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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演講嘉賓及講題
11/18( 一 ) 09：00-09：40 彭錫燈院士 (Prof. Syd S. Peng)

講題：Automation of Longwall Mining
11/18( 一 ) 10：10-10：50 Prof. Shinya Kitamura

講題：Extract of P and Mn from 
Steelmaking Slag 

11/18( 一 ) 10：50-11：30 蔡煥堂博士 (Dr. Hwan-Tang Tsai)
講題：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utomotive Steels 
11/19( 一 ) 08：30-09：10 Prof. Takeshi Tsuji

講題：Characterization of Gas-
Hydrate and Free-Gas around 
Japanese Island 

11/19( 一 ) 09：10-09：50 葉均蔚教授 (Prof. Jien-Wei Yeh)
講題：High-Entropy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108 年年會暨
第一屆亞太鑛冶國際研討會

http://www.cimme.org.tw
mailto:service%40cimme.org.tw?subject=
mailto:service@cimme.org.tw
https://apmm2019.cimme.org.tw/zh-tw/program-zh/keynote.html
https://apmm2019.cimme.org.tw/zh-tw/program-zh/keynote.html
https://apmm2019.cimme.org.tw/zh-tw/program-zh/keynote.html
https://apmm2019.cimme.org.tw/zh-tw/program-zh/keynote.html
https://apmm2019.cimme.org.tw/zh-tw/program-zh/keynote.html


 

108 年年會大會流程
時間：10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09:00~12:15)
      (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
   節      目                  時    間           
( 一 ) 年會報到               09:00 ～ 10:00
( 二 ) 年會大會               10:00 ～ 12:00

1. 開幕典禮             10:00 ～ 10:05
2. 主席致詞             10:05 ～ 10:15
3. 貴賓致詞             10:15 ～ 10:40（25 分鐘）
4. 頒    獎             10:40 ～ 11:00（20 分鐘）
(1)108 年技術獎章
(2) 盧善棟獎學金
(3)107 年論文獎
(4) 大學材料、資源系所學生獎勵金
(5) 108 年傑出貢獻獎

5. 團體合照             11:00 ～ 11:10（10 分鐘）
6. 專題演講             11:10 ～ 11:40（30 分鐘）
  李坤炎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
 演講題目：「 亞洲水泥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 」

7. 年會籌備報告         11:40 ～ 11:50（10 分鐘）
8. 會務綜合報告         11:50 ～ 12:00（10 分鐘）
9. 會務及提案討論       12:00 ～ 12:10（10 分鐘）
10. 唱會歌（禮成）       12:10 ～ 12:15（5 分鐘）

(三 )午    餐              12:15 ～ 13:30
( 四 ) 論文宣讀              13:30 ～ 17:30（4 小時）

(上半場 )            13:30-15:00
( 茶敘 )              15:00-15:30
( 下半場 )            15:30-17:00
( 摸彩 )              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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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告&產業資訊》

曾文生次長訪澳洲 為新南向與能源轉型尋找助力
經濟部次長曾文生於 8 月 27 至 30 日率團赴澳洲進行一連串交流活動，包括參訪澳洲重

要大學與創新研發機構、參加第 33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及第 24 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 詳
閱全文 )

經濟部通過 Google 南科工購地案 繼購買台南 10MW 再生能源電力後，
Google 計畫再於台南興建資料中心

Google今天宣布已在台南購買資料中心興建用地，以因應未來在台資料中心的營運需求，
未來將在台南科技工業園創新複材導入電動自行車產業鏈 打造輕量化關鍵產品區逾 10 公頃
以上興建資料中心，並持續購買台南產的綠電。(詳見全文 )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創新複材導入電動自行車產業鏈 打造輕量化關鍵產品
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辦理「塑橡膠及複材產業創新應用推

動計畫」，研發「長纖複材加工成型技術平台」，鎖定電動自行車產業鏈開發終端配件(如：
座桿、連桿、傳動齒輪、輪圈等 )，打造高值輕量化關鍵產品。(詳見全文 )

工業局率領業者向循環經濟典範佳龍
科技學習

經濟部工業局 8 月 30 日帶領 50 多位業者
代表，前往具備IT產業廢棄物完整處理能量、
將廢棄物化為工藝品、獲綠建築銀級認證及興
建全球首座循環經濟環保美術館等特色的中堅
企業 - 佳龍科技，舉辦企業觀摩活動。( 詳閱
全文 )

