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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發願：讓「家」成為同志孩子可以回去的地方 

四年了！我的理事長任期終於走到尾聲。回首這四年，對我的人生來說絕對是一
段驚奇之旅。甫接手時女權會只有一位兼職工作人員，現在女權會已是有三位專職與
三位兼職工作人員的小有規模組織，主要承辦的方案有：教育部多元家庭教育推廣、
高雄市社會局女性史料室空間經營、與即將開跑得保護司多元性別暴力防治公彩案。
組織長大了，業務更多更繁雜，責任也更多了。謝謝這些年來陪著我一起作夢、一起
發願的伙伴，現在我們終於有一些資源朝著夢想前進。 

 
理事長能安全下莊真的要感謝好多人，最感謝的莫過於麵麵了，不斷接受我的騷

擾與推火坑，希望我卸任後我們還可以是朋友（真的有點擔心啊）！謝謝新血富琪、
與兩位後勤品瑛、冠儀，你們是女權會安穩的依靠。也要感謝諸位理監事們不斷補位、
跳坑、救火，尤其是謝謝豫芬的最佳補位（其實早就不只是補位了），謝謝美惠一起
跳多元家庭的坑，謝謝子薇無微不至的付出，最後一定要大力謝謝乃丹的承擔！你們
的累積的功德絕對在天堂可以蓋華麗別墅了。 

 
這幾年我們一起打了一場又一場可怕的仗，終於在 5月 24日讓同志平權往前跨

了一大步，正式啟動同婚元年。當然歧視並不會因為同婚合法而立刻消失，性平教育
更因為拍咪啊是處處受阻，同志雖然可以「成家」，但卻不一定有辦法能夠「回家」。
身旁幾位同志學生都曾告訴我類似的故事，他們說著不願意/不能回家的苦，甚至是
對家人的憤怒，還有對爸媽充滿矛盾的愛；因為他們很愛家人，所以更不願意回家...。
這也是我們當初發願寫計畫案的主要動力，希望能把性平教育資源送到更多地方，跟
更多鄉親對話，好好地告訴他們同志不是妖魔鬼怪，看見這些壓迫對同志的傷害，期
待透過女權會與社區的對話，讓性別友善的氛圍進到每一個鄰里、每一個社區、每一
個家。 

 
未來我們一起繼續努力，讓「家」成為同志孩子可以回去的地方吧！ 

 

 

理事長      

 

  
2018/12/28 



 2 

會員大會流程表  

一、活動名稱：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二、大會日期： 109年 01月 04日(星期六) 

三、地點：屏東縣三和村部落大學（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美園 99-15號） 

四、活動流程： 

大會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 – 10:30 前往三和村屏東部落大學(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美園 99-15號) 

10:30 – 12:00 小農餐桌食農體驗 

12:00 – 13:00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3:00－14:00 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14:00-15:30 參訪部落傳統婚禮與部落小市集 

15:30-16:30 部落托育聯盟工作分享 

16:30 –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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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 
 

時間：109年 01月 04日（六）12：00 ~13：00 
地點：屏東縣三和村部落大學（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美園 99-15號） 

壹、 理事長致詞 

貳、 會務報告 

（一）108年度成果報告 

  1.女性史料室委託案 108年度成果報告（詳見手冊第 6頁） 

  2.歡迎光臨我的家－教育部委辦案 108成果報告（詳見手冊第 10頁） 

  3.勿忘影中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春祭活動暨老照片徵集（詳見手冊第 11頁） 

  4.我們的女工時代－高雄電影館、勞博館雙館聯展（詳見手冊第 12頁） 

  5.家庭教育中心計畫：歡迎光臨我的家－遇見多元性別與多元家庭（詳見手冊第 13頁） 

   6.家庭教育中心計畫：查甫人ㄟ運命與心聲－男性性別意識成長系列課程 

（詳見手冊第 15頁） 

   7.高雄市 108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暨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計畫成果（詳見手冊第 17頁） 

8.2019妨害性自主罪章修法高雄座談會（詳見手冊第 18頁） 

9.高雄永續城市論壇（詳見手冊第 19頁） 

10.女權會倡議活動成果（詳見手冊第 20頁） 
 

（二）108年度財務報告（詳見手冊第 24-25頁）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推選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促進會第十一屆理監事人選。 

說明：討論並推選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促進會第十一屆理監事人選。 

 

提案二：一百零八年度經費決算表，提請會員審議。(詳見手冊第 24-25頁） 

說明：討論一百零八年度經費決算。 

 

提案三：一百零九年度經費預算表，提請會員審議。(詳見手冊第 27-28頁） 

說明：討論一百零九年度預算及工作計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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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本會章程修改，詳細修訂方向如下表，提請會員審議。 

說明：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改原因 

第二章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
明退會。凡會員欠繳會費一年以
上，經催收後三個月內仍未補繳
者，視為自動退會。 

第二章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
明退會。凡會員欠繳會費兩年以
上，經催收後三個月內仍未補繳
者，喪失會員資格。 

為維護會員權益，謹將會
費催繳時間調整為兩年。 

第五章第三十三條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五百
元；學生會員新台幣
三百元；榮譽會員比
照個人會員。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每年新台
幣五百元；學生會員
新台幣二百元；榮譽
會員比照個人會員。 

第五章第三十三條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五百
元；學生會員新台幣
三百元；榮譽會員比
照個人會員。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每年新台
幣八百元；學生會員
新台幣五百元；榮譽
會員比照個人會員。 

