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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第 31屆第 1次臨時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0日（星期六）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臺中地院司法大廈 7樓大禮堂（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1段 91號） 

出席會員：吳紹貴等 189位律師（詳報到名冊） 

應到：2001名                                    實到：189名 

列席貴賓、代表： 

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林孟毅理事長、 

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黃文皇前理事長、 

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學院李慶松院長、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會趙建興會長、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林春榮前董事長。 

主席：楊銷樺                                   紀錄：蔡艾玲 

壹、出席會員人數（189位）已逾法定應出席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貳、無異議通過依本次大會資料冊第 2頁之議程進行本日之會員大會。 

參、主席致詞：楊銷樺理事長致詞：（略） 

肆、主席介紹蒞會長官及貴賓等。 

伍、蒞會長官及貴賓致詞： 

一、 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林孟毅理事長（略）、 

二、 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黃文皇前理事長（略）、 

三、 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學院李慶松院長（略）、 

四、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會趙建興會長（略）、 

五、 其餘蒞長官及貴賓，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林春榮前董事長、 

吳闖前理事長、吳梓生前理事長、黃幼蘭理事長均無致詞。 

陸、通過確認第 31屆第 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1【第 5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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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頁】）。 

柒、本會各銀行帳戶至 110年 3月底餘額（如附件 2【第 10至 13頁】）。 

捌、討論事項： 

一、理事長提案：本會章程修正草案，如附件 3【第 14至 40頁】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提請大會審議案。 

說明： 

（一）因應 109年 1月律師法修正，本會章程有進行修正之必

要，本會前成立修章小組草擬本會章程修正草案。 

（二）本案歷經本會修章小組、前理事長及理監事，多次會議

討論審議，並經 109年 11月 5日、109年 12月 3日本

會第 30屆第 15次臨時理監事、第 30屆第 16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三）本會章程修正提案第 31 條以前，均已進行討論且經本

會 109年 12月 27日第 30屆第 1次臨時會員大會決議，

其餘未討論之條文，將於本次會議續行討論。又章程之

修正，待全部討論決議完成始能生效。 

（四）會員王全中律師於 109 年 12 月 21 日提出章程修改建

議，如附件 4【第 41至 60頁】對照表。 

決議： 

（一）主席徵詢會員意見，經出席會員同意，若只有條次變更，

條文沒有變動的部分，即不進行宣讀。 

承前次會議，會員王全中律師於 109年 12月 21日提出

章程修改建議，請問王全中律師是否有出席？（王律師

無出席本次會議） 

（二）本會章程修正第 32、33、34、35條，依原修正提案，照

案通過。 

1. 本會章程修正第 32條，意見： 

(1) 王全中律師提案（請參閱大會資料冊第 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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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王全中律師提案，是否有附議？現場無會員附議。 

2. 本會章程修正第 33條，意見： 

(1) 王全中律師提案（請參閱大會資料冊第 54頁）。 

(2) 主席：王全中律師提案，是否有附議？現場無會員附議。 

(3) 林春榮律師動議：「有廢弛職務或違反律師法、律師倫

理規…」，建議“或”前面增加逗號，修改為：「有廢

弛職務，或違反律師法、律師倫理規…」。 

(4) 主席：林春榮律師修正動議，現場多人附議，會員均無

異議，照案通過。 

3. 本會章程修正第 34條，意見： 

(1) 林春榮律師動議： 

第 2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建議刪除“者”，修改

為：「有下列情形之一」。 

第 3 項「或於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到場陳述意見」，應

與前面條文一致，修改為：「或於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中

到場陳述意見」。 

(2) 趙建興律師動議：第 2 項第 4 款「四、死亡、受監護宣

告、受輔助宣告者。」，建議死亡後面頓號改為“或”，

修改為：「四、死亡或受監護宣告、受輔助宣告者。」。 

(3) 主席：請問前述動議，可否列為同一修正案，進行討論

（皆為同意），此修正案，現場多人附議，會員均無異

議，照案通過。 

4. 本會章程修正第 35條，意見： 

主席：第 2項「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改派之」，應與前面

條文一致，修改為：「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改派之」，之

後理、監事聯席會議，皆請修正為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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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 

