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九十四年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期： 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三時三十分正
點： 台灣石化合成公司九樓會議室
席： 陳理事長幹男
席： 依第三十六屆職稱及姓氏筆劃順序(敬稱略)
事： 汪炳鈞、林金全、吳天賞、周德璋、陳幹男、黃文樞、
彭旭明、張宗仁、廖俊臣
候 補 理 事： 林英智
監
事： 劉兆玄
主 任 委 員： 邱 美 虹 ( 請 假 ) 、 張 瑞 欽 ( 請 假 ) 、 楊 美 惠 、 劉 緒 宗 ( 請
假)、廖德章
工 作 小 組： 吳嘉麗
總 編 輯： 林聖賢(請假)、賴重光(請假)
召 集 人： 方泰山(請假)、鄭政峯
分會理事長： 陳玉惠(請假)、陳甫州(請假)、吳榮宗
正副秘書長： 劉陵崗、陳哲陽
助
理： 曹春梅、曾顗芸
日
地
主
出
理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會務報告：
1. 整理三十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於「化學」及學會網
頁上公告。並整理九十三年年會紀錄，據以向內政部報請核
備新任理監事名冊及申請理事長當選證書，獲覆函預決算准
予備查，學會補充說明及填報申請表格後再次提送。
2.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委託推薦九十四年「科學才能青年選
拔」研究生優良論文活動。學術委員會劉主委於三月辦理書
面審查及論文口試，三月底提出推薦台灣大學王榮輝、交通
大學何坤展、成功大學郭賓崇等三位學員。該獎項今後停
辦。
3. 九十四年個人會員繳費通知共寄發 1629 封。團體會員共寄發
44 封繳費通知。
4. 中央研究院支助繳付我在國際化學會(IUPAC)年度會費新台幣
五十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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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亞洲化學聯盟邀請各會員會推薦五個獎項，學會經公告徵求
推薦，於三月二十一日截止共收九件各類推薦資料，經獎章
委員會劉主委召集審查，三月底提出推薦。獲來函通知，鄭
武順所長將於第十一屆亞洲化學會議(11ACC)獲頒經濟貢獻
獎。該聯盟前會長建請陳理事長補推薦周大新教授在 Citations
方面的貢獻，學會於四月底前提出周教授主編亞洲化學通訊
(Newsletter)的服務貢獻。
6. 馬來西亞化學會紀念成立五十週年將於八月三至六日在吉隆
坡主辦之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ngress(ISC)會上慶祝，理事
長已於四月底去函祝賀。
7. 第四屆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已於四月三十至五月
一日在江南渡假村舉行，女性工作小組決議撥工作基金五萬
元支應該次活動。
8. 九十四年各類化學獎章推薦預計五月底前寄發各團體會員，
並公告於學會網頁。
9. 國際化學會（IUPAC）第四十三屆 Council 會議，將於八月二
十至二十一日在北京舉行，我國與會四位代表，由陳理事長
邀請吳前理事長、周副理事長、劉秘書長陪同參加，已於四
月初通知該秘書處並向北京籌備單位報名。
10.繳付台灣科技產業協進會年度會費五千元。
11.勞退新舊制度將於七月施行，六月底前提繳申報名冊，完成
員工意願調查表，七月十五日提繳最後期限，將提撥退休金
至中信局(舊制)或勞保局(新制)。學會目前準備金均能因
應，將依據實際情況及學會現有制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12.物理學會發起各相關文教學術社團共同抵制裁併國家科學委
員會之記者聲明會，學會由劉秘書長代表出席。
13.財務報告：（附件一）
。
主席：補充說明，化學奧林匹亞今年在台灣舉行，約 63 個國家參賽，8
個觀察國家來台。七月十七日開幕典禮後安排各指導老師於三峽
祖師廟參觀，本學會安排由良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晚餐。七
月二十一日安排各指導老師於淡水參觀，午餐由淡水鎮鎮長招
待。目前已募得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提供領帶及絲巾作為禮品。
另外馬來西亞化學會會長五月二十七至三十一日將來台，二十九
日下午在淡水與本人共進晚餐，並安排住宿於淡江大學招待所，
三十日下午 2:00 在淡江化學系演講 Natural Rubber: A Truly Green
Polymer，歡迎前來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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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獎章委員會劉主委兆玄：
1. 依本學會九十三年第四次暨九十四年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獎章委員會於九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完成申請人審查後，推薦
