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化學會 2014 年第 2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日    期：2014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2:30 ~4:30 
地    點：工研院台北辦事處台北科技大樓 701 會議室 
主    席：劉仲明 理事長 
出 列 席：以下敬稱略(依姓名筆劃順序) 
理    事：王文竹(出版委員會主委)、王先知(國關委員會主委)、吳天賞、 
          李遠鵬、周大新、周芳妃、桂椿雄、陳哲陽(副秘書長)、 
          陶雨臺(副理事長)、劉仲明、劉陵崗(秘書長)、劉緒宗 
監    事：王 瑜(JCCS 總編輯)、吳嘉麗(女性工作委員會主委)、彭旭明(獎章委員

會主委) 

主任委員：沙晉康(化學與工業委員會主委) 

召 集 人：胡紀如(亞洲藥物化學聯盟) 
分會理事長：劉佳明(新竹分會) 
顧  問：洪克銘(化學下鄉) 

秘  書：李智美(工研院副院長暨理事長秘書) 
專任助理：高憲章(化學遊樂趣)、曹春梅、錡卉婕、詹于穎(JCCS) 

一、主席報告：(略) 

二、會務報告： 
1. 2014 年國際化學會(IUPAC)會費共新台幣 837,300 元整，3 月獲

中央研究院補助並換算以美金支付。4 月代繳 2014 年 7 位

Affiliate Member 會費共 140 元美金。 
2. 台灣巴斯夫 3月邀請學會召開「2013巴斯夫博士生創新論文獎」

檢討會，4 月中旬學會公告台灣巴斯夫選出，由清大化學所張

高逢同學及交大應化所鄭勝文同學代表台灣參加於上海舉辦的

亞洲區域夏令營活動  ( 2014 BASF Greater China Industry 
Summer Course)，中研院化學所朱愷悌同學代表台灣參加於德

國巴斯夫總部舉辦的全球夏令營活動 (BASF International 
Summer Courses 2014)。2013年學會辦理情形及相關獎項介紹，

送請材料學會及台灣化工學會協助推展，學會因應巴斯夫今年

於上海及德國的活動均以夏令營形式舉行，以及公告推薦、審



查等作業時間調整，提出修訂設置辦法。 
3. 「2014 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暨勞工在職進修計畫及勞工團體辦

理勞工在職進修計畫」上半年開課情形：3 月實驗室品保品管與

QA/QC 系統班 26 人參訓、4 月食品安全衛生分析技術班 24 人參

訓、5 月機能性食品技術與實務班 20 人參訓；預計 6 月開辦化妝

品有效性評估班。 
4. 召開「2014 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暨勞工在職進修計畫及勞工團

體辦理勞工在職進修計畫」上半年人才培訓檢討暨下半年培訓課

程規劃會議(附件 2)，3 月底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北

區職業訓練中心提出下半年訓練課程共 4 班：7 月實驗室品保

品管 QAQC 分析技術班、8 月食品安全衛生分析技術班、9 月

機能性食品技術與實務班、10 月化妝品有效性評估班。預計 6
月勞動發展署將公佈核定結果。 

5. 科技部補助 2013 年「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

下半年經費已於 2014 年 3 月核撥。2015 年計畫申請自 6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截止於線上收件，8 月 7 日前須備文向科技部

提出申請。 
6. 劉秘書長以亞洲化學聯盟東亞區代表身份，應邀於 4 月 2-4 日參加

在錫蘭舉辦之執委會議(EX-CO)。 
7. 「2014 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將於 7 月 6-11 日舉辦。學會於 4

月透過教育部學前署協助函轉全國國中小組及高中職組學校。

並請高中化學學科中心教師平台轉知全國教師。 
8. 「2014 化學下鄉」5 月於雲林縣虎尾國中舉行記者會，學會由

劉秘書長代表並與計畫主持人淡江大學王伯昌院長及雲林縣政

府教育處共同簽訂合作推廣。 
9. 《台灣化學教育》電子期刊(http://chemed.chemistry.org.tw) 5 月

4 日正式創刊，已取得法國總部核定編碼 ISSN 2312-5780。編

輯部擬考量接續申請 DOI 碼。 
10. 本會劉理事長應物理學會高理事長對於 12 年國教課綱總綱建

言邀請，共同簽署致教育主管單位聲明書。 



11. 「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申請，即將於5月31日截止收件，

歡迎各校踴躍爭取。 
12.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於 6 月 17 日至 19 日假台北世貿南港展覽

館(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號) 辦理台北國際光電週台灣前瞻

學術展，免費提供一海報展示台，供學會參展。 
13. 今年各類獎章已公告，徵求推薦，至 8 月 31 日截止收件，其中

傑出青年將同時考量 2015 年亞洲化學聯盟 Young Chemists 
Award 分析領域角逐人選。 

14. 研究生論文獎徵選已公告，將於 10 月 10 日截止收件，由年會

學術組交通大學應化系籌辦。 
15. 大陸中國化學會 8 月 4-7 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第 29 屆學術年會，

