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寺廟登記證

換證作業輔導手冊
                                                                                    102年 12月 31日制定 

                                                                                    103年 6月 16日修正  

                                                                                    103 年 9月 19日修正

                                                                                                  

Q1：寺廟換證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A1：寺廟換證所需文件如下：

   1. 申請書(附件ㄧ)。

   2. 本須知修正生效前核發之寺廟登記表及寺廟登記證正本（原寺廟

登

      記表或寺廟登記證遺失者，應連續3日刊登當地報紙公告聲明

      作廢後，檢附各日整版報紙各1份憑辦）。

   3. 最近3個月內之4×6寺廟全貌及主祠神佛像彩色照片各1幀。

      ※請注意，主祀神佛名稱應與原登記表記載一致，如當年登記

        有誤，請召開信徒大會或最高有權機構會議議決變更。

   4. 最近1次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或執事名冊影本（應加蓋負責

      人印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公建寺廟、私人建立並管理之

      私建寺廟及組織或管理章程無信徒或執事組織規定之財團法

      人制寺廟，免附）。

   5. 最近1次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組織或管理章程影本（應加蓋負

      責人印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公建寺廟及私人建立並管

      理之私建寺廟免附）。

 6. 其他規定之文件。如現任負責人尚未經縣府或市府核備過，請

    依 Q12辦理。

Q2：沒有或遺失信徒名冊怎辦?

A2：遺失名冊請先書面洽詢區公所或市政府民政局是否有留存副本。

    如無，寺廟負責人應重新繕造信徒名冊，函請區公所轉市政府民

    政局辦理信徒重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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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備表件如下：

1. 申請書(附件二之ㄧ-寺廟信徒公告申請書(重新公告用))*1份。

2. 願任信徒同意書(附件三，所有信徒均應親筆簽署)*4份。

請注意：

願任信徒同意書可用影本，但要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寺廟圖記及

負責人章。

3. 信徒名冊(附件四之ㄧ)*4份。

4. 公告用信徒名冊(附件四之二，僅示部分個資)*4份。

(二) 作業流程：

1. 申請信徒重新公告30日。

2. 信徒名冊重新公告30日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檢具公告照片函

請區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如有異議，另循異議程序)

3. 信徒名冊核備過後，方可作為換證使用。 

Q3：有信徒名冊但從未報送縣政府(合併前)或市政府(合併後)核備：

A3：信徒名冊未經核備，代表公告程序未完成，應補行公告程序。

(一) 應備表件如下：

1. 申請書(附件二之二-寺廟信徒公告申請書(補行公告用))*1份。

2. 願任信徒同意書(附件三，所有信徒均應親筆簽署)*4份。

請注意：願任信徒同意書可用影本，但要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寺

廟圖記及負責人章。

3. 信徒名冊。(附件四之ㄧ)*4份。

4. 公告用信徒名冊(附件四之二，僅示部分個資)*4份。

(二) 作業流程：

1. 信徒名冊公告30日。

2. 信徒名冊公告30日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檢具公告照片函請區

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如有異議，另循異議程序)

3. 信徒名冊核備過後，方可作為換證使用。

Q4：沒有或遺失章程怎麼辦?

A4：遺失章程請先書面洽詢區公所或市政府是否有留存副本。如無，

    寺廟應召開信徒大會重新訂定章程，函請區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

    核備。

(一) 應備表件如下：

1. 申請書(附件一-換證申請書，一併辦理即可)*1份

2. 會議記錄含簽到名冊(格式請參閱附件五)*4份

3. 信徒大會通過之寺廟組織或寺廟管理章程*4份。

(二)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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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寺廟召開信徒大會(開會通知應敘明議程與開會日期)

2. 會後檢具會議紀錄(含簽到名冊，必須親筆簽名，不可代簽)及

章程各1式 4份，函請區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

(三) 注意事項：

1. 組織章程範例請參閱 Q6。

2. 組織章程核備可併同換證辦理。

  

