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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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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AIpQLSeIQZMqMmOjAstyN2tJJSOAHLQ00DuyrxyX9qmtujSonRr2l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K9W_1uiMkUur3JwJncQQq6ZLdFECm8l_GhYOEZLeKXZd4r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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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地質資源工程問題，一如人生，往往存在著多個面向，並隨著時間與空間環境變遷推演而有所變化。

本系從早期的「電氣化學系」擴充為「礦冶工程學系」，接著轉成「礦業及石油工程學系」，後來為符合
時代需求，於民國八十一年改名為「資源工程學系」，肩負起訓練資源開發、利用、再生與處置的人才並
推動研究發展之社會使命。無論如何演繹，透過承先啟後的思維溝通交流，可以更加全面、多元地提供完
整的地質資源工程資訊。本次承蒙徐國錦主任的青睞，委由本人擔任本期資源人電子報的主編，此次邀請
了本系謝秉志教授與助教林欣澤、80級吳育生博士、89級林宏奕博士、100級楊亞欣，以及100級賴文麟
工程師等人分享個人對資源人的看法經驗與期許。

在本期的資源人電子報中，首先介紹「資源人FOCUS專訪」，對象為礦油系80級吳育生博士。吳博
士目前任職於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兼現場調查組組長，本次專訪主要談論有關資源人對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領域的看法。在專訪的過程中，他指出，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這個領域，除了需要環境資源工程的
人才，還需要地質背景的人才。他同時也表示，這是一個涉及民眾健康風險、土地所有人及產業界等三方
權益的嚴肅法律問題，需要專業的查證和舉證並且嚴肅對待，才能釐清權責。他建議所有的學弟妹要把握
年輕的當下，初期要先立好基礎點，站穩腳步後便可以向外延伸，像一把傘展開一樣。千萬不要自我設限
或盲目地跟隨其他人，要勇敢地走出與別人不同的一條路。最後他建議，之後想走資源開發與保育組的學
弟妹應該積極取得應用地質技師資格，除了獲得專業證照，也可作為自己對大學四年所學的檢定、肯定與
交代。他更鼓勵學弟妹暑期到水工所實習，甚至畢業後加入水工所，一起貢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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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級林宏奕博士從「資源人看時事」的角度，撰寫「山區地下水-水資源的新視野」一文，介紹自
己參與經濟部地質調查所規劃的「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整體計畫」，他仔細地說明為期十二年
的分支計畫「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與評估」有何成果，該計畫是由本系李振誥教授、徐國錦教授、
余騰鐸教授所領導之團隊與台灣大學、嘉南藥理大學團隊共同執行。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的資料有限，
林博士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該計畫的來龍去脈，說明台灣各流域現況及山區地下水資源的調查評估方
式。此一計畫依研究區範圍劃分為不同尺度進行調查與分析，分別為大尺度之山區地下水資源開發潛能
評估、中尺度之水文地質特性研究，以及小尺度之地下水開發區潛能出水量評估，藉以了解台灣山區地
下水的特性、賦存及動態，並且提供維護台灣水資源永續與安全的資訊，包括局部區域的供水利用、抗
旱備援用水、水資源枯旱預警等等。

102級楊亞欣博士生於本系碩士班畢業後，進入業興環境科技就職，之後於106年回到本系攻讀博士
班。她透過本期資源人電子報分享在學及工作經歷，希望藉此讓學弟妹對本系相關工作有更多認識。內
容是從她在業興環境科技負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工程及研發工作內容與處理業務範圍經驗談
起，延伸到再度選擇回到系上攻讀博班的經歷。她分享了無論上課所學為何終將有用，同時提到工作上
一個有趣的「略懂與專業」現象，亦即工程師需要專業，而計畫管理則需要略懂每個專業，才能找到合
適的人完成工作。此外，她還提出工程師的語言能力與溝通的重要性。

接著是100級畢業的賴文麟系友，畢業後曾任職於台灣美光記憶體，擔任黃光製程工程師，目前在南
科台積電服務，擔任良率精進工程師。他於「給老師的一封信」中，傳達了很多個人在職場上的見解，
例如要保持謙遜的態度面對一切、建立遼闊的心態與視野來促使自我繼續學習和接納新知，以及保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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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學習的心態等等，這些都相當有價值且值得期許。此外，文中強調學弟妹們在大學時期最能夠、也最需
要培養的是自主管理，包含生活管理與時間管理等。他還強調表達能力與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除了把事情
做好、正確執行，更重要的是展現執行的成果和討論。