（三）本會章程修正第 36條，依原修正提案為文字修正，照案

通過。 

意見： 

1. 吳梓生律師動議：為文字修正建議，第 1項「由理事長就會

員中遴選，以無給職兼任之；另聘僱…」，修正為：「由理

事長就會員中遴選兼任之，均為無給職；另聘僱…」。 

2. 主席：此為文字修正，列入原修正提案，一併討論，會員均

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本會章程修正第 37 條，依各會員提出之意見，修改條

文，照案通過。 

意見： 

1. 王全中律師提案（請參閱大會資料冊第 55 頁），建議修改

第 1項增列一、憲法委員會。 

2. 主席：王全中律師提案，是否有附議？（陳金村律師：附議）。 

3. 林春榮律師：憲法委員會在地方律師公會，應無設置實益，

會空有委員會之名，無執行之實。 

4. 陳金村律師：我贊成設憲法委員會，因為將來快要實施憲法

法庭，我請問大家，對這一塊是不是非常陌生？萬一將來要

由你代表你的當事人申請這個憲法，好不容易要開庭，你怎

麼去進行這樣的工作？對律師坦白講，是比較空白的地方，

反而這一個部分，應該要增列，對於將來憲法法庭，有增加

的必要 

5. 趙建興律師：我對於原條文，一些專門的委員會，只有四個

有點疑問，一些委員會應該要明文，包括倫理風紀委員會、

會務通訊編輯委員會等，應該要明文列出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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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席：關於趙建興律師提出的部分，此部分是否直接列入原

提案，明列倫理風紀委員會、會務通訊編輯委員會、律師權

益委員會。（無會員反對） 

7. 吳梓生律師：我是贊成增設像憲法這樣的委員會，如果擔心

憲法委員會的工作內容，相對沒有那麼多，若有疑慮，建議

可以考慮可以變成“憲法及行政法委員會”。 

另外，專門委員會的部分，是否有漏列重要的委員會，我建

議還是要明列，關於會務通訊編輯委員會，建議改為“編輯

委員會”。 

8. 主席：建議就如吳梓生律師所提出的，將憲法委員會與行政

法委員會合併，我們就把王全中律師的建議，併入理監事條

文提案內，變成“憲法及行政法委員會”，並移到第 1個委

員會，第 3款改成第 1款。 

9. 林春榮律師：我贊成“憲法及行政法委員會”， 第 3 款改

成第 1款。 

另外，建議第 2項後面的文字「得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設置其他專業或專門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修正為：「得

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設置其他專業或專門委員會、工作

小組」。第 3項「經理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後任命；委員（成

員）由主任委員提請理事長聘任之」，修正為：「經理事長

提請理事會通過後聘任；委員(成員)由主任委員(組長)建請

理事長提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10. 趙建興律師：建議最後 1項「計劃書」，修正為：「工作計

畫」。 

11. 李慶松律師：多設置一些委員會讓大家一起參加，應該是非

常好的。依律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律師執行職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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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規定參加在職進修。」，就是我們章程第 37 條第 1 項

規定在職進修委員會辦理，最低時數應該參與在職進修幾小

時等等，又依律師法第 4條、第 5條規定，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律師有專業的職前進修，還有我們臺中一直在推廣系列

課程，像不動產、家事等課程，這些專門領域的進修，在律

師法第 22 條第 4 項，將來在全律會，會制訂一個辦法，報

請法務部核備，會員必須依此辦法為在職進修，法務部網站

都可以查到相關資料，未來對於律師是很重要的，可以查詢

你有進修哪些專業課程，我要強調的是，我建議我們成立一

個專業領域在進修委員會，他又跟在職進修委員會不一樣，

這個專門領域在職進修委員會，是在辦理專門領域的在職進

修，例如說商業事件法、不動產等等課程，以後全律會要辦

理相關專門課程，一定要委託地方律師公會辦理，將來有上

了這些專門領域的課程，就可以得到全律會專門領域的認

證，有這些專門領域的認證，就可以得到一些專門的案件。 

12. 主席：關於李慶松律師，提出的專業領域在進修委員會，我

建議在下一屆，增加在職進修委員會的人數，加強委員的專

業訓練，並經過相關的分組後，有足夠的能量，再來成立一

個專門的委員會處理，若現在成立的話，依現行狀況，可能

無法支持長遠的理想，這次的建議，未來若公會準備好了，

可以進行成立。 

13. 黃幼蘭律師：原先提案第 1項的二三四，改成四五六，「本

會設置下列各專門委員會：一、在職進修委員會。二、倫理

風紀委員會。三、編輯委員會。四、律師權益委員會。五、

人權保護委員會。六、平民法律服務委員會。」 

14. 主席：再次宣讀修正內容，會員均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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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會章程修正第 38條，依下列討論意見，修改條文，通

