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 

第一屆第二次 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地  點: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11樓大會議室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 5號 

      

        

中華民國 104年 06月 25日



 Ｐ.１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理事會工作報告(P.3) 

（二） 監事會財務報告(P.4) 

 

四、討論提案 

（一） 審查審議 103年度經費歲入歲出決算(P.4) 

（二） 審查審議 104年度年度經費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P.5) 

（三） 審查審議修訂 104年度工作計劃書草案(P.6)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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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時程表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12:00~12:20 會員報到 黃亞琪常務理事 

12:30~12:50 主席致詞 洪三和理事長 

12:50~13:30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

會、理監事會會務工作報告

暨提案討論 

洪三和理事長 

陳啟忠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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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工作報告 

1. 103年7月10日本會代表面會本校董事長。 

2. 103年9月5日本會理事長暨理監事發中秋節禮金。 

3. 103年9月30日本會舉辦6、7、8、9月份會員生日宴會。 

4. 103年11月16、22、30日承辦醫院員工旅遊活動圓滿成功。 

5. 104年2月16日本會理事長暨理監事發春節禮金。 

6. 104年1月16日舉辦本會忘年會餐敘。 

7. 104年3月19日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秘書長前往縣政府拜會衛生局局長及勞工處

副處長，協商醫院組織章程修訂一案。 

8.工會與院方溝通協調“選舉假”之補休及工資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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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經費歲入歲出決算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  103年 6- 12月份財務收支報表 

科目名

稱 

  金     額   科目名

稱 

  金    額   

100   經 費 收 入 444559   200  經 費 支 出 195681   

111  入會費 6300   211 工作人員交通補助費 0   

112  常年會費 335550   212 講師交通補助費 0   

121 會員捐款 102500   213 網站維修費 0   

131  研習會收入 0   221 文書、文具費 7335   

132 其他委託收入 209   222 資訊費 30   

133 旅遊收入 0   223 郵電費 4364   

        224 印刷費 5950   

        225 公差旅運費 1000   

        231 休閒活動補助經費 920   

        232 會議餐費 35435   

        233 交際費花圈喜帳 4700   

        234 業務雜支費 106377   

        235 會務發展經費 0   

        241 其他 29570   

102年

結餘 

          0   

提撥會務準備基金  0   

103年結餘 248878   

103年總結餘【至 104/1/09止含郵存 219,056; 現金 29,822】 

  

248878   

理事長 ：     常務監事：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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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歲入、歲出預算表 

104 年度(104.01~12)歲入、歲出預算表   

項                目  預算數 決   算    數    
說     明 

      名      稱 104年度 103年度   

1     經費收入 668,000 444,640     

  1       會費收入 657,000 341,850     

    1         入會費 18,000 6,300   預估 20 人入會 

    2         常年會費 639,000 335,550   會員人數 355 人 

  2       會員捐款 10,000 102,500     

  3       委託收入 1,000 290     

    1         研習會收入 0 0     

    2         其他委託收入 1,000 290     

    3         旅遊收入 0 0     

2     經費支出 668,000 195,681     

  1       人事費用 15,000 0      

    1         工作人員交通補助費 5,000 0     

    2         講師交通補助費 5,000 0     

    3         網站維修費 5,000 0     

  2       辦公費 44,000 18,679     

    1         文書、文具費 15,000 7,335     

    2         資訊費 3,000 30     

    3         郵電費 10,000 4,364     

    4         印刷費 10,000 5,950     

    5         公差旅運費 6,000 1,000     

  3       業務費 559,000 147,432     

    1        休閒活動補助經費 100,000 920     

    2        會議餐費 120,000 35,435     

    3        交際費花圈喜帳 20,000 4,700     

    4        業務雜支費 309,000 106,377     

    5        會務發展經費 10,000 0     

2 4 1     其他 50,000 29,57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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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 104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一.配合主管機關政令宣導與執行。 

二.保障會員權益,以及增訂會員福利。 

三.增進會員感情聯絡，辦理 104年度會員旅遊活動。 

四.每三個月定期召開理監事會議 

五.發放三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每位會員 200元禮金 

六.每半年舉辦生日餐會 

七.歲末年終會員聯誼餐會 

八.不定期與院長協調會員及員工福利事宜(爭取各職系節日之福利) 

