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九十三年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日
地
主
出
名 譽 理

期： 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九時三十分正
點： 台灣石化合成公司九樓會議室
席： 吳理事長澄清
席： 依職稱及姓氏筆劃順序(敬稱略)
事： 彭旭明

理

事： 王 瑜、王文竹、牟中原、李鍾熙、吳澄清、周德璋、
陳竹亭、陳幹男、黃文樞、葉茂榮
候 補 理 事： 吳嘉麗、鄭武順
監
事： 馬哲儒
主 任 委 員： 邱美虹、楊美惠、廖德章、劉緒宗
年會籌委會： 洪豐裕、鄭政峰
分會理事長： 陳玉惠
2005 奧林匹亞： 張一知
正副秘書長： 劉陵崗、陳哲陽
助
理： 力信恩、曹春梅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會務報告：
1. 學會提供華南銀行活存第一八九帳號，協辦第一屆台日雙邊軟
質 材 料 研 討 會 (Taiwan-Japan Bilateral Symposium on Soft
Materials)及二○○四年台灣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
2. 九十三年理監事通訊選舉，參考名單以電子郵件通知理監事們
推薦，並由理事長具函邀請被推薦人同意後列入候選人名單，
於八月十四日共寄發一千六百一十七張選票，至九月十五日截
止回收五百五十四張選票。並於九月二十四日假中央研究院化
學所 A507 公開開票。
3. 九月填覆內政部「九十三年各級人民團體活動概況調查」
。
4. 學會公開徵求各類獎項推薦至九月三十日截止共收到三份學術
獎、一份服務獎、一份技術獎及六份傑出青年獎推薦資料，於
十月四日假清大台北辦事處月涵堂召開議會，由獎章委員會劉
兆玄主委召集，廖俊臣委員、林聖賢委員及吳丁凱委員出席。
陳耀生委員提出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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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部聘任蘇宗粲理事擔任二○○五、二○○六年國際數理科
奧林匹亞競賽指導委員。
6.「中國化學會誌」二○○二年之國際資料庫(Thomson-ISI)的版
稅結算共七十八點四八美元，已存入學會外匯帳戶。
7. 二○○五年國際化學會(IUPAC)會費為台幣五十三萬元。
8. 國際化學會公開邀請各會員國推薦代表作為聯絡窗口。
9. 教育部顧問室九月十日召開之「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劃」政策
推動研究計劃說明會，由邱美虹主委代表出席。
10.學會已爭取並將於二○一○舉辦第二十四屆國際有機金屬化學
會議。
11.第三十六屆德國基爾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我國獲一金二銀一
銅佳績，援例將於年會上公開表揚得獎學生周芳頡(廣中山紀
中)、張凱博(中一中)、溫恪瑩(武陵)、楊翔宇(建中)。
12. 二○○四至二○○六年學會亞洲藥物化學聯盟聯絡代表為清華
大學胡紀如教授。
13. 教育部委辦[化學學門評鑑]自九月三十日起三個月內密集訪視
各受評單位，學會編製評鑑委員訪評紀事本供輔助參考，理事
長並致函評鑑委員感謝及勉勵。
14. 學會新網站(http://www.ccs.sinica.edu.tw)大致完成，將於十月
底驗收後，半年內測試修正。接續將規劃設置英文網頁。
15. 台灣科技產業協進會邀請協辦「二○○四台灣國際化學與奈米
科技展」
，將於十二月十六至十九日假台北市世貿中心展覽一
館舉行。
16. 亞洲化學聯盟於十月十八日假泰國曼谷舉辦成立二十五週年紀
念會議。
17. 本會於亞洲化學聯盟二○○四年會費獲中央研究院補助並已匯
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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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委員會葉茂榮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1. 通過二十六位新申請入會會員(93.5/11-93.10/22)。
2. 通過九位晉昇永久會員，兩位晉昇普通會員及兩位改為初級會
員。
3. 通過華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入團體會員，生達化學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及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正申請加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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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計現有會員 2980 永久 1389、普通 904、初級 687 人)
教育委員會邱美虹主任委員
1. [IUPAC 化學親善大使]工作坊，已獲國科會經費支持，擬於十
一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舉辦，由荷蘭籍該計劃主持人 Dr. Lida
Schoen 及英國籍 Dr. Keith Kelly，以「生活中的化學」及「全
球基因遺傳探討」兩項有趣的模組進行種子教師及學生的訓
練。屆時將邀請兩位講員與韓國代表出席化學年會，請年會籌
委會協助安排。
2. 八月四日至八日，受邀參加 IUPAC 化學教育委員會議。國內共
有七位教授與會。本人並給一場大會演講。 大會提供英文版有
關化學實驗光碟供教學參考，大陸已翻譯成中文。韓國將接辦
二○○六年化學教育委員會議。
國際關係委員會廖德章主任委員：
九月六日至九日召集舉辦第一屆台日雙邊軟質材料研討會，建
立台、日雙方高分子領域合作的管道，國內論文水準受到日方
肯定，兩年後將由東京工業大學召集籌辦第二屆會議，屆時將
有更多的成果發表。
學術委員會劉緒宗主任委員：將延續一貫目標推展國際級研討會
1. 二○○五年有亞洲光化學及分析化學會議，分別由林聖賢教授
及林敬二教授召集籌辦，將邀請諾貝爾獎級學者來台演講。
2. 二○○五年十月將舉辦台北國際合成化學會議，由清華大學劉
行讓教授召集籌辦，十月底舉辦亞洲分析化學會議。
3. 二○○七年亞洲結晶學會議，由王瑜教授召集籌劃。
4. 二○一○年有機金屬會議，由陳竹亭教授召集籌劃。
5. 學會對國際級會議應參與及支持，至於明年亞洲光化學會議，
請陳副理事長再與召集人溝通協調。
名詞委員會楊主委美惠：
「化學術語名詞」編審計劃已完成，國立編譯館將設立常設性
化學編審委員會，正考量將編審結果建置於網站供查閱。
女性工作小組：吳嘉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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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本人發表之「性別議題對我化學專業領域的影響」中，公

