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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108 年年會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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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節                目      時                間         主   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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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0:25  

4.頒獎&團體合照        10:25～10:45 

(1)技術獎章      (2) 108 年傑出貢獻獎        (3)盧善棟獎學金 

(4)107 年論文獎   (5)大學材料、資源系所學生獎勵金  

5.專題演講             10:4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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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年會籌備報告         11:25～11:35 

7.會務綜合報告         11:35～11:45 

8.會務及提案討論       11:45～11:55 

9.唱會歌（禮成）       11:55～12:00 

  (三)午    餐              12:15～13:30 (移至資源工程系) 

  (四)論文宣讀              13:30～17:00 

               主   持   人 

1.礦業組礦業及地質組                魏稽生、陳燕華 

2.冶金甲組  石漢正、顏鴻威 

3.冶金乙組 連雙喜、陸木榮 

4.石油組            翁榮南、林再興 

5.材料甲組            向性一、劉宏義 

6.材料乙組                    吳毓純、詹鎮鋒 

7.材料丙組                   陳盈良、王玉瑞 

8.循環經濟與環境永續甲組 陳俊達、陳偉聖 

9.循環經濟與環境永續乙組 申永輝、李育成 

10.海報組                                 黃韻勳、陳溪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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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108 年年會論文宣讀會 
報告議程及發表注意事項 

1. 報告時間 

因本年度各組論文篇數相差較大，為配合茶敘及抽獎時間盡量一致，權宜對不同篇數之組別，建議論文宣讀時間如下表，敬請 惠予配合： 

 (先結束的組別，可請參與者前往其他組聽講，或前往參觀海報論文發表) 

該組論文篇數 9～10 篇 該組論文篇數 6～8 篇 

時間 進度 時間 進度 時間 進度 時間 進度 

13:30~13:46 論文 1 15:20~15:36 論文 6 13:30~13:50 論文 1 15:20~15:40 論文 5 

13:46~14:02 論文 2 15:36~15:52 論文 7 13:50~14:10 論文 2 15:40~16:00 論文 6 

14:02~14:18 論文 3 15:52~16:08 論文 8 14:10~14:30 論文 3 16:00~16:20 論文 7 

14:18~14:34 論文 4 16:08~16:24 論文 9 14:30~14:50 論文 4 16:20~16:40 論文 8 

14:34~14:50 論文 5 16:24~16:40 論文 10 14:50~15:20 
茶敘時間 
海報評審 

16:40~16:50 全程參與抽獎 

14:50~15:20 
茶敘時間 
海報評審 

16:40~16:50 全程參與抽獎 
（每篇論文建議發表 15 分，討論 5 分鐘） 

（每篇論文建議發表 13 分，討論 3 分鐘） 

2.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108 年年會 鼓勵論文聽講辦法 
(1) 為提高論文宣讀聽講及海報展示觀看人數，特訂定本辦法。 
(2) 由活動經費提撥新台幣一萬元作為獎勵金，共十個名額，每個名額獎金新台幣壹仟圓整，以禮券形式發給。 
(3) 參加人員資格：報名註冊(繳費)的所有人員、大會邀請之貴賓、研討會主持人、大會工作人員、主辦單位熱衷學習之同仁等，以鼓勵為原則。 
(4) 參加人員於大會報到時，或於研討會會場，由大會發給『論文發表參加抽獎券』一張。(樣張如下) 
(5) 每張抽獎券有五個蓋章格，蓋好四種不同花色即可投入抽獎箱，參加抽獎。(註:三個論文聽講章及一個海報展示章) 
(6) 每個論文宣讀會場及海報展示會場，或廠商展示會場等處各有一個印章，並各指派一位服務人員管理。論文宣讀會場於上下半場中間及結束

時，由負責人員幫現場聽講者蓋章。海報展示場則另有負責人員對有參觀海報的人員蓋章。 
(7) 抽獎箱設於海報發表會場，抽獎券投入前，會指派人員檢查是否蓋好四種不同印章，以及填妥資料。 
(8) 於最後一場宣讀結束 10 分鐘後，於海報展示現場進行抽獎，並隨即發送獎金禮券。 



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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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論文宣讀場地規劃 
依照組別排序 

