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須知

 1.  本期刊刊登與化學相關的中文稿件，刊登之學術論文分為：專題回顧 (special review)、回顧論

文 (review article)、原創論文 (original article)、通訊論文 (communication)、化學教育 (chemical
education)論文等。學術及化學教育論文稿件，均須經編輯委員或專家審核。另有化學新知及一

般報導之文章。一般報導部份，刊登所有與化學有關的活動報導，如專家演講、化學界的動態、

學術研討會、大學院系、研究機構、及化學產業之介紹、國內外學人介紹、讀者來函及學術會

議通知等。

 2.  來稿請務必以 Word 軟體，雙列距 (double space) 於 A4 格式上。本刊提供格式 (template) 歡
迎下載及索取。

 3.  除通訊論文外，所有學術論文均須含 300 字以內之中文、英文的摘要及關鍵詞 (key words)。

 4.  附表須同時以中文述明題意，置於表首，附圖亦須以中文敘述圖意，置於下方，並將表、圖附

於檔案中，且縮小後 (約 60%) 仍清晰可辨，最好請另附原圖，以利排版。單位須用 SI 制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5.  請將您的 Word .doc 檔案，請將檔案電郵至 csltchemistry@gmail.com 化學編輯委員會收，檔案

格式需使用 Word .doc 檔，關於圖形則可使用 Chem Draw 軟體。另外請您儘量使用 PC 系統，

對我們排版會更迅速，若不方便，則請使用 Macintosh。

 6.  中文譯名請參考教育部公佈之化學命名原則及化學工程名詞解釋。第一次在文章中出現的專有

名詞，請附英文名稱。

 7.  當文章內需引證文獻時，請在右上方標示數字，並依序標列於參考文獻中，參考文獻請註明作

者姓名、期刊或書名、出版年份、卷數或版數及頁數，請注意粗體、斜體及標點符號的使用，

範例如下：

(1) 陳志鴻、王心心，〈引用生成函數法求原子的 Term Symbols〉，《化學》，第四十七卷，

第40頁，1989。
(2) 吳嘉麗，《化學、醫藥與社會》，臺北，中國化學會，2013 年。

(3) Zen, J.-M.; Tang, J.-S. Anal. Chem. 1995, 67, 1892.
(4) Kahn, O. Editor, Molecular Magnetism; VCH: New York, 1993.
(5) Chan, A. S. C.; Laneman. S. A. 1993, U.S. Patent 5, 198, 561.

 8.  本刊對一般報導的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被刪改者，請預先聲明。已接受刊登之學術及化學教育

論文，其稿件版權屬「化學」期刊所有，且稿件更改內容時，須經總編輯的同意。

 9.  學術及化學教育論文應附 「論文投稿登記表」(Cover Letter)，作者兩人以上時，請以上標”*”
註明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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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論文投稿登記表
(Cover Letter)

作者：(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題目：(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稿為：

 原創論文，且未投稿其他期刊。    回顧論文

 化學新知                        通訊論文

 化學教育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作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

詳細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 一般報導等非學術性文章不需填此表格。

2. 可複印使用。

3. 請詳閱“投稿須知”。
4. 請將您的 Word .doc 檔案，請將檔案電郵至 csltchemistry@gmail.com

      編輯委員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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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歡迎各院系、研究機構、公司、企業及中國化學會會員提供

下列稿件：

1. 化學新知介紹。
2. 公司、企業及研究機構介紹。
3. 人物介紹（原則上，新進人員優先介紹，可採用一般系所簡介中
人物介紹之方式，每位以一頁篇幅，內容包含個人學歷、經歷

資料、專長及著作）。

4. 112 年 6 月專題報導主題為「高分子、超分子、巨分子：大分子
化學的進展」，預計收錄多篇回顧性論文。此外，亦將收錄《實

驗室化學安全》及《化學新知》等專欄，敬請期待。

來稿請寄：

中國化學會 化學季刊編輯部
詹于穎小姐收

TEL: (02) 2653-0323  E-mail: csltchemistry@gmail.com
(112-114年由東海大學化學系王迪彥教授擔任總編輯，負責編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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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會會務報告暨得獎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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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會 2023 年會務報告………………….……….……..…………………….…… A2

2021年全年及2022年第1 3 季收支報告表（附表1）.….………………...………………..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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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 3季基金收支表（附表 6）….………………………………………..…………. A16

