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化學會九十一年第二次(三十四屆)理、監事會議紀錄 
 

日   期： 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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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竹、牟中原、李鍾熙(請假)、吳丁凱、吳天賞

(請假)、林聖賢(請假)、吳澄清、周大新(出國)、周德璋、

施顏祥(請假)、陸天堯、陳竹亭、陳柏元(請假)、陳秋炳

(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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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進財、陳長謙(請假)、陳幹男(請假)、趙桂蓉 

(鄭淑芬代) 

 監    事： 馬哲儒、黃鎮台(請假)、劉兆玄 

候補監事： 方俊民 

 主任委員： 于樹偉(請假)、王松茂(請假)、邱美虹、張瑞欽(出國)、

楊美惠 

 總 編 輯： 周金興(蔣昭明代) 

 分會理事長： 陳甫州(出國)、蔡世榮 

 祕 書 長： 呂光烈 

副祕書長： 陳哲陽 

 紀     錄： 曹春梅 
  

表    揚： 一、 感謝牟中原教授主辦九十一年台北國際會議-材料化學

(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nference, Taipei-Materials Chemistry / 
ICCT)，盡心戮力，圓滿成功，對我國國際聲望之提昇，卓
有貢獻。 

二、 感謝洪永叁教授於民國八十九、九十年間擔任『化學』

總編輯，盡心戮力，貢獻良多。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會務報告： 

1. 寄發二千八百份會員會費及訂刊費公告，並通知七月將調整

會費、各區連絡站、重點活動。發函各團體會員會費及未來

將加強產、學聯繫公告。 



2. 本會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委託推薦九十學年度「科學才

能青年選拔活動」研究生優良論文選拔活動，由學術委員會

陸天堯主委召集相關作業，結果已於三月底向中華文化復興

總會推薦台灣大學王家蓁、清華大學林嘉和、台灣大學陳祺

共三位學員之博碩士論文，擬提報理監事會追認。 

3. 學會向全國七百家公私立國高中理化老師推廣學會出版

品，並邀請加入學會成為會員。 

4.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主辦之『第四十二屆全國中小學科學

展』，今年延至八月舉行，因原設獎辦法已取消，學會將支

持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設「青少年科學家培育計劃」提供必

要之輔導。 

5. 協辦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由淡江大學吳嘉麗教授

聯繫。 

6. 由理事長具名發函邀請七十週年慶十八位國外貴賓。 

7. 五月底將發函各大專院校化學相關系所，邀請推薦即將畢業

之博碩士論文角逐九十一學年度「科學才能青年」獎，並將

聯繫請國科會化學中心網站配合公告。 

8. 五月底將發函各團體會員、相關單位，邀請推薦九十一年各

類獎章候選人。 

9. 將 Excel會員檔轉為 Access資料庫，並轉請會員委員會配合
整理。 

        10. 李鍾熙理事轉來 IUPAC、UNESCO、UNIDO三組織共同主
辦之安全訓練課程，已轉呈化學與工業委員會及陳哲陽副秘

書長，擬分發各工業界團體會員參考，並聯結於學會網頁。

        11. 六月將寄發公告，接受會員推薦九十二年理事候選人。 

        12. 九十年成功大學化學年會財務提報。 

        13. 財務提報。(附件一)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教育委員會邱主任委員美虹：邀請九位(朱文祥、季振平、段連運、

胡美玲、常文保、許遵樂、郭祥群、陸靖、薛芳渝)大陸學

者參與化學教育會議。 

    1.第三屆化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訂於5/31-6/1日假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舉辦。 



 2.第一屆海峽兩岸化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訂於 6/3-4日假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舉行。 

國際關係委員會陳主委幹男：(書面) 
    1.

 

 

             

             

2. 

 

 

 

3. 

      

      

4. 

代表參加 3/28-31日在吉隆坡分別舉行之亞洲化學聯盟第四十
一屆執行委員會議 (41st FACS EXCO/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 )及亞洲化學教育會議(Asia Pacific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Chemical 
Education)。 
第四十二屆執行委員會議將於二○○二年十二月假孟加拉舉

行，第十屆亞洲化學聯盟學術會議(10ACC)將與第八屆歐亞化
學會議(Eurasia Conference on Chemical Sciences/EuAsC2S-8)合
併於二○○三年假越南舉行。 
FACS Awards 將於近日發佈徵求提名；Foundation Lectureship
以無機、生物無機、有機金屬為考量；Young Chemist Award
以物化為考量。 
化學教育會議尚有台灣師大科教所邱美虹教授、清大通識教育

中心傅麗玉教授與會。 

名詞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美惠： 
    1.

 2.

3.

『化學名詞-化合物』審查作業，有機、無機組均已完成，

目前正進行最後校對，預計六月能如期定稿，『化學命名原

則』亦將於勘誤確認後再印刷出書。 

擬向國立編譯館建議修訂再版『化學術語』。 
與大陸合作兩岸名詞整合相關作業正積極了解中。 

        會員委員會葉主委茂榮： 

       總計現有聯絡會員 2937人，含永久會員 1391人，普通會員
931人，初級會員 615人。 

        學術委員會陸主委天堯： 
      1.

 2.

       

提報九十年度『科學才能青年選拔』論文審查結果，擬請追認。

規劃會議：今年本會七十週年年會將於 10/25-27日舉辦、華
人有機化學(沙晉康教授)與華人無機化學研討會(劉瑞雄教

授)將於11/8-10日舉行，二○○三年中日有機化學研討會(周
金興教授)將於5/23-25日舉行、ICCT-分析化學會議(楊末
雄教授)預計於五月舉行，二○○五年將規劃 ICCT-有機合



 成，含奈米相關議題，擬於下次會中提報。 

化學與工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柏元：(陳哲陽副秘書長代) 
    1.

