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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學資料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109 年度第一次全體委員會暨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9 年 5 月 7 日（四）10:00-10:40 

地 點：線上會議（使用 WebEx 平台） 

主 席：李德財主任委員 

記  錄：李書儀、林俞君 

出 席：于若蓉、王惠鈞、朱有花、李芳仁、李德財、邵廣昭、 

范毅軍、孫志鴻、張雅雯、莊庭瑞、莊偉哲、莊裕澤、 

陳伶志、陳志柔、陳淑君、陳舜伶、陳鴻宜、黃柏壽、 

黃誌川、端木茂甯、趙奕姼、趙振瑞、劉扶東、蕭傳鐙 

請 假：李建成、林富士、林誠謙（由莊庭瑞代理）、許晃雄、 

賀端華、廖弘源、薛博仁 

會議附件： 
附件一、108 年度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記錄 
附件二、會章修訂草案對照表 
附件三、會章修訂草案完整版 

一、 主席報告 

(一)  確認 108 年度第二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附件一）。 

(二)  本屆（第 11 屆）增聘臺灣社會學會（國際社會學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會員）理事長陳

志柔研究員為本會當然委員；增聘國際生物化學與分子生

物 學 聯 盟 （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UBMB）會長王惠鈞院士為聘任委員

（聘期至 111 年 3 月 22 日止）。 

(三)  第 11 屆當然委員鄧麗珍理事長（代表台灣微生物學會

（IUMS 會員））變更為薛博仁理事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檢驗醫學科教授）；呂平江理事長（代表中華民國生物物

理學會（IUPAB 會員））變更為莊偉哲理事長（國立成功

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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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及決議 

(一)  本會會章修改草案（附件二、三）經出席委員全體同意通

過，即日起施行。 

(二)  IUBMB（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國際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聯盟）曾為 ICSU

（International Council Scientific Union）會員，在 ICSU

改為 ISC（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後已和其重新接

觸並評估加入會員一事，而其代表組織（台灣生物化學及

分子生物學學會）之主任委員（李芳仁委員）為本會當然

委員一職本屆不做更動。 

(三)  原定於 2020 年 3 月 8 日舉辦之「研究資料管理培訓工作

坊（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Training Workshop）」因新

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將推遲至 2020 年 8 月 23

日舉行，講者尚在邀請中。 

三、 臨時動議 

 擬由劉扶東委員召集並籌辦一場秋季（暫定 9 月）線上或

複合式（結合線上與實體兩種型態）研討會，集結會內各

學會之研究成果向國內外發聲。研討會籌備小組初步成員

為劉扶東委員、李德財委員、王惠鈞委員以及陳伶志委

員，會後將進一步尋找合適人選加入籌備小組共同策劃此

場研討會。 

四、 散會（上午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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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108 年度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8 年 11 月 21 日（三）12:15-13:30 

地 點：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舊館 2 樓會客室 

主 席：李德財主任委員 

記  錄：李書儀、林俞君 

出 席：李德財、邵廣昭、陳伶志、莊庭瑞、劉扶東 

請 假：朱有花、廖弘源 

會議附件： 
附件一、108 年度第一次全體委員暨常務委員會議記錄 
附件二、本會會章修改草案 
附件三、目前會內當然成員組織對照表 
附件四、CODATA Constitution (Statutes and By-Law) 

一、主席報告 
(一)  確認 108 年度第一次全體委員暨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附

件一）。 
(二)  原第 11 屆當然委員高慶珍副教授（代表國際地理學會，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IGU）變更為黃誌川教

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三)  本會第 11 屆執行秘書莊庭瑞委員（聘任/常務委員）卸任，

由陳伶志委員（聘任/常務委員）接任。 

二、討論及決議 
(一)  因應「國際科學理事會」更名（舊稱 International Council 

Scientific Unions，現稱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以及

CODATA 憲章修訂，本會會章配合調整如附件二，草案

待明年度（109 年度）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上討論、確定

後施行。 
(二)  因 CODATA 之會員體型態調整，且國際社會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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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ociology Association, ISA）已加入 ISC，
故 ISA 下之台灣社會學會（Taiwa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SA）可增列為本會第 11 屆之當然成員，將

請院方發予聘書邀請 TSA 加入本會。 
(三)  本會當然成員之一的 IUBMB（世界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

學會聯盟）目前會長為本院王惠鈞院士，將聘請其擔任本

會聘任委員。 
(四)  因 IUBMB 目前非 ISC 成員，於 109 年新會章通過後，若

其仍未加入 ISC，則將其代表組織（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

生物學學會）之主任委員（李芳仁委員）由本會當然委員

轉為聘任委員。 

三、臨時動議 

無 

四、散會 (下午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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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ATA 中華民國委員會－會章修訂對照表 
 

