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第十四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4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地點：：國立臺灣大學地質系館後棟 213 會議室 

主席：吳逸民 理事長 

理 事 李正兆、李奕亨(請假)、李健平、林靜怡、徐澔德、張午龍、

張竝瑜、梁文宗(請假)、陳宏宇、陳榮裕(請假)、景國恩、

曾泰琳、溫士忠、董家鈞 

監  事 李元希、林人仰、陳文山、陳建志、饒瑞鈞(請假) 

(依姓氏筆劃順序，稱謂恕略) 

列席：張文彥、郭陳澔(請假) 

記錄：吳美姿、吳秋蕙 

 

壹、會議開始 

貳、理事長致詞 

(略) 

叁、各委員會報告(教育委員會：曾泰琳理事、學術委員會：董家鈞理事 

技術委員會：李奕亨理事、獎章委員會：景國恩理事 

會員委員會：溫士忠理事)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2017 年出席 EGU 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案。（獎章委員會：景國恩理 

事） 



說明：有 26 位學生會員提出席 EGU 國際會議補助，審查後依本會「補助會員

出席國際會議辦法」，共補助 10 位會員，共計 260,000 元。(年度預算：

470,000 元) 

 

申請人 學校 修讀學位 科系 會議地點 會議名稱

吳昱杰 國立成功大學 碩士 地球科學系 

奧地利 

維也納 

 

2017 EGU

吳姵瑾 國立台灣大學 碩士 地質科學系 

王品棋 國立成功大學 碩士 地球科學系 

胡順凱 國立中央大學 碩士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殷瑀萱 國立台灣大學 碩士 地質科學系 

葉家志 國立台灣大學 碩士 地質科學系 

陳彥庭 國立台灣大學 碩士 海洋研究所 

林亮甫 國立台灣大學 博士 海洋研究所 

章順強 國立中央大學 博士 地球科學系 

曾柏鈞 國立成功大學 碩士 地球科學系 

 

報告事項二：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6 年年會暨學術研 

           討會。（秘書長：張文彥） 

說明：目前註冊人數約 856 人, 晚宴人數約 607 人，野外考察人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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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856 250 387 255 132 637 

伍、提案討論 

提案討論一：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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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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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系統學校系所名稱為自動完成表單以統一名稱。 

 

提案討論三: 



案由：提供產業界參與地物學術活動獎勵辦法 (秘書處) 

說明：提議促進地物年會之產業界參與度。並鼓勵產業使用學術前瞻性的研究 

      成果能量投入實務應用，或許透過獎勵機制進行是一個有效的誘因。產 

      業界參與學術活動可瞭解學術最新進展，而學生也能透過產業界的參與 

      瞭解產業的工作內容，且增加直接進入產業契機。 

 議決：請技術委員李奕亨理事擬定獎勵辦法與細節，於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提案討論四 : 

案由：建議調整入會費及常年會費收費標準(秘書處) 

說明： 

1. 入會費: 

     (一)普通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 300 元。調整為普通會員及學生  

會員應一次繳納新台幣 500 元(僅收一次)。 

(二)團體會員為新台幣 3,000 元。調整為應一次繳納新台幣 5,000 元(僅   

    收一次)。 

2. 常年會費費用： 

(一)普通會員、學生會員新台幣 300 元調整如下: 

       <1>普通會員:新台幣 1,000 元。 

       <2>學生會員:新台幣 300 元。 

   (二)團體會員新台幣 5,000 元，調整為新台幣 10,000 元。 

議決：通過。修改學會章程並於會員大會提報，表決通過後 108 年 1 月 1 日起

開始實施。 

 

 

陸、臨時提案 

案由一：透過 Facebook 網站，傳達學術相關資訊(張竝瑜理事)。 

議決：通過。請秘書處優先加入理監事，協助上傳地科資訊。 

 

案由二：每年於歲末年終寄發紙本通訊及賀卡，找回已失聯的會員，並更新會員

資訊(林人仰監事)。 

議決：通過。請會員委員會召集人協助規劃，秘書處提供會員狀態及通訊方式。 

 

案由三：修訂學會章程第二章第六條，原學生會員：大專學校地球物理及相關科

系大學部學生。修訂後，學生會員：據大專學校地球物理及相關科系之學生。 

(秘書處)。 

議決：通過。修改學會章程並於會員大會提報。 

 

