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九十四年第四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日
地
主
出
理

期：9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3:30 分整
點：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 11 樓會議室
席：陳理事長幹男
席：依姓氏筆劃順序
事：王 瑜、王文竹、汪炳鈞、吳天賞、林金全、吳嘉麗、
吳澄清、周德璋、陳幹男、彭旭明、廖俊臣
監
事：馬哲儒
主 任 委 員：邱美虹(請假)、張瑞欽(請假)、楊美惠(請假)、廖德章(請假)
總 編 輯：林聖賢(請假)、賴重光(請假)
年會籌委會：江旭禎(請假)
籌備召集人：劉行讓(請假)、劉瑞雄(請假)
分會理事長：吳榮宗、陳甫州(請假)、陳玉惠、王秉彝(皇甫偉先生)
正副秘書長：劉陵崗、陳哲陽
助
理：彭淑娟、曹春梅、陳頊昕

一、主席報告：略。
二、會務報告：
1. 整理 94 年相關會務總報告及財務報表，提年會大會討論決
議。製作各類獎牌、獎章於年會中頒發，規劃學會攤位於年
會中推廣各類出版品及會員地址更新。
2. 邀請廣告贊助，獲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潤滑油事業部及石
化事業部支持。今年募款承蒙華宏股份有限公司及長春石油
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力協助，學會亦免費刊登廣告感謝。協
辦淡江鍾靈化學創意競賽活動，以上均已於第 4 期(12 月號)
『化學』中刊登。因尚有彩色版面學會亦同時刊登近年來國
際研討會及相關年會活動成果與會員分享。
3. 設計學會形象推廣廣告稿，將免費刊登於台灣科技產業協進
會元月份出版之『化工商情與資訊』
。
4. 函請淡江大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 Matsumoto 教授來台期間，
安排接待相關事宜。
5. 覆函歡迎淡江大學化學系承辦 95 年化學年會。

6. 余岳川教授與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合作之化學魔術錄影帶教
材，已轉由出版委員會王主委考量相關三方合作推廣之可行
性。
7. 與新加坡商約翰威立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品網頁推廣活
動，已於今年 12 月展開，相關備忘錄秘書長將再與出版委員
會王主委商討後簽定。
8. 『化學學門評鑑』審查會議於 12 月 29 日由陳理事長代表向
教育部提出簡報，計劃主持人亦陪同出席。
9. 協辦於清華大學舉行之全國高中化學科競賽，學會將提供得
獎者一年會員資格獎勵。
10. 中山大學年會選出壁報論文得獎者為暨南大學羅振夫同學
(由林敬堯教授指導，論文 Designing Distance-Controlled,
Porphyrin-Based Photosensitizers for Studying Interfacial
Electron-Transfer on TiO2 Nano-crystalline Films)，將向國際化
學會(IUPAC)提報。
11. 靜宜大學蔡素珍老師當選為 95 年女性工作小組聯誼會召集
人，將考量設計女性化學家聯誼會網頁與學會網頁連結。
12. 94 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劃」乙案，獲
國科會同意補助 2,635,000 經費計劃執行期間自 94 年 7 月 1
日至 94 年 12 月 31 日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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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委員會汪主委炳鈞：
1. 關於約翰威立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出版有關亞洲地區化學期刊邀
稿廣告中，贊助名單本學會未列名。
2. 討論因本期刊為跨國性出版品，理監事們建請理事長去信該專刊
總編輯 Noyori 教授。衍生出關於我國化學界同仁出席國際會議
可見度及影響力的問題。如何凝聚團隊力量，學術委員會參酌諸
位意見，將來統籌協調組團參加重要會議時，先致函會員，由學
術委員會主動表達學會將結合力量參與及促進國際交流，形成共
識。
主席：另一可能衍生的問題是學會名稱及定位，將於臨時動議討論。

女性工作小組吳召集人嘉麗：感謝中山大學化學系的各項協助。
1. 聯誼會吳慧芬召集人於會前積極安排，11/19 日年會午餐會已圓
滿舉辦。
2. 感謝高惠春、蔡惠蓮、蔡素珍、吳秀梅等主持人及何佳安、陳玉
惠、鄭淑芬、馬海怡等主講者。
3. 選出下一年度聯誼會召集人將由靜宜大學蔡素珍教授擔任。
4. 相關資料及報告將於化學會女性化學家網頁連結公告。
「會誌」林總編輯聖賢：(書面報告)
1. 明年 2 月發行[第四屆亞洲光化學研討會專刊論文集]專刊，預計
收錄 29 篇稿件，目前在校稿階段。
2. 獲國科會一年 200 萬元補助。
3. 自 2006 年起『會誌』總編輯將由台灣大學化學系王瑜教授擔任，
常務編輯也將視需要作調整。預計明年元月將開會討論。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陳理事長玉惠：
1. 博碩士生參與人數不多，宜不定期於會議(如年會)中推廣，給予
誘因吸引加入化學會。
2 今年損溢 10,600 元，累計結餘 192,444 元。
台中分會陳理事長甫州：(書面)
1. 第 19 屆理監事選務工作，以通訊選舉方式於 11 月底順利選出理
監事。總計郵寄選票 209 張，回函有效票共計 83 張。
2. 當選理事有陳甫州(台中榮總)、高漢謀(中興)、陸大榮(中興)、方
國權(弘光)、陳耀鐘(中興)、翁榮源(靜宜)、楊重熙(暨南)、陳文
貴(中山醫學大學)、李宏萍(農委會)、葉玉堂(東海)、趙天福(中
美和)、黃沂榮(國慶化學)、林鑫堯(中聯油脂)、楊宏珩(台中女
中)、吳文宗(苑裡高中)、蔡文榮(鹿港高中)。監事有鄭政峰(中
興)、柯安男(東海)、梁碧峰(東海)、陳善炯(永信)、紀國庫(嘉新
食品)。高漢謀理事辭缺由候補陳齊聖教授遞補。於 12/1 日舉行
之第 18 屆分會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中選出新任陳文貴理事長，並
完成移交工作。
3. 原第 17 屆理監事任期為 90 年 1 月至 91 年 12 月，因 SARS 延任
期一年至 92 年 12 月，則第 18 屆任期為 93 年 1 月至 94 年 12

