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
The 10th Cross Strait Forum on Composite Materials

(CSFCM‐10)
第二輪會議通知
臺灣‧台南 遠東科技大學
2015 年 08 月 11 ~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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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論壇組織機構
主 辦 單 位：臺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江蘇省複合材料學會
臺灣化學科技産業協進會
南京先進複合材料産業化促進協會
臺灣強化塑膠協進會
哈爾濱市南崗產業園區
哈爾濱市新材料協會
哈市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

承 辦 單 位： 臺灣遠東科技大學
協 辦 單 位： 新竹清華大學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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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科技大學
昆山科技大學
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紡織産業綜合研究所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工會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
台玻集團
華立集團
嘉鴻集團
和成企業
長興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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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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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太大學
南京大學
南京師範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東南大學
南京工業大學
南京林業大學
南京農業大學
河海大學
江南大學
中材科技南京玻璃纖維研究設計院
上海玻璃鋼研究所
哈爾濱玻璃鋼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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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海泰納米材料有限公司
江陰協統汽車附件有限公司
蘇州芳磊蜂窩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先進無機功能複合材料協同創新中心
鎮江經濟開發區
宿遷市湖濱新區高性能複合材料産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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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省納米産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南京瑞迪高新技術公司
南京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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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瑞迪高新技術公司
南京德嘉玻璃鋼材料有限公司
哈爾濱市南崗產業園區
哈爾濱市新材料協會
哈市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

會議名譽主席：林伯實、鄭文煜、杜善義、戴順智、張瑞欽、呂佳揚、吳澄清、王春生、王元仁、戴
順智、沈 健、聶 宏、

會 議 主 席：馬振基、陶 杰、赫曉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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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紅燕、王 玨、王 燕、王 俊、王榮國、王權泉、王繼隆、王 璐、王寅崗、方 海、白志中、白 晶、
包建春、申明霞、江金龍、江毅成、任 浩、仲崇玉、李 利、李有豐、李俊誼、李悌謙、芮祥鵬、汪
金普、吳昌謀、吳文勝、朱建軍、朱孔軍、朱永明、邢文灝、林再文、林清安、林立章、林英民、林志
善、林佳弘、林姿廷、林原彰、林銘偉、沈銘原、何秀橋、何春霞、官振豐、邱長塤、邱佑宗、邱顯堂、
邱添福、孟凡鈞、周 叮、周海燕、周德剛、周永發、姚正軍、馬振基、唐敏注、陳景祥、陳錦祥、陳
嘉勳、陳世傑、陳夏宗、陳中屏、陳 強、陳 輝、陳韋任、陳明清、陳世傑、崔益華、曹鳳根、張文前、
張志鵬、張博明、張瑞森、張其土、張美山、祖 群、施冬健、祝新俊、傅紅衛、陶 傑、葉銘泉、程逸
建、傅鶴齡、黃繼遠、黃曉華、黃國泓、賈敘東、賈麗霞、楊文光、趙 謙、翟華敏、鄭國彬、鄭登元、
鄭少棠、鄭廖平、賴森茂、賴秋君、孫建華、程逸建、劉國祥、劉暉麟、劉偉慶、劉雁杰、許富涼、劉
偉慶、劉傳慶、蕭耀貴、蘇樹久、萬 裏、關旭強、羅會安、蔣建清、繆雲良、赫曉東、薛 烽


組織委員會：
主

任：趙玨、張克成、崔益華、林文發

副主任：陳嘉勳、王榮國、李悌謙
委

員：官振豐、關旭強、林焜章、彭新志、江金龍、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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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耿 琨、洪愷妍、彭立翔

主要日程安排
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主要日程安排
日期
08 月 11 日
(境內外代表)

時間

主要內容

地點

14:00-24:00

報到註冊
酒店入住
歡迎晚宴

台南桂田酒店 一樓大廳
安排 遠東科技大學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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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歇

10:50-11:10

08 月 12 日
(境內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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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15:00

分會場報告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茶歇

15:00-15:15
15:15-16:45

分會場報告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演講廳、6F 階梯教室

16:45-17:45

兩岸商機綜合
座談— 新産品
及新技術發表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由主會場乘坐巴士至餐廳

17:45-18:30
18:30-20:30

08 月 13 日
(境內外代表)

晚宴

台南桂田酒店

20:30-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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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午餐
乘坐巴士至台南市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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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國宴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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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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須知
一、報到
會議註冊：08 月 11 日 14:00－24:00 台南桂田酒店 一樓大廳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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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
註 冊 費：(1)境內代表 NT 3000 元/人(臺灣化學科技産業協進會會員九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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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入賬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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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後收據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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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桂田酒店

時間:18:30－20:30

08 月 12 日午餐安排在遠東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外交誼廳

時間:12:10－13:15

08 月 12 日晚宴安排在台南桂田酒店

時間:18:30－20:30

08 月 13 日午餐安排高雄

時間:12:30－14:00

08 月 13 日晚宴安排台南安平國宴

時間:1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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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技大學大 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

住宿飯店及晚宴會場：台南桂田酒店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

08/13 晚宴會場：台南安平國宴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 40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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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6-2438999
電話：06-2801566

六、其他
參加會議的代表住宿費自理，離開前，請到總台辦理退房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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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遠東科技大學 交通路線：

住宿及晚宴資訊 :台南桂田酒店：http://www.queenaplaza.com/tainan/
08 月 13 日晚宴 (台南安平國宴) ： http://www.chous.com.tw/resteaurant/equip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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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
2015 年 08 月 11-13 日 臺灣,台南

會議回執
姓名

性別

職級/職稱

工作單位

學生代表

通訊地址

郵編
E-mail

聯絡電話
是否提交
論文

□是

□否
註冊費付款方式

是否口頭
發表論文

□是
□否

□是

□銀行匯款
□現金

□否

預定論文
題目
如需預定酒店
請選擇

商務單間
標準間

台南桂田飯店

是否參加
會後考察

□是

□否

是否參加
會後觀光旅遊

□是

□否

間
間

入住時間：08 月 11 日~8
月 13 日(2 晚)

備註
※回執提交截止日期：2015 年 7 月 30 日
※回執請上網至報名系統 http://www.feu.edu.tw/adms/iac/2015csfc/registration.html
或 傳真本表至 06‐5977115 或 電郵本表到 email: hckuan@cc.fe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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