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事長致詞 

各位貴賓、理監事、會員以及業界先進朋友們，大家好！今天很高興

與大家齊聚在這裡參加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一年一度的年度盛會，今年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延至 12 月舉辦，能實體聚集召開本次會員代表大會，

謹代表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歡迎所有嘉賓蒞臨。 

首先，要感謝各位理監事與會員朋友們的共同努力與奉獻，使協會的

業務發展與產業需求能夠鏈結；今年承蒙各位理監事、會員、專家學者、業

界朋友的支持、協助與捐助，相信本次研討會暨年會活動一定能夠順利圓滿

成功。 

本次大會邀請國內 1 位學界教授、2 位研究學者及 1 位業界專家蒞臨專

題演講，將與大家分享超臨界流體技術之最新應用趨勢與研發成果，並有應

用在能源與綠色製程、食品與生技醫藥及材料與精密製造等 3 個議題之口頭

與海報論文發表共 22 篇，期待藉著今天的活動，能促成更多交流與互動，

收穫滿盈。 

協會的功能與宗旨係在結合學術界與研發法人單位的能量，積極推動

國內超臨界流體技術產業化發展、促進產官學研之間的聯繫、推廣研發聯

盟與國際合作等工作，使產業發展得以持續茁壯。 

協會推動超臨界流體技術產業發展歷程中，藉著舉辦產業發展座談

會、研討會、國外廠商參訪、國際學術交流等活動，促使產業應用與發展有

新的契機。展望未來更需要全體會員的鼎力支持與愛護，請將協會介紹給您

的同事與朋友，一齊來加入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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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 

身體健康、事業興隆、大會成功！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理事長 謝達仁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1 日 



 

110 年度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會員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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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會議程 

110 年度(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11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 

年會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晚宴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花園餐廳 
 

110 年度年會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6:00~16:30 報到 

16:30~16:35 主席致詞 

16:35~17:15 會務報告 

17:15~17:40 提案討論 

17:40~18:00 臨時動議 

18:00~20:00 晚宴、頒贈捐助廠商感謝狀、研究論文優良獎及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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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暨年會籌備會工作組織表 
 
 
 
 
 
 
 
 
 
 
 
 
 
 
 
 
 
 
 
 
 
 
 
 
 
 
 
 
 
 
 
 

第 20 屆研討會暨 110 年度會員大會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 

謝達仁理事長 

副主任委員 

廖盛焜副理事長 

論文組 

5 人 
年會活動組 

2 人 
工作小組 

5 人 

郭子禎秘書長（召集人） 廖盛焜委員（召集人） 

蘇至善委員 

吳弦聰委員 

馮瑞陽委員 

劉冠汝委員 

協會 

郭子禎秘書長 

工作人員-吳家瑩 

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 

論文組任務： 
論文主題研擬 

論文徵求截止日期 

論文摘要審查 

研究優良論文獎審查 

國內外專家演講講者邀請 

年會活動組任務： 
年會地點選擇 

年會規模規劃 

年會活動重點 

年會貴賓邀請 

工作小組任務： 
研討會及年會細部規劃 

承籌備會各委員執行工作 

研討會、年會場地佈置 

徵求廠商贊助 

廠商廣告 

研討會及年會細項工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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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九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教授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秘書長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至善常務理事 

第九屆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候補理事 梁明在 達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候補理事 劉冠汝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 

候補理事 洪俊宏 財團法人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組長 

候補理事 曾裕峰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綠能科技研究所/副所長 

候補理事 葉早發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候補監事 李金樹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謝達仁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副理事長 廖盛焜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教授 

常務理事 陳進明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執行長 

常務理事 蘇至善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總經理 

理事 梁茹茜 烜程系統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理事 吳弦聰 明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副教授 

理事 陳余芳 品蒝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理事 江忠鴻 達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理事 黃松筠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理事 葉樹開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副教授 

理事 王順仁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理事 劉遨翔 台灣端板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理事 楊顏福 中平有限公司/負責人(經理) 

理事 謝昌衛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常務監事 邱永和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監事 孫傳家 全研科技有限公司/顧問 

監事 廖怡禎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管理所/所長 

監事 馮瑞陽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監事 謝介銘 國立中央大學化材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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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組織架構及職掌 

 
 
 
 
 

 
 
 
 
 
 

 
 
 
 
 
 
 
 
 
 
 
 
 
 
一、會員代表大會：為協會最高權力機構，下設理事會、監事會。 
二、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 
三、理事會：下設常務理事五人及秘書處，由秘書長總理協會各項行政事務。 

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工作人員若干人。 
四、委員會：於理事會下設各種委員會，由理事擔任主任委員。 

技術合作委員會：推動產學研技術合作，籌組研發聯盟等。 
產業推廣委員會：產業資訊交流、教育訓練、技術推廣、參展活動等。 
國際交流委員會：籌辦國際研討會、國外考察、參與國際性研討會，以及邀請國外專

家、學者來台演講、指導等。 

監事會 

常務監事 

理事會 

理事長 
秘書處 

會員代表大會 
95 年 11 月 23 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技
術
合
作
委
員 

產
業
推
廣
委
員 

國
際
交
流
委
員 

4



 

五、捐助研討會及年會活動之機關、廠商名錄 

 贊助款 

編號 捐 助 單 位 
捐助金額 

(萬元) 

1 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20 

2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3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謝理事長 10 

4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7 

5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NPiL 天然物創新應用組 
5 

6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3 

7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3 

8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綠能科技研究所 
2 

9 歐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10 品睿牙醫診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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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花籃 

1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輕金屬協會 

3 台灣銲接協會 

4 台灣鍛造協會 

5 台灣鑄造學會 

6 易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8 歐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表以贊助單位筆劃為序 
 

 贊助場地 

劉冠汝(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2,000 元整 

 

 贊助禮品 

綠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禮品 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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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9 年度會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 決議通過第一案：有關本會「110 年度工作計畫書」。 
執行情形：已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台超協字第 109012 號函內政部

備查。 
 

（二） 決議通過第二案：有關本會「110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及「工作

人員待遇表」等。 
執行情形：已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台超協字第 109012 號函內政部

備查。 
 

（三）決議通過第三案：有關本會「108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執行情形：已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台超協字第 109012 號函內政部

備查。 
 

（四）決議通過第四案：有關本會「108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等。 
執行情形：已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台超協字第 109012 號函內政部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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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9、110 年度會務與活動報告 
 
甲：理事會工作報告 

（一） 會員招募 
本年度有效會員數總計團體會員 23 家，個人會員 96 人。本年度新增團體會員

3 家，永久個人會員新增 2 位，學生會員新增 15 位。 
 

（二） 協會網站 
協會網站：https://www.tscfa.org.tw/ 

 

（三） 會員服務 
 拜訪新團體會員廠商：達諾生技(股)公司、興采實業(股)公司、台灣中油(股)

公司綠能科技研究所、綠茵生技(股)公司、味丹生物科技(股)公司，瞭解

會員工廠所需，提供適時服務。 
 發行電子報第 165 期至第 177 期。 

 協會向政府申請 109 年度「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傳統產業創新研

發」主題式研發計畫補助個案計畫，協助本會會員廠商更有效瞭解政府所

推出之各項資源與申請管道，透過申請計畫助，以紓解營業額下滑之衝擊。 

 提供本會團體會員－綠茵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超臨界流體萃取設備採購技

術諮詢服務。 

 

（四） 超臨界流體產業發展推動 
協會媒合專家進行協助與輔導，研擬計畫申請研發補助以留住研發人才，維持

企業創新動力。 

 

