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第 18 屆第 1 次（104 年）會員大會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5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臺中市公訓中心(臺中市西區東興路 3 段 246 號 8 樓)
三、出席人員：
應出席人數：有效個人會員 327 人，團體會員 48 個。
實際出席人數：個人會員 222 人（親自出席 156 人，委託出席 66 人），團體會員 38
個。
四、缺席人員：個人會員 105 人，團體會員 12 個。
五、主持人：盧理事長鄂生

記錄：陳鶴欽

六、主持人致詞：(略)
七、來賓致詞：（略）
八、頒獎：
（一） 頒發第 16 屆地籍測量獎章
得獎人：交通大學史天元教授(本會監事)
得獎人：成功大學楊名教授(本會理事兼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 頒發 103 年期刊論文獎
1. 論文獎：可攜式全景影像測繪系統之設計及光束法平差
作者：陳永泉、蔡博慶、王彬權、曾義星
2. 佳作獎：e-GNSS 與 GPS 相對定位於地籍測量之精度分析
作者：葉大綱、許育源、崔國強
3. 佳作獎：旋翼 UAV 影像製作千分之一都市區局部區域正射影像之探討
作者：邱式鴻
（三）

頒發第 1 屆金界獎
應用系統獎：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籍圖重測系統（領獎人：劉主任正倫）
應用系統獎：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MEILAND 測量資訊管理暨外業測繪網路
系統（領獎人：蔡主任主吉）
創新服務獎：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行動地籍圖資定位作業應用推動（領獎
人：利副局長明輝）
創新服務獎：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應用整合式空間資訊技術提升地政作業效
能及服務品質（領獎人：蕭主任萬禧）

