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處物理研究推動中心九十九年度第四次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9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 30 分整
地點：清華大學物理館 6 樓 620 會議室
主持人：牟中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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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靈峰教授 (理論中心物理組) 陳培亮教授 (中央大學)
周武清教授 (交通大學) 魏德新教授(同步輻射中心) (代理徐嘉鴻教授)
吳仲卿教授 (彰化師大) 傅永貴教授 (成功大學)
許瑞榮教授 (成功大學) 鄭嘉良教授 (東華大學)
何怡帆研究員 (自然處) (列席) 徐愛佳研究員 (自然處) (列席)
姚建文 (物理中心) (列席)
請假人員：
李湘楠教授 (中研院) 林敏聰教授 (台灣大學)
賈至達教授 (台灣師大) 齊正中教授 (清華大學)
廖思善教授 (中興大學) 蔡秀芬教授 (中山大學)
I. 報告事項

1. 明年度到期委員名單：吳仲卿、傅永貴、鄭嘉良、蔡秀芬、施宙聰(審議人)
明年度新聘委員名單：洪連輝、楊明峰、李大興、周雄、余怡德(審議人)

2. 中心下三年度期刊圖書採購費用報告
3. 新穎材料開發計畫與連結

決議：將於中心網頁建立連結，並通知物理學門計畫主持人。

II. 討論事項

1. 明年度「補助國際合作人員來台訪問」申請案審查標準討論
決議：補助優先順序如下：
A. 參加國合處及中心經費補助之研討會之邀請講員。
B. 參加非國合處及中心經費補助之研討會之邀請講員，及計畫主持人申請來台座談及交流之訪

客。每位計畫主持人以 2 件申請案為原則。

2. 明年度「補助國內自行主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第四類)申請案審查標準討論
決議：A. 將徵詢國合處意見，如國合處同意，中心將會將新的「國科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初審審查意見表」e-mail 給所有物理學門計畫主持人參考。
B. 將建議國合處修改「國科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申請書」，申請書應反應審

查意見表列有之項目，例如：有無托兒服務規劃等，以利審查人審查。
C. 由於中心補助國內自行主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有限，明年度補助優先順序如下：

a. 物理學門推動計畫相關會議。
b. 物理相關次領域會議。
c. 同質性會議僅擇一補助。

3. 九十九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B5，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A. 不同意補助 1 件 (核定表請見 99 年附頁 B 表)。

B. 將建議申請人尋求廠商贊助舉辦研討會之相關費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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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3-C76，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A. 初審核定第二級 1 人、第三級 2 人、不同意補助 1 人 (初審核定名單請見 99 年度附頁

C 表)。

5. 九十九年度補助「國際研討會(一至四類) 」初審(申請截止日期 9/30)
(E7~E11，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初審核定通過補助 4 件，第二類 2 件、第四類 2 件、不同意補助 1 件 (核定表請見 99 年

附頁 E 表)。

6. 九十九年度「補助兩岸學術科技研討會」初審
(F4，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初審核定 1 件 (初審核定表請見 99 年附頁 F 表)。

7. 九十九年度「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審查(兩個月前申請)
(H5，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A. 初審不同意補助 1 件 (初審核定表請見 99 年度附頁 H 表)。

B. H5 申請案因不符合補助國際團隊會議之精神，經由審議委員投票後，同意推薦票未
超過(含)1/2 票數，故決議不推薦。

8. 一百年度補助「物理學會期刊電子化」經費討論
(A2，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A. 暫不同意補助 1 件 (核定表請見 100 年附頁 A 表)。

B. 將請申請單位物理學會重新提申請書，內容應包括全年度經費規畫表，含國科會補助
期刊經費新台幣 270 萬之使用規劃。

9. 一百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2-B3，經費來源：物理中心)
決議：核定 2 件 (核定表請見 100 年附頁 B 表)。

10. 一百年度補助「國際合作人員來台訪問」審查(來台前兩個月申請)
(C5-C17，經費來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A. 初審核定第二級 2 人、第三級 8 人、不同意補助 3 人(初審核定名單請見 100 年度附頁

