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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會九十三年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日     期： 九十三年二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時正 

地     點： 台灣石化合成公司九樓會議室 

主     席： 吳理事長澄清 

出     席： 依職稱及姓氏筆劃順序(敬稱略) 

理     事： 
 

王  瑜、王文竹、牟中原、吳丁凱、吳澄清、周德璋、 
陳竹亭、陳柏元、陳幹男、黃文樞、張宗仁、蘇宗粲 

監       事： 馬哲儒 

主 任 委 員： 于樹偉、邱美虹、張瑞欽(請假)、楊美惠、廖德章 

工 作 小 組： 吳嘉麗 

總  編  輯： 周金興、林聖賢(請假)、賴重光 

會議聯絡人： 何國榮(請假)、陳耀鐘 

分會理事長： 陳玉惠、陳甫州、馬海怡 

正副秘書長： 劉陵崗、陳哲陽(請假) 

助       理： 力信恩、曹春梅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會務報告： 

1. 向內政部報備九十二年化學年會。整理九十二年會務總報告、
財務報表等。通知各類獎章得獎人並製作各類獎章獎牌。協助
年會籌備會連絡得獎者。佈置學會攤位。 

2. 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委託推薦九十二學年度「科學才能青
年選拔」研究生優良論文活動。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共收八
份推薦書，已轉請學術委員會審查於三月底前推薦。 

3. 九十二年未繳團體會費單位含台科大、逢甲(擬退會)、世強、
花王、興農。 

4. 應國際化學會來函邀請廖俊臣教授代表台灣擔任二○○三-二
○○四年有機及生物分子化學小組(Division of Organic and 
Biomolecular Chemistry)，理事長具名推薦，獲該會回覆廖教授確
認。另推薦劉陵崗教授為國際化學會政策委員會(Union 
Advisory Committee)代表。並去函恭賀加拿大籍 Bryan Henry
教授任副理事長及下任理事長職務及澳洲 David Black 教授任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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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原大學於辦理九十二年年會時配合選出林秉毅、邱慧珊、陳
逸聰等人獲國際化學會最佳壁報論文獎，學會已設計獎狀，並
將以邱慧珊名義加入國際化學會九十三年會員 (affiliate 
membership)。 

6. 元月十九日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法人登記申請，資料含設立許
可書、立案章程、理事會議記錄、理監事名冊、理監事資格證
明(會員證、願任同意書、內政部核准第三十五屆理監事手冊

備查函)、銀行存款證明影本、理監事法人登記專用印鑑及法
人登記聲請書。初步獲電話回應，學會部份章程須依據民法第
四十七條列明相關條文要件。 

7. 吳理事長及劉秘書長代表學會參加十二月十六日在世貿中心舉
辦之台灣化學科技產業協進會成立大會，理事長並獲選為該協
會第一屆理事。 

8. 協辦台灣觸媒學會二○○三年年會及第三屆台灣及印度太平洋
觸媒學會 IPCAT 會議，於十一月十六至十八日圓滿舉行。該
會議以觸媒及沸石研究小組名義捐助學會五萬元經費。 

9. 自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一日起學會辦公室借用中央研究院化
學所 A409 研究室為期五年，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屆
滿，將洽請中研院化學所同意，續借五年。 

10.學會協辦「第九屆台北國際儀器展」將於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
八日假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舉行，主辦單位邀請學會兩位代表
與會。協辦「中華民國高分子聯合會議」，將於二月二十一至

二十二日假淡江大學淡水校區舉行，主辦單位提供學會免費攤
位供學會推廣，學會將贊助周期表掛圖及滑鼠墊作為禮品。詳
細會議內容已公告於學會網頁。 

11.財務報告：（附件一）。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人及總編輯報告 
  

教育委員會邱美虹主任委員 
1. 

 

 

 

2. 

