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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會議紀錄

第 58屆第 6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6年 3月 3日 (星期五 )下午 2時

貳、開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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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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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錫欽、蔡　穗、廖滄龍、

易洪庭、徐振湖、陳逸偵、陳貞光、丁原智、

余炳盛、鄭瑞熾、李輝隆、郭新進、翁榮南、

何恆張

二、請假理事：11人

王錫福、劉季剛、陳瑞祥、江崇榮、連雙喜、

陳昭旭、羅　偉、吳樂群、顏志偉、陳大麟、

曾保忠

三、出席監事：5人

賴克富、唐自標、邱順得、王　中、魏稽生

四、請假監事：2人

羅光孏、謝凱旋

五、列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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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撥冗出席第 58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去年本會各專門委員會共推動 52項重要學術活

動，承蒙各位熱情參與各項學術活動。今年的各項活

動計畫稍後將請各委員會提出報告，並彙集刊登於

《鑛冶》季刊中，請各位參考。

　　每年年會大會輪流在北、中、南舉辦，今年將於

中部辦理，今天要聘定年會籌備的主任委員，以便積

極展開年會籌備事宜。

　　上一次理監事會議中決議修改論文評審辦法，委

請出版委員會召開會議研商，稍後討論中請陳主任說

明具體辦法，請大家提供卓見。

　　現在就依照議程先請陳秘書長報告。

二、陳秘書長啟泰報告

　　會務工作報告：

1.個人會員繳費通知已在 1月 16日寄出，團體

會員繳費通知在 2月 24日掛號寄出，請會員

仍本愛護學會熱忱，在 3月底前繳交相關費

用。

2.常年廣告募款函於 2月 3日發出，向 16家團

體會員勸募 72萬元，目前已回覆者 11家，

金額 55萬元，約為目標的 76%；另 1家已聯

繫，委託單還沒寄到學會，1家確定不贊助常

年廣告，只贊助年會廣告，3家無回應，持續

洽辦中。

3.本會東側，國民年金保險局辦公大樓西側空地

新建工程將在近期施工，開工前鄰近建築物現

況鑑定工作已展開，作為爾後損害爭議賠償依

據。1月 24日土木技師公會技師已到本會勘

查，本會建物結構大致無虞，僅有數處牆面龜

裂小瑕疵，正式會勘報告會在 3月 23日左右

出爐。

4.105年冶金委員會年會提案：「建請能源局提供

廢熱發電獎勵機制及放寬廢熱回收設備補助專

案之時程要求」一案，本會建議竣工時程最長

可至三年；學會在 2月 9日提送經濟部， 2月

20日經濟部能源局回復如下：

(1)有關建議增設廢熱發電蓮購對象及費率一

節，現行工廠回收廢熱進行發電，需設置

自用發電設備，並依「電業法」第 69條規

定「自用發電設備生產之電能得售予公用

售電業，或售予輸配電業作為輔助服務之

用⋯⋯」售電，相關購電機制（含費率）係

由台電公司訂定。

(2)另有關廢熱回收設備補助專案之時程一

節，本部業於 106年 2月 16日以經能字第

10603801770號令修正「廢熱與廢冷回收技

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要點」，將完成設置時

程期限修正為核定補助通知函之發文日起 1

年內，但有正當理由者，至多展延至次年度

12月 31日，以助於執行較大型之廢熱回收

專案。

三、 各專門委員會報告 106年委員會之組織及工作計

畫 (附件 1)

(一 )礦業委員會朱明昭主任委員報告：

(二 )冶金委員會王錫欽主任委員報告：

(三 )石油委員會廖滄龍主任委員報告：

(四 )會員委員會王錫福主任委員（李文傳副祕書

長代）報告：

(五 )財務委員會劉季剛主任委員（陳啟泰祕書長

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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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出版委員會陳貞光主任委員報告：