2022年第3季財產目錄（附表7）……………...…………………………………………... A17

2023年收支預算（附表 8）……………………………………………………………….. A18

2023、2023 2024 年理監事與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名錄………………………………..….. A19

2023、2024分會理監事名錄………………………………………………………………. A21

得獎人資訊

2022年「特殊貢獻獎」得獎人…………………………………………………………...…. A22

2022年「化學學術獎章/中技社化學學術獎」、「化學服務獎章」與「化學技術獎
章」得獎人……………………………………...……………………………………….….. A23

2022年「傑出青年化學家獎章」得獎人…………………………………………………… A26

2022年「《中國化學會會誌》最佳論文獎」得獎人…………………………………………. A27

2022年「《化學》最佳論文獎」得獎人……………………………………………………… A28

2022年「永光綠色化學研究論文獎」得獎人………………………………………………. A29

2022年「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得獎人………………………………………………. A30

2022年「巴斯夫碩／博士生創新論文獎」得獎人………………………………………… A31

2022年「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得獎人………………………………………………… 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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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會2023年會務報告

<第 44 屆理事會第 3 次年報>

一、會員

1. 學會現有個人會員2,201人、團體會員53個單位。學會網頁提供會員登入查詢會

籍與更新機制，凡會員住址變更或服務機構異動，請主動登入學會網站，或聯

繫本會進行更新（Email：ccswww@gate.sinica.edu.tw或電洽02-5572-8573），以

免資料投遞錯誤，漏失權益。

2. 學會網站改版，提昇網站的搜尋引擎友善程度、使用者瀏覽體驗、網頁載入速

度與資訊安全性， 網頁內容精彩多元， 歡迎瀏覽（chemistry.org.tw）。官方

YouTube頻道於2021年9月上線，2022年上傳歡慶化學會成立90週年特輯及系列

演講、全國化學實驗教學交流會、化學年會論壇、《實驗室化學安全教材》系

列影片等多部影音內容，總觀看次數至2022年7月21日止，已突破1萬次，歡迎

瀏覽（https://www.youtube.com/@CSLT-TW）。

二、出版

1. 《中國化學會會誌》（Journal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JCCS）
a. 學會會員可連結查閱Wiley網站平台之《中國化學會會誌》電子版。

b. Wiley提供JCCS 2021年全年下載數據︰(1)總下載次數次125,008次，與2020
年92,805次相比，增加34.7%。(2)下載國家分布：臺灣6%、中國40%、美

國9%、日本、埃及、南韓皆為4%、德國、土耳其為3%，其它地區保持穩

定。（2022年5月提供）

c. 2022年共出刊12本，總篇數179篇。2022年1月出版「李遠鵬教授70大壽生

日專刊」，收錄20篇論文；2022年8月4日為化學會90週年生日，JCCS於8月
出版「中國化學會創會90週年慶祝專刊」，收錄34篇論文。

2.《化學》

a. 季刊電子文章提供學會會員免費全文下載與一般大眾付費下載，季刊網址

https://dx.doi.org/10.6623/chem，請多加利用及推廣。《化學》長期徵求原創

論文，來稿形式與格式不拘，歡迎來稿。

b. 2022年《化學》發行第80卷，共出版5期，每期準時出刊，收錄54篇文章，

包含(專題報導35篇、化學新知1篇、化學教育1篇、化學名詞1篇、實驗室

化學安全12篇、年輕化學家介紹2篇、學會獎章–特殊貢獻獎專文1篇及原創

論文1篇，總頁數525頁。第1期主題為《觸媒化學於淨零碳排之應用》、第2
期主題《分析化學多元發展進程》、第3期主題《新穎界面化學反應與應用》、

第4期主題《有機分子材料》、第5期主題《奈米材料的結構建築藝術與運用》。

c. 根據華藝數位公司提供之最新資料，2022年論文總下載次數為4,364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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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專院校下載使用最多，約佔92%。

