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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OSION TAIWAN 2021 
2021 台灣腐蝕與防護大會 

一、主辦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AMPP國際腐蝕工程師協會-台北分會(AMPP 

Taipei Section)、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二、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社團法人台灣混凝土學會 

三、活動日期：2021年 9月 22日(週三 ) ~9月 23日(週四 ) 09:00~17:20 

四、活動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4F會議廳(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4號) 

五、活動費用： 

報名選項 選擇日期 一般人士 會員優惠價 備註 

全程參加 □9/22+9/23 NT 4,500 NT 4,050 
活動費用包含會議手冊及 

午餐、晚宴、點心、茶水 

參加 1天 
(含 9/22晚宴) 

□9/22(三) 

□9/23(四)  NT 3,000  NT 2,700 
活動費用包含會議手冊及 

午餐、晚宴、點心、茶水 

參加 1天 
(不含 9/22晚宴) 

□9/22(三) 

□9/23(四) 
NT 2,500 NT 2,250 

活動費用包含會議手冊及 

午餐、點心、茶水 

六、報名注意事項： 

1. 請填妥報名表傳真至 07-3367855 亦或  掃描 QRcode 線上報名→ 

2. E-mail 至 itrikhs@itri.org.tw 

3. 至產業學習網(college.itri.org.tw)線上報名繳費方式：請收到

上課及繳費通知後，至遲於活動日一週前以銀行匯款、支票或線上

報名時選擇信用卡線上繳費。 

4. 報名截止日期：9月 10日(五) 

  (因應疫情防治措施，為控管出席人數，本活動額滿為止) 

七、報名洽詢：工研院產業學院 07-3367833 #15 陳小姐/#22 蔡小姐 

八、注意事項： 

1. 為確保您的參加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敬請來電洽詢方完成報名。 

2. 請收到活動參加通知及繳費通知後，至遲於活動舉辦日一週前以匯款、支票或線上

刷卡方式進行繳費。 

3. 因本活動研討會手冊/教材、講義及餐點之準備及需為您進行退款相關事宜，若您

不克前來，請至遲於活動三日前告知，以利行政作業進行並共同愛護資源。 

4. 為配合講師時間或臨時突發事件，主辦單位有調整日期或更換講師之權利。 

5. 為維護講師之智慧財產權益，恕無法提供課程講義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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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議 程 表 -9/22(三) 

 主題 A—403A會議室 
結構耐久性防蝕論壇 

主題 B—407會議室 
太陽光電支撐架防蝕論壇 

9:00~ 
12:00 

CNS15993-1石油、石化及天然氣
業地下管線陰極保護系統之設計要

領及實例分享 
工研院材化所  
羅俊雄 博士 

引言-貴賓 

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目標與願景 
經濟部能源局 
林文信 組長 

漁電共生建置實務與腐蝕環境 
臺鹽綠能(股)公司  
蘇坤煌 總經理 

油、氣地管運維 ECDA & ILI檢測
(件)案例之相關討論 
台灣中油(股)公司 

邱德俊 經理 

光電球場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會 

林新寶 副理事長 

13:30~ 
17:20 

離岸風電水下基礎油漆塗裝之 
相關經驗分享 

台船防蝕科技(股)公司  
陳秋妏 總經理 

漁電場域用支架防蝕技術 
燁輝企業(股)公司 
(講者邀約中) 

鋼結構的熱浸鍍鋅防蝕方法 

臺鍍科技(股)公司 

蔡明達 總經理 

支架防蝕設計與工法 
中租能源開發(股)公司 

吳振福 經理 

先進防蝕塗料於離岸鋼結構物台灣

應用實績介紹 

柏林(股)公司 

吳忠民 經理 

屋頂型太陽能電廠環境腐蝕與 
材料設計選用實務 
天泰能源(股)公司  
陳坤宏 董事長 

離岸風電防蝕塗裝新工法 

永記造漆工業(股)公司 

潘宜明 協理 

農電共生建造、支架結構 
綠源科技(股)公司 
壽明驊 董事長 

17:30~ 
18:00 

AMPP台灣會員大會 AMPP Taiwan Member Event 

18:30~ CORROSION TAIWAN 2021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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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議 程 表 -9/23 (四) 