勞動部公布部分條文修正公布
•	「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詳閱全文 )

•	「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詳閱全文 )

•	修正發布「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要點」第 2點、第 3點 (詳閱全文 )

用電大戶喘口氣 10％綠電擬三年到位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子法預計 11 月上路，備

受企業矚目的「用電大戶條款」，初步規劃一定契約
容量以上用電大戶，強制應設置 10％比例的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但 10％分三年到位，以利企業緩衝因應，
若提前達標會有獎勵機制。(詳見全文 )

示範風場海洋風電（Formosa I）為台灣首個具經濟規模的離岸風場，目前
預定年底正式併聯發電。

示範風場海洋風電（Formosa I）為台灣首個具經濟規模的離岸風場，目前預定年底正式
併聯發電。(詳見全文 )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1&news_id=16447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1&news_id=16447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41174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6135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6494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6494
https://laws.mol.gov.tw/news.aspx?msgid=5028
https://laws.mol.gov.tw/news.aspx?msgid=5028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10.aspx?id=FL015100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10.aspx?id=FL038874
https://www.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CA60F31A88AF3736&sms=80616FEAF60EE1E7&s=F2B129112932CF1A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16000185-260202?chdtv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1348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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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最長風電葉片 東電研發成功
由東方電氣風電有限公司自主設計、擁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的 B910A 型葉片，近日在

該公司天津葉片公司江蘇生產基地成功下線。該葉片長 91 公尺，刷新了東方風電自主研製
的 B900A 型葉片的紀錄，成為目前大陸長度最長的風電葉片。(詳見全文 )

離岸風電拚「MIT」：士林電機拿百架風機「配電盤」訂單，「風機心臟」
組裝要從丹麥搬來台灣

落實離岸風電在地化，丹麥風機大廠三菱重工維特斯（MHI Vestas）今（21）日與歐洲
三菱電機簽訂附條件採購合約，未來將由台灣製造商士林電機組裝風機關鍵配件「高壓配電
盤」，預計將在 2022 年交貨。三菱重工維特斯更在現場預告，未來也將計畫在台設置風機
PCM（功率轉換器）組裝廠，保守估計至少能為台灣經濟帶來92億的產值與5300個工作機會。
(詳見全文 )

法國綠能先驅「EOLFI」力推浮台式離岸風電機組
浮台式風力發電領域的先驅法商 Eolfi 7 月份到訪台灣，在桃園外海選定設置浮台式離

岸風電機組的潛力廠址。(詳見全文 )

離岸風電人才培訓開班 全台首座移動式
訓練基地啟動

離岸風電人才培訓開班儀式 17 日在金屬中心舉
行，全台首座移動式訓練基地正式同步啟用。行政
院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將在高雄興達港成立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並由經濟部能源局委
託金屬中心進行離岸風電人才培訓。(詳見全文 )

全台首座風能訓練中心揭牌
全臺首間「風能訓練中心」9 月 4 日揭牌 ，由

臺灣港務公司攜手台電、臺英風電、中鋼、台船、
上緯新能源等 6 間公司合資於台中港區成立臺灣
風能訓練公司（詳見全文 )

落實離岸風電船隊本土化 台第一艘大型風電工作船出航
台船公司總經理曾國正 7 月 15 日於基隆廠五號碼頭親自主持大型駁船「台船 15 號」首

航典禮，營運第一天即自基隆載運 15 個大型建造船段至台船高雄廠區，展現大型駁船的營
運能力，未來將能充實風電施工船隊、落實船隊本土化及建構全方位的海事工程能量。( 詳
見全文 )

海能風電印花稅 1.19 億元 創苗栗縣單筆最高
全球再生能源領航開發商及台灣離岸風電先驅，麥格理資本及上緯合作開發的海能風電，

今舉行向苗栗縣政府繳交新台幣 1.19 億元印花稅儀式，創下苗栗縣史上單筆最高紀錄。(詳
閱全文 )

台離岸風電產業協會成立 
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環境成熟，國際 8 家離岸風電開發商今宣布組成「台灣離岸風電產業

