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7－鑛冶 61/1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會議紀錄

105年「鑛冶論文獎」 
候選論文宣讀評審 
會議記錄

壹、時　　間： 民國 105年 12月 7日（星期三） 

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貳、地　　點：�台北市松仁路 3號 5樓 

台灣中油公司 513會議室

參、共同主席：陳主任委員貞光 紀錄：李文傳

　　　　　　　鄭際昭委員

肆、出席委員： 林再興、翁榮南、連雙喜、黃啟祥、

申永輝、周倉榮、陳溪鎔、王玉瑞、

吳玉娟

　　論文宣讀人： 陳松春、林逸歆、潘俊宏、

陳志慶、沈建豪、潘時瑜、

簡明雁、鄭維仁、丁仕旋、

周棟勝、陳以宸、楊長庭、

許志民、張鈞程、歐信宏、

黃聖智、黃昱蓁、劉英杰、

潘述元、張皓荀、劉偉仁、

張坤諒、張懿慶

伍、列　　席：陳秘書長啟泰、李文傳、宋桂春

甲、報告事項

一、陳主任委員貞光報告

（一）評審標準：內容：40％、表達能力：30％、實用

價值：30％。

（二）宣讀注意事項：宣讀時間每篇 15分鐘。8分鐘

打一次鈴、10分鐘打第二次鈴、問答及討論 5

分鐘，15分鐘按一長鈴。

（三）宣讀論文宣讀順序：1.賴怡瑾同學因另有要事，

希望安排在第 1位宣讀；2.陳松春先生因另有要

公，早上無法前來，希望排在第 21位宣讀，經

徵得論文宣讀人無異議後，再當眾抽籤決定第 2

至 20位宣讀人先後順序，依序如下：

1.題目：微波脫層法製備奈米石墨烯片及其散熱

之應用

　作者：劉偉仁、賴怡瑾

2.題目：利用化學合成法快速合成近分散之

marcasite CuSe2與 berzelianite Cu2Se晶

體及特性之研究

　作者：楊長庭、向性一  

3.題目：物質平衡法應用於溶解型鹽水氣地層資

源量評估之研究

　作者：王柏安、沈建豪、謝秉志

4.題目：抗熱軟化之 5000系汽車用鋁合金開發

　作者：丁仕旋、石漢正、庾忠義、方炳昌、黃

惠君

5.題目：氧化鋁添加劑對鐵碳複合球團熔融現象

之影響

　作者：張皓荀、賴柏廷、陳引幹、盧科妙、劉

世賢

6.題目：改善加熱爐自動化溫控模式

　作者：吳立文、陳立輝、陳金洋、許志民

7.題目：鋼廠連鑄冷卻水系統之循環利用 -CaF2

抑垢化學品的開發

　作者：歐信宏、蔡承全、龍勁佟、何崇勤

8.題目：雷射快速燒結摻鈰釔鋁石榴石螢光陶瓷

板之晶粒取向與發光特性研究

　作者：陳以宸、粘永堂

9.題目：配方原料中 SiO2含量的改變對低溫合

成堇青石之影響

　作者：林逸歆、顏富士

10.題目：電廠鍋爐除礦水超微量成份監控技術開

發

　作者：劉英杰、葉茂淞、柳逸軒

11.題目：應用超重力碳酸化技術進行煙道氣淨化

與鹼性廢棄物安定化

　作者：潘述元、裴思魯、蔣本基、陳奕宏

12.題目：直接淬火技術應用於超高強度低合金耐

磨鋼板之開發

　作者：陳志慶、王元聰、鍾偉志、兵亮志、羅

偉

13.題目：雙相鋼退火氧化物對熱浸鍍鋅未鍍點之

影響

　作者：鄭維仁、楊國政、涂睿帆、蔣龍仁

14.題目：熱軋高強度低降伏比 JSH780Y汽車用

鋼開發

　作者：潘俊宏、王元聰、陳嘉暉、羅偉

15.題目：熱衝壓汽車用鋼硫化物控制技術開發

　作者：簡明雁、黃溫杰、朱銘仁、潘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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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題目：汽車用高功能性鍛造鎂合金輪圈開發