最後是謝秉志教授與助教林欣澤指導的石油工程野外實習課程，他們於2020年12月14日帶領學生至苗
栗通霄鐵砧山實習與參訪，過程受到台灣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注儲工程處及探採研究所的協助，安排講解
活動並進行學術界與產業界的相互交流。在此感謝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提供經費支持，
讓本次的野外實習得以成行。這樣的參訪成果對業界來說，可以保持培養與招募新進人才的機會，而對參
觀的學生來說，此次實習能使資源系學生更加了解石油工程的相關行業與研究領域，以及台灣在油氣生產
與能源供需上的成就和未來將面對的挑戰。

    最後，本人誠摯地感謝上述各屆資源人，無論是提供文稿或接受專訪，都使資源人電子報的內容更
加充實、豐富。感謝你們，有你們真好，也期望未來能有更多人持續支持資源人電子報！

69級同學會畢業40周年與徐國錦主任於

民國109年「系友回娘家」活動，資源系

系館攝影留念。後排左起蔡印來、蔡聰

麟、李振誥、許志雄、楊有龍、尤俊源。

前排左起尤宗立、韓光甫、牛正邦及夫

人、徐國錦、金行白及夫人、周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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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三 周子硯

土水污染整治的力行者 吳育生 

學歷
成功大學礦油系80級學士
成功大學礦材所82級碩士
成功大學資源所96年博士
經歷
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地層下陷防治服務團執行秘書
計劃及知識管理組組長 
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兼現場調查組組長(現任)
專長
工程地質、水文地質、環境影響評估、地層下陷防治、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智慧地下水管理



RENEWSPAPER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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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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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於西元2000年正式公告施行，該法主要是針對不易為人類所察
覺之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就其防治、管理以及整治復育進行規範。此法號稱是我國環境法令的最後一塊拼
圖，正式公告施行，也代表著台灣環保意識以及社會對資源保育的重視，已提升至另一個更高的層次。這
個看似只是環工界的新興領域，由於污染物質在地底下的分佈與移動無法直接被看到與了解，因此也需要
有地質、地下水、物理與化學的綜合的專業知識。而畢業於礦業及石油工程學系（資源系前身），目前服
務於成大水工所的80級吳育生學長便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簡稱水工所)，是成大與水利署合設的一個單位。1949年國民政府在遷撤來
台時，將部分遷移的水利設備與儀器贈與台南省立工學院(國立成功大學的前身)，隔年則成立了台南水工
試驗所(即今日的水工所)。成大水工所是一個專業的研究單位，在民國80年初承接了兩個政府的大型工業
區開發計畫後，也逐漸壯大並擴充到100多人的規模，為目前成大數一數二的大型研究單位。「由於水工
所的運作型態與業界顧問公司相近，除了本身接受許多的委託計畫，也與其他顧問公司一起合作，共同處
理很多業界實務問題，因此水工所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工作環境!」學長說到。由於水工所的研究領域十分
的多樣，同樣也需要多方面的人才，特別適合資源、水利、環工、土木系背景的同學加入。「念系上大學
部的時候還沒聽過水工所，一直到讀碩班的時候，因為協助當時服務於水工所的一位博士進行實驗，才有
這個機緣去進行現場實驗與認識水工所的業務」，學長笑笑地提到當初認識水工所的機緣。在當完兵後便
被推薦進入水工所，一待便是25個年頭。從一開始主要從事環境影響評估的地下水監測調查，而後轉戰到
地層下陷防治與地下水管理工作，最後來到新興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領域。於水工所任職期間，並同



09 RENEWSPAPER \\\\\\\\\\\\\\\\

時申請在職進修，進一步研讀相關的知識，如今學長已在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的領域中，佔有
一席之地。

當談論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時，學長表示這是一個涉及民眾健康風險、土地所有人及產業界等三
方權益的嚴肅法律問題，需要專業的查證與舉證且嚴肅對待，才能釐清權責。「假設某地的居民的飲
用地下水發現遭受污染，甚至已影響到身體健康，而鄰近排放此污染物質的工廠就有三間，我們該如
何去蒐證這污染源從哪裡而來並判斷該由誰負責處理污染，而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學長回答道。在
地下水污染的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就是地層學以及水文地質的知識，當我們要去討論或是去調查地下
水污染物的跡象，水文地質中的流場調查非常重要。一條河流我們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流向，但由於地
下水是藏在地底下且無法直接觀察，因此我們需要鑽設觀測井或是運用其他的調查技術，才能釐清地
表下的流場。除了流場的建立，我們也要注意國內許多常見的污染物(例如含氯的有機化合物，四氯乙
烯、三氯乙烯…等)，其比重是比純水大，因此污染物也很有機會是會隨著地層的傾斜去做移動，而不
是隨地下水流移動，綜合起來的情況可能是非常的複雜。「就因為困難複雜，我們系上所學的專業才
能凸顯」學長說道。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這個領域，除了需要環境工程人才，還需要地質背景的人
才。由於污染物通常為石化工業所產生的有毒物質,環工專長的人需要理解這些物質的化學特性以及該
如何去處置這些有毒物質，這是屬於水質處理的部分。但這些污染物質都在我們看不見的地底下肆意
蔓延，而資源系的地質背景便顯得格外重要有用，「我們所學的地質觀念是需要三維的空間想像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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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解。」學長感嘆當時手下及身旁的人大多出於環工背景，
缺乏地質專業能力，因緣際會下才萌生回母系開課的念頭。希
望一方面為自己在水工所的工作團隊培育與挖掘人才，也一方
面能讓學弟妹知道，資源系的專業可運用的領域與優勢在哪
裡，「我想讓學弟妹知道資源系教的都是有用的， 哈!哈! 念資
源系還有土水污染整治這一條路可以走。」

