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十字會的破與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的立與廢
及章程的制定與修正

王清峰
109 年 1 月 31 日

1859 年 6 月在義大利蘇法利諾小鎮的一場戰役，路過的亨利．杜南
（Jean Henri Dunant）1見死傷慘重，隨即呼籲眾人不分彼此，投入救援傷
病的工作。

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

亨利．杜南投注一生的心力，喚醒當時的皇親貴族及政府對於救援傷兵
的人道關注，並簽訂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2，陸續建置國家紅
1

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 1828.05.08 - 1910.10.30，瑞士日內瓦人，紅十字會之父 1901 年
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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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 年 8 月 22 日 12 個國家在日內瓦簽署「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境遇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in Armies in the Field），通稱日內瓦公約（The
Geneva Conventions），規定以白底紅十字為標誌，中立（Neutrality）的保護照顧傷兵的醫療隊、醫
院、相關醫務、行政人員及隨軍的牧師等。該公約歷經 1906 年、1929 年修訂，1949 年 8 月 12 日增修
為四部公約，1950 年 10 月 21 日生效，即
第一公約「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病者境遇公約」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Armed Forces in the Field）
第二公約「改善海上武裝部隊傷病者及遇船難者境遇公約」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Wounded, Sick and Shipwrecked
Members of Armed Forces at Sea）
第三公約「關於戰俘待遇公約」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第四公約「關於戰時保護平民公約」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日內瓦公約目前有 196 個締約國，即聯合國的 193 個會員國之外，加上教廷、庫克群島及巴勒斯坦。
第一議定書
關於保護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Protocol Ⅰ, of 8 June 1977, 1978 年 12 月 7 日生效），174 個締約國。
第二議定書
關於保護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Protocol Ⅱ, of 8 June 1977, 1978 年 12 月 7 日生效），目前有 169 個締約國
第三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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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會（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ies）或紅新月會（National Red
Crescent Societies）3，並以白底紅十字或紅新月為人道救援的專用標誌，
成為當今非常具有公信力及影響力的全球性人道網絡。
我國紅十字會的設立最早可追溯自 1904 年為拯救日俄戰爭的東北受害
者而成立的「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
、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
，接著 1910 年
「大清紅十字會」成立，1912 年更名為「中國紅十字會」
，並獲得國際紅十
字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4承認，
1920 年成為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的會員5。
紅十字會是為了救援戰場上的傷病兵，保護戰俘及平民而設，並以有
196 個締約國的日內瓦公約為執行依據，嗣後又增加致力於全球的防備救災
工作，非一般的慈善團體，而是專責的人道組織。
關於採納一個新增特殊標誌的附加議定書（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Adoption of an Additional Distinctive Emblem, Protocol
Ⅲ, of 8 December 2005），目前有 76 個締約國。
依外交部 103 年 11 月 12 日外條約字第 10325523680 號及 102 年 6 月 17 日外條約字第 10201066960 號
函所示，1864 年的公約我國於 1904 年簽署批准；1906 年修訂之公約同年簽署；1929 年修訂的公約同
年簽署，1935 年批准。1949 年增修為四部公約，於同年 12 月 10 日簽署，但當時因我國家情況特殊，
並未立即辦理批准手續。中國大陸於 1952 年 7 月 13 日發表聲明承認各該公約，並於 1956 年 11 月 5 日
批准各該公約，同年 12 月 28 日由其駐瑞士使館向瑞士政府存放批准書，但我國聲明中共政權無權代表
中國批准各該公約之立場。
3

國際紅十字暨紅新月運動章程（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要求 ICRC、IFRC 及各國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恪遵七大基本原則，即人道（Humanity）、公
正（Impartiality）、中立（Neutrality）、獨立（Independence）、志願服務（Voluntary Service）、
統一（Unity）及普遍（Universality）。其中統一原則要求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
而且是全國性的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這也是獲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承認的必要條件（章程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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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 年 2 月 17 日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紀
堯姆．亨利．杜福爾（Guiliaume-Henri Dufour）、 路易．阿皮亞（Louis Appia）及泰奧多爾．莫努
瓦（Théodore Maunoir）5 人在瑞士日內瓦成立救援傷兵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Relief of the Wounded），並翻轉瑞士國旗紅底白十字，以白底紅十字為中立的人道救援標誌，
1875 年更名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隨後於 1864
年 8 月 22 日的日內瓦公約並規定以白底紅十字為旗幟和臂章。ICRC 分別在 1917 及 1944 年得到諾貝
爾和平獎，以表彰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道貢獻，並在 1963 年國際紅十字運動 100 周年，與
IFRC 共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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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美、英、義、法及日本紅十字會共同倡議設立協調性的組織「紅十字會協會」（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1983 年更名為「紅十字會暨紅新月會協會」（League of Red Cross & Red Crescent
Societies），1991 年復更名為「紅十字會暨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IFRC），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共有 192 個會員。2019 年
12 月 5 日新加入的第 191 及 192 會員，分別是不丹紅十字會（Bhutan Red Cross Society）及馬薩爾
群島紅十字會（Marshall Islands Red Cross Society）。1963 年國際紅十字運動 100 周年，IFRC 與
ICRC 共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2

壹、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的立與廢
一、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一)民國 19 年（1930）當時的內政部召集外交、軍政、海軍及衛生部
共同研商制定紅十字會法規，僉以外交部所陳意見謂「該會之設立
在條約上有根據，在國際間有地位，所辦主要事業又為救護各交戰
國受傷疾病士兵等特殊之事，未便與普通慈善團體一例待遇，似可
仿照日本等國特定條例以資管理，實係妥善辦法。…」6當時的國
民政府遂於 21 年（1932）12 月 16 日制定公布「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 21 年管理條例）7，輔助陸海空軍戰時後
方衛生勤務及國內外賑災施療及其他救護事宜（第 1 條）
，經內政
部核准得募款設立醫院、造就救護人才及儲備救護材料（第 2 條）
，
以內政部為主管官署並受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之監督（第 3 條）
。
22 年（1933）1 月 1 日設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下簡稱本會）。
22 年 6 月 3 日訂頒施行細則8。

國民政府於 21（1932）年 12 月
16 日制定公布「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管理條例」

紅十字會非一般慈善組織，宜
制定條例管理

6
7
8

紅十字會管理法令，國史館，第 0938 頁。
同上，第 0952 至 0956 頁。
同上，第 0966 至 09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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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1 年管理條例於 23 年（1934）10 月 30 日9修正第 4 條：理監事由
全國會員大會就「會員代表」中選舉，修正為就「會員」中選舉。
25 年（1936）7 月 23 日再度修正公布10，以衛生署為主管機關，
並依其事務之性質，受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之監督（第
5 條）。不論是 21 年或 25 年修正後的管理條例均規定本會設總會
及隸屬於總會之分會，總會設於首都、分會設於各地，總會及分會
各置理事、監事若干人，均由各自之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第 3 條至
第 5 條）
。25 年修正的條例規定理監事於必要時，得經有國民政府
遴選相當人員聘任之，但不得超過全體理事監事的三分之一（第 7
條）；辦理紅十字會，除本條例有規定者外，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訂有國際條約者並准適用，但以經政府批准者為限（第 16 條）。
(三)抗戰期間，另於民國 32 年（1943）3 月 31 日制訂公布「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暫時組織條例」11，停止適用管理條例12。會長、副會長及
理監事原由國民政府聘任，改為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另派之（第 6
條第 2 項）；派赴戰區救護隊應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指揮（第 9
條）。
(四)戰爭結束後，廢止戰時組織條例13，但為適應復原期間實際需要，
於民國 35 年（1946）2 月 9 日制定「復原期間管理中華民國紅十
字會辦法」14，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業務參照日內瓦紅十字會協會（即
今之 IFRC，請見註 5）之規定，及中國社會實際需要，就其人力、
物力之可能隨時決定之（第 2 條）
；以行政院為主管官署，並依其
業務性質受社會部衛生署善後救濟總署之指揮監督（第 3 條）
；會
長、副會長、理事由行政院聘任之（第 4 條）
；總會得派員出國考
察紅十字會業務並歡迎友邦紅十字會派員聯絡指導或協助等工作
（第 10 條）。

9

10
11
12
13
14

僅修正第 4 條。原規定理監事由全國會員大會，就會員代表中選舉，修正為就會員中選舉。同上，
0998 至 0999 頁。
同上，第 1009 至 1016 頁。
同上，第 1058 至 1062 頁。
同上，第 1064 頁、第 1070 頁。
同上，第 1065 至 1066 頁、第 1076 頁。
同上，第 1067 至 10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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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及施行細則
政府遷台後，於民國 43（1954）年 10 月 18 日制定公布中華民
國紅十字會法（以下簡稱原紅會法）
，廢止原管理條例。原紅會法規
定紅十字會為法人（第 2 條）
、紅十字會總會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第
5 條）
、以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第 8 條）
、設會長、副
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除政府指派之理監事及全國性社團理事外，
其餘均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 10 條及第 12 條）
。會長及副會
長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第 19 條）
。各省（市）得設分會，縣（市）
得設支會，分別隸屬於總會及分會（第 15 條）
，分、支會亦設會長、
副會長、理事會及監事會，均由各自之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
16 條及第 17 條），各分會及支會每年定期徵求會員（第 20 條）
。總
會之會員限於名譽會員、總會之發起人、分會、中央各機關（構）、
學校及全國性團體之團體會員，但個人會員隸屬於支會。總分支會以
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自訂章程，各自選任會長、副會
長、理事及監事綜理會務（原紅會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5 條、第 8
條、第 10 條及第 11 條）
。因此，原紅會法及施行細則雖稱總分支會
之間有隸屬關係（第 15 條）
，但實際上是各自獨立運作。
原紅會法規定本會得經理事會通過向國內外募捐（第 29 條）。
另設「戰時條例」專章，規定本會戰時隨軍救護人員之待遇、人員及
救護器材之載運，以及由有關主管機關核撥戰地需用的衛生器材、房
屋、糧食、馬匹及航空器等（第 32 條至第 34 條）。
三、內政部函釋總分支會均為法人
原紅會法第 2 條規定：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為法人。」即法人者，
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並非總會、分會或支會。但內政部 78 年 6 月
29 日（78）內社字第 718442 號函釋：
「（一）依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
第 2 條，所謂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為法人，係指各級紅十字會均為法
人。
（二）各級紅十字會依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已明定為法人，毋須
向法院登記，即取得法人資格。」內政部 102 年 11 月 7 日台內團字
第 1020298147 號函再度說明上開意旨。此或因各分會及支會自訂章
程、設立會員大會、自選理監事、副會長及會長、業務、財務及人事
均獨立所致。事實上，也有部分分會或支會已經向法院辦理法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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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原紅會法的努力及草案
原紅會法是 43 年所制定，經過五、六十年的社會變遷及民主法
治的發展，有部分規定已不符合時代的需求。本會為呼應內政部及行
政院之要求，曾於 101 年 4 月及 103 年 12 月分別提出修正意見及修
正條文對照表。無奈紅十字會內大部分人士對社會的變遷或許感受
較不深刻，加上立法院的生態環境，變數多，對於修法沒有把握，以
致難以形成共識，寧可維持現狀，而前功盡棄。修法不成，或許也是
原紅會法被廢止的原因之一。
(一)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修正原則案（101 年 4 月 23 日之修正案）15

1.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自民國 43 年公布施行後，期間除於民國 89
年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進行部分條文文字修
正外，迄今未檢討修正。盱衡整體社會發展，本會曾於 97 年由
理事代表組成修法小組進行研議，直至 100 年 3 月間，因日本
賑災專案的網路惡意抨擊事件，引發社會各界對於紅十字會法
的關注，再次啟動修法的契機。

