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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11:40 AM~12:40 AM 

地  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0 號 15 樓） 

應出席會員：227 位(個人會員 189 位，團體 19 個單位) 

實際出席會員：116 位 (包含委託書 12 位) 

請假會員：111 位 

主席：許銘熙理事長  

                 記錄：曾淑娟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_許銘熙理事長致詞 

今天各位會員不辭辛勞從各地遠道而來參加「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這份對學會關愛、積極參與的熱忱，令人敬佩。因為有您的支持，

相信臺灣災害管理相關科研技術與實務工作將向下札根，向上茁壯！ 

學會 10 年來默默的耕耘播種，今年終於可以歡笑收割，今年是臺灣

災害管理學會成立十週年的會員大會，回顧一路走來的足跡，有許多引

以為傲的事蹟、也有許多傑出優秀的會員締造光輝燦爛的史頁，為這個

國家貢獻智慧與經驗。可以這麼說，今天全國最優秀的防救災先進們均

齊聚在此，攜手共同為學會邁向另一個里程喝采。我們從零開始，在蔡

清彥前理事長、蔣偉寧前理事長、陳亮全前理事長的帶領下達成學會成

立初衷，為促進災害防救相關領域互動與合作、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之

交流，提升災害防救科技水準努力。在有限的財力人力下，本會平均每

年辦理 5 場以上研討會，2010 年（民國 99 年）發行電子報創刊號、2012

年（民國 101 年）誕生『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此外，十年來辦理

58 場教育訓練講座服務會員，我們十分重視會員的意見，今年也回應會

員的提議首度辦理「春季參訪活動」，廣獲好評。自 2011 年（民國 100

年）起之研討會即開辦學生論文競賽，學生熱情投稿，累計有 18 位學生

獲頒優秀論文獎。這些學生未來是這個社會防救災新生力軍，也傳承前

輩們的創新研究與經驗智慧。 

為穩定推動學會業務的發展，拓展國際相關災害管理學會之實質關

係，除原設立之會員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學術活動委員會外，本會於

2008 年（民國 97 年）第一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成立「國際交

流委員會」委由蕭代基常務理事擔任主任委員，後續得以進行多項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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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並完成與日本 ISSS 及韓國 KOSHAM 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及主

辦中日韓國際研討會。此外，為表彰國內防救災領域傑出貢獻者，本會

於 2014 年（民國 103 年）理監事會議中決議設立「獎賞委員會」審查相

關申請，第一屆「獎賞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任委員推舉林美聆常務理事

擔任，辦理三年來，已表彰多名優秀會員與團體。 

我們希望能提供會員更多元、更實際的服務。也因為有您的支持，本

會得以持續拓展學會各項業務，並確實達成當初設立時的目標，幫助社

會安全與進步。展望未來，我們肩頭上的任務更為艱鉅。有幸的是，我

們能藉此機會共同學習成長，累積許多寶貴經驗與建言，可以提供政府

作為未來面對環境災害時之參考建議。 

接下來我們請張倉榮秘書長為大家進一步說明，這一年來學會為我

們做了哪些事。此外，今年正值交棒的時刻，十分感謝大家的信任，把

學會的重責大任交付銘熙，讓我有此機會為大家服務了二年。交棒意味

著學會的成長與蛻變，縱然有許多的不捨與感傷，在學會這個大家庭裡，

我們期盼更多關心學會未來發展的會員能挺身貢獻專業與熱忱，再次感

謝各位會員的蒞臨，希望會員繼續支持與鼓勵本會，以及學會的會務順

利發展，年年創新高峰。 

三、104 年度會員大會臨時動議執行情形_張倉榮秘書長報告。 

案由：會員吳毓昌建築師發言：今聆聽水土保持局李鎮洋局長專題演講有 

感，建議學會能否於明年(105 年度)5～8 月間辦理半天或一天參訪
行程，參訪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監測系統。 

說明：本會於 105 年 3 月 24 日辦理「105 年度春季參訪活動」，透過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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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單位的協助，由本會賴進松副秘書長領隊，順利參訪了基隆河員山 