C 表)。
B. 建議 C10 案申請人台灣大學物理系蔡定平教授，安排被邀請人 Professor S. Kawata 順

道參加「2011 年中華民國物理年會」。
C. 由於台灣大學天文物理所黃偉彥教授所申請之 C11、C12 及 C13 三件案件被邀請人來

台目的皆為參加 E10 研討會，但因 E10 案未通過補助，故這三件申請案視為計畫主持
人申請來台座談及交流之訪客，每年每位計畫主持人最多只能提兩件申請案。經委員
會投票後，僅通過補助 C11。將請自然處徐愛佳小姐告知黃偉彥教授中心相關新規定
並詢問其是否確定邀請 C11 案訪客來台。

11. 明年度(100 年)開會時間討論
決議：日期及地點如下：
1 月 26 日(星期三) (配合 2011 物理學會年會於台灣師範大學召開)
4 月 16 日(星期六) (於國科會召開)
8 月 27 日(星期六) (於清華大學召開)
11 月 12 日(星期六) (於國科會召開)



12. [第十一屆物理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及[2011 物理研究推動研討會]主辦單位及時間討論
決議：將由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共同主辦，會議地點為南投日月潭教師會館，時間暫訂為 201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及 15 日(星期六)兩天或 10 月 21 日(星期五)及 22 日(星期六)兩天。

13. 中心 100 年度電子期刊聯盟單位入會標準討論
決議：由於國科會個人計畫中有核定補助個人參加各國際學會會員之經費，例如 OSA 會員等，

這些會員資格已能閱讀部分電子期刊，且中心經費有限，故維持原訂標準，並鼓勵無參
加聯盟單位的個人申請各國際學會會員。

III. 臨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9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中午於清華大學召開



99 年附頁 B 表
B. 九十九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11/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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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Biophotonic 2010 12/16-17
(2 天)

陽明大學 陽明大學生醫光
電所
高甫仁教授

國內：75 人
國外：2 人
總計：77 人

217,250 不同意補
助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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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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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3 Professor P. M. Rentzepis (PhD, 1964)
Dep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11/12-11/20
(9天)

是
(在奈米碳管的超快現
象會議)

湯朝暉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
究中心

第二級
商務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C74 Professor S. Tanaka (PhD, 1991)
Dept. of Environmental and Life Science
Toyohas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apan

11/25-11/29
(5天)

否 楊鴻昌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5天日支酬金

C75 Dr. J. C. Seol (1971-) (PhD, 2007)
KSTAR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Fusion Research Institute (NFRI), Korea

12/13-12/26
(14天)

否 向克強教授
成功大學太空天文與電
漿科學研究所

不同意補助

C76 Professor V. G. Chigrinov (1950-) (PhD, 1978)
Dept. of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12/3-12/6
(4天)

否 傅永貴教授
成功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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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級(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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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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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表
E. 九十九年度補助國際會議(一至四類)初審核定表 (11/13/2010)

編號 會 議 名 稱 時間及地點 主辦單位及
申請人

預計參加人數 上屆主辦時
間及國家

註冊費 申請經費
(NT$)

初審建議
經費
(NT$)及
核定類別

E7 第六屆台灣自旋電子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

99/12/1-99/12/3 雲林科技大學材
料所
吳德和教授

國內：80 人
國外：30 人
總計：110 人

2009
中華民國

100,000 300,000 300,000
第四類

E8 2011 物理年會暨 AVS-Taiwan
研討會：奈米生物科技最新進
展
2011 Joint American Vacuum
Society (AVS)/ROC Physical
Society Annual Meeting on
Advances in Nano-Biointerfaces

100/1/25-100/1/26 東華大學應用物
理所暨物理系
鄭嘉良教授

國內：150 人
國外：20 人
總計：170 人

2010
中華民國

0 760,000 520,000
第二類

E9 宇宙演化中的交互作用星系
Galaxy Mergers in An Evolving
Universe

100/10/23-100/10/2
8

臺灣大學天文物
理所
孫維新教授

國內：80 人
國外：60 人
總計：140 人

1,000,000 1,000,000 450,000
第二類

E10 第二屆亞太宇宙學與粒子天文
物理學中心冬季學校/研討會
The 2nd APCosPA Winter
School/Workshop on Cosmology
and Particle Astrophysics

