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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自98年度起開始推動
 提供長期且充分之經費，以補助： 提供長期且充分之經費，以補助：

1.居世界級研究領先群
2 具有高度研究潛力之傑出學者2.具有高度研究潛力之傑出學者

支持基礎及應用之前瞻研究支持基礎及應用之前瞻研究
1.造就國內學術專業領域具備

國際頂尖實力之研究人才國際頂尖實力之研究人才
2.提升學術研究之品質追求學術卓越，

蓄積創新能量
4

蓄積創新能量



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構想書deadline，每

年7月底(校內審查6月) 年度
申請案件

數
當年核定

件數
目前執行

件數
 每年新核定補助至多5

件計畫
98 64 4 0
99 44 4 3

 經費依計畫實際需求核
給，每一計畫每年補助
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

100 18 2 1
101 19 1 1

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
2000萬元為原則

 每一計畫為5年期個別

102 19 1 1
103 43 4 4
總計 207 16 10 每 計畫為5年期個別

型研究計畫，得邀請相
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參與

總計 207 16 10
104 23 (審查中) (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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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104年執行中攻頂計畫主題

越過西藏：對比研究地球的兩大碰撞造山帶(5/5)越過西藏：對比研究地球的兩大碰撞造山帶(5/5)
非線性方程可積分系統和代數幾何(4/5)
電漿子超穎物質於能源、環境與優質生活之應用(3/5)電漿子超穎物質於能源 環境與優質生活之應用(3/5)
碳基奈米材料、超分子環大錯合物與相關複合系統: 分子
等級之設計暨其能源應用之介面物理與化學(2/5)
新穎金屬催化炔，烯炔與雙烯類分子反應: 氧化，環加成，
連鎖與不對稱反應之研究發展(1/5)
尖端分子光譜學及動態學－由氣態分子到生物細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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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科技計畫
智慧電子： http://www.twnpie.org/index.asp
本計畫全程規劃 5 年（ 100 104 年） 係配合行政院政策發展醫療本計畫全程規劃 5 年（ 100-104 年），係配合行政院政策發展醫療
（Medical）、綠 能（Green）、車用電子（Car）及傳統 3C（資訊、 通訊、
消費性）電子等「MG+4C」領域新興電子與半導體技術，以「創造產業躍升
之電子整合 技術與應用」為總目標，結合跨部會科技發展能量，共同推動跨之電子整合 技術與應用」為總目標，結合跨部會科技發展能量，共同推動跨
領域技術整合，邁向未來優化之生活與環境。

生技醫藥： http://nrpb sinica edu tw/生技醫藥： http://nrpb.sinica.edu.tw/
本計畫全程規劃 6 年（100-105年），推動以新藥/新試劑/新治療策略/新興
醫材研發為主之目標導向研究，慎選重點發展項目，期能整合國內生技醫藥
研發體系與能量，落實研發成果進入臨床前及初期臨床試驗，加速促成研發研發體系與能量 落實研發成果進入臨床前及初期臨床試驗 加速促成研發
成果產業化與商品化，以發展疾病預防、診斷與治療之技術、新藥與相關產
品，解決人類重要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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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科技計畫
能源： http://www.nepii.tw
第 期程計畫（民國 98 年至 102 年）旨於因應全球暖化趨勢 提高國家競第一期程計畫（民國 98 年至 102 年）旨於因應全球暖化趨勢，提高國家競
爭力與增進全民福祉，希能針對我國能源自主與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開創能源產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改變能源使用結構等5大面向提出具
體貢獻。體貢獻。

第二期計畫（民國103年至107年）預計投入經費為 250 億元，預期計畫成果
為：（1）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對進口能源之依賴度；（2）提升替代能為：（1）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降低對進口能源之依賴度；（2）提升替代能
源相關產業國際競爭力；（3）發展智慧電網技術產業，協助建立臺灣智慧電
力網路系統；（4）發展離岸風力與海洋能源技術產業，強化離岸風能開發，
2020年達成自產電力 21 億度，減碳 1.3 百萬噸；（5）發展潔淨的地熱能源。2020年達成自產電力 21 億度 減碳 1.3 百萬噸；（5）發展潔淨的地熱能源
103年6月底徵求, 9月初截止
執行期限：104年1月1日-10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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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

