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第十六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記錄 
 

時  間：一○九年十一月二十四日 

主  席：張文彥 第十五屆理事長、李奕亨 第十六屆理事長 

出席者： 

理 事 王  昱(請假)、李奕亨、李恩瑞(請假)、林哲民、郭俊翔、陳卉瑄(請假)、

景國恩(請假)、温怡瑛、黃信樺、詹忠翰、趙韋安(請假)、顏一勤(請假)、

顏君毅(請假)、顏宏元、羅  立 

監  事 徐澔德(請假)、張文彥、溫士忠、董家鈞、饒瑞鈞 

 (以上依姓氏筆劃順序，稱謂恕略) 

列  席   顏銀桐秘書長 

記  錄   吳秋蕙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確認第十五屆第七次理監事會議紀錄，准予備查。(秘書處) 

說明：請參閱 PDF 檔。 

 

報告事項二: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9 年年會暨學術研討

會」成果報告（秘書處）。 

說明：今年 11 月 17-18 日在台北文創舉辦之年會及研討會已圓滿結束。 

年度 
報名 

人數 

口頭 

宣讀 

壁報發表 投稿 

總篇數 
總篇數 一般發表  學生論文比賽 

109 年 1076 265 303 167 136 568 

 

報告事項三: 

案由：109 年度執行委辦計畫共 18 件，准予備查。(秘書處) 

說明：請參閱簡報。 

 

貳、提案討論 

   

提案討論一: 

案由：選舉第十六屆理事長、副理事長、常務理事。（秘書處） 

說明：依學會章程第十三條 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五人，由理事互選之，並由常



 

務理事中 選舉一人為理事長，一人為副理事長。監事會置召集人一 人，由

監事互選之。  

議決：採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 

監票人員：董家鈞監事;唱票人員：吳秋蕙;記票人員：顏銀桐秘書長。 

1. 監事召集人改選(監事共 5人，出席共 4人) 

監事召集人當選人：董家鈞  

(董家鈞 4票) 

2. 常務理事、理事長、副理事長改選(理事共 15 人，出席共 8人) 

（一） 常務理事當選人：詹忠翰、郭俊翔、温怡瑛、羅立、李奕亨 

(詹忠翰 5票、郭俊翔 7票、黃信樺 5票、温怡瑛 7票、羅立 6票、

李奕亨 8票)詹忠翰與黃信樺同票，經抽籤選出詹忠翰 

（二） 理事長當選人：李奕亨   

(李奕亨 8票) 

（三） 副理事長當選人：温怡瑛   

(温怡瑛 4票、詹忠翰 2票、郭俊翔 2票) 

 

提案討論二: 

案由：顏銀桐秘書長辭職，討論新任秘書長聘任案。(秘書處) 

說明：依學會章程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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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監事會通過由顏銀桐續任。 

 

提案討論三: 

案由：推舉各委員會召集人及委員案，提請討論。（秘書處） 

說明：選出教育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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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決：經理事會議推舉教育委員會(陳卉瑄)、學術委員會(王昱)、技術委員

會(顏一勤)、獎章委員會(顏宏元)、會員委員會(黃信樺)。由理事長

去函邀請擔任召集委員，並籌組委員會，請各委員會召集人一個月內

送交委員會委員名單、並提出運作年度計畫書。 

提案討論四： 

案由：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10 年收支預算表及工作計畫表，提請討論。 

      (秘書處) 

說明：參閱附件一、二。 

議決：調高會議費預算至十萬元，以勻支理監事會會議及各委員會運作之會

議支出，調整後如附件一。 

 



 

  提案討論五： 

案由：「109 年度地球物理獎學金申請案」，提請討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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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名同學提出申請，請參閱附件三。 

  議決： 通過。 

 

提案討論六：   

案由：推薦貢獻獎人選。(秘書處) 

說明：每年的 12 月 15-31 日推薦候選人，於會員大會中頒發「貢獻獎」。 

議決：張文彥監事推薦李羅權院士，於 12 月底送交推薦書至獎章委員會審查。 

 

提案討論七: 

  案由：為辦理 110 年度各項委辦計畫之共同投標協議書向公證單位提出公證 

       使用，需申請圖記證明 6 份。(秘書處) 

說明：依內政部規定需理監事會通過，方可申請。 

  議決：通過，僅供學會投標氣象局、地調所等相關投標案公證用。 

                                                                                     

 

參、臨時提案 

 

肆、散會 

 

 

記錄  

 

 

秘書長 

 

 

理事長 

 



 

(附件一)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收支預算表 
自民國 110 年 1 月 1 日至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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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000 $1,940,000   

 1  會費收入 400,000 400,000  個人會員350名、團體12名 

 2  利息收入 50,000 50,000   

 3  活動收入 190,000 190,000   

 4  委託收益 1,400,000 1,300,000 100,000 委託計劃之管理費 

二   本會經費支出 $2,040,000 $1,940,000   

 1  人事費 $660,000 $660,000   

  1 專兼任人員工作費 630,000 630,000   

  2 其他人事費 30,000 30,000   協助學會臨時工作費 

 2  業務費 
$1,380,000 $1,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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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00 $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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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3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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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 36,000  網頁維護、網域名稱、hihosting 

  2 會議費 $100,000 $40,000 60,000 理監事會及各委員會會議活動支出 

  3 學術活動費 $156,000 $96,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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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180,000  各大學地球物理相關學系獎學金(每位20,000) 

  6 補助國際會議費 $470,000 $470,000  學生會員參加國際性會議補助費 

  7 蔡義本教授研究生獎學金 $190,000 $190,000   

  8 雜費支出 $200,000 $200,000  含補充健保費及辦公室租金 

 3  提撥基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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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 110 年度工作 

 

 

 

 

 

 

 

 

 

 

 

 

 

 

 

 

 

 

類別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會務 

一、 會員大會 依章程規定辦理。 

二、 理事會 依章程規定辦理。 

三、 監事會 依章程規定辦理。 

四、 各種委員會 視需要隨時召開。 

工作 

內容 

一、 

二、 

頒發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貢獻獎

頒發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蔡義本

教授研究生獎學金 

由本會奬章委員會負責審查。 

三、 頒發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獎學金 由本會奬章委員會負責審查。 

四、 補助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由本會奬章委員會負責審查。 

五、 補助地球物理相關活動 由本會學術委員會負責審查。 

六、 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學者演講並發表論文。 

七、 接受委託辦理相關之地球物理研究

計畫 

辦理各項委託研究計畫。 

總務 

一、會計處理 

二、會費收據 

三、會籍管理 

 

一、出納：依往年例規之統收統支方式辦理。

二、會計：依規定並援往例辦理會計、簿冊、

   單據等之核報。 

三、依章程規定收取會費。 

四、整理會員名冊，核對會員基本資料。



 
(附件三)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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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豪 國立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潘○潔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張○瑄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黃○晴 國立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鍾○妤 國立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陳○伶 中國文化大學 地質學系   

陳○毅 國立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葉○丞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