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第十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100年 11月 24日下午二時 

地點：國科會二樓第 7會議室 

主席：黃柏壽理事長 

理事：黃柏壽、張建興、董倫道(請假)、陳建志(請假)、趙丰(請假)、郭本垣(請

假)、李建成、傅式齊(請假)、陳文山、吳逸民、喬凌雲、劉家瑄、饒瑞

鈞、溫國樑、張文彥 

監事：馬國鳳(請假)、許樹坤(請假)、陳朝輝(請假)、宣大衡(請假)、陳于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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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學概論】初稿完成進度。（教育委員會：劉家瑄理事） 

說明：目前初稿截至目前收件情況如下。 

編輯委員 王乾盈 
顏宏元 

李德貴 
陳州生 郭本垣 劉家瑄 

編輯章節 地震章節 重磁章節 地電章節 地熱章節 綜合討論 

繳交狀況   V   

 

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1年收支預算事項，提請報告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1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如附件一)。 

議決：將辦公費、繳納其他團體會費、獎學金、補助國際會議費、雜費支出列

入業務費之細目，修正後通過。 

 

提案討論二：出席 2011AGU 會議補助案。（獎章委員會：李建成理事）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有 30位學生會員提出申請，請討論。 

議決：建議將 是否繳交擬發表之全文、已申請國科會或其它單位補助、是否



博士班 列入評選及補助經費考量，最高補助六萬元(含其它單位補助合

計)，於核銷款時附分攤表。 

 

提案討論三：「補助會員出席國際會議辦法案」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一、因有部份申請補助會員機票或註冊費收據已申請其它單位補助時，

無法提出單據，建議加入(或生活費據核銷)。 

二、修正「補助會員出席國際會議辦法案」第六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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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

及註冊費需檢據核銷)。 

議決：未通過，依原辦法施行。 

 

提案討論四：「100年度地球物理獎學金申請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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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計八名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二)。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五：101年年會由地物學會邀請一位專題演講者，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議決：通過邀請王錦華 特聘研究員。 

 

提案討論六：學會新網頁建置，首頁初步架構已完成，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暫存網址 http://www.cgs.org.tw/try/CTGS/index.htm 

議決： 理監事上網瀏覽後提出建議，無任何修改後即可上線。 

 

提案討論七：成立司選委員會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討論第十二屆理監事選舉事宜(如附件三)。 

議決：司選委員會由黃柏壽理事長、顏宏元秘書長、陳文山理事、張建興理事、

吳明賢會員，由理事長擔任召集人。  

 

陸、臨時提案 

柒、散會



 附件一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收支預算表 
自民國 101年 1月 1日至民國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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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000 $1,056,000 20,000   

 1  會費收入 150,000 130,000 20,000  個人會員300名、團體12名 

 2  利息收入 26,000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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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000 $1,056,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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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費 $968,000 $878,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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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75,000    

   文具用品、印刷費 10,000 10,000    

   郵電費 12,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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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00 3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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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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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補助國際會議會費 $360,000 $270,000 90,000  學生會員參加國際性會議補助費 

  7 雜費支出 $15,000 $15,000    

 3  提撥基金 $28,000 $98,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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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附件二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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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鄭益廷 

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前學年學業平均 ：89.52                       

操行：86.25                                      

構造地質學(3學分)：90                                       

普通地質學(2學分)：87   

  

饒以馨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前學年學業平均 ：92.48                       

操行：87                                    

地震災害(2學分)：95                  

地球物理原理(3學分)：93                                    

  

周子翔 

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前學年學業平均 ：76.77                        

操行：87                                                                         

地球物理通論(3學分)：84                                   

地震觀測與災害(3學分)：88 

  

謝雨寰 
文化大學地質系(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前學年學業平均 ：92.18                        

操行：83                                      

地震學(3學分)：96                                       

震測探勘學(3學分)：97       

  

李詩婷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前學年學業平均 ：89.6                       

操行：85                                      

地球物理學 II(3學分)：98                                       

地球物理探勘學(上)(3學分)：94                                  

地球物理探勘學(下)(3學分)：93          

  

陳睿英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前學年學業平均 ：83.36                     

操行：87                                    

時序分析(3學分)：90                  

地球物理探勘學(上)(下)(3學分)：91,92                                

線性代數(3學分)：91      

  

李岳青 

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前學年學業平均 ：85.51                        

操行：86                                     

野外地質(3學分)：94                                       

沉積環境(3學分)：88                  

環境土壤學(3學分)：92 

  

張瑜峻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前學年學業平均 ：84.35                      

操行：86                                

地球物理概論(2學分)：89                         

太空環境概論(2學分)：94                  

物理海洋學(3學分)：88     

  

 



 附件三  

第十屆理

監事名單 
   

第十一屆理

監事名單 
   

 

 

※已連任兩屆之理監事名單 

  

理 事 長 陳朝輝  理事長                                                                                                                                                                                                                                                             黃柏壽  理    事  趙丰 
 

 
不得為下屆〝理事〞候選人 

副理事長 劉家瑄  副理事長 張建興  理    事  劉家瑄  

理    事  石瑞銓  理事 吳逸民  ※第十 、十一屆互為理事監事 

理    事  林正洪  理事 李建成  理事 黃柏壽     

理    事  林國安  理事 陳文山  理事 溫國樑    

理    事  黃瑞德  理事 喬凌雲  理事 張文彥    

理    事  吳明賢  理事 董倫道  監事 馬國鳳   可為下屆理監事候選人   

理    事  馬國鳳  理事 饒瑞鈞  監事 陳于高    

理    事  孫志財  理事 郭本垣  監事 許樹坤    

理    事  陳于高  理事 陳建志  監事 陳朝輝    

理    事  張中白  理事 趙丰        

理    事  許樹坤  理事 傅式齊        

理    事  鄭錦桐  理事 劉家瑄        

理    事  趙丰  理事 溫國樑        

理    事  蕭乃祺  理事 張文彥        

監    事  王維豪  監事 馬國鳳        

監    事  張文彥  監事 陳于高        

監    事  黃柏壽  監事 許樹坤        

監    事  溫國樑  監事 陳朝輝        

監    事  彭瀚毅  監事 宣大衡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章程         

第十八條 本會理事、監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監事會召集人任期二年，均不得連任。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