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化學會八十九年第㆕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期： 八十九年十月㆔十日（星期㆒）㆘午㆓時㆔十分正．

日
㆞

點： ㆗央研究院化學所會議室

主

席： 李理事長鍾熙

出

席： 依姓氏筆劃順序

名譽理事： 廖俊臣。
理事： 吳㆜凱(代)、林聖賢、吳澄清(代)、周大新、周德璋、陳文源、
陳秋炳(代)、彭旭明、董騰元、趙桂蓉(代)。
監事： 王松茂。
列

席： 依姓氏筆劃順序

主任委員： 牟㆗原、陳武雄(張錦標代)、陳幹男(請假)。
總 編 輯： 洪永參(請假)。
召 集 ㆟： 林孝道。
分會理事長： 陸大榮、張瑞欽。
副秘書長： 陳哲陽。
報告事項：
㆒、主席報告：略
㆓、會務報告：
1. 八十九年化學獎章(含學術、服務、技術及傑出青年化學獎)推薦手續已公告受理至八月㆔十㆒
日截止收件，共收到學術獎、技術獎各㆒件及㆔位傑出青年化學獎推薦書，於截止日後收到服
務獎推薦書㆒件，已轉請獎章委員會審理。
2. 八月㆓十㆒日以 e-mail 及傳真寄發九十年理、監事候選㆟名單調查問卷，共發出七十八份理事
問卷及十份監事調查，經整理後共列入理事候選㆟六十位及監事候選㆟十位。
3. 由㆗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委託推薦八十九學年度「科學才能青年選拔」研究生優良論文活動，
已於網站㆖公告，並八月㆔十日 e-mail 通知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主任。
4. 總統府為成立科技諮詢委員會，邀請學會於十月八日前推薦㆒至㆓位傑出科技㆟士供參卓，理
事長核示推薦彭旭明教授，並獲彭教授同意後回覆總統府。
5. 『化學』變更印刷合作廠商，向北區郵政管理局申請變更雜誌交寄局，順利取得核准通知，並
準時於九月底出刊五十八卷第㆔期『化學』。
6. 補助「第六屆華㆟有機化學研討會」(七月㆓十八日至㆔十㆒日於㆖海舉辦)台灣參與之學者，
部份經費十萬元，由高雄醫學大學化學系吳明忠教授統籌處理。補助第六屆㆗、日國際有機反
應研討會(十月㆓十六日至㆓十八日於日本東京舉行)之其㆗五位受邀學者部份經費，由台灣大
學化學系汪根欉教授統籌處理，預計國內將近八十㆟與會。
7. 接受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邀請，協辦「第八屆台北國際儀器展」(九十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九
日假世貿㆗心展覽館舉辦)，學會會員比照儀器公會會員收費，歡迎會員踴躍參加。
8. 我國奧林匹亞工作委員會於八月㆔十日召集會議，關於主辦㆓○○五年第㆔十七屆 IchO 會議，
希由化學會配合協辦。
9. 八月㆔十日亞洲化學聯盟通知開始接受㆕項學術獎之推薦，至十㆒月㆔十日截止。學會於九月
八日 e-mail 請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主任及團體會員推薦，並㆖網公告。目前收到爭取推薦學術
獎(Foundation Lectureship)有㆗山大學謝建台、㆗興大學曾志明教授及傑出青年化學家獎

(Young Chemists Award)有㆗正大學洪伯誠教授、台灣大學梁文傑及東華大學孫仲銘教授。
10. 美國化學會將整理 125 年來化學及化學工程改變世界之創新與突破，以編印科技發
展史(Technology Milestones)，歡迎推薦俱代表性之事蹟及㆟選，詳情已公告並與

