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天文學會九十三年度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93年12月10日上午10:0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
出席：理事長－葉永烜
　　　常務理事－林志隆、張祥光
　　　理事－江瑛貴、金升光、林宏欽、張光祥
　　　秘書長－高仲明
記錄：彭于芳
 
一、     報告事項：

（一）      過去半年的活動。
林志隆：11月20、21日Start Party（2004年星空饗宴）非常成功，參加人

數較去年倍增。
（二）      財務報告。

詳如附件。
 

二、     討論事項：
（一）      決定九十四年度會員大會（CAST 2005）召開之日期與地點。
（二）      擬定九十四年度會員大會（CAST 2005）手冊內容討論案。

1)  日期：94年6月3、4日兩天
2)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
3)  LOC：江瑛貴理事負責
4)  SOC：張祥光理事負責
5)  Education Session：林志隆理事負責
6)  Invited Speakers：葉永烜理事負責
7)  一個月前寄發大會通知單及下任理監事選舉之選票
 

（三）      章程之修改。
1)  確認目前章程的版本。
 

（四）      會士及獎章之設立。
1)  提案蔡章獻、沈君山為名譽會員。需確認以上二位是否已為

名譽會員。
2) 中國天文學會蔡章獻獎辦法（由金升光理事撰文）

凡對天文教育推廣或業餘天文研究有特殊貢獻者,
由會員五人以上之提議, 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於會員大會頒贈獎牌.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五）      推舉下任理監事成員。

1)  理事候選人名單：
張祥光、江瑛貴、黃崇源、呂聖元、金升光、陳文屏、周翊、陳林
文、管一政、陳炳志、王致悅、呂其潤、郭新



*秦一男、簡正忠、張桂蘭
**游輝樟、郭西川、陳輝華、葉麗琴

2) 監事候選人名單：
林宏欽、林志隆、葉永烜、傅學海
*許瑞榮、陶蕃麟

3) 本次選舉採通訊投票
註：*為會員但尚未繳交93年會員，**非本會會員

 
（六）      IAU會員之申請名單：

清大：張祥光、周定一
台大：關志鴻
中大：陳文屏、高仲明、江瑛貴、黃崇源、孫維新
師大：管一政、傅學海
成大：許瑞榮
淡江：秦一男
 

（七）      臨時動議。
1) 臺灣中小學天文教育白皮書
     �對現況之描述。
     �我們可以做什麼？
     �別的單位可以做什麼？
     �國家可以做什麼？
     由林志隆理事負責，於94年會員大會前提出。
2)  協助支援台中科博館2005年物理年活動。

附件一、
★    93年中國天文學會經費明細(郵局)：
日   期 項   目 支  出 收  入 餘  額 備  註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92/04/21 上一年度結餘款     282744  
92/04/21 中研院    20000 302744  
92/05/22 會費    500 030244  
92/06/21 利息    1154 304398  
92/11/20 星空饗宴   10000  294398  
92/12/17 領出(年曆+信封)   7000  287398  
92/12/21 利息    852 288250  
92/12/22 寄年曆即通知單   2000  286250  
92/12/23 買新電腦   12000  274250  
92/12/24 會費（賴淑珠）    500 274750  
92/12/24 會費（鄭秀能）    500 275250  
93/04/23 天文年會預支   20000  255250  
93/05/28 天文年會餘額   19500  274750  
93/06/21 利息   749  275499  
93/07/05 物理中心93年補助    100017 375516  
93/09/08 93年年會支出   45800  329716  

 



附件二、
★    93年中國天文學會經費明細(零用金)：
 
日   期 項   目 支  出 收  入 餘  額 備  註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92/04/21 上年度剩餘     607  
92/04/22 年會剩餘    2500 3107  
92/12/11 標籤 1 80 80  3027  
92/12/17 郵局領出零用金   1000  4027  
92/12/17 買信封（泡棉） 120 85 1006  3121  
92/12/22 寄年曆及通知剩

下
   10 3031  

92/12/23 買電腦   10280 1720 4751  
92/12/26 收據 2 15 30  4721  
93/09/08 年會餘款    1422 6143  

        
        
        

 
附件三、
*天文年會收支表:
  ===收入=======
    學會預支: 20000
    註冊費收入: 56800
 
              總收入 :76800
  ===支出========    
    天文館場佈支出: 630
    演講費: 4000
    摘要集,名片夾,文具:6000
    咖啡,茶包.... : 1700
    年會午餐 : 9920
    年會晚餐 : 35000
    收據 : 40
             
              總支出: 57290
   ============================
              剩下: 19510
    
  *天文年會清大物理中心報帳明細:
  午餐    : 9920
  晚餐    : 35000
  文具費  : 6310
  影印費  : 7000
  碳粉夾  : 3000
  茶點    : 1712
  臨時工資: 10000
  演講費  : 3000
  郵資    : 1500
  場佈支出:  480
 ===============================
     Total : 77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