100/1/17-100/1/28 臺灣大學天文物
理所
黃偉彥教授

國內：50 人
國外：30 人
總計：80 人

2010
中華民國

0 800,000 不同意補
助

E11 費米伽瑪射線望遠鏡的天空：
緻密天體及其週邊

100/7/11-100/7/15 清華大學天文所
江國興教授

國內：15 人
國外：20 人
總計：30 人

0 370,000 350,000
第四類



備註：
1. 研討會類別：

第一類：由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授權主辦或與該學術組織聯合舉辦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
第二類：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或洲區域性）正式認可在我國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三類：國內學術組織授權辦理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四類：國內自行主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五類：本會雙邊協定計畫未能容納或與本會尚未簽訂雙邊合作協定之雙邊學術研討會。
另，學會學術辦理之年會須併國際學術研討會，始可申請補助，否則不予補助。

2. 由物理中心初審，實際核定經費由自然處決定(第一類經費最多 300 萬；第二類-四類經費最多 150 萬)。如同意補助，由國科會正式
通知。

3. 第三類及第四類研討會，如國合處不予補助，則由中心經費補助或不予補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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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心受理初審日期：第一期 3 月 31 日截止、第二期 9 月 30 日截止
6. 第一類及第二類會議之申請案件至遲應於會議預定開始日期一年前配合本會第一期或第二期受理期限提出申請，申請時須付完整資

料；無法如期提出申請則以第三類或第四類會議標準審核。
7. 第三類、第四類及第五類會議之申請案件最遲應於會議預定開始舉辦日期前，配合本會第一期或第二期受理期限提出申請，超過申

請期限，或會議已結束者，不予受理。
第一期：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受理當年六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第二期：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受理當年十二月一日至隔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8. 第一類須另附國際學術組織正式授權同意書或邀請主辦信函，第二類須另附國際學術組織認可之信函或文件，第三類須另附國內學
術組織授權辦理書或邀請主辦信函。



99 年附頁 F 表

F. 九十九年度補助兩岸學術科技研討會初審核定表 (11/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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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審建議核
定經費
(NT$)

F4 2011 年兩岸粒子物理宇宙學研討
會

2011/04/01-2
011/04/05

新竹市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物理系
耿朝強教授

台灣：80 人
大陸：40 人
其他地區：0 人

1,075,850 800,000

備註：
1. 經費來源：綜合業務處，由物理中心初審，如最高票數相同，建議補助經費取平均值，實際核定經費由綜合業務處決定。
2. 在台灣舉辦者：補助論文印製費、大陸講員在台生活費及其他行政費。
3. 大陸講員生活費補助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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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陸地區舉辦者：補助赴大陸地區交通費。



99年附頁H表
H. 九十九年度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核定表 (11/13/2010)

編
號

國際會議名稱(舉辦頻率)、主辦之國際物理學會名
稱、時間及地點

申 請 經 費
(NT$)

初審建議核
定總經費
(NT$)

團隊成員、單位、擔任任務及論文發
表方式

決議

H5 第二十九屆國際電磁學研究發展研討會

The 29th PIERS 2011 in Marrakesh, Morocco
2011/3/20-3/23

880,042 0 吳謙讓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光電科技
研究所)

不推薦

程思誠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物理學系) 不推薦

楊鴻昌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
究所)

不推薦

楊宗哲教授 (中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不推薦

洪姮娥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不推薦

王立民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
究所

不推薦

周趙遠鳳副教授 (清雲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系所)

不推薦

備註：
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除依國科會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作業要點審查外，審查原則如下：
(1)組團參與之會議必須為與物理相關[國際學術學會]主辦之[國際會議]，並以定期舉辦之國際知名會議為優先。
(2)所有參與團員必須負有任務(如各級委員會委員、邀請講員、議程主席等等)，且申請書必須明確說明組團参與本會議所規劃之工作
及任務(例: 如何爭取下次會議主辦權以及如何爭取成為國際學會理監事等)。

