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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第25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2014年5月25日 (星期日) 10:00 

二、地  點：國立台灣大學 實驗林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三、出席人員：150人(應出席人數 212人，出席150人、請假62人) 

四、主  席：管一政 (理事長)       記錄：莊幼玲 

壹、主席報告： 

(1) 財務報告：學會目前 (2014 年五月三日)經費結餘為新台幣$745,013，較三年前接任

理事長時 (2011 年十月一日)之經費$583,126，結餘增加$161,887 元。 

(2) 頒獎： 

 本學會為表彰對天文研究有卓越貢獻者或團體，特設置「天問獎」。 

 2014 年第一屆天問獎得主為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所的賀曾樸所長。 

 本學會為表彰對天文教育推廣與天文知識普及有卓越貢獻者或團體，特設置

「譚天獎」。 

2014 年第一屆譚天獎得主為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由天文館陳岸立館長

代表接受)。 

 2014 年天文年會最佳壁報論文獎: 

 PS04 莊幼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PS35 黃立晴 (國立中央大學) 、 

 PS39 李君樂 (國立清華大學)。 

 2014 年天文年會大會出席獎摸彩： 

 「星星獎 」三名，每名獎金貳佰圓：譚栢軒、吳宜珊、林祐群 

 「月亮獎 」貳名，每名獎金肆佰圓：林昱衡, 林怡伶 

 「太陽獎 」壹名，獎金陸佰圓：商婕柔 

 「特別獎」： 

  H1 – H5  鴻宇光學特別獎 (Zeiss 拭鏡布 x 5)：林玫君、後藤友嗣、Ji  

  Seon、卜宏毅、黃柏傑。 

  H6  鴻宇光學特別獎 (Camera phone lens cleaner): 張瀚元。 

  H7  鴻宇光學特別獎 (Swarovski Optik hat): 黃明輝。 

  H8  鴻宇光學特別獎 (Zeiss hat): 林省文。 

  H9  鴻宇光學特別獎 (月面夜光海報): 周美吟。 

  H10  鴻宇光學特別獎 (全天 88 星座圖): 水野陽介。 

  H11  鴻宇光學特別獎 (2014 台灣野鳥月曆): 謝弘恩。 

  H12 – H14  鴻宇光學特別獎 (Books “春夏秋冬天文星座觀測趣” x 3):   

  張業祥、郭鎮魁、陳英同。 

  H15  鴻宇光學特別獎 (GALUXE ED 3x Barlow lens): 侯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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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6 – H17  鴻宇光學特別獎 [Ultraview binoculars (8x21) x 2]: Tatsuhiko 

  Hasegawa, 李宜修。 

  H18 鴻宇光學特別獎 (望遠鏡折價券 $2,500): 洪景川。 

  S19  上宸光學特別獎 (Minox/Leica digital camera): Neal Evans。 

  S20  上宸光學特別獎 [Celestron binoculars (12x70)]: 賴詩萍。 

貳、討論事項： 

(1) 案由：本學會 102 年度工作報告與決算案。 

說明: 本學會 102 年度主要工作有以下兩項： 

1. 設置中華民國天文學會天文研究獎「天問獎」(Heaven Quest Award)及普及天文獎

「譚天獎」(Heaven Talk Award)。 

2.  舉辦 2013 年年會(會員大會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決算如附件。 

決議: 無異議通過。 

(2) 案由：本學會 103 年工作計畫與預算案。 

說明: 本學會 103 年主要工作有以下兩項： 

1.  決定第一屆天問獎及譚天獎得獎者 

2.  舉辦 2014 年年會 (會員大會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預算如附件。 

決議: 無異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選舉事項： 

(一) 中華民國天文學會第25屆理、監事改選。 

監票：周翊、秦一男   唱票：高宗賢  發票及記票：龍志鈞、羅卓延駿 

開票結果：  

理事當選人(正取九名): 呂聖元(41 票,中研院天文所), 賴詩萍(37 票, 清大), 秦一男(33 票,淡

江),  林俐暉(30 票, 中研院天文所), 江國興(29 票,清大), 木下大輔 (26 票,中大), 

朱有花(24 票, 中研院天文所), 陳林文(24 票, 師大), 陳惠茹(22 票, 清大) 

 (備取三名；因同票，多備一名): 曾耀寰(20 票,中研院天文所), 吳俊輝(20 票,

台大), 王祥宇(18 票,中研院天文所), 周翊(18 票,中大) 

監事當選人 (正取三名): 管一政(31 票, 師大), 張祥光(30 票, 清大), 黃崇源(28 票, 中大). 

 (備取一名):  孫維新 (22票, 台大) 

散會： 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