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 2009 年第 2 次理事會議紀錄
日
期：200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2:30 – 5:00
地
點：中技社八樓大會議室
主
席：潘理事長文炎
出 列 席：以下敬稱略
名譽理事：周德璋
理
事：王文竹(出版)、汪炳鈞(學術)、林英智、吳榮宗、許千樹、
陳哲陽、陶雨台、潘文炎、鄭建鴻、劉仲明(工業)、
劉緒宗
候補理事：張志毓、劉中行、廖德章(國關)
候補監事：吳丁凱(環境)
主任委員：楊美惠(名詞)
分會理事長：王秉彝(高雄)、李錫隆(嘉義)
正副祕書長：劉陵崗、洪克銘
計畫主持人：廖宜賢
專任助理：曹春梅、劉佳芳(產假)、詹于穎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一、主席報告：頒發卸任周理事長及 2008 年年會籌辦單位彰化師範大
學化學系感謝牌。
二、會務報告：
1. 獲中央研究院支助並已匯款，本會今年參與國際化學會(IUPAC)
會費新台幣 625,000 元。
2. 向內政部提報 97 年第 4 次理事會議及 97 年第 2 次監事會議紀
錄，第 37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紀錄，第 38 屆理監事簡歷冊，97
年第 5 次暨 98 年第 1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含曆年制預、決算表。
內政部於 3 月 11 日核發理事長當選證書。
3. 國科會補助 97 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
經提出第 5 次報銷後結案。報銷經費 1,609,133 元尚未核撥。
4. 由廖宜賢博士主持，以學會名義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環
境奈米科技知識庫之強化及推廣」計畫通過審查後並已得標。
由本會正式簽約承攬。計畫執行至今年 12 月 31 日止。
5. 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 2009 年受理公告已於 2 月 25 日寄
發，將於 5 月底截止收件。

6. 協辦國科會 50 之旅的人與環境-環境與人科學推廣，首梯活動
於 4 月 8 日北一女中師生共 121 人參訪。後續梯次 4 月 15 日北
一女中師生共 106 人參訪、預計 4 月 22 日楊梅高中師生共 80
人參與。
7. 理事長於內政部核發當選證書及核備理監事名冊後，正式發聘
顧問、名譽理事、第 38 屆理監事、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分會
理事長、總編輯、正副秘書長、計畫主持人與相關委員會委員。
8. 第 45 屆國際化學會大會(IUPAC General Assembly)及第 42 屆學
術會議(IUPAC World Chemistry Congress)，將於 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在英國 Glasgow 舉行。我國代表團由鄭建鴻副理事長領
隊，同行有前兩任理事長周德璋、陳幹男、國關主委廖德章、
IUPAC 教育委員會邱美虹教授、IUPAC 有機分組委員會廖俊臣
教授及正副秘書長陪同。報名表均已提報 IUPAC 秘書處。
9. 第 13 屆亞洲化學聯盟 13ACC 會議將於 9 月 14 日至 16 日在中
國上海舉行，我國將由潘文炎理事長領隊與會。
10. 2009 年亞洲化學聯盟各獎項，經獎章委員會推薦。於 3 月 31 日
正式以學會名義向 FACS 提名推薦。
11. 增聘專任助理執行環保署專案計畫，另以計時工讀人力支援學
會業務與網頁系統維護。
12. 依據內政部核發之理事長當選證書，向學會往來銀行、稅捐單
位與勞健保局等機關辦理負責人變更及所有印鑑更換。並向士
林地方法院申請法人變更登記。
13. 國際會議相關訊息公告於學會網頁均隨時更新，歡迎主動上網
瀏覽。
14. 更新學會通訊錄供參閱。
15. 財務報告：2008 年年會籌備委員會，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為學
會結餘 12,025 元。(附件)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教育委員會邱美虹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預計今年委員會行事曆
1. 籌備 ICCE 2010 會議場地和會議公司等相關業務。
