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 2014 年第 4 次(暨第 41 屆第 1 次)
理監事會議記錄
日
期：201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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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席：以下敬稱略(依姓氏筆劃順序)
40 屆理事：王文竹*、王先知*、吳榮宗*、周芳妃*、桂椿雄*、陳勇發*、
陳哲陽*(副秘書長)、陶雨臺*、劉仲明*、劉陵崗*(秘書長)、
劉緒宗、鄭建鴻*
41 屆理事：王伯昌*、何永盛*、許千樹*、楊吉水*
監
事：王 瑜、彭旭明、葉茂榮
主任委員：汪炳鈞*、沙晉康*、邱美虹
顧
問：洪克銘(化學下鄉)
秘
書：李智美(工研院副院長室暨理事長秘書)
助
理：曹春梅、錡卉婕
請假人員：
40 屆理事：吳天賞、吳澄清、李遠鵬*、李鍾熙、沈宏俊、周大新、
劉瑞雄、凌永健*、陳寶郎*
41 屆理事：許明珠*
監
事：吳嘉麗、陳幹男
註：41 屆理事 21 人另以*註記。

頒發感謝牌：
 感謝清華大學化學系汪炳鈞教授，擔任 2005-2014 年學術委員會主
任委員，盡心戮力，圓滿成功，謹代表全體會員，敬致謝忱。
 感謝工研院、工研院材化所、交通大學應化系承辦 2014 年中國化學
會年會，盡心戮力，圓滿成功，謹代表全體會員，敬致謝忱。
一、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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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理事長任內化學會工作一切順利，在此對各位特別表示感
謝，期望自明年起在新任的理事長、理監事成員、委員會等的帶
領下，可以讓化學會有更大更好的發展，並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裡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二、 會務報告：
1. 追認 2014 年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
(1) 「中技社化學獎」實施辦法通過設置及章程修訂，自 2014
年起實施。於年會舉辦時安排頒發。
(2) 核備 2014 年巴斯夫博士生創新論文獎，由成大材料及工程
所蔡秉均、交大分子科學所齊慕桓、台大生化科技所周芳
如、台灣大學化工所羅承慈、交大應用化學所吳冠毅五位
博士生獲獎。
(3) 同意核定 2013 年曆年制財報與 2014 年前 3 季財報，及 2015
年預算數，並提報會員大會。
(4) 核備 2014 年『化學』最佳論文獎得獎名單，
『化學』最佳
論文『單分子亮子輸送中的環電流及多通道干涉現象』由
台灣大學金必耀教授獲獎，於年會大會中表揚。
2. 整理年度總報告供刊登於 2014 年年會手冊，且整理簡報資料、
司儀稿、各式收據等供年會參照。
3. 2014 年理事選舉於工研院中興院區舉辦，並於年會期間公開開
票。
4. 我國際化學會 2015 年會費為 862,900 元台幣，較 2014 年增加
25,600 元台幣。將向中央研究院提請支助。
5. 2014 年亞洲化學聯盟(FACS)會費，於今年 7 月向中央研究院
提出申請，由中央研究院直接支付給 FACS，學會已於 8 月收
到收據。
6. 科技部補助 2015 年「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
，
學會於 8 月 7 日備文向科技部提出申請。12 月 30 日科技部召
開審查會議邀請陶總編輯簡報。
7. 2014 年 12 月 12 日監事牟中原教授請辭乙職，由後補監事陳幹
男教授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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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汪炳均教授卸任，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由清華大學化學系陳建添教授接任。
9. 秘書長劉陵崗教授卸任，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由中研究院化
學所研究員趙奕姼教授接任。
10. 2015 年上半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學會提報以下 5 個班次，
已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送發展署審核中，預計明年 2 月核定。
(1) 3/14、15 開辦「實驗室品保品管與 QAQC 班(第 1 期)」。
(2) 3/21、28 開辦「食品安全衛生分析技術班(第 1 期)」。
(3) 4/18、25 開辦「機能性食品技術與實務班(第 1 期)」。
(4) 5/9、16、23 開辦「化妝品有效性評估班(第 1 期)」。
