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務要訊

第20屆第3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
 本會106年3月4日召開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鄭理事長政利主持。
1. 通過會員入會、復權、退會案。
2. 核備通過本會2017年會士三名。
3. 核備通過本會2017年榮譽會士一名。
4. 通過本會2017年優秀青年建築獎2名。
5. 通過本會2016年獎學金得獎名單。
6. 通過「2016年優良碩士論文獎」得獎名單。
7. 通過105年度建築學報論文獎得獎文章及作者。
8. 修正本會章程第十六條，增列榮譽會士條文，列入代表大會提案。
9. 通過修正本會會士、榮譽會士頒授辦法第四條。
10. 通過推薦林清波會士参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國家卓越建設獎」之「年度建築人物獎」
甄選。

11. 通過本會開設建築性能評定中心。
12. 通過本會101年度安裝之不銹鋼玻璃門1個，提請報廢。
13. 通過本會105年度9-12月份收支表及年度收支決算表，並提大會審議。
14. 修正通過本會105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並提大會審議。
15. 修正通過本會106年度工作計畫草案，並提大會審議。
16. 通過本會106年度收支預算表，並提大會審議。
17. 通過本會第20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提案，提請討論案。
動議1： 教育部提出針對「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門」之「教師多元升等運作制度」之共識座談會，通過配合

逢甲大學辦理。

動議2： 建議學會配合建築師公會每年12月間舉辦之建材展活動，於世貿南港展覽館增辦建築研究成果發
表會。

會士、榮譽會士、優秀青年建築獎得獎名單

2017年會士：朱祖明先生、沈英標先生、姚昭智先生
2017年榮譽會士：Richard Rogers理查‧羅傑斯
2017年優秀青年建築獎：林子平先生、曾柏庭先生

第3次理監事會 第3次理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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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獲獎報導

1. 本會獲內政部評為104年度全國性社會團體績效評鑑之
優等社會團體，105年11月9日上午於台北市仁愛路1段
17號青少年發展處頒獎，由內政部葉俊榮部長頒獎，
本會趙秘書長夢琳代表領獎。

2. 本會建築學報榮獲國家圖書館舉辦之「臺灣最具影響力
學術資源」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第

三名，106年3月31日本會趙秘書長夢琳代表領獎。

106年度活動預告
請上本會網站查看(網址：http://www.architw.org.tw/)
1. 教師多元升等說明會
 日期：2017年04月27日(四)   13:30-17:00
 地點：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51號13樓第一會議室
2. 第29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投稿截止日期：106年04月21日（星期五）
 審查結果公布：106年05月08日（星期一）
 發表日期：106年06月10日（星期六）
 發表會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台南市大學路

1號）
3. 第一屆建築設計教案及教學成果展覽發表會。
 日期：2017年06月10日(六)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台南市大學路1號）
4.  「建築物室內設計」學術科講習班，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
 106年5月2日至11日，學科測試：7月16日
 本會開班期間：106年4月30日至7月9日(共11次上課84小時)
5.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學術科講習班，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106年8月29日至9月7日，學科測試：11月05日
 本會開班期間：預定106年8月20日至10月底(共11次上課84小時)。

出席相關單位舉行之會議

1.  105年10月18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陳瑞鈴所長榮升佈達會議，本會鄭理事長政利出席，本會送蘭
花祝賀。

2.  105年10月18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05年度委託研究「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指標設計研
究」、「性別友善廁所設計手冊之研究」及「高齡失智者友善社區環境設計準則」等3案期末審查
會議，本會趙夢琳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3.  105年10月21日，國立中央大學召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委託專業服
務案期中研究成果專家會議，本會施宣光理事代表出席參加。

本會建築學報榮獲國家圖書館「臺灣最具影響力

學術資源」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區域研究及地理

學門第三名。

本會獲頒內政部104年度全國性社會團體績效評鑑
優等社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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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要訊

4.  105年10月26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06年度「都市與建築減災與調適科技精進及整合應用
發展計畫(3/4)」、「建築防火安全工程創新科技及應用研發計畫(3/4)暨「鋼構建築複合性災害
作用下耐火科技研發計畫(3/4)」研究課題(草案)諮詢會議，本會請邢志航老師代表出席參加。