15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01 年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手冊第 95 頁至第 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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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政部於 100 年 6 月 8 日、22 日、7 月 15 日先後三次召開紅十
字會法修正草案聯席審查會議，並於 8 月 11 日經部務會報決議
將修正草案呈送行政院。行政院於 100 年 10 月 3 日召開紅十字
會法修正草案審查會議，會中除修正部分條文外，並決議由紅十
字會就組織調整部分整合內部共識，提出修正建議後再行開會
審查。
3.本會於 100 年 9 月 15 日邀集各分支會會長座談，就合併三會為
單一法人的想法徵詢與會人員意見，並依座談結論研擬會法修
正條文對照表草案，送請各分支會研討後提供建議。經彙整各分
支會陸續提報之建議，除新北市分會及台南縣、南投縣支會提報
部分條文修正建議外，台灣省等 14 個分支會表示以不修法為原
則，建議維持現有會法。
4.鑑於紅十字會法修正為政府的權責，當時內政部、行政院、立法
院及本會皆有修法之意願，立法院第 8 屆立法委員第 3 會期立
委之修正提案雖因屆期不連續原則而暫緩，但隨時有可能再次
提出，政府修正草案亦已在行政院審查中，故依內政部呈送行政
院之修正草案以及行政院第一次審議意見，擬定本會有關會法
修正案之立場原則如下：
(1)組織宗旨與使命
鑑於紅十字會的國際性與特殊性，仍應規範其依照日內瓦公
約及紅十字運動精神，發展各項博愛服務事業，不宜改為參
照日內瓦公約精神；並明確紅十字會輔佐政府的角色與功能，
不應刪除「輔佐政府」之規範文字。
(2)紅十字標誌保護
紅十字標誌應從嚴管制使用，除紅十字會外，應依據國家法
律並經紅十字會同意者才可使用；為落實對標誌的保護，並
應於紅十字會法中加入濫用紅十字標誌的罰則。
(3)政策優惠與協力
紅十字會依法享有豁免賦稅之權利具政策宣示作用，建議保
留，並應規定紅十字會得比照財團法人，享有政府提供之相
關優惠（如讓售土地以興辦公益服務事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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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組織整合與強化
為明確紅十字會的定位、健全組織的結構，以奠定永續發展
的良好基礎，並促使理事會決策更周全的照顧到各地區的需
要；集中運用全會資源，有效協助分支會發展；同時避免總
分支會決策不一致；少數分支會個別作為影響整體聲譽等負
面困擾。整合總分支會為單一社團法人，使組織結構與外界
一般認知相契合，並彙整各界建議整合原則如下：
 改制後名稱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下簡稱本會）
，各縣市
分支機構名稱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ＯＯ縣（市）分會。
 改制後所有會員均依所在轄區分屬各分會，各分會及全國
每年均召開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
決策機關，分會會員代表大會就其地區性事務有建議權。
 理事會置理事 51 人，包括當然理事 33 位（7 位政府指派
理事及 26 位分會會長/主任委員），18 位選舉理事（全國
會員代表大會自團體會員中選出 8 位、個人會員中選出 10
位）。監事會置監事 9 人，包括政府指派當然監事 3 位，
全國會員代表大會自個人會員中選出 6 位。
 會長、副會長由理事互選產生，會長連選得連任一次。
 分支會改制為分支機構，一律改稱分會。分會會員代表大
會選舉會務指導委員，會務指導委員互選分會長/主任委
員，負責分會事務的推展。
 本會秘書長由會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任用；主管及職
工由秘書長提請會長同意後任用。分會總幹事由分會長/
主任委員提名，經本會會長同意後任用；主管及職工由總
幹事提請分會長/主任委員同意後任用。
 整合後本會及分會之經費收入，以及人事、辦公、業務等
費用支出，均由本會統籌辦理；各分支會既有資產仍留存
原地分會管理運用；現有人員亦維持四年不變。
 修法時明定改制條款，將分支會按現狀併入本會，無須另
依人團法規定辦理解散程序，並將各分支會現有財產於整
合後全數撥交本會，使整合之變動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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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原紅會法修正原則，提交 101 年 4 月 23 日全國會員（代
表）大會，引起分支會會員代表的強烈反彈而未通過。
(二)關於內政部「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修正草案之意見及本會提出之
修正條文對照表（103 年 12 月 10 日修正案）16
1.內政部 102 年 8 月 13 日台內團字第 1020283645 號函，為因應
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開議暨行政院審查法案之需，要求本會
針對其所擬「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修正草案」提出整體回應意見
供其參辦。

16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103 年 12 月 10 日第 20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討論第 5 案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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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主要修正意旨如下：
(1)將 「 國 際 紅 十 字 公 約 」 正 名 為 「 日 內 瓦 公 約 」（ Geneva
Conventions）
，並加入國際紅十字暨紅新月運動章程，以強
化我國與國際紅十字運動之連結。
(2)加入本會以紅十字為名稱。除日內瓦公約或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個人、團體及其他公私機關概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
於紅十字之標誌或名稱。同時對於違法使用或仿冒使用者，
新增處罰之規定。
(3)立法請政府給予補助，以遂行紅十字會之人道任務。
(4)每年召開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5)維護本會獨立及中立之原則，本會理事及監事均由會員代表
大會選舉產生。會長及副會長由理事就常務理事選舉之。會
長只能連任一次。
(6)精簡組織層級，將本會組織改為總會及分會兩個層級，取消
支會層級。
(7)基於權利義務平等原則，刪除「少年會員」
，以免只有繳會費
之義務，卻無法行使權利之弊病。
(8)刪除政府機關協助本會徵求會員。
(9)增列本會總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由總會理事、監事與團體會
員代表及各分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推選之代表組織之。
(10)調整緊急募款權。總會得經理事會決議，各分會得經總會許
可，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向國內外勸募。但國內外發生重
大災害或為國際人道緊急救援所需者，總會得經理事會同
意逕行辦理募款，並向主管機關報備。
(11)戰時條例改為戰時救護，並使本會派員隨軍執行人道救護
工作的待遇及相關的制度更臻完備。
(12)增列災時救護及執行災時救護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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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會研擬意見並提出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送請分支會提供意
見後，提交 103 年 12 月 10 日第 20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
論，但理監事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撤回。
五、廢止原紅會法及施行細則
立法院第 9 屆委員在 105（2016）年 2 月 1 日上任，時代力量及
民進黨即以莫須有的罪名，公開抨擊本會及原紅會法，要求廢法。期
間本會及有識之士一再主張宜修不宜廢，行政院同年 3 月 17 日尚且
提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修正草案」
，但民進黨政府 5 月 20 日上
台後即以廢止原紅會法為要務，並預定於當年 7 月完成廢法。
106 年 10 月 23 日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的特稿「紅會的殷鑑」
，
還原當時前內政部長葉俊榮的努力。文內表示內政部葉俊榮部長主
張紅會法「宜修不宜廢」
，立法院通過廢止紅會法的前夕，與民進黨
團進行最後的黨政協商，內政部表示以執政黨的席次可修正不合時
宜的條文，處理目前紅會的人事與運作問題，若一切回歸人民團體法，
政府要介入的空間要受到相當的侷限。民進黨立委後來懂得內政部
的「眉角」
，但無奈社會氛圍在一陣喊打喊殺，已經被推到廢法的高
點，現在回不去了，只好硬著頭皮把頭洗下去。
政治力未能理性客觀的看待紅十字會及紅十字會法，即使前部
長葉俊榮曉之以「利」
，建議以修正代替廢止，但炒作過度，亦難以
挽回狂瀾。

106 年 10 月 23 日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的特稿

11

105 年 7 月 12 日立法院決議通過廢止原紅會法，同年月 27 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80911 號令公布廢止。內政部於 106 年 1
月 4 日台內團字第 1050447928 號令廢止施行細則。姑不論政治立場
的問題，主張廢法的理由主要如下：
(一) 紅十字會長期由國民黨把持，理監事都是藍營人士。
由於紅十字會的歷史淵源，不可諱言，會長、副會長及部分理監事
有國民黨黨籍，但在執行人道任務上絕無顏色之分，例如八八水災
受災最嚴重的嘉義、高雄及屏東都是由綠營執政，本會一視同仁，
配合災區的需求，投入最多的資源，辦理軟硬體的重建。
105 年 4 月本會改選第 21 屆理監事時，曾邀請民進黨及無藍綠背
景者加入參選理監事的行列，但都被拒絕。甚至於有要求俟民進黨
政府上任後，才辦理改選。但紅十字會是獨立中立的人道組織，除
非是為人道，不應隨政治起舞。
(二) 紅十字會為公益團體，但其他公益團體都無專法，唯獨紅十字會有
專法是特權。
各國制定紅十字會法或以特別命令設立紅十字會，都是為了配合
政府執行日內瓦公約及國際紅十字運動的任務，即各國設立紅十
字會是本於「國家的意志」而設立，與民間團體是出於民眾的自主
意志不同，其目的在突顯政府與國際社會共同遵守日內瓦公約及
執行國際人道救援的決心，故非一般之慈善團體，此在民國 19 年
國民政府的會議中已界定清楚。很顯然的，紅十字會是特殊團體，
而非特權團體。
(三) 紅十字會非政府投資設立之組織，卻有政府相關部門指派之當然
理事及監事，當門神或裁判兼球員，會發生不公平之現象。
其實其他國家紅十字會的理事會或會長亦有類似之情形。此乃因
各國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的設立是為配合該國政府推廣國際人道
法（日內瓦公約為核心）並遂行國際紅十字運動在戰時及災時的人
道任務等。為避免爭議，其實可修法，理監事全部由會員（代表）
大會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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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紅十字會的緊急募款權，是帝王條款，違反公益勸募條例，是特權。
紅十字會有緊急募款權，是為了因應戰時及災時的緊急需要，平時
的募款仍依公益勸募條例之規定辦理。為避免爭議，其實可分平時
及緊急時期調整募款之依據。行政院 105 年 3 月 17 日通過的紅十
字會法修正草案，亦保留戰時及重大災害的緊急勸募權，平時的勸
募則依公益勸募條例辦理。
(五) 會長連選得連任造成萬年會長。
隨著台灣民主的發展，紅十字會會長連選得連任的確不妥，亦不利
組織的發展，應調整為連選僅得連任一次。
六、拒污名，反廢法
紅十字會是歷史悠久的人道組織，面對任何的困境，我們沒有悲
觀的權利，也沒有退縮的空間，只能奮力向前行，繼續鞏固人道的命
脈，維護人類的生命與尊嚴。
105 年 2 月立法委員倡議廢止紅十字會法，不斷的以人事、財
務、行政及非 IFRC 會員等問題，攻擊紅十字會，極盡汙衊醜化之能
事，嚴重誤導視聽。為捍衛本會之名譽及正常運作，不得不積極的提
出下列措施，以正視聽。
(一) 由王清峰會長出資於 105 年 2 月 18 日在聯合晚報刊登「鄭重聲明
啟事」針對各界的物議及誤會提出反駁或澄清：
1.紅十字會總會積極參與國際紅十字之人道運作，成果不能抹煞。
2.紅十字會為獨立的人道組織，不隸屬任何政府或任何黨派；總會
大部分理監事由選舉產生，均為無給職，未支領人事費。
3.2011 年財報上的 43 億元屬各項專案的資金，絕大多數已執行完
畢。
4.日本 311 地震的捐款已執行 99.93%，深受日本肯定與感謝。
5.「紅十字會法」或可修正，但宜考量紅十字會的特殊性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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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2 月 18 日鄭重聲明啟事