(七 )促進兩岸礦業發展委員會賴克富主任委員

報告：

(八 )台灣 SOFC產業推動委員會朱秋龍主任委

員（李輝隆執行祕書長代）報告：

乙、討論事項

一、 本會 105年決算、資產負債及收支餘絀表，提請

審議案。

說明：1.105年經常費收支：

（1）收入：  2,205,690元

（2）支出：  3,391,286元

（3）結餘：-1,185,596元

2.105年年費收支：

（1）收入： 2,148,080元

（2）支出： 1,662,700元

（3）結餘：   485,380元

3.105年度總結餘：-700,216元

決議： 1.照案通過（附件 2-1、附件 2-2、附件

2-3）

2.105年年會籌備會王錫欽主委同意年會

結餘款 485,380元撥給學會充作學會之

會務發展用。

二、 各專門委員會 106年之組織、委員聘請及工作計

畫，提請審議案。

說明：詳見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三、獎章委員提名案：

(一 )理事長敦聘：

 主任委員：易洪庭

(二 )理事長提名（五位）：

 陳逸偵、邱順得、陳貞光、翁榮南、李輝隆

(三 )理事長同意礦、冶、油、會員、出版委員

會分別推薦（五位）：

 礦業委員會：翁祖炘

 冶金委員會：陳啟泰

 石油委員會：董鈞堯

 會員委員會：唐自標

 出版委員會：黃重裕

四、第 58屆（105∼ 106年）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日

期、地點及議程討論案（附件 3）。

說明：(一 )時間： 4月 18日（星期二） 

10時至 13時

(二 )地點：台北市松仁路 3號

 台灣中油公司總部大樓 513會議室

(三 )議程：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五、今 (106)年本會年會請遴聘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

委員，負責籌備案。

決議：1.敦聘台灣中油探採事業部廖滄龍執行長

為今年本會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2.請秘書處全力協助，洽 106年年會籌備

會執行祕書召開各項籌備會議。

六、今 (l06)年年會論文評審辦法修正，提請討論案。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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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術界論文若不足 3

篇，得就學術組論文依評分擇優晉升

至 3篇。

決議：授權出版委員會陳貞光主委，依據說明旨

意，修訂評審辦法，若理、監事在收到會

議紀錄一周內無反對意見，該草案自動生

效（附件 4評選辦法修正草案）。

七、會員委員會提會員申請入會，追認案。

● 正會員 4人：

1.周國棟　 南卡州立克雷蒙森大學博士（81年畢

業），經濟部礦務局副局長

2.丁仕旋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系博士

（97年畢業）

 　　　　中鋼公司工程師

3.方炳昌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所碩士（98年畢）

 　　　　中鋼鋁業產品工程師

4.黃惠君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研究所博士（97年

畢）

 　　　　 國立中山大學貴重儀器中心博士後研

究員

以上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者 4人，經審查符合正

會員規定，請准予追認。

決議：追認通過

丙、臨時動議

伍、散會：下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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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專門委員會 106年組織及工作計畫
( 一 ) 礦業委員會：

