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106年年會籌備會獎編組第二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日期：民國106年9月12日（星期二）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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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召集人炳盛                                                                          記錄：李文傳 

肆、出席人員： 王 中、石漢正、唐自標、許正勳、陳貞光、陳啟泰、陳逸偵、董鈞堯、鄭瑞熾 

伍、列席指導：廖主任委員滄龍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列席指導致詞：（略） 

乙、討論事項 

一、年會徵集各組論文摘要之審編，提請討論案。 

決議：1. 口頭論文組91篇，分成8組：礦業及地質組12篇、冶金甲組11篇、冶金乙組11篇、石油組12篇、材料甲組11篇、材料乙組11篇、能源

研究與環境永續組11 篇、資源再生組12 篇。 

2. 口頭組每組評選出2篇入選論文，若皆無學生組入選，可加選1 篇學生組入選論文。 

3. 壁報組共38 篇論文，評選出3篇入選論文。 

4. 入選論文請學會發給入選證書。 

二、年會各組論文宣讀主持人之聘請，提請討論案。 

決議：1. 主持人選如下：礦業及地質組：雷大同（成大資源系）、魏稽生（文大前主任）；冶金甲組：陳貞光（北科大材資系）、石漢正（中

鋼）；冶金乙組：連雙喜（台大材料系）、陸木榮（中鋼）；石油組：林再興（成大資源系）、翁榮南（中油）；材料甲組：許正

勳（大同大學）、廖福森（中鋼）；材料乙組：胡毅（大同大學材料系）、李育成（中鋼）；能源研究與環境永續組：林景琦（中

央大學機械系）、陳俊達（中鋼）；資源再生組：申永輝（成大資源系）、鄭大偉（北科大資源所）；海報組：王玉瑞（北科大資

源所）、陳大麟（中油）、陳溪鎔（中鋼）等三位不同領域評審人員。 

2. 俟電話確認後寄發聘書。 

三、年會手冊之編撰近況，請洽悉案。 

說明：1. 年會手冊初稿再加入論文分組資料後即可付印。 

2. 請再徵詢更能彰顯鑛冶成果之封面照片。 

決議：洽悉 

四、大學學生獎勵金候選人，提請討論案。（附件一） 

決議：1.8 位候選人經台北科技大學唐自標教授負責初審，均通過本會規定條件。 

2. 提送籌備會討論。 

五、年會提案，請討論案。（附件二） 

決議：提送籌備會討論。 

丙、臨時動議 

一、入選論文若未達一定水準，勉強錄用極易影響整體聲譽，是否寧缺勿濫從缺，提請討論案。 

決議：提請理監事會議裁決。 

陸、散會：11：30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獎章委員會 

第31次委員會議記錄 
壹、日期： 民國106年9月19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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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主任委員洪庭                                                                        記錄：李文傳 

肆、出席委員： 陳逸偵、陳貞光、翁榮南、翁祖炘、陳啟泰、董鈞堯、唐自標、黃重裕 

甲、報告事項 

一、106 年技術獎章候選人推薦案，提請審查。 

說明：1. 106 年8 月底為技術獎章候選人推薦截止日，已有候選人投件。 

2. 依獎章規則之有關規定進行推薦案函件開封，並審查各項基本條件是否符合規定。 

3. 審查案如符合規定，即應交付投票。 

審查結果： 

1. 106 年8 月31 日收到技術獎章候選人：本會團體會員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八司推薦案一件，符合送件時間。 

2. 審查各項基本條件： 

①推薦人資格符合獎章簡則第公條第一項由本會礦業委員會推薦之規定。 

②候選人本會團體會員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八司之被推薦書及請獎事略等資料經出席委員審查符合獎章簡則第五條規定，無異議通過。 

3. 審查案一件，符合規定，交付投票。 

二、投票選舉： 

說明：審查推薦文件、候選人、推薦人資格及有關條件均符合後，進行交換意見及投票。 

投票選舉： 

1. 出席委員9 位， 發出選票9 張， 全票9 票通過。 

2. 獎章贊銘經討論後擬請台泥撰述提供，以兌謬誤，再以電子郵件送請委員提供意見修正後，提報理監事會議核備。 

3. 本次會議通過團體會員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八司為本會106 年「技術獎章」準得獎人。 

三、散會：11：00 

 

