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處物理研究推動中心一○一年度第一次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整
地點：中正大學理學院物理館 3 樓 304 會議室
主持人：牟中瑜 (中心主任)
出席人員及單位：

彭維鋒 (淡江大學物理系/召集人) 余怡德 (清華大學物理系/召集人)
何小剛 (理論中心物理組) 張嘉升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
林昭吟 (臺灣大學凝態中心) 高賢忠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陳宣毅 (中央大學物理系) (代理黎璧賢) 簡紋濱 (交通大學電物系)
張祥光 (清華大學物理系) 魏德新 (同步輻射中心科學研究組)
何孟書 (中興大學物理系) 吳仲卿 (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
魏台輝 (中正大學物理系) 黃榮俊 (成功大學物理系)
紀信昌 (東華大學物理系) (代理李大興) 何怡帆 (自然處) (列席)
呂冠樺 (自然處) (列席)

請假人員及單位：
周雄 (中山大學物理系)

I. 報告事項

1. 中心審議委員任務報告
(1).協助自然處評估相關學門﹝學門規劃及修訂﹞。
(2).協助自然處初審相關學門﹝整合型計畫構想申請案﹞。
(3).審核中心﹝訪問學者案﹞及協助自然處審查相關學門﹝國外學者短期訪問案﹞及﹝國際重

要科技人士案﹞。
(4).審核中心﹝國內研會及學術活動補助案﹞及協助自然處審查相關學門﹝舉辦國際研討會補

助案﹞。
(5).協助自然處審查中心業務經費、中心圖書服務計畫、及各地區圖書服務計畫。
(6).其他與自然處或中心相關之重要業務。

II. 討論事項

1. 一○一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4-B8，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5 件 (核定表請見 101 年附頁 B 表)。

2. 一○一年度「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審查(來台前兩個月申請)
(C11-C25，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A. 核定第二級 2 人、核定第三級 13 人(核定名單請見 101 年度附頁 C 表)。

B. C16「Professor Yi Zhang (張易)」案，經委員會討論後，僅同意日支費部分補助 4 日。

3. 一○一年度「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初審
(F1-F2，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初審核定補助 2 件 (核定表請見 101 年附頁 F 表)。



4. 一○一年度「補助大陸地區重要科技人士來台短期訪問」初審
(G2，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初審不同意補助 1 件 (核定表請見 101 年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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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4，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H4 申請案經由委員會投票表決後，僅同意補助 1 人 (核定表請見 100 年附頁 H 表)。

6. 一○一年度[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審查(兩個月前申請)
(H1，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H1 申請案經由委員會投票表決後，僅同意補助 3 人 (核定表請見 101 年附頁 H 表)。

7. 今年度(101 年)開會時間討論
決議：日期及地點如下：

1 月 18 日(星期三) (配合 2012 物理學會年會於中正大學召開)
4 月 21 日(星期六) (於國科會召開)
8 月 18 日(星期六) (於國科會召開)
11 月 24 日(星期六) (於國科會召開)

8. 「第十二屆物理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時間及地點討論
決議：中央大學為主辦單位，時間為 10 月 12-13 日，地點將於下次審議會討論。

III. 臨時動議

1. 關於國內舉辦之研討會的小中大型之區分，舊的區分已過時且不夠精確，請研議修改。
決議：目前之區分確實不合實際，如大型會議定在 200 人之上，實際國內舉辦的會議並無此規

模，建議下修到 150 人，其餘比照下修，於下次會議提出正式修正討論通過。
2.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101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中午於國科會召開。



101 年附頁 B 表
B. 一○一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1/1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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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 2012 台灣冷原子與冷分子國際
研討會

5/18-20 南投縣日月
潭教師會館

清華大學物理系
王道維教授

國內：90-95 人
國外：5-10 人
總計：100 人

150,000 100,000

B5 第三十屆光譜技術與表面科學
研討會 30th Symposium on
Spectroscopic Technologies and
Surface Sciences (上屆補助新台
幣 24 萬元整)

7/25-27 宜蘭武陵農
場

台灣大學凝態科
學研究中心
張玉明教授

國內：20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210 人

408,200 300,000

B6 第二屆奈米科學研討會：石墨稀
相關系統及奈米結構 2nd
Workshop on Nanoscience:
Graphene-Related Systems and
Nanostructures

2012/7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物理系
林明發教授

國內：11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120 人

400,000 200,000

B7 第三屆 X 光科學暑期學校 3rd
Summer School on X-ray Science
(第二屆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整)

7/22-25 東華大學 交通大學物理所
林俊源教授

國內：110 人
國外：0 人
總計：110 人

857,000 200,000

B8 第十二屆台灣日本韓國強關聯
系統研討會 The 12th

Korea-Japan-Taiwan Symposium
on Strongly Correlated Electron
Systems (第九屆國合處補助 75
萬元)

3/16-18 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物理系
楊弘敦教授

總計：110 人 850,000 300,000 是(C23、
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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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整、中型會議(100~200 人或 2~4 天) 最多補助新台幣 30 萬元整、大型會議
(200 人以上或 3 天以上) 最多補助新台幣 45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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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附頁 C 表
C. 一○一年度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申請表(01/1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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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 Dr. Robert D. Mckeown (Ph.D., 1979)
Jefferson Lab, USA

