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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會 2021 年第 1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日  期：2021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00~4:30 
地  點：YMCA 台北青年國際會館 城中會館 2 樓 [201 室] 

 （臺北市許昌街 19 號 2F） 
主  席：理事長 李芳全  

出 列 席：以下敬稱略，含候補（依姓名筆劃順序） 
4 4 屆 理 事：王克舜、何麗貞、李芳全、李謀偉、林俊成、邱家守、 
     張俐巧、張繼綱、許千樹、陳玉如、陳委承、楊吉水、 
     蘇玉龍 
44 屆候補理事：李光華 
44 屆監事：方俊民、王伯昌、凌永健、彭旭明、劉緒宗 
秘 書 長：趙奕姼 
副秘書長：洪煥毅 
主任委員：張一知（出版）、林萬寅（名詞）、洪克銘（財務）、

蔡易州（國關）、邱美虹（教育）、陳建添（學術）、

凌永健（環境） 
顧  問：周芳妃 
總 編 輯：林嘉和、楊吉水 
2021 年會籌備會代表：李光華、謝發坤 
學會助理：黃鴻裕、陳美如、錡卉婕、詹于穎 
理事：應出席 21 人、實際出席 13 人；監事：應出席 5 人、實際出席 5 人 

《44、45 屆新選任理事介紹》 
何麗貞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精密化學品事業部副總經理 
李宗銘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所長 
李謀偉 李長榮集團總裁 
周必泰 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兼新興物質與前瞻元件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林俊成 清華大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邱家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張繼綱 長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長 
陳玉如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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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承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生命科學事業體總經理 
楊定亞 東海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葉晨聖 成功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蘇玉龍 暨南國際大學應用化學系特聘教授  

《44 屆廷任理事介紹》 
王克舜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逸萍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副所長 
李芳全 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長兼顧問  
許千樹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講座教授     
陳淑慧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楊吉水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張俐巧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研發長    
梁文傑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鄭政峯 國立中興大學名譽教授 

《44、45 屆新選任監事介紹》 
方俊民 台灣大學化學系特聘教授 
王伯昌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研發長 
凌永健 清華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消基會檢驗長 
彭旭明 台灣大學化學系特聘研究講座 
劉緒宗 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選舉》 
常務理事、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監事選舉 
選舉結果： 

常務理事：王克舜、李芳全、周必泰、陳玉如、陳淑慧 
理 事 長：李芳全 
副理事長：陳玉如 
常務監事：彭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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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儀式》 
常務監事主持監交，請新舊任理事長交接任務 

《致贈感謝牌》 
 感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玉龍特聘教授/校長於2019-2020年間擔

任本會第 43 屆理事長，領導會務，貢獻卓著，謹代表全體會員，

申致謝忱。 
 感謝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陶雨臺特聘研究員於 2007-2020 年間

擔任本會理事、監事、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本會《會誌》總編

輯等重要工作，長期參與會務，積極奉獻，不遺餘力，謹代表全

體會員，申致謝忱。 
 感謝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王瑜院士於 2001-2020 年間擔任本會理

事、監事、本會《會誌》總編輯等重要工作，長期參與會務，積

極奉獻，不遺餘力，謹代表全體會員，申致謝忱。 
 感謝淡江大學化學系吳嘉麗榮譽教授於 2004-2020 年間擔任本會

理事、監事、女性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等重要工作，長期參與會

務，積極奉獻，不遺餘力，謹代表全體會員，申致謝忱。 
 感謝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陳哲陽博士於 1999-2020
年間擔任理事 6 年、本會副秘書長 11 年，長期參與會務，積極奉

獻，不遺餘力，謹代表全體會員，申致謝忱。 

一、 主席報告：首先感謝各位的支持，有機會為化學會服務，很高興

此次理事委員來自業界人士相當多，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使命，就

是如何的把學界跟產業界做更密切的結合，也是我未來 2 年努力

的目標。 
二、 會務報告： 

1. 國際純化學暨應用化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近日公布「化學與化學工程傑出女

性 獎 」（ Distinguished Women in Chemistry or Chemical 
Engineering)得獎人，全球共 12 位傑出女科學家膺選。本會教育

