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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會議紀錄

第 57、58屆理、監事 
第 9、1次聯席會議紀錄

壹、日期：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星期四）下
午 4時

貳、地點：�台北市濟南路 2段 38-1號 2樓本會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

　◆第 57屆理事：（應出席 27人，實際出席 14人）
　　 王錫欽、王錫福、朱明昭、余炳盛、吳榮章、
吳裕慶、易洪庭、唐自標、連雙喜、陳貞光、

曾保忠、劉季剛、蔡　穗、魏稽生

　　請　假： 丁原智、王孟炫、吳明賢、林東毅、
胡　毅、胡興台、徐振湖、陳逸偵、

陳瑞祥、黃啟原、蔡印來、戴敏政、

羅光孏

　◆第 57屆監事：（應出席 7人，實際出席 4人）
　　王　中、黃重裕、鄭瑞熾、賴克富

　　請　假：周麒麟、林朝宗、陳玉松

　◆第 58屆新當選理事： （應出席 27人，實際出席
15人）

　　 王錫欽、王錫福、朱明昭、余炳盛、李輝隆、
易洪庭、翁榮南、連雙喜、郭新進、陳貞光、

曾保忠、廖滄龍、劉季剛、蔡　穗、鄭瑞熾

　　請　假： 丁原智、江崇榮、何恆張、吳樂群、
林弘男、徐振湖、陳大麟、陳昭旭、

陳逸偵、陳瑞祥、顏志偉、羅　偉

　◆第 58屆新當選監事： （應出席 7人，實際出席 5
人）

　　王　中、唐自標、賴克富、謝凱旋、魏稽生

　　請　假：邱順得、羅光孏

　◆列席指導：蘇榮譽理事福欽、朱榮譽理事秋龍

　◆列席人員： 林秘書長再遷、董副秘書長鈞堯、
陳副秘書長啟泰、李秘書文傳

肆、主席： 吳榮章理事長、王錫欽常務理事 
紀錄：李文傳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致詞（吳榮章理事長）

　　時光如梭，本人擔任學會理事長，悠忽二載，任

期二年至年底屆滿，因本人職務變動，未能繼續為學

會奉獻微薄心力，至感歉疚！

　　二年來，學會在各位理監事的鞭策，會員的支持

與愛護，會務發展順利，學術活動頻繁，為各專門工

程學會所僅見，備受社會及學術界所肯定。

　　本會已於今 (104)年 12月 4日假中油公司會議室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選出礦冶界產官學研的精英領袖

人士理事 27名、監事 7人，將在今天第 57屆第 9次
與第 58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第 58屆當選理事
選出第 58屆 (105∼106年 )常務理事、與理事長，第
58屆當選監事選出常務監事。
　　選出新理事長後，將隨即辦理印信移交；並請新

任理事長主持其第 58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有
關 105年會務推動事項。
　　今天我要鄭重推薦下任理事長候選人，中鋼公司

林弘男先生，林總經理國立成功大學造船工程系畢

業，美國 Thunderbird國際管理學院國際企業管理碩
士，曾任中鋼公司煉鐵廠廠長、生產部門助理副總經

理、中龍公司總經理、中鋼公司執行副總經理兼任中

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現任中鋼公司總經

理仍兼任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同時為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理事長，學驗俱豐，熱心公益，

領導學會開創新猷，成就可期，請各位熱烈支持。

　　感謝各位理監事二年來的幫忙，尤其林秘書長及

會務同仁，不辭辛勞將會務運作得非常順利，除協助

推展各項學術活動外，本會每年編列預算約新台幣

3百 70餘萬元，提撥會務發展基金十萬元後均有近
10%的節餘，今年因景氣欠佳，捐款及廣告短收約 30
萬元，僅達總預算的 8.6%，亦屬難能可貴，一併致
謝！

　　現在就依照議程進行下任常務理事、理事長及常

務監事的選舉，其程序請林秘書長說明。

乙、選舉第 58 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暨理事長

一、選舉常務理事 (9 位 )

