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六屆全國計算流體力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議程 

第一天（中華民國 108 年 8 月 12 日 星期一） 

時間 議程內容 

08:50-17:00 
報到/現場註冊 

09:20-09:30 
開幕（湘宴 A 廳） 

09:30-10:30 

大會演講Ⅰ（湘宴 A 廳） 

講題：Applications of very large scale fluid-flow computations 

to industrial problems 

講者：Professor Chisachi Kato 

單位：Institute of Industri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10:30-11:00 茶點（湘宴 B 廳) 

11:00-12:00 

迷你論壇Ⅰ：海洋能源（湘宴 A 廳） 

主持人：陳建宏 教授 

11:00-11:20 
講題：有關洋流渦輪機的水動力設計 

講者：辛敬業 副教授 

11:20-11:40 

講題：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movable offshore and floating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講者：楊瑞源 副教授 

11:40-12:00 

講題：The optimization of the flap geometry for 

maximizing wave energy capturing 

efficiency of a BH-OWSC 

講者：林鎮洲 教授 



12:00-13:00 午餐（湘宴 A 廳） 

13:00-14:30 海報展示（湘宴 B 廳） 

14:30-15:00 茶點（湘宴 B 廳） 

15:00-17:00 

工業論壇（湘宴 A 廳） 

主持人：邱家麟 博士 

15:00-15:20 

講題：智能成型創新革命：CAE 與人工智慧

在工業 4.0 應用 

講者：許嘉翔 博士/產品處總經理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20-15:40 
講題：CAE 模流分析技術於先進製程應用 

講者：徐志忠 博士/部門協理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0-16:00 
講題：先進數值技術對模流分析的幫助 

講者：沈立軒 博士/部門經理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20 

講題：ANSYS CFD 進階網格與多相流技術 

應用 

講者：林健文 CFD 技術工程師  

虎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20-16:40 

講題：粉體及多相流模擬分析軟體 iGRAF 

介紹 

講者：簡志明 總經理  

易富迪科技有限公司 

16:40-17:00 

講題：泛用型 CFD 軟體 FLOW-3D 之簡介 

與實務應用 

講者：邱家麟 博士/技術經理  

泓崴科技有限公司 

17:30-19:30 晚宴（5F 華貴廳） 

   



第二天（中華民國 108 年 8 月 13 日 星期二） 

時間 議程內容 

09:00-12:00 報到/現場註冊 

09:30-10:30 

大會演講Ⅱ（湘宴 A 廳） 

講題：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large-

scale flow simulation 

講者：許文翰 終身職特聘教授  

單位：國立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與海洋工程學系 

10:30-11:00 茶點（湘宴 B 廳） 

11:00-12:00 

迷你論壇Ⅱ：二相與複雜流的計算（湘宴 A 廳） 

主持人：周逸儒 副教授 

11:00-11:20 

講題： CFD-based analysis of the additiv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laser 

welding 

講者：曾建洲 副教授 

11:20-11:40 

講題：Developing a refined μ(I) constitutive 

model for dense granular flow 

講者：楊馥菱 教授 

11:40-12:00 

講題：Formation of vortex rings and drops at 

particle-laden fronts in density-stratified 

environments 

講者：周逸儒 副教授 

12:00-13:00 午餐（湘宴 A 廳） 

13:00-14:30 海報展示（湘宴 B 廳） 



14:30-15:00 茶點（湘宴 B 廳） 

15:00-16:00 

迷你論壇Ⅲ：無網格法（湘宴 A 廳） 

主持人：陳明志 教授 

15:00-15:20 

講題：Smooth Particle Hydrodynamic modeling 

for free surface flow 

講者：陳明志 教授 

15:20-15:40 

講題：Moving particle methods: MPPM and 

CPM 

講者：黃耀新 教授 

15:40-16:00 

講 題 ： A well-balanced and positivity-

preserving 1D SPH shallow water 

model for river network flow 

modeling 

講者：張高華 博士 

16:00-16:20 閉幕及頒獎（湘宴 A 廳） 

16:2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