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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第十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記錄 

 
時間：九十九年三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時 

地點：國科會二樓第十一會議室        主席：陳朝輝理事長 

理事：陳朝輝、劉家瑄、石瑞銓(請假)、林正洪、林國安(請假)、黃瑞德、 

吳明賢(請假)、馬國鳳(請假)、孫志財、陳于高、張中白(請假)、 

許樹坤(請假)、鄭錦桐、趙丰(請假)、蕭乃祺。 

監事：王維豪(請假)、張文彥、黃柏壽、溫國樑、彭瀚毅(請假)。 

 

壹、理事長報告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叁、各委員會報告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事由：本會更名後，各項辦法、要點及申請書修正案。  

說明：依據「第十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議決，將修正後資料更新於本會

網站。 

 

報告事項二 

事由：「補助會員出席國際會議辦法修正」案。 

說明：本案由吳明賢理事於「第十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提出，經討論決

議：請秘書處參考地質學會之補助會員出席國際會議辦法並整理比較（兩

會辦法對照表如附件一）。 

 

報告事項三 

事由：「鼓勵新會員加入，找回舊會員」案。 

說明：本案由吳明賢理事於「第十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提出，經討論決

議：請會員委員會召集人蕭乃棋理事聯繫各單位會員委員會委員，協助

秘書處辦理會員資料更新，再由秘書處主動與舊會員連繫。感謝蕭乃棋

理事和各會員委員會委員大力幫忙，秘書處將積極且主動更新會員資料。 

 

報告事項四 

事由：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98 年收支決算事項。 

說明：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98 年度經費收支決算書。（附件二）  

 

報告事項五 

事由：99 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籌備現況，提請報告。 

說明： 

 壁報發表 投稿總篇數 

 

報名 

人數 

口頭 

宣讀 總篇數 一般發表 學生壁報比賽  

99 年 643 
159+22 

=181 
230 134 

96 

(有加口頭報告 22 篇；

不加口頭報告 74 篇)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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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論 

提案討論一 

提案單位：獎章委員會召集人陳于高理事 

案由：推荐葉義雄研究員和王乾盈教授為 99 年度本會貢獻獎章候選人，提請討

論。 

說明：依據本會「頒贈貢獻獎章評選要點」辦理，先由獎章委員會決定得獎人，

報請理事會討論。  

  議決：獎章委員會推荐葉義雄及王乾盈兩位教授為貢獻獎章得獎人，全體理監

事鼓掌通過。 

 

提案討論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99 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本會擬邀請一位演講者，提請討論。 

說明：99 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本會擬邀請一位演講者，於 4月 29 日下午進行

1小時的專題演講。 

議決：邀請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講座安藤雅孝教授進行專題演講。 

 

提案討論三 

提案單位：司選委員會 

案由：第十一屆理監事候選人名單，提請討論。 

說明：司選委員會於 1月 21 日開會，推第十一屆理、監事候選人名單（附件三），

並徵詢過候選人意願。 

議決：通過第十一屆理、監事候選人名單。 

 

提案討論四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請評選出「學會標誌設計活動」得獎之作品，提請討論。 

說明：本會更名後，需重新設計本會標誌，故舉辦「學會標誌設計活動」。經理

監事會選出最佳標誌，作為本會新標誌。本活動有 6位會員投稿共 8件

作品，經理監事初步評選後，剩下 6件作品，提請討論。 

議決：理監事推荐 3件作品，於 99 年會員大會提供給會員投票，以票選結果決

定本會標誌。若未入選之作品，本會將準備精美禮品贈送給參加本次活動

之會員。 

 

提案討論五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年會學生壁報比賽獎狀設計稿，提請討論。 

說明：99 年年會籌備委員希望地質學會及本會提供獎狀設計稿，以供籌備委員

選出年會壁報比賽獎狀樣式。本會秘書處提供之設計稿，請決定 2 個樣

式，將於 3月 29 日年會暨學術研討會第 2次籌備會議中提出。 

議決：通過以 2個獎狀樣式提供給籌備會議。 

 

提案討論六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本會地球物理獎學金獎狀新樣式，提請討論。 

說明：1.因本會更名及標誌更新，故獎學金獎狀樣式須有所更改。 

2.是否中英文並列。 

3.可否由秘書處提供壁報比賽獎狀設計稿中，挑選一樣式修改之。 

議決：通過獎學金獎狀樣式更改並中英文並列，及其樣式以壁報比賽獎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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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中，挑選一樣式修改之。 

 

陸、臨時提案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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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辦法】對照表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說明 

第一條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鼓勵本會會員出席相關之國際地球物

理學術會議，增進國際交流，吸取新知，

特設置本辦法。 

第一條 中華民國地質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勵本會會 

員或會友出席相關之國際地質學術會議，增進國際

交流，吸取新知，特設置本辦法。 

兩學會訂定雷同 

第二條   補助對象：本會個人會員，並為擬發表論

文之作者；以學生優先。 

 

第二條  申請人資格：申請人須符合下列三項條件，始得申

請補助。 

1.就讀國內大學校院地科相關科系之學生且為會 

   員或會友。 

2.本年未獲本會經費補助者。 

3.擬發表之論文未被其他合著人向相關單位申請 

  經費補助。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補助辦法較寬

鬆 

第三條  補助費用：往返機票、註冊費、生活費等

之全額或部分；最高每人每年叄萬元整。

 

第三條   申請補助項目：往返機票、註冊費、生活費等之全

額或部分。最高補助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各項補助

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行墊付。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補助金額較高 

