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司物理研究推動中心一○三年度第三次審議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3 年 8 月 16 日(星期六)中午 12 時整 

地點：台北市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科技部 2 樓第 5 會議室 

主持人：林秀豪 (中心主任) 

紀錄：陳麗玫 

出席人員及單位： 

林敏聰 (臺灣大學物理系/召集人)   李湘楠 (中央研究院物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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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祥光 (清華大學物理系)        黃迪靖 (代理魏德新) (同步輻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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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啟東 (中山大學物理系)     馬遠榮 (東華大學物理系)      

陳守達 (自然司) (列席)     陳錦威 (自然司) (列席)      

黃馨潔 (自然司) (列席) 

請假人員及單位： 

何小剛 (理論中心物理組)     張嘉升 (中央研究院物理所) 

何怡帆 (自然司) (列席) 

I. 討論事項 

1.  一○三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B15-B16，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2 件 (核定表請見 103 年附頁 B 表)。 

2. 一○三年度「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初審 

(C35-C46，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A. 核定第二級(國家院士級)1 人、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11 人 (初審核定

名單請見 103 年度附頁 C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B. 建議 C44 案及 C45 案申請人安排受邀請人至其他學術機構參訪及演講。 

3. 一○三年度「補助大陸地區重要科技人士來台短期訪問」初審  

    (G05-G06，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核定 2 人(初審核定名單請見 103 年度附頁 G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4. 一○四年度補助「2015 中華民國物理年會」經費討論 



(A01，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A. 核定補助新台幣 135 萬元整 (核定表請見 104 年度附頁 A 表)。 

B. 「2015 中華民國物理年會」主辦單位必須比照上屆主辦單位，保留部分款項(約新台

幣 10 萬元)補助無科技部計畫之物理界研究人員參與年會。 

C. 為使物理年會達到國際化，建議主辦單位應於年會期間同步舉行相關衛星會議

(satellite meeting)。 

5.  一○四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B01，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1 件 (核定表請見 104 年附頁 B 表)。 

6. 一○四年度「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初審  

    (C01-C06，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A. 核定第二級(國家院士級)5 人、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1 人 (初審核定名

單請見 104 年度附頁 C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B. C04 案受邀請人履歷表上註明其具有院士身份，但申請人於申請書中受邀請人之資格

部分誤選為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自然司承辦人將聯絡申請人作資格更正。 

7. 中心審議委員遴選辦法討論 

決議：A. 現行「中心審議委員遴選辦法」係於民國 86 年 1 月 28 日之中心審議委員會議中通過實

施。為簡化遴選作業並提高投票率，爰修正本辦法，修正後內容如下：  

一、 目前正擔任科技部自然司物理組(下稱物理組)計畫主持人者同時為候選人及選舉人。 

二、 當然委員(物理中心主任、理論中心主任及物理召集人)，以及自然司司長、審、諮議

委員，或已擔任中心審議委員達 3 年，依規定不得連任者，不列於候選人名單中。 

三、 由選舉產生之審議委員代表共 13 人。每張選票至多圈選 10 人，圈選人數多於 10 人之

選票為廢票 。 

四、 每一次學門之委員人數不超過 3 名，如超過 3 名，得票較低者由原單位其它次學門人

選遞補。 

B. 本修正後辦法經本次審議委員會通過後，立即生效。 

8. 「第十四屆物理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議程討論 

決議：初步議程請見後頁附件。 
 

II. 臨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103 年 11 月 15 日中午於科技部召開。 

2. 「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受邀請人日支酬金補助天數討論 

決議：受邀請人訪台天數未滿 7 天者，日支酬金補助天數改為由中心審議會建議。 



103 年附頁 B 表 

B. 一○三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8/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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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5 2014 低維度科學研討會  

2014 Low Dimensional Science 
Conference 
(2012 年補助 12 萬元整) 

8/27-29 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物理系 
郭華承教授 

國內：115 人

國外：5 人  
合計：120 人

100,000 100,000 ─ 

B16 2014 年中華民國液態晶體學會

年會暨研討會 
(2013 年補助 15 萬元整) 

12/19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光電系 
陳皇銘副教授 

國內：300 人 
國外：10 人  
合計：310 人

150,000 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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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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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附頁 A 表 

A.  一○四年度補助物理研究推動核定表(08/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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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中華民國物理

年會 

Annual Meeting of 

the Phys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15 

104/1/28-30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物理系 
牟中瑜教授 

國內：1950 人 
國外：50 人 
合計：2000 人 

1,350,000 
(去年補助

1,200,000) 

1,350,000 
 

是 (C01-C06) 
 



104 年附頁 B 表 

B. 一○四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8/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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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粒子現象學研討會 

The Eleventh Particle Physics 
Phenomenology Workshop 
(PPP11) 
(上屆補助 25 萬元整) 

5/12-15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物理所 
阮自強研究員 

國內：80 人 
國外：30 人 
合計：110 人

383,6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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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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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屆物理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初步議程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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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3:35 Opening  

(主持人：中心主任林秀豪) 

13:35~13:55 司長致詞 

(科技部自然司司長陳于高) 

13:55~15:05 Session A：科技部物理研究資源(I)  

13:55~14:25 

(10 分鐘發問) 

A1：物理研究計畫申請  

(物理學門召集人李湘楠及林敏聰) 

14:25~14:45 

 

A2：如何善用科技部物理相關資源 

(自然司陳錦威博士) 

14:45~15:05 A3：物理中心相關研究資源  

(中心主任林秀豪) 

15:05~17:45 飯店 Check-in 及自由活動 

17:45~19:00 晚餐 

19:00~20:00 Session B：研究規劃及經驗分享  

20:00~20:30 Coffee Break 

20:30~21:30 Session C：新進人員分組座談 (一般組及凝態組) (I) 

(主持人：李湘楠及林敏聰) 

21:30~ 自由活動 

 



10 月 18 日(星期六)   
                                     
7:00~9:00 早餐 

9:00~10:40 Session D：科技部物理研究資源(II) 

 

9:00~9:20 D1：同步光源之現況與未來願景 

(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主任) 

9:20~9:40 D2：國家理論科學研究中心之近況與展望 

 (物理組主任何小剛) 

9:40~10:00 D3：中華民國物理學會簡介 

(中華民國物理學會理事長高甫仁) 

10:00~10:20 D4：新穎材料核心設施暨計畫推廣辦公室簡介 

     (臺灣大學材料系教授陳俊維) 

10:20~10:40 D5：台澳中子實驗設施與用戶推廣 

(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副主任黃迪靖) 

10:40~10:50 Coffee Break 及飯店 Check-out  

10:50~12:00 Session E：新進人員分組座談 (一般組及凝態組) (II)  

(主持人：李湘楠及林敏聰) 

12:00~12:30 Session F：與會者建議、討論及閉幕  

(主持人：林秀豪) 

12:30~15:00 午餐及自由活動 

15:00~ 派車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