協會」，共同推動綠能發展。(詳閱全文 )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40532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3793
https://www.storm.mg/article/1588574?fbclid=IwAR1-FouRvIi3Hhexr4Qhfmx9l-urOLKMTI35c4bpe0cNDtbf0emaofCwoiQ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917003312-260412?chdtv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2761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715001626-2604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715001626-260410?chdtv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877102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877102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2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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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產造紙大變身！ 搶綠金設「全台最大沼氣發電系統」
台灣很大的造紙企業永豐餘集團積極轉型，以零排放和廢棄物資源化為目標，在桃園新

屋打造全台最大的沼氣發電系統，可以提供 6000 個家庭一年的用電需求。(詳見全文 )

「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容積獎勵最高可拿 5% ！
為推動綠能，經濟部工業局藉由「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給予在屋頂設

置太陽光電設備面積達50%以上者，享有2%容積獎勵，若再搭配「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
及「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認證，最高共可獲得 5% 容積獎勵。(詳見全文 )

臺東關山小水力發電廠將於年底併聯 可提供千
戶用電

經濟部為推動小水力發電，已核准民間業者於臺東縣海
端鄉籌設開發 1,000 瓩小水力發電廠。該小水力發電廠係利
用臺東農田水利會灌溉渠道關山大圳的沉砂池到進水口間
之水位差發電，裝置容量為 1,000 瓩，發電後之尾水，將全
數回流到關山大圳內繼續作為灌溉用水，預估每年平均發電
4,000 小時，發電量約 400 萬度 ( 約可提供 1,141 戶住宅用
戶每年用電 )。(詳見全文 )

台水公司推動小水力綠能發電
為配合政府綠色能源政策，積極多元創能，促進潔淨能源發展，全力擴大再生能源發展

於 2025 年占比達 20% 以上，台水公司積極盤點供水管線之水位差，開發小水力發電，並與
民間業者合作，引進能源新技術及發電設備。(詳見全文 )

公民電廠 「陽光伏特家」拿下台灣第一張再生能源售電執照
經濟部能源局 9 月 5 日正式發出國內第一張「再生能源售電業」的電業執照，由國內致

力於公民參與綠電的「陽光伏特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搶下。這也讓陽光伏特家成為繼台電
之後，國內的第二家售電業，也是國內第一家綠能售電業。(詳閱全文 )

氣象局與能源局攜手拚綠能，推出風力、太陽能發電預測系統
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發電量、選址都跟天氣息息相關，氣象資訊也是綠能發展重要一環

結，因此中央氣象局與經濟部能源局攜手，初步推出「氣象資訊綠能虛擬營運中心試用版網
頁」，協助業者參考開發選址與推估發電量。(詳閱全文 )

太陽能種電 每公頃補助 40 萬
環保署公告「農業用地汙染改善與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併行

計畫補助要點」，符合條件的農地地主，可提出汙染改善計
畫向環保署申請，每公頃可補助 40 萬元。(詳閱全文 )

台灣汽電共生暨新光紡織太陽能電廠落成
新光紡織響應政府綠能政策，設置約 5MW 的太陽光電，於 7 月 23 日上午舉行台灣汽電共

生暨新光紡織太陽能電廠落成典禮。(詳閱全文 )

臺鹽集團發展綠能產業 上半年接案量 8.83 億元
100% 轉投資臺鹽綠能公司，首創以「漁電共生」創新營運模式，2018 年公司成立後，

今年上半年就開始貢獻獲利，同時，臺鹽主管指出，臺鹽今年上半年接案量已達 8.83 億元。
(詳見全文 )

https://tw.mobi.yahoo.com/news/%E5%82%B3%E7%94%A2%E9%80%A0%E7%B4%99%E5%A4%A7%E8%AE%8A%E8%BA%AB-%E6%90%B6%E7%B6%A0%E9%87%91%E8%A8%AD-%E5%85%A8%E5%8F%B0%E6%9C%80%E5%A4%A7%E6%B2%BC%E6%B0%A3%E7%99%BC%E9%9B%BB%E7%B3%BB%E7%B5%B1-152909545.html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7255-The-Ministry-of-Economic-Affairs-said-that-the-factory-installed-solar-energy-can-get-a-volume-reward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1&news_id=16438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6105
https://e-info.org.tw/node/219806
https://technews.tw/2018/07/25/weather-bureau-bureau-of-energy-green-energy-prediction-system/#more-378730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906197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945790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7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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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泥花蓮廠榮獲「花蓮縣建構花園城市百
景花園齊開放綠美化競賽」企業組金質獎

