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一、時間:2016年12月18日上午10:30～12:00 

地點: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190巷16號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二樓會議室) 

          主席:莊書豪 

1.應出席理事:9人 

  實際出席理事:6人 

2.應出席監事:3人 

  實際出席監事:3人 

3.出席理事：莊書豪、劉嘉豐、廖國權、張桂彬、陳金和、范沛琦 

4.出席監事：郭崇源、李正義、鄭順發 

5.請假理事：吳洲平、吳政憲、賴昱暄 

  

二、主席致詞(10:35~10:45)： 

     應出席理監事 12位，理事現出席 6位、監事現出席 3位（如簽

到單）已過 1/2，宣布開始開會。 

三、會務報告(10:45~11:00)： 

  (一)一○五年九~十一月收文紀錄表。 

    (二)一○五年九~十一月發文紀錄表。 

   (三)一○五年九~十一會務支出明細表。 

   (四)一○五年一~十一月鑑定業務明細表。 

   (五)一○五年一~11月現金出納表。 

 

四、討論提案(11:00~11:40)： 

第一案：提案人  莊書豪 

    案由：審核一○六年度工作計畫（附件一）。 



    說明：(1)依據內政部「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工商團體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

會編造當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送監事會

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於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會員大會因故

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

追認。  

              (2)敬請 理監事審核通過，以利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通過 

     

第二案：提案人  莊書豪 

    案由：審核一○六年度收支預算表（附件二）。 

    說明：(1)依據內政部「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工商團體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

會編造當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送監事會

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於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會員大會因故

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

追認。  

              (2)敬請 理監事審核通過，以利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通過 

 

第三案：提案人  莊書豪 

    案由：105年度帳務申報由昱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或是麒勵 

              稅務記帳工商事務所申報。 

    說明：原「港德記帳士事務所」因業務繁忙，不再配合。 

       昱信－收費如（附件三）以輔導方式。 

       麒勵－收費一年24,000元,外帳全部處理。 

    決議：通過，由昱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輔導方式來申報。 



 

第四案：提案人  莊書豪 

    案由：本會擬增設「贊助會員聯誼會組織辦法」(附件四)。           

        說明：(1)因多數廠商反應要加入公會贊助會員以增加交流    

  平台。 

(2)因廠商贊助會費需與公會贊助會員會費有所區

隔。 

    決議：因條文內容有諸多爭議，待修正後提下次理監事會議 

       討論再決議。 

 

  

五、臨時動議…………………………(11:40~12:00) 

第一案：提案人  劉嘉豐 

    案由：106年度起預計辦理 3~4場技術講習會。 

說明：可與行政院公共工程會申請技師積分，以及增進會員 

    間互相交流。            

    決議：通過。 

 

六、散會及用餐 



 

 

 

會務報告 
(一)一○五年九~十一月收文紀錄表。 

      (二)一○五年九~十一月發文紀錄表。 

       (三)一○五年九~十一會務支出明細表。 

      (四)一○五年一~十一月鑑定業務明細表。 

       (五)一○五年一~11 月現金出納表。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1 05 年 9 - 11 月收文)

編 收文日期
來文單位 文號 內容摘要 承辦情形

號 來文日期

1050901 桃園市政府 桃水污言丈字第 「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泥乾燥設備採購委託專 一 、此函文請用 Line 傳給理監事參閱

114 
利務局 1050038086 號 業服務 」 採購公告款義

二 、 請各位會員踴躍投標(轉知各位會員)

1050905 三、 文存

1050906 府建使字第 一 、文存
115 

1050908 
宜蘭縣政府

1050141695 號
宜蘭縣建築物昇降設備機械事故委託調查契約書 二、鑑定完成後依契約書向縣政府 申

請鑑定費用

1050906 臺 j彎 雄院和刑瞻 105 交訴
受理 105 年度訴字第 39 號業務過失致死案件鑑定 本案由 主審莊書豪技師鑑定116 

1050908 高是全士也方 j去院， 39 字第 1051032199 號

1050908 中華民國 105 仲雄會字第
「政府採購法之技術服務先調後仲研討會」報名表

一 、轉知各位會員參加報名
117 

1050912 仲裁協會 1050205 號 二 、文存

100905 行政院 工程技字第 發布「我國個人或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通用加倍減除 一 、轉知各位會員知悉

