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事長 金重勳

主任委員 林振德

副主任委員 洪政豪、張信良、陳大正、覺文郁

秘書長 洪健龍

總幹事 謝淑惠

副總幹事 方昭訓、王威立、曾春風

秘書組 洪健龍(召集人)、陳玲珍、李智美、徐鳳貞

論文組 楊立中(召集人)、劉偉隆、蔡木村、陳伯宜

議程組 蔡木村(召集人)、楊崇煒、吳明偉、陳伯宜

出版組 郭央諶(召集人)、蔡丕椿、黃和悅、楊崇煒、鄭桐華、劉偉隆

活動組 蔡丕椿(召集人)、黃和悅、楊崇煒、吳明偉

總務組 李景恆(召集人)、蔡定侃、鍾淑茹、吳明偉、李建政

公關組 方昭訓(召集人)、蔡定侃、鍾淑茹

展覽組 蔡定侃(召集人)、方昭訓、鍾淑茹、賴佳祺

會議空間組 許禎祥(召集人)、李景恆、黃英邦、陳美貞

財務出納組 劉偉隆(召集人)、李建政、賴佳祺、林盈如

網頁組 鄭桐華(召集人)、郭央諶、陳興松、李建政

註冊組 陳興松(召集人)、黃英邦、陳美貞、李建政、賴佳祺、林盈如

籌備委員會




日期 籌備會議

101年 03 月 13 日 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

101年 04 月 17 日 第二次籌備委員會議

101年 05 月 08 日 第三次籌備委員會議

101年 06 月 27 日 第四次籌備委員會議

101年 08 月 22 日 第五次籌備委員會議

101年 09 月 28 日 第六次籌備委員會議

101年 10 月 16 日 第七次籌備委員會議

101年 11 月 03 日 第八次籌備委員會議

101年 11 月 13 日 第九次籌備委員會議

材料年會籌備會議日期





材料年會網頁

年會網址: http://140.130.1.6/~nfu_mrst/







論文主題及徵文海報
論文主題 論文發表篇數

能源與環保材料 215

生醫材料 50

電子材料 94

光電與光學材料 132

磁性材料 28

硬膜及抗蝕材料 33

功能性陶瓷材料 57

奈米材料與分析 107

鋼鐵與非鐵金屬材料 118

複合材料 53

基礎理論及其他材料 48
小計 935

論壇(專題論文) 44
海峽兩岸工程材料 46

合計 1025





各校投稿篇數統計
學校/公司 篇數 學校/公司 篇數 學校/公司 篇數 學校/公司 篇數

大同大學 12 台灣大學 49 南台科技大學 12 義守大學 48

大華技術學院 1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 屏東科技大學 13 嘉義大學 2

大華科技大學 1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

所
2 建國科技大學 3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1

大葉大學 8 台灣科技大學 26 修平技術學院 2 臺灣海洋大學 1

工業技術研究院 87 正修科技大學 5 修平科技大學 2 遠東科技大學 10

中山大學 15 交通大學 31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

所
1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1

中山科學研究院 17 成功大學 70 高苑科技大學 8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

中央大學 36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8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0 龍華科技大學 1

中州科技大學 1 吳鳳科技大學 6 健行科技大學 1 聯合大學 19

中原大學 8 亞東技術學院 4 國立中正大學 5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9

中國文化大學 7 亞洲大學 4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7 台北科技大學 29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

3 佳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5 台南大學 14

中國醫藥大學 1 宜蘭大學 1 國立高雄大學 4 東南科技大學 2

中華大學 2 明志科技大學 2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 東海大學 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 明新科技大學 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4 崇右技術學院 1

