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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論壇組織機構 
 
主 辦 單 位：臺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江蘇省複合材料學會 

臺灣化學科技產業協進會 

南京先進複合材料產業化促進協會 

臺灣強化塑膠協進會 

                 

承 辦 單 位： 臺灣遠東科技大學 

協 辦 單 位： 
（排名不分先後） 

新竹清華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科技大學 

新竹交通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臺灣科技大學 

逢甲大學 

臺灣大學 

成功大學 

大同大學 

聯合大學 

高雄大學 

淡江大學 

宜蘭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臺灣尖端材料科技協會 

臺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 

台玻集團 

華立集團 

嘉鴻集團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興化學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恩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財興股份有限公司 

華進股份有限公司 

德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科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南京大學 

南京師範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南京林業大學 

河海大學 

南京工程學院 

金陵科技學院 

北京石油化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芬歐匯川（中國）有限公司 

南京中大精密合金有限公司 

南京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金甯三環富士電氣有限公司 

南京金寧電子集團 

南京諾爾泰複合材料設備製造有限公司 

江陰協統汽車附件有限公司 

江蘇先進無機功能複合材料協同創新中心 

江蘇省特種設備安全監督檢驗研究院 

迪皮埃複材構件(太倉)有限公司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第14 研究所 

江蘇省納米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南京瑞迪高新技術公司 

南京金杉汽車工程塑料有限責任公司 

南京立漢化學有限公司 

南京建輝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宿遷市高性能復合材料產業集聚區 

哈爾濱玻璃鋼研究院 

鎮江經濟開發區 

哈爾濱市南崗產業園區 

哈爾濱市新材料協會 

哈市工業和資訊化委員會 

昌和化學新材料（江蘇）有限公司 

鎮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哈爾濱黑龍偉業碳纖維設備有限責任公司 

蘇州芳磊蜂窩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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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譽主席：林伯實、杜善義、張瑞欽、戴順智、呂佳揚、吳澄清、王春生、王元仁、沈 健、聶 宏 
 
會 議 主 席：馬振基、陶  杰、鐘明吉 
 
會議副主 席：韋光華、陳景祥、王  玨、賈敘東 

 
學術委員會成員 (按姓氏筆劃排列)：  

毛  春、王  玨、王  玲、王  燕、王  璐、王珠銀、王繼隆、王權泉、申明霞、白志中、朱麗珺、

江金龍、江毅成、朱東升、何秀橋、何娉婷、吳文勝、吳昌謀、李  利、李有豐、李俊誼、李悌謙、

汪金普、沈銘原、邢文灝、周永發、周德剛、孟凡鈞、官振豐、杭祖聖、林立章、林再文、林志善、

林姿廷、林英民、林原彰、林清安、林銘偉、芮祥鵬、邱佑宗、邱長塤、邱顯堂、施冬健、胡元東、

時留新、祝新俊、施文杰、郝淩雲、馬振基、崔益華、張  燕、張文前、張志鵬、張建峰、張博明、

淩根華、許富涼、郭訓忠、陳  飛、陳中屏、陳世傑、陳佩民、陳前玉、陳韋任、陳景祥、陳嘉勳、

陶  杰、傅紅衛、傅鶴齡、黃繼遠、楊文光、葉銘泉、賈敘東、雷  文、趙  謙、劉文博、劉偉慶、

劉雁杰、劉傳慶、劉暉麟、潘  蕾、蔣林華、鄭少棠、鄭國彬、鄭登元、鄭廖平、蕭耀貴、賴秋君、

賴森茂、薛建軍、韓大永、羅振揚、羅會安、關旭強 

 
組織委員會： 

主  任：趙  玨、崔益華、林文發 

副主任：陳嘉勳、李悌謙 

委  員：陳景祥、官振豐、關旭強、林焜章、彭新志、江金龍、李  利、莊  璨、洪愷妍、彭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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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排程 
 

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主要排程 
日期 時間 主要內容 地點 

08 月 11 日 
(境內外代表) 

14:00-24:00 
報到註冊 
酒店入住 
歡迎晚宴 

臺南桂田酒店 一樓大廳 
安排 遠東科技大學參訪 

08 月 12 日 
(境內外代表) 

8:30-9:20 報到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外 交誼廳) 

9:20-10:00 大會開幕式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00-10:20 合影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外 交誼廳 