柒、散會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收支決算表 
自民國 105 年 1 月 1 日至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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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972 $1,315,000 $1,992,972   

 1  會費收入 172,070 165,000            7,070 個人會員 352 名、團體 11 名 

 2  利息收入 55,163 50,000             5,163 利率下降 

 3  年會收入 373,400 100,000           273,400 
 4  委託收益 2,707,339 1,000,000        1,707,339 委託計劃之管理費 

二   本會經費支出 $3,307,972 $1,315,000        1,992,972   

 1  人事費 $145,667 $90,000           55,667   

  1 兼任人員工作 0 60,000 60,000   

  2 其他人事費 145,667 30,000           115,667 
 2  業務費 $2,586,983 $1,198,000        1,388,983   

  1 辦公費 $66,755 $78,000 $11,245   

   文具用品、印刷費 4,206 10,000
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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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9 15,000
1,151 

  

   旅運費 27,325 30,000
2,675 

出席會議費用及理監事交通補助 

   劃撥費 1,375 3,000
1,625 

劃撥手續費 

   網頁及網域名稱租金 20,000 20,000   

  2 會議費 $34,713 $40,000 $5,287 理監事會及各委員會會議活動支出 

  3 學術活動費 $1,421,147 $300,000 $1,121,147   

  4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3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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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00 $470,000 $105,000   

  7 雜費支出 $279,368 $100,000 $179,368   

 3  提撥基金 575,322 $27,000 $548,322 依收入總額提列 20%以下轉作為準備基金 

三   本期結餘 0 0   

附件一 



新加入會員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部門或系所  會員類別 

1  莊昀叡  國立台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一般會員 

2  邱琮翔  台灣電力公司  核能後端營運處  一般會員 

3  陳冠宇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一般會員 

4  尤人逸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一般會員 

5  張碩芬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一般會員 

6  曹景皓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一般會員 

7  馬廷誠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所  學生會員 

8  黃建程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9  殷瑀萱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學生會員 

10  吳秉昀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11  王品棋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12  許毓芳  國立台灣大學  地理系  學生會員 

13  劉婉姿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學生會員 

14  吳姵瑾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學生會員 

15  曹祉晏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學生會員 

16  陳芯羽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暨研究所  學生會員 

17  林紹弘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學生會員 

18  姜竣友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19  陳羿帆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20  徐立宸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學生會員 

21  顏楠庭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22  阮行健  國立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  學生會員 

23  黃浚宸  國立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學生會員 

24  陳彥庭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學生會員 

25  袁宇威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學生會員 

26  許博翔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27  廖勿渝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28  羅仲宏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學生會員 

29  劉大維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學生會員 

30  田佳諭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學生會員 

31  吳沛澄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32  李時全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研究所  學生會員 

33  賀厚平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34  葉家志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學生會員 

35  林彥慶  國立中正大學  地震所  學生會員 

36  孫韻如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學生會員 

37  吳政晏  國立中正大學  地震所  學生會員 

38  蘇俊誥  國立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學生會員 

39  游翔孟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所  學生會員 

附件二 



40  林晉丞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所  學生會員 

41  張宏浩  國立中央大學  應用地質研究所  學生會員 

42  李羿葦  國立中央大學  應用地質研究所  學生會員 

43  賴柏松  國立中央大學  應用地質研究所  學生會員 

44  黃碧淳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45  吳宗羲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46  楊志賢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47  慧美麗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48  常文博  吉林大學  地球科學學院  學生會員 

49  彭譯德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50  范書睿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51  蘇恆毅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52  陳麗帆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53  李婕禎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學生會員 

54  謝一銘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55  鍾佩瑜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學生會員 

56  AYUSH GOYAL  國立臺灣大學  Department of Geosciences  學生會員 

57  張家銘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所  學生會員 

58  Nguyen Thi Phuong  國立中央大學  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Geology  學生會員 

59  許智翔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學生會員 

60  周湘妘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學生會員 

61  許文碩  國立中央大學  應用地質研究所  學生會員 

62  張正弘  國立中央大學  應用地質研究所  學生會員 

63  張峻暟  國立中央大學  應用地質研究所  學生會員 

64  康綾珍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學系  學生會員 

65  林怡君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所  學生會員 

66  吳函  國立中央大學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學生會員 

67  鍾奇軒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68  石孟軒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學生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