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化學會 2011 年第 3 次理事會議紀錄 
 

日    期：2011 年 8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3:00 ~5:00 
地    點：台灣大學化學系 B281 會議室 

主    席：鄭理事長建鴻 

出 列 席：以下敬稱略(依姓氏筆劃順序) 
理    事：王文竹、王先知、汪炳鈞、李遠鵬、林英智、吳榮宗、 

吳嘉麗、陳哲陽、陶雨臺、鄭建鴻、劉瑞雄、劉緒宗 

候補理事：王伯昌 

分會理事長：劉中行、張志毓(梁孟總幹事代) 

正副秘書長：洪克銘(副)、劉陵崗(正) 

專任助理：林育靜、曹春梅(記錄)  

 

一、主席報告：補充說明，學會專任助理劉佳芳小姐離職，由林育靜小

姐接任相關職務。 

二、會務報告： 

1.國際化學會第 46 屆會員大會及 43 屆學術會議，已於 7 月 27 日 

至 8 月 5 日在波多黎各的聖胡安舉行，本會向中研院申請經費 

，獲核准 2 名代表全額補助，由劉陵崗秘書長及洪克銘副秘書 

長提出報銷，其餘團員含領隊鄭建鴻理事長，劉仲明副理事長、 

陳幹男教授、邱美虹教授、王伯昌教授自費或由各自計畫經費 

支應。會後 IUPAC 函各會員國徵詢爭取主辦 2017 及 2019 年 GA/ 

WCC 之意願，2019 年為 IUPAC 成立 100 週年。 

2.亞洲化學聯盟第 16 屆會員大會及 14 屆學術會議，將於 9 月 4 

日至 8 日在泰國召開，本會向中研院申請經費，獲核准 2 名代表 

全額補助，由鄭建鴻理事長及劉陵崗秘書長代表出席，並將爭 

取主辦 2015 年亞洲化學聯盟第 18 屆會員代表大會及第 16 屆學 

術會議(18GA&16ACC)。已向經濟部國貿局申請局長支持函， 

並支援小禮品以協助爭取。 

3.學會章程及委員會簡章修正案，經 8 月 19 日陳哲陽理事及正副 



秘書長與學會兩位專任助理，共同召開電話會議討論，修正如附 

件提請核備。主要以學會實際運作，依循內政部與部份委員會主 

委建議，進行章則與條文增刪、順序調整和文句修正。 

4.明年為學會成立 80 週年，預作籌備慶祝，可能結合[台北國際化 

學會議(ICCT)]擴大年會舉辦規模。 

5.本會及中央研究院首次主辦「居禮夫人高中化學營」，由張昭鼎 

紀念基金會及清華大學水木基金會協辦，於 7 月 17 至 22 日在 

桃園渴望園區舉行。共收 648 位網路報名，經篩選錄取 140 名 

學生及 17 名老師，報到率 98%，來自全台 13 個縣市之高中學 

生及國高中老師。40 位大學碩、博士生擔任小志輔。所有經費 

由工業界贊助支持。受到參加人員及家長的好評，經檢討後， 

本會決定明年將再舉辦。預計於 9 月 1 日召開籌備會議。 

6.本會『會誌』與 Wiley 正式簽訂協議，將由 Wiley 自 2011 年七月 

開始發行『會誌』網路版本。 

7.今年上半年度勞委會所核三梯次計畫，已於 6 月全數開辦完成。 

下半年度計畫 5 月提出，共核兩班，預計 9 月 4-11 日將開辦化 

妝品有效評估技術班、9 月 17-24 日將開辦實驗室品保品管與 QA 

/QC 系統班。 

8.國際化學年親水 FUN 化學活動，相關海報推廣陸續寄發中，目 

前持續與化學學科中心合作，在全國各國高中舉辦化學闖關活動 

時配合推廣，截自目前活動海報已寄發 2000 份，實驗紀錄卡共 

發出 692 份。 

9.國際會議相關資料已公告於學會網頁，歡迎上網瀏覽。 

10.十月份李前院長正式就任國際科學理事會會長，義美聯電將報導 

典禮活動，邀請學會同行，可同時介紹學會及化學年系列活動。 

11.財務報告：(附件)國科會 99 年學術推廣業務計劃已結案並核撥， 

100 年計劃前半年報銷 NT$1,390,432 元已於 7 月核撥。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獎章委員會彭旭明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今年[李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金]於 5 月底接受 2 名角逐推薦，6 
月 29 日送經獎章委員會書面審核，結果由彭主委裁示推薦提請 

