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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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2 日 聯絡人：鄒國珍  小姐 
發文字號：（106）鋼協字第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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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會員大會暨 2017 年鋼結構工程技術研討會 

開會時間：民國 106 年 6 月 9 日~6 月 10 日(詳大會活動內容) 

開會地點：墾丁悠活渡假村 

（屏東縣恆春鎮萬里路 27-8 號 ） 

主持人：陳理事長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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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前繳交。 
三、所有紀念品限當天會場領取，會後恕不補發。 
四、欲參加活動者，請填寫回覆單，以利秘書處統計人數準備資料及備餐。 
五、本會團體會員，大會提供 1 名免費名額（繳清 106 年度會費者）；鋼板捐款

協會之中鋼客戶，大會提供 1 名免費名額。 
 

       
     
 

 

      理 事 長   陳海平  

 

正本 

檔號： 
保存年限：



106 年會員大會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6 
月 
9 
日

(五) 

14:00～15:00 會員報到，辦理住宿登記 (墾丁悠活渡假村) 
15:00～15:30 主席與貴賓致詞 陳海平理事長等人  

15:30～15:40 大會籌備主任委員致詞 
中鋼結構公司 
陳擇良總經理 

15:40～15:50 頒獎 陳海平理事長 

15:50～16:50 
特邀演講 
公路總局 

夏副局長明勝 
一座舞動的橋梁 

16:50～17:10 會務報告 彭朋畿秘書長 
17:10～18:00 自由活動 
18:00～20:00 年會晚宴、摸彩、表演 

 

6 
月 
10 
日

(六) 

07:00～09:00 早餐及自由活動 

09:00～09:50 
專題演講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曾榮川協理 

鋼箱型梁橋於 BIM 應用之參數化 
快速建模 

09:50～10:00 中場休息交流 

10:00～10:50 
專題演講 

永峻工程顧問公司 
鍾副總經理俊宏 

大跨距鋼棚架規劃設計案例- 

中龍鋼鐵料場室內化工程 

10:50～11:00 中場休息交流 

11:00～11:50 
專題演講 

聯邦工程顧問公司 
陳副總經理煥煒 

高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結構設計簡介 

12:00~13:30 午餐 
16:30 賦 歸 

 
※ 會程如有改變以協會網站及現場公告為主。 
報名費用：1.費用明細詳見報名表，年會活動報名費用含住宿、餐費、保險費等。 
          2.報名繳費後不克參加者，106.5.20 前通知本會者可退費，逾期者恕不退費。 
參加辦法：郵政劃撥，請將報名表及劃撥單收據傳真至本會。 
郵寄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58 號 10 樓 
聯絡電話：(02)2502-6602      傳  真：(02)2517-2526       E-mail：cisc@ms13.hinet.net 
 



 

【附件 會員大會回覆單】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106 年會員大會回覆單 

                                                              

一、親自出席回條 
(敬請於 5/25 前回覆本協會，此回條可以 e-mail、傳真回覆) 

姓名  會員編號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傳真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用餐 □葷食  □素食

手機  

E-mail  

非會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性別 與本人關係 素食 

     □ 是 

報名費 

□免費名額( □團體會員  □鋼板捐款廠商 ) 
□會員每位1,500元--------------------------------------------------------------------小計          元
□非會員每位 3,000 元----------------------------------------------------------------小計          元
□一人一房額外加收住宿費 2,000元----------------------------------------小計_________元
合計              元 
＊收據抬頭：□同服務單位，或                                 
□收據於報到時領取，或□須先開寄收據請款。 

住宿 原則上由大會按報名先後次序安排 2 人 1 房。 
□請安排與                 同宿(請事先與同住者協調並註明。) 

繳費辦法 
□郵政劃撥 17283103，戶名：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銀行 006 南港分行  帳號【3100-717-200051】 
戶名：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前往方式 
□自行開車  
 
(車號：          ) 

搭乘專車 □ 去程 6/9 中午 12:00  發車（高鐵左營車站） 
         □ 回程 6/10 下午 4:30  發車（墾丁悠活飯店） 

      ※6/9 搭乘專車者，午餐自理。※ 
注意事項：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回傳至本會並來電確認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TEL：(02)2502-6602  FAX：(02)2517-2526 
表內個資僅辦理住宿及保險之用。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106 年會員大會回覆單 

                                                              

二、無法出席回條(委託出席請詳實填寫下方委託書) 
(敬請於 5/25 前回覆本協會，此回條可以 e-mail、傳真回覆) 

 

會員編號 姓名 

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 放棄委託出席 

(ˇ) 

(免填寫委託書)

自行委託其他會員代表

(ˇ) 
(請詳填委託書) 

授權協會代尋受委託人 
(ˇ) 

(僅填寫委託人部分) 

     

     

 
 
備註：1、不克出席者，請勾選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或放棄委託出席欄位。 
      2、無法找到受委託人者，若您同意，可授權本協會代尋大會當天出席者接受委託。除

請您勾選上方授權協會代尋受委託人欄位，並先將委託書之左側委託人部分填寫完

畢，傳真或寄回本協會。 
3、委託書如下表。 

                                                                                 
 

委託書 
敬請於 5/25 前回覆本協會，此回條可 e-mail 或傳真回覆 

大會當天請受託人攜帶正本出席 
 

本人委託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代理出

席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106 年會員大會，並行使權利。 
 
委託人：                   (簽章) 

會員編號： 

服務單位： 

受委託人：               (簽章) 

會員編號： 

服務單位： 

備註：1、填寫後請先傳真或郵寄副本給本協會，正本交由受委託人(可連同 106 年常年會費)，
於會議當日攜至會場繳交。 

2、受委託人須為本協會會員，且每位會員僅能接受一人委託。 
3、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席次二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