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化學會九十年第㆓次(㆔十㆕屆)理事會議紀錄

日　 　期：九十年㆕月㆓十六日（星期㆕）㆘午㆓時㆔十分正

㆞　 　點：台灣大學化學系會議室

主　 　席：彭理事長旭明

出　 　席：依職稱及姓氏筆劃順序

 理    事：王瑜（請假）、牟㆗原、李鍾熙、吳㆜凱(王競文代)、吳㆝賞

、林聖賢(林森茂代)、吳澄清、周大新、周德璋(請假)、

施顏祥(代)、陸㆝堯、陳竹亭、陳柏元、陳秋炳、葉茂榮、

董騰元(請假)、潘文炎(請假)、廖俊臣、蘇宗粲(請假)。

 候補理事：楊末雄（請假）、范進財（請假）、陳長謙（請假）、陳幹男、

趙桂蓉。

 主任委員：王松茂(請假)、陳文源(請假)、楊美惠。

 總 編 輯： 洪永叁(請假)。

  年會籌委會主委：何瑞文(葉茂榮代)、林孝道(黃克峰代)。

 分會理事長： 陸大榮、蔡世榮(請假)、張瑞欽(出國)。

 祕 書 長： 呂光烈。

 紀     錄：曹春梅。

頒發感謝牌：

   ㆒、感謝靜宜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籌辦八十九年年會

   ㆓、感謝國家高速電腦㆗心何智雄博士建立推廣化學資料庫。

報告事項：

   ㆒、主席報告：略

   ㆓、會務報告：

1. 向內政部提報八十九年第㆕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會員大會及九

十年第㆒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函請核定嘉義分會之章程簡則，

核備學會最新章程，備查理事長移交清冊，核定第㆔十㆕屆理

監事簡歷冊及新任秘書長。內政部覆函請補充歷年制財報及修

正章程第十㆓條及第十七條內容。於㆕月十日再提送八十八年

年度報表及章程修正。



2. 學會出版品「生活㆗的化學科技」影帶自八十九年十㆓月㆔日

起至九十年㆓月㆓十五日止在台視頻道圓滿播出㆒季，台視擬

考量將該節目提報於電視金鐘獎角逐，並有意代理推廣至國內

外相關媒體，該案已轉呈出版委員會參卓。

3. ㆗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委託推薦八十九學年度「科學才能青年

選拔活動」研究生優良論文活動。學術委員會陸主委因推薦學

生角逐，委請陳竹亭教授召集審查。

4. ㆓○○○年太平洋國際化學會議（The 2000 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ngress of Pacific Basin Societies）主席 LeBel

博士來函感謝學會捐款並寄贈兩本論文集。

5.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主辦『第㆕十㆒屆全國㆗小學科學展』，㆔

月㆓十六日理事長出席台北國立藝術館頒發國、高㆗第㆒名化

學獎獎牌(國㆗組第㆒名高雄市立五福國㆗及高㆗組第㆒名台北

私立再興㆗學)，共發六千元圖書禮卷，八位前㆔名指導老師贈

閱「化學」㆒年。

6. 國際化學會通知我國九十年會費為㆒萬六千美元，比前㆒年增

加兩百美元，已函請㆗央研究院補助，亞洲化學聯盟因去年及

今年我國為主辦會員國免繳會費，目前因未收到亞洲醫藥化學

聯盟繳費通知單，尚未向㆗研院提出申請。

7. 代國際化學會(IUPAC)受理個㆟會員 (Affiliate Membership)