(3)召集人及團員三年內必須有核定通過之國科會計畫，以有物理計畫者優先。
(4)如召集人及團員負有特殊任務，可另案討論不受上述所限。
(5)推薦與否由委員會投票決定，以超過(含)1/2 票數為同意，棄權視同不同意。



100 年附頁 A 表
A. 一百年度補助物理研究推動核定表 (11/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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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物理學會期刊電子化 100/1/1-100/12/31 ─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
黃榮俊理事長

─ 暫不同意補
助

─



100 年附頁 B 表
B. 一百年度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11/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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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第二十四屆粒子與場春季學校
(上屆補助 30 萬元)

4/6-9
(4 天)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物理系
耿朝強教授
國家理論科學中
心李靈峰主任

國內：100 人
國外：20 人
總計：120 人

611,350 300,000 是

B3 [2011台灣磁性技術協會年會]暨
[第二十三屆磁學與磁性技術研
討會]
(上屆補助 30 萬元)

6/27-29
(3 天)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奈米工
程與微系統所
賴梅鳳副教授

國內：220 人
國外：5 人
總計：225 人

380,000 3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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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附頁 C 表
C. 一百年度補助國際合作人員來台訪問初審核定名單 (11/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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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Professor H. Brune (1961-) (PhD, 1992)
Laboratory of Nanostructures
Ecole Polytech Fed Lausanne, Inst Condensed Matter
Phys Switzerland

01/23-01/29
(7天)

是 (A1) 高賢忠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C6 Professor M. A. Reed (1955-) (PhD, 1983)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Physics
Yale University, USA

01/23-01/30
(8天)

是 (E8) 林麗瓊研究員
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
中心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C7 Professor D. G. Castner (1952-) (PhD, 1979)
Dept. of Bioengineering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01/23-01/29
(7天)

是 (E8) 鄭嘉良教授
東華大學應物所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C8 Professor R. Jackman (1961-) (PhD, 1986)
Dept.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01/23-01/29
(7天)

是 (E8) 鄭嘉良教授
東華大學應物所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C9 Professor J. H. Ross (PhD, 1986)
Dept. of Physics
Texas A&M University, USA

04/24-04/30
(7天)

是 (B3) 呂欽山教授
成功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C10 Professor S. Kawata (1951-) (PhD, 1979)
Dept. of Applied Physics
Osaka University, Japan

01/26-01/30
(5天)

否 蔡定平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5天
日支酬金

C11 Professor J. D. Barrow (1952-) (PhD, 1977)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USA

01/16-01/22
(7天)

是 (E10) 黃偉彥教授
臺灣大學天文物理所

第二級
商務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C12 Professor F. Halzen (PhD, 1969)
Dep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01/16-01/22
(7天)

是 (E10) 黃偉彥教授
臺灣大學天文物理所

不同意補助



C13 Professor A. R. Liddle (1965-) (PhD, 1989)
Dept. of Astrophysics
University of Sussex, UK

01/16-01/22
(7天)

是 (E10) 黃偉彥教授
臺灣大學天文物理所

不同意補助

C14 Professor N. J. Halas (1957-) (PhD, 1987)
Dep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Rice University, USA

02/20-02/27
(8天)

否 蔡定平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系

第二級
商務艙機票+7天
日支酬金

C15 Professor M. Y. Lanzerotti (1966-) (PhD, 1996)
Dept. of Physics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USA

01/24-01/29
(6天)

是 (A1) 傅昭銘教授
臺灣大學物理系

不同意補助

C16 Dr. Y. H. Lee (1962-) (PhD, 1989)
Biomagnetism Research Center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Science
(KRISS), Korea

04/18-04/22
(5天)

否 洪姮娥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經濟艙機票+5天
日支酬金

C17 Professor W. P. Su (1950-) (PhD, 1981)
Dep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Houston, USA

01/07-01/13
(7天)

否 林明發教授
成功大學物理系

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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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級(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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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級(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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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