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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會議紀錄

第 58屆理、監事 
第 9次聯席會議紀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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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理事：（應出席 27人，實際出席 15人）

　　　 林弘男、蔡　穗、廖滄龍、易洪庭、陳逸偵、

連雙喜、鄭瑞熾、陳瑞祥、羅　偉、余炳盛、

丁原智、李輝隆、翁榮南、陳貞光、何恆張

　　請假：

　　　 朱明昭、王錫欽、劉季剛、徐振湖、王錫福、

江崇榮、陳昭旭、吳樂群、郭新進、顏志偉、

陳大麟、曾保忠、

　　監事：（應出席 7人，實際出席 4人）

　　　賴克富、唐自標、王　中、魏稽生

　　請假：邱順得、羅光孏、謝凱旋

　　列席指導：無

　　列席人員：�陳秘書長啟泰、董副秘書長鈞堯、李

副秘書長文傳、宋組長桂春、林志

緯、張秉奕、黃仲緯

肆、主席：林弘男理事長 記錄：李文傳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致詞 (林弘男理事長 )

　　今 (106)年 10月 12日上午及 19日全天辦理年會

專題討論會、年會大會，均圓滿順利，感謝台北科技

大學余老師及學生的幫忙；並特別要感謝中油廖滄龍

督導率領中油團隊鼎力協助才能如此順利，學會要送

給廖主任委員感謝獎牌，表達學會的感謝，在此再次

謝謝廖督導及中油團隊（隨後頒贈獎牌）。

　　感謝各位理監事二年來的幫忙，會務方面陳秘書

長、李文傳副秘書長、董鈞堯副秘書長及宋小姐、俞

小姐兩位會務同仁，不辭辛勞將會務運作得非常順

利，謝謝他們；去年林前秘書長辭世，學會痛失英

才，令人十分不捨，另一個是好消息，常務理事王副

校長參加校長遴選，已當選校長，預計明 (107)年 2

月上任，恭喜他。

　　大家關切的第 8次理監事會有關於礦業法修法向

行政院、立法院提案，已有函覆，稍後請秘書長做說

明。

二、會務報告：( 陳啟泰秘書長 )

㈠本季的主要工作有 3項：①舉辦一年一度的年

會；②論文宣讀複審，選出明年代表本會參加會

際論文競賽的特優論文；③配合司選委員會辦理

通訊選舉，選出 59屆理監事；④編列下年度預

算，提請討論。

㈡今年的年會大會於 10月 19日上午假中油公司探

採研究所大禮堂辦理，當天下午在各研討教室舉

辦論文宣讀；20日辦理廠礦參觀，參訪事業部鑽

探工程處之施工井場及重要設備陳列區。感謝中

油廖滄龍督導及中油團隊的協助，年會各項活動

順利完成。

　106年年會專題討論會於年會大會的前一周，

即 10月 12日上午假台北科技大學第六教學大樓

國際會議廳辦理，承蒙中油探採研究所、探採事

業部及台北科技大學余教授等師生協助，以及會

眾約 2百人踴躍出席，研討會圓滿順利。

㈢年會論文宣讀會上共選出 21篇入選論文，並在

11月 28日全天假中油總部大樓 513會議室辦理

複審，13位出席評審選出特優獎論文 1篇、優等

獎論文 4篇、佳作獎 6篇。

㈣ 106年度收支報告 :

1.經常費收支餘絀；

收入：1,791,334元

支出：1,712,069元 (暫估 12月支出 80,000元 )

餘絀：     79,265元 (概估 )

2.年會收支餘絀；

收入：1,441,000元

支出：1,123,588元

餘絀：   317,412元

年會節餘款 317,412元，蒙年會籌備會廖滄龍

主任委員同意由學會自行運用，用於推廣會務

使用。

3.今年的餘絀

收入：3,232,334元

支出：2,835,657元 (12月份支出為概估 )

餘絀： 約 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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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盧善棟獎學金由其家屬：欣銓科技的盧志遠董事
長及鈺創科技盧超群董事長捐贈，指定學會代

