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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 
第十三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8 年 6 月 19 日(三) 14:00~16:00 
二、 地點：工研院光復院區 1 館 804 會議室(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21 號) 
三、 主席：第十三屆理事長 陳文章教授 
四、 出列席人員：(敬稱略) 

理 事－陳信龍、許千樹、賴君義、鄭如忠、吳逸謨、郭紹偉、韋光華、馬振基、 
蘇安仲、陳壽安、芮祥鵬、林正良、李茂松、蕭耀貴、李貴琪、吳汝瑜。 

監 事－劉英麟、孫一明、林江珍。 
秘書處－陳俊太、黃真真、羅宇雯。 
2020 高分子年會籌備委員－賴育英 教授 

五、 請假人員：(敬稱略) 
理 事－鄭如忠、林慶炫、蔡敬誠、廖德超、李啟志。 
監 事－何榮銘、陳雲。 

六、 記錄：秘書處 
七、 主席致詞(略) 
重點說明摘要： 
八、 秘書處事務報告(秘書長陳俊太) 

－108 年度團體會員，會費共寄出 16 家團體會員)，截至 6/19 已收到 12 家廠商匯

款(待收 4 家包含長興材料、耐特、台大、李長榮)。 
－108 年度高分子學會各項獎章及第六屆會士提名公告，配合 10 月份舉辦年會會

議，已於 4 月 20 日學會網站公告，提名於六月三十日前向本會提出，以掛號信

件逕寄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獎章委員會。 
－109 年度 JPR 期刊補助經費申請，秘書處預計於 8 月 5 日前協助總編提出申請。 
 

九、 各委員會執行進度說明 
(1)J.P.R.學術推廣說明(陳壽安教授) 

－本刋設總編輯一位，由清大化工系陳壽安教授擔任;設資深編輯三位，由邱

文英教授(台大化工系)、吳逸謨教授(成大化工系)、與陳信龍教授(清大化

工系)擔任，並設副編輯六位，即韋光華教授(交大材料系)、何榮銘教授(清
大化工系)、徐善慧教授(台大高分子所)、陳崇賢教授(台科大化工系)、蔡

敬誠教授(中正大學化工系)、郭紹偉教授(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本刊已接受二位馬來亞大學物理系教授  Prof. Dr. RAMESH T. 

SUBRAMANIAM and Prof Zurina Osman 今年 6 月 17-21 日將舉辦之〃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Polymers and Advanced Materials 
(ICFPAM 2019)〃發行專刊，主題為「Funcional Polymers」，論文約 25 篇。 

－自 107 年 Springer 每年提供 4 萬歐幣供本期刊舉辦研討會及相關活動。 
－109 年 JPR 補助申請作業將於 8 月 5 日前提出申請。 
討論與決議： 
－經與會理監事討論並決議，建議可邀請學會得獎者，撰寫 review article。 

http://www.pst.org.tw/app-op/adplay.php?S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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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高分子年會籌備狀況說明(賴育英 助理教授) 
－2020 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年會、第 43 屆高分子學術研討會暨科技部 108

年度高分子學門成果發表會，將於 2019 年 10 月 28(ㄧ)日至 30(三)日於公

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與
亞洲高分子學會聯盟高分子研討會(FAPS 2019)同時舉辦。 

－本屆高分子學會年會議程因應 FAPS 2019 的舉辦與往年有所不同，已完成

網頁建構：https://pst2020.conf.tw。 
－目前規劃高分子學們座談時間(10/28(一) 12:30~13:30)，建議與 FAPS 活動

避開(10/28(一) 13:30 開始)。 
－目前規劃重要時程： 
－舉辦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至 30 日 
－論文摘要截稿日期：2019 年 09 月 02 日 
－網路報名截止日期：2019 年 09 月 30 日 
－論文接受函寄發日期：2019 年 09 月 10 日 
－現場報名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討論與決議：建議可邀請歷屆年度獎章得獎人為 Plenary、特別演講。 
(3)獎章委員會舉辦進度說明(賴君義教授說明) 