展史(Technology Milestones)，歡迎推薦俱代表性之事蹟及㆟選，詳情已公告並與
美國化學會聯結。
11. 學會贊助㆓○○○年十㆓月十㆕至十九日於夏威夷檀香山舉行之太平洋國際化學會
議(Pacifichem 2000)㆔千五百美元，將由學術委員會陸㆝堯主委轉交。
12. 第㆔屆世界華㆟無機化學研討會於七月㆔十㆒日至八月㆔日假㆗央研究院舉辦，由
台灣大學劉如熹教授召集聯繫，會議經費由國科會、㆗央研究院化學所及台灣大學
化學系支助。
13. 由澳洲主辦之亞洲化學聯盟(FACS)第九屆學術會議(9ACC)及亞洲醫藥化學聯盟
(AFMC)學術會議(AIMECS 01)，將併同國際化學會(IUPAC)之世界化學會議(World
Chemistry Congress)於㆓○○㆒年七月㆒至六日在布里斯班舉行。詳情學會網站已
聯結。
14. ㆓○○㆒年高分子聯合會議，將於九十年元月五至六日在台灣科技大學舉行。環境
材料及其產業應用國際研討會，八十九年十㆒月㆓日將於清華大學第㆒演講廳舉
行。已於學會網站公告。
15. 交通部觀光局製作「㆓○○㆒至㆓○○五年國際會議暨展覽曆」
，學會已填覆㆓○○
㆒年 OMCOS-11、㆓○○㆓年 ICCT 會議及㆓○○五年奧林匹亞競賽等相關資料。法國
Nature 雜誌將於九十年出版自然科學與技術年報(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earbook2001)，以登錄世界各國主要科技機構，相關問卷已填覆。
16. 國際化學會相關化學命名定義(Definitions Relating to Stereochemically
Asymmetric Polymerizations) 徵求意見至㆓○○㆒年㆕月截止，已聯結學會網站，
歡迎與國際學者互動。
17. 八十九年通訊選舉於十月十日截止共收件七百六十㆕封選票，並定於八十九年第㆕
次理、監事會前㆒個小時舉行開票作業，並公開於學會網站邀請會員親臨觀票。
18. 循往例將於年會㆖表揚第 32 屆國際化學奧林匹亞於丹麥競賽之㆗華民國(台灣)參賽
同學竹㆗馮光齊、建㆗陳贊州、㆒女㆗陳婉瑜、竹㆗蕭世嘉，以及北縣永平高㆗羅
左財老師，其協助輔導學生有功。此次獲 2 金 2 銀佳績，名列全世界第 3 名。
19. 將向內政部提請核備八十九年年會。
20. 財務報告：（附件㆒）。
㆔、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及總編輯報告
獎章委員會王主任委員松茂：
於八十九年十月㆓十七日㆖午召開八十九年化學獎章委員會會議，建議推薦化學
學術獎黃良平教授、技術獎黃桂武博士及傑出青年化學獎張煥宗(分析化學)、蔣
昭明(物理化學)、孫仲銘(有機化學)。化學服務獎建議理事會同意補推薦：1.推
動科學教育有功之會員 2.推動化學會業務有功之會員。
教育委員會牟主任委員㆗原：
「化學家守則」修正刪除「現今社會」後將印刷正反面精美傳單㆓千五百份於年
會㆖分發。
國際關係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幹男：(書面)
由澳大利亞化學會承辦，在澳州/Brisbane(2001,7/1 開始)幾乎同㆞同時舉行亞洲化
學會議與世界化學會議。該聯盟自 1999 至 2001 年七月我國為㆞主國，此次會議後
將正式移交澳大利亞化學會。目前該聯盟會長為李鍾熙理事長，本㆟擔任秘書長，
事務性秘書工作均由化工所應化組組長陳哲陽博士和羅蕙蕙博士共同負責，運作相
當順利。今年五月在漢城召開第 37th EXCO 會議，部份對本會會員權益有關之決議：

事務性秘書工作均由化工所應化組組長陳哲陽博士和羅蕙蕙博士共同負責，運作相
當順利。今年五月在漢城召開第 37th EXCO 會議，部份對本會會員權益有關之決議：
1. 41st IUPAC General Assembly 和 38th World Chemical Congress 於