九.與院方協調 105年放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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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理監事名單 

 

 

洪三和理事長 陳啟忠常務監事 

黃亞琪常務理事 王怡文監事 

蘇坤豐常務理事 陳招任監事 

姚佩君理事 張喬俞候補監事 

李堃源理事 吳美玲秘書長 

王昭星理事 謝沛姍秘書 

竇文宏理事  

陳盈君理事  

趙韋雯理事  

張雅雲候補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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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會員代表名冊 

號碼 姓名 號碼 姓名 

1 廖婉婷 17 吳美玲 

2 白家華 18 陳建安 

3 吳庭穎 19 鄭慧如 

4 徐淑芳 20 邱千惠 

5 陳盈君 21 張家源 

6 郭繡麗 22 黃建彰 

7 蔡蕙璟 23 蘇坤豐 

8 陳亭宇 24 竇文宏 

9 王怡文 25 陳招任 

10 陳惠萍 26 林于盛 

11 劉雪嬌 27 洪三和 

12 王靜慧 28 張佑夙 

13 劉盛和 29 黃雅怡 

14 李至恭 30 姚佩君 

15 黃亞琪 31 何國徵 

16 簡啟崇 32 羅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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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章程 
                                                       中華民國103年6月10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6月24日屏東縣政府屏府勞工字第10318507100號函核准備查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工會法及工會法施行細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工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以維護會員之穩定工作環境、捍衛促進會員團結、保障會員權益、發展會員福利、增

進會員知能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以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屏東縣東港鎮中山 

        路 5號。  

 

 

第 二 章 任 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二、勞資爭議之處理。 

  三、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 

  四、勞工政策與法令之制(訂)定及修正之推動。 

  五、勞工教育之舉辦。 

  六、會員就業之協助。 

  七、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八、工會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九、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辦。 

  十、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之編製。 

  十一、其他合於第一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 

 

第 三 章 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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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凡受僱於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之正職員工，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然於輔英科技大

學附設醫院擔任一、二級主管職位以上屬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不得參選成為

本會理事、監事、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監事及擔任秘書長一職。  

 

第七條 會員資格： 

 

一、正式會員：試用期滿之正職員工。 

二、贊助會員：承攬本院業務之外包廠商及其駐點員工。 

 

第八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會員資格：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無行為能力者。  

三、離職轉業者。  

四、經催繳後，連續兩個月未繳會費者，自動喪失會員資格。 

 

第九條 會員入會時應填寫入會申請書，由理事會審查合格，即得為本會會員。  

       會員入會時應依規定繳納入會費及經常會費。  

 

第十條 會員有發言、表決、選舉、被選舉權、罷免權及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及           福利。 

 

 一、會員須於入會滿三個月後，方可享有會員權利與福利(試用期滿之正職員工當月入會者不

受此限)。 

 

第十一條 贊助會員不具有發言、表決、選舉、被選舉權、罷免權之權利，但可享有工會之福利。 

    一、贊助會員須於入會滿三個月後，方可享有會員福利。 

 

 

第十二條 會員須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決議案，並按時繳納會費。 

 

第十三條 會員違反本會章程或其他代表不法情事，致妨害本會名譽、信用，由 

         監事會查明屬實者，得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警告、停權、罰款、除名等處分。惟除

名處分應經會員代表大會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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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會員被除名後，須繳還會員一切憑證，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四 章 組 織 

 

第十五條 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而大

會閉會期間，則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第十六條 本會會員人數超過一百人以上時(十名會員產生一席會員代表)，得依照工作區域劃分選

舉編組，選出會員代表，籌組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會員代表大會設

代表 32 席，採無記名投票方式，由會員就其選舉編組內入會滿一年之會員中選任之，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編組及選務事宜由理事會定之。會員代表違反法令、章

程或失職時，理事會得提經原選舉編組區域之會員以無記名投票過半數同意，予以解任

處分，並依序遞補或補選之。 

 

第十七條 本會設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中以

無記名連記法選任之。理監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候補理監事遞補時，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本會監事會召集人、監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本會理事長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十八條 本會理事、監事或監事會召集人、理事長因違反法令、章程或失職時，經各該選舉權責

之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監事會成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停權或解任，即應於 14