 2.

 

 

3.

草擬委員會簡章，提請討論。 

委員會規劃建立專家資料庫，擬考量結合學會會員資料庫、全

國科技資訊網路，含國內書目資料庫(博/碩士論文)、國科會

研究計劃資料庫一併架構。 

建議成立化學會之專屬獨立網站。 

       『會誌』林總編輯聖賢：(書面) 
      1.

      

     

2. 

將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簽署五年

合作計劃建置電子期刊，朔自創刊號起將完整收錄，未來紙

本將與電子期刊同步出版。 

將與 Journal Server Trust-Digital Library合作海外電子期刊發
行計劃。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蔡理事長世榮： 

1. 

2. 

    

    

3. 

中原大學化學系同意接辦二○○三年化學年會。 
5/22 日邀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陳文章教授專題演講
“Polymer Inorganic Oxide Composite Films for Optoelectronic 
Applications”。 
六月下旬舉辦會員大會並改選第二十屆分會理監事。 

       台中分會陳理事長甫州：(書面) 
      1.

2. 

   

3. 

3/21日舉辦中區理監事會，決議將與朝陽科技大學應化系合
辦「高中職校生之生物化學營」，並贊助活動經費三萬元。

將持續與國立台中圖書館舉辦生活化學講座，並配合推派教

授參與。 
靜 宜 大 學 應 化 系 翁 榮 源 主 任 建 立 化 學 教 育 網 站

http://chemwww.pu.edu.tw歡迎參考使用。 

       高雄分會范理事長進財：(書面) 
1. 

   

九十年度會務：9/13日協辦 Dr. J.R. Jocelyn Pare專題演講“環
境友善綠色新科技之應用-微波處理技術”假高雄師範大學 
舉行。11/30日舉辦台鹽公司生技一、二廠及台南科工區參



   

2. 

      

觀活動。12/28-30日協辦九十年化學年會假成功大學舉行。
九十一年度會務：1/30協助中國工程師協會高雄市分會推薦
及選拔傑出及青年工程師。2/7-3/31日辦理分區獎學金申 
請。3/1 日舉辦九十年度第四次理監事會並參觀統一公司。
3/25 日邀請十二家廠商贊助九十一年度年會特刊廣告及摸
彩品。3/29-4/10日選舉九十一年度理監事，范理事長繼續連
任。4/17日九十一年度理監事當選通知。4/26日舉辦九十年
度第五次理監事會及九十一年度第一次理監事會並參觀中 
鋼公司，6/7 日舉辦九十一年度分區年會，邀請長興化工公
司楊文雄董事長專題演講“由傳統化工業邁向高科技化工
業”及工研院翁政義董事長專題演講“奈米科技”。 

五、二○○二年第八屆台北國際化學研討會-材料化學(91,2/23-26 ICCT)
牟中原教授： 

本次會議由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共同承辦，假國立台灣大

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共五百人與會，主題為與半導體

IC 產業相關之材料化學，邀請四位歐美日國際知名專家學者
大會演講，二十七位國內外學者邀請演講(國外六人)，二十

場口頭論文發表會及一百四十六篇壁報論文，除對材料化學

議題有重大貢獻外，結合中國傳統節日「元宵節」之安排，

讓與會國外學者感受貼心與熱鬧氣氛，圓滿成功，為學會結

餘二十六萬六千一百元。 

六、九十一年化學年會(91,10/25-27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石油公司)
陸天堯所長： 

將由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原分所與中國石油公司共同承辦，

假中油公司信義區會場舉行，擬請理事長出面邀請中油陳董

事長及潘總經理擔任籌委會相關委員，初步規劃安排兩位諾

貝爾化學獎得主 R. Noyori 教授及 H. Shirakawa 教授為
Keynote Lectures，並於有機材料、無機、物化及化學教育等領
域安排 Plenary Lectures。 

   七、亞洲化學聯盟Newsletter總編輯 
        周大新教授：(陳哲陽執行編輯代) 

今年三月號已出版，並於四月中下旬寄發各會員國，陳幹男

教授也利用參加第 41st FACS EXCO會議的機會於吉隆坡會



場發送。印刷費將由廣告收入(澳洲化學會、ChemEdit、John
Wiley)及亞洲化學聯盟補助款支應。 

 討論事項：  

 一、追認學術委員會推薦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九十學年度「科學才能青

年論文選拔」名單。 

決議： 同意追認。推薦台灣大學王家蓁、清華大學林嘉和、台灣大

學陳祺三位學員之博碩士論文。 

 

二、討論學會出版品『化學、醫藥與社會』作者回饋案。 

決議： 每印行一千冊，回饋作者一百本，超過一百本後，作者得以

定價六折購書，並朔自第二刷施行。 

 

三、推舉九十二年理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決議： 依據章程規定應推薦二十七位候選人，參考名單擬定中，請理

監事推舉，另發函公告由會員推薦，最後名單將徵求被提名人

意願，並提報下次理監事會核備。 

 

  四、討論是否承辦大學化學系評鑑工作。 

決議： 將進一步了解相關細節，若學會責無旁貸，必要承辦此評鑑

工作，敬請諸位理監事及會員們協助配合。 

 

五、討論化學與工業委員會簡章。(附件二) 

決議： 通過修正如附。 

 

六、討論是否同意支助台灣觸媒學會舉辦第三屆印太觸媒與第二十一屆台灣

觸媒聯合研討會。 

決議： 學會歷年經費，常賴舉辦國際性會議結餘支應。學會支持化

學各領域舉辦大型研討會，並歡迎以學會名義辦會籌款。

 

七、九十二年化學年會舉辦地點。 

決議： 依據新竹分會協調結果，歡迎中原大學承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