申請，國內共有王文濱、方泰山、劉春櫻、曾惠芬、何佳安、

洪㆖程、陳玉如七位專家學者加入。

8. 美國化學會來函邀請參加其成立㆒百㆓十五週年紀念，理事長

已備賀函委請劉行讓教授於出席㆕月㆒日研討會(Celebrations

during the 221st Nation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時轉達

祝賀之意。

9. 澳洲化學會擬與本會合作相關出版事宜，該文已轉請出版委員

會及國關委員會研究。

10.依據國家圖書館來函學會提送『生活㆗的化學科技』錄影帶㆚

套及『化學、醫藥與社會』教科書以為典藏。

11.國立編譯館函請學會推薦「化學名詞」修訂版之審查委員名單，

經名詞委員會考量推薦，已於㆕月十㆔日覆函。



12.擬函向台灣大學與華南銀行說明 OMCOS-11與學會之關連性。

13.九十年各級會員繳費，仍依循去年未調整，近日將公告各會員。

14.「化學」第㆒期已出版共計發書㆓千㆕十九本，六月份仍可準

時出刊，明年將由㆗山大學接辦，㆗央大學有意願接辦再㆘㆒

屆出版事宜，洪總編輯預計今年年會時開會決定。「會誌」已順

利出刊第㆓期，共計發書國內外有七百七十本。

15.財務報告：（附件㆒）。

   ㆔、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及總編輯報告

        教育委員會牟主委㆗原教育委員會牟主委㆗原教育委員會牟主委㆗原教育委員會牟主委㆗原：：：：奧林匹亞工作與學術小組於㆕月㆓十㆔日假

師大開會決議

         1.

         2.

我國參加國際化學奧林匹亞選訓計畫第㆔十㆕至㆔十五屆由彰

師大籌備(㆓○○㆓年第㆔十㆕屆荷蘭參賽計畫需於今年五、六

月間提出)，第㆔十六至㆔十七屆由高師大籌備。

㆓○○五年第㆔十七屆國際奧林匹亞競賽計畫書，比照物理㆓

○○㆔年主辦模式，由學術委員會提出㆔年競賽命題與準備題

研究計畫書。

        國際關係委員會陳主委幹男國際關係委員會陳主委幹男國際關係委員會陳主委幹男國際關係委員會陳主委幹男：：：：

         1.

            

            

         2.

第九屆亞洲化學聯盟(Federation of Asian Chemical

Societies,FACS)和第㆔十八屆國際化學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IUPAC)之學術研討會

(Chemical Congress)暨 FACS第十㆒屆和 IUPAC第㆕十㆒屆會

員代表大會(General Assembly)，及醫藥學會議(Asian

Federation of Medicinal Chemistry Congress)之㆔合㆒會議，

將自今年六月㆓十九日開始在澳洲布里斯本召開，七月㆒日至

六日亞洲化學聯盟和國際化學聯盟之化學學術研討會將同時混

合舉行，只要繳交 700元澳幣註冊費兩項聯盟之化學學術研討

會均可參加，但是參加亞洲化學聯盟化學學術研討會也需註冊

費 300美元。註冊在六月㆓十五日(Late Registration)截止。

國際化學聯盟之組織及工作內容將陸續調整，各學門之委員會

將隨著任務導向編組，工作效率大變革，改善過去保守的形式，

同時增加會員國的參與；每項工作計畫均將接受申請、審查和



         3.

執行效益等評量。

亞洲化學聯盟之組織及各項計畫也將透過㆒工作委員會進行組

織再造的工程，增加亞洲化學聯盟之功能性質，此項工作將由

我國主導，敬請提供改革方向和方案。

        名詞委員會楊主委美惠名詞委員會楊主委美惠名詞委員會楊主委美惠名詞委員會楊主委美惠：：：：依據國立編譯館來文，考量推薦㆓十五名審

查委員供參卓。

         1. 為求「化學名詞」修訂版之審查作業能符合專業需求並順利推

展，遂參考過去委員名單，考量專業領域（以有機、無機、有

機金屬、㆝然物/生藥為主，涵蓋分析，放射化學，高分子化學，

         2.

酵素化學等）之平衡，並酌增具科學教育或化學教科書編寫背

景之學者參與。

主任委員彭旭明、副主任委員楊寶旺、委員方泰山、何子樂、

何國榮、吳永昌、林志彪、吳明忠、林振東、林萬寅、吳嘉麗、

周大新、施正雄、洪永叁、洪伯誠、張文章、葉文彥、楊吉水、

靳宗玫、楊美惠、楊圖信、劉廣定、劉緒宗、廖俊臣、魏和祥

等共㆓十五名教授。

        會員委員會葉主委茂榮會員委員會葉主委茂榮會員委員會葉主委茂榮會員委員會葉主委茂榮：：：：

         1.

            

            

         2.

本會現有會員 8612㆟(含永久、普通、初級會員)，保持聯繫並

填妥基本資料者 2640㆟，包括永久會員 1288㆟，普通會員 956

㆟，初級會員 396㆟。另有團體會員 62個單位，聯絡員 80㆟。

本會新入會會員名單(90年 1月~90年 4月):共計 63㆟，名單

如附件㆓。

        財務委員會陳主委文源財務委員會陳主委文源財務委員會陳主委文源財務委員會陳主委文源：：：：(彭理事長代)

陳主委多次表明請辭之意，擬委請高雄分會張瑞欽理事長擔任

主任委員，本㆟也將參加今年高雄分會年會，屆時將當面請託。

   ㆕、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台㆗分會陸理事長大榮台㆗分會陸理事長大榮台㆗分會陸理事長大榮台㆗分會陸理事長大榮：：：：

         1.

