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處物理研究推動中心九十九年度第一次審議委員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1 月 23 日(星期六)中午 12 時 30 分整 
地點：國科會 2 樓第 5 會議室 
主持人：果尚志主任 
記錄：陳麗玫 
出席人員及單位： 
彭維鋒教授 (淡江大學/審議人)    施宙聰教授 (清華大學/審議人) 
林敏聰教授 (台灣大學)      李湘楠教授 (中研院) 
李靈峰教授 (理論中心物理組)     
賈至達教授 (台灣師大)     陳培亮教授 (中央大學) 
周武清教授 (交通大學)      徐嘉鴻教授 (同步輻射中心) 
廖思善教授 (中興大學)        吳仲卿教授 (彰化師大)     
盧炎田教授 (代理傅永貴教授) (成功大學) 許瑞榮教授 (成功大學)     
蔡秀芬教授 (中山大學)     鄭嘉良教授 (東華大學) 
何怡帆研究員 (自然處) (列席)     
請假人員： 
齊正中教授 (清華大學)     徐愛佳研究員 (自然處) (列席) 
I. 報告事項  
 
1. 99 年補助國際合作人員來台短期訪問預算經費分配報告 

決議：由於 99 年經費有限，申請案將從嚴審查。  
2. [台灣物理研究快報]系統上線及邀稿通知說明 

決議：已印製系統上線及邀稿通知宣傳資料，並將於 2010 年物理年會上發放。待系統正式上線

後，將視實際投稿情況，決定是否再作更進一步推廣。 
3. [台灣物理研究快報]系統稿件審查說明及審查費討論 

決議：A. 對於系統審查介面，審議委員提出下列幾項建議： 
a. 在通知作者修改欄中，新增一些基本選項讓審查人勾選，例如：計畫編號錯誤等，

以節省審查人打字時間。 
b. 審查人於點選”請作者更正”鍵後，需新增一確認鍵。 
c. 投稿文章經審查人審核通過後，所有能修改該文章之按鍵皆須移除。 
d. 系統送件給審查人時，必須同時告知審查人帳號及密碼。 

B. 審查人暫不領取審查費。 
4. [全國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物理領域研究人員研究專長及通訊錄(第八版)] 出版報告 
5. 2010 年電子書採購情況報告  

決議：清華大學以外之物理界研究人員如需查詢相關電子書資料，是否能申請及寄送 pdf 檔，

請中心圖書館員確認。 
 
II. 討論事項 
 
1. 九十九年度補助[2010 Tsukuba- -Hsinchu Joint Symposium: Nano and Bio-relateds Material and 

Technology]經費討論 (A6，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A. 核定 1 件 (核定表請見 99 年附頁 A 表)。 

B. 建議 A6 案主辦單位更改會議名稱，將 NTHU 改為 Hsinchu，並開放給其他物理界相

關研究人員參與。 
 

2. 九十九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1-B3，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A. 核定 3 件 (核定表請見 99 年附頁 B 表)。 
B. 建議 B3 案主辦單位公開研討會訊息，並開放給其他物理界相關研究人員參與。 

 
3. 九十九年度補助國際合作人員來台訪問審查( 來台前兩個月申請)  

(C21-C26，經費來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A. 初審核定教授級 4 人、不同意補助 2 人 (初審核定名單請見 99 年度附頁 C 表)。 

 
4. 九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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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核定第二級 1 人 (初審核定表請見 99 年度附頁 G 表) 。 
 

5. [第十屆物理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主辦單位及時間討論 
決議：A. 建議中心於 8 月先發 e-mail 予系主任及新進研究人員，告知中心網頁上可查詢歷屆[新

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簡報及國科會個人研究計畫範本。  
B. 主辦單位確定為高雄大學應用物理系。 
C. 時間暫訂為 10 月 1 日(星期五)及 10 月 2 日(星期六)兩天。 
D. 本屆研討會第二天會程將邀請 APL 期刊主編演講。 
E. 由於本屆[物理女性學者研討會]主辦單位為中山大學物理系，會議地點也在高雄市，

建議本屆研討會可配合[物理女性學者研討會]舉辦 joint session，以達到兩研討會最佳

效能。 
 

6. 今年度開會時間討論 
決議：1 月 23 日(星期六) (於國科會召開) 

4 月 17 日(星期六) (於清華大學召開) 
8 月 28 日(星期六) (於國科會召開)  
11 月 6 日(星期六) (於清華大學召開) 

 
III. 臨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為 99 年 4 月 17 日(星期六)中午於清華大學召開。



  

99 年附頁 A 表 
A. 九十九年度補助物理研究推動核定表 (01/23/2010) 