118 
1050912 公共工程委員會 10500279270 號 加倍減除辦法 」 二 、文存

1050909 程師中)華師監台(督亞北委太國員工際會工程 亞師監發字第
共同辦理 r2016 第二場海外工作經驗分享 」

一 、本會同意共同辦理此研討會

119 
1050912 105054 號

二 、抬頭"台" 應修正為" 臺"

三 、轉知各位會 員

1050913 正泰機械技師 105 字第 09001 一 、文存
120 

1050613 事務所 號
宜蘭縣、建築物昇降設備機械事故鑑定契約 二 、依程序辦理向宜蘭縣政府鑑

定報告書申請費用

1050910 臺灣臺南地方法 南院崑民川 103
一 、轉知鑑定技師張桂彬121 年度訴字第 158 委託鑑定 103 年度訴字第 158 號給付買 賣價金事件

1050914 院民事庭 號 二 、文存

1050909 社圍法人中華建 協會字第 105015 「營建法規彙編(上)J 、 「管建法規彙編(下 )J 訂購 一 、轉知各位會員

122 
1050920 築文化交流協會 號 辦法 二 、如有需要請向葉小姐代訂

1050912 程師中 )華師監台(督亞北委太國員工際會工程 亞師監發字第 105.10.4 舉辦 r 2016 第二場海外工作經驗分享研 一 、轉知各位會員

123 
1050920 105055 號 討會」 二 、文存

1050914 行政院 工程技字第 檢視鑑定業務有無載明 「利益迴避 」 及 「 委託鑑定 一 、轉知鑑定技術組召集人劉嘉豐技師

124 
1050921 公共工程委員會 10500297400 號 人救濟 」 相關規定

依來函檢討修正本會鎧定流程及內容

二 、文存

理事長: E 
1 

如: 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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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1 05 年 9 - 11 月發文)

9烏
發文日期 受文單位 文號 內容摘要 備註

號

台桐企業公司法定代理人

林明珠、林軍其律師、崑豐
本會鑑定有關崑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產製之錐碎機(型

062 105.09.05 機械公司法定代理人邱金 105 豪字第 09001 號
號 CSSHI350) 需要到現場勘查並協商鑑定有關事宜

旺、何芯宜律師 、 臺灣高等

法院台中分院、鄭F噴發技師

063 105.09.07 中華大學推廣教育處 105 豪字第 09002 號 邀請 貴大學推廣教育處與本會合作開班事宜

064 105. 09.13 
內政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105 豪字第 09003 號
105 年 09 月 24 日 (星期六)召開第 七屆第十三次理監事

員會、各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

065 105. 09. 14 宜蘭縣政府 105 豪字第 09004 號 檢附宜蘭大學昇降設備意外事故原因鑑定案鑑定報告

066 105.09.1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莊書豪

105 豪字第 09005 號 105 年度交訴字第 39 號業務過失致死案件鑑定報價
技師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

067 105.09.21 易庭、仕德福張繼準 律 105 豪字第 09006 號 r l03 年度沙簡字第 462 號給付貨款事件」會勘鑑定時程
師、錯泰工業蘇志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許盟志

068 105.09.22 
律師、那建緯律師、侯珮琪

105 豪字第 09007 號 檢附 rl03 年度訴字第 531 號返還價金事件」案鑑定報告
律師、宋永祥律師、鄭志

誠律師

069 105. 09.2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5 豪字第 09008 號 105 年度小上字第第 2 號給付租金事件鑑定報價
、陳英本技師

070 105.09.29 臺灣壹中地方法院 105 豪字第 09009 號 104 年度豐簡字第 290 號鑑定案 ， 本會擬更換鑑定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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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主烏
發文日期

號

071 105.09.30 

072 105.09.30 

。73 105.09.30 

074 105.10.05 

。75 105.10.05 

076 105.10.13 

077 105.10.18 

。78 105.10.19 

079 105.10.19 

080 105.10.19 

081 105. 10.27 

理事長: 芳jtì
iytc叫

受文單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

政部、本會會員(副本均以

e-mail 寄發)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

政部

本會各會員

內政部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英傑技師事務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