日內召開各該權責會議以無記名投票議決，惟解任處分非經各該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不得議決；如召集之會議流會或提案遭否決時，於任期內不得對同一人以同

一理由再提案停權或解任。 

         前項停權處分係停止其一定期間行使理事、監事或監事會召集人、理事長之職權；議決

監事會召集人、理事長停權處分時，應一併議決其停權期間代理人選，該代理人選須分

別具理事、監事身分。 

         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出缺時，理事會或監事會應於出缺之日起十四日內以無記名投票

方式補選之，如理事長所餘任期未達一年，得由理事會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九條 本會理事組織理事會，並互選常務理事三人，由常務理事互選一人為 

         理事長，綜理日常會務；監事組織監事會，並互選常務監事一人。  

 

第廿十條 理事會下設秘書長一人、幹事雇員若干人為會務人員，受理事長指揮  綜日常會務。並

得設下列四組各設組長一人，由理事互推兼任之， 分別處理各組事務：  

 

一、 總務組：掌理本會文件收發、會計、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組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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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訓練組：掌理本會教育訓練、組織發展等事項。 

三、 福利組：掌理本會康樂活動與福利事項。 

四、 調解組：掌理本會勞資糾紛處理或代理會員委託勞資爭議等事  項。 

 

第廿一條 本會會務人員由理事長提名，經理監事會通過後任免之。   

 

第廿二條 本會得視業務需要設置各種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聘請顧問若干人。  

 

第 五 章 職 權 

 

第廿三條 下列事項應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一、本會組織章程之修改。 

      二、財產之處分。 

      三、工會之聯合、合併、分立或解散。 

      四、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任及停權之規定。 

      五、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 

      六、本會各項經費收繳數額、經費之收支預算、支配基準與支付及稽核方 法。 

      七、收支決算之承認。 

      八、基金之運用及處分。 

      九、會內公共事業之創辦。 

      十、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 

      十一、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四款之規定經議決訂定者,不受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法令之限制。 

 

第廿四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二、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三、審查會員入會、出會、移轉等事項。  

      四、擬訂年度工作計劃、經費收支預算，並切實執行。  

      五、編訂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預算，依法報審。  

      六、處理監事會移付事項。  

      七、依照本會任務及會員建議，積極推動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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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處理其他重要事項。  

 

第廿五條 理事長職權如下：   

 

      一、執行理事會決議並主持日常會務。  

      二、召開理事會並擔任主席。  

      三、對外代表本會。  

      四、必要時召開常務理事會議並擔任主席。  

      五、監督指揮本會會務人員。  

 

第廿六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稽核本會經費之收支及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三、監察會員履行義務。  

       四、其他有關監察事項。  

 

第廿七條 常務監事職權如下：  

 

      一、執行監事會之決議。  

      二、召開監事會並擔任主席。  

      三、綜理監事日常事務。  

 

第 六 章 會 議 

 

第廿八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有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或理事會認為

必要時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第廿九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如有理事、監事三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或常務理、監事認為必要時，均得分別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議。  

 

第卅十條 會員代表應依時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如因故不能出席得經本會同意以 

         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惟一人以委託一人為限並不得超過親自出 

         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第卅一條 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監事會議，不得缺席，除公假外，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請假。無故連續缺席兩個會次者，視為辭職，由候補理事、監事分別依次遞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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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二條 本會各種會議除法令規定外，均以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經出席過   

         半數之同意，方得決議。但章程修定案，必須經出席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方能決議。  

 

第 七 章 經 費 

 

第卅三條 本會經費之來源，分為會員入會費、經常會費及其他收入。  

 

第卅四條 凡在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服務之員工，經填寫入會申請單，依本章 

         程規定辦理入會手續，並按期繳交相關會費。本會會員入會費新台幣玖百元於入會時一

次繳納之，經常會費每人每月新台幣壹佰伍拾元，由會員填寫授權書，交由資方按月從

薪資代扣繳經常會費。  

 

第卅五條 本會財產經費收支情形每年應向會員代表大會報告，每三個月可向理 

         事會報告，並由理事會編造會計月報表連同原始憑證送監事會核。如有會員代表三分之

一以上連署，得選派代表查核之。  

 

第卅六條 本會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 

         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八 章 附 則 

 

第卅七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工會法及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卅八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