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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系友填寫此表單65級呂泰華學長為您捐款於
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協助課程

革新、改善教學場域與環境改善等。

填單請按此文件圖示

您填單,我捐款!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mHZjv70iUx4LNfNCP4i5zW5x4Tz9ZdveAfXoYy99wg4Xfz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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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循環經濟」是政府5+2產業創新政策之一，把廢棄物轉換成再生資源是循環經濟的基本精神。傳統的

廢棄物處理觀念，是被動的垃圾分類、垃圾減量，而至今日已逐漸進化為主動的資源再生與工業零污染規
劃。第五期資源人電子報以「循環經濟」為主軸，專訪了以資源人專業投入循環經濟產業的謝雅敏博士。
謝雅敏博士以Total Solution的概念推動廢矽泥的資源循環，是未來循環經濟的發展新趨勢。另外，我們也
邀請了陳偉聖老師提供專文「高科技產業的循環經濟」，透過淺顯易懂的文字，帶各位讀者踏入循環經濟
的世界，並了解循環經濟的精神、思維以及執行方式。相信透過本期資源人電子報，相信您將對時下最熱
門的「循環經濟」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除了成立各項獎學金鼓勵本系同學朝課業、運動等面向多方位發
展，也結合了在各領域卓有成就的系友們擔任董事會成員，共同推動資源系的發展。本屆資源系傑出系友
吳庭安、汪世輝與呂泰華，皆為基金會董事，他們分屬三個世代，同樣在產業界表現傑出，獲獎實至名
歸。其中呂泰華學長為了凝聚系友的向心力，大方捐贈泰華講堂，讓我們有充足的資源可以邀請產學界菁
英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開拓在學學生的視野。除此之外，泰華學長更期待透過資源人電子報的發行，找
回更多隱藏在讀者群中的畢業系友。從本期電子報發行日開始，身為資源系友的您，只要透過電子報的連
結填寫表單資料，呂泰華學長即捐贈一定金額，作為後續鏈結資源系友資源以及資源系務發展的有力後
盾。在此我們對於泰華學長的熱心奉獻至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

請您不吝給予短暫的幾分鐘，在表單上留下您的聯絡方式，讓我們藉此機會能夠找回散落在台灣、世
界各個角落的資源人，完整系友通訊資料庫。在此也預告，2020/11/7 (六) 10:00-15:00（星期六）我們將
在資源系舉辦系友回娘家暨感恩餐會活動，屆時歡迎您回來看看資源系、重拾過去曾有過的溫暖與歡樂。                                                                           

  -主編 資源系87級 吳毓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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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子瑜  攝/蘇昱瑄

「我一直都覺得我的手應該做一點什麼事」
謝雅敏學姊為成大資源工程系創立第一屆的學生（原為礦業及石油工程學系），在大三時就對石油

工程相關領域持有極大的興趣，但當時從事鑽井、開礦、採礦……等現場工作的人員仍以男性為主，除
了幕後及行政，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有女性的身影出現的。「我一直都覺得我的手應該做一點什麼事。」
追求真實感的謝雅敏，並不希望自己的未來單單投入於紙上做設計，在了解到石油組並沒辦法實現自己
的夢想後，仍然希望能憑藉自己的雙手做些什麼。於是雅敏學姊決定進入蔡敏行教授所帶領的的實驗
室，因而開啟她與循環經濟的緣分。 

學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博士
成大永續所
成亞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大勇無懼的永續資源推手 謝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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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教授的帶領下，雅敏學姊一路從碩班念到博士畢業，也在博班畢業後成為大學助理教授，與
當時在成大永續所擔任研究員的陳偉聖教授組成團隊，一同執行科專計畫。就在四年前，雅敏學姊的
研究團隊注意到產業界中的廢矽泥問題，於是花了約兩年時間開發了廢矽泥回收再利用的技術，也以
此技術創立了「成亞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原本單純的技術研發，以公司的型態正式進入業界
實際地去解決問題。

「思維跳脫」
一般傳統廢棄物回收業者，都是以公噸計價收購

將廢棄物回收之後，再以掩埋、焚燒等方式處理。可
雅敏學姊的研究團隊並不那麼做，僅管他們所面對的
廢棄物中有許多可再利用的成分與資源，透過高單價
化回收即可有所獲利，但他們所秉持的理念跳脫了傳
統的思維，不以賺錢為目的，而是站在廢棄物產生端
的公司角度，以達到「100%資源再利用」為目標，
建議廠商從源頭開始控管並利用廢棄物中的資源效
益。為了達到上述目的，首先需了解廢棄物中所含可
用資源的價值，評估這批廢棄物未來的市場導向，為
它們找到出口與定位後，再依此目標建議廠商在符合
製造成本的前提下，適當地調整製程以滿足資源回收
再利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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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廢矽泥的回收再利用就是很好的一個例