亞洲水泥花蓮廠位於台八線及縣道花五線交叉路
口的轉角，透過參加「花蓮縣建構花園城市百景花
園齊開放綠美化競賽」，榮獲企業組金質獎之殊榮。
(詳見全文 )

台泥、中橡增資買回能元科技推展鋰電池國際化
台泥公司及國際中橡今晚公告將增資台泥循環能源公司新台幣 10.5 億元，並發行甲種特

別股買回能元科技股權，使能元成為台泥集團 100% 全資子公司，並推展鋰電池國際化。(詳
閱全文 )

台泥「支持和平」美食嘉年華 450 名居民同
樂

台泥和平水泥廠、和平電廠、和平港主辦的「和平豐
收季 美食嘉年華」活動，7 月 27 日週六在花蓮和平國
小展開，超過 450 位花蓮和中、和平、和仁部落及鄰近
的澳花村居民一邊品嘗美食、一邊歡唱，場面歡欣熱鬧。
(詳見全文 )

亞泥舉辦生態園區巡迴展 (詳見全文 )

09/17-10/06 新竹 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10/08-10/27 中壢遠東 SOGO
10/29-11/18 台中大遠百
11/21-12/08 台南大遠百成功店
12/10-12/30 高雄大遠百
01/01-01/15 台北遠企購物中心
02/08-03/01 台北遠東 SOGO ( 復興館 9樓 )

中鋼「轉爐石應用於瀝青混凝土鋪面」模
式通過 BS 8001 循環經濟標準查核

中鋼公司致力於節能環保及減碳工作，對於循環
經濟及資源再利用之推行更是不遺於力，其推動的
「轉爐石應用於瀝青混凝土鋪面」模式於 108 年 6 月
28 日通過英國標準協會 ( 以下簡稱：BSI) BS 8001
循環經濟標準查核，13日獲得頒發證書。(詳見全文)

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率枋寮高中與高科大模具工程科參加「Engineers Week 
科技教育週」108 年設計比賽，晉級全國賽

國內知名企業及公益平台共同推動的「Engineers Week 科技教育週」( 以下簡稱：
EWeek)，今 (108) 年以「自造者時代 帶你認識 AI 科技」為主題，讓各地學子透過團隊合作
的方式，利用有限的時間與材料發揮創意，設計出具實用性的「分類機」，並於日前分別在
全國 20 所學校完成分區競賽。南部地區今年由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鍾錫洲副執行長帶隊，
率領枋寮高中與高科大模具工程科兩校代表學生參賽，今日 (8/23) 與其他各校初賽脫穎而
出的菁英隊伍齊聚台中 TADA 方舟音樂藝術展演中心，爭取全國賽殊榮。(詳見全文 )

https://www.acc.com.tw/news-center/latest-news/613-gold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987474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3987474
http://www.taiwancement.com/tw/news.html
https://www.acc.com.tw/news-center/latest-news/616-insect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813003197-260410?chdtv
https://news.pchome.com.tw/sport/greatnews/20190823/index-56655585195969209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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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換電站今年採公開競標 睿能 Gogoro 全數有 285 個站點 光陽 Ionex
有 146 站

台灣中油公司從 107 年起，依據經濟部智慧電動機車能源補充設施普及計畫（以下稱公
建計畫）於加油站建置電動機車充電、換電設備，去年僅睿能 Gogoro 參與設 144 站，今年
增加光陽 Ionex，兩家採公開競標方式，由光陽 Ionex 獲得 3 標共 146 站，睿能 Gogoro 得
到 1 標 48 站，睿能 Gogoro 扣除合約到期站數，再加上先前自建設站，在台灣中油加油站中
有 285 站為消費者服務。(詳閱全文 )

興達海基與沃旭能源合作完成第一座
台灣製造管架式水下基礎轉接段試製

中鋼集團旗下興達海洋基礎公司 9 月 6 日與
丹麥離岸風電開發商沃旭能源（Ørsted）在高雄
港 74 號碼頭，共同為第一座台灣製水下基礎轉
接段（Transition Piece，以下簡稱：TP）舉
行試製完工典禮。(詳見全文 )