委員會主任委員邱美虹特聘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



4 
 

研究所)榮登台灣第一位獲此殊榮之女科學家。 
2. 2021年加入 IUPAC 個人會員共計 4名，分別為李芳全理事長、

凌永健教授（清大化學系）、陳錦章教授（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

育與應用系）、謝季吟教授（屏科大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名單

已於 2 月 9 日報送 IUPAC 秘書處。 
3. 2021 年 3 月 12 至 14 日將辦理「2021 化學年會‧國立中央大

學‧台灣」，學會為指導單位，中央大學與財團法人中大學術基

金會為主辦單位。開幕典禮將在 3 月 13 日，敬請踴躍參加。  

4. 化學年會因受 COVID-19 影響延期舉辦，循例於年會中舉行之

理（監）事開票工作，乃改期於今年 1 月 8 日假中央研究院化

學所順利完成開票作業，由陶雨臺監事、趙奕姼秘書長、洪克

銘財務主委等共同監票。 
5. 學會於 2 月 22 日發文函覆亞洲化學學會（Federation of Asian 

Chemical Societies, FACS）胡紀如總會長，有關 2019 年第 18 屆

亞洲化學大會暨第 20 屆亞洲化學學會聯盟會員大會經費收支

以及相關通知，同時並副知 FACS 執委會成員及清華大學副校

長陳信文。本會回覆之內容本於 FACS 章程，並經諮詢法律顧

問。 
6. 科技部核定通過 2021 年「補助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

務」核定同意補助學會新臺幣 300 萬元。 
7. 感謝東海大學化學系楊定亞教授，於 2 月 18 日捐款新台幣 2 萬

元整，台中分會專款專用。 
8. 財稅事務： 

(1) 2020 年綜合所得稅之各類所得網路申報己於 1 月 20 日完

成。 
(2) 2 月 22 日會計師完成 2020 年第 4 季帳務查核。 
(3) 陳報 2020 年第 4 季財務報表。 

 
三、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編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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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淑慧（書面） 
1. 女化學家聯誼會成立於 2002 年。2021 年由輔仁大學化學系李

慧玲主任擔任召集人，台北科技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系暨有機

高分子研究所張淑美主任擔任副召集人。 
2. 2021 年 2 月 9 日第四屆的全球女化學家早餐連線（Global 

Women Breakfast, GWB, https://iupac.org/gwb/），在中山大學的

吳慧芬教授和台師大的邱美虹教授積極聯絡安排下，順利以視

訊會議形式辦理完竣，參與人數約 40 人。  
3. 女化學家召集人李慧玲主任於 3月 7日規劃跨校的一日 STEM

女性教育者工作坊，將在輔仁大學辦理。 
4. 女化學家午餐分享會循往，謹訂 2021 年 3 月 13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4 時假國立中央大學舉行，感謝李慧玲主任邀請安排

以下三場分享：(1)輔仁大學化學系楊小青教授—理論化學走

上實踐之路；(2)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鄭淑華教授—擁抱埔里；

(3)國衛院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林淑宜研究員—妳／你

的日子我懂。 

工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逸萍（書面） 
1. 籌備年會 3 月 13 日產學論壇： 

(1) 蘇玉龍理事長於 2 月 22 日召開線上會議，由李芳全副理

事長、趙奕姼秘書長、王逸萍主委、呂家榮教授、洪煥毅

博士參與，共同籌備 3 月 13 日年會下午 5 時 20 分至 6 時

50 分產學論壇，期使各界先進踴躍參加、收穫豐富。 
(2) 會議主題定為「產學平台面面觀—需求與資源」，將邀請業

界／學界人士提供業界對人才與研究的需求、國內的產學

平台資源等資訊。 
(3) 會中將同時收集資訊，瞭解化學會可以著力之處。 

2. 化學化工產業簡介編輯小組： 
(1) 蘇理事長建議學會應編製一份普羅大眾可以瞭解的文宣，

介紹全球與台灣的化學、化工產業的資料，目的是讓年輕

人(尤其學生)暸解他們的職涯方向，擴大而言，讓社會大

眾知道化學、化工產業維繫全民生計的貢獻度。 
(2) 理監事會議以及後續討論曾提出 A.可以從化學下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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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製作的海報內容為基礎；B.請業界公會協會等團體提供