●	組織

主 任 委 員：朱明昭 

副主任委員： 周國棟、陳台雄、吳坤玉、易洪庭、

羅　偉、蔡印來、蔡　穗、陳逸偵、

蔡易縉、江崇榮、申永輝

執 行 祕 書：賴欽亮

委　　　員︰ 鄭大偉、王文郁、王玉瑞、王榮輝、

何恆張、余炳盛、吳榮華、吳坤玉、

林景崎、陳家榮、陳統元、陳台雄、

張煥金、曾保忠、楊奉儒、鄭瑞熾、

蔡敏行、歐陽湘、陳志恆、許進忠、

廖志中、周順安、黃鎮臺、溫紹炳、

費立沅、孫思優、王　中、林朝宗、

魏稽生、申永輝、賴錦文、吳　煌、

林國安、李錦發

1. 礦業資源及地質環境小組：

召 集 人：羅　偉

副召集人：魏稽生、鄭瑞熾、陳逸偵、李錦發

2. 石礦土石小組：

召 集 人：林健豪

副召集人： 曾保忠、許進忠、陳逸偵、魏家珮、

蔡　穗

3. 礦業經濟小組：

召 集 人：林師模

副召集人：吳榮華

4. 資源再生小組：

召 集 人：陳志恆

副召集人：林景崎、張西龍、張啟達

5. 溫泉及地熱資源小組：

召 集 人：歐陽湘（暫定）

副召集人：柳志錫、李振誥、張郇生、孫思優

6. 礦業資訊小組：

召 集 人：賴欽亮　

副召集人：曾保忠、陳志恆、魏稽生、歐陽湘

●	工作計畫

本年度預計辦理活動 36項，其中礦業資源及地質

環境小組 9項，石礦土石小組 16項，礦業經濟小

組 2項，資源再生小組 8項，礦業資訊小組 1項。

1.礦業資源及地質環境小組：

(1) 專題演講 5項。

(2) 野外地質調查 3項。

(3) 地質災害調查 1項。

2.石礦土石小組：

(1)露天及石油天然氣礦場相關訓練 3項。 

(2)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員與專業人員相關訓練 3

項。

(3)礦災災害防救訓練研討會 1項。

(4)土石採取法令宣導 1項。

(5)珠寶玉石學術研討會 1項。

(6)出席大陸地區會議 2項。

(7)委託研究（辦理）計畫 5項。

3.礦業經濟工作小組：

(1)參與第 22屆台澳能礦貿易與投資諮商會議 1

項。

(2)國內外礦業經濟之蒐集、彙整 1項。

4.資源再生工作小組：

(1)經濟部再利用相關法令暨廢棄物清理法修正

內容宣導說明會 1項（3場次）。

(2)電弧爐煉鋼爐渣再利用推廣說明座談會 1項

（2場次）。

(3)歷年能資源整合重點推動區域廠商現地追蹤

輔導或實質鏈結研商會議。

(4)針對資源再生產品進行市場通路調查 1項。

(5)國內外能資源循環利用廠商出國考察 1項。

(6)選定 1項資源廢棄物或資源再生產品進行高

值化可行性應用技術評析 1項。

(7)資源廢棄物能資源技術調查 1項。

(8)研析資源廢棄物或資源再生產品進行高值化

可行性應用技術 1項。

5.溫泉地熱工作小組：待訂。

6.礦業資訊工作小組：

參與本會網站更新維護事宜。

( 二 ) 冶金委員會：

●	組織

主 任 委 員：王錫欽

副主任委員：何燦穎

執 行 祕 書：陳啟泰

委　　　員︰ 黃議興、黃重嘉、黃勝俊、陳冠傑、

潘永村、陳俊達、金崇仁、陳高川、

王錫福、林秋豐、吳威德、林志剛、

林東毅、高伯威、連雙喜、張世豐、

黃文星、楊智超、蔡棋浚、蔡振球

1. 普通鋼小組：召 集 人：黃重嘉

副召集人：林志剛

2. 特殊鋼小組：召 集 人：張世豐

副召集人：黃議興

3. 輕金屬小組：召 集 人：林秋豐

副召集人：潘永村、陳高川

4. 特殊金屬小組：召 集 人：楊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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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耐火材料小組：召 集 人：蔡棋浚

副召集人：陳冠傑

6. 能源環保小組：召 集 人：蔡振球

副召集人：陳俊達

●	工作計畫

　　冶金委員會下設有六個小組：普通鋼小組、特

殊鋼小組、輕金屬小組、特殊金屬小組、耐火材料

小組、能源環保小組，106年組織及委員名錄已於

1月 25日提報學會，資料如附件。

　　冶金委員會根據產業發展趨勢，規劃 106年學

術活動共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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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項。106年各

項學術活動內容說明如下：

1.普通鋼小組

今年度規劃 12項，舉辦日期與主題如下：

(1)106.02熱衝壓成形用鋼開發與應用技術研討

會

(2)106.03邁向工業 4.0技術研討會

(3)106.04鋼鐵產業工程技術研習會 (第 31屆 ) 