3.《臺灣化學教育》

a. 電子月刊自2014年5月4日出刊以來，至今邁入第9年，廣受國高中學生及教

師喜愛，截至2022年12月止已出刊50期，發表文章824篇，總字數3,422,452
個字，期刊內容是化學教師們重要的參考資源。期待更多化學人貢獻卓作，

以饗本刊讀者，亦歡迎加入FB粉絲團。電子期刊免費下載， 歡迎多加利

用（http://chemed.chemistry.org.tw）。

b. 2022年共發行5期，專題第46期《化學與藝術的融合》、第47期《社會性科

學議題導向的化學教育》、第48期《中國化學會90周年特刊暨大學化學實驗

課程設計與線上教學》、第49期《台日高中生化學交流》、第50期《疫情下

線上化學實驗和探究語實驗課程》，歡迎踴躍推廣閱讀。

三、會務

1. 主協辦及參與各項研討會、大會

a. 國際純化學暨應用化學聯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2022年6月4日以線上方式召開特別線上會員會議（Special
Council Meeting），會中討論章程修改，議決成立Science Board，以強化IUPAC
對於科學方面的討論。學會由李芳全理事長、蔡易州主委、簡敦誠教授、

陳俊太教授兩位國家代表（National Representative）及趙奕姼秘書長出席，

並由蔡主委代表學會投票。我方亦於7月13日參與IUPAC為加強與會員組織

連結，首次舉行之NAO Forum。

b. 2023年IUPAC雙年會暨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將於8月18至25日假荷

蘭海牙舉辦，期間亦將決定2029年雙年會主辦國。本會理監事會通過委請

國際事務委員會向IUPAC爭取2029年在臺主辦權。

c.「2022化學年會」於2022年3月11至13日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辦理完

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與台灣生物無機化學協會為主辦，本會為指

導單位。大會主題為「跨域創新、仿生永續」，安排大會主講4場、分組演

講43場、台日交流研討會1場、女科學家1場，總計49場次，共邀請181名講

者，論文展示692篇、38家廠商50個攤位，總與會人數近1,600人。

d. 協辦會議：

(I) 2022科技部學術攻頂計畫年度交流與研討會（2022 Forum and Annual
Meeting of Academic Summit Program），於3月25至26日辦理。

(II) 2022卓越領航研究計畫年度交流研討會，於6月10至11日辦理。

(III) 2022第8屆亞洲配位化學研討會ACCC8由蔡易州教授主辦，於8月7至11
日辦理假台灣大學辦理。

(IV) 2022第8屆亞洲矽化學研討會ASiS8由邱靜雯教授主辦，於10月28至31日
假台灣大學辦理。

(V) 中日雙方輪流辦理之「國際有機反應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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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Reactions, ISOR-15）」由李進發教授主辦，2022年11月3至5日假

中興大學辦理。

(VI) 國科會自然處2022自然科學領域女性學者研討會，於12月2至3日假三

峽大板根森林溫泉酒店辦理。

(VII) 台灣女科技人學會「2022女科技人會—邁向工作與生活共榮的新職

場」，2022年12月9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2. 國際會籍與聯繫

a. 繳交IUPAC 2022年會費共計2萬7,425美元，5月18日函請中央研究院（國際

事務處）補助，已於5月底完成繳交。

b. 國際事務委員會2022年12月29日召開線上會議，商擬IUPAC 2024-2025國家

代表提名，學會由過去提名5名擴增至11名，提名人選：Committee on
Chemistry Education（教育委員會）鄭原忠教授（臺灣大學化學系）、

Interdivisional Committee on Green Chemist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GCSD）（綠色永續化學發展委員會）林弘萍教授（成功大學化學系）、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s and Cheminformatics Data Standards（CPCDS）（出

版與化學資訊標準委員會）金必耀教授（臺灣大學化學系）、Committee on
Chemistry and Industry（化學與產業委員會）梁文傑教授（臺灣大學化學系）、

Physical and Biophysical Chemistry Division（物理化學及生物物理化學領

域）王建隆教授（陽明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Inorganic Chemistry Division
（無機化學領域）蔡易州教授（清華大學化學系）、Organic and Biomolecular
Chemistry Division（有機化學與生物分子化學領域）孫世勝研究員（中央

研究院化學研究所）、Polymer Division（高分子領域）陳俊太教授（陽明交

通大學應用化學系）、Analytical Chemistry Division（分析化學領域）陳貴

通教授（清華大學化學系）、Chemistry and the Environment Division（化學

與環境領域）王家蓁副教授（中山大學化學系）、Chemistry and Human Health
Division（化學與人類健康領域）高佳麟教授（高雄醫學大學應用化學系）。