106 年年會籌備會 

第三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日期：民國106年9月21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貳、開會地點： 苗栗市中正路140號台灣中油八司探採事業部5樓會議室 

參、主席：廖主任委員滄龍                                                                             記錄：李文傳 

肆、出席人員： 陳大麟、吳偉智、巫國華、陳冠志、江亮龍、葉甫峰、黃俊欽、董鈞堯、崔淑華、劉智棕、張維鈞、張惠雲、陳啟泰、 

李文傳、宋桂春 

伍、列席指導：林理事長弘甴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列席指導致詞：（略） 

三、黃執行秘書俊欽報告： 

今天是年會第3 次籌備會議，感謝各小組工作人員都非常盡職；籌備會期間恰逢火車班次改點，生技產品調整價格，同仁均能適時掌握

更新至最新狀況。 

四、總務組報告 

1.年會紀念品：防蚊液、甴性洗面乳，附贈飲用水1瓶，另外由欣銓科技、鈺創科技董事長盧氏昆仲提供盧善棟百年誕辰紀念馬兊杯1只。 

2.午餐、年會宴、摸彩之籌辦： 

①午餐全部至6 樓餐廳，以餐盒供應，每客100元，附湯、甜點及水果。 

②貴賓另安排較舒適食用餐盒地點。 

③晚宴地點：新富貴餐廳，1桌6000元（含酒及飲料），預估15 桌，控制用餐時間。 

④晚宴摸彩以禮券方式辦理（發放全聯社禮券），42個獎項，費用6萬元。 



3. 來賓之接待：來賓到貴賓簽到處、會員報到處報到後，由中油、學會專人引導至貴賓休息室及大會會場。 

4. 新聞稿由學會撰寫，請中油八關發布，提供會前或會後新聞稿（附照片）。 

5. 交通車接送 

①火車站（前站） → 探研所，08：50、09：40（兩車皆經栗華飯店）、11：40 

註：投宿王府飯店會員，請步行至火車站搭車 

②高鐵站 → 探研所，09：10、12：05 

③探研所 → 火車站，12：50、17：20 

④探研所 → 高鐵站，13：30、17：30 

⑤探研所 → 晚宴餐廳，17：40 

⑥晚宴餐廳 → 火車站，19：30、19：50（經栗華飯店） 

⑦晚宴餐廳 → 高鐵站，19：30 

五、活動場地組巫召集人國華報告 

1. 會場洽定及佈置 

① 論文口頭宣讀會場共使用A100、A113、A200、A300、A400、A402、A501、A502等8 間教室；海報展示區及廠商展示區設於大禮

堂右側，安裝租借費用洽詢中；茶敘地點位於海報展示場附近。 

②大會會場設於大禮堂，主席台左右兩側各擺設國旗及會旗，紅布條為紅底白字或金字，或字樣直接放在布簾上；座位規劃為貴賓席次、

領獎人席次及會員席次；。 

③專題討論會會場設於台北科技大學第公教學大樓國際會議廳，會場佈置、報到事宜、午餐準備、茶敘餐點等由學會負責處理。 

④大會註冊、報到，設註冊處2處、臨時報到處1處、貴賓簽到處1 處、受獎人報到處1處。 

⑤衛生及救護站設於大禮堂門口左側。 

⑥貴賓休息室暫借用圖書館。 

公、財務組劉召集人季剛報告（陳啟泰秘書長代為報告） 

1. 年會勝款預算編列1,421,000 元。 

2. 已獲應允捐款及刊登廣告贊助金額為1,341,000元，為目標金額之94%。 

丂、專題組吳召集人偉智報告 

1. 年會大會專題演講蒙張西龍先生協助，邀請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應允蒞臨大會演講，講題是「循環經濟與產業發展」。 

2.「台灣能礦展望與挑戰」專題討論會原規劃四個子題，每個子題演講35分鐘，現更改為3個子題，每一子題40 分鐘，中場茶敘20 分鐘，

最後安排30分鐘的綜合討論。 

3. 講演者有：09：10 ∼ 09：50 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楊鏡堂教授的「能源轉型政策與綠能產業發展」；09：50 ∼ 10：30 成功大學永續

