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太空科學學會第三屆第八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8 年 3 月 21 日 10:00 

二、地  點：國立中央大學 健雄館 太空科研究所九樓 917 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姓名： 

            理事：劉兆漢 朱延祥 趙寄昆 劉正彥 趙吉光  

                  蔡龍治 葉永烜 

            監事：呂凌霄 王建亞 許瑞榮 

四、請假人員姓名： 

            理事：李羅權 黃健民 陳振雄(候補理事) 陳哲俊(候補理事) 

五、列席人員：楊于賢  

六、主  席：朱延祥秘書長              記   錄：楊于賢 

七、主席致詞：(略) 

八、秘書長會務報告  

1.108 年經費收支、收支明細用途及公文往來細項說明，敬請各位理監事參閱。 

2.太空科學學會今年 2 月 15 日至 16 日於國立中央大學主辦「2019 年大氣科學學門研

究成果發表會暨研究生海報競賽」，圓滿成功。 

說明: 

(1)本次會議與研究生海報競賽依同舉辦，依研究重點分為「氣候分析與模擬」、「綜

觀至中小尺度天氣動力」、「高層大氣與太空」及「大氣物理化學」四個次領域，以

短講及海報交流行式進行。本次成果發表會出席踴躍，老師及研究人員 87 人、學

生 95 人、科技部自然司專員 2人及活動相關人員 20 人，總參加人數 204 人，投稿

總篇數 166 篇。 

(2)地科中心補助:400,000 元、註冊費收入 270,600 元，支出 622,048 元，學會收

入共 48,552 元。 

3.今年度會員大會與理監事會議召開時間訂於 5 月 17 日(五)下午 14:00 南港展覽       

館 404 會議室舉行。 

九、討論議案 

案由一:參與 2019 地球科學聯合學術研討會(TGA)。 

說明：地球科學聯合學術研討會將於 2019 年 5 月 14 日至 17 日於南港展覽館舉行。 

(1)重要日期： 

         ＊論文短摘要截止日期：展延至 2019 年 3 月 20 日 

         ＊早鳥報名截止日期：2019 年 3 月 15 日 

         ＊線上報名截止日期：2019 年 4 月 30 日 

         ＊會議期間：2019 年 5 月 14 日至 17 日 

(2)  特邀演講: 

依據 TGA 第三次籌備委員會決議，5/14 開幕式大會將邀請兩位學者擔任專題演講講座，

一位為中研院王寶貫主任，另一位由太空學會推薦劉正彥老師擔任，題目為「福爾摩沙



衛星七號對我國的地球科學和太空產業之衝擊」。 

演講時間:45 分鐘(含 5分鐘的介紹及 Q&A)。 

(3)太空科學學會依 TGA 主題規劃內容如下: 
 

日期 時間 主題 (404 會議室) 備註(依投稿人數調整) 

5/14(二) 13:00-15:00 大會開幕式(401 會議室) 劉正彥老師擔任開幕式講座 

15:20-17:10 科學衛星研討會/(福爾摩沙

衛星七號-暫定) 

預計 4:40-17:10 交流茶會 

5/15(三) 09:00-12:00 科學衛星研討會  8:00-9:00 報到 

8:00 發車(中大-南港) 

13:00-17:00 科學衛星研討會 

(workshop、poster 

session) 

15:00-17:00 poster session &交流茶會 

17:00-20:00 在地美食晚餐 

預計 17:30、20:30 發車回中央大學 

5/16(四) 09:00-12:00 太空天氣國際研討會 8:00-9:00 報到 

8:00 發車(中大-南港) 

13:00-17:00 太空天氣國際研討會 17:10 發車(南港-中大) 

18:00-21:00TGA 大會晚宴 

5/17(五) 09:00-12:00 太空天氣國際研討會(太空

科學合作計畫) 

8:00-9:00 報到 

8:00 發車(中大-南港) 

12:00-14:00 探空火箭應用與發展論壇  

14:00-16:00 太空科學學會會員大會與理

監事會議 

預計 16:30 發車回中央大學 

 
(3)子議題參考 

議題 代號 子議題 

科學衛星研討會

(Satellite 

Missions for 

Space Science) 

SS-M1 衛星任務構想(Satellite mission concepts) 

SS-M2 衛星系統設計(Spacecraft system design) 

SS-M3 衛星操作作業(Spacecraft operations) 

SS-M4 衛星發射服務(Satellite launch services) 

SS-M5 衛星資料應用(Satellite data applications) 

SS-M6 太空狀態意識(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太空天氣國際研

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ace Weather) 

SS-W1 模式預報與應用 (Application of Forecast Models) 

SS-W2 太陽與行星際空間(Sun and Interplanetary Space) 

SS-W3 行星磁層與電離層(Planetary Magnetosphere and Ionosphere) 

SS-W4 太空科學合作計畫(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 Space 

Science) 
 



案由二:  請理監事討論是否同意太空科學學會收取無透過 TGA 會議網站報名註冊的參
加老師和學生註冊費。 

決議:一致同意，費用收取比照 TGA 辦理。 

案由三:太空科學學會在 TGA 會議期間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所需經費擬向太空科技研究中

心申請，也擬請理監事同意。 

決議:一致同意。 

案由四:  太空科學與科技研究中心無法核銷之費用，是否由學會支付?。 

說明:依據 TGA 大會籌備委員會決議，無另補助研討會相關花費，學會將向太空科學與

科技研究中心申請經費補助，申請項目包含國外邀訪學者來台機票費、生活費及會議相

關開銷。 

決議:一致同意。 

十、臨時動議 

1.建議由太空科學學會統整我國太空領域發展，編撰「太空科學發展史」。 

決議:一致同意，學會將會邀請幾位具太空領域重量級專家學者一同撰寫及編修。 

2.建議由太空科學學會邀請 URSI、IUGG、COSPAR、NSPO 等一同參與全國太空科學相關

會議事宜。 

決議:一致同意。 

3.建議太空科學學會 5月 17 日於南港展覽館舉行會員大會時，向與會者收取年費。 

決議:一致同意。 

4.支付地科院專任助理楊于賢工作費 6000 元及中研院專任助理施鈞倫 2000 元。 

說明:因學會並無聘請專職人員處理會務，相關事宜皆由兩位協助。 

決議:一致同意。 

 

十一、散會(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