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九十五年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期： 9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2:30 正
點： 台灣大學化學系 218 會議室
席： 陳幹男理事長
席： 依姓氏筆劃順序
理 事： 王 瑜、王文竹、汪炳鈞(出國)、吳天賞(請假)、林金全、
吳嘉麗、吳澄清(黃志宏代)、周德璋、施顏祥(陳國樑代)、
馬海怡、陸天堯(請假)、陳長謙(出國)、陳柏元、陳幹男、
黃文樞、彭旭明、張宗仁(請假)、雷敏宏、廖俊臣、
鄭武順(請假)、劉仲明(請假)
監 事： 方俊民(請假)、馬哲儒(請假)、葉茂榮(請假)、劉兆玄、
蘇宗粲(請假)
主任委員： 邱美虹、張瑞欽(請假)、楊美惠(請假)、廖德章(請假)
總 編 輯： 林志彪(請假)
年會籌委會： 王伯昌
分會理事長： 吳榮宗、陳文貴(請假)、陳玉惠、王秉彝(皇甫偉代)
正副秘書長： 劉陵崗、陳哲陽(請假)
專任助理： 林柏成、曹春梅、彭淑娟
日
地
主
出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略
二、會務報告：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6 月來文關於補助全國性學術團體
辦理學術推廣業務活動，至 7 月 31 日截止計劃申請。學會於
截止日前已向國科會提出申請並附會計師簽證。
2. 學會感謝教育部評鑑計畫相關委員及理監事們執行該計畫期
間的辛勞，於 9 月 6 日及 9 月 13 日假宜蘭礁溪老爺酒店分別
舉辦兩天一夜之檢討會，共有 58 人參加。
3. 陳理事長於 10 月 10 日代表學會出席韓國高分子學會成立 30
週年紀念大會並當面祝賀。
4. 應台中分會活動需要，代收分會趙天福理事 3 萬元捐款，已
轉匯吳文貴理事長。
5. 95 年各類化學獎章申請，6 月初發函各團體會員及單位連絡
人，8 月底共收 11 份推薦書(含學術、服務獎項各 2 名及傑
出青年 7 名)已轉呈獎章委員會劉主委，並分別寄請 5 位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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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先行審閱，於 10 月 12 日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開會討論。
第 38 屆國際奧林匹亞化學競賽活動，於 7 月 2 日到 11 日在
南韓慶山與慶州舉行。我國 4 位選手代表獲三金(雄中高承
詣、建中吳宗哲、竹科實中林穎璇)一銀(雄中黃仲揚)佳績，
圓滿達成任務。總積分排名: (1)中國: 314.58; (2)台灣:313.74;
(3)南韓:313.03; (4)俄羅斯:299.62。循往例將由學會製備獎
牌，年會承辦單位淡江大學邀請得獎者參加，于大會上表揚
並祝賀。
學會助理陳頊昕小姐離職，工作由林柏成先生接任，林先生
之進用，循勞退新制辦法，且依學會工作守則辦理提繳。
今年年會舉辦研究生論文獎仍獲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周大紓
紀念基金會、范道南文教基金會支持。尚未收到台灣石化合
成公司及原分所同意捐款。
物理學會繼徵求國內 25 個學會共同發表連署增設科技部之
聲明後，再次連署建言，期望未來新設的政府科技主管單位
為具有前瞻性及執行力的組織。理事長已簽署表達支持。
學會將與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合作，配合經濟部工業局 95
年度化學工業科技人才培訓專案計畫，參與北區人才培訓工
作。
協辦 2006 生物無機研討會，已於 10 月 6-7 日假金山翡翠灣
福華飯店舉行，理事長代表致賀高腳花籃乙對。
團體會員展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胡經理表示，因未能直
接感受加入學會有何好處，將不繳付 95 年 3,000 元會費。
財務報告：(附件 1)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獎章委員會劉主任委員：
本人於 10 月 12 日假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召開委員會議，審理
各類獎章推薦。發現近年來傑出青年獎項角逐者的精采表
現，令人欣喜◦本次會議王瑜、吳丁凱、劉仲明、彭旭明幾
位委員親自與會，廖俊臣委員書面審查◦一致通過推薦名
單，提請核備討論議案一◦
教育委員會邱主任委員：
1. 第 19 屆國際化學教育研討會(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 Education)於 8 月 12-17 日在韓國首爾舉辦。臺灣地
區有陳幹男理事長、陳竹亭教授、傅麗玉教授和本人等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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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位教授、8 位中學教師出席並發表論文。
第 1 屆亞洲化學教育研討會(1st NICE)於 8 月 14 日在韓國首
爾舉行。此次會議，臺灣、韓國及日本各提出 6 篇論文，共
計 18 篇。
第 2 屆亞洲化學教育研討會(2nd NICE)已獲國科會通過補
助，將於 2007 年 7 月 30-31 日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分
部舉辦，預計開放亞洲化學教育學者及中學教師參與，並邀
請日本與韓國代表各 6 位參加。未來擬與日本及韓國化學教
育人員共同建立網路平台，分享教學資源。
本人獲 IUPAC Committee of Chemical Education (CCE)主席
Prof. Peter Mahaffy 邀 請 擔 任 Chemical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 (CED) Subcommittee of CCE 主席(2006-2007)。
參加 19 th ICCE 之 CCE 會議時已正式向委員會提出擬於
2010 年在臺北舉行 21th ICCE 之申請書。
IUPAC 之 19th CCE 於今年所舉辦的 Chemistry for Humanity
國際海報比賽，有 900 多件作品角逐。臺灣第一次參加，共
計 30 件學生作品參賽，獲獎名單有金華國中王新崴獲 14-16
歲組季軍、鷺江國中陳佑朋獲優選、三民國中王婕安獲 10-13
歲組優選以及鄧公國小陳言任獲優選獎。
東區化學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營已於今年 10 月 12、13 日在國
立東華大學化學系舉辦，研討內容豐富提供東部教師在職進
修的機會。總計北中南東四年內完成任務