6/29-7/8/2001 在澳州/Brisbane 舉行,我國代表名單(㆕張票權)需在 2/28/2001
前提送 IUPAC 總部。
2. 亞洲化學聯盟之亞洲化學會議(9ACC)將在 7/1-7/4/2001 舉行，參加 9ACC 之註冊
費是 200 美元，參加 9ACC 和 IUPAC 或僅參加 IUPAC 會費為 450 美元。
3. 有關亞洲化學聯盟之 Foundation Lectureship 和 Distinguished Young Chemist
Award 以及其他 FACS 獎項等提名作業需在 11/30/2000 向亞洲化學聯盟提出。
4. 我國參加大型國際會議之會員名單請學會透過與會之聯絡㆟或可能管道取得資
料，便於會前彼此瞭解，於會期㆗相互照應及爭取權益等。
5. 若計畫爭取任何大小型國際會議,需儘早提出好預作準備。
財務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武雄：(張錦標代)
建議學會撥 1/3 資金購買股票型(復華數位經濟)及平衡型基金(復華傳家)。目前
國內股市表現均不佳，復華數位經濟為科技類股票型基金，成立僅㆕個月但表現
不遜於其他基金，而復華傳家之平衡型基金其報酬率目前評比最佳，若於股市低
點承接，可望獲利。
「化學」洪總編輯永參：(書面)
由總編輯及副總編輯自 57 卷第 4 期至 58 卷第 3 期所有論文㆗挑選八篇參選最佳
論文，十月㆒日將參選論文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寄請 33 位「化學」編輯委員評選，
結果推薦㆒篇論文並提報理事會。
「會誌」林總編輯聖賢：
由常務編輯自 46 卷第 4 期至 47 卷第 3 期㆗選出十篇，函寄國內各編委及顧問評
選，再由常編投票表決，結果推薦㆔篇並提報理事會。
㆕、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許理事長千樹：（書面）
第十九屆新任理事長蔡世榮、理事有王先知、裘性㆝、劉行讓、劉佳明，新任監事
為許千樹。
嘉義縣分會周理事長德璋：
1. 嘉義縣市分會聯合年會於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假國立㆗正大學理學院舉行，大會
㆒致通過正式宣佈嘉義縣、市分會將於九十年㆒月㆒日起合併為「嘉義分會」
，並
確認「㆗國化學會嘉義分會章程」。
2. 完成嘉義分會第㆒屆理監事之改選，新當選理事有江良山、吳平和、沈宏俊、李

茂田、吳榮宗、林俊雄、周德璋、林正雄、洪永?、陳宏基、陳錫英、楊清泉、蔡
柏如、閻 澄、謝水永，監事有吳奇生、林福助、黃奇。
高雄分會張理事長瑞欽：
1. 八十九年六月㆓十㆕日假㆗山大學圖資大樓舉辦年會，邀請工研院化工所蘇宗粲

博士專題演講：電子與化學工業。
2. 十月七日於生達公司舉辦參觀活動、專題演講及 89 年第㆒次理監事會。
3. 新任理事長張瑞欽，理事有謝賜華、馬海怡、葉茂榮、周澤川、吳㆝賞、郭㆟鳳、
陳修維、蔡少偉、吳昭燕、陳銘田、黃銘賢、徐永源、黃重裕、范進財、黃清吉、
方凱堂、李富雄，監事有翁鴻山、黃定加、曾誠齊、何昭陽、楊文雄、吳國禎。(任

陳修維、蔡少偉、吳昭燕、陳銘田、黃銘賢、徐永源、黃重裕、范進財、黃清吉、
方凱堂、李富雄，監事有翁鴻山、黃定加、曾誠齊、何昭陽、楊文雄、吳國禎。(任
期自 89,6~90,6)
五、八十九年化學年會(89.11/25-26 台㆗/靜宜大學應化系)
林孝道教授：

目前㆒千㆔百㆟報名，oral 50 篇，poster 600 篇

1. 會程：11/25 日㆖午 8:30 報到，9:30~12:00 大會及八十九年學術獎得獎㆟專題演講，
13:00~17:30 邀請演講、論文宣讀、座談會及 17:30 晚宴均於教學大樓舉行，同時
於學生活動㆗心舉辦圖、儀、試藥展及壁報論文發表。11/26 日會程安排除座談會
外均同第㆒㆝㆘午活動，於 13:00 結束兩㆝會程。
2. 邀請六個領域演講：11/25 日有光電、材料（陶雨台主持）
，環保、能源(桂椿雄主持)，

生物科技(吳嘉麗主持)，11/26 日有腦神經化學(郭重雄主持)，有機與製藥(吳明忠
主持)，計算化學(連敏雄主持)。
六、㆓○○㆒年第十㆒屆 IUPAC 有機金屬在有機合成之應用/OMCOS-11(90.7/22-26 台北/
圓山飯店)
陸㆝堯教授：(書面)

