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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表 

2020年 07 月 16 日 (星期四) 

11:30 ~ 13:00 註冊/報到 (1F 報到處) / 第一天壁報張貼 (化工二館 鄭江樓1F大廳) 

13:00 ~ 13:15 
開幕典禮 (化工二館 鄭江樓信義講堂) 

陳文章院長致歡迎詞、牟中原理事長致詞、林祥泰系主任致詞 

13:15 ~ 14:15 

(PL-01)大會演講(視訊) (信義講堂) 

主講人：Prof. Takashi Tatsumi (榮譽會員)主持人：牟中原理事長 

題目：Manufacturing light olefins as key petrochemical feedstocks from CO/CO2 

14:15 ~ 15:15 

產業論壇 (信義講堂) 

題目：從觸媒 (包含酵素等)及反應工程的角度給台灣產業的建議(或經驗分享) 

主持人：談駿嵩教授 

(清大化工系,科技部產學大聯盟計畫總主持人,曾任經濟部業界科專民生材化召集人) 

主持人：林猷治博士 

(經濟部技術處,曾任經濟部石化高值化推動辦公室執行長) 

與談人：區迪頤教授(清大化工系) 

與談人：蔡銘璋副所長(中油煉研所) 

與談人：王釿鋊主任(中技社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與談人：張曉莉董事長(金穎生技) 

與談人：陳文章院長(台大工學院) 

15:15 ~ 15:30 全體照相 (信義講堂座位) 

15:30 ~ 16:30 

Coffee Break / Posters Session(鄭江樓1F大廳) 

學生壁報競賽評審召集人：游文岳教授 

評審：胡哲嘉教授、簡彰胤教授、吳恆良教授、李奕霈教授、潘詠庭教授 

16:30 ~ 17:00 
頒獎：學會年度最佳論文獎(PL02)，學會優秀青年獎(PL03)(信義講堂) 

主持人:黃炳照教授 

17:00 ~ 17:30 
台灣觸媒學會會員大會 (信義講堂)  

牟中原理事長/教授  

17:30 ~ 18:30 

 

 

Posters Session 
(鄭江樓1F大廳) 

學生英文簡報競賽
Student English oral 

presentationcompetition I 
(慶琅廳) 

主持人：劉端祺教授 
        陳浩銘教授 

學生英文簡報競賽 
Student English oral 

presentationcompetition II 

(楊斌彥廳) 
主持人：鄭淑芬教授 
        陳文華教授 

學生英文簡報競賽 
Student English oral 

presentationcompetition III 
(N203會議室) 

主持人：劉尚斌教授 
        江佳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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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07 月 17 日 (星期五) 

08:30 ~ 09:00 註冊/報到(化工二館 鄭江樓1F大廳) 

09:00 ~ 10:00 

A再生能源 
(信義講堂) 

主持人：陳炳宏教授 
林義峰教授 

交通大學李積琛A1I 

成功大學林裕川A2I 

清華大學周鶴修A3I 

台灣大學陳嘉晉A4I 

BCO2技術 
(慶琅廳) 

主持人：林昇佃教授 
潘詠庭教授 
長庚大學陳敬勳B1I 

台灣大學陳浩銘B2I 

交通大學洪崧富B3I 

成功大學藍伯威B4O 

C  生物催化反應 
(楊斌彥廳) 

主持人：王勝仕教授 
陳嘉明教授 
清華大學王  潔C1I 

台灣科大蔡伸隆C2I 

高雄科大郭家宏C3I 

台灣大學王映筑C4O 

D  反應工程 
(N203會議室) 

主持人：黃朝偉教授 
胡哲嘉教授 
聯合大學陳炎洲D1I 

台灣大學李奕霈D2I 

清華大學BhattacharjeeD3O 

大同大學陳嘉銘D4I 

10:00 ~ 10:30 Coffee Break / Posters Session(鄭江樓1F大廳) 

10:30 ~ 12:00 

E產業應用 
(信義講堂) 

主持人：蔡振章教授 
楊英傑博士 

長庚大學黃安婗E1I 

中油煉研楊英傑E2I 

台灣大學郭修伯E3I 

工研材化湯偉鉦E4I 

李長榮  吳威毅E5I 

國際中橡李正光E6I 

F電催化 
(慶琅廳) 