編號 論文組別 位置 教室 主持人 

A1 礦業及地質組 舊館 2 樓 4354 
魏稽生 

陳燕華 

B1 冶金甲組 舊館 2 樓 4351 
石漢正 

顏鴻威 

B2 冶金乙組 舊館 2 樓 4353 
連雙喜 

陸木榮 

C1 石油組 新館 9 樓 43901 
翁榮南 

林再興 

D1 材料甲組 舊館 1 樓 4302 
向性一 

劉宏義 

D2 材料乙組 舊館 1 樓 4308 
吳毓純 

詹鎮鋒 

D3 材料丙組 舊館 1 樓 4307 
陳盈良 

王玉瑞 

E1 能源研究與與環境永續甲組 舊館 2 樓 4350 
陳俊達 

陳偉聖 

E2 能源研究與與環境永續乙組 舊館 2 樓 4352 
申永輝 

李育成 

P 海報組 新館一樓大廳 
 

黃韻勳 

陳溪鎔 

 

依教室編號排序 

位置 教室 編號 論文組別 主持人 

新館一樓大廳  P 海報組 
黃韻勳 

陳溪鎔 

新館 9 樓 43901 C1 石油組 
翁榮南 

林再興 

舊館 1 樓 4302 D1 材料甲組 
向性一 

劉宏義 

舊館 1 樓 4307 D3 材料丙組 
陳盈良 

王玉瑞 

舊館 1 樓 4308 D2 材料乙組 
吳毓純 

詹鎮鋒 

舊館 2 樓 4350 E1 能源研究與與環境永續甲組 
陳俊達 

陳偉聖 

舊館 2 樓 4351 B1 冶金甲組 
石漢正 

顏鴻威 

舊館 2 樓 4352 E2 能源研究與與環境永續乙組 
申永輝 

李育成 

舊館 2 樓 4353 B2 冶金乙組 
連雙喜 

陸木榮 

舊館 2 樓 4354 A1 礦業及地質組 魏稽生 

陳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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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論文分組資訊 

新編的組別 分組編號 篇數 新編的組別 分組編號 篇數 新編的組別 分組編號 篇數 

礦業及地質組 A1 10 冶金甲組 B1 9 冶金乙組 B2 8 
石油組 C1 8 材料甲組 D1 9 材料乙組 D2 10 

材料丙組 D3 8 能源研究與環境永續甲組 E1 6 源研究與環境永續乙組 E2 7 
海報組 P 20       
 
8. 口頭宣讀論文清單 

發表組別 
分組 

編號 
文章標題 作者 

身份

別 
發表方式 

礦業及地質組 A1-01 蘭陽地區地熱水系之穩定氫氧同位素研究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地球化學組 林殷田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02 以 FLAC3D 模擬斜向地下開採礦柱受垂直應力之影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 胡筌翔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03 宜蘭南麓地區水文特徵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周士婷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04 高地熱潛能區硬頁岩及板岩岩象特徵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胡毓楷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05 高地熱潛能區火山熔岩礦物相轉變過程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陳彥瑾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06 以含石英安山岩中角閃石礦物特徵探討基隆火山群的形成過程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洪瑋澤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07 以輝石類礦物判斷基隆火山群形成先後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陳亭佑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08 大屯火山群塑性安山岩岩象及礦物相特徵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黃品瑄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09 以安山岩中礦物相轉變探討風化作用的影響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李若品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礦業及地質組 A1-10 台灣東北部裂隙型地熱儲集層之數值模擬研究：以 X 地熱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曾紹宇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冶金甲組 B1-01 壓縮機用退火型高導磁電磁鋼片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冶金技術處(T2) 葉子豪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甲組 B1-02 抗粗晶高品級線材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板條線品管組(T26) 盧忠泰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甲組 B1-03 高強度伺服器機殼用途與滑軌用途鍍鋅 SGC400 鋼種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冶金技術處(T2) 鍾思行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甲組 B1-04 熱軋外露級產品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鐵研究發展處(T1) 黃朝琪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甲組 B1-05 高功能橋梁用鋼 SBHS 500 薄板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冶金技術處(T2) 沈舫如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甲組 B1-06 
瓦斯桶用鋼板銲接與熱處理製程技術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T7) 楊子青研

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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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組別 
分組 

編號 
文章標題 作者 

身份

別 
發表方式 

冶金甲組 B1-07 中碳鋼 S50CM 複合退火製程技術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冶金技術處(T2) 楊祥宏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甲組 B1-08 孔隙率對有無熱處理多孔 17-4PH 不銹鋼機械性質之影響 台灣保來得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 許家銘資深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甲組 B1-09 鋁、鈦、鋯元素添加對 MAR-M247 鎳基超合金顯微組織之影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蔡佑政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冶金乙組 B2-01 鋼廠原物料快速分選技術研究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T6) 陳莉沂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乙組 B2-02 電爐製程脫硫渣鐵高效熔化冶煉技術開發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冶金技術處 黃宥綸專案組長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乙組 B2-03 KK TYPE 外燃式熱風爐結構強度分析與改善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W6 設備處 郭心田專案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乙組 B2-04 超厚鋼板生產之關鍵連鑄技術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鐵研究發展處(T1) 陳明宏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乙組 B2-05 扁鋼胚轉角直裂爆湯成因分析與改善研究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鐵研究發展處(T1) 蔡德昌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乙組 B2-06 
鋼捲 RFID 標籤設計與自動化識別技術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T7) 林哲民工

