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處物理研究推動中心一百年度第三次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8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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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 賈至達教授 (臺灣師大)
陳培亮教授 (中央大學) 周武清教授 (交通大學)
徐嘉鴻教授 (同步輻射中心)
許瑞榮教授 (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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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思善教授 (中興大學) 洪連輝教授 (彰化師大)
齊正中教授 (清華大學) 楊明峰教授 (東海大學)
周雄教授 (中山大學) 李大興教授 (東華大學)
黃榮俊教授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理事長) (列席)

I. 報告事項

1. 2012 年中心電子期刊聯盟狀況報告
說明：A. 「電子期刊聯盟」加入標準仍維持前標準，即有 2 個計畫以上之學校可加入 APS 聯盟，

有 3 個計畫以上之學校可加入 AIP 聯盟，有 7 個計畫以上之學校可加入 OSA 及 IOP
聯盟。但中心每年會依中心經費狀況調整。

B. OSA 電子期刊 2012 年及 2013 年價格，出版社已依中心建議調降。每一聯盟單位需付
費用分別為美金 6,728 元及美金 7,737 元。

II. 討論事項

1. 一百年度補助「2011 第七屆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經費討論
(A4，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A. 經委員會討論同意依慣例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整。

B. 將請主辦單位邀請中心審議委員陳培亮教授參與此會議，以實地了解會議內容 。

2. 一百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11-B16，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A. 核定 6 件 (核定表請見 100 年附頁 B 表)。

B. 將建議「2011 第七屆台灣自旋電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B12)主辦單位明年會議和「台
灣磁性技術協會年會」合併舉辦，以擴大參與，否則將不予補助。

C. 建議「民國百年兆赫科技研討會」(B16)主辦單位公開研討會訊息，以提升非主辦學校
參與人數，並多邀請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參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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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7-C52，經費來源：國核處)
決議：A. 核定第一級 1 人、第三級 5 人 (核定名單請見 100 年度附頁 C 表)。

B. C47 案因訪客來台日期已過，將以中心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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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A. 初審核定第三級 1 人 ( (初審核定表請見 100 年度附頁 G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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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H3 申請案因不符合補助國際團隊會議之精神，經由審議委員投票後，同意推薦票未超過
(含)1/2 票數，故決議不推薦。

6. 「第十一屆物理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議程討論
決議：議程請見附件 I。

III. 臨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10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中午於國科會召開。



100 年附頁 A 表
A. 一百年度補助物理研究推動核定表 (08/13/2010)

編號 補 助 名 稱 時間 地點 主/協辦單位 預計參加人數 核定經費
(NT$)

是否同時核定國
際合作人員來台

A4 2011 第七屆物理與化學女
性學者聯合研討會
2011 Female Physicists and
Chemists Joint Symposium

10/29-10/30 三峽大板根
森林會議中
心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
系
傅祖怡教授

國內：80 人
國外：1 人
合計：81 人

150,000 是 (G5)



100 年附頁 B 表
B. 一百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8/1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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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台灣弦理論研討會
Taiwan String Theory Workshop

12/14-17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電物系
楊毅助理教授

國內：4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50 人

215,000 100,000

B12 2011 第七屆台灣自旋電子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11 7th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intronics

12/8-10 雲林科技大
學

雲林科技大學材
料所
吳德和教授

國內：100 人
國外：15 人
總計：115 人

300,000 150,000

B13 微中子，暗質及伽瑪射線國際研
討會
InternationalWorkshop on
Neutrino Physics, Dark Matter
and Gamma Rays

11/4-6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物理所
林貴林教授

國內：85 人
國外：15 人
總計：100 人

229,800 150,000 是 (C53)

B14 激光及 X 光在奈米及生物材料
上的應用
Applications of Laser and X-ray
in Nano/Bio-Materials

11/17-18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光電系
湯朝暉教授

國內：15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160 人

254,200 150,000

B15 2011 年中華民國液態晶體學會
年會暨研討會

12/16 逢甲大學 交通大學光電系
陳皇銘教授

國內：34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350 人

150,000 150,000

B16 民國百年兆赫科技研討會
ROC CentennialWorkshop on
THz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12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物理系
張存續教授

國內：35 人
國外：5 人
總計：40 人

78,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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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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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7 Professor M. Downer (1954-) (PhD, 1983)
Physics Dep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6/28-7/3
(6天)

