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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眾服務社係40年後陸續於全國各地成立，中華民

國民眾服務總社及臺灣省民眾服務社則是到51年始成

立。

為釐清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與中國國民黨之關係，

以下將先說明民眾服務社（包括總社及各地民眾服務

社）自40年間成立迄今之始末與歷史脈絡，並就組織、

人事、業務及財務等各面向進行說明；最後，就總社

之現狀（包括章程、人事等事項）予以說明。



二、民眾服務社之成立始末
民眾服務社係40年後陸續於全國各地成立，在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

及臺灣省民眾服務社於51年成立之前，各縣市、各鄉鎮市區至46年年底

前皆已設立民眾服務社。

中華民國服務社於51年7月2日時成立，負責人為馬樹禮（時任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第三組主任），並於74年11月更名為「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

社」

臺灣省民眾服務社於51年7月成立，其負責人為上官業佑（時任國民黨

中央委員、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在總社及臺灣省民眾服務社成立之

後，「中央－省－縣－鄉鎮」民眾服務社體系即形成。

另外，國民黨要求自51年1月起，各級民眾服務處站一律改稱臺灣省民

眾服務社○○縣支社、臺灣省民眾服務社○○縣○○鄉鎮分社。



（一）「中國國民黨改造案」

國民黨於39年7月22日中常會通過「中國國民黨改

造案」，決定在黨內設各級委員會，中央、省(院轄

市)、縣(市)、區、區分部各自設立委員會，但要求縣

級以下組織保持秘密；改造案同時提出黨員為民服務

的概念，希望藉由深入民眾，以宣傳黨的政綱政策，

鞏固黨在民眾中的組織與領導。



（二）國民黨各級改造委員會下設政治綜合小組

40年2月28日國民黨中改會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黨政關係大綱」，設立省
（市）政治綜合小組及縣（市）政治綜合小組，以強化黨政關係。政治綜合小組
的工作包括輔導各種地方自治選舉，籌建民眾服務站。（國民黨第4屆委員會「臺
灣省黨務報告（46年10月至50年3月）」）

「中國國民黨黨政關係大綱」：

第11條：省（市）改造委員會之下設政治綜合小組，由省（市）改造委員會主任
委員、書記長及在省（市）議會（參議會）與省（市）政府擔任首長或重要職務
之黨員組成之。

第17條：縣（市）改造委員會之下設政治綜合小組，由縣（市）改造委員會主任
委員、秘書及在縣（市）議會（參議會）縣（市）政府擔任首長或重要職務之黨
員組成之，除召集人由省（市）黨部指派外，其任務與省（市）政治綜合小組同。

「中國國民黨黨政關係大綱」通過後，40年6月11日中改會會議通過
「中國國民黨省級政治綜合小組組織規程」及「中國國民黨縣級政治綜合
小組組織規程」，進一步規定省級政治綜合小組委員及縣級政治綜合小組
委員。



