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第十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一○二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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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李元希(請假)、李憲忠(請假)、張文彥、許

雅儒(請假)、郭泰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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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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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3年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總預算 360,000元，目前已補助 

198,000元(餘款 162,000元)，12月 AGU申請到 11月 9日截

止。 

2. 本學會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辦「從車籠埔斷層看過去、現

在、與未來的地震」，於 11月 21日至 11月 22日，請理監事

踴躍參加這次研討會。 

3. 於 2013.8.16所舉辦的地球物理探勘技術研習會相當成功，除

了感謝四位講師，更感謝董家鈞、陳建志、鄭錦桐辛苦籌劃。

等一下請鄭錦桐理事作更詳細的說明。希望往後每年都可以在

北中南辦理。 
參、各委員會報告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102年加入臺灣防災產業協會團體會員。（秘書長：顏宏元） 

說明：入會費貳萬元整、102年度會費貳萬元整。目前已加入團體會員為中華

民國地球科學學會、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報告事項二：地球物理學編輯概況說明。（劉家瑄監事）  

說明：請編輯委員會召集人劉家瑄監事說明編輯進度。 

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76694072424675/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76694072424675/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3年收支預算事項，提請報告。(秘書處) 

說明：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3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如附件一。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二 

案由：「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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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計九名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二。 

議決：通過。建議獲獎同學發表心得公告於網站或於年會張貼海報。 

 

提案討論三 

案由：112 位入會申請案，提請討論。(秘書處) 

說明：學生會員107 位，普通會員5 位，詳參閱附件三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四： 

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3年年會籌備相關事宜將授權

由籌備委員會辦理。(秘書處) 

說明：103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由東華大學與地質學會主辦。本學會在這次年

會將辦理理監事改選。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五： 

案由：每 2年舉辦一次 TGA或是維持每 3年舉辦一次 TGA?(秘書處)  

說明：  

一、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調查結果，有三個學會維持每三年舉辦一次，海

洋學會建議兩年舉辦一次。   

二、在 102年 7月 4日召開之 TGA 檢討會議中提議，將此議題列入各學會最

近一次的理監事會議中討論。學會利用通訊投票後，初步統計結果兩年與三

年票數各半，請討論。  

議決：維持每三年舉辦一次。 

 

提案討論六： 

案由：成立司選委員會事宜，提請討論。(秘書處) 

說明：討論第十三屆理監事選舉事宜。 

第十二屆司選委員會名單(請參考)：  



黃柏壽、陳文山、張建興、吳明賢、顏宏元  

 

 

議決： 秘書長 顏宏元、中央大學 陳建志、中油 宣大衡、中興社 鄭錦桐、

中研院 林正洪、氣象局 郭鎧紋(以上名單仍需經本人同意) 

 

 

 

陸、臨時提案 

 

柒、散會 

 

 

  

 

 

 



附件一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收支預算表 

自民國 103年 1月 1日至民國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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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000 $1,0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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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利息收入 30,000 30,000    

 3  年會收入 100,000 100,000    

 4  委託收益 1,200,000 800,000 400,000  委託計劃之管理費 

二   本會經費支出 $1,495,000 $1,095,000    

 1  人事費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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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20,000 10,000  協助學會臨時工作費 

 2  業務費 $1,2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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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 $75,000    

   文具用品、印刷費 10,000 10,000    

   郵電費 15,000 12,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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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308,000 92,000  辦理研討會及協辦大專院校地球科學營隊活動(增加研習活

動及地科營隊)  

  4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30,000 $10,000 20,000  繳納所屬團體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5 獎學金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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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000 $360,000 110,000  學生會員參加國際性會議補助費 

  7 雜費支出 $100,000 $15,000 85,000  含補充健保費預計一年約六萬以上 

 3  提撥基金 $107,000 $47,000 60,000  收入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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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附件二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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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品儀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3.635 操行：83 震測

探勘學(3學分)：80  地震學(3學分)：96  數

值分析(含地物數,3學分)：96 

張力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三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9 操行：87 地震觀測

與災害(3學分)：93  地球物理通論(含實習,3

學分)：98 

馮冠芙 
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4.07 操行:85  礦物

與岩石學(3學分):94  地震導論(3學分):89  

地球物理探勘(3學分):87 

唐啟賢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92.21  操行:85  地球

物理學 I:地震學(3學分):90  地球物理學 II(3

學分):94  地球物理探勘學(2學分):98 

顏銘萱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7.77  操行:86  地球

物理探勘學(2學分):92 地球物理學 I:地震學

(3學分):89 時序分析(3學分):96 

陳偉誠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   

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2.5  操行:86.5  地

球物理概論(2學分):93  太空環境概論(2學

分):85  地震地體構造(2學分):79 

劉芷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三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91.07  操行:85  物理