正式邀請劉理事長、陶副理事長及劉秘書長參與 5 日的論壇，

屆時劉理事長將給予 20 分鐘演講。 
16. 第 10 屆亞洲化學編輯學會會議 10 月 11 日將於北京舉行，代表

出席者由學會支應機票及旅費。 
17. 國際會議訊息已公告於學會網頁(chemistry.org.tw)，歡迎瀏覽。 
18. IUPAC 2015 年第 48 屆會員大會暨 45 屆學術會議將於 2015 年

8 月在韓國釜山舉行，論文於今年 12 月至明年 3 月截止收件。 
19. 已分別向中研院及工研院提出化學下鄉計畫經費申請。 
20. 財務報告：(附件 1) 4 月申請取得使用華南銀行 FXML 轉帳系

統並召開財務會議商討網路轉帳之安控流程，已將 USB Key 及

OTP 安全碼晶片分別由不同人持有管控。去年報表以總額法呈

現有助於 5 月底向國稅局結算申報，各類查核經會計顧問顏所

長提出說明要求，確認資料後已電子申報。學會因應全台各項

業務往來擬建置雲端系統並納入財會管理。許自然先生紀念基

金再獲家族挹注 50 萬元捐款。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依委員會筆劃順序) 

    女性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嘉麗 
1.分析化學小組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於中原大學舉辦分析技術



交流會，邀請中研院化學所陳玉如所長專題演講，並參與女化

學家聯誼會召集人中正大學陳皓君教授主持之午餐座談。 
2.為 2015 年將舉辦的第 9 屆『物理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 
  考量如何擴大邀請各科技領域的女性學者參與。 

    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邱美虹(書面) 
 《臺灣化學教育》電子期刊創刊號 ISSN：2312-5780 於 2014
年 5 月 4 日正式推出雙月刊發行，每年於 1、3、5、7、9 及 11
月出刊。定位於立即可用於教學之實務型期刊，適合高國中教師，

及對化學有興趣的國小教師閱讀。敬請踴躍投稿與推廣。 
期刊網址：http://chemed.chemistry.org.tw/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chemed.chemistry.org.tw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茂榮(書面) 
  自 2014 年 2 月 22 日起至 5 月 30 日止，會員異動：晉升永久

會員有 1 人、新加入永久會員有 2 人、新加入普通會員有 6 人、

除籍永久會員 1 人（去逝）；目前會員數共 1546 筆（含名譽 1
人、永久 1420 人、普通 82、初級 1 人、團體會員 42 家）。 

    環境委員會主任委員 凌永健(書面) 
1.本人獲聘 2014-2015 年 IUPAC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 Division 

Committee 的國家代表。相關建議多請指教。 
2.大陸化學會副理事長兼環境化學專業委員會主任江桂斌院士 5
月 2-3 日與大陸、香港、美國共 20 位環化學者，來台參加由

輔仁大學舉辦「第二屆海峽兩岸環境分析化學學術研討會」，

相互學術交流，並討論兩岸環境化學學術合作等未來方向。 
3.協辦由科技部補助 2014 年東南亞國際共同研究暨培訓研習會

「環境保護及綠色科技班」，由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主辦。該

班招收學員以東協國家為優先，補助其在台所有相關費用，受

補助對象含國內外研究生，歡迎理監事推薦。 
4.於 2013 年 11 月主辦之 AOC-4 GSC 學術會議，經審議通過之

論文將刊登於 7 月 JCCS Green & Sustainable Chemistry 專刊。 
5.中央研究院趙奕姼研究員將協助，循例於化學年會中舉辦綠色

永續化學工作坊，所需經費由 AOC-4 GSC 會議餘款支應。 



   「會誌」總編輯 王瑜  
1.「第四屆亞洲-大洋洲綠色暨永續化學研討會」專刊將於 7 月

出版。由清大化學系凌永健教授客座編輯，目前共 21 篇投稿，

此電子專刊將同時印製紙本發行。 
2.明年 (2015)夏季規劃發行 QSCP 專刊  (Special Issue for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Quantum Systems in Chemistry, 
Physics and Biology），中研院化學所許昭萍教授客座編輯。 

3.目前稿源約 3 個月庫存量，且每期準時於每月 1 日前出刊。 
4. Wiley-VCH 每年 5 月將重新思考電子期刊訂購費率，2014 年

定價為 1255 歐元，2015 年調漲 4%為 1305 歐元。回饋金 1500
歐元每年 5 月撥入學會帳戶。 

5.科技部「2015 年度補助全國學術性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

線上申請自 6/1 至 7/31 日截止，JCCS 編輯部循例，將備齊電

子資料，由學會整合提出申請。 
6. JCCS 總編 2015 年將交由中央研究院陶雨臺研究員接任。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台中分會王理事長書蘋(書面) 
1.第 2 次理監事會議於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召開，報告財務並討