78.03.22原版 108.11.20 修訂草案 修訂原因說明 

國際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會

章 

國際科學資料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會章 因 CODATA 由 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改為 Committee 

on Data。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 「國際科學與技術資料委

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英文名稱為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DATA,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 O. C” 本委員會簡稱為 

NCCODATA/AST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 「國際科學資料委員會中

華民國委員會」英文名稱為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DATA,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 O. C” 本委員會簡稱為 

NCCODATA/AST 。 

因 CODATA 由 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改為 Committee 

on Data。 

第二條：本會在中央研究院指導下，聯合全國

有關科學與技術團體及科學家，以協助我國舉

辦各項科學與技術資料學術活動，建立科學與

技術資料庫，並參加國際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

會之各項工作為宗旨。 

第二條：本會在中央研究院指導下，聯合全國有

關科學團體及科學家，以協助我國舉辦各項科學

資料學術活動，建立科學資料庫，並參加國際科

學資料委員會之各項工作為宗旨。 

因 CODATA 由 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改為 Committee 

on Data。 

第二章 組織 

第三條：本委員會置委員人數三十一名，委員

包括當然委員及聘任委員兩種。當然委員由國

際科學聯合會總會 (ICSU) 下之各中華民國委

第二章 組織 

第三條：本委員會置委員人數三十一名，委員包

括當然委員及聘任委員兩種。當然委員由國際科

學理事會 (ISC) 所屬學會與協會成員

因國際科學理事會由舊稱 International 

Council Scientific Unions (ICSU)改為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以及

CODATA 憲章針對「成員」範圍之修訂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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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3.22原版 108.11.20 修訂草案 修訂原因說明 

員會主任委員擔任，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聘任

之，其任期依各委員會之任期行之。聘任委員

由中央研究院院長依實際需要聘任之，其任期

三年，得連任之。 

（Member Union and Association）下之各中

華民國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由中央研究院院長

聘任之，其任期依各委員會之任期行之。聘任委

員由中央研究院院長依實際需要聘任之，其任期

三年，得連任之。 

整本會會章。 

第四條：本會設常務委員七人，均由委員互選

之。設主任委員一人，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就常

務委員中圈選。 

第四條：本會設常務委員七人，均由委員互選

之。設主任委員一人，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就常務

委員中圈選。 

無更動 

第五條：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幹事若干人，

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常務委員會通過聘任之。 

第五條：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幹事若干人，由

主任委員提名，經常務委員會通過聘任之。 

無更動 

第三章 會議 

第六條：本會全體委員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常

務委員會議以每半年舉行一次為原則。 

第三章 會議 

第六條：本會全體委員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常務

委員會議以每半年舉行一次為原則。 

無更動 

第四章 經費 

第七條：本會繳納國際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會

之會費及經常事務費用除向中央研究院申請補

助外，其他費用由常務委員會籌措。 

第四章 經費 

第七條：本會繳納國際科學資料委員會之會費及

經常事務費用除向中央研究院申請補助外，其他

費用由常務委員會籌措。 

因 CODATA 由 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改為 Committee 

on Data。 

第五章 附則 

第八條：本會章經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第五章 附則 

第八條：本會章經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無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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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學資料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會章（修訂草案） 

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成立 

民國一○九年五月七日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 「國際科學資料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英文名稱為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DATA,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 O. C.” 本委員會簡稱為 

NCCODATA/AST 。  

第二條：本會在中央研究院指導下，聯合全國有關科學團體及科學家，以協助我國舉辦各項

科學資料學術活動，建立科學資料庫，並參加國際科學資料委員會之各項工作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  

第三條：本委員會置委員人數三十一名，委員包括當然委員及聘任委員兩種。當然委員由國

際科學理事會 (ISC) 所屬學會與協會成員 (Member Union and Association) 下之各中華民

國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聘任之，其任期依各委員會之任期行之。聘任委

員由中央研究院院長依實際需要聘任之，其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第四條：本會設常務委員七人，均由委員互選之。設主任委員一人，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就常

務委員中圈選。  

第五條：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幹事若干人，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常務委員會通過聘任之。  

第三章 會議  

第六條：本會全體委員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常務委員會議以每半年舉行一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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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經費  

第七條：本會繳納國際科學資料委員會之會費及經常事務費用除向中央研究院申請補助外，

其他費用由常務委員會籌措。  

第五章 附則  

第八條：本會章經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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