（三）「區域區黨部基本工作

實施要點」

前述「黨政關係大綱」通過後，

42年10月28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

「區域區黨部基本工作實施要點」，

總裁蔣中正表示，區鄉鎮長、國民

學校校長、農會理事長與區黨部書

記，應四位一體，而以區黨部書記

為重心，負領導與聯繫之責。



「區域區黨部基本工作實

施要點」第18條規定，調整

並充實各區鄉鎮現有之民眾

服務機構，每一鄉鎮以設立

一個民眾服務站為原則，由

黨加強領導。此要點明確提

出設置民眾服務機構。



蔣中正對民眾服務社的指示

蔣中正多次在國民黨會議上就民眾服務社做出指示，譬如：

1、42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

區(鄉鎮)公所、農會與區黨部經費，應設法配合運用，期使黨費減少

支出。區黨部事業費原則上得商請區級從政黨員協助統籌，並在鄉鎮預

算內斟酌編列為民服務一項事業費，由區黨部設法運用。並要求「本項

處理意見不列入實施要點條文內，通令下級黨部時注意辦理。」

2、44年11月16日國民黨中常會：

「目前民眾服務站中之工作同志多數仍在服務站中等待工作，而不能

主動的為民服務，今後民眾服務站中之工作人員，應以年輕熱誠熟諳臺

語的同志充任，不諳臺語者，應指定其於半年或一年中學習臺語，並加

考核，這是民眾服務工作必備條件之一，應特別注意。」



3、54年1月20日國民黨中

常會：

「臺灣省黨部應即通令

在各重要鄉鎮民眾服務站，

設置民眾意見箱，隨時蒐

集民間各種反應及建議事

項，彙轉臺灣省政府參考

辦理。」



國民黨就民眾服務社訂定了多項法規、辦法，就成立、社員、組織、人事等
事項加以規定（請見報告頁5-7）

日期 法規、辦法

40年7月9日 中國國民黨黨員推行民眾服務工作實施綱要

42年3月 加強推行「示範民眾服務站」工作實施要點

42年10月28日 區域區黨部基本工作實施要點

43年8月13日 臺灣省各地民眾服務處(站)設置辦法

44年 臺灣省各地服務機構統一實施辦法

44年12月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各縣市民眾服務處(站)設置辦
法

45年6月20日 中國國民黨推行民眾服務工作綱要

48年 各級民眾服務社組織通則暨組設民眾服務社應行注意事
項

49年9月14日 爭取黨友結合民眾工作綱要

49年9月26日 改進民眾服務處站之組織運用與工作方法案

50年 臺灣省委員會補助各縣市民眾服務站建址辦法

66年4月6日 中國國民黨推行民眾服務工作實施通則



儘管在總社及臺灣省民眾服務社成立之後，「中央－省－縣－鄉鎮」民眾服務社體系已

形成，但國民黨於78年11月2日函送該黨分支機構一覽表予內政部，將臺北市松山區民眾

服務分社等378個民眾服務支社、分社列為黨部之分支機構。



三、民眾服務社之運作情形

以下從相關檔案資料說明民眾服務社之運作情形。

（一）組織

1、國民黨的《民運幹部手冊初稿》：

區黨部和民眾服務站可說是一體兩面，互為作用的，因為

「黨的組織要秘密」。我們要把民眾服務社當作舞臺的前臺，

而區黨部乃是後臺，利用前臺宣揚主義，吸引民眾的向心力，

以擴大黨的社會基礎。區黨部和民眾服務站的關係是不可分割

的，可以說民眾服務站是本黨的基層表現機構。



2、《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一甲子年

史》指出，60年來全國各地民眾服務社儼

然成為基層區黨部的化身，凡稱「民眾服

務站亦即指地方區黨部」。

民眾服務社與國民

黨的關係密不可分，

不僅在同一屋簷下

辦公，工作人員也

互通有無，戲稱二

者活像一對「連體

嬰」。



3、國民黨的《黨的民運

工作績效展覽》一書在說

明地區服務組織時指出，

省、縣（市）、區民眾服

務社其上為各級黨部。



4、49年9月26日國民黨中常會「改進民眾服務處站之組織運
用與工作方法修正案」說明文字：

黨部與服務處站為一體之兩面，無論人員、經費與辦公處所，
均屬相互依存，不能分割，期以民眾服務處站，掩護基層組
織活動，以黨的組織力量，開展社會關係。

5、國民黨的《中央》半月刊，「目前民眾對服務事業的看法與問
題」一文表示（文件請參考下頁）：

(1)各地服務處站對外行文，多用處站主任名義，因為目前各地服務
處站的實際負責人，都是主任和副主任，同時依照黨的指示，區黨
部的常委或書記應兼任民眾服務站的主任，以便實行黨的服務策略。

(2)民眾服務處站經費報銷問題，各處站的報銷都是送到黨部方面去
核銷，這是目前各處站對於報銷的一般處理情形，不過表面上仍是
先由各處站理事會予以通過，以符合規定。目前各民眾服務處站的
經費開支和報銷，都是和縣市或區黨部和合的，因為照目前的情形，
區黨部和服務站都是合併辦公。