1.推舉第 58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選舉
選務人員：

選舉主持人：林再遷秘書長

監　票　人：易洪庭理事

發　　　票：宋桂春組長

唱　　　票：王　中監事

記　　　票：鄭瑞熾監事

2.發出選票 15張，收回有效票 15張。
3.開票結果： 林弘男（15票 )、朱明昭（15票）、

王錫欽（15票）、蔡　穗（15票）、
徐振湖（15票）、王錫福（15票）、
劉季剛（14票）、廖滄龍（14票）、
易洪庭（13票）、陳逸偵（2票）

4.選舉結果： 林弘男、朱明昭、王錫欽、蔡　穗、
徐振湖、王錫福、劉季剛、廖滄龍、

易洪庭等 9位當選為常務理事。
二、選舉常務監事（1位）

1.發出選票 5張，收回有效票 5張。
2.開票結果：賴克富（5票）
3.選舉結果：賴克富當選為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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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舉理事長

1.在常務理事 9位中，由出席理事 15人，票選出
一位常務理事為理事長。

2.發出選票 15 張，收回有效票 15 張。
3.開票結果：林弘男（15票）
4.選舉結果：林弘男常務理事以全票 15票當選為
第 58屆 (民國 105∼ 106年 )理事長。
★選舉結果，經電林弘男常務理事，同意接任理事

長。

四、新、舊任理事長交接。

　　第 58屆理事長林弘男先生今日因公忙未克出
席，擇期舉辦交接儀式，並推舉王錫欽常務理事主持

第 58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
五、新任理事長致詞兼提名秘書長、副秘書長。

1.新任理事長致詞：(王錫欽常務理事代 )
①林理事長今天因部長到中鋼公司視察，需陪同

參訪，致無法前來參加會議，謹致上萬分歉

意！

②林總經理對各位理事的支持，推薦擔任學會理

事長，在此表達最真誠的感謝！學會創建於民

國 15年，歷史悠久，長時間以來，引領學術
界的指針與方向，推動政府政策的制定，有一

定的貢獻。學會在歷任理事長卓越的領導下，

均有很好的成績。林總經理此次榮膺重任，深

感責任重大。盼望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下，帶領

學會持續向前邁進，並期待未來的兩年期間，

各位理監事繼續給予更多的指導。謹將林總要

在會議中表達深深的感謝與期待轉達給各位。

謝謝大家。

2.新任理事長提名林再遷續任秘書長，獲出席理監
事一致鼓掌同意通過。

3.新任副秘書長人選俟新任礦、冶、油委員會主任
委員聘定，指派執行秘書人選後，再行聘任。

丙、討論事項

一、 新任理事長提名各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請同意
案。

決議：同意理事長提名聘任：

礦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朱明昭續任

冶金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錫欽續任

石油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滄龍新任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錫福續任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季剛續任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再遷續任

兩岸礦業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賴克富續任

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易洪庭新任

二、105年收支預算，提請同意案（見附件一）。
說明：1.收入：3,700,000.元

2.支出：3,700,000.元
決議：照案通過。

三、105年重要學術活動計劃之取向 (草案 )，提請討
論案。

說明：1.重要學術活動計劃修正為：重要學術活
動計畫

2.會史資料之搜集修正為：會史資料之蒐
集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二）。

四、「一年 (104)來鑛冶工程建設概況」之重要項目及
撰稿人分配，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三）。

五、104年年會大會提案三件，提請討論案。
決議：1.照案通過（附件四）。

2.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經濟部、
環保署參辦。

六、會員委員會提會員申請入會，追認案。

●團體會員一家

　通達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會員：4人
1.吳俊逸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研究所碩士

(101年畢業 ) 
新聯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2.趙立德　 英國劍橋大學冶金材料所碩士 
(95年畢業 ) 
新聯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3.羅聖宗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 
(89年畢業 ) 
工研院綠能所資深研究員

4.林耿億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碩士 
(97年畢業 ) 
台灣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企劃控制師

●初級會員：9人
1.吳政岳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博士候選人
2.曾志翰　交通大學材料系博士生
3.林姿町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學士生
4.王崇軒　台北科技大學材資系學士生
5.陳煜偈　台北科技大學材資系學士生
6.蔡文傑　大同大學材料工程系學士生
7.吳冠何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系學士生
8.林玉韻　高雄大學化學及材料工程系學士生
9.謝崇焜　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學士生

