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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會議記錄  

 

主旨 : 檢送本協會第四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紀錄一份，請查照。 

說明：附件說明如附: 

一、 本協會第四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業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假國

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花卉館順利召開，感謝台端協助與支持。 

二、 為求各項會務能持續成長進步，尚祈台端賡續對本學會之支持與指教。 

 

 

 

 

  

地    址：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 

園藝暨景觀學系花卉館 

聯 絡 人：李昱萱 

聯絡電話：02-33664856#308 

電子郵件：twas.org.tw@gmail.com 

傳    真：02-33664855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第四屆第 1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13：30-17：30 

二、會議地點：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花卉館 B1 會議室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三、出席人員：應出席 153 人，實際出席 77 人（親自出席 68 人，委託出席 9 人） 

四、主席：張理事長育森、吳常務監事大維                  記錄：李昱萱 

五、主席致詞：（略） 

六、來賓致詞：（略） 

主席：張理事長育森                                

七、報告事項： 

 (一)、年度會務報告（張理事長育森） 

1. 111 年度本協會計召開 2 次會員大會(2 月 11 日、12 月 29 日)及 3 次理、監事聯席

會討論和議決相關會務，並規劃本會業務推展及未來發展方向。 

2. 完成會員申請案之審議及會籍清查，111 年度至 111 年 12 月 20 日止新加入常年會

員 33名，有效會員總數為 153 名（常年會員 143 人、常年團體會員 10個）。 

3. 營業人註銷事宜已於第 3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並已於 3 月辦理完

成。 

4. 去年度於 11 月開放預購 ISA 樹藝師紀念衫、ISA 攀樹師紀念衫與 ISA 帽子，共 34

人訂購，協會已向 ISA 購買，並已全數出貨給訂購者。 

5. ISA 新版「樹藝學概論(Arborists’ Certification Study Guide, 4th Edition)」和「攀樹

指南(Tree Climbers’ Guide, 4th Edition)」已經出版。 

6. 協會已與 ISA 簽約完成，將安排授課講師協助翻譯樹藝學概論，更新為第 4 版(第 3

刷)，並加上副標「認證樹藝師學習指南」。 

7. 攀樹指南因銷售量較低，庫存量剩餘 426 本，協會擬請攀樹委員會邀請專家提供變

動處之翻譯版本，印刷一本增訂集與原書一同販售。如已有攀樹指南欲購買增訂集，

可參考印刷成本後販售。 

8. 今年 2022 世界攀樹錦標賽於 9月 9 日至 9 月 11日在丹麥舉行，協會指派許荏涵攀

樹師為台灣選手，並為代表參與瑞典的攀樹會議。許荏涵攀樹師的選手資格為 2017、

2019及 2020 年 TWTCC 女子組冠軍。協會按慣例補助比賽的報名費用。 

9. ISA 2023 亞太攀樹錦標賽 (APTCC) 計劃於 2023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新加

坡樟宜 CSC 舉行，本會攀樹委員會將會組團前往新加坡參與亞太攀樹錦標賽

(APTCC)，與各國選手交流，並向主辦國觀摩學習，瞭解爭取台灣主辦亞太攀樹錦

標賽的可行性。 



 

10. 協會承接「陸軍司令部營區景觀樹木修剪人員訓練課程」一案，由昕麟庭園藝有限

公司執行，已於 8月結案，並已請款完成。 

11. 111年度協會出版物銷售量: 樹藝學概論: 157 本；攀樹指南: 86 本；風險評估: 116

本；凱莉絲:3本；螢火蟲: 3 本。111 年度協會出版物庫存量: 樹藝學概論: 254 本；

攀樹指南: 410 本；風險評估: 219 本；凱莉絲: 321 本；螢火蟲: 115 本。 

12. 辦理 ISA 認證樹藝師、攀樹師中文考試 3 次，辦理情形如下。 

考試項目 日期 報名人數 通過人數 

樹藝師 

1 月 15 日 38 人 8 人 (通過率 21%) 

7 月 9 52 人 19 人 (通過率 37%) 

11 月 12 日 32 人 12 人(通過率 37.5%) 

