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中华民国 104 年 3 月 26 日 

地点： 
 

台北市喜来登大饭店 福厅 
台北市忠孝东路 1 段 12 号地下 2 楼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第 27 届第 1 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录 



 -1-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第 27 届第 1 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录 

壹、时间：民国 104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2 时～5 时 20 分 

贰、地点：台北市喜来登大饭店福厅 

(台北市忠孝东路 1 段 12 号地下 2 楼)  

参、出席：大会代表计 300 人，依规定最少应出席 200 人。 

本次亲自出席 237，委托出席 56 人，合计 293 人。 

肆、列席指导：立法院王金平院长、经济部沈荣津次长、工业局吕正华副

局长、国贸局陈永章主任秘书、工业总会焦佑钧常务理事、

外贸协会黄文荣秘书长、王熙蒙副秘书长、驻台北印度尼

西亚经济贸易代表处工业部主任 Mr. Heru、驻台北越南经

济文化办事处院维富主任等等 89 位。 

伍、主席：徐秀沧理事长                      纪录：傅碧莲 

陆、主席致词： 

各位贵宾、理监事、会员代表大会先生、女士，大家好，大家午安。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长官、贵宾及各地区大会代表来参加本会一年

一度之会员代表大会，
秀沧

在此谨代表全体理监事致上最高之敬意！  

首先感谢历届理事长 6 年来的鞭策指导，以及理监事团队、王秘

书长、会务工作人员之支持与协助，
秀沧

自接任机械公会理事长，一直

秉持着一个信念，就是如何提供更多的「服务需求」、「机械营销」、「技

术升级」来协助我们机械业会员厂商，
秀沧

所秉持的信念，亦已经能一

一兑现及达到我们会员厂商的要求。 

2009 年
秀沧

刚当选理事长，当年全球正遭受金融风暴，台湾机械

产业出口降至 113.5 亿美元，这些年来机械产业在不断更新、创新的努

力下，去(2014)年景气渐趋回升，台湾机械出口达到 208.8 亿美元，较

上年同期成长 5.7%。2015 年 1-2 月台湾机械设备出口大幅成长，出口

值达到 31 亿 2,600 万美元，较上年同期成长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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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北国际工具机展 TIMTIOS 于 3月 3 日上午在南港展馆正

式揭幕，国内外参观人数合计共 47,033 人，较上届成长 0.6%，其中国

外参观者共 7,130 人，较上届成长 8.3%，已创下历史新高。唯一较遗

憾的是因展馆不足，冲压机械安排于圆山花博争艳馆，严重影响展出

效果甚巨，本会将建请行政院、经济部与台北市政府高层必须要重视

此南港第二展馆国际级会展中心之兴建，建请在 2016 年 4 月底前，将

南港第 2 展馆兴建完成，并可提供 2016 年 8 月 TAIPEIPLAS，和 2017
年 3 月 TIMTOS 参展厂商能能正式启用。另要感谢外贸协会邀请国外

买主来台参观，共同携手合作来促成我台湾工具机产业之发展，及协

助参展厂取争订单机会。 

产学方面：3 年前本会首办产学合作，这几年来已持续推动机械业

产学合作，在北、中、南办理精密机械业人才媒合会，来协助机械产

业技术升级及培育所需之机械人才。目前已与台北科大、台北城市科

大、勤益科大、逢甲大学、中兴大学、朝阳科大、高雄第一科大、高

雄应用科大等八所科技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 

世代交替，三年一度的选举，也是选贤与能的时候，希望大家能

推举对机械业热心贡献的人士，请大家继续支持新任理事长来为各位

会员服务。本人担任 2 届 6 年的理事长，要特别感谢大家 6 年来的支

持，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有以下几件事：如南港二馆要加速兴建完成、

彰化二林机械精密园区的开发、两岸 ECFA 机械货品贸易清单约有

700-800 项要持续争取机械/工具机货品贸易零关税等，希望新任理事长

继续完成，我也会督促新的理监事团队持续不断为会员厂商服务。 

最后，
秀沧

谨祝所有的贵宾、理监事、大会代表、媒体朋友，身体

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柒、主管机关代表及来宾致词： 
立法院王金平院长：(略) 

