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經過兩年的疫情線上會議後，今年
的美南國建協進會2022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將於6月4日（下
周六）上午九時起，在糖城的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16090
City Walk, Sugar Land, Texas )舉行。為使大家對議程有所了解，
國建會於上周六（5月21日）在中國餐廳召開記者會，介紹講座
內容如下：

今年會議的主題，包括：能源、環境保護、奈米及複合科技
、電動車科技、海洋科技、生物醫學科技、健康、會計、商業管
理與法律。

上午9:00-11:50am, 包括：能源講座，由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協辦，林志成、葉子豪、蔡國禎、陳靖雯主講。

納米及複合科技講座：由浦浩德、李國強主講。浦浩德主講
： 「商業生產新型納米添加劑用於工程塑料的升級」；李國強主
講： 「輕量級結構優化通過仿生學、機器學習和逆向設計」、
「機器學習輔助發現新的熱固性形狀記憶聚合物」、 「多功應用

的納米結構透明絕緣材料」、 「多功能的玻璃體」、 「一種雙向
形狀記憶聚合物機複合泡沫，具有大的恢復應力，驅動應變和高
能量輸出」。

環境保護討論會：由陳天生主講。
第一位講員是 德州休士頓的Askari 能源公司的CEO Vance

Nobe 總裁主講太陽能如何應付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展趨勢，太陽
能將會是未來的人工智慧及自動駕駛的主要功能，因為太陽能將
是最環保及取之不盡的清潔能源。

第二個演講有三位講員是 CDP Consultants and Walter &
Moore engineering company 的 工 程 師 Jonathan Greene 及 Doug
Coenen 及休士頓大學教授張濟群博士共同發表的論文報告：溼
地上興建住宅建築設計的環境影響

第三位是休士頓美國P &G工程公司的劉志恒總裁發表台灣
木材廢棄物的回收，台灣目前有許多建築木材廢料如何能回收用
在新的建築材料

第四位是台灣Greenland 環境永續公司的總裁卓英仁博士的
論文報告，這次報告將由副總裁曾博士專程來休士頓報告，他的
題目是目前台灣最熱門的土地污染處理工程報告，台灣中油在高

雄廢棄的煉油廠土地，台積電將在這塊土地上面蓋新的半
導體廠房，這塊土地因為以前煉油設施的汚染需要作環境
評估及土壤改善工程

電動車科技：由江慶華主講。
由於石油價格高漲及環保意識的提高, 電動車已成為未來車

子發展的趨勢. 為了掌握未來的脈動, 拓連科技 (Noodoe Inc.) 總
裁張敏君女士, 將在SETS 電動車科技講座中以”引爆電動車產
業契機”為主題, 來介紹電動車的商機.

拓連科技為一家軟體技術研發公司, 專注於電動車充電及車
聯網解決方案. 今年在休士頓成立營運總部, 專精充電設備, 創新
研究.

專業會計師講座：由休士頓華美會計師協會協辦，王舒主持
。

中午（12:00-2:15pm )午餐及專題演講：由劉志忠主持，方
宏泰介紹主講人中央研究院何文壽院士。

何文壽教授1996年自台大化工系畢業, 赴美取得伊利諾大學
化工博士學位後, 在工業界負責研發工作長達28年, 後轉至學術
界任教, 現為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學係講
座教授. 何教授在 Exxon 公司期間, 與研發團隊共同開發出
FLEXSORB 技術, 大幅降低煉油廠的硫排
放問題, 減低酸雨形成的機率, 對環境保護
貢獻極大. 何教授也是世界知名的薄膜研
究學者, 在液膜技術, 高通量逆滲透膜製備,
及二氧化碳分離膜等研究領域上, 居世界領
先的地位. 何教授的成就, 獲得國際上高度
的肯定, 得到過美國化工學會所有關於分離
技術的獎項, 獲頒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中
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榮銜.

下午2:30pm-5:30pm:
海洋科技研討會：張書豪主持
2022 年的海洋工程科技研討會，共邀

請了四位講者到場演講。四位講者分別是
在 Genesis 公司服務多年的 George Wang 先

生，演講關於大型油田開發的整體海底結構設計方法；第二位講
者是來自E.M. Consulting Services公司的李良海博士，講述海底
管道中的不穩定性傳播；第三位講者是來自美國船級社 (ABS) 的
劉孟龍資深工程師，他將闡述浮式風機基礎結構海底繫泊鏈連接
器強度和疲勞的評估；最後由海洋科技講座的會議主席，服務於
MCT Engineering公司的張書豪博士，帶來離岸風電浮動式和固
定式水下基礎發展的近況更新，向與會者介紹離岸風電最新的工
程發展。四位講者涵蓋了離岸海洋工程中多樣性的領域，為今年
的海洋科技研討會，帶來了堅強與豐富的內容。

商業管理講座：何真主持。內容包括：由第一商業銀行吳炳
輝總經理主講： 「善用銀行服務，做您一輩子的好朋友」及姚義
主講： 「借鏡MICE 創造樂活生活」。

醫療及生物科技：宋以文、楊劭苹、莊珮筠主持，嚴來興、
張典正、林書弘、陳摘宇主講。

健康講座：施惠德主持，黃綠玉、李子豪主講。
法律講座：蔡米惠主持，關振鵬、陸孟婷主講。

美南國建協進會2022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6月4日盛大舉行，國建會開記者會介紹講座內容

圖為圖為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 主持人施惠德博士主持人施惠德博士（（左左））介紹講座內容介紹講座內容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納米及複合科技講座納米及複合科技講座」」 主持人浦浩德博士主持人浦浩德博士（（左左 ））介介
紹主講內容紹主講內容。（。（右右 ））為為 「「國建會國建會」」 會長劉志忠會長劉志忠。（。（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圖為出席記者會的部分主持人在會上合影圖為出席記者會的部分主持人在會上合影。（。（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黃壽萱黃壽萱、、
「「國建會國建會」」 會長劉志忠會長劉志忠、、方宏泰方宏泰。（。（後排左起後排左起 ））何真何真、、浦浩德浦浩德、、施施

惠德醫師等人惠德醫師等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2022 ACAP SETS  
 

6/4 Saturday at Sugar Land Marriott 
 

A. Morning Section 9:00-12:00 p.m. 
- Energy ( ): , , ,  
- Nano ( ):  
- CPA ( ):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  
- EV Technology ( ):  
     
B. Keynote Speaker 12:00- 2:15p.m. 
- CO2 Capture: Membran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C. Afternoon Section 2:30 - 5:30p.m. 
- Offshore Technology ( ):  
- Business Management ( ):  
- Biomedical ( ): , ,  
- Health ( ):  
- Law ( ):  



2020 ACAP SETS  
 

 Askari CEO Vance Nobe 

 
 

CDP Consultants and Walter & Moore engineering 
company Jonathan Greene Doug Coenen 

 
 

P &G
 

 
Greenland 

 
 
           



2022  ACAP SETS  
 

 (Electric Vehicles Technology Session)  
 
 
 

, 
.  , 

 (Noodoe Inc.) , SETS 
” ” , .   

 
, 

. , , .  
 
 
               
  
 





2022  (2022 ACAP 
SETS) 

 (Offshore Technology Session)  

2022 Genesis
George Wang
E.M. Consulting Services

 (ABS) 
MCT 

Engineering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16090 City Walk, Sugar Land, TX 77479  

I. 

 
 

 

II. 

 
 
 
 
 
 

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