Q5：有組織章程但從未送縣政府(合併前)或市政府(合併後)核備過

A5：請寺廟召開信徒大會或其他有權機構會議討論現行章程是否有修

   正必要。並將議決通過之章程函請區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

(一) 應備表件如下：

1. 申請書(附件一-換證申請書，一併辦理即可)*1份

2. 會議記錄含簽到名冊(格式請參閱附件五)*4份

3. 信徒大會通過之寺廟組織或寺廟管理章程*4份。

(二) 作業流程：

1. 寺廟召開信徒大會(開會通知應敘明議程與開會日期)

2. 會後檢具會議紀錄(含簽到名冊，必須親筆簽名，不可代簽)及

章程，函請區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

3. 寺廟組織章程核備過後，方可作為換證使用。

Q6：寺廟組織章程或管理章程該如何訂立或修正?

A6：內政部因應寺廟換證訂有新版組織章程範例，貴  寺廟新訂定或  

    修正組織章程時，建議參考上開範例起草。因宗教類別不同，且

    頁數眾多，請向區公所承辦人索取。

    ※請注意：

    寺廟組織章程頭銜應為「○○寺廟組織章程」，而非「○○寺廟  

    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蓋管理委員會僅為寺廟之一部份，不能

    代表整體。

Q7：召開信徒大會改選負責人或訂定、修正章程時，因信徒人數不足

    無法成立?

A7：信徒大會須一定信徒人數出席，會議方得成立。應出席人數依章

    程規定辦理，無規定則以過半為準。信徒因死亡或失聯致人數不

    足以成會時，依內政部相關函釋，有2個方法：

(一) 第一種方法：失聯信徒公告

     (內政部102年 7月31日台內民字第 1020263667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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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以下步驟辦理：

1. 寺廟負責人得先辦理死亡信徒查對(請參閱 Q9)或直接依失聯信

徒公告辦理。

2. 原有信徒扣除死亡信徒後，即為應出席人數。

3. 如扣除死亡信徒，出席人數仍因失聯信徒未與會而不足時，請依

失聯信徒公告流程辦理：

4. 失聯信徒公告作業流程：(僅限寺廟因失聯信徒而無法開會時用)

(1) 該年度經寺廟2次以掛號通知信徒召開信徒大會，均因出席

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未能成會。

(2) 由寺廟造具失聯信徒公告用名冊(附件四之三)，並檢具2次

相關掛號通知文件、未成會之會議出席簽到名冊，報主管機

關備查後，由主管機關將失聯信徒公告用名冊，公告於寺廟

公告欄或門首顯眼之適當地點、寺廟所在地村（里）辦公處

公告欄、鄉（鎮、市、區）公所公告欄，限期30日請失聯信徒

與寺廟聯絡。

(3) 期限屆滿未聯絡者，由寺廟造具失聯信徒名冊(附件四之四)

報主管機關備查，當年度後續召開之信徒大會，上開名冊內

之信徒，得不計入該次會議出席人數，以輔導寺廟正常運作。

5. 申請失聯信徒公告應備文件：

(1) 該年度 2次以掛號通知開會證明。

(2) 該 2次會議簽到名冊。

(3) 失聯信徒公告用名冊(附件四之一，僅示部份個資)。

6. 失聯信徒備查應備文件：

(1) 寺廟公函或申請書。

(2) 失聯信徒名冊(附件四之三，即異動信徒名冊)：寺廟以公函

切結保證冊列人員公告期限內未曾向寺廟聯絡。

(3) 取得聯繫信徒名冊：如有失聯信徒取得聯繫，另請造冊。

(4) 異動後「信徒名冊」：扣除死亡及失聯信徒後，現有信徒之

名冊。(請依附件四之二格式繕造)

7. 特別注意：失聯信徒並非除名信徒，僅為該年度信徒大會得不計

入會議應出席人數。除名另有程序，請參閱 Q8說明。

(二) 第二種方法，逐次降低應出席人數：

     (內政部103年 5月 2日台內民字第 1030153128號函參照)

