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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會議紀錄

第 59屆理、監事 
第 3次聯席會議記錄

日期：民國 107年 3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2段 38-1號 2樓 

本會會議室

主席：黃理事長肇瑞　　　　　　紀錄：陳怡婷

出席：（依姓氏筆畫排序）

理事：�王錫福、何恆張、李奕亨、李博仁、李輝隆、

易洪庭、林景崎、翁榮南、曹恕中、連雙喜、

陳貞光、陳逸偵、蔡　穗、鄭瑞熾

監事：王　中、陳大麟、劉佳玫、賴克富

請假：（依姓氏筆畫排序）

理事： 王俊傑、李新民、張　敏、蔡松釗、余炳盛、

郭新進、曾保忠、陳昭旭、黃智昭、黃議興、

謝秉志、羅　偉

監事：丁原智、唐自標、羅光孏

列席：�郭瑞昭、董鈞堯、李文傳、李旺龍、宋桂春、

陳怡婷、謝宗霖

一、主席致詞：

1)感謝各位理監事與幹部撥冗前來參加此次的會

議。

2)今年的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順利完成，對於選

舉辦法，能否用通訊選舉，歡迎大家討論，並成

立法務組深入了解法規與本會章程。

二、會務報告：

1)本會新聘行政秘書陳怡婷小姐，已於 2月 26日

至學會報到，協助學會會務及電子化會務等相關

業務；會員會籍更新、網站建構與維護，讓更多

新會員能加入本會。

2)本會 106年決算 -106年經常費收入為 1,797,597

元、支出為 1,773,940元、結餘為 23,657元；106

年年費收入為 1,441,000元、支出為 1,123,588

元、 結 餘 為 317,412元，106年 度 總 結 餘 為

341,069元，詳細明細請參考附件 1(p.3)。

3)第 59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分北、

中、南三區選舉，北區選出 32人；中區 6人；

南區 23人，共計 61人，當選名單參考附件

2(p.8)。

4)第 59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時間於 4月 13日

（星期五）假中油公司總部大樓 513會議室（台北

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舉行，詳細議程請參考附

件 3(p.11)。

5)明 (l08)年本會舉辦第一屆國際研討會，邀請成

大工學院院長李偉賢院長為會議籌備委員會主任

委員，負責籌備。秘書長已於 3月 19日與成大

資源系謝秉志理事討論成大材料與資源系明年舉

辦國際會議的意願，謝理事樂意協助相關事宜。

6)本會團體會員永建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文，因礦

場仍辦理礦業用地續租事宜中暫無營運，要求退

會。因暫無營運，故不收取團體會費，恢復營運

後再收費。

7)依據本會第 59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紀錄通過增

設副理事長辦法，修改章程第四章組織第十二

條，詳細法條修改請參考附件 4(p.12)，將提請

4月 13日第 59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後，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三、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各專門委員會 107年之組織、委員聘請及工作計

劃，參考附件 5(p.13)。

1)礦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逸偵

2)冶金委員會蔡主任委員松釗

3)石油委員會張主任委員敏

4)會員委員會丁主任委員原智

5)財務委員會李主任委員新民

6)出版委員會陳主任委員貞光

7)促進兩岸礦業發展委員會賴主任委員克富

8)台灣 SOFC產業推動委員會朱主任委員秋龍

四、討論事項

1)案由： 今 (l07)年本會年會，邀請台大材料系林

新智主任為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負

責籌備，提請討論案。

說明：本會過去年會分別在北中南輪流舉辦，今

年輪流至北部舉辦，因過去北部由大部份

由北科大負責籌備，為了讓更多學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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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邀請台大協助；今日由於林新智主

任有重要會議，派請謝宗霖副主任報告。

擬辦：經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請台大提供具體

工作計畫和時程，並於下次理監事會報

告。

決議：照案通過，今日下午至台大討論細節，請

台大提供具體工作計畫內容及時程，並於

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2)案由：獎章委員提名案，提請同意案。

說明：理事長敦聘主任委員易洪庭（107年 1月

31日理監事會議已通過）；提名委員陳逸

偵、黃議興、陳貞光、翁榮南、李輝隆；

礦業委員會提名何恆張、冶金委員會郭瑞

昭、石油委員會董鈞堯、會員委員會丁原

智、出版委員會黃重裕

決議：照案通過實施。

3)案由：新聘陳逸偵常務理事擔任副理事長一職，

提請同意案。

說明：本會章程第四章組織第十二條新增副理事

長設置辦法，理事長提名陳逸偵常務理事

擔任副理事長。

議決：經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

1)案由：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擬用通訊選舉，

提請討論案。

說明：(1)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三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除第三十五條及