政部

內政部

、

內正支部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吳洲平

技師

(1 05 年 9- 11 月發文)

文號 內容摘要 備言主

105 豪字第 09010 號 第七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105 豪字第 09011 號 敬邀鈞長蒞臨 10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假

本會召開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0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召開第八屆第一次會
105 豪字第 09012 號

員大會

105 豪字第 10001 號 本會「第八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籍資料」敬請核備

105 豪字第 10002 號 天然氣管材配件單價鑑定報價

105 豪字第 10003 號
客子厝排水抽水站工程(5cms) 立軸式抽水機主設備等第

二版資料書面審查完成

105 豪字第 10004 號
移動式起重搭乘設備編號 WMll00022 並核發合格標示

序號 PEA098202

105 豪字第 10005 號 八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及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105 豪字第 10006 號 第八屆選任理監事簡歷名冊、理事長當選證明書申請表

按送監事會審核意見表、 104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

105 豪字第 10007 號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 105 年度工作計畫

書、收支預算表

105 豪字第 10008 號 105 年度訴字第 1135 號返還買賣價金事件」鑑定報價

製表: 挂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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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1 05 年 9- 11 月發文)

編

發文日期 受文單位 文號 內容摘要 備註

號

082 105.10.2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陳其本

105 豪字第 10009 號
檢還貴院提供 105 年度小上字第 2 號給付租金事件

技師 鑑定相關資料

083 105.1 1. 0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豪字第 10010 號 r105 年度訴字第 686 號」損害賠償事件鑑定完成

084 105. 11. 0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莊書豪

105 豪字第 11002 號
r105 年度交訴字第 39 號業務過失致死素件 J '現場勘查

技師 時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張繼準

085 105. 11. 02 律師、蘇志淵律師、莊書豪 105 豪字第 11003 號 r 103 年度沙簡字第 462 號給付貨款事件 」 會勘鑑定時程

技師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

086 105. 11. 02 庭、劉晨光律師、黃E黎瑩律 105 豪字第 11004 號 r103 度訴字第 158 號」會勘鑑定時程通知

師、張桂彬技師

東海冷凍股份有限公司、西

087 105. 11. 02 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105 豪字第 11005 號 西北食品保溫庫體天板場塌鑑定案，現場勘查時程

司、莊書豪技師

088 105. 11. 0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宋7F..祥

105 豪字第 11006 號 103 年度訴字第 531 號返還價金等事件鑑定
律師、吳洲平技師

089 105. 11. 09 臺灣市政府地政局 105 豪字第 11007 號 天然氣管材配件單價鑑定，繳交費用收據詳如說明

劉晨光律師、黃球華律師、

090 105.1 1. 15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庭 105 豪字第 11008 號 凌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要求鑑定前現場會勘

張桂彬技師

091 105.1 1. 1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查

105 豪字第 11009 號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81 號給付貨款等事件鑑定報價
名邦律師、陳英本

理事長 : 前3
七是: 3 

製表 : 區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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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1 05 年 9- 11 月發文)

編

發文日期 受文單位 文號 內容摘要 備註

號

092 105.1 1. 17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鄭

105 豪字第 11010 號 104 年度重上字第 55 號給付貨款事件鑑定相闖進度
川頁發技師

093 105. 11. 23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05 豪字第 11011 號
臺南市地重劃區工程內管線瓦斯埋設工程單價鑑定費用

收據

I 094 105. 11. 23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執

105 豪字第 11012 號 r105 年度司執字第 343 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
行處、陳英本技師

095 105. 11. 2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5 豪字第 11013 號
水利署聘請電氣專長退休人員，執行抽水站及水庫之水工

機械工程驗收情事款義案

096 105. 11. 25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查

105 豪字第 11014 號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81 號給付貨款等事件追加鑑定
名邦、陳英本技師

097 105.1 1. 25 內正支部 105 豪字第 11015 號 辦理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章程)核備事宜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陳毓芬

