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時間：107年10月26日(五)～27日(六)  會議地點：明志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 1001 號 
電話：07-3513121#3116  
傳真：07-3557586 

2018 年第 17 屆 
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 

指導單位：科技部、經濟部技術處 
主辦單位：明志科技大學 化工系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協辦單位：亞果生醫(股)公司  
贊助單位：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NPiL 天然物產業創新研究所 
聯亞科技(股)公司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化工組 
綠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宥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參加研討會 □參加會員大會 □晚宴 10/26 (可重複勾選) 

公  司/ 
學校名稱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會 員 別 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學生會員 非會員 聯 絡 人  

地   址    電    話 （  ）         
 分機 

姓   名 職    稱 E-mail 活動項目及午餐 

   
10/26 □用餐-葷 □用餐-素 □不用餐 
10/27 □用餐-葷 □用餐-素 □不用餐 

   
10/26 □用餐-葷 □用餐-素 □不用餐 
10/27 □用餐-葷 □用餐-素 □不用餐 

   
10/26 □用餐-葷 □用餐-素 □不用餐 
10/27 □用餐-葷 □用餐-素 □不用餐 

   
10/26 □用餐-葷 □用餐-素 □不用餐 
10/27 □用餐-葷 □用餐-素 □不用餐 

會   員：現場報名者 NT$1,500 元，10 月 18 日以前報名並繳交費用者，報名費優惠為 NT$ 1,200
元。非會員：現場報名者 NT$ 2,300 元（恕不打折），10 月 18 日以前報名並繳交費用者，報名費優

惠為 NT$2,000 元；並成為本會當年度之會員。學  生：現場報名者 NT$1,100 元，10 月 18 日以前

報名並繳交費用者，報名費優惠為 NT$ 800 元，報名時請務必附上有效學生證明。本會之團體會員

於 10 月 18 日以前報名並參加會員大會，優惠兩名免報名費。現場報名繳費者恕不優惠! 
費用包含：2 天茶點、午餐、晚宴、研討會論文摘要集暨大會手冊等。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只參加一天恕不退費。 

 
★上述個人資料本會僅作為訓練與學習相關服務使用，絕不另作其他用途。特此聲明！  

備註： 

 為統計參加人數及確定茶點數量，務必請於 10 月 18 日前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表請傳真至 07-355-7586(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或 e-mail 至協會，完成報名手續後，本會將製作

出席證，出席證於當日發送。 
 研討會地點：明志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 1 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 84 號 
 協會聯絡人：林倫仰小姐；服務電話：（07）3513121#3116； 

E-Mail：tscfa@mail.mirdc.org.tw   
 詳細交通說明請參閱下列網址：https://www.mcut.edu.tw/p/404-1000-26107.php?Lang=zh-tw 
 住宿：協會不安排住宿事宜，如需要住宿者請自訂，請參考協會網站住宿資訊(下載麗京棧

酒店訂房需求單)。http://www.tscfa.org.tw/new.asp#  
 晚宴地點：麗京棧酒店 麗緻廳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 7 段 36 號(機場捷運線 A6 泰山貴和

站) 
 付款方式：(請於 10/18 日前完成匯款，謝謝) 
λ 郵局劃撥帳戶：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帳號:42221636 
λ 銀行匯款戶名：社團法人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帳號:002-09-01847-9 (若以 ATM 轉帳請告知您的 
                姓名及轉帳帳號末五碼以便查對)，兆豐國際商銀 港都分行 代碼：017 

 

 
 
 
 
 
 
 
 
 
 

 

 
 
 
 
 
 

 
 

 

前 言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於 2004 年 6 月初創成立至今 14 年餘，積極推動「超臨界流體技術」產業應用與

發展，每年舉辦研討會、國外參訪團活動等經驗交流，以加速促成台灣超臨界流體技術研發與成果應用。
本會推動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制度，以整體行銷方式協助產業開拓商機、國際視野與潛力市場。 

