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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第五屆第 06 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3月 17日(星期四)下午 6:00 

地    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0號 9樓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會議室) 

出席理事：許銘熙理事長、楊偉甫常務理事、陳宏宇常務理事、吳瑞

賢常務理事、林美聆常務理事、詹士樑理事、鄭錦桐理事、

毛振泰理事、施邦築理事 

出席監事：陳亮全常務監事、蔣偉寧監事、簡賢文監事、洪啟東監事 

請假理事：陳伸賢理事、吳杰穎理事、李維森理事、陳樹群理事、溫 

國樑理事、蘇文瑞理事 

請假監事：譚義績監事 

列席人員：會員委員會委員陳聯光博士 

教育委員會幹事張歆儀小姐 

學術活動委員會委員蘇文瑞博士（請假） 

國際交流委員會幹事林郁芳老師 

獎賞委員會幹事陳聯光博士 

張倉榮秘書長、賴進松副秘書長、傅金城副秘書長（請假） 

主    席：許銘熙理事長、陳亮全常務監事 

                 記錄：曾淑娟 

 

壹、 主席致詞_許銘熙理事長、陳亮全常務監事（略） 

貳、 上次會議記錄相關摘要（略） 

參、 報告事項： 

一、『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學術競爭力報告_華藝數位 

內容說明： 

(1) 期刊評比收錄新制簡介。 

(2) TSSCI 2016新制收錄評估： 

I. 申請基本條件：如期出刊、需刊滿近三年期數、近三

年經匿名審查的原創性論文每期平均 3篇。 

II. 四項審查指標：形式指標 5%、引用指標 15%（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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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期刊影響係數，但符合申請資格之新期刊得就

已刊行之期間採計。）；問卷調查 30%、專家審查 50%

（文章學術品質占 60%，評審制度及運作占 25%，

主編或執行編輯之學術成就占 15%。） 

二、會員入會申請案_會員委員會 

說  明： 

(1) 提報 7名新入會者：黃珮婷科員/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王

藝峰主任秘書/經濟部水利署、林貝珊助理教授/中央警

察大學防災研究所、周坤賢計畫經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公司、張育箏碩士生/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研究

所、呂錏泯碩士生/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研究

所、江炘杓分析員/中華整合評估協會處。 

(2) 上述申請名單業經本屆會員委員會審核通過。 

三、學術活動委員會業務進度報告 

說  明： 

(1) 編輯委員會之組織章程(草案)說明 

I. 學刊已針對 2015年 TSSCI審查意見，進行學刊之「災

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組織章程」 

II. 章程將針對 1.學刊目標 2.委員會執掌 3.委員會組織 

4.委員會議運作等。 

III. 目前已完成章程草擬，待編輯委員會議通過，本學

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2) 建立總編輯暨編輯委員會制度。 

四、教育委員會業務進度報告 

說  明： 

(1) 3月 9日協助辦理「台日都市地震防災研討會」。 

(2) 3月 24日協助學會辦理瑞芳參訪活動。 

(3) 預定於第二季召開第五屆教育委員會年度會議，針對仙

台減災綱領下，我國未來防減災課題進行討論。 

五、國際交流委員會業務進度報告 

說  明： 

(1) 英國在台辦事處 (British Office)徵求居住在台灣八個縣

市的英僑守望相助網絡志工(wardens)，以協助英國在台

辦事處聯繫在台灣各地的英國及愛爾蘭僑民，並訂於 3

月 18日辦理『 Warden Training Day』，英國在台辦事處

邀請本會譚義績監事發表演說，講題為「University 

Capacity Building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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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ce Community」，以及林美聆常務監事參與下午

分組演練指導。英國在台辦事處招募英僑守望相助網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world-location-news/3189

22.zh-tw 

(2) 張倉榮秘書長代表本會受邀參加 KOSHAM (Korea) 於

2015年 11月 26-28日舉辦之第三屆 Asia Conference of 

urban disaster reduction(ACUDR)，加強臺日韓三國的區

域防災合作。講題為“ Taiwan Flood Inund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六、秘書處會務報告 

(1) 會員現況：個人會員 184名，團體會員 18個單位。 

(2) 104 年度收支決算表（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收入 1,028,296元；支出 1,131,447元；餘絀合計（103,151）

元。 

(3) 104 年度資產負債表（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前期餘絀 212,354 元元；本期餘絀(103,151)元；合計

