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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第八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
文號：M (98)-08
一、開會時間：九十八年十月十七日(六)上午 10 點
二、地點：國立中央大學光電系科學二館 S1-207
三、主席：李正中理事長
四、出席人員：
理事長：李正中教授
副理事長： 蔡定平主任
理事： 邱爾德教授(蔡定平主任代理)、蔡榮源組長、李清庭院長、孫啟光
教授、張正陽教授、莊賦祥院長(劉國辰教授代理)、李世光副院長(李
正中教授代理)、江海邦教授(孫啟光教授代理)、林恭如教授、孫慶
成教授、吳忠幟教授
監事：黃中垚教授、傅永貴院長(徐桂珠教授代理)
秘書長：歐陽盟副教授
五、請假人員：
常務理事：徐紹中副所長、徐國良董事長
理事：蔡娟娟教授、陳啟昌教授、林清富教授
常務監事：劉容生所長
監事：祁錦雲教授、林本堅處長
六、紀錄：黃貴鈺
七、議程：
(一) 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理監事撥空參加此次會議，今天會議討論重點是今年度各項
獎章得獎名單之確定，及OPT09 第一天 12 月 11 日(五)的議程，另外
與我們的夥伴學會OSA台灣分會、LEOS台灣分會的開會將在 12 月 11
日(五)理監事會議後舉行年度會議。此外我們夥伴學會將舉辦
ODF09，於 2010 年 4 月 19 日-21 日在日本橫濱舉行，請大家告訴大家，
並且踴躍投稿，投稿截止日 11 月 20 日，請參見網頁http://www.odf.jp/
，或本學會網頁http://www.rocoes.org.tw/。
(二) 獎章徵選
經過與會理監事討論，得獎名單如下：
1. 工程獎章：李世光理事

2. 光學優良廠商獎：從缺
3. 技術貢獻獎：佑順發機械有限公司，獎牌乙座及獎金一萬元。
4. 學生論文獎得獎名單(依分數由高而低排序)：
碩士：蔡榮烈(中央大學光電所)
黃裕崴(台灣大學光電所)
劉亭均(交通大學光電工程所)
穆裕宏(明新科技大學電機工程所)
賴呈暐(交通大學電務所)
李傳巽(清華大學光電工程所)
陳文政(中山大學光電所)
共 7 人得獎，獎牌及獎金新台幣伍仟元正。
博士：賴建智(台灣大學光電所)
黎宇泰(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系)
林方正(中山大學光電工程系)
共 3 人得獎，獎牌及獎金新台幣壹萬元正。
5. 青年光學工程獎(原錸德青年光學工程獎)：
李瑞光副教授(清華大學光電工程所)
獎牌乙座及獎金新台幣壹萬元正。
(三) 2009 OPT 研討會 & 會員大會
目前由師大得知籌辦進度消息如下：
1. 2009/12/11(五)-12(六) 於台灣師範大學舉行。
2. 網址：http://opt2009.ieo.ntnu.edu.tw/
3. 截至目前報名人數：598 人 (已繳費 264 人)
4. 師大通知將原本攤位展示金額由 4 萬元改為 3 萬元，目前已繳費廠
商共 2 家，匠星光電儀器、宏惠光電。預計總攤位 18 個，目前確定
攤位有 8 個。估計贊助款收入 54 萬元。10 月底 11 月初才能確定贊
助廠商數量。
5. 美國光學學會分會(OSA)以補助經費 US$990，此筆金額將用於「2009
學生論文獎」。
6. 報名繳費優惠期限至10 月 30 日止。
7. 已借得一會議室於 12 月 11 日中午開學會會員大會使用，預計再向
師大光電所商借一會議室，於 12 月 12 日中午 OSA 開會使用。
8. 邀請台南科技大學校長參加 12 月 11 日(五)理監事會議，商討 2010
年 OPT 研討會舉辦事宜。
(四) 會務報告
1. 98 年度 1 月至 10 月已繳會費會員人數

(1) 團體會員：36 位(新增 12 位)
(2) 永久會員：112 位
(3) 一般會員：39 位(新增 5 位)
(4) 學生會員：41 位(新增 20 位)
(5) 總計會員數：228 位(新增 37 位)
秘書處持續進行催繳會費。
2. 財務報告
(1) 1-10 月收支表
98 年 1~10 月收支表：
收入
項

目

會費
專案計畫(活動已結束)
1. 光電盃 282,590
2. 色彩與量測研討會 17,200
3. 薄膜與太陽能研討會 32,800
OPT09 報名費(目前為止)
OPT09 廣告及攤位展示贊助款
OPT09 贊助款(OSA)
ACUP 研討會-報名費
獎章贊助款(王大庚)

1-5 月結餘

金額

項

目

金額

124,300 人事費(出席、工讀、98 會計師費)
37,600 辦公文具費(郵資、電話…等)

季刊訂閱

總 計

支出

專案計畫(活動已結束)
1. 光電盃 377,029
2. 色彩與量測研討會 19,900
332,590 3. 薄膜與太陽能研討會 18,700
80,700 稿費(106 期)
70,000 季刊印刷費(105 期)
32,200 97 年度應付支出
14,118 1. 97 年會計師帳務處理費 33,750
3,200 2. 97 度 104 期季刊稿費 33,342
3. 97 年 OPT 結餘款(交大) 49,335
694,700 總 計
-65,844 學會目前總計