 主題 A—403A會議室 
結構耐久性防蝕論壇 

主題 B—407會議室 
太陽光電支撐架防蝕論壇 

9:00~ 

12:00 

鋼橋維護常見劣化缺失與成因探討 

交通部公路總局  

李家順 幫工程司 

支架用防蝕塗裝 

永記造漆工業(股)公司 

杜嘉倫 經理 

結構耐久性之設計規範及 
化學外加劑的應用 

臺灣營建研究院  
陳育聖組長 

台灣蘇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陳彥睿 總經理 

支架用修補防蝕塗裝 

工研院材化所  

葉修邦 研究員 

碼頭鋼構檢測與防蝕設計- 
借鏡離岸風電  
王強科技  

王自強 Founder & CEO 

全國農業金庫 

(講者邀約中)  

13:30~ 

17:20 

地管防蝕設計規劃實例分享 
中興工程顧問(股)公司 

陳明宏 經理 

防蝕塗裝加速試驗 

工研院材化所  

湯偉鉦 博士 

管線雜散電流的實例分享 

工研院材化所 

王瑞坤 資深工程師 

太陽能光電支架的防蝕材料 

力鋼(股)公司  

蔡凌鳳 主任 

瓦斯管線 IOT檢測經驗分享 

大台北區瓦斯(股)公司  

王主穎 

YU445/YU444不銹鋼 
在太陽能光電產業之應用 

燁聯鋼鐵(股)公司  
謝尚錡 副處長 

AMPP 專業課程及證照 – FAQ 

AMPP Taipei Section 

潘思蓉 

長耐型 55%鋁鋅 AZ-300 
在太陽能光電支架之應用 
盛餘(股)公司營業企劃處 

楊東龍 處長 

17:20~ 

18:00 
Q&A/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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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OSION TAIWAN 2021 報名表 

         2021年 9月 22日(週三 ) ~9月 23日(週四 ) 09:00~17:00 

            FAX：07-3367855 或 E-mail至 itrikhs@itri.org.tw 

                   亦可掃描 QRcode直接線上進行報名 

公司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地址： 
發票：二聯式(含個人) 

 三聯式 

姓名 部門/職稱 電話 手機號碼 飲食 
E-mail 

（會員請填寫會員帳號mail）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葷食 

□素食 
 

聯絡人資訊 

姓名 部門/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會員請填寫會員帳號mail） 

     

歡迎您來電索取簡章～服務熱線07-3367833～工研院產業學院高雄學習中心歡迎您的蒞臨～ 

為提供良好服務及滿足您的權益，我們必須蒐集、處理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本院已建立嚴謹資安管理制度，在不違反蒐集目的之前提下，將使用於網際網路、電子郵件、

書面、傳真與其他合法方式。未來若您覺得需要調整我們提供之相關服務，您可以來電要求查

詢、補充、更正或停止服務。 

 

mailto:E-mail至itrikh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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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 位 展 示 申 請 

一、 費用：每一攤位(180cmx45cm)費用為 NT$25,000元，包括接待用桌椅，並

提供二名解說人員免費參加(免報名費)。 

(每攤位含 180cm長桌*1、折疊椅*3、電力配置、5A/110V插座*1) 

二、 報名程序： 

1.洽詢聯繫窗口：工研院產業學院 07-3367833 #22 蔡小姐 

2.請將參展報名表及劃撥或電匯收據傳真：07-3367855或 e-mail：  

 ylviatsai@itri.org.tw 至本單位蔡小姐(工研院產業學院高雄學習中心) 

三、 繳款方式：(以銀行匯款方式繳交費用) 

土地銀行工研院分行，帳號 156-005-00002-5（土銀代碼：005）。 

戶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請填具「參展申請表」與「匯款憑證

收據」回傳。(匯款時請於匯款單備註”公司名稱”)以供對帳確認 

四、 為使本活動籌備事務順利推展，敬祈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惠覆，本活

動預計開放展示 20攤位，依申請及完成繳費順序額滿為止。 

~~~參展申請表~~~ 

公司單位名稱  

預計 

展示項目說明 
 

聯絡人  

電話  

E-mail  

地址  

開立發票 

抬頭、統編 

抬頭： 

統編： 

解說人員 

(一)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飲食   □葷食  □素食 

解說人員 

(二)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飲食 □葷食  □素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