兩岸化學教育研討會 2002 年六月於台灣首次舉辦，2003 年因
SARS 關係延至十月才於大陸廣西舉行，由蕭次融教授及鍾崇
燊教授代表與會。2004 年兩岸化學教育研討會將延至 2005 年
由大陸接辦，2006年再於台灣舉行。 
高中化學種子教師訓練營已向高教司申請計劃通過，核定預算

為二十萬，預計將舉辦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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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委員會：陳幹男教授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科技大學廖德章教授擔任主委。廖教授留學
日、法，且精通英語，經常活躍於國際場合。 

  

       會員委員會葉主委茂榮： 
   1. 
2. 
通過二十五位新申請入會會員(92.11/7-93.2/4) 
總計現有會員 2932人(永久 1367人、普通 884人、初級 681人) 

  

       名詞委員會楊主委美惠： 
1. 
2. 
「化學術語名詞」三月份將召開審查大會。 
IUPAC第 111-113號元素命名尚未公告。 

  

蘇宗粲理事︰近日收到美國化學會的 Chemical Vision 2020電子書其
中有關奈米資料將提供給諸位理監事參閱，對國內化學界之公司

及化學家如何參與奈米工業，以及學會需扮演的角色提供思考方
向。 

  

『化學』總編輯：周金興教授 
 中山大學已順利接辦三年，2003-2005 年將交由中央大學賴重光
教授承辦。 

  

女性工作小組：吳嘉麗教授 
 第三屆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擬於四月二至四日(星期
五至星期日)，假花蓮縣東華大學舉行。目前正問卷徵詢中，歡
迎踴躍參與。 

  

化學與環境委員會于主委樹偉： 
1. 

 

2. 

 

3. 

化學實驗室如何配合教育部環保小組輔導查核計畫，待教育部
環保小組確定今年計劃實施之相關內容，將提報理監事會。 
工研院化學品採購及管理系統軟體，若諸位有興趣今年本委員

會將考量推動，以簡易版提供給學會推廣于各校。 
亞洲化學聯盟清潔生產技術計劃，本人願意代表學會積極聯繫
參與。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新竹分會陳理事長玉惠： 
 協助辦理九十二年化學年會，其中共發表將近一千篇論文，結
餘十萬元繳回學會，少數撥入分會。未來將與工研院及其他學校

協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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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分會陳理事長甫州： 
1. 

2. 

分會通訊選舉(計200人投票)結果，仍由本人接續連任。 
會員因聯繫困難，許多資料已流失。 

  

嘉義分會周理事長德璋： 
  分會過去中油及台糖參與積極，不過在轉型多角化經營後較少

參與，使分會經營較為困難。希望再加努力，未來活動將考量

邀請吳理事長南下，為分會與工業界間搭起聯繫管道。 
  

高雄分會馬理事長海怡： 
   1. 

 

2. 
 

3. 

4. 

三月六日將舉辦長興化工公司南科廠參觀及學術研討會，研討會
主題為奈米材料與化學。 

五月二十二日將假高雄醫學大學舉辦高雄分會年會，主題為生技
與化學。 
分區活動將登入總會網頁公告，並將消息利用電子郵件傳遞。 

分會理監事會近日以電子郵件開會方式，通過有時效性的議案。
  

五、化學學門評鑑規劃 
馬哲儒教授：  
1. 

2. 
 
3. 

4. 

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原大學年會時，召集各校系所說明座談。

截至目前共召開三次起草小組會議及兩次規劃委員會議，其中第
三次起草小組會議以電話會議方式進行，比現場會議要有效。 
將推聘約三十位評鑑委員，諸位若有適當人選，亦請協助推薦。

須公告之相關注意事項及草案將登錄於學會網頁中。 
  

六、九十二年化學年會(11/28-30 中壢市中原大學化學系) 
陳玉惠教授： 
1. 
 

2. 

年會參加人數達兩千人，圖儀藥參展共計六十二個攤位，論文發
表有九百七十一篇(演講82篇、壁報論文889篇)。 

結餘十萬三百二十八元撥入總會，一萬六千元撥入新竹分會。 
  

    七、第七屆國際有機反應國際研討會(12/18-21 ISOR，高雄圓山飯店) 
       周金興教授︰ 

1. 