否 交通大學光電系
安惠榮副教授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日
支酬金
(物理中心經費)

C48 Professor M. Di Ventra (PhD, 1997)
Dep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USA

9/7-9/9
(3天)

否 交通大學電物系
陳煜璋副教授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4天
日支酬金

C50 Professor M. C. Hersam (PhD, 2000)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SA

11/20-11/26
(7天)

是 臺灣大學凝態中心
林麗瓊研究員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 天

日支酬金
C51 Dr. M. Koshiba (1926-) (PhD, 1955)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10/05-10/07
(3天)

否 成功大學物理系
陳泉宏教授

第一級
商務艙機票+3天
日支酬金

C52 Professor Y. Ochiai (1946-) (PhD, 1976)
Dept. of Nano-Science
Graduat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gration Science,
Chiba University Japan

11/03-11/05
(3天)

否 臺灣大學物理系
梁啟德教授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3天
日支酬金

C53 Professor Leszek Roszkowski (1956-) (PhD, 1987)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11/3-11/10
(8天)

是 (B13) 交通大學物理所
林貴林教授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 天

日支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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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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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何孟書教授

中興大學物理系

嚴燕來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

10/25-10/31
(7天)

2011物理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

會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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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諾貝爾獎得主：補助來回商務艙機票乙張及日支酬金新臺幣一萬三千元。
（二）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補助來回商務艙機票乙張及日支酬金新臺幣九千八百元。
（三）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科技組織或學術團體之主要負責人：補助來回經濟艙機票乙張或日支酬金新臺幣六千二百五十元，

必要時得補助機票及酬金。
3. 補助期間及義務：
（一）補助期間以七天以內為原則，最長以十四天為限；超過七天者，自第八天起，日支酬金以百分之五十計算。
（二）來臺停留期間超過五天以上者，應至少包括二次公開演講或座談。
（三）補助之日支酬金依中華民國稅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規定扣繳所得稅，並由申請機構代為

扣繳。
4. 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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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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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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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2011 東亞超導電子學會議 楊鴻昌教授
國立臺灣大
學物理學系
所

276,722 0 楊鴻昌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

學系暨研究所)

不推薦

謝振傑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光電科技研究所)

不推薦

洪姮娥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科技研究所)

不推薦

王立民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

學系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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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I

「第十一屆物理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初步議程

10 月 14 日(星期五)
08:00~12:00 團體巴士車程

12:00~13:30 報到及用餐 (自行前往者亦請於規定時間報到及

用餐)
13:30~14:40 Session A：國科會物理研究資源 (I)

13:30~14:00
(10 分鐘發問)

A1：物理研究計畫申請

(物理學門召集人)
14:00~14:20 A2：如何善用國科會物理相關資源

(自然處呂冠樺)
14:20~14:40 A3：物理中心相關研究資源

(中心主任牟中瑜)
14:40~15:00 Coffee Break

15:00~16:20 Session B：研究規劃、計劃撰寫與經驗分享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B1：處長致詞

B2：待定

B3：林敏聰 (臺灣大學物理學系)

B4：林秀豪 (清華大學物理系)--計劃撰寫

16:20~17:00 Coffee Break

17:00~18:30 Session C：物理新進人員自我介紹與座談
(主持人：彭維鋒、余怡德)

18:30~ 飯店 Check-in、晚餐及自由活動

10 月 15 日(星期六)
7:00~9:00 早餐
9:00~11:00 Session D：國科會物理研究資源(II)

9:00~9:20 D1：天文大型計劃 Alma-University
(臺灣師範大學地科系教授管一政)

9:20~9:40 D2：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之近況與展望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物理組主任李靈峰)

9:40~10:00 D3：同步輻射光源之現況與未來願景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主任張石麟)

10:00~10:40 D4：「新穎材料核心設施簡介」
(臺灣大學凝態中心研究員周方正、中山大學材料

與光電系副教授周明奇、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

系助理教授朱英豪、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教授周武

清)
10:40~11:00 D5：中子散射設施近況報告

(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李文獻)
11:00~11:20 Coffee break 及飯店 Check-out (請於 12 點前

Check-out，請自行將鎖匙交還櫃檯)
11:20~12:00 Session E：物理新進人員座談(II)
12:00~12:30 Session F：物理新進人員座談(III)、建議及閉幕

12:30~15:30 午餐及自由活動

15:30~ 派車返回

備註:紅色標示代表邀請講員尚未確定是否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