資訊；C.加入台灣的成功例子等。 
(3) 此任務歡迎新任理事加入討論，並徵求小組召集人，以利

後續工作之進行。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洪克銘（請參見附件財報、提案七） 

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邱美虹（參見提案五、六）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俊太（書面） 
1. 會員數進行調整，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未繳會費人員，將暫

不列入本會總會員數。（贊助會員及 2021 年會新加入尚未計

入） 
2. 自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 2021 年 2 月 22 日止，會員異動資料

見名冊：新加入普通會員 3 名。退出永久會員 2 名。截至目前

為止，中國化學會會員數共計 1991 名。（含名譽 1 名、永久

1680 名、普通 189 名、初級 70 名、團體 51 家）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建添 
 亞洲化學編輯學會（Asian Chemistry Editorial Society, ACES）
預計 4 月 26 日召開視訊會議，在會中將選出亞洲代表性榮譽學

者，以往台灣都沒有積極推薦人選參與角逐，希望在座的理監事

們可以踴躍推薦，能有機會爭取榮譽。 

環境委員會主任委員 凌永健 
聯合國大會於 2015 年批准「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該議程包含 17 項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IUPAC 於同一

年度開始以此為發展指標。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機構專刊於

2019 年 4 月創舉公布「大學影響力排名」(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s)，將大學的教學產研能量轉化成對全球 SDG 的貢獻度

進行排名，這與傳統以教學和研究表現卓越為重點的大學排名完

全不同。  
國內大學因應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倡議及影響力排名公布，開始將教學產研的成效標示 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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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化學學術界則是採將「OO 化學」精進為「綠色 OO 化

學」做法；化學會於 2010 年起開始辦理「綠色化學與永續生活

論壇」，並於 2011 年將「介紹及推廣最新之綠色/永續化學與技

術」加入「化學與環境委員會」的任務。未來 2 年環境委員會本

於此責任，擬將「綠色永續化學對 SDG 的貢獻」向外（社會大

眾）推廣及向下（高中職以下教育）紮根列為重點工作。 

實驗室安全工作小組召集人 梁文傑（秘書長趙奕姼代為報告） 
1. 學會集眾人之力所編撰之三份實驗室化學安全影音教材：《實

驗室化學安全教育》、《實驗室玻璃儀器》以及《實驗室壓力

系統》，於寒假期間透過學會平台轉發分享給各校化學、化

工、材料、高分子、環工、藥學、生科等化學相關科系，及

轉發分享給台灣毒物學學會、中國生理學會、台灣藥理學

會、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臺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

會、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台灣農業化學會、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台灣化學產業協

會，做為安全宣導及內部教育訓練所用。 
2. 學會 110 年將向行政院環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提出「實

驗室化學安全指南（第三期）」的計畫申請，除繼續撰寫指南

的工作，亦擬併入實驗室化學安全教材之製作。為擴大參

與，已邀請各分會參與審查工作。 

《化學》總編輯 林嘉和（書面） 
1. 工作報告： 

(1) 2020 年《化學》數據回顧：第 78 卷共出版 4 期，每期準

時出刊，收錄 28 篇文章，總頁數 346 頁。總支出為

NT$141,462。《化學》自 2020 年起不定期刊載「化學新知」、

「實驗室化學安全」、「年輕化學家介紹」等專欄，內容頗

受好評。 
(2) 2021 年《化學》第 79 卷已規劃出版 4 期，第 1 期主題為

「表面顯微分析技術」，將收錄 6 篇專題論文及數篇專欄。

本期由陳巧貞教授（成功大學化學系）擔任客座編輯，預

定於 3 月底出版。其餘 3 期已陸續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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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學》長期徵求「化學新知」及「原創論文」，歡迎理監

