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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第 18 屆第 1 次會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3年3月13日（星期四）下午三時 

地 點：台北市國軍英雄館（台北市長沙街1段20號） 

出席人員：本處全體會員（應到506人，實到279人） 

出席長官及來賓：詳如簽到簿 

大會主席：周主任委員敏雄     紀錄：童娟娟、吳武陽 

會員會議程序 
一、會議開始 
二、大會行禮如儀 
三、介紹來賓 
四、主席致開會詞 
五、上級單位代表致詞 
六、來賓致詞 
七、頒獎 
 
40 年資

深會員 

A00827 百祿工程有限公司、A00901 誠泉營造有限公司 

30 年資

深會員 

A02925 鉅星水電工程有限公司、A02927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

公司、A02983 欣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A03976 松燁企業工

程有限公司、B00077 同達水電工程有限公司、B00171 大千

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20 年以

上 資 深

會員 

A04043 國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A04075 發福水電有限公

司、A04095 峰技室內裝修股份有限公司、A04099 駿明工程

企業有限公司、A04103 鋐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A04119 聖

東水電有限公司、A04133 頂富工程有限公司、A04139 龍璟

企業有限公司、A04105 星鋼機電工程有限公司、A04707 欣

年企業有限公司、A06742 暐祥水電工程有限公司、A06788

中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八、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九、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會員動態： 
 1、 102 年度會員繳費情況：舊會員繳納 102 年度常年



會費計有 492 家（其中 8 家被臺北市政府產業發
展局廢止），新入會 16 家、外縣市遷入 3家。 

 2、 103 年度至 2月 10 日止，計有新入會 3家。 
  3、 綜上情況，本處現有效會員共計為 506 家。 
二、 會務報告： 
 1、 參加本會各辦事處會員會議：本會各辦事處如有

召開年度會員會議，均會邀請本處派員列席，本
處除致贈花籃慶賀外，均會派員列席。 

 2、 出席區公會代表大會： 102 年度區公會代表大會
已於 102 年 5 月 16 日假新北市新莊區農會（新農
園餐廳）舉辦，本處出席代表計出席 23 人。 

 3、 召開本處常務委員及委員會議：計召開常務委員
會議 3次、委員會議 4次。 

 4、 辦理 102 年會員會議自強活動：102 年度會員會議
未召開改辦理會員國內一日遊，102 年會員會議國
內旅遊已於於 102 年 3 月 28 日假南投舉辦完畢，
計有會員及眷屬計 74 人參加，102 雖未召開會員
會議，但會員建議事項均已送委員會研議完成。 

 5、 辦理會員國內自強活動：102 年度會員國內自強活
動已於 102年 5月 27日至 29日至高雄舉辦完畢，
計有會員及眷屬共計 32 人參加。 

 6、 辦理會員國外自強活動：102 年度會員國外自強活
動已於 102 年 6 月 22 日至 6 月 26 日假關島舉辦
完畢，計有會員及眷屬共計 20 人參加。 

 7、 辦理與台北自來水事業處業務協調會：與台北自
來水事業處業務協調會已於 102年 11月 8日假台
北自來水事業處第一會議室召開完畢，會議中對
於本處所提建議案均給予正面圓滿的回應，特此
感謝。 

 8、 本處印製台北自來水事業處所修編之「自來水用
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贈送給本處
會員，希望能多加詳讀，讓現場作業符合相關規
定，以增進提升本業技能。 
另台北自來水事業處積極輔導「水池.水塔清洗
業」服務升級，會員如有興趣亦可上網查詢。 

 9、 本處為服務一般市民提供小型工程修繕業者資



訊，凡願承攬小型工程修繕，均可向本處登錄以
供消費者查詢。 

 10、 「自來水管承裝商管理辦法」業經經濟部 102 年
12 月 27 日經水社字第 10204607330 號令修正公
布，相關條文第 5條及第 17 條涉及本業權益，請
各會員詳加瞭解。 

 11、 自來水法第 93 條業經修正並經總統令公布施行，
本處會員即日起向台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水區域申
請供水時，均需加附工程所在地之辦事處核發之
「會員會籍證明單」，始受理案件申請，請知照。 