私立大學師生性別比率已有最新變動，將應吳理事長邀請統計
整理部份內容後於明年投稿至[化學]。
2. 第三屆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已於十月二至三日，假
台北春天酒店舉行。五十二位化學家分享經驗與傳承，由吳理
事長支持贊助之二十萬元基金中，支應十萬元相關經費。
『化學』總編輯：賴重光教授(書面報告)
1. 化學期刊第六十二卷第一至第三期已順利發刊，每期共約寄發
1800 本，廣告收入全年共二十萬二千元。
2. [化學]優良論文之推薦為自六十二卷第一至第三期的十六篇
「原創性論文」外送二至三位專家評審。編輯委員(三至四位)
再由其中成績最高之五至六篇論文中選出，進行優良論文評比
與推薦。
3. 推薦方式，由委員選出前一至二篇進入決選之論文，再對個別
論文進行討論，之後綜合委員總體意見，確定優良論文推薦名
單，提請核定。
『會誌』總編輯：林聖賢教授(書面報告)
1. 本年度於原定六期外，預計將於十一月份發行一期「陳長謙院
士榮退專刊」
，共收二十篇稿件來自於世界各地論文。
2. 今年仍榮獲國科會傑出期刊獎及二百二十萬元補助。
3. 過往期刊已全數上傳登錄於學會新網站。
4. 九十三年優良論文，初選由六位常編自五十卷第四至六期及五
十一卷第一至三期擇優選出十篇國內論文，決選邀請三十位編
委及顧問，自初選結果 1-10 等級評分，最高分兩篇論文，經主
編及常編同意，提請核定。
5. 基於學術推廣原則，同意中國醫藥研究所轉載『會誌』論文。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陳理事長玉惠：
1. 與工研院洽商相關訓練課程給予會員折扣。
2. 舉辦參觀活動，分會就近協辦。
3. 十二月下旬將辦理新竹分會理監事改選。
台中分會陳理事長甫州：(鄭政峰院長代)
贊助朝陽科技大學辦理「四校聯盟暑期高中生科學營」。舉辦國
立鹿港高中訪視活動。協辦中興大學九十三年化學年會。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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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化學活動暨中部高中化學教育現況座談會。通訊選舉仍由陳
理事長續任。
嘉義分會周理事長德璋：
八月二十七日假中正大學理學院演講廳舉行嘉義分會年會，主
題為「化學化工與光電產業」
。並辦理分會理事長選舉。
高雄分會馬理事長海怡：
1. 三月舉辦長興化工路竹廠參觀及奈米材料與化學學術研討會。
2. 五月假高雄醫學大學，舉辦分會年會。
3. 十一月辦理台灣神隆南科廠參觀及製藥與化學學術研討會。
五、化學學門評鑑規劃
馬哲儒教授：
1. 規劃委員於五月確定評鑑手冊及評鑑書，旋即以電子郵件發送各
受評單位。紙本待教育部審定評鑑委員後，連同評鑑手冊正式發
文至各受評單位。
2. 六月召開電話會議討論評鑑規準，界定包含定性描述與定量比較
分 A、B、C、D、E 等第。
3. 七月辦理訪前說明會，含實地訪評內容、注意事項及委員們意見
交換。
4. 七、八月各校提送資料表及評鑑表，九月初分送各訪評委員，以
進行書面審查。
5. 預計自九月底至十二月底展開為期三個月，二十五所學校實地訪
評工作。
六、中國化學會九十三年年會 中興大學化學系
洪豐裕教授 鄭政峰教授
1. 截至目前為止約一千六百人報名。
2. 壁報論文投稿(含有機 205、無機 212、物化 132、分析 240、生
化 65、應化 157、化教 3 篇)共有一千一十四篇。
3. 研究生論文獎(有機 15、無機 9、物理與分析化學 14、生化 5、
新創藥物 3 篇)於十月底前確認初審通過名單，十一月十九日複
審，將於十一月二十日年會大會中公開頒獎。