6、國民黨的《中央》綜

合月刊：各地民眾服務社

陸續成立後，對內以區黨

部行文，對外則以向縣政

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民眾服

務社為招牌。名稱雖然有

兩種，但是工作內容與性

質是一致的。



80年3月7日國民黨第25次中央工

作會議通過國民黨各級民眾服務

社之組織及章程修正案，於80年

3月28日函各省市黨部辦理。並

要求各級民眾服務社限期改名。

83年9月5日總社理監事

聯席會議「中華民國民

眾服務總社組織章程」

案：組織章程之擬定，

已經7月4日提社工會會

務會報研議修正。

「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

社現階段工作綱要」案：

依據國民黨第14屆二中

全會第二中心議題『精

進組織活動，落實社區

工作，加強為民服務，

厚植本黨社會基礎』案

之立案精神擬定。



92年2月26日總社理監事

聯席會議討論章程修正案，

說明文字表示，因國民黨臺

灣省黨部裁撤，各縣市與中

央屬直接關係，故將各縣市

民眾服務社列為總社團體會

員。



（二）人事
國民黨「臺灣省各地民眾服務處(站)設置辦法」規定，鄉鎮市區民

眾服務站，應受各該管縣市民眾服務處之指導。民眾服務處設理事9
至15人，監事3至5人，各區鄉鎮民眾服務站設理事7人至11人，監事1
至3人，分組理監事會，其人選由各級黨部選定組織之。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各縣市民眾服務處(站)設置辦法」則規
定，各縣市民眾服務處(站)設主任1人，必要時得增設副主任1人，幹
事1至3人，均由主管黨部遴派。組織規則由主管黨部自行訂定。

民眾服務社主任及工作人員納入國民黨正式編制

臺灣省第4屆委員會「臺灣省黨務報告」（46年10月至50年3月）指
出，省民眾服務處專任人員，縣市民眾服務處主任，縣市服務處人員，
以上人員一律納入正式編制，比照各級（國民黨）委員會工作人員支
薪。



民眾服務社理監事

由國民黨黨部選定的

情形，譬如43年7月5

日國民黨臺南市黨部

主任委員聘莊松林為

臺南市西區民眾服務

站理事。



（三）業務

民眾服務社是國民黨「群眾工作的第一線」

74年7月時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關中表示，透過為民服務的管
道，建立群眾對黨的親和力和向心力，民眾服務站就是為民服務的前
哨站，是群眾工作的第一線；

時任臺北市黨部主委陳金讓表示，自74年4月起在市黨部及各區黨
部成立服務會報，統合協調各地服務事項，以期避免重複，並能相互
支援；

時任高雄市黨部主委吳挽瀾表示，他在各區民眾服務分社推展了特
定性服務、民意代表服務等事項，由國民黨籍的民意代表在各民眾服
務分社為民服務。



民眾服務社辦理吸收民眾加入國民黨

工作，明訂於「中國國民黨推行民眾服

務工作綱要」要點中；民眾服務社亦辦

理國民黨黨員回家工作。左圖表示，國

民黨待聯同志回到國民黨是與全省各地

民眾服務社聯繫。

國民黨臺灣

省黨部表示，

三百多處民

眾服務社遍

布全省，

「中國國民

黨是你最佳

的選擇」。



民眾服務社為國民黨進行社會調查工作

國民黨45年《民眾服務手冊》明確指出，民眾服務站
應為所隸屬的黨部展開社會調查的工作，首先利用服務的
機會，收集當地的靜、動態資料，當地機關、學校、團體、
宗教等概況的調查統計；當地地方派系、潛在勢力、流氓
劣紳、江湖幫會，以及各界各階層領袖人物的背景、力量、
才幹等。並要求黨的服務所到之處，即社調所到之處。



民眾服務社與輔選業務

蔣中正於44年6月20日國民黨第7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第282次會議中，關於「中國國民黨推行民眾服務工作綱

要草案」案指示，民眾服務工作與選舉工作並無衝突，民

眾服務工作確能深入有效，獲得民眾信仰，則在選舉時，

民眾對民眾服務處站工作人員之表示，自然無不信從。

50年8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中央委員會五組視察臺灣省

民眾服務處站工作報告提要」也表示，區黨部對地方自治

輔選工作，均是以服務站名義活動。



民眾服務社（含總社及地方民眾服務社）參與國民黨輔選的情形：

• 87年10月1日章孝嚴當選為總社第5屆理事長，他要求各理監

事全力動員輔選87年年底立法委員選舉與北高兩市三合一選

舉；

• 92年4月17日林豐正當選為總社理事長，他要求總社應結合社

會力量，針對2004年總統選舉輔選任務規畫較創新與大型之

計畫案。

• 96年4月20日臺灣省民眾服務社社員代表大會工作計劃：應配
合國民黨的政治任務，營造年底立委選舉之良好輔選環境，
以爭取黨的勝利。

• 100年4月9日臺灣省民眾服務社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加強社
區服務，協助執政黨爭取年底選舉勝利」案。