10:20-10:50 特邀報告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50-11:10 茶歇 

11:10-12:10 特邀報告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12:10-13:15 午餐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外 交誼廳 

13:15-14:30 分會場報告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14:30-14:45 茶歇 

14:45-16:00 分會場報告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演講廳 

16:15-17:45 
兩岸商機綜合

座談— 新產品

及新技術發表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17:45-18:30 由主會場乘坐巴士至餐廳 

18:30-20:30 晚宴 臺南桂田酒店 

20:30- 自由活動 

08 月 13 日 
(境內外代表) 

8:00-9:00 下榻飯店乘坐巴士至考察地點 

9:00-12:30 技術考察 嘉鴻遊艇集團、華立集團 

12:30-14:00 午餐 高雄君鴻國際酒店午餐 

14.00-15:00 乘坐巴士至臺南市 

15:00-18:30 文化考察 府城孔廟,安平古堡,億載金城 

18:30-20:30 晚宴 臺南國宴餐廳(安平) 

20:30- 由晚宴會場乘坐巴士至下榻飯店或自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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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議程 
08 月 12 日上午 9:20-12:10 

開幕式與特邀報告 
時間:  9:20-12:10 
地點:  國際會議廳 

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開幕式 

8:30-9:20 報到（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9:20-10:00 大會開幕式、貴賓致詞 

10:00-10:20 與會代表拍照合影 (國際會議廳外 交誼廳) 

特邀報告 1 
主持人: 馬振基 

時間 報告題目 報告人 

1 10:20-10:50 超混雜複合材料層板及應用 

陶 杰 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江蘇省複合材料學會 

常務副理事長 

     10:50-11:10           茶歇 

特邀報告 2 
主持人: 陶杰 

2 11:10-11:30 
高性能石墨烯複合材料製備特性與應

用 

馬振基 教授 
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 
強化塑膠協會理事長 

3 11:30-11:50 紡織材料在複合材料的創新應用 
白志中 所長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4 11:50-12:10 
複合材料模流分析的最新應用與發展

方向 

孫士博 博士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經理 

會議期間個別代表因故可能使發言人士、順序或題目臨時調整，以最新通知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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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議程 
08 月 12 日下午 13:15-17:45 

分場會報告 
時間:  13:15-17:45 
地點:  國際會議廳 

結構與其他先進複合材料分會場: 
時間 報告題目 報告人 

主持人: 郝凌雲、李有豐 

1 13:15-13:30 複材微結構模擬與整合結構分析 孫士博 博士 
科盛公司/技術經理 

2 13:30-13:45 
如何利用電腦輔助技術(MATLAB ) 完成

系統實體模擬--以倒單擺為例說明 
傅鶴齡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3 13:45-14:00 
Ti/PEEK/Cf 超混雜層板的低速衝擊性

能研究 
潘蕾 副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4 14:00-14:15 
GFRP版樁擋土牆應用於集水區護岸之

研究 
李有豐 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5 14:15-14:30 
Carbon Fiber (CF) Reinforcements for 
Polymer Matrix Composites: Carbon 
Fiber Surface treatment 

王獻緯 先生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展中心 

      14:30-14:45       茶歇/商機展示會展覽現場 

主持人: 陳景祥、薛建軍 

6 14:45-15:00 
纖維強化杜塞型聚胺基甲酸酯改質酚

醛樹脂拉擠成型複合材料 

陳景祥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7 15:00-15:15 
RuxSey/石墨烯複合催化劑的製備及

其性能研究 
趙媛 博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8 15:15-15:30 
環境效應對奈米碳管/石墨烯微片補強碳

纖維複合材料積層板機械性質之研究 
沈銘原 助理教授 
中華科技大學 

9 15:30-15:45 碳纖維複合材料應用加工 劉宏力 先生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展中心 

10 15:45-16:00 GFRP 構件於預鑄式綠圍籬應用之研究 林原彰 總經理 
華進玻璃膠股份有限限公司 

16:00-16:15 商機展示會展覽現場/回到國際會議廳參加綜合座談 

16:15-16:30 兩岸複合材料互動與商機 趙玨 秘書長 
臺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16:30-17:30 廠商新技術與商機發表  

大陸 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肯

特復合材料有限公司、鎮江經濟技術開發

區（海峽兩岸（鎮江）新材料產業合作示

範區）)、宿遷市高性能復合材料產業集聚

區,台 2(美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天奈科

技有限公司) 

