開一次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視實

際需要增減之。 

第六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本聯合會召開理事會議時，列席報告教育與訓

練概況。 

第七條 本簡則經理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改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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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辦理社團法人登記(以臺中地方法院為例) 

一、社團法人設立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狀處購買法人登記聲請書一份或於本院網站下載，逐欄

詳細填寫，由聲請人全體理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4 至 12 項加蓋法人印信） 

1.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公函影本一份。 

2. 立案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3. 法人印信（圖記）啟用備查函影本。 

4. 主管機關備案之章程一份（章程應符合民法總則及人民團體法之規定，並應

載明訂立之日期）。 

5. 社員（代表）成立大會會議記錄（選舉產生理、監事及通過程、年度工作計

劃案、收支預算案．．．等。會議紀錄末端，應由主席及紀錄簽章，附件應

裝訂於會議紀錄後， 以期文件完整）。 

6. 理、監事會議紀錄（互選產生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等。會議紀錄末

端，應由主席及紀錄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錄後，以期文件完整）。 

7. 理、監事名冊一份（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理、監事住址應記載戶籍地

址）。 

8. 理、監事願任同意書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9. 法人印信（圖記）及理、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正本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

式為宜。印 信（圖記）及簽名式或印鑑章應與聲請書、願任同意書等文件之

簽名或印鑑章相符。嗣後如有任何聲請， 並以此印鑑章或簽名式為準）。 

10. 理、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11. 財產清冊一份及其證明文件。 

12. 會員名冊。 

13. 代理人應附具委任狀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連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理

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14. 聲請費新台幣１ , ０００元。 

二、法人名稱變更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狀處購買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一份或於本院網站下載，

變更事項欄應載明：(1) 原法人名稱社團法人０００００００變更為新法人名稱社團

法人０００００００。 (2) 法 人印信（圖記）變更。聲請人由現任理事半數以上簽

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３、４項加蓋法人印信） 

1.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公函影本一份。 

2. 更名後法人印信（圖記）啟用備查函影本一份。 

3. 更名前及更名後之章程各一份。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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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一份（會議紀錄末端，應由主席及紀錄簽章，附件應裝訂

於會議紀錄後，以期文件完整）。 

5. 更名後法人印信（圖記）式正本二份。 

6.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7. 代理人應附具委任狀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連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理

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8.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三、法人主事務所變更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狀處購買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一份或於本院網站下載，

變更事項欄應載明：原主事務所為台中市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變更為台中市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聲請人 由現任理事半數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2 、3 項請加蓋法人印信） 

1.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公函影本一份。 

2. 章程一份 

3. 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一份（會議紀錄末端，應由主席及紀錄簽章，附件應裝訂

於會議紀錄後，以期文件完整）。 

4.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5. 代理人應附具委任狀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連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理

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6.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四、法人理、監事改選（任期屆滿改選）變更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狀處購買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一份或於本院網站下載，

變更事項欄應載明：(1) 第０屆理、監事任期屆滿，改選產生第０屆理、監事，分別

載明連任者及新任者姓名。 (2) 代表法人之理事：０００。 (3) 理、監事印鑑（新

任理、監事印鑑）。由聲請人現任理事（含連任及新任）半數以上簽名或 蓋章，並

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2 至 5 項加蓋法人印信） 

1.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公函影本一份。 

2. 章程一份。 

3. 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一份及理、監事會議紀錄一份。（理、監事、理事長、常

務理事、常務 監事變更，應依章程之規定產生，會議紀錄末端，應由主席及

紀錄簽章，附件應裝訂於 會議紀錄後，以期文件完整）。 

4. 理、監事名冊一份（應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理、監事住址應記載戶籍

地址）。 

5. 理、監事願任同意書正本一份（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6. 新任理、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卡）正本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式為宜，

連任理、監 事印鑑若有變更，則須提出新印鑑式正本二份）。 

7. 新任理、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連任理、監事住所若有

變更，亦應提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8.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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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代理人應附具委任狀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連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理

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10.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五、法人理、監事改選（任期中改選）變更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狀處購買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一份或於本院網站下載，