098 105. 11. 25 律師、邊國鈞律師、李家慶 105 豪字第 11016 號 104 年度重上訴字第 474 號侵權行為損憲賠償事件

律師范沛琦技師

099 105.1 1. 25 
臺灣市政府地政局、鄭順發

105 豪字第 11017 號 請提供有關"原始設計規範"資料
技師

100 105.1 1. 25 經濟部水利署 105 豪字第 11018 號
推薦莊書豪技師為貴署 106- 107 年度經濟部水利建造等

工作委員

101 105.1 1. 29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105 豪字第 11019 號
恆懋五金加及雄順金屬之金屬線材盤元之酸洗流程及機器

莊書豪技師 案，進度說明

102 105. 11. 29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莊書 豪

105 豪字第 11020 號 r103 年度沙簡字第 462 號給付貨款事件 J 進度說明
技昌平

理事長: 開 製表:
直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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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1 05 年 9- 11 月收文)

編 收文日期
來文單位 文號 內容摘要 承辦情形

號 來文日期

1050102 行政院公共工程 工程技字第 106 年度起不再續約簽訂「委託辦理技師訓練積分 一 、轉知各位會員知悉

158 委員會 10500348040 號 審查及登記」 二 、文存1051109 
1051107 

經濟部水利署
是豆水河字第

召開「嘉義埠子頭排水系統抽水站設計」會議紀錄
一 、轉知代表本會廖國權技師

159 10516123410 號 二 、文存1051110 
1051111 

經濟部水利署
水一工字第 召開「新興抽水站新建工程」電動蝶間組等送審資 一4 、、本知文存章李請技師李正義委員出席請轉

160 
1051114 10501076520 號 料客查會議

1051111 臺灣
雄院和刑瞻 105 交 105 年度交訴字第 39 號案件於 105 . 11. 30 下午 2 工- 、、、援本文事存幸技莊書師要章技政師軍鑑定

I 161 高雄地方法院
訴 39 字第

時現場履勘1051115 1051038263 號

1051114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南分院正8民1 本案由主審技師陳英本鑑定
162 閩 105 上易 l 委託鑑定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81 號給付貨款事件

1051115 臺南分院 字第 11829 號 總費用 150 ， 000 元

1051107 行政院公共工程 工程技字第
「護理人員法施行細貝11 J 修正發布

一 、轉知各位會員
163 

1051115 委員會 10500349290 號 二 、文存

1051114 台內團字第 第 8 屆理監事簡歷冊予以備查，核發第 8 屆理事長 文存
164 內正支部

1050077672 號 當選證書1051115 
1051114 台內團字第

有關責所 104 年度決算表及 105 年度預算書表欺義
一 、遵照主管機關指示辦理

165 
1051116 

內正主告F

1050077675 號 二 、文存

1051114 臺南市政府 南市地問字第 「臺南市二期平實營區重劃區工程等 」天然氣管材 一 、本案由鄭)1頃發技師鑑定

166 
1051117 地政局 1051138739 號 配件單價鑑定繳納通知

三-、、文等費存 用匯入即請鄭技師進行鑑定

1051115 內授消字第
「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之執業範圍協商會議紀錄

一 、轉知各位會員
167 內政部

1051118 1050824364 號 二 、文存

1051116 臺北市政府 北市捷技字第
謹贈本局捷運工程叢書系列光碟臺套 文存168 

捷運工程局 10532935305 號1051121 

理事長: 茵 製表: 暨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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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編 收文日期

號 來文日期

1051116 
169 

1051112 
1051116 

170 
1051123 
1051115 

171 
1051123 
1051122 

172 
1051124 
1051121 

173 
10521124 
1051123 

174 
1051124 

175 
1051125 
1051125 
1051123 

176 
1051125 
1051128 

177 
1051128 

178 
1051121 
1051129 

179 
1051128 
1051130 

理事長 當品

!牽引

來文單位

臺 j彎屏東地方法

院執行命令

經濟部水利署

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經濟部水利署第

五河川局

壹j彎
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英傑技師事務所

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檢察署

鄭順發機械技師

事務所

台灣冷凍

空調學會

新北市政府

水利局

(1 05 年 9- 11 月收文)

