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處物理研究推動中心一百年度第二次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 30 分整
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國科會 2 樓第 5 會議室
主持人：牟中瑜主任
出席人員及單位：
彭維鋒教授 (淡江大學/審議人) 余怡德教授 (清華大學/審議人)
李靈峰教授 (理論中心物理組) 李湘楠教授 (中研院)
林敏聰教授 (台灣大學) 賈至達教授 (台灣師大)
陳培亮教授 (中央大學) 簡紋濱教授 (交通大學) (代理周武清教授)
徐嘉鴻教授 (同步輻射中心) 廖思善教授 (中興大學)
洪連輝教授 (彰化師大) 許瑞榮教授 (成功大學)
周雄教授 (中山大學) 李大興教授 (東華大學)
何怡帆研究員 (自然處) (列席) 徐愛佳研究員 (自然處) (列席)
呂冠樺小姐 (自然處) (列席)
請假人員：
齊正中教授 (清華大學) 黃榮俊教授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理事長) (列席)
楊明峰教授 (東海大學)

I. 報告事項

1. 國科會申請會議及短期訪問近況說明－彭維鋒教授

2. 上次會議結果與物理研究推動中心 100 年度經費分配
說明：A. 本年度剩餘可補助國內研討會經費約 120 萬，可補助 3-4 個研討會 (最多各 30 萬)。

B. 本年度剩餘可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經費約 120 萬，最多可補助 15 件 (亞洲地
區–5 萬為上限、歐美地區–8 萬為上限、院士級–12 萬為上限)。將以通過會議之邀
請學者為優先補助對象，請申請人在三個月前提出。本年度 9-12 月的需求在八月的
會議審查

C. 為節省短訪案經費，建議中心應訂定相關原則，即會議主辦單位應只補助邀請學者生
活費，機票費由學者自行支付為原則。

II. 討論事項

1. 一百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7-B10，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A. 核定 4 件 (核定表請見 100 年附頁 B 表)。

B. B8 申請案所核定經費中，僅核定一位邀請講員來台短期訪問之費用。
C. 建議研討會經費不足之單位，可於 4 月 1 日至 30 日期間向教育部提出研討會經費申

請。

2. 一百年度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審查(來台前兩個月申請)
(C42-C46，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A. 核定第三級 2 人、不同意補助 3 人 (核定名單請見 100 年度附頁 C 表)。

B. 明年度(101 年)國科會國合處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經費預估約為 176 萬。

3. 一百年度「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初審
(F3-F5，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A. 初審核定 3 件 (初審核定表請見 100 年附頁 F 表)。



4. 一百年度「補助大陸地區重要科技人士來台短期訪問」初審
(G1-G4，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A. 初審核定第一級 1 人 、不同意補助 3 人 ( (初審核定表請見 100 年度附頁 G 表) 。

B. 因 G4 申請案和物理學門關聯性不大，建議將申請案轉工程處。

5. 一百年度[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審查(兩個月前申請)
(H2，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H2 申請案因團隊組團任務不明確，經由審議委員投票後，僅同意推薦補助 4 人。

6. 一百年度「補助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審查－原自然處案件
(X1-X2，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核定 2 件 (核定表請見 100 年附頁 X 表)。

III. 臨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100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中午於國科會召開。



100 年附頁 B 表
B. 一百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4/16/2011)

編號 研 討 會 名 稱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及申請
人

預計參加人數 申請經費
(NT$)

核定經費
(NT$)

是否同時
申請國際
合作人員
來台

B7 第二十九屆光譜技術與表面科

學研討會

29th Symposium on
Spectroscopic Technologies and
Surface Sciences
(上屆補助 30 萬元)

100/7/21-23
(3 天)

南投
溪頭青年活
動中心

交通大學電子物
理系
趙如蘋教授
張文豪副教授

國內：20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210 人

316,350 240,000 否

B8 第十五屆台灣核子物理夏季研
習班 (上屆補助 25 萬元)

2011/06/27-30
(4 天)