5.  105年10月24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06年「創新低碳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3/4)及智慧化環
境科技發展推廣計畫(3/4)研究課題(草案)諮詢會議，本會鄭政利理事長出席參加。

6.  105年11月22日，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於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行該會第3屆第3次會員大
會，本會送花籃祝賀。

7.  105年12月02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05年自行研究「雲端運算於公寓大廈管理應用之研
究、永續智慧住宅社區智慧化推廣策略之研究及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的智慧綠建築發展課題探討

等3案期末查會議，本會鄭政利理事長出席參加。
8.  105年12月27日，內政部於內政部營建署會議室，召開「研商修正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
自行實施更新辦法部分條文會議」，本會法規委員會呂孟儒委員代表出席參加。

9.  106年1月9日，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貴賓廳舉行該會第13屆、第14屆
理事長交接典禮，本會送花籃祝賀。

10. 106年2月17日，台灣建築安全履歷協會於台北福容飯店B1宴會廳舉行建築安全履歷認證簽約記
者會，本會趙夢琳秘書長代表出席參加。

本會通告會員及相關服務

(一)建築網訊
1.106年1月至106年4月，每月發布建築網訊2期，總號437至444號
(二)本會出版品
1. 會刊雜誌第84期105年11月4日、85期106年2月22日出版，寄送會員及相關單位
2. 建築學報97期及96期增刊已於106年1月5日出版，寄送會員及相關單位
(三)會議通知轉知會員訊息
本會mail內容：轉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開會通知單，歡迎會員代表出席會議、轉知2017國家卓越
建設獎系列活動等活動信息、轉知社團法人中華建築資訊模型標準協會-BIM講座資訊、歡迎踴躍
報名本會建築教育論壇—建築專業學院的成立談台灣建築的教育改革、轉知「2017 國際城市綠化
遠見與環境水資源應用策略之對話」訊息等。

學會執行工作 
會士會 
1. 召開2次會士會議，遴選會士3名、榮譽會士1名，已提第20屆第3次理事會核備通過。

學術委員會

1. 2 016年優良碩士論文獎申請，共收到論文27篇，聘請委員12人，分四組評審，通過給獎10名，
已提本次理監事會通過。

2. 召開獎學金審查會議，遴選10名，已提本會理監事會通過。
3.  第29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由成功大學建築系執行，預定106年4月21日投稿截止，5月8日審
查結果公布，106年6月10日正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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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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博 黃士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油廠的文化景觀 -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
高雄設施之歷史探究

建築規劃設計之

研究

黃紹筑 鄭泰昇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整合 BIM工具的感應式節能立面設計流
程

呂宗翰 張  珩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都會公園與藝文特區中景觀視覺元素之

療癒效果研究

翁若婷 劉舜仁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蜜遊南境 -以蜜蜂生態建構臺南新都市
地景

黃凱祺
陳珍誠

游英璋
淡江大學 -建築研究所 曲木數位製造

建築環境控制之

研究

曾偉菱 蔡耀賢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系 木質複合板之調濕性能測試與評估

陳致宇 林子平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系
空載光達結合高解析度熱影像於都市戶

外熱環境及建築能源評估之應用 -以板
橋區為例

謝昀昊 蔡耀賢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陽台立面綠化對室內熱環境與能耗改善

之評估─以台南地區為例

建築工程技術之

研究 /建築實務
及法規

洪偉修 廖硃岑
國立高雄大學 -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研究所

高層建築外牆磁磚打底層與防水層對黏

著強度影響之研究

曹廷萱 張    珩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購屋者環境態度對綠色住宅認知、涉入

與購屋意願影響之研究

臺灣建築學會2016年優良碩士論文得獎名單

臺灣建築學會2016年獎學金得獎名單

編號 申請人 就讀學校

1 陳汶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2 王柏閔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3 梁   妍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

4 陳弦聖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5 林芝祺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編號 申請人 就讀學校

6 吳苙菱 蘭陽技術學院建築系

7 陳   棟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8 陳   敏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9 林三驅 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 謝維藩 中原大學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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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要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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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學報105年秋季號第97期及96期增刊(建築人文空間專刊)，已於106年1月5日出版。
3.  105年12月2日及106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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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及99期編審會議，由彭主編雲宏主持。