過修正案。 

意見： 

1. 王全中律師提案（請參閱大會資料冊第 56頁）。 

2. 主席：王全中律師提案，是否有附議？現場無會員附議。 

3. 林春榮律師動議：建議第 1項第 1款後面進行文字修改「會

員大會或臨時會員大會之開會通知經書面、電子郵件、公告

或其他電磁紀錄等方式送達，而會員能適時到會者，不受上

開期前通知日數之限制。」，修改為「會員大會或臨時會員

大會之開會通知經書面、電子郵件、公告或其他電磁紀錄等

方式送達；會員能適時到會者，不該受通知日數之限制。」

第 4款的“各”刪除。 

4. 陳金村律師動議：請大家看到第 39 條，會員大會二十分之

一以上會員出席，使得開會。本條第 1項應該比照辦理，原

「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之書面請求」，修

改為「會員二十分之一以上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之書面請

求」。 

5. 黃幼蘭律師：我贊成林春榮律師所提，第 1項第 4款的“各”

刪除，但是建議再加個合計，以免造成文義混淆。 

6. 主席：出席應該要各過半出席 

7. 趙建興律師：第 1項第 4款「本會之會務與業務」，請問什

麼是業務？我們應該全為會務。 

8. 主席：徵詢全體會員同意，此為文字修正，刪除業務。 

9. 蔡其展律師：對於林春榮律師提出的，最後一段出席應各有

理事、監事的“各”刪除，前面有提到係由理事會、監事會

之職權須共同協議時，若把“各”刪除，會不會有出席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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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全數反對，那理事同意，是不是剝奪監事的監察權？我建

議維持原理監事會議通過的提案。 

15. 主席：我們先就陳金村律師動議部分討論，會員出席原提案

為五分之一，改為「會員二十分之一以上記明提議事項及理

由之書面請求」，會員均無異議，照案通過。 

接續討論，“各”字部分是否刪除，或如原提案無異動，來

進行表決，請現場工作人員進行人數清點，現場會員人數 137

位，請先討論林春榮律師的提案，最後一段出席應各有理

事、監事的“各”刪除，贊成人數 84 位，無過三分之二的

人數，“各”字不刪除。 

（六）本會章程修正第 39條，依原修正提案，將“主管機關”

刪除，其餘照案通過。 

意見： 

1. 王全中律師提案（請參閱大會資料冊第 57頁）。 

2. 主席：王全中律師提案，是否有附議？現場無會員附議。 

3. 劉有德律師：請大家看到第 1項後段，我們會務的事情，為

什麼要讓其他單位決定？似有不妥。 

4. 主席：依劉有德律師的建議，直接將主管機關刪除，原第 1

項後段「但仍不足出席人數時，由主管機關依法處理之。」，

改為「但仍不足出席人數時，依法處理之。」，會員均無異

議，照案通過。  

（七）本會章程修正第 40條，依趙建興律師提案，修改請假的

次數，修正為「請假三次或連續請假二次，以缺席一次

論；缺席二次者，視同辭職」，其餘依原修正提案，照

案通過。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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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全中律師提案（請參閱大會資料冊第 57頁）。 

2. 主席：王全中律師提案，將原理監事提案「連續請假三次，

以缺席一次論；連續缺席二次者，視同辭職」，兩處的連續

均刪除，是否有附議？多人附議。 

3. 吳中和律師：依我參與理監事的經驗，理監事的任期是 3年，

共計是 36 個月，依王全中律師提案，理監事若請假 6 次即

視同辭職，似乎有點嚴苛，我較不贊同刪除連續，若有這種

情形，就是漠視自己的職責。 

另外，我要跟大家報告，我擔任監事的這 3年，完全沒有請

假。 

4. 陳金村律師：依原提案內容，可以請假 6次，乘於 2，這樣

是多少？這樣等於出席次數沒有到達三分之二，請問這樣可

以當理監事嗎？任期內請了三分之一的假，沒有履行到理監

事的職務，這樣妥當嗎？因為連續的制度，無法開除理監事。 

5. 主席：我跟大家報告一下，目前理監事會議召開情形，因現

行理監事會議的議案較多，為避免每次會議超過 10 點，現

在是每個月皆有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依章程每兩個月（偶

數月）召開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其餘基數月是召開臨時理

監事聯席會議，所以一年會召開 12次會議。 

6. 趙建興律師動議：應該要全面性的規範理監事出席會議的義

務，建議把前提案兩案綜合，建議修正成「請假三次或連續

請假二次，以缺席一次論；缺席二次者，視同辭職」。 

7. 林春榮律師動議：若這樣修正，理監事如剛好生病，住院半

年，就會視同辭職，或出國遇到疫情，無法回國，也會視同

辭職，建議修正成「連續請假二次，以缺席一次論」，如同

全律會的章程也是連續請假二次，不要如原提案連續請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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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8. 吳梓生律師：我贊成趙建興律師的提案，因為我們有候補理