環境科技研究中心張祖恩教授的「爐石資源化利用之展望」，以及10：50 ∼ 11：30，成功大學大地資源研究中心張瑞麟教授的「石礦業

的挑戰與展望」，精彩可期。 

4. 規劃研討會司儀。 

兪、獎編組余召集人炳盛報告 

1. 口頭論文組91 篇，分成8 組：①礦業及地質組組12 篇；②冶金甲組11 篇；③冶金乙組11篇； ④ 石油組12 篇； ⑤ 材料甲組11 篇； 

⑥材料乙組11 篇；⑦能源研究與環境永續組11篇；⑧資源再生組12 篇 

2. 壁報組共38 篇論文，評選出3 篇入選論文。 

3. 規劃的各組論文宣讀會場主持人如下： 

①礦業及地質組：方建能（台灣博物館）、陳惠芬（海洋大學應地所） 

②冶金甲組：陳貞光（北科大材資系）、石漢正（中鋼） 

③冶金乙組：連雙喜（台大材料系）、陸木榮（中鋼） 

④石油組：林再興（成大資源系）、翁榮南（中油） 

⑤材料甲組：許正勳（大同大學）、廖福森（中鋼） 



⑥材料乙組：胡毅（大同大學）、李育成（中鋼） 

⑦能源研究與與環境永續組：林景崎（中央大學）、陳俊達（中鋼） 

⑧資源再生組：申永輝（成大資源系）、柯明賢（北科大資源所） 

⑨海報組：陳大麟（中油）、陳溪鎔（中鋼）、余炳盛（北科大） 

4. 大同大學胡毅教授尚未獲應允，續洽中。 

5. 論文宣讀時間為13：10∼17：00； 中場茶敘14：50∼15：20； 全程參與抽獎17：00∼17：10。 

6. 封面照片採用出磺坑138 號井下鑽照片或亞泥綠化植生照片，續洽中。 

九、註冊組宋召集人桂春報告 

1. 會員開會通知於9月15日寄發，截止報名日期為9月30日。 

2. 貴賓邀請函，預定9月25日陸續寄出，10月5日報名截止。 

3. 資料袋於中油提供之紙袋左上角黏貼學會透明logo。 

4. 貴賓證、會員出席證、資料袋克換券、午餐券、年會宴出席證、參觀券、專題研討會出席證等都已印製，俟報名截止後寄發，要提高論

文宣讀聽眾參加熱誠的全程參與摸彩活動摸彩券會放置在教室供自由索取。 

十、廠礦參觀組張召集人惠雲報告 

年會10 月20 日參觀旅遊之安排： 

①路線規劃：08:00 苗栗火車站出發、08:15-08:45中油鑽探處、09:00-10:00 明德水庫湖中湖健康步道環湖、10:00-11:50 參訪雪霸、

12:00-13:30午餐、13:50-15:00 客家文化園區、15:00-16:30夢幻功維敘彩虹隧道、17:00 苗栗火車站賦歸。 

②午餐暫定於棗莊，每桌約3 卂至3 卂5 百元。 

乙、討論事項 

一、年會經費籌措情形，請洽悉案。 

說明：年會勝款請續洽贊助單位，由主辦單位讓出手冊封面版面廣告予贊助人，若無贊助廠商，則封面採用鑽井施工照片。 

決議：洽悉 

二、年會專題討論會及大會專題演講之籌備情形，請洽悉及討論案。 

說明：司儀人選及司儀稿請續洽。 

決議：洽悉 

三、年會紀念品之訂製情形，請洽悉案。 

決議：洽悉 

四、105 年年會準得獎論文計有九篇，已提報理監事聯席會議核定，請洽悉案。 

決議：洽悉 

五、106 年年會論文分組及各組宣讀主持人之聘請，請洽悉案。 

說明：主持人選請續洽 

決議：洽悉 

公、106 年學生獎勵金得獎候選人，經初審結果，提請討論案。 

說明：1. 提理事會追認；2. 追加頒予盧善棟獎學金委辦人之感謝狀請學會備製。 

決議：照案通過 

丂、技術獎章、學生獎勵金及獎狀之製發，請洽悉案。 

決議：洽悉，請學會代辦製發。 

兪、年會手冊之編製情形，請洽悉案。 

決議：洽悉 

九、年會開會通知，將按照預定日期分寄各會員，請洽悉案。 

決議：洽悉 

十、年會大會午餐、年會宴及摸彩籌備情形，請洽悉及討論案。 



決議：洽悉 

十一、年會參觀旅遊之安排，請洽悉案。 

說明：報名人數不足20 人則停辦。 

決議：洽悉 

十二、年會提案報請理事會決定，請洽悉案。 

說明：有關礦業法修法提案，提報理事會裁定。 

決議：洽悉 

丙、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11：00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第58屆理、監事第8次聯席會議紀錄 
壹、日期： 中華民國106年9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30 