　作者：周棟勝、廖學誠、張聖藝

17.題目：壓縮氣體供應鏈最適化生產管理策略技

術

　作者：張鈞程、李銘偉、陳丁碩

18.題目：利用濕法冶金技術回收處理圓柱 18650

型廢鋰鈷電池中的有價金屬

　作者：楊金鐘、黃聖智、黃昱蓁

19.題目：以煉鋼製程廢料製成石墨烯粉應用於音

響訊號線之研究

　作者：張坤諒、張懿慶、楊希文、王炯聲

20.題目：美國德州非傳統油氣礦區評估研究

　作者：潘時瑜、王志文、曾繼忠、吳偉智

21.題目：枋寮山崩—臺灣西南海域高屏上部斜坡

的大型海底山崩

　作者：陳松春、許樹坤、蔡慶輝、王詠絢、葉一

慶

二、陳秘書長啟泰報告：（略）

乙、論文評審結果

一、21篇論文依序宣讀完成，經 11位出席評審委員

計分，選出：

1.特優獎 1篇：「抗熱軟化之 5000系汽車用鋁合

金開發」。

2.優等獎 3篇：

(1)直接淬火技術應用於超高強度低合金耐磨鋼

板之開發

(2)汽車用高功能性鍛造鎂合金輪圈開發

(3)鋼廠連鑄冷卻水系統之循環利用 -CaF2抑垢

化學品的開發

3.佳作獎 5篇：

(1)雷射快速燒結摻鈰釔鋁石榴石螢光陶瓷板之

晶粒取向與發光特性研究

(2)雙相鋼退火氧化物對熱浸鍍鋅未鍍點之影響

(3)改善加熱爐自動化溫控模式

(4)熱軋高強度低降伏比 JSH780Y汽車用鋼開

發

(5)利用化學合成法快速合成近分散之 marcasite 

CuSe2與 berzelianite Cu2Se晶體及特性之研

究

二、各得獎論文，俟提報理、監事會通過後，擇定

106年年會大會上頒發獎金及獎狀；特優獎每篇

發給 3萬元獎金，優等獎每篇發給 2萬元獎金，

佳作獎每篇發給 1萬元獎金；每位作者發給獎狀

乙紙，以資鼓勵。

三、特優獎論文獲代表本會參加 106年度中工會會際

論文競賽之殊榮，請在一周內備妥全文送本會出

版委員會，以備刊載於《鑛冶》會刊第 60卷第 4

期（105年 12月）。

陸、散會：下午 5時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第 58屆理、監事第 5次聯席 

會議紀錄

壹、日期：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16日 (星期五 ) 

上午 10時

貳、地點：台北市濟南路 2段 38-1號 2樓本會會議室

參、主席：林理事長弘男 紀錄：李文傳

肆、應出席人數：理事 27位、監事 7位

一、出席理事：16人

林弘男、朱明昭、劉季剛、王錫欽、蔡　穗、

廖滄龍、王錫福、易洪庭、羅　偉、鄭瑞熾、

陳瑞祥、余炳盛、丁原智、陳貞光、連雙喜、

何恆張

二、請假理事：11人

徐振湖、陳逸偵、江崇榮、陳昭旭、李輝隆、

吳樂群、郭新進、翁榮南、顏志偉、陳大麟、

曾保忠

三、出席監事：4人

賴克富、唐自標、邱順得、王  中

四、請假監事：3人

羅光孏、魏稽生、謝凱旋

五、列席人員：�陳秘書長啟泰、董副秘書長鈞堯、李

副秘書長文傳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本會前林秘書長再遷先生在 10月 18日辭世，生

前仍念念不忘學會創會 90周年慶暨 105年年會

的籌備工作；16年來林前秘書長對學會的貢獻有

目共睹，雖然他已經離開，仍讓人相當感念。

2.11月 9日內政部頒給本會 103∼104年全國性社

會團體績效評鑑甲等獎，恰逢學會 105年年會在

高雄辦理專題研討會，特委請易洪庭常務理事代

表本會出席領獎；這是連續 6年第 3度獲獎，這

樣好的成績期望能夠維持下去。

二、陳秘書長報告

1.11月 9∼10日辦理學會年會活動，9日下午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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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集團總部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綠色能源開發