(4)106.05電磁鋼片技術研討會

(5)106.06鋼鋁合金銲接技術研習會

(6)106.07熱冷軋汽車用鋼特性介紹技術研討會

(7)106.08高功能橋梁用鋼及超高強度鋼板

(DQ)技術研討會

(8)106.08鋼鐵金相解析進修班

(9)106.09鋼鐵經營管理研討會 

(10)106.10手工具用鋼熱處理技術研討會

(11)106.11直棒鋼精密檢驗研討會

(12)106.12鈦鎳合金的應用與發展研討會

2.特殊鋼小組

今年度規劃 6項，舉辦日期與主題如下：

(1)106.03/106.06/106.09熱鍛模擬基礎訓練課程

(2)106.03/106.06/106.09高壓鑄造模擬基礎訓練課

程

(3)106.03/106.06/106.09沖壓模擬基礎訓練課程 

(4)106.04/106.05/106.06鋼鐵材料製程與鋼材特性

技術實務

(5)106.04碳鋼、鑄鐵、合金鋼及不銹鋼選材及熱

處理技術應用

(6)106.05熱處理不良件原因、對策及品保技術

3.輕金屬小組

今年度規劃 13項，舉辦日期與主題如下：

(1)106.02.01-05.31輕金屬創新應用競賽校園推廣

(2)106.03.03鋁合金合金設計、製程及性能

(3)106.04.07鋁合金的晶粒組織及再結晶

(4)106.05.05鋁合金熱處理及高溫氧化

(5)106.06.02鋁合金的晶出及彌散顆粒與材料性

能

(6)106.07.07鋁合金的腐蝕及陽極處理

(7)106.08      輕金屬創新應用競賽初賽

(8)106.08.04鋁合金的疲勞壽命及破裂分析

(9)106.09     鋁合金材料選用、金相組織分析及熱

處理技術應用

(10)106.09   鋁合金鍛造設計及製程技術應用

(11)106.10   鋁合金壓鑄設計及成形技術應用

(12)106.10   鋁合金表面處理技術應用

(13)106.11   輕金屬創新應用競賽決賽、頒獎典禮

暨成果展

4.特殊金屬小組

今年度規劃 2項，舉辦日期與主題如下：

(1)106.07熱電技術研發與應用研討會

(2)106.11金屬加工模擬製程技術研討會

5.耐火材料小組

今年度規劃 2項，舉辦日期與主題如下 :

(1)106.07.12 2017年耐火材料應用及技術研討會

(2)106.10.13 2017年耐火材料專題演講會

6.能源環保小組

今年度規劃 4項，舉辦日期與主題如下 :

(1)106.04 免調質鋼減碳效益認證成果發表會

(2)106.04 燃燒技術 workshop

(3)106.06 細懸浮微粒 PM2.5防制策略研討會

(4)106.09 綠色設計與物質流生命週期分析技術研

討會

( 三 ) 石油委員會：

●	組織

主 任 委 員：廖滄龍

副主任委員：范來富、傅式齊

執 行 祕 書：董鈞堯

1.石油探勘小組：召 集 人：黃旭燦

副召集人： 賴炤輝、呂榮聰、 

陳大麟

2.油氣開發小組：召 集 人：沈望陸

副召集人：張光宇、吳昌熾

3.海外礦區經營小組：召 集 人：胡雅折

副召集人：巫慶鐘

4.兩岸合作小組：召 集 人：鄭永豐

副召集人：李元偉

5.節能減碳研究小組：召 集 人：黃德坤

副召集人：張光宇
●	工作計畫

各小組 106年工作計畫：

1.石油探勘小組

(1)106.06探勘新技術研討會。

(2)106.06中西非地區油氣探勘及開發研討會。

(3)106.05錦水地區三維地質技術研討會。

(4)106.12台灣西南部海域油氣探勘研討會。

(5)106.08台潮探勘技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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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油氣開發小組