第四十條規定外，應於同一地點以集會

方式辦理。參考附件 6(p.21)。

(2)其他學會（如中工會），採用分區現場

投票。

擬辦：擬在年會大會舉辦，採用定點集會方式辦

理投票。

決議：請副理事長組成研究小組協助修改學會會

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之後依序分別

提請理監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討論並決議

之。

六、散會：下午 12:00

第 59屆第 1次 
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民國 107年 4月 13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點：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號 5樓 

（台灣中油公司 513會議室）

主席：黃理事長肇瑞　　　　　　　記錄：陳怡婷

出席人員：�應出席 61人，實到 31人，委託出席 10

人，請假 20人（依姓氏筆畫排序）

親自出席：�丁原智、王　中、王又男、朱明昭、

吳榮章、李文傳、李旺龍、李博仁、

易洪庭、林再興、紀阿明、徐金梅、

翁榮南、張　敏、許正勳、連雙喜、

郭瑞昭、陳貞光、陳啟泰、陳逸偵、

陳德勝、陳龍實、黃啟祥、黃肇瑞、

黃議興、劉佳玫、蔡　穗、鄭瑞熾、

賴克富、謝秉志、簡宗鈞

委託出席：�余炳盛、李輝隆、林景崎、周順安、

曹恕中、黃重裕、蔡松釗、鄭大偉、

魏豊義、羅　偉

請假人員：�王　昱、王俊傑、王錫欽、王錫福、

石漢正、朱秋龍、江肇銘、何恆張、

李奕亨、李新民、林弘男、洪聰榮、

唐自標、郭新進、陳大麟、陳昭旭、

曾保忠、黃紀嚴、蕭崎昌、羅光孏

列席人員：�宋桂春組長、陳怡婷秘書、陳亮慶處長、

陳建榮管理師、董鈞堯副秘書長

一、主席致詞：

　　我們鑛冶學會的各位，在座也包括吳前理事長、

執行長及資深對我們學會貢獻很大的先進，大家都很

踴躍的出席這次的會議。各位是學會的會員代表，是

最重要的會員，謝謝大家今天抽空參加這次會議，大

家很踴躍支持我們各項的活動，絕對是我們學會繼續

往前走的最重要的一個動力。

　　今天是我們這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謝謝大

家擔任我們學會裡重要的角色，我個人是承蒙理監事

的厚護，接任鑛冶學會理事長的一個職務，個人所學

是陶瓷，氧化鋁、氧化矽等陶瓷材料；當時讀書期

間，我的授課老師都是鑛冶的老師教我陶瓷，所以大

家可以想見，鑛冶就是陶瓷的前身，鑛冶學會也是我

第一個參加的學會，很高興任教多年後，有機會回來



－ 106－ 一○七年六月

繼續為學會貢獻。

　　鑛冶學會是無人不知，本身是個無價之寶，但這

並不表示我們 90週年的歷史老店就沒有新思維，一

定要努力，把『鑛冶』金招牌擦亮，我們的思維是創

新的，常說唯一不變就是變，要跟著時代。

　　各委員會運作是非常良好，各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擬出各項活動，希望這些活動都依照學會為名來舉

辦，讓會員及參與，而非會員也參與，學會的會員也

自然越來越多，我們要把學會的礦、冶大量的宣傳出

去，讓大家都知道，且是很有趣及很有意義的活動，

再此拜託大家、各委員會各個委員一起來做這件事

情。

　　詳細所要做的事情，秘書長會另外說明，但是對

內來說，也找下一個世代的陳小姐來協助，雖然來的

時間不長，但是在處理電腦等科技方面非常熟悉，把

會內的很多包涵會籍整理、過去的資料數據化、電子

化，各會議的活動通知等盡量無紙化；在李文傳副祕

書長的指導之下，陳小姐慢慢的熟悉內部作業，把內

部的作業算是科技化，也是一個趨勢，非常謝謝李文

傳副祕書長，勞苦功高。

　　學會將會辦很多活動，網頁當然是很重要的事

情，現在正在請專業的網頁公司規劃，把活動呈現在

網頁上並大量宣傳，讓會員非會員都來參與，讓大家

都記得鑛冶二字，這也是目前執行的部分。

　　能源非常有限，需要對國外讓大家知道，正在做

鑛冶相關高科技，國際研討會是一種很好方式；鑛冶

辦理國際研討會，不只限於傳統的礦，亦包含光電、

半導體、太陽能等都算，希望能把鑛冶打出國際發揚

功大，每兩年舉辦一次；我們有礦、冶、油、電及產

官學研，在工業上的連繫，我們辦的論壇，是別的學

會比不上的，這是我們最大優勢，希望大家能多多給

與學會支持，謝謝大家。

二、上級指導 / 貴賓致詞：（無）

三、會務報告：

1)民國 106年會務及業務綜合報告，詳細明細請參

考附件 1(p.8)。

2)民國 106年財務報告，詳細明細請參考附件

2(p.21)。

3)民國 106年監察報告，詳細明細請參考附件

3(p.22)。

4)民國 106年年會提案執行報告，詳細明細請參考

附件 4(p.23)。

5)今 (l07)年年會，邀請台大材料系林新智主任為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籌備。已於 3月