(5) 5/30、6/6、13 開辦「功能性化妝品產品辨識與實作班(第 1
期)」。
11. 提報中研院化學所報銷學會帳目作業程序。
12. 國內外會議相關資料已公告於學網頁。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編輯報告：
女性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嘉麗(書面)
1. 本年度化學年會 11 月 22 日(週六)中午 1130-1400『女化學家
聯誼會分享時間』已順利舉行，會中除了安排 2 項演講(中研
院許昭萍教授及淡江大學吳嘉麗教授)與 20 餘位出席者共同
分享外，並在本屆召集人陳皓君教授(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
學系)的主持下，選出 104 年度的召集人陳淑慧教授(成功大
學化學系特聘教授暨理學院副院長)，以及副召集人台北科技
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系暨有機高分子研究所主任蘇昭瑾教
授。
2. 由陳皓君教授執筆的會後報導已刊登於 12 月 10 日出刊的《台
灣女科技人電子報》
。
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邱美虹
1. 2014 年 10 月 9-14 日帶領 15 位教育部化學學科中心種子老
師、1 位工作人員、2 位眷屬，一共 19 人自費赴上海金山中
學和大境中學等 2 所重點實驗性學校參訪，除參觀其教學外，
我們的 15 位種子老師同時進行教學演試，雙方互動良好，廣
獲好評，達成預期目標，未來期望能以互訪方式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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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特別參觀上海科學技術協會，大陸除 5 月辦理科技
週外，在 9 月還辦理科普日。科普活動有專業科學家的參與，
也有一般來自民間的科普素人。希望學科中心將來可以編列
經費邀請對方來台參訪。有關參訪心得已於 11 月份第四期的
「台灣化學教育」期刊中刊登。歡迎上網參閱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
2. 我目前擔任科技部科教國合司擔任科普活動規劃人，預計明
年起試辦「全民科學日」
，此次特邀請化學下鄉計畫主持人王
伯昌教授及高憲章博士共同參與明年試辦活動，全台約有 10
個縣市辦理全民科學日。明年 1 月希望由王伯昌教授提出辦
理 2016 年全民科學日計畫，且在期望全台各縣市都有專責人
員可以負責推動全民科學日，希望這個計畫化學會可以繼續
支持參與。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茂榮
自 2014 年 9 月 30 日起 2014 年 12 月 29 日止，會員異動資料
如下：晉升永久會員有 1 名、新加入永久會員有 2 名、新加入普
通會員有 5 名、新加入初及會員有 3 名、除籍永久會員 4 名。截
至目前為止，中國化學會會員數共計 1751 名（含名譽 1 名、永
久 1587 名、普通 116 名、初級 5 名、團體 42 家）。
*普通會員、初級會員統計自 2012.1.1 起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汪炳鈞
今年 10 月 11 日由陳建添教授代表本學會出席亞洲化學編輯學
會(ACES)會議，在 ACES 會中 Wiley-VCH 宣布各參與學術學會
在 Asi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的股權比照 Chemistry- An
Asian Journal 的股權比例，本學會在 Asi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擁有的股權為 8%，將來如有盈餘分配將回饋至學會。
環境委員會主任委員 凌永健
化學與環境委員會規畫在明年 5、6 月間，邀請相關公司、機
關，共同辦理食品詐欺與鑑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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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誌」總編輯 陶雨臺(簡報)
1. 原訂 12 月 23 日科技部召開審查會議，改期至 12 月 30 日，
擬依期前往科技部簡報，繼續爭取明年度之補助款。
2. JCCS 今年出版 12 本(含 2 本專刊)，收錄 183 篇，其中國內
論文 76 篇，平均每期 6 篇，刊登率 41%。
3. 近 5 年國內投稿篇數 420 篇，退稿篇數 69 篇，退稿率約 16%。
4. 97 年以前每年國內投稿篇數平均 60-70 篇。98 年開始積極配
合出版專刊，並優先處理國內稿件，近五年國內來稿篇數上
升，成效明顯。
5. 論文 2013 全年全文下載次數 22,616 次；每月平均約 1885 次；
