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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滑雪協會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111.05.03 臺教授體字第 1110016231 號含備查 

一、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 10：00 

二、會議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11 樓 1103 教室 

三、主    席：林 理事長 廷芳                         紀錄：莊煜森 

四、指導單位：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蔡  副主席賜爵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陳 副秘書長威任 

五、出    席：應到個人會員 149 位，實到 69 位，委託出席 64 位，共計

133 位(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七、指導單位致詞：略 

八、工作報告：請參閱大會手冊 1 頁(大會主席徵詢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九、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會第 12 屆第 13 次理事會會議紀錄及第 14 次理監事會聯席

會會記錄追認通過案，提請追認通過。(提案人：第 12 屆理監

事會) 

說  明：檢附 13-14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如 2-7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 110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監事查核報告案，提請追認

通過。(提案人：第 12 屆理監事會) 

說  明：本案經本會第 12 屆第 1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如 8-1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報送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本會網站。 
 

案由三：本會 110 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財產目

錄案，提請追認通過。(提案人：第 12 屆理監事會) 

說  明：本案經本會第 12 屆第 1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如 15-1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報送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本會網站。 
 

案由四：修訂本會組織章程案，提請討論。(提案人：第 12 屆理監事會) 

說  明：依據第 12 屆第 1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如 20-2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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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本會第 13 屆會員大會辦理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案，提請

追認通過。(提案人：第 12 屆理監事會) 

說  明：本案經本會第 12 屆第 1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如 22-2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報送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本會網站。 
 

案由六：本會人事遴選與任用規定及專(兼)職人員薪資待遇級距表案，

提請通過。(提案人：第 12 屆理監事會) 

說  明：本案經本會第 12 屆第 4 次會員大會通過如 24-2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報送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本會網站。 
 

案由七：本會中長期發展計畫案，提請通過。(提案人：第 12 屆理監事

會) 

說  明：本案經本會第 12 屆第 4 次會員大會通過如 27 頁。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報送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本會網站。 

 

十、臨時動議： 

案由一：提請對會員唐〇祖予以開除會藉或停權處分！(提案人：會員

李永德) 

說  明：(一)請參考附件。 

(二)因針對本案討論時間冗長，經主席徵得全體出席會員之同

意，為確保改選理事及監事之順利進行，建議先辦理改選

投票後再對本案進行表決，經出(代)席會員通過先進行改選

理事及監事選舉工作。 

(三)改選後即對本案給予會員停權處置進行表決，主席建議舉

手表決，經出席人員附議。 

決  議：(一)請唐〇祖先生於 2 個月內正式書面及網路媒體，對本會提

出公開道歉；並給予會員停權處置。 

(二)經出席及代理共計 133 票，舉手表決結果 99 票通過給予會

員停權處置。 
 

十一、推選監票(監事：江豐任、斯亞芳)、發票(監事：林志成、陳連輝)，

採電腦計票免唱票、計票人員。 

十二、選舉第 13 屆理事、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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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投票、開票 

十四、報告選舉結果：(依得票多寡排序) 

理事：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林〇芳 120 李〇德 56 陳  〇 49 侯〇耀 48 

馬〇誠 46 林〇翔 45 黃〇宗 43 鄒〇鶯 42 

張〇仁 39 張〇洲 39 湯〇奇 39 翁〇海 38 

蒲〇文 38 蔡〇宏 38 翁〇福 37 吳〇珍 36 

葉〇文 36 盧〇純 36 沈〇娜 35 楊〇雄 34 

劉〇妤 34 以上 21 位當選理事 

監事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江〇任 43 林〇成 43 王〇人 40 朱〇瑋 38 

張〇華 37 稅〇強 36 唐〇廷 36 以上 7位當選監事 

候補理事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陳〇霖 32 斯〇芳 32 葉〇印 32 郭〇生 31 

陳〇芳 29 鍾〇青 27 羅〇梅 22 以上 7位當選候補

理事 

候補監事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吳〇宜 34 卓〇慶 33 以上 2 位當選候補監事 

未當選理事參選人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黃〇蓁 9 陳〇光 8 唐〇祖 5 

未當選監事參選人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姓名 得票數 

王〇岫 10 陳〇輝 10 

十五、主席宣佈散會(另擇期一個月內召開會議，進行理事長、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選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