2. 擬重新啟動辦理兩岸化學教育研討會，3 月曾與北京大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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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連運教授討論。
4 月於菲律賓化學會年會中宣傳 ICCE 2010 會議。
仍循往例辦理海報設計比賽，預計將於 5 月公告，主題暫定
為"綠色化學"。
6 月將與美國化學會接洽 ICCE 相關事宜。
7 月將率團出席台灣、日本、韓國輪流主辦的第三屆 Network
for Inter-Asian Chemistry Educators (NICE) Symposium。會議
地點在東京，截稿日期是 5 月 31 日，歡迎踴躍投稿。
8 月將出席 IUPAC General Assembly at Glasgow 報告國內化
學教育活動與 ICCE 2010 進度。
9 月本人將應邀出席上海 13th ACC，並給專題演講。
12 月將首次與科教學會、物理教育學會聯合舉辦全國性研討
會，於三方合辦之會議中，規劃兩場化學教育工作坊(預定請
兩位高中教師演示實驗活動)，邀請理化相關教師們共襄盛
舉。期增加學術研究人員與實務工作者交流的機會。

出版委員會王文竹主任委員
1.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邀請簽署出版品授權推廣合作，經研
究評估後目前不考量與其合作。
2. 正規劃邀請張炳煌老師再為新週期表元素揮毫。
國際關係委員會廖德章主任委員
今年 12 月於澳洲舉辦之高分子會議(PPC-11)中將正式決定
2013 年 PPC 主辦國，我國正積極爭取中。此會議僅次於國際
高分子年會(MACRO，2008 年曾在台舉辦)，屬該領域重要會
議之一。
名詞委員會楊美惠主任委員
1. 國立編譯館化學名詞資訊網中之最新修訂及增訂資料共 78
則以化學名詞 200903V 檔名上網。
2. 新版「命名原則」已修訂完成，國立編譯館考量紙本及網路
均發行。
3. 推動兩岸學術名詞譯名對照與編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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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兩岸名詞對照編審之推動，因有助於社會大眾使用需要，且符
合學會設立宗旨及教育推廣的目的，個人樂觀其成，唯兩岸合
版印製需考量其複雜因素，建議學會自行出版。
化學與環境委員會吳丁凱主任委員
1. 聘請委員趙奕姼(中研院)、何國榮(台大)、吳家誠(台師大)、
于樹偉(中央大)、凌永健(清大)、鄭政峰(中興)、顏慶堂(中
山醫學)、謝賢書(長榮大)、徐永源(高師大)、周德綱(永光)、
邱瑞麟(台橡)、簡村德(長春)、呂文芳(東聯)、張昆典(中
鼎)，並由蔡永銘(中油)擔任執行秘書。
2. 於 3 月 30 日召集委員會議
a. 通過「環境奈米科技知識庫之強化及推廣計畫」，分工範
疇，本委員會以督導角色，每季邀請計畫主持人廖宜賢博
士列席委員會議，報告執行進度。
b. 通過評估「2009 台灣安全文化國際論壇」之合辦案，提請
理監事會同意，期能益助推廣服務及學會財務。
c. 成立綠色化學工作小組，負責綠色化學推動工作，提報理
監事會。
會員委員會葉茂榮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自2009年1月19日至2009年4月21日間，個人會員新增永久1
位、普通2位。鴻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退會。目前個人會
員1865人(含會員永久1544、普通223人、初級97人、名譽1
人)。團體會員45個單位。
學術委員會汪炳鈞主任委員
1. 本會廖俊臣監事將於今年 7 月 IUPAC General Assembly 會
議 中 可 望 獲 得 Organic and Biomolecular Chemistry
Division (III)提名擔任 Vice President 職。
2. 今年年會訊息已提案。
化學與工業委員會劉仲明主任委員
國際化學會之工業委員會(COCI, IUPAC)邀請潘理事長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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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7 日赴日本東京參與東亞工作會議，感謝理事長給予
機會，授權本人代表參加，並於會上推介台灣化學產業現況；
另有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分別介紹報告，發現 COCI 值得
我們參與，此行收穫許多。