(1)106.06儲氣窖新增注產氣井完井研討會。

(2)106.09鐵砧山儲氣窖容量及墊底氣模擬研究。

(3)106.11出磺坑礦區低壓生產規劃研討。

3.海外礦區經營小組

(1)106.04礦區技術研討會（哥倫比亞礦區）。

(2)106.10礦區技術研討會（墨西哥礦區）。

4.兩岸合作小組

(1)106.05台潮石油合約區東南深水區域鑽探建議

研討會。

(2)106.11台潮石油合約區東南深水區域探井石油

地質檢討。

5.節能減碳研究小組

(1)106.12地熱廠址及地熱發電 BOT案經濟效益

評估。

(2)106.09 CO2地質封存先導試驗場址參訪。

( 四 ) 會員委員會：

●	組織

主 任 委 員：王錫福

副主任委員： 翁榮南、陳逸偵、陳大麟、陳啟泰、

陳昭旭、陳貞光、蔡印來、羅　偉、

胡　毅

執 行 祕 書：羅光孏

1.會籍組：召 集 人：王　中

副召集人：李文傳

2.活動組：召 集 人：羅　偉

副召集人：董鈞堯

3.會員組：召 集 人：陳貞光

副召集人：唐自標

●	工作計畫

1.辦理會員入會審查及升級

2.例行性會籍電腦資料更新整理

3.會員常年會費催繳

4.爭取學生會員入會

5.協辦會員廠礦參觀

6.其他

( 五 ) 財務委員會：

●	組織

主 任 委 員：劉季剛

副主任委員：羅光孏、廖滄龍、陳明漢

執 行 秘 書：
●	工作計畫

1.協助學會編列 106年度經費預算、105年決算表

及資產負債表等事宜。

2.協助學會 106年年會活動經費勸募事宜。

( 六 ) 出版委員會：

●	組織

主 任 委 員：陳貞光

副主任委員：余炳盛

秘　　　書：宋桂春

委　　　員： 王錫欽、王錫福、石漢正、朱明昭、

朱秋龍、江崇榮、吳慶煌、李文傳、

李輝隆、易洪庭、林景崎、唐自標、

翁榮南、許正勳、連雙喜、陳昭旭、

陳啟泰、陳逸偵、曾弘志、黃重裕、

黃啟祥、廖滄龍、蔡印來、蔡松釗、

鄭大偉、顏富士、魏稽生、羅　偉

總　編　輯：陳貞光

編　　　輯：周國棟、陳啟泰、董鈞堯、余炳盛

●	工作計畫

1.<鑛冶 >會刊之出版與發行

2.鑛冶叢書之出版與發行

3.會史資料之蒐集

4.鑛冶技術專輯之出版

5.年會及其他學術之論文評審與出版

( 七 ) 促進兩岸礦業發展委員會：

●	組織

主 任 委 員：賴克富

副主任委員：陳昭旭、羅　偉

執 行 祕 書：曾保忠

委　　　員： 王又男、易洪庭、林健豪、黃重裕、

董鈞堯、蔡印來、鄭大偉、鄭瑞熾、

魏稽生

●	工作計畫

1.參與籌辦本會與福建省礦業協會聯合主辦的「海

峽兩岸地質礦產資源學術研討會」

2.安排陸方礦業學術團體來台參訪事宜

3.蒐集大陸有關礦業資訊

4.交換出版品－本會出版《鑛冶》會刊與中國礦業

聯合會出版《中國礦業》相互寄贈。

5.其他。

( 八 ) 台灣 SOFC 產業推動委員會：

●	組織

主 任 委 員：朱秋龍

副主任委員：王錫福

執 行 秘 書：李輝隆
●	工作計畫

1.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

2.產業動態分享：於會議或透過例如電子郵件方式

分享產業動態，及包括國內外會議、研討會訊

息。

3.持續推動 SOFC產業在台技術深根 : 包括供應鏈

及產業聚落形成。

4.持續建言政府重視 SOFC能源的必要性：SOFC

能源使用及系統組裝技術引進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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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為鼓勵會員撰著鑛冶學術論文，設置論文獎

