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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物理學會會議記錄
決議：由輔大張敏娟老師主辦。將與第一屆台灣女

女性工作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

間：97 年 1 月 29 日(二)中午 12:30 ~ 14:30

科技人研討會合辦，第一屆台灣女科技人研

地

點：交通大學工六館 358 會議室

討會訂於 9 月 20 日(星期六)，2008 台灣女性

主

席：林昭吟教授（台大凝態）、鄭靜教授（成

物理人研討會訂於 9 月 21 日(星期日)，地點
待確認。

大物理）出席委員：陳宜君﹝成大物理﹞、張敏
娟﹝輔大物理﹞、傅祖怡（師大）等教授

(四) 女性工作委員會網站英文版
決議：由成大鄭靜老師主導，成為國際化的英文版。

請假委員：阮俊人﹝中興物理﹞、郭瑞年﹝清華物
理﹞、郝玲妮﹝中央太空所﹞、葉淑卿﹝清華物
理﹞、張慶瑞﹝台大物理﹞等教授
紀

備註:「2008 台灣女性物理人研討會」由於輔大張敏娟
老師另有要事無法出席，改由台大凝態中心林

錄：張淑芬

昭吟老師主辦。

討論事項：
一、 推選委員會新任委員

第 48 屆第 1 次理監事會議記錄

二、 2008 年工作規劃

時

間：97 年 1 月 29 日(星期二) 中午 12：30 ~ 14：30

地

點：交通大學工程六館 352 會議室

決議事項：

主

席：郭瑞年（清華物理）

一、 推選新任委員及新任召集人

出席理事：林麗瓊（台大凝態中心）、吳仲卿(彰化師

2009 新任召集人為鄭靜教授，將詢問未出席的任

大物理)、林志忠（交大物理）、林敏聰（台大物

期已滿之委員(阮俊人、郭瑞年、郝玲妮、葉淑

理）
、張嘉升（中研院物理）
、張慶瑞（台大物理）
、

卿等教授﹞是否連任，或推薦其他適合人選。林

莊振益（交大電物）
、陳洋元（中研院物理）
、傅

昭吟教授不再續任委員，由傅祖怡教授接任。

永貴（成大物理）
、黃迪靖（同步輻射）
、賈至達
（台師大物理）
、鄭嘉良（東華物理）
、謝文峰（交

二、2008 年工作規劃

大光電）、羅光耀（嘉義應物）

(一) 「2008 年物理人的挑戰」研討會
決議：今年將舉辦兩場，由學生選擇參加的場次，

請假理事：牟中瑜（清華物理）
、高甫仁（陽明生醫光

每場次均開放網路報名 100 名。

電）
、張元翰（中央物理）
、黃榮俊（成大物理）、
黎璧賢（中央物理）
、戴明鳳（清華物理）

第一場: 5 月 17 日於師範大學，由師大傅祖怡老師
主辦。

請假監事：姚永德（中研院物理）楊宗哲(交通大學電
物系)、古煥球（清華物理）
、楊信男（台大物理）
、

第二場: 5 月 24 日於成功大學，由成大陳宜君老師

鄭以禎（台大物理）

主辦，並同時召開女性工作委員會。
(二) 國際女性物理學家來台訪問

列席人員：洪連輝主任（彰師大物理）

決議：由輔大張敏娟老師力邀日本學者(加速器專

紀錄：曾妙惠

長)，時程再訂。
(三) 2008 台灣女性物理人研討會

報告事項：
一、 通過 96 年 11 月 24 日理監事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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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參加，討論台灣學子升學管道及甄

二、 學會各處報告：出版處、學術處、會務發展處

選考試過程所面臨的問題，希望向學界提

(一) 出版處報告：2008 年學刊主編：楊信男(台大物

出具體建議，擬請公共事務委員及物理教

理)、雙月刊主編：張本秀(中興物理)

育委員會共同主辦。

(二) 學術處：
1.

6.