出版委員會王主任委員：
將與鍾崇燊教授商討，學會錄影帶作另一形式的發行◦
會員委員會葉主任委員：(書面)
95,7/7-10/18 新申請入會有 4 名永久、8 名普通及 16 名初級
會員。總計現有個人會員 3334 人(永久 1533 人、普通 1085
人、初級 715 人、名譽 1 人)，團體會員 43◦
女性工作小組吳召集人：
1. 秋季舉辦女化學家聯誼活動，9/17 於中區弘光科技大學應用
化妝品系聚會及 10/21 北區郊山秋遊活動◦活動照片已張貼
於女化學家網頁 http://fem.chemistry.pu.edu.tw/◦
2. 依 往 例 於 本 年 度 化 學 年 會 中 舉 辦 女 化 學 家 午 餐 會
(12:30-14:00)，歡迎所有女性老師、科學家、研究生和博士後

參加。會後規劃淡水古蹟半日遊◦
3. 將協助今年度淡江大學化學年會 11/25-26 日規劃『托兒服務』
，費用部份由家長支付，部分將由大會貼補◦托兒細節辦法
將於年會大會網頁公佈◦
「化學」林總編輯：(書面報告)
1. VOL.64 卷第 3 期已於 9 月順利出刊，收錄專題報導 3 篇，
回顧性論文 6 篇，教育性論文 1 篇◦專題報導主題為理論計
算在生物和材料上的應用◦由東華大學張海舟教授主編，邀
請台科大江志強教授及北科大劉宣良教授分享理論計算之
研究心得◦
2. 年度最佳論文得獎名單，由 VOL.63 NO.3-VOL.64 NO.3 的文
章中，經各領域之專家學者審稿、評分，統計後推薦由東華
大學朱家亮教授獲得◦
「會誌」王總編輯：
1. VOL.53 NO.5 已於 10 月如期出刊◦預計 12 月發行紀念何東
英教授專刊◦明年 VOL.54 NO.1 二月號，已排定刊出 36 篇稿
件(含去年及今年投稿)◦NO.2 四月號，已排定刊出 34 篇稿件
(含去年及今年投稿)◦ NO.3 六月號，已排定刊出 26 篇稿件
(今年投稿)◦
2. 每年投稿論文約有四百篇，退稿率達一半◦
3. 第 12 月號紀念何東英教授專刊，將以含圖目錄取代過去傳
統目錄形式◦自今年八月號開始，將以輪替方式放置每年最
佳論文獎優選圖片作為封面，以生動版面，兼具鼓勵優選論
文得獎者◦
4. 今年最佳論文獎，初選由常務編輯自 VOL.52 NO.4-6 及
VOL.53 NO.1-3 各期中，依據審查意見，擇優選出 5 篇國內
論文◦再由編輯委員及顧問，以 10 個等級評選，統計出最高
兩篇論文，經總編及常務編輯同意，推薦由李遠鵬及倪其焜
獲得◦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陳理事長玉惠：
1. 94,12 月協辦清華大學 ICCT 10 研討會◦
2. 94,12/9 日協辦火藥學會年會，於龍潭中正理工學院舉行◦
3. 95,10/16-17 日協辦奈米科技研討會，於中原大學舉行，主題

為前瞻生醫科學與技術◦
4. 將於 10 月下旬進行通訊改選事宜◦
5. 截至目前尚有活動結餘款 203,164 元◦
台中分會陳理事長文貴：(書面報告)
1. 8/16 日舉辦年度工廠參觀活動，免費參觀台中港工業區◦共 79
人報名參加◦總計含旅遊保險，車資(中山醫學大學化學系部分贊
助)及研習證書，感謝獎牌五面及飲料、午餐(中美和公司贊助)
等共計支出 18,428 元◦