21日討論草案，後續台大提供具體工作計畫和時

程。

6)明 (l08)年舉辦第一屆國際研討會，邀請成大工

學院院長李偉賢院長為會議籌備委員會主任委

員，負責籌備。秘書長已於 3月 19日與成大資

源系謝秉志理事討論成大材料與資源系明年舉辦

國際會議的意願，謝理事樂意協助相關事宜。

四、討論事項

案由一：請追認本會民國 106年綜合工作報告案。

　說明： 106年綜合業務均依據 106年擬定工作計劃

執行，工作進展順利，成果尚佳，綜合報告

內容如附件 (P.8∼P.23)。

　擬辦：報請本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決議：同意追認

案由二：�請追認本會民國 106年收支決算及資產負債

表案。

　說明：

　　一、 本會 106年決算 -經常費收入為 1,797,597

元、 支 出 為 1,773,940元、 結 餘 為 23,657

元； 年 費 收 入 為 1,441,000元、 支 出 為

1,123,588元、結餘為 317,412元，106年度

總結餘為 341,069元，詳細明細請參考附件

5(p.25)。

　　二、 資產負債：資產總計 13,951,771元，負債、

基金暨餘絀為 13,951,771元，詳細明細請參

考附件 6(p.26)。

　　三、 現金出納表及財產設備表，詳細明細請參考

附件 7(p.27)。

　　四、 106年收支決算及資產負債表已於 107年 3

月 21日本會第 59 屆理、監事第 3次聯席會

議審議通過。

　擬辦：報請本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決議：同意追認

案由三：�審查通過本會民國 107年工作計畫案。

　說明： 本會 107年工作計畫業經本會第 59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詳細明細請參考

附件 8(p.29)。

　擬辦：提請本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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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審查通過本會民國 107年收支預算表案。

　說明： 本會 107年收支預算 3,625,000元，比去

(106)年 3,690,000元減少 65,000元；預算表

業經 106年 12月 25日提本會第 59屆理、

監事第 1次聯席會議通過在案，詳細明細請

參考附件 9(p.33)。

　擬辦： 提請本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授權理事

會可再做必要的調整。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審查通過本會民國 107年工作人員待遇案。

　說明： 本會工作人員 4人，含新聘行政秘書陳怡婷

小姐，已於 2月 26日至學會報到，待遇表

如附件 10(p.34)（依照 105年標準）。

　擬辦：報請本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增訂副理事長設置，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 本會章程第十二條：理事長代表本會對內綜

理會務，並擔任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

事會主席，執行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

事會之決議，並對外代表本會。理事長不能

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理

事長卸任，即聘為榮譽理事；理監事會議

時，邀請列席指導。

　　二、 建議修改為：理事長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

務，並擔任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

主席，執行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

之決議，並對外代表本會。理事長卸任，即

聘為榮譽理事；理監事會議時，邀請列席指

導。設副理事長一至三人，理事長提名一至

三人常務理事為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協助理

事長綜理、督導會務，詳細明細請參考附件

11(p.35)。

　擬辦： 經本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報經主管機關

核備後施行。

　決議： 將新設副理事長另新增至第十二條，修正通

過。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下午 12時

107年年會籌備會 
第一次委員會議記錄

日　　期：107年 5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3時

開會地點：�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綜合大樓 238會議室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

主　　席：陳主任委員文章　　　　　紀錄：陳怡婷

出席人員：�王　中、宋桂春、林由莉、林景崎、 

林新智、余炳盛、唐自標、涂泰年、 

翁榮南、張　敏、曹恕中（陳逸偵代理）、

陳文章、陳怡婷、陳建榮、陳逸偵、 

楊秉霖、楊哲人、董鈞堯、劉佳玫、 

謝宗霖、顏鴻威（依姓氏筆畫排序）

一、主席報告：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在這繁忙的時刻，抽空到我們

工學院來召開籌備會議，我們也很榮幸辦理，一定會

全力支持；至於會議相關細節，請我們材料系林主任

及謝副主任兩位來幫忙。年會時間為 10月，我們應

該有足夠的時間來辦理活動，謝謝大家。

二、陳副理事長致詞：

　　各位籌備會委員大家好，我們學會每年年會辦理

都有一套制度在運作，成立一個年會籌備委員會，由

理監事們來一起協助，所有的討論都在籌備會裡決

定，決定後報備給理監事會。以往年會都由不同學校

輪流，北、中、南三區及產官學單位，都有些經驗，

也希望台大能加入我們學會，台大也常常舉辦國際

性，這次年會應該沒問題，預祝今天的籌備會圓滿順

利，謝謝。

三、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年會擬定名為「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107

