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務要訊

一、第20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出席會員代表81人、十多位會士及各界貴賓與會。會議由鄭政利理事長主持，邀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何所長

明錦、內政部營建署王副署長榮進及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許理事長俊美致詞。會中由胡弘才秘書長代表進

行理事會工作報告、喻台生主委進行財務報告、游顯德常務監事進行監事會報告。通過二項大會提案(1.本會

104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及104年度收支決算表，2.本會105年度工作計畫草案及105年度收支預算表草案)。

臨時動議：本會配合考試院改革，積極推動並參與學校課程認定等事宜外，建議考慮將建築師、結構技師以

及其他專業技師之設計、監造費用之釐清，俾清楚規範其權責，列入未來重要的討論重點，提請討論案。決

議：交由下屆理事會研議辦理。選舉第20屆理事及監事，選舉理事25名、候補理事7名，監事7名、候補監事2

名。

二、2016年榮譽會士頒授：HOFU WU吳和甫榮譽會士，頒授榮譽會士肩章及榮譽會士證書。

三、 2016年度新任會士頒授：新任會士李祖原會士、孫全文會士、吳光庭會士、喻肇青會士、林俊興會

士，頒授會士肩章及會士證書。

四、頒獎

1. 104年度建築學報論文獎，人文類：張學聖、謝昕穎，工程類：郭耕杖、孫仁鍵、姚昭智。頒發中英文獎狀

乙紙、獎金2萬元。

2. 2015年臺灣建築學會獎學金，謝竹天、梁濰凡、周曉情、蔡尚廷、陳奕汝、林鴻運、鄭伊伶、劉顒寧、林

威宏、梁心華、袁千涵、林芳毅、戴盈慈、黃翔麒等14名得獎，頒發獎狀及獎金3萬元。

3. 感謝獎學金捐助單位：將捷建設集團、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灣建築

中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賴榮平常務理事、廖梅珍小姐，頒發感謝狀。

4. 感謝第27屆研究成果發表會執行單位，聯合大學吳桂陽院長、林妝鴻主任、梁漢溪教授，頒發感謝狀。

5. 感謝研究案主持人劉光盛先生、徐裕健教授、李彥頤教授及楊冠雄教授，由本會寄發感謝狀。

五、206台南地震災害特別報告

主持人：結構委員會游顯德主任委員，報告人：姚昭智教授。 

六、專題演講：主講人：Prof.Hofu Wu,FAIA 吳和甫 教授  美國建築師學會會士，講題：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nd the making of an Architect美國建築師學會與建築師的養成。

七、建築教育座談

由賴榮平主委主持，鄭泰昇教授、施宣光教授、王聰榮教授、曾光宗教授、沈揚庭助理教授與談。

新任會士與鄭理事長、廖慶隆校長及會士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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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會士吳和甫(右二)與鄭理事長、廖慶榮校長、林長勳會
士合影

李祖原會士(右二)與鄭理事長、廖慶榮校長、林長勳會士合影

孫全文會士(右二)與鄭理事長、廖慶榮校長、林長勳會士合影 吳光庭會士(右二)與鄭理事長、廖榮校長、林長勳會士合影

建築教育座談

鄭理事長主持大會 胡弘才秘書長進行會務

報告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何明

錦所長致詞

內政部營建署王榮進副

署長致詞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

會許俊美理事長致詞

台灣科大廖慶榮校長

致詞

吳和甫教授專題演講姚昭智教授-206臺南地
震災害特別報告

八、會員聯誼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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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於台科大校園內蘇杭餐廳舉辦會員聯誼餐敘，席開8桌，

八十多位老中青會員交流同歡。

第20屆第1次理事會、監事會暨第十九屆、第二十屆理監事會交接典禮
1. 本會105年4月9日召開第20屆第1次理事會，選舉第20屆常務理事及理事長，鄭政利當選第20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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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臺灣建築學會獎學金得獎者與鄭理事長、將捷建設集團林長勳董事長合影