陸天堯、林志民、鄭武順及邱美虹教授參與亞洲化學聯盟獎
項，提請追認。
2. 獎章委員會成員：召集人劉兆玄(東吳大學校長)、吳丁凱委員
(中國合成橡膠總經理)、林聖賢委員(中研院原分所特聘研究
員)、廖俊臣委員(行政院國科會副主委)、彭旭明委員(台大化
學系教授)、劉仲明委員(工研院工材所所長)，請追認發聘。
主席：同意追聘獎章委員。
國際關係委員會廖主委德章：
泛太平洋化學會議(PacifiChem)及高分子會議(Pacific Polymer
Federation IX Meeting)將於十二月十一至二十日在夏威夷的
Honolulu 舉行，化學組論文收件四月十六日已截止，高分子組
約十月十七日截止論文收件。
名詞委員會楊主委美惠：
關於元素週期表 111-113 號中文命名，國立編譯館已有常設委
員及經費，將待八月份國際化學會(IUPAC)會議定案後再商討
中文命名。化合物名詞之無機漏編部份已修正並重新審閱完
成，目前尚未公告於網頁以提供下載。
主席：請國立編譯館於公告前事先通知學會，以連結週知會員。
女性工作小組吳召集人嘉麗：(書面報告)
1. 「第四屆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於 94.4/30-5/1 在台
南縣尖山埤江南渡假村舉行，物理學會理事長張慶瑞教授以貴
賓身份全程參加。
2. 會中化學組分組討論決議：
＊ 每兩年與物理組合辦聯合研討會。二○○七年由物理組主
辦，二○○九年由化學組主辦。
＊ 每年化學年會最後一日的週日午餐及下午時段就近選擇優雅
地點舉辦女性化學人聚會。
＊ 每季分區(東、南、西、北)舉辦一次女化學人的小型聚會，
由各校輪流主持。請聯誼會召集人主動邀請各分區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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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化學家至各校演講時，希主動安排與該系的女研究生、博
士後等年輕女性座談，傳承經驗並鼓勵之。
＊ 建立女化學家聯絡網，與化學會網頁連接。
「化學」賴總編輯重光：(書面報告)
1. 六十三卷第一期於四月中出刊，寄出 1930 份。今年起郵遞改
採塑膠封套，以節省印刷及郵寄費用且更具環保概念，
共印製三年份用量。今年獲瑞士商梅特勒、美商亞洲瓦里安、
友和、台灣海博特與海山儀器等五家廠商黑白全年廣告及新加
坡商約翰公司彩色全年廣告贊助。
2.六十三卷第二期預計六月中旬完稿及付印，七月初出刊。
3.九十五年起[化學]編輯業務將由東華大學林志彪教授接辦。
「會誌」林總編輯聖賢：(書面報告)
第一、二期[會誌]均已如期出刊。目前第三期稿件也已進入最
後校正階段。預計第四期為「林敬二教授榮退專刊」，目前已
有三十三篇來稿，稿源主要來自國內學者，將於八月份發行。
另外「第四屆亞洲光化學研討會專刊論文集」（The Fourth
Asian Photochemistry Conference）將於十二月發行，目前已收
到二十二篇稿件，五月底進入審查作業階段。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陳理事長玉惠：
1.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與工研院合辦參訪工研院奈米科技中心，共三
十五位會員參加。
2.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與交通大學合作舉行年度大會，邀請簡良吉
教授及陳登銘教授蒞會演講。
3.今年元月十八日第二十屆及第二十一屆理監事聯席會議，選舉結
果仍由本人獲得連任。
台中分會陳理事長甫州：(鄭政峯教授代)
1. 四月下旬假大坑霞客溫泉山莊舉辦理監事會，檢討去年年會及高
中化學教育現況問題將來如何繼續推動。
2. 分會理監事改選正籌備中，將徵求業界候選人參與。
嘉義分會吳理事長榮宗：
1. 預計六月十日舉辦生技光電產業南科參訪活動。
2. 暫定八月二十二日為分區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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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總會網站連結分會網頁。
高雄分會馬理事長海怡：(書面報告)
1.將於五月二十八日假成功大學舉辦分區年會，歡迎共襄盛舉。
2.已通訊選舉選出理監事當選人，將於年會中推舉新任理事長。
五、化學學門評鑑規劃
馬哲儒教授：(共同主持人劉陵崗代)
目前二十五所召集人報告已整理，將於五月二十五日(三)召開召
集人電話會議，所有評鑑資料作統整後，再召集各訪視委員會
議，結果送各受評單位審閱，調整後總結果再向教育部簡報結
案。
主席：感謝所有評鑑委員及各校的配合，此次由馬校長領軍，將會做到
公正、公平、完整的結果，近日各校透過國內已成立之台灣評鑑
學會，剛完成大學評鑑。未來評鑑工作將多一個競爭單位。也許
學會將來須扮演的角色，在國際會議或出國訪問以學會承辦的機
制來為化學界服務，是一條可行的路。
六、二○○五年化學奧林匹亞競賽(94.7/16-25, 37th ICHO,台灣師範大學
及台灣大學)
方泰山教授：(書面報告)
1.為使參賽者均能順利與會，經教育部、國科會及外交部等代表
召開協調會議，以簡化簽證及免收簽證費方式辦理入境手續。
2.選手們將參加各五小時之實作競賽(40%)及理論競賽(60%)，實作
競賽將在台灣大學思亮館六個大型實驗室進行，理論競賽則同
時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分部中正堂進行，240 位參賽學生角逐