          2.

          3.

舉辦『邀請專題演講暨座談會』--由加拿大環境部環境技術研究

㆗心 Professor J. R. Jocelyn Paré 主講

至九十年㆔月止，分區經費結餘為新台幣 247,400元整。

第十七屆理監事已於㆔月份選出，總計有㆓十㆔位理監事(附件



㆔)，由台㆗榮總醫研部陳甫州先生擔任理事長㆒職。

       高雄分會張理事長瑞欽高雄分會張理事長瑞欽高雄分會張理事長瑞欽高雄分會張理事長瑞欽：：：：(書面)

         1.㆓月十㆔日於成功大學華立廳舉行學術專題演講，邀請成大化

工系劉瑞祥教授演講 GI塑膠光學元件之製造及工業應用及翰立

光電公司研發部陳來成經理演講 OLED-顯示器的未來明星科

技。感謝成大葉茂榮教授協助策劃，相關演講內容將刊登於本

分會年會特刊。

          2. 八十九年第㆔次理監事會及九十年度第㆒次理監事會訂於五月

㆕日㆘午六時㆔十分於高雄國賓飯店舉行。會㆗將報告改選結

果並選出新任理事長，議決年會日期及預算，決定本年度分會

          3.

優秀獎學金得獎名單。

年會特刊至五月十日截稿，歡迎各理監事賜稿。

五、㆓○○㆒㆓○○㆒㆓○○㆒㆓○○㆒年第十㆒屆年第十㆒屆年第十㆒屆年第十㆒屆IUPACIUPACIUPACIUPAC有機金屬在有機合成之應用有機金屬在有機合成之應用有機金屬在有機合成之應用有機金屬在有機合成之應用(90.7/22-26 (90.7/22-26 (90.7/22-26 (90.7/22-26 OMCOSOMCOSOMCOSOMCOS-1-1-1-11)1)1)1)

陸㆝堯教授：

1. 目前接受國內外論文有㆓百五十㆒篇，國內外註冊約㆔百㆟，預

計將超過五百㆟與會。

2. 國內論文延至五月十五日截止收件。

3.已向國科會、㆗研院、教育部卓越計劃申請經費，感謝台灣石化

吳總經理捐助㆒百萬元，及維向科技捐助五十萬元經費。

六六六六、、、、㆓○○㆓年第八屆台北國際化學研討會㆓○○㆓年第八屆台北國際化學研討會㆓○○㆓年第八屆台北國際化學研討會㆓○○㆓年第八屆台北國際化學研討會----材料化學材料化學材料化學材料化學(91.2/23-26(91.2/23-26(91.2/23-26(91.2/23-26 ICCT) ICCT) ICCT) ICCT)

牟㆗原教授：

          1.

           

          2.

          3.

          4.

經費約需兩百萬元，向台大及㆗研院申請五十萬元，國科會申請

㆒百五十萬元。

擬向台大第㆓活動㆗心租用場㆞，以節省經費。

六個主題含：OLED、孔洞、奈米、表面、分子、物理的特性等

邀請五位 Plenary Lecture Speakers，國外十㆕位 Invited

Lecture Speakers，國內預計邀請十五位。

吳澄清理事：建議邀請工業界如萊德、台達電等公司相關㆟員演講，並向工業

界廣為宣傳。



七七七七、九十、九十、九十、九十年化學年會年化學年會年化學年會年化學年會----成功大學化學系成功大學化學系成功大學化學系成功大學化學系

何瑞文主任：(葉茂榮教授代)

1. 場㆞：已先預定。

2. 時間：暫訂十㆒月㆔十至十㆓月㆓日，若遇選舉日則順延㆒週

                (12/7、8、9)。

 討論事項：

　㆒　㆒　㆒　㆒、請討論學會出版品之發行㆟應如何列名、請討論學會出版品之發行㆟應如何列名、請討論學會出版品之發行㆟應如何列名、請討論學會出版品之發行㆟應如何列名。。。。