年年會」，提請討論案。

　說明：依據學會辦理模式更換年度。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年會籌備會之組織與任務及各組召集人名

單，提請討論及確認案。

　說明： 依據 107年 5月 10日年會討論會決議，檢

附建議名單如附件一。

　決議： 照案通過，建議把各組召集人放置副執行秘

書中，若有適合人員，請告知再補充，請學

會陳秘書再次確認委員及指導顧問名單。

案由三：�年會及相關活動之日期、地點及會程，提請

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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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依據 107年 3月 21日年會討論會決議：年

會大會日期擬訂於 10月 20日（星期六），地

點為應力所國際會議廳；專題討論會擬訂於

10月 19日（星期五）於工綜館國際會議廳舉

辦；107年年會大會總會程及年會議程如附

件二。

　決議： 照案通過，論文宣讀會日期擬訂於 10月 20

日（星期六），地點為工綜館國際會議廳及各

研討室。

案由四：�年會收支預算及經費籌募及分配，提請討論

案。

　說明： 檢附 107年年會經費預算表（草案），如附件

三。

　決議：討論後修正，需精算再確認。

案由五：會員參加年會之費用，提請討論案。

　說明： 去年收費標準：會員參加大會每人酌收 500

元；參加年會晚宴費用會員及眷屬均每人

500元；參加論文宣讀每篇 500元；會員參

加年會及晚宴者（共繳交 1000元）優惠 1篇

不再加收論文宣讀費用，可以調整收費標

準。

　決議： 沿用過去收費標準，因原物料提高，建議晚

宴提高為每人 800元，並提報理監事會議討

論。

案由六：年會專題討論之主題，提請討論案。

　決議： 請專題組研議相關人選及主講人，後續在決

定主題，提送第 2次籌備會討論。

案由七：�年會大會專題演講，提請討論及洽聘主講人

案。

　決議：�請專題組研議相關人選及主講人，後續在決

定主題，提送第 2次籌備會討論。

案由八：年會論文之徵集，提請討論案。

　說明： 請獎編組余炳盛老師說明，鼓勵論文聽講辦

法如附件四。

　決議： 援引歷年的講編組的流程及時程表做規劃，

場地時間需再做最後確認，獎勵全程參與論

文宣讀辦法，提供 1千元禮卷 10份，於論

文宣讀後進行摸彩。

案由九：�本會論文獎狀、技術獎章之訂製及學生獎勵

金及獎狀之籌辦，提請討論案。

　說明：由學會協助備製。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年會紀念品如何選定，提請討論案。

　說明： 預計 300份，每份約 300元，請總務組研擬

方案。

　決議： 請總務組再多詢問校內外 300元紀念品組

合，並提送第 2次籌備會討論。

案由十一：�年會午餐及年會宴如何籌辦，提請討論

案。

　說明： 依據 107年 3月 21日年會討論會建議；午

餐：每客 100元附湯或甜點，數量請註冊組

統計提供註冊人數決定之，暫估 200份（含

工作人員）；年會晚宴：席設品軒樓中餐廳，

每桌 8千元起（不含水酒），暫定 15桌；年

會晚宴另摸彩助興，共 7萬元獎項。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年會手冊之編印，提請討論案。

　說明：由學會協助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三：會員參觀活動，如何辦理，提請討論案。

　決議： 暫訂將第 1天的專題討論會移至上午，下午

進行參觀，參觀地點暫訂林口發電廠，請委

員（台電）人員詢問是否可行；參觀活動中

可多一個景點，讓行程更豐富，請推薦一名

廠礦參觀組召集人，評估交通行程並提送第

2次籌備會討論。

案由十四：�會員住宿及交通，如何辦理，提請討論

案。

　說明： 提供有與旅館合作，擬提供特約旅館一覽表

和優惠方式供參考，如附件五；檢附大會會

場地圖、停車場資訊供開車往返會員參考；

提供年會大會當天捷運、公車 -會場資訊。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五：會員註冊，如何辦理，提請討論案。

　決議：依歷年註冊組辦理。

案由十六：下次開會日期及地點，提請討論案。

　說明： 第二次年會籌備會召開時間建議訂於 7月中

旬召開；年會籌備會地點建議於本校工綜館

會議室或學會會址二處擇一召開。

　決議： 第 2次年會籌備會訂於 107年 7月 3日（星

期二）下午兩點至四點，在國立台灣大學工

綜館 238會議室。

四、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