     1. 基本條件：

       (1) 寺廟無章程或章程無規定應出席人數。

       (2) 每次開會均在7日前以掛號通知所有信徒開會。

       (3) 開會通知單每次均載明相同討論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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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該決議通過之討論事項如不辦理，寺廟即無法依章程或

            相關法令規定運作，致寺廟權益有受侵害之虞。

      2. 連續2次以上開條件通知信徒開會，均因人數不足而流

         會時，第 3次同樣以上開基本條件通知信徒開會，與會人

         數如超過應出席人數 1/3即成立。如仍無法成會，則續召

         集第 4次，同樣以上開基本條件通知信徒開會，與會人

         數如超過應出席人數 1/4即成立。 

      3. 依前開方法，會議如能順利召開：

(1) 則將該次會議紀錄自會議次日起算30日內以掛號通知全

   體信徒

(2) 並於寺廟公告欄或門首明顯適當地點公告10日，通知並公

   告信徒如有反對意見，應於通知送達10日內或於公告期間

   內以書面表示。信徒於期限內未為表示，或信徒雖於期限

   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信徒2

   分之1，該次會議紀錄即告生效。  

 4.準備以下文件送區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辦理：

(1)寺廟公函或申請書。

(2)歷次開會通知（含議程及其他開會通知資料）及掛號通

   知證明文件。

(3)歷次開會簽到單。

(4)會議紀錄（加蓋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

(5)會議紀錄通知暨公告情形說明及相關證明文件（包括通

          知函、掛號通知證明文件、公告文件、公告期間照片及

          信徒書面反對意見【無則免附】）。

       (6)經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提出之其他相關文件。

Q8：何謂信徒除名程序? 

A8：辦理寺廟登記證換證並不需要信徒除名程序。為輔導寺廟運作，

    仍說明如下：

1. 寺廟章程訂有除名程序者，依其程序。如無，則依連續2年通知開

會均未出席。

2. 經寺廟最高權力機構議決通過除名。

3. 寺廟檢附以下文件函請區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

(1) 連續2年掛號通知開會證明。

(2) 連續2年信徒大會開會簽到名冊。

(3) 寺廟最高權力機構確認除名之會議紀錄(含與會人員簽到名冊)。

(4) 信徒異動信徒名冊(可併新增信徒或其他異動辦理，格式請參閱

附件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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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寺廟如何確認死亡信徒事實?

A9：方法有六：內政部103年8月28日台內民字第1031100093號釋示參照

1. 請信徒家屬提供死亡診斷證明書。

2. 請信徒家屬提供載有死亡記事之戶口名簿或除戶謄本影本。

3. 死亡信徒（執事）直系血親出具之證明書。(檢附身分證影本)

4. 訃文。

5. 寺廟負責人切結該信徒（執事）已死亡之切結書。

6.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Q10：適逢寺廟人事改選，先改選或先換證?

Q10：

1. 現任負責人、既有信徒名冊及組織章程如已核備過，請逕行辦理換

證。

2. 現任負責人如未核備過，請依Q12說明辦理。現任負責人已經核備

過，但信徒名冊或組織章程尚未經核備過，建議先換證再改選為宜

3. 由於換證需要核備過的負責人、信徒名冊及組織章程，缺一不可。

是否由本屆或次屆負責人申辦，悉依寺廟意願。惟涉及負責人、信

徒名冊或組織章程變動時，仍應依變動登記程序辦理。

4. 變動登記程序請參照Q13。

Q11：寺廟原登記負責人因死亡、卸任或其他原因去職已久，而寺廟

     從未辦理變動登記，如何以現任負責人辦理換證?

A11：1.負責人死亡而無章程之寺廟：可由全體信徒 1/10以上連署推選

信徒擔任召集人，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由該召集人依上述說明

辦理召開信徒大會、訂定組織章程及依章程選舉管理、監察組織成

員等事宜。

 2.現任負責人與原登記負責人不同時，寺廟應先完成現任負責人變

   動登記，方得以申請換證。

 3.負責人變動登記程序請參閱 Q14。

 4.如因信徒亡佚過多無法成會，請參考 Q7辦理。

   (內政部102年 10月 14日台內民字第 1020326318號函參照)

Q12：寺廟負責人拒不召開信徒大會應如何處理?