文號 內容摘要 承辦情形

屏院進民執荒字第
請患復 105 年度司執助字第 343 號 回函告知當事人無繳費

105 司執助 343 號

經7j(..河字第 請推薦 106-107 年度經濟部水利建造物檢查委員
推薦莊書豪技師擔任

10516127951 號 技師

工程技字第
修正發布「公司研究發展支出商用投資抵減牽法」

一 、轉知各位會員

10500359180 號 二 、文存

7j(..五工字第 一 、本案由吳政憲技師審查，請

10550149380 號
「客子厝排水抽水站工程」送審資料請協助審查 通知

二 、文存

新10北447年院4度號霞重民訴季宇 委託鑑定 104 年度重訴字第 474號侵權行為損害事
本素有輪值技師范沛琦鑑定

件第號
105 南分院正民間 委託鑑定 105 年度上易字第 181 號給付貨款事件，
105 上易 181 字

加鑑定事項
轉知陳英本技師

第 12254 號

105 英簡字第
報備 104 年度重訴字第 474 號侵權行為損壞賠償

一 、葉小姐已回覆陳技師情況

1011103 號 二 、文存

雄撒欽英(孟)105

核交 125 字第 請息復恆懋五金及雄順金屬鑑定案報告 回函告知進度

112271 號

(1 05) 高發技師
至台北內政部營建署開會申請交通費 11 月 29 日已匯幸去

字第 001 號

台冷學字第
106 年 3 月舉行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05-025 號

新北水抽字第 105.12.6 r 油仔溝抽水站#1 抽水機磨損及責任歸 一 、本會派牛車民技師出席

1052307345 號 屬 」 會勘 二 、文存
一一--'-一一一

6 
如: 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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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1 05 年 9- 11 月收文)

編 收文日期
來文單位 文號 內容摘要 承辦情形

號 來文日期

1051130 
英傑技師事務所

105 英簡字第 委請問收據及鑑定編號「普泰環保針對台南市處尾
回函開收據及告知鑑定編號180 

1051130 1011105 號 寮及官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J 2 件鑑定鑑價

1051129 臺南市政府 南市地問字第
天然氣管材料單價鑑定，請提供所需資料

一、 轉知鄭P噴發技師
181 

1051201 地政局 1051140427 號 二、文存

理事長: 如 如 : 國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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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頁

鑑定案名稱委託單位
目

臺灣 103年度沙簡字第462號
臺中士也方法院 給付貨款事件

蜈蚣崙排水系統治理工程
2 
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 箱 j品及閉門工程驗收

「荷芭嶼排水象統

3 寶 - A車 、生7G 呂 :tã 鴨母寮中排改善工程」抽

水機故障鑑定

103年度訴字第2457號
4 

圭灣

臺中士也方法院 返還價金事件

103年度訴字第2292號臺灣
5 
臺 中士也方法院 給付貨款事件

103年度建上字第 15號臺灣高等法院
6 
臺 中分院 給付工程款事件

「污水廠進水站M-24 1柵

7 
高雄市政府

條整修及渠道異物清理工
水利局

程 」 責任歸屬

臺灣 103年度建字第 373號給付
8 
臺北地方法院 工程款民事案件

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105年1~11 月鑑定業務明細表

合(己結案、未結案)

接 主監定 生監定
雙方兩肇 主審 千美審

案
委託

完成 編號

(委託人) 技師 技師 日期
日期 TMPEA 人

錯泰工業、
丹品士,.. 