84年12月29日臺北市內湖區民眾服務社理監

事會議：「為贏得本次立委選舉，本社理監

事、顧問依責任區協助候選人謝欽宗（國民

黨籍）提請審議案。執行情形：本社理監事、

顧問全力協助謝欽宗，並於12月2日高票當

選立委。」

12月21日假

內湖國小辦

理輔導黨員

參加第3屆國

大代表選舉

登記同志說

明會。



• 臺中市民眾服務社暨臺中

直轄市民眾服務社、臺中

市快樂志工團於103年10

月17日，假胡志強臺中市

競選總部召開『臺中市快

樂志工團挺胡連任市長後

援會成立大會』。

• 新竹縣民眾服務社於103

年8月14日辦理『新竹縣

長參選人邱鏡淳民眾服務

社後援會』成立大會。



（四）財務

臺灣省政府曾依國民黨要

求，將各縣市政府純收入總

額1%列為社會事業費，撥予

各縣市國民黨黨部。

35年9月24日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電希按月撥發縣黨部社

會事業費」代電，依中國國民

黨臺灣省執行委員會電文，要

求各縣市政府按月撥付社會事

業費。



36年10月22日臺灣省政

府予各縣市政府「電飭迅

將各該縣市應發社會事業

費如數撥清希知照」代電

表示，依中國國民黨臺灣

省執行委員會電文，各縣

市應將社會事業費如數撥

付各該縣市黨部領用。



前已敘及臺灣省政府要

求各縣市政府撥付社會事

業費給國民黨黨部，41年

4月14日時國民黨雲林縣

黨部給雲林縣政府的電文

則表示，國民黨臺灣省黨

部要求，鄉鎮公所編列區

級黨部補助費，應改用民

眾服務站經費等名義編列，

勿用社會事業費名義。



九、財務

46年9月國民黨臺灣省第3屆委員會《臺灣

省黨務報告》指出，自43年開始各級民眾服

務社經費分別列入省縣市預算加以補助：

「各級服務處站經費經提省政治綜合小組決

定，自43年開始分別列入省縣市預算，予以

補助，標準如下：

省服務處每月14,000元，

臺北市服務處每月11,000元，

基隆市服務處每月8,000元，

其餘縣市服務處每月2,000元，

區及縣轄市服務站500元，

鄉鎮服務站每月250元。」



54年1月11日臺灣省政府財政廳提出「54年度民眾服務處補助不敷經費
擬由省追加發補」案（列為密討論事項）：

一、本（54）年度補助民眾服務處經費由縣市編列預算處理者，計3996萬8544元，
因本年臺北、基隆、臺南3市及臺東縣不再編列上項經費，僅18縣局可分配負擔1095
萬7670元，餘數2911萬0874元應由省補助，惟本年度省預算已列補助數僅2725萬
2705元，尚不敷185萬8169元。

二、本年度民眾服務處房租津貼調整應增加數尚未計入，經核算自10月份起共需205
萬1640元，需由省給予補助。

三、又各民眾服務處缺乏交通工具擬購買自行車需款43萬4400元，及臺北基隆兩市
民眾服務處原列預算不敷支應，擬追加94萬元，以上二項計137萬4400元，亦需由省
增加補助。

辦法：本案共需由省增加補助經費528萬4209元，擬經由省在本年度縣市鄉鎮補助支
出項下民眾服務處補助內追加支應，並請提府會討論。」



七、財務 55年8月1日臺灣省政

府主席黃杰於首長會議

報告時指出，各縣市政

府均在所在地撥款建築

民眾服務處，省府亦有

此需要，希秘書處、建

設廳、財政廳、民政廳、

主計處、社會處會同簽

辦。



七、財務 55年9月12日臺灣省政府

財政廳副廳長應式文於首

長會議報告，政治綜合小

組會議討論了臺北市議員

為民服務費28萬8,000元

（每人每月400元）乙案，

該項經費以前係編列於社

會局預算內，由民眾服務

處具領轉發。



56年8月28日臺灣省政府社會處長傅雲於首長會議報告，國民
黨中5組擬將各級民眾服務社服務幹部約計800名假省訓團調訓一
週，經洽省訓團同意分兩期調訓，所需經費15萬元擬請由該團編
列預算報府核撥。主席裁示照辦。