经济部沈荣津次长：(略) 

工业总会焦佑钧常务理事：(略) 

外贸协会黄文荣秘书长：(略) 



 -3- 

捌、议程变更：业经全体大会代表一致通过。 
将改选本会第 27 届理事、监事之议程提前至报告事项之后讨论提案之

前举行。 

玖、理事会－会务报告      (详大会手册第 27 页至 117 页) 

拾、监事会－监察报告书    (详大会手册第 118 页) 
拾壹、本会第 26 届第 3 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 

(详大会手册第 119 页至 120 页) 

拾贰、改选本会第 27 届理事、监事：说明选举注意事项  

拾参、讨论提案： 

提案单位：理事会 
(一)案由：拟定本会 104 年度工作计划草案，请承认案。 

说明：1.根据近年本会会务发展情况及未来工作需求，拟具 104 度工作计

划草案(详附件一，第 123～138 页)。 
2.案经本会第 26 届第 11 次理事会会议审查通过。 

办法：敬请大会审查承认通过后，报请内政部核备。 
决议：通过，报请内政部核备。 

 
提案单位：理事会 

(二)案由：拟具本会 103 年度岁入、岁出决算案，请承认案。 
说明： 

1. 本会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发生之各项收入与支出，岁

入新台币 57,263,822 元、岁出新台币 56,218,002 元，结余新台币

1,045,820 元，所拟具资产负债表、岁入岁出决算书表案(详附件

二，第 139-147 页)。 
2. 案经本会第 26 届第 12 次理事会会议审查通过，并经本会第 12

次监事会审查通过。 
办法：敬请大会审查通过后，报请内政部核备。 
决议：通过，报请内政部核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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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单位：理事会 

(三)案由：拟具本会 104 年度岁入、岁出预算计划草案，请承认案。 

说明： 

1. 配合本会 104年度工作计划，拟具 104年度岁入新台币 62,000,000

元整，岁出新台币 62,000,000 元整预算案(详附件三，第 148-150

页)。 

2. 案经第 26 届第 12 次理事会审查通过，并经本会第 12 次监事会

审查通过。 

办法：敬请大会审查通过后，报请内政部核备。 

决议：通过，报请内政部核备。 

 

提案单位：理事会 

(四)案由：报废本会超过「固定资产生财器具耐用年限」的器具设备乙批，

敬请审查案。 

说明： 

1. 依据所得税法第五十一条固定资产资产耐用年数表之规定。 

2. 本会一些老旧器具设备，如计算机等使用年限均达三年以上，且不

堪使用者，目前均已超过税法规定使用年限，拟依前项税法规定，

予以报废处理，报废金额共计新台币 1,463,567 元整。（详附件四，

第 151 页） 

3. 本案业经本届第 11 次理事会决议通过，再提请会会员代表大会研

讨公决。 

办法：  

1. 案经本届第 11 次理事会决议通过后，再送请会员代表大会研讨公

决。 

2. 敬请会员代表大会研讨公决后，报请内政部备查。  

决议：通过，报请内政部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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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临时动议： 

提案公司：易成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余少龙董事长 

一案由：拟请公会向劳动部建议召开公听会，及修改劳基法。 

说明： 

1. 劳动部从 73 年迄今，均未修改劳基法，建请政府修改劳基法。 

2. 劳动部于必要时召开公听会，不合理之处务必修改劳基法。 

决议：通过，建请劳动部修改劳基法，及召开公听会。 

 
拾伍、致赠第 26 届徐理事长、柯监事会召集人、资深理监事、顾

问总召、主任委员纪念品、表扬第 26 届理监事会楷模奖 

 