根據本會第十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之決議修正。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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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8年度工作報告 

一、女權會 108年度大事記 

時間 項目 

1月－12月 【女性史料室】 
高雄市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史料室委託案 

9月－12月 【歡迎光臨我的家】 
教育部委託辦理社會大眾認識多元型態家庭教育推廣計畫 

3月 23日 【勿忘影中人】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春祭暨老照片徵集活動 

3月－5月 【歡迎光臨我的家】 
高雄市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認識多元性別與多元家庭系列課程 

5月 【我們的女工時代】 
高雄電影館、勞工博物館女性勞工老照片雙館聯展 

5月 16日 【倡議行動】 
滿天星性平小組：同婚公投與在學學生感受調查記者會 

5月 24日 【倡議行動】 
滿天星性平小組：高雄同志婚姻聯合登記記者會 

5月－11月 【CEDAW】 
高雄市政府：108年「CEDAW暨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計畫」 

6月 【女人空間：彩虹的日常】 
滿天星性平小組：同志真人圖書館暨工作坊系列活動 

7月－10月 【女性勞動記憶調查與資料詮釋】 
地方學典範－高雄市在地知識體系數位建置與後端數位加值運用計畫 

9月－10月 【查甫人ㄟ運命與心聲】 
高雄市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男性性別意識成長系列課程 

9月 【高雄永續城市論壇】 
高雄永續城市論壇平台 x 高雄女權會：女性公民論壇 

10月 19日 【妨害性自主罪章修法座談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x 高雄女權會：2019妨害性自主罪章修法高雄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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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服務成效以兩方面為主進行報告：「進館服務人次表」、「活動執行概況」，以下為
本年度服務成效概況： 

一、進館服務人次表 

 項目 參觀瀏覽 使用空間 導覽(團體、個人) 閱讀館藏 參與活動 總計 

合計 

男 169 90 57 25 540 881 

女 917 494 330 120 3170 5031 

總人數 1086 584 387 145 3710 5912 

二、活動執行一覽表 

 活動名稱/主題 辦理日期 人次 

第一季 

病人自主權利法系列課程－教妳如何談「人生最後這件事」  108年 01月 20日 25 
107 史料營「女力滾動女力-再創婦女影響力」女性生命故
事海報展 

 108年 01月 20日 
~108年 01月 31日 

81 

小女子的大冒險：挑戰婚前蜜月環遊世界 325 天  108年 01月 26日 36 

「南方好講堂」：快樂到你家－偏鄉女力的價值與挑戰  108年 03月 16日 119 

歡迎光臨我的「家」: 家庭大不同－認識多元家庭  108年 03月 23日 48 

歡迎光臨我的「家」: 妳是我的「a dju」－原住民同志的
家庭故事 

 108年 03月 30日 58 

第二季 

歡迎光臨我的家－櫃父母宣言  108年 04月 13日 54 

歡迎光臨我的家－好想當爸爸  108年 04月 20日 73 

性教律：給我一杯「月釀杯」－台灣月亮杯群眾千萬募資
的推動之路 

 108年 04月 20日 11 

性教律：不顧父權反對－愛情產業鍊下的女性情慾自主  108年 04月 21日 22 

性教律：絹印工作坊－第一次也不焦慮的性教律帆布袋、
明信片 

 108年 04月 21日 9 

社區婦女拼布班作品大賞 
 108年 04月 23日 
~108年 05月 28日 

181 

歡迎光臨我的家－拉拉生娃娃  108年 04月 27日 54 

高性花路米：繪本巡迴列車－繪本講師培訓  108年 04月 28日 13 

女性史料室委託案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婦女館女性史料室服務方案」 

1 
二、活動成果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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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翹翹板成長團體－性別平等與法律  108年 05月 04日 25 