事多加利用與推廣。 
2. 今年經費使用情形：目前尚無。 

《會誌》總編輯 楊吉水 
1. 工作報告： 

(1) 2020 年數據回顧： 
A. 2020 年 5 月 Wiley 提供之 2019 年下載數據如下︰論文

付費總下載次數 94,123 次，與 2018 全年（81,699 次）

相比，增加 15.2%。下載國家分布：台灣 5%，中國 32%，
美國 13%，印度 5%，其它地區穩定成長。（Wiley 將於

5 月底前提供 2020 年數據。） 
B. 收到來自 45 個國家共 585 篇論文，與 2019 年相比，投

稿篇數年增率為 4.5%（2019 投稿來自 42 個國家共 560
篇論文）。處理完畢 560 篇，接受刊登 163 篇，刊登率

29.1%；退稿 397 篇，退稿率 70.9%。 
C. 2020 年出刊 12 本，總篇數 223 篇，平均每期 19 篇；

總頁數 2,258 頁，平均每期 188 頁；收錄 25 篇專刊稿

件，4篇 Invited Paper，4篇Communication，8篇Review，
2篇Note，180篇Original Article；經費總支出為$650,400
（印刷、郵資、審查費及編輯部零用金）。 

D. 審查者來自 28 個國家，294 位審查者，審查者以國內

為主(55%)，中國次之(20%)，其餘為印度(6%)、伊朗(4%)、
土耳其(2%)、美國(2%)、日本(2%)…等。配合審查政策

調整，國外審查者比例近兩年已逐步增加。 
E. 2020 年 3 月出版「鄭建鴻教授 70 大壽生日專刊」，收

錄 12 篇論文；12 月出版「18th ACC 專刊」，收錄 13 篇

論文。 
(2) 投審稿系統（ScholarOne）運作簡要：截至 2 月 20 日止已

收稿 74 篇。（2020 同期：70 篇；2019 同期：63 篇）。 
(3) 專刊出版事宜： 

A. 3 月出版「牟中原教授 70 大壽生日專刊」，客座編輯為

成大化學系林弘萍教授與同步輻射中心陳錦明博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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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17 篇論文。 
B. 2022 年春天規劃出版「李遠鵬教授 70 大壽生日專刊」，

客座編輯為清大化學系陳益佳教授及交大應化系刁維

光教授，目前已有 27 位教授應允投稿。 
(4) 編輯部工作紀要：截至 2 月 20 日止，Early View 稿件 70

篇，作者校稿及排版中稿件 18 篇，稿件庫存量約 4 期。 
2. 出刊狀況：1 月 1 日至 3 月 3 日，經費支出$110,927 元。 
3. 數據統計：1 月 1 日至 2 月 20 日收到來自 15 個國家共 74 篇

稿件，處理完畢 33 篇，接受刊登 1 篇，刊登率 3%，退稿 32
篇，退稿率 97%。 

四、各分會理事長報告： 
嘉義分會 古理事長國隆（書面） 
1. 2021 年 2 月 23 日假嘉義綠野珍餐廳召開嘉義分會 2021 年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 第 10 屆會務相關資料已完整移交予第 11 屆總幹事。 
3. 工作計畫：(1)預定今年 7 月中至 8 月底辦理產業參訪活動。