（五） 第九屆理監事會運作 
 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時間：109 年 11 月 26 日(四) 
地點：亞果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出席人員：理事、監事及相關人員 
重要決議事項： 
1. 通過本會「2020 年研討會暨會員大會會後檢討與建議討論案」。 
2. 通過本會「2021 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主題與格式案。 
3. 通過本會「2021 年第 20 屆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及年會」籌備委

員會案。 
4. 通過本會「2021 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擬邀請講者案。 

8



 

5. 通過臨時動議：理監事會議安排至團體會員公司舉辦，關懷會員廠商並藉此促

進交流。 
6. 選舉第 9 屆常務監事、常務理事及正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選舉結果 
常務理事當選人：謝達仁、廖盛焜、陳進明、蘇至善、余榮彬 

常務監事選舉結果 

常務監事當選人：邱永和 

理事長選舉 

理事長當選人：謝達仁 

副理事長選舉 

副理事長當選人：廖盛焜 

 
 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時間：110 年 3 月 30 日(二) 
地點：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觀音染整廠 

出席人員：理事、監事及相關人員 
重要決議事項： 

1. 通過本會「108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案。 
2. 通過本會「108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案。 
3. 通過本會「2021 年第 20 屆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草案。 
4. 通過本會「2021 年 20 屆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報名費建議案。 
5. 通過本會研討會網站設計與選單內容案。 
 

 第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視訊會議 
時間：110 年 6 月 10 日(四)  
出席人員：理事、監事及相關人員 
重要決議事項： 
1. 通過本會「109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2. 通過本會「109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 
3. 通過本會「2021 年第 20 屆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暨第九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規劃草案。 
4. 通過本會網站重建與代管單位。 
5. 通過本會網站重建內容。 
 

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時間：110 年 9 月 16 日(四) 
地點：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綠能科技研究所 
出席人員：理事、監事及相關人員 
重要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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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本會「2021 年第 20 屆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暨會員大會」規

劃草案。 
2. 通過本會「111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111 年度工作計畫書」。 
3. 通過本會「109 年度監事會監察報告」。 
4. 通過本會「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110 年度會員大會手冊目錄」。 
5. 通過本會「109 年度會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6. 通過本會「109、110 年度會務與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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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監事會工作報告： 

（一）本會109年度歲入歲出預算，已於108年度會員大會之議案中決議通過在案。 

（二）本會 109 年 01 月 0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財務監察情形： 

1.收入部分：109 年度預計歲入：新台幣 1,158,800 元。 

109 年度實際歲入：新台幣 965,818 元。 

收入來源：入會費、常年會費、會員捐助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等。 

2.支出部分：109 年度預計歲出：新台幣 1,158,800 元。 

109 年度實際歲出：新台幣 853,143 元。 

3.109 年度餘絀：新台幣 112,675 元。 

 （三）累積結餘：新台幣 707,420 元。 

 （四）本會各項會務運作及財務處理，都符合法令並與內政部主管機關做聯繫溝

通。另本會現有會務工作人員一人，人事力求精簡，並加強網站及電腦作

業功能，提高服務會員效率，發揮協會功效。 

 

以上敬請 

公鑒 

 

 

第九屆監事會召集人邱永和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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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活動報告 

 第十九屆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 

（1） 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2） 地點：逢甲大學人言大樓地下室 1 樓第四、第六國際會議廳 

（3） 出席人數：88 人（廠商家數：17 家） 

（4） 邀請專題演講：4 人 

（5） 論文發表：22 篇（口頭發表 8 篇，海報發表 14 篇） 
 

 一○九年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 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 

（2） 地點：逢甲大學人言大樓地下室 1 樓第六國際會議廳 

（3） 出席人數：88 人（應出席人數 120 人，請假 32 人） 

聯誼晚宴地點：星享道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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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九屆理事會 

案由：本會「111 年度工作計畫書」，提請審議。 

說明： 

1.本案業經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提請大會審議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2.本會「111 年度工作計畫書」詳如附件(一)。 

決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九屆理事會 

案由：本會「111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提請審議。 

說明： 

1.本案業經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提請大會審議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2.本會「111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詳如附件(二)。 

決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九屆理事會 

案由：本會「109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提請審議。 

說明： 

1.本案業經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提請大會審議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2.本會「109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詳如附件(三)。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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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第九屆理事會 

案由：本會「109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

表」，提請審議。 

說明： 

1.本案業經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提請大會審議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2.本會「109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

詳如附件(四)。 

決議： 

 

九、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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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 
（一）111 年度工作計畫書 

工作項目 實施說明 預定進度 備註 

一、會務  

(一)會議 

1.召開會員大會   決定大會召開日期。  
  召開秘書處會議，籌劃大

會事宜。  
  組成籌備委員會執行。  
  徵求捐助機構、廠商。  

預定 111 年 10 月中  

2.定期舉行理、監事

會 
  依據章程規定辦理。  
  每年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召開。  

定期舉行或依需要

臨時召開 
 

3.其他   召開秘書處會議，討論會

務推動事宜。  
持續辦理  

(二)會籍管理 
1.吸收會員   結合活動招募會員，預定

透過今年的國內、外活動

廣邀入會。  
  拜 會 超 臨 界 流 體 技 術 潛

力使用者，邀請入會。  
  請協會理事、監事推薦。  

持續辦理  

2.會籍資料管理、更

新 
  建立會員電子資料檔。  
  定期更新檔案資料。  

已建立完成，隨時

更新 
 

(三)會員服務 

1.提供產業資訊   網站維護、資料更新。

ht tps://www.tscfa.org.tw 
持續辦理 
 

 

2.會員服務   拜訪團體會員廠商，瞭解

會員工廠所需，提供適時

服務。  
  提供會員技術諮詢服務。  
  發行電子報，介紹協會團

體 會 員 與 超 臨 界 流 體 技

術專家。  
  開闢會員專區，提供有價

值的資訊。  

持續辦理 
 
 
每月發行 

 

(四)其他   有關會務推動事宜 隨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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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 
(一)國際交流活動   邀請國外專家來台演講。  

  國外產業發展策略交流。  
  組 團 至 國 外 參 加 超 臨 界

流體技術相關研討會。  

因應國際疫情狀況  

(二)技術應用研討會   籌劃 SuperGreen 2022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percrit ical 

Fluids。  

配合年會舉辦 
依照國際研討會議

規劃時程辦理 

 

(三)訓練班課程   高 壓 氣 體 特 定 設 備 操 作

人 員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班。  
  超臨界流體技術訓練班。  
  年輕學子體驗營。  
  產業應用實務營。  

依產業需求不定期

舉辦 
 
視國內疫情狀況規

劃辦理 

 

(四)超臨界流體產業發

展推動 
  舉 辦 超 臨 界 流 體 技 術 應

用成果發表會。  
  協 助 會 員 申 請 政 府 輔 導

計畫。  
  籌 組 產 學 合 作 研 發 聯 盟

計畫。  

規劃辦理一場 
 
依會員需求辦理 
依會員需求辦理 

 

(五)規劃下年度工作

計畫 
  規劃下年度會務工作。  
  完成下年度工作計畫書。  

依時程辦理  

三、財務 
(一)健全財務   依 據 本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書

與預算書確實執行計畫。 
  嚴 格 控 管 本 年 度 經 費 運

用。  
  開拓新財務來源。  

持續辦理  

(二)收取會費   依章程規定，按時向會員

收取會費。  
持續辦理  

(三)徵求捐助   向會員或外界募款，維持

對 會 員 服 務 與 協 會 正 常

運作。  

配合年會及重要活

動，徵求捐助。 
 

(四)編列下年度預算   依 據 下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編

列年度預算書。  
  完成下年度預算書。  

預計 111年 10月編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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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9、110 年度協會活動照片
共同主辦單位：逢甲大學工程與科學學院 地點：逢甲大學人言大樓 B1F『第六國際會議廳』 
參加對象：會員、各大專院校教師、學生及廠商 時間：109/10/23（五）10:30-15:30 

