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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會 2019年臨時理監事會議記錄 

日  期：2019年 9 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2:30~5:00 

地  點：YMCA台北青年國際會館 城中會館 2樓 [203室] 

 （臺北市許昌街 19 號 2F） 

主  席：理事長 蘇玉龍  

出 列 席：以下敬稱略，含候補（依姓名筆劃順序） 

43 屆理事：李謀偉、周必泰、周芳妃、周禮君、凌永健、許千樹、 

梁文傑、陳玉如、陳淑慧、楊吉水、謝興邦、蘇玉龍 

43 屆監事：吳嘉麗、陶雨臺、劉緒宗 

秘書長：趙奕姼 

主任委員：吳嘉麗(女性)、周必泰(獎章)、洪克銘(財務)、楊吉水(國關)、 

陳俊太(會員)、凌永健(環境) 

化學實驗室安全小組召集人：梁文傑 

總編輯：陶雨臺 

分會理事長：新竹 侯敦仁、台中 楊定亞 

2019年會籌備會代表：主委陳逸聰、副主委羅禮強 

Asian Chemical Congress 籌備會：主席胡紀如、秘書長劉陵崗、黃文傑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公司代表：吳菁正(總經理)、許瑀彤、張雁屏 

學會助理：黃鴻裕、陳美如、錡卉婕、詹于穎、劉載春 

理事：應出席 21 人、實際出席 12人；監事：應出席 5 人、實際出席 3 人 

一、 主席報告： 

 此次會議係針對亞洲化學大會及中國化學會年會籌備狀況，以

及學會秘書處彙整提出的綜合事項進行報告，請在座委員踴躍給

予建議。 

二、 專案報告： 

 2019年化學會年會籌備會代表－台大陳逸聰（簡報） 

1. 籌備會任務分組：議程組、學術組、公關組、場地組（壁報

論文獎）、大會組、會計組、研究生論文獎。今年的化學年

會，台大全系師生動員投入大會工作，多次召開會議討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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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細節，近期亦進行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場地探勘，

期使大會能盡善盡美。 

2. 研究論文獎：規劃 12 月 7 日下午先行於台大化學系積學館

進行口試。分組：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

學、生物化學、新創藥物、應用化學、化學合成研究生（碩

博生）論文獎及新秀獎（大專生）等 9大獎項。 

3. 壁報論文獎：12月 8 日於 TICC 的一、二樓會場進行評比，

預計有 400 份壁報，分二梯次進行，評審委員 20 人，預計

頒發 40個壁報獎。 

4. 此次台大協助安排 14 個場次的分組演講議程，邀請年會

plenary 講者 1 位、國外講者 10 位、國內講者 52 位（詳見

簡報）。 

5. 中國化學會年會邀請函、宣傳海報等均已如期寄發，亦廣邀

廠商贊助手冊廣告，並向台大校方申請會議部份補助，以期

對此次活動經費有所溢注。 

 2019年亞洲化學年會籌備會代表－清華大學胡紀如主席（簡報） 

1. 18ACC 大會謹訂 12 月 8 至 12日在 TICC 辦理，因為我們在

台灣非常設機構，故在無人力及財力支援等艱難的狀況下辦

理本大會。在此也特別感謝在座部份理監事等成員給予財務

上之援助。 

2. 目前在議程安排及規劃由劉秘書長陵崗教授及台大化學系

梁文傑教授等人統籌、場地及其他雜項等規劃委由艾力得國

際會議顧問公司統籌。 

3. 就較具代表性的九項業務說明現況：(1) 產業及 Entreprenenr

座談會、(2) FACS 四十周年慶、(3) ACS／RSC／ACES／

GDCh／IUPAC-ChemRAWN／俄羅斯科學院、(4) 諾貝爾獎

得主、(5) Keynote Speakers、(6) Presidential Symposium、(7) 

女性科學家座談會、(8) Asian Rising Star、(9) Best of the Best 

Prizes（BBP）。財務狀況上，目前第(1)、(2)項籌募仍有不足，

仍持續努力，還請大家提供任何可能募款對象；第(3)項正在

募款中；第(4)、(5)項已完成籌款；第(7)、(8)、(9)項財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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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足。 

4. 以下募款可能對象仍持續進行中：三福化工、李長榮化工、

旭富製藥、遠東（新世紀、東聯）、台灣神隆、台耀化學、藥

華醫藥、浩鼎生技、醣基生醫、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吳健

雄學術基金會、智榮基金會及各家藥品廠商等。 

5. 報名及投稿統計資料：（統計至 9月 16 日止） 

(1) 會議報名人數：台灣 422 人、國外 708人 

（目前國外報名人數已達預期（650 人）之目標，本國人

的報名人數仍在衝刺中） 

(2) 18ACC 投稿篇數：總稿件篇數 612 篇 

(3) Best of the best prizes（BBP）報名：52人（13 個國家） 

6. 目前遭遇問題： 

(1) 攤位銷售數字還未達成預期目標，仍因此次會議剛好與

10 月的儀器展期太近，許多儀器公司因此無撥預算參與

我們的圖儀藥展（攤位至多可設 80 個，目標招商 60 個，

目前僅達成 34個）。 

(2) 來訪外賓之接待細節安排。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公司補充說明 

1. 重要會議及空間的規劃： 

(1) 12 月 8 日安排中國化學年會會議在 TICC 大會堂進行，

同時 FACS 會員大會亦在同一天舉行，晚上並規劃在

TICC 一樓辦理歡迎酒會；12 月 9日 ACC 會議議程正式

展開，分八個組別不同場次同時段併行；晚間主席邀請重

要外賓赴圓山飯店晚宴；12月 11日晚在大直典華規劃大

會晚宴，學生以外所有報名者皆得參加。 

(2) 一樓設置報到台、展場跟 poster 海報板設置在大會廳及

週遭的展覽區、可設置 58 個攤位、總計設置有 200 個

poster 看版。 

2. 報名及投稿統計資料：（更新胡主席資訊，統計至目前為止） 

(1) 會議報名人數：台灣 594 人、國外 724人。（註記：報名

人數不代表已繳費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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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ACC 投稿篇數：總稿件篇數 640 篇。 