項目 研究主題 主辦學術處
共同主辦

學術處

1 以尖端物理╱化學方法探索生物科學之跨領域研究 自然司 生科司

工程司

2 空間資訊與人文社會經濟跨領域研究 自然司
生科司
人文司

科教司

人文司

3.
建立以社會需求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

── 科技產業、創新技術與人文社會經濟的跨領域研究
自然司

人文司
工程司
生科司
科國司

程
4 都市化下有關水、糧食與能源安全之鏈結跨領域研究 自然司

工程司
生科司
人文司

自然司

12
5 食品安全及摻偽檢測技術研發之跨領域研究 生科司

自然司
工程司



建立以社會需求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建立以社會需求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
── 科技產業、 創新技術與人文社會經濟的跨領域研究

目的
尋求建立以社會需求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邀請科技、
產業 經濟 及人文社會等領域之學者專家 從全球科產業、經濟、及人文社會等領域之學者專家，從全球科
技與經濟發展情勢、社會需求、在地條件及環境影響等
面向，進行整體性（holistic）的評估與規劃，建立台灣面向，進行整體性（holistic）的評估與規劃，建立台灣
在全球產業競爭中短、中、長程技術創新藍圖。

子題建議：
1.以社會經濟需求為導向，深化台灣科技優勢
2 強化台灣國家與地方創新研發體系之跨國比較研究2.強化台灣國家與地方創新研發體系之跨國比較研究
3.公民參與科技治理與產學合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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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社會需求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

總計畫主持

建立以社會需求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
── 科技產業、 創新技術與人文社會經濟的跨領域研究

總 計 畫 名 稱(中 文) 總計畫主持
人 申請機構

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 林明仁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暨研究從人力、政策、與資金論台灣創新創業 林明仁 所

未來創新健康照護科技與服務模式建立 蘇芳慶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
系

台灣發展行動化與個人化醫療保健產業的機會、挑戰、與
策略 蕭寧馨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

心

電動自行車先進片層技術所帶動之社會經濟效益 林寬鋸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所）

綠色健康城鄉生活新體驗 史欽泰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綠色健康城鄉生活新體驗 史欽泰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建立以退休世代為主要對象之科技文創產業跨領域整合型
計畫 – 以雲端遊戲產業為例 陳鏡羽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暨

研究所

14

計畫 – 以雲端遊戲產業為例 研究所



計畫申請注意事項：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重要時程：重要時程：
1. 104年11月4日（三）23:59 計畫構想書申請截止
2. 104年1月底前通知審查結果
3. 105年4月7日（三）23:59   完整計畫申請截止
4. 104年7月間通知審查結果

領域怎麼跨？
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性質必須分屬2個以上學術司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性質必須分屬2個以上學術司

每一整合型計畫需含總計畫及2至4件子計畫，總計畫主持人
需同時主持一件子計畫。

15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陣列-
16

興建在智利

Atacama大型毫米/次毫米陣列
台灣（ALMA-T）計畫

興建在智利
Atacama 沙漠的
Chajnantor 高原中
的大型毫米/次毫米的大型毫米/次毫米
陣列（ALMA）國際
合作計畫，乃是有史
以來最大規模的地面

 ALMA-北美計畫屬於ALMA國際合作計畫，我以台美雙邊之ALMA-T計畫參與。

以來最大規模的地面
天文台計畫。

 ALMA 北美計畫屬於ALMA國際合作計畫，我以台美雙邊之ALMA T計畫參與
 透過ALMA的建構與運轉，科技部將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進行長期合作，並

有助於加強我國與美方的科技外交關係。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科技部科技部

2006年起 2026年2016年 16



探高計畫(Tango)探高計畫(Tango)



自然司
卓越領航計畫
 具前瞻性及國際競爭力之計畫，有效再提升
 4年期(個別或整合)，以每件每年補助1500萬為上限， 4年期(個別或整合) 以每件每年補助1500萬為上限