3. 化學教育推廣活動與人才培育

a. 化學下鄉活動：

(I) 化學遊樂趣活動由淡江科教中心負責執行，自2011年推動以來，至今仍

持續辦理中，整體活動經費來自三個國科會單年期計畫與縣市教育局的

計畫、淡江大學校務計畫、產業界募款與MilliporeSigma Spark贊助等。

化學遊樂趣已正式由化學車及分析車區分為兩個系列的活動，化學車執

行講座、表演、動手做等科普活動單元，主要參與族群為偏鄉、非山非

市及小型規模的國中小；分析車執行探究與實作分析實驗活動單元，主

要參與對象為科學班及科學社團。

(II) 2022年受Covid-19疫情影響，化學遊樂趣活動全部暫停，直至8月巡迴活

動再度開始，並參與新北科學日、科技部科普列車、臺灣科學節等大型

科教活動。為新北科學日所設計的察鹽觀色活動，已經順利成為部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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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中學的校本課程，持續且擴大其影響力。為台灣科學節與國際中橡

合作設計的「碳黑急急棒」實驗、與中華紙漿合作的「談紙知箋」實驗、

與臺灣新日化合作的「屬於我的洗手乳」實驗，皆是化學遊樂趣由廠商

直接提供原料進行科普實驗，是化學車目前主要配置的科普實驗。由台

灣默克提供的攜帶型光譜儀，加上透過淡江校務計畫的設備費添購輻射

偵檢儀，以化學儀器分析實驗及原子能科學相關實驗為分析車主要配置

的教學內容。

b. 2022居禮夫人高中化學營主題為〈變遷與永續〉，活動於7月8日至11日在臺

灣師範大學林口校區舉行，由張昭鼎紀念基金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師範

大學以及本會共同主辦。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轉發學會函請全國高

中職及國中學校公告，今年共錄取96名學生（男女各半）與7名國高中老師。

亦歡迎各位前往居禮夫人高中化學營YouTube觀看今年各場精彩的專題演

講。

c. 2019年化學元素週期表年展期結束後，部分展品在各校進行巡迴，借展活

動已於2022年底全數結束，巡迴學校已逾百所，借展範圍含概偏鄉及都市

區的學校，展期長達3年，遠超出預期的3個月。相關展品數位教材亦將置

放學會網站上，免費供師生輸出使用。

d. 國科會為使學界瞭解科技部推動的基礎研究相關政策，於7月27日午間假市

長官邸藝文沙龍召開「科技部基礎科學交流座談會」，本會由秘書長趙奕姼

代表理事長出席會議。科技部歡迎各學會反映影響國家福祉但未受重視的

議題。

e. 化學發展聯盟：

(I) 2021年12月2日陳玉如副理事長、趙奕姼秘書長、楊吉水總編與科技部吳

春桂、李弘文兩位化學學門召集人、科學推展中心鄭原忠主任、該中心

化學組詹益慈主任、國科會研究員高世平、林蓮宣等，就合作促進化學

界發展事宜交換意見，會中激盪出成立「化學發展聯盟」的想法。

(II) 2022年1月17日正式組成「化學發展聯盟」，就合作促進化學界發展事宜

交換意見。在人才培育方面，共識為(1)啟動新一期的化學基礎課程核心

內容規劃，以符當前所需。由科學推展中心化學組（原稱化學推展中心）

鼓勵其下學術小組討論課綱與教學內容，由分析、有機兩科試辦。(2)學
會持續辦理符合新型授課型態與學生素養養成之教師增能工作坊。(3)學
會積極鼓勵學者參與國內外獎項角逐。在推廣中國化學會會誌JCCS以
及學會活動的部分，歡迎學會聯絡各學術小組，於小組會議時加以宣傳。

(III) 2022年4月7日召開「化學發展聯盟」會議，邀請年會辦理學校代表李位

仁、李頂瑜等參與，討論如何借鏡物理年會的辦理方式，助益化學年會

更上一層樓，並就International Year of Basic Scien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YBSSD）慶祝方式，以及科技部要求各學門拍攝之科普

影片交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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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2022年6月13日召開「化學發展聯盟」會議，討論化學年會學術研討以

及科普微電影製作等相關事宜。高雄大學代表李頂瑜、周志明亦參加年

會方面的討論。會中決議由學會召開會議，先由高雄大學、學會、學門、

中心組成核心成員討論圈，以尊重高雄大學已規劃之主題為前提，共同

議定各分組議程主題，並提名各小組規劃成員。

f. 2022年為「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年（IYBSSD）」，配合政府推動，自