(二) 在各分支會辦理 6 場次分區說明會，凝聚共識，共同反廢法。
(三) 分析各國設立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的法源依據。在 190 個國家紅
會中，除當時尚未查到資料者外，有 10 個國家在一般法律中做特
別規範，157 個國家以專法（如美國、德國、芬蘭、日本、韓國）
或特別命令（Decree，如英國、澳洲、荷蘭、西班牙）設立紅十字
會，故各國的紅十字會是本於國家的意志而設立，與民間團體是出
於民眾的自主意志不同，其目的在突顯各國政府、ICRC、IFRC 及
國家紅會與國際社會共同遵守日內瓦公約及執行國際人道任務的
決心。即使 2013 年加入 IFRC 的塞普勒斯（Cyprus）及南蘇丹（South
Sudan）也制定專法設立紅十字會，我國政府竟擬反其道而行。
(四) 拜訪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蘇嘉全院長、意見領袖及社會賢達，
澄清相關誤會與疑慮，並說明國際紅十字運動及各國以專法設立
紅十字會及規範相關運作之情形，請求修法，勿廢法。但有的樂意
與本會見面，有的推三阻四，甚至拒絕，即使曾經受本會重大援助，
從事安置及災後復原重建的縣市首長，亦然。
(五) 105 年 5 月 20 日民進黨政府甫上台後，隨即於 23 日召開「行政立
法政策協調會報」決議廢除紅十字會法。事前完全不溝通令人震驚
錯愕不已。當時行政院的發言人童振源對外表示，政府肯定紅十字
會對國家與社會的正面貢獻，但其運作確實存在弊端，且廢除會
法，絕對不是讓紅十字會消失。所謂本會的運作確實存在弊端云
云，令人憤怒。本會旋即要求童發言人拿出證據，不然就公開道歉。
童發言人沒有公開道歉，而在 5 月 31 日給王清峰會長一封信表示
肯定紅十字會的貢獻，也是台灣面臨國際參與不足的重要連結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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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紅十字會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因為專法得以不受其他
法令限制，引發社會質疑；原紅會法當初立法的目的，是為了與國
際接軌，有其特定時空背景考量，現宜回歸人民團體法規範，無論
未來專法是否廢除，政府還是會與紅十字會維持密切合作，持續支
持發揮應有的功能與角色，並鼓勵多方合作，協助國際連結等等。

惟任何人都須遵守法令，紅十字會亦不例外，法律有不合時宜者，
修正即是。再者，時代雖然在變，但戰爭、武裝衝突、極端氣候變
遷，天災人禍不斷，難民節節升高，嗷嗷待哺者眾，日內瓦公約一
直在運行，國際紅十字運動從未止歇，也不可能止歇，有的只是更
重的人道責任。由於童函對於紅十字會有關法令的適用、實際的運
作及國際紅十字運動認識有限，乃於同年 6 月 10 日回函澄清如下：
童發言人 鈞鑒：
感謝

貴 2016 年 5 月 31 日函肯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及存在的必要性。惟 蔡總統自許為最會溝通的政府，但新政府甫上台，旋即
於 5 月 23 日第 1 次的「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宣佈廢除《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法》
，事前完全未溝通，令人震驚錯愕不已。

15

大函特別提到紅十字會不受其他相關法令限制，引發社會質疑；紅十字會
法當初立法目的是為了與國際接軌有其特定時空背景考量，現在宜回歸一般人
民團體法規來規範；回歸《人民團體法》不影響紅十字會的存續與會務正常運
作等等。因其中不無誤會，故不得不再陳數言，敬請卓處。
一、 所謂社會的質疑，主要應係指不適用公益勸募條例（下稱勸募條例）
。惟
勸募條例於 95 年 5 月始公布施行，距離 43 年 10 月制定的紅十字會法，
遠超過 50 年。因紅十字會法是特別法，故目前在募款方面，經理事會同
意即可募款（係為配合紅十字會法第 4 條所規定的任務）。但本會仍相
當節制，只有在國內外發生重大戰亂災變，有緊急需要時，才辦理專案
募款。專案募款之後，仍依循公益勸募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包括：
（1） 專案勸募後，向衛福部提報募款結果報告（勸募條例第 18 條）。
（2） 專款專用（勸募條例第 19 第 1 項）
。
（3） 開支新臺幣一萬元以上者，以劃線記名支票付款（勸募條例第 18 第
2 項、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3 條）。
（4） 每三個月向衛福部提報執行進度及財務報告（依衛福部的要求辦理）
。
（5） 接受衛福部專案的年度查核及隨時檢查（勸募條例第 20 條及第 21
條）
。103 年度查核汶川震災、八八水災及日本震災專案，結果均無缺
失（衛福部查核代號分別為 124、126 及 129）
。
（6） 每年的財務報告及每一個勸募專案的結案財務報告，經會計師查核，
提經理事會，報內政部轉行政院備查（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3
條）。為昭公信，本會另向捐款人提報專案執行的進度及成果的責信
報告，並公告於本會的網站，以示不負所託。誠然，目前的紅十字會
法經過 62 年的社會變遷，確有若干規定不合現代的民主思潮，例如：
政府指定部分理監事（球員兼裁判）
、會長連任不受限制（萬年會長）
、
緊急募款權（帝王條款）
、會員代表大會 2 年召開一次等等，但皆可
藉修法解決。若逕以廢法處理，不符比例原則，有違憲之虞。至於對
其他的質疑，本會已多次提出澄清。茲再詳列如附件，敬請參閱。
二、 自 1863 年展開的國際紅十字運動，目的是為在最殘酷無情的戰亂及天
災地變中，展現大愛，不分彼此，搶救生命，減輕人類的痛苦，150 餘
年來從未間斷，各國的紅十會為此而設，共同依日內瓦公約（國際人道
法的核心，全世界 196 個國家批准加入）及國際紅十字運動的規章，執
行全球性的人道工作，建置了世界最文明的資產。
三、 現行紅十字會法雖然制定於 1954 年，但可追溯至 1904 年的大清時代，
百餘年來及未來可預見的時空環境，應不致於改變，戰亂及天災地變依
舊，仍需各國紅十字會通力合作，救苦救難。平素我國紅十字會援助他
國，我國發生災難時，也同樣得到國際的援助，例如：921 地震、八八
水災、八仙塵爆及 0206 南台地震。因此，若謂 1954 年制定紅十字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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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與國際接軌的特定時空背景考量，現今已不存在，故現在宜回歸
一般人民團體法規來規範，恐有商榷的餘地。何況大函尚且表示，紅十
字會是「台灣面臨國際參與不足的重要機制」。
四、 依目前資料所及，全球有 76 個國家以專法、81 個國家以特別命令設立
紅十字會，即使 2013 年始加入國際聯合會的塞普勒斯（Cyprus）及南蘇
丹（South Sudan）也制定專法設立紅十字會。為紅十字會制定專法有其
宏觀的國際意義從未聽聞有國家廢止紅十字會法或撤銷設立紅十字會
的特別命令。
五、 各國不論以專法或特別命令設立紅十字會，體例大致相同，即遵守日內
瓦公約及國際紅十字運動規章，於戰時救護傷病兵、保障戰俘尊嚴及保
護平民；在天災地變中拯救生命，安置復原；平時促進健康、預防疾病、
減免災難。在此同時賦予紅十字會法人資格及專有使用紅十字名稱及標
誌的權利（請見現行紅十字會法第 1 條至第 4 條）
。廢止現行紅十字會
法，以上重要的宣示以及規範將不復存在。其結果是否表示我國無意再
遵守日內瓦公約及國際紅十字運動的規章（包括七大原則：人道、公正、
中立、獨立、志願服務、統一及普遍性）
，目前的紅十字會是否仍保有法
人資格、是否依日內瓦公約仍有紅十字名稱及標誌專用權、依統一原則
仍為代表台灣的唯一紅十字會，均將陷入爭議，很難不影響紅十字會的
正常運作及發展，恐也將影響國際社會對政府的觀感。
法律廢止與否固然是立法院的職權，但是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負責執行，所
持態度及意見，對於法之存廢，立於關鍵的地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是台灣的
資產，不是負債。誠盼再三思，審慎處理，共同為台灣，力挺 19 世紀中葉以
來，一直到今天，人類社會在不斷的戰亂及天災地變中，150 餘年來千辛萬苦
所建立的文明及所締造的價值。 耑此

敬頌

鈞安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王清峰 敬上
2016 年 6 月 10 日

(六) 105 年 6 月 2 日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召開「紅十字會專法存廢
及其影響」公聽會。民進黨黨意已決，新政府的政策已定，故民進
黨立委無一出席，時代力量亦然。但與會立委、專家、社會賢達及
相關政府部門都肯定紅十字會的人道貢獻，並提出為轉型正義對
紅十字會開刀是第一個不正義；紅十字會不該是藍綠的戰場，真正
的戰場需要紅十字會，支持會法宜修正不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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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敏委員主持公聽會

(七) 105 年 6 月出版的第 69 期紅十字會訊專題報導會法的存與廢，寄
給捐款人、分支會及社會各界。

紅十字會訊專題報導

(八) 致函日本赤十字社會長近衛忠煇，即當時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
際聯合會的會長，我國政府將廢止紅十字會法。105 年 7 月 6 日近
衛會長回函表示:「若台灣的紅十字會法被廢除，我非常憂心這對
貴會未來運作所造成之影響」
，並肯定台灣紅十字會的貢獻，
「若無
貴會，台灣民眾的善心便無法傳遞到國際紅十字運動。基於以上種
18

種歷史與成果，我誠摯盼望台灣紅十字會能夠維持住其顯著的角
色。」7 月 14 日又來函，對於原紅會法真的被廢了，至感驚訝。

日本赤十字社當時的會長近衛忠煇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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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5 年 7 月 5 日舉辦抗議遊行，由台北市青島東路遊行至濟南路立
法院群賢樓前遞交陳情書，訴求理性看待專法，勿將會法存廢泛政
治化，以轉型正義之名污名化具有公信力且貢獻至大的人道組織，
紅會法有不合時宜者，可以修正，但反對廢法。