一種，每年評定給獎論文五至十三篇，分別給予

獎金與得獎證明書。前項論文獎金之獎額由本會

決定，其財源列入年會預算籌措撥充之。

二、受推薦之論文須符合以下之評審條件之一者：

(一 )鑛冶學術研究之心得。

(二 )重要發明、創新或改革之闡述。

(三 )重要工程計畫之研究。

(四 )重要工程技術之闡述。

以上四項無論在管理、實驗、製造或施工方面有

新見解、新發現、新發展或有實用經濟性之成就

者均可評定推薦之。

三、本會每年評選鑛冶論文之來源及推薦人：

(一 )凡在本會年會發表之論文，應區分為產業

類與學術類論文，由各論文分組主持人進行

初選審查。

(二 )口頭報告論文每組約十篇得初選一至二

篇，該組初選論文全屬產業類論文時，得增

額入選一篇學術類論文；海報論文則每十篇

得評選一篇。

(三 )凡非屬前項而刊載於當年鑛冶會刊之論著

得經本會出版委員會評選一至二篇。前項論

文推薦人對所推薦之論文須附具審查意見及

推薦書（格式另訂）。

四、本會對初選審查推薦之論文，於每年十一月舉行

複審評選前五至十三篇給獎，如不足數則從缺。

其中評選一篇特優論文推薦給中國工程師學會競

選該會論文獎。優等獎論文應選三篇，其中若無

屬學術類論文，得增額一篇學術類論文錄取之。

佳作獎應選五篇，其中若學術類論文不足三篇，

得增額至內含三篇學術類論文錄取之。以上評選

結果經報請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及通知各得獎

人。

五、前項論文不拘中文或外文書寫，但外文書寫者一

經入選後必須譯成中文，於得獎通知到達一個月

內將全文函寄本會，逾時取消得獎資格。

六、本會於每年四月前發布論文徵求通告。

七、有關論文之徵求通告分送、審查及給獎複審工

作，悉委由出版委員會辦理之。

八、複審給獎論文評選會議由出版委員會召開評選

之，邀請論文作者在評選會中，就所發表論文作

簡要解說，評選會議出席委員除由出版委員中遴

聘外，得另聘專業委員參加評選。

九、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附件 4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設置鑛冶論文評選辦法 (修正草案 )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卅一日 理監事第－三二次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本會第四十九屆 理監事第四次聯席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本會第五十二屆 理監事第七次聯席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一○六年三月三日本會第 58屆理監事第 6次聯席會議修正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第 58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紀錄

一、日期： 106年 4月 18日 (星期二 ) 

10：30∼ 11：57

二、地點：	台北市松仁路 3號 5樓 

台灣中油公司 513會議室

三、主席：林理事長弘男 記錄 :李文傳

四、出席人員：

(一 )全部代表人數：61人

(二 )親自出席：27人

 王　中、王又男、王錫福、朱明昭、

何恆張、李文傳、李輝隆、周順安、

易洪庭、林弘男、紀阿明、唐自標、

徐振湖、翁榮南、連雙喜、陳啟泰、

陳敏修、陳逸偵、陳瑞祥、陳龍實、

黃華銘、董鈞堯、鄭瑞熾、賴克富、

謝秉志、魏稽生、蘇福欽

(三 )委託出席：7人

 王錫欽 (陳啟泰代 )、余炳盛 (李文傳代 )、

吳榮章 (董鈞堯代 )、邱順得 (黃華銘代 )、

黃重裕 (王又男代 )、廖滄龍 (翁榮南代 )、

簡宗鈞 (賴克富代 )

(四 )請假代表：27人

 丁原智、王　中、伏和中、朱秋龍、

陳貞光、江崇榮、江肇銘、吳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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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興、林志善、洪聰榮、胡　毅、

陳木澤、陳志恆、陳昭旭、黃肇瑞、

劉季剛、鄭大偉、蕭崎昌、謝凱旋、

魏豊義、蔡　穗、蔡松釗、羅　偉、

羅光孏、林再興、郭新進

五、列席人員：

宋桂春組長

六、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女士、各位會員代表，大家早！

今天恰與蒙藏委員會在福華飯店召開的「2017年

台蒙能資源開發與循環經濟會議」撞期，成員有

部分重疊，未克趕來這裡，謹此感謝各位蒞臨，

參加今天的會員代表大會。

　　今天是本會第 58屆 (105∼106年 )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會議；這次的會員代表是在 105年 3