2022年8月起即陸續有相關的活動在進行，其中臺師大科教所協助化學學科

中心開發關於照量監測與染敏電池實驗，成效良好，並在新北高中發表成

果展，當中也召開了7 次的工作坊，參與之學校含概北中南區。

g.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邀請本會參與高中科學班基礎科學教育討論，教

育委員會主委邱美虹教授代表本會參與。

h. 交流與增能活動：

(I) 本會教育委員會邱美虹主委協助，邀請引領IUPAC化學系統思考教育計

畫的Peter Mahaffy教授，及教學經驗豐富的Seamus Delaney博士，分別

於2022年1月15日及2月12日協力規劃與帶領兩場英文線上工作坊，「以

系統思考串起化學教學與永續議題」為主題，第一場工作坊讓學員了解

系統思考以及目前的教案範例，第二場工作坊提供機會讓學員提出或聆

聽他人的教學計畫，一起思考規劃之道。30人報名參與。感謝張昭鼎紀

念基金會協辦。

(II) 2022年8月16至17日假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開辦「專利地圖之建立與分析

技術」，臺大化學系劉如熹教授、臺北科技大學陳省三教授、臺灣科技

大學耿筠教授、中興大學化學系陸大榮教授擔任講師，共計35人參訓，

感謝科推中心協辦。

(III) 2022年8月26日學會與成功大學化學系共同辦理，假成功大學化學系開

辦「2022全國化學實驗教學交流會」，上午由臺大、清大、成大、淡江

等師長分享實驗規劃、教學、安全訓練等多面向經驗，下午並參觀實驗

室。70人報名參加。

4. 獎勵、國際競賽

a. 2022年第54屆國際化學奧林匹亞競賽於7月19日傳回捷報。本屆競賽由中國

主辦，採線上賽舉行，在83個國家地區、84個參賽隊伍、326名參賽學生中，

我國共獲得4金佳績，國際排名為第1名。獲獎學生分別為陳品羲（臺北市

立建國高級中學三年級）、陳楷鈞（臺中市立臺中一中二年級）、趙訢閎（國

立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以及劉耀璘（嘉義高中二年

級）。學會專函邀請出席2023年化學年會開幕式頒獎典禮，公開接受表揚。

b. 2022 IUPAC壁報論文獎推薦名單為東海大學化學系李昌儒、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系Amr Sabbah、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Mahmoud Kamal
Hussien等3 位同學。

5. 女性工作委員會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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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女化學家職涯發展獎助計畫」：1.計畫聚焦建立網絡（networking）及具

夥伴關係的輔導（mentoring）：(1).優先考慮對象以有經驗或熱心的教授、

博後、博士生，並邀請男性加入工作小組，以提升視野的多樣性；(2).建立

不同面向的輔導指導方針（mentoring guideline）－教學研究、學生輔導及

其它；(3).規劃效益高的交流會議；(4).補助新老師或學生參與交流會。2.補
助參與國際會議：年輕教授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端視開會地點，每名給

予補助3至5萬元，須有口頭論文發表。3.曾憲政教授每年捐助新臺幣5萬元

基金支持此計畫。

b.「2022全球女科學家早餐會」於2022年2月16日假臺北科技大學以實體與線

上方式辦理，會議由臺北科技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系張淑美教授負責籌劃。

會議主題為「Empowering Diversity In Science」。
c. 國科會自然科學領域女性學者研討會於2022年12月2日至3日假三峽大板根

森林溫泉酒店舉行。會中針對學術界的性別現象及相關政策做說明，並邀

請自然科學領域女科學家分享並勉勵後進。該會議由臺北科技大學張淑美

教授協助規劃，並邀請男性委員參與。

d. 台灣女科技人學會於2022年12月9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22女
科技人大會—邁向工作與生活共榮的新職場」，本會為共同協辦單位。

6. 化學與環境委員會、工業委員會會務推展

a. 2022年化學與環境委員會實驗室安全工作小組完成以下項目：

(I) 安全指南系列第一冊《化學實驗室基礎安全管理》。

(II) 「危害評估與行動規劃」與「個人防護」安全資訊海報。海報並已上傳

學會專屬網頁，歡迎閱覽與宣傳。

https://chemistry.org.tw/resources-safe.php。
(III)《實驗室化學安全彙輯》（集結《化學》季刊自2014至2022年第二季，

