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第十三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議程 
 

時間：一○三年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 

地點：中央大學科一館 S123 會議室       主席：張中白 理事長 

理 事 李奕亨、李正兆(請假)、李健平、李憲忠(請假)、林志平、

徐澔德(請假)、張中白、張午龍、張永孚、梁文宗、許雅儒、

陳卉瑄、陳勁吾、陳榮裕、景國恩(請假)(依姓氏筆劃順序，

稱謂恕略) 

監  事 林人仰、陳建志、董家鈞、劉家瑄(請假)、饒瑞鈞(請假)(依

姓氏筆劃順序，稱謂恕略) 

列 席 顏宏元、吳秋蕙 
 

壹、會議開始 

貳、理事長致詞 

叁、各委員會報告(教育委員會：陳卉瑄理事、學術委員會：許雅儒

理事技術委員會：林志平理事、獎章委員會：梁

文宗理事會員委員會：張午龍理事)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4 年年會暨學術研討

會」案。（秘書處）  

說明：104 年將與文化大學合辦。時間訂為 104 年 5 月 13~14 日，地點在文

化大學。 

     

報告事項二 

案由：103 年度學術活動。(秘書處) 

說明：103 年度學術活動(如附件一) 



伍、提案討論 

提案討論一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04 年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表，提請討論。

(秘書處) 

說明：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04 年度經費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二)、104 年

工作計畫表(如附件三)。 

議決：通過 

 

提案討論二 

案由：「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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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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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參閱附件五 

議決：通過 

 

提案討論四   

案由： "物探技術認證推動工作小組"成立案。(陳建志監事) 

說明：請陳建志監事就構想及流程說明。  

議決：小組成員為陳建志、陳舜岳、李奕亨、范仲奇、董家鈞，召開物探技

術認證推動委員會，制定認證方法，經理監事會議通知。 

 

提案討論五   

案由：連續兩年未有貢獻獎推薦，是否由理監事推薦人選。(秘書處) 

說明：每年的 12 月 15-31 日推薦候選人，於會員大會中頒發「貢獻獎」 

議決：推薦余水倍及劉忠智。 

 

 

陸、臨時提案 

 

柒、散會 

 



(附件一) 
 

103 年學術活動 
 

日期 名稱 地點 備註 

2014 年 2 月 21 日 地球物理探勘技術在

坡地防災方面應用講

習會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

持學系 

主辦 

2014 年 3 月 19-21 日 臺灣國土防災高峰會 台北世貿南港展覽館 合辦 

2014 年 5 月 14-15 地質與地物學會 103 

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東華大學 合辦 

2014 年 10 月 28-29 2014海峽兩岸地震監

測及前兆研討會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協辦 

2014年 11月 12-18日 GEEA 2014 東華大學 協辦 

2014年 11月 17-22日 第七屆南中國海域海

嘯預警與災害防治研

討會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協辦 

2014 年 12 月 3 日 大陸礁層海域科學調

查暨研究成果國際研

討會 

國立臺灣大學思亮館

國際會議中心 

協辦 

2015 年 1 月(預計) 1935台中─新竹烈震

回顧及桃竹苗地震、

地質研究研習活動 

國立中央大學 主辦 



(附件二)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收支預算表 
自民國 104 年 1 月 1 日至民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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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000 $1,4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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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利息收入 50,000 30,000 20,000  

 3  活動收入 100,000 100,000  年會收入、研習活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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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會經費支出 $1,315,000 $1,495,000    

 1  人事費 $9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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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協助學會臨時工作費 

 2  業務費 $1,198,000 $1,2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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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   

   文具用品、印刷費 10,000 10,000   

   郵電費 15,000 1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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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4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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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繳納所屬團體之入會費及常年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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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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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撥基金 $27,000 $107,00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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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附件三)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04 年度工作計畫 

類別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會務 

一、 會員大會 依章程規定辦理。 

二、 理事會 依章程規定辦理。 

三、 監事會 依章程規定辦理。 

四、 各種委員會 視需要隨時召開。 

工作 

內容 

一、 頒發中國地球物理學會貢獻獎 由本會奬章委員會負責審查。 

二、 頒發中國地球物理學會獎學金 由本會奬章委員會負責審查。 

三、 補助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由本會奬章委員會負責審查。 

四、 補助地球物理相關活動 由本會學術委員會負責審查。 

五、 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學者演講並發表論文。 

六、 接受委託辦理相關之地球物理研

究計畫 

辦理各項委託研究計畫。 

總務 

一、會計處理 

二、會費收據 

三、會籍管理 

一、出納：依往年例規之統收統支方式辦理。

二、會計：依規定並援往例辦理會計、簿冊、

單據等之核報。 

依章程規定收取會費。 

整理會員名冊，核對會員基本資料。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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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怡儒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四年級 

蔡元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三年級 

黃明姿 國立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四年級 

鄭璟郁 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四年級 

劉玉華 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四年級 

鍾智承 國立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   四年級 

田佳諭 國立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三年級 

劉樵 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四年級 

李昱祺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三年級 

 

 

 

 

(附件四) 



 

 

新加入會員名單 

姓名 單位 

羅立 中興工程顧問社 

黃家齊 國立中央大學 

張睿景 國立中正大學 

朱秋紅 國立台灣大學 

鄒惠雯 國立台灣大學 

彭君能 國立台灣大學 

紀偉強 國立台灣大學 

簡逄助 國立中央大學 

蔡心蘭 國立中央大學 

賴亞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黃致柔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詹美律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謝正緯 國立臺灣大學 

梁中寧 國立臺灣大學 

王禹翔 國立中央大學 

徐崇幃 國立中正大學 

王仲安 國立臺灣大學 

 
姓名 單位 

賴俊融 國立中央大學 

楊元中 國立中央大學 

李瑋倫 國立中正大學 

崔秀國 國立中正大學 

林佳民 國立中央大學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