感謝獎學金捐助單位與個人 感謝聯合大學 104年度建築學報論文獎得獎者合影

會後於台科大校園內蘇杭餐廳舉辦會員聯誼餐敘 會後於台科大校園內蘇杭餐廳舉辦會員聯誼餐敘

2.本會105年4月9日召開第20屆第1次監事會，選舉第20屆常務監事，游顯德當選第20屆常務監事。

3.第十九屆、第二十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第20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105年5月28日召開第20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鄭理事長政利主持。

1. 通過聘任請趙夢琳會員為本會第二十屆秘書長，通過聘任第二十屆會士會主委、副主委。

2. 修正通過聘任第二十屆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小組召集人及委員名單。

3. 通過會員入會、升等、復權案。

4. 追認通過本會與玉山銀行基隆路分行洽辦特約商店網路信用卡業務事宜。

5. 感謝上屆胡弘才秘書長，頒贈感謝牌及感謝狀，由新任趙夢琳秘書長代表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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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屆理事長交接

第20屆第1次理事會開票 第20屆第1次理事會記票

致贈上屆胡弘才秘書長感謝狀由新任趙夢琳秘書長代表領取

第20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20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20屆理監事、會士、各委員會委員名錄
理事長：鄭政利

常務理事：林長勳、彭雲宏、喻台生、姚昭智、林慶元、鄭泰昇

理事： 黃志弘、吳光庭、沈英標、張清華、楊詩弘、周世璋、曾  亮、張  珩、周鼎金、孫振義、江維華、閻亞

寧、許俊美、黎淑婷、施宣光、賴光邦、彭光輝、孫全文

常務監事：游顯德  

監事：趙家琪、鄭明仁、林芳銘、杜國源、吳韻吾、陳鴻明

秘書長：趙夢琳

會士會會士 

主任委員：林長勳     副主任委員：黃世孟、游顯德

會士： 高而潘、陳  邁、蔡添璧、廖慧明、黃南淵、張隆盛、張世典、潘  冀、王紀鯤、仲澤還、楊逸詠、彭

雲宏、何友鋒、蔡仁惠、何明錦、吳讓治、林將財、林憲德、傅朝卿、賴榮平、費宗澄、林清波、陳森

藤、李祖原、孫全文、吳光庭、喻肇青、林俊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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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黃志弘     副主任委員：姚昭智、黎淑婷

委員： 鄭泰昇、施宣光、蘇瑛敏、彭光輝、吳光庭、林慶元、張  珩、徐裕健、曾光宗、閻亞寧、李彥頤、

吳桂陽、黃士賓、沈永堂、溫國忠、鄭明仁、倪晶瑋、蔡耀賢、邱浩修

都市設計、景觀建築小組召集人：彭光輝

建築設計、建築評論小組召集人：吳光庭

都市規劃、環境規劃小組召集人：黃志弘

古蹟維護（歷史理論）小組召集人：閻亞寧

物理環境/設備小組召集人：蔡耀賢

構造/材料/防火小組召集人：林慶元

結構/安全/施工小組召集人：姚昭智

資訊及技術（CAD、BIM、APIS）小組召集人：鄭泰昇

建築計畫（永續、防災、老人、農村等）小組召集人：張  珩

（ㄧ）建築學報編審會專門委員

主     編：彭雲宏

常務編審委員：仲澤還、黃志弘、吳光庭、衛萬明、姚昭智、林慶元、鄭政利、王惠君、賴榮平、江維華

編審委員：

設計：王明蘅、仲澤還、關華山、黃志弘、施植明、吳光庭、劉舜仁

都市計畫：何友鋒、陳格理、彭光輝、衛萬明 

建築史與古蹟：傅朝卿、羅時瑋、王惠君

結構：姚昭智、林其璋、陳正誠

構造與營建：曾俊達、林慶元、王和源

物理環境：林憲德、鄭政利、鄭明仁、賴榮平、江維華、黎淑婷

跨領域：徐明福、邱上嘉、吳桂陽、王聰榮

生態景觀：侯錦雄、郭瓊瑩 、林子平

電腦輔助設計：鄭泰昇、施宣光

建築管理：李泳龍、曾仁杰

國際委員：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Puay-peng Ho(何培斌)

Urban Planning：Chye-kiang Heng (王才強)