17:30-17:45 綜合討論 
馬振基 講座教授 

王玨 教授 
趙玨 秘書長 

會議期間個別代表因故可能使發言人士、順序或題目臨時調整，以最新通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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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議程 
08 月 12 日下午 13:15-17:45 

分場會報告 
時間:  13:15-17:45 
地點:  演講廳 

功能性複合材料分會場(I): 
時間 報告題目 報告人 

主持人: 賈敘東、林熴章 

1 13:15-13:30 
一步法以水性聚氨酯製備水相和有機

相碳點及其螢光性能調控 

賈敘東 教授 
南京大學 化學化工學院 

2 13:30-13:45 
白蠟油及滑石粉對聚乳酸超臨界二氧化

碳批次發泡之影響 
林熴章 副教授 
遠東科技大學 

3 13:45-14:00 
樹脂硬化劑添加量對環氧樹脂孔隙率及

機械性質之影響 
梁智翔 博士 

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14:00-14:15 蜜胺微球綠色製備技術及其應用初探 杭祖聖 副教授 

南京工程學院 

5 14:15-14:30 
Sound-absorbing Properties of Electrospun 
PVDF-Carbon Nanotube Nanofiber 
Membranes 

周珉卉 小姐 
臺灣科技大學 

     14:30-14:45     茶歇/商機展示會展覽現場 

主持人: 李利、彭新志 

6 14:45-15:00 奈米複合材料於生物醫學之應用研究 
馬振基 教授/林志文 先生 

清華大學化工系 

7 15:00-15:15 
合成生物學在蛋白質材料合成中的應

用 

王珠銀 教授 

河海大學 

8 15:15-15:30 
生物材料表面親水性對其血液相容性

的影響機制研究 

李利 教授 
南京師範大學 

9 15:30-15:45 
冠脈支架抗凝血複合塗層材料的製備

及其性能研究 
毛春 教授 

南京師範大學 

10 15:45-16:00 
芬歐匯川生物複合材料及發展 韓大永 經理 

芬歐匯川（中國）有限公司 

16:00-16:15 商機展示會展覽現場/回到國際會議廳參加綜合座談 

16:15-16:30 兩岸複合材料互動與商機 趙玨 秘書長 
臺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16:30-17:30 廠商新技術與商機發表  

大陸 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肯

特復合材料有限公司、鎮江經濟技術開發

區（海峽兩岸（鎮江）新材料產業合作示

範區）)、宿遷市高性能復合材料產業集聚

區,臺 2(美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天奈科

技有限公司) 

17:30-17:45 綜合討論 
馬振基 講座教授 

王玨 教授 
趙玨 秘書長 

會議期間個別代表因故可能使發言人士、順序或題目臨時調整，以最新通知為準。 



 

- 8 - 
 

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議程 
08 月 12 日下午 13:15-17:45 

分場會報告 
時間:  13:15-17:45 
地點:  6F 階梯教室 

功能性複合材料分會場(II): 
時間 報告題目 報告人 

主持人: 江金龍、申明霞 

1 13:15-13:30 
一種反應性 P-N 膨脹阻燃劑化學阻燃

尼龍 66樹脂 
呂文晏 博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2 13:30-13:45 
微膠囊化聚磷酸銨之製備及其聚氨基

甲酸酯複合材料難燃性研究 
江金龍 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3 13:45-14:00 
苯甲酸/硬脂酸複合改性劑對 PP/麥秸

複合材料性能的影響 
雷文 教授 

南京林業大學理學院 

4 14:00-14:15 
介面活性劑對石墨烯複合材料的電阻率

影響 
江姿萱 副教授 
國立聯合大學 

5 14:15-14:30 
Mechanical and open hole tensile 
properties of self-reinforced recycling 
PET composites       

賴玟佑  先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系 

     14:30-14:45     茶歇/商機展示會展覽現場 

主持人: 楊國明、朱麗珺 

6 14:45-15:00 
混練石墨烯/聚氯化乙烯製備強化功能性

複合材料之研究 
楊國明 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 

7 15:00-15:15 
過渡金屬摻雜氧化鋅的製備及光催化

降解性能 
朱麗珺 教授 

南京林業大學 

8 15:15-15:30 
陶瓷粉體表面的納米粒子包覆及性能

評價 
張建峰 教授 

河海大學 力學與材料學院 

9 15:30-15:45 
酚醛樹脂/六羰鉬製作碳/碳複合材料

之性質研究 
陳韋任 助理教授 
中華科技大學 

10 15:45-16:00 
Introduce Huntsman's New developed 
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s & its 
applications 

