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 2012 年第 4 次理監事會議紀錄
日期：
2012 年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4:00 ~6:00
地點：
台大立德尊賢會館 201 會議室
主席：
鄭理事長建鴻
出列席：
以下敬稱略(依姓氏筆劃順序)
理事
第 39 屆：王文竹、王先知(請假)、汪炳鈞、沈宏俊(缺席)、李遠鵬(請假)、李鍾熙(請假)、
林英智(請假)、周大新(請假)、吳天賞(請假)、吳榮宗、吳嘉麗、
吳澄清(宋祥葳代)、馬海怡(請假)、陳竹亭(請假)、陳哲陽、郭聰田(請假)、
陶雨臺、鄭建鴻、劉仲明、劉瑞雄、劉緒宗
第 40 屆：王文竹、王先知(請假)、沈宏俊(缺席)、李遠鵬(請假)、李鍾熙(請假)、
吳天賞(請假)、吳榮宗、吳澄清(宋祥葳代)、周大新(請假)、周芳妃、凌永健、
桂椿雄、陳勇發(林頤聰代)、陳哲陽、陳寶郎、陶雨臺、鄭建鴻、劉仲明、
劉陵崗、劉瑞雄、劉緒宗
候補理事：
周必泰、許千樹(請假)、許明珠、張煥宗、王伯昌(請假)
監事第 40 屆(含第 39 屆)：王瑜、牟中原(缺席) 、吳嘉麗、彭旭明、葉茂榮
主任委員：
邱美虹、汪炳鈞、楊美惠、廖德章(請假)
總編輯：
王瑜、葉瑞銘(莊敬代)
召集人：
胡紀如(請假)
分會理事長： 王書蘋、張志毓(缺席)、劉中行(缺席)、劉瑞雄
正副秘書長： 洪克銘(副)、劉陵崗(正)
專任助理：
曹春梅、張婉昭
頒發感謝獎牌
感謝今年承辦化學年會暨學會八十週年慶之成功大學化學系及桂椿雄教授，盡心戮力圓滿
成功
一、主席報告：略
二、會務報告：
1. 整理年度總報告，供刊登於成功大學籌辦之年會手冊。
2. 今年通訊選舉於成功大學舉辦化學年會期間公開開票。
廖俊臣教授請辭監事職務，監事職缺由候補監事吳嘉麗教授遞補，候補監事由得票數
再次高者陳幹男教授遞補。
3. 13th Tetrahedron Symposium Asia Edition 國際會議 11 月 27~30 日在台北福華文教會館
舉行，學會協助籌款連繫，承辦國內碩、博士生及博士後提出論文出席會議註冊費補
助業務，共有 116 件申請資料，5 件資料不完整，11 位申請者自願退出補助，共補助
100 位出席者，匯出補助款新台幣 1,415,770 元整。將去信向各贊助單位及個人回報並
感謝。
4. 國際化學會寄各會員國 IUPAC 2010 年規章，供參酌意見修正，2013 年元月 31 日為提

案截止日。
5. 我國際化學會 2013 年會費為 824,100 元台幣，比 2012 年增加 32,100 元台幣。將向中
央研究院提請支助。
6. 國際化學會(IUPAC)仍循例請各會員國執行 2013 AMP 計畫,開放個人加入成為 IUPAC
個人會員,以 Affiliate Member 的身份報名參加 IUPAC 相關會議時有優惠價格，每兩個
月收到一期 CI 雜誌。欲加入者學會收取每人台幣一千元代辦費，12 月 28 日需提報
IUPAC 秘書處。
7. 國際化學會(IUPAC)2013 年第 47 屆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及 45 屆 wcc 將於明年
8 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行，2015 年預計在韓國舉行，巴西欲爭取 2017 年舉辦權。
亞洲化學會聯盟 2013 年 15ACC 將於 8 月 19~23 日在新加坡舉行。
8. 國科會核准 2013 年 [全國性學術團體辦理學術推廣業務計畫]補助款 270 萬。
9. 本會協辦第七屆亞太染料敏化與太陽能電池國際學術會議，已於 10 月 26~29 日圓滿
舉行。主辦周必泰教授擬提議將存於學會帳戶之結餘款轉捐慶齡工業研究中心及台灣
大學化學系共 1,052,882 元整，餘 8 萬元留存由學會會務運用。
三、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教育委員會主委邱美虹委員
1. 由國科會補助的化學親善大使---動手 Fun 化學，已於十月開始陸續在屏東水利國
小、88 水災區納瑪夏國小、台東大學、新北市新北高中、東華大學、花蓮長橋
國小等地辦理活動，參與者從幼稚園學生、小學生、中學生、職前教師和在職教
師、大學教授，共襄盛舉，活動身受與會者歡迎與肯定。
2. 明年第五屆亞洲化學教育研討會將由屏東教育大學主辦，目前已獲國科會補助，
預計將有日粉、韓國、大陸等地的學者與教師百餘人參與。屆時還歡迎國內學者
與學生參與。
女性工作委員會吳嘉麗委員
1. 女性工作委員會於 12/1 的化學年會中改選明年度的女化學家聯誼會召集人，由
高醫吳秀梅主任接任。
2. 『2013 物理化學女性學者聯合研討會』預定於明年 3/30-31 於台南南元花園休閒
農場舉辦，希望能得到學會的支持。
學術委員會汪炳鈞主任委員
Chemistry - An Asian Journal 2005-2012 年為試辦期間，以年發表論文數量階段性
決定股數，年的版稅將於 2014 五月底發放。其餘非參與國收入將納入舉辦研討
會及 ACES 活動費用。
「會誌」王瑜總編輯
會誌月刊已出刊至 12 月號，明年 1 月號已付印。與 Wiley 合作項目順利。慶祝 60
週年刊預計在 12 月出刊，邀請函已發出一批，目前僅收到 4 位教授回應願投稿，將
繼續力邀。
「化學」莊敬代表:
化學每季準時出刊。

