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九十一年第四次暨九十二年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日
期： 九十二年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正
地
點： 台灣大學化學系會議室
主
席： 吳理事長澄清、彭理事長旭明
出
席： 依職稱及姓氏筆劃順序
理
事： 王瑜(請假)、王文竹、牟中原、李鍾熙(請假)、吳丁凱(請假)、
(三十四屆) 吳天賞(請假)、林聖賢(請假)、吳澄清、周大新、周德璋(請假)、
施顏祥(請假)、陸天堯、陳竹亭、陳柏元(請假)、陳秋炳(請假)、
彭旭明、葉茂榮、董騰元、潘文炎、廖俊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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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桂蓉
理
事： 王瑜(請假)、王文竹、牟中原、李鍾熙(委託)、吳丁凱(委託)、
(三十五屆) 林金全、吳澄清、周德璋(委託)、施顏祥(請假)、陸天堯、陳竹亭、
陳長謙(請假)、陳柏元(請假)、陳幹男、黃文樞、張宗仁(出國)、
葉茂榮、潘文炎、廖俊臣、劉仲明、蘇宗粲(請假)
候補理事： 吳明忠、董騰元、吳天賞(請假)、吳嘉麗、鄭武順
監
事： 馬哲儒(請假)、黃鎮台(請假)、劉兆玄
候補監事： 方俊民
主任委員： 于樹偉、邱美虹(請假)、張瑞欽(出國)、楊美惠(出國)
總 編 輯： 周金興、林聖賢(請假)
年會籌委會： 陳玉惠
分會理事長： 陳甫州(顏慶堂代)、蔡世榮(請假)、范進財
秘 書 長： 劉陵崗、呂光烈
副秘書長： 陳哲陽(請假)
FACS總編輯： 周大新
紀
錄： 曹春梅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第三十四屆彭理事長
1.承蒙諸位過去兩年來的配合與協助，順利推展第三十四屆會務，
如組團參與國際化學會(IUPAC)會議及亞洲化學聯盟(FACS)會議、與
美國化學會締結姊妹會、承辦 IUPAC OMCOS-11 會議、舉辦台
北國際材料化學會議及第一屆海峽兩岸化學教育研討會、學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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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年慶，成立化學與工業委員會、設置研究生論文獎等等，
願藉此表達由衷謝意。
2.尤其要感謝七十週年慶承辦單位邀請到國際貴賓，國際化學會副
會長 Sydnes 教授、亞洲化學聯盟會長 Noller 教授、日本化學會會
長 Noyori 教授以及大陸、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加拿
大等各國會長及代表，此次年會各國代表致贈學會許多紀念禮
物，學會已回覆感謝。
3.承蒙國內企業廠商贊助學會七十週年年慶經費，學會均已覆函感
謝支持，特別感謝張瑞欽主委的奔走與籌款。
二、會務報告：
1. 向內政部函請核備七十週年年慶暨九十一年化學年會，及協助
外賓通關等接機事宜。整理九十一年會務總報告、財務報表等，
通知各類獎章得獎人並製作各類獎章獎牌。協助年會籌備會搜
集整理各國化學會相關資料，學會攤位佈置。
2. 九十一年大會選舉於十月二十五日下午起至十月二十六日下午
三時整辦理，開票結果由最高票十人(王文竹、林金全、吳澄清、
周德璋、陸天堯、陳長謙、陳幹男、黃文樞、張宗仁、劉仲明)
當選新任理事，候補理事有五位(依得票數排序分別為，吳明
忠、董騰元、吳天賞、吳嘉麗、鄭武順)，提請理監事會核定。
3. 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委託推薦九十一學年度「科學才能青
年選拔」研究生優良論文活動。至十一月三十一日截止共收四
份推薦書，將轉由學術委員會審查於三月底前推薦。
4. 與坂城科技有限公簽訂網站架設協議，預計於二月底開始執行。
5. 三津儀器公司將取代三光公司繼續加入學會贊助團體會費，聯
工化學廠將暫時退出學會，宏濬儀器有限公司自今年起擬加入
成為團體會員，所有相關資料及申請表已轉請會員委員會審
理，理事長已函向三光及聯工公司感謝過去的支持。
6. 太平洋國際化學會議(The 2005 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ngress of Pacific Basin
Societies)將於二○○五年十二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夏威夷檀香山舉
行，會議主席 Shinji Murai 教授邀請學會參與，理事長已去函同
意列名支持，並由陸天堯教授擔任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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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亞洲化學聯盟來函邀請各會員會推薦化學五獎項(Foundation
Lectureship、Distinguished Young Chemists、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Advancement、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dvancement in Chemical Education、Citations
for Contributions to Chemistry and the Chemical Profession)，九月發函各團體會員

及大專院校化學系所，於十一月三十日截止時共收三份推薦
書，經轉請獎章委員審查後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向亞洲化學聯盟
推薦，提請理監事會追認。
8. 委由方泰山教授於十二月十三至十五日赴雅典參加第三十五屆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指導委員會議(IChO)並補助其機票款。
9.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洪上程博士經學會推薦獲國際化學會(IUPAC)
同意補助旅費(Travel Grant)參加八月十至十五日在加拿大渥太華舉
辦之第三十九屆學術會議及第八十六屆加拿大化學年會。
10.財務報告：（附件一）。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名詞委員會楊主委美惠：
一、