歡迎光臨我的家－《淑女之夜》跨性別影片放映與討論  108年 05月 05日 43 

《讓傷痕說話：一位精神科醫師遇見的那些彩虹人生》讀
書會 

 108年 05月 05日 51 

性別翹翹板成長團體－翻轉性別刻板印象  108年 05月 18日 26 

認識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公約CEDAW 實務及
案例研討 

 108年 05月 24日 100 

性別翹翹板成長團體－夫妻相處哲學  108年 05月 25日 23 
歡迎光臨我的家－成家路迢迢：談婚姻平權與同志親權最
新消息 

 108年 05月 26日 65 

108年性別論文擂台賽－性別說故事大賽  108年 05月 31日 131 

性別翹翹板成長團體－跳脫性別框框  108年 06月 01日 26 

高齡海嘯下的性別視野（研討會議）  108年 06月 05日 13 

姊妹攜手、地方躍進、地方婦女組織培力（研討會議）  108年 06月 05日 14 

性別翹翹板成長團體－家庭萬花筒  108年 06月 15日 22 

小女子大冒險系列講座－印度國際志工旅行  108年 06月 22日 21 

第三季 

健康一「夏」－健康一把罩  108年 08月 10日 72 

健康一「夏」－就是愛玩美  108年 08月 17日 69 
地方婦女組織培力工作坊－抓住參與者的心，活動方案設
計教學 

 108年 08月 29日 27 

健康一「夏」－健康食堂  108年 08月 31日 74 

地方婦女組織培力工作坊：一鍋心靈雞湯，同理你我他  108年 09月 05日 30 

健康一「夏」－運用纏繞畫紓解壓力  108年 09月 07日 71 

地方婦女組織培力工作坊－數位行銷與創業經驗  108年 09月 12日 32 

健康一「夏」－消費高手  108年 09月 21日 57 

查甫人ㄟ運命與心聲－關於查甫人ㄟ那些故事  108年 09月 22日 60 

高雄市永續城市論壇－高雄婦女團體及女性公民對高雄生
態系服務與居民的互動關係看法與對永續城市的未來想像 

 108年 09月 22日 18 

查甫人ㄟ運命與心聲－從「爸爸專賣店」談爸爸經  108年 09月 29日 60 

第四季 

「查甫人ㄟ運命與心聲」男性性別意識成長系列課程-男人
哭吧不是罪 

 108年 10月 05日 70 

「查甫人ㄟ運命與心聲」男性性別意識成長系列課程-親密
關係暴力與男子氣概 

 108年 10月 20日 55 

老師面對面-748施行法過後性平教育怎麼教?   108年 10月 20日 15 

108年度第八屆女性史料人才培訓營-史料人才培訓工作坊 
 108年 10月 26日 
~108年 12月 07日 

36 

「查甫人ㄟ運命與心聲」男性性別意識成長系列課程－李  108年 10月 27日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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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燕醫師的親子門診：談父職與親子互動 

南方「好」講堂－我不用「當」媽媽，我就是媽媽！  108年 11月 02日 104 

108年度第八屆女性史料人才培訓營－田野問題研討會  108年 11月 21日 8 

《媽媽、琦琦，和她們的女兒》社區讀書會  108年 11月 24日 30 

108年度第八屆女性史料人才培訓營－成果展 
 108年 12月 07日 
~108年 12月 20日 

110 

108年度第八屆女性史料人才培訓營－成果發表會  108年 12月 07日 16 

社區讀書會－人魚紀  108年 12月 15日 9 

三、活動精選照片 

  
「南方好講堂」：快樂到你家－偏鄉女力的價值與挑戰（網紅快樂姐） 

  

108 年性別論文擂台賽－性別說故事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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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性別論文擂台賽－性別說故事大賽 

  

新住民女性在高雄－108年度第八屆女性史料人才培訓營 

  

新住民女性在高雄－108年度第八屆女性史料人才培訓營 

  

南方「好」講堂－我不用「當」媽媽，我就是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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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巡迴講座 

 

n 彩虹長輩圖徵稿活動：入選 3名優秀作品、10名佳作作品，與 1名最佳人氣獎。 

 

n 來我家吧！多元家庭群像：以攝影集、採訪的方式呈現家的各種真實生活樣貌，
闡述多樣的家庭故事， 文章歡迎分享利用。 

 
 

 
 
 
 
 
 
 
 
  

歡迎光臨我的家 
教育部委託辦理社會大眾認識多元型態家庭教育推廣計畫 

2 
認識多元型態家庭免費課程，截至 12 月 31 日前已完成 44 場，參
與人數共 1,461人。請會員協助宣傳推廣，請見附件活動申請表。 

長輩圖活動頁面 

多元家庭群像報導文章 



 11 

 
 
 
 
 
 
 

 

n 活動時間：108年 3月 

n 活動內容：本會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合作，為感念民國 62年旗津船難事件，並
重現加工出口區之女性勞動記憶，本次搭配 108年度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春祭活動，
並辦理「勿忘影中人」老照片徵求計畫，透過老照片串連世代之間的女性生命經
驗。本次計畫共 20位老照片投稿者參與，蒐集 138張女性勞工照片與勞動經驗。 

 
  

 

春祭+老照片募集主視覺 

 

 

入圍照片與簡介 活動照片 

勿忘影中人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春祭活動暨老照片徵集

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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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活動時間：108年 5月 

n 活動內容：延續女性勞工老照片徵集計畫，蒐集之女性勞工照片與勞動經驗，並活化
女性史料室的既有珍貴史料，於高雄電影館、勞工博物館合作，舉行「我們的女工時

代」雙館聯展系列活動。 

 
 

活動海報 展覽會場 

  

展覽會場 活動合影 

 

高雄電影館海報展 

我們的女工時代－高雄電影館、勞博館雙館聯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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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活動時間：108年 3月 23日至 108年 5月 26日 

n 活動地點：高雄市婦女館女性史料室 

n 活動內容：女權會於 108年 3-5月推出「家庭大不同-認識多元家庭」、「你是我 a dju-
原住民同志的家庭故事」、「櫃父母宣言-同志父母的家庭故事」、「好想當爸爸-男同
志家庭的收養歷程」、「拉拉生娃娃-女同志的家庭故事」、「《淑女之夜》電影放映
與認識跨性別」、「成家路迢迢-談婚姻平權與同志親權最新消息」共七堂課程 。課
程涵蓋了原住民同志、櫃父母、男同志、女同志，由多元性別者的現身說法，讓高雄
的社區民眾可以近身接觸同志家庭、非漢人核心家庭的真實故事，也重新反思社會大
眾對「家」與「親情」的單一想像。本活動系列報導也刊登至《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第 88期性別特派員一文（參閱附件）。 

 

 

活動海報 家庭大不同－認識多元家庭 

  

你是我「A-dju」－原住民同志的家庭故事 櫃父母宣言－同志父母的家庭故事 

歡迎光臨我的家：遇見多元性別與多元家庭 5 
家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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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當爸爸－男同志家庭的收養歷程 拉拉生娃娃－女同志的家庭故事 