鄒灼亮 經理 
亨斯邁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15 商機展示會展覽現場/回到國際會議廳參加綜合座談 

16:15-16:30 兩岸複合材料互動與商機 趙玨 秘書長 
臺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16:30-17:30 廠商新技術與商機發表  

大陸 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肯

特復合材料有限公司、鎮江經濟技術開發

區（海峽兩岸（鎮江）新材料產業合作示

範區）)、宿遷市高性能復合材料產業集聚

區,臺 2(美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天奈科

技有限公司) 

17:30-17:45 綜合討論 
馬振基 講座教授 

王玨 教授 
趙玨 秘書長 

會議期間個別代表因故可能使發言人士、順序或題目臨時調整，以最新通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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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須知 

一、報到 
會議註冊：08 月 11 日 14:00－24:00 臺南桂田酒店 一樓大廳 (臺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06-2438999) 

08 月 12 日 08:30－09:20 遠東科技大學大國際會議廳外交誼廳 (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 
         註 冊 費：(1)境內代表 NT 3000 元/人(臺灣化學科技產業協進會會員九折)，境內學生代表 NT  
                     1000 元/人(憑學生證)：含 12 日午晚宴與所有資料，學生不含晚宴。 

匯入帳號：臺北富邦銀行 龍江分行 307-102-00645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強化塑膠協進會。 

      請於 07 月 31 日前繳交收據並傳真至 02-27189639 或 email 至 gfrp@ms54.hinet.net 洪愷妍小姐收 

             (2)境外代表 CNY 1000 元/人，境外學生代表 CNY500 元/人(憑學生證)：含 11 日晚

宴、12 日午晚餐、所有資料                                                                 

技術考察費:境外代表 CNY 500 元/人，境外學生代表 CNY300 元/人(憑學生證)：含 13 日午晚餐及交通費 

觀光旅遊：8 月 14 日~8 月 17 日境外代表自行付擔 

二、參會 
1、參會憑代表證進入會場，請妥善保管參加證件，如遺失請及時與會務組聯繫；會議期間，請佩帶參會

證件。 

2、按會議日程和作息時間，準時參加各項活動。 

3、開會期間，請關閉手機或調至振動狀態。 

4、如有疑問請向會務組諮詢。 

三、就餐 
1、會議代表憑餐劵就餐。 

2、08 月 11 日住宿與晚餐安排在臺南桂田酒店                     時間:18:30－20:30 

08 月 12 日午餐安排在遠東科技大學 第一餐廳                  時間:12:10－13:15 

08 月 12 日晚宴安排在臺南桂田酒店                           時間:18:30－20:30 

08 月 13 日午餐安排高雄君鴻國際酒店(77 樓皇廷俱樂部),         時間:12:30－14:00 

08 月 13 日晚宴安排臺南安平國宴                             時間:18:40－20:00 

3、有特殊飲食要求者請提前告訴會務組。 

四、會務組主要工作人員及聯繫方式 

臺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洪愷妍     電話：02-27150811         E-mail：gfrp@ms54.hinet.net 
遠東科技大學永續材料中心 秘書 鄭雅文   電話：06-5979566 轉 7989   E-mail：pink@cc.feu.edu.tw 

五、會議會場、晚宴與飯店地址 
會議會場：遠東科技大學 三德樓 9F 國際會議廳  地址：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  電話：0922948363 
住宿飯店及晚宴會場：臺南桂田酒店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      電話：06-2438999 

08/13 午宴會場：高雄君鴻國際酒店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 1 號 37~85 樓  電話：07-5668000 
08/13 晚宴會場：臺南安平國宴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 408-1 號      電話：06-28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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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參加會議的代表住宿費自理，離開前，請到總臺辦理退房手續。 

七、會議網址   

http://www.feu.edu.tw/adms/iac/2015csfc/index.html 
 

會議地點與住宿飯店交通路線 

 

會議地點: 臺南 遠東科技大學 交通路線(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  

 

住宿及晚宴信息 :臺南桂田酒店：http://www.queenaplaza.com/tainan/ 

08 月 13 日晚宴 (臺南安平國宴) ： http://www.chous.com.tw/resteaurant/equipment.html 

 

http://www.queenaplaza.com/tainan/�
http://www.chous.com.tw/resteaurant/equip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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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 