研討會報到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謝達仁理事長致詞 

逢甲大學工程與科學學院/王啟昌院長致詞 逢甲大學/主持人廖盛焜教授開幕致詞 

專題演講:達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梁明在總經理 
【超臨界流體模擬移動床技術及其在魚油產業應用現狀】 

專題演講: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系/葉樹開教授 
【彈性體超臨界發泡技術之進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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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 
李金樹教授(楊琮貿助理教授代理) 

【超臨界流體運用於廢舊含能材料之處理】

專題演講:亞果生醫(股)公司/Srinivasan Periasamy 
【Role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extraction technology 

in tissue engineer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論文發表: Avinash B. Lende 博士生 論文發表: 葉怡君研究員 

論文發表: 陳昀研究生 論文發表: 張式鈺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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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林漢權研究生 論文發表: 王暄文研究生 

論文發表: 黃彥剴研究生 論文發表: 馮瑞陽助理教授 

論文海報展 論文海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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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謝達仁理事長致詞

會務報告、提案討論/郭子禎秘書長 監事會工作報告/邱永和常務監事 

臨時動議/金屬中心陳進明副執行長 第九屆理監事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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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開票作業 監事開票作業 

會員交流 贊助廠商展位：亞果生醫(股)公司 

贊助廠商展位：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 贊助廠商展位：喬璞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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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贈邀請講者感謝狀予達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梁明在總經理

頒贈邀請講者感謝狀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系
葉樹開教授 

頒贈邀請講者感謝狀予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
材料工程學系 葉早發教授代表領獎

頒贈邀請講者感謝狀予亞果生醫(股)公司 
Srinivasan Periasamy 博士研究員 

宣佈第九屆理事當選名單 宣佈第九屆監事當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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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晚宴 
地點：星享道酒店 2 樓愛鑽 AB 廳 時間：109/10/23（五）18:00-20:00 

頒贈贊助廠商感謝狀-亞果生醫(股)公司 
謝達仁執行長代表領獎

頒贈贊助廠商感謝狀-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 
邱永和協理代表領獎

頒贈贊助廠商感謝狀-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謝達仁理事長領獎

頒贈贊助廠商感謝狀-聯華氣體工業(股)公司 
王順仁經理代表領獎

頒贈贊助廠商感謝狀-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余榮彬總經理代表領獎

頒贈贊助廠商感謝狀-金屬中心 
陳進明副執行長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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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贈贊助廠商感謝狀-喬璞科技有限公司 
包曉青專案經理代表領獎 

頒贈贊助廠商感謝狀-品睿牙醫診所 
陳余芳總經理代表領獎 

頒贈共同舉辦研討會感謝狀予逢甲大學工程與科

學學院 廖盛焜教授代表領獎 
研討會聯誼晚宴一隅 

研討會聯誼晚宴一隅 研討會聯誼晚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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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贈研討會主持人感謝狀予逢甲大學纖複系
廖盛焜教授

頒贈研討會主持人感謝狀予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系
蘇至善教授

頒贈研討會主持人感謝狀予明志科技大學化工系
吳弦聰教授 

頒贈研討會主持人感謝狀予澎湖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劉冠汝教授

頒贈研討會主持人感謝狀予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馮瑞陽教授

頒贈研討會主持人感謝狀予金屬中心能源與精敏
系統設備處 郭子禎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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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馮瑞陽助理教授
榮獲第 14 屆論文優良獎 

恭賀明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林漢權研究生
榮獲第 14 屆論文優良獎 

恭賀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王暄文研究生

榮獲第 14 屆論文佳作獎 

恭賀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 Saurav Bhattacharjee 
榮獲第 14 屆優良海報論文獎(同學代表領獎) 

恭賀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鄭雅方研究生

榮獲第 14 屆優良海報論文獎 

恭賀亞果生醫(股)公司 Srinivasan Periasamy 博士 
榮獲第 14 屆佳作海報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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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李志銓研究生
榮獲第 14 屆佳作海報論文獎 恭賀今日壽星~品睿牙醫診所陳余芳總經理 

10 月壽星發表感言~謝達仁理事長 10 月壽星發表感言~王順仁經理 

祝福各位願望成真~ 生日大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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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期：109/11/26 地點：亞果生醫(股)公司 

第九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期：110/3/30 地點：興采實業(股)公司 

陳國欽董事長親自介紹興采實業(股)公司 

陳國欽董事長介紹公司特色產品
頒贈禮盒予興采實業(股)公司 

感謝辦理此次參訪活動與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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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贈感謝狀予興采實業(股)公司 理監事大合影

第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期：110/6/10 地點：視訊線上會議

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期：110/9/16 地點：台灣中油(股)公司 綠能科技研究所 

曾裕峰副所長歡迎理監事蒞臨 頒贈感謝狀予台灣中油(股)公司綠能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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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會章程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章程 
民國93年6月23日成立大會通過 

民國95年11月23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0月28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會名稱為「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Taiwan Super-Critical Fluid 
Association, TSCFA）（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推動超臨界流體之產業應用發展並促進相關技術整合

與昇級。 
「超臨界流體」之定義：當流體的溫度及壓力達到某一特定點時

，汽液兩相密度趨於相同而合併為一均勻相，此一特定點即定義

為該流體的臨界點。當任一流體的溫度及壓力均超越臨界點而達

到超臨界狀態，此時之流體即定義為超臨界流體。 
第 三 條：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

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推動超臨界流體技術之研究發展與商業化。 
二、搜集、整理與擴散國內外超臨界流體技術與市場智財情報

資料。 
三、培訓超臨界流體技術人才。 
四、促進國內外相關組織之聯繫交流。 
五、推動產官學研合作。 

第 六 條：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一、本會會員分列五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廿歲且已從事或對超臨

界流體技術有興趣者，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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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本會之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已從事或有意從事超臨界流體相關製程、應

用、軟體設計、電子商務與設備、原物料供應等廠商或相

關之研究機構，得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查並繳納入會費

後，得為本會團體會員。團體會員得推派會員代表三員，

以行使會員權利。 
(三)贊助會員：凡志願贊助本會宗旨之公、私立機構團體得申

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得為本會之贊助會員。 
(四)名譽會員：凡對超臨界流體領域有特殊成就或重大貢獻者

，由個人會員或會員代表十人以上之推薦，經理事會提交

會員大會通過後，由本會聘為名譽會員。 
(五)學生會員：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學生。 

二、前(一)(二)款會員名冊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八 條：本會會員享有下列各項權利： 

一、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贊助會員、

名譽會員、學生會員及未按期繳納會費之會員無此權利）。 
二、得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並享有優先權及各項優惠。 
三、享有取得產業資訊與資訊交流的權利。 

第 九 條：本會會員應有下列各項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按期繳納會費。 
三、出席會員大會，並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協助提供相關產業資訊及配合產業推廣。 

第 十 條：會員有違反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

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

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開除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會員得以書面或電話或電子郵件向本會聲明退會，或連續兩年

未繳交年費者自動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

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

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二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定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39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五條：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

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

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

，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

考名單。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

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本理監事均為無給職，理監事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但

理事長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十七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八條：本會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

理事中選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對內綜理事務，召集理事會、理監事聯席會、會員大會，並

為會議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

。 
第十九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定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條：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

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

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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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廿二條：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及工作人員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日常

會務，以上人員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

管機關核備。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工作人員權

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長訂定之。 
第廿三條：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

