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國化學會 2013 年第一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時

間：2013 年 2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3:00~5:00

地

點：工研院台北辦事處台北科技大樓 701 會議室

主

席：劉仲明 理事長

出
席：(依姓氏筆劃順序，敬稱略)
名譽理事: 潘文炎(請假)
理
事:王文竹、王先知、沈宏俊(缺席)、李鍾熙(請假)、李遠鵬(請假)、吳天賞、
吳榮宗(請假)、吳澄清、周大新(請假)、周芳妃、凌永健(請假)、桂椿雄、
陳哲陽、陳勇發、陳寶郎(缺席)、陶雨臺、鄭建鴻、劉仲明、劉陵崗、劉緒宗
(請假)、劉瑞雄(請假)
監
事: 王 瑜(請假)、牟中原(請假)、吳嘉麗、彭旭明、葉茂榮
候補監事: 陳幹男
主任委員: 沙晉康、邱美虹、楊美惠
召 集 人: 胡紀如(許銘華代)、鄭淑華
專案計劃: 洪克銘、高憲章
分會代表: 陳文龍(嘉義)
列

席：

學會專任助理:曹春梅(紀錄)、詹于穎、張婉昭
工研院副院長秘書：李智美
宣讀前次會議紀錄，無異議通過
交接儀式：由彭前常務監事主持監交，新任劉理事長及舊任鄭理事長簽署移交清冊。
一、 主席報告
1. 頒發感謝牌，感謝鄭理事長任內，領導會務、功在化學。
2. 頒發理、監事當選證書。
3. 提聘第40屆正副秘書長、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編輯、計畫主持人、顧問及第九屆亞太
國際藥物化學會議主席，經理事會同意後由理事長頒發聘書。
二、 會務報告
1. 國際化學會(IUPAC)循例請各會員國執行 2013 年 AMP(affiliate membership Program)計
畫，經公告共七人加入並於元月繳費，得享全年優惠報名參加 IUPAC 會議及贈閱一年
CI。成功大學提報 2012 年年會壁報論文獎，由中山科學研究院化學研究所蘇文烱獲得。
2.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與周大紓先生基金會將於 3 月 8 日召開紀念研討會，邀請日本京都大
學 Jun-ichi Yoshida 教授為 2013 年周大紓合成化學講座。
3. 延續 2012 年化學下鄉計畫，與淡江大學王伯昌院長合作簽訂 2013 年化學遊樂趣(有樂

趣)委託計畫，為期一年。
4. 由中研院趙奕姼研究員整理綠色永續合成工作坊講義並規劃招募新生力軍參與，已公告
於學會網頁。
5. 因應新學期通識課程需要，『化學、醫藥與社會』加印估價中，預計 3 月送印。凡新學
期有意願使用學會教科書做為通識課程用書者，將開放教師樣書申請。辦法及申請表一
月中旬已公布於出版品網頁。
6. 學會網頁考量納入每年年會相關前置作業(含論文提送及報名繳費)與各分會網頁、會務
分工授權平台與出納導入會計等，將重新檢討網頁前後端架設。
7. 申報 2012 年扣繳憑單共 89 件，含年會、DSCOPV7、人培、編輯部等薪資、稿費、競
賽獎金、執行業務及成大年會場租。
8. 秘書處於元月 10 日和去年年會承辦桂椿雄教授、台中分會王書蘋理事長一齊拜會埔里
暨南大學，與蘇校長、鄭主任及應化系、應光系同仁，約 20 位座談經驗分享。
9. 截至 2012 年底出版品銷存貨量統計，尚餘庫存，生活中的化學科技 DVD 35 套、化學
食品與社會 696 本、化學醫藥與社會 34 本、中華民國化學研究簡史 49 本、A2 元素周
期表 250 幅、A3 元素周期表 52 幅、A4 元素周期表 245 幅、元素周期表掛圖 1323 幅、
環保筆 747 小盒、雷射指引紀念筆 5 枝。
10. 自 2012 年 10 月中旬至 2013 年 1 月止，新加入會員永久 3 人、普通 5 人，累計名譽會
員 1 人、永久會員 1581 人、普通會員 303 人、初級會員 97 人，團體會員 44 個單位。
11. 協辦 NICE 2013 第五屆亞洲化學教育研討會，將於 7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屏東教育大學及
墾丁福華飯店舉行，該研討會源於日本、韓國、台灣共同成立亞洲化學教育學會(Network
for Inter-Asian Chemistry Educators, NICE)，IUPAC 亦為贊助機構。
12. 擬於 102 年 11 月 4-6 日主辦第四屆亞洲-大洋洲綠色暨永續化學研討會，委由清華大學
凌永健教授籌備。
三、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總編輯報告
工業委員會沙晉康主委
考量多邀工業界支持參與化學會活動。並藉先前學術界之連結，鼓勵學業界互相交流發
展化學工業。
女性工作委員會吳嘉麗主委
參與 2013 年第九屆物理與化學女性學者聯合研討會(Female Physicists and Chemists Joint
Symposium)籌備工作，會議將假台南南元花園休閒農場舉行，自 3 月 30 至 31 日為期兩
天。
名詞委員會楊美惠主委
與計量學，化工、奈米等相關領域科學名詞對照，均有參與其中。
教育委員會邱美虹主委

