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暨年會籌備會
[ 會 議 記 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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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96 年 7 月 6 日(二) 下午 3:30~5:30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凝態中心暨物理新館 312 會議室
會議主席：張慶瑞 理事長
出席人員：
理事：林蔚山（由唐遠生代）
、陳育男（由葉秋民代）
、邵天泰（由葉秋民代）
、吳德和、林
昭吟、傅昭銘、林克偉、唐敏注、楊志信、洪姮娥
監事：
副秘書長：蔡志申
年會籌備委員：盧志遠、陳穗斌、馬遠榮、孫安正、葉林秀、黃榮俊
列席人員：林意錂、柯杏枝（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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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務報告：
y

會務近況簡報

y

財務：本期（96.03.09-96.07.04）全部結餘為$2,108,257.- (附件一)

y

組團參與2007年5/28至6/1在韓國Jeju島舉辦的台日韓ISAMT/SOMMA會議

（二） 本屆『磁性年會』暨『2007Asian Forum on Magnetics』籌備會議
y

2007會議年會籌備進度報告 (由雲科大吳德和院長報告) (附件二)

y 經費預算概況
y 確認受邀講員之接待/講題/抵離時間/詳細行程資訊
y 產業研習會報名狀況
y 產商展覽徵募現況
y 會議專車事宜：協會將在7/29及7/30派車南下；北上車次則是8/1及8/2

（三） 其他討論事項
y

8月3日Dr. Dan Dahlberg 及Dr. Randy Victora 於台大的專題演講公告請
轉發本協會會員

附件二

96 磁性年會及 AISA FORUM 籌備會議紀錄
2007 年 7 月 6 日（五）下午 3：30

一、96 台灣磁性技術年會暨第十九磁學與磁性技術屆研討會
(1) 討論一：邀稿情況(參考附件五 p.33-34 及附件一 p.1~14)
【決議】：由自旋中心發函再次通知各召集人目前狀況，提醒須於 7 月 20 日前將邀稿的摘
要或全文寄至中心，並依下列決議處理。
SESSION 【A】由陳穗斌老師 邀稿補 3 篇 Oral。
SESSION 【B】已與許仁華老師確認名單，已達成。請參閱修正後之邀稿名單。
SESSION 【C】與馬遠榮老師聯繫，補邀 1 篇 Invited talk。
SESSION 【D】由唐敏注老師確認，將工研院投稿的四篇 Post 改成 Oral。
SESSION 【E】由吳德和老師聯繫陳士堃老師，補 4 篇 Oral。
SESSION 【F】請依洪姮娥老師給的名單邀請催稿，其個人聯繫資訊請與洪姮娥老師或傅
昭銘老師要。
Invited talk 名單分別為：洪姮娥、楊鴻昌、楊謝樂等三人。
Oral talk：謝正傑、廖書賢等二人。
SESSION 【G】由蔡志申老師補邀稿 1 篇 Invited talk 及 4 篇 Oral。
SESSION 【H】由黃榮俊老師邀請金重勳老師擔任 Invited talk，並補 3 篇 Oral。
SESSION 【I、J】由歐陽浩老師確認 Invited talk 名單，洪連輝老師補 3 篇 Oral。
以上邀請演講或 Oral 篇數不足的 SESSION，請依情況調整會議時間或刪除 SESSION
(2) 討論二：交通及住宿情況(參考附件二 p.15~24)
【決議】：年會派車安排如下，乘車人員與地點由年會聯繫與通知。若是 Asia 演講者需回
台北繼續留宿的由協會統ㄧ安排。【由台大林意錂負責】
7 月 29 日派一輛車，下午 2 點出發，途經台北、新竹(斗六(隨車人員：待確認)
7 月 30 日派一輛車，早上 6 點出發，途經台北、新竹(斗六(隨車人員：待確認)
8 月 01 日派一輛車，下午 2 點出發，途經斗六(台北、新竹(隨車人員：許仁華)
8 月 02 日派一輛車，下午 2 點出發，途經斗六(台北、新竹(隨車人員：張慶瑞)
待確認部分請林意錂幫忙確認隨車人員名單，以便公告在網頁上。
(3) 討論三：經費預估表(參考附件六 p35)
【決議】
：請再次詳估 Invited talk 經費、交通車(演講者接送與劍湖山接駁車等)、餐點、紀
念品等。
(4) 討論四：廠商贊助、參展及刊登廣告(參考附件七 p36)，請各位老師幫忙，大力邀約。
【決議】：發函給各召集人，再多邀約幾家看看。

(5) 其他事項討論：
【決議】：
A. 大會手冊名字的索引排列請依姓氏
B. 請連繫劍湖山，只要是參加會議打電話訂房者皆給予優惠，不須經由大會安排。【由雲
科大洪玉蓉負責】