99,150
62,636

415,629
27,143
39,648

116,427
760,552
2,177,415

3. 98 年度季刊
(1) 105 期「學生論文獎專刊」專欄，主編台灣大學物理系蔡定平
教授，4 月 1 日已發行。
(2) 106 期「光學計算」專欄，客座編輯由台大應力所陳瑞琳教授
擔任，已發行。
(3) 107 期「Plasmonic Metamaterials」專欄，客座編輯由成大光電
所藍永強教授擔任，已發行。
(4) 108 期「顯示器色彩、量測與標準專輯」專欄，客座編輯由工
研院彭保仁博士擔任，預計 12 月前發行。

105 期

106 期

107 期

4. 98 年度人才培訓活動
(1) 光電盃：已於 4 月 11~12 日在國立中央大學舉行，參與人數
超過 500 人以上。
(2) 色彩與量測研討會：已於 6 月 4 日(四)於國立中央大學太遙中
心視聽教室 R3-103 舉行，參與人數 103
人。
(3) 薄膜與太陽能研討會：已於 6 月 5 日(五)於國立中央大學太遙
中心視聽教室 R3-103 舉行，參與人數
111 人。
(4) 2009 獎章徵選：
■ 工程獎章
■ 光學優良廠商獎
■ 技術貢獻獎
■ 學生論文獎
■ 錸德青年工程獎

工程獎章

(5)

光學優良廠商獎

技術貢獻獎

學生論文獎

2009 年 OPT 暨會員大會：將於 12 月在國立師範大學舉辦。

(三) 臨時動議
1. 案由：「光學工程」季刊稿費。
說明：目前稿費計算方式為 1 字 1 元；1 圖 100 元計算，所以常有

稿費需支付超過 1 萬元以上的情況，因此建議將稿費設定一
個上限金額。
97 年 102 期稿費最高 11,644 元
103 期稿費最高 13,644 元
104 期稿費最高 14,234 元
98 年 106 期稿費最高 5,808 元
107 期稿費最高 4,936 元
決議： 上限金額訂為 4000 元，超過以 4000 元計算，4000 元以內，
以實際金額計算。
明年起每篇文章須註明是否為邀請文稿或自由投稿。
從 109 期季刊開始新增會員動態及研究成果報導(Member
and Research Highlights)的報導。
2. 案由：「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改名為「光電學會」。
說明：鑑於光電產業日趨成熟廣泛，以及世界各先進國家競相投入
此產業開發，台灣亦將光電產業列為科技發展重點之一 ，
為了使學會有更寬廣的面向發展，建議將「中華民國光學工
程學會」改名為「光電學會」。
決議： 由於更改學會名稱必須先由理監事會決議通過是否改名
後，再討論及決議更改的名稱，最後再將此議題送於年會
大會中，經由會員大會同意，使得才能申請變更名稱。
1. 同意變更學會名稱之表決如下(不記名投票)：
(1) 學會有投票權之理事人數共 16 人。
(徐紹中理事已請辭不計算)
(2) 當天總出席人數共 16 人，出席理事人數 12 人過半。
(理事長 1 人，秘書長 1 人，理事 12 人，監事 2 人)
(3) 投票結果：共 12 人投票，12 票同意，0 票不同意；
決議：同意變更學會名稱。
2. 變更學會名稱及決議如下(不記名)：
中文 1：中華民國光電學會 (12 票同意，0 票不同意)
英文 1：Taiwan Photonics Society(12 票同意，0 票不同意)
中文 2：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名稱不變)
英文 2：Taiwan Optical Engineering Society(名稱不變)
3. 決議是否將中英文名稱合併或分開送至大會
投票如下，共 12 票(不記名)：

同意中英文名稱合併送至大會：4 票
同意中英文名稱分開送至大會：8 票
決議：同意中英文名稱分開送至大會。
3. 案由：徐紹中理事請辭學會理事一案
說明：因徐理事於今年年中升任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主任 ，未來
唯恐事務繁忙以致無法全心於學會事務，因此提出請辭，也
請學會討論遞補人事。
決議： 由吳忠幟教授(原候補理事)遞補徐紹中理事一職。
4. 案由：學生論文獎評分標準一案
說明：因今年度學生論文獎每位學生只由 2 位評審打分數，鑑別力
稍嫌不足，且評分標準之爭議性略大，因此討論明年之評分
標準。
決議：為了提升分數鑑別程度，與會理監事共同決議學生論文獎評
分更新如下：
1. 每位學生至少須讓 3-4 位評審評分過，使分數的誤差性縮
小。
2. 分為 1-10 級分，每各級分需對應各總分數及推薦分數。
3. 評審評完分數後，需寫 10-50 字的總評意見。
4. 範例評分表：
推薦
等級
(總分)

極力
推薦

優先
推薦

推薦

勉強
推薦

不推薦

100-90

89-80

79-70

69-60

59 以下

總評意見
(10-50 字)
只有極力推薦與不推薦需有總評意見
5. 鑒於目前評審老師邀請困難，因此明年起除了優先邀請理
監事委員擔任評審外，再考慮邀請歷屆參加青年光學工程獎
章之候選人為評審員。
5. 案由：是否取消各獎章之獎金一案
說明：學會舉辦各獎章徵選宗旨是讓各得獎人有得獎之榮譽心，而
不是以得獎金之目的，所以提出取消獎金，只頒發獎牌或獎
章一案。
決議：2010 年起各獎章除了學生論文獎之獎金持續頒發外，其他獎

章只頒發獎牌或獎狀，不頒發獎金。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