月 28∼31日在國內分北、中、南三區，以會員

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北區、中區、南區代表，組

成會員代表大會，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感謝

各位的參與。

　　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今天的會議有

5項會務及 5項業務報告，五項討論事項。報告

事項有：(1)報告 105年會務及業務執行情形；

(2)財務報告；(3)監察報告及 (4)105年年會提案

報告。討論事項有：(1)追認本會 105年綜合業

務報告案；(2)追認 105年收支決算及資產負債

案；(3)審查通過 106年工作計畫案；(4)審查通

過 106年收支預算案及 (5)審查通過 106年工作

人員待遇案。

　　今 (106)年年會預計於 10月到苗栗辦理，已

惠蒙台灣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廖滄龍執行長應允

擔任年會籌備會主任委員，行政室黃俊欽主任為

執行秘書；陳啟泰秘書長與黃俊欽主任及多位成

員並於 3月 24日初步洽談工作分組事宜，非常

感謝中油的熱情協助。

　　最近秘書處在規劃辦理第 59屆理監事及會

員代表大會代表改選時程，以及採通信選舉或現

場選舉，將於理監事會中提請討論。

　　近幾年來年會論文宣讀評審，學術界論文得

獎篇數比例偏低，出版委員會陳貞光主委召開會

議研提修正辦法，保障學術界論文最少有 1篇優

等獎，3篇佳作獎，該修正辦法於 3月 3日提理

監事會議討論通過，將於今年試辦。

　　今年代表本會參加中工會論文競賽，由丁仕

旋等 5位所著「抗熱軟化之 5000系汽車用鋁合金

開發」一文，榮獲第一名詹氏論文獎，誠為本會

之榮耀，將於 6月 2日的中工會大會中接受頒獎

表揚，在此祝賀五位得獎人。

　　去年 10月 18日林前秘書長辭世，學會痛失

英才，為一大憾事，也讓人不勝惋惜與懷念。

以下依議程進行會議。

七、上級指導 /貴賓致詞：

(一 )經濟部礦務局朱明昭局長：

林理事長、各位會員代表先進早！

　　最近在媒體上爭議不休，關於礦業上的議

題，趁此機會簡單的提出報告。昨天的新聞：環

保署打算修法，其中有兩項與礦業法有關：1.礦

權展限時需作環評分析；2.環評通過後五年內未

進行開發，需重新作環境差異分析；這兩個議題

與亞洲水泥公司礦業權展延，台泥金昌石礦環境

差異分析的爭議有關。

　　環團在立法院的運作相當成熟，透過立委向

政府主管機關索取資料，提出質詢，提出礦業法

修正案，至目前有十餘個版本；原政府修法目的

相當單純，是因應原住民族傳統祭儀文化非營利

行為抵觸法規的除罪化，只修正 2條；然而礦業

法經此一修後，恐成為無法開採的礦業法。原住

民族基本法 21條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

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

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

得分享相關利益。104年 7月礦務局陳副局長與

原住民族委員會諮商時，雙方一致認定，核定用

地時應先諮商取得原住民族同意；105年認定設

權時需經諮商同意，新核定用地若設權時已諮商

過用地即毋須再諮商，展限不涉及土地開發，毋

須諮商。

　　所以亞泥新城礦場礦權展延不需作原基法諮

商，開發行為是在環評法出來之前，未擴大開採

規模，所以也不需做環評；依據上述，礦權展延

授權礦務局長依權限便可批准，然本案值敏感時

期，故特簽請經濟部長核批。但本案仍遭到部分

人士質疑，現在太魯閣族人及環保團體正向行政

院訴願中，後續發展靜候訴願結果。

　　台泥金昌案是台泥前向花縣府提出環境影響

評估、區域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到申請水

土保持開工許可時，因受花蓮縣長的維護好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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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政策影響，拖延 8年始於 105年 2月才自花蓮