「2008 諾貝爾物理獎學得主圓桌座談及序

女性工作委員會：今年 5 月將續辦 2 場
「女

列演講」：物理之諾貝爾獎得主將於 2008

性物理人的挑戰」研討會，9 月也將舉辦

年 6 月 29 日~7 月 4 日在德國 Lindau 集

「女性科學人研討會」。

會，並邀請 500 位學生(大學生、研究生)
及年輕學者(e.g. Post-doctor)與會，期間諾

三、 財務報告：今年學會總支出為 5,644,074 元，總收

貝爾得獎人將作一序列演講並與學生及

入為 5,979,273 元，盈餘為 33,159 元，內容請查開

年輕學者圓桌座談。IUPAP 於 2007 年 12

會資料。

月邀請學會推薦 1 名年輕科學家或研究

四、 48 屆物理學會理監事當選名單報告：

者參與本活動，學會於 2008 年 1 月進行

本屆理監事選舉採現場投票，總票數共計 83 票，

甄選，共計 6 名年輕研究者申請，學會進

選舉結果如下，選出 21 名理事、5 名候補理事、

行書面審查，選出台大物理系大二學生游

5 名監事、1 名候補監事：

述彭同學。
2.

3.

(一) 理事：牟中瑜 (清華物理)、吳仲卿(彰師大物

2008 年會壁報論文獎修改評審方法，新增

理)、林志忠(交大物理) 、林敏聰(台大物理)、

佳作獎，得獎名額以壁報論文總篇數之百

林麗瓊(台大凝態)、高甫仁(陽明生醫光電)、張

分之三為原則。

元翰(中央物理)、張嘉升(中研院物理)、張慶瑞

會務發展處：

(台大物理)、莊振益(交大電物)、郭瑞年(清華

(1)物理教育委員會：2007 年與中學生暢談

物理)、陳洋元(中研院物理)、傅永貴(成大物

活動經費使用上限 15 萬元，活動結餘款

理)、黃迪靖(同步輻射)、黃榮俊(成大物理)、

為 9 萬元，將補助於今年五月於上海舉

賈至達(台師大物理)、鄭嘉良(東華物理)、黎璧

辦之「推動 2008 年兩岸物理教學研討會

賢(中央物理)、戴明鳳(清華物理)、謝文峰(交

暨交流活動」使用。

大光電)、羅光耀(嘉義應物)

(2)物理教育委員會今年將推動「大專校院

(二) 監事：古煥球（清華物理）
、姚永德（中研院物

物理實驗教學」，期望聯絡國內、外物

理）
、楊宗哲（交大電物）
、楊信男（台大物理）
、

理教學研討會暨交流活動，大學的基礎

鄭以禎（台大物理）

物理實驗教學和大眾科普教育。
4.

(三) 候補理事：王子敬（中研院物理）
、門福國（中

國際事務委員會：建議向美國物理學會提

正物理）、張鼎張（中山物理）、陳培亮（中央

案，於 APS March Meeting 中合辦議程，或

物理）
、劉容生（清華光電）

主動爭取於 APS International Forum 合辦

(四) 候補監事：林水田（成功物理）

Joint Symposium 的機會，積極推薦台灣優
秀科學家進入國際舞台，爭取美國物理學
會會士的榮譽，並提升台灣科學研究的知

決議/討論事項：
一、 推舉主席人選：

名度。
5.

公共事務委員會：擬主辦「台灣學子升學
議題論壇」，將廣邀台灣各大學物理物理

由 47 屆副理事長林麗瓊教授擔任主席及報告會
務，理事長選舉結束後由第 48 屆理事長郭瑞年
教授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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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楊信男教授、鄭以禎教授、陳志強教授、

二、 選舉常務理事 5 名、常務監事 1 名：
1.

2.

常務理事選舉:當選常務理事名單為：郭瑞

張慶瑞教授、何孟書教授、張本秀教授、吳仲卿

年、林麗瓊、張嘉升、張慶瑞、莊振益等

教授

教授。

會議內容及決議：

常務監事選舉: 將以通訊投票。

一、 學刊報告
1.

三、 理事長選舉：

學會刊物財務狀況：學刊及雙月刊每年需
約 200 萬。

由郭瑞年教授當選第 48 屆物理學會理事長。

所得到的補助：國科會 100 萬，物理推動

四、 副理事長選舉：

中心 40 萬，共 140 萬，透支 60 萬。

由張慶瑞教授當選第 48 屆物理學會副理事長。
2.

五、 推選各處主任：

速度。

學術處主任莊振益教授，會務發展處主任張慶瑞
教授、林麗瓊教授，出版處主任張嘉升教授，人

3.

事財務處主任郭瑞年教授，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集
人張慶瑞教授，公共事務委員會召集人林敏聰教

本期學刊頁數、篇數增加，加速論文出版

確認辦期刊的目的：國科會只補助有 SCI
期刊的學會。

二、 雙月刊報告

授，女性工作委員會召集人鄭靜教授，物理教育

1.

