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九十一年第三次(三十四屆)理、監事會議紀錄
日
地
主
出
理

期： 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三時正
點： 台灣大學化學系會議室
席： 彭理事長旭明
席： 依職稱及姓氏筆劃順序
事： 王 瑜(請假)、王文竹、牟中原(請假)、李鍾熙、吳丁凱
(請假)、吳天賞(請假)、林聖賢、吳澄清、周大新(請假)、
周德璋、施顏祥(請假)、陸天堯(呂光烈代)、陳竹亭、
陳柏元、陳秋炳(請假)、葉茂榮、董騰元(請假)、潘文炎、
廖俊臣(請假)、蘇宗粲(請假)
候補理事： 楊末雄(請假)、范進財、陳長謙(請假)、陳幹男(請假)、
趙桂蓉(請假)
監
事： 馬哲儒、黃鎮台(請假)、劉兆玄
候補監事： 方俊民
主任委員： 于樹偉(請假)、王松茂(請假)、邱美虹(請假)、張瑞欽、
楊美惠
總 編 輯： 周金興
分會理事長： 陳甫州、蔡世榮(請假)
祕 書 長： 呂光烈
副祕書長： 陳哲陽
紀
錄： 曹春梅

報 告 事 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會務報告：
1. 「中國化學會會誌」經評定榮獲九十一年度「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傑出獎，獲頒獎牌乙
面及獎助款二百五十萬元，已撥存中國信託綜存帳戶。
2. 學會向全國一百家公私立技職院校及中級高職推廣學會出版
品，並邀請教師加入會員。
3. 與工業研究院化學工業研究所簽定雙方網頁聯結與相關互惠
協議。
4. 美國化學會計劃建立網際學生交換特區，邀請加拿大、智利、
以色列、日本、台灣等化學會透過網頁聯結，預計十月前完

成，學會規劃由網頁公司設計雙語新網頁。
5. 六月發函公告請會員推薦九十二年理事候選人，共有三位獲
會員連署推薦。
6. 六月發函各團體會員、相關單位，邀請推薦九十一年各類獎
章候選人，獲推薦書十一件含學術獎兩名、服務獎兩名、傑
出青年獎五名、技術獎兩名，九月五日轉呈獎章委員會。
7. 函邀中原大學承辦九十二年化學年會。
8. 經清華大學胡紀如教授積極聯繫，學會以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名稱恢復亞洲醫藥化學聯盟會籍，並經中央
研究院補助九十一年會費一千美元。
9. 亞洲醫藥化學聯盟第五屆國際醫藥化學會議將於九十二年十
月十四至十七日在日本京都舉行。
10.「化學」今年(六十卷)第一期全文已上網，為考量全文上網
之正當性，已洽請編輯部取得作者同意書簽署。
11.九十一年國際化學會 Affiliate Members 共六位加入，已繳付
九十六美元。
12.國際化學會發文提醒各會員國，任何章程修改之提案須於
Council Meeting 開會前十個月向該會秘書處提出。
13.七十週年慶應理事長之邀將有九位各國理事長或代表與會。
IUPAC 副會長 Sydnes 將代表 IUPAC 前來參加週年慶。
14.國際化學會徵求各會員國推薦 Chemistry and Human Health 之
國家代表，學會推薦清華大學胡紀如教授。
15.由中央研究院補助九十一年國際化學會(IUPAC)會費(National
Subscription)連同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公司會費(Company
Associate)共一萬五千五百美元及亞洲化學聯盟(FACS)會費六
百美元。IUPAC 寄覆公司會員證書已轉覆工研院。
16.日本化學會將於明年(九十二年)三月舉辦 125 週年紀念會，將
出版紀念冊，學會已回覆相關資料。
17.學會建請國立編譯館修訂再版「化學名詞(化學術語部分)」，
該館回覆目前暫無簽訂再版各項「化學名詞」計劃。
18.第三十九屆國際化學會學術會議(IUPAC Congress)將於九十
二年八月十至十五日假加拿大渥太華舉行，為鼓勵青年化學
家參與活動，公開徵求各會員國於十一月三十日前推薦兩名
年輕學者角逐，將遴選二十至三十位補助會議經費。

19.「2003 年總統科學獎」委員會邀請學會於推薦受理期間(至九
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截止)協助推薦傑出科技人才。
20.國際科學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於八月召開第三次會議。
21.國際科學期刊資訊收錄機構 Thomson Scientific 回饋「中國化
學會會誌」九十年版稅共五十五點七七美元。
22.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登記團體標章註冊，學會標章六角
苯環含書本及燒杯係表彰永不止息的研究毅力與成果。經濟
部至少需半年作業時間。
23.美 商 台 灣 安 捷 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Agilent Technologies)
將於十月舉辦 GC-HPLC 相關技術研討會，邀 請 學 會 與 美 國
化 學 會 協 辦 ，將酌收報名費並全數捐給中國化學會。
24.財 務報告：為因應銀行利率全面調降，六月底前將中國信託
綜存六百萬元流動資金分別定存五、六、七、八、九、十一
個月，保持資金流通並增加複利收入（附件一）。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出版委員會王主任委員文竹：
1.「生活中的化學科技」已轉成 DVD 光碟發行，考量打開國際
市場及作為學會代表性禮物將考慮向國科會科教處尋求支助
英文版製作經費。
2.同意交大建築研究所將學會「生活中的化學科技」第一集掛於
該所網頁上，推介為科普教育教材。
3.建請[會誌]編輯部提醒作者引用[會誌]論文。
名詞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美惠
『化合物名詞』審查作業六月底如期審查完稿，國立編譯館
已送出版組，預計招標決標後，將與修正後之『化學命名原
則』一併印刷出書。
會員委員會葉主任委員茂榮：
總計現有聯絡會員 3033 人，含永久會員 1442 人，普通會員
947 人，初級會員 644 人。
財務委員會張主任委員瑞欽：
年會募款以理事長及本人共同俱名發函二十家石化工業公司
預計將有四十多萬元捐款收入。