論文列表 

第一部分  境內代表 

序

號 
姓名 單位 論文題目 

1 林熴章*, 陳嘉勳, 官振豐, 關旭強, 
彭新志 kclin@cc.feu.edu.tw 
(口頭報告) 

遠東科技大學 加工油及滑石粉對聚乳

酸超臨界二氧化碳批次

發泡之影響 
 

2 Chang-Mou Wu*, Wen-You Lai 
 
cmwu@mail.ntust.edu.tw 
(口頭報告)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10607, Taiwan,  

Mechanical and open 
hole tensile properties of 
self-reinforced recycling 
PET composites 

3 C. M. Wu*, M. H. Chou, J. Y. Lee, Y. 
C. Huang, W. Y. Zeng  
 
cmwu@mail.ntust.edu.tw 
(口頭報告)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nd-absorbing 
Properties of Electrospun 
PVDF-Carbon Nanotube 
Nanofiber Membranes 
 

4 曾建銘*, 楊文都

e11@mail.tangeng.com.tw 
 

國立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化學工程

與材料工程學系 

不銹鋼製程增硫及硫回

收率探討 

5 *張志宇、李冠廷、蕭豪毅、張祐嘉、

黃文冠 
 
changcyu@fcu.edu.tw 
(口頭報告) 

逢甲大學材料科

學與工程學系 
 

以原子層沉積技術實現

低溫製程、高性能、高

穩定性半透明鈣鈦礦太

陽能電池 

6 林柏睿,曾信雄 
 
bala2046tw@gmail.com 

臺灣大同大學材

料工程所 
以添加奈米碳管之酚醛

樹脂緻密化碳/碳複合

材料 
7 張雅晴, 王健哲, 羅介聰

tsunglo@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化

學工程系 
熱可塑性高分子/有機

改質水滑石奈米複合材

料之製備與性質分析 
8 陳韋任、江金龍、葉銘泉、馬振基、

沈銘原 
 
myshen@cc.hc.cust.edu.tw 
(口頭報告) 

中華科技大學航

空機械系 
環境效應對奈米碳管/
石墨烯微片補強碳纖維

複合材料積層板機械性

質之研究 

9 陳韋任 1、江金龍 2、葉銘泉 3, 4、馬振

基 5、沈銘原 
 
myshen@cc.hc.cust.edu.tw 
(口頭報告) 

中華科技大學航

空機械系 
碳氣凝膠/石墨烯微片

之協同效應對環氧樹脂

及其複合材料積層板機

械性質之研究 

mailto:e11@mail.tangeng.com.tw�


 

- 12 - 
 

10 梁智翔、林銘源、沈銘原* 
myshen@cc.hc.cust.edu.tw 
(口頭報告) 

中華科技大學航

空機械系 
樹脂硬化劑添加量對環

氧樹脂孔隙率及機械性

質之影響 
11 蔡逸群, 李唯鈞, 李冠璟, 楊文督, 

黃昭銘 
 
james810221@gmail.com 

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化材所 
非對稱超級電容用星狀

MnO2/椰纖維活性碳電

極製備與研究 

12 江姿萱, 劉春煜 
 
thchiang@nuu.edu.tw 
(口頭報告) 

國立聯合大學能

源工程學系 
介面活性劑對石墨烯複

合材料的電阻率影響 

13 楊國明 
 
yanggm0524@gmail.com 
(口頭報告) 

正修科技大學化

妝品與時尚彩妝

系 

混練石墨烯/聚氯化乙

烯製備強化功能性複合

材料之研究 

14 楊國明 
 
yanggm0524@gmail.com 

正修科技大學化

妝品與時尚彩妝

系 

混練聚乳酸/水庫淤泥

粉體製備複合材料之研

究 
15 沈銘原, 陳韋任, 官振豐, 關旭強, 

楊家銘, 江金龍 
 
dragon@sunrise.hk.edu.tw 
(口頭報告) 
 

弘光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學系 

微膠囊化聚磷酸銨之製

備及其聚氨基甲酸酯複

合材料難燃性研究 

16 沈銘原，陳韋任，阮崑毓，謝宗翰* 
thhsieh@cc.kuas.edu.tw 

國立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模具工程

系 

以奈米矽球補強環氧樹

脂之磨耗特性研究 

17 陳韋任，沈銘原，李懿倫，曾聖修，

江金龍，馬振基，林姿廷，葉銘泉* 
 
d937716@oz.nthu.edu.tw 

中華科技大學航

空機械系 
酚醛樹脂/六羰鉬製作

碳/碳複合材料之性質

研究 

18 林志謙，陳景祥* 

 

cjx@faculty.pccu.edu.tw 
(口頭報告) 