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冶金乙組 B2-07 
利用直流脈衝電漿輔助化學氣相沉積法蒸鍍 DLC 薄膜於氮氧化

處理 Vanadis 10 工具鋼之性質研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游孟勳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冶金乙組 B2-08 
高強度起子頭套筒扭力特性研究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T7) 曹德綱工

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石油組 C1-01 二氧化碳地質封存引起斷層再活動之數值模擬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林欣澤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石油組 C1-02 中空玻璃球用於降低鑽井泥漿比重之性質分析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技術服務與安環組 朱正文研究

員 
職 口頭宣讀組 

石油組 C1-03 錦水 45 號井生產壓力異常原因分析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鑽井採油組 葉庭瑜石油開採工

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石油組 C1-04 利用模擬法驗證地層防砂法之可行性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鑽井採油組 紀蕙青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石油組 C1-05 鐵砧山氣田新舊注產氣井產能差異分析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鑽井採油組 李佳勳石油開採工

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石油組 C1-06 
墨西哥Tampico-Misantla盆地油氣生成移棲模擬之油氣潛能研

究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地球化學組 邱仲信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石油組 C1-07 墨西哥 Veracruz 盆地油氣生成移棲模擬之油氣潛能研究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地球化學組 莫慧偵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石油組 C1-08 
台灣西南海域第一型天然氣水合物儲集層二氧化碳增進天然氣

採收之數值模擬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林晏廷學士生／專科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甲組 D1-01 
真空熱壓燒結製程對鈷鉻鉬鈮合金其顯微組織與材料特性之研

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蕭翊展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甲組 D1-02 導電漿用球型銀粉之合成技術研究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T6) 吳坤陽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材料甲組 D1-03 銀粉表面改質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蘇翰揚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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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組別 
分組 

編號 
文章標題 作者 

身份

別 
發表方式 

材料甲組 D1-04 電鍍銅在自退火過程中的微結構轉變對基板翹曲的影響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楊舒評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甲組 D1-05 高速電鍍銅及其銅柱凸塊可靠度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張智皓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甲組 D1-06 
FeCoNiCrMn 高熵合金低溫快速撞擊之機械性質與顯微結構研

究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邱柏翰博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甲組 D1-07 CuZrTiFeCrx 高熵合金之顯微結構、硬度與腐蝕之研究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黎郁均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甲組 D1-08 工業用β鈦合金 Ti-15V-3Cr-3Al-3Sn 盤元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T6) 伍昭憲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材料甲組 D1-09 
可應用於電源電感器之高固含量鐵矽鉻合金粉末磁性漿料之製

備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莊闓欣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1 
以非真空製程於兩階段熱處理下製備銅鋅錫硫硒薄膜及其特性

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吳承展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2 微波旋磁及介電材料與模組國產化技術建立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T6) 黃靖謙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3 利用石墨烯包裹 NiCo2S4 以改進超級電容性能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佘政軒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4 光固化成型製作多晶氧化鋁陶瓷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李妱頤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5 披覆殼層之藍色長餘暉螢光體抗濕性研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 林聖智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6 軟性平面電感器製作及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樊紹廣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7 積層式變阻器材料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冷牧謙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8 利用電化學腐蝕修飾非真空製程製備銅銦鎵硒薄膜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林泓毅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09 利用高品質單晶探討 CuFeO2 光催化機制之成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高孟瑀學士生／專科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乙組 D2-10 CO2 雷射燒結赤銅鐵礦 CuFe5O8 之微結構與晶體結構探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許又仁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丙組 D3-01 
Li1.2Mn0.6Ni0.4O2.2 富鋰正極材料合成與改質及電化學性質

之研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楊羽宸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丙組 D3-02 
鈣鈦礦型量子點之製備、鑑定及其在提升太陽能電池轉換效率

之應用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陳登銘教授 職 口頭宣讀組 

材料丙組 D3-03 
Cu摻雜至 La0.8Sr0.2CuxMn1-xO3(LSMCx)作為中低溫SOFC陰極

之可行性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嚴豐年學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丙組 D3-04 
Cu摻雜La0.6Sr0.4Co0.2Fe0.8−yCuyO3−δ陰極材料之微結構及