　　以上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者，均經審查，符合各

級會員規定，准予追認案。

決議：追認通過。

丁、臨時動議

一、 本會「台灣 SOFC推動委員會」後續推動方向，
提請討論案。

決議：暫不處理。

二、 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草案 )，提請討論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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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五 )
三、 今 (105)年欣逢本會創會 90周年金禧慶，是否舉

辦慶會，提請討論案。

決議： 於今 (105)年三月第 2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決定。

伍、散會：�17：45（會後新任林理事長假南京東路二
段「壹品宴」宴請出席理監事及本會工作

人員）

附件二：

一、礦業委員會：

(一 )礦業能源政策與經濟研究。

(二 )礦場開採及安全技術與訓練。

(三 )石礦開發、加工及利用。

(四 )砂石開採、管理與技術。

(五 )地質、資源探勘及工程地質技術。

(六 )資源再生技術及利用。

(七 )礦山環境之規劃與控制。

(八 )礦業海外發展之推廣。

(九 )國際礦業之技術資訊蒐集與研究。

(十 )地熱資源探勘、開發、利用及管理。

(十一 )礦業觀光與礦區資源化之推動。

(十二 )科技產業用礦業原料資訊蒐集與研究。

(十三 )礦業開採節能減碳之研究發展。

二、冶金委員會 :

(一 )鋼鐵、非鐵及金屬政策與經濟研究。

(二 )鋼鋁工業高、中階層經營管理。

(三 )鋼鐵生產及加工技術之研究與推廣應用。

(四 )不銹鋼、特殊鋼與粉末冶金之技術與管理。

(五 )金屬冶煉鑄造、鍛造技術與研發推廣應用。

(六 )非鐵金屬技術及特殊冶煉技術之研發。

(七 )耐火材料工業之發展。

(八 )冶煉公害防治及節能減碳之技術與管理。

(九 )大陸鋼鐵與非鐵金屬之技術與研發。

三、石油委員會：

(一 )油氣能源政策與經濟研究。

(二 )陸上與海域油氣之探勘與開發。

(三 )石油探採技術研發與訓練。

(四 )海外油氣合作探勘與經營推展。

(五 )大陸油氣探勘、開發與供需之研究。

(六 )油氣探勘開發及節能減碳之技術與管理。

四、出版委員會：

(一 )《鑛冶》會刊之出版與發行。

(二 )鑛冶叢書之出版與發行。

(三 )會史資料之蒐集。

(四 )鑛冶技術專輯之出版。

(五 )年會及其他學術之論文評審與出版。

五、會員委員會：

(一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之徵求與推動。

(二 )會員會籍之審查與整理。

(三 )大學礦業相關科系學生之暑期講習訓練。

(四 )會員廠礦參觀及其他有關學術與育樂之活

動。

六、財務委員會：

(一 )本會經常財務之籌措。

(二 )常年廣告之徵求。

(三 )其他財源之開拓。

七、促進兩岸礦業發展委員會：

(一 )兩岸礦業資訊之交流與整編。

(二 )兩岸礦業書刊雜誌之交換與蒐集。

(三 )兩岸礦業學者、專家互訪之協調與安排。

(四 )兩岸礦業學術研討會之規劃與籌辦。

(五 )兩岸礦業技術之研究與發展。

八、獎章委員會：

(一 )獎章候選人之徵求事項。

(二 )獎章候選人之審查事項。

(三 )獎章候選人之選定事項。

(四 )傑出服務貢獻獎章之辦理事項

105年重要學術活動計畫之取向

附件三：

題　　類 主　持　人

一、綜論 林再遷

二、油氣礦業 廖滄龍

三、金屬與非金屬礦業 朱明昭

四、礦產進出口 陳逸偵

五、鋼鐵工業 林弘男

六、非鐵金屬工業 蘇韋人

七、粉末冶金工業 李輝隆

八、工業材料研究 伏和中

九、地質調查與研究 江崇榮

十、礦業服務與研究 胡耀祖

十一、鑛冶（資源、材料、地質）教育 陳昭旭、丁志明、羅　偉、唐自標、蔡印來、胡　毅、吳樂群

「一年 (104)來鑛冶工程建設概況」之重要項目及撰稿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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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年會提案
提案一：