（四） 頒發資深會員榮譽狀
1. 個人會員
入會滿 30 年：名冊詳大會手冊附錄 1-7 頁。
入會滿 20 年：名冊詳大會手冊附錄 1-7 頁。
入會滿 10 年：名冊詳大會手冊附錄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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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會員
入會滿 20 年：名冊詳大會手冊附錄 1-8 頁。
入會滿 10 年：名冊詳大會手冊附錄 1-8 頁。
九、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紀錄核復及執行情形
本會第 17 屆第 2 次(103)年會員大會紀錄，經以 103 年 8 月 1 日地測會字第
1030057 號函報內政部，經 內政部 103 年 8 月 11 日台內團字第 1030228425
號核復除章程修正案應檢附修正前後對照與修正後條文報部外，餘同意備
查。嗣經本會再以 103 年 8 月 21 日地測會字第 1030062 號函將章程修 正 前
後 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報部核備。
（二）會務報告
1. 會員清查：
2. 依據 104 年會員名冊，本會截至 103 年 5 月 8 日止共有有效個人會員 327 人
(含 永久會員 12 人、名譽 會員 13 人、榮譽理事長 7 人)，團體會員 48 個
機關（構）。
3. 本會現有組織：
本會除設理事會、監事會外，設置有服務、編輯、研究發展、獎章審查、教育訓
練、國際事務及健康生活促進等 7 個委員會。其組織如下：
(1)理事會
理事長：盧鄂生
副理事長：蕭輔導
常務理事：高書屏、洪本善、梁東海
理事：謝福勝、吳宗寶、王定平、江俊泓、崔國強、陳惠玲、朱上岸、梁崇智、
蕭萬禧、楊名、江渾欽、紀聰吉、周天穎、張嘉強、吳相忠、陳典熙
秘書長：鄭彩堂（兼任）
副秘書長：蔡鴻勳（兼任）
秘書：黃錦桂（兼任）、陳鶴欽（兼任）
(2)監事會
常務監事：蘇惠璋
監事：史天元、朱金水、蕭正宏、容承明
(3)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李萬凱
委
員：江俊泓、孔繁榮、盧金胡、王啟鋒、陳振文、王定平、高書屏、
鄭宏逵、王文燦、李建利、楊熺東
總 幹 事：張台義
(4)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楊名
委
員：陳春盛、吳究、史天元、黃灝雄、洪本善、洪榮宏、趙鍵哲、
楊明德
總 編 輯：陳國華
編
輯：陳鶴欽、游豐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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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事：何美娟
(5)研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洪本善
委
員：陳惠玲、駱旭琛、吳宗寶、江日春、蕭萬禧、賴偉君、林志清、
鄭鼎耀、彭丈、黃文華
總 幹 事：王敏雄
幹
事：謝東發、董荔偉
(6)獎章委員會：
主任委員：蕭輔導
委
員：張元旭、黃榮峰、曾國鈞、謝福來、曾清凉、洪本善
幹
事：由本會秘書處兼任
(7)教育訓練委員會：
主任委員：劉正倫
委
員：崔國強、李文聖、葉文凱
總 幹 事：林世賢
幹
事：謝正亮
(8)國際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周天穎
委
員：曾耀賢、陳惠玲、江俊泓、張坤樹、葉美伶
總 幹 事：邱明全
幹
事：李佩珊、湯美華、鄒慶敏
4. 理監事聯席會議重大決議重大事項：
(1)
103 年 9 月 22 日第 17 屆第 6 次理監事聯席會
(A)陳典熙遞補為本會理事。
(B)為配合不動產仲裁協會之成立，本學會將成立新增不動產界址鑑測委員會，
並研擬組織簡則，提報理監事會通過後實施。
(2)
103 年 12 月 30 日第 17 屆第 7 次理監事聯席會
(A)確認本會金界獎實施辦法及辦理金界獎選拔活動，並由本會理事江渾欽教授
擔任金界獎評選團召集人。
(B)通過同意加入中華不動產仲裁協會並依規定繳交年會，推薦由盧理事長鄂
生、蕭副理事長輔導及洪常務理事本善等 3 人擔任會員代表。
(C)通過成立界址鑑定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由盧理事長兼任界址鑑定委員會籌
備工作小組召集人並進行相關籌備事宜。
(D)通過本會 104 年度工作計畫案。
(E)通過籌辦本會第 18 屆第 1 次(104 年)會員大會暨第 18 屆理監事選舉，由常務
理事蘇惠璋先生擔任擔任司選委員會召集人，並由容監事承明、朱監事金水、
蕭理事萬禧及吳理事相忠擔任司選委員。
(F)確認 2015 年應召開國際地籍測量總會，總會 LOGO 可採對外徵圖評審方式，
再提送理監事會議確認。有關第 10 屆國際地籍測量研討會請秘書室及國際事
務委員成立籌辦小組，並邀集相關政府單位人員參加。
(3)
104 年 3 月 2 日第 17 屆第 8 次理監事聯席會
(A)通過本會 103 年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基金收支表、損益表及資產負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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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過本會頒發第 16 屆地籍測量獎章得獎人案。
(C)通過修正本會會員獎勵辦法，修正為入會滿 10 年，並於每滿 10 年時，頒發
獎狀，另通過頒發 104 年度資深會員榮譽狀案，得獎名冊詳如附錄 1。
(D)通過為第 1 屆金界獎獎選拔活動決審案。
(E)確認本會網頁 104 年度仍繼續向桃園創新技術學院租用主機並委由辦理網頁
管理維護等保固事宜。
5. 本會發行刊物出版情形：
（1） 本會發行之期刊「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量」每半年出版 1 期，由編輯委員會負
責邀稿、審稿、編輯及委商印刷，本屆編輯委員會已於 103 年 7 月開始，發行
第 2 卷第 2 期及第 3 卷第 1 期並寄送會員，本刊以提升國內測繪與空間資訊研
究水平為目標，屬於國內全體測繪產官學研界的中文學術論文發表園地，並期
許 105 年可申請 TSSCI 認可之期刊，第 3 卷第 2 期預定於 104 年 7 月發行。
（2） 本會發行之會刊「地籍測量」
，由本屆編輯委員會自 102 年 1 月第 32 卷起，已
修正發行電子期刊，已完成第 33 卷第 2 期至第 34 卷第 1 期共 4 期會刊編印作
業，並以電子郵件通知會員下載參閱。第 34 卷第 2 期預定 6 月下旬發行，採
電子期刊方式發行，請各位會員務必更新會員之電子郵件資料。
（3） 本會「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量」期刊自 103 年 1 月第 2 卷 1 期起與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共同發行，國土測繪中心每年每期以補助不超過 4 萬元額度之印刷費
及郵資。
6. 地籍測量研討會辦理情形：
本會為建立地籍測量經驗交流機制，以提升地籍測量水準，由研究發展委員
會規劃辦理地籍測量相關研討會，辦理場次說明如下：
（1） 本會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
局農林航空測量所及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等機關共同主辦「3D 地籍建物管理
及地籍測量作業研討會」，業於 103 年 7 月 11 日假臺中市公訓中心圓滿完成。
（2） 本會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新竹市政府及台灣省測
量技師公會等機關團體共同主辦「VBS-RTK 應用及地籍相關圖資更新作業研討
會」，業於 103 年 11 月 20 日假新竹市政府財稅局文康中心圓滿完成。
（3） 本會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及台灣省測量技師公會等
機關團體共同主辦「可攜式測繪系統與地政測繪創新服務研討會」，已與本日
稍早開幕及進行第 2 場次研討，請各位貴賓、各位會員在會員大會後持續參加
下午議程。
7. 第 9 屆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於 2014 年 8 月 26 日至 27 日於韓國首爾國際會
展中心（COEX）舉行，本次由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周天穎教授帶團參加，臺
灣計有 18 人參加。另第 10 屆國際地籍測量研討會將於 2016 年輪由本會主辦，
正積極協調國內各相關單位編列經費並成立籌備小組因應，並將於本(104)年先行
召開中日韓國際地籍學會總會會議，俟第 18 屆理監事就任後，將就相關籌辦情
形提出報告。。
8. 本會第 16 屆地籍測量獎得獎人，經本會獎章委員會及理監事聯席會審議結果，
得獎人為史教授天元及楊教授名(具體事蹟詳附錄 1)。得獎人已於本日會員大會
頒發獎章。
（三）教育訓練辦理情形報告