(2)預定今年 9 月辦理嘉義分會年會，將以「新穎化學分析技

術於產業上的應用」為主題。(3)預定今年 6 月 17 日下午 5:30
分召開嘉義分會第 2 次理監事會議。 

五、專案報告： 
化學下鄉活動－計畫主持人王伯昌 
 化學下鄉活動自 2011 年推動以來，至今仍持續辦理中。同時

也非常感謝默克公司一直以來在贊助這個活動，默克總公司將我

們選為全世界七個模範之一，作為研究和教育的夥伴，我們是亞

洲唯一的一個，也因此深感榮幸。今年規劃辦理化學下鄉活動十

周年之回顧，因受到疫情影響不便辦理大型活動，而改以製做十

周年回顧的繪本並拍攝影片，待疫情好轉另行擇期辦理。此外，

亦有規劃將這個活動跟美國化學會或其他化學活動結合之想法。 

2021 年化學年會籌備會代表－中央大學（簡報） 
1. 場地規劃：中央大學大禮堂 1F 至 3F、教學研究綜合大樓 B1

至 4F、資策會（工程二館）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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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報名人數：截至目前 1511 名報名、參加晚宴 208 人。（持續

更新中） 
3. 參展狀況：展覽攤位 52、徵才攤位 5、預估攤位總數 57。 
4. 大會資料袋、禮品預估 1700 份。 
5. 參訪規劃：規劃 2 個場次參訪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分別為 3 月 13 日下午 2:00 及 3:00 各一場；3 月 13 日上午報

到台受理報名。 
6. 各組投稿篇數：有機化學 143 篇、無機化學 157 篇、分析化

學 132 篇、物化化學 114 篇、生化化學 57 篇、綠色化學 53
篇、光電材料化學 71 篇、奈米孔洞材料化學 38 篇、化學教

育 4 篇、產業應用化學 16 篇、其他化學 22 篇，總計 807 篇。 
7. 防疫措施： 

(1) 年會舉辦或延期將依循指揮中心辦理公眾集會之相關規定：

大會實名制、配戴口罩、量體溫控管、備酒精消毒、午餐

隔板。 
(2) 疫情擴大之加強措施：取消晚宴點心改用餐盒。 

 
討論提案： 
一、 提聘第 44 屆正副秘書長、各委員會主任委員、計畫主持人、顧問

等，請核定。 
秘書長：趙奕姼     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邱美虹 
副秘書長：洪煥毅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委：蔡易州 
工業委員會主委：王逸萍   會員委員會主委：陳俊太 
女性工作委員會主委：陳淑慧 獎章委員會主委：周必泰 
出版委員會主委：張一知   學術委員會主委：陳建添 
名詞委員會主委：林萬寅   環境委員會主任委員：凌永健 
財務委員會主委：洪克銘   化學安全工作小組召集人：梁文傑 
顧問：周芳妃      化學下鄉活動計劃主持人：王伯昌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提聘中國化學會會誌總編輯、常務編輯、編輯委員及國際編輯諮

詢委員，請核備。 
總編輯楊吉水、常務編輯陳榮傑、陳錦地、鄭原忠、蔡易州、曾

韋龍、編輯委員詹益慈、張一知、陳浩銘、陳銘洲、鄭彥如、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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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岡、鍾文聖、許昭萍、許良彥、黃志清、黃暄益、黃景帆、洪

政雄、鄭如忠、李進發、梁蘭昌、林俊成、林弘萍、林伯樵、林

文偉、王朝諺、孫世勝、曾炳墝、王家蓁、吳春桂、吳明忠、吳

耀庭、顏宏儒、國際編輯諮詢委員 John P. Attfield、Gabriele Centi、
Hai-Lung Dai、Hian Kee Lee、Todd L. Lowary、牟中原、彭旭明、

Masaya Sawamura、Kirk S. Schanze、Brian M. Stoltz、Timothy M. 
Swager、陶雨臺、王瑜、Vivian W.-W. Yam，以上共 48 位，任期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提報 IUPAC 2022 至 2023 年國家代表選舉候選人名單，請核備。 
說明：IUPAC 徵求 2022 至 2023 年國家代表選舉候選人選。在國