與應用」專題研討會，本會理事長、王錫欽主任

委員等均出席會議。研討會由中鋼何燦穎副總主

持，很榮幸邀請能源局林全能局長等多名專家學

者做精闢演講，出席人員踴躍，計有 200餘人。

2.10日在中鋼公司中正堂辦理年會大會，參加者有

2百多人，會議由理事長主持，會議中邀請中鋼

翁董事長、本會耆老致詞，對學會有諸多期許勉

勵，並依序進行頒獎、籌備會工作報告、會務報

告及鑽禧壽宴，下午辦理論文宣讀，年會活動進

行相當順利。

3.此次年會活動承蒙中鋼主辦，期間開了 4次籌備

會議，6次聯合小組會議，動員 67位工作人員，

並請正修科技大學 20位同學協助，會議順利圓

滿完成。年會活動經費預計募款 201萬元，支出

結算初步估計約有 30萬元結餘。

4.此次論文宣讀會選出 21篇入選論文，12月 7日

論文評審會議由出版委員會陳貞光主委與中鋼鄭

際昭處長共同主持，連雙喜教授等 11位評審選

出特優獎論文 1篇、優等獎 3篇、佳作 5篇；得

獎論文 9篇中，6篇來自中鋼，1篇是企業界，2

篇分別來自學校，顯然大學院校學生的好論文仍

會勝出。特優獎論文是丁仕旋等 5位作者撰寫的

「抗熱軟化之 5000系汽車用鋁合金開發」，將代

表本會參加明年的中工會論文競賽。

5. 9月 28日福建省礦業協會來函，邀請本會參加

12月上旬在福建福州市舉辦的第 2屆「兩峽兩岸

石油天然氣資源學術研討會」；29日理監事會議

中決定由中油探採研究所翁所長、北科大羅偉

所長及本會向各界徵詢參加會議意願，因為與

美國地球物理聯盟（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年會盛會時間點過於接近，無法分身與撰

寫論文，以至於參加意願不高，本會已在 10月

14日下午去函及電話中告知福建省礦業協會趙丹

秘書長，今年無法組團參加。

乙、討論事項

一、106年收支預算，提請討論案。

說明：收入：3,690,000元

支出：3,690,000元

決議：修正後通過（見附件一）

二、106年重要學術活動計劃之取向 (草案 )，提請討

論案。

決議：修正後通過（見附件二）

三、「一年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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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通過 (見附件三 )

四、105年年會大會提案一件，提請討論案 (見附件

四 )。

決議：建請經濟部參考採納。

五、會員委員會提會員申請入會，追認案。

▓初級會員 9人：

楊長庭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博士生

許珮筠　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博士生

陳信宏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學士生

李明叡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工程系學士生

楊庭懿　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學士生

陳玟伶　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學士生

曾資涵　 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學士生

劉世猷　大同大學材料工程系學士生

葉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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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准予追認。

決議：追認通過。

丙、臨時動議

一、鑛冶論文獎之評審方式變革，提請討論案。

決議：請出版委員會召開專案會議，提具體方案

送理監事會議討論。

伍、散會：11：20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鑛冶論文獎評審方式變革討論 

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6年元月 12日 (星期四 )上午 9時

貳、地點：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 38-1號 2樓 

鑛冶學會會議室

參、主席：陳召集人貞光 記錄：李文傳

出席人員：翁榮南所長（蕭慕俊代）

賴欽亮組長

石漢正研究員 (陳啟泰代 )

連雙喜教授

余炳盛教授

陳啟泰秘書長

李文傳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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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告事項