拒污名反廢法

u.6vu/6u.6i.6vu/6

20

七、廢法後，本會之因應作為
面對廢法議題，本會於 105 年 6 月 21 日召開第 21 屆第 1 次理
事會議決議通過成立因應小組，本會邀集理監事及顧問，自 6 月 22
日至 8 月 31 日共召開八次會議，窮盡一切可能，維護中華民國紅十
字會之存續、確保法人資格、專用紅十字之名稱及特殊標誌，防止政
府允許他人另設紅十字會，即時採取以下措施：
(一) 105 年 7 月 12 日傍晚立法院決議通過廢法，本會隨即召開記者會，
悲憤的發布聲明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一個廢止「紅
十字會專法」的國家，這是台灣的不幸，也是國家的悲哀。
(二) 105 年 7 月 14 日提出預防性不作為行政訴訟並聲請行政假處分，
要求內政部不得作成廢止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之人民團體立案
登記之行政處分、不得作成廢棄本會之法人資格或命本會解散之
行政處分、內政部不得許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以外之人設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紅十字會總
會」
、
「紅十字會」或其他含有或近似於「紅十字」之名稱及標誌之
組織，以維護本會之法人資格、國際紅十字運動的「一國一紅會」
原則（即統一原則）及保護紅十字名稱及標誌的專用性，以符國際
規範。並聲請假處分，暫時禁止內政部為上開行為。
1.關於聲請假處部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全字第 95 號裁定引用最高行政法
院 99 年度裁字第 3324 號裁定意旨，認為「人民可等到行政處
分作成後，始依法請求救濟，若允許提起預防性假處分，將成為
行政法院以假處分方式代替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顯有違權力
分立之憲法設計，自為法之所不許。」本會不服提出抗告。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裁字 1168 號裁定雖不認同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之見解，但認為內政部已明白陳述，紅十字會法如果經立
法院廢止，回歸人民團體法管理；本會當初也是經內政部許可立
案具有人民團體法上的人民團體法律地位，不會因紅十字會法
廢止，就取消本會之立案及組織。可見內政部作成廢止本會立案
登記處分之可能性低，故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本會無急迫危險
而有預先命內政部不得為該廢止處分，定暫時狀態之必要等等
而駁回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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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本案訴訟部分
審理期間，內政部表示本會如無人民團體法第 58、59 號等
違反法令情事，自無廢止本會立案之依據；參採外交部 102 年 9
月 17 日外民參字第 10201106550 號函表示，如另成立紅十字會，
將有違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之統一原則，而將在國際
上造成混淆；內政部並依據行政院內法政策協調會報「廢專法、
不廢組織」之基調，續行研議紅十字會組織及運作問題，以期協
助原告朝組織更穩定及會務功能更健全之方向發展。法院據此
認為本會之主張與預防性不作為訴訟之要件不符，而駁回本件
訴訟。
（106 年 5 月 25 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063
號）。本會不服，提出上訴，最高行政法院駁回，意旨如下：
(1)法人人格必須經過解散與清算兩個階段，始歸於消滅，本會
的法人人格，不會因為紅十字會法的廢止而當然消滅。本會
既係以人為成立基礎之組織體而為社團法人，復係經內政部
核准立案之人民團體，於紅十字會法廢止後，自應回歸適用
民法、人民團體法、公益勸募條例等相關規定。本會依紅十
字會法取得之法人資格，於未依法解散或撤銷前，不影響其
法人格之存續。
(2)主管機關得否依人民團體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 款
規定，對人民團體命廢止許可或解散，以該人民團體，是否
違反法令、章程或妨礙公益情事，並經限期未改善或情節重
大為要件；而法院是否得因主管機關之請求宣告解散法人，
依民法第 36 條規定，亦以法人之目的或其行為，有違反法
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為要件，紅十字會法的廢止，
並不會單純使本會合致上述主管機關命廢止許可或解散，及
由法院宣告解散之要件。紅十字會法廢止後，本會是否發生
違反法令之結果尚有未明，在此階段提前給予本會司法救濟，
禁止內政部得依個案之實際發展情形，依職權調查證據、判
斷事實而作成適當處分，並非係具實效性之救濟，難認有權
利保護必要。
(3)預防性不作為訴訟具有事前審查性質，為免司法權過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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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權的決定空間，因此，只有在訴願及撤銷訴訟不能達成
有效權利保護，如不許可人民預防地發動行政訴訟程序以阻
止行政處分的作成，權利無從及時受到保護時，才例外的允
許提起此類訴訟。本件內政部縱於日後作成如本會聲明所稱
違法對本會廢止人民團體立案登記等行政處分，然本會本得
於處分作成後，聲請停止執行、依限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救
濟，已足達成有效之權利保護。
(4)綜上，無論是對本會法人格存續或「紅十字」名稱及標誌使
用的侵害，非有直接且即將發生之虞，是以在處分未作成前，
衡情難認有何應容許上訴人提起預防性不作為訴訟禁止被
上訴人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
（107 年 3 月 9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114 號）
以上預防性不作為的行政訴訟及假處分聲請，本會雖然敗
訴，但藉內政部在法庭上口頭及書面之答辯，並經法院確認內政
部不會無端廢止本會之立案登記、廢棄本會之法人資格或命本
會解散、或許他人使用紅十字之名稱及標誌另立紅十字會，並明
白記載於司法判決書，已達到本會所期待之目的。
(三) 聲請釋憲
105 年 7 月 15 日有 38 位立法委員共同連署，向司法院聲請釋憲
（加計後來加入的李彥秀委員，共 39 位）
。配合立委聲請案，本會
另於 7 月 18 日聲請釋憲並作成暫時處分。上揭預防性不作為行政
訴訟敗訴確定後，本會取得聲請釋憲資格，於 107 年 9 月 10 日再
度聲請釋憲。目前尚無結果。至於聲請暫時處分部分，因為原紅會
法已被廢止，已無實益。
(四) 聲請釋憲之意旨如下：
1.憲法第 141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
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
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原紅
會法第 1、2、3 條分別規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依照政府簽
訂之國際紅十字公約，並基於國際紅十字會議所決議各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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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以發展博愛服務事業為宗旨。」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為
法人。」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白地紅十字為標幟，除國際紅十
字公約有規定者外，其他公私機關及社團概不得使用，並禁止作
為商業上之製造標及商標。」
按國際紅十字會公約，即日內瓦公約。原紅會法實為政府依照日
內瓦公約的規定而制定，認可並批准紅十字會為我國戰時的志
願救濟團體，並賦予法人資格，專有使用紅十字名稱及標誌的權
利。廢止原紅會法的結果，無異拒絕日內瓦公約的規範，而違反
憲法第 141 條及司法院的相關解釋。
次查，所謂國際紅十字會議所決議各項原則之精神，最重要者規
範於 196 個日內瓦公約締約國、ICRC、IFRC 及各國紅十字會與
紅新月會共同制定的「國際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運動章程」具有
國際習慣法之特性。因此，除日內瓦公約之外，該章程所要求恪
遵的人道、公正、中立、獨立、志願服務、統一及普遍等 7 大基
本原則及相關規範，對於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及確保世
界和平亦有重大的意義。
原紅會法乃我國遵守「日內瓦公約」以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
運動章程」之重要表徵。廢除原紅會法等於向國際宣告我國不再
遵守前述公約與章程，其結果已牴觸憲法第 141 條規定，誠屬
違憲行為。
2.各國紅十字會基於日內瓦公約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
的規定，有其特殊的任務，在我國亦然，並在原紅會法規範，以
實踐因應戰時或重大災難發生時的緊急救援任務，此歷史悠久
之紅十字會救護制度，深具普世價值及人道主義的展現，並在我
國行之有年。
原紅會法第 4 條規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輔佐政府辦理左列事
項：
(1)關於戰時傷兵之救護及戰俘平民之救濟。
(2)關於國內外災變之救護與賑濟。
(3)關於預防疾病增進健康及減免災難之服務。
(4)合於第一條規定之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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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公約既經我國簽署並制定原紅會法加以國內法化，復創
設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形塑國際紅十字運動的救護制度，此乃立
法院遵循日內瓦公約所示立法義務之具體實踐，並已成為人民
生存權之制度性保障。廢止原紅會法已牴觸憲法上的制度性保
障，亦屬違憲之行為。
3.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司法院釋字 481 號解釋理由書
指出:「憲法上之平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
平等，並不禁止法律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狀況之差異而為合理
之不同規範。」法律或相關機關就個別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
目的，作合理之不同處理，並不違背憲法之意旨。如不顧事物的
本質，就不同事物作相同處理，反而違背憲法平等原則。依據日
內瓦公約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等規範，各國政府以
其意志立法設立的紅十字會，規定其特殊的任務，與一般本於人
民的意志而設立的人民團體，而受人民團體法拘束，本質上有重
大之不同。故於人民團體法之外，另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符
合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不等者不等之」之基本原則。廢止紅
會法之立法作為，顯已形成「不等者等之」之違憲狀態，而牴觸
憲法第 7 條規定之平等原則。
4.依據上開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之統一原則，
「任何一個國家
只能有一個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它必須向所有的人開放，必須
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人道主義工作。」依據日內瓦公約的規定，紅
十字名稱及特殊標誌具有國際法的效力，平時專供各國紅十字
會、ICRC、IFRC 使用，戰時則作為戰地醫療人員的保護標誌，
任何武裝部隊均不得攻擊標誌紅十字的車輛、人員、設施。據此，
符合國際規範的紅十字標誌，在戰時確實可以發揮保障人民、醫
療人員、傷病兵生命安全的重要功能。原紅會法規範之對象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歷來皆係遵循原紅會法及日內瓦公約之規範意
旨從事國內、外的人道救援工作，廣為國內外周知，長久以來形
成之紅十字會救濟服務制度已融入人民現實社會生活及國家整
體發展之中，已成為重要之制度性保障，應受憲法確保及維持，
不容立法院驟然以廢止原紅會法之手段予以破壞，以確保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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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生命權保障之誡命，以紅十字會未獲國際承認，廢止原
紅會法已然牴觸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保障之核心價值，應屬違憲
行為。
1.原紅會法於民國 43 年制定施行，長久以來作為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從事生命救援及其他重大公益任務之根據，歷經 60 餘
年，少部分規定或有不合時宜之情事，但依據憲法第 23 條
之規定，基於比例原則及確保法的安定性，立法院本可用「修
正」之手段改善，但竟採對法規範秩序影響最重大之「廢止」
手段，顯然是侵害人民權利，有不合比例原則的違憲行為。

釋憲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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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應內政部 105 年 8 月 1 日召開「為因應立法院廢止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法—有關紅十字會組織及其運作」研商會議，本會於 105 年
7 月 27 日向內政部提出廢法後衍生之問題及請求：
「為因應全球不斷的天災人禍，台灣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為強
化與國際社會的人道連結，敬謹謙卑地請求政府依照全世界各國
皆遵守的日內瓦公約及國際紅十字運動規章，重新制定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法，若不可得，則在人民團體法設立專章，再度確認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的法人地位、認可並核准為戰時志願救濟團體、為對
外代表我國的唯一紅十字會，專有使用紅十字名稱及標誌的權利，
並確認戰時、災時及平時之任務並頒布作業規範」
。
(六) 以本會會徽申請註冊為團體標章，註冊號數 01862591，權利期間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以確保本會對於含有紅
十字之會徽之專用權。
(七) 協助雷倩女士及陳奕莉女士分別向內政部申請設立登記中華民國
十字會及台灣紅十字會，但內政部均參照外交部 102 年 9 月 17 日
外民參字第 10201106550 號函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
字第 923 號判決及統一原則，不予同意（106 年 2 月 22 日台內團
字第 10500817974 號函）
。由此亦可見，內政部會遵守國際紅十字
與紅新月運動之統一原則，不會再允許他人另設紅十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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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廢法後，內政部之作為
內政部為因應立法院廢止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有關紅十字會
組織及其運作，於 105 年 7 月 20 日台內團字第 1051402501 號函通
知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外交部、國防部、交通部、法務部、教育
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財
政部、司法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登記處、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消防署、法規委員會、移民署、警政署召開研商
會議。對於內政部積極謀求補救之用心，必須表達肯定及感謝。當天
計有四個討論案，國防部及衛福部提出三個臨時動議。
案由一：立法院三讀通過廢止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以下簡稱原紅十字會法）
，並
經總統於 105 年 7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80991 號令公布廢止在
案，則該法廢止後，紅十字總會及各地方分（支）會之法人資格是否存
續？是否需依人民團體法另行辦理法人登記？
說

明：
（一）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自民國 22 年成立，民國 43 年制定的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法第 2 條再度賦予紅十字會其法人資格，故紅十字
會具法人資格事實已有 80 餘年，且經內政部於 77 年核發台內社
字第 564837 號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嗣內政部於 78 年 6 月 29 日
台（78）內社字第 718442 號函明釋：
「各級紅十字會依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法已明定為法人，毋須向法院登記，即取得法人資格。」
故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方分（支）會之法
人資格，於原紅十字會法廢止後，應繼續存在。
（二）另鑑於紅十字會總會與各分（支）會歷年來已執行多項國際人道
救援、國內外災害救護等任務，確有其繼續存在之必要與價值，
以利其業務能永續執行。