A12：請先依貴寺廟組織章程規定辦理。如無章程或章程未規定，則依以

     下步驟辦理：

1. 全體信徒1/5以上連署，以書面敘明請求召開信徒大會之事由，

函請負責人召開，同時函知主管機關。

2. 主管機關函知寺廟、寺廟負責人及連署信徒。

3. 寺廟負責人應於函達 3個月內召開信徒大會，會中應討論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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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並應於召開前 7日以掛號通知全體信徒。

4. 如寺廟負責人未於 3個月內召開或召開會議中未將連署事項納

入議程或未經決議即逕行宣布散會，則連署之信徒可逕行推選

召集人，另行召開信徒大會。

5. 連署信徒推選召集人應將開會通知(內含會議召開事由、議程、議

案、召開時間及地點等)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後以掛號通知各信徒

召開。

  (內政部102年 11月 29日台內民字第 10203547582號函參照)

Q13：寺廟人事改選應注意事項為何?

A13：辦理換證除負責人之外，原則上與人事改選無關，建議先換證

     再辦理改選。惟若長年未辦理變動登記，致現任實際負責人與

     登記表上不符時，仍應請寺廟召開信徒大會辦理改選。改選注

     意事項如下：

1. 有意擔任下一屆負責人、委員或信徒代表，本屆尚未成為信徒者，

本屆有權機構(如信徒大會、信徒代表大會)應先依章程召開會議同

意上開人等加入信徒，再召開次屆最高權力機構會議選任新負責

人。兩次會議可同日召開，但會議紀錄要分開寫。

2. 有些寺廟登記表上係採管理人制，然實際負責人卻為主任委員。請

寺廟趁此換證時機，思考究竟要採管理人制還是管理委員會制，

如有要變更，請於最高權力機構(信徒大會)會議記錄敘明該議決

事項。

3. 建議寺廟趁此換證時機，制定組織章程並定期改選負責人，以免

衍生繼任人選爭議。

Q14：變動登記程序為何?

A14：寺廟變動登記事項有很多種，僅列常見幾種說明如下：

(一) 信徒變動登記程序：

信徒因加入、退出、死亡、失聯(連續2年未出席)而有變動時，寺

廟依章程召開有權會議議決確認後，檢具以下文件函請區公所

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

1. 寺廟公函。

2. 會議紀錄(含簽到簿)1式 4份。

3. 異動信徒名冊(1式 4份)：

(1) 死亡信徒，請檢附相關證明。

(2) 因事除名信徒，會議紀錄需述明原因及議決事項。

(3) 新加入信徒，請檢附「願任信徒/執事同意書」，同意書上要

有寺廟圖記及負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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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願拋棄信徒，請檢附自願除卻信徒聲明書(附件六)。

4. 異動後信徒名冊(1式 4份)：原有信徒名冊扣掉死亡、除名或自

願放棄者，加入新增信徒後之名冊。

5. 原有信徒名冊(1式 1份，影本即可)。

6. 以上名冊，應含封面、封面應有寺廟名稱、造報日期、寺廟圖記、

寺廟負責人簽章。死亡、新增、除名名冊可合併成一冊，但內頁仍

需分別列冊。

7. 以上名冊，內頁每頁應有寺廟圖記、寺廟負責人簽章，名冊最後

一行空白處建議註記「以下空白」。

8. 各式文件如為影本須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由寺廟負責人

簽章。

9. 名冊格式請參閱附件四。 

(二) 負責人變動登記程序：

1. 管理人制：寺廟召開信徒大會(信徒代表大會)選任新任管理人

後，檢附以下文件函請區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

(1) 寺廟公函。

(2) 會議紀錄(含簽到簿)1式 4份。

(3) 核備過的信徒名冊影本。(如未核備過，應先辦理信徒變動

登記)

(4) 負責人印鑑式 1式 4份。(附件七)

