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會九十五年第四次理事會議記錄
日
地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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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期： 9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00 正
點： 淡江大學校友聯誼會館會議室
席： 陳理事長幹男
席： 依姓氏筆劃順序
事： 王 瑜、王伯昌、汪炳鈞、李鍾熙、吳天賞、吳嘉麗、
周德璋、許千樹、陳幹男、彭旭明、陶雨台、雷敏宏、
潘文炎、劉緒宗
候補理事： 依得票數順序
李光華、劉陵崗(秘書長)、廖德章
專任助理： 曹春梅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感謝諸位理監事在百忙之中，撥冗前來參加此次理監
事會議，希望在歲末，能將這期理事長任務做個總結和交代，
讓新任周德璋理事長，有較多的時間思考籌劃未來本會的發
展。回顧這兩年來擔任理事長期間，各位理監事的熱心參與，
使本會的會務蒸蒸日上，無論財務、例行性事務或是每年的年
會安排，巨細靡遺，一切均圓滿順利，尤其是劉陵崗秘書長的
大力協調安排，學會辦公室工作成員的幫忙。教育部委託學會
辦理化學學門評鑑，是由前任學會理事長廖俊臣教授的爭取申
請，才有這機會，這是本學會有史以來的空前最大工程，歷經
兩年的籌劃，訪評和撰寫評鑑報告等繁雜的過程，均依賴評鑑
召集人馬哲儒校長和副召集人劉陵崗秘書長，以及所有評鑑規
劃委員等負責安排，使得此項評鑑計劃在我擔任理事長的任務
內順利完成，並向教育部作報告，本會之評鑑，檢討會議表達
本會由衷的謝意，會議在今年九月中旬完成。
至於每年一度的年會，約在 30 年前淡江大學辦理年會至
今，過去因為學校沒有大型會議場地和展覽場，直到今年恰巧
一座大型體育館落成啟用，淡江化學系同仁也有意願爭取辦理
本年度年會，不僅是難得的機會舉辦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和參加
人數最多的學術會議，歡迎全國化學界朋友齊聚在淡江大學，
尤其是本人當理事長任內能有機會在淡江再次辦理年會，為化
學界服務，是本人的榮幸，也藉此機會感謝淡江大學化學系同

仁及學生們全力的配合，才能使此次會議圓滿成功。
化學教育委員會在邱美虹主委的推動下與國際化學聯盟
取得很好的互動聯繫，並且多次在台灣舉辦 YAC (Young
Ambassador of Chemistry)；計畫在 2007 年 7 月在台北舉辦第二
屆亞洲化學教育會議，並爭取主辦 2010 年國際化學教育會議
(ICCE)。
Wiley-VCH Verlag 結合日本、中國、韓國、新加坡和台灣
等國家出版一本 Chemistry-An Asian Journal，號稱 A sister
journal of Angewandte Chemie and 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這份新雜誌之編輯委員以亞洲區化學家為主，以日本
之 Ryoji Noyori 為總編輯，目前我國在此雜誌所佔的股份是
3%，不過剛開始我國投稿的件數尚不及 3%。將來稿件的比例
將會影響至我國在此 Journal 的股份，因此『會誌』與 Wiley
所出版的 Chemistry-an Asian Journal 間之發展競合關係，仍待
觀察，我國化學會『會誌』的面臨的稿源和出版經費等需要做
較長久的規劃和考慮。
目前我國化學學會在國內是保持原來的「中國化學會」名
稱，國際上我國所使用是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ina (IUPAC 所用的名稱)，至於原來所使用的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已經是中國大陸的化學會正式 IUPAC 名稱，
我國已經不能使用也不會被接受，因此『會誌』所使用的 Journal
of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的名稱已經是造成誤解，因此我國
需要找到不被誤解的名稱，這是有待全體理監事和學會會員集
思廣益。
二、會務報告：
1.整理 2006 年相關會務總報告及財務報表，提年會大會通過
確認；製作各類獎牌、獎章於年會中頒發；印製攤位海報於
年會中推廣學會近年來活動及未來將舉辦之會議。
2.淡江大學年會選舉選出十位理事，依筆劃順序分別有王伯
昌、李鍾熙、林振東、周德璋、許千樹、陳幹男、黃文樞、
陶雨台、潘文炎、劉緒宗。五位候補理事，依票選順序有范
進財、陳玉惠、李光華、劉陵崗、廖德章。
3.配合 IUPAC YAC’S「化學對人類的貢獻」國際海報設計比
賽活動，設置 4 面得獎獎牌及參加紀念狀，鼓勵中小學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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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參與。
4.獲中央研究院支助 2005、2006 年亞洲醫藥化學聯盟會費共
2000 美元及 2006 年亞洲化學聯盟會費 600 百美元。
5.淡江大學年會選出壁報論文得獎者，待詳細名單及資料提供
後將向國際化學會(IUPAC)提報。