Architectural Structure：Yi-lung Mo( 莫貽隆)、David T. Lau

（二）英文期刊Architecture Science編審委員會專門委員

主編：彭雲宏

編審委員：

CAAD：Feng-Tyan Lin (林峰田)、John S. Gero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Min-fu Hsu (徐明福)、Puay-peng Ho(何培斌)、Chun-ching Fu (傅朝卿)

Build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Control：Jin-yeu Tsou (鄒經宇)、Jia-ping Liu (劉加平)、Che-ming Chiang (江

哲銘)、Hsien-te Lin (林憲德)、Xudong Yang(楊旭東)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huichi Matsumura (松村 秀一)、Yi-lung Mo (莫貽隆)、George C. Yao (姚昭智)

Design：Ming-hung Wang (王明蘅) 

Urban Planning：Chye-kiang Heng (王才強)、Ko-li Chen (陳格理)

Construction and Material：Chun-ta Tzeng (曾俊達)、Ching-yuan Lin (林慶元)、Stephen Emmitt、Matthijs 

Pr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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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周世璋         副主任委員：沈英標、賴光邦

委員： 簡裕榮、王榮進、王順治、賀士麃、陳雅芳、蔡仁毅、許俊美、劉明滄、張世宏、廖彩龍、林立

韙、呂孟儒、王志祥、吳玫芳、洪德豪、陳慶銘、楊檔巖、戴雲發

三、財務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喻台生        副主任委員：王紀耕、陳澤修

委員： 黃景芳、蔡榮堂、洪迪光、游景新、楊松裕、喻文莉、王武烈、莊輝和、蔡得時

四、出版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吳光庭         副主任委員：陳上元、許麗玉

委員： 胡弘才、黃衍明、吳秉聲、孫啟榕、蔣曉梅、宋立文、陳逸杰、賴仕堯、楊詩弘、黃奕智、黃少

妤、黃恩宇、邱國維、許正平

五、會員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孫振義        副主任委員：曾  亮、林子平

委員： 洪迪光、郭柏巖、趙又嬋、王佳惠、蘇瑛敏、陳海曙、張效通、梁漢溪、王仁俊、歐文生、黃文彬

六、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林慶元        副主任委員：陳慶銘

委員： 張  珩、吳桂陽、邱英浩、曾  亮、施宣光、楊詩弘、趙夢琳、謝秉銓、楊欣潔、李彥頤、廖婉茹、

蔡孟廷、莊英吉、郭詩毅

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曾成德       副主任委員：王維周、鄭泰昇、江維華

委員： 李東明、賴怡成、顏亮一、蘇明修、陳啟仁、倪晶瑋、曾光宗、蘇睿弼、郭建慧、謝銘峰、王价

巨、陳逸杰、孫啟榕、林蕙玟

八、教育訓練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許俊美        副主任委員：周世璋

委員： 蘇毓德、邵文政、吳東昇、周  南、陳銘俊、楊松裕、黃翔龍、張文澤、吳玫芳、洪德豪、黃聖吉、

林敏哲、曾漢珍、陳慶銘、彭雲宏、楊檔巖

九、建築教育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曾光宗       副主任委員：黃志弘、邱浩修

委 員： 陳  邁、賴榮平、姚昭智、林慶元、鄭泰昇、吳光庭、孫啟榕、黎淑婷、張  珩、張基義、龔書章、

施宣光、黃瑞茂、虞永威、洪育成、畢光建、謝統勝、林  葳、張清華

十、結構委員會委員

主任委員：游顯德        副主任委員：林英俊

委員： 廖慧明、郭呈旭、陳信樟、陳舜田、鄭文隆、廖慶隆、王寶璽、林炳昌、陳生金、李建中、陳希

舜、陳堯中、林富淞、歐章煜、徐一榕、陳銘城、邱建國、姚昭智 

十一、鑑定小組委員

召集 人：楊詩弘         副召集人：李有豐

委員： 蔡仁毅、張世宏、周世璋、邵文政、郭國任、許俊美、胡宗雄、黃志弘、白省三、洪迪光、黃  旭、

張矩墉

十二、建築物室內裝修結餘款處理專案小組

召集人：白省三       委員：游顯德、王紀耕、李滄涵、林長勳、喻台生

十三、兩岸小組

召集人：陸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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