  

淑女之夜－跨性別影片放映與討論 成家路迢迢－談婚姻平權與同志親權 

 、 

課堂回饋 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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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活動時間：108年 09月 22日至 108年 10月 27日 
n 活動內容：本會首次於以女性史料室推出以男性經驗為主軸之系列課程，探討男性的

性別意識成長、情感教育、父職經驗、男子氣概與性別暴力⋯等議題。帶領民眾在了
解性別平等的同時，也同理那些深受性別框架所苦的男性經驗，期盼每個性別都有機
會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關於查甫人ㄟ那些故事 

  

從「爸爸專賣店」談爸爸經 「男人哭吧不是罪」男性的情感教育 

6 「查甫人ㄟ運命與心聲」： 

男性性別意識成長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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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暴力與男子氣概 親執相談室：談父職與親子互動 

  

民眾回饋 頒發研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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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活動時間：108年 5月 24日至 108年 11月 21日 
n 活動內容：課程內容含括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行政院重要性別平等

五大議題。由本會邀請各領域專家授課，並由工作團隊與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協助課
程分組討論，與市府參訓人員一同瞭解 CEDAW與實務工作經驗。 

108.05.24 蔡麗玲/認識 CEDAW：實務及案例探討  
108.10.16 游美惠/去除性別刻板印與偏見  
108.10.21 彭渰雯/促進公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108.10.28 楊茹憶/提升女性經濟力  
108.11.04 簡瑞連/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公共  
108.11.21 楊佳羚/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高雄市 108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7 
（CEDAW）」暨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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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活動時間：108年 10月 19日 
n 活動內容：本會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合辦  2019 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修法高雄座談會，

邀請南部地區法學專家與實務工作者，針對現行法的修正草案進行交流。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2019 妨害性自主罪章修法高雄座談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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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活動時間：108年 09月 22日 
n 活動內容：本會與高雄永續城市論壇平台合作，辦理「高雄永續城市論壇」，從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 5－性別平等」與目標「SDG11－永續城市」出發，邀請高
雄女性公民參與，透過分組討論，來探索女性公民可以在公領域或私領域經驗到的環
境議題，鼓勵女性在永續發展議題及政策規劃成為更積極的行動者。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高雄永續城市論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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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活動時間：108年 
n 活動內容：本會除了參加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例行會議之外，也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協會南部辦公室、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婚姻平權大平台共同組成性平小組，監
督市府性平教育政策、辦理同志相關倡議行動。 

 
108年 5月 16日同婚公投與在學學生感受調查記者會（性平小組主辦） 
108年 5月 24日高雄同志婚姻聯合登記記者會（性平小組主辦） 
108年 6月【女人空間-彩虹的日常-異同邁向幸福】系列活動 

 

  

開會照片 同婚公投與在學學生感受調查記者會 

  

高雄同志婚姻聯合登記記者會 彩虹的日常：異同邁向幸福 

  

女權會倡議活動 10 
高雄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性平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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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年度女權會出席活動／會議（統計至 108／12） 

月
份 

日
期 

星
期 

活動內容 合作單位 出席者 

1 

20 日 
病人自主權利法系列課程-教妳如何談「人生最
後這件事」 

社會局、天晴 王紫菡、劉品瑛 

26  第十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蔣琬斯、蔡麗玲、
游美惠、許乃丹、
林豫芬、郭姝君、
蔣琬斯、晏向田、
鄭子薇、王紫菡、
劉品瑛、吳冠儀 

31 四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史料室 
第一次工作會議 

社會局 
蔣琬斯、林豫芬、
王紫菡 

31 四 
108年「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CEDAW）
繼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計畫 
工作會議 

社會局 蔣琬斯、王紫菡 

2 19 二 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第一次例會 滿天星 林豫芬 

3 

7 三 反恐同日第一次工作會議  林豫芬 

7 三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春祭活動 
工作會議 

勞工局 王紫菡 

12 日 
彩虹的日常：異同邁向幸福 
第一次工作會議 

高性會、熱線
南辦 

王紫菡 

13 六 
108年性別論文擂台賽－性別說故事大賽 
工作會議 

性平協會 蔣琬斯、王紫菡 

19 二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春祭活動 
行前會議 

勞工局 林豫芬、王紫菡 

19 二 
彩虹的日常：異同邁向幸福 
第二次工作會議 

高性會、熱線
南辦 

王紫菡 

28 四 反恐同日第二次工作會議  林豫芬 

4 

9 二 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第二次例會 滿天星 王紫菡 
11 四 反恐同日第三次工作會議  林豫芬、王紫菡 
17 三 反恐同日第四次工作會議  林豫芬、王紫菡 

24 三 
109年性別論文擂台賽 
審稿會議 

社會局 
蔣琬斯、林豫芬、
游美惠、王紫菡、
劉品瑛 

25 四 
彩虹的日常：異同邁向幸福 
第三次工作會議 

高性會、熱線
南辦 

王紫菡 

25 四 反恐同日第五次工作會議  林豫芬、王紫菡 
28 日 我們的女工時代展覽籌備會議 勞博館 王紫菡、許博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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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二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史料室 
第二次工作會議 