中臺科技大學 2 明道大學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 崑山科技大學 6

中興大學 42 東方技術學院 1 國防大學 8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2

元培科技大學 3 東方設計學院 1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1 東吳大學 1

元智大學 32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9





海報評審委員名單
論文分組 評審委員

能源與環保材料 *林景崎 周振嘉
李紫原
張仍奎

許芳琪
歐珍方

陳文照
陳國駒

生醫材料 *陳克紹 駱榮富

電子材料 *宋振銘 許薰丰 顏怡文 李昆達

光電與光學材料 *張益新 林佳鋒 謝章興 黃俊杰 周榮泉

磁性材料 *蔡佳霖 張立信

硬膜與抗蝕材料 *林克偉 黃英邦

功能性陶瓷材料 *黃啟原 許志雄 蔡木村

奈米材料與分析 *洪逸明 張家欽 曾院介 曾光宏

鋼鐵與非鐵金屬材料 *林東毅 王雲哲 許振聲 張世穎

複合材料 *曾信雄 李國榮 廖文彬

基礎理論及其他材料 *林惠娟 黃培興
共39人*召集人





海報論文獎得獎數及獎狀
論文分組 優等獎 佳作

能源與環保材料 6 13

生醫材料 1 3

電子材料 3 5

光電與光學材料 4 9

磁性材料 1 1

硬膜與抗蝕材料 1 3

功能性陶瓷材料 2 4

奈米結構材料與分析 3 9

鋼鐵與非鐵金屬材料 3 9

複合材料 1 3

基礎理論及其他材料 1 3

共設置優等獎26 名（獎金2,000 元及獎狀）
及佳作獎52 名（獎狀






大會演講 主持人

Keynote Speech I- Prof. Alan J. Ardell 黃志青 教授

Keynote Speech II –施漢章 教授 呂福興 教授

論壇名稱 召集人 場次

精密機械與材料加工論壇 覺文郁 院長 4

材料教育論壇 金重勳 講座教授 9

元件薄膜製程論壇 方昭訓 教務長 4

太陽能電池技術論壇 陳家富 講座教授
武東興 校長

4

電池材料論壇 彭裕民 處長 6

奈米材料應用論壇 林鴻明 教授 7

高性能金屬材料論壇 鄭憲清 所長 6

陶瓷與玻璃論壇 韋文誠 教授
許志雄 教授
向性一 教授
張益新 教授

7

總計 48

論壇名稱、召集人及場次





大會議程





2012 年材料年會大會議程第二日【11 月24 日(六)】





論壇議程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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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出發 ◎從高雄出發

車次
發車

(台北)
抵達

(嘉義)
605 06:30 07:55 
609 07:00 08:24 
613 07:36 09:00 

車次
發車

(左營)
抵達

(嘉義)

302 06:30 07:01 

604 06:36 07:10 

608 07:00 07:34 

612 07:36 08:07 

616 08:00 08:34 

620 08:36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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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出發 ◎從高雄出發

◎從台中出發

車種 車次
發車

(台北)

抵達
(斗六)

行駛時間

自強 855 05:30 09:20 3小時50分

莒光 655 05:30 09:20 3小時50分

莒光 51 06:14 09:25 3小時11分

車種 車次
發車

(台北)
抵達

(斗六)
行駛時間

自強 101 05:43 06:34 51分

莒光 751 05:50 06:55 1小時5分

莒光 503 06:45 07:53 1小時8分

車種 車次
發車

(高雄)

抵達
(斗六)

行駛時間

自強 108 06:15 07:56 1小時41分

莒光 504 06:19 08:52 2小時33分

自強 112 07:00 08:38 1小時38分



來回之接駁車

-高鐵(高鐵嘉義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台鐵(台鐵斗六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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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故事館

雲林布袋戲館

時光廊道

虎尾驛

虎尾糖廠

虎尾鐵橋

同心公園

糖廠日式宿舍

興隆毛巾觀光工廠
19







虎尾觀光自由行(約1~2小時)



23

虎尾觀光自由行(約1~2小時)



年會交通

備註:
高鐵嘉義站至虎科大約40分鐘。
斗六火車站至虎科大約15分鐘。
78快速道路10分鐘內可達虎科大。

交通車:
高鐵嘉義站
斗六火車站

















套用海報設計





年會袋及紀念品





大會手冊

































演講者紀念品和獎狀



共46個廠商攤位





展覽廠商及廣告名錄

公司名稱 編號 公司名稱 編號

汎達科技有限公司 1 宏惠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1

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 股) 公司 2 三朋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12

育亨科技有限公司 3 笙貿科技有限公司 13

勀傑科技有限公司 4 磐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4

捷東股份有限公司 5 俊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國科企業有限公司 6 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金達科技( 股) 公司 7 蔡司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17

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 8 貝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亮傑科技有限公司 9 Springer 19

科榮股份有限公司 10 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展覽廠商及廣告名錄
宏明科技有限公司 21 先馳精密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33

實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高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富鑫奈米科技( 股) 公司 23 台灣布魯克生命科學( 股) 公司 35

美商信諾( 股) 公司英士特
台灣分公司

24 捷東股份有限公司 36

友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25 博精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37

台灣佳鎂佳股份有限公司 26 台灣保來得股份有限公司 38

子嘉企業有限公司 27 三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天統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28 台灣力可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40

元利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9
美商信諾( 股) 公司英士特台灣

分公司
41

馗鼎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璟德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2

益弘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31 相銘股份有限公司 43

昇航股份有限公司 32





展覽會場及海報論文發表配置圖





展覽會場及海報論文發表配置圖





展覽會場及海報論文發表配置圖





展覽會場及海報論文發表配置圖















• 籌辦期間承蒙本系同仁積極且全心投入各項籌備工作，且在材料學會金重勳理

事長、洪健龍秘書長、義守大學李國榮主任經驗傳承及材料學會秘書陳玲珍小

姐鼎力相助下，先後舉行九次籌備會議，才使年會各項規劃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 特別感謝論文審稿委員與年會海報論文評審委員協助完成此重要複雜的工作。

• 承蒙國科會工程處、國科會工程科技推展中心、教育部、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

究所、虎尾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系友會、寶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東和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協助，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 最後感謝各位會員的參與與各位貴賓的蒞臨，以及研究單位及全國各材料相關

系所的贊助，使本次年會得以圓滿成功



感謝各位的聆聽

敬請您提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