中國文化大學化

學工程與材料工

程學系 

纖維強化杜塞型聚胺基

甲酸酯改質酚醛樹脂拉

擠成型複合材料(I) 

19 陳韋任, 陳煜達, 陳景祥* 
cjx@faculty.pc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化

學工程與材料工

程學系 

以混練法製備聚乳酸/
改質奈米鈦複合材料之

研究 
20 蘇進成*, 李殷碩, 吳逸莒 

ccsu@nuk.edu.tw 
高雄大學化學工

程及材料工程學

系 

聚乳酸酯/氧化鋅量子

點混成材料之製備 

21 蘇進成*, 楊秉勳, 曾雲培, 吳逸莒 
ccsu@nuk.edu.tw 

高雄大學化學工

程及材料工程學

系 

聚乳酸酯/硒化鎘混成

材料之熱行為與螢光特

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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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蘇進成*, 吳家安, 曾雲培 
ccsu@nuk.edu.tw 

高雄大學化學工

程及材料工程學

系 

環氧樹脂/二氧化矽奈

米複合材料固化反應動

力研究 

23 Chen-Chi M. Ma*, Wei-Hao Liao, 
Sheng-Tsung Hsiao,  
Yu-Sheng Wang, Shin-Ming Li, and 
Sheng-Chi Lin 
(特邀報告) 

 
國立清華大學化

工系 

Preparation of 
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squioxanes 
Modified Graphene 
Oxide/Polyimide 
Composites with 
High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Low 
Dielectric Constant 

24 余忠政,李有豐, 
林原彰,何靜宜 

(口頭報告)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土木工程系 
GFRP構件於預鑄式綠

圍籬應用之研究 

25 陳敬凱,李有豐 
(口頭報告)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土木工程系 
GFRP 版樁擋土牆應用

於集水區護岸之研究 
26 洪昭南*, 顏群哲 

hong@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化

學工程學系 
以電漿火炬合成奈米粒

子以製備高透明度耐磨

耗奈米複合光學膜 
27 Chien-Ju Hung *, Su-Tai Lin,  Lin 

C.A 
國立清華大學 金屬雙極板基材腐蝕特

性研究 
28 黃俊翰、潘良修、李建良* 

 
國立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 
碳材載體對鈀鉑合金奈

米觸媒之電催化特性影

響 
29 孫于芸、陳景祥*、巫俊賢 

 
東方設計學院, 
中國文化大學 

聚苯乙烯-氧化鋁複合

材料之型態學與熱性質

探討 
30 廖佑笙 惠柏新材料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高端複合材料環氧樹脂

體系之特性及應用研究 

31 陳柏亨, 蔡逸群, 潘冠廷, 林文崇, 
黃昭銘 
 
s0911009629@gmail.com 
 
 

崑山科技大學材

料所碩士班 
 

Co3O4/椰纖維活性碳電

極製備及其非對稱超級

電容性能 

32 傅鶴齡, 吳佳隆 
(口頭報告) 

中國文化大學數

位機電科技研究

所 

如何利用電腦輔助技術

(MATLAB ) 完成系統

實體模擬--以倒單擺為

例說明 
33 C.H. Chao, J.T. Chang*, K.B. 

Cheng(鄭國彬) 
 

逢甲大學 Influences of Graphene 
Oxide additives on 
Polyamide 6 Composites 
by Chemical synthesis 

mailto:s091100962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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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34 吳國維* 蔡坤男 柯正忠 陳育德 國家中山科學研

究院航空研究所

結構與材料系統

組 

模組化一體成形複材橋

面板之研究 

35 楊智偉*, 蔡韋政 英屬開曼群島商

天奈科技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奈米碳管添加於 SBR丁

苯橡膠複合材料之特性

研究 

 

第二部分 大陸代表 

序號 姓名 單位 論文題目 

1 劉芹，朱嫻，包玉

衡，王翠娜，雷文 
(口頭報告) 