24 面金牌、48 面銀牌及 72 面銅牌。
3.開幕典禮於七月十七日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大禮堂舉行，
閉幕典禮於七月二十四日假圓山飯店十二樓大會廳舉行。
4.來自各方支持及贊助，非常感謝。
七、二○○五年第十屆台北國際會議(94.10/28-30 清華大學化學系)
劉行讓教授、劉瑞雄教授(書面報告)
1.目前籌備進度包含學術研討會及經費申請，大致就緒。已獲國
科會及清華大學同意支持，向教育部經費申請正審核中。
2.包含 6 場大會演講及 36 場邀請演講和壁報論文發表。(附件二)
3.網頁建置預計六月中對外開放，屆時將開放註冊及投稿論文等
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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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四年化學年會(94.11/18-20 高雄/中山大學化學系)(敬稱略)
江旭楨教授
1. 籌備工作將參考九十三年中興大學化學系舉辦之會議內容及工
作分組。
2. 籌備委員含主任委員江旭楨、總幹事陳國美、副總幹事王志偉
及六大分組(秘書組蔣燕南、學術組王志偉、圖儀組陳修維、
財務組周金興、接待組梁蘭昌、總務組董騰元)。
3. 確定會議時間於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舉行，大會邀請翁啟惠
院士及美國化學會前會長 Charles Cassey 演講。分組演講含有
機、無機、物化、分析、材料及生物化學等六組。
主席：承蒙張校長支持，化學及高分子年會可以一起在中山大學舉
辦，將可以省卻許多參與者的奔波辛勞，未來也考慮邀請化工
學會於同一校區分別舉辦的方式進行。
討論事項：
一、 追認候補理事第一順位吳天賞教授遞補翁啟惠理事辭缺。
決議： 通過由學術界暨第一順位吳天賞教授遞補理事職缺。
二、追認亞洲化學聯盟各類獎項推薦。
決議： 同意推薦 Foundation Lectureship 陸天堯教授、Young Chemist
林志民博士、Economic Advancement 鄭武順所長、Chemical
Education 邱美虹教授及 Citations 周大新教授。。
三、追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託辦理「科學才能青年」選拔三位推薦學
員。
決議： 同意推薦台灣大學王榮輝、交通大學何坤展、成功大學郭賓崇
等三位學員。。
四、核備出席第四十三屆國際化學會/大會 (IUPAC General Assembly)、各
項委員會、理事長會議(World Chemistry Leadership Meeting)、第四十
屆學術會議(40th IUPAC Congress)於大陸舉辦之代表團成員。
決議： 核備由陳理事長率團，吳前理事長澄清、周副理事長德璋、劉
秘書長陵崗等四人陪同代表出席。
主席：關於巨分子會議去年於巴黎舉行，二○○六年將在巴西舉辦，二
○○八年由台灣接辦，國內會員代表有薛敬和及陳重裕兩位教
授。IUPAC 的 General Assembly 屬行政會議，六年前開始與學術
性 Conference 於同一地點舉行，過去強調若要進入 Bureau 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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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該組織會議及事務性會議，增加曝光與能見度，以積極參與
方式建立國際關係相當重要，也幾次爭取得到主辦國際性會議機
會，往後應朝培養參與者努力，學會也於網頁公告相關會議資
料，希望能引發更多人能積極參與，特別要與國關小組能密切合
作來爭取。
五、核備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化學聯盟學術會議(11th ACC)之代表團成員。
決議： 同意核備，請將相關與會學者專家均整理納入，目前確定有中
央研究院李院長、陳幹男理事長、經濟貢獻得獎人鄭武順所
長、周大新教授、陸天堯教授、陳錦地教授、陳昭岑教授、李
光華教授、王素蘭教授等。
六、討論出席馬來西亞化學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代表。
決議： 授權由陳理事長代表出席八月三至六日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
辦之五十週年紀念會。
七、討論是否建立補助各分會、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活動經費的原則與機
制。
決議： 緩議。
八、討論是否規劃設計各類化學商品。
決議：緩議。
九、核定九十四年化學年會舉辦時間
決議：訂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十八至二十日與高分子年會聯合於同一
地點假中山大學校區舉行。
頒發聘書及感謝牌：陳理事長一一頒發
敬聘
獎章委員會劉主委
國際關係委員會廖主委
名詞委員會楊主委
劉秘書長
陳副秘書長
未能出席之主任委員將以理事長親簽函郵遞寄奉
感謝
九十三年年會主辦中興大學理學院鄭政峯院長及化學系同仁熱心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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