學長建議所有的學弟妹，要把握年輕的當下，努力去闖，
人生的時間不等人，過了就不回頭。年輕時體力好，每天高專
注力的時間長，有吃苦的本錢，要把握時機，多學習充實自
己，學習的東西要廣。初期要先立好基礎點，站穩腳步後便可
以向外延伸，像一把傘一樣。千萬不要自我設限或盲目地跟隨
其他人，要勇敢的走出與別人不同的一條路。學長最後建議之
後想走資源開發與保育組的學弟妹，應該積極取得應用地質技
師資格，除了獲得專業證照外，也可作為自己對大學四年所學
的檢定、肯定與交代。學長也鼓勵學弟妹暑期到水工所實習，
甚至畢業後加入水工所，貢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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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地下水-水資源的新視野 \\\\\\\\\\\\\\\\

文/ 89級 林宏奕

台灣地處亞熱帶季風區，加上地形陡峭多山，造就豐枯期鮮明之氣候。受迎風面與地形影響，由北
到南豐枯條件差異甚大，豐枯季降雨比例由北部3:1至中部7:3至南部9:1。如此懸殊的降雨分配，造就全
台水資源分配的差異，也提升水資源供給的難度。

地下水與地面水從過去即扮演台灣地區主要水資源供應之角色，供應台灣主要水資源需求的包括水
庫供水、地面引水與地下水抽用，比例分別約為22%、46%、32%。豐水季期間，地面水量充沛，水庫
維持高水位，自是無缺水危機；而枯水季時期，地面水量銳減，成為水資源窘迫之主要原因。如前述的
豐枯期降雨差異，枯水季降雨稀少，地面水量之來源為上游山區蓄存地下水流出，若以豐枯期各佔一半
時間計算，地面引水量之一半（23%）應與山區地下水有關，加上地下水佔比（32%），可以推論台灣
水資源供應系統中有一半水資源量與地下水有關，由此顯見地下水資源對台灣有多重要。

    因應平原區地下水資源之保育及開發，經濟部水利署與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共同推動「臺灣地
區地下水觀測網整體計畫（81-9年）」，以臺灣九大地下水分區為主要標的，進行水文地質測勘與地下
水位觀測資料庫建置，作為臺灣地區地下水管理及研究之重要依據。台灣山區佔全島面積的三分之二，
遠大於平原區之面積，過去研究亦顯示其為台灣平原區地下水資源的重要補注來源區域。為了解本島地
區的山區地下水賦存量、滲流通道，並且監測其變動，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遂推動｢臺灣山區地下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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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調查研究整體計畫」，藉以瞭解台灣山區地下水的
概況，並且設立觀測網以掌握山區地下水動態。該工
作進程包括三期，分別為臺灣中段山區（99-102年）
、臺灣南段山區（103-106年），以及臺灣北段山區
（107-110年）（圖1）。工作中，針對山區地下水資
源進行的基本調查、匯整分析，以及建構水文地質架
構和概念模式等重要工作，顯示對整體水資源之評估
概念已由傳統地下水分區，延伸至集水區範圍。該計
畫有4個分項計畫，包括「山區地下岩層水力特性調查

與觀測井建置」、「流域水文地質調查、探測及圖幅
彙編」、「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及「資料庫建
置與應用系統開發」，藉由整體計畫的推動，可釐定
台灣山區之水文地質架構，據以評估地下水資源的蘊
藏量，進一步掌握其與平原區之地下水系統的交互關
係。完成之相關成果將彙整於山區水文地質資料庫，
用以分析山區地下水資源之取用潛勢、區位及方式，
研擬永續經營的策略。

圖1、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整體計畫調查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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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李振誥教授、徐國錦教授、余騰鐸教授所領導之團隊與台灣大學、嘉南藥理大學團隊共同執行
「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與評估」分支計畫，前後為期十二年，至今已到計畫最後一年度。由於山區
資料有限，該計畫針對計畫區流域現況及山區地下水資源評估方式，將工作項目依研究區範圍劃分為不
同尺度進行調查與分析。根據不同的目標規劃，將工作項目區分為大尺度之山區地下水資源開發潛能評
估、中尺度之水文地質特性研究，以及小尺度之地下水開發區潛能出水量評估。