辦，頒給台北科技大學、交通大學暨成功大學礦

業及材料相關科系研究所博或碩士研究生各校一

名，每名新台幣陸萬元。截至今年已發放 8屆，

預定經費可發放至第 10屆，今年林理事長與王

錫福校長聯袂拜訪贊助人盧善棟先生兩位公子，

惠蒙盧氏昆仲應允，11屆至 15屆 (109年∼113

年 )獎學金計 120萬已在 11月 23日匯到學會，

感謝盧氏昆仲嘉惠學子。

三、礦業法修法提案回復：

　　第 58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有關礦業

法修法提案送請行政院、立法院參酌辦理，相關單位

回覆如下：

㈠行政院秘書長回覆：正本送經濟部，副本函送本
會，主旨略以⋯一案，送請卓處逕復，並副知本

院。(106.10.23院台經字第 1060099524號函 )

㈡經濟部函復本會：有關貴學會對礦業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意見案，本部將納入礦業法修法及配套

機制參考，請查照。(106.10.27經授務字第 10600 

705110號函 )

㈢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函復：
主旨：⋯⋯乙案，請查照卓辦。

說明： 一、本案經提報 106年 10月 24日本會

第 9屆第 4會期第 6次會議決定：「依立

法院職權行使第 65條第 2項規定，函請

經濟委員會參酌」。(106.11.01台立程字第

1062800575號函 )

㈣經濟部函復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副本送本會：
主旨： 有關中國鑛冶工程學會建請依礦業法原立

法意旨及法律制定原則審慎修法請願文書

案，復如說明，請察照。

說明：

1.復貴委員會 106年 11月 3日台立經字第

1064201831號函。

2.有關中國鑛冶工程學會對礦業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意見包括：補辦環評、原民權益

公民參與及展限為新權利賦予或舊權利的

延續等議題的關心，已納入目前該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及未來配套措施中考量 ;另

本部已於 106年 11月 24日再與產業界進

行座談溝通，將於彙整資料後，儘速將本

案函送行政院審查後轉陳大院進行審議。

乙、第 59 屆理事、監事選舉開票

一、陳秘書長啟泰報告：

㈠第 59屆（107-108年）理、監事通訊選舉選票於

本（106）年 11月 20日寄發 462張，12月 8日截

止計收回理、監事選票 165張

㈡為加速完成開票手續，分三組同時開票及計票，

並請注意三點：

1.依規定理事圈選人數超過 27人、監事超過 7

人即為廢票

2.選票未經簽名為無效票

3.各位如無意見，即行分組進行開票，謝謝。

第 1組： 監票人：王　中； 

唱票人：董鈞堯； 

記票人：林志緯

第 2組： 監票人：王　中； 

唱票人：李文傳； 

記票人：張秉奕

第 3組： 監票人：王　中； 

唱票人：宋桂春； 

記票人：黃仲緯

二、開票事項

㈠第 59屆理、監事選舉開票結果：

1. 理監事有效票 160張，廢票 5張。

2. 當選理事：李新民 (128票 )、李博仁 (121

票 )、曹恕中 (121票 )、黃肇瑞 (121票 )、張 

敏 (121票 )、黃議興 (120票 )、謝秉志 (115

票 )、蔡松釗 (115票 )、黃智昭 (107票 )、王

俊傑 (107票 )、林景崎 (97票 )、李奕亨 (94

票 )（12名）

3. 連任理事：余炳盛 (142票 )、陳貞光 (139

票 )、陳逸偵 (135票 )、連雙喜 (132票 )、羅

偉 (131票 )、王錫福 (129票 )、翁榮南 (129

票 )、曾保忠 (128票 )、蔡  穗 (126票 )、郭新

進 (126票 )、陳昭旭 (124票 )、何恆張 (122

票 )、易洪庭 (122票 )、李輝隆 (121票 )、鄭

瑞熾 (117票 )（15名）

4. 候補理事：黃重裕 (74票 )、魏稽生 (70票 )、

黃啟祥 (67票 )、陳瑞祥 (63票 )、賴錦文 (62

票 )、鄭永豐 (60票 )、林志善 (55票 )(7名）

5. 當選監事：丁原智 (137票 )、陳大麟 (135

票 )、劉佳玫 (104票 )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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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連任監事：唐自標 (136票 )、賴克富 (129

票 )、羅光孏 (128票 )、王中 (109票 )（4名）

7. 候補監事：許正勳 (68票 )、周順安 (31票 )(2

名 )

【註】(1)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11條規定：

「⋯⋯本會理、監事任期二年，連選

得連任，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

二，以選舉票數決定之。」

(2) 本會現有理事 27名，依規定可連任

18名；監事 7名，依規定可連任 4

名，符合章程第 11條規定。

丙、討論事項

一、「一年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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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1.題類：「金屬與非金屬礦業」及「礦產進

