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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第 26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 間：2018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四)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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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一男 （淡江大學物理系） 

賴詩萍  （清華大學天文所及物理系） 
 （理事）   王祥宇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請假） 

呂聖元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周 翊 （中央大學天文所） 
林俐暉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請假） 
曾瑋玲 （台灣師範大學地科系）    
饒兆聰 （中央大學天文所） 

（常務監事）  管一政  （台灣師範大學地科系）（請假） 
（監事）   張祥光 （清華大學天文所及物理系） 
    黃崇源  （中央大學天文所）（請假） 

四、列席人員  汪仁鴻  （秘書長） 
五、主席：   朱有花 
 
壹、報告事項： 

（ㄧ）台中科博館場勘報告 
• 日期：2019/05/17-19 
• 會議廳：藍廳 166 人，紅廳 200 人 
• 海報場地：廳外的走廊供壁報展示 
• 第一天招待會：外燴，在二樓用餐 
• 第二天午宴：科博館附近的餐廳（全國大飯店） 
• 第二天參訪：921 地震園區 
• 與會者的名牌可以自由進出科博館 

 
（二）2018 年收支決算表初稿（如附件，由 2018 年收支預算表修訂而來） 
（三）2019 年收支預算表初稿（如附件） 
（四）財務報告 

• 中央研究院補助學會朱有花理事長與王祥宇理事出席 IAU 第 30 屆會員
大會，會後報告已經提送中央研究院。（經費核銷由中研院天文所行
政室處理） 

• IAU 去函中央研究院催繳年費 6,070 歐元，11/22 已經配合發函請中央
研究院辦理，IAU 已於 12/11 確認收到匯款並寄回收據（由國際事務
處代轉）。 

• 2018 年會物理研究推動中心補助款約 24 萬元已經入帳（11/13）。 
• 2019 年會已經獲得物理研究推動中心核定補助 28萬元（11/16）。 
• 學會收到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12 月 5 日財北國稅大安營業字第

1070467140G號來函，要求補繳 106 年 12月營業稅（按：即 APRIM 2017
註冊費收入之營業稅 191,868 元，本稅已於 107 年 4 月 13 日繳交）
的滯納金 28,545 元。註冊費收入約 4 百萬元，營業稅加上補繳滯
納金總支出約 22 萬元。學會已於 12/11 補繳完畢。 



中華民國天文學會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台北市 10617 羅斯福路四段 1 號天文數學館 11 樓 
11F of Astronomy-Mathematics Building, No.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Taiwan 
 

TEL  +886-2-3365-2200  •  FAX  +886-2-2367-7835  •  http://www.asroc.org.tw/ 
 

 

• 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年度補助款兩萬元申請作業中。 
• 團體會員已繳交 107 年度年費名單：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02/12) 
–中國文化大學光電物理系 (05/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科系 (12/04) 
–國立中央大學天文所 (12/07) 
–中研院天文所 (12/11) 
–南瀛科學教育館 (12/12) 

• 中華民國天文學會現金收支明細（107/08/16至 107/12/11）如附件九、
學會現金帳戶總結餘（至 12/11止）：零用金 5,198，郵局劃撥帳戶 
62,141，郵局 53,470，華南銀行（台大分行） 2,002,216，華南銀
行（竹科分行）233,326 合計 2,356,351 和 107/01/16（經濟部外貿
協會 APRIM 2017 補助款 722,950 元入帳之後）學會現金帳戶總結餘 
2,580,231 元相比，扣除 APRIM 2017營業稅及滯納金 22萬元，大
致平衡。 

 
 
 
貳、討論事項： 

（一）2019 年年會時程 （5/17-19）與相關事務   

決議： 

• 線上註冊起始日：1 月 28 日（週ㄧ） 

• 線上註冊截止日：4 月 28 日（週日） 

• 摘要上傳起始日：1 月 28 日 

• 摘要上傳截止日：3 月 31 日（週日） 

• 第一次大會通知：1 月 28 日 

• 第二次大會通知：3 月 18 日（週ㄧ） 

• 公布年會議程：4 月 22 日（週ㄧ） 

• 會前通知：5 月 10 日 （週五） 

• 2019 年譚天獎得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2019/05/18 小行星命名儀式（當天為國際博物館日）：譚天獎頒獎與

小行星命名儀式預定於會議第二天上午會議後舉行。 

• 2019 年年會迎賓、午宴、茶點費用依往例 

• 2019 年年會收費、補助依往例 

 

（二）中研院天文所在 2019/12 將舉辦 magnetic field in the universe 會

議，敬請學會協辦。 

決議：同意。 

 

散會：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