子分洪工程、大粗坑土石流監測站，猴硐國小舊校區、猴硐生態教 

育園區等，總計 28 名夥伴熱情參加，行程緊湊、紮實，雖然當天 

春雨濛濛、細雨紛飛，仍澆不熄夥伴們熱切求知的渴望，是一個讓 

人既充實又難忘的知性之旅。 

四、105 年度工作報告_張倉榮秘書長報告。 

  (一)會務 

1. 會籍管理與申報主管機關、會員資料異動更新。 

2. 會費繳交通知及會費管理。 

3. 學會網站改版與擴充、定期資料更新維護管理。 

4. 104 年度餘絀(103,151)。 

5. 105 年度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收入，合計伍拾壹萬捌仟貳佰元整。(截
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資料； 104 年 9 月 30 日止收入合計伍拾參
萬零玖佰元整)。 

6. 105 年「預繳五年優惠專案」累計 69 名，含 10 名續繳五年者 

7. 召開例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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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協辦各類研討會。 

(二)業務 

1. 會員委員會於本會 105 年 6 月 27 日第五屆第 07 次理事、監事聯席
會議會議提案，並由秘書處發函通知獲推舉之榮譽會員。恭賀～蔡
清彥先生等 11 名「榮譽會員」，自本會創會以來，奉獻心力，功績
卓著，經本屆會員委員會於第 06、0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並獲
全體理監事一致通過，榮獲本會榮譽會員榮耀，實至名歸。 

2.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電子報』自 99 年 6 月 15 日創刊， 102 年 2 月
第 11 期為提高及強化電子報閱讀價值與功能改版，每年定期發刊 4

次，分別為 2 月 15 日、5 月 15 日、8 月 15 日、11 月 15 日，寄發對
象為各領域防救災專業人士、媒體及線上訂閱者等逾 700 個目標對
象。 

3. 『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於 2012 年 3 月創刊以來，深獲好評，
學刊定期於三、九月 由臺灣災害管理學會出版發行，會員為免費寄
送對象。文章領域涵括防救災體系、防救災規劃、社會經濟衝擊、
資訊應用、心理創傷或其他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相關領域等之學術
論述，本刊期盼國內外學者賜稿，共同為災害防救之研究與發展努
力。 

4. 歡迎各界訂購本學會出版品（各年度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本會會員為免費贈送對象，會員另加購
得享優惠價 8 折。 

5. 各委員會業務。 

五、105 年度經費收支暫結報告_張倉榮秘書長報告。 

(105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收入：$9,205,496；支出：$9,292,420；餘
絀：-$86,924。 

六、討論提案： 

(一)案由：104 年度收支決算表(請詳會員大會手冊第 10 頁) 

 說明：1.本案業經 105 年 10 月 12 日召開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審議，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2.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計收入$1,028,296；支出$1,13

1,447；餘絀：-$103,151。 

 決議：通過。 

(二)案由：106 年度工作計畫案(請詳會員大會手冊第 12 頁) 
 說明：本案業經 105 年 10 月 12 日召開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議，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通過。 

(三)案由：106 年度收支預算案(請詳會員大會手冊第 14 頁) 
 說明：1.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五章預算決算之編審，並經第

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呈報
主管機關核備。。 

2.105 年度預算：經費收入$1,057,000 元；經費支出$$1,057,00

0 元；結餘$0。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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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 

會員吳毓昌建築師發言：今年 3 月 24 日參加學會辦理「105 年度春季參

訪活動」參訪活動，受益良多，對土石流及測量方面增加許多實務寶貴

經驗與知識，期待明年度能辦理相關活動。 

結論：明年度請秘書處規劃辦理。 

八、選舉第六屆理事及監事。（大會提請陳亮全前常務監事、洪如江前監事

監票） 

(一)理事選舉 

監票人員：陳亮全前常務監事 

發票人員：彭詩晴 

唱票人員：莊婕妤、楊博揚 

計票人員：洪苑瑜 

(二)監事選舉 

監票人員：蔣偉寧前監事 

發票人員：余軒誼 

唱票人員：張瑋倪、孔詠萱 

計票人員：袁迪祺 

(三)理事當選名單：(依當選票數排列) 

陳宏宇、李維森、吳瑞賢、林美聆、楊偉甫、鄭錦桐、陳樹群、陳伸

賢、賴進松、溫國樑、鄭明典、王藝峰、吳杰穎、蘇文瑞、施邦築 

候補理事：毛振泰、詹士樑、黃宏斌、陳天健、單信瑜 

(四)監事當選名單：(依當選票數排列) 

許銘熙、陳亮全、蔣偉寧、葉克家、張倉榮 

候補監事：簡賢文 

九、散會(1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