一、秘書長報告：

1.第 58屆第 4次理監事會議中，王常務理事錫福

教授有感於近幾年來學術界在年會鑛冶論文獎得

獎比例偏低，建議另行研擬學界論文競賽辦法，

鼓勵學界踴躍投稿；推測學界獲獎偏低的原因可

能是依據現有競賽辦法，學界論文不易凸顯，或

尚未具備具體應用績效，遂不易受評審青睞，建

議調整評選辦法，讓學術界論文能彰顯其學術價

值，激勵學術界投稿。

2.本會論文評選辦法已沿用多年未做改變，希望藉

由各位提供的寶貴意見，找到更有效的方式，達

到鼓勵學術界投稿及提升本學會論文水準這兩個

目的。

二、主席說明案由

1.年會獎編組依據「中國鑛冶工程學會設置鑛冶論

文評選辦法」(附件一 )第二條第一款，在年會

的論文發表會中，每組 (約 7∼12組 )擇優選出

1∼2篇論文，海報組選出 3篇論文，合計約 20

餘篇入選論文；再依據第四條及第一條辦法，另

擇期複審，由 10至 20餘位委員，評選出特優獎

1篇、優等獎 3篇、佳作獎 5篇，合計 9篇，分

別頒予獎金及得獎證書；並推薦特優獎論文參加

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論文競賽。

2.近十年來出版委員會所評選出之「特優獎」論

文，代表本會參與翌年中工會論文競賽，年年得

獎。其中 96、97、98、104年會特優獎論文獲

「詹氏論文獎」；95、99、100、101、102、103年

會特優獎論文榮獲中工會「工程論文獎」；顯見行

之有年之評選辦法與評審委員共識決，確實替學

會挑選出年度最優秀的參賽論文，故不宜將學術

界與產業界分流競賽與評審。

3.105年年會論文投稿共計 129篇，產業界為 51篇

(40%)而學術界有 78篇 (60%)，學術界論文高於

產業界論文數；但獲獎的 9篇論文中，產業與學

術界則分別佔 7篇 (78%)與 2篇 (22%)，顯示學

術界論文的獲獎率偏低；其他年份的產業界與學

術界得獎比例懸殊也有類似的情形，因此建議調

整論文之競賽與評審方式。

4.學術界得獎比例偏低之原因，除了可能因研究成

果未臻成熟外，部分水準之上的學術界論文作者

則有投稿 SCI、EI等的考量，往往捨棄於本會年

會宣讀論文。

伍、討論事項

一、中國鑛冶工程學會設置鑛冶論文評選辦法第二、

三及四條是否修正或另訂新辦法提請討論案。

決議：

1.年會論文投稿由作者在投稿時勾選代表產業組

或學術組發表。

2.初審辦法調整：若各發表組次之 2篇入選論文

皆不屬於學術組，主持人得就學術組論文增選

1篇入選論文；海報組論文亦同。

3.複審辦法調整：

①「特優獎」論文依複審委員會所評審之第一

名論文為之，不侷限為產業組或學術組。

②獲「優等獎」論文，若無學術界論文，得就

學術組中次佳論文擇優晉升 1篇為「優等獎」

③獲「佳作獎」之學術組論文若不足 3篇，得

就學術組論文依評分擇優晉升至 3篇。

④依上述調整所選出複審論文估計多達 30

篇，宣讀時間將長達 7.5小時，建議分成

上、下午場次，宣讀順序之抽籤得由學會代

勞，以節省評審時間。

⑤評審委員會在當日完成評審結果統計，但不

在現場公布，日後另於學會網頁公告。

⑥代表本會參加中工會論文競賽之作者，另擇

期邀請由本會論文委員指導面授機宜。

4.授權陳貞光召集人按照上揭旨意，研討修正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設置鑛冶論文評選辦法」條

款，提下次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二、企業及學術單位論文獎項及獎金發放辦法如何訂

定，提請討論案。

決議：

1.獎項及獎金金額仍依既有辦法：「特優獎」1

篇，發給獎金 3萬元，每人獎狀 1紙；「優等

獎」每篇發給獎金 2萬元，每人獎狀 1紙；「佳

作獎」每篇發給獎金 1萬元，每人獎狀 1紙。

2.依上述評審辦法調整後，最多須增加 4篇次學

術組論文獎項，至多 5萬元獎金，所需費用由

年會經費支應。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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