提案人：礦業委員會

案　由： 因應國際提升天然氣發電配比趨勢，應積極

開發海域天然氣資源，提升自有氣源，以確

保能源供應。

說　明： 日本於福島核災後，國際間開始重新檢視核

能發電之安全性，我政府部門經依據《環境

基本法》第 23條明文規定，政府應訂定計

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設定「確

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

步邁向非核家園」能源發展願景，及「不限

電、維持合理電價、達成國際減碳承諾」3

大原則，積極實踐各項節能減碳措施，逐步

達到穩健減核的目標。

　　　　 　　目前核一、核二與核三廠不再延役，核

四廠封存中；另為達成我國減碳目標，低污

染之天然氣發電勢必逐年提升發電配比，然

而我國油氣資源供給之進口比例逾 9成，自

產比例偏低，為確保能源之供應無慮，宜推

動海域天然氣資源開發及加強區域內能源探

勘及投資佈局。

辦　法： 加強國內海域油氣礦區探勘，及持續推動穩

定區域內天然氣探勘及貿易夥伴關係。

決　議：函請經濟部參辦。

提案二：

提案人：本會冶金委員會

案　由： 針對東南亞各國提高鋼品進口關稅與實施鋼

品驗證、大陸與其他國家低價、品質不良鋼

品傾倒到台灣，已嚴重危及國內鋼鐵產業之

生存，建請政府迅速推動國內各項鋼品強制

性驗證登錄制度，並與東協各國簽署貿易協

議，以挽救國內鋼鐵產業，並健全國內鋼鐵

產業發展。 

說　明：一、 外患：各國陸續祭出調高鋼品關稅、強

制驗證與控告反傾銷等手段，讓台灣鋼

鐵產品外銷受到嚴重打擊與阻礙，包含

1.東南亞各國相繼提高鋼品進口關稅，

例如：印度於六月將熱、冷軋、熱浸

鍍鋅產品關稅由 7.5%提高至 10%，8

月再提高至 12.5％；印尼於五月底對

進口鋼品關稅由目前之 5%∼12.5%，

提高為 10%∼20%，關稅遠高於日、

韓，造成台灣鋼鐵產業難以經營。

2.東南亞各國除調高關稅外，亦同步實

施強制性進口驗證，實為另一種非關

稅貿易障礙，增加進口成本及影響時

效。

3.美國、歐盟各國對台灣鋼鐵產業反傾

銷控訴，造成國內鋼廠無法銷售至歐

美各國。

　　　　二、 內憂：國內未相對實施強制驗證、提高

關稅與反傾銷等措施，造成大陸、韓

國、印度及印尼等國以低價、或以不良

品傾倒到台灣，且大陸更夾合金鋼出口

退稅變相補貼之利進行低價傾銷，已嚴

重破壞國內市場秩序、影響工程品質、

危及國民安全，更加深國內鋼鐵產業面

臨倒閉之危機。

辦　法：建請政府相關機關協助下列事項：

　　　　一、 建請經濟部標檢局迅速啟動各鋼品強制

驗證登錄制度，包含鍍烤鋼品、鋼板、

H型鋼、熱軋鋼管、鍍鋅鋼管、馬口

鐵、輕鋼軌、型鋼、不銹鋼捲片與不銹

鋼條棒，以杜絕低價、不良鋼品進口國

內，並確保工程品質、國人安全與挽救

國內鋼鐵產業。

　　　　二、 建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整合政府部

門公共工程資源，推動國內公共工程唯

一使用 CNS規格與正字標記之鋼品，

以確保工程品質與國人安全。

　　　　三、 建請經濟部標檢局宣導推動擴大國內使

用 CNS規格與正字標記之鋼品，以提

升國內用鋼品質與確保國人安全。

　　　　四、 建請經濟部國貿局加強對低價進口鋼品

之反傾銷控訴，以健全產業秩序。

　　　　五、 建請經濟部國貿局與東協、印度及歐美

各國簽署 FTA，降低關稅，以強化國內

鋼鐵產業之競爭力。

　　　　六、 建請經濟部國貿局與大陸協商取消出口

退稅補貼，並儘速完成貨貿與服貿簽

署。

　　　　七、 建請經濟部國貿局協助業者答辯國外反

傾銷控訴。

決　議： 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及經濟部國貿局參辦。

提案三：

提案人：本會冶金委員會 

案　由： 建請政府各部會協助煉鋼轉爐石去化及資源

化之推動。

說　明：一、 一貫作業煉鋼廠之轉爐石原料來源為石

灰石 (與水泥原料來源相同 )，物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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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穩定，為取代天然砂石絕佳材料。民

