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函

機關地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 42 號 11 樓-10
聯絡方式：陳映安秘書
電
話：(02)2543-1839
Line ID：taiwanadt
電子郵件：adtrocjmlin@gmail.com

受文者：全體會員代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 年 9 月 7 日
發文字號： TADT(2021)字第 110090700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附件一、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名冊
附件二、委託書
裝

主旨：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通知，請 查照。
說明：

訂

一、本會定於 110 年 9 月 25~26 日(星期六、日)假台北世貿中心世貿一館
2 樓(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 2 樓)舉辦 2021 Taiwan ADT 醫技
發展新趨勢、驅動數位新時代之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召開第十一屆
理監事選舉及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敬請出席。
二、會員代表報到時請攜帶證件領票(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三者其一即
可)。若不克出席者，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唯每位會員
代表僅得接受委託乙位為限。(委託出席為出席會員代表 1/3 以內)。

線

三、檢送會員代表名單及委託書如附件。
四、時間表
日期
9/26
(日)

時間
09:00 – 12:00
12:00 – 13:00
13:00 – 14:45

9/26
16:00 – 17:00
(日)

內容
地點
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投票
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開票
2樓2號
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室
l 選舉第十一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l 選舉第十一屆理事長
2樓3號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室

正本：全體會員代表
副本：內政部、本會秘書處

理事長

附件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名冊
北區 49 名、中區 21 名、南區 33 名、東區 4 名，共計 107 名
北區

裝

訂

線

中區

南區

東區

報到編號 姓名 報到編號 姓名 報到編號 姓名 報到編號 姓名 報到編號 姓名
A001 趙仁志 A027 林炳煌 A050 鍾啟仁 A071 廖文章 A104 陳秋文
A002 莊政洲 A028 李柏昌 A051 張文柱 A072 歐旻瓚 A105 王俊豫
A003 方賓仕 A029 吳淯慈 A052 黃義盛 A073 顏永松 A106 劉軒佑
A004 林元加 A030 劉子寧 A053 林茂欽 A074 謝建興 A107 盧人慶
A005 林錫禎 A031 邱耀生 A054 陳階翰 A075 鄭福吉
A006 張國棟 A032 林易霖 A055 江亭儀 A076 鄭宇潔
A007 鄭素蘭 A033 鄭楷翰 A056 陳政琮 A077 楊春全
A008 康建明 A034 黃國榮 A057 呂孟岳 A078 董國龍
A009 彭巧芸 A035 林岳震 A058 周佳瑋 A079 王嘉慶
A010 方立陞 A036 施村孟 A059 劉忠益 A080 何孟達
A011 陳宏毅 A037 吳曉霖 A060 劉靖彬 A081 吳昇達
A012 陳經義 A038 簡嘉甫 A061 柯榮昌 A082 柯光鴻
A013 張浩榜 A039 韓舒凱 A062 侯祥康 A083 李景文
A014 張哲宏 A040 呂漢棠 A063 吳政勳 A084 劉慶麟
A015 許平和 A041 廖啓鈞 A064 徐耀鴻 A085 林秉翰
A016 范芳瑜 A042 王㒥濃 A065 陳寶中 A086 陳柏凱
A017 李薇芳 A043 蘇清文 A066 顏銘萱 A087 蕭婕忻
A018 胡適麒 A044 李承儒 A067 張菽恩 A088 陳忠志
A019 黃怡勲 A045 劉格誌 A068 王慈佑 A089 蘇世慶
A020 林慧觀 A046 黃麗穎 A069 張宏地 A090 黃建文
A021 李居璋 A047 謝卓霈 A070 劉于菁 A091 溫世明
A022 汪詩珣 A048 胡永佳
A092 林俊男
A023 張瓅文 A049 楊滿足
A093 陳奕蓁
A024 郭俊顯
A094 杜得瑜
A025 陳茂盛
A095 高森杰
A026 楊小萱
A096 陳凱富
A097 陳靜宜
A098 陳姿卉
A099 姜廷穎
A100 林韋廷
A101 劉興燕
A102 李承洲
A103 戴姍慧

附件二

委 託 書
本人因故不克出席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第十一屆第
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茲委託本會會員代表

先生/女

士代表本人出席。

裝

此

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訂

委 託 人：

(簽名或蓋章)

受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線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6 日

注意事項：
1.每一會員代表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代表一人之委託。
2.受委託之會員代表於本委託書簽名或蓋章後，開會時請繳回
報到處。
3.本表僅供參考，會員若自行開具「委託書」亦屬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