女性工作小組吳嘉麗召集人(書面報告)
1. 第 6 屆「物理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由化學會女性工作
小組主辦，確定時間為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在惠蓀林
場舉辦。感謝中興大學化學系願擔任協辦單位。議程目前正
在規劃中。
2. 感謝學會提供『我對化學家的印象』海報比賽之參賽作品光
碟。本人除依年級與性別角度分析統計外，亦整理各種對化
學家的印象分類。該摘要已投稿於今年 10 月在高師大舉辦
的『第 3 屆亞太地區性別平等教育論壇』。
「化學」王伯昌總編輯(書面報告)
1.已出版至67卷第1期。刊載原創性論文1篇、專題3篇及回顧
論文2篇，化學教育2篇及化學新知13篇。
2.本期專題回顧報導天然物化學，由編輯委員莊子超教授主
編，邀請國內黃慧琪教授、廖志中教授、郭悅雄教授撰寫。
且封面引用黃慧期教授”皂素的生物活性與化學成分之探
討”專文圖一。
「會誌」王 瑜總編輯(詹于穎小姐代)
1.今年56卷第1期31篇稿件如期刊出，56卷第2期34篇正準備出
刊(Early View 3月底已出刊)。目前6月號收錄33篇稿件，8月
號收錄16篇稿件。更正去年(2008)論文接受刊出率為34.5%
(160/464)，退稿率為50.4%(234/464)。
2.行政工作重點：自元月起E化作業順利推動，線上投審稿系
統作業比過去節省1/3的時間。加速出版時效，網頁先刊登
Early View。持續與國科會化學中心及國內化學領域得獎者
合作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投稿。積極宣傳以Communications
形式投稿論文，今年起截至目前已收到21篇審查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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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善 JCCS 網頁搜尋的結果。請于 google 網頁輸入 JCCS 或
JCCS, Taipei 或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搜尋。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王理事長先知(陳哲陽理事代)
1. 分會於今年 2 月 12 日召開第 23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由
工研院材化所王先知副所長擔任第 23 屆理事長，理事有劉
瑞雄(清大)、劉佳明(工研院)、鄭吉豐（中原）
、蔡易州（清
大）
、陳登銘（交大）
、侯敦仁（央大）
，監事有王素蘭（清
大）及李光華（央大）
。陳哲陽(工研院)擔任總幹事
2. 邀請分區團體會員學校單位，各推舉一位聯絡人，參加分
區化學從業人員交流聯誼。
嘉義分會李理事長錫隆
1. 依據總會提供，嘉義分會目前會員 193 人(含永久會員 159
人，普通會員 25 人及初級學生會員 9 人)。發現名單有些
問題請總會協助。
2. 分會於 4 月 17 日舉辦企業參訪活動，參訪台南科工區益通
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江四草生態園區。
3. 本人上任以來陸續拜訪歷任會長及產業界菁英，期待提高
共同參與及關心分會的意願，同時擴大參與層面。
4. 公開徵求會員及理監事等各界，推薦傑出貢獻獎適當人
選。期給予對社會經濟有貢獻且明顯事蹟之人選，表揚鼓
勵且廣為週知。
高雄分會王理事長秉彝(皇甫偉先生代)
1. 3 月於義守大學召開分區年會籌備會議，討論今年年會籌備時
程及工作分配。預計分區年會將於 5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假
高雄義守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目前正進行年刊報告、募款
及邀請貴賓中。
2.分區理監事通訊改選，4 月 13 日假成功大學蕭世裕常務監事
辦公室開票，結果將刊登分區年會手冊。
3.今年度獎學金申請及審核，委請蔡惠蓮理事評審，選出高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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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大學彭翊雯等 10 名學生，將于分區年會中接受表揚。

五、98 年度[環境奈米知識庫之強化及推廣計畫](2009,4/15~12/31)
廖宜賢主持人