每年度以補助至多5件為原則
 104年構想書deadline 104年9月30日 104年構想書deadline 104年9月30日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申請 23 13 21 19 15
通過通過 2 5 5 5 5

18



自然司
104年執行中卓越領航計畫
計畫主持人 機關名稱 計畫中文名稱計畫主持人 機關名稱 計畫中文名稱

張煥正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以奈米鑽石之氮-空缺中心進行奈米感測與顯影成像(2/4)

陳應誠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建構EIT 儲存機制的量子相位(2/4)

沈川洲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從洞穴鐘乳石看歐亞第四紀氣候與環境變遷(2/4)沈川洲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從洞穴鐘乳石看歐亞第四紀氣候與環境變遷(2/4)

陳丕燊 國立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 全方位探測極高能宇宙微中子及宇宙線－「深耕南極」、「厚植本土」(1/4)

林敏聰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邁向全電控自旋電子學：具巨大自旋－軌道耦合的新穎材料之顯微與自旋傳輸研究
(1/4)

陳泳帆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所） 窄頻寬糾纏態光子的備置及量(2/4)
季昀 國立清華大學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 永續有機光電材料開發暨應用(3/4)

余怡德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所） 實現高儲存效率的光子量子記憶體及賴德堡原子的EIT前瞻性研究(2/4)
王玉麟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總計畫：表面增強拉曼光譜之基礎研究與生醫應用(3/4)總計畫：表面增強拉曼光譜之基礎研究與生醫應用(3/4)

吳俊傑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暨研究所 颱風動力前瞻研究 - 強度、結構、降雨、與地形交互作用(3/4)

張寶棣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總計畫：參與日本B介子工廠BelleII實驗(3/4)

于靖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暨研究所 大域算術幾何(2/4)于靖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暨研究所 大域算術幾何(2/4)

邱勝賢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 內鎖分子的合成化學應用與複雜體系構建(1/4)

周必泰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 新穎激發態分子材料於尖端基理探討及生醫光電之應用(1/4)
陳益佳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所） 金屬串分子之振動光譜研究(子計畫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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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益佳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所） 金屬串分子之振動光譜研究(子計畫2)(4/4)

趙蓮菊 國立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量化及分析生物多樣性的數學與統計之整合架構: 物種多樣性、系統演化多樣性、功
能多樣性與相似/分化量度, 及其在台灣森林動態之應用(2/4)

林文偉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所） 計算共形幾何與其應用(3/4)



自然司
自然科學優勢領域主軸計畫(經濟效益)

物理/尖端晶體材料聯合實驗室 化學/太陽能電池研究量測實驗室

2020
跨領域/奈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 跨領域/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技術與產能提升計畫



自然司
自然科學優勢領域主軸計畫(社會效益)

大
屯
火
山
觀

站大
屯
山

七
星
山

觀
測

地科/大屯火山觀測站 海洋/東沙國際研究站 天文/鹿林山天文台

212121大氣/氣候變遷實驗室
永續/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與
資訊平台計畫

數學/離子通道離子流與電極板
電雙層的偏微分方程模型



自然司
自然科學優勢領域主軸計畫(社會效益)

重點研究計畫(與前瞻司共同推動)

 校園地震預警系統實驗計畫 校園地震預警系統實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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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光驅動電池技術與產能提升計畫
緣起:科技部期望資源投入能聚焦，研發成果能入世，期冀學術界也能夠做攸關全民福

23

緣起:科技部期望資源投入能聚焦，研發成果能入世，期冀學術界也能夠做攸關全民福
祉之研究，對社會產生更實際的貢獻。

宗旨:發展新世代的光驅動電池，結合低照度下的雲端應用，達成利用室內光源與元件、
手機、穿戴裝置、感知器做整合的目標，開發未來我國邁向5G紀元的相關配套永手機 穿戴裝置 感知器做整合的目標 開發未來我國邁向5G紀元的相關配套永
續電池及雛形元件。

