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務要訊

一、本會主辦、協辦、贊助及參與之活動

1. 105年1月23日下午7時，中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協會主辦演講，邀請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

國家註冊規劃師 劉健教授主講，講題：從城鄉分割到城鄉協調：鄉村發展與村鎮規劃的新挑戰，假劉

培森建築師事務所”講堂”舉行，本會與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參與共同主辦。

2. 105年1月29日全天，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舉辦「建築外牆整修維護

之材料與技術發表會」，本會參與協辦。

3. 105年3月15日及16日，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指導，成功大學建築系、臺大土木系BIM研究中心、臺灣

科技大學建築系、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及BIM中心⋯等單位主辦「臺灣BIM未來研討會」3月15日於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3月16日於成大綠色魔法學校崇華廳舉辦，本會參與協辦。

4. 預訂105年3月25日至27日於花博爭豔館，由國立陽明大學ICF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財團法人第一社

會福利基金會主辦舉辦2016「台灣健康照護輔具大展(ATCare)－迎接長照 全齡參與」，本會參與協

辦。活動網址：http://www.atcare.com.tw/。

5. 預訂105年3月25日下午7時，中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協會主辦演講，邀請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

授、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築分館館長賈珺教授主講，講題：一曲山池半壁天—北京半畝園傳奇，假劉培

森建築師事務所”講堂”舉行，本會與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參與共同主辦。

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舉辦「2016國建築卓越建設獎」預訂105年3月31日報名截止，4至5月

進入評選階段，6月中旬舉辦頒獎典禮，本會參與協辦。

二、出席相關單位舉行之會議

1. 105年2月1下午3時，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召開「第二屆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十大新聞記者會」，本會胡弘

才秘書長出席參加。

三、本會通告會員及相關服務 

(一)建築網訊

105年2月01日發布建築網訊105年第3號(總號415號)。105年2月15日發布建築網訊105年第4號(總號416

號)

(二)本會出版品

1.105年1月30日出版會刊雜誌第81期，寄送已繳費會員。

(三)會員動態

1. 本會會員趙偉業先生辭世。 

四、其他報告

1. 本會預定105年3月26日(六)下午，召開第20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後舉辦會員聯誼餐會，敬邀會員

認桌或自由樂捐，感謝鄭政利理事長、林長勳常務理事、賴光邦理事、趙家琪監事、杜國源監事及胡

弘才秘書長率先認桌。

2. 本會預定105年4月9日(六)，召開第20屆第1次理事會、第1次監事會，選舉第20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及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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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會執行工作

理事會監事會

1. 105年2月27日召開第19屆第13次理事會第13次監事會聯席會議。

會士會

1. 本會105年遴選通過會士5名、榮譽會士1名，已提上次理事會核備，將於第20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頒授證書，將於第28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頒獎。

學術委員會

1. 2015年優良碩士論文獎申請，共收到論文38篇，聘請委員15人，分五組評審，評審作業已經完成，

通過給獎15名，已提本次理監事會通過。

2. 第28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由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執行，預定105年4月15日投稿截止，105年審查

結果公布，105年6月4日正式發表。

類別 作者 指導教授 就讀系所 論文名稱

建築歷史與
理論之研究

黃柏超 王惠君 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日治時期戰爭體制下的建築及都市防空手法

陳姿雯 吳秉聲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臺南市六甲窯區空間變遷之研究

方立寅 邱博舜
台北藝術大學 -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戰後台灣監獄建築矯正空間研究

建築規劃設
計之研究

吳振嘉 蔡仁惠
臺北科技大學 -
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節氣建築之規劃原則探討

林昭宇 張珩 成功大學 -建築系研究所 高齡社區需求與規劃技術之權重研究

陳昶甫 曾思瑜
雲林科技大學 -
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不同展示空間構成形式對博物館參觀路徑影響之研究 - 
以陶博館、嘉博館、高美館為例

建築環境控
制之研究

張頤安 蔡耀賢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以玻璃微艙法測試建材逸散特性之適用性探討 - 以 PVC
地磚 /塗料類建材為探討對象

邱葳傑 蔡耀賢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陽台立面綠化對自然通風降溫之效益評估 -以台南地區
為例

簡佑倫 黃志弘
臺北科技大學 -
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亞熱帶地區以建築設計被動式控制微氣候空氣動力與熱
焓之策略

楊蟬熏 張珩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高風險區居民防災素養與防災行為之關聯性研究兼論地
方關係與風險意識 -以曾文水庫集水區為例

建築工程技
術之研究

張友珊 姚昭智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建築物樓層受垂直向地震力之反應特性分析

鄧安琪 曾俊達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風攻角與開窗角度對高層住宅建築之自然排煙影響

臺灣建築學會2015年優良碩士論文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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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要訊

編號 申請人 就讀學校

1 謝竹天 中原大學建築系

2 梁濰凡 中原大學建築系

3 周曉情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4 蔡尚廷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

5 陳奕汝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

6 林鴻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7 鄭伊伶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編號 申請人 就讀學校

8 劉顒寧 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9 林威宏 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 梁心華 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1 袁千涵 華梵大學建築系

12 林芳毅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系

13 戴盈慈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系

14 黃翔麒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臺灣建築學會2015年獎學金得獎名單

建築學報

1.建築學報今年度仍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簽訂共同出版建築學報計畫。

2. 104年11月27日下午6時，召開建築學報「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專刊」編輯會議，由專刊主編林慶元教授