4. 今年度預計出版4期增刊：技術專刊、歷史理論專刊、高齡無障礙專刊及建築設計專刊。

法規委員會

1.  105年12月27日，內政部召開「研商修正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部分條文會
議」，本會法規會呂孟儒委員代表出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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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委員會 
1.  獎學金捐款收入(105/10~106/02)：陳邁會士捐款2萬元、林清波會士捐款3萬元、台灣建築中心捐款

2.5萬元、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捐款2萬元、將捷股份有限公司捐款30萬元、廖梅珍小姐捐款1萬
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捐款1萬元。

2.  營業稅申報：每逢單月15日前應完成當期營業稅申報。106年1月9日已完成105年度11-12月營業稅
申報。

3.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每年1月31日前應完成上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105年度扣
繳憑單申報件數333件，已於106年1月23日申報完成。

4.  各類所得(收入)健保補充保費扣繳申報：每年1月31日前應完成上年度健保補充保費扣繳申報，105年
度個人健保補充保費達扣繳件數計31件，已於106年1月24日申報完成。

5.  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106年2月2-3日至本會辦理105年度期末查帳作業。
6. 105年度9-12月份收支表及年度決算表，提請理事會審查。(詳提案討論)
7. 106年度預算表，提請理事會審查。(詳提案討論)

出版委員會 
1. 發行建築網訊第417至440號，每月1日及15日發行。
2.  會刊雜誌85期主題為「開放建築與類型論」，由孫啟榮特約主編負責編輯執行作業，於106年2月22
日出刊，寄送會員及相關單位。

3.  會刊雜誌86期主題預定為「建築的雅典娜—紀念修澤蘭建築師，看見女性的空間實踐」，由許麗玉
特約主編負責編輯執行作業，預訂106年4月下旬出刊。

4.  本會會刊雜誌自80期起送聯灃書報社總經銷，陳列於金石堂、誠品、何嘉仁及茂榮書局等書店。

會員委員會
1. 會員入會、復權、退會。(詳提案討論)。
2.  105年12月13日召開第20屆第2次會員委員會，查核會士、榮譽會士、優秀青年建築獎候選人資料
等。

3.  106年3月4日，本會在籍會員正會員(含永久免納會費會員)1089名，學生會員411名、贊助會員18名
共15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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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委員會
1. 本會105年辦理研究案4案，已完成1案，其餘依計畫進行中。
2. 本會106年新辦理研究案4案，正辦理簽約手續中。
3. 本委員會開設建築評定中心，由主委林慶元及莊英吉委員籌設。
(開設費用由林主委及莊委員自行籌措財源，不含在委員會會議工作預算內)

國際事務委員會
1.  105年12月11日，國立交通大學 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主辦「舉重若輕，建築教育新實踐－國際論
壇(Practicing the Pedagogy: Architectural Studio as Experimental Lab)」，松山文創園區 創意劇場舉
行，本會參與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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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106年2月12日辦理完畢。
2. 辦理「建築物室內設計」學術科講習班，預定106年4月30日開課。
3. 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學術科講習班，預定106年8月20日開課。

建築教育委員會 
1.  106年1月10日及3月10日
召開「全國建築設計教學

教案展覽暨建築教育論

壇」籌備工作會議。

2.  預定106年6月10日配合第
29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舉行第一屆建築設計教案

及教學成果展覽發表會。

結構委員會工作報告
1.  105年接受委託辦理審查
案2案，變更設計審查案1
案，已審查完畢。

2.  105年9月29日會同法規委員會研討「都市更新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委託審查」作業細則，已提第2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3. 會同審查都市更新特殊因素費用委託審查案1案，已審查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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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小組報告 
1.  擬邀請大連理工 范悅院長、西南交大 沈中偉院長、合肥工大李  早院長、深玔大學 仲德崑院長、清華
大學 朱文一前院長來台參加各校畢業設計評圖。

106年3月10日召開「全國建築設計教學教案展覽暨建築教育論壇」籌備工作會議

67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0507-86期.indd   67 2017/5/8   下午7:14



0507-86期.indd   68 2017/5/8   下午7:14



69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0507-86期.indd   69 2017/5/8   下午7:14


	P062-17TA193
	P063-17TA193
	P064-17TA193
	P065-17TA193
	P066-17TA193
	P067-17TA193
	P068-17TA193
	P069-17TA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