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廿四條：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卸任理事長為榮譽理事長，其聘期與當任

理事長任期同。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

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廿五條：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廿六條：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

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廿七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廿八條：本會理監事會開會次數依照內政部社會司團體法之規定辦理，

每年理監事開會次數及時程則依當年度工作計畫排定之，但若

有特別事項需由理監事決議者，則得召開臨時會議或聯席會議

。 
第廿九條：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

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視同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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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 費 

第三十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員入會費： 

(一)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整。 
(二)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元整。 
(三)學生會員、博士後研究人員：新台幣參佰元整。 

二、常年會費： 
(一)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整。 
(二)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元整。 
(三)學生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整。 
(四)博士後研究人員：新台幣柒佰伍拾元整。 

新入會者於06月30日以前繳交全年費用，07月01日以後繳交半
年費用。 
本會個人會員凡一次繳納十年常年會費者即成為永久會員，以
後得免繳常年會費。 
三、自由贊助款。 
四、基金之孳息。 
五、其他收入。 

第卅一條：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第卅二條：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
、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
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
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
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
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
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卅三條：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卅四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五條：本章程經會員(含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變更時亦同。 
第卅六條：本章程經本會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通過。報經內政部九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台內社字第
0960144358號函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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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一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黃文星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副理事長 余榮彬 工研院環安中心副主任 
常務理事 談駿嵩 清大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林瑞岳 南緯（股）公司董事長 
常務理事 周芳樹 聯華氣體（股）公司總工程師 
理事 何子龍 民欣機械（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許信惠 亞炬（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陳延平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李亮三 中央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廖怡禎 義美食品（股）公司主任 
理事 郭子禎 金屬中心精密機電組組長 
理事 陳文卿 工研院環安中心組長 
理事 李明哲 台灣科大化工系教授 
理事 梁明在 義守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理事 曾正偉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常務監事 邱永和 南緯（股）公司董事長特助 
監事 林河木 台灣科大化工系教授 
監事 喻家駿 逢甲大學環科系教授 
監事 林益成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執行長 
監事 陳明德 工研院環安中心經理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常務理事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理事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延平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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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林瑞岳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董事長 
副理事長 談駿嵩 清大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顏溪成 工研院能環所副所長 
常務理事 鍾自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執行長 
常務理事 周芳樹 聯華氣體（股）公司總工程師 
理事 陳延平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廖怡禎 義美食品（股）公司主任 
理事 林河木 台灣科大化工系教授 
理事 郭子禎 金屬中心精密機電組組長 
理事 黃文田 喬志亞（股）公司董事長 
理事 梁明在 義守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理事 何子龍 民欣機械實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曾正偉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李亮三 中央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凌永健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常務監事 李明哲 台灣科大化工系教授 
監事 邱永和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協理 
監事 余榮彬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總經理 
監事 連培榮 金屬中心精密機電組 
監事 喻家駿 逢甲大學環科系教授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常務理事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理事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延平理事 
 

第二屆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候補理事 許瑞祺 長庚大學化工系教授 
候補理事 楊為丞 三福氣體（股）公司副理 
候補理事 張學明 工研院材化所主任 
候補理事 姚俊旭 中華醫事學院環安系主任 
候補理事 劉吉青 NATEX 公司駐台代表 
候補監事 張仲讓 亞炬企業（股）公司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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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林瑞岳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董事長 
副理事長 談駿嵩 清大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林河木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 
常務理事 鍾自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執行長 
常務理事 陳延平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郭子禎 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組長 
理事 梁明在 義守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理事 張傑明 中興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許信惠 亞炬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余榮彬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總經理 
理事 曾益河 聯華氣體工業(股)公司副總經理 
理事 凌永健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理事 曾正偉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劉吉青 Natex 公司台灣區代表經理 
理事 何子龍 台超科技（股）公司副董事長 
常務監事 李亮三 中央大學化工系教授 
監事 李明哲 台灣科大化工系教授 
監事 邱永和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協理 
監事 喻家駿 逢甲大學環科系教授 
監事 廖怡禎 義美食品（股）公司主任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常務理事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理事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延平理事 

 
第三屆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候補理事 黃文田 喬志亞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候補理事 林昭任 中正大學化工系教授 
候補理事 蔡宗義 港香蘭藥廠(股)公司董事長 
候補理事 蔡金朝 丞茗精密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候補理事 黃天然 奧麗康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候補監事 廖盛焜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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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黃文田 喬本生醫（股）公司董事長 
副理事長 林河木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 
常務理事 談駿嵩 清大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陳延平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鍾自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執行長 
理事 梁明在 義守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理事 張傑明 中興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郭子禎 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組長 
理事 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總經理 
理事 邱永和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協理 
理事 廖盛焜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教授兼學務長 
理事 曾正偉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許信惠 亞炬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曾憲中 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院長 
理事 包鍾鳴 聯亞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常務監事 廖怡禎 味全食品公司中央研究所協理 
監事 李明哲 台灣科大化工系教授 
監事 李亮三 中央大學化工系教授 
監事 賈澤民 輔英科技大學環境生命學院院長 
監事 陳林山 大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常務理事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理事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延平理事 

 
第四屆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候補理事 凌永健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候補理事 劉吉青 Natex 公司台灣區代表經理 
候補理事 蔡文達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教授 
候補理事 劉敏信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副教授 
候補理事 張春生 南台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副教授 
候補監事 喻家駿 逢甲大學環科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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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黃文田 喬本生醫（股）公司董事長 
副理事長 林河木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名譽教授 
常務理事 談駿嵩 清大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梁明在 義守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常務理事 郭子禎 金屬中心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副處長 
理事 陳延平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廖盛焜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教授 
理事 許信惠 亞炬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喻家駿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理事 陳進明 金屬中心副執行長 
理事 包鍾鳴 聯亞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理事 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總經理 
理事 陳一圈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副總經理 
理事 曾正偉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翁潤身 五王糧食(股)公司總經理 
常務監事 廖怡禎 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秘書長 
監事 李明哲 台灣科大化工系教授 
監事 吳弦聰 明志技大化工系副教授 
監事 李亮三 中央大學化工系教授 
監事 陳林山 大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常務理事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常務理事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延平理事 

 
第五屆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候補理事 蔡文達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教授 
候補理事 陳世明 義守大學化工系教授 
候補理事 廖哲逸 喬志亞生技(股)公司廠長 
候補理事 賈澤民 輔英科技大學環境生命學院院長 
候補理事 曾憲中 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院長 
候補監事 梁茹茜 義守大學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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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包鍾鳴 聯亞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副理事長 李明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談駿嵩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郭子禎 金屬中心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副處長 
常務理事 梁明在 義守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理事 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總經理 
理事 廖盛焜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教授 
理事 陳一圈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執行副總 
理事 曾國棠 太平洋農業生技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理事 曾正偉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陳延平 國立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葉早發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理事 劉冠汝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 
理事 許信惠 亞炬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蘇至善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常務監事 邱永和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協理 
監事 廖怡禎 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顧問 
監事 喻家駿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監事 謝達仁 亞果生醫(股)公司執行長 
監事 吳弦聰 明志技大化工系副教授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常務理事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常務理事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延平理事 
 
                   第六屆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候補理事 賈澤民 輔英科技大學超臨界流體技術研發總中心主任 
候補理事 李金樹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候補理事 陳進明 金屬中心副執行長 
候補理事 陳世明 義守大學化工系教授 
候補監事 梁茹茜 喬璞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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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常務理事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常務理事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延平理事 
 