主持。

3. 104年12月11日，本會於台北本會會議室及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系5107教室視訊連線召開建築學報第94

期編審會議，由彭主編雲宏主持。

4. 105年2月26日上午10時，本會於台北本會會議室及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系5107教室視訊連線召開建築學

報第95期編審會議，由彭主編雲宏主持。

5. 本年度之建築學報論文獎評選係將104年度共4期(91-94期)之學術論文33篇（人文類20篇，工程類13

篇）列為評選對象。審查分初選及複選兩輪進行，由編審委員通信投票決定。複選統計結果經105年2

月26日第95期建築學報編審會討論通過選出得獎名單。得獎者除每篇頒發獎狀外，並頒發獎金：人文

類1篇，獎金2萬元；工程類1篇，獎金2萬元。

得獎名單為：

(一) 人文類：張學聖、謝昕穎--調洪式土地使用規劃架構之研究

(二) 工程類：郭耕杖、孫仁鍵、姚昭智--日式木造歷史建築耐震性能評估－以學校辦公室為例

法規委員會 
1. 協助教育訓練委員會辦理建築物室內設計及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學術科講習班訓練。

2. 派員代表本會出席會議。

類別 作者 指導教授 就讀系所 論文名稱

其他建築領
域相關課題
之研究

林界宇 張 珩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社區營造與生活品質之關聯研究兼論地方依附與幸福感

程建輝 謝秉銓 中華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台灣非營利組織以房養老實證研究 -以郭伯伯之家附負
擔捐贈為例 -

黃亭瑜 林元祥
中央警察大學 -
消防科學研究所

建築物火災人員死亡要因分析與火場模擬 ---新北市實
證研究

臺灣建築學會2015年優良碩士論文得獎名單（續上頁）

58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604

82期 內文 0302.indd   58 2016/3/4   下午8:40



財務委員會

1. 104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各類所得扣繳健保補充保費申報完成。

2. 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出本會104年度會計師財務查核報告。

3. 本會105年度1月份收支表，提請理事會審查。

出版委員會 
1. 發行建築網訊第415至416號，每月1日及15日發行。

2. 會刊雜誌81期主題為「台灣 BIM 未來」，由陳上元特約主編負責編輯執行作業，已出版。

會員委員會

會員入會、復權。會員人數：截至105年2月26日本會正會員1031名、學生會員298名、團體/贊助會員

17名。本次入會正會員1名、學生會員3名、復權1名、退會1名。

1.本委員會協助辦理榮譽會士肩章設計。

2.通知本會全體會員繳納105年度常年會費(網站公告及email通知)。

3.本會會員證書，將採以電子檔(pdf)寄發新入會會員，有紙本需求者本會再另行製作寄發。

4.會員人數統計如表。

研究發展委員會

1. 105年度公部門研究計畫紛紛開始招標事宜，請會員踴躍爭取執行委託，提高本會在建築發展上的影

響力與知名度。

2. 仿照國內外著名學會每年選拔年度最優異博士論文獎，以獎勵後進。

59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項    目 正 (永 )會員 正會員 學生會員 團體 /贊助會員 合  計

第 19 屆
105.01.23
上    期
累計人數

入 會 人 數 　 59 232 1 290 

升 等 人 數 　 20 -20  0　

復 權 人 數 23 27 43

停 權 名 單 83 251 1 335

退 會 人 數 12 7 18

在籍會員人數 632 398 295 17 1,342

停權會員人數 　 1,102 1,893 31 3,026 

19–13            
105.02.27
本    期   
累計人數

入 會 人 數 　 1 3 4

升 等 人 數 1 -1 0

復 權 人 數 1 1

退 會 人 數 1 1

在籍會員人數 631 400 298 17 1,346

停權會員人數 1,102 1,893 31 3,026

本屆在籍會員增減數 -13 14 -9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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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委員會 
1. 臺灣建築學會(AIT)與日本給排水設備研究會(JSPE)於2015年11月26日於日本，由鄭政利理事長代表簽

署友好交流合作備忘錄(MOU)。

2. 本會於105年2月15日收到日本建築學會理事長來信，表達對於最近遭受臺灣地震的災民們表示誠摯的

慰問。希望救援工作能即時，且那些受地震影響的城鎮能儘快恢復等。

3. 本會鄭理事長於105年2月16日回信，感謝對臺灣地震的關切，表達謝意。日本具備先進災難預防和救

援技術及經驗，這是我們想多學習的地方，我們期待看到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友好關係能成功進展。

4. 日本建築學會於2月20-29日派地震調查團來台，並於2月23日下午於國家地震中心會議室進行交流研討

會議，本會鄭政利理事長、游顯德常務監事參與檢討會議，並協助當天翻譯。

教育訓練委員會 
1.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術科加強班，105年1月13日，已於2月20日辦理完畢。

2.辦理「建築物室內設計」學術科講習班，預訂105年4月17日開課。

建築教育委員會 
1.有關建築師考試改革事宜，依照考選部政策，再協助建築師公會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結構委員會

1.104年接受委託辦理審查案1案，變更設計審查案2案。已全部審查完畢提初審查意見書。

鑑定小組

1.本小組接受公民營單位及法院委託辦理鑑定案。

兩岸小組

1. 繼續推動兩岸畢業設計共同評圖。

第19屆第13次理事會第13次監事會聯席會議

時間：105年2月27日(六)上午10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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