104 
書

仕德福 08.17 
豪

經濟部 丹斗士爭

104 
水利署 書 105 

09. 08 
第三河川局 豪

寶元營造、
丹一莓士,.. 李

104 105 
書 正 105002 

第 一河川局 11. 09 03.09 
豪 義

禾樺實業、
鄭 李

104 105 
鴻 正 105003 

全盛電機
儀 義

10.26 03.24 

錯宗、錦鈍
吳 陳 吳

104 105 
洲 英 洲 105001 

興、佑穎 11. 13 。1. 29 
平 本 平

百盈~統、
吳 李

104 
洲 正

大發管材

平 義
11.24 

水利局、
陳 劉

105 105 
英 嘉 105004 

世全工程行 01. 26 03. 24 
本 豐

都會環保、
吳 丹品士,.. 吳

105 
書 ;如1洲

經濟部工業局 。2.15
平 豪 平

第1頁，共4頁

主文項明細 備言主

委託 主審 複審 公會

金額 費用 費用 規費

60 , 000 1戰

• 

68, 250 34, 125 34, 125 

75 , 000 37, 500 7, 500 30, 000 

60 , 000 30, 000 6, 000 24, 000 

114, 285 80, 000 11 , 482 22, 803 

85, 000 E 

局

60 , 000 40 , 000 4, 000 16, 000 

300, 000 1屆



第2頁挂4~

雙方兩肇 主審 複審
接

委託
生監定 鑑定 款項明細 備註

主員

委託單位 鑑定案名稱 素 完成 編號 委託 主審 複審 公會
自 (委託人) 技師 技皇帝 日期

人
日期 TMPEA 金額 費用 費用 規費

臺灣 104年度豐簡第 290號工程 宗和其己、
要F

105 
9 鴻 60 , 000 
臺 中地方法院 圍內容鑑定 協主正鋼鐵

儀
02.19 

臺中國家
鋁合金移動式高空工作平 臺中歌劇院、

吳 牛
105 105 

10 歌劇院管運
台結構度計算 信歷實業

洲 皇島

03.22 05. 03 
105005 45 , 000 30, 000 3, 000 12, 000 

椎動小組 平 民

臺灣
103年度沙簡字第462號

生昌泰工業 、
丹品士1-

104 
11 給付貨款事件 書 30 , 000 

臺 中地方法院
(105 . 03 . 04力。收費用)

仕德福
豪

08.17 

臺灣臺南
103年度訴字第 158號給付 凌廣工業、

張
105 

12 士也方;去 F完 桂 120, 000 
民事庭

買賣價金事件 微寶生技
彬

04. 06 

息民實業股
斗六市水資源、回收中心暨

惠民實業股
劉 劉

105 105 
13 嘉束社區簡污水處理維護 嘉 嘉 105007 50 , 000 35, 000 5, 000 10, 000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04. 06 06. 15 

保養委託專業服務 豐 豐

實固股份
C型鋼沖孔成型機(TOP

實固股份
片品土1- 丹品士, 

105 105 
14 BEAM)機械設備規格性能 書 書 105009 300, 000 210 , 000 30, 000 60 , 000 
有限公司

是否符合合約書及殘值
有限公司

豪 豪 。4. 12 08.30 

臺灣高雄 104年度重訴字第450號返 達餘工業、
鄭 陳

105 
15 鴻 英 60 , 000 
地方去院 還價金等事件 程華工業 。5.05

儀 本

弘威精機 弘威精機
牛 斗3已, 

105 105 
16 鑄件連續生產的工時 金 沛 105006 15, 000 10, 000 1, 000 4, 000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05.05 。5.17

民 琦

臺灣臺 中 103年度訴字第 531號返還 鑫泰成
吳 劉

105 105 
17 洲 嘉 105013 90 , 000 60 , 000 6, 000 24, 000 
地方法院 價金等事件 極昀科技 。5.17 09.21 

平 豐

臺灣南技
AE巳1- 陳

105 105 
18 105年度相字第220號 沛 金 105008 45 , 000 30, 000 3, 000 12, 000 
地方法院 05.25 07.26 

琦 和



第3頁A主4頁

雙方兩肇 主審 複審
接

委託
主監定 生監定 款項明細 備註

項

委託單位 生監定案名稱 案 完成 編號 委託 主審 複審 公會
自

(委託人) 技皇帝 技師 日期

人 日期 TMPEA 金額 費用 費用 規費
吳

105 105 19 宜蘭縣政府 宜蘭大學電梯夾人事故 洲 105012 30 , 000 20 , 000 10, 000 06.07 09. 13 
平

臺灣臺中 104年度訴字第 1899號債
張

105 20 桂 54 , 000 ""? 
過

地方法院 務不履行事件
彬

06. 27 

臺灣高雄
105年度核交字第 125號背

封.. 士+- 吳
105. 正:是

21 t也方法F完 書 正文 60 , 000 信等案件 07.06 檢察署 豪 憲

壹灣臺中 105年度訴字第 686號損害
欣彰天然氣 陳 丹品士+-

105 22 上海商業銀行 金 書 105014 45 , 000 30, 000 3, 000 12, 000 士也方 j去 F完 賠償事件
笠揚國際開發 和 豪