策略:國內學界在新世代光電轉換系統的傑出研發成果與眾多下游應用廠商作創意整合，
開發新的產業技術、達成產業化的目標，形成產業鏈。開發新的產業技術 達成產業化的目標 形成產業鏈

第一期計畫技術準備度: 未來第二期計畫:
以「有機高分子光驅動電池」及「奈米
量子點光驅動電池 為導向。構想案申量子點光驅動電池」為導向。構想案申
請共14件，經推薦10件撰寫完整計畫書，
目前在審查階段。

多晶矽
轉
換
效

染料敏化
效
率(%

)

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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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
24

技術成熟度定位由「概念發展」
推向「原型驗證推向「原型驗證」
鼓勵學者從科學的發現進入創新應用研究、技術發
展成熟度由「概念發展」的TRL2往TRL3，並推向
「原型驗證 的TRL4之要求 以產生原創性的奈「原型驗證」的TRL4之要求，以產生原創性的奈
米材料、元件與技術，增進產業的競爭力。

四個重點領域 Novelty of Current Technology四個重點領域
集中資源聚焦在「奈米生技醫療」、「奈米能源與
環境」、「奈米電子光電」、以及「奈米檢測與製
程」等四個重點領域，以因應未來臺灣社會環境的

y gy
清大化工宋信文團隊「自我組裝氣泡式奈米載

體用於口服蛋白質藥物傳遞的研發」

程」等四個重點領域 以因應未來臺灣社會環境的
演變及產業發展的轉型。

CO2 : 3.5%2 
Status: harmful
Action: leave this area

清大材料彭宗平團隊「二世代強制流原子層沉
積系統開發及三維奈米結構太陽能元件之研製」

台大光電林清富團隊「奈微米技
術之可攜式氣體偵測器」 24



奈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 重要時程
25

2014 9月初 完成計畫徵求公告 徵求構想書• 2014.9月初： 完成計畫徵求公告、徵求構想書。
• 2014.9月中： 舉行計畫徵求說明會。

2014 10 20：構想書截止收件。 (2015 10 19截止收件)• 2014.10.20：構想書截止收件。 (2015.10.19截止收件)
• 2014.11月初：進行構想書會議審查。
• 2014 11月底：核定構想書，通過者徵求具體計畫書。• 2014.11月底：核定構想書，通過者徵求具體計畫書。
• 2015.1月中： 具體計畫書截止收件。
• 2015 3月底： 完成具體計畫書初審(書面審查)。• 2015.3月底： 完成具體計畫書初審(書面審查)
• 2015.4~5月：進行具體計畫書複審(會議審查)。
• 2015 7月初： 公告具體計畫書通過名單。 2015.7月初： 公告具體計畫書通過名單
• 2015.08.01： 計畫開始執行。

25



澳洲中子束實驗站
26

背景
• NSC於94年6月8日與澳洲簽訂

「Agreement on Neutron Beam「Agreement on Neutron Beam 
Applications Research」，於ANSTO 興
建冷中子三軸散射儀 SIKA，國內用戶將
因此有更多機會使用ANSTO其他中子儀

Primary Spectrometer

因此有更多機會使用ANSTO其他中子儀
器

• NCU於101年完成SIKA的建置
• 102年 NSRRC承接SIKA運轉維護之工作，Primary Spectrometer 

Completion
102年 NSRRC承接SIKA運轉維護之工作
並執行用戶培育及服務。NSRRC於102年
5月2日成立駐ANSTO辦公室

現況
• SIKA已建造完成，試車順利。運轉執照於

104年6月12日正式取得，並已開放使用104年6月12日正式取得，並已開放使用
者申請。

• NSRRC Call for proposal: 
1月上旬, 7月上旬

Secondary 
Spectrometer 
Completion

1月上旬, 7月上旬

26



國科會自然處尖端晶體材料聯合實驗室（TCECM)
NSC Taiwan Consortium of Emergent Crystalline Materials 

尖端晶體材料聯合實驗室(TCECM)尖端晶體材料聯合實驗室(TCECM)

以既有的5個團隊為核心，於104年擴增為
16個團隊。

27



TCECM之執行效益(101年-104年)

新穎材料計畫執行效益研發團隊 發表
論文

專利
申請 技術應用

270

16

>270
(Science, ACS Nano, 

Adv. Material, 
Nano Letter, PR-

5 技術移轉授權：共9件，共計43,190,000元

學術成果：
主辦第6屆石墨烯材料國際研討會 約有500位國內外之專家共同參與(歷年最多) 邀請2010

Nano Letter, PR
Level, etc.)

