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第十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時 

地點：科技部二樓十一會議室 

主席：張中白 理事長 

理 事 李奕亨、李正兆、李健平(請假)、李憲忠(請假)、林志平(請假)、徐

澔德、張中白、張午龍、張永孚、梁文宗、許雅儒(請假)、陳卉瑄、

陳勁吾、陳榮裕(請假)、景國恩 

監  事 林人仰(請假)、陳建志、董家鈞、劉家瑄(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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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委員會召集人(陳卉瑄理事)：於年會報到櫃檯發送就業地圖，提供學生未來

發展志向參考。 

獎章委員會召集人(梁文宗理事)：出國補助線上申請系統已在建置中，未採用線

上申請，提升審查效率。 

會員委員會召集人(張午龍理事)：未來採用線上申請入會，並需有推薦人。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2015年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案概況。（

說明：截至目前為止，補助 24位會員，共補助 204,000元，2015出席 AGU國際

會議補助案於 11月 13日截止申請，目前共收 9件, 將依本會「補助會員出席國

際會議辦法」交由獎章委員會審查。(年度預算：470,000元) 

獎章委員會：梁文宗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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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GU 

張凱雯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捷克 
26th IUGG General Assembly 

2015 

吳瑋哲 國立中正大學 地震研究所 新加坡 AOGS2015 

韓為中 國立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澳洲墨

爾本 

2015 美國石油地質協會與地

球物理探勘協會聯合國際研

討會 

林亮甫 國立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韓國 
Conference on Asian Marine 

Geology 

 

 

 

報告事項二：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5年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秘書長

說明：2016 年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將在 2016 年 5 月 15 日~5 月 20

日於台北南港國際展覽中心舉辦， 8 個學會合辦，共 15 個學術研討

會(含 5 個國際研討會)，目前已召開過三次籌備會議，一次工作小組

委員會議，12月 3日將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委員會議。 

：顏宏元） 



 

報告事項三：「物探技術認證」工作小組推動報告。(李奕亨副理事長) 

說明：簽署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合作備忘錄 

 

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說明：線上申請補助有效縮短收送件時間及節省紙張能源。 

案由：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線上申請系統展示。(獎章委員會：梁文宗理事)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二 

說明：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5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如附件一。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5年收支預算事項，提請報告。(秘書處) 

議決：通過。 

  

提案討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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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104年度地球物理獎學金申請案」，提請討論。(秘書處) 

     二、本年度共計九名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二。 

議決： 通過，於下一次理監事會修改辦法，以校為單位，資格地球物理相關

科系。 

 

提案討論四 

說明：討論第十四屆理監事選舉事宜。 

案由：成立司選委員會事宜，提請討論。(秘書處) 

議決：司選委員名單為李奕享、宣大衡、徐澔德、張中白、鄭錦桐、饒瑞鈞 

 

提案討論五 

說明：詳參閱(附件三) 

案由：59位入會申請案，提請討論。(秘書處) 

議決：通過  

 

陸、臨時提案 

 

柒、散會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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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000 $1,315,000    

 1  會費收入 165,000 165,000   個人會員350名、團體12名 

 2  利息收入 50,000 50,000    

 3  活動收入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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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會經費支出 $1,315,000 $1,315,000    

 1  人事費 $9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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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協助學會臨時工作費 

 2  業務費 $1,198,000 $1,1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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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 $78,000    

   文具用品、印刷費 10,000 10,000    

   郵電費 15,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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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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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繳納所屬團體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5 獎學金 $18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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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000 $470,000   會員參加國際性會議補助費 

  7 雜費支出 $100,000 $100,000   含補充健保費 

 3  提撥基金 $27,000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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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104 年度地球物理獎學金申請各校推薦名單 

姓名 就讀學校系所年級 

盧靖元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三年級 

何丞穎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  四年級 

宋文惠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四年級 

塗冠婷 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四年級 

吳易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四年級 

成信儒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四年級 

施乃慈 國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四年級 

黃棟邦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四年級 

陳敬緯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四年級 

 

 

 

 

 

 

 

 

 

 

附件二 



新加入會員名單 

國立成功大學 彭文飛 

國立中央大學 孟華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顥 

國立師範大學 李涵瑜 

國立中正大學 林芝吟 

國立中正大學 郭亭瑤 

國立中正大學 趙神佑 

國立中正大學 黃靖媛 

國立中正大學 顧雅雲 

國立中正大學 黃亦璿 

國立中正大學 儲貽晟 

國立中正大學 盧韋岑 

國立中正大學 陳彥如 

國立中正大學 侯佳朋 

國立中正大學 邱浩威 

國立中正大學 李徹峰 

國立中正大學 陳冠璇 

國立中正大學 許淳皓 

國立中正大學 鄭佳烜 

國立中正大學 塗冠婷 

國立中正大學 邱怡娟 

國立海洋大學 王勁 

國立海洋大學 鄧以傑 

國立海洋大學 邱馨 

國立海洋大學 黃品翰 

國立海洋大學 馮盈鈞 

國立交通大學 吳柏林 

國立成功大學 潘家俊 

國立成功大學 湯宜瑾 

國立成功大學 謝亞璇 

國立台灣大學 馮冠芙 

國立台灣大學 巫姿萱 

國立中正大學 顏廷清 

國立中央大學 鄭名良 

國立中央大學 孫立忠 

國立中央大學 郭盈蘭 

嘉南藥理大學 張愷倫 

國立成功大學 王柏安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