子，面對生產太陽能板所產生的切削廢液、以及
抽取切削廢液中可用再生油後產生的廢矽泥，成
亞團隊的做法是先確定這批廢料中所含有可再利
用的資源類型與價值，同時尋找能接收此廢料的
市場端。這時他們找上了煉鋼廠，建議他們改用
廢矽泥所製造的矽錠來取代需仰賴進口的矽鐵，
透過不斷的解說、推廣，再加上技術的改良，終
於憑藉價格、效益以及品質上等優勢，成功說服
煉鋼廠去接納並使用回收矽錠這個新材料，建立
起太陽能產業與煉鋼廠之間的橋樑。同時為了確
保料源能穩定提供給煉鋼廠，雅敏學姊的團隊由
被動的接受委託、收費去處理廢矽泥，轉為主動
向廢棄物產生端收購廢料源。此一作法會使得廢
棄物產生端開始重視原先視為麻煩的廢矽泥，願
意朝廢料產生的源頭進行改良，使廢料變得更容
易再利用，這便是資源循環的重要精神。

「挫折」
「怎麼做都做不來，那才叫挫折，但在業界沒有

做不來這件事情，只有現在還做不到。」雅敏學姊
說到。「面對挫折要看智慧，當你了解到問題所在，
並且分析現階段的狀況，認知到僅僅是現階段還無法
做到，這並不叫挫折」。由於循環經濟這個產業目前
仍是剛開始發展的一塊處女地，還不曾遇到過兵臨城
下、不得不退一步的處境，雅敏學姊相信，只要運用
智慧，一定能為遭遇到的問題找到解決方法。從談話
中能充分感受到學姊思維裡的高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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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敏學姊說到，「在資源系求學階段中所獲得的背景知識，包含礦物學所教的晶格及晶系、粉體
的特性或粒徑大小、在實驗室中所學到的金屬性質的分析和化驗，循環經濟相關的濕法冶金……等，
老師教的一定要會，要讓這些在課堂間所累積的知識，成為自己身為資源系畢業的學生基本具備的專
業，而未來這些專業將會成為溝通上的一大助力。」

\\\\\\\\\\\\\\\\

「老師教的要學，老師沒教的也要學。」

除此之外，雅敏學姊更強調到「溝
通」的重要性，要學著溝通、學著去縮減
溝通之間的距離，錯誤的溝通可能會導致
錯誤的談判結果。一場可能原先不可能成
功的合作，藉由好的溝通，便有可能達到
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成大畢業的學生，
未來都很有可能成為主管，所以溝通能力
上，在大學時就應該逐漸被培養起來。在
進行業務報告時，不論自身背景知識豐富
與寡，都要先搞清楚聆聽的對象，以對方
能理解的方法去闡述、說明，如此一來才
能稱得上是一場正確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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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
雅敏學姊的團隊在2017年開始將循環經濟轉向半導體產業，為高科技廠進行體檢，分析廠商擁有

的資源與其產生的廢棄物之間的價值，再以資源有效再生的角度向公司建議對於資源循環效益更好的
產線改善方法，一方面減少處理工業廢棄物的支出，同時也使廢棄物中的資源能夠以最經濟的方法再
一次地被回用，達到循環經濟的—零廢棄—的目標，形成一雙贏的局面。

天災人禍、環境變遷以及資源耗竭等等因素，使得原物料的價格不斷地產生變化，若能將生產過
程中的有效資源，循環控制在很短的路徑範圍內，就能確保未來所製造的產品原物料成本不會與現今
差異過大，如此便能控制未來產品的價格在一定的範圍內，這也就是所謂的永續供應。而與永續供應
搭配的便是循環經濟，也因此循環經濟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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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的循環經濟 文/陳偉聖

前言
隨著人類地球誕生至今45億年，人類在地球上已經存活650萬年，最近短短三十年來，產生酸

雨、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熱帶雨林減少、生物物種減少、沙漠化、海洋汚染、空氣污染物、戴奧
辛、人口問題、貧富差距等地球環境問題與社會問題，嚴重威脅人類生存與永續發展。

早期人類是以狩獵遊牧的方式生活，利用石器、銅器、鐵器等工具與大自然搏鬥，嬴得生存的空
間。生活於石器時代之人類祖先，選用堅硬之岩石作為自衛與狩獵工具，足以代表人類智慧與文化高
於一切。人類最先認識的金屬有可能是自然金，而首先用作工具的金屬有可能是自然銅，由於金屬銅
遠較岩石堅韌，爾後又發現更堅硬強韌的合金銅，而使時代邁進青銅器文化，此時人類已知使用“火“
來熔煉青銅。由於鐵礦資源豐富，取得容易逐成為替代銅而進入鐵器時代。由此可知，礦産資源之利
用是人類維持生存與發展文明之重要物質。隨著人類生活方式的演進，聚集形成族群發展出農耕社會
的生活型態，以耕種、圈養牲畜等方式滿足生活上糧食所需。農耕時代所依賴的勞動力除人力之外，
借用牛、馬等家畜的勞動力以及自然的水力與風力能源，用薪材或木炭當熱源熔煉與加工金屬，製造
生產工具與武器。發展出人類文明，確立主宰地球的地位。