1. 此案為沿續型計畫，已納入環保署國家型奈米科技計畫第 2
期 6 年規劃案(2009~2014)之主要工作項目。
2. 重點在維護及強化現有知識庫並持續納入跨部會環境、衛
生、安全(EHS)核心計畫知識源，及以知識庫為平台，舉辦論
壇。(http://sta.epa.gov.tw/portal_sgs/)
六、第 21 屆國際化學教育研討會（ICCE 2010）
邱美虹召集人(劉陵崗秘書長代)
1. 舉辦地點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 網頁架設於科教所(http://icce2010.gise.ntnu.edu.tw)。
3. 舉辦時間為 2010 年 8 月 8~13 日。
七、第 24 屆國際有機金屬化學會議(24th ICOMC, 2010, 7/18~23)
陳竹亭召集人(徐秀福教授代)
1. 預計將有 176 場演講。已邀請並獲允諾的有 5 位大會演講
(plenary lectures)及 26 位邀請演講(invited lectures)學者，將邀
請 25 位短報告(invited communications)，及 120 位口頭報告
(oral communications)學者。
2. R. D. Adams 教授(regional editor, Journal of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允諾協辦 1.5 天之 JOM parallel session。
3. 經費正規畫中，募款部分仍有台幣約 300 萬之缺口，盼各位
化學先進協助。
4. 會議網站已正式上線(http://icomc2010.con.com.tw/)，歡迎上網
瀏覽會議最新資訊。
討論事項：
一、追認續聘九十八年正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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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追認。

二、追認提聘九十八年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計畫主持人。
決議：同意追認。
三、核備出席IUPAC代表
決議：IUPAC會議由鄭建鴻副理事長領隊，國際關係委員會廖德
章主委隨團，邀請前兩任理事長周德璋、陳幹男教授偕同
以代表身份出席，秘書長劉陵崗教授及副秘書長洪克銘博
士以觀察員身分陪同出席。IUPAC教育委員會邱美虹教授及
有機分組委員會廖俊臣教授亦將隨團代表出席。
四、追認亞洲化學聯盟各類獎項推薦
決議：同意追認獎章委員會建議，理事長具名推薦
1. Foundation Lectureship(分析領域)推薦曾志明教授。
2.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Advancement 推薦吳澄清董事長
3.Contribution to Chemical Education 推薦邱美虹教授
4.Young Chemists Award(有機領域)推薦邱勝賢教授。
五、核備出席FACS代表
決議：由潘文炎理事長領隊，邀請副理事長鄭建鴻教授、學術委
員會汪炳鈞主委及秘書長劉陵崗教授代表出席。
六、核定 2009 年化學年會舉辦地點。
決議：經評估結果及時間考量，邀請義守大學接辦，學術會程則請
周德璋教授及汪炳鈞教授協調負責人選。
七、討論 2011 國際化學年之籌辦。
決議：由鄭建鴻副理事長召集規劃小組，並組織籌備委員會。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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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備主辦「2009 台灣安全文化國際論壇」
決議：同意台灣安全研究與教育學會邀請共同主辦「2009 台灣安全
文化國際論壇」
。
陶雨台常務理事:關於國內化學家投稿國際雜誌時國家名稱被植為
Province of China 之問題，現下已獲得解決，可否告
知其管道，好讓其他社團也能跟進。
主席：感謝化學與環境委員會吳主委積極動員且快速成立小組展開運
作。希望化學工業委員會劉主委也能夠發揮影響力，有關陶常務
理事之建議請秘書長聯繫各單位看是否可獲得資訊。
劉仲明理事(化學與工業委員會主委)：目前由郭聰田理事(財務委員會
主委、TCIA 現任理事長)所領導之台灣科技產業協進會(TCIA)已
有許多工作分組，可邀集 TCIA 郭理事長，共同來努力，辦一些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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