2. 楊宏珩理事自台中女中退休◦
3. 完成台中分會章程後將接續正式登記及金融帳號申請工作◦
4. 今年度財務獲中山醫學大學應化系何永全主任之 10 萬元捐
款，及趙天福理事暨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廠長之 3
萬元捐款，總計目前尚有活動餘款 273,864 元
嘉義分會吳理事長榮宗：
1. 9/8 日召開年會暨「綠色化學與企業永續經營」研討會，邀
請楊致行博士、劉廣定博士及李唐博士演講，並頒發獎助學
金，及表彰耐斯企業台灣新日化公司張志毓總經理，其多年
來對綠色產業之努力與貢獻，獲頒傑出貢獻獎。
2. 年會中同時舉辦第 4 屆理監事改選(96.1.1－97.12.31)，選出
王崇人、古國隆、吉凱明、陳芳斌、吳榮宗、沈宏俊、何經、
林俊雄、黃志榮、許峰彰、張志毓、鄧豐洲、劉潤渝、閻澄、
陳寶東共 15 位理事，李秋萍、曾炳墝 2 位候補理事及何永
盛、李錫隆、林福助 3 位監事，與陳文龍候補監事◦並將於
12/9 日改選新任理事長◦
3. 截至目前尚有活動結餘款 268,505 元◦
高雄分會王理事長秉彝：
1. 2/12 日應南榮技術學院葉茂榮校長邀請，舉辦台南鹽水蜂
砲，慶元宵聯誼活動◦
2. 3/17 日岡山本州環保科技園區學習之旅，有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及義守大學相關科系 29 名師生參加，
聽取吳裕文副縣長專題演講及園區湯秘書的簡介◦
3. 3/10 日獎學金申請，共有中山、成功、義守及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等 19 所大專院校，38 件申請◦於 4/12 日完成核定得獎
名單，邀請同學及系所長官於 5/20 年會時頒獎◦

4. 4/28 日辦理理監事改選，選出林榮顯、馬海怡、葉茂榮、鍾
賢龍、林金楨、黃明發、蔡惠蓮、蘇明照 8 名理事及曾誠齊、
耿興智、楊文都 3 名監事◦
5. 5/20 日於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舉辦高雄分會年會，邀請陳幹男
理事長蒞臨致詞，並頒發獎學金及獎牌◦
6. 截至目前尚有活動結餘款 1,848,078.5 元◦
五、95 年化學年會(95.11/24-26 台北縣/淡江大學)
王伯昌主任
1. 目前報名人數有 1,800 位，預計參加人數將突破 2,000 人◦
2. 壁報比賽只接受 1,000 篇，將固定於 25 日 16:00-18:00 時段
舉行◦
3. 參展廠商目前有 70 家，目標有 80 個攤位◦
4. 24 日有國科會專題研討，會後遊漁人碼頭◦25 日大會，26
日有研究生論文獎選拔◦
5. 今年年會宴採自助餐方式，將於淡大活動中心舉行，凡報名
者均可入席◦
6. 出席貴賓考量將邀請中央研究院前後任院長蒞臨◦
討論事項：
一、核定 95 年化學學術、服務、技術及傑出青年化學獎得獎人。
決議：通過核定學術獎得獎人林聖賢院士，服務獎得獎人周
大新教授，技術獎無人提名今年從缺，傑出青年獎得
獎人林俊宏博士、陳玉如博士、陳振中助教授◦
二、核定 95 年『會誌』及『化學』得獎論文。
決議：通過核定 1,2 兩篇『會誌』得獎論文及 3 一篇『化學』
得獎論文
1. Preparation and Spectral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Species
in Matrices/李遠鵬 教授
2. The Role of Seven-membered Ring in the Photoisomerization
and Photodissociation of Small Aromatic Molecules/曾建銘
先生、Yuri A. Dyakov 博士、黃正良教授、李遠哲院士、
林聖賢院士、倪其焜教授
3. 丙型肝炎病毒 NS3-4A 絲氨酸蛋白酵素抑制藥物之發展/朱
家亮教授、柯彥均先生、丁毅力先生

三、核定 95 年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及 96 年預算。(附件 2)
決議：同意核定 94 年 10 月 1 日至 95 年 9 月 30 日之資產負
債表、現金出納表及決算表與 96 年預算表並提報年度
大會◦
四、核定 95 年理事候選人參考名單及選務工作。(附件 3)
決議：同意核定選票及年會選務工作。
五、 討論本會因應相關業務作法。
決議：相關訊息均公告於學會網頁，以周知會員◦
六、討論各式給獎及活動贊助。
決議：提案程序須經各相關委員會考量後再提出◦原則同意適
度以學會出版品支持，化學教育推廣活動◦祝賀 YAC
國際海報比賽得獎者，將於年會上頒發紀念獎牌
七、討論 96 年化學年會舉辦地點。
決議：依據傳統順序，請新竹分會協調後，再由學會正式邀
請◦
八、核定 96 年暨第 11 屆台北國際化學會議(ICCT)
決議：同意核定明年台北國際化學會議主題為「材料化學-光
電材料」
，並委由台灣師範大學陳建添教授召集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