四、各分會理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理事長劉瑞雄
新竹分會已完成改選，但理事長尚未選出。新任理監事名單如下:
職稱
理事
理事
理事
理事
理事
理事
理事
候補理事
監事
監事
候補監事

姓名
王先知
吳春桂
汪炳鈞
劉佳明
廖文峯
陳建添
鍾文聖
王家麟
李宗銘
鄭博元
裘性天

單位
工研院材化所
中央大學化學系
清華大學化學系
工研院產服中心
清華大學化學系
清華大學化學系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中央大學化學系
工研院材化所
清華大學化學系
交大應用化學系

職稱
副所長
教授
教授
主任
主任
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所長
教授
教授

台中分會理事長王書蘋
台中分會已完成改選；新任分會理事長王書蘋。
五、2012 化學年會暨八十週年慶 成功大學化學系桂椿雄主任
今年年會計有約 1800 人報名，海報論文申請 890 件，研究論文 46 篇。注意事項如下:
1.
2.
3.
4.
5.
6.
7.

研究生論文獎頒獎人建議名單(捐助單位)應儘早提供，以便事先邀請。
報帳困難；另所需規格可事先告知，以便準備。
學會相關聯繫不易。
舉辦年會成本提高。
兩案對口會議由於簽證費時困難，導致部份對岸院士無法及時參加。
單一學校舉辦很辛苦，並建議避免即將卸任之系主任為籌備主委。
報名軟體經測試並使用成功，將移交與學會為下一屆主辦學校參考。

討論提案：
一、 核定 2013 年化學年會舉辦地點。
決議： 秘書長與副秘書長將擇日拜訪暨南大學，與蘇玉龍校長直接溝通以確認接辦
意願與細節。
二、 核備 2013 年度學會理監事選舉結果。
決議： 理事共 12 位(依筆劃順序)：
王文竹、李遠鵬、吳榮宗、周芳妃、凌永健、桂椿雄、陳勇發、陳哲陽、
陳寶郎、鄭建鴻、劉仲明、劉陵崗
候補理事共 5 位(依得票數及同票數抽簽結果順序)：
周必泰、許千樹、許明珠、張煥宗、王伯昌
監事共 5 位(依筆劃順序)：王瑜、牟中原、吳嘉麗、彭旭明、葉茂榮
候補監事 1 位：陳幹男

三、 選舉 2013~2014 年度常務理、監事，並推選副理事長。
決議： 選舉開票結果如開票紀錄(附件)。以下當選人依筆劃順序:
常務理事： 李遠鵬、陶雨臺、劉仲明、劉陵崗、劉緒宗
常務監事： 王瑜
理事長： 劉仲明
副理事長： 陶雨臺

臨時動議：
一、 建請舉辦麥寮等工業區考察訪問，以促進業界與學界之溝通，與社會互動。
決議： 樂見其成，參訪細節再行安排。
二、 請新任理事長劉仲明發表當選感言。
新任方向： 以提昇形象、加強學會與工業界平台之連結、提供正確資訊為主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