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第十屆第八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會議記錄
時間：民國 101 年 6 月 16 日（星期六）11:00–13:00
地點：國立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416 會議室 (土木環工大樓)
主席：白曛綾會長
出席理事：白曛綾、陳瑞仁、林文印、林龍富、陳王琨、蔡朋枝、蔡政賢、蔡瀛逸
出席監事：張木彬、余榮彬、趙浩然
請假理事：周崇光、林淵淙、張幼珍、張簡國平、許桂榮、陳志傑、龍世俊
請假監事：黃國林、趙馨
列席人員：鄭曼婷、巢志成、袁中新、李文智、楊錫賢、王琳麒、紀凱獻、林育旨、
林詩婉、盧重興、蘇峰生、陳映竹
記錄：佘宥靚
一、

主席致詞 (略)

二、

會務報告
1. AAQR 現況報告 (附件 1)
2. 2012 年本會年會暨研討會籌備進度報告 (中興大學蘇峰生博士)
3. 本會 20 周年慶祝活動籌備進度報告 (紀凱獻副秘書長)
4. 國際交流委員會工作報告 (巢志成主任委員)
5. 獎章委員會工作進度報告 (鄭曼婷主任委員)

三、

財務報告 (附件 2)

四、

提案討論

案由一：提請通過 2013 年度工作計畫書。(秘書處)
說明：依人民團體法規定辦理，本會 2013 年度工作計畫書如附件 3。
決議：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
案由二：提請通過 2013 年度收支預算表。(財務處)
說明：依人民團體法規定辦理，本會 2013 年度收支預算表如附件 4。
決議：收入增列 AAQR 國科會補助案並平衡收支，增修後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會「最佳學術論文獎評選辦法」修訂案，提請討論。(秘書處)
說明：
1.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期刊除每年的二月、四月、六月、八月、十月及十二
月出刊外，亦不定期發行 Special issue，擬修訂評選辦法第四條以因應未來期數之增
加。

2. 獎章委員會委員於七月底評選出最佳學術論文後來不及於年會前送理監事會議通
過，擬刪除須提理監事會議通過文字。
3. 修訂條文對照如下：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最佳學術論文獎』評選辦法
第十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2011.6.18)訂定通過
第十屆第八次理監事聯席會議修訂(2012.6.16)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一、同原條文

一、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以下簡稱
本學會）為提昇本會會員氣膠
學術研究及鼓勵會員投稿優
良學術論文至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期刊，訂定
最佳學術論文獎評選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二、同原條文

二、本學會『最佳學術論文獎』，
每年評定給獎論文最多 1 篇(可
從缺)，頒發獎狀乙紙及獎金
新台幣貳萬元整。

三、同原條文

三、參選之論文需投稿於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期
刊，作者（至少一位作者）需
為學會會員方可參與評選。

說明

四、本學會於每年六月底前彙整上 四、學會之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1. 刪除出刊月份
年度本學會會員發表於
Research 期刊於每年的二月、 文字，內文做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四月、六月、八月、十月及 部分修訂。
Research 期刊之論文為初審之
十二月出刊，本學會於每年 2. 刪除須提理監
推薦名單，由獎章委員會委員
六月底彙整上年度本學會會 事會議通過文
於七月底前評選出最佳學術論
員發表之論文為初審之推薦 字。
文，獲選之論文於當屆年會中
名單，由獎章委員會委員於
頒獎。
七月底評選出最佳學術論
文，獲選之論文提理監事會
議通過後，於當屆年會頒
獎。
五、同原條文

五、本辦法經本學會理監事會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會「會士遴選辦法」修訂案，提請討論。(秘書處)
說明：
1. 擬修訂會士遴選辦法第五條會士會費收取辦法。
2. 修訂條文對照如下：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士遴選辦法
第十屆第七次理監事聯席會議(2012.3.17)訂定通過
第十屆第八次理監事聯席會議修訂(2012.6.16)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一、同原條文

一、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以下
簡稱本會）為表彰本會會
員在氣膠相關領域之傑出
學術成就，特訂定台灣氣
膠研究學會會士遴選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同原條文

二、本會設會士遴選委員會，
委員須為本會會士，委員
數以 7~9 名為原則，委員
會由本會歷屆會士推舉組
成，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產生。

三、同原條文

三、每年入選會士人數以不超
過本會會員數的百分之一
為限，無適當人選時得以
從缺，會士總名額以不超
過本會會員數百分之五為
原則。

四、同原條文

四、會士之產生：
1. 本會榮譽會長及 AAQR
期刊總編輯為當然會
士候選人，並徵求其同
意後，由現任會長聘任
之。
2. 本 會 會 士 之 遴 選 採 公
開推薦方式，具本會會
員資格 10 年(含)以上
者，均可為被推薦人。
會士候選人需經本會
會員 5 人以上之推薦，
推薦人其中至少 3 人為
現任會士。
3. 會 士 候 選 人 需 經 會 士
遴選委員會全體委員
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
以出席會議或通訊方
式同意，始得獲選為本
會會士。
4. 會士遴選時間：每年年

說明

會舉行 3 個月前公佈推
薦辦法，於每年年會舉
行一個月前完成會士
遴選作業。
5. 經 選 出 之 會 士 繳 交 會
士會費後，由本會會長
於本會當年度年會中
公開表揚，並頒給會士
證書。
五、會士會費自由樂捐，不限 五、會士會費新台幣三萬元整。 1. 會費金額改為
金額。收受之捐贈，全數
自由樂捐，不限
納入本會會士基金統籌運
金額。
用。
2. 明訂會費用途。
六、同原條文

六、本會為表彰在氣膠相關領
域之傑出國內外人士及學
者，得頒發榮譽會士，由
本會會長提名經會士遴選
委員會同意後頒發證書。

七、同原條文

七、本辦法經本會理監事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
1. 第四條第五款文字修正為 ”5.選出之會士由本會會長於本會當年度年會中公開表
揚，並頒給會士證書。”
2. 第五條”自由樂捐:文字修正為”自由捐贈”。
3. 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
五、 臨時動議
提案一：International Aerosol Research Assembly (IARA) - International Aerosol Fellow
Award 本會提名王秋森榮譽會長為候選人，提請討論。(巢志成榮譽會長)
決議：由會長徵詢王秋森榮譽會長同意後辦理。
六、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