 12、 即日起會員至台北市轄屬各機關辦理各項手續如
需繳納行政規費均可使用悠遊卡繳付，敬請多加
利用。 

參、 建議事項： 
 一、 凡本會現行有關會員權益及其重要公文，莫不儘

速通知全體會員知悉，本處現在均以傳真或電子
信件方式傳送文件，惟會員因業務繁忙，恆不重
視或不閱讀，迨發現影響權益時已無法補救，故
建議同仁今後對公會轉發之文件能抽暇閱讀，免
有貽誤，或上公會網頁
http://www.waterpipe-net.org.tw隨時查詢，以保持獲
有最新資訊。 

 二、 會員同業如對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臺灣自來水公
司、臺北市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或區公會、本處業
務有任何建議或改進之意見，均請隨時提出督促。 

在此祝各位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以上係委員會一年來之工作報告，敬請各位同仁批評指教。  
十、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本處委員會 

 案由： 本處 102 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草案，請審議。 
 一、 本決算案經第17屆第13次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提請大會審查。 
 

說明： 

二、 102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請參閱附錄（一），
通過後呈報區公會備查。 

 決議： 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本處委員會 

 案由： 本處 103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請審議。 
 一、 本工作計劃草案經第17屆第13次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提請大會審查。 
 

說明： 

二、 103 年度工作計劃草案，請參閱附錄（二），
通過後呈報區公會備查。 

 決議： 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本處委員會 
 案由： 本處 103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草案，請審議。 
 一、 本預算草案經第17屆第13次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提請大會審查。 
 

說明： 

二、 103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請參閱附錄（三），
通過後呈報區公會備查。 

 決議： 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 建議修正本會「會員會籍證明印鑑卡」，請討論。 
 一、 本會「會員會籍證明印鑑卡」有效期為至每

年年底止，跨年需重新填寫申請，實不環
保。 

 

說明： 

二、 建議會員資料內容如未有異動，可參照電氣
公會查核無誤未欠繳會費，若干年更換乙次
即可。 

  三、 現行印鑑卡內容上加註負責人身份證字號
及其他不必要資料是否可通盤研議。 

 決議： 轉區公會研議。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選舉結果： 
選舉第 18 屆辦事處委員及出席區公會大會出席代表。 
監票：蕭家隆、呂欽榮。 
發票：黃建林、尤進茂。 
唱票：王重宗、林志鏗、陳鴻儒、王文彬、李文宏、陳文龍。 
計票：林士旂、王紫榮、黃宏業、陳正憲、胡高陸、曾顯宗、 



游信河、黃添琪。 
 

＊當選辦事處委員者： 
尤進茂171票 王文彬173票 王重宗174票 王紫榮169票 
吳朝順173票 呂欽榮167票 李文宏169票 李青松169票 
林士旂167票 林志鏗170票 施宗顯171票 胡高陸170票 
郭慶麟169票 陳文龍173票 陳正憲170票 陳政賢172票 
陳振來168票 陳鴻儒170票 曾顯宗167票 游信河167票 
黃宏業165票 黃建林161票 黃崇能168票 黃添琪165票 
楊源信 172 票 熊保岷 168 票 蕭家隆 168 票  
＊當選候補委員者： 
「補一」林松吉 49 票 「補二」朱榮富 48 票 
「補三」楊榮謙 47 票  
＊當選出席代表者： 
尤進茂176票 王文彬 176票 王文龍180票 王重宗 176票 
江國棟174票 吳朝順 175票 李文宏177票 李青松 174票 
李國芳180票 林士旂 174票 林丕昌179票 林志鏗 175票 
施宗顯180票 郭慶麟 175票 陳正憲176票 陳政賢 179票 
陳榮傑180票 曾顯宗 174票 黃秀貴174票 黃建林 174票 
黃崇能175票 楊源信 179票 褚明坤176票 劉義治 176票 
蕭家隆 175 票  
十三、散會 
十四、餐會（席設：台北市國軍英雄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