                   第七屆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候補理事 蔡宗鳴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候補理事 洪俊宏 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副組長 
候補理事 李金樹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材系副教授 
候補理事 蔡昭雄 臺灣發展研究院傳統醫療與健康美學研究所所長 
候補理事 陳俊吉 東聯化學氣體(股)公司營業部經理 
候補監事 王詩涵 雲林科技大學化材系副教授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包鍾鳴 聯亞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副理事長 李明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談駿嵩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 
常務理事 郭子禎 金屬中心能源與精敏系統設備處副處長 
常務理事 廖盛焜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教授 
理事 梁明在 義守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理事 蘇至善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理事 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總經理 
理事 陳一圈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執行副總 
理事 葉早發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理事 謝達仁 亞果生醫(股)公司執行長 
理事 劉冠汝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 
理事 許信惠 亞炬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理事 劉遨翔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公司經理 
理事 楊明誌 寰宇生物科技(股)公司嘉義研發處經理 
常務監事 邱永和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協理 
監事 廖怡禎 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顧問 
監事 喻家駿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監事 吳弦聰 明志技大化工系副教授 
監事 連培榮 金屬中心天然物創新應用組組長 

49



 

第八屆理事、監事及委員會名單 

 

技術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談駿嵩理事 
產業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郭子禎秘書長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至善常務理事 

第八屆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名單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候補理事 劉冠汝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 
候補理事 蔡昭雄 臺灣中原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候補理事 張鼎張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講座教授 
候補理事 陳余芳 品蒝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品睿牙醫診所總經理 
候補理事 陳俊吉 東聯化學氣體(股)公司資深經理 
候補監事 王詩涵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化材系副教授 

協會職稱 姓名 現  職 
理事長 謝達仁 亞果生醫(股)公司執行長 

副理事長 廖盛焜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教授 
常務理事 陳進明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執行長 
常務理事 梁明在 達諾生技(股)公司總經理 
常務理事 蘇至善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李明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談駿嵩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 
理事 孫傳家 全研科技有限公司顧問 
理事 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總經理 
理事 洪俊宏 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組長 
理事 梁茹茜 喬璞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理事 王順仁 聯華氣體工業(股)公司業務經理 
理事 劉遨翔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公司台北廠廠長 
理事 楊顏福 中平有限公司負責人 
理事 謝昌衛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常務監事 邱永和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協理 
監事 廖怡禎 愛之味(股)公司食品安全管理所所長 
監事 吳弦聰 明志科技大學化工系副教授 
監事 游錦華 易度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監事 馮瑞陽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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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員名冊 

會員名冊 

團體會員 

 

序號 編號 團體名稱 業務項目 代表人 
林瑞岳 

邱永和 1 A001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
公司 

超臨界流體設備專業製程設計、機台製造
服務、洗淨/萃取代工服務、輔助溶劑銷售 

蔡坤保 

許弘翰 
陳民仁 2 A003 亞炬企業(股)公司 生化、化工、製藥等設備、超臨界流體設

備設計、製造、製程開發等 
張仲讓 

包鍾鳴 

陳信全 3 A005 聯華氣體工業(股)公司 

液態「氧、氮、氬、氫、乙炔」、超高純
度「氧、氮、氬、氫」、稀有氣體、各種

標準氣體、高純度液態二氧化碳、醫療氣
體、氣體應用設備、醫療器材等 王順仁 

郭肇元 

黃嘉慶 4 A007 喬本生醫(股)公司 

超臨界 CO2 萃取平台之相關產品(如:芝麻

素、薏苡酯、龍眼核皂甘、奇異果鯊烯及
超臨界 CO2 萃取之中草藥產品等)、乳品

與包裝飲用水等各類食品 顏宏恩 

曾正偉 

林棟樑 5 A010 
台灣端板鋼鐵企業(股)
公司 

端板、各類液氣體貯槽、熱交換器、反應
槽、鋼構設備等各類設備 

劉遨翔 

盧文章 

陳國帝 6 A015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能源、資源、生技、環保科技服務、經濟

部科專與能專研究與技術移轉、政府與民
營工業服務 韓忠正 

陳進明 

洪俊宏 7 A016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金屬及其相關工業所需生產與管理技術

之研究發展與推廣、超臨界流體設備設計

製造與製程開發 連培榮 

唐靜雯 

張昌榮 8 A017 
工研院材化所 纖維暨

紡織化學品技術組 
化學、電子、材料、礦業、金屬治錬、機

械等研究發展服務 
董泯言 

李煌基 

李俊緯 9 A026 哈特曼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威普克高壓泵、潤滑和沖洗系統、測量和

調整系統、全套的控制系統 
趙志賢 

蘇聖強 

呂東霖 10 A031 大儀(股)公司 
日本 NIKKISO 無軸封泵浦,德國 LEWA 超臨

界流體應用高壓泵浦與 LEWA Ecoprime 液相

層析儀等套裝設備之台灣總代理 謝政達 

王博弘 

周繼蕭 11 A032 台灣柏朗豪斯特(股)公司 流量計製造業 
王和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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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團體名稱 業務項目 代表人 
謝達仁 

顏克中 12 A034 亞果生醫(股)公司 生技醫材 
魏肇怡 

陳俊吉 

李金達 13 A035 東聯化學(股)公司 

乙二醇產品系列：乙二醇與環氧乙烷；特

化產品系列：乙醇胺、碳酸乙烯酯、環氧

乙烷衍生物；氣體產品：氮、氧、氬、二

氧化碳等氣態或液態產品 黃俊豐 

陳央諭 

陳韋甄 14 A036 歐境企業(股)公司 機械設備製造 

薛家麟 

游錦華 

林育銘 15 A039 易度企業(股)公司 自動化表面處理設備及各項週邊設備、

PCB 製程設備、廢水處理設備 

呂淑婷 

陳鴻儀 

洪火炎 16 A040 連淨綠色科技(股)公司 

食用油脂製造業、農作物栽培業、食品什

貨、飲料零售業、日常用品批發業、清潔

用品零售業、化妝品零售業、農產品零售

業 林世杰 

曾裕峰 

陳瑞惠 

17 A041 
台灣中油(股)公司綠能

科技研究所 

1)配合政府推動新能源政策，開創創能、

儲能、節能之三能產業。 
2)協助公司拓展現有之營業範疇，及早由

石油煉製 (Oil-refinery) 產業逐漸跨入生

質物煉製 (Bio-refinery) 以及再生能源與

環保節能之綠能產業。 

翁堉翔 

黃松筠 

張立勳 
18 A042 興采實業(股)公司 

紡紗業、織布、印染整理、成衣、製造、

國際貿易 

鄭志賢 

江忠鴻 

吳守方 19 A043 達諾生技(股)公司 生產高純度魚油 

廖哲逸 

陳冠翰 

蕭宏基 20 A044 愛之味(股)公司 醬菜食品、調味食品、甜點食品、健康飲

料、乳製品 
周俊良 

徐榜奎 

林育正 21 A045 綠茵生技(股)公司 培養牛樟芝菌絲體、生產苦瓜胜肽、蔬果

酵素、納豆激酶等生技保健產品 
許林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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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團體名稱 業務項目 代表人 
鄭博遜 

程淑楓 22 A046 味丹生物科技(股)公司 藻類、納豆、PGA 等素材 

王鈺斌 

魏毅明 

周育徵 23 A047 冷研科技有限公司 工業級與食品級二氧化碳 
朱弘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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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會員 
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類別 服務單位 

1 B461 包鍾鳴 永久 聯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B001 葉安義 永久 國立台灣大學食科所 

3 B002 談駿嵩 永久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 

4 B004 廖怡禎 永久 愛之味(股)公司 

5 B005 邱永和 永久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公司 

6 B007 余榮彬 永久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7 B008 郭子禎 永久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8 B014 李亮三 永久 國立中央大學化材系 