國 88年間政府核定為產品，為確保轉

爐石無害性，一貫作業鋼鐵廠除依照行

政院環保署相關規定及國家標準嚴格檢

驗出廠品質合格，轉爐石同時經內政部

認證獲頒綠建材標章及行政院環保署認

證頒授為環保標章產品，政府應鼓勵採

用。

　　　　二、 轉爐石長期遭受誤解，縱使轉爐石之再

利用均符合國家標準及施工規範，仍待

政府單位積極協助推廣，一旦資源化嚴

重受阻，將導致鋼鐵停產，影響甚巨，

針此，鑒於轉爐石已被評定為環保產

品，建請政府應對轉爐石產品給予客觀

之評定，並協助再利用推廣。

　　　　三、 轉爐石應用範圍非常廣泛，例如作為回

填材料、水泥生料、道路工程、瀝青混

凝土，以及水利工程材料等；先進鋼鐵

工業國家如美國、日本、歐洲等，皆將

爐石大量使用於各種土木營建、地盤

改良材以及填方工程領域；另，地狹

人稠的新加坡政府 LTA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也自 1990年起，就已指定使

用煉鋼爐石作為道路用材料。

　　　　四、 國內一貫作業鋼鐵廠多年來投入大量人

力及資源，成功將轉爐石改質，使其物

理化學性質優於天然骨材，並積極與學

界及工務單位合作，將轉爐石用於瀝青

混凝土路面、道路基底層、人行道地面

磚、鐵路道碴、護坡塊及消波塊等工程

材料，於廠內、外試用獲得良好成效，

惟轉爐石長期遭受誤解，致大量推廣受

阻，為善加利用地球資源，建請政府協

助轉爐石去化及資源化之推動，以疏解

國內鋼鐵工業生產營運之困境。

辦　法： 為促進地球資源再利用並協助一貫作業鋼鐵

廠解決轉爐石去化問題，建請政府協助轉爐

石產品之再利用推廣，期藉由科學試用評估

計畫，驗證轉爐石產品之使用實績，消弭大

眾對於轉爐石產品之疑慮，以創造永續經營

環境，並解決鋼鐵工業轉爐石資源化問題。

決　議： 建請經濟部、環保署、工業局、農委會協助

轉爐石產品之再利用推廣。

一、本辦法依據本學會章程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以下簡稱會員代表）之產

生，採分區定點定時之方式選舉之，其時間地點

由理監事會決定後通知有選舉權之會員選舉之，

其分區方式如下：

1.北區（含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

新竹縣、市、桃園市、連江縣）

2.中區（含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

金門縣）

3.南區（南投縣、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台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三、會員代表候選人由本學會章程第十九條第三項決

定參選名單。

四、會員代表之選舉以每年五月卅一日為統計有選舉

權會員之基準日。

五、會員代表人數比例以四捨五入取整數，但合計人

數超出會員代表總名額時由五入值最大之分區依

次各加一人，至符合總名額 61人。

六、會員不能親自出席選舉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有

選舉權之會員代理，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七、會員代表之任期二年，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

理改選，連選得連任。

八、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者，即喪失其會員代表

資格。

九、分區選出之會員代表如缺額達各該區應選名額半

數時，應行補選，經補選選出之會員代表，其任

期以補足原任會員代表之任期為限。

十、各區選舉會員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之十五日前通

知會員參加，並由本學會理事會指定人員召集或

主持之，辦理會員代表選舉之選務人員由本學會

指定。

十一、會員代表之選舉票，由本學會印製並加蓋圖記

及本學會監事會常務監事印章後生效。

十二、各區會員代表之選舉結果及當選會員代表名冊

應於選舉完畢後，七日內送本學會彙提理事會

審查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十三、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學會章程及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辦法經本學會理事會通過，送主管機關備查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第 57 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5 年元月 6日本會 (105) 鑛冶發字第 009 號函報內政部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