(5) 各式文件如為影本須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由寺廟

負責人簽章。

2. 管理委員制：寺廟召開信徒大會(信徒代表大會)選任新任管理

委員，並由新任委員選出新主任委員後，檢附以下文件函請區

公所轉市政府民政局核備：

(1) 寺廟公函。

(2) 會議紀錄(含簽到簿)1式 4份。

(3) 核備過的信徒名冊影本。(如未核備過，應先辦理信徒變動

登記)

(4) 管理委員名冊1式 4份。名冊應含封面、封面應有寺廟名稱、

造報日期、寺廟圖記、寺廟負責人簽章等。名冊內頁每頁應

有寺廟圖記、寺廟負責人簽章，名冊最後一行空白處建議

註記「以下空白」。

(5) 負責人印鑑式 1式 4份。

(6) 各式文件如為影本須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由寺廟

負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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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時有多種變動，建議辦理順序如下：

(1) 一併辦理：

組織章程、寺廟圖記、負責人、委員及信徒等異動可一併辦

理。不同性質會議可同日召開，惟會議紀錄(含簽到簿)需

分開繕造且會議紀錄內容要分別敘明個別會議決議事項。

(2) 依序辦理：

順序如下：

A. 召開最高權力機構會議，議決組織章程及信徒異動狀況。

B. 組織章程及異動後信徒名冊送區公所轉市府核備後，再

次召開有權機構會議，改選負責人。

           

Q15：寺廟圖記格式為何?

A15：直轄市寺廟圖記：闊  ×  長  ×  邊寬＝  5.2      公分  ×7.6      公分  ×0.8      公分

     並應使用木質或其他不易損壞材質柄式長方形，鐫刻陽文篆體

     寺廟全銜，如附件八。

善意提醒，寺廟圖記變更需召開信徒(代表)大會議決通過，

建議一併開會處理(信徒變動+人事改選+訂定章程+變更圖記+其他)

※ 如果是委員制，會議紀錄分2次寫：本屆信徒大會會議紀錄+新改選

成立管理委員會選主委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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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換證申請書

受文者：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申請日期：103年  月  日

主旨：檢送○○○寺廟申請換領寺廟登記證應備書表件，請 

貴所惠予初審並轉報高雄市政府民政局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第 26點規定

及高雄市 102年度全面換領寺廟登記證作業規定第 6點

規定辦理。

二、檢附申請辦理寺廟登記證換證表件如下(如為影本請加

蓋負責人印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一)原高雄縣政府或高雄市政府核發之寺廟登記表及寺廟

登記證(正本)。

(二)最近3個月內之4×6寺廟全貌及主祠神佛像彩色照片

各1幀。

(三)最近1次經主管機關備查之信徒或執事名冊影本。(依

章程免附，加蓋寺廟圖記及負責人章)

(四) 最近1次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組織或管理章程影本(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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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圖記及負責人章)。

三、是否申請返還原寺廟登記表及登記證：

     □：是，註銷後返還。□：否。

申請人：                申請人電話：

所在地：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話：       

負責人住所： 

(加蓋寺廟圖記)

寺廟信徒重新公告申請書

受文者：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主旨：本○○寺廟名稱確因遺失信徒名冊，爰申請信徒重新公告，請  

貴所惠予初審並轉報高雄市政府民政局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一點辦理。

二、 檢附申請信徒重新公告表件如下(如為影本請加蓋負責人印章並

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一) 信徒成立大會會議紀錄(含簽到簿)1式 4份。

(二) 信徒或執事名冊1式 4份。

(三) 公告用信徒或執事名冊1式 4份。

申請人：                  申請人電話： 

所在地：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話：

負責人住所： 

(加蓋寺廟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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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信徒補行公告申請書

受文者：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主旨：本○○寺廟確因從未辦理過信徒公告，爰申請補辦信徒公告，請 