9 B017 梁明在 永久 達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B022 陳世明 永久 義守大學化工系 

11 B025 廖盛焜 永久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12 B057 洪俊宏 永久 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 

13 B058 連培榮 永久 金屬中心天然物創新應用研究所 

14 B065 陳璟鋒 永久 遠來牙醫診所 

15 B066 吳弦聰 永久 明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16 B071 姚俊旭 永久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環安系 

17 B081 張鈞顧 永久 台灣港建(股)公司客服處 

18 B096 吳永泰 永久 金屬中心天然物創新應用組 

19 B097 王詩涵 永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20 B108 林石清 永久 禾明生化科技公司 

21 B126 邱振豐 永久 皇穎生物科技公司 

22 B131 鄭博仁 永久 昇陽國際半導體(股)公司 

23 B138 楊顏福 永久 中平有限公司 

24 B198 葉早發 永久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 

25 B199 陸開泰 永久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 

26 B200 李金樹 永久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 

27 B203 劉崇喜 永久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暨健康學院 

28 B256 張坐福 永久 東京工業大學科學技術創成研究院 

29 B267 林智雄 永久 義守大學化工系 

30 B272 梁茹茜 永久 烜程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31 B306 楊明誌 永久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2 B327 蔡宗鳴 永久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系 

33 B330 楊琮貿 永久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 

34 B388 魏毅明 永久 冷研科技有限公司 

35 B402 謝介銘 永久 國立中央大學化材系 

36 B411 張鼎張 永久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 

37 B413 王昭凱 永久 輔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38 B438 孫傳家 永久 全研科技有限公司 

39 B447 林華經 永久 引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 B462 莊賀喬 永久 台北科技大學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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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類別 服務單位 

41 B212 蘇至善 永久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系 

42 B475 賴秉杉 永久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43 B003 凌永健 個人 清大化學系 

44 B026 黃世欣 個人 健行科技大學機械系 

45 B045 林駿馳 個人 天驪企業有限公司 

46 B089 陳林山 個人 大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B158 郭憶平 個人 台灣派克漢尼汾(股)公司 

48 B220 洪俊宏 個人 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 

49 B222 陳綺慧 個人 金屬中心生技能源設備組 

50 B304 劉冠汝 個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51 B312 吳佳娟 個人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 

52 B335 黃裕仁 個人 金屬中心天然物創新應用組 

53 B336 蕭珮琪 個人 金屬中心天然物創新應用組 

54 B375 何瑋玲 個人 金屬中心天然物創新應用組 

55 B376 馮瑞陽 個人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56 B394 陳余芳 個人 品蒝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品睿牙醫診所 

57 B399 謝昌衛 個人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58 B403 徐邦偉 個人 漢斯克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59 B424 趙晉嘉 個人 科瑞流體控制有限公司 

60 B437 羅至佑 個人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61 B439 蘇仁維 個人 金屬中心天然物創新應用組 

62 B440 葉樹開 個人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63 B463 黃煌哲 個人 理大科技有限公司 

64 B464 李宗穎 個人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 

65 B465 賴宏亮 個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66 C003 王恒隆 個人 國立高雄大學生命科學系 

67 B470 李沅賸 個人 長弘生物科技(股)公司 

68 B472 胡志明 個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化工組 

69 B473 黃功勛 個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化工組 

70 B474 鄭承熙 個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化工組 

71 B453 楊智程 學生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72 B466 莊耀翔 學生 明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73 S002 郭立文 學生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74 S003 王暄文 學生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75 S004 張式鈺 學生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76 S005 林漢權 學生 明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77 S006 陳昀 學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78 S007 李志銓 學生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79 S008 黃彥剴 學生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80 S009 顏寧 學生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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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類別 服務單位 

81 S010 陳昱銘 學生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82 S011 蔡驤韡 學生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83 S012 張筠 學生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84 S013 顏佑澤 學生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所 

85 S014 吳蓁蓁 學生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所 

86 S015 陳柏翰 學生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化學及材料工程學系 

87 S016 鍾褘邦 學生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88 S017 王莘瑜 學生 國立台灣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89 S018 鄭伯韋 學生 東京工業大學科學技術創成研究院 

90 S019 徐維蓮 學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91 S020 陳韻竹 學生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92 S021 紀文傑 學生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93 S022 賴冠廷 學生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系 

94 S023 涂翊珈 學生 明志科技大學化工系 

95 S024 胡子睫 學生 明志科技大學化工系 

96 B262 梁克源 博後 正修超微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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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灣超臨界流體技術研究優良論文獎」參選辦法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7 日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7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20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4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9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8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主辦單位：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第一條 目的： 
 為提昇台灣超臨界流體產業科技創新，推動研發成果落實於產業

界，獎勵卓越研發人員對台灣超臨界流體技術研究之貢獻，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範圍： 
 本辦法獎勵的對象為本會會員，對於超臨界流體技術研究有卓越

貢獻，能符合本辦法之評選標準者。 
第三條 獎勵類別及方式： 

1. 本獎項分為「論文優良獎」、「論文佳作獎」、「優良海報論文獎」

及「佳作海報論文獎」四類，評選結果由評選委員會核定之。「論

文優良獎」獲獎名額至多三篇，每篇獎金 3 仟元加每一位作者

獎狀一紙，「論文佳作獎」獲獎篇每一位作者獎狀一紙，各獎項

總和至多六篇。「優良海報論文獎」獲獎名額至多二篇，每篇獎

金 1 仟元加每一位作者獎狀一紙，「佳作海報論文獎」獲獎篇每

一位作者獎狀一紙，各獎項總和至多四名。獎金由廠商贊助經

費支應，視各界論文投稿狀況，各獎項可以從缺或不足額。 
2. 獎勵方式包括頒發獎狀、獎金，於當年度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舉行會員大會或相關會議中頒獎並予公開表揚。 
第四條 參選資格： 

1. 屬於本會會員，具有以下研究成果者： 
(1) 從事超臨界流體技術或相關研究，具有創新性、突破性或改革

性之成果者。 
(2) 從事研究之成果於年度「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

論文發表者。 
(3) 以其他發表會被接受發表之論文，均具參選資格。 
2. 非本會會員應於研討會當日前完成入會申請與繳費手續，成為

「本會會員」，始得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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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文發表者或投稿論文第一作者須為本會會員，每人投稿以 2
篇為限。 

第五條 評選方式： 
1. 由本會組成評選委員會，公開評選。以所有被接受發表論文及

海報為參選資格，經評選委員會選出 6 篇論文入圍者、4 篇海報

入圍者，論文及海報發表期間由評選委員會就發表現場評選出

優良獎至多各 3 篇，其餘的為佳作獎。 
2. 得獎人名單由評選委員會核定後公佈。 

第六條 評選委員會之組成： 
1. 評選委員由研討會主任委員、論文組副主任委員、委員（當然

評選委員）及遴選學者專家代表若干人，共同組成評選委員會，

負責各類獎項之評選工作。 
2. 評選委員會開會時以委員過半數出席為法定人數，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決議行之。 
3. 評選委員召集時之聯繫工作，由本會秘書處負責。 

第七條  評選標準： 
從事超臨界流體技術或相關研究，具有創新性、突破性或改革性

之成果者。 
1.提出研究論文。 
2.提出說明資料： 
(1) 研發成果的創新性、突破性、改革性 
(2) 研發成果的經濟性 
(3) 與國際水準之比較 
(4) 其他 

第八條  公告與表揚 
每年本獎項之辦理經理監事會核決後，公告於本會網站，評選委

員會完成評審工作後，於會員大會或相關會議中頒獎並予公開表

揚。 
第九條  本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及本會秘書處對申請人相關資料有保密之