化學與工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柏元：
學會新網頁已初步規劃完成，並已洽請網頁製作公司估算。
陳哲陽副秘書長補充說明，獲陳主委慨允經費支持。
『會誌』林總編輯聖賢：
1. 今年仍榮獲國科會傑出期刊獎及二百五十萬元補助。
2. 論文獎初選由常編自四十八卷第四至六期及四十九卷一至三
期中擇優選出十一篇國內論文，決選邀請三十五位編委及顧
問評選得分最高兩篇論文，結果經主編及常編同意推薦，提
請理事會核定。
『化學』周總編輯金興：
1. 今年起編輯部向作者取得投稿論文權利簽署。
2. 論文獎初審由審稿人自五十九卷第四期及六十卷一至三期原
創性、化學教育及回顧性論文評分，選出五篇，每篇分送兩
位審查委員再評審，結果最優者提請理事會核定。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蔡理事長世榮：
1. 六月召開分會理監事會議，決議將會計年度改為歷年制，年
度會員大會因此延至年底舉辦，同時辦理選舉。為加強桃竹
苗地區會員參與，決議給予桃園、中壢、新竹及苗栗地區產
學界理監事席位保障名額。
2. 九月邀請法國 Essilor 美國分司經理楊欣晉博士演講「The
Challeng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Plastics Industry’s Technology」及
「Physical Performance of Co-polyesters for Medical Applications」
。
3. 提報九十及九十一年年度活動。
嘉義分會周理事長德璋：
1. 九月二十七日假嘉義高工舉行九十一年年會，以「建構奈米科
技的世界」為主題舉行研討會，邀請工研院化工所王先知副所長
演說奈米研發規劃與成果，並改選理監事。
2. 王崇人總幹事完成建置分會網站，加強分會與會員之互動與
聯繫，網址：http://www.ccscy.chem.ccu.edu.tw/。
高雄分會范理事長進財：

1. 為使分會相關會務順利推動，提請理事會討論高雄分會更名。
2. 提報九十一及九十二年度活動。
五、九十一年化學年會(91,10/25-27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石油公司)
陸天堯所長：(呂秘書長代)
年會場地經由中油公司協助，正積極規劃佈置。國內外邀請講員
與貴賓聯絡一切順利，目前壁報有六百多篇，報名人數已達一千
六百名，圖儀藥展攤位約六十餘個，近期將再召開兩次籌備會。
討論事項：
一、推舉九十二年理事候選人參考名單。(附件二)
決議： 同意推定如附名單並提報內政部。
二、核定九十一年化學學術、服務、技術及傑出青年化學家得獎人。
決議： 同意核定學術獎章得獎人牟中原教授，服務獎章得獎人廖俊臣教
授，技術獎章得獎人鄭功龍博士，傑出青年獎得獎人洪上程博士
(生物有機化學)、劉鎮維教授(無機化學)、汪根欉教授(有機材
料化學)。
三、核定九十一年『會誌』及『化學』得獎論文
決議： 同意核定兩篇『會誌』及一篇『化學』得獎論文
The Host/Guest Type of Excited-State Proton Transfer, A
General Review 周必泰教授。
Dynamics and Orientation Ordering of Water in Lyotropic Liquid
Crystals Using 2H Double Quantum Filtered NMR Spectral Analysis
黃良平教授、鄭啟遠博士。
有機電激發光材料之發展近況/陳金鑫教授、鄭榮安博士。
四、討論是否承辦大學化學系評鑑工作。
決議： 基本上，化學會承辦評鑑工作義不容辭。評鑑工作之結果影響
深遠，其意義及參考價值不容忽視，建請教育部考量委請學會
研究化學系評鑑標準，再進一步洽談評鑑工作。
五、討論研究生論文獎辦法修正。
決議： 通過修訂。歡迎生達化學製藥公司，每年認捐設立生達新創藥
物研究生論文獎。
六、討論高雄市分會更名。

決議： 更名為高雄分會。
七、討論學會新網頁會址名稱。
決議： 通過將網址 www.sinica.edu.tw/~ccswww 改為 ccs.org.tw。
八、核定九十一年決算及九十二年預算。(附件三)
決議： 同意核定。
九、討論亞洲化學聯盟五獎項之推薦。
決議： 公告徵求會員推薦，於十一月三十日截止收件並授權獎章委
員會審理，結果於十二月底前提送亞洲化學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