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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8 年 08 月 16 日(五) 16:30~18:30 
地    點： 皇品國際酒店會議室	

(嘉義市西區自由路	 468	 號) 
主    席： 黃雅玲理事長 
出席人員︰ 榮譽理事長林品章、榮譽理事長陳光大、榮譽理事長王照明、

理事長 黃雅玲、常務理事 張妃滿、常務理事 侯純純、常務

理事 許子凡、理事 傅銘傳、理事 林廷宜、理事 楊炫叡、理

事 洪明宏、理事 翟治平、理事 張文德、理事 藺  德、常務

監事 蘇雅汾、秘書長 連俊名、財務長 蔡政旻、幹事長曾薰

誼、幹事 陳淏煬。 
請假人員： 榮譽理事長柯凱仁、常務理事 葉茉俐、理事 許杏蓉、理事 郭

郁伶、理事 蔡進興、監事 林芳年、監事 黃國珍、監事 鄭建
華、監事 王藍亭。 

缺    席： 無 

紀    錄： 陳淏煬 
壹、主席致詞 

貳、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叁、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會議記錄】第八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事項提請確認。 
編號 案由 決議 

案由一 2019 年度亞洲基礎造形學會
年度會議進度報告與投稿狀況 

照案通過 

案由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
計學系舉辦「2019 視覺革新創
意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設計
工作營」補助申請 

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二
萬元整 

案由三 第八屆理監事會議理監事出席
狀況報告。 

決議於會員大會針對全勤
及有功人員頒發獎勵暨感
謝狀 

案由四 討論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暨暑假聯誼活動時間及地點，
提請討論。 

決議由南華大學視覺藝術
與設計學系 蔡政旻老師
主辦。 

案由五 追認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新
入會員第一次線上資格審查結
果，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肆、工作報告 

 一、秘書處 
本次會議報告重點在於 2019 亞洲大會檢討、國際交流所遭
遇的問題以及即將面臨的第九屆理監事改選，將於後續提
案中逐一報告及討論。 

二、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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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月收支狀況，請參閱附件一。 
2.	2019ASBDA 收支，請參閱附件二。 

三、國際事務處 
1.2019 春季展 9件作品、5篇論文。 
2.2019 普渡展 6件作品、1篇論文。 
3.目前多次跟韓國聯絡未收到 2018 新西伯利亞特展 5本論

文集、2018 秋季展 4本論文集、2019 開羅特展 5本論文
集、2019 清邁特展 3本論文集 2本作品集。 

四、學報編輯處 
基礎造形學報將進入第八期出刊，論文編排將改為大本格
式，目前學報很缺稿源，請大家踴躍投稿和持續支持！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 2019 年度 ASBDA 亞洲基礎造形聯合學會台中大會檢討報告，

提請討論。提案人：秘書室。 

說    明： 2019 年台灣區大會已於 7月 17～19 日於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與台中市政府主辦，大會議相關檢討報告如附件三。 

擬    辦: 經理監事確認後，擬請建檔作為後續團隊舉辦相關活動之參

考。 

決    議： 活動資料整理列檔，交由下一屆主辦參考。 

  

【案由二】： KSBDA 作品徵件跟論文投的費用，因韓國方面要求提高收費，

導致我方須調相關整價格(附件四)，相關收費標準，以及相關

應對方式，提請討論。提案人：國際事務處。 

說    明： 韓國當初邀請各國投稿便於向其政府申請國際展經費；但現任

會長表示，因為國外報名需要負擔國際郵寄費用，為避免會員

抗議，將提高收費。韓國報名費論文 40 美金、作品 50 美金。 

擬    辦: 學會需另收取國際匯款手續費、郵寄費、人事費等，建議論文

一件 2000 元，作品一件 2500 元，經理監事討論確定後，日後

韓方活動依此標準收取費用。 

決    議： 由於本屆 KSBDA 對本會種種不友善舉動，以及未經正常溝通程

序擅自提高投稿費用，本次普渡大學國際研討會暨招待作品

展，本會決議不予參加，並通知本會參加會員。 

  

【案由三】： 2019 年第 11 屆 ANBD 作品展，將以「融(Fusion)」為主題，

在京都、首爾、天津、台北的 4城市進行展出； "融" 可以延

伸理解為融化、和諧、和解、融合、融通和永恆等含義。2019. 

11.23~11.28 Taipei NTNU Teh-Chun Gallery 補助申請。提案

人：陳光大老師。 

說    明： 第 11 屆 ANBD 作品展資訊如附件五，擬申請補助二萬元。 

擬    辦: 討論通過後，予以補助並請於活動結束後提供活動資料以光會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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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撤案。 

  

【案由四】： 討論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九屆理監事改選會議時間及

地點，提請討論。提案人：秘書室。 

說    明： 第八屆理監事任期將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屆滿，為能第九屆

順利銜接，擬於 11 月份舉辦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九屆

理監事改選。 

擬    辦: 討論通過後，委請主辦學校與秘書室進行相關規劃工作。 

決    議： 決議於 11 月 23 日星期六於台北師範大學舉辦，再煩請陳光大

老師進行後續準備工作。  

  