委員會召集人鄭嘉良教授，學刊編委會主編楊信

通過新增雙月刊編輯委員：交大楊本立、
東華黃玉林。

男教授，雙月刊主編張本秀教授。

2.

與奈米科學網簽約，可轉載其網站文章。

六、 各處及委員會可去信邀請理事加入。

3.

由於稿件品質不良，徵文比賽暫停。

七、 通過學會 96 年度收支結算表。

4.

學會去年與 John Wiley 簽約一年，合約內
容為：會員購書優惠價、書籍捐贈、獎學

八、 訂定 2008 上半年行事曆：
1.

2.

常務理事會議日期：3 月 20 日(星期四)及 6

金贊助、研討會等活動贊助、網路合作，

月 21 日(星期六)

並將於雙月刊刊登書評(中英文並列)一

理監事會議日期：6 月 21 日(星期六)

年，學會支付中文書評稿費。
5.

九、 2009 物理年會承辦單位報告：
1.

2009 物理年會時程為 1 月 19 日~1 月 21 日

2.

將辦理托兒服務

對物理相關組織亦開放接受刊登書評的空
間。

6.

雙月刊全體編輯委員任期從今年起改為兩
年，須修改「物理雙月刊編輯委員組織章

十、 John Wiley 合作：

程」，並報請理事會通過。

先由 John Wiley 提供書目，學會出版處及學術處
推薦適合人選撰寫書評，每隔雙月 30 日前將書評

7.

為增加稿源：可向物理教育學會邀稿。

寄回給 John Wiley 編輯後，將稿件於隔月 15 日前

8.

建議學會應有法律顧問，是否與律師會員

寄回學會排版，刊載於物理雙月刊中。

翁聖賢要求協助。
三、 網站工作組報告
調查是否有網站線上入會的需要。

出版處會議紀錄
時

間：97 年 3 月 8 日 12:00-14:00

地

點：台灣大學物理與凝態新館 815 室

物理雙月刊編輯委員會會議紀錄

主

席：張嘉升教授

時

間：民國 97 年 1 月 29 日下午 12:00

記

錄：黃佩芝

地

點：交通大學工六館 455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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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張本秀教授

學刊編輯委員會會議紀錄

出

席：何孟書教授、吳俊輝教授、陳林文教授、

時

間: 97 年 3 月 8 日 10:00-12:00

郭建成教授、呂欽山教授、張文豪教授、曾耀寰

地

點: 台大物理新館 815 室

教授、鄭建宗教授、張敏娟教授、黃玉林教授、

出席人員: 楊信男教授 (主席)、陳志強教授、張嘉升

蔡雅芝教授、楊本立教授

教授、趙挺偉教授、李湘楠教授、蔡錦俊教授、郝玲

記

妮教授、聶斯特教授

錄：黃佩芝

會議內容：

會議內容:

一、 檢視與奈米科學網(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及

一、 46 卷第二期論文定槁，內容計有 Regular Articles
十一篇。

逢甲大學共有)契約內容，欲轉載為科學新
知。欲增加條文：侵權責任歸屬如有任何第三

二、 比較 Latex 與 Word 排版後，決定繼績用 Latex 排

方，對乙方所轉載本契約規範之甲方著作，提出

版，提供 template 給作者，並要求提供 eps 圖檔。

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主張或訴訟，應由甲方自行

三、 發信給審稿期超過 2 個月以上的 referee，若 2 週

負責而與乙方無涉，惟若乙方對甲方之著作已有
編修或未載明該著作乃轉載自甲方，則上述情形

無回音就改審。
四、 若國內無適合的 referee 則送國外審稿。送審信請

應由乙方負責。

陳志強教授重新擬定。

二、 John Wiley 的新書希望刊登新書廣告，學術處會

五、 可考慮李弘謙教授的建議：每年接受會士每人推
薦 2 篇論文，不需付審即可刊登。

找適當的人寫中文書評，由 John Wiley 排版，在
雙月刊刊載。

六、 建議 CJP 多刊 Special Issue、Hot Topic 稿件。

三、 徵文比賽暫停。
四、 雙月刊版權頁所列的法律顧問刪除不列。
五、 今年的編輯群任期為 2 年。
六、 壁報論文獎、碩博士優良論文獎，可邀請得主寫
雙月刊稿件(比賽說明要求參賽者附上介紹)，辦
法於出版處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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