 
編號 補 助 名 稱 時間 地點 主/協辦單位 預計參加人數 核定經費 

(NT$) 
是否同時核定國

際合作人員來台 

A6 2010 Tsukuba- -Hsinchu 

Joint Symposium: Nano 

and Bio-related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04/02-04/03 
(2 天)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奈微與材

料科技中心 
洪銘輝教授 

國內：75 人 

國外：45 人 

總計：120 人 

250,000 
 

 

 



  

99 年附頁 B 表 

B. 九十九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1/2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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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台灣磁性技術協會年會及

第二十二屆磁學與磁性技

術研討會 

(上屆補助 265,500) 

06/23-06/25 
(3 天) 

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材料科

學與工程學系 
林克偉副教授 

國內：120 人

國外：3 人 
總計：123 人

300,000 300,000  

B2 第二十八屆光譜技術與表

面科學研討會 

28th Symposium on 

Spectroscopic Technologies 

and Surface Sciences 

(上屆補助 300,000) 

07/14-07/16 
(3 天) 

南投縣  
清境農場國

民賓館 

中正大學物理系 
許佳振教授 

國內：20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210 人

316,350 300,000 是 (C26) 

B3 東亞磁性生醫會議 

(新申請會議) 

04/16-04/17 
(2 天) 
 

臺灣師範大

學 
臺灣師範大學光

電科技研究所 
謝振傑助理教授 

國內：140 人

國外：10 人 
總計：150 人

343,700 200,000 是 
(C21、C23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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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會議(100~200 人或 2~4 天)、大型會議(200 人以上或 3 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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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附頁 C 表 

C. 九十九年度補助國際合作人員來台訪問初審核定名單 (01/2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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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1 Professor K. Kim (PhD, 2002)
Center for Brain & Cognitives Science Research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Scienec 
(KRISS), Korea 

04/13-04/18
(6天) 

是 (B3) 楊鴻昌教授 
臺灣大學物理系 

不同意補助 

C22 Professor G.-A. Gumbs (1948-) (PhD, 1978)
Dep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Hunter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06/01-06/14
(14天) 

林明發教授 
成功大學物理系 

教授級 

經濟艙機票+7 天

日支酬金 

C23 Professor Y. Hatsukade (1976-) (PhD, 2003)
Dept.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apan 

04/15-04/18
(4天) 

是 (B3) 洪姮娥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光電所 

不同意補助 

C24 Dr. Y.-H.-Lee (1962-) (PhD, 1989)
Medical Metrology Center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Science 
(KRISS), Korea 

04/13-04/18
(6天) 

是 (B3) 王立民教授 
臺灣大學物理系 

教授級 

經濟艙機票+6 天

日支酬金 

C25 Professor S.-N.-Gorb (PhD, 1991)
Dept. of Zoology 
University of Kiel, Germany 

04/18-05/02
(15天) 

紀凱容助理教授 
中興大學物理系 

教授級 

經濟艙機票+7 天

日支酬金 
C26 Professor C.-T. Chan (陳子亭) (PhD, 1985) 

Dept. of Physic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07/12-07/18
(7天) 

是 (B2) 許佳振教授 
中正大學物理系 

教授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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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分配150萬(約30人左右)，如同意補助，由國科會正式通知。 
補助等級分為：A. 院士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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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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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附頁G表 

九十九年度補助大陸地區重要科技人士來台短期訪問初審核定名單 (01/2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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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來台參加研討會 核定等級及天數 

G2 黃偉彥教授 

台灣大學天文物理所 

馬伯強教授 (1962-) 

北京大學物理學院 

01/17-01/30

(14天) 

是 第二級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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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一級(具國際學術聲望者)，受邀人需具備下列資格條件之一： 
   1. 諾貝爾獎得主。 
   2. 曾獲得國際重要學術獎項，且有傑出或重要事績之國際知名學者專家。 
B. 第二級(相當於正教授級者)、第三級(相當於副教授級者)，受邀人需具備下列資格條件之一： 
   1. 基於政策需要受邀來訪我政府科技部門之大陸地區科技部門或學術研究機構之主管。 
   2. 曾在國外重要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擔任講座或正副主管之學者專家。 
   3. 研究成果卓越並在國際知名刊物發表者。 
   4. 曾在國際重要學術會議擔任邀請主講人。 

3. 來訪人士在台期間日支酬金： 
A. 第一級（具國際學術聲望者）八千八百元 
B. 第二級（相當於正教授級者）六千二佰元 
C. 第三級（相當於副教授級者）五千三百元 

4. 補助期間以七天以內為原則，最長以三十天為限；超過七天者，自第八天起，日支酬金以五折計算；來台停留時間超過五天以上者，

應至少包括二次公開演講或座談。 
5. 補助與否由委員會投票決定。如最高票數相同，取較高等級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