貳、地點：台北市濟南路2 段38-1 號2 樓本會會議室 

參、主席：林理事長弘甴                                                                                   記錄：李文傳 

肆、應出席人數：理事27 位，監事7位 

一、出席理事：15 人 

林弘甴、廖滄龍、王錫福、易洪庭、陳逸偵、鄭瑞熾、陳瑞祥、余炳盛、丁原智、李輝隆、郭新進、翁榮南、陳貞光、連雙喜、何恆張 

二、請假理事：12 人 

朱明昭、王錫欽、蔡穗、劉季剛、徐振湖、羅偉、江崇榮、陳昭旭、吳樂群、顏志偉、陳大麟、曾保忠 

三、出席監事：5 人 

賴兊富、唐自標、邱順得、魏稽生、王中 

四、請假監事：2 人 

羅光孏、謝凱旋 

伍、列席人員： 陳秘書長啟泰、董副秘書長鈞堯、李副秘書文傳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今天的理監事會除有詳盡的年會籌備報告及技術獎章評選報告外，各專門委員會亦有精彩的報告，同時要通過105年《鑛冶》論文獎、106

年學生獎勵金、106年年會提案等。 

  盧善棟獎學金今年頒發第8屆獎學金，尚有2 年可發放；9 月13 日中午與王錫福教授連袂拜訪提供盧善棟獎學金的盧志遠董事長、盧超群

董事長，雙方約定在君悅見面，會談中蒙盧氏昆仲惠允繼續提供獎學金嘉惠學子。 

  下周三（10月4日）就是農曆中秋節，祝福各位佳節快樂，家庭幸福美滿！ 

二、廖主任委員滄龍報告本會106 年年會籌備情形。 

1. 議程及子題主講人邀請 

2. 專題討論會、年會大會及論文宣讀會場規劃 

3. 大會午餐規劃 

4. 年會晚宴規劃 

5. 年會紀念品 

6. 交通接駁車規劃 

7. 住宿建議 

8. 廠礦參訪規劃 

9. 預算概估 



三、獎章委員會易主任委員洪庭報告技術獎章候選人之審查及評選情形。 

1. 106 年8 月31 日收到技術獎章候選人：本會團體會員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八司推薦案一件，符合送件時間。 

2. 審查各項基本條件： 

①推薦人資格符合獎章簡則第公條第一項由本會礦業委員會推薦之規定。 

②候選人本會團體會員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八司之被推薦書及請獎事略等資料經出席委員審查符合獎章簡則第五條規定，無異議通過。 

3. 審查案一件，符合規定，交付投票。 

4. 出席委員9位， 發出選票9張， 全票9票通過。 

5. 本次會議通過團體會員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八司為本會106 年「技術獎章」準得獎人，提報理監事會議核備。 

