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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第 25 屆第 8 次理監事會議 會議紀錄
一、時 間：2016 年 1 月 9 日 (星期六) 14：00
二、地 點：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天文數學館 11 樓 ( 1108 室)
三、出席人員姓名：
(理事長)
朱有花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理研究所）
(常務理事) 呂聖元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理研究所）
賴詩萍 （清華大學天文所及物理系）
(理事)
木下大輔（中央大學天文所）
江國興 （清華大學天文所及物理系）(請假)
林俐暉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理研究所）
陳林文 （臺灣師範大學地科系）
秦一男 （淡江大學物理系）
陳惠茹 （清華大學天文所及物理系）(請假)
(常務監事) 黃崇源 （中央大學天文所）(請假)
(監事)
管一政 （臺灣師範大學地科系）
張祥光 （清華大學天文所及物理系）
四、列席人員： 王祥宇(秘書長)
五、主 席：
朱有花 (理事長)
記錄：魏韻純
壹、報告：
祕書長王祥宇書面報告：
（一）經費結餘：學會目前(至 1/7)經費結餘為新台幣$1,039,230 元，較前次會議
時(10/2)之結餘$1,002,079 增加$37,151 元，主要收入為利息、團體會員繳交之常
年會費(中央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中研院天文所)、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補助 APRIM2017 的補助款、以及中央研究院給學會的學術工作補助
費，以及第六屆海峽兩岸天文望遠鏡與觀測前沿技術研討會的結餘款；主要支出
是派員赴 IAU GA 宣傳 APRIM2017 的支出、asroc.org.tw 英文網域名稱租用費
用(三年)、12/26 討論國家天文台設置事宜 All-hands 會議之餐點費、及郵資。
貳、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2016 年會籌備現況：成大陳炳志教授幫了許多忙，目前日期、地點、大會
講員、旅遊行程、LOC 及 SOC 成員均已確定，如下：
1. 日期：2016 年 5 月 13~15 日(週五到週日)。
2.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廳 ( ~232seats)
3. 大會講員：New Horizon project (Harold Weaver, JHU), HST Heritage (Zolt
Levay, STScI)
4. SOC: 木下大輔 (中央大學 天文所)、朱有花(中研院 天文所；共同主
席)、江國興(清華大學 天文所)、呂聖元 (中研院 天文所)、林俐暉(中
研院 天文所)、秦一男(淡江大學 物理系)、陳林文(師範大學 地科系)、
陳惠茹(清華大學 天文所)、許瑞榮(成功大學 物理系；共同主席)、張
祥光(清華大學 天文所)、張敏悌(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黃崇源(中
央大學 天文所)、管一政(師範大學 地科系)、賴詩萍(清華大學 天文所)
5. LOC: 王祥宇(中研院天文所；共同主席)、陳炳志(成大電漿所；共同主
席)、蔡錦俊(成大理學院院長)、談永頤(成大電漿所所長)、游輝樟(成大
物理)、魏韻純(中研院天文所)、陳昭敏(成大物理)
6. 旅遊行程：四草潟湖，井仔腳鹽田，遊覽車已訂妥，名額有 80 人。
7. 會議總預算約 30 萬，已向物推中心申請補助，同意補助 2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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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已確定會協助安排 EPO section.
第一次會議通知已預備好，待會議網站就緒即發出(註: 會議報名網頁已
於 1/19 啟動)
討論事項：年會報名及摘要上傳截止日？如何改進學生論文獎的評選方式？天問
獎及談天獎的得獎人選？
決議：
1. 年會報名截止日 4/15, 摘要上傳截止日 3/31。
2. 事先指定一位理事或監事負責學生論文獎的評選工作。
3. 天問獎：徐遐生院士，談天獎：成大天文物理實驗室或其中貢獻最大的
蘇漢宗教授(待確認)。
8.
9.

(二) APRIM 2017
討論事項：
需確認 SOC 成員名單
需向 IAU 提出計畫書申請補助
決議：請理事長連絡上屆會議的 SOC, 以便確認本次 SOC 成員名單。另關於向
IAU 提出計畫書申請補助事宜，亦請理事長與 IAU 祕書連繫，以便確認申請截
止日期。
(三) 12/26 討論國家天文台設置事宜的 All-hands meeting 有 28 位興會者參加，名
單如下：
與會者：朱有花、王祥宇、呂聖元、林俐暉、林彥廷、平野尚美、井上允、李景
輝、王明杰、王為豪、黃裕津、蘇游瑄、尚賢、松下聰樹、李太楓(中研院天文
所)、高仲明、陳文屏、饒兆聰、木下大輔(中央天文所)、賴詩萍、江國興、張祥
光(清大天文所)、管一政、曾瑋玲(師大地科) 、秦一男(淡江大學) 、陳岸立、徐
毅宏(台北天文教育館) 、陳守達(科技部)
會議結論是此一提案需要正式通知科技部，應由各單位推派代表組成工作小組，
撰寫計畫書呈科技部。已確認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
中研院天文所: 朱有花、王祥宇、呂聖元
清大天文所: 賴詩萍、江國興、張祥光
淡江大學: 秦一男
師大地科: 管一政、曾瑋玲
中央天文所: 至少高仲明、陳文屏
中央天文所是否有更多代表，以及成大, 中山及台大的代表待確認。
(四) 中研院天文所邀請本學會共同主辦今年五月 23-27 日的 M87 workshop。
決議：同意共同主辦。
(五)下次理監事會議日期。
決議：暫訂 2016/4/9 (星期六) 2pm.
臨時動議：
無
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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