南京林業大學理學 苯甲酸/硬脂酸複合改性劑對

PP/麥秸複合材料性能的影響 

2 呂文晏 1，崔益華

1*，張緒傑 1，成沂

南 1，張響 1，袁錦

瑤 2，張偉 2(口頭報

告)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

科學與技術學院 
2 南京立漢化學有限公司 

一種反應性 P-N 膨脹阻燃劑化

學阻燃尼龍 66 樹脂 

3 趙媛 1, 薛建軍 1，
張傳香 2,*，許帥

2(口頭報告)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

科學與技術學院 
2 南京工程學院材料工程

學院 

RuxSey/石墨烯複合催化劑的

製備及其性能研究 

4 賈敘東, 顧江江 
(口頭報告) 

南京大學化學化工學院高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一步法以水性聚氨酯製備水相

和有機相碳點及其螢光性能調

控 
5 Mingxia Shen, 

Yongqin Han, Yi 
Guo, Shaohua Zeng, 
PengpengDuan, 
ZhuyingWang 

College of Mechanics& 
Materials 

Preparation and flame retardant 
properties of polystyrene 
nanocomposites based on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s 

6 王冬 1,2,3，石明建
2,3，黃國泓 1,2,3，祝

燁然 1,2,3 

1.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 
2.南京瑞迪高新技術有限

公司 
3.江蘇省水工新材料工程

技術研究中心 

混凝土裂縫修補高性能環氧灌

漿材料的研究 

7 楊婷婷, 王玲*, 薛
建軍 , 王璨 , 冒韻 , 
李彎, 肖成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CS/β-CDP/TiO2 多孔膜材料製

備及含銅廢水的處理 

8 王錦之，羅振揚 南京林業大學理學院 改性造紙黑液及與聚羧酸減水

劑複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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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錢爽，任浩 南京林業大學輕工科學與

工程學院 
聚丙烯纖維在聚 3-羥基丁酸酯

與木素酚複合膜中的改性作用

研究 
10 成沂南，崔益華，

呂文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GF 增強 PA66 阻燃複合材料研

究進展 

11 朱麗珺，張海洋 
 

南京林業大學理學院化學

與材料科學系 
Ag 摻雜 ZnO 顆粒的製備與光

催化性能的動力學分析 
12 何娉婷，薛建軍，

黃獻禮，楊婷婷，

黃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BiOI/TiO2 複合光催化抗菌材

料的製備及其抗菌性能研究 

13 陳紅威，朱皓淼，

李利 

生物醫藥功能材料國家地

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蘇省生物醫藥功能材料

協同創新中心 
江蘇省生物功能材料重點

實驗室 
江蘇省生物醫藥功能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化學與材料

科學學院 

G 蛋白偶聯受體對於人類疾病

的病理生理學研究 

14 張培培，劉紅科，

李利 

生物醫藥功能材料國家地

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蘇省生物醫藥功能材料

協同創新中心 
江蘇省生物功能材料重點

實驗室 
江蘇省生物醫藥功能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化學與材料

科學學院 

碳納米管的改性及其在醫學領

域的應用研究進展 

15 黃濤，劉平生，李

利 

生物醫藥功能材料國家地

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蘇省生物醫藥功能材料

協同創新中心 
江蘇省生物功能材料重點

實驗室 
江蘇省生物醫藥功能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化學與材料

科學學院 

鈦及鈦合金表面生物功能化的

研究進展 

16 王靜，李利 生物醫藥功能材料國家地

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蘇省生物醫藥功能材料

協同創新中心 
江蘇省生物功能材料重點

實驗室 
江蘇省生物醫藥功能材料

高強度水凝膠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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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化學與材料

科學學院 

17 汪冬冬，崔益華，

王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應用於光固化三維列印技術的

支撐材料 
18 杭祖聖1,2，懷旭2，

黃玉安2王章忠1,2 
1 江蘇省先進結構材料與

應用技術重點實驗室 
2 南京工程學院 

塗料消光的研究進展 

19 殷躍洪，崔益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麻纖維增強熱塑性複合材料的

研究進展 
20 王軼 , 張文妍 , 顧

菁菁, 郝淩雲 
金陵科技學院材料工程學

院 
TiO2@Ag 三維有序結構的製

備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21 郭訓忠，范敏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學