57年9月30日臺灣省政府主計處於委員會議

提出「補助支出科目內民眾服務處經費追加預

算兩筆」乙案（列為密討論事項），並決議通

過。其中表示：

一、臺灣省第4屆省議員，及第6屆縣市長輔

選經費，共計支出827萬9450元，除原在補助

支出－民眾服務處經費已列有預算508萬元以

外，尚不敷319萬9450元(包括本府已墊撥2百

萬元在內)。

二、第6屆縣市長選舉揭曉後，高雄市、臺中

市、新竹縣，政治環境轉變，原列各該縣市政

府負擔之補助費計高雄市84萬2928元，臺中市

74萬5270元，新竹縣69萬1524元，連同陽明山

管理局改制前原負擔之25萬4196元，合計253

萬3918元，需改由本府負擔。

三、前述經費共計573萬3368元，擬一併辦理

追加補助支出(各縣市鄉鎮補助－民眾服務處

經費)科目，財源由財政廳另行統籌。



人事經費

43年12月10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討論了「區級
黨部人員之轉移與經費困難，應如何解決案」，「區級人事
移轉擬請停止辦理，改由鄉鎮(縣轄市)增列社會事業費，撥
付民眾服務站使用，以利工作」處理意見表示：

「透過省級從政同志將鄉鎮公所員額縮小編制2人，將編餘
人事經費改列為社會事業補助費，撥歸民眾服務站，即作為
區級黨部人事經費。（決議：區級人事問題，由省黨部透過
政治綜合小組與省政府從政主管同志會商，決定報備。）由
農會縮小編制1人，將其人事經費編列為農民服務經費，撥
歸民眾服務站使用。（決議：由農會酌量辦理。）」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1組45年提出的「各種黨部45年度工作績效綜合檢查總報告」：

1、在臺灣省黨部45年度支出金額當中，附屬單位部分共支出 124萬5600元，其中包

括民眾服務處(省)。

2、縣市黨部部分共支出 1503萬9724.01元，各民眾服務處支出 69萬8800元。

3區級黨部部分共支出 1134萬0920.26元，各民眾服務站支出 122萬4000元。且各民眾

服務站支出當中包括臺灣省第三屆省議員縣市長輔選費共支出311萬6500元。」

50年2月2日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145次工作會議通過「臺灣省黨部及所屬各黨

部50年度經費收支概算審核意見」，支出概算金額中顯示：

1、省級經費684萬1440元，其中省委員會經費 548萬7268元、附屬單位經費為 105萬

2000元，附屬單位經費之中包括民眾服務處7萬2000元。

2、縣級經費1669萬2678元，其中各縣市民眾服務處經費共列95萬6344元。

3、區級經費 1917萬8932元，其中各鄉鎮民眾服務站經費123萬9000元，及各區黨部

及服務站專任員工統籌給予 1207萬0471元。



（五）民眾服務社使用之土地房舍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各縣市民眾服務處(站)設置
辦法」第7條規定：

各縣市民眾服務處(站)儘可能撥用或借用公有房舍，並以
能單獨設立為原則。

46年國民黨第7屆中央委員會「中國國民黨第八次全國
代表大會黨務工作報告」，及46年9月國民黨臺灣省第3屆
委員會「臺灣省黨務報告」，皆提供民眾服務站站址的取
得情形統計：