在瞭解過去人類發展文明、追求經濟發展與生活享受的過程，所建立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
量廢棄的社會體系，所帶來的社會變遷。要如何在不降低當代人的物質享受與文明發展，也不損及下
一代人的權益下，找到解決良策。二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人類瞭解資源與能量之轉換，掌握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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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動力，製造出大量產品，促進消費追求經濟成長，形成近代之工商社會，建立人力勝天的觀念，
二十世紀後半葉，科技急速進步，經濟繁榮，人口數也急遽增加，對資源的需求量遽增，帶來兩次世界
能源危機，發現資源枯竭與環境污染，嚴重威脅著人類的永續發展。

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出「成長的極限」指出2000年以後，大量開採資源換取豐富的糧食，資源
蘊藏量急速減少，也產生大量污染環境的廢棄物。在豐衣足食的情況下人口數遽增，預估在2030年時，
資源利用過程所產生的廢棄物污染會達最高峰，屆時糧食生產受到污染而每人所能攝取的量劇降，而轉
入飢餓與貧困的生活，因此人口數將在2050年以後大量減少。使地球環境與人類生存陷入無以為續危
機。工業革命以前，人類文化以農業為核心，製造業、服務業只是生活專業化的配角，人類並未特別體
認到資源循環再生的重要。但其實天地萬物自有循環、生生不息的運行規律，經濟活動若能達成天人共
生、物資循環的模式，人類的生產模式、生活型態、生態維護就能三位一體、持續互動、和諧共生。其
實人類的農業時代就是循環經濟的雛形。

在工業時代後，倚賴資源驅動成長的線性經濟模式快速發展，成為全球近代史的發展主軸。各國在
追求國力增長的思維模式下，甚至產生「競爭力」這種無形的競賽模式。線性經濟鼓勵整府與企業完美
的實踐錯誤的事情，一步步造成今天的困境。循環經濟是一套師法大自然資源使用的循環生態思維，
經過設計以確保資源可持續回覆、循環再生，重新組織社會和經濟的新思維與新發展模式。核心思維
強調：循環經濟是一個資源可回復、可再生的經濟和產業系統。相較於線性經濟下，產品的資源價值逐
漸被降低，最終只能被丟棄或焚化的概念 ; 循環經濟使用再生能源、拒絕使用無法再利用的有毒化學物
質，藉由重新數計材料、產品、製程及商業模式，避免廢棄物的產生，確保資源的價值在任何時刻皆能
最大化，因此資源能夠循環再生、不斷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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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的廢棄資源

目前臺灣高科技電子產業中，主要以下列三大項為發展目標，分別是:電子零組件產品、IC產業、資
訊硬體產業等，且主要分布範圍為北中南三大科學園區內。電子零組件產品:體積電路、液晶顯示面板、
發光二極體、印刷電路板等。IC產業: IC設計、IC代工、IC封裝等。資訊硬體產業:電腦、主機板等。

若以臺灣最著名之電子產業-半導體業來做參考，2017 年產值為新台幣 2.46 兆元，更占有台灣 GDP 
15%，如台灣的經濟支柱。台灣半導體產業於世界排名(如表1所示)，台灣總IC產值全球第3，台灣IC設
計產值全球第2，台灣IDM產值全球第5，台灣晶圓代工產值全球第1，台灣IC封測代工產值全球第1。

表1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世界排名

臺灣高科技產業歷經從原本的蓬勃發展，到面臨國內外環境變化而做出改變後，現已呈現欣欣向榮
的面貌。但即使電子產業不停的進步，資源循環的過程也多有進展，但在回收再利用流程上仍有許多改
善空間，例如:仍有許多種廢棄物無法好好回收，或是現已回收之物質用途較為狹隘，並無法帶來較多經
濟價值。以下為臺灣電子產業較常遇見之問題。

1. 廢棄物種類雜多且數量龐大:循環經濟的觀念傾向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重新再利用，以降低廢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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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排放。但由於電子產業產生的廢棄物量龐大，很難有足夠多的下游產業可以應付，造成大量廢棄物仍
沒有被妥善處理。

2. 部分廢棄物具有汙染:由於高科技產業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可能會添加酸、鹼或是有機溶劑等，因此
產生之部分廢棄物也會具有污染源。例如:半導體產業所產生的氟化鈣汙泥，就會有氟汙染的疑慮。而現今
廢棄物大多沒有完整的檢測系統，因此為了防止汙染進入下游廠商的系統內，選擇的方法大多為拒絕使用
該廢棄物，使廢棄物的使用比率始終無法有效提升。

行業別 申報產生量(公噸)

積體電路 155,464.26

光電產業 45,716.12

電腦及週邊 1,189.82

通訊 341.34

精密機械 1,135.62

生物科技 771.17

3. 產業群聚:現今高科技產業大多以科學園區的
方式群聚，因此產生的廢棄物總量相當龐大，而且
沒有辦法即時的將廢棄物運送至需要的下游廠商內(
因為下游廠商大多不位於園區內)。除了會造成運送
上的成本增加外，還會有廢棄物在運送過程中對環
境產生污染的疑慮。

根據新竹科學園區的統計資料，高科技產業屬
於高耗能產業，且會產生大量廢棄物(如表2所示)，
以新竹科學園區(106年)為例，高科技產業所產生廢
棄物占主要包含廢塑料、廢酸液、廢溶劑、無機污