變更事項欄應載明： (1) 第０屆理、監事０００因．．．．．辭任，繼任理、監事

０００變更登記。 (2) 繼任理 、監事印鑑。由聲請人現任理事（含原任及繼任）半

數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2 至 5 項加蓋法人印信） 

1.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公函影本一份。 

2. 章程一份。 

3. 會議紀錄一份（理、監事變更，應依章程之規定產生，會議紀錄末端，應由

主席及紀錄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錄後，以期文件完整）。 

4. 理、監事名冊一份（應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理、監事住址應記載戶籍

地址）。 

5. 繼任理、監事願任同意書正本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6. 辭任理、監事之辭任書。 

7. 繼任理、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卡）正本二份（以蓋在同一張印鑑式為宜，

原任理、監事印鑑若有變更，則須提出新印鑑式正本二份）。 

8. 繼任理、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原任理、監事住所若有

變更，亦應提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9.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10. 代理人應附具委任狀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連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理

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11.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六、法人財產變更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狀處購買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一份或於本院網站下載，

變更事項欄應載明：原 登記之財產總額為新台幣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整變更登記

為新台幣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元整。聲請人由現任理事半數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

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2 至 4 項加蓋法人印信） 

1.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公函影本一份。 

2. 章程一份。 

3. 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一份（會議紀錄末端，應由主席及紀錄簽章，附件應裝訂

於會議紀錄後，以期文件完整）。 

4. 財產清冊（財產清冊應分項載明原有財產，新增或減少財產之金額，及現有

財產，並各計其總計，同時應併附各該不動產或動產之證明文件）。 

5.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6. 代理人應附具委任狀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連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理

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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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七、法人章程變更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狀處購買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一份或於本院網站下載，

變更事項欄應載明：原 章程第００條經第０屆第０次會員大會議決變更，報經主管

機關００年００月００日０ 字第０００號函准予備查。聲請人應由現任理事半數以

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2 、 3 項加蓋法人印信） 

1.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公函影本一份。 

2. 變更前之章程、變更後之章程及新舊條文對照表各一份。 

3. 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一份（會議紀錄末端，應由主席及紀錄簽章，附件應裝訂

於會議紀錄後，以期文件完整）。 

4.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5. 代理人應附具委任狀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連絡電話號碼（由聲請人、代理

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6.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八、解散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法人為解散之登記，由清算人聲請之。 

（二）解散登記附送之文件： 

1. 法人解散登記聲請書：聲請書應由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䲁

聲請書 應記載解散之原因，可決之程序與日期，清算人之姓名、住所。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解散之公函影本。 

3. 章程一份。 

4. 證明解散事由之文件。 

5. 清算人資格證明文件（選任清算人之會議紀錄及清算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或

戶籍謄 本）。 

6. 法人資產負債表、財產清冊。 

7. 清算人已向法院就任聲報之證明文件。 

8. 清算人就任同意書。 

9. 清算人印鑑式正本二份。 

10. 法人登記證書原本繳回。 

11.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九、清算人任免或變更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清算人任免或變更登記，由現任清算人聲請之。 

（二）聲請清算人任免或變更登記附送之文件： 

1. 法人清算人任免或變更登記聲請書（應記載清算人任免或決定變更之程序、

新任清算 人之姓名與住所，由現任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2. 章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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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議任免或變更清算人之會議記錄。 

4. 清算人已向法院就任聲報之證明文件。 

5. 現任清算人就任同意書（應記載其願就任之意思，清算人姓名與住所，就任

日期）。 

6. 清算人印鑑式正本二份。 

7. 清算人就任後所造具之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 

8. 前項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經承認之證明文件。 

9.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十、清算終結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清算終結登記，應由清算人聲請之。 

（二）聲請清算終結登記附送之文件： 

1. 法人清算終結登記聲請書（應記載民法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清算人職務執行

之情形與清算終結之日期，並由清算人簽名或蓋章）。 

2. 章程一份。 

3. 清算後之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 

4. 法人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業經依章程之規定處理或已歸屬於法人事務

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之證明文件。 

5. 清算各事項已得承認之證明文件。 

6. 清算完結已向法院聲報之證明文件。 

7. 聲請費新台幣５００元。 

十一、補發法人登記證書之聲請 

（一） 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狀處購買民事訴訟狀一份或於本院網站下載，釋明聲請

補發之原因。聲請狀 應由理事長簽名或印鑑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 聲請費新台幣２０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