社會局 
蔣琬斯、林豫芬、
王紫菡 

5 

8 三 反恐同日第六次工作會議  林豫芬、王紫菡 
10 五 勞動基準法面面觀研習 社會局 王紫菡 

21 二 
彩虹的日常：異同邁向幸福 
第四次工作會議 

高性會、熱線
南辦 

王紫菡 

6 

4 二 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第三次例會 滿天星 蔣琬斯 

11 二 與社會局長對談 
社會局、滿天
星 

蔣琬斯 

19 三 HE FOR SHE專案種子培訓課程  王紫菡 

22 六 第十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  

蔣琬斯、晏向田、
黃欣慧、游美惠、
陳佩儀、鄭子薇、
黃麗萍、蔡麗玲、
王紫菡、劉品瑛、
吳冠儀 

7 17 三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史料室 
第三次工作會議 

社會局 
蔣琬斯、林豫芬、
王紫菡 

8 

13 二 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第四次例會 滿天星 林豫芬 
19 一 高雄市政府婦權會第五屆第一次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 蔣琬斯 
21 三 教育部採購案報告 教育部 蔣琬斯、王紫菡 
23 五 女性勞動記憶資料庫研習  吳冠儀 

9 

10 二 教育部計畫第一次工作會議  
蔣琬斯、游美惠、
王紫菡 

12 四 高雄市性平友善議員閉門聚會  蔣琬斯、王紫菡 

14 六 
高雄市友善同性婚姻幼兒養育政策研討公聽
會 

滿天星 王紫菡 

24 二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史料室 
第四次工作會議 

社會局 
蔣琬斯、林豫芬、
王紫菡 

15 六 教育部計畫第一次專家會議  
蔣琬斯、游美惠 
王紫菡 

19 三 「台灣婦女的需與求」政策與實務對話座談 
社團法人台灣
南方社會力聯
盟 

林豫芬 

10 

3 四 高雄市政府婦權會第五屆第一次組長會議 高雄市政府 蔣琬斯 
4 
5 

五 
六 

婦女健康行動網絡會議暨婦女團體聯合研習
營 

女人連線 王紫菡 

8 二 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第五次例會 滿天星 蔣琬斯、王紫菡 

11  第十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  
蔣琬斯、游美惠、
吳宜霏、許乃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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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薇、郭姝君、
林豫芬、黃麗萍、
陳佩儀 

16 二 南方婦團溝通平台 滿天星 蔣琬斯、王紫菡 

20 日 
老師面對面-748 施行法過後性平教育怎麼
教？ 

性平協會 
王紫菡、黃富琪、
劉品瑛 

11 

5-7 
二-
四 

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大會 勵馨 
蔣琬斯、鄭子薇、
王紫菡 

14 四 教育部計畫第二次工作會議  
蔣琬斯、游美惠、
王紫菡 

14 四 婦團聯繫會議 社會局 王紫菡 
20 三 全國婦女聯繫會議 社會局 黃富琪 

27 三 
高雄市政府婦權會「環境空間小組」第五屆第
一次小組會議 

都發局 蔣琬斯 

27 三 同志權益聯繫會報 民政局 黃富琪 

12 

10 二 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第六次例會 滿天星 蔣琬斯、王紫菡 

26 二 教育部計畫第二次專家會議  
蔣琬斯、游美惠、
王紫菡、吳冠儀 

26 二 高雄市政府婦權會第五屆第二次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 蔣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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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年度財務報表 

一、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108年度收支決算表 

民國 108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 
科目 金額 % 科目 金額 % 

會費收入 人事費 

  
  

入會費 2,100  0.08% 
  
  
  
  
  

薪資 529,007  30.41% 
常年會費 11,400  0.45% 勞保費 40,444  2.32% 
      健保費 24,688  1.42% 

捐款收入 勞退金 31,156  1.79% 

  
  
  

捐款收入_一般捐款 87,574  3.48% 計畫主持費 56,000  3.22% 
捐款收入_義賣品 12,267  0.49% 業務費 
      

  
  
  
  
  
  
  
  
  
  
  
  
  
  
  
  
  

講師費/出席費 433,500  24.92% 
補助收入 交通費 34,689  1.99% 

  
  
  
  
  
  
  

補助收入_史料室 
（不含 106 年 s4 核銷） 746,972  29.66% 印刷費 42,189  2.43% 

補助收入_教育部多元家庭推廣計畫 
（已納入 109 年第二期款項） 1,237,500  49.13% 庶務購置費-郵資 3,862  0.22% 

補助收入_家庭教育中心 130,125  5.17% 庶務購置費-文具耗材 5,999  0.34% 
補助收入_婦保科 CEDAW 58,066  2.31% 庶務購置費-書籍雜誌影音 3,634  0.21% 
補助收入_勞工局勞博館等 149,500  5.94% 庶務購置費-設備購置費 19,364  1.11% 
補助收入_其他 82,160  3.26% 庶務購置費-公關費/推廣費 65,263  3.75% 
      教材費 13,200  0.76% 

其他收入 場地布置費 25,412  1.46% 

  
  
  
  
  
  
  
  

利息收入 745  0.03% 膳費/誤餐費 57,217  3.29% 
其他收入 402  0.02% 補充保費 6,189  0.36% 

  
  
  
  
  
  

  
  
  
  
  

  

  
  
  
  
  

  

業務費-雜支 9,883  0.57% 
業務費-行政助理費(史料室) 169,950  9.77% 
業務費-勞務費/臨時工資 142,800  8.21% 
業務費-助理勞退 3,694  0.21% 
業務費-助理勞保 4,738  0.27% 
其他支出 16,747  0.96% 

