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 2010 年第 2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日
期：201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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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姓氏筆畫順序，詳如簽到簿)
名譽理事：周德璋
理
事：王文竹(出版)、王伯昌、汪炳鈞、李鍾熙、吳榮宗、吳嘉麗、
陶雨台、郭聰田(財務) 、陳幹男、鄭建鴻、劉緒宗
監
事：彭旭明(獎章)、葉茂榮(會委會)、廖俊臣(常務)
召 集 人：周必泰(年會)
分會理事長：王先知(新竹)
正副秘書長：洪克銘(副)、劉陵崗(正)
專任助理：曹春梅、詹于穎、劉佳芳(紀錄)
確認第上次會議紀錄
一、主席報告：略
二、會務報告：
1.應國際化學會(IUPAC)邀請，學會將配合於今年 10 月 2-3(六、
日)在台北舉辦 IUPAC Executive Committee 會議。原 John Jost
已退休，由 Terry Renner 接任執行長。
2.由鄭副理事長召集，廖文峰、王伯昌、陳竹亭、韓建中、劉陵
崗等共六位教授，於 5 月 10 日假國科會會議室討論整合國內化
學年之系列活動，將由淡江大學王伯昌院長及中央研究院劉陵
崗教授負責研擬計畫書，於 6 月底前向國科會提出經費申請。
3.廈門大學化學化工學院黃培強院長來函邀請本會正、副理事
長、秘書長參加 6 月 19 日至 23 日於廈門舉辦之第 27 屆大陸中
國化學年會及海峽兩案化學論壇，預計彭監事及周大新教授亦將
赴會參訪。
4.應台北科技大學陳生明教授邀約，學會與台灣化工學會、台灣
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電池協會於 3 月 15 日具函向國際電化學
學會(ISE)爭取在台灣辦理 ISE 年會(2015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lectrochemistry)。
5.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 2010 年受理公告於 2 月底寄發。目前

已收到一件推薦書，5 月中旬再以電子郵件提醒各校相關系所 5
月 31 日截止收件。
6.主辦國際有機金屬化學會議(ICOMC)，因應籌備處需要開放虛擬
帳號前六碼 982921 供大會接受國內外匯款報名或參展之用，及
開通華南銀行網路刷卡機制，學會協助會計人力及網頁公告與電
子報，並逐月提供財務報表給籌備會主委參閱。
7.主辦國際化學教育會議(ICCE)，因應邱美虹主委考量，報名費接
受美金及台幣刷卡收費，學會向香港申請國際 PayPal 帳戶，手
續費約 3.6%不等(含匯差)，另外開放虛擬帳號前六碼 982901 供
大會接受國內外匯款報名或參展之用，目前學會協助會計人力及
網頁公告與電子報，每月 24 日結算 PayPal 帳，分別與威立顧問
公司及大會財務人員對帳後，次月初提供財務報表給籌備會主委
參閱。
8.協辦 10 月 22 至 25 日召開之 2010 年國際華人有機及無機化學聯
合會議，目前已開放虛擬帳號前六碼 982919 供大會接受國內外
匯款報名使用，及開通華南銀行網路刷卡機制，目前籌備會網管
人員正著手網頁與學會聯結等相關處理。
9.年會籌備委員會劃撥存款專戶 19924957 已由義守大學轉回。近
期將視台灣大學年會籌備會確立後變更印鑑。
10.學會參與勞委會職訓局產業人才投資計劃之 98、99 年檢討會議
及 99 下半年課程規劃。預計提出 2 門課程，分別是實驗室品保
品管 QA/QC 系統、化妝品有效性評估，5/31 日前提出申請，申
請結果預計 7 月中旬於北區職訓局網站公告。
11.今年國際會議相關資料已公告於學會網頁。
12.財務報告。整理學會報銷事務及相關作業處理注意事項，有關
稅務處理依據國家稅法規定。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化學與環境委員會吳丁凱主任委員(劉陵崗秘書代)
1. 化學環境與化學委員會，於 5/11 日開會決議，有鑒於兩次
永續化學工作坊成效良好，將於年底年會第一天舉行講習
會，供研究生參加，以彌補前兩次工作坊尚未針對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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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永續有機製備之情況。
2. 請秘書長研究設置綠色永續化學方面獎項之可能性及做
法，本次理監事會中討論交換意見後暫緩。
3. 同意協辦 TSC「第六屆安全文化論壇」
，邀請本委員會工業界
委員主講或推薦適當人選發表論文。
會員委員會葉茂榮主任委員
1. 自 2010 年 2/5 日到 5/25 日間，個人會員新增永久會員 1 名、
普通會員晉申永久會員 1 名、初級會員晉升普通會員 1 名、
4 名會員過世去除會籍、2 名個人會員申請退會、1 名團體會
員申請退會，目前個人會員 1892 名(含永久 1554 人、普通
會員 232 人、初級 105 人、名譽會員 1 人)，團體會員 44 個
單位。
2. 同意會員委員會在 FACEBOOK 上成立中國化學會社團，定時
在 FACEBOOK 上發佈訊息，吸引更多的人認識中國化學會，
進而加入會員。
學術委員會汪炳鈞主任委員(鄭建鴻副理事長代)
th
第五屆亞洲尖端有機化學研討會(5 Conference of Cutting
Edge Organic Chemistry in Asia ICCEOCA-5)，將於 2010 年
11/7~11 日於新竹舉行，參與人數預計 150 人，接受論文篇數
預計 150 篇。希望藉由此次研討會之舉辦鼓勵各研究群及有機
化學相關發展研究成果之結合，本次活動也將相關論文摘要印
製成摘要集以方便與會者參閱。