攀樹師 

1 月 15 日 / 3 月 19 日 16 人 0 人 

7 月 9 / 8 月 20 日 14 人 6 人 (通過率 43%) 

11 月 12 日/待定 11 人 術科考試尚未辦理 

13. 今年共辦理 2次樹藝學研習精華班，第十三屆樹藝學研習精華班於 5月 6日至 6 月

25日辦理，包含 36 小時線上課程以及 6 小時實體課程，並於 6月 11日舉辦線上結

業考(報名人數：20 人)。第十四屆樹藝學研習精華班於 9 月 25日至 11 月 6日在高

雄開班，由愛種樹協會辦理，為實體課程，協會收取 10%行政管理費，共有 28 人

報名，課程已於 11 月 6日結訓。 

14. 今年於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9 日辦理第一屆樹木風險評估培訓班，包含 18 小時培

訓課程、學科及術科考試，報名人數為 26 人，全程參與可獲得 12 個 CEU 點數。 

15. 111年度教育訓練 CEU 辦理情形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報名情形 

5月 6日 苗木品質標準化建立與栽培管理 許原瑞 老師 47人 

6月 10日 原生樹種的選擇與應用 
章錦瑜 老師 

林煥堂 老師 
15人 

8月 17-18日 
氣候變遷下的都市環境因應之道

暨樹木褐根病管理與防災修剪 
由台灣生態樹藝協會辦理 

7月 1-31 日 
提供 6門 CEU 課程給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由龍巖股份有限公司計畫贊助) 
22人 

9月 23日 垂直綠化植生牆設計 盧昕宏 老師 28人 

12月 24-25日 樹木守護員培訓兩日營 
由社團法人台灣森林城市協

會及高雄愛樹人辦理 

 



 

 (三)、各委員會報告： 

 

圖 1、各委員會組織圖 

(四)、追認事項： 

案由一：本協會 110 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經費執行狀況表(表一)、現金出納表(表二)、

資產負債表(表三)及準備金執行狀況(表四)，提請追認。 

說明： 

一、 經上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送內政部審核，但因準備基金經費執行狀況表存

款息未列入，須修正後於本次會員大會追認通過後送內政部審核。 

二、 110 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經費執行狀況表(表一)、現金出納表(表二)、資產負

債表(表三)及準備金執行狀況(表四)，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五)、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協會 111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財務收支報告，提請審議。 

說明： 

1. 111年度會務執行情形如 111 年會務工作報告，提請審議。 

2. 111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二：經費執行狀況表(表一)、現金出納表(表二)、

資產負債表(表三)及準備金執行狀況(表四)，因年度尚未結束，擬請授權理事會於

年度結束後，據實編製報主管機關核備，敬請同意。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協會 11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1. 112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書草案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會擬修改章程第十七條，增設副理事長人數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1. 據本會章程第十七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常務理事

互選一人為理事長，一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

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

理之，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均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

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欲修改為「理事

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常務理事互選一人為理事長，一至三

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

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理事長及副理事

長均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

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 無。 

九、第 4 屆社團法人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理、監事選舉結果 :  

(一)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第 4屆理事當選名單：： 

當選人 得票數 當選人 得票數 當選人 得票數 

吳孟玲 55 莊傑任 45 陳鴻楷 38 

黃裕星 53 郭瓊瑩 44 廖偉健 38 

藍梁文 53 詹明勳 44 陳傳興 29 

邱志明 49 謝翁維 43 林俊延 28 

盧昕宏 47 李佩蓉 42 吳崇彥 27 

林世宗 46 杜裕昌 42 陳清郎 22 

何承翰 45 王志強 38 李建明 20 

 候補理事 7 人：王義仲 (19 票 )、李勝倫 (18 票 )、葉耕帆 (17 票 )、李韋

辰 (16 票 )、王靖閎 (13 票 )、曹明利 (9 票 )、梁騏駿 (8 票 ) 

 



 

(二) 社團法人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第 4屆監事當選名單： 

當選人 得票數 當選人 得票數 當選人 得票數 

王亞男 54 許榮輝 51 張育森 49 

孫崇欽 42 張  彬 39 邱彥彰 32 

何有為 28     

   候補監事 2人：李隆恩(26票)、賴允慧(17 票) 

十、散會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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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