07.13 

患民實業股
台南市柳營水資源回收中心 劉 丹4斗士爭 劉

105 105 23 委外操作維護及設備改善工 嘉 書 嘉 105010 50 , 000 35, 000 5, 000 10, 000 份有限公司
程設備功能報告

豐 豪 豐
08.03 08. 31 

臺灣高等法院 台桐企業
鄭 丹品士+-

105 24 104年度重上字第55號 川員 書 97, 500 臺中分院 崑豐機械 08.05 
發 豪

臺灣高雄 105年度交訴字第39號業 臺灣高雄地方
丹品士+- 吳

105 25 
士也方法F完 務過失致死案 法院

書 政
09.06 

75 , 000 
豪 憲

臺南市政府
鄭

105. 26 
地政局

天然氣管材配件單價鑑定 川員
09. 27 45, 000 

發

超立電機股份 發電機IP21 測試及出測試
丹土

封品士, 
105. 27 書 全EI 105011 20 , 000 14, 000 6, 000 有限公司 報告 10. 13 

豪 豪

晉龍科技 LCD面板COG等缺失共同 會
牛

105. 28 車 105015 13, 500 9, 000 4, 500 有限公司 驗設備見證諮詢費 10. 17 
民



第4頁主主持

款項明細 備言主接 益監定 生監定
雙方兩肇 主審 複審

素
委託

完成 編號 委託 主審 複審 公會
項

生在白案名羊肉
日期

規費

委託單位 l.lf，i ~丈，、冉
(委託人) 技師 技昌平

臼期 TMPEA 金額 費用 費用
目

人
吳 娶11

105. 壹灣查中 103年度訴字第 531號返還 鑫泰成
洲 嘉 45 , 000 29 

價金(補充)鑑定 極昀科技
豐

10.25 地方法院
平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片品土, 片品土... 

105. 東海冷凍股份
書 180, 000 30 司台中廠冷凍庫頂版坊塌 書

10.28 有限公司
生監定案 豪 豪

A口、 計 2, 352, 535 704, 625 84, 982 291 , 428 

主審 復審 公會 其它 小計

己付款 70哇， 625 84, 982 291 , 428 1, 081 , 035 
未付款 827, 000 95, 100 34哇，在00 5. 000 1. 27 1. 500 
小計 1, 531, 625 180.082 635.828 5, 000 2, 352, 535 

製表: 噩噩





 

 

 

附件一 
一○六年度工作計 畫 

 

 

 

 

 

 





 

 

 

附件二 
一○六年度收支預算表 

 
 
 
 
 

 







 

 

 

附件三 
昱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收費報價表 

 

 

 

 





 

 

 

附件四 
贊助會員聯誼會組織辦法 

 

 

 

 

 



社團法人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贊助會員聯誼會組織辦法 

 

一、本辦法依據本公會第三章第七條成立「社團法人臺灣省機械技師   

  公會贊助會員聯誼會」以下簡稱本聯誼會。 

二、本聯誼會宗旨：創造機械領域的知識與人才交流。 

三、凡與機械領域有關廠商、機關或個人均可加入本聯誼會。 

四、本聯誼會下設會長一人，執行長一人，祕書長若干人。 

五、本聯誼會會長任期 2年，執行長由會長指派。 

六、本聯誼會入會年費，個人伍仟，廠商壹萬~叁萬(每壹萬可代表一  

  人)。 

七、本聯誼會每兩個月定期聯誼一次，每次由會長指定某會員或外聘 

   專家講授某主題作為產官學研的交流，會後聚餐分享交流。 

八、本辦法經本聯誼會半數會員通會，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