二、2007 The 4th Asia Forum on Magnetics at Douliou
(1) 討論一：邀稿情況(參考附件一 p.1~14)，目前除了 Session【2】的 Inoue(聯絡人：傅
昭銘)外(因尚未獲得其 email address)，其餘受邀演者皆已由大會寄發邀請函。
【決議】：
A. 唐敏注老師的 SESSION 安排有誤，請修正後再與確認。
B. 許仁華老師的 SESSION 安排有誤，請依許老師的安排順序調整後與孫安正確認。
C. 請將郭光宇老師的投稿改為 Invited talk。
(2) 討論二：交通及住宿情況(參考附件二 p.15~24)
【決議】：未回覆交通住宿名單者，請發信給聯絡人幫忙
(3) 討論三：經費預估表(參考附件三 p.25)
【決議】
：請再次詳估 Invited talk 經費、交通車(演講者接送與劍湖山接駁車等)、餐點、紀
念品等。
(4) 討論四：議程表(參考附件四 p.26~32)
【決議】：時間與次序安排有誤，請依指示修正。
A. Invited talk 改 20 分報告+2 分討論，contributed talk 改 10 分報告+2 分討論。
B. 內容依照討論(1)修正。
Q1：請許仁華老師與 Simon Greave 確認的來台行程，並告知雲科大需協助的事宜。
【決議】：此部分請與孫安正聯繫確認。
Q2：請各召集人參考附件一 p.1~14、附件二 p.15~25 的資料表，並確認。並請各召集人
協助催促回覆摘要、班機住宿資訊等資料。
【決議】：發函給各召集人，告知未回覆者目前的狀況，由召集人代為催繳資料。
(5)其他事項討論：
【決議】：
A. Asia Forum 與年會的收費一概由磁性年會負責，TICSpin 由中正收費但收據由年會
開。(收據的設計由雲科洪玉蓉與台大林意錂討論)
B. Asia Forum 網頁上需加註參加 TICSpin 的收費標準。
C. 若報名參加 TICSpin 者，請在名牌上加註 TICSpin 的標籤或另作名牌用以辨識。(由

D.

E.
F.
G.
H.

雲科玉蓉與中正安琪設計)
由於不提供刷卡服務，1.請在網頁上註明，2.年會發收據時請寫一張註明單夾附給
演講者，以便讓其知道 Asia Forum 收費已從其演講費中預先扣除。3. Contributed
Talk 方面請個別發函知會只收現款。
Asia Forum 之自旋 SESSION 的主持人吳德和改邀請 Takanashi、Kyung-Ho Shin
來擔任。【此部分邀請函由李景明老師負責】
Asia Forum 與年會之 Session Chairman 及 Invited talk 的錢請編列預算，確定後
請告知各召集人，並發函告知受邀人。【雲科洪玉蓉】
產業座談引言人與主持人的錢請編列預算。
網頁請公告大會安排之劍湖山接駁車時間表與隨車人員。

三、其他相關事項討論
Q1：Asia Forum 及磁性年會暨研討會報名的限制--國內有人問到因為報名磁性
年會須另繳交入會費及年費，是否可以報 Asia Forum（他並非發表者但是是 Asia
Forum 發表論文的共同作者之ㄧ）？
【決議】：請在 Asia Forum 的網頁上加註 Taiwan and other counter 的非會員收費為
4500N.T.
Q2：部份演講者會提前（7/27、7/28）來台，請磁性協會及各負責的聯絡人協助安排住宿
及接待。
【決議】：演講者若不是由機場直接到雲科大，將由磁性年會統一接送。
Q3：已有多位國內外演講者來信問演講時間，議程表確定後盡快寄給參加者，並於信中提
醒參考會議網頁住宿訊息訂房。並回信告知所訂飯店名稱，以便安排機場交通接送及
大會交通車接泊。（因機場接送考慮將安排先送至飯店 check in 再送至會場）
【決議】
：資料已齊全者，待議程表確認後，發函告知機場交通接送及大會交通車接泊
的安排。
Q4：是否安排 7/29 的半日遊？如有，請討論行程安排？
【決議】：半日遊的登記於 7 月 30 日註冊當日完成，請公告於網頁，旅程安排由雲科
大洪玉蓉和旅行社聯繫，收費另外。
Q5：大會籌備處事先有請劍湖山飯店先保留住房，目前扣除附件二安排住劍湖山之演講者
後，尚有空房可開放代訂，如各位老師需要，最晚請於 7/13 前告知玉蓉（住宿日期、
人數），可幫您以優惠價代訂，數量有限請盡早告知，額滿為止。
【決議】：發函給各召集人及協會，以便其回覆是否需要代訂房。

Q6：請討論 Asia Forum 及磁性年會暨研討會的紀念品（Asia Forum 編列 30 份每份 1,000
元，磁性年會暨研討會編列 20 份每份 1,000 元），以及贈送對象。是否與 TICSpin 印
製於同一份？
【決議】：三個會議的皆印製於同一份。
Q7：請討論 Asia Forum 及磁性年會暨研討會大會手提袋樣式（Asia Forum 編列 40 個每
個 300 元，磁性年會暨研討會編列 120 個每個 300 元），是否與 TICSpin 印製於同一
個？
【決議】：三個會議的皆印製於同一份。

四、產業座談的籌備狀況報告
【決議一】：
「新世代 3C/車用馬達之磁性材料技術發展與應用」
，由唐敏注老師安排相關事宜，相關網
址為http://emotors.ncku.edu.tw/data/6/workshop/960731/index.htm，請大會幫忙宣傳。
【決議二】：
「台灣自旋電子產業的現況與未來展望」
，由吳德和老師安排相關事宜，請架設簡易網頁或
公告訊息，主持人雲科大部分改由李景明老師代為幫忙，此部分引言人為張慶瑞、陳恭、
高明哲、韓秀鋒、懷博士、林永濤處長等。【由雲科大李景明老師聯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