主持人：黃炳照教授 
龔仲偉教授 

成功大學林家裕F1I 

台灣科大陳學毓F2O 

清華大學潘詠庭F3I 

台灣科大陳秉謙F4O 

成功大學龔仲偉F5I 

台灣大學吳恆良F6I 

G觸媒材料及鑑定 
(楊斌彥廳) 

主持人：鄭紀民教授 
陳敬勳教授 

台灣科大張凱富G1O 

台灣科大蔡尚軒G2O 

台灣大學游文岳G3I 

元智大學卓冠妤G4O 

中原大學陳右瑜G5O 

台灣科大林昇佃G6I 

光觸媒論壇 
疫情後台灣光觸媒產業 

(N203會議室) 
主持人：吳紀聖教授 
與談人： 
泉耀科技黃嘉宏執行副理 
尚閎科技蔡綸總經理 

台灣光觸媒產業發展協會 

會員大會 

吳紀聖 理事長 

12:00 ~ :13:00 午餐 (N203室)(鄭江樓南棟-生機系1F) 

13:00 ~ :14:00 

學生壁報發表決選競賽 
(信義講堂) 

評審 
游文岳教授、胡哲嘉教授 

簡彰胤教授、吳恆良教授 

李奕霈教授、潘詠庭教授 

學生英文簡報競賽
Student English oral 

presentationcompetition I 
(慶琅廳) 

主持人：劉端祺教授 
 陳浩銘教授 

學生英文簡報競賽 
Student English oral 

presentationcompetition II 

(楊斌彥廳) 
主持人：鄭淑芬教授 

 陳文華教授 

學生英文簡報競賽 
Student English oral 

presentationcompetition III 
(N203會議室) 

主持人：劉尚斌教授 
 江佳穎教授 

14:00 ~ 15:30 

H光催化&綠色化學 
(信義講堂) 

主持人：鄧熙聖教授 
林欣瑜教授 

台中教大 陳錦章H1K 

台灣大學高琨哲H2O 

成功大學LeDuy NamH3O 

核研所  劉尚恩H4O 

中原大學黃品瑄H5O 

I孔洞材料 
(慶琅廳) 

主持人：林嘉和教授 
康敦彥教授 

台師大  林嘉和I1I 

清華大學陳璽安I2O 

台灣大學康敦彥I3I 

中原大學胡哲嘉I4I 

逢甲大學廖淯富I5O 

台灣大學吳嘉文I6I 

J環保技術 
(楊斌彥廳) 

主持人：林錕松教授 
曾怡享教授 

明新科大汪宗彥J1O 

勤益科大王晏羚J2O 

逢甲大學林怡珍J3O 

台灣大學李思偉J4O 

中山大學黃晟瑞J5O 

元智大學楊念哲J6O 

 

15:30 ~ 16:10 牟中原教授退休茶敘(鄭江樓1F大廳) 

16:10 ~ 17:10 

(PL-04)大會演講   (信義講堂) 

主講人 ：牟中原教授 

主持人彭旭明院士 

題目：中孔洞材料的發展 

17:10 ~ 17:40 閉幕及頒獎 (信義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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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屆台灣觸媒暨反應工程研討會 會議議程表 

第一天 109 年 7 月 16 日 

七
月
十
六
日(

星
期
四) 

11:30~13:00 註冊、報到 

13:00~13:15 
開幕典禮           (化工二館 鄭江樓信義講堂) 

主席致詞、貴賓致詞 (工學院院長，學會理事長，化工系系主任) 

13:15~14:15 (PL-01) 大會演講 (視訊)       (鄭江樓信義講堂) 

 

主講人 ：Prof. Takashi Tatsumi    主持人 牟中原教授 

題目：Manufacturing light olefins as key petrochemical feedstocks 

from CO/CO2 

14:15~15:15 

產業論壇 (鄭江樓信義講堂) 

主題：從觸媒 (包含酵素等)及反應工程的角度給台灣產業的建議

(或經驗分享) 