理事會核定。 

 

教育委員會邱美虹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為慶祝國際化學年和居禮夫人獲得諾貝爾化學獎 100 周年紀念 
，本人和美國科學教學研究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NARST, 全世界最大的科學教育研究社群) 
共同邀請歷史學家、化學教育家、化學家、科學教育家撰稿出版 
專書紀念。由荷蘭出版商 Sense publishers 發行。 
 
國際關係委員會廖德章主任委員 

1.由交大許千樹教授籌辦之臺日雙邊高分子研討會將於 9 月 15 
至 16 日舉行。 

2.由本人籌辦之台俄先進高分子光電及奈米材料會議將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5 日在台灣舉辦。自今年起國科會國合處規定更 
改國外來台者機票款及食宿費用減縮。 

2.我國 2009 年以 Polymer Society, Taipei 名義爭取到 2013 年環太 
平洋國際高分子會議(Pacific Polymer Conference/ PPC13)主辦 
權。高分子學會已決定將於 2013 年 12 月 1 日至 6 日於高雄墾 
丁福華飯店舉行。希望屆時本會也能循 2008 年國際化學會 
(IUPAC)舉行之世界高分子大會模式一起參與。 

 

會員委員會葉茂榮主任委員(書面報告) 

自 5/21~8/24 日，新加入永久會員 1 名，普通會員 1 名；1 名永

久會員過世而除籍；1 名普通會員申退。截至目前共有個人會員

1913 名(含永久 1557 人、普通 248、初級 107、名譽會員 1 人)，
團體會員 44 個單位。 

 

學術委員會汪炳鈞主任委員 

亞洲化學編輯學會(Asian Chemistry Editorial Society)，由日本、

大陸、韓國和印度4 國發起，目前股份Wiley 佔1/2，另1/2的80%



由發起國分得，其餘台灣和新加坡各有3%，泰國1%。5%以上有

表決權，發行初起5年將統計各國投稿率，第6年按發表量比率重

新分配股權。本人將於9月份亞洲化學聯盟會議期間代表學會參

加該編輯學會會議，目前我們可出席會議但無表決權。今年

Impact Factor為4.188。 
 

女性工作委員會吳嘉麗主委 

1.第 7 屆物理化學女性學者聯合研討會將於 10 月 29 至 30 日在 
三峽大板根會議中心舉行，主題為科學教育，化學講者有一女

中周芳妃老師，三重高中鍾曉蘭老師、台師大吳心楷教授、清

大傅麗玉教授，九月開始報名，歡迎女性教授及研究生參加。 
感謝化學中心贊助3萬元，期望將來經費能如物理中心的支持。 

       2.今年年會 12 月 3 日下午將安排 100 分鐘女化學人時間，活動 
除報告與改選，將再邀請兩位演講者參與。 

       3.淡大化學系、國科會國際化學年活動計畫、台灣女性學學會、 
淡大性別評等教育委員會、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婦女委員會等共 
同於 10 月 1 至 2 日主辦『性別與科技研討會』。 

 
「化學」王志鉦總編輯(書面報告) 

1. 今年 9 月號(69 卷第 3 期) 主題為「新一代生物感測器」，邀請

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周禮君教授主編，台大應力所李

世光、台大化學系陳逸聰、台大醫工所林啟萬、南華大學自

然生物科技系許偉庭、長庚大學光電所周晟、北科大化工與

生技系侯劭毅、交大應化系許馨云及海洋大學生物科技所黃

志清等撰寫專題論文。 

2. 高醫承辦季刊工作即將屆滿兩年，必須找到新年度的承辦學

校，以順利在年底完成交接工作。 

 