收入合計 2,518,811  100.00% 
支出合計 1,739,625  100.00% 
本期餘絀 779,186  30.93% 

理事長：蔣琬斯    常務理事：鄭子薇       製表：王紫菡 

n 經費說明： 
1. 女性史料室第四季核銷（108.10-108.12）尚未入帳，經費共計 84,380 元。 
2. 教育部第二階段款項預計支用到 109 年 4 月 30 日。 
 
n 感謝捐款人(按筆畫排列)： 
王紫菡、王敬儒、吳品賢、吳婕昀、呂宜姍、李佳燕、李奇紘、貝美達、林怡如、 
林芝宇、林慧文、林豫芬、范玄英、晏向田、張詠翔、陳文旭、陳佩儀、陳釩、 
陳靜慧、彭渰雯、馮秀真、黃娉婷、黃嘉韻、黃璨瑜、楊佳羚、楊嘉宏、蔣琬斯、 
瑪達拉˙達努巴克、鄭子薇、鄭智偉、以及多位不具名的仙女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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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108年度資產負債表 

民國 108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 

理事長：蔣琬斯     常務理事：鄭子薇  製表：王紫菡 

  

會計科目                                                                                                                                                                                                                                                                                                                                                                                                                                                                                                                                                                                                                                           金額 % 會計科目 金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 18,292  1.52%   應付帳款 0  0.00% 

  銀行存款 1,182,017  98.37%   應付費用 0  0.00% 

  應收款項 0  0.00%   應付票據 0  0.00% 

  應收票據 0  0.00%   應付稅額 0  0.00% 

  預付款項 0  0.00%   預收款項 0  0.00% 

  暫付款 1,256  0.10%   暫收款 0  0.00% 

          代收勞健保 0  0.00% 

固定資產       其他負債       

  辦公設備 0  0.00%   存入保證金 0  0.00% 

  累計折舊-辦公設備 0  0.00%         

  其他設備 0  0.00%         

  累計折舊-其他設備 0  0.00% 淨值       

          基金 0  0.00% 

其他資產         準備基金 0  0.00% 

  存出保證金 0  0.00%   累積餘絀 422,379  35.15% 

          本期餘絀 779,186  64.85% 

資產合計   1,201,565  100.00% 負債及淨值合計 1,201,56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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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9年度工作預定計畫 

 
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項目 工作內容 完成月日 備註 

活動 
 

1. 女性史料室委辦案 

2. 教育部計畫 

3. 公彩計畫 

4. 預計申請婦權會溝通平台活動 

1月~12月 
1月~12月 
1月~12月 
4月、8月 

 
 

理監事會議 

1. 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2. 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3. 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4. 第十一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1月 
4月 
8月 
12月 

 

行政 
1. 女權會網站定期更新 

2. 會務、財務管理 

3. 各項活動籌備 

整年度 

 

會員 

1. 會員招募、資料建檔 
2. 郵寄或電子郵件轉發本會及相關性別議
題活動資料 

3. 召開會員大會 
4. 繳交年度常年會費 

整年度 
 
 
 

12月 

 

總務 

1. 結算 108年度收支 

2. 報稅事宜 

3. 結算 108年一月至六月收支 

4. 結算 108年七月至十二月收支 

1月 

1月及 5月 

6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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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109年度收支預算表 

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9年 1 月 1 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第  1  頁 

科 目 
預 算 數 

上年度預
算 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
比 較 數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增 加 減 少 

１   本 年 度 經 費 收 入 3,201,766 966,500 2,235,266   

 １  會 費 收 入 15,000 15,000    

 ２  捐 助 收 入 50,000 40,600 9,400   

 ３  利 息 收 入 400 400    

 ４  專 案 計 畫 收 入 3,136,366 910,500 2,225,866   

  1 委 辦 案 832,500 832,500   女性史料室經營 

  2 採 購 案 1,512,500 - 1,512,500  
教育部多元家庭
推廣計畫 

  3 公 彩 補 助 791,366 - 791,366  
保護司性別暴力
防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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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8年  1 月 1 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 第  2  頁 

科 目 
預 算 數 

上年度預
算 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
比 較 數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增 加 減 少 

２   本年度經費支出 3,201,766 966,500 2,235,266   

 １  人事費 1,505,938 486,000 1,019,938   

 ２  專案業務支出 1,595,828 460,500 1,135,328   

 3  
感恩茶會 

活動支出 
50,000 10,000 40,000   

 4  雜項支出 50,000 10,000 40,000   

本期結餘 0 

 

理事長：蔣琬斯     常務理事：鄭子薇  製表：王紫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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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組織架構圖 

 
 
 
 
 
 
 
 
 

第十屆理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理事長 蔣琬斯 理事 郭子琳 

常務理事 鄭子薇 常務監事 黃麗萍 

常務理事 吳宜霏 監事 游美惠 

理事 黃欣慧 監事 蔡麗玲 

理事 林豫芬 秘書長 王紫菡 

理事 晏向田   

理事 陳佩儀   

理事 許乃丹   

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 
理事長(1人) 

常務理事 (2人)理事 (6人) 
常務監事 (1人)監事 (2人) 

顧問(3人)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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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歷屆理監事名單一覽表 

第一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陳彰惠 王秀紅 陳金寶 潘純媚 徐畢卿 
沈志仁 蕭蘋 陳季員 王儷靜  

監事 秘書長 
陽惠卿 余淑琴 林令真 唐文慧 

 