6.周德璋教授及汪炳鈞教授代表參加第 2 屆亞洲化學編輯會
議(Asian Chemistry Editorial Society)，會中正式提出由汪炳
鈞教授作為聯繫代表。
7.明年度國際化學會加入會員(Affiliate Membership)會費為每
人 20 美元，學會代理每人 1000 元台幣，已通知今年 6 位參
加者考量繼續加入。
8.第 2 屆台灣科技產業協進會理監事改選，由陳理事長代表列
名仍獲選為第 2 屆理事。
9. 國 際 化 學 會 青 年 化 學 獎 (2007 IUPAC Prize for Young
Chemist)徵求提名，已公告於學會網頁，明年 2 月 1 日截止
收件。
10.陳理事長原擬於 12/6 日應邀參加孟加拉化學會成立 30 週年
年會，不過最後一刻孟加拉學會因該國政局而延期。
11.學會協辦台灣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及第一屆亞洲尖端有機
化學研討會會後會已完成報銷，所有憑證要件將請新禾會
計事務所審閱。第一屆亞洲尖端有機化學研討會尚有餘款
38,226 元，將捐作學會會務運用。
12.學會去函淡江大學感謝化學系同仁承辦今年年會的服務貢
獻，並請學校考量獎勵相關義務服務有功人員。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學術委員會汪主任委員
出席第 2 屆亞洲化學編輯學會會議(Asian Chemistry Editorial
Society)，了解當初該會由日本、大陸、韓國和印度 4 國發起，
後經中央研究院前後任李院長及翁院長協助而讓台灣得以
加入，目前股份 Wiley 佔 1/2，另 1/2 的 80%由發起國分得，
台灣和新加坡隨後加入各有 3%，可出席會議但無表決權。
該雜誌已發行第 3 期，台灣投稿比例約只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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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秘書長補充：
簽約當時據 Wiley 表示，前 5 年將統計出各國投稿率，5 年
後再按發表篇數重新分配股權。
女性工作小組吳召集人
1.今年化學年會女性工作小組提供『托兒服務』
，有 2 位家長
利用，總共造福 3 位小朋友。徵得家長同意，未請專業保
母，僅由工讀生照顧陪伴，未收任何費用。
2.小組仍依往例於化學年會 11/26 周日，舉辦女化學家午餐
會(12:30-14:00)會後進行淡水古蹟半日遊，參觀真理大學
校史館、淡江中學馬偕當年的創校文物、以及創立於 1916
年的台灣第一所女學堂。兩校義工學生全程解說。交通車
由淡江大學提供。
3.女化學家聯誼會召集人由靜宜大學蔡素珍教授再度連任。
明年度活動已有初步規劃，歡迎上網瀏覽。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嘉義分會吳理事長榮宗
1.嘉義分會於 11 月 10 日理監事會中選出分會第 4 常務理監
事(2007.1.1~2008.12.31)。理事長吳榮宗，常務理事有何
經、張志毓，常務監事有李錫隆，理事有沈宏俊、林俊雄、
王崇人、吉凱明、古國龍、陳芳斌、黃志榮、許峰彰、鄧
豐洲、劉潤渝、閻澄、陳寶東。監事有何永盛、林福助。
榮譽理事有江良山、陳宏基、吳平和、陳錫英、周德璋。
總幹事由王少君擔任，副總幹事為許峰彰。
2.今年結餘 19,262 元。
五、2006 年化學年會(2006.11/24-26 台北縣/淡江大學)
王伯昌主任：
本次年會首次使用到淡江新落成之體育館，會議期間天氣良
好，參加人數眾多，議程尚稱順利。學會長遠考量，或可將年
會籌備工作部份納入，成為固定業務，漸次修正問題。
陳理事長：
過去觀察由會議公司舉辦的會議，不僅花費金額甚多，會議結果
有些商業化，對於會議安排之服務品質，較無法令會員滿意，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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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辦會的學校非常辛苦，但是參與的學生也學到在一般學校課堂
無法學到的團隊分工合作和協調整合的訓練。
以下供參考：
理事建議：年會隔年可舉辦大型會議，明年年會或可合併 2007 ICCT
前後連續舉行，使成為東南亞地區指標性會議。
討論事項：
一、追認研究生論文獎辦法修正。
決議：同意追認。
二、討論 2007 年化學年會舉辦地點
決議：通過委請清華大學化學系接辦 2007 年年會。
三、討論獎學金設立。
決議：原則同意。為鼓勵大學生提升對化學興趣，考量設立以李
遠哲院士為名義之獎學金，基金金額由李院士故舊門生募
集。待相關辦法擬定後，再提理事會決議。
四、討論協辦第 2 屆亞洲化學教育研討會。
決議：通過協辦。
五、選舉 2007 年常務理監事，並推舉副理事長。(敬稱略)
決議：一致同意依據慣例，由周德璋副理事長繼任第 37 屆理事
長職務，且為當然常務理事。其餘常務理事由第 37 屆理
事票選為李鍾熙、彭旭明、廖俊臣、潘文炎 4 位(依筆劃
順序)；隨後於常務理事中推舉工業界之潘文炎為第 37 屆
副理事長。監事因今年未改選，仍續任。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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