109,203元。 

(4) 104年度基金收支表餘絀：413,419元（含利息） 

(5) 105年度參訪活動： 

i. 參訪地點：基隆河員山子分洪工程、大粗坑土石流

監、測站猴硐媒礦博物園區、黃金博物館。 

ii. 主辦單位為臺灣災害管理學會/教育委員會/會員委員

會；協辦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iii. 活動日期：105年 3月 24日（星期四） 

iv. 活動費用：會員 400元(學會補助 500元)；非會員 900

元(3/10 前申請入會會員價 400 元)；(費用含車資、

保險、午餐、礦泉水、導覽。) 

(6) 2015研討會影片精華回顧。 

參、討論事項 

  一、審議會員委員會所提報 7位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案。 

說  明：個人會員入會申請分別為黃珮婷科員/台南市政府消防

局、王藝峰主任秘書/經濟部水利署、林貝珊助理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周坤賢計畫經理/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公司、張育箏碩士生/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

系研究所、呂錏泯碩士生/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研究所、江炘杓分析員/中華整合評估協會處等 7員。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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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委員會_本會常年會費收費標準討論案。 

案由 1：是否訂定國際（海外）會員收費標準？ 

說明：依據 104年 7月 7日第五屆第 4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請會員委員會針對國際會員入會收取辦法參考國內其他學 

會修訂之，再提至下次會議討論。 

 

案由 2：是否訂定永久（終身）免納常年會費標準? 

說明：學會運作多年以來，常有入會申請人或現有會員詢問，是 

否得永久免納常年會費案。 

決  議： 

(1) 國際（海外）會員收費標準比照國內會員收費方式，並提

供電子期刊瀏覽，如需紙本期刊之郵寄費用另自付。 

(2) 依本會章程第 8 條第 4 款規定，由理監事二人以上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者，可推薦為榮譽會員，得免繳納年會。建

議繳費滿 15年熱心資深會員可獲推薦。 

三、2016第六屆理監事改選作業暨會員大會規劃。 

說  明：  

(1) 05 月_ 秘書處以書面徵詢現任理監事繼續擔任意願。並
同時以書面徵詢會員意願。_參考名單名額：理事 30名、
監事 10名 

(2) 06月_參考名單不足額部分，將提報於第 07次或第 08次
理監事會議，由秘書處提供有效會員名單，請參與會議
理監事推薦適合名單，或推舉 3-5 位現任理監事共同提
列參考人選名單，秘書處並於會後徵得會員同意。 

(3) 09 月_秘書處彙整參考名單，製作選票，並於 9 月或 10

月第 09次理監事會議中用印。 

(4) 10月_中旬郵寄會員大會選舉通知。(需在 15日前發函通
知會員) 

(5) 11月_於會員大會辦理選舉事宜。 

決  議：通過；原則辦理選舉之年會選擇於大台北地區辦理，非
選舉年之年會可於台灣其他地區辦理年會。 

四、2016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初步規劃說明。 

說  明：  

(1) 規劃重點：臺灣歷經去年令人驚恐的八里塵爆緊急事件，
以及今年 0206地震災害，考驗國內大型災難處理應變能
力，面對臺灣複合式災害管理的現況，以學術角度與客
觀立場檢視災後災害防救相關工作、重要經驗學習、思
考解決方案與未來展望。 

(2) 為擴大研討會參與效益與匯聚整合相關防災教育資源，創
造活動高峰，本年度擬邀請政府相關單位共同參與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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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期：2016年 11月 4、18、25日(星期五)  

(4) 地點：大坪林 15 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北新路三段 200

號 15樓) 

(5) 委員會：秘書長為召集人籌設籌備委員會，由學術活動委
員會成員及秘書處組成。 

決  議： 

(1) 本年度邀請科技部 105 年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

司防災科技學門及國家災害防救科中心共同辦理。 

(2) 辦理日期需與科技部成果發表時程配合。 

(3) 授權秘書長為研討會籌備委員會召集人，請於下次會議提

出具體詳細規劃。 

肆、 臨時動議 

(1) 「2016年GSDI協會第15屆年會及國際研討會」訂於本(105)

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2日於臺北世貿南港展覽館舉行，會

議主題為「Spatial Enablement in Smart Homeland」，以符合

國家發展委員會刻正推動之「智慧國土」政策，包括智慧

災防、智慧運輸、智慧城鄉三大主軸議題。 

(2) 9大徵稿議題為智慧國土與空間資訊基礎設、國土資訊與管

理系統、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及政策發展、災害管理防

治及減緩、地球觀測及感測器、地理科技及創新空間資訊

基礎設施、地理資料協助決策、地理教育及製圖、區域及

全球空間資訊基礎設施倡議。 

(3) 研討會議程及參展說明。 

決  議： 

(1) 理監事會同意列為協辦單位，善盡行銷任務。 

(2) 請主辦單位提供攤位供學會推廣期刊等刊物。 

伍、散會(2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