拾陆、本会第 27 届「理事」、「监事」选举结果报告： 

1、理事选举结果：发出选票：286 票；回收选票：286；有效票数：283 票；

废票：3 票。 

监票：石东佑、陈昭南   

唱票：廖丽玟、陈佳妤、黄彦嘉   

记票：黄雅华、林玲娟、蔡宜真   

(1)理 事：柯拔希268票、庄大立232票、陈士端228票、魏坤池227票、

林佳郁212 票、王庆华205 票、胡永进203 票、陈灿辉203 票、

王木铨202 票、王正仁200 票、戴云锦200 票、萧栋斌199 票、

王陈鸿199 票、林蔚山198 票、洪崇发198 票、卢国栋196 票、

张仕育196 票、侯景忠196 票、卓文恒196 票、王坚仓195 票、

许新洲193 票、黄旭璀193 票、郭挺钧192 票、庄宇龙192 票、

黄立翰192票、黎璧魁191票、林奕杰191票。 

(2)候补理事：李训贤 66 票、许宏铭 66 票、白文亮 61 票、王振吉 61 票、

李进成 61 票、涂美华 61 票、李进胜 59 票、黄俊杰 59 票、

林建佑 47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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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选举结果：发出选票：286 票；回收选票：285 票；有效票数：282

票；废票：3 票。 

监票：刘亚东、游进坤    

唱票：陈思桦、黄巧云  

记票：陈素妏、林怡如 

(1)监    事：许文宪247票、魏灿文236票、蔡国智229票、郭瑷玫221票、

林升进199票、陈伯佳197票、蓝敏雄195票、萧文龙195票、

汪丽艳193票。 

(2)候补监事：游良祺 64 票、徐启豪 62 票、廖昆隆 61 票。 

 

拾柒、散会：下午 5 时 20 分。 

 



 -7- 

104/3/26 
TAMI-27-1-会员代表大会临时动议提案    大会纪录内容： 
提案公司：易成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余少龙董事长 

一案由：拟请公会向劳动部建议召开公听会，及修改劳基法。 

说明： 
1. 劳动部从 73 年迄今，均未修改劳基法，建请政府修改劳基法。 

2. 劳动部于必要时召开公听会，不合理之处务必修改劳基法。 
决议：通过，建请劳动部修改劳基法，及召开公听会。 

 

余少龙  4/1 E-mail 数据内容 

提案公司：易成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余少龙董事长 
一案由：这几年劳动部不断修法，造成机械相关业者不知如何应对，请公

会邀请立法委员召开公听会及建议劳动部全面研讨劳基法及修

改，利劳资和谐，共创商机。 
说明： 

(1)劳动部为劳工争取福利是好事，但必须要顾虑台湾产业界如何与国

际厂商竞争，尤其是工时与福利，更要全面研讨，不是用喊的。 
(2)我从劳动部资料得知，2014 年亚洲四小龙国家平均工时/年都比台

湾高，如新加坡 2,402 小时，香港 2,392 小时，南韩 2,163 小时，台

湾 2,135 小时，此时我们有条件缩短工时及全面周休二日吗? 
(3)拼经济要人、要时间、要技术，很不幸台湾目前要人没人，要技术

没技术，劳动部应全面检讨如何提升劳动人员技术与工作态度，减

少学、用的落差。 
(4)劳基法自民国 73 年制定至今，只有增加罚责及福利，完全没有顾

及台湾业者目前状况，现在是该检讨与修改的最佳时机。 
(5)机械公会是全国第二大团体，至今都没有任何声音，以致立法委员

认为业者已默认，才会提出一大堆讨好劳工的法案，这是不对的。 
建议：建议前/后任理事长出面，请王金平总顾问邀请相关立法委员，召开

全国性的研讨会(北/中/南)或公听会，听听会员厂商的心声，共同研

讨已制定 31 年的劳基法，有哪些法令已不符合现况(如休假、工时

等)来增减，回复多年前亚洲四小龙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