    在大尺度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與評估方面，工作範圍涵蓋計畫全區域，包括多處河系之山區範圍。
首先，收集整理並評估各項基礎資料，包含地形、水系分布、植被狀況、地層含水量、地質與岩性、線
形構造與裂隙分布、遙測影像、地球物理與化學、鑽井岩心、河川流量與地下水位，以及其他氣象水文
資料，由此建立上述山區資料圖層，分別評估地下水補注潛能、地下水補注量空間分布，最後考慮開發
後的恢復程度，評估山區地下水資源的開發潛能，作為山區地下水可開發區域的選址依據。

    中尺度之工作內容為分析重要區域之地下水流動特性，分析目標為重要河川地面水與地下水交互作
用評估，分析範圍視資料完整度，以河川流量站河段作為分析區域，利用河川流量資料再配合離子濃度
資料，由離子質量平衡評估選擇河段地面水與地下水之交換量。此外，山區河川水與地下水為下游平原
區之重要補注來源，本計畫根據平原區地下水位資料等，分析山區地面水與地下水對平原區之補注量變
化。小尺度之工作內容為高開發潛能區地下水可開發量之評估，以山區地下水開發潛能為依據，篩選分
析的場址，配合分支計畫的現場鑽探與試驗成果，根據水文地質等資料，建立小範圍高開發潛能場址數
值模型，評估地下水可開發量及地下水開發對區域地下水位之影響，作為山區地下水開發利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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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作中，最主要之工作是評估大區域山區範圍內的地下水開發潛能。由於山區資料極為有限，進
行全面調查試驗所費不貲，故採用客觀參數架構指標評分系統，用以瞭解如何在如此大範圍區域中篩選適
合地下水開發利用的區域，此為本項潛能指標的主要目標。地下水是自然水循環的一部份，受自然補注會
再生而提供利用，故合適的地下水利用場址，並不取決於蓄存量多寡或區域大小，而是開發利用後易受降
雨、河川和其他地下水補注而恢復水位的區域，才是適宜的地下水開發場址。因此，山區地下水資源開發
潛能，目的在評估山區地下含水層可供地下水開發之潛力。在資源永續利用的考量下，地下水資源開發須
降低對區域地下水環境的衝擊，並在可維持於預設可容許改變的限制下，考慮在自然條件下，經過人為開
發後的含水層水位恢復之能力，此為地下水開發潛能，此項指標越高，代表其含水層恢復之能力越高，亦
即經過地下水開發所造成之衝擊越低，且代表其補注效率較佳，可能成為較優良之地下水可開發區域。

計畫參考Foster(1987)架構之地下水脆弱度指標（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主要考量補注源指標
（groundwater occurrence rating）、地表入滲指標（overlying infiltration rating）及地下水深度指標
（depth to water rating），合稱為GOD指標。其中區域地下水的補注能力將影響地下水開發後含水層之自
我恢復能力，而影響地表入滲的包括氣象因子（如降雨分布）及地表提供入滲之能力（地下水補注潛能）
，地下水位深度則代表入滲水補注至含水層之難易程度。本潛能指標考量單一自由含水層架構，故地下水
補注的來源為降雨入滲，而補注潛能因子是以台灣山區條件進行篩選，依據GOD評估模型之概念，將其三
項指標轉化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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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注源指標（groundwater occurrence rating）
年補注深度代表在降雨事件發生下，年度補注量之總和，考慮因素包含不同區域之氣象條件差異及地

質、地形等，年補注深度代表在不同區域每年進入含水層之自然補注量，故將之選定為補注源指標。評估
補注量則基於水平衡分量之假設，利用河川基流分析法求得地下水補注率，並且配合降雨量資料，計算山
區地下水補注量分布。由過去的工作成果顯示，計畫區域多包含山區和部份平原區，受地形影響而導致降
雨量常呈現數倍差距，為免單一因子成果之偏態分布影響整體開發潛能，故補注源指標之計算方式，是將
各網格之入滲深度取對數後，除以計畫區內最大補注深度之對數值。

二、地表入滲指標（overlying infiltration rating ）
地下水補注潛能代表雨水穿過地表補注至含水層之能力。補注潛能越高，代表降雨越容易補注至含水

層，在地下水開發後，越容易因為補注而恢復水位。本計畫因此採用山區地下水補注潛能來代表地表入滲
指標，將各網格之補注潛能成果除以本年度計畫區內所有網格補注潛能之最大值，完成地表入滲指標。

