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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知 

 

各位會員先進：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 2011 年結構與地震工程研討會謹訂

於一 OO 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六】上午八時三十分，假國立臺灣

大學應力所 111 階梯教室﹙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舉行，敬

請  撥冗出席。 

     順頌 

時祺 

理事長 張國鎮 謹啟 

注意事項： 

一、本次年會巳申請技師換照訓練積分。 

二、完成委託手續是指未能參加之會員將委託書交付出席會員以便代理

﹙一位出席會員僅能接受一位會員之委託﹚。 

三、大會當日將進行摸彩，贈送紀念品給出席會員及完成委託手續之會

員。 

四、附表：大會議程、大會提案單、委託書、2011 年結構與地震工程研

討會議程、技師訓練積分申請表、研討會報名表。 

五、備有台大專用停車章，請會員於當日至報到櫃檯蓋章，停車收費方

式以優惠標準計算。會場停車位有限，請儘量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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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

2011 年結構與地震工程研討會 
 

民國 10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111 階梯教室 

(臺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時間 議             程 

08:30～09:00 會員報到（領取資料、紀念品、選票及繳納會費） 

09:00～09:10 主席致詞（張理事長國鎮） 

 09:10～09:30 貴賓致詞 (蔡教授益超) 

09:30～09:40 工作報告 

09:40～09:50 提案討論 

09:50～10:00 臨時動議 

10:00～10:10 選舉第九屆理、監事 

10:10～12:00 地震學會第九屆理、監事選舉開票 

2011 年結構與地震工程研討會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 

時  間 講題 主講人 主持人 

13:00~13:20 
研討會開幕暨貴賓致詞暨頒

贈 100 年度地震工程傑出貢

獻獎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張國鎮理事長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黃震興理事長 

13:20~14:10 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廣域

複合式災害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股)公司 
張總經理荻薇 

14:10~15:00 全球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趨

勢下- 展望台灣綠建築的未來

台灣科技大學-台灣

建築科技中心 
鄭執行長政利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 
學會張國鎮理事長 

15:00~15:20 休                       息 

15:20~16:10 超高層結構基於性能化抗震

設計 

奧雅納工程咨詢(上
海)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汪總工程師洋 

16:10~17:00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環灣景觀

道路工程第 CH02 標鵬灣跨海

大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股)公司 
陳經理泓德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 
學會黃震興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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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結構與地震工程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贊助單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民國一○○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應力所國際會議廳 

 議程： 
時  間 講題 主講人 主持人 

13:00~13:20 

研討會開幕暨貴
賓致詞及頒贈 100
年度地震工程傑
出貢獻獎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黃震興理事長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張國鎮理事長 

13:20~14:10 
2011年東日本大震
災－廣域複合式災
害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公司 

張總經理 荻薇 

14:10~15:00 

全球氣候變遷與節
能減碳趨勢下--展
望台灣綠建築的未
來 

台灣科技大學-台灣建
築科技中心 

鄭執行長 政利 

中華民國地震
工程學會 

張國鎮理事長 
 

15:00~15:20 休            息 

15:20~16:10 超高層結構基於性
能化抗震設計 

奧雅納工程咨詢(上海)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汪總工程師 洋 

16:10~17:00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環灣景觀道路工程
第 CH02 標鵬灣跨
海大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公司 

陳經理 泓德 

中華民國結構
工程學會 

黃震興理事長 
 

費    用：每位 1,000 元（結構工程學會與地震工程學會會員免費）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 
1.本研討會已向工程會申請核備為「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規定」之訓練課程； 
 公務人員需登錄終身學習護照者，需全程參加並提供身份證字號由主辦單位登錄。 
2.於每場演講後進行大會摸彩。 

 

2011 年結構與地震工程研討會 

請於 100 年 11 月 25 日前回傳，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姓   名  

會員編號  

身份證字號  

E-mail  

服務單位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收據抬頭  

技師訓練積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 

請勾選技師訓練積點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 
【注意】需傳真報名或 E-mail 

     傳真號碼：(02)6630-0858 
     E-mail：thhuang@ncree.narl.org.tw 
聯絡人:黃子蕙小姐  
電  話:02-3366-27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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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提案單 

 

中華民國 100 年   月      日 

提 案 人 
姓    名： 

會員號碼： 

電話： 

傳真： 

地址： 

案    由 
 

說    明 

 

建議或 

辦法 

 

理、監事 

聯席會議 

彙編意見 

 

若有提案，請於 100 年 11 月 25 日(五)前傳真或擲回至本學會。 
傳真：(02)6630-0858 
電話：(02)6630-0810 
會址：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 200 號，「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黃子蕙小姐」收或 
      Email 至 thhuang@ncree.narl.org.tw，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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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茲委託                        會員(編號：        )出席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代表本人行

使權利。 

此     致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 

        

     委託人姓名：                  (簽名或蓋章) 

     會員編號： 

 

註: 出席會員僅能接受一位會員之委託 

 
 

委     託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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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會員資料更正 
 
親愛的會員您好 :  

 
承蒙您長期對「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的支持與愛護，在您的

支持之下本學會越趨茁壯成長，才有今日欣欣向榮的局面，敬表謝忱!  
 
平日為使您能快速獲得本會傳達的新訊息，為保障您的權

益，如您的個人資料有更正，敬請  將回條傳真或以電子郵件信
箱通告，以便更正。  

希望您仍一本過去對本學會的愛護，繼續參與，並請隨時
不吝賜教，謝謝。若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本學會。  

 
敬頌  

時祺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敬啟  

100 /11 /16  
------------------------------------------------------------------------------------------ 

 
 

敬請核對、更正或補充個人資料，謝謝！ 
會員編號：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地址：  
電    話：                      傳    真：: 
行動電話：                      E-mail* :   
(*本學會均以電子郵件寄送研討會等相關訊息，請務必填寫 Email 帳號) 

------------------------------------------------------------------------------------------ 

請勾選是否出席： 

1.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 參加 □ 不克參加 □ 素食 

2. 2011 年結構與地震工程研討會 □ 參加 □ 不克參加  

       時間：100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六)上午 8:30 (議程請詳附件) 
地點：台灣大學應力所 111 階梯教室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地圖如附件) 

※敬請於 100 年 11 月 25 日(五)前回傳本會，以利安排會議事宜，謝謝合作。謝謝！ 
  電話： (02) 6630-0810  傳真：(02) 6630-0858; 
聯絡人：黃子蕙小姐    E-mail：thhuang@ncree.narl.org.tw 

回  條



 

大會位址-應用力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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