中央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物理
研究所
章文箴副研究員

國內：67 人
國外：3 人
總計：70 人

300,000 250,000 否

B9 第二屆 X 光暑期學校研討會 2011/08/01-04
(4 天)

南投
日月潭教師
會館

清華大學工程與
系統科學系
李志浩教授

國內：120 人
國外：1 人
總計：121 人

750,000 200,000 否

B10 第十四屆物理教學與示範研
討會
(2009 年補助 175,000 元)

2011/08/19-21
(3 天)

花蓮
東華大學

東華大學物理系
葉旺奇助理教授

國內：400 人
國外：1 人
總計：401 人

200,000 200,000 否

備註：
1. 國內研討會，指於國內舉辦之研討會或非正式國際或亞太會議。
2. 小型會議(100 人以下或 1~2 天)、中型會議(100~200 人或 2~4 天)、大型會議(200 人以上或 3 天以上)。
3. 補助與否及核定經費由委員會投票決定，以最高票數經費補助。如最高票數相同，補助經費取平均值。
4. 核定經費之核銷，應依物理中心規定辦理。
5. 如同時申請國際合作人員(C 類經費)來台參加會議，小型會議最多 2 人、中型會議最多 3 人、大型會議最多 4 人。



100 年附頁 C 表
C. 一百年度補助國際合作人員來台訪問初審核定名單 (04/16/2011)

編號 被申請人姓名、職位、服務單位
及相關榮譽及勛獎

預計來台時
間及天數

是否來台參加研討會 申請人
及單位

核定等級及天數

C42 Professor Fumiya-Takeuchi (1964-) (PhD, 1993)
Health Sciences
Hokkaido University, Japan

05/08-05/12
(5天)

是(B6) 王立民副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日
支酬金
(物理中心經費)

C43 Professor Shinya-Kuriki (1946-) (PhD, 1976)
Research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kyo Denki University, Japan

05/02-05/06
(5天)

是(B6) 楊鴻昌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系

不同意補助

C44 Professor Akira-Toyomura
Research Center for Adv. Tech.
Tokyo Denki University, Japan

05/08-05/11
(4天)

是(B6) 洪姮娥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光電科技
研究所

不同意補助

C45 Professor Eric-Mazur (PhD, 1981)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Physics
Harvard University, USA

07/31-08/06
(7天)

是(第7屆全球華人物
理大會)

郭啟東教授
中山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日
支酬金
(物理中心經費)

C46 Professor Ngoc-Diep-Lai (1977-) (PhD, 2000)
Dept. of Physics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de Cachan, France

07/24-08/07
(15天)

否 許佳振教授
中正大學物理系

不同意補助

備註：

1. 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分配自然處經費，大約分配150萬(約30人左右)，如同意補助，由國科會正式通知。
補助等級分為：A. 第二級(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訪台天數滿或超過 7 天者，補助商務艙來回機票及 7 天日支酬金(每天 NT$10,000)，

訪台天數不滿 7 天者，補助商務艙來回機票及同等天數日支酬金(每天 NT$10,000) 。
B. 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訪台天數滿或超過 7 天者，補助經濟艙來回機票及 7 天日支酬金(每天

NT$6,250) ，訪台天數不滿 7 天者，補助經濟艙來回機票及同等天數日支酬金(每天 NT$6,250) 。
2. 補助與否由委員會投票決定，以超過(含)2/3 票數為同意，棄權視同不同意。
3. 如被申請人係來台參加會議，小型會議最多 2 人、中型會議最多 3 人、大型會議最多 4 人。



100 年附頁 F 表
F. 一百年度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初審核定表 (04/16/2011)

編號 研 討 會 名 稱 時間 地點 主/協辦單位 預計參加人數 申請經費
(NT$)

初審建議核定經費
(NT$)

F3 2011 年兩岸自旋電子學與
磁學研討會

2011/04/25-2011/04/29 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材料科技研究
所
吳德和教授