主持人：談駿嵩教授 林猷治博士 

與談人：區迪頤教授 蔡銘璋副所長 王釿鋊主任 張曉莉董事長 

陳文章院長 

15:15~15:30 全體照相 (鄭江樓大門或信義講堂座位) 

15:30~16:30 

 

Coffee Break / Posters Session 鄭江樓一樓 

召集人：游文岳 

評審：胡哲嘉、簡彰胤、吳恆良、李奕霈、潘詠庭 

16:30~17:00 
頒獎：學會年度傑出論文獎(PL02)，學會優秀青年獎(PL03)  

(鄭江樓信義講堂)   主持人: 黃炳照教授 

17:00~17:30 
台灣觸媒學會 會員大會  

(鄭江樓信義講堂)   主持人: 牟中原 理事長/教授 

17:30~18:30 

 
Posters Session 

鄭江樓一樓 

英文報告競賽

I 

  劉端祺、 

陳浩銘 

慶琅廳 

英文報告競賽
II 

  鄭淑芬、 

陳文華 

楊斌彥廳 

英文報告競賽
III 

  劉尚斌、 

江佳穎 

N203 會議室 

 

 

 

 

 

 

 

 

 

 

 

 

 

 

 

第二天 109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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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月
十
七
日(

星
期
五) 

8:30~9:00 註冊、報到 

9:00~10:00 

A 再生能源 

陳炳宏、林義峰 

信義講堂 

B CO2技術 

林昇佃、潘詠庭 

慶琅廳 

C 生物催化反應 

王勝仕、陳嘉明 

楊斌彥廳 

D 反應工程 

黃朝偉、胡哲嘉 

N203 會議室 

 李積琛 A1I 陳敬勳 B1I 王  潔 C1I 陳炎洲 D1I 

 林裕川 A2I 陳浩銘 B2I 蔡伸隆 C2I 李奕霈 D2I 

 周鶴修 A3I 洪崧富 B3I 郭家宏 C3I Bhattacharjee D3O 

 陳嘉晉 A4I 藍伯威 B4O 王映筑 C4O 陳嘉明 D4I 

10:00~10:30 Coffee Break / Posters Session 鄭江樓一樓 主持人：游文岳 

10:30~12:00 

E 產業應用 

蔡振章、楊英傑 

信義講堂 

F 電催化 

黃炳照、龔仲偉 

慶琅廳 

G 觸媒材料及

鑑定 

鄭紀民、陳敬勳 

楊斌彥廳 

光觸媒論壇 

吳紀聖、蔡岳霖 

N203 會議室 

 黃安婗 E1I 林家裕 F1I 張凱富 G1O 黃嘉宏 

 楊英傑 E2I 陳學毓 F2O 蔡尚軒 G2O 蔡綸 

 郭修伯 E3I 潘詠庭 F3I 游文岳 G3I  

 湯偉鉦 E4I 陳秉謙 F4O 卓冠妤 G4O 

 吳威毅 E5I 龔仲偉 F5I 陳右瑜 G5O 

 李正光 E6I 吳恆良 F6I 林昇佃 G6I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英語報告競賽及壁報競賽 

14:00~15:30 

H 光催化 

&綠色化學 

鄧熙聖、林欣瑜 

信義講堂 

I 孔洞材料 

林嘉和、康敦彥 

慶琅廳 

J 環保技術 

林錕松、曾怡享 

楊斌彥廳 

 陳錦章 H1K 林嘉和 I1I 汪宗彥 J1O 

  陳璽安 I2O 王晏羚 J2O 

 高琨哲 H2O 康敦彥 I3I 林怡珍 J3O 

 LeDuy Nam H3O 胡哲嘉 I4I 李思偉 J4O 

 劉尚恩 H4O 廖淯富 I5O 黃晟瑞 J5O 

 黃品瑄 H5O 吳嘉文 I6I 楊念哲 J6O 

 

15:30~16:10 牟中原教授 退休茶敘 鄭江樓一樓 

16:10~17:10 (PL-04) 大會演講                 (鄭江樓信義講堂) 

主講人 ：牟中原 教授       主持人  彭旭明 院士 

題目：中孔洞材料的發展 

17:10~17:40 閉幕及頒獎 (鄭江樓信義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