泥與金屬廢液等，因此將做為未來廢棄資源物回收
的標的(如表3 所示)。

表2 各高科技產業廢棄資源產生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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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高科技產業所產生的廢棄物中，最常再利用之物質為無機性汙泥、金屬以及各式非有害溶
劑。而使用之產業大多為水泥業、煉鋼業、化工業、金屬加工業等，主要作為原物料或燃料的替代。

廢棄物代碼 廢棄物名稱 公噸

D-1504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 6,283.03

D-1599 非有害性混合廢液 24,956.63

C-0202 廢液pH值小(等)於2.0 39,186.12

D-0902 無機性污泥 5,175.11

C-0301 廢液閃火點小於60℃ 4,070.30

C-0110 銅及其化合物 8,313.12

D-0299 廢塑膠混合物 571.08

D-1704 廢切削油(液) 488.60

表3 新竹科技園區高科技產業廢棄物種類與產生量 高科技產業的資源循環新思維
以現今環保角度來看，臺灣電子產業在蓬勃發

展的同時，也需擔負環境保護、資源循環的責任。
但現今技術及思維仍不周全，許多再利用方式往往
需要耗費較多成本、能耗才能達成。而且電子產業
商品眾多，技術更是日新月異，因此需要有更新的
思維引入，才能應付往後更加龐大的廢棄物來源以
及產業需求。而現今創造出的新思維則是利用循環
經濟搭配工業的發展，使工業上的廢棄物能在低能
耗、低成本、低汙染的方式下再生，成為工業上或
是生活上能使用的資源。

工業革命以前，人類文化以農業為核心，製造
業、服務業只是生活專業化的配角，人類並未特別
體認到資源循環再生的重要。但其實天地萬物自有
循環、生生不息的運行規律，經濟活動若能達成天
人共生、物資循環的模式，人類的生產模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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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的資源循環創新作法
由於電子產業生產過程的廢棄物種類較多數量也相當龐大，因此以循環經濟的觀點來看，各大企業應

該先行做好廢棄物的分類及使用範疇，並進一步通知下游廠商，並可讓下游廠商依照自己的規模來進行
登記。這樣的方法除了可以知道何種廢棄物會被大量使用，使電子產業做好準備，也可以減少下游廠商
負擔過大的情況出現。

在循環經濟的思維中，若是遇到具有汙染之廢棄物，則傾向建立檢測標準於產出方與收受方。產出方
在排放出廢棄物後應立即檢驗廢棄物中是否含有有害成分，並清楚定量其成分。若是在標準以內則可以
提供給收受方作為使用，若是超出標準則須先進行處理再排放或是重新提供給收受方。而收受方需在得

型態、生態維護就能三位一體、持續互動、和諧共生。農業時代就是循環經濟的雛形。
在工業時代後，倚賴資源驅動成長的線性經濟模式快速發展，成為全球近代史的發展主軸。各國在追

求國力增長的思維模式下，甚至產生「競爭力」這種無形的競賽模式。線性經濟鼓勵政府與企業完美的
實踐錯誤的事情，一步步造成今天的困境。

循環經濟是一套師法大自然資源使用的循環生態思維，經過設計以確保資源可持續回復、循環再生，
重新組織社會和經濟的新思維與新發展模式。核心思維強調循環經濟是一個資源可回復、可再生的經濟
和產業系統。相較於線性經濟下，產品的資源價值逐漸被降低，最終只能被丟棄或焚化的概念 ; 循環經濟
使用再生能源、拒絕使用無法再利用的有毒化學物質，藉由重新數計材料、產品、製程及商業模式，避
免廢棄物的產生，確保資源的價值在任何時刻皆能最大化，因此資源能夠循環再生、不斷被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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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資源物質後自行測量以確保可以進入自己的工業系統內。若是超出可接受範圍，則有權要求產出方再進
行處理。

由於現今科學園區的設置採用產業供應鏈群聚的方式，因此大多為相同或類似產業被設置在同一處，
雖然具有降低生產成本之優點，但卻也造成廢棄物處理上的困難。由於需要資源物質之下游廠商大多不在
科學園區內，因此廢棄物需要較長的運送路途，造成相當多的不便，也造成運送時的環境污染風險增加。
因此，未來可以推動循環經濟園區，代表上游產業生產廢棄物的同時，需要之下游廠商就在附近，不僅可
以使資源直接被利用，還可以減少運輸及處理上的困難，並降低運輸及處理時的環境污染風險。

成亞科技公司的業務就是推動高科技產業(太陽能上游切晶產業)廢料(含矽廢棄資源物質)，經分選、
加工與造粒，再提供給鋼鐵業作為耐火材料、脫氧劑與增溫劑等煉鋼輔料再利用，實現循環經濟中，上游
高科技廠商(太陽能切晶產業)的無機廢棄資源再生為下游產業(鋼鐵業)的原料。

結語
相較於線性經濟下，產品的資源價值逐漸被降低，最終只能被丟棄或焚化的概念 ; 循環經濟使用再生能

源、拒絕使用無法再利用的有毒化學物質，藉由重新數計材料、產品、製程及商業模式，避免廢棄物的產
生，確保資源的價值在任何時刻皆能最大化，因此資源能夠循環再生、不斷被運用。

