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處物理研究推動中心一○二年度第三次審議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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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敏聰 (臺灣大學物理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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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祥光 (清華大學物理系) 
何孟書 (中興大學物理系)        吳仲卿 (彰化師範大學物理系) 
黃榮俊 (成功大學物理系)     魏台輝 (中正大學物理系)      
周雄 (中山大學物理系)      
何怡帆 (自然處) (列席)     陳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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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升 (中央研究院物理所)    何小剛 (理論中心物理組)  

李大興 (東華大學物理系)      林秀豪 (清華大學物理系) (列席) 

  

I. 報告事項 

1. 中心主任自 9 月 1 日起由林秀豪教授接任。 

II. 討論事項 

1. 一○三年度補助「2014 年中華民國物理年會」經費討論 

    (A01，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A. A01 申請案因主辦單位中興大學物理系經費不足，經委員會討論後，決定較上屆增

加新台幣 10 萬元補助款，核定補助總經費為新台幣 120 萬元整 (核定表請見 103 年

度附頁 A 表)。 

   B. 新增 10 萬元補助款將用於補助無國科會計畫之教授及學生的國內差旅費。 

2. 一○二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14，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A. 核定補助 1 件 (核定表請見 102 年附頁 B 表)。 

   B. 需再和主辦單位確認研討會名稱。 

3. 一○二年度「補助兩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初審 

(F04，經費來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初審核定補助 1 件 (初審核定表請見 102 年附頁 F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

案。 

4. 一○二年度「補助團隊參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審查(兩個月前申請) 

(H02，經費來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H02 申請案經由委員會投票表決後，同意全額補助 4 人 (核定表請見 102 年附頁 H 表) ，

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5. 一○二年度「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初審  

    (C41-C55，經費來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A. 核定第二級(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1 人、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14 人 (初

審核定名單請見 102 年度附頁 C 表) ，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B. 如國合處今年度補助經費不足，將依照得票優先順序決定最後補助名單。 

6. 一○三年度「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初審  

    (C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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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 (初審核定名單請見 103 年度附頁 C 表) ，會議審

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7. 一○二年度「補助大陸地區重要科技人士來台短期訪問」初審 

(G05，經費來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核定院士級 1 人(初審核定名單請見 102 年度附頁 G 表) ，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

後定案。 

8. 「補助團隊參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中心審查標準討論 

決議：A. 維持原審查標準。 

   B. 中心未來將主動規劃組團參與國際學術知名會議相關事宜。 

9. 「第十三屆物理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議程討論 

決議：議程將交由新主任規劃。  

III. 臨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102 年 11 月 9 日(星期六)中午於國科會召開。



102 年附頁 A 表 
A.  一○三年度補助物理研究推動核定表(08/17/2013) 

 
編號 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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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經費 
(NT$) 

是否同時核定

國際合作人員

來台 

A01 2014年中華民國物

理年會Annual 

Meeting of The 

Phys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 ,2014 

103/1/21-23 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物理系 
孫允武教授 

國內：1950 人 
國外：50 人 
合計：2000 人 

1,100,000 
(去年補助

1,100,000) 

1,200,000  



102 年附頁 B 表 

B. 一○二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8/1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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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4 亞太光譜技術與表面科學國際

研討會 Asian-Pacific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spectroscopy and surface 
(新申請會議) 

12/3-4 
(2 天)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物理系 
唐述中副教授 

國內： 50 人 
國外： 9 人  
合計：59 人 

130,000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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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