『化學術語名詞』修訂版委託編審計畫依採購法程序已於九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與國立編譯館完成簽約手續，預計自九十
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執行完成，經費補
助最高上限為九十萬元。
二、已邀請二十一位編審委員並獲書面同意。
會員委員會葉主委茂榮：
總計現有聯絡會員 3056 人含永久會員 1447 人，普通會員 953 人，
初級會員 656 人。
『化學』周總編輯金興：
近日連續接獲『化學』期刊作者徵詢轉載文章至「中國科技發展精
典文庫」
，編輯部已回覆作者同意轉載但須註明該文已刊登於台灣
雜誌之期卷及頁數。為因應類似轉載要求，提請考量學會原則。
『會誌』林總編輯聖賢：
一、 今年會誌將發行兩本專刊，預計二月出版「陳發清教授九十
大壽專刊」
，另發行「第二屆世界華人理論計算化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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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TCC2002 專刊論文集」
。
二、 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優良期刊申請，三月底截止，預計二月
底之前可提出申請。
三、 舊期刊(Back Issues) 除少數論文未取得作者書面同意而無法瀏
覽外，已完成論文全文電子化，歡迎上網瀏覽
http://www.sinica.edu.tw/~ccswww/jccs.htm。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高雄分會范理事長進財：
1. 籌備二月份會員參觀工廠活動。地點：高雄煉油廠。
2. 協辦五月份假中山大學舉辦之第五屆國際化學反應研討會。
3. 協辦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於義守大學舉辦之生化工程研討
會，邀請總會協助募款。
五、九十一年化學年會(台北/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及原分所、中國石油公司)
陸天堯所長：(附件二)
年慶已於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假中油大樓圓滿落幕。由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R. Noyori 及 H. Shirakawa 教授擔任主題演講，
國內外包括 Brian Coppola、Roger Miller、Jean-Pierre Sauvage、James
Tour、Edward Yeung 等教授與工業界學者專家演講。同時亦邀請國
際化學會副會長即下任會長 L. K. Sydnes 教授、各國化學會代表等
共襄盛舉。總計與會人數多達 2323 人，參展有 66 個攤位，共發表
論文 727 篇(含演講 44 篇、口頭 33 篇、壁報 650 篇)。
感謝中油潘總經理、原分所劉所長，以及劉尚斌博士、呂光烈教授
等對此次會議的幫忙與付出，年會盛況空前，圓滿成功。
六、九十二年化學年會(92.11/28-30 中壢)-中原大學化學系
陳玉惠教授：
1.目前已確定責任分組編制及負責人。
2.預計約需二百四十萬元經費。
3.相關訊息歡迎上網查詢 http://www.cycu.edu.tw/~chem2003。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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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定九十一年大會選舉當選理事名單。(附件三)
決議： 同意核定新當選理事，並向內政部提報第三十五屆理監事名冊。
二、追認二○○三年亞洲化學聯盟獎項推薦。
決議： 同意追認。
三、選舉九十二年常務理事，並推舉副理事長。
決議： 依據學會章程規定，第三十五屆理事長由前任副理事長吳澄清
總經理接任。經第三十五屆理事票選統計結果由李鍾熙副院
長、吳澄清總經理、陸天堯教授、陳幹男教授、廖俊臣教授等
五位擔任常務理事，並至其中三位學術界常務理事中票選出陳
幹男教授擔任副理事長。
四、討論參加第四十二屆國際化學會/會員大會(IUPAC General Assembly) Council
Meetings 代表及理事長會議(World Chemistry Leadership Meeting)、第三十九屆學
術會議(39th IUPAC Congress)之參與。
決議： 授權吳理事長考量。
五、擬聘請劉陵崗教授擔任九十二年秘書長，提請核准案。
決議： 同意聘任。
六、擬提聘九十二年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召集人。
決議： 同意聘任學術委員會主委陸天堯教授、出版委員會主委王文竹
教授、教育委員會主委邱美虹教授、化學名詞委員會主委楊美
惠教授、會員委員會主委葉茂榮教授、財務委員會主委張瑞欽
董事長、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委陳幹男教授、化學獎章委員會主
委劉兆玄教授、化學與環境委員會主委于樹偉主任、化學與工
業委員會主委陳柏元總經理、
『會誌』總編輯林聖賢教授、
『化
學』總編輯周金興教授、九十二年年會召集人陳玉惠教授。
七、本會九十一年收支決算表(曆年制)請核定，並請追認九十二年預算表。
決議： 同意核定九十一年曆年制收支決算表並追認九十二年預算表。
八、請討論如何因應『會誌』
、
『化學』兩期刊獲國際其他刊物要求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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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國內外任何機構轉載學會(英文名稱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出
版品需明顯註記其刊登期卷、頁數以及已於台灣出版發行等相
關說明。
表

揚： 一、 感謝彭旭明教授于民國九十年暨九十一年，擔任本會第三
十四屆理事長，領導會務，貢獻卓著。
二、 感謝呂光烈教授于民國九十年暨九十一年間，擔任中國化
學會秘書長任內，精誠竭智，鉅細規劃，貢獻卓著。
三、 感謝陳哲陽博士，於民國九十一年間擔任中國化學會副秘
書長任內，精誠竭智，輔佐秘書長規劃會務，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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