高科技產業不僅僅只與電子產業有關，除了內部可以達成良好的循環經濟外，也可以藉由彙整其他產業
的力量，達到重新利用、降階使用、回收還原等目標。未來電子產業的廢棄物生產所代表的不再是汙染、
難以處理的標籤，而是代表將進入下個循環，並被完美的重新利用，達到工業上的生生不息。

成亞科技公司成功連結太陽能產業廢棄資源物質，成為鋼鐵業的原物料，勘稱台灣矽資源循環經濟的典
範。未來該公司將朝向高科技產業中的其他廢棄資源物質，利用創新資源化技術轉化為其他產業的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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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資源人-施冠宇 文/ 施冠宇

迎新
迎新活動是加入資源系後的第一個令人深刻的活動，熱情的隊輔、有趣的團康遊戲以及好笑的

劇，到營火晚會的歡愉與肅穆的蛇舞結尾都讓人印象深刻，相信大家一開始就被熱情的學長姐感動。
但一個完美的活動都是有一群人在背後努力的付出的成果，鼓勵學弟妹們有機會都能參加迎新宿營的
籌備，從一個接受者轉為付出者，一方面能學習到付出與傳承的真諦，若有機會擔任主活動企劃，更
可以學習到管理與領導的方法與技巧。學生時期的活動規劃與進行，都是無數人花費包含凌晨的時間
企劃、排練而成的，而在大家一同揮灑汗水的同時，也會交到患難與共的真摯朋友。

課業與外語能力
學歷的規劃一定要放在自己的四年甚至六至七年的人生計畫裡面，學工程的我們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會有碩士或以上的學歷，剩下百分之三十中的很多人也會在日後重返校園補充碩士學歷。試想科技
業在徵聘新人時，同樣優秀的人才，具有碩士學歷者的獲聘機會通常較僅具學士學歷者高、起薪也會

我是資源系103級施冠宇，現正就讀本系博士班。藉由本期資源人電子報，向各位分享幾項
大學時期難得的經歷，也希望能夠透過這些經驗分享，鼓勵本系的學弟妹們勇敢踏出舒適圈，善
用學校提供的資源，豐富自己的大學生活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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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更何況面臨全球化的競爭，具備留美、留歐等碩博士、雙學位學程學歷、托福110分等等的人才很
多，如何在人才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是可以事先規劃安排的。不管大學時代如何瘋社團或其他外務，建議課
業一定要顧好。目前線上免費課程與線上教學資源很多，善用網路以及與身旁的同學及朋友共組讀書會，
都可以提升讀書的效率。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外語能力，外語中尤其是英語是與國際接軌的語言，利用準備
托福、雅思或多益考試，讓英文能力大增，為自己設立小目標，例如托福考試90分或雅思平均6分或多益
860分，同時再善用學校的資源，參加短期的國際交流活動或是1-2學期的海外交換學生計畫，都可以讓自
己的視野更寬廣、心態更成熟，還可以讓履歷加分。在學時期善用學校提供的資源到海外交流，是人生成
本最低的時候，但這些機會只給予準備好的人。

到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到日本北海道參加國際研討會，會後餐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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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隊
參加系隊是在大學生活中重要的一環，我當初是加入系羽，大家一起佔場、練球、參加學校的比賽以

及全國的比賽，空閒時間與系隊成員一起吃宵夜、唱歌，這些回憶是回想起大學時最常出現的記憶片段。
原本系羽球是沒有OB賽，但後來大家感情很好也成立了一年一度的OB賽，現在畢業的學長姐有在半導體
業的，也有在陶瓷相關產業，甚至日本上班的。一年一度的OB賽不只是OB的團聚，也是與在學的學弟妹
一個交流的機會。

社團
大學期間我有參加扶輪青年服務團（扶青團），這個社團的面向包含社區服務、職業探索、國際交流

等。在社團裡我們有去黃金海岸淨灘，有邀請業界老闆分享他的創業經驗，也有到菲律賓學校做國際交
流，2019年成大扶青團更協助舉辦『愛原原不絕』慈善音樂會。這個社團特別之處，在於他有輔導母社-成
大扶輪社，他們是很熱於分享自己經驗的一群人，提供團員很多在未來的方向規劃上的建議。 

成大的社團活動非常的蓬勃，每一個社團都經營得很認真，社團裡的人也是臥虎長龍，例如成大同屆的吉
他社裡出了一個圖文不符的創辦人、同時也是Youtuber頻道「志祺七七」的創辦人。在社團裡可以認識志同道
合的朋友，大家有共通的興趣並且一同做自己熱愛的事情，這是離開學生生活後很難得再有的，因此非常鼓勵
大家在時間允許的範圍內盡量參加學校社團活動。

專題討論
在大學期間進入實驗室進行專題討論，並且把目標放在國際研討會進行Oral Presentation。以這個目標為

前提做專題時，可以更加精確的做出有系統、有邏輯的研究，再利用學校亦或是科技部的經費補助到國外發表
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以藉此機會到國外走走，在國際場合有過發表研究成果的經驗，也會讓你在推甄碩、博班
入學時有很大的助益，對於履歷也大大的加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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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交流、研討會、論壇與實習