義務。 
第十條 本辦法自本會理監事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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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主辦單位徵選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15 日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徵選主辦目的： 

為促進學術界研究與產業發展積極結合，產業界與學術界有更好

的互動與交流；又為能讓產業界有更積極的投入與能量展現，帶

動投資意願及產業發展。 

徵選方式： 
公告於協會網站、其他學協會網站如化工學會及嘉創中心網站。 

徵求對象： 
徵求對象包括公司、學校、研究機構（產、學、研）。 

申請截止日期： 
有意願舉辦之單位請於 月 日前向協會辦理登記。 

徵選辦法: 
1. 舉辦地點: 

選擇以北中南地區別輪流舉辦方式，考量對會員的參與感及技術推

廣面擴大性具有正面意義。 
2. 舉辦方式 

「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與年度會員大會一併舉辦方

式規劃，會員大會議程由協會負責，會員大會場地由主辦單位一併

負責安排、佈置。研討會規劃、議程安排、空間安排、佈置、講者

邀請、交通、食宿….等，由主辦單位負責，協會支援/協助。 
3. 舉辦費用 

由主辦單位爭取外界補助及主辦單位補助為目標，若無法滿足時，

再由協會補貼。協會徵求會員或廠商贊助、或以廣告方式徵求贊助

所得的費用由協會支配使用。 

4. 論文集 
論文主題由本協會籌組委員會規劃，主任委員召集相關委員討論決

定後，送理監事會審議。論文集由主辦單位徵稿、編輯、印刷，廣

告稿由協會提供。發送剩餘的論文集歸協會統籌運用。 

5. 評選原則 
主辦單位全力支持（含經費補助）、籌備委員陣容及支援人力、具備

會議大禮堂、足夠數量的研討室、有產品展/設備展空間、食宿的方

便性、交通的方便性。 
6. 評選方式 

依據評選原則、論文主題設計、論文發表方式、議程規劃、邀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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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等項目，製作簡報檔在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告，由理監事會議

議決。 
7. 評選日期 

依相關教育部、國科會提出申請補助截止日期前召開理監事會議議

決。 
8. 承辦單位具名 

評選後的主辦單位與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列名主辦單位。協辦單

位、指導單位、贊助單位等依各年度實際狀況安排。 

9. 如有未盡事宜，以協商、討論方式解決。 
 

◎ 徵選截止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止 
◎ 本案聯絡人：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吳家瑩小姐 
◎ 聯絡電話：07-3555706  Fax：07-3557586 
◎ E-mail：tscfa@mail.mirdc.org.tw 
◎ 協會網站：https://www.tscf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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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入會申請辦法 

一、本會宗旨：推動超臨界流體之產業應用發展並促進相關技術整合

與昇級。 
二、申請手續：凡申請者須詳填下列申請表，經審查後並繳納會費得

為本會正式會員。 
三、入會資格：本會會員分列五種： 

1.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廿歲且已從事或對超臨界流體

技術有興趣者，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

得為本會之個人會員。 
2.團體會員：凡已從事或有意從事超臨界流體相關製程、應用、軟

體設計、電子商務與設備、原物料供應等廠商或相關

之研究機構，得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查並繳納入會

費後，得為本會團體會員。團體會員得推派會員代表

三員，以行使會員權利。 
3.贊助會員：凡志願贊助本會宗旨之公、私立機構團體得申請入

會，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得為本會之贊助會員。 
4.名譽會員：凡對超臨界流體領域有特殊成就或重大貢獻者，由個

人會員或會員代表十人以上之推薦，經理事會提交會

員大會通過後，由本會聘為名譽會員。 
5.學生會員：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學生。 

四、繳費須知：會員入會費：1.個人會員：新台幣 500 元。 
2.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0 元。 
3.學生會員、博士後研究人員：新台幣300元。 

常年會費： 1.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 元。 
2.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0 元。 
3.學生會員：新台幣 500 元。 
4.博士後研究人員：新台幣 750 元。 

※本會個人會員凡一次繳納十年常年會費者即成為永久會員，以後得免繳常

年會費。 
※繳費方式：□現金 

□支票(抬頭：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匯款：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港都分行(代碼 017)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帳號：002-09-01847-9 

□劃撥：帳號 42221636 戶名：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五、本會會址：高雄市楠梓區 811 高楠公路 1001 號 

TEL:(07)355-5706  FAX:(07)355-7586 
https://www.tscfa.org.tw 

61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成立日期   年  月 員工人數  

公司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  ) 傳  真 (  ) 

聯 絡 人  email  

會員代表(請指派 3 位代表) 

姓名 職稱 email 

1    

2    

3    

審查結果 申請會員免填 

團體會員：入會費 10,000 元，常年會費 10,000 元/年，合計 20,000 元。 

產業類別 

□製造業 
□加工業 
□機器設備廠 
□材料供應商 
□技術服務業 
□其他：              

主要產品  

申請團體：           （簽章）／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請填妥此入會申請書，並加蓋 貴公司印信(公司大小章或發票章)，以 email 傳

至本會秘書處(聯絡資料如本表最下方)。 
2. 待收到入會申請資料後，秘書處將會 email 通知繳費，會費繳納方式如下： 

 電匯或 ATM 轉帳 
帳號：002-09-01847-9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港都分行)  銀行代碼 017 
※ATM 轉帳請務必告知轉帳帳號末五碼，以利對帳。 
 郵政劃撥 
戶名: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帳號:42221636 
※請於劃撥單詳註姓名、聯絡電話、單位名稱及開立收據抬頭，以利收據開立。 

3. 秘書處確認款項後，將以掛號方式郵寄收據正本，以為作帳憑證。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秘書處 電話：(07)355-5706  Email:tscfa@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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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姓名  性別  學歷  

現職  

通訊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  ) 行動電話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  

個人會員：入會費 500 元，常年會費 1,000 元/年，合計 1,500 元。 
永久會員：入會費 500 元，永久會費 10,000 元/年，合計 10,500 元。 
博後會員：入會費 300 元，常年會費 750 元/年，合計 1,050 元。 

學生會員：入會費 300 元，常年會費 500 元/年，合計 800 元。 

審查結果 申請會員免填 

會員類別 
□個人會員 

□博後會員 

□永久會員 

□學生會員 

會員 

編號 
申請會員免填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4. 請填妥此入會申請書，以 email 傳至本會秘書處(聯絡資料如本表最下方)。 
5. 待收到入會申請資料後，秘書處將會 email 通知繳費，會費繳納方式如下： 

 電匯或 ATM 轉帳 
帳號：002-09-01847-9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港都分行)  銀行代碼 017 
※ATM 轉帳請務必告知轉帳帳號末五碼，以利對帳。 
 郵政劃撥 
戶名: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帳號:42221636 
※請於劃撥單詳註姓名、聯絡電話、單位名稱及開立收據抬頭，以利收據開立。 

6. 秘書處確認款項後，將以掛號方式郵寄收據正本，以為作帳憑證。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 秘書處 電話：(07)355-5706  Email:tscfa@mail.mird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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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博士後研究人員入會優惠方案實施原則 

一、本會宗旨：推動超臨界流體技術之產業應用發展並促進相關技術整合

與昇級。 

二、申請手續：凡申請者須詳填入會申請表（並填寫會員類別），經審查

後並繳納會費得為本會正式會員。 

三、本會申請入會會員類別： 
1.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廿歲且已從事或對超臨界流體技