海洋學(3學分):89  洋流學(3學分):87  流體

力學(3學分):88 

蔡孟傑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5.5  操行:87  地球

物理原理(3學分):95  地震災害(2學分):95  

地球與行星物理(2學分):87 

陳信元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四年級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4.83  操行:86  地球

物理學概論(學分):A  構造地質學(學分):A+   

 

 



 

附件二 

學生會員(107 位) 

唐楚欣 中央研究院 

周啟聖 中央研究院 

蕭淞云 中央研究院 

曾渝婷 中國文化大學 

黃世豪 中國文化大學 

吳姵萱 中國文化大學 

莊惠年 台北教育大學 

游明翰 東華大學 

吳文傑 國立中央大學 

楊哲銘 國立中央大學 

林佩瑩 國立中央大學 

熊柏翔 國立中央大學 

蕭健宏 國立中央大學 

黃琮倫 國立中央大學 

劉學樺 國立中央大學 

謝元龍 國立中央大學 

賴柏蓉 國立中央大學 

廖怡雯 國立中央大學 

張承意 國立中央大學 

黃鈺婷 國立中央大學 

陳凱勛 國立中央大學 

蘇怡璇 國立中央大學 

陳立凱 國立中央大學 

管卓康 國立中央大學 

簡曼屏 國立中央大學 

秦韶晉 國立中央大學 

林駿廷 國立中央大學 

蔣盼忻 國立中央大學 

唐啟賢 國立中央大學 

丁歆庭 國立中央大學 

蘇柏立 國立中央大學 

林晟毅 國立中央大學 

呂奇祝 國立中央大學 

彭冠皓 國立中央大學 

林姿綺 國立中央大學 

徐子媛 國立中央大學 

洪肇謙 國立中央大學 

賴姿心 國立中央大學 

蔡育霖 國立中央大學 

柯利鴻 國立中央大學 

李俊叡 國立中央大學 

莊美惠 國立中央大學 

楊凱傑 國立中央大學 

王寅凱 國立中正大學 

廖章智 國立中正大學 

曹景皓 國立中正大學 

施典翰 國立中正大學 

駱奕辰 國立中正大學 

梁興楑 國立中正大學 

陳柏遠 國立中正大學 

陳嘉榮 國立中正大學 

陳震東 國立中正大學 

廖峻甫 國立中正大學 

蘇建旻 國立中正大學 

張睿景 國立中正大學 

余采倫 國立台灣大學 

黃柏儒 國立台灣大學 

杜冠穎 國立台灣大學 

陳奕維 國立台灣大學 

郭思廷 國立台灣大學 

葉治宇 國立台灣大學 

林章凱 國立台灣大學 

黃奕彰 國立台灣大學 

黃郁婷 國立台灣大學 

徐志煌 國立台灣大學 

張芯堞 國立台灣大學 

侯統源 國立台灣大學 

簡珮如 國立台灣大學 

李定宇 國立台灣大學 

林詠竣 國立台灣大學 

陳姿婷 國立台灣大學 

黃意超 國立台灣大學 

陳璽安 國立台灣大學 

黃翰榆 國立台灣大學 

劉庭佑 國立台灣大學 

李詩婷 國立台灣大學 

吳欣枚 國立台灣大學 

蔡敬康 國立台灣大學 

吳忠哲 國立台灣大學 

戴心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萬晉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胡瀚陽 國立成功大學 

李冠嬅 國立成功大學 

梁啟暉 國立成功大學 

呂德隆 國立成功大學 

黃瑞澤 國立成功大學 

李宇威 國立成功大學 

江易璇 國立成功大學 

林彥伯 國立成功大學 

沈岡陵 國立成功大學 

李昇憲 國立成功大學 

朱牧人 國立成功大學 

盧裕達 國立成功大學 

陳朝緯 國立成功大學 

孔冠傑 國立成功大學 

李寧 國立成功大學 

詹鈞評 國立成功大學 

柯斯曼 國立成功大學 

張育萍 國立海洋大學 

阮玉秀 國立海洋大學 

黃詩涵 國立海洋大學 

Ashraf 

Sami 
國立海洋大學 

林大成 國立海洋大學 

潘惠娟 國立海洋大學 

 

普通會員(5 位) 

陳勁吾 國立台灣大學 

黃淞洋 工業技術研究院 

郭陳澔 國立中央大學 

劉佳玫 中國文化大學 

顏嘉益 
益瀚國際(儀器)企業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