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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 

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記錄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記錄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記錄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96 年 9 月 28 日(五) 

二、 地點：工研院光復院區三館二樓 224 會議室(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21 號) 

三、 主席：第七屆理事長劉仲明所長 

四、 出列席人員：(敬稱略) 

理  事－張豐志、陳信龍、陳壽安、蘇安仲、白志中(王年豪代)、吳丁凱(劉仲明代)、

馬振基、許千樹、陳文章、賴君義 

監  事－李育德、劉瑞祥(陳志勇代)  

Macro 2008 籌備會執行委員－陳志勇教授 

第七屆秘書長及會務人員－林正良、黃真真、陳靜瑩 

五、 請假人員(敬稱略)： 

理  事－王  曄、宋光夫、陳幹男、蘇宗粲 

監  事－薛敬和、陳琰、謝國煌 

六、 記錄：黃真真 

七、 會議紀要 

(1) 主席開場致詞(劉仲明理事長) 

本次理監事會議感謝第七屆各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規劃推動多項年度重點工

作，於今日會議進行進度說明。 

－Macro 2008 籌備會執行委員籌備進度說明【學術(蘇安仲常務理事)/財務(陳志勇教授)/總務委員(陳文章理事) 】 

－獎章委員會舉辦進度說明(陳壽安常務理事) 

－J.P.R.學術推廣說明(陳壽安常務理事) 

－海峽兩岸高分子研討會活動說明(張豐志常務理事)  

－高分子聯合會議籌備說明(許千樹理事) 

－2013 PPC-13 會議籌備相關事宜書面說明(國際關係委員--廖德章教授) 

(2) 秘書處事務報告(林正良秘書長) 

� FY96 財務狀況(~96.09.25)： 

上期結存(96.06.30) 2,417,368 元 

本期收入(96.07.01~09.25) 5,000 元 

本期支出(96.07.01~09.25) 47,650 元 

本期結餘(96.09.25)  2,374,718 元 

� 持續進行團體會員年費繳費作業(~96.9)，目前已收到團體會員年費共 15 家

(去年共收到 16 家)。 

※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 

本年度促進學會產學交流活動，承接中油勞務委託案，有關秘書處相關庶務

協助，需擬定管理費用計算原則。 

(3) Macro 2008 籌備會執行委員籌備報告，目前各籌備委員執行進度說明： 

學術委員(蘇安仲常務理事)： 

1. 目前同意與會之 plenary speakers 六位，invited speakers 85 位，本月持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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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追蹤，預計 10 月底完成邀請名單。預計目標 plenary speakers7~10 位。 

2. 下階段將進行活動補助款之申請(預計包含經濟部、教育部、外交部及國

科會)。 

3. Macro 2008 website，持續資訊更新中。 

※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 

Important dates： 

Abstract/Paper Submission February 15, 2008 
Letter of acceptance February 22, 2008 
Early registration and hotel reservation March 7, 2008 
Finalized scientific programs March 28, 2008 
End of on-line registration May 2, 2008 

 

總務委員(陳文章理事)： 

1. 總務組 9 月已完成旅館部份之聯繫與確認，並放置於 Macro 2008 website，

共 10 家提供與會貴賓選擇之參考。 

參考網址：http://www.pst.org.tw/macro2008/hotel%20accommodation.htm 

2. 工作規劃進度： 

10 月確認會議主題及完成大會之晚宴規劃。 

96 年 10 月~97 年 1 月：進行會場之細節之推動。 

 

財務委員(陳志勇教授)： 

1. 初部擬定擬募款單位(約 30 家廠商)，提供與會理監事參考與認領，共同協

助本次活動經費之募款，以期會議之圓滿。 

2. 財務委員將與學術委員蘇安仲教授共同擬定募款信，提供各理監事及負責

進行招募者作為共同之依據。 

※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 

1. 關於募款提供之活動優惠，以一個單位 5 萬元提供一位免費名額(免註冊費

500 美金)。 

2. 與會理事建議會場外之儀器廠商邀請及攤位擺設，後續將由總務組視活動

空間規劃進行邀請。 

(4) 獎章籌備進度說明(陳壽安常務理事報告) 

今年度各獎章提名公告己依本會規定六月十五日公告，9 月 15 日截止，目前

並無任何提名回應。 

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 

依照上年度方式，請各位理監事各項獎章各提名一位，進行後續作業。 

(5) J.P.R.學術推廣說明(蘇安仲常務理事代報告)： 

1. JPR 編輯業務進行順利，稿源無缺，每年收稿約 300 篇，接受約 60 篇。 

2. JPR 已開始主動邀請學者專家提供 Review articles，發出 6 封邀請函，目

前已有 3 位表示有意願投稿。 

3. 『JPR 論文貢獻獎』將在今年與其他獎章之提名同步進行。相關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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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與國內編輯人員討論。 