化學教育研討會(NICE)今年輪到台灣舉辦，請協助宣傳。另擬辦理出版化學教育-電子雜
誌(Chemistry Education e-Magazine)。
國際關係委員會王先知主委
擬向前任及陳幹男教授取得過去經驗。
會員委員會葉茂榮主委：
將努力於團體會員之推薦，也請工業委員會沙主委協力招募。
獎章委員會彭旭明主委：
學會各類獎章推薦每年年會前有固定作業程序。至於國際邀請推薦之獎項，原則上推薦
出去，得獎再公告為宜。
環境委員會 凌永健主委：(書面報告)
代表參加元月 30 日由台灣經濟研究院召開之「擴大公眾參與提升台灣民眾對碳捕獲與封
存技術接受度」策略專家討論會議，表達本會支持碳捕獲與封存技術。並建議該技術應被
逐漸擴展為碳捕集、利用與封存，從提昇碳中和，進步到碳負排放；同時應考量從政策、
法規、社會、經濟、環境及工程科技面努力，及早與在地民眾溝通，尋求共識。
[會誌]王瑜總編輯：(書面報告)
1. 去年第 59 卷出刊 12 本，含洪永叁教授紀念專刊及電化學能源儲能與轉換 2 專刊。截
至元月 29 日止，總投稿 597 篇(台灣 89、中國 122、亞洲國家 305、非洲 40、歐澳紐
29、美洲 12)，接受刊登 163 篇(刊出率 30%)，退稿 376 篇(退稿率 70%)，修改/複審中
54 篇。專刊投稿 37 篇，佔國內投稿 41%。
2. 今年預計每期刊登 16 篇論文，目前 3、4 期出刊準備中，截至元月底止，稿件存量約
3~4 個月。編輯委員新增 8 位國際知名華人化學家，總計有 30 位國內外編委。涵蓋有
機、分析、無機、物化、材料共 6 個研究領域。舊期刊數位化 Wiley 正準備中。預定 9
月前發行「王瑜教授 70 大壽生日慶祝」專刊。「慶祝 JCCS 創刊 60 周年」專刊，規劃
邀請國內資深教授，對過去化學研究成果，提出總結且聚焦性文章，以 mini review 形
式發行。持續改進期刊封面格式。
[化學]葉瑞銘總編輯：(書面報告)
1. 去年第 70 卷順利出版 4 期，專題報導分別有奈米複合材料、理論與計算化學、電池及
微量層析技術開發與空氣污染檢測。感謝中原大學蔡宗燕、陳欣聰、王宏文、陳玉惠、
黃悉雅及葉華光幾位教授協助。
2. 今年第 1 期專題報導主題為「近代有機化學之發展與應用」
，由莊敬教授邀稿，三月出
刊。第 2 期將著重在物理化學領域、第 3 期為生物化學領域、第 4 期為無機化學領域。
四、 各分會理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劉佳明理事長：(王先知代)元月新選出，尚未交接。