－本屆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賴君義教授、韋光華教授、陳信龍教授、郭紹偉教

授、孫一明教授、蕭耀貴總經理及楊銀明董事長進行獎章委員會推動。 
－108 年度高分子學會各項獎章提名公告 

• 配合年會舉辦日期(108 年 10 月)相關獎章作業提前展開。 
• 公告至學會網站/學門網站及 E-mail 通知會員(4/20 完成) 
• 提名六月三十日前向本會提出，以掛號信件逕寄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獎章委

員會。 
• 理監事推薦人選，7 月底進行由推薦人與被推薦人聯繫並協助完成推薦書，推

薦書正本寄回秘書處(預計 8 月 15 日截止)。 
－「傑出高分子應用獎」希望業界多推薦，並請蕭耀貴理事協助。 
－獎章委員會預計安排 9 月 9 日召開會議進行獎章資料遴選確認，並於 9 月理監

事會議中進行年度獎章得獎人確認。 
(4)學會會士[Fellow] 

－為表彰本會會員在高分子相關領域之傑出表現，109 年會將頒發「高分子學會第

六屆學會會士」，會士名單包括上屆終身成就獎得獎人及會士候選人(本會會員

可經由學術委員會或會員五人以上提名為會士候選人)。 
(5)主辦 2019 The 6th Federation of Asian Polymer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Polymer Congress (FAPS PC)籌備委員會說明) (FAPS 劉英麟秘書長說明) 

－會議時間為 2019年 10月 27日(星期日)至 30日(星期三)，27日為Welcome Party。
正式議程由 10 月 28 日下午開始，當天上午為高分子學會年會。 

－延後截稿日期 3 週，至 2019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 
－FAPS 2019 會議的網頁已經上線，網址 https://faps2019.org/，大會 Plenary Speaker

以及 Invited Speaker 名單已公告。目前由 FAPS 創始會員國推薦 Plenary Speaker
為 4 人，Invited Speaker 由學術委員會推薦每組 3 人，其餘由 FAPS 會員國推薦

http://www.pst.org.tw/app-op/adplay.php?Sn=7
https://pst2020.conf.tw/
https://faps2019.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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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64 人。 
S1. Polymer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鄭彥如、劉貴生、蔡敬誠 
S2. Polymer structure, surface and interface :何榮銘、童世煌、孫亞賢 
S3. Functional and Self-assembled Materials:郭紹偉、林慶炫、陳俊太 
S4. Polymers for optoelectronics & energy:韋光華、郭宗枋、劉振良 
S5. Organic/Inorganic hybrids and nanocomposites:  劉英麟、陳志勇、吳昌謀 
S6. Polymer Engineering & Processing:劉士榮、芮祥鵬、陳夏宗 
S7. Polymers for biomaterials and medicine:孫一明、宋信文、張雍 

－預計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日)於福華會館舉行「兩岸 Symposium」，大陸代表

已由對方推薦，建議各邀請 7 位。 
 

十、 提案討論 
(1)第十四屆理監事提名候選人名單確認(馬振基主任委員) 
－本屆司選委員會共五人，主任委員何榮銘(監事)、孫一明(監事)、蕭耀貴(理事)、

鄭如忠(理事)、郭紹偉(理事)。 
－經與會理監事討論並決議，完成第十四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秘書處將發函通知

各候選人(09 月 15 日前)，並將於年會中進行改選，由司選委員進行監票與開票

作業。(※理事候選人至少提名 42 位，監事候選人至少提名 10 位。) 
 (2)2021 年高分子年會舉辦單位推選建議 
－依照現有之傳統，每年定期舉辦之學會年會會議，以北/中/南地區巡迴舉辦，2020

會議將於北部地區舉辦，預計 2021 高分子聯合會議建議於中部地區舉辦。 
討論與決議：經與會理監事討論並決議，由秘書長協助依序詢問邀請主辦學校，

宜蘭大學、中山大學及元智大學，並於下次理監事會議中說明。 
 

十一、 臨時動議(無)  
 
十二、 散會 

http://www.pst.org.tw/app-op/adplay.php?Sn=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