【案由五】： 討論第九屆理監事改選會議辦法與執行方式。提案人：秘書室。 

說    明： 鑑於以往理監事選舉並無候選人提名與主動參選機制，致使部

分當選者無法執行理監事會務或當選後表示無意願狀況；適逢

教育部 7月 22 日書函：「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擬

兼任機關(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體職務，如有經提名選任

之需要，仍應於選任前經學校核准」(附件六)，故擬提請討論

執行方式。 

擬    辦: 討論通過後，委請秘書室進行相關規劃工作。 

決    議： 1.將規劃線上機制透過本會社群平台進行提名相關作業。 

2.教育部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03232 號書函不適用於本會。 

  

【案由六】： 確認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頒發表彰狀名單(全勤及有功人

員)。提案人：秘書室。 

說    明： 確認理監事會議全勤人員獎勵狀與有功人員感謝狀頒發人選。 

擬    辦: 討論通過後，委請秘書室進行相關規劃工作。 

決    議： 照案通過。規劃本會設置 學術、研究、貢獻、全勤四個獎項，

從現任理監事中選任評選委員審核受獎資格，相關法規由秘書

室進行草案制定，並由後續線上理監事會議進行表決通過。 

  

  

【案由七】： 追認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新入會員第二次線上資格審查結

果，提請討論。提案人：秘書室。 

說    明： 第二次線上資格審查計有一般會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維

俞、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徐子雲、嶺東科技大學 陳俊瑋、南台

科技大學 王文雄；學生會員：亞洲大學 黃維昱、國立宜蘭大

學 施佩君共六位申請入會，資料如附件七。 

擬    辦: 討論通過後，委由秘書室正式編入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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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理事洪明宏老師建議，附件二收支表關於中科大補助款部分，可加註補助狀

況以免混淆。 

柒、常務監事致詞 

捌、自由發言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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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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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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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9 年度 ASBDA 亞洲基礎造形聯合學會台中大會檢討報告 

 

1.學會與主辦單位之認知差異，導致溝通過程略有摩擦；建議口頭討論仍需要

會議紀錄供雙方確認。 

2.投稿系統過於複雜，本次採用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之論文投稿系

統，因其適用於常態性的期刊論文投稿，對於相關的收件、審查均有相關嚴

謹且制式的流程，不適合我們研討會使用。 

3.以往學會補助費用均撥款給主辦學校後，其他相關經費之收取與運用由主辦

學校自行在符合本會核銷規範下為之；本次大會經主辦臺中科技大學洪主任

委託協助代收投稿及作品展覽相關款項，對於收據開立與經費入帳、支出造

成莫大之困擾；為避免外界混淆，建議日後能夠避免。 

4.舉辦時段原為八月中，因配合臺中科技大學經費申請以及計畫結案之需求，

將日期提早之 7月 17~19 日，而與日本之學期期末與韓國其他活動衝突，導

致來臺出席之外賓人數較少。 

5.韓國現任會長對我方態度極不友善，從亞洲大會的費用、論文集的寄送等各

方面極盡刁難，導致秘書室相關作業人仰馬翻： 

(1)歷年大會都是各國收齊現金後帶到主辦國交付，我方於活動前已多次提醒

現場現金繳費，韓國會長今年 7/16 現場故意謊稱沒帶現金，要求秘書室

準備各種資料便於其國際匯款；並待秘書室人仰馬翻的備齊所需資料後，

7/17 下午方告知他們有準備現金。另經協助翻譯之中國山西會長剛春明主

任私下透漏，韓方是故意為難的。 

(2)亞洲大會論文集寄件，109 本共 9 箱國際運費就 16000 元(郵局對韓國只

有航空郵寄)，韓國會長 7/18 要求我方從台灣 1本 1本寄給韓國會員，我

方婉拒表示超過報名費預算後，8/9 改索取 1本貼 6美金的韓國國內運費

（共 654 美金，台幣約 2萬初）。換算 1人繳 2000 元報名費，郵寄費就佔

了 350 元。 

(3)7/2 KSBDA 普渡特展收件完後的 7/17 收到韓國來信通知表示：5/25 韓國

決議 KSBDA 海外徵件提高收費。同日 7/17 韓國會長並親口要求我方補

繳。繳件完後才通知漲價並要求補繳費用的做事程序不合理。 

(4)KSBDA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及作品集多本未寄達(累計 4次活動 19 本論文集

及作品集)，我方於 1/29 至今來回近 10 封的溝通及確認，韓國堅持皆已

寄出，寄丟並非韓國的責任，除不提供寄件單據或追蹤序號，也不提供電

子檔供我方處理後續事宜。 

(5)原訂 8/4 截止收件的 KSBDA 莫斯科特展，8/8 收到延期通知，並加入免費

報名的大學名單，台灣的大學接未被列入，相關準則並未說明。 

(6)我方資料歷經理監事改選後已多次通知韓方更新，依舊將相關通知、論文

集及作品集寄至第七屆聯絡處甚至寄丟(詳如第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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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議討論於韓國理事長改選前暫停參加韓國的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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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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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19 年第 11 屆 ANBD 作品展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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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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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新入會員第二次線上資格審查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