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司物理研究推動中心一○四年度第二次審議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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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金明 (中央研究院原分所)    陳永芳 (臺灣大學物理系)          

劉祥麟 (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羅夢凡 (代理陳宣毅) (中央大學物理系)    

羅志偉 (交通大學電物系)      鄭弘泰 (清華大學物理系)         

黃迪靖 (同步輻射中心主任室)     孫允武 (中興大學物理系)         

陳永忠 (東海大學物理系)      洪連輝 (彰化師範大學物理系)     

許佳振 (中正大學物理系)     羅光耀 (成功大學物理系)      

郭啟東 (中山大學物理系)     郭永綱 (東華大學物理系)      

陳守達 (自然司) (列席)     黃馨潔 (自然司) (列席)      

陳錦威 (自然司) (列席)     施玫如 (物理中心) (列席) 

請假人員及單位： 

朱創新 (理論中心物理組)     高崇文 (中原大學物理系)  

I. 報告事項 

1. 中心將於 4 月 27 日(一)及 28 日(二)兩天舉辦「第一屆年輕物理學者學術研討會」，歡迎大家與

會。研討會完整議程請見附件 1。 

II. 討論事項 

1. 一○四年度補助「第九屆物理與化學女性學者聯合研討會」經費討論 

(A03，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A03 案新臺幣 15 萬元整 (核定表請見 104 年度附頁 A 表)。   

2. 一○四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B10-B11，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2 件 (核定表請見 104 年附頁 B 表)。 

3. 一○四年度「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初審 

(C24-C38，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A. 核定第二級(國家院士級)2 人、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12 人、不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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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4 年 4 月 15 日起，科技部科國司對於「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申請案之

日支酬金補助期間，改為以 7 日內為原則，因特殊需要，最多以 1 個月為限。故中心

審查標準亦將同步更新。 

4. 一○五年度「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初審 

(C01，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核定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 1 人 (初審核定名單請見 105 年度附頁 C 表) 。 

會議審查結果送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5. 一○四年度「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初審  

(E01-E04，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核定補助 4 件 (核定表請見 104 年附頁 E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6. 一○五年度「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初審  

(E01-E03，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A. 核定補助 3 件 (核定表請見 105 年附頁 E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B. 建議 E01 案申請人邀請國際物理學術組織聯合舉辦這項國際研討會，並於申請書中 

補充相關資料後，委員會同意以第一類研討會認定標準通過補助。 

(關於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類別，科國司充分尊重專業的學術審查。此案經物理中心 

審議會討論，並經過投票表決，以 16:0 一致認定屬於第一類國際研討會。) 

   C. E02 案因申請書中註冊費計算及編列方式不精確，建議申請人補充資料後，委員會同 

           意以第二類研討會認定標準通過補助。 

         D. 建議科國司於「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申請表格中對於第一類及第二類研討 

會增列下列 2 項必填項目： 

a. 上屆研討會之實際報名費總金額 

b. 是否對於國內學生及學者提供研討會相關補助  

E. 未來中心對於第一類及第二類研討會將改為委請兩位審議委員進行初審。 

7. 一○四年度「補助兩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初審 

   (F04-F05，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核定 2 件 (初審核定表請見 104 年附頁 F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8. 一○四年度「補助大陸地區重要科技人士來台短期訪問」初審 

   (G03-G09，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A. 核定推薦 6 人、不推薦 1 人(初審核定名單請見 104 年度附頁 G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

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B. G09 申請案因申請人對於受邀請人來台參訪行程安排前後不一致，經委員會投票表決 



後，決議不予推薦。 

9. 一○四年度「補助團隊參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初審 

(H01，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A. H01 申請案經由委員會投票表決後，同意推薦 5 人、不推薦 5 人(初審核定表請見 104

年度附頁 H 表)。會議審查結果送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B. H01 申請案團隊成員李文獻教授所屬之單位應為國立中央大學物理系，並非財團 