4. 年會手冊編排變革，將採取【論文集及圖儀手冊】合併編印。論
文集之壁報論文完整摘要以光碟電子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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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五年國際奧林匹亞化學競賽籌備委員會 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方泰山教授(張一知教授代)
籌備會各工作分組運作順利，籌辦資金仍顯不足，希望諸位多多協助。
討論事項： (敬稱略）
一、 核定九十三年通訊選舉結果
決議：通過核定當選之十一位理事為廖俊臣、彭旭明、王 瑜、
施顏祥、陳柏元、汪炳鈞、翁啟惠、吳嘉麗、雷敏宏、馬
海怡、鄭武順。候補理事依遞補順序為吳天賞、林英智、
周大新、楊文雄、于樹偉。
通過核定當選之五位監事為劉兆玄、蘇宗粲、葉茂榮、
方俊民、馬哲儒，候補監事為黃鎮台。
二、核定九十三年化學學術、服務、技術及傑出青年化學家得獎人。
決議： 核定學術獎得獎人王瑜，服務獎得獎人鄭武順，技術獎得獎人
時國誠，傑出青年獎得獎人林志民、林俊成、林寬鋸。
三、核定九十三年『會誌』及『化學』得獎論文。
決議： 通過核定兩篇『會誌』及一篇『化學』得獎論文。
¾ Metal Binding and Selectivity Zinc Proteins / 杜鐸、林小喬。
¾ Intramolecular [2+2] Photocycloaddition-Fragmentation: Facile
Entry to a Novel Tricyclic 5-6-7 Ring System / 洪伯誠、陳尚
鴻、Ellappan Sampath Kumar、李錦祥、林寬鋸。
¾ 氫氧燃料電池之微型化設計及在電化學教學應用之研究/
方金祥。
四、核定九十三年決算及九十四年預算。(附件二)
決議： 通過核定預決算並提報年度大會。
五、討論學會相關出版品之合作及管理規範
決議： 同意由出版委員會王主委研擬修訂，提下次會議討論。
六、討論新加坡商約翰威力股份有限公司提議之出版品推廣合作案。
決議： 同意與威力公司合作推廣出版品。
七、討論學會主協辦會議之規範(附件三)
決議：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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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強化各校及學生對化學藥品及實驗室安全的教育及管理
決議： 同意加強學生對化學藥品及實驗室安全的教育。請秘書長
與鄭教授連絡取得資料後，複印給各學校作為參考資料。
九、討論配合協辦台灣科技產業協進會「二○○四台灣國際化學與奈米
科技展」
，設置參展攤位共襄盛舉。
決議： 請彭旭明教授考量學會攤位規劃。

臨時動議：
一、討論申請中國化學會各類獎項，申請人之資格認定。
決議：申請中國化學會各類獎項者，須於提示申請前已正式取得學會會籍
且經理監事會追認通過者，方得向學會提出。
二、討論學會各類獎項應從嚴審定。
決議：請獎章委員會參卓。
三、討論九十三年化學年會舉辦地點。
決議：請秘書長和陳副秘書長商議並協調確認九十四年化學年會舉辦地點。
四、討論研究生論文獎增設應用化學獎項。
決議：邀請台灣石化合成公司設置該獎項，辦法提下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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