決議：同意列名當屆理事長，並請向經濟部㆗央標準局註冊學會相關商標。

㆓㆓㆓㆓、追認核定名詞委員會推薦之國立編譯館、追認核定名詞委員會推薦之國立編譯館、追認核定名詞委員會推薦之國立編譯館、追認核定名詞委員會推薦之國立編譯館「化學名詞」修訂版審查委員「化學名詞」修訂版審查委員「化學名詞」修訂版審查委員「化學名詞」修訂版審查委員。。。。

決議：同意追認及備查。

㆔㆔㆔㆔、核定學術委員會推薦之㆗華文化運動總會八十九年、核定學術委員會推薦之㆗華文化運動總會八十九年、核定學術委員會推薦之㆗華文化運動總會八十九年、核定學術委員會推薦之㆗華文化運動總會八十九年「科學才能青年論「科學才能青年論「科學才能青年論「科學才能青年論

文選拔」得獎名單文選拔」得獎名單文選拔」得獎名單文選拔」得獎名單。。。。

決議：依據兩階段審查結果同意推薦清華大學楊豐瑜(博士)、台灣大學

黃聖言(博士)、清華大學戴麟靄(碩士)㆔位學員。

        ㆕㆕㆕㆕、、、、核定參加國際化學會第㆕十㆒屆會員大會核定參加國際化學會第㆕十㆒屆會員大會核定參加國際化學會第㆕十㆒屆會員大會核定參加國際化學會第㆕十㆒屆會員大會    （（（（41st IUPAC General Assembly））））、、、、亞洲化亞洲化亞洲化亞洲化

學聯盟第㆔十七屆執行委員會會議學聯盟第㆔十七屆執行委員會會議學聯盟第㆔十七屆執行委員會會議學聯盟第㆔十七屆執行委員會會議((((37373737thththth EXCO Meeting EXCO Meeting EXCO Meeting EXCO Meeting))))    及第十㆒屆會員大會代表及第十㆒屆會員大會代表及第十㆒屆會員大會代表及第十㆒屆會員大會代表。。。。

決議：國際化學會/第㆕十㆒屆會員大會委請彭旭明教授、李鍾熙主任、

廖俊臣教授、陳幹男教授為代表，牟㆗原、周大新、呂光烈㆔位教

授為觀察員。

亞洲化學聯盟/第㆔十七屆 EXCO及第十㆒屆會員大會李鍾熙主任、

陳幹男教授及周大新教授為 FACS官方代表，陳哲陽組長(工研院化

工所應化組)為學會代表、羅蕙蕙博士為觀察員。

其㆗彭旭明教授、廖俊臣教授、陳幹男教授、陳哲陽組長㆕位代表

之經費擬向㆗央研究院申請補助。

五五五五、學會如何加強與建立學術及工業間之聯繫機制、學會如何加強與建立學術及工業間之聯繫機制、學會如何加強與建立學術及工業間之聯繫機制、學會如何加強與建立學術及工業間之聯繫機制。。。。

決議：同意成立委員會推動化學學術與工業間之聯繫，委由陳柏元理

事擔任主任委員並請研究規劃後提案討論。

六六六六、學會如何協助延續國家高速電腦㆗心對化學資料庫之推動、學會如何協助延續國家高速電腦㆗心對化學資料庫之推動、學會如何協助延續國家高速電腦㆗心對化學資料庫之推動、學會如何協助延續國家高速電腦㆗心對化學資料庫之推動。。。。



決議：請彭理事長邀集相關同仁，拜會國科會主委以表達化學界對該

資料庫之重視與肯定。

七七七七、學會是否考量接受國科會化學㆗心委託辦理、學會是否考量接受國科會化學㆗心委託辦理、學會是否考量接受國科會化學㆗心委託辦理、學會是否考量接受國科會化學㆗心委託辦理「全國研究生化學研究邀「全國研究生化學研究邀「全國研究生化學研究邀「全國研究生化學研究邀

請研討會」請研討會」請研討會」請研討會」。。。。

決議：原則同意，請學術委員會研究推動辦法並提㆘次理監事會㆗討

論。

八八八八、學會是、學會是、學會是、學會是否承接國科會科學週否承接國科會科學週否承接國科會科學週否承接國科會科學週((((九月九月九月九月))))相關內容規劃及推廣相關內容規劃及推廣相關內容規劃及推廣相關內容規劃及推廣。。。。

決議：原則同意，請學術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及工業相關委員會共同

研究並提㆘次會議㆗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