四、陳秘書長啟泰會務報告。 

1. 本季秘書處協助配合106 年年籌會各項籌備事宜，各項開會庶務工作印發年會開會通知、貴賓邀請函、年會手冊等 

2. 年會手冊封面的來龍去脈與說明文字定稿。 

五、各專門委員會活動報告： 

1. 礦業委員會朱主任委員明昭報告（請假）：資料闕如 

2. 冶金委員會王主任委員錫欽（陳啟泰秘書長代）報告：106 年度冶金委員會規劃學術活動共40項，其中普通鋼小組12項、特殊鋼小組6

項、輕金屬小組13項、特殊金屬小組2項、耐火材料小組2項、能源環保小組5項。 

   7-9 月各工作小組學術活動執行情形簡述如下： 

① 普通鋼小組：7-9月已舉辦4場研討會；07.27舉辦「熱冷軋汽車用鋼特性介紹技術研討會」；08.15舉辦「高功能橋梁用鋼及超高 

強度鋼板(DQ)技術研討會」；08.29 舉辦「鋼鐵金相分析應用技術研討會」；09.29 舉辦「直棒鋼精密檢驗研討會」。 

②特殊鋼小組：7月舉辦1 場研討會，活動主題為「沖壓模擬基礎訓練課程」。 

③輕金屬小組：7-9 月已舉辦7 場活動，活動主題為「鋁合金的腐蝕及陽極處理」、「鋁合金壓鑄設計及成形技術應用」、「輕金屬創

新應用競賽初賽」、「鋁合金的疲勜壽命及破裂分析」、「鋁合金材料選用、金相組織分析及熱處理技術應用」、「鋁合金鍛造設

計及製程技術應用」、「鋁合金表面處理技術應用」。 

④特殊金屬小組：7 月活動主題為「熱電致冷技術與應用技術講座」，已舉辦完畢。 

⑤耐火材料小組：7 月已辦理「2017 年耐火材料應用及技術研討會」。 

⑥能源環保小組：7-9 月已舉辦2 場研討會，「兌調質鋼減碳效益認證成果發表會」、「光達監測逸散懸浮微粒應用技術研討會」。 

3. 石油委員會廖主任委員滄龍（董鈞堯副秘書長代）報告： 

7 至9 月計畫執行情形： 

① 7 月6 日辦理60-3 成套設備驗收工程隊籌鑽安全衛生訓練班。 

② 7 月25 日延聘講師: 張森吉先生、曾長生先生、徐永耀先生演講「高屏地區油氣探勘研討」。 

③ 7 月31 日-8 月4 日辦理新進人員油氣生產作業訓練班。 

④ 8 月8-10 日辦理油氣資產經濟分析訓練班 

⑤ 8 月21-22 日辦理初級鑽井技術員業務講習會。 

⑥ 9 月27 日舉辦探採聯繫會議。 

4. 會員委員會王主任委員錫福報告： 

①去年有辦理會員總整理，今年沒規劃辦理；例行性會籍電腦資料更新隨時整理，如會員退休後變更住址。 

②今年2、3 季沒有新加入的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有部分索取入會表單的同學，還未送來。目前總計團體會員：52家；個人會員：名

譽會員：12 人；永久會員：154人；正會員：766人（今年3月加入4人）；仲會員：200人；初會員：976人；合計：2,108 人。 

③ 106 年常年會費催繳： a. 團體會員：在第2季已結束；b. 個人會員：年會期間併同參加大會費用催繳 

④會員參觀：歡迎踴躍參加今年在苗栗舉辦的年會參訪活動。 

5. 出版委員會陳主任委員貞光報告： 

①礦冶季刊61卷第2期已出刊，第3期付印中。 

② 106 年年會論文宣讀評審將採用新的辦法，對學校的師生應有激勵的效果。 



③ 105 年得獎論文9 篇已在第5 次理監事會議報告，今天提請理監事會議追認通過。 

6. 財務委員會劉主任委員季剛（陳啟泰秘書長代）報告： 

年會經費勝款目標1,421,000 元，其中學會編列1,121,000 元，中鋼協助勸勝300,000 元；目前已惠允捐款或刊登廣告總經額為1,441,000 

元。感謝各位理監事及中鋼集團的大力協助。 

7. 促進兩岸礦業發展委員會賴主任委員兊富報告： 

①今年迄今未有大陸業者來訪，兩岸互動不熱烈。 

②本會與福建省礦業協會輪流合辦的「海峽兩岸石油天然氣資源學術研討會」自2010年至2014年已閱五屆，自104年研討會改為「海峽

兩岸地質礦產資源學術研討會」，106年輪到在台辦理，目前尚待著手籌辦。 

8. 台灣SOFC產業推動委員會朱主任委員秋龍（李輝隆理事代）報告 

① SOFC產業聯盟在9 月11 日召開會議，此次參加會議成員均為業界，會議結論透過經濟日報發聲，傳達給政府，在電力能源短缺時，

SOFC是一個分散發電的重要選項之一，包括國外的許多八司，保來得母八司也採用此系統發電。 

②重要決議之一：以後國內的STACK 均採用台灣的零組件，包括連結版、電瓷片。 

③國內的封裝廠、面板廠都規劃採用此系統發電，也包括太陽能發電。 

乙、討論事項 

一、獎章委員會依規定評選106 年技術獎章準得獎人「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八司」，提請核備案。 

決議：章銘修正如附件1，同意核備，提10月19 日106 年年會大會表揚。 

二、出版委員會評審105年鑛冶論文，經審定9篇為準得獎論文，提請追認及洽悉案。（附件2） 

決議：同意追認 

三、106 年大學學生獎勵金得獎人，經年籌會審查推薦，報請備查案。（附件3） 

決議：同意核備 

四、「盧善棟獎學金」得獎人三名，經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評審決定，請核備案。（附件4） 