第二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鐘信心 王秀紅 游美惠 徐畢卿 林秀美 
沈志仁 王儷靜 楊詠梅 楊巧玲  

監事 秘書長 
陽惠卿 余淑琴 林令真 唐文慧 

 

第三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楊巧玲 王儷靜 沈志仁 王秀紅 余淑琴 
成令方 林秀美 游美惠 顧月華  

監事 秘書長 
林令真 林子茹 劉久妤 唐文慧 

第四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唐文慧 

（理事長） 
王儷靜 

（常務理事） 
林令真 

（常務理事） 
沈志仁 林子茹 

余淑琴 張婷莞 顧月華 蔣琬斯  
監事 秘書長 

楊巧玲 
（常務監事） 

劉久妤 楊詠梅 黃婉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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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王儷靜 

（理事長） 
林令真 

（常務理事） 
顧月華 

（常務理事） 
余淑琴 蔣琬斯 

游美惠 張婷莞 林子茹 李雪治  
監事 秘書長 

唐文慧 
（常務監事） 

鄭如意 張皓筑 林令真 
 

第六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蔡麗玲 

（理事長） 
林令真 

（常務理事） 
顧月華 

（常務理事） 
李雪治 林妙蓁 

許乃丹 柯莞娟 張琬如 楊巧玲  
監事 秘書長 

王儷靜 
（常務監事） 

游美惠 鄭如意 蔣琬斯 

第七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蔡麗玲 

（理事長） 
林令真 

（常務理事） 
顧月華 

（常務理事） 
顏朱吟 林妙蓁 

許乃丹 柯婉娟 楊佳羚 楊巧玲  
監事 秘書長 

游美惠 
（常務監事） 

王儷靜 鄭如意 蔣琬斯 

第八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游美惠 

（理事長） 
楊佳羚 

（常務理事） 
許乃丹 

（常務理事） 
顏朱吟 林令真 

蔣琬斯 王君薇 楊詠梅 劉育豪  
監事 秘書長 

蔡麗玲 
（常務監事） 

王儷靜 楊巧玲 吳宜霏、張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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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 
蔣琬斯 

（理事長） 
顏朱吟 

（常務理事） 
吳宜霏 

（常務理事） 
黃麗萍 

鄭佩妤 鄭子薇 黃欣慧 王君薇 

監事 秘書長 
游美惠 

（常務監事） 
蔡麗玲 王儷靜 廖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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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會員名冊 

編號 姓名 職稱 e-mail 

1.  王儷靜 屏東教育大學副教授 wangliching@gmail.com 

2.  林令真 盈東實業有限公司 lian.ben@msa.hinet.net 

3.  游美惠 高師大性別教育所教授 meiyou@nknucc.nknu.edu.tw 

4.  黃淑敏 盈東實業有限公司 judy0919judy@yahoo.com.tw 

5.  楊巧玲 高師大教育系教授 yangcl@nknucc.nknu.edu.tw 

6.  蔣琬斯 屏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gasyones@gmail.tw 

7.  莊喻清  minicatdog@hotmail.com 

8.  蔡麗玲 高師大性別所副教授 liling@nknu.edu.tw 

9.  許乃丹 許乃丹律師事務所律師 da4655@gmail.com 

10.  林妙蓁 檢察官 jasminlin@mail.moj.gov.tw 

11.  張琬如  changwanju@hotmail.com 

12.  顏朱吟 高師大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s1461@nknucc.nknu.edu.tw 

13.  吳宜霏 高雄市婦女新知總幹事 rainy7286@gmail.com 

14.  陳瑀昕 諮商心理師 velsachen@hotmail.com 

15.  林怡君  a91310010@yahoo.com.tw 

16.  黃欣慧 高師就輔組專案管理人 planet989@gmail.com 

17.  劉品志  high5062003@gmail.com 

18.  陳素慧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suhui.chen@seed.net.tw 

19.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所助理教授 chialingyang0302@gmail.com 

20.  鄭珮妤 教師 nordsee0309@gmail.com 

21.  簡鈺芬 教師 amberpowerlife@gmail.com 

22.  劉育豪 港和國小教師 samlou1025@yahoo.com.tw 

23.  王君薇  clarew63@gmail.com 

24.  王君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jywang0121@gmail.com 

25.  張雯婷 高師大性別所 tin_1517@hotmail.com 

26.  王月喬 高雄海洋科大教師 audrey@webmail.nkmu.edu.tw 

27.  楊詠梅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教授 yang9361@ms51.hinet.net 

28.  黃義荃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ray012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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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職稱 e-mail 

29.  朱雅君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Letitiaju@gmail.com 

30.  黃麗萍 高師大保管組組長 lphwang@nknucc.nknu.edu.tw 

31.  陳秋莉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churllychen@yahoo.com.tw 

32.  林語芩 高師大性別所學生 cates77493@gmail.com 

33.  鄭子薇 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babywulala@gmail.com 

34.  陳美齡 學生 sun183660@yahoo.com.tw 

35.  鄭敏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rhapsody920119@gmail.com 

36.  洪培忻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lidya52@yahoo.com.tw 

37.  鄭雅怡  paisabiki@gmail.com 

38.  潘一榕 高師大成教所研究生 s06188@yahoo.com.tw 

39.  王紫菡  wangtsuhan@gmail.com 

40.  廖珮如 屏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r.pei.liao@gmail.com 