與實驗室化學安全管理及意外事故案例相關之文稿18篇）

(IV) 六式教材影片之英文說明（「安全教育訓練」、「玻璃儀器」、「壓力系統」、

「強酸」、「強鹼」、「HF」之英文說明；其中「玻璃儀器」含英文字幕。）

b. 環境委員會舉辦2022化學年會綠色化學論壇，以「化學於永續發展的關鍵

角色」為主題，邀請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謝燕儒局長、聯成化學研究

發展技行銷支援部馬潮軫資深經理、臺師大化學系林文偉教授、中研院化

學所趙奕姼研究員擔任講者進行分享。

c. 法務部函請本會提名推薦化學專家學者1名，擔任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第

10屆審議委員。本會提名之臺大醫學院毒理學研究所陳珮珊副教授獲聘，

任期自2022年1月9日至至2024年1月8日止。陳副教授專長於毒物化學、質

譜分析、生化與生醫分析、司法（法醫）毒物學等，亦多次主導並執行科

技部毒品防制之相關計畫。

d. 工業委員會舉辦2022化學年會產學論壇，以「淨零碳排」為主題，邀請清

華大學化工系談駿嵩教授、陽明交通大學應化系洪崧富教授、工研院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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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蔡麗端組長、巴斯夫特性材料事業處蔡佳偉業務協理擔任講者進行分享。

7. 化學名詞與出版

a. 2022年3月製作新版之「元素週期表」海報、墊板，並在2022年化學年會中

廣為宣傳發放。12月出版「危害評估與行動規劃」與「個人防護」安全資

訊海報。

b. 2022年11月出版《實驗室化學安全彙輯》，集結《化學》季刊自2014至2022
年第二季，與實驗室化學安全管理及意外事故案例相關之文稿18篇。

c.《化學會九十年會史》在學會90週年（2022年8月4日）出版，為記述學會發

展歷程的史料性著作。感謝彭旭明院士擔任召集人，組織會史編輯小組，

推動會史編纂工作，促成本書付梓。編輯小組成員包括劉緒宗、方俊民、

周大新、劉陵崗、趙奕姼、陳錦地、金必耀、黃鴻裕。並請李芳全理事長

為本書撰寫序言、張啟光提供意見、陶雨臺修改全文、劉廣定做最後校稿。

8. 財務

a. 國科會於2022年10月17日召開「補助全國性學術團體辦理學術推廣業務」

審查會議，學會由《中國化學會誌》總編輯楊吉水教授代表出席簡報。國

科會核定通過2023年補助本會新臺幣303萬元。

b. 2021年亞洲化學期刊（Chemistry—An Asian Journal）權利金扣稅淨額1428.30
歐元；亞洲有機化學期刊（Asi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AJOC）權利

金扣稅淨額228.6歐元；JCCS權利金扣稅淨額3,150歐元，三項扣除手續費

共19.27歐元後總計入帳4,787.63歐元（約新臺幣15萬176元）。

c.《化學》中文電子期刊服務權利金，總計收入新臺幣1萬7,813元，業於2022
年5月3日入帳。（計算期間2020/12/1~2021/5/31 $9,129、2021/6/1~2021/11/30
$8,684）。

d. 行政院環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2022年「實驗室化學安全指南暨校園化

學實驗室環境安全教材資訊推廣」補捐助款項，核銷新臺幣45萬0,168元，

已於2022年12月8日入帳。

e. 2022年捐款收入：永久會員黃哲勳博士捐款新臺幣1萬9,860元，贊助本會化

學安全教育計畫。郭秀明女士以本會已逝之永久會員郭載書先生之名義捐

款新臺幣10萬元，以鼓勵學會在推動化學教育及實驗室安全上之努力。中

央研究院化學所陳玉如研究員捐款新臺幣2萬元製作90週年紀念短片。曾憲

政校長捐款新臺幣5萬元，以推動女化學家職涯發展獎助計畫。

9. 其他：

a. 為慶祝學會90週年特於理監事會議舉辦一系列特別演講，錄影後公開於學

會YouTube頻道。2022年首發講者為科技部次長林敏聰教授，以〈科學研究

的核心價值與跨域協作〉為題，從數據、思維、願景、施政方向等各面向，

促進聽眾對於臺灣發生的現在進行式以及未來圖像的瞭解。第二次理監事

會議由英業達人工智慧長陳佩君博士演講〈全觀式人工智慧〉、第三次理監

事會議於本會會慶8月4日當天舉行，常務監事彭旭明院士以及國科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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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主任鄭原忠教授分別以〈化學會的九十年會