出口主持人」主持人闕如，由學會函請

礦務局提供相關內容。

2.其他題類：學會函請主持人撰提。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二、會員委員會提會員申請入會，追認案。

●初級會員：9人

1.廖以勒　台北科技大學材資系博士生

2.黃雯巧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博士生

3.李昱瑾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生

4.侯思羽　大同大學材料工程系學士生

5.張庭愷　台北科技大學材資系學士生

6.陳彥任　台北科技大學材資系學士生

7.蘇蕙柔　高雄大學化學及材料工程系學士生

8.王瑋均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系學士生

9.康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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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追認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丁、臨時動議：

一、本會副秘書長李文傳因另有生涯規劃擬申請退

休，提請討論案。

決議：招聘新人傳承交接。

伍、散會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第 59屆理、監事 
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5日 (星期一 ) 

下午 4時

貳、地點：台北市濟南路 2段 38-1號 2樓本會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

理事：(應出席 27人，實際出席 14人 )

　 王俊傑、余炳盛、李新民、李輝隆、易洪庭、

林景崎、翁榮南、陳貞光、陳逸偵、曾保忠、

黃肇瑞、蔡　穗、蔡松釗、鄭瑞熾

請假：

　 王錫福、何恆張、李奕亨、李博仁、張　敏、

曹恕中、連雙喜、郭新進、陳昭旭、黃智昭、

黃議興、謝秉志、羅　偉

監事：(應出席 7人，實際出席 5人 )

　 丁原智、王　中、唐自標、劉佳玫、賴克富

請假：陳大麟、羅光孏

列席指導：無

列席人員：�陳秘書長啟泰、董副秘書長鈞堯、李

副秘書長文傳

肆、主席：林弘男理事長、黃肇瑞理事長

　　　　　記錄：李文傳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致詞 (林弘男理事長 )

　　本人擔任學會理事長，悠忽二載，任期二年

至年底屆滿，二年來，學會在各位理監事的鞭

策，會員的支持與愛護，會務發展順利，學術活

動頻繁，衷心感謝各位的支持。

　　現在我來介紹一下出席的本屆新就任理監

事，首先介紹本會的資深永久會員黃肇瑞校長、

中鋼公司李新民業務副總、蔡松釗技術副總、劉

佳玫老師、金屬中心王俊傑處長、中央大學林景

崎教授，歡迎他們，其他續任的理監事就不一一

介紹了。稍後請各位選出本 (59)屆的常務理事、

理事長及常務監事。

二、會務報告：

　　今天的理監事會議主要工作是請各位理事就

27位理事中選出第 59屆的常務理事 9位，再就

常務理事中選出理事長；並請各位監事從 7位監

事中選出 1位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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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選舉第 59 屆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暨理事長

一、選舉常務理事 (9 位 )

1.推舉第 59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選

舉選務人員：

選舉主持人：陳啟泰秘書長

監票人：王　中監事

發　票：宋桂春組長

唱　票：李文傳副秘書長

記　票：董鈞堯副秘書長 2.發出選票 14張，

收回有效票 14張。

3.開票結果：黃肇瑞（14票 )、李博仁（14票）、

陳逸偵（14票）、蔡穗（14票）、王錫福（14

票）、易洪庭（14票）、李新民（13票）、蔡松釗

（13票）、張敏（13票）、鄭瑞熾 (1票）、羅偉

（1票）、連雙喜（1票）、陳貞光 (1票 )

4.選舉結果：黃肇瑞、李博仁、陳逸偵、蔡 穗、

王錫福、易洪庭、李新民、蔡松釗、張　敏、

等 9位當選為常務理事。

二、選舉常務監事 (1 位 )