我在在學期間參加過很多次國際交流活動，
到過天津大學、吉林大學、廣州中山大學、菲律
賓LPU學校，也參與過WSEN在英國與日本舉辦的
永續論壇。大學時期也加入了當時的工學院菁英
培訓班，也跟隨菁英班團隊一同到普渡大學進行
短期交流。除此之外，我也透過參與創業競賽到
香港中文大學、美國MIT Media School進行短期
交流（細節可參考出國報告：點此圖示                  ）。

我與大學與研究所最好的麻吉—邱凱倫，在商
業週刊上看到一篇專文報導，介紹台灣人在羅馬
尼亞創立了Green group集團，是歐洲最大的寶特
瓶回收廠與雲端家電的回收廠商。我們文章中得
知創辦人是洪慶齡先生（Clement Hung），我們
試著找到他大學的母校，再透過行政單位聯繫得
到洪先生的Email聯絡方式，主動與他聯繫，最後
成功爭取到該公司實習的機會。

與Green Group創辦人-洪慶齡先生（左一）合影。
（圖中為好麻吉邱凱倫）

與LPI, Romania 總經理（圖中）合影\\\\\\\\\\\\\\\\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50083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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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期間大家都有很多自由的時間可以盡情去揮灑，所有的資源與機會是公開透明且平等的，但沒有人
有義務告訴你或幫你，資源或機會還是要靠自己主動積極去尋找。最後也要建議各位學弟妹，找尋自己的熱
情所在、以及專業所在，培養自己成為正向且樂觀的人，學會自己找資源、找連結，讓自己在眾多競爭者中
成為那位脫穎而出的人。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執行力可以決定你能飛多高多遠。最後希望大家能夠跟
我一樣以身為資源系的一員而驕傲。

2016年 參加MIT MEDIA LAB 短期課程 與MIT MEDIA LAB 的Kent Larson 教授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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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跟隨工學院菁英培育班到美國參訪

在普渡大學上課，由學界老師當主持人，
邀請公部門與業界一同進行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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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出新活水 文/周子硯

張良正理事長─開場白

資源工程學系主辦-
台灣地下水資源暨水文地質學會年會及第十一屆地下水資源及水質保護研討會

學會的成立目地和理念
美國加州的中央大峽谷，因管理不當造成當

地發生地層下陷的問題，而在美國加州的橘郡，
卻因地下水管理得當、使得地下水補助充足，並
沒有造成任何環境的災害。上述兩者的最大的差
異，便是地下水資源的管理。根據官方的統計，
地下水的使用量占全台灣用水量的三分之一，比
台灣所有水庫供水量的整體加總還多，該如何管
理且掌握這大量的地下水資源是學會成立的主要
宗旨。

傳承的重要性
地下水為台灣寶貴的資源，值得我們更進一

步去觀測和投入，利用正確的觀念和適合的管
理，讓台灣朝地下水資源的保育邁進。於台灣地
下水資源暨水文地質學會，成立到現在剛滿兩年
又一個月，是非常年輕的學會，格外重視世代傳
承，除了頒發貢獻獎予在地下水資源具有傑出貢
獻者，未來也期待後輩能延續前人的貢獻經驗，
將地下水資源保育與開發的理念延續下去。

<div>Icons made by <a href="https://www.flaticon.com/authors/freepik" title="Freepik">Freepik</a> from <a href="https://www.flaticon.com/" title="Flaticon">www.flaticon.com</a></div>
<div>Icons made by <a href="https://www.flaticon.com/authors/popcorns-arts" title="Icon Pond">Icon Pond</a> from <a href="https://www.flaticon.com/" title="Flaticon">www.flaticon.com</a></div>
<div>Icons made by <a href="https://www.flaticon.com/authors/freepik" title="Freepik">Freepik</a> from <a href="https://www.flaticon.com/" title="Flaticon">www.flaticon.com</a></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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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工程學系主辦-
台灣地下水資源暨水文地質學會年會及第十一屆地下水資源及水質保護研討會

活動流程
研討會進行之前，邀請到水利署賴署長，成大副校長蘇芳慶，成大工學院副院長王俊志，台灣地下水

資源暨水文地質學會理事長張良正致詞勉勵。隨後頒發地下水貢獻獎，五位在地下水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
教授獲得殊榮，分別為成大地球科學系特聘教授─簡錦樹，中國科技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王主惠，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徐年盛，台大生物工程系教授─譚義績，交大環境工程研究所講座教授─葉弘德。
下午於資源系新館一樓舉辦學生海報的競賽，而資源系舊館則進行論文的口頭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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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建信署長—專題演講
台灣地下水資源_明智面對地下水資源

以色列人發展地下水的利用已經擁有豐富的經驗，近期面臨到地下水超抽，湖泊乾枯等問題；亞利
桑那州也因地下水的運用和開發的不當，地下水超抽過度，導致抽水機抽出沙土，這些警訊都在警告我
們，要審慎且明智的面對地下水資源的利用。