 
   

該會議已順利舉辦七屆：台北(1988)、日本京都(1991)、台南
(1992)、日本仙台(1995)、新竹(1998)、日本東京(2000)、高雄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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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包括台灣、日本、美國、韓國及大陸共五國三百二十位學者

參加，其中國外學者六十四位。大會演講者兩位，主題演講者三
位及邀請演講者六十一位，壁報論文發表六十四篇。會議涵蓋目
前化學領域中之熱門議題，且與國內高科技產業有密切關聯，促

進與會者間有機化學領域之相互了解與交流，亦提高國內產學界
之研究水準。 

  

    八、第九屆台北國際化學會議-分析化學(10/29-11/1/ ICCT，台灣大學) 
       何國榮教授(書面報告) 

1. 
 
 

   
2. 
 

 
 
3. 

 
 
4. 

與會近三百二十人，順利假台大凝態中心及體育館舉行。會議有
口頭演講及壁報論文，講員共三十七位，含大會演講者五位、主
題演講者四位、邀請演講者二十八位，壁報論文發表一百三十六

篇。 
增加國內和國外九位與會學者之間交流砌磋機會，於會前會
(10/29 日交通大學、東吳大學)及會期中安排九位學者至其他學

術單位作專題演講或參觀實驗室。例如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安排
Hian Kee Lee蒞所專題演講等。 
論文數在過去4年間增加快速，成長5%。藉著ICCT的機會與國
際知名學面對面長時間接觸和討論，獲得的啟示與經驗非常寶
貴，對青年研究者尤其有幫助。 
分析化學領域廣泛，所包含的儀器、技術及應用又有相當的差異

性。ICCT 依循往例邀請光譜、質譜、電化學及層析等領域學者
與會。展望未來，各單一領域都會有足夠的研究人員，舉辦特定
領域研討會。 

 

    九、中國化學會九十三年年會 中興大學化學系 
       陳耀鐘教授 

1. 
2. 
 

 
3. 
 

4. 

暫定於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大會貴賓主題演講將再邀請李院長，接續去年中原大學『致力化
學動態學四十年』，尚未講完之後面二十年回顧。第二天擬考量

邀請中研院前副院長陳長謙院士蒞會演講。 
去年兩岸分析化學會因 SARS關係停辦，今年將於年會後接續舉
行。 
因本人將於七月底卸任系主任工作，建議推聘本校理學院鄭政峰
院長擔任年會籌備委員會主委，保持延續性。七月底後新任系主
任也會幫忙。 

 



 6

 討論事項：  
  

一、 擬提聘九十三年部份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總編輯。 

決議： 同意聘任國際關係委員會廖德章主任委員、『化學』賴重光總編
輯、九十三年年會籌備委員會鄭政峰主任委員。 

  

二、成立司選委員會辦理九十三年部份理事通訊改選事宜。 

決議： 由現任吳澄清理事長召集，聘請前兩任理事長彭旭明教授
及李鍾熙院長擔任司選委員。 

  

三、討論學會年費收費作業及英文會員證明。(附件二) 
決議： 為便利會員繳付相關費用將採劃撥及信用卡傳真兩種繳款

方式併陳。通知繳款表單定案如附。 
  

四、請討論是否承接淡江大學授權本會出版之『化學、食品與社會』教科

書及學會出版品合作規範。 
決議： 同意接受淡江大學授權出版，相關合作內容請出版委員會

王主委再與淡江大學協定。出版品合作規範亦請出版委員會

再研究修訂，提報下次理監事會。 
  

五、請討論協辦兩岸奈米科學與技術研討會及學會主協辦會議之規範。 
決議： 同意協辦兩岸奈米科學與技術研討會。學會主協辦會議之規範

將請秘書長、學術委員會及國際關係委員會考量後另提案討

論。 
  

臨時動議： 
  

『化學、食品與社會』教科書擬引用學會出版品『最新元素週期表』 

決議： 同意引用，請註明版權所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