電性分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張博誠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丙組 D3-05 新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封裝玻璃之研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畢梓揚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丙組 D3-06 尖晶石陰極材料於中溫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之研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鍾旻真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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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組別 
分組 

編號 
文章標題 作者 

身份

別 
發表方式 

材料丙組 D3-07 
Ba0.5Sr0.5NbxFe1−xO3−δ無鈷陰極材料之電性及微結構性質

分析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工程所 連偉程研究生 學 口頭宣讀組 

材料丙組 D3-08 太陽能電池模組等效電路分析與測量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T7) 陳俊吉工

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能源研究與環

境永續組 
E1-01 利用燃煤飛灰製成無機聚合材料之研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 李秉桓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能源研究與環

境永續組 
E1-02 

球磨前處理對電弧爐還原碴與水淬高爐石粉膠結材料性質之影

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 吳宗憲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1-03 

添加二水石膏對水淬高爐石粉與氫氧化鈣鹼激發膠結材料特性

之影響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 徐岱毅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1-04 熔融轉爐渣造粒操作技術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T7) 謝煒東研

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1-05 轉爐石蒸氣養生體積安定化反應機制探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T6) 翁丁財研究員 職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1-06 焚化底渣作為再生粒料應用於 RLDPC 之可行性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蔡維恩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2-01 空壓機與冷卻水塔系統節能操作技術建立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T7) 張鈞程工

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2-02 中鋼二號燒結環保改善之努力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煉鐵廠(W2) 程品捷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2-03 廢酸液再生循環利用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軋鋼三廠(Y5) 施奕維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2-04 舊耐火材料資源再利用開發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煉鋼廠(W3) 劉懋勳工程師 職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2-05 以電化學冶金法將硫酸鉛還原為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 郭育成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2-06 利用廢棄菇類栽培基子碳熱還原集塵灰並回收有價金屬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余浩鋆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循環經濟與環

境永續組 E2-07 轉化廢棄木質纖維素為高附加價值化學品之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陳宥丞碩士生 學 口頭宣讀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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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報論文清單 
發表組別 分組 

編號 

文章標題 作者 身份

別 

發表方式 

海報組 P-01 台灣中油 Studio 探勘資料庫建置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地球物理組 蘇俊陽探勘師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02 臺灣東北海域礦產資源潛能計畫調查成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源地質組 林依蓉技士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03 活動斷層之於國道高速公路之山崩潛感分析----以國道 3 號南港系

統為例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材料與資源工程學系 李承哲學士生／專科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04 利用臥式研磨機大規模製備次微米等級水相絹雲母 國立台東大學應用科學系 陳婷雅研究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05 以 imbibition 試驗方法探討非洲礦區注水增產潛能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技術服務與安環組 王騏瑋研究

員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06 單晶石英坩堝 Si3N4 陶瓷塗層燒結技術之研發 大葉大學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碩士學位學程 丁昱婷碩士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07 鈷鉻鉬合金氧化鋯塗層燒結製程技術之研究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家宏學士生／專科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08 以鹽浴爐硬焊 430 不銹鋼及 6061 鋁合金之接合特性影響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工程所 郭書仲研究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09 水熱製程對矽溶膠製備二氧化矽奈米粉末形貌影響之研究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盧俊霖碩士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0 以化學還原製備 Mo-SnO2rGO 複合材料並應用於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

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黃永存碩士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1 人造石墨結構與電解液比例於固態電解質介面的影響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廖禹茹碩士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2 不同鹼度對 CaO-SiO2-MgO-FeO-Al2O3 渣系雙飽和 MgO 含量之影響研

究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周育新碩士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3 水旋風分離器分選黃金礦砂與回收黃金 淡江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林又甲研究助理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4 廢棄蛋殼資材化多元應用之可行性研究 遠東科技大學環境能資源研究中心 吳俊毅副教授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5 廢棄窯爐石使用於煉鋼脫磷劑之可行性試驗與評估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張育恩博士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6 追蹤石油的指紋-油污染源鑑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薛心怡碩士級研究助理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7 生物指標應用於油污染源鑑定與油品風化模式探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林政霆碩士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8 無機污泥產製多功能綠色建築材料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温宛榆學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19 製備功能性生質炭應用於二氧化碳轉換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侯鈺虹學生  海報發表組 

海報組 P-20 不同切面變質碎屑岩岩象特徵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黃湘文學生  海報發表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