三、地下水深度指標（depth to water rating）
地下水位深度（與地表之距離）越小，代表補注水越容易進入地下含水層中。此外，地下水位資料顯

示，計畫區中離水系距離越近，地下水位的深度越小，故在本計畫區中，地下水位深度代表含水層在開發
地下水資源後之恢復能力。本計畫利用分支計畫提供之山區地下水位資料及既有的地下水觀測水位，進行
地下水深度指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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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依上述三項主要評估因子的邏
輯，建立地下水可開發潛能的評估架
構，並參考GOD指標評估方法，將三項
因子轉化為0~1之數值，利用指標互乘
之方法評估區域的可開發潛能（圖2）。
此方法可避免採用因子權重評估方式所
造成之主觀判斷因素，能正確地依照相
互大小關係評定出計畫區可開發潛能的
分布，工作流程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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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山區地下水資源開發潛能評估流程圖



RENEWSPAPER 18 圖 4、臺灣山區地下水開發潛能圖初稿

110年度為上述「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與評
估」整體工作的最後一年，目前已初步完成長達12
年的台灣山區地下水開發潛能評估成果整合（如圖4
所示），圖中可見，自然河川系統本就是地面水與地
下水匯集、交換的區位，尤其是河系河谷沖積範圍、
山間盆地皆為地下水開發潛能相對較高的位置。由於
山區資料甚為有限，完整進行地下水場址調查評估工
作既費時且成本甚高，而利用潛能指標系統可針對分
析區域，快速完成潛能評估以篩選出相對高潛能的區
域，提供不同尺度下的選址參考，藉此合理地挑選可
能場址並縮小調查評估區位。整體而言，潛能指標系
統可供大區域水資源規劃參考運用，局部區域則可用
來篩選相對較高潛能的區域，縮小範圍後再投入調查

以節省時間和經費，提高水資源取用評估的效率，是
為本工作之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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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的工作歷程是相當充實的一個過程，在整體計畫諸多團隊的努力下，替台灣山區留下
了相當的背景資料以及調查、分析成果，對於山區地下水的特性、賦存及動態，都有更深入的
瞭解。然對於台灣整體地下水資源的運用及保育，也留下了多項課題。相信山區地下水在未來
整體水資源架構上，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局部區域的供水利用、抗旱備援用水、水資源
枯旱預警等，都是相當重要的延伸應用。在期待山區地下水工作開花結果的同時，也歡迎有興
趣的資源人加入，一同為台灣的水資源環境努力，以期台灣水資源永續與安全之未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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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資源人 文/ 100級 楊亞欣

為什麼會選擇工程顧問公司

各位學長姐、學弟妹好。我是博士生楊亞欣，102年於
本系碩士班畢業後進入業興環境科技，之後於106年回到本
系攻讀博士班。此次透過本期資源人電子報分享在學及工
作經歷，希望能讓學弟妹對本系相關工作有多點認識。

對於工程顧問公司的印象，來自大學部老師們的教學簡報，當時他們引用了工程顧問公司的調查

分析結果。之後在專題生與碩士班階段，接觸到許多政府委辦的執行計畫書，其中包含許多專業的現
地調查與分析，將工程實務應用與現地問題解決加以結合，學以致用的工作內容，讓我對工程顧問公
司有著美好的想像。因此，碩士班畢業後，開始尋找工程顧問公司的職缺。認真尋找職缺後，發現工
程顧問公司領域廣泛，包含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環境工程、地理資訊系統等等，考量資源系所學與
碩士班研究，我針對水文地質及地理資訊系統相關的職缺投遞履歷，最後順利進入業興環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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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業興環境科技的工作內容
業興環境科技屬於中興工程集團，主要負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工程及研發工作。我在

公司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執行地下水與土壤環境污染調查、地下水監測及整合管理等專案計畫，業務
範圍涵蓋環保署、縣市環保局、縣市水利局（處）及其他委託。印象最深的是，進公司第二天就直

接到日月潭附近進行設井監工，第七天就獨立執行
設井監工，幸得主管指點許多現場注意事項，還有
經驗豐富的師傅分享工作經驗，讓我不至於在現場
慌亂。所謂的現場工作不僅是設井監工，也包含現
勘、調查、採樣、與當地居民溝通協調等等。現場
工作需要注意的事包含標準作業流程的熟悉、現場
狀況的回報，以及突發狀況的應變。現場工作結束

後，就是開始數據的整理、分析、報告，以及簡報的撰寫與製作、例行的工作會議、重要的審查會
議。每個計畫都有相似的生命週期，從備標開始、計畫執行到結案報告，只是時間的長短不同。顧問
公司的步調非常快速，還會同時執行許多專案計畫，每年年底是顧問公司最忙碌的時候，結案與備標
同時進行，這時每位工程師大概都是眼下烏青。