「會誌」王  瑜總編輯(書面報告) 
1. 今年 Vol.58 卷分別已收錄論文，2 月號 18 篇、4 月號 20 篇、

6 月號 22 篇，8 月號 22 篇，9 月號 20 篇、10 月號 18 篇(奈
米科技專刊)。 



2. 與Wiley-VCH合作案於7月中旬完成簽約，自2012年由Wiley
負責電子期刊推廣，9 月將上線並發佈合作訊息。預期國際

能見度與質量的提昇有幫助。 
3. 9 月將進行年度最佳論文獎選拔。 
4. 明年 3 月預計出版「洪永叁教授紀念專刊」，由中正大學洪伯

誠教授客座編輯。 

 

四、各分會理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劉理事長瑞雄 

將協助清華大學化學系舉辦 2011 年年會 

 

嘉義分會張理事長志毓(梁孟代) 

1. 分會舉辦之經建參訪活動於 5 月 13 日共 41 人參加。行程有台

灣中油公司煉研所、愛之味、新港奉天宮、香藝博物館。 
2. 第 2 次分會理監事聯席會議於 6 月 24 日召開，決議年會主題

「燃料電池之發展與前景」。 
3. 第 3 次分會理監事聯席會議於 8 月 4 日召開，決議分區年會時

間 9 月 23 日 13:00~17:30 在國立嘉義大學新民校區舉行，邀請

台南大學黃鎮江教授及亞太燃料電池黃林輝執行長演講。 
 

高雄分會劉理事長中行 

1.新任理監事名單：王秉彝、王麗芳、吳昭燕、李志恆、李建明、 
周金興、林弘萍、黃登祥、黃舜仁、劉中行、蔣昭明 11 位理 
事；史又南、吳明忠、范滋庭等 3 位監事。 

2.並於 6 月份選舉理事長由劉中行總經理接任。 
 
  五、「2011 IYC 國際化學年」計劃主持人 王伯昌院長 

    1.上半年共走過 25 個單位含國、高中，圖書館、大學。獲許多鼓 
勵與好評。 

2.下半年活動在志工培訓籌備及訓練於 9 月 3 日完成後將展開， 
預計第一站澎湖活動正規劃中。 

3. 播放義美聯電協助規劃建置之台灣水資源影片供欣賞。 



  六、2011 化學年會 清華大學化學系 劉瑞雄主任 

      1.化學年會在 2011 國際化學年與清華大學建校百年，共慶光輝。 
      2.報名費(含晚宴)：會員(學生及博士後)NT$1,600(1,400)，非會員 

(學生及博士後)NT$2,100(1,500)。11 月 18 日後調漲。論文投稿 
截止日為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3.邀請彭旭明院士、Prof. Dean Toste (USA)、Prof. Peter H Seeberger 
(Germany)、Prof. Keiji Maruoka (Japan)、Prof. Makoto Fujita 
(Japan)、Prof. Carsten Bolm (Germany)大會演講及 Keynote  
Speech 講者。 

4.議程分有機、無機、物化、分析、產業化學、理論及計算化學、 
永續科學與能源、化學動力與光譜學、女化學家分享時間、化 
學教育，由各分組召集人連繫邀請。 

      5.募款進行中，應無虞。 
 

討論提案： 

一、 核備 2011 年【李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金】得獎主。 

決議：該案請獎章委員會再研究，是否基於經費許可，今年起增加 

名額鼓勵，確認結果後，下次理監事會核備。 

 

二、 核備修正本會設置化學獎章實施辦法以因應每兩年之亞洲化學

聯盟獎項推薦。 

決議：請獎章委員會再研議，FACS 提名辦法獨立設置，提報下 

次理監事會決議。 

 

三、討論核定化學會章程及各委員會簡章 

決議：請將章程、簡章及組織簡則修正草案，送由理監事、 

各委員會及各區分會審閱，提下次理監事會議決。 

臨時動議： 

一、建請總會提供伺服器空間及網站平台供分會網頁建置 

決議：原則可行，請高雄分會劉理事長與秘書長先討論平台流程及 

需求項目等，後再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