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2015 年 12 月 12 日 10:00 – 14:0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主席：陳志傑會長 
出席理事：陳志傑、林文印、王琳麒、楊錫賢、林龍富、蔡灜逸、史順益、林淵淙、陳

王琨、蕭大智 
出席監事：余榮彬、謝連德、趙浩然 
請假理事： 張木彬、蔡朋枝、張艮輝、張簡國平、張章堂 
請假監事：黃國林、簡弘民 
列席人員：巢志成、林能暉、陳瑞仁、紀凱獻、楊禮豪、林聖倫、王家蓁、陳裕政、林

詩婉 
記錄：林詩婉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確認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附件 1 
三、 報告事項 

1.會務報告(秘書處) 
(1) 韓國大氣科學學會(KOSAE)邀請本會代表 TAAR 參加 2015 KOSAE Annual 

Meeting，KOSAE 支付本學會代表 500 美金，以及一晚住宿費用！明年 2016 
ICAST 研討會邀請 KOSAE 代表將以此標準比照辦理！(附件 2) 

(2)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推薦優秀會員為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工程獎章」、「優秀青年工程師」、「傑出工程師獎」，詳細資料於學會網

站中公告。(中國工程師學會團體會員推薦當年候選人截止日期為每年三

月十五日前) 
(3) 本年度辦完之 2015 年台灣氣膠學會年會暨第二十二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

會，所有的結案報告、經費皆順利已經完成，目前剩餘屏東縣環保局 2 萬

元及勞動部 5 萬元尚未入帳。 
(4)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氣溶膠技術研討會已順利於 2015 年 10 月 22-27 日在中

國大陸重慶市舉行，秘書處已於 11/27 前完成將 12 位老師國外差旅送出科

技部進行核銷。 
2.財務報告(財務處)附件 3 
本學會至 104 年 12 月 10 止，總收入為 4,735,297 元，總支出為 3,540,343 元，

結餘 1,194,954 元，目前玉山銀行定存為 676 萬元整。 
3.AAQR 現況報告(AAQR)附件 4 
4.第 22 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暨 2015 細懸浮微粒(PM2.5

5.第23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舉辦進度說明(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

所 紀凱獻副教授)附件 6 

)與健康研討會成果討論

報告(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陳裕政博士)附件 5 

四、 提案討論 
案由一：提請討論學會每年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之盈餘，提撥一定比例做為 AAQR 發展

基金，專款專用。(林能暉榮譽會長) 
說  明：1. 2016 起 AAQR 有多項提昇國際影響力之措施及發展計畫，如 review paper

邀稿、國際研討會參展、補助國外主編及編輯參加學會年會、年輕氣膠學者



及具影響力論文獎項及新聘第二位專任助理等。 
2.以不排擠學會日常會務執行經費之原則下，提撥一定比例之研討會盈餘支持

AAQR 之發展。 
決  議：1.本學會同意在明年 AAQR 實行投稿刊登收費制度過渡期間，補助其多項提昇

國際影響力之措施及發展計畫，惟現階段 TAAR 與 AAQR 財務仍未穩定，敬請

編輯團隊斟酌財務狀況，發揮最大效益。 
2.歷年學會 TAAR 與 AAQR 使用經費一直共存，且 AAQR 明年開始將會進行新的

投稿刊登收費制度，現階段仍不宜設為專款專用等方式，以保持彈性。待

AAQR 未來收支穩定，且倘若有需要經費上的支持，TAAR 將以專款的方式個

案提撥支援。 
 
案由二：AAQR 2016 年度擬向學會借支經費以因應該年度之各項人事及業務支出，並於

2017 年 AAQR 收支出現盈餘後，以逐年攤提之方式攤還該借支經費，提請討

論。(林能暉榮譽會長) 
說  明：1. 2016 起 AAQR 有多項提昇國際影響力之措施及發展計畫，如上一案說明第一

點所示。 
2. AAQR 將於 2016 年 7 月起收取期刊投稿費，因收費遞延，2016 年度之出版

費收入將認列於 2017 年度，預估 2016 年 AAQR 之收支約短絀 150 萬元。 
3. 2017 年後 AAQR 則每年約有 60 萬元以上之盈餘。 
4. 提請討論是否同意 AAQR 該項借支，如獲同意，將以每年攤還 30 萬方式，

分五年還清。 
決  議：1.如案由一，決議第 1 條辦理。 

2.本學會目前流動經費約為 305 萬元(玉山活存及劃撥存款)，扣除 TAAR 每年需

負擔人事(約 65 萬元)、業務 (約 20 萬元)、及研討會(約 100 萬元)等流動費用，

可協助支付 AAQR 費用約為 120 萬元整，敬請 AAQR 審視其經費支出之急迫

性重新編列支出預算；TAAR 與 AAQR 經費共存，若當年度 AAQR 有經費結餘

且在審視明年 AAQR 之預算支出後，應當針對餘絀經費補回 TAAR 協助支付

費用。 
3.由於本學會明年度(2016)財務收入支出預算表已提交內政部，若依前述決議

補助 AAQR，則明年本學會損益表將有約 100 萬元以上之虧損。 
 
案由三：請准予提供二位 keynote speaker 費用於 T&T IAC 研討會。(陳王琨理事) 
說  明：1. T & T IAC 2016 年度國際研討會將於 2016 年 4 月於菲律賓馬尼拉市菲律賓國

立大學舉行。 
2.請准予補助二位 keynote speaker 費用。 
3.補助方式為演講費 3,000 NTD 及住宿費二天，原則上總額以 10,000 NTD 為上

限。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請准予提供二位 keynote speaker 費用於明年(2016)第十四屆海峽兩岸氣膠研討

會。(袁中新榮譽會長) 附件 7 
說  明：1. 2016 年第十四屆海峽兩岸氣膠研討會將暫訂於 2016 年 8 月 24-27 日於台中

市東海大學舉行。  
2.請准予補助二位 keynote speaker 費用，比照 T & T 補助辦理。 

決  議：1.會議名稱宜對等，對方是顆粒學會轄下之氣溶膠分會，是否合適直接以台灣



氣膠研究學會為主辦單會，請袁中新榮譽會長再做思考，並於下次理監事會

議再做討論。 
2. 經費同意比照 T & T 補助原則辦理。 

 
案由五：有關學會各委員會，可否仿照環工學會，每年編列些許預算以利委員會之籌組

與運作（5~10 萬元之籌運費），實報實銷、多退少不補？提請討論。(袁中新榮

譽會長) 
說  明：以海峽兩岸交流委員會為例，此籌運費即可用於海峽兩岸研討會之籌辦，同時

亦將申請科技部與環保署補助及招商贊助。 
決  議：本學會現階段財務仍未見穩定，且理監事會議共識是以 AAQR 為學會未來發展

與投資的主要項目，在財務狀況足夠明朗化之前，目前各委員會之運作需求仍

以個案申請、個案討論方式為之。 
 

五、 下次會議時間及地點：2016 年 3 月 12 日(六) 台灣大學環工所 
 

六、 臨時提案 
提案一：2017 年第 24 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由哪方舉辦?(秘書處) 
決  議：巢志成榮譽會長相當支持可在東海大學主辦。目前相關細節尚在商討中，待確

認後，將會以電子方式通知各位委員。 
 
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