際關係委員會的推薦下，秘書處徵得以下會員之同意，已於 1 月 
28 日完成提名： 
教育委員會代表候選人台灣師範大學邱美虹教授、 
無機化學領域代表清華大學化學系蔡易州教授、 
有機化學與生物分子化學領域代表候選人中研院化學所孫世勝教授、 
高分子領域代表候選人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陳俊太教授、 
化學與環境領域代表候選人清華大學化學系凌永健教授、 
化學與人類健康領域代表候選人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簡敦誠教授。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有關國小自然科教師資格及國高中實驗室管理員建議兩函文，提

請通過。 
說明： 
1. 國小自然科師資以理工背景授課教師比例偏低，教育品質堪

憂；國高中實驗室缺乏管理人員，許多學校的實驗教室功能未

能充分發揮，不易落實探究與實作和實驗課程。故教育委員會

以及環境委員會建議學會發文至教育部，請政府部門正視該

等現象，並提出部分學會可協助之處。 
2. 科教學會以及物理教育學會亦有意同步向教育部發聲。 
決議：照案通過。 

五、 「化學元素週期表環島之旅」移展計畫，本會如何協同辦理，提

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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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為國際元素週期表年，在教育委員會的籌劃下，本會

與臺師大共同辦理在全台五大科學展館之特展，透過化學、科

技、生活、歷史、藝術、性別、永續等面向，帶領民眾認識週

期表知識及相關議題，深獲好評。 
2. 為進一步擴大教育功能，至 2021 年 3 月止已辦理「化學元素

週期表環島之旅」移展計畫，將特展內容轉化為微型展覽形式，

深入全臺國中及高中展覽，在 40 餘所學校各展覽 1 至 2 週，

獲在地教師之支持並自發地發展配合展覽之學習單以及活動，

更增益學習樂趣。 
3. 前述活動辦理所需預算，由臺師大向政府單位申請經費、本會

向業界募款，不足之處由本會支應。新的年度即將開始，故提

請理事會討論如何繼續辦理。 
4. 今年執行預算尚需新台幣 198 萬元：包含人事費 70 萬元、展

品運送費 96 萬元、展品出版費 32 萬元。其中展品運送費的

部份可能獲得教育部補助。 

決議：學會當全力支持此項有意義的活動，請邱主委續向教育部

申請經費，人事費用 70 萬元由學會向企業募款請求贊助，不足

之金額，乃由學會支持。（註：展品出版費用相關討論見 2020 年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六、 教育委員會提請同意追加中文版互動式週期表 APP 預算，以做教

學推廣之用。 
說明：APP 軟體開發維護費同意補助新台幣 8 萬元整，並額外編

列年度 APP 使用維護費，業經 2020 年第 3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在

案。本此提請追加臨時工資、專家出席費、會議餐費、海報設計

費及雜支等預算計新台幣 10 萬 8,698 元。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追加新台幣 10 萬 8,698 元補助預算。全案

總計補助新台幣 18 萬 8,698 元，並逐年編列 APP 使用維護費。 

七、 2021 至 2023 年執行 FACS 任務所需之財務預算，提請通過。 
決議：通過核撥經費新台幣 115 萬元，供補助 FACS 會長（含 Past-
President 期間）及秘書長兩員主持及出席 FACS EXCO Meeting 之

經費 85 萬元，並預編 30 萬元用於 FACS EXCO Meeting 以外需

代表 FACS 參與之國際重要會議差旅費。後項需於會前向本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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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請，經理事長同意後報支。所有動支於會後實報實銷，以不

與 FACS 或邀請單位之財務支持重複為準則。 
 

八、 主協辦會議提請通過。 
淡江大學化學系申請協辦 2021 美國化學會台灣分會研究生研討

會「2021 The 5th ACS Taiwan Chapte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預定 2021 年 5 月 1 日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九、 2020 年企業贊助名單提請通過，同意列為本年度之贊助會員。 
說明：依據本會章程第 7 條辦理，2020 年贊助單名如下： 
1. 化學年會獎章贊助單位：許自然基金會、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Tokyo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范道南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昭鼎紀念基金會、財

團法人中技社、友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築夢投資份有有限公

司、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 
2. 化學下鄉贊助單位：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台橡股份有限

公司、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