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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正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9日  
發文字號：化全字第1100010041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主旨:敬請鼓勵 貴院系(化學、化工、材料、高分子、藥學、生科等)相關 
         科系學士畢業生及研究所碩、博士班畢業生，踴躍參與2022年中國 
         化學會年會研究論文獎選拔，爭取殊榮。 
 

說明： 

一、本會為鼓勵國內學士生及碩博生(含外籍)從事創新性研究，特設置研究論文獎

及辦法，每年向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公告，歡迎 貴院系學士生與碩博生踴躍

報名參與。 
二、凡于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畢業的學士生與碩博士生，歡迎由指導教授推薦， 
        報名參加選拔。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因兵役問題無法參加上屆選拔之研究 
        生，亦歡迎報名。兩年重複報名者，如經舉發，將取消獲獎資格。 
三、參加者須於年會網站註冊、線上報名及上傳學位論文或專題研究報告及其他 
        論文發表之參考資料。指導教授推薦函將另行通知指導教授在截止日期內線 
        上上傳，逾期恕不受理。 
四、選拔分初審、複審兩階段。初審為書面審查，通過者將以email通知及公布名 

單於化學年會網站。複審為口試，將於年會期間於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舉行。 
五、檢附本會研究論文獎實施辦法、實施細則、Q&A。 
六、線上報名及申請說明將於近日內於學會網站公告http://chemistry.org.tw/。 
 
正本：各大專院校化學、化工、材料、高分子、藥學、生科等相關系所 
副本：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圓桌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段 128號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A409 

信           箱：11599 中研院郵局第18號信箱 
聯    絡   人：詹于穎 
電           話：02-2653-0323    
電   子   郵  件：jccs@gate.sinica.edu.tw 

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國化學會研究論文獎實施辦法 
2001 年第 4 次、2002 年第 3 次、2005 年第 1 次、 
2006 年第 4 次、2008 年第 2 次、2010 年第 4 次、 
2012 年第 2 次、2016 年第 2 次、2017 年第 2 次、 

2018 年第 1 次理事會議通過修正 
2020 年第 1 次理事會議通過修正 

 

一.本會為鼓勵國內學生從事創新性化學研究，特設置研究論文獎及本辦法。 
二.獎分研究生組及大專生組。研究生組依研究領域，分為張昭鼎無機化學研究生論文獎、周大

紓有機化學研究生論文獎、物理化學研究生論文獎、台灣神隆分析化學研究生論文獎、生物
化學研究生論文獎、范道南新創藥物研究生論文獎、吳松柏應用化學研究生論文獎、許自然
化學合成研究生論文獎、東京化成有機合成賞;大專生組則設李長榮化學新秀獎。 

三.研究生組各領域獎項設置傑出獎、優等獎、佳作獎，於化學年會中選拔，並得設置準佳作獎，
以資鼓勵碩、博士研究生們參與。大專生組設置新秀獎，以資鼓勵大專生從事專題研究。 

四.評審會由化學年會承辦單位之學術委員會組成，並由該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擔任總召集人，主
持研究論文獎之遴選。 

五.論文獎之產生須經初審與複審二階段，初審入圍者應於年會時以論文報告之方式參加複審。
評審細則另訂之。 

六.論文獎之得獎者於年會閉幕式中接受本會頒獎。 
 

社團法人中國化學會研究論文獎實施細則 

一、 依據中國化學會研究論文獎實施辦法訂定本實施細則。 
二、 研究生組論文獎依研究領域分為「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 
    「生物化學」、「新創藥物」、「應用化學」、「化學合成」、等 8 類;以及大專生組「新秀獎」

共 9 類。 
三、 研究生組各獎項設置傑出獎 1 名，頒發獎狀乙幀獎金參萬元、優等獎 1-3 名，各頒發獎狀

乙幀獎金壹萬元、佳作獎 1-6 名，各頒發獎狀乙幀獎金伍千元，於化學年會中選拔，並設
置準佳作獎，頒發參加獎金壹千元或獎狀，以資鼓勵碩、博士研究生們參與。大專生組設
置新秀獎 10 名，各頒發獎狀乙幀獎金壹萬元，以資鼓勵大專生從事專題研究。 

四、 化學會應於年會舉辦日期之前 6 個月正式具文公告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 
五、 凡於年會舉辦前一年之 9 月至當年 8 月間畢業之博、碩士生及大專生、在學大專生已有專