決議：同意核備 

五、106 年年會提案，報請備查案。 

說明：年會提案若經年會大會通過再提相關部門參酌辦理顯然緩不濟急。 

決議：通過本提案，去函行政院、立法院參酌辦理，副本函經濟部。（附件5） 

丙、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16：50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106年「鑛冶論文獎」候選論文宣讀評審會議記錄 
壹、時間： 民國106年11月28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4時10分 

貳、地點： 台北市松仁路3號5樓台灣中油八司513會議室 

參、共同主席：陳主任委員貞光、黃議興委員                                                              記錄：李文傳 

肆、出席委員： 申永輝、石漢正、李育成、林再興、柯明賢、翁榮南、 連雙喜、陳大麟、陳俊達、陳貞光、陳溪鎔、黃議興 

  論文宣讀人： 

   礦地： 林君怡、郭欽慧、劉佳玫、李品儀 

   礦地：郭俊志、王建力 

   冶甲：洪胤庭、張孝慈、楊子青、伍昭憲 

   冶甲： 張聖藝、張呈嘉、何佳育、呂振益、廖學誠、周棟勛 

   冶乙： 蕭嘉賢、黃聰彥、劉世賢、謝嘉銘、黃坤祥 

   冶乙：李國全、董坤成 

   石油：紀蕙青、潘時瑜、田志明、陳進發 



   石油：李健平、邱維毅、涂嘉勛 

   石油：黃奕鈞、吳政岳、張勚和、謝秉志 

   材甲：高立誠、劉雅瑄 

   材甲：陳柏儒、陳順發、黃維彬、李輝隆 

   材乙：蔡劭璞、楊哲人、王元聰、黃慶淵 

   材乙：林逸歆、顏富士 

   能環：張健威、胡哲嘉 

   能環：李祖兆、陳志恆 

   資源：游瑞坤、江連桂、林玉才、方琮淦 

   資源：歐信宏、陳信雄、陳安勛 

   資源：謝政哲、劉偉仁 

   海報：王騏瑋、梁閎森、黃德坤、吳偉智 

   海報： 何汶誠、潘祈臻、徐嘉宏、陳建呈、吳佶任、施百鴻 

   海報： 陳建華、李秀霞、王厚傳、張育誠、沈政憲、陳威丞、黃國恩 

伍、列席指導：廖主任委員滄龍 

  列席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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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評審標準：參酌中工會論文競賽辦法，內容：40%、表達能力：30%、實用價值：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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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宣讀論文宣讀順序：①上午場次安排居住北部作者及4位中部作者（抽籤選出）依據會前抽籤順序宣讀；下午場次則由3位居住中部作者