進公司的前半年屬於磨合期，主要在做支援各計畫的子項工作。因此，菜鳥階段主要是協助現場
工作、彙整數據和寫報告。後續如果熟悉工作且表現優異，便有機會成為主辦工程師，主辦工程師顧

設井監工是我進公司接到的第一份任務，圖為鑽堡設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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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思義是主辦整個計畫，包含計畫的行政事項、工作期程的安排、協力廠商的溝通與協調、工作的
調度及業主交辦事項的處理，簡而言之，就是主管問起該計畫的任何一件事，主辦工程師都能清楚
掌握且應答如流。在主辦工程師之上的是計畫經理，負責管理多個計畫，因此需要進行計畫的管控
及推動、成本及績效監控，以及重大事項的協調與溝通等等。

雖然職稱有所不同，但在執行與推動計畫時，往往需要相互協助及支援。我因具備水文地質背
景及地下水模擬的技能，所以參與了各類型需要地下水模擬的污染調查及地下水管理計畫，由此結
合模式模擬與現地調查，提供後續調查與管理的建議。依據計畫屬性的不同，除了專業的調查評估
計畫，研討會、教育宣導與活動的主辦與參與，也都考驗著組織協調溝通及團隊合作的能力，如何
將專業的術語轉換為簡單易懂的語言，需要相當的訓練與練習，即使公司內部的工程師們也會因專
業不同而有認知上的差異，更遑論是一般民眾。

計畫執行往往需要團隊合作，
圖為2015年協助環保署舉辦第五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種子人才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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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回到系上攻讀博班
誠如前面所述，顧問公司的工作忙碌，在職進修或訓練都需事先安排，或是擠出晚上或假日的時

間。此外，顧問公司的專案計畫均有固定的工作項目，必須按照合約執行，對於研究型或試驗型的研
究案則會採取跟學校合作的產學計畫。因此，在業興近四年的時間，有感於環境議題的重要性與複雜
性，特別是針對未飽和土壤的水力行為，希望能透過系統性學術研究，解決工程實務的問題，於是在
106年回到本系攻讀博士班。博士班的訓練需要進行大量的閱讀及思考，有別於在顧問公司像個陀螺
整天忙碌打轉，學校生活真的是歲月靜好。如果說，我在業興收穫最多的是時間與情緒管理以及團隊
合作，那我在博士班過程學到最多的是獨立研究與自我認識，以及參與許多學術研討會及發表。

圖為協助舉辦2016年大新竹土壤及地下水國際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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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結語
你的經歷與所學終將有用

在碩士班的研究主要是地下水的模擬，完成碩士口試後，內心想著我絕對不要再碰模擬，卻沒想
到在系上的訓練成為日後工作的養分，也是我進入業興的關鍵。學歷是我們進入下一個階段的門票，
經驗與實力則是我們進入下個階段後必須擴充與成長的。我很鼓勵尚在學的學弟妹，在課業無虞的時
候可多多參與研究室活動。系上舉辦的研究室嘉年華是認識各研究室的契機，而系統性的訓練有助於
提升我們的思考邏輯與自我管理。

關於略懂與專業
有趣的是，工程師需要專業，而計畫管理則需要略懂每個專業，才能找到合適的人完成工作。因

此，工程師往計畫管理前進時，最大的挑戰即為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略懂那些專業，而這個挑戰對於
身為資源人的我們來說，並不是那麼地艱難。我們的大學部課程、專業選修課程，以及專討的共同參
與，都是奠定我們成為整合型人才的基礎。當清楚知道自己的優勢後，結合略懂與專業，將有助於拓
展自身工作的發展與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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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的溝通都需要透過不斷地訓練，
圖為2017年水井輔導作業前的教育訓練

工程師有時會扮演政府與民眾溝通的橋樑，圖為雲林納管水井輔導作業

2019年維也納EGU研討會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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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與溝通的重要性

這邊的語言泛指人聽得懂的話，所謂的語
言能力係指寫得明白、講得清楚，簡單來說，
就是明白聽眾或受眾是誰，進而將專業的文字
或語言轉化成他們能夠理解的內容。當然，這
種轉化需要傾聽與理解對方／自身的需求以及
自己對知識／局勢的掌握與判斷，進而做出合
適的回應。在學生階段，主要是在同儕間、師
生間，而在工作階段，則是包含上對下、下對
上及平行間的溝通。因此，不管在哪個階段，
語言能力與溝通都十分重要而且需要不斷練
習。工程師不能只是工程師，還需要將你的專
業用簡單的話讓人明白。外語能力很重要，但
練好中文更重要！