  根據民國106年的統計，台灣的地下水入滲量高達51億噸，抽取量卻高達54億噸。我們目前對於台
灣地區地下水的蘊藏量仍不夠了解，由於地下水資源的相關專業不只包括了水利工程的知識，也包含了
土木工程中的土壤，我們今天也很榮幸用資源工程的角度，水文地質的角度去探討這件事情。而地下水
的問題，不僅僅是超抽導致地層的下陷，更包含地下水水質的變化。如水質的鹽化，也有可能造成環境
上的衝擊，這也是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必須去面對且探討的問題。

  印尼的雅加達因為地下水超抽過度造成地層下陷，嚴重到必須遷都，這就是地下水不明智的利用，
對於巨型都市的影響的例子。未來地下水資源的發展方向，期許能跳脫出傳統行動方案與思維，讓地下
水的使用模式以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能像颱風一樣去進行預測，並且去賦予他一個全新的詮釋。地
下水問題，包括地層下陷，水質問題，平均地下水水位下降，海水入侵所造成的水質惡化等等，面臨這
些挑戰，相關單位須積極的跨領域合作，向颱風的觀測和系統學習和整合，共同擬定應對的策略，使民
眾提升意願去配合政府的政策、明智的使用地下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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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的測量和觀測都是即時的，傳統的儀器測量遠遠跟不上地下水層的變化，如何在不增加測量
點的前提，透過模型去推估、同時有效掌握地下水得實際狀態，是未來應該要發展的項目。為了有效提
供相關資訊的即時性，在未來建立一個地下水觀測網，實現觀察自動化是必要之務。運用大數據分析，
人工智慧，等科技去突破傳統，以創新的思維去解決水問題。未來也將朝向開放水資源方面的資訊邁
進，讓民眾和社會產生共鳴和共識。

  最後，賴署長期許年輕的一代，將基本學科基礎打穩，並且了解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也期許資訊
和水利的人才能夠跨領域去合作，共同營造優質的地下水環境。

\\\\\\\\\\\\\\\\



27 RENEWSPAPER

外賓來訪

日本秋田大學學者合影

俄羅斯MISIS大學學者合影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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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 After

民國94年 民國108年

郭明錦 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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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108年度本系傑出系友得獎者呂泰華、汪世輝及吳庭安學長回系上領獎，由系主任徐國錦頒獎。

傑出系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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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優秀獎學金

為培育資源工程人才，獎勵優秀學生，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大學部優秀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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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優秀獎學金

為培育資源工程人才，鼓勵新生就讀資源工程學研究所，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碩士班
優秀獎學金頒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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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工程整合實作獎學金

為獎勵選修資源工程整合實作課程優秀學生，特訂定資源工程整合實作獎學金頒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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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嘉年華
本次「研究嘉年華」活動是資源系第一次舉辦，目的是提供在學的學生們完整的研究室資訊。活

動當天各個研究室在系館穿堂會場展覽研究成果，並以海報與口頭介紹的方式各研究室的軟硬體設
施，研究所的學長姊也會親自在現場替大學部的學生介紹以及解惑。不論是剛入學的小大一、對於未
來修課方向想更近一步了解的大二，準備進行專題研究的大三，抑或是即將邁向職場或報考研究所的
大四，都能在「研究嘉年華」活動獲得不同的收穫。

文/林品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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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級迎新宿營

剛進入成大時，小大一彼此間還不甚熟識，為了讓新生們快速融入資源大家庭，凝聚系上的向心
力，與未來四年將一同攜手前進的夥伴感情加溫，大二、三的學長姐們特地為小大一們舉辦了迎新宿
營。從新生入學前便開始著手籌畫，耗費許多心力，目的就是希望讓新生們在入學之初即留下畢生難忘
的大學回憶。本次宿營的舉辦地點位於高雄農場，時間為期三天，為了讓新生在遊戲活動中彼此熟悉，
學長姐精心安排許多表演、活動，令高雄農場瀰漫著歡樂的氣氛。這次活動的成功，不僅僅是努力付出
的幹部，也要感謝各位配合的小大一們，讓這次活動能圓滿落幕。

文/林品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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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趴
在繁忙的期中考週後，同學們都想找個機會忙裡偷閒，為此系學會特地舉辦了萬聖趴，邀請各個

年級的同學共襄盛舉，也準備了各式各樣的表演與食物，從唱歌、跳舞、螢光扇，甚至是魔術表演都
有，緊接著表演後的活動是遊戲環節，大家熱情的歡呼聲，將活動帶到了最高點，最後用一張合照，
結束了本次的活動。

文/林品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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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驛站
此次的活動主要是為了大一及大二的學生

所舉辦的，主要目的是讓同學能夠了解資源系
的專業科目，系學會特地邀請了幾位學長姐，
分享並介紹關於系上畢業門檻、專業科目以及
研究室的專題等等的相關資訊，讓同學更加了
了解資源系所學並找出自己的志願所在。

文/林品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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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秋情_台文資源聯合迎新 文/林品翰

在多元開放的大學生活中，與外系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與不同生活環境下的人相處，可以
大大的拓展自己的視野，本次的活動與去年一樣，是與台文系一同舉辦，兩系系學會聯手合作，
大家也藉此多了一次與外系共事的經驗。就在歡樂的闖關的過程中，參加交流活動的同學們也能
更加認識彼此，培養深厚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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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華講堂專題演講11/07
「時間在哪裡，