縣府取得許可，並在 8月獲經濟部、環保署的同

意下開工。此事經環團向環保署提出公民告知

函，要求台泥金昌礦場補做環差評估，理由是台

泥 98年就通過環評，卻未依法在 3年內開發。

環保署就此事在 105年 12月 30日行文要求台泥

立即停工、補做環差。台泥認為具備開發資格的

時間點，就是去 (105)年 2月花蓮縣府發放水保

許可之時。經台泥提出行政訴願，結果於 106年

3月 25日出爐，撤銷先前環保署要求台泥停工、

補環差的決議。此案台泥雖然贏得訴願，環團仍

有後續的訴願動作。

　　這兩件個案中，經濟部是站在維護業者既有

權益的立場，依法行政。水泥是重要的民生工

業，自給自足相當重要。亞泥水泥供應量約占台

灣的 29%，台泥約 39%。沒有穩定的礦石供應，

就沒有安全、穩定、平價的水泥，影響民生甚

鉅。

　　這兩件個案中，引發的後遺症相當大，礦權

展限要再做環評，非常沒道理，環境影響評估是

在開發階段要做的，不是開發作到一半停下來作

的；對礦廠本身的影響還算小，對下游一連串的

影響極大。以台泥為例，因為有礦，所以設水泥

廠，因為有水泥要輸出，所以設和平港，因為發

電廠的飛灰可以加到水泥廠當副料，降低成本，

所以在水泥廠附近建發電廠，如此龐大的投資，

在展限時，要停下來作環境影響評估，加以環評

不確定性極高，相關產業的營運都受到重大影

響。

　　提出修正的十個委員版本裡面，只有一個工

會版本有正面的影響，其他都是負面的。其中最

負面的 3個版本，將展限由 20年改為 10年，到

期展限前 3年到 1年可提出展限，展限時停止開

採；礦業權展現過了以後，重新核定用地，重做

環評；如此反覆，幾乎沒有機會開採；預見會遭

遇這種情況，我們也很著急，有作修法的準備，

惟各界長官意見分岐，恐難讓業者滿意；在展限

環評的部分我們希望能在礦業法中突破，這是後

續仍須努力的地方。

　　在討論的過程中，水泥產業備受指責，僅有

正面效益是：循環經濟的重要，頗受長官的重

視；工業園區中的產生有機溶劑、廢輪胎、含戴

奧辛廢料等在一般焚化爐中燃燒，會有產生致癌

物質的疑慮，但在一千五百度 C水泥窯中燃燒，

可燒得一乾二淨；煉鋼產業中產出的高爐石、轉

爐石添加於水泥，對其去化也會有幫助。

(二 )前理事長蘇福欽先生：

　　今天大家來中油總公司會議室開會，個人退

休前服務於中油，也算是半個主人，歡迎大家

的蒞臨指導；106年年會大會預定在中油苗栗舉

辦，相信廖執行長、翁所長及籌備會工作人員定

會竭盡所能，給學會會員更好的服務，在此預祝

大會圓滿成功。

八、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05年會務及業務綜合報告：（詳見大

會手冊報告事項第 9∼ 25頁）。

(二 )財務報告：（詳見大會手冊報告事項第 26

頁）

(三 )監察報告：（詳見大會手冊報告事項第 27

頁）

(四 )105年年會提案報告：（詳見大會手冊報告事

項第 28∼ 29頁）。

九、討論事項：

(一 )第一案： 請追認本會民國 105年綜合工作

報告案

 決　議： 照案追認通過（詳見大會手冊討論

事項第 33頁）

(二 )第二案： 請追認本會民國 105年收支決算

及資產負債表案

 決　議： 照案追認通過（詳見大會手冊討論

事項第 34∼ 38頁）

(三 )第三案： 審查通過本會民國 106年工作計

畫案

 決　議： 照案通過（詳見大會手冊討論事項

第 39∼ 44頁）

(四 )第四案： 審查通過本會民國 106年收支預

算表案

 決　議： 照案通過（詳見大會手冊討論事項

第 45∼ 46頁）

(五 )第五案： 審查通過本會民國 106年工作人

員待遇案

 決　議： 本案審查通過（詳見大會手冊討論

事項第 47∼ 48頁）

十、臨時動議 :無

十一、散會：中午 11時 5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