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臺灣國際塑橡膠暨複材工業展
國際趨勢暨創新技術研討會
 日期時間：8/21 (三) 13：00～16：00
8/22 (四) 10：00～16：00
8/23 (五) 10：00～16：00
點：高雄展覽館（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 號）南棟展館

 地

 指導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工業局、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聯合報系經濟日報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創新材料與綠色材料的技術發展與應用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materials and green materials
8/21 (三) 13：00～16：00
時 間

主 題

13:00-13:30

主 講 人
報到入場

13:30-14:20 智能材料
高分子材料高值化的應用研究
14:20-15:10 複合材料
輕量化熱塑碳纖複材技術

複合材料
15:10-16:00 高性能高分子複合材料材料在航太與印刷
電路板之應用

主講人/Speaker
塑膠中心 總經理 蕭耀貴 博士
Pla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President Yao-Kuei, Hsiao
主講人/Speaker
塑膠中心 副總經理 邱政文 博士
Pla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Vice President Zheng-Wen, Chiou
主講人/Speaker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 馬振基國家講座教授
Tsing Hua University Dept.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f. Chen-Chi, M. Ma

先進複材暨橡膠產業的國際新趨勢
International new trends in 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rubber industry

8/22 (四) 10：00～16：00
時 間

主 題

10:00~10:30
10:30-11:20

11:20-12:10

報到入場
日本複合材料的創新/研發現況與發展趨勢
New Development Trends of CFRP/CFRTP
to Cars in Japan
英文演講
亞洲複合材料現況與發展
The Composites industry in Asia
英文演講

12:10-13:10
13:10-13:50

13:50-14:30

14:30-15:10
15:10-16:00

主 講 人

主講人/Speaker
日本名古屋大學 石川 隆司 教授
National Composite Center (NCC) 擔當
Dr. Takashi Ishikawa
主講人/Speaker
JEC GROUP / Christian STRASSBURGER/
Director APAC

休息 / 報到入場
橡膠硫化接著技術及環保解決方案
 適用於橡膠與金屬硫化接著的水性接著劑解
決方案
 符合 RoHS 之溶劑型無鉛接著劑應用
 有別於一般溶劑清洗之除膠解決方案

世界宏觀針對天然膠價格之預測

主講人/Speaker
美商羅德(股)公司 技術經理

劉廣 博士

LORD Corporation Technology Manager
主講人/Speaker

 中美貿易衝突
 歐洲債務與亞洲宏觀
 天然膠趨勢預測

Bain Partners & Management Ltd.
Chief Strategic Advisor DAR Wong
佳芊橡膠科技有限公司

印染、廢橡膠再利用

吳同發 董事長

環保材料
一種神奇的人造木材：微晶木

微細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史瑞生 博士
Microcell Composite Company

 材料的研發
 研發歷程

聚焦智造、永續循環及食品安全新應用
Focu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new food safety
8/23 (五) 10：00～16：00
時 間

主 題

10:00~10:30

主 講 人
報到入場

成型智造
射出成型物聯網 IoM 在稼動/成型週期管
10:30-11:20

理的應用

主講人/Speaker
型創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射出工廠的製造瓶頸

唐兆璋 副秘書長

 物聯網在工廠的應用實績
 管理指標與數據解析

11:20-12:10
12:10-13:20

創新智造

主講人/Speaker

創新客製的高分子加工與聯網智造新形態

塑膠中心 曾淇懋 組長/ Leader

休息 / 報到入場

時 間
13:20-14:00

主 題

主 講 人

循環新材料
碳奈米結構及氣相二氧化矽新產品於複合
材料應用
 碳奈米結構產品介紹

主講人/Speaker
極東貿易公司
邱天釗 技術副總經理

 氣相二氧化矽新產品介紹

14:00-14:40

循環新商模
環保碳黑應用

主講人/Speaker

 生產製程介紹

環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製程品質管控

謝東源 副總經理

 環保炭黑的特點與賞務應用

14:40-15:20

15:20-16:00

食安新技術

主講人/Speaker

新食尚的安全食品包材創新技術與應用

塑膠中心

張良宇 研發專員

食安新規範
歐盟及主要成員國食品接觸材料法規簡介
 歐盟食品接觸材料監管體系及相關政府機
構介紹
 歐盟法規體系及現行主要法規介紹
 歐盟主要成員國法規及相關監管機構介紹

主講人/Speaker
杭州華測瑞歐科技有限公司
金旖旎 法規技術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