決

定：
（一）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成立以來，協助政府辦理國內外災害救護、國
際人道援助、戰時傷病救護，以及擔任兩岸執行遣返（金門協議）
與接受作業時的見證人等任務，確有存在的歷史意義與功能價值，
仍有賡續存在之必要。爰在原紅十字會法廢止後，該會自應回歸
「人民團體法」與「公益勸募條例」之規範與輔導。另基於「信
賴保護原則」
，總會與各地方分（支）會之法人資格仍應存續，期
能令總會與各分（支）會賡續運作，協助政府相關部門執行各項
公共任務。
（二）鑑於原紅十字會法已經廢止，該會之組織運作自應回歸人民團體
法，惟考量總會甫於 105 年 4 月 22 日召開 21 屆會員代表大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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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所送理監事簡歷冊及理事長選舉結果，並經本部予以備查在
案，基於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與紅十字會組織內部須先行召開理、
監事會等前置作業之需，總會及各地方分（支）會自應依人民團
體法規定至遲於明年度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修正章程，
並向所轄地方法院登記處完成法人登記，以符人民團體法揭示之
團體自治原則。
案由二：紅十字會標誌及名稱之保護？
說

明：
（一）日內瓦第一公約第 53 條規定：「除按本公約有權使用者之外，一
切個人、公私團體、商號或公司，不論其使用之目的及採用之日
期為何，使用『紅十字』或『日內瓦十字』之標誌或名稱以及其
他仿冒之標誌或名稱，無論何時均應禁止。」日內瓦第二公約亦
有相類規範。依前述規定可知，「日內瓦公約」要求各國立法保
障紅十字名稱及標誌的專用性，以防止濫用。
（二）我國雖非「日內瓦公約」之簽約國，然既為國際社會之成員，亦
不宜自外於日內瓦公約之精神，因此原紅十字會法廢止後，倘我
國紅十字會不再是政府依照日內瓦公約正式認可並批准的戰時
志願救濟團體、亦不是依國際紅十字運動章程規定唯一代表我國
的紅十字會，負責執行有關戰時、災時及平時的紅十字運動任務，
勢將影響我國紅十字會的國際受認可程度與國際地位，間接影響
我國紅十字會參與 ICRC 及 IFRC 之講習、訓練及合作等機會，甚
而產生阻礙我國參與國際紅十字體系運作之弊端。在現行已嚴峻
的國際情勢下，將使我國日後面臨來自國內外紅十字體系之合作
與援助，受到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
（三） 總會已於 105 年 6 月 20 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及圖」的團體標章（第 105035306 號申請案）
。建請該局本
於權責協助縮短審核時程。

決

定：鑑於日內瓦公約之精神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之七項基本原則
中之「統一」原則，及為確保紅十字會日後執行任務之便利性，請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本於權責協助總會早日完成團體標章註冊事宜。

案由三：原紅十會法第 10 條、第 12 條規定，及總會章程中明定由政府機關指派
之 10 席當然理事、當然監事，未來應否繼續參與總會之會議及後續之
因應？
說

明：總會業依原紅十字會法，於 105 年 4 月 22 日召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
並依原紅十字會法第 10 條、第 12 條及總會章程第 21 條、第 24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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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選出理事 31 人（其中當然理事 7 人，係由政府指派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有關各機關主管人員擔任）
、監事 9 人（其中當然監事 3 人，係
由政府指派財政、主計、審計等機關主管人員擔任）
，相關機關均已依
上開規定指派代表擔任在案。
決

定：
（一）依目前現況，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交通部、教育部、衛生福
利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機關為總會當然理事，行政院主計總
處、財政部、審計部等機關為當然監事，如驟然廢除當然理事、
當然監事之設置，恐影響總會現行會務運作。
（二）為協助總會會務運作無礙，原有當然理事、當然監事仍依總會章
程規定，由各部會自行決定指派之層級，俾利總會嗣後能順利召
開合法之理、監事會，並於總會明年度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時，再
行修正章程刪除相關當然理監事規定，回歸人民團體法之規範，
以杜爭議。

案由四：有關目前總會接受各政府機關委託之相關業務，後續之執行？
說

明：總會為登記有案之人民團體，且其法人資格依案由一之說明及決定仍應
存續，故其現行相關之人道任務及受各政府機關委託之業務，如：委託
總會見證執行金門協議、國內外災變之救護與賑濟、國際人道救援等，
應予繼續執行。

決

定：現行紅十字會執行之相關任務不應中斷，請各機關應持續執行現行委託
業務，並請相關機關與紅十字會間持續保持聯繫，維持既有之運作機制，
俾利各機關及總會間業務能順利運作。

臨時動議：
一、 國防部提：目前紅十字總會尚有於該部所屬之基隆、新竹及花蓮地區借
用國軍營區放置備災物資，其存續期間為無期限，建議修正，總會人員
並應於進出營區時接受相關管制。另建議總會備災能量已建立時，應予
以轉出。總會黃副秘書長說明：大台北備災中心目前正租洽場地中。
決 定：請總會依國防部意見配合相關管制上之要求，並積極建置備災中
心，俾利相關備災物資從營區中撤出。
二、 衛生福利部提：依公益勸募許可辦法規定，辦理公益勸募，法人應備有
法人登記證書之文件，紅十字會在尚未取得法人登記證書前，如申請勸
募案件，恐有疑義。
決 定：本次會議確認總會法人資格並無疑義，惟目前尚未取得法院所核
發之法人登記證書；爰請總會於明年度召開會員大會中修正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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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順利完成法人登記。另請衛福部能予以從寬考量，儘可能予以
提供協助。
三、 衛生福利部提：本部並無委託或補助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辦理相關業
務。有關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救護車應裝設警鳴器、
車廂內外監視錄影器及紅色閃光燈，車身為白色，兩側漆紅色十字及機
關（構）名稱，車身後不應漆許可字號。未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得為其他標幟。」倘總會依商標法辦理團體標章
登記，未來法律競合問題，建議予以考量。
決 定：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說明，上開緊急醫療救護法之規定，救護車
及國防部軍用設備有紅十字的圖樣，為社會習慣上所見的醫療十
17

字圖（為醫療通用的標誌） ，與總會申請的團體標章並不相同，
故尚不致發生法律競合之問題。

17

紅十字特殊標誌乃依日內瓦公約 ICRC、IFRC 及各國紅十字會從事人道救援專用的標誌，具有保護性
及標明性，並非醫療通用的標誌。我國救護車及國防部軍用設備使用紅十字圖樣，固分別有緊急醫療
法及日內瓦公約之依據，但經濟部智慧財局與會者認為紅十字圖樣為社會習慣上所見的醫療十字圖
（為醫療通用的標誌），有嚴重之誤解。案經本會一再向智財局交涉協調，該局已制定「商標圖樣含
十字圖之審查原則」於 108 年 7 月 30 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 10820031941 號函訂定發布，並自即日生
效。（請參見 45-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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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廢法後，外交部及內政部之函示
原紅會法是依據政府簽訂之國際紅十字公約（即日內瓦公約），
並基於國際紅十字會議所決議各項原則之精神所制定。雖然該法於
105 年 7 月 27 日被貿然廢止，但各國紅十字會之於人道任務，乃全
球共同支持、信任並具有相當影響力之國際性組織，我國為國際社會
之一員，自無偏廢之理，並據外交部及內政部函示在案：
(一) 外交部 106 年 7 月 28 日外民參字第 10600261940 號函示：「查憲
法第 141 條明定：
『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
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
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另紅十字會依照
日內瓦四公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及對『紅十字』名稱及標誌之專用
權，我國雖非國際紅十字會之會員國及日內瓦四公約之締約國，仍
應依我國憲法第 141 條規定，於紅十字會法廢止後繼續遵守相關
國際規範與精神。」
(二) 內政部 106 年 2 月 22 日台內團字第 10500817973 及 10500817974
號函：
「……我國雖非日內瓦四公約之締約國，惟仍為國際社會之
成員，仍應遵循日內瓦公約之精神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
程之統一原則……」
。
十、行政訴願確定本會的法人資格存續
本會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向衛生福利部申請許可「急刻救援!
Everywhere for everyone」勸募活動，該部以本會未檢附法人登記
證書而否准。本會不服，向行政院提出訴願。行政院訴願委員會認為
內政部 105 年 8 月 1 日研商會議記錄及該部 106 年 3 月 14 日函18內
容，均明確肯認本會在 106 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修正章程，並向所
轄地方法院登記處完成法人登記前之過渡期間法人資格仍存續，然
原處分機關未據參採審酌，逕依一般申請案件審查方式遽否准所請，
難謂允當，爰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另為妥適之
處分。
（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7 日院臺訴字第 1060198591 號訴願決定
18

內政部 103 年 3 月 14 日台內團字第 1060407386 號函，再度確認在 105 年 8 月 1 日會議中決定:基於信
賴保護原則，總會與各地方分（支）會之法人資格仍應存續，期能令總會與各分（支）會賡續運作，
協助政府相關部門執行各項公共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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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但衛福部一直到 107 年 2 月 5 日才許可本會募款。隔天就發生
花蓮大地震，本會撤回本件募款，重新申請許可為花蓮震災募款，獲
得衛福部許可。

十一、社會團體法草案
(一) 內政部鑒於現行社會團體之組織及運作係受人民團體法規範，
該法雖歷經多次修正，惟其內容仍係以高度管制思維，管理以推
展公益為目的之社會團體，經司法院釋字第 479 號等解釋認為
相關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意旨不符。考量蓬勃發展
之社會團體為臺灣社會之重要資產，政府應給予相關培力措施，
另鑒於社會團體與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之屬性不同，爰將人民
團體法有關社會團體之組織及運作部分單獨制定社會團體法規
範。本草案經行政院審議後，於 106 年 5 月 26 日院臺內字第
1060175646 號函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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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開草案第 38 條特別規定:「國際公約、協定或章程涉及社會
團體事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參照其內容，公告採用施行。」 理
由是我國雖非屬部分國際公約之成員，但為讓社會團體事務能
遵守相關公約、協定或章程之規定精神，爰參考商港法第 75 條
19
之立法例，為本條規定。

社會團體法草案第 38 條規定

(三) 有認為此項立法是原紅會法被廢止之後，為補救關於適用日內
瓦公約及國際紅十字運動章程等規範有關。此法案雖曾經列為
優先法案，但迄今尚未審議。至於將來法案通過後，內政部如何
採用施行與本會之人道任務有關之日內瓦公約及國際紅十字運
動章程等規範，本會應好好思考並提供意見給內政部。