貴所惠予初審並轉報高雄市政府民政局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十一點辦理。

二、 檢附申請補辦信徒公告表件如下(如為影本請加蓋負責人印章並

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一) 信徒成立大會會議紀錄(含簽到簿)1式 4份。

(二) 信徒或執事名冊1式 4份。

(三) 公告用信徒或執事名冊1式 4份。

申請人：                    申請人電話：

所在地：

負責人姓名：     (印鑑)     負責人電話：

負責人住所：

(加蓋寺廟圖記)

願任信徒(執事)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茲簽章同意成為○○寺廟之信徒/執事，願遵守寺廟章程規定，

並確已知悉○○寺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公務機關或非

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

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五、當

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

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所告知之事項，同意○○寺廟依同

法第十九條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謹立此同意書存證。

此致

○○寺廟

地址： 

立同意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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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住 所 簽 章

簽 署 日

期

備註：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第六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條文

第三條：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

限制之：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五、請求刪除。

第六條：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

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法律明文規定。二、公務機關

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且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

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

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前項第四款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或利用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第十五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二、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第十九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法律明文規定。二、與當事人

13



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

料。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

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六、與公共利益有關。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

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

此限。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

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

人資料。

※ 填寫須知：

1. 信徒/執事必須親筆簽名。

2. 頁數不夠請自行影印，並註記頁次。

3. 正本寺廟留存，影本4份，影本每頁須加蓋寺廟圖記、負責人章。

信徒或執事名冊

寺廟年信徒名冊
造報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編號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住 所 備 註

1 ○○○ 70.7.7 S123456789
高 雄 市 旗 山 區 湄 洲 里

○ ○ 路 ○ ○ 巷 ○ ○ 號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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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寺廟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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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告用之信徒或執事名冊

寺廟年信徒名冊
造報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編 號 姓 名 出生年 住 所 備 註

1 ○○○ 70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 範例

（加蓋寺廟圖記）

辦理失聯公告用之信徒或執事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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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失聯信徒名冊
造報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簽章

編號 姓 名
出 生

年
住 所 備 註

﹝基於保障個人資訊隱私權，住所資訊僅露出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區）、村（里），爰

住所欄請依下列範例書寫：「花蓮縣玉里鎮春日

里」。﹞

（加蓋寺廟圖記）

失聯信徒或執事名冊

造報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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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失聯信徒名冊 負責人：○○○簽章

編

號
姓 名

出生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住 所 備 註

（加蓋寺廟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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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第○屆第○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 (參考範例)

一、開會日期：○年○月○日上（下）午○時        

二、開會地點：○○(寺廟) 

三、出席人數：應到○人、請假○人、實到○人（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

五、主    席：○○○主委              紀錄：○○○

六、主席致詞：（略）

七、列席人員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九、討論事項：（※依實際開會案由討論）              

   （一）第 1號議案        提案人：○○寺廟管理委員會

　　案　由：本寺廟○年度收支決算報告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詳如信徒大會手冊資料第 00頁

　　議　決：決議通過

            

   （二）第 2號議案        提案人：○○寺廟管理委員會

　　案　由：本寺廟○年度信徒新加入及除名乙案，提請討 

            論。

  　說　明：信徒李○○等○人新加入及陳○○等○人死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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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議　決：議決通過

  （三）第 3號議案        提案人：○○寺廟管理委員會

  　案　由：本寺廟不動產○○地段○地號等○筆土地處分乙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議　決：決議通過

　（四）第 4號議案  

        提案人：○○○  附議人：○○○、 ○○○

  　案　由：本寺廟組織章程第 1條、9條、10條修正一案，提

請討論。

  　說　明：詳如信徒大會手冊資料所附章程修訂對照表

  　議　決：決議通過

　（五）第 5號議案        提案人：○○寺廟管理委員會

　　案　由：改選本寺廟第○屆管理委員會委員及監事乙案，

提請討論。

　　說　明：依照本寺廟組織章程第○章第○條規定辦理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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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寺廟第 0屆管理委員會委員○人；監事會監事

○人，以利本寺廟事務正常運作。

　　議　決：決議通過

十、臨時動議：

　第 1號議案  提案人：○○○   

              附議人：○○○、○○○(至少 2人) 