2019年舊金山AGU Fall Meeting 12th Taiwan Night

      AGU結束後搭乘飛機至Las Vegas，再開車約4小時到大
峽谷，壯闊的地質美景十分值得親自來一趟！只是冬季的
大峽谷寒冷且下雪，需要準備防寒大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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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00級 賴文麟

敬愛的＊教授：

給老師的一封信

我是前幾週在＊＊＊婚宴與您碰面的學生。我叫賴文麟，是大學部100級畢業的系友，我還記得我
的學號是E4496＊＊＊。完成資源系大學部的學業後，我到清大材料所就讀。畢業後任職於台灣美光記
憶體，擔任黃光製程工程師。目前在台積電擔任良率精進工程師，服務於南科台積電＊＊＊廠。在短
短兩個多小時的餐宴會談中，我有點不自量力地向您傳達了很多個人在職場上的見解，希望您見諒。

初進資源系時，對於本系的了解其實不多，對於所學課程與未來出路也沒有任何概念。當時我只
抱著「無論是什麼都要好好學習」的心態，後來回想，這樣的心態其實對我的大學生涯影響很大。系
上老師開的專業課程都很清楚詳盡，我也因此受益良多。我想分享的是，希望學弟妹在大學時期能增
加自己的知識廣度並多多認識自我。台灣的教育往往強調考試拿高分，因此多數人都習慣熟記問題解
法和答案，然後在考場上表現出來。我贊成在中學時期紮實地學好基礎學科，無論是理科或文科都很
重要，這對研究所或工作都有很大的助益。但到了大學時期，就必須好好地認識自己，了解自我的想
法並發掘自我的興趣，知道自己要的或喜歡的是什麼，才能夠往那個方向努力。增加廣度則是在成功
大學這所綜合體系的完整大學裡，盡量修習自己感興趣的知識與課程。大學教育蘊含著無限可能，可
以提昇自己的學識與眼界。例如我自己曾修過關於營養學與職能治療的通識課，兩項都是我個人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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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我也修過實用中文寫作的課程，對於中文系老師的專業至今還銘記在心。很多時候，只有在遇到瓶
頸時，才會發現這些乍看不相關的事物，其實賦予我們新的刺激。我很鼓勵學弟妹在時間許可之下，修
習或旁聽別系的專業課程。

在未來的世界，我們已經無法用單一系所的成就來評斷一個人的專業程度。目前流行的「斜槓」這
個名詞，指的是人們擁有兩種以上的專業工作技能，這可以從學生時期開始培養。但我要強調，自身的
專業還是最重要，你必須先確保自己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然後再繼續加強、進修，否則會兩邊都不討
好，什麼都學、但都不精通，那就不會受到重視。無論課程內容如何，全力以赴是最重要的態度，這一
點相當重要。另外也要保持好奇心與培養「持續學習」的心態，因為現在所學無法完全滿足未來所面對
的各種狀況。很多學弟妹會問，從大學到研究所長達六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修了不少課、也讀了不少
書，但到了就業市場上，會不會有「學問難以致用」的狀況發生呢？事實上，要能「一直」學以致用其
實不太容易，甚至以後「用非所學」的情況也不會少。原因是，現今的社會變化快速，震盪變動也很
大，短短幾年的學校教育其實不足以應付一切工作，但是學到的研究方法、持續學習的心態與寬廣高度
的眼界，的確能幫助學弟妹面對各種挑戰。

    畢業後，留在系上的絕大部分只是無法更改的修課成績和冷冰冰的數字。但進入業界後，因為多了
一些境遇，希望能帶給老師與系上學弟妹們一點回饋。個人認為，大學時期最能夠、也最需要培養的是
自主管理，包含生活管理與時間管理。沒有任何人能帶領我們前進一輩子，所以需要具備自我管理的能
力。大學時期開始需要自己清楚知道修習什麼課程，並且安排自己讀書、製作報告和準備考試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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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要做好修課、讀書與玩樂的合理分配。
    我想說的另一個重點是表達能力與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能把事情做好、正確執行是基本要求，但

更重要的是展現執行的成果和討論。一路走來，每個人都很努力，也都接受了很多專業訓練，因此大家
都知道「你會做什麼」。但能清楚地告訴別人「你做了什麼」，才能完整地展現你的成果與價值。。至
於團隊合作，在現今的社會與職場上，能夠單兵作戰、單打獨鬥而順利完成的情況已越趨稀少。目前各
種事的複雜度與精細度，都需要大量的溝通與合作才能夠穩定執行。