女性工作小組吳嘉麗召集人
1.本次女性工作小組規劃 4/9 日滿月圓活動因人數太少取消，
將擇期再辦。
2.《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截至目前為止已發行 29 期，其姊妹
網『女科技社群諮詢互助網』
(http://www2.tku.edu.tw/~tfstnet/)則於今年 3月設置完
成，提供以下服務：科技女性專業成長資訊、生活便捷資訊、
為剛跨入職場女性推薦資深女導師、為女學生提供諮詢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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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導師。
「化學」王志鉦總編輯(書面報告)
1.「化學」第 68 卷 1 已於 3 月如期出刊，內容刊載專題(奈米
生醫材料)5 篇論文、原創性論文 2 篇、化學教育 1 篇和介紹
本期內容刊登台灣化學科技產業協進會(Taiwan 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TCIA)之相關活動報導。
2.預計 68 卷 2 期將於 6 月出刊，此期內容報導訂為「高分子樹
狀化學」
。已邀請台大化學系梁文傑教授擔任專題主編，並邀
請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化學系朱智謙教授及清華大學化學系林
俊成教授撰寫相關論文。
3.回顧論文和化學教育也陸續有學者投稿，並已送外審。
「會誌」王 瑜總編輯(助理詹于穎代)
1.57 卷 1 期已順利出刊，目前 2010 年 6 月將出版 Vol.57
No.3(B)，為范文祥教授專刊。
2.截至 5/21 日為止，共有 189 篇投稿，接受刊登 36 篇，退搞
75 篇，退搞率 40%。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王理事長先知
1.年度活動以促進化學系所學生了解未來職涯為主。
2.贊助化學系學會安排產業界參訪活動，建議清華大學與交通
大學合辦，中原大學與中央大學合辦。
嘉義分會李理事長錫隆
1.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於 2/25 日舉行。
2.分會年會規劃辦理小型就業博覽會。
3.今年分區年會預定於 9 月中、下旬舉行，地點暫定中正大學，
會議主題與演講人邀請，擬朝光電與半導體產業、生醫產業
趨勢等方向思考。
高雄分會吳理事長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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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日假高雄醫學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召開高雄分會理監事
會。
2.5/7 日與義守大學合辦「永續合成工作坊」
，與會學者、業界
代表反應熱烈，建議總會列入重點發展項目。
3.分會將於 5/29 日假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舉辦今年分會年會。活
動主題為：
「許一個綠色心願—太陽能」。
五、2010 年化學年會(北區/台灣大學化學系, 12/3~5, 2010 )
彭旭明教授、周必泰主任
目前時間暫定 2010 年 12/3~5 日假台灣大學化學系新館舉行。
相關前置作業已陸續展開。
六、第 24 屆國際有機金屬化學會議(24th ICOMC, 7/18~23, 2010)
陳竹亭召集人(鄭建鴻副理事長代)
籌備工作順利進行中，優惠報名時間為五月底，歡迎諸位共襄
盛舉，並多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st

七、第 21 屆國際化學教育研討會（21 ICCE, 8/8~13, 2010）
邱美虹召集人(劉陵崗秘書代)
第 21 屆國際化學教育研討會，已於 4/22 日完成大會摘要收件，
共有 40 國 261 篇摘要送審，摘要審查結果將於 5/15 完成審查
及結果通知。目前截至 5/17 為止，共有 136 人報名，同時大會
相關資訊，已在大會網站上公告，學會將協助主辦單位規劃大
會會後相關旅遊活動。
討論事項：
一、 核備高雄分會年會。
決議：同意核備高雄分會於 99 年 5/29 日假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舉辦
2010 年分區年會，屆時請有空參與之理監事們能南下支持參
與。
二、核備協辦 2010 年第五屆亞洲尖端有機化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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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協辦 11/7~11 日於新竹舉行之第五屆亞洲尖端有機化學研
討會， 並支援相關財會人力與消息發怖，以協助清華大學化
學系主辦工作。
三、討論 2010 年部份理事於年會改選，如何推出選票參考名單。
決議：請諸位出席人員就參考名單推薦至多 27 位人選，所推薦之
名單經徵詢各別被推薦者意願後，於下次理監事會提出核備。
四、近年被提名參與學術獎章之候選人偏低，為增加參選人數，建議修
改化學獎章辦法。
決議：修訂中國化學會設置化學獎章辦法第四條為，凡獲本會普通
會員五人以上連署推薦，或各化學相關單位主管以及本會理
監事，得於每年八月底以前提名推薦當年獎章候選人，並附
充分有關證件，送交化學獎章委員會審查。提供獎金一案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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