主辦第6屆石墨烯材料國際研討會，約有500位國內外之專家共同參與(歷年最多)，邀請2010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Sir Prof. Andre Geim ，由陳俊維教授擔任大會主席。
獲獎：99年傑出研究獎（周方正）、100年傑出研究獎（陳俊維）
朱英豪榮獲103年Highly cited researcher in Materials Science (全台唯一)

應用成果：
技術移轉授權9件建教合作8件，金額合計~4,300萬元
於102年成功技轉生長閃爍晶體的技術給國內廠商 應用在高階醫療用設備正子斷層顯影術

g y

於102年成功技轉生長閃爍晶體的技術給國內廠商, 應用在高階醫療用設備正子斷層顯影術
(PET)及高能物理所需的探測器。現以美國專利 (晶體的化學比例配方) 授權的方式技轉。每
年有200萬的技轉金，衍生投資金額至今為4.1億台幣。另已自行開發設備生長5-6吋以上藍
寶石晶體，將應用於面板製程，經濟效益預估為閃爍晶體的數倍。寶石晶體 將應用於面板製程 經濟效益預估為閃爍晶體的數倍
獲獎：100, 103年產學傑出獎(周明奇), 103年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周明奇)



TCECM104年度執行中計畫
計畫主 機關名稱 計畫中文名稱

新穎材料計畫執行效益
計畫主
持人

機關名稱 計畫中文名稱

周方正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 新穎材料開發與單晶成長核心設施

陳俊維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
研究所 高品質可調控之石墨烯相關材料之成長研究所

朱英豪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所） 功能性異質氧化結構成長工坊

周明奇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南部單晶生長核心設施計畫_超高功率雷射晶體, Pervoskite結構基板, 周明奇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Ga2O3晶體及拓樸絕緣體

周方正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 反鐵磁材料價鍵凝態與對稱性對磁有序影響之研究

張烈錚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所） 中子散射用氧化物大型單晶之成長研究

黃榮俊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所） 低維度材料 異質介面和自旋電子元件製作研究中心黃榮俊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所） 低維度材料,異質介面和自旋電子元件製作研究中心

簡紋濱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所） 自組裝半導體量子點之電子結構研究與其發光元件及自旋電子元件之開發

周武清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所） 節能與磁性半導體長晶服務計畫及自旋物理研究

李定國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理論研究拓樸材料及異質介面物理

吳玉書 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石墨烯新穎傳輸物性於元件之應用

羅志偉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所） 尖端晶體材料之時間解析光譜研究

張玉明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 建構光電熱量測顯微平台 (POET) 探索新穎材料的物理特性

梁啟德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複合二維材料系統研究梁啟德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複合二維材料系統研究

張文豪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所） 大尺度二維層狀材料二硫化鉬之成長與電子結構之研究

劉如熹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研究所 高壓合成與結構鑑定之新穎單晶螢光材料

邱博文 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石墨烯影像偵測器



105年度TCECM徵求公告新穎材料計畫執行效益105年度TCECM徵求公告
• 發展學術或產業應用上具創新性及關鍵性之尖端晶體材料
• 強化與發展具國際水準之尖端晶體材料製備• 強化與發展具國際水準之尖端晶體材料製備
• 提供國內外學界或產業界具應用價值之單晶與磊晶樣品
• 建立尖端晶體材料製備與檢測技術及成果之資料庫
• 發展尖端晶體關鍵檢測技術

