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司物理研究推動中心一○四年度第一次審議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1 月 29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整 

地點：國立清華大學物理館 3 樓物理圖書館會議室 

主持人：林秀豪 (中心主任) 

紀錄：陳麗玫 

出席人員及單位： 

朱創新 (理論中心物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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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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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栗育文 (東海大學物理系) (代理陳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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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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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崇文 (中原大學物理系)  

I. 報告事項 

1. 104 年度新任審議委員名單請見附件 1。 

2. 中心將於 4 月 27 日(星期一)及 28 日(星期二)兩天舉辦「第一屆年輕物理學者學術研討會」，歡

迎大家與會。研討會初步議程請見附件 2。 

II. 討論事項 

1. 一○四年度補助「2015 年物理學會期刊電子化」經費討論 

(A02，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A. 核定補助 A02 案新臺幣 50 萬元整 (核定表請見 104 年度附頁 A 表)。 

      B. 本年度中心補助物理學會經費將主要用於電子學刊之維護。 

C. 為提升「中國物理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的國際能見度，建議物理年會主

辦單位以及提出「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申請案之申請人，主動向大會邀

請講員及受邀請人邀稿，後續由物理學會將稿件刊登於「中國物理學刊」。   



2. 一○四年度「補助國內研討會」審查 

    (B07-B09，經費來源：物理中心) 

決議：核定補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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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C23，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A. 第一級(諾貝爾獎得主)2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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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 (初審核定名單請見 104 年度附頁 C 表)、不推薦 1 人。會議審查結果送

科技部作最後定案。 

B. 建議 C10 申請案申請人增加受邀請人來台訪問行程。 

4. 一○四年度「補助兩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初審 

   (F01-F03，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A. 核定 2 件、不推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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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03 申請案因經費編列與相關規定不符，經委員會投票表決後，決議不予推薦。 

5. 一○四年度「補助大陸地區重要科技人士來台短期訪問」初審 

     (G01-G02，經費來源：科國司) 

決議：核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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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今年度(104 年)開會時間討論 

決議：日期及地點如下：  

      1 月 29 日(星期四 ) (配合 2015 物理學會年會於清華大學召開) 

      4 月 18 日(星期六) (於科技部召開) 

      8 月 15 日(星期六) (於科技部召開)  

      11 月 7 日(星期六) (於科技部召開) 

7. 「第十五屆物理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協辦單位及時間討論 

    決議：第十五屆由台灣大學物理系協辦，舉辦日期訂於 10 月 16 日(星期五)及 17 日(星期六) 

兩天。第十六屆則由交通大學電物系協辦。 

III. 臨時動議 

1. 下次開會時間預定 4 月 18 日(星期六)中午於科技部召開。 

 



附 件 1 
104 年科技部自然司物理研究推動中心審議委員名單 

姓名 單位 備註 
林秀豪(102) 清華大學物理系 中心主任 
林敏聰(102) 臺灣大學物理系 物理領域召集人 
李湘楠(103) 中央研究院物理所 物理領域召集人 
朱創新(104) 國家理論科學研究中心物理組 國家理論中心物理組

主任 
魏金明(104) 中央研究院原分所  
陳永芳(104) 臺灣大學物理系  
劉祥麟(104) 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陳宣毅(104) 中央大學物理系  
高崇文(104) 中原大學物理系  
鄭弘泰(104) 清華大學物理系  
羅志偉(104) 交通大學電物系  
黃迪靖(104) 同步輻射研究中心主任室  
孫允武(104) 中興大學物理系  
陳永忠(104) 東海大學物理系  
洪連輝(104) 彰化師範大學物理系  
許佳振(104) 中正大學物理系  
羅光耀(104) 成功大學物理系  
郭啟東(103) 中山大學物理系  
郭永綱(104) 東華大學物理系  

註：棕色字為推動中心主任 
  藍色字為 104 年新聘推動中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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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30 團體巴士車程(登記搭乘者，請準時於清華大學正門

口上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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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3:40 Opening  (主持人：中心主任林秀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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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 
學界的需求與門檻  
中央大學物理系主任羅夢凡 
中興大學物理系主任孫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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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 返回會議廳開會 

19:00~19:30 Session B：(主持人：未定) 
尋找教職之心路歷程及經驗分享 I 
(中興大學物理系張明強教授) 

19:30~19:40 10 分鐘提問 

19:40~20:10 Session C：(主持人：未定) 
尋找教職之心路歷程及經驗分享 II 
(東華大學物理系曾賢德教授)  

20:10~20:20 10 分鐘提問 

       
20:20~21:00 

                                    附 件 2 
Coffee Break 

21:00~ 自由討論 

 
2015 年 4 月 28 日(星期二)   
07:00~09:30 早餐  

09:30~10:00 Session D：(主持人：未定) 

如何從學術研究到進入產業界的經驗分享 I 

台積電謝志宏先生 

10:00~10:10 10 分鐘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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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1:10 Session E：(主持人：未定) 

如何從學術研究到進入產業界的經驗分享 II 

正文科技楊正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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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4:00 午餐及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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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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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經費 
(NT$) 

A02 物理學會期刊電子化 104.01.01-12.31 中華民國物理

學會 
 

中華民國物理學會 
高甫仁理事長 

─ 55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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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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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7 2015 物理人的挑戰 

Physics Camp, “The Challenges 
for Physicists” 
(上屆補助 10 萬元) 

5/2 成功大學國際

會議廳 
成功大學物理學系 
陳宜君副教授 

國內：230 人  
國外：0 人  
合計：230 人

149,140 
 

140,000 否 

B08 第三十三屆光譜技術與表面科

學研討會 
(上屆補助 30 萬元) 

7/15-7/17 國立東華大學 東華大學物理系 
曾賢德副教授 

國內： 250 人

國外： 20 人

合計：270 人

335,450 300,000 否 

B09 物質與光之強耦合國際研討會 7/20-22 國立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電物系 
蘇蓉容助理教授 

國內： 80 人 
國外： 5 人 
合計：85 人 

228,406 220,000 是

(C19-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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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