19

商港法第 75 條商港安全及管理事項涉及國際事務者，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
則、辦法、標準、建議或程式，採用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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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章程的制定與修正
一、本會為公益社團法人。社團是由一群具有共同理念、價值觀、理想及
目標的人（社員）共同組成，必須制定章程，作為組織運作之規範（人
民團體法第 12 條、民法第 47 條）
。章程必須記載目的、名稱、董事
之人數、任期及任免、設有監察人者，其人數、任期及任免、總會召
集之條件、程序及其決議證明之方法、社員之出資、社員資格之取得
與喪失及訂定章程之年、月、日等（人民團體法第 12 條、民法第 47
條）。
二、原紅會法於 43 年 10 月 18 日制定公布，但本會及分支會在此之前已
成立並開始運作，包括台北縣市陽明山局聯合支會（41.5.31）
、台南
市（41.6.2）
、台南縣（41.6.2）
、高雄市（41.6.12）
、台中縣市聯合
支會（41.6.14）、基隆市（41.8.30）、桃園縣（41.9.25）、屏東縣
（41.10.23）、宜蘭縣（41.10.27）、澎湖縣（41.12.1）、嘉義縣
（41.12.20）
、新竹縣（42.2.25）
、彰化縣（42.4.2）
、南投縣（42.4.3）
、
雲林縣（42.4.4）
、台東縣（42.4.24）
、苗栗縣（42.7.17）
、高雄縣
（42.7.20）
、台北市（42.8.1）
、花蓮縣（42.9.11）
、台北縣（43.9.25）
及陽明山（43.10.13）。
但本會之「章程」於 81 年 3 月 5 日始制定，期間曾於 85 年 4 月 16
日、93 年 4 月 6 日、98 年 5 月 19 日、99 年 6 月 18 日修正。分支會
部分，除連江縣支會章程於 81 年 3 月 5 日制定通過外，各分支會都
是在 82 年之後才陸續制定。
本會之章程是依照原紅會法及施行細則所制定，另制定會員代表產
生辦法（80 年 7 月 15 日）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費繳納標準（81 年
3 月 5 日）
、分會組織簡則（81 年 6 月 23 日）
、支會組織簡則（81 年
6 月 23 日）
、給獎辦法（82 年 12 月 21 日）、核發會員證作業要點
（83 年 7 月 26 日）及定期徵求會員辦法（83 年 12 月 20 日）。
三、原紅會法及施行細則廢止後，本會章程自應依相關法令修正。歷經 1
年 3 個月的努力，修正章程於 106 年 11 月 3 日提送全國代表會員大
會通過，於 106 年 11 月 9 日秘字第 1060002649 號函送內政部備查。
內政部於 107 年 5 月 10 日台內團字第 1071400355 號函就第 3 條、
第 4 條、第 6 條、第 14 條至第 20 條、第 22 條至第 31 條、第 3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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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39 條、第 41 條、第 42 條及第 45
條，共計 28 條，予以備查。至於第 1 條、第 2 條、第 5 條、第 7 條
至第 13 條、第 21 條、第 32 條、第 35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3 條及第 44 條，共計 17 條，要求依其意見（內政部 107.05.02 修
正版）辦理後，再報部憑辦。
經多次與內政部溝通協調，其餘再修正後，經 108 年 9 月 18 日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除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分級團體會員代表人數及計
算基準、第 4 款個人會員及第 38 條第 1 款分級團體會員之入會費及
第 2 款分級團體會員之常年會費外，其餘通過。案經內政部 108 年
10 月 7 日台內團字第 1080062191 號函備查，惟上開兩條仍須依內政
部之意見辦理，再報核備。
案經召集各分級組織（分支會）討論後並提報 108 年 12 月 19 日召
開的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如下：
(一) 第 12 條第 2 款第 1 目原「分級團體會員之會員人數在三百人
（含）以下者選派一人；每逾三百人，增加一人。總代表人數以
四人為限。」修正為「分級團體會員之會員人數在一百人（含）
以下者選派一人；每逾一百人，增加一人。總代表人數以四人為
限。」
；第 2 款第 2 目維持原規定，
「原台灣省分會、台北市分
會、新北市分會、桃園市分會、高雄市分會及新高雄分會，選派
會員代表四人，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
(二) 原修正章程第 12 條第 1 項第 4 款：維持原修正條文，增設個人
會員，但要審慎訂定個人會員參與會員代表大會之機制，以免影
響會務運作。
(三) 原修正章程第 38 條第 1 款分級團體會員之入會費：維持原修正
條文，但原各分支會無重新入會之問題，無需繳納入會費。第 2
款：全部會員（包括分級團體會員）之常年會費修正為新台幣二
千元。
原修正章程第 12 條及第 38 條之條次，因原修正條文刪除第 8
條，故調整為再修正章程第 11 條及第 37 條。上開再修正部分
將提送 109 年 4 月 10 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提報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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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備查。屆時本會修正的章程將大功告成。
四、本次章程修正之重點如下:
(一) 章程之名稱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章程，修正為「中華民
國紅十字會」章程。
(二) 將本會的會徽及國際紅十字運動七大基本原則納入章程。
(三) 刪除政府指派之當然理事、監事及社團理事。
(四) 全體理事及監事均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理事、監事分
別推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副會長及會長由理事自常務理事
中選舉產生。會長連任以一次為限。
(五) 本會現有分支會改為分級組織，變更名稱，均隸屬於本會並為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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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修正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章程解析
章程名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章程
修正理由： 我國於民國 21（1932）年制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管理條例，隔
年即民國 22（1933）年 1 月 1 日成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並
辦理立案登記，故本會立案之名稱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43
（1954）年 10 月 18 日制定公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以下稱
原紅會法），名稱仍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原紅會法第 2 條
規定：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為法人。」民國 77（1988）年 2 月 1
日為符合勞保局之規定，將名稱修正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
會」
，並更正立案證書上之名稱。本章程修正之初，即希望將名
稱回復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章程，但與內政部口頭磋商，仍希望
維持原狀。
本次修正章程時，內文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簡稱為「本會」
，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簡稱為「總會」，內政部一再認為「本會」
與「總會」恐有令外界混淆之虞（內政部 106 年 12 月 4 日台內
團字第 1060081325 號及同年 12 月 29 日台內團字第 1060448280
號函）
。事實上，
「總會」並非立案登記之名稱，亦非獨立之法人，
故乃藉此次修正，要求內政部同意回復本會章程之名稱為「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章程」。內政部 108 年 10 月 7 日台內團字第
1080062191 號函予以備查，同時更換台內團字第 1080062191 號
立案證書及第 21 屆理事長當選證書各 1 紙及圖記 1 枚。故本會
之名稱自 108 年 10 月 7 日回復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相應措施：
1.本會之名稱回復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並更正立案證書之名
稱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2.更正本會負責人當選證書上本會之名稱。
3.更正本會之圖記。
4.請通知相關機關、機構、組織及分支會，本會之名稱回復為「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
5.請本會各處臚列應更正名稱之文件及資料，並儘速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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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下簡稱本會）依照我國法令、日內瓦公約
及國際紅十字會議所決議各項原則，以發展博愛服務事業為宗
旨。
修正理由：雖然各國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都是為了配合日內瓦公約而設立，
但仍是依照本國法令而成立的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故本條
特別表明本會乃依照本國法令成立及行事。同時將國際紅十字公
約正名為「日內瓦公約」
（Geneva Conventions）。
我國曾經簽署及批准 1864 年制定及 1929 年修訂之日內瓦公約，
雖簽署 1906 年修正及 1949 年增修之日內瓦四部公約，但未批准
（請參見註 2 ）
。惟 1993 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 已 採 為 習 慣 國 際 法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對我國亦有拘束力。
相應措施：
1.推廣國際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為各國
政府及紅十字會共同的責任。我國雖非日瓦公約的締約國，仍應
遵守該公約。本會曾於 103 年 6 月向馬前總統英九提送「在生
命最脆弱的時候 體現相互關懷的義務」，請求政府成立國家國
際人道法委員會，推動國際人道法國內法化，總統批示「請行政
院速提對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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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國防部頒布「國防部國際人道法國內法化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
本會為小組委員之一，曾出席 104 年 3 月 27 日、105 年 3 月 28
日及同年 6 月 22 日召開的三次會議，其後即無下文。期間國防
部為開設國際人道法種子教官課程，曾請本會洽 ICRC 派人來台
授課。ICRC 同意並提供相關書籍資料，且草擬課程大綱，供國
防部參考，但國防部延緩辦理之後，亦無下文。
2.本會 107 年 10 月 12 日秘字第 1070002257 號函請行政院及防部
等，速將日內瓦公約及其相關的附加議定書國內法化。國防部
107 年 11 月 30 日國醫衛勤字第 1070009775 號函復有關「國際
人道法國內法化」
，本部前已頒布「國防部國際人道法國內法化
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並分別邀集部內、外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
召開「國際人道法國內法化推動小組會議」
，為求周延，相關案
件仍持續蒐整意見評估及完整配套作為。

3.推動國際紅十字運動乃本會之職責，必須遵守國際紅十字與紅
新月運動章程（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及相關之規範。

40

第 二 條：本會以紅十字為名稱，白底紅十字為標誌。
本會會徽以白底梅花及紅十字為中心，外框上半部文字為「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下半部文字
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修正理由：
1.本條為新增規定。查「紅十字」之名稱及標誌是日內瓦公約及各
國法律所賦予各國紅十字會專用之名稱及標誌（第一公約第 44
條）
。依民法之規定章程必須記載社團之名稱，白底紅十字為國
家紅十字會專用標誌。依照國際紅十字運動章程第 4 條之規定，
一國之紅十字會必須採用紅十字的名稱及特殊標誌。故新增此
一規定。
2.原紅會法第 3 條規定：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白地紅十字為標幟；
除國際紅十字公約有規定者外，其他公私機關及社團，概不得使
用，並禁止作為商業上之製造標及商標。」原紅會法不幸於 105
（2016）年 7 月 27 日廢止，但紅十字特殊標誌（ distinctive
emblem）是全球著名的人道救援標誌，不能註冊為專用的商標，
但為了保護本會的紅十字標誌，不得不即時註冊為「團體標章」
。
3.在修正章程時，內政部原要求將本會註冊第 01802591 號「團體
標章」列入第 2 項，並註明其專用期限（內政部 107 年 11 月 2
日台內團字第 1071402827 號函）。惟依商標法第 85 條之規定，
團體標章所表彰者乃會員之會藉，實有不宜。雖然本會之會徽與
註冊之團體標章相同，但意義不同，故要求內政部同意以本會之
會徽取代列入章程，內政部予以尊重（內政部 108 年 1 月 14 日
台內團字第 1070455046 號函）。
相應措施：
1.關於紅十字名稱之保護
41

紅 十 字 之 「 名 稱 」 乃 紅 十 字 國 際 委 員 會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聯
合 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及各國紅十字會專用之名稱，任
何人不得使用。但內政部於 104 年 2 月 6 日台內團字第
1040000997 號函，許可「中華民國狗貓紅十字公益協會」立案
登記，惟該協會的名稱有「紅十字」字樣，乃於 106 年 5 月 25
日秘字第 1060001192 號函，要求內政部撤銷其立案登記。內政
部 106 年 6 月 29 日台內團字第 1060041493 號函復，引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 106 年 5 月 25 日 105 年訴字第 1063 號判決，認為
該團體的宗旨任務與本會性質差異甚大，且章程中亦無紅十字
標誌及會徽，不至於造成混淆誤認，認為尚難撤銷該團體之立
案。內政部的見解顯然將「紅十字」三個字當作類似醫院、學校、
政府、教堂、公園、電腦、市場等等之類的普通名詞，任何人皆
可使用，其誤謬不再多言。
本會同年 7 月 26 日秘字第 1060001453 號函，再次陳明「」是
國際紅十字運動專用的標誌，其名稱為「紅十字」
，同時也是國
際紅十字運動成員專屬的名稱，非任何人或組織可得使用，再度
要求內政部撤銷該協會的立案登記。內政部未答覆，但私下要求
本會與該協會磋商。該協會亦表示願意撤銷，但事後都無法取得
聯繫。後續恐得以訴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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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紅十字特殊標誌之保護
(1)「紅十字」特殊標誌乃國際紅十字運動專用的人道救援標誌，
只有日內瓦公約所規定的 ICRC、IFRC、各國紅十字會及經合
法授權的組織可以使用，各國政府應立法保護，並取締仿冒
及濫用者（日內瓦第一公約第 44 條、第 53 條及第 54 條、
第二公約第 44 條及第 45 條、1977 年、第一附加議定書第
18 條第 7 款、第 85 條及第二附加議定書第 12 條）。韓國及
新加坡在其紅十字會法內規範（韓國紅十字會法第 25 條至
29 條、新加坡紅十字會法第 10 條）
。日本於該國紅十字會法
外，另制定「禁止使用紅十字會標誌及名稱等之法律」
（Act
Concerning Restriction on the Use of Emblems and
Titles of the Red Cross and Other, Act No.159 of
1947）。美國在刑法中規範（Sec. 706, Title 18, U.S.C.
及 Sec. 917, Title 18, U.S.C.）。
(2)第 20 屆（1965 年）紅十字國際大會通過「各國紅會使用紅
十字或紅新月標誌規則」（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the
Emblem of the Red Cross or the Red Crescent by the
National Societies）（1991 年曾修正，1992 年 7 月 31 日
生效）
。ICRC 制定頒布關於使用及保護紅十字、紅新月及紅
水晶標誌之示範法（Model Law on the Emblems: National
Legislation on the Use and Protection of the Emblem
of Red Cross, Red Crescent and Red Crystal）供各國作
為立法之參考。
(3)本會 107 年 8 月 16 日聯字第 1070001851 號函請行政院、內
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衛生福利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共同遵守日內瓦公約，維護國際紅十字運動專用的紅十字特
殊標誌，勿將紅十字特殊標誌列為通用標章；勿准任何個人、
團體或組織將紅十字特殊標誌註冊為商標；已註冊者，依職
權評定撤銷其註冊。依照日內瓦公約之要求，防止及取締冒
用或濫用，制定法律保護紅十字特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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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市面上，包括公部門，經常可以看到在商品或服務上使用
紅十字特殊標誌，損害紅十字特殊標誌作為國際紅十字體系
全球人道救援的識別性及專用性。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關於商標註冊「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也
將「醫療十字圖」列為醫療相關業界通用的圖形，以致外界
誤以為醫院（含動物醫院）
、藥局、藥品、化妝品，保全公司、
修理電腦，甚至於坐月子中心也可以使用紅十字特殊標誌，
連維基百科也這樣記載，目前本會已將其全部改寫。