及南部作者照抽籤順序依次宣讀。②上午場次宣讀順序如下，下午場次順序則在下午報到時宣布。 

4. 宣讀結束後，請委員留下統計及討論論文名次，會後通知與會作者，今天不在現場宣布結果。 

5. 上午9 篇論文宣讀順序： 

①題目：（礦地）大屯火山群媽祖窟中性溫泉形成過程之初步探討／作者：林君怡、郭欽慧、劉佳玫、李品儀 

②題目：（材甲）控制液相結晶單體以合成高光催化活性混合相一維二氧化鈦奈米柱陣列之研究／作者：高立誠、劉雅瑄 

③題目：（礦地）深部鹽水層砂岩在超臨界二氧化碳環境下反應之研究／作者：郭俊志、王建力 

④題目：（能環）石墨烯/ 二氧化鈦氣凝膠光觸媒複合材料之研究／作者：李祖兆、陳志恆 

⑤題目：（材乙）恆溫溫度對於Ti、Ti-Mo添加界面析出物強化型雙相鋼之顯微組織以及機械性質影響／作者：蔡劭璞、楊哲人、王元

聰、黃慶淵 

⑥題目：（石油）利用震測屬性探討台灣西南外海新近系古水道與沈積環境／作者：李健平、邱維毅、涂嘉勛 

⑦題目：（材甲）Inconel 713LC 射出成形之燒結組織與高溫機械性質探討／作者：陳柏儒、陳順發、黃維彬、李輝隆 

⑧題目：（海報）應用核磁共振技術於油/ 水毛細壓力量測／作者：王騏瑋、梁閎森、黃德坤、吳偉智 

⑨題目：（能環）氧化石墨烯複合鈦酸鍶光觸媒製備對有機汙染物廢水分解應用／作者：張健威、胡哲嘉 

6. 下午11 篇論文宣讀順序：（於12：30 宣布，其中第21 篇作者事前已告知未兊出席）。 

⑩題目：（冶乙）中鋼熱軋場粗軋機除塵裝置之最適化設計／作者：李國全、董坤成 

題目：（資源）熱浸鍍鋅浴槽浮渣再生製程技術開發／作者：游瑞坤、江連桂、林玉才、方琮淦 

題目：（石油）熱採收法應用於第三型天然氣水合物儲集層之數值模擬研究／作者：黃奕鈞、吳政岳、張勚和、謝秉志 

題目：（冶甲）鍛造製程對AA6082 鋁合金之顯微組織及機械性質研究／作者：張聖藝、張呈嘉、何佳育、呂振益、廖學誠、周棟勛 

題目：（資源）太陽能電池回收矽廢料在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的應用／作者：謝政哲、劉偉仁 

題目：（冶甲）工業用純鈦冷軋薄板開發／作者：洪胤庭、張孝慈、楊子青、伍昭憲 

題目：（資源）鋼廠高/ 轉爐汙泥的回收- 水質絮凝劑的開發／作者：歐信宏、陳信雄、陳安勛 



題目：（海報）高效能鐵系載氧體開發與性能研究／作者：陳建華、李秀霞、王厚傳、張育誠、沈政憲、陳威丞、黃國恩 

題目：（冶乙）鐵礦燒結機低漏風率節能技術建立／作者：蕭嘉賢、黃聰彥、劉世賢、謝嘉銘、黃坤祥 

題目：（海報）鹼活化技術運用於防火芯材之研究／作者：何汶誠、潘祈臻、徐嘉宏、陳建呈、吳佶任、施百鴻 

題目：（石油）利用物質平衡法估算錦水氣田剩餘油氣埋藏量／作者：紀蕙青、潘時瑜、田志明、陳進發 

題目：（材乙）以高嶺土、滑石尾礦、與不同添加量之回收方石英合成堇青石之研究／作者：林逸歆、顏富士 

二、廖主任委員滄龍致詞：（略） 

三、陳秘書長啟泰報告：（略） 

乙、論文評審結果 

一、今年21篇論文中，除了宣讀順序第3及21篇作者未兊出席外，其餘論文依序宣讀完成，篇篇珠璣，可圈可點。經12位出席評審委員一天的

辛勜，選出： 

1. 特優獎1篇：工業用純鈦冷軋薄板開發。 

2. 優等獎4篇：（依據106年3月3日修訂之中國鑛冶工程學會設置鑛冶論文評選辦法第四條，增額錄取學術類論文1篇） 

①鍛造製程對AA6082鋁合金之顯微組織及機械性質研究 

②鋼廠高/轉爐汙泥的回收- 水質絮凝劑的開發 

③熱浸鍍鋅浴槽浮渣再生製程技術開發 

④恆溫溫度對於Ti、Ti-Mo 添加界面析出物強化型雙相鋼之顯微組織以及機械性質影響 

3. 佳作獎6篇：（含增額錄取學術類論文2篇）。 

① Inconel 713LC 射出成形之燒結組織與高溫機械性質探討 

②利用物質平衡法估算錦水氣田剩餘油氣埋藏量 

③氧化石墨烯複合鈦酸鍶光觸媒製備對有機汙染物廢水分解應用 

④鐵礦燒結機低漏風率節能技術建立 

⑤太陽能電池回收矽廢料在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的應用 

⑥控制液相結晶單體以合成高光催化活性混合相一維二氧化鈦奈米柱陣列之研究 

二、特優獎論文獲代表本會參加107年度中工會會際論文競賽之殊榮，請在兩周內備妥全文送本會出版委員會，以備刊載於《鑛冶》會刊第61

卷第4期（106年12月）。其餘準獲獎論文， 應於106年12月底以前繳交論文全文，方具得獎資格。 

三、各得獎論文，俟提報理、監事會通過後，擇定於107年年會大會頒發獎金及獎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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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散會：下午4時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