4

1. 在職訓練班：
（1） 本會於 103 年 7 月 21~24 日在中央大學辦理「103 年新進測量人員教育訓練」
訓練，計有原桃園縣地政局暨相關地政單位共 25 人參加。
（2）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委由本會辦理「地籍圖重測教育訓練班」
，業於 103 年 11 月
25-26 日在臺中市公訓中心辦理完成,計有 41 人參訓。
（3） 桃園縣政府地政局委託本會辦理「地籍圖重測教育訓練」，業於 103 年 12 月
16-17 日在中央大學辦理完成,計有 30 人參訓。本(102)年下半年，將持續與團
體會員及各地政機關聯繫，規劃辦理測繪人員在職訓練事宜，協助推動相關測
繪業務。
2. 考前短期訓練班：
（1） 103 年下半年度短期專業訓練班業已辦理中區航空攝影測量、測量平差、地籍
測量與製圖學、地理資訊系統、平面測量學及北區航空攝影測量，共計 6 場次
115 人次。
（2） 104 年度上半年短期專業訓練班自本年 3 月份起陸續開課至 6 月下旬結束，在
中區開設攝影測量學、測量平差法、大地測量學、地理資訊系統及製圖學等課
程，共計 5 場次 150 人次。

十、 討論提案：
案由一、本會 104 年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敬請 追認。
說明：本會 104 年工作計畫（如附件 1）及收支預算表（如附件 2）業提第 17 屆第 7
次理監事聯席會審查通過。
辦法：審議通過後，送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辦法通過。
案由二、本會 103 年收支決算表，敬請 審議。
說明：本決算表（如附件 3）經本會第 17 屆第 8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審查通過。
辦法：審議通過後，送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辦法通過。
案由三、本會 103 年資產負債表，敬請 審議。
說明：本資產負債表（如附件 4）經本會第 17 屆第 8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審查通過。
辦法：審議通過後，送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辦法通過。
案由四、本會 103 年現金出納表，提請審議。
說明：本現金出納表（如附件 5）經本會第 17 屆第 8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審查通過。
辦法：審議通過後，送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辦法通過。
案由五、本會 103 年損益表，提請審議。
說明：本損益表（如附件 6）經本會第 17 屆第 8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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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審議通過後，送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辦法通過。
案由六、本會 103 年基金收支表，提請審議。
說明：本基金收支表（如附件 7）經本會第 17 屆第 8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審查通過，提
撥基金 20 萬元整。
辦法：審議通過後於 104 年提列，提列數將列入 104 年收支決算表及基金收支表，並
送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辦法通過。

十一、

臨時動議：

案由及說明：由張會員明政提建議案，有關本會年費調升為 800 元，與其他學會通常
為 500 元不相當，且景氣不嘉薪水未漲，服務項目並未增加，建議由學會年費
應調降至 500-600 元間。
決議：請秘書處蒐集其他學會收費標準後，提案送理監事會討論確定。

十二、

選舉事項
理事選舉部分：
監票員：容承明
發票員：謝東發
計票員：李明霈、黃慧婷、劉雯婷
唱票員：吳竣宇，黃華尉
監事選舉部分：
監票員：容承明
發票員：董茘偉
計票員：李美娟
唱票員：彭明輝
選舉結果：
◎理事當選人數計 21 人：劉正倫（107 票）、蕭輔導（103 票）、鄭彩堂（98 票）、
高書屏（96 票）、洪本善（96 票）、吳宗寶（85 票）、江渾欽（83 票）、
楊名（82 票）、周天穎（75 票）、吳相忠（71 票）、曾耀賢（70 票）、蕭
萬禧（69 票）、崔國強（68 票）、邱仲銘（66 票）、王定平（64 票）、謝
福來（61 票）、黃榮峰（59 票）、梁東海（57 票）、梁崇智（54 票）、紀
聰吉（50 票）、謝福勝（50 票）
◎候補理事：張元旭（49 票）、江俊泓（44 票）、陳惠玲（41 票）、張坤樹（38
票）、朱上岸（36 票）、陳典熙（36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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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當選人數計 5 人：蘇惠璋（110 票）、史天元（98 票）、蕭正宏（77 票）、
容承明（66 票）、白敏思（54 票）。
◎候補監事：徐百輝（46 票）。
十三、

散會：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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