監票人：鄭瑞熾理事

發　票：宋桂春組長

唱　票：李文傳副秘書長

記　票：董鈞堯副秘書長

1.發出選票 5張，收回有效票 5張。

2.開票結果：賴克富（5票）

3.選舉結果：賴克富當選為常務監事。

三、選舉理事長

監票人：賴克富常務監事

發　票：宋桂春組長

唱　票：李文傳副秘書長

記　票：董鈞堯副秘書長

1.在常務理事 9位中，由出席理事 14人，票選

出一位常務理事為理事長。

2.發出選票 14張，收回有效票 14張。

3.開票結果：黃肇瑞（14票）。

4.選舉結果：黃肇瑞常務理事以全票 14票當選

為第 59屆（民國 107∼ 108年）理事長。

四、�新、舊任理事長交接。由監交人賴克富常務監事

將印信交予新任理事長黃肇瑞，完成交接。

五、林前理事長介紹新任黃理事長：

　　恭喜黃校長接任中國鑛冶工程學會第 59屆

理事長，黃校長是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

學系畢業，美國猶他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博

士，歷任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主

任、所長、工學院副院長、國立高雄大學校長；

擔任過國科會工程科技推展中心副主任、國立成

功大學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奈米國

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運作計畫共同主持人。

　　黃理事長在學術研究上有極為傑出的成績，

在結構陶瓷、陶瓷薄膜及奈米材料等學術領域共

發表 297篇 SCI國際期刊論文，210篇國際研討

會發表論文，國內外專書專章 16篇，21個國內

外專利；黃教授並積極參與和組織國際專業學會

的學術活動，係美國陶瓷學會會士、亞太材料學

院院士及國際陶瓷學院院士，其中國際陶瓷學院

院士是獲頒此項國際陶瓷材料研究領域最高榮譽

獎項的首位臺灣獲獎者，在國內曾擔任過中華民

國鍍膜科技協會理事長，學驗俱豐，現在於國立

成功大學任講座教授，59屆請其領導學會開創新

猷，相信成就可期，再次恭喜黃理事長。

六、新任理事長致詞。

　　感謝各位給我服務的機會，個人 1989年回

國後，參加的第一個學會就是鑛冶工程學會，

1991、92曾代表本會至韓國礦冶學會發表專題演

講。學會成立 90餘年，期許今後朝科技化、國

際化的方向邁進。

　　各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敦聘一事，會後將以

電話向理事們請益。

丙、討論事項

一、107年收支預算，提請同意案 (見附件一 )。

說明：1.收入：3,625,000.元

2.支出：3,625,000.元

決議：1.照案通過

2.授權理事會可再做必要的調整。

二、理事長提名秘書長、副秘書長，請同意案。

說明： 新任理事長提名郭瑞昭教授擔任秘書長，

李旺龍教授擔任副祕書長，董鈞堯及李文

傳續任副秘書長。

決議：照案通過。

丁、臨時動議：(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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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17：25（會後新任黃理事長暨卸任林前理

事長假濟南路二段「上海鄉村餐廳」宴請出席理

監事及本會工作人員）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第 59屆理、監事 
第二次聯席會議紀錄

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元月 31日 (星期三 ) 

上午 10時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 2段 38-1號 2樓本會會議室

主席：黃理事長肇瑞

出席：理事：

黃肇瑞、王錫福、何恆張、余炳盛、李輝隆、

易洪庭、林景崎、翁榮南、連雙喜、陳貞光、

陳逸偵、謝秉志、鄭瑞熾、曹恕中 

（邵屏華代）

　　　監事：賴克富、丁原智、王　中、唐自標

請假：理事：

李新民、李博仁、張　敏、蔡　穗、蔡松釗、

王俊傑、李奕亨、郭新進、陳昭旭、黃智昭、

黃議興、羅　偉、曾保忠

監事：陳大麟、劉佳玫、羅光孏

列席：郭瑞昭、董鈞堯、李文傳

一、報告事項

1.主席致詞：

1)致謝與介紹行政團隊。

2)未來目標，將延續學會過去優良傳統，創新

組織；並促進國際交流及提升國際學術地位發

展。

3)促進礦冶科技水平，加強國內外相關團體的交

流合作。

2.郭秘書長報告：

1)致謝。

2)未來兩年將協助完成理事長所訂目標 :”持續過

去優良傳統並創新組織；並促進國際交流及提

升國際學術地位發展”。在持續過去優良傳統

並創新組織面將朝學會資料與會務數位化，在

促進國際交流及提升國際學術地位發展方向將

朝舉辦國際會議為首要目標。

3)余理事炳盛代表本會出席「研商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制度改進案會議」。

重要變革如下：①以往在專業公部門任職 3

年，可取得 (礦業 )技師執照，現改為須加

考 2科專業科目及格始能取得技師執照；②

技師通過標準為參加考試 (非指報考 )人數之

16%，另加入成績及格標準，增減錄取名額。

4)第 59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召開時間，暫定 3

月 21日上午 10時召開。

5)請各委員會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前提供各委員會

組織表。

二、討論事項

1.案由：理事長提名各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如下，

提請議決。說明：理事長提名聘任礦業委

員會陳逸偵、冶金委員會蔡松釗、石油委

員會張敏、會員委員會丁原智、財務委員

會李新民、出版委員會陳貞光、兩岸礦業

發展委員會賴克富、台灣 SOFC產業推動

委員會朱秋龍、獎章委員會易洪庭。

決議：照案通過實施。

2.案由：107年重要學術活動計劃 (草案 )，提請討

論。

說明：附件一為 107年重要學術活動準則草案，

該草案為各委員會於本年度工作方向之準

則，通過後方能制定細項工作目標。

擬辦：經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請各委員會提供

具體工作計畫和時辰，並於下次理監事會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委員會提供本年度具體工

