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一○五年六月四日下午三時 

地點：：國立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 2 樓 G202 會議室 

主席：李奕享 副理事長 

理 事 吳逸民、李正兆、李奕亨、李健平、林靜怡、徐澔德 (請假)、張午龍(請

假)、張竝瑜、梁文宗、陳宏宇、陳榮裕、景國恩、曾泰琳、溫士忠、

董家鈞 

監  事 李元希、林人仰(請假)、陳文山、陳建志(請假)、饒瑞鈞 

(依姓氏筆劃順序，稱謂恕略) 

列席：顏宏元、吳秋蕙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略)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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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說明：今年 5 月 16-20 日在南港展覽館舉辦之年會及研討會已圓滿結束。 
（秘書處）  

  口頭 

宣讀 

壁報發表 
投稿總篇

數 

野外實

察人數 

  總篇數 一般發表 學生壁報比賽     

105年 250 231 126 105 481 無 

 

肆、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說明：社團法第十七條,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常務

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理

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

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案由：選舉第十四屆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處） 

 
議決：監票人員：李奕亨;唱票人員：顏宏元;記票人員：吳秋蕙  

● 理事長改選 

理事共 15 人，出席共 13 人，吳逸民理事當選新任理事長（吳逸民

理事 13票）。 

●副理事長改選 

理事共 15 人，出席共 13 人，李奕亨理事當選新任副理事長（李奕

亨理事 13票）。 

●監事召集人改選 

監事共 5人，出席共 3人，陳建志監事當選新任監事召集人(陳建志監事

3票)。 

 

新舊理事長及監事召集人交接 

 

提案討論二 

案由：秘書長聘用。(秘書處) 

 

說明：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 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會務，其他工作人員若干人，

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議決：經理事長提名理事會一致通過，秘書長為張文彥、副秘書長郭陳澔。 

 

提案討論三 

說明：教育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技術委員會、獎章委員會、會員委員會共五

位委員會召集人，以上各委員會之委員由召集人負責籌組，並請於一個

月內將委員名單回覆學會。 

案由：推舉各委員會召集人及委員案，提請討論。（秘書處） 

議決：各委員召集人： 

教育委員會：曾泰琳 

學術委員會：董家鈞 

技術委員會：李奕亨 

獎章委員會：景國恩 

會員委員會：溫士忠 



共五位委員會召集人，以上各委員會之委員由召集人負責籌組，並於

一個月內將委員名單回覆學會。 

 

提案討論四 

議決：通過。 

案由：討論許緯豪等 118位入會申請案。(附件一) (秘書處) 

 

提案討論五 

議決：由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主辦。 

案由：討論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6年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主辦單位。(秘書處) 

 

伍、臨時提案 

 

陸、散會 

 

 

 

 

 

 

 

 

 

 

 

 



單位 姓名 

國立臺灣大學 許緯豪 

國立臺灣大學 王葳葳 

國立臺灣大學 彭奕睿 

國立臺灣大學 劉若珊 

國立臺灣大學 郭鶯萍 

國立臺灣大學 廖家平 

國立臺灣大學 林志銘 

國立臺灣大學 鄭至為 

國立臺灣大學 簡志傑 

國立臺灣大學 劉司捷 

國立臺灣大學 吳俁 

國立臺灣大學 李孟綸 

國立臺灣大學 張文和 

國立臺灣大學 徐榮均 

國立臺灣大學 王志宏 

國立臺灣大學 陳勁燁 

國立臺灣大學 鄭厚昇 

國立臺灣大學 吳旻叡 

國立臺灣大學 尹仁正 

國立臺灣大學 黃棟邦 

國立臺灣大學 陳宇璜 

國立臺灣大學 廖韡智 

國立臺灣大學 蔣小羽 

國立臺灣大學 楊清淵 

國立臺灣大學 呂靜渝 

國立臺灣大學 連紫猗 

國立臺灣大學 李芳儀 

國立臺灣大學 謝岳峰 

國立東華大學 孫維芳 

國立成功大學 曾柏鈞 

國立成功大學 王喆 

國立成功大學 甘怡 

國立成功大學 張芸庭 

國立成功大學 王聆華 

國立成功大學 曹伊佐 

國立成功大學 陳晏欣 

單位 姓名 

國立成功大學 徐筱媛 

國立成功大學 高宗佑 

國立成功大學 方昱程 

國立成功大學 洪怡貞 

國立成功大學 莊昀叡 

國立成功大學 趙荃敏 

國立成功大學 林宥均 

國立成功大學 張芷瑜 

國立成功大學 劉正欽 

國立成功大學 陳敬緯 

國立成功大學 吳昱杰 

國立成功大學 游耀智 

國立成功大學 亞南 

國立成功大學 林孝勳 

國立成功大學 黎瀞謙 

國立中正大學 李芷芹 

國立中正大學 曹學政 

國立中正大學 黃明姿 

國立中正大學 吳毓泰 

國立中央大學 徐偉唙 

國立中央大學 邱子軒 

國立中央大學 葉仁筑 

國立中央大學 戴秉倫 

國立中央大學 李秋賢 

國立中央大學 張琳 

國立中央大學 Feisal Dirgantara 

國立中央大學 許博欽 

國立中央大學 莊詠傑 

國立中央大學 洪建程 

國立中央大學 阮式春 

國立中央大學 黎士俊 

國立中央大學 石孟軒 

國立中央大學 黃懷恩 

國立中央大學 曹立德 

國立中央大學 何佑婕 

國立中央大學 江思燕 

附件一 



單位 姓名 

國立中央大學 謝秉叡 

國立中央大學 鍾奇軒 

國立中央大學 蘇政緯 

國立中央大學 葉庭瑜 

國立中央大學 許暢軒 

國立中央大學 洪瑞駿 

國立中央大學 甘禮有 

國立中央大學 姚馨如 

國立中央大學 陳錦麟 

國立中央大學 李睿綺 

國立中央大學 婭妮 

國立中央大學 維蒂利 

國立中央大學 徐乙君 

國立中央大學 葉嘉安 

國立中央大學 楊楚伶 

國立中央大學 藺于鈞 

國立中央大學 碧利安 

國立中央大學 鍾仁齊 

國立中央大學 姜惠倫 

國立中央大學 簡祐祥 

國立中央大學 胡順凱 

國立中央大學 鄭璟郁 

國立中央大學 劉玉華 

國立中央大學 鄭純雅 

國立中央大學 詹為堯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胡菀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鄧家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吳昱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林峻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莊宜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恩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柏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朱曼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顏元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郁柔 

中國文化大學 吳嘉彰 

單位 姓名 

中國文化大學 何帛翰 

中國文化大學 蔡宜軒 

中國文化大學 汪靜瑤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

研究院 
黃雋彥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

研究院 
張志偉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何俊瑋 

台灣中油公司 古佳豔 

嶺東科技大學 邱煜哲 

新北市積穗國中 吳定衡 

台北市立大學 戴汶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