監事，有些狀況的確非理監事所願，但是為了讓理監事順利

運作，應該就讓候補理監事來上任。 

9. 林春榮律師：撤回提案。 

10. 主席：趙建興律師提案，是否有附議？多人附議。會員均無

異議，照案通過。 

（八）本會章程修正第 41、42條，依原修正提案，照案通過。 

（九）本會章程修正第 43條，依原修正提案，照案通過。 

1. 林春榮律師動議：建議如第 39 條的討論，「會員五分之一

以上之出席」，修改為「二十分之一以上之出席」。 

2. 吳梓生律師：本條後段規定五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是因為較

為重大的決議，所以條件上會比較嚴苛。 

3. 陳金村律師動議：我建議折衷案，修改為「十分之一以上之

出席」，另外我有疑問要提出，會員的除名，為什麼要在這

邊決議，因為這是重度的決議，會員的除名，通常都是有一

定的原因，像是被判刑等等的情形。 

4. 主席：關於會員除名增入條文，是因為律師法第 56 條的規

定，這條前段規定的會員是包含一般跟特別會員，後段是限

縮為一般會員，若將來發展成各地方律師公會，只剩下一般

會員，這條也是需要修章的。 

對於陳金村律師提案，第 1 項修改為「十分之一以上之出

席」，請問是否有會員附議？（多位會員附議） 

另有 2個提案，修改為「五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或「二十分

之一以上之出席」。 

經主席詢問大家進行共識決，第 1項修改為「十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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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席」，其餘部分，回到原提案，依原提案照案通過。 

（十）本會章程修正第 44條，第 1項依王叔容律師修正提案，

其餘部分，依原提案，照案通過。 

意見： 

1. 王叔榮律師動議：建議修改條文內容的文字排序，修改為「理

事、監事或會員與會議事件有關係者，得陳述事實或意見，

但無表決權。」 

2. 主席：內容意思無異動，文字重新排序後，似乎比較順暢，

請問是否有會員附議？多位會員附議，會員均無異議，照案

通過。 

（十一）本會章程修正第 45條，依原修正提案，照案通過。 

（十二）關於原章程第七章酬金，為避免牴觸公平交易法之虞

慮，所以全章刪除。原章程修正第 46 條全條刪除，

第 47條至第 60條，所有條文皆往前調一條。 

（十三）本會章程修正第 46條，依原修正提案，照案通過。 

意見： 

1. 主席：「四、會員捐款。」捐款應該不限額會員，刪除“會

員”，修正為「四、捐款。」 

2. 林春榮律師：「全國律師聯合會對於本會之經費挹助。」，

建議刪除贅字“於”。 

3. 主席：徵求全體會員同意，文字修改，納入原提案，會員均

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四）本會章程修正第 47條，依原修正提案，照案通過。 

（十五）本會章程修正第 48條，依趙建興律師提案，刪除“如

有必要”留下逗號，其餘部分依原修正提案，照案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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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1. 王全中律師提案（請參閱大會資料冊第 58頁）。 

2. 主席：王全中律師提案，是否有附議？現場無會員附議。 

3. 趙建興律師動議：建議為文字修正，刪除“如有必要”。 

4. 主席：是否有會員附議？多位會員附議，會員均無異議，照

案通過。 

（十六）本會章程修正第 49條，依原修正提案，照案通過。原

章程第 37條刪除。 

（十七）本會章程修正第 50條，經多位會員提出文字修正，主

席徵詢會員意見，本條修改為「會員與當事人訂立委

任契約，應對於委任人明示委任範圍、收取酬金之計

算方法及數額。」，多位會員附議，無會員異議，照

案通過。 

（十八）本會章程修正第 51、52、53、54、55、56條，依原修

正提案，照案通過。原章程第 39、40、43、46、47、

48、51、53、54條刪除。 

（十九）本會章程修正第 57條，經多位會員提出文字修正，主

席徵詢會員意見，本條修改為「會員違反本章程之規

定，情節輕微者，得經會員大會或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之決議命其注意；情節重大者，得依律師法及律師倫

理規範處理。」，多位會員附議，無會員異議，照案

通過。 

（二十）本會章程修正第 58、59條，依原修正提案，照案通過。 

（二十一）本會章程修正提案，均已進行討論且為決議，即日

起生效。 

玖、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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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散會（中午 12時）。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4 月 1 0 日 

紀    錄：蔡艾玲 

秘 書 長：吳紹貴 

理 事 長：楊銷樺 

常務監事：李仲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