配合捐助廠商之設備或產品展示，將吸引國內食品、生技製藥、生質能源、環保、石油化工、電機電
子、奈米材料、紡織、乾洗、醫療器材、精密金屬、精密陶瓷等相關應用領域之業者參與，期能開拓新市
場、創造應用商機。 

本屆研討會發表之技術重點為能源、環保、食品與生技、材料與精密製造、綠色技術等五大領域，將
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期能引入新技術應用之觀念及觸發潛在商機，深耕產業優勢技術，
有幾個廠家相繼投入超臨界流體染布批量生產、生質能源生產、節能節水製程等綠色技術。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主要任務為推動超臨界流體技術之產業應用與發展，並促進相關技術整合與昇
級，使成果商品化；同時，透過產學研合作，使國內超臨界流體技術能夠與國際並駕齊驅，目前有 16 家
團體會員，110 位個人會員；歡迎加入協會、參與協會的活動，使協會能為大家做更多的協助，為此綠色
製程生產、節能減碳技術做一個推廣的尖兵。 

印刷品 



 
 
編號 講  題 
PP 01 微藻濕藻體混合蓖麻油進行就地轉酯化反應製備生質柴油之研究 

PP 02 The selective hydrogenation of dioctyl phthalate over the Al-modified mesocellular foam 
supported rhodium catalyst 

PP 03 A cleaner route for hydrodeoxygenation of oleic acid in hexane containing pressurized CO2 over 
silica supported mono and multimetallic catalysts 

PP 04 環酮類添加劑對二氧化碳水合物生成特性之影響 
PP 05 生質廢棄物之水熱液化研究 

PP 06 合成鋁粉載體的鈀、銠及銠鈀合金奈米觸媒在超臨界二氧化碳流體中對多溴聯苯醚之脫溴
及降解催化反應 

PP 07 Solubility of sulfinpyrazone in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PP 08 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層析分離及純化母乳寡醣的研究 
PP 09 以超臨界二氧化碳流體萃取從黑芝麻萃取芝麻油之最適化程序研究 
PP 10 超臨界二氧化碳開發膠原蛋白敷料應用於傷口修復 
PP 11 超臨界二氧化碳技術開發膠原蛋白軟骨填料應用於軟骨組織工程 
PP 12 月桃籽超臨界流體萃取與應用 
PP 13 以單雙金屬觸媒氫化 BPA 型環氧樹脂 
PP 14 Effect of pressure on sc-Ar electroplating of Cu metal coatings 
PP 15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sc-Ar electroplating of Cu metal coatings 
PP 16 Cu metal coating electroplating under sc-Ar environment 
PP 17 氣體飽和溶液製備微粒法製備聚乙二醇微粒 
PP 18 改質反應性染料於超臨界二氧化碳染著尼龍織物之研究 

 
 
講員姓名  講者介紹與演講題目  

梁明在教授 
單位：義守大學化工系 
專長：化學工程 
研究方向：超臨界流體技術；塑膠發泡；連續層析技術 
演講題目：超臨界流體層析技術及其在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純化之應用 

謝達仁執行長 
單位：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專長：生物科技產業經營管理、醫療器材、生醫材料 
研究方向：運用超臨界二氧化碳技術於生物組織與器官之去細胞製程 
演講題目：超臨界二氧化碳流體萃取技術應用於生醫材料組織工程 

林義峯教授 
單位：中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專長：奈米孔洞材料、無機薄膜、氣凝膠、觸媒材料 
研究方向：超臨界流體乾燥技術、奈米材料合成、分離技術、二氧化碳催化反應 
演講題目：超臨界流體乾燥技術應用於氣凝膠材料製備之研究 

李明哲教授 
單位：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 
專長：熱力學 
研究方向：相平衡、綠色製程技術 
演講題目：相平衡了沒? 