法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將請申請人修正申請書資料。 

III. 臨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8 月 15 日(星期六)中午召開。將評估至科技部以外的場地召開之可行性。 

 



「第一屆年輕物理學者學術研討會」議程                                                                       附 件 1 
 
2015 年 4 月 27 日(星期一)   

08:30~10:30 團體巴士車程(登記搭乘者，請準時於台大/中央/
中興/清華大學正門口上車) 
台灣大學正門口(10:20am 發車)→渴望會館 
清華大學正門口(10:20am 發車)→渴望會館 

11:30~13:30 報到及用餐 (自行前往者亦請於規定時間報到

及用餐) 
(報到地點：渴望會館) (行李暫時放置於 R203 研

討室) 
(用餐地點：渴望會館餐廳) 

13:30~13:40 Opening  (主持人：中心主任林秀豪)  
(地點：渴望會館 R205 會議廳) 

13:40~13:55 司長致詞 (科技部自然司司長陳于高) 

13:55~15:25 Session A：(主持人：中心主任林秀豪) 
學界的需求與門檻  
國立中央大學物理系主任羅夢凡 
國立中興大學物理系主任孫允武 
國立交通大學電物系主任周武清 

15:25~15:45 20 分鐘提問 

15:45~16:30 Coffee Break 
16:30~17:30 飯店 Check-in 及自由活動 

17:30~18:30 晚餐 (地點：渴望會館餐廳) 

18:30~ 返回渴望會館 R205 會議廳開會 

19:00~19:30 Session B：(主持人：交大電物系主任周武清) 
尋找教職之心路歷程及經驗分享 I 
國立東華大學物理系曾賢德教授 

19:30~19:40 10 分鐘提問 

19:40~20:10 Session C：(主持人：交大電物系主任周武清) 
尋找教職之心路歷程及經驗分享 II 
東海大學物理系詹傳宗教授 

20:10~20:20 10 分鐘提問 
20:20~21:00 Coffee Break 
21:00~ 自由討論 

 
2015 年 4 月 28 日(星期二)                                      

07:00~09:30 早餐 (用餐地點：渴望會館餐廳) 

09:30~10:00 Session D：(主持人：中心主任林秀豪) 
如何從學術研究到進入產業界的經驗分享 I 
台積電謝志宏部經理 

10:00~10:10 10 分鐘提問 

10:10~10:40 Coffee Break 及飯店 Check-out(行李放置於 R203

研討室) 

10:40~11:10 Session E：(主持人：中心主任林秀豪) 
如何從學術研究到進入產業界的經驗分享 II 
崇越科技丁彥伶副總經理 

11:10-11:20 10 分鐘提問 

11:20~12:00 Session F：與會者建議、討論及閉幕  
(主持人：林秀豪) 

12:00~14:00 午餐 buffet 及自由活動  
(午餐地點：渴望會館餐廳) 

14:00~ 派車返回 

 



104 年附頁 A 表 
A. 一○四年度補助物理研究推動申請表(04/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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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經費 
(NT$) 

A03 第九屆物理與化學女性學者聯

合研討會 

104.11.21-22 中壢市 
 

中央大學物理系 
薛雅薇 

國內：80 人   
國外：1 人  
合計：81 人 

150,000 150,000 

 
備註： 
1. 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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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附頁 B 表 

B. 一○四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4/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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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 2015 低維度科學國際研討會 

(上屆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整) 
9/10-12 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物理系黃

啟炎教授 
國內：135 人

國外：15 人 
合計：150 人

200,000 150,000 是 (C32) 

B11 2015 中子科學學會年會暨中子

散射研習營 
(上屆由科國司經費補助新台幣

35 萬元整) 

10/23-25 南投縣 台灣大學凝態中心 
林昭吟研究員 

國內：116 人 
國外：4 人  
合計：120 人

358,800 300,000 是 (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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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