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處物理研究推動中心一○二年度第二次審議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4 月 20 日(星期六)中午 12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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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主任) 

紀錄：陳麗玫 

出席人員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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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黎璧賢 (中央大學物理系)       
簡紋濱 (交通大學電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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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雄 (中山大學物理系)      
李大興 (東華大學物理系)      何怡帆 (自然處) (列席)      
陳守達 (自然處) (列席)     呂冠樺 (自然處) (列席) 
請假人員及單位： 

林敏聰 (臺灣大學物理系/召集人)   張祥光 (清華大學物理系)       

黃榮俊 (成功大學物理系) 

  

I. 報告事項 

1.「新穎二維材料成長與物理研討會」初步議程報告 

說明：本研討會將於 5 月 31 日及 6 月 1 日兩天於陽明山天籟會館舉辦，敬請中心審議委員踴躍

參加。 

2. AIP 過期期刊使用情形報告 

說明：AIP 出版針對 AIP 過期期刊之使用將於今年開始收取高額費用，中心將持續和 AIP 出版

社協商相關事宜。 

II. 討論事項 

1. 一○二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12-B13，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2 件 (核定表請見 102 年附頁 B 表)。 

2. 一○三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01，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1 件 (核定表請見 103 年附頁 B 表)。 

3. 一○二年度補助國際研討會(一至四類)初審(申請截止日期 3/31)  

   (E01~E04 經費來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A. 初審核定通過補助第四類 4 件，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B. E02 案經討論後，因計畫書上之預計出席人員僅列出大陸及台灣地區人員，並未列國

際邀請講員名單，為避免造成研討會類型之混淆，因此將申請書退回予申請人，補充

國際邀請講員名單。 



4. 一○二年度「補助兩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初審 

(F02-F03，經費來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A. 初審核定補助 2 件，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B. F03 案之議程規劃包含 4 天的演講及 1 整天的討論與實驗室參觀，建議主辦單位對於

1 整天的討論與實驗室參觀行程，應有具體討論結果並提出報告。  

 5. 一○二年度「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初審  

    (C31-C38，經費來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核定第二級(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2 人、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5 人、不予

補助 1 人，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6. 一○二年度「補助大陸地區重要科技人士來台短期訪問」初審 

(G03-G04，經費來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核定教授級 2 人，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7. 「第十三屆物理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地點及相關事項討論 

決議：A. 中興大學物理系為協辦單位，時間確定於 10/18(星期五)及 19(星期六)，會議地點建

議在惠蓀林場，將由中心進行公開招標作業。 

B. 為使自然處物理學門審、諮議委員能預留時間參加本研討會，將提前通知時間及地點。 

III. 臨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102 年 8 月 17 日(星期六)中午於國科會召開。



102 年附頁 B 表 

B. 一○二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4/2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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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 2013 中華民國物理教育聯合會

議 
2013 Joint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in Taiwan 
(上屆補助 16 萬元整) 

8/22-24 
(3 天) 

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物理系 
鄒忠毅副教授 

國內： 500 人

國外： 10 人 
合計： 510 人

193,900 160,000 否 

B13 台灣 2013 年暑期弦理論研討會

Taiwan String Theory Summer 
Workshop 2013 
(上屆補助 10 萬元整) 

7/2-13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電物系 

楊毅副教授 
國內： 40 人

國外： 10 人

合計： 50 人

5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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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人以下或 1~2 天)最多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整、中型會議(50~100 人或 2~3 天) 最多補助新台幣 30 萬元整、大型會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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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附頁 B 表 

B. 一○三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4/2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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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1 亞太重力及宇宙學研討會/學校

Asia-Pacific School/Workshop on 
Gravitation and Cosmology 2014 
(APCTP-NCTS-YITP Joint 
Program) 

2/17-21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物理

所 
余海禮研究員 

國內： 40 人

國外： 50 人

合計： 90 人

309,500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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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人以下或 1~2 天)最多補助新台幣 15 萬元整、中型會議(50~100 人或 2~3 天) 最多補助新台幣 30 萬元整、大型會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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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