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 

由於目前稿源充沛，與會理事建議由目前之年出刊六期提高為九期，供編

輯委員評估參考。 

(6) 海峽兩岸高分子研討會活動說明(張豐志常務理事) 

1. 已於 7 月 30 日至 8 月 6 日，舉辦「二○○七年海峽兩岸前瞻高分子研討

會」，研討會日期為 8 月 1 日，假交通大學光復校區舉行。共邀請六位大

陸學者來訪。 

2. 有關「海峽兩岸高分子研討會」目前暫定日期為 2008 年 11 月 4~10 日(共

七天)，地點暫定台北，規模同 2006 年於大陸敦煌之規模進行規劃。 

3. 本活動籌備委員包含陳信龍常務理事及林正良秘書長，進行後續活動內容

規劃。 

(7) 2008 高分子聯合會議籌備說明(許千樹理事) 

1. 預訂於 2008 年 1 月 18~19 日(星期五、六)於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資訊中心，

共分高分子化學、高分子物理、光電高分子、生醫高分子、高分子掺合

與薄膜技術、高分子奈米複材、高分子加工、纖維與紡織等八大領域。 

預定籌備時程如下： 

－Call for paper：2007/10/30~2007/12/15 

－論文審查：2007/12/16~2007/12/25 

－網頁製作：已在進行中，預計十月中旬可完成線上投稿、報名等作業。 

2. 於會前舉辦 2008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舉辦「光電高分子材料之

Workshop」，邀請講員：Prof. Stephen Z. D. Cheng (University of Akron)、

Prof. L. C. Chen (Kent State University) 

※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討論與決議：：：： 

會議時程安排提醒應包含學會年會及國科會工程處高分子學門座談會。 

(8) 提案討論： 

1. Macro 2008 籌備相關事項討論籌備相關事項討論籌備相關事項討論籌備相關事項討論 

– 有關 Macro 2008 舉辦會議名稱，經與會理監事熱烈討論，提案討論決議

理事長將儘快安排會議，與中國化學會理事長進行溝通與釐清，並邀請

陳幹男理事一同出席。【會後安排 10/4 討論】 

– Macro 2008 之籌備會議已於 5 月、7 月及 9 月舉辦，距會議召開時間僅

剩 8 個月，需理監事及籌備處各委員共襄盛舉 ，以期會議之圓滿。 

2. 2013 PPC-13 會議籌備相關事宜會議籌備相關事宜會議籌備相關事宜會議籌備相關事宜(國際關係委員國際關係委員國際關係委員國際關係委員--廖德章教授提供廖德章教授提供廖德章教授提供廖德章教授提供) 

– 經本次會議提案確認，學會授權本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廖德章教

授，代表本會參加 2007 年 12 月日本神戶舉行的 PPC-10 會議，進行有關

2013 PPC-13 預計舉辦時間及地點等相關籌備事宜說明。 

– 目前預計舉辦時間：2013 年 11 月下旬或 12 月上旬，預計舉辦地點：台

北國際會議中心或南部墾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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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9 高分子聯合會議負責主辦單位說明高分子聯合會議負責主辦單位說明高分子聯合會議負責主辦單位說明高分子聯合會議負責主辦單位說明(陳信龍常務理事說明陳信龍常務理事說明陳信龍常務理事說明陳信龍常務理事說明) 

– 每年舉辦之學會聯合會議，依照現有之傳統，以北/中/南地區巡迴舉辦，

2008 高分子聯合會議將於新竹舉辦(中區)，預計 2009 高分子聯合會議建

議於南部地區辦。 

– 同意由大同大學材料系黃繼遠承辦 2009 年高分子聯合會議。 

4. 會訊活動推動會訊活動推動會訊活動推動會訊活動推動(會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瑞祥監事提供劉瑞祥監事提供劉瑞祥監事提供劉瑞祥監事提供) 

– 與會理監事討論決議，考慮網路資訊發達及會訊邀稿之困難，會訊目前

先暫時停刊，有關學會相關活動及重要之訊息(如活動公告,年度獎章推

薦….等) 改為 News 之方式網站上動態報導，將透過學會網站通知理監

事及會員。 

(9) 臨時動議： 

1. 高分子聯合會議活動名稱確認高分子聯合會議活動名稱確認高分子聯合會議活動名稱確認高分子聯合會議活動名稱確認(許千樹理事提議許千樹理事提議許千樹理事提議許千樹理事提議) 

– 與會理監事討論決議，高分子聯合會議以『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年會』

之大標題為會議之總名稱。 

(10) 散會(敬祝教師節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