術有興趣者，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得為

本會之個人會員。 
2.團體會員：凡已從事或有意從事超臨界流體相關製程、應用、軟體

設計、電子商務與設備、原物料供應等廠商或相關之研

究機構，得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查並繳納入會費後，

得為本會團體會員。團體會員得推派會員代表三員，以

行使會員權利。 
3.贊助會員：凡志願贊助本會宗旨之公、私立機構團體得申請入會，

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得為本會之贊助會員。 
4.名譽會員：凡對超臨界流體領域有特殊成就或重大貢獻者，由個人

會員或會員代表十人以上之推薦，經理事會提交會員大

會通過後，由本會聘為名譽會員。 
5.學生會員：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學生。 
6.博士後研究人員：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博士後研究人員。 

四、博士後研究人員優惠實施原則： 
1.憑在職證明文件申請（含照片）。 
2.入會費 300 元，常年會費 750 元。 

五、繳費須知：會員入會費：1.個人會員：新台幣 500 元。 
2.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0 元。 
3.學生會員、博士後研究人員：新台幣300元。 

常年會費：1.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 元。 
2.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0 元。 
3.學生會員：新台幣 500 元。 
4.博士後研究人員：新台幣 750 元。 

六、本會個人會員凡一次繳納十年常年會費者即成為永久會員，以後得免

繳常年會費。

64



 

（十三）協會出版刊物 

 

• 2020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摘要集暨109年會員手冊   每本600元 

----------------------------------------------------------------------------------------------------------------- 

• 2019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摘要集暨108年會員手冊   每本600元 

----------------------------------------------------------------------------------------------------------------- 

• 2018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摘要集暨107年會員手冊 每本600元 

----------------------------------------------------------------------------------------------------------------- 

• 2017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摘要集暨106年會員手冊 每本600元 

----------------------------------------------------------------------------------------------------------------- 

• 2016年三合一超臨界流體技術研討會摘要集                        每本600元 
第十五屆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                          
第四屆海峽兩岸超臨界流體技術研討會                           
The 2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upercritical Fluid Dyeing Technology 
（第二屆超臨界流體染色技術國際研討會）  

----------------------------------------------------------------------------------------------------------------- 

• 2015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摘要集 每本600元 

----------------------------------------------------------------------------------------------------------------- 

• 2014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片 每片1000元 

                                                         會員價700元 

 學生價800元 

----------------------------------------------------------------------------------------------------------------- 

• SuperGreen 2013國際研討會摘要集 每本600元 

----------------------------------------------------------------------------------------------------------------- 

• SuperGreen 2013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USB 每個1500元 

                                                         學生價1300元 

 會員價1200元 

----------------------------------------------------------------------------------------------------------------- 

• 2012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片 每片1000元 

                                                         會員價700元 

 學生價800元 

----------------------------------------------------------------------------------------------------------------- 

• 2011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片 每片1000元 

                                                         會員價700元 

 學生價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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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片 每片1000元 

                                                         會員價700元 

 學生價800元 

----------------------------------------------------------------------------------------------------------------- 
• 2009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片  每片1000元 
 會員價700元 
                                                             學生價800元 
----------------------------------------------------------------------------------------------------------------- 
• 2008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片  每片1000元 
   會員價700元 
                                                             學生價800元 
----------------------------------------------------------------------------------------------------------------- 
• 2007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片  每片500元 
----------------------------------------------------------------------------------------------------------------- 
• 2006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光碟片 每片950元 
         會員價600元 
                                                             學生價750元 
----------------------------------------------------------------------------------------------------------------- 
• 2005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光碟片 每片1500元 
        學生價1300元 
 會員價1200元 
----------------------------------------------------------------------------------------------------------------- 
• 2005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摘要集                    每本500元 
----------------------------------------------------------------------------------------------------------------- 
• 2004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上課光碟             每片200元 
                                                  一次購買兩片380元 
 一次購買三片500元 
----------------------------------------------------------------------------------------------------------------- 
• 2004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摘要集 每本200元 
----------------------------------------------------------------------------------------------------------------- 
• 2004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每本1000元 
         學生價800元 
                                              會員價650元 
----------------------------------------------------------------------------------------------------------------- 
• 2003年超臨界流體技術應用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每本1000元 
       學生價800元 
 會員價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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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制度規章 
         https://www.tscfa.org.tw/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TSCFA) 

『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推動辦法 
中華民國101年04月19日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04月10日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壹、目的： 

市場上「超臨界流體加工」之食品日漸增多，為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以下稱為「本協會」）擬將以「超臨界流體加工」的

優良食品，授予「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鼓勵優良廠商永續經

營及持續發展「超臨界流體加工」技術，確保食品品質，保障消費者及製

造業者之共同權益，並藉由「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之國內外廣

宣，提升其品質形象及國內外市場之競爭力，進而帶動我國「超臨界流體

加工」產業之正常發展。 

貳、依據： 

本協會成立目的之一，為推動國內「超臨界流體加工」相關產業升級，

協助「超臨界流體加工」廠商提升自主管理能力，以建立消費者安心購買

「超臨界流體加工」相關產品的保障機制。 

本協會於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多次討論推動「超臨界流體加工」驗證制

度計畫，因此，制定本協會『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推動辦法（以

下稱為「本辦法」）及相關作業管理要點，希望可獲得政府及消費者等之肯

定與支持。 

參、名詞定義 

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係指在台灣以超臨界流體技術所生產之主要成份或

主要加工製程所生產之原料或產品。 

原料：係指以超臨界流體技術所生產食品中之主要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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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一、利用超臨界流體加工技術產生實質改變之食品。 

二、以成份命名之食品。 

標示：係指產品/原料及其加工品於陳列販賣時，於產品本身、裝置容器、

內外包裝所為之文字、圖形或記號。 

肆、基本原則： 

一、『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採驗證制度，由業者自願參加。 

二、針對廠商所生產、銷售之各項「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做有效之

評核與驗證，查驗通過者授予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合格證書及

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防偽處理）使用權，黏貼於產品外

包裝藉以識別。 

        申請通過驗證廠商，需於產品包裝上註明： 

 

 

 

 

 

  

三、『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之製造、銷售與標示等，應符合我國食品

衛生管理法、商品標示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為確保驗證標章之持續有效性，將以每年追蹤管理方式，確保『超

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之公信力。 

伍、驗證體系： 

一、為推動『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由本協會籌組相關單位

或團體代表共同組成「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下設「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技術委員會」，依

業務性質得委託適當之專業機構執行驗證。「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

 
本產品經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驗

證，確認其主要成份確實採用超臨

界流體技術（SCF）加工製程 
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網址：
https://www.tscfa.org.tw/ 

超臨界流體加工 

食品驗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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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體系組織架構」及「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委員會設置要點」

如附件1、2。 

二、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體系作業程序如附件3、超臨界流體加工食

品驗證體系實施規章如附件4；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執行機構甄

選作業要點由本委員會另定之。 

陸、推廣與服務： 

一、結合政府與業者共同辦理推廣宣導活動，以提高消費者對『超臨界

流體加工食品』之認知與信賴。 

二、通過『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之驗證產品得獲頒驗證合格證書及驗

證標章使用權。 

三、得協調有關檢驗機關、福利單位、合作社或其他機構，對『超臨界

流體加工食品』酌予減免檢驗（查）手續、項目或費用。 

四、廠商可依『超臨界流體加工食品』驗證標章授權使用契約書規定印

製驗證標章，黏貼於產品外包裝藉以識別，做為消費者選購產品之

最佳參考。同時建立產業自主管理驗證標準，提升廠商商品在國內

外市場的形象與競爭力。 

五、對業者及消費者提供資訊或諮詢服務。 

六、辦理講習、訓練及有關技術與管理輔導。 

七、其他有關推廣與服務措施。 

柒、經費預算：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協會及廠商共同分擔。 

捌、本辦法經台灣超臨界流體協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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