院 
熱壓複合鈦-鋁複合層板組織

及拉伸性能研究 
22 蔡明，祝燁然，劉

興榮，杜志芹，溫

金保，付丹華，劉

蓉 

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南京

瑞迪高新技術有限公司 
水運船閘工程混凝土性能優化

試驗研究 

23 沈東，薛建軍，楊

婷婷，李彎，冒韻，

肖成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納米二氧化鈦光催化材料降解

廢氣中氨的研究 

24 王璨，薛建軍，沈

東，肖成偉，李彎，

冒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鋁材料在有機磷農藥廢水處理

中應用研究 

25 張響, 崔益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秸稈表面化學改性的研究進展 

26 張緒傑，崔益華，

呂文晏，殷躍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新型含磷本質阻燃尼龍 66 的

製備及性能研究 
27 賀敏銳 ,崔益華 ,薑

丹丹，王祥，張聰

超，汪冬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光固化 3D 列印材料性能評價

體系 

28 王祥，崔益華，薑

丹丹，汪冬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光固化三維列印用水性支撐材

料單體聚乙二醇丙烯酸單酯的

製備 
29 姜丹丹，崔益華，

王祥，賀敏銳，汪

冬冬，張保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材料科

學與技術學院 
一種膨脹單體的合成及其對光

固化三維列印（3DP）材料的

改性研究 

 

 
 

 



 

- 17 - 
 

商機展示會 廠商基本資料簡介 
攤 位

編號 
公司名稱 營業項目 聯絡人 聯絡方式 

1 亮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化學原料批發 羅郁淳 

董事長 
+886-6-59795
66#7866 

2 科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Moldex3D 軟體 廖淑真 

協理 
+886-6-28261
88# 221 

3 太潤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 
連續超臨界萃取產品 蘇增雄 

經理 
+886-6-59795
66#7827 

4 洪門壓克力有限

公司 
塑木、壓克力產品 李宛儒 

經理 
+886-2-26202
281#34 

5 頡欣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押出機設備 陳國信 

總經理 
+886-2-22897
271 

6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紡織業拓展會 
市場拓展 、海外行銷、產業經貿服務、

資通訊服務、產品設計、推廣驗證標章 蔡昇洋先生 +886-2-23417
251 ext. 2336 

7 中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國特種纖維複合材料行業最大的集研

發設計、產品製造與銷售、成套技術與

裝備於一體的高新技術企業 

淩根華 
工程師 

+86-025-5119
8103 

8 南京肯特復合材

料有限公司 
高分子材料、復合材料以及 PTFE/PEEK
塑膠合金等前沿製品的技術研究、產品

開發、銷售和服務，產品廣泛運用於航

空航太、通訊半導體、汽車、閥門、壓

縮機等眾多領域。 

陳佩民 
技術總監 

+86-025-8612
5888 

9 蘇州芳磊蜂窩複

合材料有限公司 
專業芳綸紙蜂窩製造商，能充分滿足航

空、航太及民用各領域客戶對於芳綸紙

蜂窩及其複合材料製品的不同需求 
馬春花小姐 +86-512-6616

8789 

10 華立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複合材料、工程塑膠、印刷電路板、半

導體、平面顯示器、觸控面板、光電與

綠能產業的材料與設備 
張夏萍小姐 +886-7-21643

11@27007 

11 立峰井企業(有)
公司 

各種耐高溫、防火、斷熱、吸音、制震

材料的生產及加工 謝曉慧小姐 +886-6-253433
2 

12 上緯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以高性能樹脂為主要產品，屬於新材料

之複合材料(Composite) 產業，而產品主

要應用領域為高度耐腐蝕材料、風力發

電用葉片、質輕高強度之複合材料及

LED 封裝等 

陳婉茹小姐 +886-49-22554
20#112 

13 鼎樫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節能環保設備 張佑銘先生 +886-6-59343

83 
14 英屬開曼群島商

天奈科技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專司研發生產納米材料及納米複合材料 
楊智偉 
執行總監 

+886-3-45135
53#12 

15 金財興股份有限

公司 
臺灣唯一玻璃纖維拉擠成型設備之專業

製造廠商 
劉雁傑總經

理 
+886-3-47266
38#12 

16 耀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各類無線通訊產品天線及其他各式高頻

通訊產品使用之天線，用途為音訊、影

訊傳輸資料接收功能，產品主要應用於

手持無線產品與筆記型電腦為主 

吳蓁旺先生 +886-3-363190
1#131 

mailto:07-2164311@27007�
mailto:07-2164311@2700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01A%u8A0A�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B46%u8A18%u578B%u96FB%u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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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展示會 會場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