林祥泰教授 
單位：國立台灣大學化工系 
專長：分子模擬、熱力學、相平衡、天然氣水合物、光電材料 
研究方向：物性理論計算與預測 
演講題目：預測固體溶質於超臨界二氧化碳之溶解度 

廖盛焜教授 

單位：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專長：纖維染整工程、奈米染顏料製備、纖維化學、染顏料合成技術、染整生產自動

化、染整廢水污染防治 
研究方向：纖維噴墨印染、皮革染色工程、染整污染防治與環保科技、纖維化學與染

顏料合成 
演講題目：零污染纖維染色與染料溶解度之探討 

馮瑞陽教授 

單位：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專長：分子束磊晶、化合物半導體材料、積體光電元件、光波導設計與模擬 
研究方向：高抗腐超流體系統、超臨界流體蝕刻技術、高深寬比結構與奈米薄膜 
演講題目：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於微奈米薄膜之蝕刻與剝離 

 

 

 

 

※如因不可抗拒因素,本會保有活動內容變更調整之權利。 

日期/時間 議程內容 
08:30~09:15 報到、註冊 
 主持人-孫傳家 
09:15~09:25 開幕式 主任委員致歡迎詞/貴賓致詞 
 主持人- 廖盛焜教授 

09:25~10:05 專題演講(I)–梁明在 超臨界流體層析技術及其在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純化
之應用 

10:05~10:45 專題演講(Ⅱ)–謝達仁 超臨界二氧化碳流體萃取技術應用於生醫材料組織
工程 

10:45~11:00 茶歇 

11:00~11:20 OP 01–劉冠汝 藉脂肪酶在超臨界二氧化碳中催化合成辣椒素及同
功異質物探討酵素特異性之變化 

11:20~11:40 OP 02–林智雄 超臨界二氧化碳萃取薑黃之研究 
11:40~12:00 OP 03–張芝綺 超臨界流體模擬移動床層析分離薑油活性成分 
12:00~13:00 午餐 
12:45~13:00 會員大會報到 
13:00~15:00 107 年度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主持人-劉冠汝教授 
15:00~16:30 茶歇、海報報告 PP1~PP18 及廠商展示區交流 
16:30~17:10 專題演講(Ш)–林義峯 超臨界流體乾燥技術應用於氣凝膠材料製備之研究 

17:10~17:30 OP 04–葉智哲 An analysis of SC-CO2 electroless deposition for NiP 
nanowires and its aspect ratio limitations 

10/26 
(週五) 

17:50~20:00 聯誼晚宴 
09:10~09:30 報到、註冊 
 主持人-蘇至善教授 
09:30~10:10 專題演講(IV)–李明哲 相平衡了沒? 
10:10~10:50 專題演講( )Ⅴ –林祥泰 預測固體溶質於超臨界二氧化碳之溶解度 
10:50~11:10 茶歇 
11:10~11:30 OP 05–蔡宗哲 藥物分子於超臨界二氧化碳中溶解度之預測 

11:30~11:50 OP 06–曾柏澍 超臨界流體技術在萃取暨模擬移動床層析分離丹參
酮之研究 

11:50~12:10 OP 07–李宗烜 
Morphology and aerosolization performance of 
mannitol particles produced using supercritical assisted 
atomization 

12:10~13:00 午餐 
 主持人-吳弦聰教授 
13:00~13:40 專題演講(Ⅵ)–廖盛焜 零污染纖維染色與染料溶解度之探討 
13:40~14:00 OP 08–徐士閔 超臨界流體香草萃取物保養品開發 

14:00~14:20 OP 09 –林宏全 超臨界流體物理發泡下碳酸鈣成核劑對乙烯醋酸乙
烯酯共聚物發泡材料影響 

14:20~14:40 OP 10–楊琮貿 利用超臨界溶液快速膨脹法進行對甲苯磺醯胺微粒
化之研究 

14:40~15:00 OP 11–楊鎮宇 利用超臨界反溶劑技術進行藥物柳氮磺胺吡啶高分
子固體分散微粒之製備 

15:00~15:20 茶歇 
 主持人-李明哲教授 
15:20~16:00 專題演講(Ⅶ)–馮瑞陽 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於微奈米薄膜之蝕刻與剝離 
16:00~16:20 頒發研究論文優良以及佳作獎 

10/27 
(週六) 

16:20~16:30 閉幕式&賦歸 
 

研討會議程 海報發表題目 

講者介紹與專題演講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