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訊息 

 107年度各種獎項開始受理，即日起至 3/15

日止。（連結） 

目錄 

 召開第 27 屆 METS 第一次籌備會議 

 理監事聯席會議暨聯誼餐會 

 「數位轉型之智慧運輸服務」研討會 

 106 年度得獎人介紹─陳維新教授、李元唐

副總經理、邱啟偉工場長 

 辦理 107 年度 NCEES PE 考試 

 

其他訊息 

 本學會 FE考試審查費用自 3月 1日起調漲

至新臺幣 6,000 元正（2 月 28 日前完成報

名及繳費仍享原價）。 

 （03.15-03.18）本學會青年工程師委員會

邀請馬來西亞工程師學會青年工程師委員

會來臺交流。 

 （03.23）舉辦春季聯合餐會 

 （03.20-04.20）2018 年第一梯次亞太工

程師及國際工程師接受申請，詳細說明請

關注網站。  

 

 

 

 

 

召開第 27屆 METS第一次籌備會議 

（01.17）本屆 METS 將於 10 月舉辦，很榮幸邀請到國家實驗研究院王永和院長擔任籌備會主任

委員，及科技部陳良基部長擔任指導委員。本次大會主題與討論走向為備受關注的人工智慧及物

聯網等，與全球關注的天災、防災及水資源管理等議題。本次籌備會議各委員熱切討論，好不熱

鬧啊！屆時歡迎大家踴躍參加，相關訊息將陸續公布。（更多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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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的○話  

哇～本年度的各獎項開始接受報名了，這可是學會一年一度的盛事！各路頂尖好手別錯過互相切磋

的機會囉！即日起至 3/15日止，郵戳為憑，也可親送至學會。今年會有哪些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呢？

跟小編一起期待吧！獎項評選辦法及相關表格傳送門。 

http://www.cie.org.tw/News/NewsDetail?cn_id=325
https://www.facebook.com/CIE1912/posts/1848124568533125
http://www.apec-ipea.org.tw/
http://www.cie.org.tw/News/NewsDetail?cn_id=325


 
 

 

理監事聯席會議暨聯誼餐會 

（01.19）本學會假康華飯店華貴廳召開第 70 屆第 7 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會前特別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張澤雄局長演講

「 價 值 工 程 與 BIM 技術結合

於北捷車站之運 用」，說明綠色

價值工程運用及 以 BIM 技術探

討節能減碳，讓 捷 運 萬 大 線

LG05 車站展現 出節能的智慧

工程和景觀，繼 大安森林公園

捷運站後又一閃亮的車站。會議討論熱烈，除對過去一年各委

員會、分會及秘書處的工作情況表達肯定外，也就未來如何加

強凝聚會員向心力提出建議。年會將於 6 月 1-2 日在臺北市台

電大樓舉行，近代工程技術討

論會將於 10 月舉行，本學會

將於 4 月 13 日在臺北首次代

為辦理美國工程暨測量 PE 考

試等，會後並有聯誼餐會。（更

多照片 ） 

 

「數位轉型之智慧運輸服務」研討會 

（01.24）本學會於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舉辦工程會刊系列研討會 6「數位轉型之

智慧運輸服務/ITS」研討會。本學會杜俊副秘書長代表邱理事長致詞，並報告中

工會最近訪問亞洲開發銀行所獲得該行有關運輸方面之投資方向及金額等資

訊，期盼工程界增進及推廣我國運輸產業優勢，並配合新南向政策及工程產業

國際化政策，掌握契機，走向海外市場。 

研討會由該專題主編中興工程顧問社鍾志成主任主持，邀請三篇作者與會

分享，分別是社團法人中華智慧運輸協會理事長/遠通電收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

理張永昌博士，主講「臺灣智慧運輸數位轉型的新契機」，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陶治中副教授，

主講「物聯網大數據時代智慧運輸交通資訊技術之應用現況與展望」，以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吳東

凌副組長，主講「智慧公共運輸行動服務之發展規劃」。（完整報導與簡報下載 ） 

 

 

邱理事長致詞。 

理監事會議實影。 

理事長致贈學會紀念牌予張局長。 賴建名經理演講。 

杜副秘書長（右三）、主講人、主持人及周協理（右一）合影。 鍾主任及三位主講人與與會人員共同討論、交流。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842412439104338.1073741855.150107918334807&type=1&l=51eeb18c30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842412439104338.1073741855.150107918334807&type=1&l=51eeb18c30
http://www.cie.org.tw/News/NewsDetail?cn_id=330


 
 

 

 

○得○獎○人介紹 

106 年度傑出工程教授 陳維新先生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系 

特聘教授 

陳維新教授為能源專家，專攻生質能、氫能及潔靜能

源領域之研究，其於生質能焙燒、高爐粉煤噴吹技術、鈀

薄膜系統及熱電發電器之研究成果深受國際矚目，尤其在

生質能焙燒領域，論文質量名列全球第一，於 2015 年榮

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及重要國際期刊 Applied Energy 之

Highly-Cited Research Paper Award，2016 及 2017 年

更連續二年獲選為 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

之 Highly-Cited Researcher，為全國唯一工程領域獲獎者，

實為不易。陳教授對產業亦貢獻良多，協助中鋼公司發展

生質能焙燒技術，並助其於馬來西亞建置生質煤廠，以生質煤取代動力煤燃料，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量；協助工研院開發氣化技術、設計鈀薄膜系統及聚光式太陽能熱電系統；協助核研所開發二

