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第四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 

日期：民國 111年 12月 29日(星期四) 下午 13:30-17:30 

地點：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花卉館 B1教室(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或主講人 

13:00 ~13:30 報到 秘書處 

13:30 ~ 開幕式 張育森 理事長 

13:30 ~13:40 主席致詞及貴賓致詞 張育森 理事長 

13:40 ~13:50 會務報告 
張育森 理事長 
吳大維 常務監事 

13:50~14:00 第4屆理監事候選人介紹 張育森 理事長 

14:10 ~17:00            專題演講 張育森 理事 

14:10 ~15:00 
自2022 Floriade(荷蘭花博)探討台灣
都市林及相關綠色產業之未來因應 

郭瓊瑩 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15:10 ~16:00 那些樹與攀樹師的二三事 
許荏涵 攀樹師 
人文樹藝有限公司 

16:10 ~17:00 園藝和樹木的防疫效益 
張育森 教授 

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17:00 ~17:30 公布選舉結果及大合照 
張育森 理事長 
吳大維 常務監事 

17:30 ~ 大會圓滿完成 秘書處 

 17:30~18:30 第4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張育森 理事長 
吳大維 常務監事 

 

*備註：本次專題演講共3小時，全程參加的樹藝師/攀樹師確實簽到及簽退可獲得

CEU 3點。 

*備註：今年年會將選舉第4屆理監事，本會會友可於簽到處領取選票， 

       投票時間:13:00~15:00，公布選舉結果17:00 

*備註：請當選第四屆之理監事留下參與第4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yMnjwWzNpuBXKjqF7 

 電話：(02)3366-4856#308 李昱萱 

 電子郵件：twas.org.tw@gmail.com 

mailto:twas.org.tw@gmail.com


(依姓名筆畫排序) 

   

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理事候選人名單 

本次理事選舉，應選名額 21人，候補 7人，採無記名連記法。 

編號 候選人 服務單位 

1 王志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2 王義仲 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系主任 

3 王靖閎 綠職人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4 何承翰 臺灣環境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5 吳孟玲 農委會林試所副所長 

6 吳崇彥 吳崇彥建築師事務所 

7 李佩蓉 樹花園股份有限公司 

8 李建明 台灣智庫 

9 李韋辰 台灣樹木保育股份有限公司 

10 李勝倫 台灣樹木保育股份有限公司 

11 杜裕昌 人文樹藝有限公司 

12 林世宗 宜蘭大學森林系退休教授 

13 林俊延 樺翔股份有限公司 

14 邱志明 林業試驗所森林經營組前組長 

15 徐郁富 徐郁富建築師事務所 

16 曹明利 大春園藝技師事務所 

17 梁騏駿 遠東資源開發公司 

18 莊傑任 森林城市協會理事長 

19 郭瓊瑩 文化大學景觀系系主任/所長 

20 陳清郎 香港商第一線有限公司 

21 陳傳興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22 陳鴻楷 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副執行長 

23 黃裕星 農委會林試所前所長 

24 葉耕帆 台灣樹木保育股份有限公司 

25 詹明勳 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26 廖偉健 翠碧雅柏顧問有限公司 

27 盧昕宏 昕麟庭園藝有限公司總經理 

28 謝翁維 台灣樹木保育公司 

29 藍梁文 藍山園藝有限公司負責人 



(依姓名筆畫排序) 

  

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監事候選人名單 

本次監事選舉，應選名額 7人，候補 2人，採無記名連記法。 

編號 候選人 任職單位 

1 王亞男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退休) 

2 何有為 當代景觀 

3 李隆恩 林業試驗所 

4 邱彥彰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5 侯炳丞 怡仁生態景觀有限公司經理 

6 孫崇欽 綠達人有限公司 

7 張育森 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系教授 

8 張  彬 農委會林試所前所長 

9 許榮輝 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10 賴允慧 台北市產發局農發科 



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出席委託書 

茲委託人             因事無法親自參與台灣都市林健康

美化協會第 4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特委託              （即受

委託人）持本人授權之委託書，代為出席參與議事，並為表決。 

    此致 

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受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2 9 日 
 
注意事項 

一、 每一會員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一人之委託。 
二、 請持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到。 
三、 本會會員若自行開具「委託書」亦屬有效。 

 

 

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出席委託書 

茲委託人             因事無法親自參與台灣都市林健康

美化協會第 4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特委託              （即受

委託人）持本人授權之委託書，代為出席參與議事，並為表決。 

    此致 

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受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2 9 日 
 
注意事項 

一、 每一會員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一人之委託。 
二、 請持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到。 
一、 本會會員若自行開具「委託書」亦屬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