成就就在哪裡」，良
好 的 時 間 管 理 不 僅
能使自身生活更加充
實，也能使自我效率
提升，在演講的一開
始，葉弘德教授便向
我們展示他從十年前
進行時間管理之後工
作產量上升的結果，
並且向我們分享他在
「個人時間管理」一

目標與人生目標，一照面向則可分為健康、家庭、工
作、學習、娛樂等項目，而在選擇目標時，其必須適
合自己並需要經常思考與檢討其內涵，最後訂下完成
期限，在面對目標徬徨不定時，尋求良師益友的建議
更可以瞭解、反芻思考自己目標的合宜性。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目標確立後進行計畫的擬定也是非常重要
的，講者建議，每天晚上都要進行隔日的計畫擬定，
確立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項目，並在日後記錄自己每天
用於目標相關工作上的時間，不僅能緊盯自我定時完
成的目標，更可以減少自己在工作時無謂的時間浪
費，此外，利用記事簿或者手機應用程式幫助紀錄通
訊錄、每週行程、每日計畫以及備忘錄也是協助時間
管理的一種方式。完成計畫的擬定之後，如何每日確
實的執行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一大難題，除了要避免
三分鐘熱度之外，也需要「今日事，今日畢」，防止
拖延影響計畫的進行，為了避免在工作時段被干擾，

文/林欣澤

書中所整理出來的重點脈絡，講者提到，時間管理的
重要目的為有效率地完成自己的目標，因此在進行計
畫的擬定之前，必須先訂定自己的目標，目標依照完
成所需的時間又可分為三類，分別為短期目標、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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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也建議不要在辦公區域擺放沙發等接待家具擺設，使自己能專
心處理當下的事務，除了這些之外，自身對於事情的輕重緩急的掌
握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時間分配，錯誤的時間安排不僅使自身疲於
奔命，計畫進度也可能因此無法如期達成，使得自己挫折感增加，
容易半途而廢，事情安排上，優先事項是由急到緩、重到輕，前者
是時間上的權重，越有時間限制的事情則越急，後者為重要性的權
重，越有影響性的則越重要，因此若不能分清以上事項的分類安
排，便可能將其錯置導致常常被不對目標毫無貢獻但緊急的小事干
擾，如忘記定期帳單繳款等，以至於無法完成其他預訂項目，若能
依循以上的項目，則能對自身時間的掌控擁有一定的能力，從而達
成自我追尋的目標。

「在非洲，每六十秒，就有一分鐘過去」，不管生為什麼樣的
種族，活在哪一塊大陸，每個人最大且最為公平的資產就是時間，
魯迅曾經提過，「時間，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時，可是一天的
時間給勤勉的人帶來智慧和力量，給懶散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
，因此如何投資時間往往是每個人產出成果差異最大的因素，講者
與我們分享他所專注的目標「工作、家庭、健康」，並講解如何利
用時間管理使得自己能夠將其逐步完成，訂下目標、謹慎規劃、堅
持執行便是一套讓人完成不管大大小小目標的不二法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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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舉行第九屆第三次董事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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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泰華團體精神獎

為鼓勵成功大學資源系學生多參與校內及校際比賽，以期能涵養出文武兼備，五育並重之學風，特設
立本辦法。邀請呂泰華董事本人親臨現場頒發此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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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                         捐款金額

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108年度9-12月份捐款芳名錄

弘元石材廠	 																																	120,000																									
饒瑞榆(82)																																															2,000
吳庭安(95)																																															4,000
謝雅敏(85)																																															2,000
徐國錦																																																						2,000
呂泰華(65)																																															5,000
林子耕(106)																																										10,800
陳家榮(63)																																										100,000
莊宜剛(68)																																												30,000
郭忠義																																														1,000,000
游象麟(81)																																															6,000

We thank you for each donation.

補助                            補助金額
台南市節能補助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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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郵政劃撥　
帳號：31246268 　
戶名：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2.銀行匯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府城分行　（銀行代碼 017）
帳號：00610707580　
戶名：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3.支票或郵局匯票　
請掛號郵寄「台南市東區大學路一號　成功大學　資源
工程學系，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收」

4.現金　　　
請送至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代轉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
源科技文教基金會收。

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捐款方式

Make R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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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第九屆董事成員】

董  事  長  
副董事長
秘  書  長  
董　　事
顏富士、黃紀嚴、吳榮華、呂泰華、李振誥、葉公能、
張曙光、向性一、吳毓純、葉信富、王尚武、賴正文、
饒瑞榆、汪世輝、謝雅敏、陳俊豪、吳庭安、黃重嘉

劉元文
莊宜剛
徐國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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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資源人電子報】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發行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總   編  輯：吳毓純
助理編輯：賴文婉
美術編輯：蘇昱瑄

地址：台南大學路一號　資源工程學系
電話：(06)2757575分機62800
傳真：(06)2380421
E-mail:nckudre@gmail.com

http://bac002.web3.ncku.edu.tw/index.php
http://bac002.web3.ncku.edu.tw/p/412-1099-22217.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