  案  由：○○○○○○○○○○○，提請討論

　說  明：○○○○○○○○ 

　議  決：決議通過

十一、選 舉（結果）：(無選舉時免列)  

（一） 選舉由○○○等○人擔任本宮第○屆管理委員會委

員。

（二） 選舉由○○○等○人擔任監事。（詳如委員、監事當

選名冊）

十二、散 會：同日上（下）午○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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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簽章：            印

                          紀      錄：            印

 

○○（寺廟）第○屆第○次信徒大會

出席人員簽到簿

一、開會時間：○年○月○日（上）下午○時  

二、開會地點：○○(寺廟)廟埕

三、會議主席：主委○○○                       紀錄：○○○
四、出席人員簽到：

編號 姓    名 簽  到 編號 姓      名 簽  到

01 14

02 15

03 16

04 17

05 18

06 19

07 20

08 21

09 22

10 23

22



11 24

12 25

13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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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第○屆第○次管理委員暨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參考範例)

一、開會日期：○年○月○日上（下）午○時        

二、開會地點：○○(寺廟)廟埕

三、出席人數：應到○人、請假○人、實到○人（詳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

五、主    席：○○○                        紀錄：○○○

六、主席致詞：（略）

七、列席人員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九、討論事項：（※依實際開會案由討論）                

   第 1號議案                 提案人：○○寺廟管理委員

會

   案  由：推選本寺廟第○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常務監

事一案，提請討論及表決。

   說  明：依照本寺廟組織章程第○章第○條規定辦理改選，

以利本寺廟管理委員會及監事會事務正常運作。

   議  決：經出席委員、監事決議由○○○擔任本寺廟第○屆

主任委員，○○○為副主任委員及○○○為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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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

  

  第 2號議案                  提案人：○○寺廟管理委員

會

　案  由：本寺廟○年○○○神明聖誕千秋遶境事宜，提請討

論。

  說  明：本寺廟○○○神明聖誕千秋遶境預訂於○年○月○

日上午舉行起馬炮儀式及相關繞境路線規劃(詳如附

件)

  議  決：決議通過

  

  第 3號案                    提案人：○○寺廟管理委員

會

  案  由：本寺廟○○○○(內部事務)，提請討論。

  說  明：○○○○○

  議  決：提交信徒大會議決

十、臨時動議：

　第 1號議案  提案人：○○○  附議人：○○○、○○○(至少 2人)

25



  案  由：○○○○○○○○○○○，提請討論

　說  明：○○○○○○

　議  決：議決通過。

十一、散 會：同日上（下）午○時○分。                   

　　　　　　　　　　　　　主 席 簽章：                

印

                          紀      錄：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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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第○屆第○次管理委員暨監事聯席會

出席人員簽到簿

一、開會時間：○年○月○日（上）下午○時  

二、開會地點：○○(寺廟)廟埕

三、會議主席：主委○○○                        紀錄：○○○
四、出席人員簽到：

編號 姓    名 簽  到  處 編號 姓      名 簽  到  處

01 13

02 14

03 15

04 16

05 17

06 18

07 19

08 20

09 21

10 22

11 23

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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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除卻信徒資格申請書 (參考範例)

本人             因                           事

由                           無法繼續參與廟務，自

願取消信徒資格。

此  致

              （寺廟名稱）

申 請 人：                 印

住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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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寺廟名稱及圖記印鑑式 負責人姓名及印鑑式

寺廟名稱：

 

寺廟圖記：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印鑑：

備註：

※寺廟變更印鑑需經最高權力機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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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寺廟圖記規格

直轄市寺廟圖記：闊  ×  長  ×  邊寬＝  5.2      公分  ×7.6      公分  ×0.8      公分

直轄市寺廟圖記範例

（應使用木質或其他不易損壞材質柄式長方形，鐫刻陽文篆體寺廟全

銜）

※變更圖記應經寺廟最高權力機構(信徒或信徒代表大會)議決。

 

←   闊   →

↑
       

長       ↓

邊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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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