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第十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記錄 

 
時間：一○四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 

地點：台灣大學海研所二樓 215 會議室 

主席：張中白 理事長 

理 事 李奕亨、李正兆、李健平、李憲忠(請假)、林志平(請假)、徐澔德、

張中白、張午龍(請假)、張永孚、梁文宗、許雅儒、陳卉瑄、陳勁吾、

陳榮裕、景國恩(請假) 

監  事 林人仰(請假)、陳建志、董家鈞、劉家瑄、饒瑞鈞(請假) 

列席：顏宏元、吳秋蕙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略) 

參、各委員會報告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2015 年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案。（獎章委員會：梁文宗理事） 

說明：截至目前為止，有 19 位學生會員提出申請 EGU，1 位學生申請十八屆西

北太平洋邊緣海會議, 審查後依本會「補助會員出席國際會議辦法」，

共補助 20 位會員，共計 155,000 元。(年度預算：470,000 元) 

申請人 學校 科系 會議地點 會議名稱 

官思妤 國立中正大學 應用地球物理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奧地利 

維也納 

 

2015 EGU 

 

陳冠翔 國立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研究所 

林子峻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物理研究所 

張皓雲 國立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暨研究所 

彭筱涓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碩班 

呂奇祝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碩班 

唐啟賢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物理研究所 

黃致展 國立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張喭汝 國立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王皓 國立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邱瀛輝 國立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陳憶萍 國立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Megawati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物理研究所 

許喬筑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碩班 



陳凱勛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物理研究所 

楊哲銘 國立中央大學 應用地質研究所 

陳承鴻 國立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李蕙成 國立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蔡承儒 國立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物理組 日本 
十八屆西北太平

洋邊緣海會議 

彭冠皓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暨研究所 
奧地利 

維也納 
2015 EGU 

 

報告事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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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顏宏元） 

說明：目前註冊人數約 715 人, 晚宴人數約 508 人，野外考察人數 23 人, 投

稿情形如下表。 

 

年度 
報名 

人數 

口頭 

宣讀 

壁報發表 
投稿 

總篇數 
總篇數 

一般 

發表 
學生論文比賽

104 年 715 204 305 210 95 509 

 

 

伍、提案討論 

提案討論一：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03 年收支決算表（附件一），提請討論。(秘書

處) 

說明：依人團法規定，決算報告需經理事會審核，審核結果提會員大會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核備。 

議決：通過。 

 

提案討論二 

案由：62 位入會申請案，提請討論。(秘書處) 

說明：詳參閱(附件二) 

議決：通過。 

 

提案討論三 

案由：104 年貢獻獎章得獎人：中央研究院 余水倍研究員、中央研究院 劉忠

智研究技師，提請討論。(秘書處) 

說明：貢獻獎章得獎人之名單經獎章委員會提請本會理事會通過後，得獎人於

當年年會中公開授獎並成為榮譽會員。 



議決：通過。 

提案討論四： 

案由：「物探技術認證」工作小組推動。 

提案單位：秘書處 

說明：一、小組成員：陳建志、陳舜岳、李奕亨、范仲奇、董家鈞 

二、2月 12 日召開「物探技術認證推動委員會」委員會議、3月 7 日召

開「物探技術認證」座談會  

三、將與「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簽屬 MOU 

議決：李奕亨理事將於會員大會中說明。 

 

提案討論五：為辦理各項委辦計畫之共同投標協議書向公證單位提出公證 使

用，需申請圖記證明 5 份。(秘書處) 

說明：依內政部規定需理監事會通過，方可申請。 

議決：通過。 

 

陸、臨時提案 

 

柒、散會 

 

 

 

 

 

記錄     吳秋蕙 

 

秘書長    

 

主席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收支決算表 
自民國 103 年 1 月 1 日至民國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 

 科                           目   
本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預算數 

決算與預算比較數 

說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增加 減少 

一     本會經費收入 $1,750,314 $1,095,000 655,314   

  1   會費收入 169,500 165,000  4,500 個人會員 352 名、團體 11 名 

  2   利息收入 60,972 30,000 30,972 利率下降 

  3   年會收入 52,000 100,000 48,000 研習會註冊費收入 

  4   委託收益 1,467,842 1,200,000 267,842 委託計劃之管理費 

二     本會經費支出 $1,750,314 $1,095,000 655,314   

  1   人事費 90,000 90,000   

    1 兼任人員工作 60,000 60,000 秘書長每月車馬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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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261 1,278,000 44,261   

    1 辦公費 63,663 78,000 14,337   

      文具用品、印刷費 
20,760 

10,000 10,760

因更換理事長通知各單位及美金結匯費用，故郵資

增多 

      郵電費 14,410 15,000 590 出席會議費用及理監事交通補助 

      旅運費 8,308 30,000 21,692

      劃撥費 185 3,000 2,815 劃撥手續費 

      網頁及網域名稱租金 20,000 20,000   

    2 會議費 21,281 40,000 18,719 理監事會及各委員會會議活動支出 

    3 學術活動費 455,058 400,000 55,058 五所大學地科營隊補助 $104,720、研習活動支出 

    4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30,000 30,000 防災產業協會團體會費及入會費 40,000 元 

    5 獎學金 180,000 180,000 各大學地球物理相關學系獎學金 

    6 補助國際會議會費 470,000 470,000 申請補助人數增加，經理事同意增加補助經費 

    7 雜費支出 102,259 100,000 2,259   

  3   提撥基金 338,053 107,000 231,053 依收入總額提列 20%以下轉作為準備基金 

三     本期結餘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