氧化碳再利用以合成二甲醚之投術及鈀薄膜分離氫氣及二氧化碳；另協助 5 企業開發生質能、氫

能、薄膜及熱電系統。產學合作金額達 1,700 萬元，並獲 16 項專利。陳教授在教學方面深受學

生肯定，其指導之大學生及研究生參與論文競賽共獲得 24 次獎項，對於工程教育亦有卓著貢獻。 

 

○得○獎○人介紹 

106 年度傑出工程師 李元唐先生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李元唐副總經理任職中華顧問工程司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近 37 年，由

基層工程師做起，展現過人之專業技術能力與

領導統御才能。服務期間曾參與、主辦及督導

同仁辦理許多國家重大且深獲各界肯定與矚

目之公共建設，成績斐然。李君帶領國際合作

團隊，成功打敗國際知名建築師團隊，獲得桃

園國際機場第三航廈之國際競圖。更與時共進，

推展 3D 設計，督導同仁將 BIM 技術應用於設

計。 

李副總經理涉獵工程層面極廣，舉凡公路工程、港灣工程、軌道工程及建築工程等，皆獲獎

無數，於海外工程也十分活耀。曾參與印尼雅加達捷運 CP106 標細部設計，並獲得 Autodesk 港

澳臺 BIM 優良獎。國道 1 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設計獲得 101、102 年 C904A 標及 C909 標

公共工程金質獎最高榮譽之土木類特優獎；104 年榮獲國際道路協會所頒全球唯一的「GRAA 全

球道路成就獎」設計類首獎；105 年亞洲土木工程聯盟之傑出土木工程獎。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第二期工程設計獲得 103 年公共工程金質獎最高榮譽之土木類特優獎。李副總經理除長期參與國

家重大建設外，也投身於規範編修及技術傳承，實為貢獻良多。 

陳維新教授 

陳副總統與李副總經理於總統府合影。 



 
 

 

 

 

○得○獎○人介紹 

106 年度優秀青年工程師 邱啟偉先生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石化事業部林園廠 

工場長 

中油公司新三輕投資更新計畫為近年來

國家重大石化投資建設。主體工程金額 233

億。依照生產特性與管理需求，再劃分為三

座工場。邱啟偉工場長由基層做起，先後負

責四輕、新三輕等重要基礎原料之穩定供

應，參與試俥開爐，具實務核心技術、現為

低溫操作主管。 

低溫工場為 24 小時連續生產單元；主

產品為氫氣、甲烷、聚合級乙烯、聚合級丙

烯及其他副產品。提供國內泛中油體系石化

廠家作為其進料，產製各種石化原料.再進一

步產製各種民生石化、特用化學產品。管理之產品為高壓低溫不易儲存之氣/液體產品，且石化業

對於工作安全、環保標準及要求甚高。有賴於遵循與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且落實：計畫、執行、

檢查、稽核。 

邱工場長領導工場有方，於輕油裂解製程研究、工安、環保、績效方面多有貢獻，曾於 104

年度獲中油海外石油專題研究獎學金赴美國德州 Lamar 大學參與乙烯廠廢氣減排技術之交換研

究、105 年獲中油公司服務績優人員、106 年度獲中油公司英才獎(煉製類)；著有多部實務操作

手冊、代表公司與國外石化廠技術交流、研討，堪為我國在石化產業第一線工程人員代表。 

辦理 107年度 NCEES PE考試 
欲取得美國 NCEES PE 專業資格，不必遠赴美國，在臺即可報考。 

本學會已於去年與 NCEES 完成續約，NCEES 亦同意放寬我國 PE 報考人資格。已訂於 4 月 13 日

辦理 107 年度 NCEES PE 考試（報考人數須達 25 人），報名截止日為 2 月 27 日，詳細情形請參

閱報考說明 。（有疑問請致電 02- 23925128#12 梁小姐） 

 

 

 

 

 

 

 

 

 

 

 

 

 

  學會網站：http://www.cie.org.tw/ 電話：02- 23925128 傳真：02- 23973003 會址：100臺北市仁愛路二段 1號 3 樓 

 已通過 FE考試 

 臺灣居民 

*2月 27日報名截止 

人數達 25人 
*3/15 前完成繳費 

人數未達 25人 

4/13 

PE考試 

延期 
（至人數足

夠，另外通知考

試日期。） 

3月 7日 

PE 報考流程簡易說明圖 

邱啟偉先生幸福一家♥ 

http://www.cie.org.tw/News/NewsDetail?cn_id=327
http://www.cie.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CIE1912
http://www.ci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