中油換電站 擬開放雙系統
國內電動機車大戰延燒，中油加油站成為機車廠商設置充換電站的新兵家必爭之地。中

油總經理李順欽昨（11）日表示，中油正在評估開放「雙系統」的可能性，最快納入明年度
標案，未來中油部分加油站可能同時有 Gogoro、光陽等不同業者提供多種充換電服務。
(詳閱全文 )

三陽轉投資鋁電池廠 中油：以 MOU 為基礎繼續合作
三陽轉投資鋁電池廠，外界關心中油與三陽合作是否生變。中油總經理李順欽今天說，

中油宣示會車電分離，電池已初步測試，性能良好。雙方會以 MOU 為基礎繼續合作，努力取
得最大公約數。(詳閱全文 )

中鋼總座 內定王錫欽升任
中鋼總經理林弘男將退休，總經理一職

內定由現任執行副總王錫欽升任，而執行副
總的遺缺則由業務副總黃建智出任，另，業
務助理副總劉敏雄，則升業務副總並兼中鴻
董事長，全案預定 23 日（下周一）由董事
會決議通過。(詳閱全文 )

中鋼舉辦「2019 年中鋼全能智慧
王夏令育樂營」 
中鋼攜手旗下子公司中鋼碳素化學公司，7
月 15 日至 19 日分兩梯次假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共同舉辦『2019
年中鋼全能智慧王夏令育樂營』(詳見全文)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81%A3%E4%B8%AD%E6%B2%B9%E6%8F%9B%E9%9B%BB%E7%AB%99%E4%BB%8A%E5%B9%B4%E6%8E%A1%E5%85%AC%E9%96%8B%E7%AB%B6%E6%A8%99-gogoro%E6%9C%89285%E7%AB%99-%E5%85%89%E9%99%BDionex%E6%9C%89146%E7%AB%99-162000783.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03234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4300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42367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055647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93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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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調查局首簽資安聯防 MOU 守
護電力再升級

台電今（17）日與法務部調查局簽署資
安聯防合作備忘錄（MOU），將資安防護再
升級至國家安全等級，也是第一個與調查局
簽立的國營事業。台電表示，台電肩負穩定
供電重任，除了第一線發電機組，更需搭配
後端資訊管理系統擔任電力調度作業，因此
系統之資安防護為穩定供電關鍵一環。今簽
署資安聯防 MOU 後，調查局將提供事前資安
情資及鑑識人員支援，加速資安事件處理速
度，全台穩定供電再添保障。(詳見全文 )

全台最大歷史建築「十三層遺址」 台電今中秋夜正式點亮
台電 13 日晚間在新北瑞芳聯手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與中華文化總會共同舉辦「點亮

十三層遺址」點燈儀式，現場除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等上百位貴賓到場響應，琥珀色燈光搭
配優人神鼓現場近百人戶外磅礡演出，逾萬人共同見證全台最大歷史建築之美，彷彿過往黃
金礦業風華再現。(詳見全文 )

台電「川流電湧」電力文資展今開幕
「川流電湧 -2019 台電文資特展」9 月 6 日於台中文資園區開展，以點亮台灣發展的百年

水力發電為主題，現場 9 大展區共展出逾 100 件來自全國各地水力電廠的發電物件、建築藍
曬圖等珍貴文史資料，其中更有百歲工業文物首度展出。(詳見全文 )

中油用 VR 說故事 翻新台灣油礦陳列館
歷經三年重新規劃，中油探採事業部位在苗栗公館的「台

灣油礦陳列館」全新啟用，導入 VR（虛擬實境）等多媒體展
示新科技，讓參觀民眾可穿越時空到過去因採礦而繁華的出
磺坑，也能鑽入地心、深入海中，了解油氣探勘全貌，希望
透過互動遊戲寓教於樂，並帶動苗栗縣觀光旅遊發展。( 詳
閱全文 )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2942&chk=4b363d9e-3453-4ac7-a399-5173b7b255b0&mid=17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2938&chk=e0af14a4-0326-486e-b241-0dd7b1c0f1f2&mid=17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2933&chk=c8c23cd8-4d44-4212-b38b-9cf4b348f2b6&mid=17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401846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401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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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發明：可從磁鐵中萃取純度 99.5% 稀土 
美國能源部所屬的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已經發明了一

種程序，可以從舊硬碟和其它來源的報廢磁鐵中萃取稀土元素。他們為這種程序申請了專
利，而且計劃擴大規模，為商業化的量產做準備。(詳見全文 )