• 104年10月下旬公告
• 105年1月7日申請截止
• 105年7月初通知
• 105年8月1日執行

以「長晶服務計畫」所產
出材料為基礎的元件發展、
應用或相關產業研究。

以「長晶服務計畫」所產
出之材料為核心，配合關
鍵檢測技術、理論模型及
計算模擬 對於特殊物性

應用或相關產業研究

計算模擬，對於特殊物性
之學術研究及其他相關學
術研究。



Platform/Network
Division of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Division of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SubSub--disciplinesdisciplines
1.Superconductivity and magnetism
2 Semiconductor and optoelectronics

TCECMTCECM

M i lM i l2.Semiconductor and optoelectronics
3.Surface science and nanoscience
4.Theoretical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Emergent Emergent 
Crystalline Crystalline 

MaterialMaterial
(TI, 2D materials, (TI, 2D materials, 

Functional Functional 
Energy Energy 
MaterialMaterial

(Solar energy (Solar energy 

Material Material 
Physics Physics 

SimulationsSimulations
(band structures, (band structures, ( , ,( , ,

complex oxides, complex oxides, 
semiconductors)semiconductors)

( gy( gy
materials beyond Si, materials beyond Si, 

hydrogen energy, hydrogen energy, 
thermoelectric, thermoelectric, 

thermophotovotalicthermophotovotalic))

((
transports, optical transports, optical 
properties, device properties, device 

simulations)simulations)

Critical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s

(NSRRC:NSRRC:XPS/SPEM ARPES(NSRRC:NSRRC:XPS/SPEM, ARPES, 
RIXS)

NCTSNCTS
Theoretical CMP

Device/application
GoalsGoalsTheoretical CMP

From academic excellenceFrom academic excellence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NCTS)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NCTS)

Experimental  Collaboration (ECP):
Complementary approach for scientific advances

Distinguished Center Scientists 
(DCS)

Fundamental sciences ApplicationsNCTS
Fundamental sciences Applications

Thematic Groups Research (TG):
To promote the growth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base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DP):
To encourage the formation of new 

collaborative teams

32
the base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ve teams



Major Goal and Changes

• Major goal: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eading research center

Major Goal and Changes

• Major changes:
1 One Center no sub‐centers and Physics and Math Centers1. One Center, no sub centers, and Physics and Math Centers 

separated: NCTS Physics @NTHU, NCTS Math @NTU
2. Partnership with university: MoST: 45M NT/y + NTHU  

matching fund: 15M NT
3. Introduction of Distinguished Center Scientists (DCS) program: 

何小剛,張敬民,朱創新, Miguel Cazalilla,郭光宇何小剛, 張敬民, 朱創新, Miguel Cazalilla, 郭光宇
• ~ 3M/y funding, plus benefits 
• covering major area of theoretical physics, including:

d d tt th t ti l t i l AMOcondensed matter theory,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AMO, 
particle theory, string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physics





2 O tli f NCTS2. Outline of NCTS

• Operational structure • Director: 朱創新
Vice-director: 王道維

• 5 Distinguished Center 
Scientists (DCS) and 8 CS

• 5 administrative staffs
b 10 1 d d• about 10-15 postdocs and 

research fellows
• organizes 50-60 meetings 

(d ti d i t ti l)(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ach year 

• about 100 short term visitors 
and 20 long term visitors (overand 20 long term visitors (over 
3 months) each year 



• 科技部網頁：www.most.gov.tw

• 自然司網頁：www.most.gov.tw/nat/ch自然司網頁：www.most.gov.tw/nat/ch

• 系統、操作介面有問題或抱怨科技部資訊處
misservice@most.gov.tw
02-2737-7592 

• 物理學門計畫規定相關問題或抱怨找承辦窗口
般組 陳守達 助理研究員一般組 陳守達 助理研究員

stchen2@most.gov.tw 02-27377512  
凝態組 陳錦威 助理研究員

h @ 02 27378070cwchen@most.gov.tw 02-27378070
總管 黃馨潔小姐
soa227@most.gov.tw 02-2737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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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與指教謝謝聆聽與指教！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