自建處站者計82單位，公產撥用者173單位，借用者101單
位，租用者37單位。

亦即借用與公產撥用兩者合計約達70%。



73年3月5日高雄縣政府函予旗山

鎮公所，准予旗山鎮公所將鎮有房

屋贈與旗山鎮分社，且此案經國民

黨臺灣省委員會同意受贈。

96年10月24日

中國國民黨捐贈

前述高雄縣旗山

鎮建物予旗山鎮

公所，但國民黨

要求產權移轉所

衍生之稅規等費

概由公所負擔。



78年時臺灣省政府回復臺灣省議會使用公有土地及房屋

之民眾服務社統計：

使用省有土地之各鄉鎮市區民眾服務站共有183個，其中

有給付租金者僅32個，其餘151個係為借用或占用；

使用省有房屋之各鄉鎮市區民眾服務站共有112個，有給

付租金者僅2個，其餘110個係為借用或占用。

詳細資料請見報告第46-50頁。



四、民眾服務總社之現況

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之前身為「中華民

國服務社」，成立於51年7月2日，內政部

於51年11月2日准予立案，後於74年改為目

前名稱。



總社組織章程關於社員之

規定：

社員包括基本社員－即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相關單位主管或副

主管，以及團體社員－即各省

（市）、縣（市）民眾服務社；

團體社員所派代表人應含各省

（市）、縣（市）民眾服務社

理事長。

章程當中有關理監事之規定，

請見調查報告頁9-10。



國民黨全國共有135處黨部，其中有125個黨部與民眾服務社位於同一地址（超過92%）：

另外，全國各地民眾服務社總數為383個，其中設址於國民黨或中央投資公司及其子公

司（含欣光華公司、昱華開發、裕臺開發等公司）名下建物者，合計252處（約65%）。

縣市
國民黨黨部地址與民眾服務社

地址相同之數量
縣市

國民黨黨部地址與民眾服務社地
址相同之數量

基隆市 1個 嘉義市 1個

臺北市 6個 嘉義縣 5個

新北市 14個 臺南市 10個

桃園市 6個 高雄市 14個

新竹市 1個 屏東縣 7個

新竹縣 4個 宜蘭縣 5個

苗栗縣 5個 花蓮縣 5個

臺中市 12個 臺東縣 5個

彰化縣 9個 澎湖縣 1個

南投縣 5個 連江縣 1個

雲林縣 7個 金門縣 1個



第8屆理監事名單如下表（任期自100.10.28至104.10.27）：

從總社63年1月改選之理監事名單、第3屆至第6屆之理監事名單，及

第7屆總社社員代表名冊中可看出，總社理事長多由國民黨秘書長擔任，

且多位理監事具國民黨黨職，詳細資料請見報告第12-15頁。

職稱 姓名 100年10月時職稱

理事長 廖了以 中央黨部秘書長、中信集團顧問

常務理事 林鴻池 中央黨部政策會執行長

常務理事 黃昭元 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常務理事 王能章 中央組發會副主委

常務理事 江達隆 省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常務理事 林仁德 臺中市魚市場董事長

常務理事 朱俊曉 新北市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常務理事 周文禧 臺北市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常務理事 林崑田 國暉鋼鐵公司副董事長

常務理事 雷祖綱 高雄市民眾服務社前理事長

常務理事 沈達吉 臺南縣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 林德瑞 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常務監事 廖宜田 中央黨部組發會副主委

常務監事 高碧珠 新北市婦女會理事長



洪秀柱是從105年3月到106年6

月擔任國民黨黨主席，莫天虎從

105年5月到106年6月擔任國民黨

秘書長，而105年6月21日總社理

監事聯席會議即通過莫天虎、張

雅屏、邱大展等9人入會，且莫天

虎同時以「上級指導」的身分致

詞。

該次會議也通過時任國民黨社

會志工部主任夏大明接任秘書長，

時任國民黨社會志工部專門委員

謝志平接任執行秘書。



從105年6月21日總社理

監事聯席會議通過9人入

會名單可見，此9人當時

皆為國民黨黨職人員。



國民黨籍議員助理至民眾服務社支援

依105年10月15日《中國時報》報導，時任國民黨副主

席的吳敦義105年10月14日至臺南時表示，中央黨部人員

一定要瘦身，地方黨部財源則需自主；未來各區黨部、民

眾服務站若缺人手，希望黨籍議員可以派服務處助理支援。



財務與資產

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資料，民眾

服務總社現未持有土地及建物。另依各地

地政機關提供之資料，各地民眾服務社目

前共持有土地12筆，建物10筆，詳細資料

請參考調查報告頁21-25之表格。

總社表示，其業務為擬定工作計畫交各

地方民眾服務社執行，一向未曾向社員收

取會費或接受任何捐款，行政等費用均用

中國國民黨辦公設施。

臺灣省民眾服務社之經費，依該社96年

4月20日社員代表大會監事會監查報告，

該社亦無編列預算。



臺北市愛國東路100及102號國宅大

樓移轉案：

總社78年給內政部的函文表示，

其所有之臺北市愛國東路100及102

號國宅大樓共30戶房地產權（74年

11月取得），變更移轉予中國國民

黨中央委員會，此因中央委員會前

係以總社名義標購前述大樓。



爭點：
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
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或曾由中

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

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之附
隨組織？



報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