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處物理研究推動中心一○三年度第一次審議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3 年 1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整 

地點：台中市中興大學圖書館六樓第三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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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升 (中央研究院物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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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孟書 (中興大學物理系)     吳仲卿 (彰化師範大學物理系)     

包健華 (代理魏台輝) (中正大學物理系)  郭啟東 (中山大學物理系)      

馬遠榮 (東華大學物理系)     何怡帆 (自然處) (列席)      

陳守達 (自然處) (列席)     陳錦威 (自然處) (列席) 

請假人員及單位： 

張祥光 (清華大學物理系)     黃榮俊 (成功大學物理系)  

呂冠樺 (自然處) (列席) 

I. 報告事項 

1. 物理學會經費報告 (報告人：高甫仁教授) 

說明：A. 建議進行長期完整規劃，以整合所有物理相關網路資源。 

B. 下年度中心補助物理學會經費將用於發展物理學會網頁電子化相關事務。 

2. 中心與國科會審議委員會(NSC Panel)及國家理論科學研究中心(NCTS)合作事項規劃報告 (報

告人：李湘楠教授) 

與中心相關事項說明：A. 配合活動經費：舉辦小型研討會、邀請短期訪問學者及部分出國經費。 

B. 中心委員組成各領域推動小組規劃新興主題活動及促進重要主題活

動。 

C. 負責整合計畫的審查(可要求口頭報告) 、監督、建議、經費調整。 

D. 加強中心可支配預算的使用機動性。 

E. 建議將報告內容中的「小卓越領航計畫」更名，以免混淆。 

II. 討論事項 

1. 一○三年度補助「2014 年物理學會期刊電子化」及「第九屆物理女性學者學術研討會」經費討



論 (A02-A03，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2 件 (核定表請見 103 年度附頁 A 表)。  

2. 一○三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開會日期前三個月申請) 

(B07-B11，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A. 核定補助 4 件、不補助 1 件 (核定表請見 103 年附頁 B 表)。 

   B. B07 案申請書資料不足，請申請人補充資料後，方可通過補助。 

C. B10 申請案因與會人員多為化學領域研究學者，建議向化學中心提出經費補助申請。 

3. 一○三年度「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初審  

    (C11-C17，經費來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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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會議審查結果

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4. 一○三年度「補助兩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初審 

(F01-F02，經費來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A. 初審核定 2 件，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B. 基於個人資料保護原則，建議綜合業務處將申請書所列之個人資料(例如：生日及身

分證字號)以特殊方式處理或移除。 

C. F02 申請案因與會人員主要來自中興大學及鄭州大學兩校，建議多邀請其他單位物理

研究學者與會。 

D.「兩岸科技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員若僅限於兩個主要單位，將直接不予通過。 

5. 一○三年度「補助大陸地區重要科技人士來台短期訪問」初審 

(G02，經費來源：綜合業務處) 

決議：A. 核定 1 人，會議審查結果送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B. 建議 G02 案申請人能安排被邀請人順道至其他學術機構參訪。 

6. 一○三年度「補助團隊參與國際學術學會會議」審查(兩個月前申請) 

    (H03，經費來源：國際合作處) 

決議：A. H03 申請案經由委員會投票表決後，同意補助 6 人、不補助 1 人，會議審查結果送

國科會作最後定案。 

B. 建議 H03 案下次以物理學會名義組團參與會議。 

7. 「第十四屆物理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協辦單位及時間討論 

協辦單位為中山大學物理系。時間訂於 10/17(星期五)及 18(星期六)兩天。 

III. 臨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103 年 4 月 19 日中午於國科會召開。



103 年附頁 A 表 
A.  一○三年度補助物理研究推動核定表(01/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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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 物理學會期刊電子

化 

103.01.01-12.31 中華民國

物理學會

 

中華民國物理學

會 
熊怡理事長 

─ 520,000 500,000 ─ 
 

A03 第九屆物理女性學

者學術研討會 

2014 Conference on 

Women in Physics 

103.11.01-11.02 新竹馬武

督渡假會

議中心 

交通大學電物系 
張文豪教授 
許世英教授 

國內：80 人 
國外：2 人 
合計：82 人 

200,000 150,000  
 



103 年附頁 B 表 

B. 一○三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核定表 (01/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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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7 第三十二屆光譜技術與表面科

學研討會 
32th Symposium on 
Spectroscopic Technologies and 
Surface Sciences 
(上屆補助 30 萬元) 

7/16-18 高雄市美濃

區綠園農場 
中山大學光電系 
李晁逵副教授 

國內： 210 人

國外： 20 人 
合計： 230 人

333,300 300,000  

B08 2014 台日磁性粒子在生醫應用

聯合學術研討會 
2014 Taiwan-Japan Joint 
Conference on Magnetic 
Nanoparticle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新申請會議) 

7/20-21 台灣師範大

學 
光電所 

臺灣師範大學光

電所 
洪姮娥教授 
 

國內： 80 人 
國外： 20 人 
合計： 100 人

379,000 150,000  

B09 2014 尖端晶體材料聯合實驗室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mergent Crystalline Materials in 
Taiwan 
(新申請會議，上屆由中心主辦)

6/6-6/7 陽明山中國

麗緻大飯店 
臺灣大學凝態中

心 
朱明文副研究員 

國內： 50 人 
國外： 2 人  
合計： 52 人

350,000 350,000  

B10 2013 年中華民國液態晶體學會

年會暨研討會 
2014 Annual Meeting of TLCS 
(上屆補助 15 萬) 

12/19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顯示科

技所 
陳皇銘副教授 

國內： 300 人

國外： 10 人 
合計： 310 人

150,000 不同意補

助 
 



B11 2014 全國物理教育聯合會議 
2014 Joint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in Taiwan 
(上屆補助 16 萬) 

8/21-23 台東大學 臺東大學應科系 
林志銘教授 

國內： 400 人

國外： 0 人  
合計： 400 人

496,8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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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