題研究報告產出者、或因兵役問題無法參加上屆選拔者，皆得經指導教授推薦報名參加研
究論文獎之選拔。 

六、 參加者須於年會網站註冊、報名及上傳學位論文或專題研究報告及其他論文發表之參考資
料。指導教授推薦函請以紙本方式，於規定時程內寄達年會承辦單位(以郵戳為憑)，逾期
恕不受理。 

七、 論文獎得獎者之產生經初審與複審二階段。初審為書面資料審查，由年會承辦單位學術委
員會選列研究生若干名參加複審。複審為論文口頭報告，於年會中舉行，由 9 類論文獎評
審委員會各 3 至 5 位委員評定之。 



研究論文獎 Q&A 

1. 要準備那些文件呢？
答：碩博研究生準備報名表、指導教授推薦函(由指導教授線上填寫)、學位論文及
其他參考資料。大專生準備報名表、指導教授推薦函(由指導教授線上填寫)、專題
研究報告及其他參考資料。

2. 去年因兵役問題無法參加，今年還有機會嗎？
答：有。本獎項提供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間畢業者申請，然 2019 年 
9月至 2020 年 8 月因兵役問題無法參加上屆選拔者，歡迎報名參加。

3. 今年升碩（博）一年級的研究生，還沒有學位論文產出，可以報名嗎？
答：請多加努力，於完成畢業論文後參加。然而，上個學年完成之學士級專題研
究報告，可以參加不分領域之大專生新秀獎（College Student Research Award）的
選拔；上學年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可參加各領域的研究論文獎。

4. 去年沒有得獎，今年還可以報名嗎？
答：不行喔！兩年重複報名者，如經舉發，將取消獲獎資格。但如果大專生專題
研究報告之題目和內容與前一年不同，則不在此限。

5. 有限制各系所名額嗎？
答：無。

6. 一定要報名年會才能參加選拔嗎？
答：是的。請先註冊並上傳文件。若未獲口試機會，且無法參與年會，可申請退
費。

7. 參加『研究論文獎』，因已經上傳電子檔，是否還需要寄送紙本論文？
答：不需要。

8. 是否還需要寄送紙本的教授推薦函？
答：不需要。請於線上報名系統填寫指導教授聯絡資料，系統將通知指導教授線
上填寫推薦函。

9. 參加研究論文獎評選，若有多個檔案該如何處理？
答：學位論文或專題研究報告是一個單獨的 PDF 檔，其他補充資料請合併為一個
PDF 檔後上傳。兩個檔案的檔案大小均需在 60 MB 以下。

10. 請問研究論文獎沒有進入複試（口試）的學生是否也會收到通知？
答：
1. 研究論文獎評審工作小組將送審資料不足者（缺指導教授推薦信），標註為不
符合參加資格。
2. 其他符合資格者，將聘請各領域及各校教授進行學生論文資料初審。
3. 彙整初審結果後，評審工作小組會於年會官網公布『研究論文獎複試名單』，
並個別通知參加複試口試的學生及未通過的學生。



Q&A─Thesis Award  

1. Required documents for applications: 
Graduate students: Fill in the online application form, recommendation letter (submitted 
online by the advisor), thesis/dissertation, and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ill in the online application form, recommendation letter 
(submitted online by the advisor), research report, and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2. This award is only open to individuals with undergraduate research report or degree thesis 

that are approved in the previous academic year. Exceptions are allowed only for 
individuals who cannot compete for the award taken place last year due to obligation of 
serving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3. Previous applicants and recipients of the thesis award are not eligible. Howeve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an still become eligible if they submit a research report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last year. 
 

4.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on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from a department. 
 

5. Online registration of the annual meeting is mandatory. Refund is available for those who 
are not invited to attend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are unable to attend the annual meeting. 
 

6. Applicants do not need to deliver a print version of their thesis/dissertation.  
 

7. Applicants must provide accurate contact details of their advisor, so that he/she will be 
notified via email to submit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8. Supplementary file must be prepared in a single PDF file. File must not exceed 60 MB. 
 

9. Applicants will receive a decision notification by email before the annual meeting. For 
those selected for the oral contest, you will need to make a oral presentation in less than 
5~10 minutes at a designated time and venue to a panel of referees. The list of the award 
winners will be announced prior to the closing ceremony. Winners will be awarded in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Annual Mee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