月。
4. 今年損溢-8,805 元，累計結餘 172,040 元。
嘉義分會吳理事長榮宗：
1. 11/24 日舉行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檢討年會相關事宜、產業參訪活
動、明年年會主題及傑出貢獻獎人選推薦。
2. 預計明年會務活動：2 月中旬召開第一次會議、3-4 月產業參訪
活動、5 月中旬第二次理監事會(討論年會相關事宜)、7 月下旬
召開第三次理監事會(確定年會議程、傑出貢獻獎與獎助學金名
單以及會員名冊更新)。
3. 今年損溢 43,609 元，累計結餘 236,633 元。
高雄分會王理事長秉彝：(書面報告)
1. 明年 2 月將邀請參加賞蜂炮慶元宵。及舉辦第一次理監事會，參
觀本州環保科技園區。3 月通知獎學金申請及籌劃分會年會事
宜，4 月審核獎學金、年會募款活動以及參訪善化啤酒廠，5 月
頒發獎學金及舉辦高雄分會年會。
2. 今年損溢-2,223 元，累計結餘 1,728,246.5 元。
五、化學學門評鑑規劃報告
馬哲儒教授：(計劃主持人)
與理事長大致確定 12 月 29 日於教育部簡報相關內容。學會也邀
請彭旭明教授陪同出席。
七、2005 年第十屆台北國際會議(94 年 10/28-31 清華大學化學系)
劉行讓教授、劉瑞雄教授(書面報告)
1. 以合成化學為主題，其方向含新合成方法、天然物及藥物活性分
子合成、功能性分子及自我組裝化學、有機-無機混成材料。
2. 特約演講者有德國 Max-Planck 煤研究所 Alois Fürstner、英國愛
丁堡大學 Gerald Pattenden、日本慶應大學 Tsuneo Imamoto、日
本東京大學 Makoto Fujita、美國密西根大學 Omar Yaghi 教授、
及清華大學鄭建鴻教授。各有 1 小時演講。
3. 邀請演講者來自日本、美國、香港、加拿大等知名學者 13 人，
國內學者 23 人。
4. 此次邀請 40 歲之化學家參與，受到好評。合成化學是化學與醫
藥工業之母，台灣在特用化學品與生技產業所投注之關切越多，

如何在大學研究機構培養人才，紮根研究人力，就越重要。
5. 總收入 2,013,500 元，總支出 1,893,477 元。因部份報銷須集中採
購及餐會發票日期限定於開會期間，以致 119,458 元無法報銷而
繳回國科會，不足經費須由報名費支應。
八、94 年化學年會(94.11/18-20 高雄/中山大學化學系)
江旭禎教授：
年會收入 2,837,900 元，暫時支出 2,480,398 元。因本系編制助教
員額及技術人員不足，年會期間多位研究生負責實際作業，尚須
發出臨時工資，以及系上影印機設備，於年會間過度使用宜予汰
換，尚待結算。
討 論 事 項：
一、討論學會各類獎項之英文名稱。
決議：化學會學術獎章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化學會服務獎章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化學會技術獎章 Chemical Technology Award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化學會年輕化學家獎 Young Chemists Award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會誌年度最佳論文獎 2006 Best Article Award in "JCCS "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化學年度最佳論文獎 2006 Best Article Award in "Chemistry"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二、討論學會與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合作編制輔助教材。
決議：學會基於推廣立場，歡迎有關化學輔助教材出版合作，請秘書處了解
預算並追蹤聯繫相關委辦人員。
三、討論國外獎項之推薦申請。
決議：類似國際相關獎項，除傳閱理監事外，應公告于學會網頁，並寄
發電子報周知會員，副本送獎章委員會。

四、討論年度行事曆編製。
決議： 應分行政備忘及年度重點活動編列，重點活動公告于網頁供會員
參閱。
臨時動議：
一、籌組學會名稱評估小組。
決議：建議由周德璋教授、秘書長、各分會理事長及女性工作小組吳
召集人等成立評估小組，並先行了解其他學術社團如物理學會、
數學會名稱更改經過。
二、討論學會年報印行。
決議：收集學會年度活動成果報告及論文集等，每年發表推廣，圖文並
茂，供作學會形象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