交大材料與美國名校、台積電推優勢學程 指考排名躍進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系今年新增甲組，材料系並推出「UIUC 3+2雙聯學程」與「台積學程」，

今年指考放榜後系所排名擠進二類組第 12 名，錄取分數高達 409.2 分；交大材料乙組大幅
提升至二類組第 25 名，錄取分數為 397.0 分，在資工科系普遍熱門的局勢下，交大材料成
為二類組熱門搶手科系。(詳見全文 )

太陽能集熱器價格昂貴，麻省理工學院改研發氣凝膠新材料 (詳閱全文 )

隨溫度提高自動展開，科學家研發如花兒般綻放的摺疊太陽能球
美國與瑞士科學家研製出遇熱就能自行「綻放」的摺疊太陽能球，未來或許可以在屋頂、

露營，甚至是太空飛行器看到它的身影。(詳閱全文 )

全球最高二氧化碳轉換率！台大跨國團隊找到最新催化劑
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陳浩銘團隊開發出獨特技術，吸引瑞士學者一同合作，耗時 3 年，

終於證明以鐵作為二氧化碳轉換成一氧化碳的催化劑，「單原子三價鐵」轉換過程維持高活
性的關鍵原因，成功找到全球低電壓轉換率最高的最新催化劑，研究今年 6 月登上全球綜合
型國際期刊排名第一的「科學」（Science）。(詳閱全文 )

在海拔 20 公里高空飛行一年，太陽能無人機將助 5G 網路一臂之力
英國國防巨頭 BAE Systems 公司準備在 2019 年試飛太陽能無人機，團隊聲稱該無人機

能在海拔 20 公里處飛行一年，提供通訊、即時監測及遙感探測等服務，是比傳統衛星更靈
活的「偽衛星」。面對未來的 5G 時代，或許能成為低成本衛星替代品。(詳見全文 )

首屆高中生材料競賽登場 材料人的生涯故事入題
中國材料學會於 9 月 21 日舉辦首屆高中生材料競賽，吸引超過 700 人報名，分台北、桃

竹苗、台中、台南 4個考區。(詳見全文 )

http://tw.aboluowang.com/2019/0819/1331378.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988042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909190026/%E8%BA%AB%E5%83%B9%E7%99%BE%E5%84%84%EF%BC%8C%E5%8F%AA%E5%9D%90%E7%B6%93%E6%BF%9F%E8%89%99...%E6%9F%A5%E7%90%86%C2%B7%E8%8A%92%E6%A0%BC%EF%BC%9A%E8%87%AA%E7%94%B1%E7%9A%84%E9%A0%AD%E8%85%A6%E6%AF%94%E8%B2%A1%E5%AF%8C%E9%87%8D%E8%A6%81?utm_source=likr&utm_medium=news&utm_campaign=likrnews
https://technews.tw/2019/07/05/hoberman-solar/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53161
https://technews.tw/2019/09/12/bae-systems-phasa-35/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061130


10

《友會訊息》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108 金屬產業技術專業人才培訓課程」。(詳情請點此 )

「結構暨配管用鋼管國家標準及工程應用說明會」。(詳情請點此 )

台灣陶瓷學會
陶瓷學會將於 108 年 9 月 24 日假臺大應力所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一屆台日粉末製程技術
研討會」。(詳情請點此 )

台灣鑄造學會
2019 ISIC-Taichung 國際精密鑄造研討會。(詳請請點此 )

中國工程師學會

10/02、10/23 工程師的精選講堂 I 政府採購法的迷思與迷失。(詳情請點此 )

9/27 桃園捷運生活公共藝術參訪活動。(詳情請點此 )

2019 年工程師職涯發展與性別差異調查問卷。(詳情請點此 )

https://learning.mirdc.org.tw/member/?tsiia
http://1074607.wit.com.tw/
http://www.tcers.org.tw/topicshow/1tj-wppt
http://foundry.org.tw/newsshow.aspx?id=3232
http://www.cie.org.tw/News/NewsDetail?cn_id=489
http://www.cie.org.tw/News/NewsDetail?cn_id=488
http://www.constructionlaw.tku.edu.tw/wip/?fbclid=IwAR3l5Wi8JZnyHHV4EnYgLzEJIR0RkO_mjvIs6tIyEPaOVUjhf4Sl_0nk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