史〉、〈系統性思維與化學人才培育──實踐與省思〉為題進行分享。

b. 為慶祝成立90週年，特製作檜木杯墊及名片式USB碟身碟，作為週年紀念

品。亦感謝工研院材化所贈送本會具循環經濟意涵之LCD玻璃再製高效吸

水杯墊。（黃檜木與台灣化學界的連結在於，世界知名學者野副鐵男博士1936
年任職台北帝國大學時期，由台灣黃檜中首次分離出檜木醇，該醇7圓環的

結構，開啟日後「非苯環類芳香化合物（nonbenzenoid aromatics）」的廣泛

研究，為臺灣的化學研究在世界化學史留下一頁篇章。）

四、各分會會務報告

1. 新竹分會

a. 新竹分會2021年11月24日辦理一場以「全球永續趨勢中化學技術的挑戰與

分析」為主題之線上研討會議，由中原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陽明

交通大學及工研院聯合辦理，參與對象以學生為主，當天約300人與會，辦

理成效良好。

b. 新竹分會辦理線上「2022國際淨零碳排趨勢下化學產業的挑戰與機會研討

會」，約有300名學生參加，反應良好。

c. 新竹分會網路票選出第30屆新任理監事，於2022年12月27日召開新竹分會

2022第三次理監事會，同時並修改組織條例。

2. 臺中分會

a. 臺中分會於2022年6月28日，舉行中國化學會臺中分會第25屆第2次理監事

會議（視訊會議），共有19位老師參加。會中決議：(1)工業參訪事宜責成

理事長視疫情情況滾動式聯繫安排。(2)將於2022年年底舉行理監事改選事

宜。(3)2022年11月辦理『先進化學學用合一研討會』，待相關事務底定，將

公告周知。

b. 2021年12月8日召開臺中分會理監事會議，會中討論規劃明年度的分會計

畫，將依慣例續辦「先進化學學用合一」的研討會、企業參訪活動、及分

會會議及理監事的改選等規劃。以上端視疫情發展狀況彈性調整。

c. 2022年12月21日召開臺中分會第25屆第3次理監事會議，會中進行第26屆常

務理監事、理事長選舉作業，同時進行新任理事長交接。新任理事長為趙

永賀。

3. 嘉義分會

a. 嘉義分會與高雄分會於2022年2月19日在中山大學聯合舉辦年會。

b. 2022年12月15日召開嘉義分會2022年第4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進行第12屆常

務理監事、理事長選舉作業，同時進行新舊任理事長交接，新任理事長為

蔡銘璋，並聘任陳勁中為總幹事。

4. 高雄分會

a. 高雄分會與嘉義分會共同舉辦聯合年會，於2022年2月19日假國立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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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院國際會議廳舉行。會議以「綠能和醫藥」為主題，邀請中碳公司陳

韋志博士及邁高生技鍾玉山總經理擔任大會演講人，題目分別為：快充鋰

電池負極材料，及植物新藥開發之機會與挑戰，有來自不同領域的專家、

學者及學生兩百多位參與並進行學術討論及論文發表。

b. 2022年3月23日假中山大學沙灘會館餐廳召開會議，進行部分理監事改選開

票作，選出新任理監事。4月12日並於高雄國賓飯店舉行理監事會議，會中

改選正、副理事長及常務監事，由胡絢貿接任理事長，高佳麟接任副理事

長，李志聰接任常務監事。

c. 2022年12月20日假高雄漢來飯店召開高雄分會理監事會議，主要討論：(1)
規劃2023年4月28至29日假臺東大學召開理監事會、(2)高雄分會年會規劃

於2023年5月27日假高雄醫學大學舉辦、(3)廣邀澎湖或金門的業界參予高

雄分會，在座先進如有適合的連絡對象，歡迎推介。

五、提案

1. 核備2023年會務活動與未來各項活動籌劃。

2. 核備2021年及2022年1-3季收支報告（附表1）、2021年資產負債表及現金出納

表（附表2）、2021年基金收支表（附表3）、2021年財產目錄（附表4）、2022年
第3季資產負債表與現金出納表（附表5）、2022年第3季基金收支表（附表6）、
2022第3季財產目錄（附表7）、依近年實際收支與預期今年業務推展，提列2023
年收支預算（附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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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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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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