41.  卓耕宇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專任輔導教師 kengyu.cho@gmail.com 

42.  何雨縈 高師大性別所博士生 s19880323@gmail.com 

43.  晏向田 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輔導主任 hsingten@yahoo.com.tw 

44.  陳佳吟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cottonsandy46@gmail.com 

45.  柯木堅蓁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ekenkate@gmail.com 

46.  陳佩儀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ff2027001@gmail.com 

47.  王衣柔 高師大研究生 wyr0705@gmail.com 

48.  黃璽瑞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ruikim@hotmail.com 

49.  張瑞芩 高師大性別所研究生 e3649315@yahoo.com.tw 

50.  梁瓊芳 成功大學教育所博士生 joan1980317@gmail.com 

51.  陳依靖 婦權基金會專員 viviantp6@gmail.com 

52.  貝美達  barrowamandal@gmail.com 

53.  朱敏淑 退休教師 maridy_chu@hotmail.com 

54.  郭子琳 新聞主播 s7229248@yahoo.com.tw 

55.  林豫芬 退休教師 linfan77@gmail.com 

56.  蕭靖融 高師大性別所博士生 gil212@msn.com 

57.  謝美娟 澎湖縣鎮海國中教師 yves99313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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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職稱 e-mail 

58.  黃嘉韻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 edoi@ms59.hinet.net 

59.  王振圍 屏東高工 教師 wagnerwang@gmail.com 

60.  吳婕昀 國立屏東大學 學生 arielwu0514@gmail.com 

61.  吳品賢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pw66.ac@gmail.com 

62.  黃志中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jjhua@seed.net.tw 

63.  林芝宇 高師大性別所博士生 linchichyu@gmail.com 

64.  顏任儀 學廣文教 教師 estella0526@gmail.com 

65.  黃璨瑜 高雄市河堤身心診所 主治醫師 tsanyu.huang@gmail.com 

66.  林慧文 高雄市正興國小 教師 perfume01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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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入會說明書 

入會辦法與會員權益 

1. 個人會員：凡年滿二十歲，有完全行為能力，贊同本會宗旨者，均得加入本會成

為個人會員。 

2. 學生會員：凡年滿二十歲，贊同本會宗旨，於教育部認可之各級學校就讀，具有

學生身分者，均得加入本會成為學生會員。 

3. 榮譽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對本會經費有贊助者，或熱心支持本會各項活動之

個人或團體，得加入本會為榮譽會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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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5. 會員有遵守本會之章程、決議、參加本會會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6. 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凡會員欠繳會費一年以上，經催收後三個月內仍未補繳者，視為自動退會。 

Y 本會會員所繳之會費均作為本會推動各項活動之用，請多加支持。 
Y 會費及捐款可利用郵政帳戶匯款 

戶名：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郵局代號：700 局號：0041305  帳號：0307929 
 

 
入會費 常年會費 

個人會員 500 元 800 元 

＊學生會員 300 元 500 元 

榮譽會員 500 元 800 元 

 

會 
費 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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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章程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訂定 

二ＯＯ八年 四月 六日修訂 

二ＯＯ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修訂 

二Ｏ一Ｏ年十二月十一日修訂 

二Ｏ一一年十二月三日修訂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七日修訂 

二Ｏ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提高女性地位、爭取女性權

益及福利、促進性別平等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高雄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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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一、 促進女性對自身權益、地位的自覺。 
二、 促進社會各界對女性政策、福利之重視與支持。 
三、 促進國內外女性團體之聯誼、交流與合作。 
四、 推動女性相關法令與政策之研究。 
五、 出版與本會宗旨及會務相關之刊物。 
六、 接受各界委託辦理女性福利業務相關之事項。 
七、 推動其他有利於女性福利、權益之事項。 

第六條本會之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左： 

個人會員：凡年滿二十歲，有完全行為能力，贊同本會宗旨者，均得加入本會

成為個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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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員：凡年滿二十歲，贊同本會宗旨，於教育部認可之各級學校就讀，具

有學生身分者，均得加入本會成為學生會員。 
榮譽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對本會經費有贊助者，或熱心支持本會各項活動

之個人或團體，得加入本會為榮譽會員。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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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之章程、決議、參加本會會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理監

事會議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凡會員欠繳會費一年以上，經催收後三個月內仍未補繳者，視為自動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行使大會職權。 
第十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 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 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 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同時選出後補理事二人，後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

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

定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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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 聘免工作人員。 
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 審核年度決算。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 議決監事、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廿條 理事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廿一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廿二條 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 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 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廿三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會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

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廿四條 本會選任人員不得兼任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之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廿五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

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廿六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

事、監事之任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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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 議 
 
第廿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

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大會)五分

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廿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

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廿九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

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之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會之解散，

得以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以上之表決解散之。 
第三十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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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

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三十二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理監

事聯席會議於七日前將開會申請書報主管機關備查，並將會議記錄於閉會後三

十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五百元；學生會員新台幣三百元；榮譽會員比照

個人會員。但入會費得授權當屆理監事會議決議以因應會務發展措施。 
二、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每年新台幣五百元；學生會員新台幣二百元；榮譽會

員比照個人會員。 
三、 事業費。 
四、 會員捐款。 
五、 委託收益。 
六、 基金及其孳息。 
七、 其他收入。 
八、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經費之繳納數額及方式，應提經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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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五條 每年編造預算、決算報告，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

備，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 
第三十六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機關團體所

有。 

第六章附 則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九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核備

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