智慧財產局公布的「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將「醫療十字圖」列為醫療相關業界通用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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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的救護站冒用紅十字特殊標誌

同時我們也函請智慧財產局修正，理律法律事務所也給予協
助。該局 108 年 7 月 30 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 10820031941
號令訂定發布「商標圖樣含十字圖之審查原則」
，並自即日生
效。雖未盡滿意，但在保護紅十字標誌上已有比較周延的規
範。惟關於立法保護並取締乙節，政府迄無回應。

智財局新公布的「商標圖樣含十字圖之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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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布的「商標圖樣含十字圖之審查原則」
，智慧財產局確認
紅十字特殊標誌的專用性、保護性及標明性，載明：
商標「相同或近似於國際跨政府組織或國內外著名且具公益性機
構之徽章、旗幟、其他徽記、縮寫或名稱，有致公眾誤認誤信之虞者」
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所明文。本款除保護巴
黎公約第 6 條之 3 所稱國際跨政府組織外，對於「國內外著名公益性
機構」的徽章、旗幟、其他徽記、縮寫或名稱，基於確保公共利益，避
免讓第三人註冊使消費大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與公益機構
有關，同樣予以保護，且適用上並無商品或服務類別之限制。但該國際
跨政府組織或國內外著名公益機構等相關機構自己作為申請人時，則
不在此限（商標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參照）。
進一步言，本原則有關之「十字圖」對於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解釋適用，在審查實務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國際紅十字
會與紅新月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以及各國紅十字會（以下統稱「紅
十字會」
）
，都是本款所稱「國內外著名公益性機構」
。上述機構之會徽，
均係以「白底紅十字」標誌作為主要識別特徵。其設計初衷，係為了表
示對國際紅十字運動之發源地瑞士的敬意，爰以該國之「紅底白十字」
國旗為基礎，將顏色對調，形成「白底紅十字」標誌，藉以發揮指示與
紅十字會間具有一定連結的識別功能，以及在戰時保護標有該標誌的
醫療隊、醫療所，以及其人員與器材，使其在戰地執行救援任務時，不
會受到戰火波及。
˙紅十字會之會徽例示：

20

為使「白底紅十字」標誌能確實發揮上述功能，在日內瓦公約及其
附加議定書中，就該標誌的使用設有相關之具體規定與限制，如：該

20

自 2020 年開始 IFRC 的標誌已修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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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底紅十字」標誌不論在平時或戰時，原則上只能用以標明或保護
日內瓦公約及規定類似事項之其他公約所保護之醫療隊、醫療所，以
及其人員與器材，但各國紅十字會依其本國法律，得使用該標誌，以從
事其他符合國際紅十字會大會所訂原則之活動。另在依照締約國本國
法律及該國紅十字會之明確許可的前提下，於平時得將「白底紅十字」
標誌用以辨別救護車輛及標明專為免費治療傷者、病患之救護站所在
地。
參照上述說明，個別商標註冊申請案之圖樣中若包含十字圖，並與
紅十字會所使用的「白底紅十字」標誌有相同或近似之關係，可能使公
眾對使用該標誌的商品或服務產生錯誤認知，與前揭國內外著名公益
性機構或其具代表性之標誌產生不正確的連結，應有致公眾誤認誤信
之虞，而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不得註冊情形。
不過，十字圖傳達予消費者的觀念印象，可能因不同設計型態、顏
色，以及圖樣中搭配呈現的文字或其他構成部分等因素而有所差異。
非商標圖樣只要包含十字圖，均一概與前述「白底紅十字」標誌構成相
同或近似，而有致公眾誤認誤信之虞，個案中仍應綜合商標圖樣整體
觀察，以判斷有無前揭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適用，並舉
例說明實際判斷的重點。