較 2012 年增加約 10%。發行 2 本專刊(JCCS60 周年/綠色永
續化學)。
6. 結語：JCCS 在過去總編輯們及無數化學界同仁之熱心經營與
國科會持續支持下，目前已將邁入第 62 個年頭；在過去一年，
感謝中研院計算中心協助改進線上投審稿系統，也感謝 Wiley
編輯部門之協助，更感謝歷任總編輯、常務編輯、審查者及
所有讀者的支持。我們將持續以有限的人力與財力，每年持
續檢討改進，並以國外優良化學期刊為目標，精益求精，造
就出我們可以引以為傲的期刊。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台中分會王理事長書蘋(書面)
1. 整理會員資料、招募新會員，並籌備年底選舉事務。
2. 103 年 10~12 月舉辦第 22 屆分會理監事改選，並於 12 月
10 日於靜宜大學進行開票作業，順利選出第 22 屆理監事。
嘉義分會陳理事長文龍(書面)
1. 嘉義分會於 12 月 26 日(五)18:00 假嘉義市鈺通大飯店召開
103 年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及感恩聚餐，會中並進行理事
長選舉。
2. 嘉義分會第 8 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監
事：鄭豐洲、李秋萍、黃永育
後補監事：洪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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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周禮君、閻 澄、周麗美、王逸萍、梁 孟、
李金寶、洪正宗、鄭建中、陳榮達、楊炳輝、
嚴明智、鄭金鎮、古國隆、王少君、陳錦坤
後補理事：黃建智、曾炳堯、蔡永佳
總 幹 事：張士元
副總幹事：黃建智
五、專案報告：
 2014 化學下鄉活動計畫 淡大王伯昌院長(簡報)
1. 化學下鄉巡迴活動，自 2011 年開辦以來，明年將可進入
第 200 場次。其中北部地區辦了 69 場、中部地區 24 場、
花東地區 20 場、嘉南地區 54 場、離島地區 6 場等。
2. 今年度巡迴總場次有 69 場，分佈北部地區 30 場、中部地
區 10 場、花東地區 7 場、嘉南地區 22 場。
3. 請各位理監事協助以下：
(1) 協助建立中部地區廠商與教育局處的聯繫管道。
(2) 協助提供活動給予表現優秀學童的獎品物資。
(3) 第 200 場活動即將到來，請各位理監事支持與參與。
 2014 年化學年會結案報告-工研院 陳哲陽副秘書長(簡報)
1. 化學年會於 11 月 23 圓滿落幕，此次出席人數約 1966 人、
論文篇數共計 Oral 有 101 篇、壁報論文 908 篇、研究生
論文獎 8 項、參展廠商 70 攤位。
2. 感謝化學年會籌備委員會各組各成員工作之辛勞。
3. 年會現場並安排台灣巴斯夫、大東樹脂、永光化學、友和
貿易、有化科技、長興材料等優質廠商辦理徵才活動。工
研院亦特別提供一系列導覽行程，閉幕當天並提供 15 支
HTC 高階手機供參與者抽獎，使得年會閉幕活動獲得熱
烈反應。
4. 結語：年會各項工作結餘款將繳交學會；感謝各位理監事
踴躍的參與，讓年會活動順利圓滿；有關此次年會建構網
站與報名軟體更新，將傳承給日後接辦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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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一、核備 2015-2018 年第 41、42 屆理事選舉結果。
決議：(附開票記錄)
1. 當選理事共 9 位：(依姓氏筆劃順序)
王先知、王伯昌、何永盛、汪炳鈞、沙晉康、許千樹、
許明珠、陶雨臺、楊吉水。
2. 候補理事共 5 位：(依得票數排序)
廖文峰、蘇玉龍、李茂榮、劉瑞雄、李光華。
二、2015-2016 第 41 屆常務理事、理事長、副理事長選舉。
決議：由理事互選常務理事 5 人、理事長 1 人、副理事長 1 人，
結果如下：(附開票記錄)
1. 常務理事：陶雨台、許千樹、許明珠、陳哲陽、陳寶郎。
2. 理 事 長：陶雨台。
3. 副理事長：陳寶郎。
臨時動議：
一、劉秘書長陵崗提案：考量秘書長目前為無給職但需處理學會各項業
務，建請自次任秘書長起，由學會預算支應，給予每月 1 萬元之交
通膳雜津貼。
決議：同意通過。
二、清華大學化學系陳益佳教授向學會申請「第三屆台灣拉曼光譜學國
際 研 討 會 暨 台 灣 拉 曼 協 會 暑 期 學 校 」 ( “ The Third Taiw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aman Spectroscopy” and “Taiwan
Association of Raman Spectroscopy Summer Camp 2015”)研討會，研
討會時間訂於 2015 年 6 月 23-26 日假南投辦理。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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