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開會通知 

受文者：本協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3 日 聯絡人：鄒國珍  小姐

發文字號：（108）鋼協字第 130 號 聯絡地址：臺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58 號 10 樓 
速別：普通 聯絡電話：（02）25026602 傳真：（02）25172526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電子信箱：cisc@ms13.hinet.net 
附件：如文 網站：http://www.tiscnet.org.tw 

開會事由：108 年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101 會議室 

（台北市基隆路四段 43 號） 

主持人：王理事長炤烈

正本：本協會全體會員

副本：內政部

備註：一、依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社會團體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大

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

代理一人為限。

二、本年度會費尚未繳交之會員，請利用郵政劃撥（戶名：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帳號：17283103）於 6/10 前繳交。 
三、今年會員大會適逢理監事改選，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待 5/30 理監事會後再

行公告。

四、本次大會紀念品為鋼結構極限設計法設計手冊，所有紀念品限當天會場領

取，會後恕不補發。

五、欲參加大會活動者，請填寫報名表，以利秘書處統計人數準備資料及備餐。 

      理 事 長 王炤烈

正本 

檔號：

保存年限：



議  程
一、時    間：1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 
二、報到地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101 會議室 

(台北市基隆路四段 43 號) 
三、會    程：

會 程 時 間 備 註

報到+領取選票 09:00~09:30 報到即可開始理監事選舉投票

大 會 開 始 09:30

理事長致詞 09:30~09:40 王炤烈 理事長

貴 賓 致 詞 09:40~09:50

籌備會主任委員致詞 09:50~10:00 陳正誠 主任委員

頒獎 10:00~10:10 
鋼結構人行與自行車陸橋創意

設計比賽

鋼結構徵文比賽

大會特邀演講 10:10~11:00 

主講人：鄭正元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

授兼高速 3D 列印研究中心主任

題目：3D 列印技術於建築與結

構設計應用

休息 11:00~11:10 理監事選舉投票截止時間 11:10

會務報告

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11:10~12:00 彭朋畿 秘書長

午餐（便當） 12:00~ 13:00 

開票及會員聯誼 13:00~15:00 
提供點心及鋼構之美攝影作品

欣賞。開票時間 13:00 
公佈選舉結果時間 15:00 

專題演講 13:30~14:30 

主講人：王自強秘書長
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

題目：塗裝工程檢查員：鋼構

品管的要角

賦歸 15:00

會程如有改變以現場公告為主。



第十屆理事候選人

參考名單

NO. 被推舉人 現任公司 現任職稱

1. 王炤烈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總經理

2. 王鈴昌 永記造漆工業公司 協理

3. 吳威德 中興大學材料系 終身特聘教授

4. 呂紹榮 中龍鋼鐵公司 生產副總

5. 李家順 公路總局 幫工程司

6. 周中哲 台灣大學土木系 教授

7. 林克強 國家地震工程中心 研究員

8. 邱正彬 東鋼鋼結構公司 總經理

9. 邱毓家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技術經理

10. 夏明勝 交通部技監室 技監

11. 張盈智 築遠工程顧問公司 負責人

12. 許鉦漳 交通部公路總局 副局長

13. 陳天民 中鋼結構公司 董事長

14. 陳正平 結構技師公會 理事

15. 陳正誠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 教授

16. 陳生金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 教授

17. 陳哲生 柏林公司 總經理

18. 陳勝儀 中鋼結構公司 副總經理

19. 陳煥煒 聯邦工程顧問公司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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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被推舉人 現任公司 現任職稱

20. 陳德勝 中龍鋼鐵公司 總經理

21. 黃重嘉 中鋼公司 處長

22. 黃凱民 中鋼公司 副處長

23. 楊國珍 高雄科技大學營建系 教授

24. 劉邦恩 長榮鋼鐵公司 副總經理

25. 潘篤明 中鼎工程公司 副總工程師

26. 蔡明達 臺鍍科技公司 總經理

27. 蔣明基 春源鋼鐵工業公司 協理

28. 鍾俊宏 永峻工程顧問公司 副總經理

29. 羅遠智 大彥工程顧問公司 副總經理

30. 蘇明朝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常務理事

註：1. 本名單按候選人姓名筆畫排列。

註：2. 選舉時採用不記名投票，理事選舉 21名。

註：3. 候選人推薦名單僅供參考，選票會印有足額空白欄位，會員若另有
人選，亦可正楷於選票中填入姓名圈選，但總圈選人數仍不得超出

理事應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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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監事候選人

參考名單

NO. 被推舉人 現任公司 現任職稱

1. 甘錫瀅 永峻工程顧問公司 總工程師

2. 呂東苗 中興大學土木系 教授

3. 沈錦全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4. 林炳焜 中鼎公司 經理

5. 拱祥生 桃園市政府 顧問

6. 柯鎮洋 台聯工程顧問公司 總經理

7. 陳純森 天恩結構技師事務所 技師

8. 陳夢麟 長榮鋼鐵公司 副協理

9. 曾榮川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協理

10. 簡阿松 柏林公司 經理

註：1. 本名單按候選人姓名筆畫排列。

註：2. 選舉時採用不記名投票，監事選舉 7名。

註：3. 候選人推薦名單僅供參考，選票會印有足額空白欄位，會員若另有
人選，亦可正楷於選票中填入姓名圈選，但總圈選人數仍不得超出

監事應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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