論與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系協同舉辦高中學生相關化學活動、化

學學術演講與討論會、2014 年中部企業參訪活動地點。 
2.與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系於 5 月 8 日共同舉辦 2014 先進化學『學

用合一』研討會。40 多位業界及學者專家共襄盛舉，含貴賓

及師生共 170 人與會。安排 4 場產學合作演講、1 場學用合一

座談，同時舉辦口頭論文及壁報論文競賽。 

嘉義分會陳理事長文龍(書面) 
 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七屆)，於 6 月 6 日假五鑫酵素有限

公司召開，邀集中正、嘉義大學教授及中油、產業界等先進，以

地區產學合作概念為討論方向，商討舉辦今年分區年會的時間、

地點與內容。 

高雄分會陳理事長銘田(書面) 
1.今年部分理監事改選，於 5 月 15 日假嘉南藥理大學行政大樓



A6 會議室完成開票作業，由史又南常務監事蒞臨監票，選出

新任理事 7 名、監事 3 名。 
2.分區年會於 5 月 24 日假嘉南藥理大學舉辦，主題為美麗的推

手-化粧品，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講，並舉行居禮夫人及吳健

雄院士海報展；且自 49 篇壁報論文中評選出優秀論文 3 篇、

佳作 2 篇給于獎勵，另頒發分區年度優秀學生獎學金 10 名。 

五、 專案報告： 
     2014 化學下鄉活動計畫 淡大王伯昌院長(高憲章博士代) 

1. 行動化學館車身全新改裝，用葉綠素的立體結構圖當作外裝，

活動中由工作人員介紹與葉綠素分子相關的化學知識。 
2. 化學下鄉活動計劃，截至目前已辦理 131 個場次，預計年底

前完成 170 個場次。 
3. 5 月 13 日在雲林縣虎尾國中舉行記者會，與縣政府教育處簽

訂合作，巡迴推廣虎尾、四湖、林內、宜梧、水林、褒忠、

飛沙、蔦松、口湖與樟湖等國中。 
4. 感謝三福氣體、三福化工、友和貿易、台橡、台灣永光化學、

台灣志氯化學、台灣新日化、台灣默克、長興化學、宗瑋工

業、達興材料等 11 家企業對化學下鄉活動計劃之贊助支持。 

     2014 年化學年會(11/22-23)-工研院 陳哲陽副秘書長 
1. 籌備會學術組任務分配，有議程、論文、研究生論文獎、秘

書等 4 分組，分別由陳俊太教授、孫建文主任、鄭彥如教授

擔任總召。 
2. 議程暫預定邀請鄧青雲教授、碩和電子陳繼仁董事長、美國

華盛頓大學任廣禹教授等蒞臨演講。 
3. 論文領域以分析化學、生物醫學、無機化學、材料化學、有

機化學、物理化學幾大類，再分次領域分類。 
4. 年會網頁已完成規劃及架設，正進行測試中。 
5. 相關活動安排有 Green Campus(ITRI)導覽、科技源頭之旅（台

積電第一座晶圓廠、台灣第一個產業育成中心）、工研院成果

展、化學人知性晚宴活動。 
6. 除以下安排待確認外，若有新議題敬請提供，俾利早期規劃 

         女科技人分享時間（11 月 22 日 12:00~13:30） 



         綠色化學的今日與明日午餐會（11 月 22 日 12:00~13:30） 
         分析小組午餐會（11 月 22 日 12:00~13:30） 
 

討論提案： 
一、 討論提出 2014 年理事選舉參考名單。 

決議：授權由劉仲明現任理事長召集前兩任理事長鄭建鴻教授及 
      潘文炎董事長，召開司選委員會議，討論推薦名單及選務 
      工作，經徵詢被推薦人意願後產出參考名單，並主持辦理 
      2014 年選務，於年會中公開開票且公布結果。 
 

二、 討論修訂「巴斯夫博士生創新論文獎」辦法。 
決議：討論後修正辦法(如附件 2)，於 2014 年開始實施。 
 

臨時動議： 
一、討論化學學術、服務、技術獎章獎金之邀請捐助。 

決議：化學學術、服務、技術獎章，如財團法人中技社同意贊

助，公告受理申請時將於獎章辦法之獎項後註明「由財

團法人中技社贊助」，年會中頒獎時亦宜由中技社代表

人頒發獎金。如其他單位贊助，亦比照相同原則。 

二、討論 2015 年中國化學會年會舉辦地點。 
決議：2015 年年會承辦單位，由劉秘書長協調規劃，洽談有意

願承辦學校提供計劃書，目前意願者優先考量東華大學，

其次為嘉義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