台灣：50 人
大陸：120 人
其他地區：10
人

700,000 450,000

F4 第六屆海峽兩岸統計物理
學術研討會

2011/07/26-2011/07/30 台中中興
大學
及南投日
月潭

國立中興大學
物理系
廖思善教授

台灣：60 人
大陸：40 人
其他地區：0 人

661,000 330,000

F5 2011 第四屆海峽兩岸天文

望遠鏡與觀測前沿技術研

討會

2011/11/03-2011/11/08 南投埔里 中央大學天文學
研究所
陳文屏教授

國內：40 人
國外：30 人
總計：70 人

401,800 200,000

備註：
1. 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由物理中心初審，如最高票數相同，建議補助經費取平均值，實際核定經費由綜合業務處決定。
2. 在台灣舉辦者：辦理研討會所需之相關費用及來臺參加研討會之專家、學者或有發表論文之碩、博士研究生之生活費。
3. 大陸講員生活費補助等級：

A. 第一級（具國際學術聲望者）八千八百元
B. 第二級（相當於正教授級者）六千二佰元
C. 第三級（相當於副教授級者）五千三百元

4. 在大陸或香港澳門地區舉辦者，於本會核定之總經費內，補助下列人員往返經濟艙機票等交通費：
A. 現任國內研究機構、大專校院之教學或研究人員。
B. 本會補助之客座人員、博士後研究、研究學者（發表研究成果）。
C. 國內大專校院非在職身分之碩、博士研究生（發表研究成果）。



100年附頁G表

G. 一百年度補助大陸地區重要科技人士來台短期訪問初審核定名單 (04/16/2011)

編號 申請人

及單位

被申請人姓名、職位、服務單位

及相關榮譽及勛獎

預計來台時

間及天數

是否來台參加研討會 核定等級

G1 蘇萬生博士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

中心

賈瑜教授(1964-)
河南鄭州大學物理工程學院

06/16-06/25
(10天)

量子合金概念之理論探究 不同意補助

G2 李宗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

理學系所

王松有教授(1963-)
上海復旦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光科

學與工程系

06/16-06/25
(10天)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相關材料研

究探討

不同意補助

G3 張為民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

孫昌璞院士(1962-)

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
08/06-08/25
(20天)

奈米量子元件之量子輸運及量子

退相干的非平衡態理論研究

第一級

G4 吳家和助理教授

中華大學工程科學博

士學位學程

章獻民教授(1965-)
浙江大學信息與電子工程學系

12/02-12/13
(12天)

超導機制，渦漩運動與電磁超介

質的性質研究

不同意補助

備註：

1. 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如同意補助，由國科會正式通知。
2. 受邀人需具備之資格條件如下：

A. 第一級(具國際學術聲望者)，受邀人需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1. 諾貝爾獎得主。
2. 曾獲得國際重要學術獎項，且有傑出或重要事績之國際知名學者專家。

B. 第二級(相當於正教授級者)、第三級(相當於副教授級者)，受邀人需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1. 基於政策需要受邀來訪我政府科技部門之大陸地區科技部門或學術研究機構之主管。
2. 曾在國外重要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擔任講座或正副主管之學者專家。
3. 研究成果卓越並在國際知名刊物發表者。



4. 曾在國際重要學術會議擔任邀請主講人。
3. 來訪人士在台期間日支酬金：

A. 第一級（具國際學術聲望者）八千八百元
B. 第二級（相當於正教授級者）六千二佰元
C. 第三級（相當於副教授級者）五千三百元

4. 補助期間以七天以內為原則，最長以三十天為限；超過七天者，自第八天起，日支酬金以五折計算；來台停留時間超過五天以上者，
應至少包括二次公開演講或座談。

5. 補助與否由委員會投票決定。如最高票數相同，取較高等級補助。



100年附頁H表
H. 一百年度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核定表 (04/16/2011)

編
號

國際會議名稱(舉辦頻率)、主辦之國際物理學
會名稱、時間及地點

團隊召集人
及單位

申 請 經 費
(NT$)