1/14-1/18
(5天)

是
(E4)

黃偉彥教授
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
所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5天日支酬
金

C12 Professor Robert H. Brandenberger (Ph.D., 1983)
Department of Physic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1/14-1/22
(9天)

是
(E4)

黃偉彥教授
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
所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13 Dr. Mitsuru Kikuchi (1954-) (Ph.D., 1981)
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Japan

2/26-3/3
(7天)

否 向克強教授
成功大學太空天文與電
漿科學研究所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 天日支酬

金
C14 Professor Atsushi Aoyama (1978-) (Ph.D., 2006)

Research Center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kyo Denki University, Japan

2/13-2/26
(14天)

否 廖書賢助理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光電科技
研究所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15 Professor John Clarke (1942-) (Ph.D., 1968)
Dep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3/1-3/7
(7天)

否 洪姮娥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光電科技
研究所

第二級
商務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16 Professor Yi Zhang (張易) (1948-) (Ph.D., 1990)
Forschungszentrum Juelich, Germany

6/2-6/8
(7天)

是 吳秋賢副教授
中興大學/物理系（所）

第三級

4 天日支酬金
C17 Professor Satoru Adachi (1962-) (Ph.D., 1991)

Faculty of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Applied Physics
Hokkaido University, Japan

3/4-3/10
(7天)

否 鄭舜仁教授
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18 Professor Takashi Kuroda (1967-) (Ph.D., 1994)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Science
Tsukuba University, Japan

3/4-3/10
(7天)

否 鄭舜仁教授
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19 Professor Mordechai (Mordechay) Segev (1958-) (Ph.D.,
1990)
Physics Department and Solid State Institute
Technion -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rael

10/1-10/11
(11天)

否 石明豐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
究所

第二級
商務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20 Professor Kong-Thon Tsen (1952-) (Ph.D., 1983)
Department of Physic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SA

5/16-5/29
(14天)

否 賈至達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21 Dr. Jesús Galindo Trejo (1957-) (Ph.D., 1982)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stéticas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UNAM),
Mexico

5/24-6/7
(15天)

是
(B2)

管一政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
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22 Dr. Michael J. Mumma (1941-) (Ph.D., 1970)
The Goddard Center for Astrobiology, NASA
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USA

5/16-5/30
(15天)

是
(B2)

管一政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
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日支酬
金

C23 Professor Atsushi FUJIMORI (藤森淳) (1953-) (Ph.D.,
1981)
Dep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3/15-3/18
(4天)

是
(B8)

楊弘敦教授
中山大學物理學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4天日支酬
金

C24 Professor Shik SHIN (1953-) (Ph.D., 1983)
Dep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3/15-3/18
(4天)

是
(B8)

楊弘敦教授
中山大學物理學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4天日支酬
金

C25 Professor Phillip C. Stancil (1963-) (Ph.D., 1994)
Dep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USA

6/25-7/1
(7天)

否 何耀錦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
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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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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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補助優先順序如下：

A. 參加國合處及中心經費補助之研討會之邀請講員。
B. 參加非國合處及中心經費補助之研討會之邀請講員，及計畫主持人申請來台座談及交流之訪客。每位計畫主持人以 2 件申請案

為原則。



101 年附頁 F 表
F. 一○一年度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申請表(01/1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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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審建議
核定經費

F1 2012 兩岸超導量子干涉儀
及其應用研討會

2012 /6/2-2012/6/4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光電
科技研究所
洪姮娥教授

台灣：143 人
大陸：7 人
總計：150 人

332,350 332,350

F2 2012 年兩岸粒子物理與宇
宙學研討會

2012 /5/7-2012/5/12 大陸重慶市重
慶郵電大學

清華大學物理系
耿朝強教授

台灣：40 人
大陸：100 人
總計：140 人

400,00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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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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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附頁 G 表

G. 一○一年度補助大陸地區重要科技人士來台短期訪問申請表(01/1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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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活動名稱 核定等級

G02 王立民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
學系暨研究所

鄭東寧教授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

2012/6/2-6/5
(4天)

2012 兩岸超導量子干涉儀及其應用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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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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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01/18/2012)

編

號

國際會議名稱(舉辦頻

率)、主辦之國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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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成員及單位 決議

H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Photonics 2012

蔡定平教授
國立台灣大
學物理學系
所

285,557 57,111 蔡定平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推薦

藍永強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研

究所)
不推薦

吳紀聖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暨研

究所)
不推薦

王智明助理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暨研究所)
不推薦

陳哲勤副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儀

器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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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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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一○一年度[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申請表(01/18/2012)

編

號

國際會議名稱(舉辦頻

率)、主辦之國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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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成員及單位 決議

H1 第二十四屆液態晶體

國際會議

傅永貴教授
國立成功大
學物理學系

850,326 318,872 傅永貴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 推薦

陳皇銘副教授(國立交通大學) 不推薦

趙如蘋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 不推薦

徐芝珊副教授(中原大學物理學系) 不推薦

林宏洲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推薦

許千樹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推薦

鄭協昌助理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影像與生醫光電

研究所)
不推薦

李偉教授(中原大學物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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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