作計畫內容及時辰，並於下次理監事會討

論。

3.案由：第 59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時間、地

點，提請討論。

說明：⑴第 59屆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分北、

中、南三區選舉，並依會員比例，北區

應選出 32人；中區 6人；南區 23人，

共計 61人，各區選舉時間為早上 10時

至下午 3時，日期及及地點如下：

①北區，3月 5日（星期一），地點於台

北市濟南路二段 38-1號 2樓，中國鑛

冶工學會二樓會議室。

②中區，3月 9日（星期五），地點於苗

栗市中正路 140號，中油探採事業部

辦理。



－ 87－鑛冶 62/1

③南區，3月 7日（星期三），地點於高

雄市小港區中鋼路 1號，中鋼公司智

財與檢測技術處圖書館 (攜帶投票通

知書進入廠區 )。

④投票場地及監票、計票、唱票人員請

各單位協助支援。為鼓勵會員踴躍投

票，依往例提供 300元紀念品 (以購

物券代替 )。

⑵第 59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時間暫訂

於 4月 13日 (星期五 )假中油公司總

部大樓 513會議室舉辦或另洽租場地辦

理。

決議：照案通過，協調中油探採事業部與中鋼公

司，並確認投票場地。

4.案由：會員委員會提會員申請入會，提請追認。

說明：正會員郭瑞昭、李旺龍君申請加入本會為

會員，均經審查，符合正會員規定，請准

予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5.案由：今 (107)年年會大會時間、地點，提請討

論。

說明：⑴往年在北、中、南三地輪流辦理（附件

二），今年擬於北部地區舉辦。

⑵日期、地點俟聘任主任委員人選後，請

籌備會主委裁定。

⑶擬洽詢北科大、文化大學、大同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等單位主辦意願。

擬辦：經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先徵詢台灣大學，之後再徵詢台北科技大

學主辦 (107)年年會之意願。

6.案由：擬明 (108)年在成功大學辦理舉辦第一屆

學會國際會議，提請討論。

說明：⑴為增進學會於國際學術之交流，提高學

會國際知名度和學術影響力，擬於明年

（民國 108年）假成功大學舉辦本學會的

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⑵廣邀熱心人士擔任籌備會委員，經費籌

措擬申請科技部舉辦國際會議補助款、

註冊費、會議捐款、廣告、年會大會會

場展示贊助廠商捐款等。

⑶國際會議主題等規劃擬於下次理監事會

提出討論。擬辦：經本次理監事會通過

後實施。

決議：通過明 (108)年在臺南成功大學辦理舉辦

第一屆國際會議，國際會議主題、邀請人

選等規劃擬於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7.案由：擬明 (108)年年會大會時間、地點，提請

討論。

說明：⑴地點暫定與國際會議同時間地點辦理。

⑵時間暫定在 10月中旬。

⑶經費預估 140萬元 (106年年會規模 )，

由年會捐款、廣告、年會大會會場展示

贊助廠商捐款收入勻支。

擬辦：經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決議：照案

通過。

8.案由：增設副理事長一至三名襄助理事長推動會

務，提請討論。

說明：⑴擬增設副理事長一至三名襄助理事長推

動會務。

⑵依本會章程第十一條：本會置理事

二十七人，候補理事七人，監事七人，

了候補監事二人，由有選舉權之會員

（會員代表）以集會方式或通訊方式選舉

之，惟通訊選舉不得連續辦理。理事會

由理事組成，互選舉九人為常務理事，

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其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連任

以一次為限。

⑶擬於學會章程第四章組織第十二條末附

加增副理事長設置辦法：「設副理事長

一至三人，理事長提名一至三人理事為

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綜理、

督導會務。理事長提名後，送交理監會

討論通過後，由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

過，報請內政部備案。」

擬辦：經本次理監事會通過後，俟理事長提名

後，送理監會討論通過後核備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三、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