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_記錄
時
地

間：
點：

主
司
紀

席：
儀：
錄：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 日(日)下午 16:00~17:00
台中市星時代風華會館 2 樓星空廳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88 號，04-24529292)
柯理事長凱仁
張秘書長妃滿
林幹事宥伯

出 席 人員： 全體理監事暨秘書室會職幹部，應到 20 人，實到 11 人
( 不含林品章、陳光大、王照明 )
列 席 人員： 林崇宏、徐成坤、邵茗煜、謝維合、林維冠、廖怜淑、林忠毅、
曾時模、范熙文、詹杰儒、蔣世寶、柯亞先、王開立、張智超、
連俊名、王藍亭
會 議 議程：
1. 會議開始
2. 主席致詞
3. 介紹來賓
4.
5.
6.

來賓致詞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會務報告
6.1.秘書室報告(秘書長)
6.1.1. 本會補助 2014 設計教育與產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已在 2014
年 11 月 26-27 日於中原大學舉辦。
6.1.2. 本會補助崑山科技大學主辦第十一屆「2014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
作獎暨作品交流展」，已於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2 日期間舉辦。
6.1.3. 2014 年 12 月 19 日，由 ANBD 台灣會長陳光大教授組團；成員包
括有 ANBD 台灣理事楊炫叡和凱仁、虎科大教務長朱文浩、亞大
視傳系洪祺森、崑山科大曾薰誼、林美婷以及雲科大研究生等十
九人。柯凱仁理事長、楊炫叡與林美婷教授於同一地點個展開幕。
6.1.4. 2014 基礎造形會報已完成印製，本期發行 12 版共計 3 大張。
6.2.財務報告(財務長)
6.2.1. 自 2013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5 年 1 月 25 日
財務報表如【附件一】。
6.2.2. 自 2015 年 1 月 22 日為止，2015 年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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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會員繳交會費共計 27 位。

7.

6.3.
各工作小組報告
6.3.1. 國際事務長報告
6.3.2. 學報主編報告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報告
7.1.
「2014 年度財務收支表」案：照案通過。
7.2.
「2015 年度活動經費預算」案：照案通過。
7.3.
「2015 年度活動經費申請時間」案：決議，第一次申請期限改
為 1 月 31 日止，第二次申請期限改為 7 月 31 日止；請於截止日
期提早一週(1/23 與 7/23)寄達秘書室。
7.4.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與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會合併辦理時

7.5.

間、地點與形式：決議：地點台中，以節省經費方便會員為考量
決定開會地點。
2015 年 ANBD 舉辦學校：決議：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7.6.
7.7.

2015 年亞洲基礎造形教育論壇：決議：崑山科技大學。
本會「會報」增加常態性內容：照案通過

8. 討論提案
案由一：
提請通過「2014 年度財務收支表」案。提案人：財務長
說明：
自 2013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5 年 1 月 25 日財務報表，
如【附件一】，請討論。
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 二：
說明：

提請討論「2015 年度活動規劃」案。提案人：祕書長
為增加會員交流及促進會務正常運作，提請討論 2015 年度活動
規劃，請討論。
【附件二：2015 年度活動規劃表】
【附件三：2015
ASBDA 成田大會)
照案通過

決議：
案由 三：
說明：

提請討論林廷宜教授申請「ICDHS 2016 Taipei:設計史觀與設計
研究國際研討會」補助案。提案人：林廷宜
ICDH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Design History and Design
Stuies) 是一個對設計史觀與設計研究的國際研究社群，透過國
際會議的機會帶動跨國界的知識交流，委員會於 2002 年伊斯坦
堡會議正式成立，並以雙年為單位於世界各地定期籌辦國際會
議。研究主題主要著重對設計歷史、設計政策、設計實務研究以
及設計相關理論和議題等四個面向持續的關注與挑戰，對設計知
識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發展 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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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工作小組從 2014 年 10 月開始籌組與運作，預計於 2015

決議：
案由 四：
說明：

年底完成網站的架設。後續，將完成徵稿訊息的發送等前置作
業、催稿、審稿、彙整審稿意見並通 知審查結果、以及論文集
的編輯與出版作業。擬申請補助經費貳萬元整，請討論【附件四：
本案相關文件】。
照案通過
建議韓國基礎造形學會邀請我方交流演講或展覽時，以基礎造形
學會的會員為主。提案人：許杏蓉
使韓國基礎造形學會與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之間有更多交流
的機會，亦能保障學會會員權益。請討論。

決議：

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時提出一份兼顧到雙方與國際禮儀之文稿，再
討論，此案暫不決議。

案由五：
說明：
決議：

討論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時間、地點與形式。提案人：祕書長
配合新一代設計展，訂於 5/3(日)16:00，於台北市救國團劍潭青
年活動中心會議室(梅花廳)，會後餐敘。請討論。
將會議時間作適當調整，可調整為 5/1(五) 16:00。

案由六：
說明：

2014 年新入會會員申請討論案。提案人：祕書長
請審核自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至今日止，本會新入會會員申請

決議：

表。【附件五：入會申請】
1.張棣楨（水漾）
7.凃玉慧（嶺東）
2.吳家榮（水漾）
8.蔡誠一（長庚）
3.徐千舜（賣腦瓜） 9.林忠毅（傑睿/龍華）
4.蘇均衡（SOHO） 10.廖怜淑（包果/台藝大）
5.詹介珉（育達） 11.黃琡雅（東華）
6.許誌謙（中教大）12.張金昇（智據概念）
照案通過

9.

臨時動議
提案人：蔡進興
案由：104.05/09 辦理兩岸電子書研討會臨時動議提請討論。
決議：請提案人補送資料並請於五月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補充說明。

10. 監事會報告
蘇雅汾-決算預算表正常，感謝團隊辛勞。
11. 自由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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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散會
秘書長報告:增列.......
6.1.5.

本會補助並主辦 2014 關渡國際動畫節巡迴展，台中站活動 11/21(五)
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音樂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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