台中分會王書蘋理事長 (書面報告)
元月底辦理交接，分區陳甫州常務監事監交，擔任總幹事之靜宜大學應化系吳仁彰教授
亦列席。
高雄分會劉中行理事長 (書面報告)
去年 11 月 24 日舉辦企業參訪及第 4 次理監事會議，拜訪台鹽通宵精鹽廠，由杜進漢廠
長簡介『電透析食用鹽製造技術』，含理監事 13 人及南台科技大學化工系師生共 25 人
參訪。預期 2013 年 3 月將參訪光洋應用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區年會暫訂於 5 月
25 日，由南台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籌辦，主題與高分子材料應用相關。
五、 第九屆亞太國際藥物化學會議主席_清華大學胡紀如教授(許銘華研究員代)
將於 10/15-18 於圓山大飯店舉行。大會演講邀請到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等國內外知名人
士，目前籌備順利。感謝劉理事長、潘文炎董事長、鄭前理事長、劉秘書長，及台灣神隆
馬總經理協助與支持。
六、 化學遊樂趣計劃主持人＿淡江大學王伯昌教授(高憲章博士代)
1. 自 2011 國際化學年起至今兩年內，行動化學館已巡迴台灣三圈，包含蘭嶼、小琉球及
金門、馬祖、彭湖等地，累計於 66 所學校師生參與，今年將邁入一百所學校的里程碑。
屆時將邀請長官參與慶助活動。
2. 行動館以海報展示、化學魔術秀以及實驗闖關活動，以各校週一至週五自然科學課程
時間及社團活動中約 4~6 小時向學生們介紹化學，並且讓學生體驗化學實驗的樂趣。
3. 國科會計劃補助已於 2012 年底結束，主要經費將來自產業界、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
(TRCA)及各種科學教育基金會贊助，參與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偏遠地區及化學工業認
捐之鄰近國中為主。目前已與新北市政府簽署合作協議，與花蓮縣政府將於四月簽署。
討論提案：
1. 提聘第 40 屆正副秘書長、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編輯、計畫主持人、顧問及第九屆亞太國際
藥物化學會議主席。
決議: 敬聘，劉陵崗秘書長、陳哲陽副秘書長、女性工作委員會吳嘉麗主委、化學與環境委
員會凌永健主委、出版委員會王文竹主委、名詞委員會楊美惠主委、國際關係委員會王
先知主委、教育委員會邱美虹主委、會員委員會葉茂榮主委、獎章委員會彭旭明主委
、學術委員會汪炳鈞主委、化學與工業委員會沙晉康主委、財務委員會劉佳明主委、
「會
誌」王瑜總編輯、「化學」葉瑞銘總編輯、第九屆亞太國際藥物化學會胡紀如主委。化
學遊樂趣王伯昌計劃主持人、化學遊樂趣洪克銘顧問。
2. 討論及核備出席國際化學會會員代表大會(IUPAC 47th General Assembly)及亞洲化學聯盟會員
代表大會(FACS 17th General Assembly)會議之代表成員

決議: 由劉仲明理事長帶團，竭誠歡迎自願與有經費參與者踴躍參加，也請秘書處協調。初
步考量 IUPAC 會議邀請彭旭明監事、沙晉康主委、邱美虹主委、王文竹主委、王先知
主委、陶雨臺副理事長，以及學會推薦之 IUPAC 各領域代表們/許千樹教授、汪炳鈞教
授、胡紀如教授、凌永健教授、陳幹男教授及劉陵崗教授。FACS 會議原則由理事長帶
團，副理事長及正、副秘書長隨行。
3. 亞洲化學聯盟(FACS)各類獎項推薦
決議: 授權獎章委員會審核，3 月 31 日前由劉理事長具名向 FACS 提出推薦。
4. 核定 2012 曆年制收支決算表及 2013 年預算表
決議：通過核定 2012 曆年制收支決算表，且同意追認 2012 年 12 月 1 日於成大舉辦的年會
大會通過之 2013 年預算表，並提報內政部。
5. 討論及核備 2013 年年會舉辦地點及時間
決議: 核備 2013 年年會於埔里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舉行，時間暫定於 11 月 22-24 日，住宿問
題，請鄭淑華主任就近與相關支援再溝通協調。
6. 討論本屆理監事會會議召開及會議時間
決議: 原則將於 2、5、7、10 月召開理監事會議，時間為 3:00~5:00，屆時請理事長開放兩個
日期時段供秘書處問卷統計。
7. 討論教育委員會擬辦理之化學教育-電子雜誌(Chemistry Education: e-Magazine)
決議: 該案先保留，請教育委員會詳細規劃，於下次會議提出討論。
8. 中國化學會會址長駐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案
決議: 請劉秘書長協調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延長場址使用時限。
9. 國際科學與技術資料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來文請本會推派第九屆當然委員一名
決議: 仍委請第八屆代表劉陵崗教授擔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