(3) Best of the best prizes（BBP）報名：57人（14 個國家）

國內人數 594人、國外人數 724。 

3. 收支預算：（統計至目前為止） 

(1) 收入部份： 

政府補助等暫估為 390 萬元左右（其中經濟部補助額度

如未達目標參與人數則補助金額將減少）；廠商攤位收入

暫估 564 萬；報名費收入暫估 875 萬，總計約 1829 萬。 

(2) 支出部份： 

TICC 場地租金 245 萬、設備租金 98 萬、其他系統設備

69 萬、會場佈置 191 萬、印刷文宣 180萬、社交活動 337

萬、貴賓接待及獎金籌備費等 206萬、工作人員費 75 萬、

其他行政費 52萬、會議公司顧問服務費 174萬，總計約

1627萬。 

 化學會綜合報告：（趙秘書長） 

1. 在宣傳部份，除發公告，蘇理事長已拜會輔大、師大、中興、

中正、嘉義、中央、淡江、高醫、成功、東海、台大、中山

等 12 所大學化學系。另並致函各化學相關科系主任，建議

以研究生移地學習的角度給予學生參與大會的機會、邀宴學

會歷任理事長及秘書長、積極參與各分會活動等，加強宣傳

ACC 及年會。 

2. 為增加國內師生參與度，學會發起「本年度無研究計畫師生

補助」，目前已報名人數所需經費 24.2 萬元，學會已獲業界

捐款 20 萬元，目前還有 4.2 萬元之缺口，還請大家協助牽

成。 

3. 統計至目前為止，報名投稿已繳費的有 534 人（含國外的

205 人），距離目標報名人數 2000 人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不含受邀演講者所投之 ACC 摘要，國外約 400 篇，國內約

100 篇，投稿年會部份約 12 篇 Poster。 

4. 經費收支狀況，目前的收入 1408萬元、預期支出 2101 萬元

（包含 ACC 胡主席提出之未來 FACS 運作費 240萬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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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93萬元之資金缺口。 

5. 學會與會議公司簽訂之委辦合約，目前因部份合約部份文字

內容與胡主席未能達成共識，故尚未完成簽約。 

三、討論事項： 

1. 如何增加註冊以及投稿人數，請提供意見。 

建議： 

(1) 國外報名人數目前已達 700 多人，至於國內報名的人數

400 多位，仍有努力之空間，還請在座各位委員回學校再

努力加強宣導，鼓勵師生踴躍報名。（許千樹） 

(2) 今年報名及投稿截止的期限較往年提早，需特別提醒師

生報名的期限，以免錯失。（許千樹） 

(3) 中國大陸學者來台參與會議，因受政治因素影響，參加人

數未能如期，建議透過學校名義邀請來校訪問，以增加申

請來台之成功率，藉此也邀請其參加 ACC 會議。亦請在

座各位委員積極邀請其他鄰近國家學者來台與會。（許千

樹） 

(4) 此次 ACC 會議在台舉辦，並得與化學年會合併辦理，實

屬難得之機會，需再加強宣導讓大家知悉國內師生免出

國也能參與國際會議、報名化學年會就需先註冊 ACC 會

員等訊息。（許千樹） 

(5) 開放募集化學相關科系的學生來擔任 ACC大會工讀生，

一則增加與會人數，除鼓勵學生參與會議增加見聞，二則

可節省人事成本。（洪克銘） 

(6) 大會報名、重要議程、大會籌組委員會等網頁，建議中英

文對照，並加強 ACC 報名網頁及台大化學年會網頁的連

結，讓報名者更易瀏覽。（洪克銘、陳逸聰） 

2. 如何增加廠商攤位以及單位資助，請提供意見。 

建議： 

(1) 國內的參展廠商對於參展天數及參展可觸及的目標對象

仍有疑慮，學會可加強宣導年會與 ACC 係同時辦理，並

考量給予廠商參展天數之彈性。（許千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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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大化學系與艾力得國際顧問會議公司合作，全力投入

協助廠商攤位招商及募款。（陳逸聰） 

3. 主協辦單位定位確認。 

決議： 

 主辦單位為 FACS、地主國（Hosts）為中國化學會、台灣

大學、清華大學、暨南大學。ACC 文宣列名版面呈現內容請

統一版本。 

4. 合約內容請確認。 

決議： 

 乙方負責管理 ACC 所有相關財務之收支與紀錄。其餘細

節交由八人小組再行討論。（欲修改之合約版本見附件。） 

5. 其他建議： 

(1) 請大家利用本身的職務，協助動員系上師生，儘量參加

與其相關領域的組別，充足人氣，讓會議圓滿成功。（許

千樹） 

(2) 為加強訊息的流通及資金收支的透明性等，請會議公司

主動將各項訊息通知學會，建立共同的雲端資料庫，可

幫助判斷會議辦理進度。例如今日會議公司報告內容的

原始資料、講者與貴賓處理狀況等。（趙奕姼） 

四、臨時動議： 

案由：日本化學會明年 4 月將辦理 100週年慶祝大會，邀請台灣

的學者出席會議，促進年輕化學家雙方交流，日方請我們協助提

供他們訂定主題之建議。（許千樹） 

決議：授權由蘇理事長與台灣大學化學系陳逸聰教授討論後，協

助提供主題建議。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zAzmcW4Mr3T9WwrLYJJXv6rjRp93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