(5)本會分支會及志工在使用紅十字特殊標誌時並未完全符合
規定。108 年 1 月 30 日黎健文副處長曾依據日內瓦公約及
ICRC 相關規範，製作 PPT「紅十字會標誌使用」說明紅十字、
紅新月及紅水晶的尺寸比例、其保護性及標示性及正確的使
用，並舉例說明濫用、模仿及不當使用之情形，同時向本會
分支會同仁及志工簡報，希望大家合法的使用紅十字特殊標
誌，以確保其保護性及標示性。
(6)對於市面上冒用紅十字特殊標誌者，本會竭盡所能的以口頭
及書面溝通協調，已有初步的成果，將持續取締冒用或濫用
者。
第 三 條：本會為政府之人道助手，辦理下列事務：
一、關於戰時傷病兵之救護及戰俘平民之救濟。
二、關於國內外災變之救護與賑濟。
三、關於預防疾病、增進健康及減免災難之服務。
四、關於政府委辦業務及就業服務業務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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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辦理長期照顧服務。
六、合於紅十字會宗旨之事業及其他事項。
修正理由：國際紅十字運動章程特別將各國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定位為政
府的人道助手（auxiliary to the public authorities in the
humanitarian field,第 4 條第 3 款）
。故於本次修正時特別將
此定位列在條文中。
相應措施：
1. 依日內瓦公約之規定，經政府承認並批准的各國紅十字會為戰
時或武裝衝突發生時的志願救濟團體，受日內瓦公約的保障（日
內瓦第一公約第 26 條、第二公約第 24 條、第 25 條、第三公約
第 125 條、第四公約第 25 條、第 30 條）
。本會為經政府承認及
批准的戰時志願救濟團體，無庸置疑。
2. 本會為獨立的人道組織，雖為政府的人道助手，但非政府、政
黨或任何其他組織之附庸或附隨組織。本會樂於與政府或其他
團體共同合作，遂行人道任務，但所有的運作應本獨立自主之
原則辦理。
3. 關於本會在戰時之任務，原紅會法第 6 章訂有「戰時條例」以
資規範。內政部 102 年提出之修正草案將「戰時條例」改為「戰
時救護」
，並使本會派員隨軍執行人道救護工作的待遇及相關的
制度更臻完備。原紅會法已廢止，日後如何辦理，不得而知。
第 四 條：本會信守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的基本原則：
「人道」（Humanity）
「公正」（Impartiality）
「中立」（Neutrality）
「獨立」（Independence）
「志願服務」（Voluntary Service）
「統一」（Unity）
「普遍」（Universality）
修正理由：新增規定。國際紅十字運動章程的序言，開宗明義聲明國際紅十
字運動之宗旨及應恪守七大基本原則。日內瓦第一公約第 4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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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規定各國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應遵守此原則行事。
相應措施：本會的任何作為都應遵守此七項基本原則，維護本會的單一性
（統一原則）及獨立性，本於奉獻之精神（志願服務）
，不涉入
各方之立場，維持中立，不分種族、地域、宗教信仰、意識形態、
性別及身心狀況等，不歧視並公正的對待每一個有人道需求的
人，與各國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立於平等之地位，普遍的推展國
內外人道任務。
第 五 條：本會為全國唯一推行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之組織，其下設分
級組織，隸屬於本會。
修正理由：
1.本會原擬之文字為「紅十字會為全國唯一推行紅十字業務之組
織」
。但內政部認為依本會所列之業務，並非專屬紅十字會執行
之項目，故要求刪除「全國唯一」等字（107 年 5 月 10 日台內
團字第 1071400355 號函）
。惟依照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之
統一原則，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紅十字會，為凸顯紅十字會之單
一性及獨特性，故建請同意修正為「本會為全國唯一推行國際紅
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之組織」，內政部無反對意見。
2.本會之組織結構原為總會、分會及支會三級。內政部要求依人
民團體法改為「分級組織」
，實質上具有隸屬關係，即全國性紅
十字會及地方紅十字會兩級，地方紅十字會隸屬於全國性紅十
字會並為會員（內政部 107 年 5 月 10 日台內團字第 1071400355
號、107 年 11 月 2 日台內團字第 1071402827 號、108 年 6 月 20
日台內團字第 1080117542 號及 108 年 7 月 26 日台內團字第
1080127076 號函）
。目前各分支會自有會員、自選理監事、會長
及副會長、業務、人事、財務等等各自獨立，故雖名為分支會，
實質上為獨立之組織，故改為「分級組織」
，名實相符，但依照
內政部之要求隸屬於本會並為會員，或可符合統一原則。
第 六 條：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綜理全國會務。
修正理由：將「總會」本會修正為本會。
（事實上，本條與第八條部分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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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日再修正時，應可併入第七條。）
相應措施：雖然分支會改為「分級組織」
，但只負責地方業務。本會仍綜理
全國之人道任務（請參見第 9 條本會策劃辦理之事項）
，並按業
務之性質盡可能與地方紅十字會合作，例如救災、備災及防災等。
第 七 條：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設立分級
組織。本會分級組織，冠以所在行政區域及紅十字會為名稱，隸
屬於本會，並為本會之會員。
修正理由：
1.本條文字係依內政部之建議修正（108 年 7 月 26 日台內團字第
1080127076 號函）。
2.如前所述，本會及原分支會本是各自獨立之組織，因名稱為總分
支會，致外界以為是一體的。過去曾建議修法將三會合為一體，
成為名實相符的分支機構，但功敗垂成。（請見 6-9 頁）
3.內政部 80 年 6 月 29 日台（80）內社字第 8080001 號函釋意旨，
社會團體必須具備: （1）以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
（2）下級
團體必須成為上級組織之團體會員；
（3）名稱及性質需具有獨立
性等 3 項條件。過去，分（支）會之名稱易與「分支機構」混
淆，今後新立案之社會團體分級組織不得再使用分（支）會（社）
之名稱，惟以前已經社會團體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以分（支）
會（社）名稱依照法定程序向法院辦妥法人登記者，其名稱是否
變更，由各該社會團體自行斟酌決定。
4.本條修正重點在於依前開解釋及內政部之要求，將原分支會修
正為名實相符獨立的地方分級組織，但仍隸屬於本會，並為本會
之會員，或仍可維持統一原則。
相應措施：建議各分支會經其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提交會員（代表）大會
同意，修正其名稱為行政區域及紅十字會之名稱，例如：台北市
紅十字會、台中市紅十字會、宜蘭縣紅十字會及台東縣紅十字會
等等，並向當地的法院辦理法人登記；已登記者辦理變更名稱登
記。若擬維持現行分支會之登記者，本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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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本會會址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
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
之。
本會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
備。
本會所屬分級組織，必要時得於其他地區設置分支機構，但應先
經隸屬之上級同意。
修正理由：調整文字及項次。
相應措施：雖然本會得在各地設分支機構，但各地已有分級組織，再設立分
支機構的可能性不大。但依內政部之要求，仍應訂分支機構組織
簡則，並報請內政部核准。
第 九 條：下列事項由本會策劃辦理之：
一、紅十字會業務發展之總體目標。
二、全國性或應動員全國力量之重大事項。
三、政府委辦事項。
四、本會所屬分級組織爭議之協調處理事項。
五、國外災變之救護與賑濟及其他涉外事項。
六、其他應由本會統籌辦理事項。
前項業務，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授權分級組織辦理，
或得經分級組織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報准本會辦理。但
因緊急事故，得召開臨時理事會授權分級組織先行辦理，嗣後再
提報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修正理由：將第 4 款原分支會爭議之協調處理事項，修正為本會所屬分級
組織爭議之協調處理事項。另增第 2 項規定。
相應措施：依新增第 2 項規定，本會授權地方紅十字會辦理之業務，必須提
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反之亦然。但事實上在發生重大災變
時，本會常需與地方紅十字會即時合作辦理賑濟安置等工作，若
需提經理事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通過，顯然緩不濟急。經向內政
部反應後，內政部建議加入但書，即因緊急事故，得召開臨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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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授權分級組織先行辦理，嗣後再提報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事實上亦有困難，例如在半夜發生天災地變，實難即時召開理事
會。
本會或可提案經理事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概括授權，在發
生緊急狀況，本會及地方紅十字會有需要合作時，即時辦理。
第 十 條：本會會員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應登記於會員名冊及發給會員證書。本會分級組織之
會員名冊，需報本會備查。
前項會員入會資格及審核辦法，由理事會另定之。
修正理由：本條原規定會員證書均由總會發給，但實際上都由分支會自行辦
理，故刪除。另規定本會分級組織之會員名冊，需報本會備查。
相應措施：
1.雖然規定本會分級組織之會員名冊，需報本會備查，但地方紅
十字會若不遵守，如何處理？
2.請秘書長速召集同仁制定本會會員之入會資格及審核辦法，並
提交理事會議審議。
第十一條：本會之會員如下：
一、名譽會員：紅十字會員有特殊功績或捐獻，經理事會認可
者。
二、分級團體會員：本會所屬各分級組織，應加入本會為下級團
體會員，並應推派會員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以
行使會員權利。其會員代表人數、計算基準及核報要件如
下：
1.分級團體會員之會員人數在三百人（含）以下者選派一人；
每逾三百人，增加一人。總代表人數以四人為限。
2.原台灣省分會、台北市分會、新北市分會、桃園市分會、高
雄市分會及新高雄分會，選派會員代表四人，不受前款規定
之限制。
3.分級團體會員選派之會員代表應經分級團體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並將大會紀錄、會員名冊報本會。會員名冊應記載
會員種類、姓名、團體會員名稱及代表人、身分證號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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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會員證編號。
4.團體會員：全國性公私立之職業或社會團體、財團法人、社
團法人、政府機關（構）及大專院校。每一團體會員推派代
表一人。
5.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 20 歲以上有行為能力者。
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前二個月應暫停受理申請入會。
修正理由：
1.本會原定有「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員代表產生辦法」
，但內政部
要求，增設分級團體會員，且在章程中明定分級團體會員代表人
數或計算基準，另增列個人會員。
（107 年 11 月 2 日台內團字第
1071402827 號、108 年 6 月 20 日台內團字第 1080117542 號及
108 年 7 月 26 日台內團字第 1080127076 號函）。本會同時增列
核報要件。
2.本會的個人會員原隸屬於支會。今本會及地方紅十字會雖有隸
屬關係，但均為獨立之法人。為推廣紅十字運動，廣邀各界加入
本會為會員，提升本會之人才及能量，誠有必要。
相應措施：
1.關於目前會員代表大會各分支會的代表人數，係依據「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會員代表產生辦法」辦理。目前的修正案是以該辦法為
原則計算，但 108 年 9 月 18 日會員代表大會對於目前分支會之
代表人數、計算基準及增列本會之個人會員有不同意見。案經召
集分支會協商，並將結論提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將送 109 年
4 月 10 日的會員代表大會審議（請見 36 頁）。
2.個人會員的入會資格及審核標準，請張秘書長依第 10 條規定參
酌蒐集其他重要公益團體的規定，盡速研擬。
3.依第 17 條之規定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
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第十二條： 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
（代表）為一權。名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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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第 2 項是依內政部的要求增列（107 年 11 月 2 日台內團字第
1071402827 號函）。
惟目前為本會之名譽會員者，當年入會都有繳納入會費及常年
會費（請參見第 26 條）
，目前的「名譽」會員其實為「實質」的
會員，實無理由剝奪其權利。再者，
「名譽」會員其實為「實質」
會員，名稱宜改為「榮譽」會員，以表彰其貢獻。至於榮譽會員
無會員資格者，則無前項之權利。
相應措施：目前照辦，來日再修。
第十三條：會員有遵守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經理事會決議，予以停權處分。會員申請復
權應經理事會審核通過，並繳清積欠之會費。
會員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退會。
修正理由：增列第 2 項及第 3 項。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十四條：會員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修正理由：將會員代表大會，修正為會員（代表）大會。
相應措施：照辦。
第十五條：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會員以書面聲明退會者。
四、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修正理由：依人民團體法第 15 條之規定，增訂第 1 款及第 3 款。
相應措施：照辦。
第十六條：會員退會或出會，已繳各費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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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未修正）
相應措施：照辦。
第十七條：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代表任期四年。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
（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修正理由：原章程允許理事會於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惟會員
（代表）大會與理事會之性質不同，職權有異，理事會不宜代行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故刪除。另增列第 2 項及第 3 項，其
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十八條：下列事項應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
二、理事或監事之選任及罷免。
三、年度工作計畫、預算與工作報告及決算。
四、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五、會員（代表）之除名。
六、合併或分立。
七、解散。
八、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修正理由：刪除會員的繳費標準，另於第 37 條規定。
相應措施：照辦。
第十九條：本會設理事會，置理事二十五人，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
理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選舉理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遇理事出缺
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前項理事出缺超過百分之二十時，應辦理補選。
其遞補或補選人員繼任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經補選為會長者，
該任期應計入連任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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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原章程依據原紅會法之規定，設有政府指派之當然理事及當然監
事，另設有社團理事，本次修正刪除。全部理事均由會員（代表）
大會選舉產生，以杜外界門神或球員兼裁判之物議。同時增訂候
補理事、理事出缺超過 20%時應補選、遞補或補選者之任期，其
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條：本會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決定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日期及重要議題。
二、審核會員（代表）資格。
三、議決會員警告、停權及復權。
四、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之參考名單。
五、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會長及副會長。
六、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會長及副會長之辭職。
七、聘請名譽會長及顧問。
八、決定設立分支機構。
九、擬訂年度工作計畫、預算與工作報告及決算。
十、聘免重要工作人員。
十一、其他應執行事項。
修正理由：配合內政部的要求設置分級組織、直接在章程中規定會費的繳納
及會員代表的產生，而刪除理事會此部分之職權。至於委員會及
任務小組組織簡則，則移到第 30 條。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一條：本會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
理事中選舉一人為會長及一至三人為副會長。
會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代表）大會
及理事會主席。
會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會長一人為代理人；未指
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副會長因事不能
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會長、副會長或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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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依原紅會法之規定，會長及副會長是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
生，今修正改由理事自常務理事中選出。增列第 2 項、第 3 項及
第 4 項，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二條：本會設監事會，置監事七人，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
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選舉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監事二人，遇監事出
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前項監事出缺超過百分之二十時，應辦理補選。
其遞補或補選人員繼任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修正理由：刪除由政府指派當然監事，全部由選舉產生。監事由 9 人調整為
7 人。其餘理由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三條：本會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工作報告及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修正理由：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於第二款增列監事職
權包括審核年度工作報告；第三款「互推」改為「選舉」。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四條：本會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二人，由監事互選之。常務監事互推一
人為監事會召集人，監察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另一常務監事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修正理由：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17 條之規定，常務監事不得超過監事名額的
三分之一，故改設 2 人；同時規定召集人監察會務，並擔任監事
會主席。另增列第 2 項及第 3 項，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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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五條：理事、監事為無給職。
理事、監事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會長之連任，以一次
為限。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修正理由：紅十字宗旨為博愛、人道、志願服務，故理監事均為無給職。
參照人民團體法第 20 條之規定，增列會長連任，以一次為限；
參照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5 條規定，增列第三項之規定。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六條：本會之理事、監事，應具有良好聲譽、服務熱誠、相關資歷及
發展會務能力。
理事、監事之候選人，不限於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但必須為本會之會員。
修正理由：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七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受停權處分，且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三、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四、被罷免者。
修正理由：本條參考人民團體法第 23 條之規定新增。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八條：本會得置名譽會長一人及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當屆理事之任
期同。
修正理由：刪除名譽副會長若干人。增列後段規定。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二十九條：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至二人，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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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推動會務，得設各處辦事。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或監事擔任。
修正理由：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 三十 條：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
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修正理由：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三十一條：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會長召集之。理事會
認為必要，或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
請，得召開臨時會議。
修正理由：依內政部之要求刪除「會長不為召集時，監事會召集人得召集
之。」
相應措施：照辦。
第三十二條：本會應於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前兩個月，通知會員並公
告之。
修正理由：（未修正）
相應措施：照辦。
第三十三條：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
面委託其他出席人代理，但每一出席人，以代理一人為限。
修正理由：將個人會員或團體會員之代表修正為會員（代表）
。
相應措施：照辦。
第三十四條：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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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
同意，或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議解散之。
修正理由：依內政部之要求修正並增列第 2 項（107 年 11 月 2 日台內團字
第 1071402827 號函）。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三十五條：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
或臨時會議。
除臨時會議外，前項會議召集時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應出席
人員，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會議之決議，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修正理由：依據人民團體第 43 條之規定，統一修正理事會及監事會每 6 個
月召開一次。增訂聯席會議之規定、理監事會議需報主管機關備
查。其餘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三十六條：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會議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
依次遞補。
修正理由：依人民團體法第 31 條增訂。其理自明，不再贅述。
相應措施：照辦。
第三十七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個人會員：新台幣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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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團體會員：新台幣五千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五千元。
二、常年會費：
個人會員：新台幣五百元。
分級團體會員：新台幣五千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五千元。
三、會員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及其孳息。
六、其他收入。
修正理由：本會本訂有「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費繳納辦法」
，依照內政部之
建議在章程中明定入會費及常年會費（107 年 11 月 2 日台內團
字第 1071402827 號函）。
相應措施：108 年 9 月 18 日會員（代表）大會代表對分級團體會員之入會
費及常年會費有意見。案經召集分支會協商，並將結論提報理監
事聯席會議通過，將送 109 年 4 月 10 日的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請見 37 頁）
第三十八條：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修正理由：（未修正）
相應措施：照辦。
第三十九條：會計年度終了前兩個月內，應編造下一會計年度之工作計畫及
預算。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應編造上一會計年度之工作
報告及決算。預算應經理事會審查，決算應經監事會審核，提
全國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後，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修正理由：修正後段文字。
相應措施：照辦。
第四十條：本會解散時，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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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政府主管機關修正為「主管機關」。
相應措施：照辦。
第四十一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修正理由：（未修正）
相應措施：照辦。
第四十二條：本會分級組織之章程，應先報請本會備查，再報主管機關核定，
變更時亦同。
修正理由：分支會改為分級組織。
相應措施：如果各分級組織不先將章程報本會備查，如何處理?
第四十三條：本會分級組織之年度工作計畫、工作報告、預算、決算及重要
工作人員之聘免應報本會備查。
修正理由：分支會改為分級組織。
相應措施：應報本會備查之事項，如不報本會，如何處理?
第四十四條：本章程經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修正理由：（未修正）
相應措施：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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