第四條  申請程序及應備條件： 

     1.申請人於會議開始日期之四週前將申

請文件(格式由本會提供)送達本

會。 

2.申請文件應檢附： 

a.擬發表論文之摘要及全文。 

       b.個人資料及過去研究成果。 

       c.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可於領取

補助款前補繳)。 

 

第四條   申請程序及繳交資料： 

         1.申請人應於會議開始日兩個月前將申請 

 文件(格式由本會提供)送達本會。 

         2.申請人應檢附下列文件： 

           a.申請表。 

           b.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 

   式邀請函影本。 

           c.論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可於領取 

  補助款前補繳)。 

           d.擬發表之論文摘要及論文全文影本（以  

尚未在期刊及國際性會議發表者為）。 

   e.最近五年內研究成果影本。 

   f.國際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資料及其 

 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g.指導教授推薦函。 

   h.擬發表之論文未被其他合著人向相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補助程序較簡

要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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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之具結書。 

第五條   審查要點： 

1.以所提論文及過去之研究成果為主。

2.由本會獎章委員會負責審核，並報請

理事長核定。 

3.審查結果於開會日期二週前告知申請

人。 

 

第五條   審核： 

         1.由本會獎章委員會負責審核，並報請理事 

      長核定。 

         2.審查依下列原則辦理。 

           a.以所提論文及最近五年內研究成果為 

 主。 

           b.審查核定名額每年分上、下年度，各期 

 最多補助 3個名額，同一會議最多補助 

個名額。 

           c.以口頭報告者優先。  

           d.擬發表之論文申請人必須為第一作者。  

         3.審查結果於開會日四週前通知申請人，並 

公告於網頁上。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補助辦法較寬

鬆 

第六條  受補助會員得於出國前一週內至本會領

取補助款。補助費用依本會規定核銷。 

 

第六條   核銷方式 

         受補助會員或會友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繳 

交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及大會註冊相關憑證及

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影本，至本會辦理核撥。 

 

第七條   受補助會員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繳交出

國開會心得報告。 

 

第七條   受補助會員或會友未依規定完成繳交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報告或出國經費未核銷者，將撤銷補助，不

得再申請補助出席任何國際會議。 

 

第八條   申請補助之會員若同一申請案向二個

(含)以上單位申請補助並通過時，會員

需擇一單位領取補助。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第八條與中華

民國地質學會第二條第三項雷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會理事會議通過後，由理事

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會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後，由理事長發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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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收支決算表 
自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一日至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科                           目 決算與預算比較數 

款  項 目   名          稱  
本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預算數

增         加 減        少
說                  明 

一   本會經費收入 $1,854,975 $1,256,000 $598,975   

 1  會費收入 127,000 116,000 $11,000 個人會員240名、團體11名 

 2  利息收入 77,021 40,000 $37,021 定存到期之利息，故利息增加 

 3  年會收入 117,947 100,000 $17,947  

 4  委託收益 1,533,007 1,000,000 $533,007 委託計劃之管理費 

二   本會經費支出 $1,520,860 $1,256,000 $264,860  

 1  人事費 $80,00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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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協助學會臨時工作費 

 2  辦公費 $53,424 $75,000 $21,576  

  1 文具用品、印刷費 12,321 10,000 $2,321 因更名，故信封及單據重印刷，費用增多 

  2 郵電費 18,380 12,000 $6,380 因更名通知各單位，故郵資增多 

  3 旅運費 15,516 30,000 $14,484 出席會議費用及理監事交通補助 

  4 劃撥費 275 3,000 $2,725 劃撥手續費 

  5 網頁及網域名稱租金 6,932 20,000 $13,068  

 3  業務費 $698,846 $546,000 $152,846  

  1 會議費 16,550 46,000 $29,450 理監事會及各委員會會議活動支出 

  2 學術活動費 682,296 500,000 $182,296 辦理第六屆兩岸地震科技研討會($437,296)及協大型研

討會台德研討會$50,000；中興工程顧問社$50,000等) 

 4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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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補助國際會議會費 $205,000 $270,000 $65,000 會員參加國際性會議補助費 

 8  雜費支出 $13,590 $15,000 $1,410 支付助理勞健保及勞退不足之金額$690 

 9  提撥基金 $300,000 $100,000 $200,000 依收入總額提列20%以下轉作為準備基金 

三   本期結餘 $334,115 $334,115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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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理事候選人名單 

單位 姓名 

三合技術工程 蔡道賜 

工研院能環所 董倫道  

工研院能還所 郭泰融 

中央大學 陳建志 

中央大學 趙丰 

中央大學 陳錕山 

中央大學 張中白 

中央研究院 林正洪 

中央研究院 黃柏壽  

中央研究院 郭本垣 

中央研究院 李建成 

中央氣象局 張建興 

中央氣象局 蕭乃褀 

中正大學 張永孚 

中正大學 王維豪 

中油公司    傅式齊 

中油公司    李元偉 

中油公司    陳太山 

文化大學 郭欽慧 

台灣大學 吳逸民 

台灣大學 陳文山 

台灣大學 劉家瑄 

台灣大學 喬凌雲 

成功大學  饒瑞鈞 

地調所 侯進雄 

師範大學 陳光榮 

海洋大學 王天楷 

海洋大學 李昭興 

清雲大學 鄭世楠 

國震中心 張道明 

國震中心 溫國樑 

國科會 張文彥 

龍石科技     彭瀚毅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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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監事候選人名單 

中央大學    馬國鳳 

中央大學    許樹坤 

中央研究院    陳國誠 

中正大學      陳朝輝 

中正大學      李元希 

中央氣象局 吳慶餘 

中油公司    宣大衡  

台灣大學  陳于高 

仕弘技術工程 張漢忠 

萬能科技大學  余貴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