初審建議核
定總經費
(NT$)

團隊成員、單位、擔任任務及論文
發表方式

決議

H2 第一屆亞洲泛大洋洲中子散射會議 周雄教授
國立中山大
學物理學系
所

821,033 328,413 周雄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

系（所）)

推薦

徐存助研究員 (國立中央大學中

子束應用研究中心)

推薦

黃雪莉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生物

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

不推薦

賴喜美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

化學系暨研究所)

推薦

林昭吟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凝

態科學研究中心)

不推薦

樓國隆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
物科技研究所)

不推薦

林錕松副教授 (元智大學化學工

程與材料科學學系（所）)

不推薦

李文獻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
學系)

推薦

孫亞賢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不推薦

李志浩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

與系統科學系)

不推薦



備註：
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除依國科會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作業要點審查外，審查原則如下：
(1)組團參與之會議必須為與物理相關[國際學術學會]主辦之[國際會議]，並以定期舉辦之國際知名會議為優先。
(2)所有參與團員必須負有任務(如各級委員會委員、邀請講員、議程主席等等)，且申請書必須明確說明組團参與本會議所規劃之工作
及任務(例: 如何爭取下次會議主辦權以及如何爭取成為國際學會理監事等)。

(3)召集人及團員三年內必須有核定通過之國科會計畫，以有物理計畫者優先。
(4)如召集人及團員負有特殊任務，可另案討論不受上述所限。
(5)推薦與否由委員會投票決定，以超過(含)1/2 票數為同意，棄權視同不同意。



100 年附頁 X 表
X. 一百年度「補助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原自然處案件)核定表 (04/16/2011)

編號 會 議 名 稱 時間及地點 主辦單位及
申請人

預計參加人數 上屆主辦時
間及國家

註冊費 申請經費
(NT$)

初審建議經
費(NT$)及
核定類別

X1 2011 第五屆高介電材料在高速

電子元件的應用

100/06/08-10
(3 天)

新竹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材料
科學工程學系
洪銘輝教授

國內：12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130
人

650,000 否 200,000

X2 第八屆國際矽晶體探測器發展

研討會

2011/12/05-09
(5 天)

台北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物
理研究所
侯書雲副

研究員

國內：10 人
國外：100
人
總計：110
人

550,000 否 200,000

備註：
1. 研討會類別：

第一類：由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授權主辦或與該學術組織聯合舉辦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
第二類：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或洲區域性）正式認可在我國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三類：國內學術組織授權辦理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四類：國內自行主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五類：本會雙邊協定計畫未能容納或與本會尚未簽訂雙邊合作協定之雙邊學術研討會。
另，學會學術辦理之年會須併國際學術研討會，始可申請補助，否則不予補助。

2. 由物理中心初審，實際核定經費由自然處決定(第一類經費最多 300 萬；第二類-四類經費最多 150 萬)。如同意補助，由國科會正式
通知。

3. 第三類及第四類研討會，如國合處不予補助，則由中心經費補助或不予補助。
4. 補助與否及核定經費由委員會投票決定，以最高票數經費補助。如最高票數相同，補助經費取平均值。
5. 中心受理初審日期：第一期 3 月 31 日截止、第二期 9 月 30 日截止



6. 第一類及第二類會議之申請案件至遲應於會議預定開始日期一年前配合本會第一期或第二期受理期限提出申請，申請時須付完整資
料；無法如期提出申請則以第三類或第四類會議標準審核。

7. 第三類、第四類及第五類會議之申請案件最遲應於會議預定開始舉辦日期前，配合本會第一期或第二期受理期限提出申請，超過申
請期限，或會議已結束者，不予受理。
第一期：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受理當年六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第二期：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受理當年十二月一日至隔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8. 第一類須另附國際學術組織正式授權同意書或邀請主辦信函，第二類須另附國際學術組織認可之信函或文件，第三類須另附國內學
術組織授權辦理書或邀請主辦信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