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第十一屆第二次理事會議紀錄 
 

時間：九十九年十一月十九日中午十二時 

地點：國科會二樓第十一會議室        主席：黃柏壽理事長 

理事：董倫道(請假)、趙丰、陳建志、郭本垣、李建成、張建興、傅式齊、 

吳逸民(請假)、陳文山、劉家瑄、喬凌雲、饒瑞鈞(請假)、溫國樑、 

張文彥。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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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案。（秘書處）  

說明：100 年年會將於 100 年 5 月 4~5 日在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樓舉辦 100 年

會暨學術研討會。請秘書長說明本會協辦工作內容。 
     

肆、提案討論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00 年收支預算事項，提請報告。 

說明：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00 年度經費收支預算書如附件一。 

議決：通過，主要增加出國補助費用，鼓勵學生多參與國際會議，增廣見聞。 

 

提案討論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九十九年度地球物理獎學金申請案」，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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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秘書處通知得獎人，於年會時頒發獎學金。 

     二、本年度共計八名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二。 

議決：照案通過，是否增加研究生名額再研議。 

 



提案討論三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補助會員出席國際會議辦法案」，提請討論。 

說明：一、依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補助會員出席國際會議辦法要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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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學校補助研究生學術交流獎助作業要點中表明本獎助金以相對獎

助為原則，申請者應先行向國科會或校外其他相關單位（非教育部）

申請經費補助，如無法獲得全額補助，則可依本要點提出申請。另

已向校外單位申請而無法獲得補助，但已獲得校內自籌款（系所/
院管理費、教師結餘款）之支持，亦可提出申請。此要點與本會補

助會員出席國際會議辦法要點第八點有違背之處。 

議決：〝擇一單位領取補助〞取消。但補助往返機票、註冊費之上限為三萬元

整。請秘書處與獎章委員會提出修改辦法後，提請理事會議討論。 

 

提案討論四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 100 年會投稿方式：僅收摘要，不收論文全文，摘要內容請勿超過 1

頁，但參與學生壁報比賽者，請務必於規定期間(繳交摘要截止日後)

內繳交【短論文】案」，提請討論。 

說明：一、地質學會建議為了輔導學生撰寫期刊論文，參與學生壁報比賽者，

繳交長摘要一份(10 頁以上)。。 

     二、100 年年會籌備委員會於第一次籌備會討論的結論為「 100 年會投

稿方式：僅收摘要，不收論文全文，摘要內容請勿超過 1頁。但參

與學生壁報比賽者，請務必於規定期間(繳交摘要截止日後)內繳交

長摘要案」。請兩個學會於理監事會議討論。 

議決：繳交 1頁摘要，但參與學生壁報比賽者，請務必於規定期間(年會前一

周)繳交 3-5 頁之長摘要。 

      另請參與年會的作者在投稿及報告 ppt，作者姓名要中英文並列。 

 

提案討論五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地球物理學概論】一書是否邀請原作者重新編輯案」，提請討論。 

說明：一、有高中教授地球科學的老師詢問有關【地球物理學概論】一書的問

題，及有人詢問想要購買【地球物理學概論】一書。 

     二、學會目前僅有文字方面的電子檔，無圖檔，也無紙本。 

議決：一、有會員或教師索取，因圖檔版權，故僅提供文字檔於網頁，如有需



要圖檔參考，請連絡秘書處後，另行給與圖檔之掃描檔。 

      二、請教育委員會召集人劉家瑄理事儘速邀集有關學者討論。 

       

伍、臨時提案 

100 年年會需邀請一位演講者於開幕時進行專題演講。(提案: 秘書處) 

議決：擬邀請中央研究院劉兆漢副院長擔任開幕時的專題演講者。 

 

陸、散會：下午2時00分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收支預算表 
自民國 100 年 1 月 1 日至民國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科                           目 本年度與上年度預算數比較數

款  項 目   名          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增         加 減        少
說                  明 

一   本會經費收入 $1,056,000 $1,051,000 5,000   

 1  會費收入 130,000 121,000 9,000 個人會員250名、團體11名 

 2  利息收入 26,000 30,000  -4,000 存款利率降低 

 3  年會收入 100,000 100,000  500元 x 200名 

 4  委託收益 800,000 800,000  委託計劃之管理費 

二   本會經費支出 $1,056,000 $1,051,000 5,000   

 1  人事費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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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協助學會臨時工作費 

 2  辦公費 $75,000 $75,000   

  1 文具用品、印刷費 10,000 10,000   

  2 郵電費 12,000 12,000  聯絡會員郵資及電話費 

  3 旅運費 30,000 30,000  出席會議費用及理監事交通補助 

  4 劃撥費 3,000 3,000  劃撥手續費 

  5 網頁及網域名稱租金 20,000 20,000   

 3  業務費 $348,000 $367,900  -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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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費 40,000 40,000  理監事會及各委員會會議活動支出 

  2 學術活動費 308,000 327,900  -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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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00  繳納所屬團體之入會費及常年會費 

 5  獎學金 $160,000 $160,000  各大學地球物理相關學系獎學金(每位20,000) 

 7  補助國際會議會費 $270,000 $258,000 12,000 學生會員參加國際性會議補助費 

 8  雜費支出 $15,000 $15,000   

 9  提撥基金 $98,000 $85,100 12,900 依收入總額提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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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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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莉婷 

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前學年學業平均 ：87.93                    

操行：85                                  

構造地質學(3 學分)：89                    

地震學(3 學分)：83                      

造山運動學(3 學分)：84   

徐志煌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前學年學業平均 ：85.46                    

操行：86                                  

地震學原理(3 學分)：81           

地球物理原理(3 學分)：87                  

地球動力學(3 學分)：77    

徐世裴 
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前學年學業平均 ：92.41                    

操行：87                                 

觀測地震學(3 學分)：95                    

地球物理通論(3 學分)：100                 

地震觀測與災害(3 學分)：93 

尤人逸 
文化大學地質系(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前學年學業平均 ：82.42                    

操行：82                                  

地震學(3 學分)：91                        

震測探勘學 3學分)：88       

張齡云

(Chang 

Ling-Yun)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前學年學業平均 ：90.3                     

操行：85                                 

地球物理學 II(3 學分)：95                  

時序分析(3 學分)：98                      

地球物理學 I：地震學(3 學分)：91         

廖昱茨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前學年學業平均 ：88.35                    

操行：85                                  

地球物理學 I：地震學(3 學分)：97          

地球物理學 II(3 學分)：89                  

地物監測技術及實習(3 學分)：91      

陳嘉榮 

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前學年學業平均 ：76.46                    

操行：85                                  

岩石力學(3 學分)：97                      

地球與環境科學概論(3 學分)：83           

地震教育(3 學分)：82 

趙婉琴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前學年學業平均 ：84.83                    

操行：86                                  

大地測量學在地球科學之應用(2 學分)：88    

太空環境概論(2 學分)：85       

物理海洋學(3 學分)：87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