第六次籌備會於十月七日在台大化學系召開

1. 與群策國際會議顧問公司簽定合約。

2. 註冊費:（含午餐及兩個自助晚餐）
> 國際參加㆟員→明年 5 月 1 日前㆕百美元/學生㆒百美元/ 隨行㆒百五十美元。5

月 1 日後㆕百五十美元/學生㆒百五十美 元/隨行㆒百五十美元。
> 國內參加㆟員→明年 5 月 1 日前五千元台幣/學生及博士後㆔千元/非會員㆒萬㆔千

元。5 月 1 日後七千元台幣/學生及博士後㆕千五百元/非會員㆒萬五千元。
3. 工作分配：General Correspondence 由梁文傑教授負責、Speakers' Correspondence
nd
由陸㆝堯教授負責、Social Event 由陳竹亭教授負責，並身兼晚宴主持㆟、2
Circular 由羅芬台教授負責、大陸籍與會者來台事宜由季昀教授負責。
七、㆓○○㆓年第八屆台北國際化學研討會-材料化學(ICCT)
牟㆗原教授：

9/13 日召開第㆒次籌備會，預計於㆓○○㆓年㆓月㆓十㆕至㆓十六日
在㆗央研究院南港院區舉行，由陶雨台教授擔任副召集㆟，陳錦㆞教
授為秘書長，五位邀請演講均同意參與，目前運作順利，將於十㆒月
召開第㆓次籌備會議。

討論事項：
㆒、 核定八十九年化學學術、技術、服務及傑出青年化學家獎得獎㆟。

決議：核定八十九年學術獎得獎㆟黃良平教授、技術獎得獎㆟黃桂武博士、傑出青年
化學家得獎㆟張煥宗(分析化學)、蔣昭明(物理化學)及孫仲銘(有機化學)博士。服務
獎補推薦經由獎章委員會審查結果，得獎㆟為方泰山教授。
㆓、 核定八十九年『會誌』及『化學』得獎論文。

『會誌』㆔篇得獎論文及得獎㆟：
1. Ultrafast Dynamics Probed by the Time-resolved Anisotropy Measurements/林
聖賢、Michitoshi Hayashi(林倫年)、楊子萱、梁國凎、張仲宏、張瑞麟。
2. Structure-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as Probes for the Inhibition Mechanism of

Cholesterol Esterase by Aryl Carbamates. I. Steady-State Kinetics/林家立、
賴正宇、廖韋政、郭炳宏、呂君萍。

賴正宇、廖韋政、郭炳宏、呂君萍。
3. Preparation of Chiral Phosphorus(V) Reagents and Their Uses with Borane in
the Enantioselective Reduction of Ketones/方俊民、陳國祥、徐睿良、楊文彬、
李錦祥、劉怡弘、王瑜。
『化學』㆒篇得獎論文及得獎㆟：
自動化㆙烷分析系統之建構與量測/郭秀如、馬世勳、王家麟。
決議：同意核定。
㆔、 核定九十年預算。(附件㆓)

決議：同意核定並提報年會大會。
㆕、 討論『會誌』是否編輯專刊，慶祝台灣大學劉盛烈教授九十壽誕。

決議：委由『會誌』林總編輯酌情辦理。
五、 討論參加第㆕十㆒屆國際化學會/會員大會 (41st IUPAC General Assembly) 代表。

決議：緩議，請提交㆘屆理事會討論。
六、 討論如何推薦亞洲化學聯盟㆕項給獎(FACS Foundation Lectureship、FACS Distinguished Young
Chemists Award、FACS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Advancement、 FACS Citations for
Contributions to Chemistry and the Chemical Profession .)。

決議： 委由獎章委員會審理，於十㆒月㆔十日前向亞洲化學聯盟提出推薦，並提請㆘
次理事會追認。
七、 討論現階段是否撥款 1/3 購買股票型及平衡型基金。

決議：暫緩議。
八、 核備「㆗國化學會嘉義分會章程」
。(附件㆔)

決議：同意核備。
九、 核定八十九年理、監事選舉結果。(附件㆕)
決議： 同意核定；新任理事，依票選排序分別是：李鍾熙先生、王瑜女士、潘文炎

先生、廖俊臣先生、施顏祥先生、葉茂榮先生、牟㆗原先生、吳㆜凱先生、
蘇宗粲女士、陳柏元先生、陳竹亭先生。候補理事五㆟，依票選排序為：楊
末雄先生、范進財先生、陳長謙先生、陳幹男先生、趙桂蓉女士。最高票㆔
㆟當選新任監事，依票選排序分別是：劉兆玄先生、馬哲儒先生、黃鎮台先
生。
候補監事㆒㆟，由次高票方俊民先生當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