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第十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時 

地點：中油大樓五樓 512會議室       主席：胡興台 理事長 

理 事 吳明賢、吳逸民、李元希(請假)、李憲忠、張文彥、許雅儒(請假)、

郭泰融(請假)、陳文山(請假)、陳卉瑄、陳建志、喬凌雲(請假)、董

家鈞、鄭錦桐、饒瑞鈞(請假) 

監  事 張中白、張建興、許慶詳、趙丰(請假)、劉家瑄 

列席：顏宏元、吳秋蕙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參、各委員會報告 

教育委員會：董家鈞理事 

教育委員會目前正朝向構想舉辦地球物理探勘的教育推廣，主要原因是理解

工程界有這樣的教育訓練需求，舉辦時間初步的構想，一個可能性就是希望能配

合明年的地球物理學會和地質學會的年會在龍潭一併舉辦，可以依地利之便。另

外一個可能性是依照公司團體需求，由我們去幫它們作教育訓練。希望能邀請各

位理監事一同構思如何推動才是最完善的。 

獎章委員會：李憲忠理事 

目前正在審查申請出席 AGU 國際會議補助案，截止日期是 11 月 28 日，共

有 28 人提出申請，大部分來自成功大學、台灣大學、中正大學與中央大學學生。

以送審資料來看，博士班已經有幾年的累積成果，故繳交出來的資料較為豐富，

碩士班學生可能時間較為急迫，無法做出這麼多研究成果。但為了要鼓勵學生有

機會就要去爭取，故盡量補助給碩士班的學生。通過補助的共有十五人，總支出

金額是壹拾伍萬陸仟元，超出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經費預算參萬陸仟元，擬請各位

理監事同意調整業務費。另以往最高補助可以達到陸萬貳仟元，今年通過補助人

數增加，故最高為壹萬兩仟元，最低是陸仟元。 

報告事項一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2 年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案。（秘書處）  



說明：102 年兩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將與「2013 年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

會(TGA)」合併舉辦，時間訂為 102 年 5 月 13~17 日，地點在桃園縣龍

潭渴望園區渴望會館(暫訂) ，估計有 1500 人的規模。 
     

報告事項二 

案由：【基礎地球物理學】一書編輯現況。(劉家瑄監事) 

說明：預計在明年一月下旬，會請各位作者再校閱，可以趕在下學期試教。 

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2年收支預算表，提請討論。(秘書處) 

說明：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一。依組織章

程，必須要在這次的 10月分的理監事會通過，明年的年會做追認的動

作，請各位理監事參考。按照規定依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下提撥基金，

整體看來我們的運作和財政方面都非常良好。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二 

案由：「101年度地球物理獎學金申請案」，提請討論。(秘書處) 

說明：一、依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地球物理獎學金設置要點第六點：奬學金

之審核：證件齊備後送所屬系主任推薦，轉送本學會理事會複核。

凡經核定之優秀學生，由本學會通知得獎人，於年會時頒發獎學金。 

     二、本年度共計八名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二。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三 

案由：23位入會申請案，提請討論。(秘書處) 

說明：學生會員 18 位，普通會員 5 位，詳參閱附件三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四 

案由：如何鼓勵青年學子從事地球物理領域研究工作，如地質學會馬廷英青年

論文獎。(陳建志理事) 

議決：請李憲忠理事邀請產官學界代表共同擬訂草案，再於理監事會通過。 

 

陸、臨時提案 

 

柒、散會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收支預算表 
自民國 102年 1月 1日至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止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數比較數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增         加 減        少 

一   本會經費收入 $1,095,000 $1,076,000 19,000   

 1  會費收入 165,000 150,000 15,000  個人會員350名、團體12名 

 2  利息收入 30,000 26,000 4,000   

 3  年會收入 100,000 100,000    

 4  委託收益 800,000 800,000   委託計劃之管理費 

二   本會經費支出 $1,095,000 $1,076,000 19,000   

 1  人事費 $80,000 $80,000    

  1 兼任人員工作 60,000 60,000   秘書長每月津貼5,000元 

  2 其他人事費 20,000 20,000   協助學會臨時工作費 

 2  業務費 $968,000 $968,000   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8條規定業務費 

與辦公費不得少於總支出 40%編列。 

  1 辦公費 $75,000 $75,000    

   文具用品、印刷費 10,000 10,000    

   郵電費 12,000 12,000   聯絡會員郵資及電話費 

   旅運費 30,000 30,000   出席會議費用及理監事交通補助 

   劃撥費 3,000 3,000   劃撥手續費 

   網頁及網域名稱租金 20,000 20,000    

  2 會議費 40,000 40,000   理監事會及各委員會會議活動支出 

  3 學術活動費 308,000 308,000   辦理研討會及協辦大專院校地球科學營隊活動 

  4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10,000 $10,000   繳納所屬團體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5 獎學金 $160,000 $160,000   各大學地球物理相關學系獎學金(每位20,000) 

  6 補助國際會議會費 $360,000 $360,000   學生會員參加國際性會議補助費 

  7 雜費支出 $15,000 $15,000    

 3  提撥基金 $47,000 $28,000 19,000  20%以下作為準備基金 

三   本期結餘 0 0   (預算表應本收支平衡原則編製) 

(附件一) 



101 年度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獎學金申請名單 

姓名 就讀學校系所年級 成績 

呂佳柔 
文化大學地質系(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89.08  

操行：82  

數值分析(含地物數,3學分)：98  

地震學(3學分)：82分  

衛星影像處理在地質學之應用(3學分)：82 

曾譯禾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90.47  

操行：89   

地球物理原理(含實習, 3學分)：95 

蘇緯宸 

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91.16  

操行：85  

地球物理學(3學分)：81  

海洋與大氣學(3學分)：82  

儀器學與實習(3學分)：87 

戴心如 

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三年

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3.88  

操行：90  

地球物理通論(含實習, 3學分)：90  

地震地體構造學(3學分)：83  

地震觀測與災害(3學分)：89 

劉亭妤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92.4  

操行：86  

地球物理探勘學(2學分)：99  

地球物理學(3學分)：92  

時序分析(3學分)：97 

賴姿心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91.9  

操行：85  

地球物理探勘學(2學分)：99  

地球物理學(3學分)：95  

構造地質學(3學分)：99 

陳怡瑄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89.72  

操行：85  

地球物理學概論：89  

強地動與地震災害：95  

全球地震活動導論：92 

王瑋 

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7.88  

操行：85  

地震學：86  

地球科學專題研究：87  

普通地質學：97 

(附件二) 



 
 

新加入會員名單 

學生會員 

陳志松 臺灣師範大學 

衣德成 國立成功大學 

洪廷毅 國立台灣大學 

江定遠 國立台灣大學 

陳昭瑜 國立台灣大學 

黃琇文 國立台灣大學 

劉冠亮 國立中央大學 

郭俊緯 國立中正大學 

楊怡俊 國立中正大學 

黃柏翔 國立中正大學 

曾少鋒 國立中正大學 

黃冠豪 國立中正大學 

沈宗佑 國立中正大學 

曾楷珺 國立中正大學 

蔡孟傑 國立台灣大學 

高嫚聰 國立中正大學 

賴柏宏 國立中正大學 

盧卡斯 國立中央大學 
 

普通會員 
林立青 中央研究院 

沈淑敏 國立中正大學 
高博敏 國立中正大學 

官思妤 國立台灣大學 

周友信 國立台灣大學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