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顏蘇梅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蔡龍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洪棟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蔡寶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陳自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翁清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翁堤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宋葉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陳美惠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許洺豪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徐永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李昱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澎湖縣馬公市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召開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

都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受 文 者：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7 日 

發文字號：馬公重光整維更字第 10510070 號 

附    件：相關會議資料 

 

開會事由：為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 

召開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六)上午 9時 30 分(上午 9時開始報到) 

開會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馬公市重慶里里辦公室 

說    明： 

一、 本次會員大會出席比例(含委託書代理)須達更新單元內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66.7%以上及土地、建物面積 75%以上之法定門檻，為共同美好居住未來，攸

關權益，敬請全體所有權人鼎力支持並踴躍出席參加大會。 

二、 為都市更新單元內住戶權益避免後續爭議，請各位會員攜帶便章及身分證準

時出席；若無法親自出席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託書)，受

託人請攜帶委託書、受託人之便章及身分證準時出席；政府機關或法人，依

內政部 103 年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解釋計算比例，為推動

本更新單元都市更新事業，請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出席。 

三、 為提高議事效率，請各所有權人針對本次會議議題發言，若有議題外之建議

事項，為尊重其他會員權益，請以提交書面方式建議。感謝你的支持與建議！ 

四、 凝聚共識為社區大家的未來幸福，需要每個人的支持，歡迎熱心的各位好鄰

居自動踴躍投入社區都市更新的工作。 

五、 其他請詳閱大會議程，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繫，謝謝！ 

(自主更新輔導團：杰新實業陳俊源，電話 02-87682768#263)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 10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更新單元都市更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代表：洪棟樑 

與會時敬請攜帶本通知單，以利計算人數與面積比例。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1045地號等16筆土地更新單元都

市更新會成立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澎湖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09:00 報到 

09:20 清點到會人數是否達法定門檻 

09:30 (臨時)主席宣布大會開始 

 

致詞 (臨時)主席 

貴賓 

主管機關 

自主更新輔導團 

09:50 議程與討論議題 

 1.議決更新會章程 

10:30 選舉理監事 (人數以議決通過之章程為準) 

 選舉理事 3人，候補理事 1人 

 選舉監事 1人，候補監事 1人 
 選舉理事長 

11:00 主席交接 (由臨時主席交接予新任理事長為本會主席) 

11:10 2.『更新會』未來走向「整建維護」 

 (1)本更新單元以更新會擔任實施者。 

 
(2)授權理事會選定代理實施者，並協助爭取中

央較高額度之工程補助款。 

11:30 專家學者建議 

11:45 臨時動議 

12:00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