    工作幾年後，最深的體會就是要保持謙遜的態度面對一切，並且保持不斷學習的心態。我們現在
所接觸的世界越來越寬廣，好多事都無法靠著短短幾年所學就能完全克服解決，我們需要更遼闊的心態
與視野來促使自我繼續學習和接納新知。唯有保持謙遜，知道自我不足，才能驅使自我再向前進。出社
會之後，可能有點後悔沒多念一些書、有點後悔沒有多玩一點、有點後悔沒多嘗試新的事物，還會覺得
時間不夠去做很多的事。人生只有一次，或許有很多事無法達成，但請一定要記住，經歷過的一切都是
未來成長的最重要養分。

    以上是我個人的拙見，其實也都是師長間的老生常談。資源系還有許多優秀且在各領域持續耕耘
並發光的學長姐，我僅希望能將這些簡單的話語留給在學的學弟妹們。最後還是要說，在這教育和就業
環境變動異常劇烈的日子裡，身處一切交集點的老師，您辛苦了！

100 級學生 賴文麟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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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庭事記 文/ 66級 黃紀嚴

傳統成大工學院的創院五系，由大學路算過來的第三棟便是資源系館，興建當時的格局有些共通
性，第一、是一系一館較類似官署規格，臨工學路退縮作圓環適合馬車、汽車迴旋，而在小圓環兩旁各
植樹，時間一久樹老更顯學府涵養及氣質。第二、系館內部通常都有二至三進，形成目字型，通常每個
平面小天井有水池有涼亭，還滿能搭配南台灣的艷陽炎夏。第三、這些年為著滿足教室、實驗室及研究
室的需求，多半增建為高層建築卻也陸續拆除了好些建物及舊院落。

回顧十多年前的增建案進行期間，資源系師生及研究群被迫分散到三個校區，不僅教授們見面不
易，同學門更笑稱過着遊牧的學習生涯，記憶中僅剩的交集便是圍繞舊館中庭的系行政辦公室，而好不
容易碰面的師生們往往就抓住機會在花架下小坐小聊一下。歷經前後三任系主任的六年遊牧生涯終於在
2014年告一段落，前前後後十屆的資源系友均多少有這次大改建的記憶吧！目前僅存的舊館前棟天井便
承載着所有系友的學院記憶及對系的情感，當然也有白頭老教授的身影啊！

因著109年的系友會盛大舉行，串接起多屆學長學弟妹的青春記憶，當天中午聚餐時雖是風雨大作卻
有陽光普照的傑出系友頒布儀式在中庭舉行，當時即有系友擬議將花棚涼亭改建為遮雨棚並加照明，隨
即付諸行動(註一、二)，趁著2021 3.23 資源文教基金會頒發各項獎學金並於改建完成的中庭合影；謹誌。



31 RENEWSPAPER

註一:資源系大一教室修繕工程由本系系友第一次共同捐款完成，工程於2020.8完
工，捐款系友有83級劉元文、楊建民、葉宗和、鄭建榮、張善順、賴維志、潘咸良、
林煥順、趙慶隆、張志康、劉烽收、楊健松、胡婉嫕、楊家欣、馮炳勳、洪銘琪、黃
振育及84級汪世輝。

註二:資源系中庭涼亭修繕工程(紀念廖學誠教授)由本系系友第二次共同捐款完
成，捐款系友有 72級陳壽康、李元富、劉建軍、陳會敏、葉輝邦、鄭世岳、蔡寬惠、
孫思優、陳坤煌、王嫡程、馬魁玲、張宏宜、81級蔡燈岳、林若寒及82級蕭銘儀

˙2021.03.23中庭涼亭啟用典禮

大一教室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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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自我評鑑
\\\\\\\\\\\\\\\\

現地實地訪評評鑑委員為:許志雄教授、廖惠珠教授、壽克堅教授、鄭大偉教授、王泰典教授、胡慶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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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 After
 李振誥 老師

\\\\\\\\\\\\\\\\
69級同學會於民國99年在資源系館前攝影留念。
後排左起黃泰隆、梁建銓、李清華、牛正邦、廖志
中、李憲謨、李振誥、蔡印來、莊輝濤。前排左起
楊有龍、曾慶基、陳文周、許志雄、蔡聰麟。

69級同學會畢業40周年於民國109年於台南台江
國家公園攝影留念。後排左起蔡印來、李振誥、
李家治、蔡聰麟、韓光甫、牛正邦、楊有龍。前
排左起尤俊源、尤宗立、許志雄、周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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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史室暨多功能教室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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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遠距視訊會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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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座談

2021.02.25 家齊高中座談(徐國錦、黃韻勳、吳泓昱老師參加)
2021.03.11 南一中座談(徐國錦、吳泓昱老師參加)
2021.03.18 南女座談(徐國錦、陳盈良、吳泓昱老師參加)

\\\\\\\\\\\\\\\\ 家齊高中

南一中 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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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專討演講
2021/3/25台泥公司來訪，照片左起陳怡君副理、王建全資深協理、
徐國錦主任、謝秉志老師、陳盈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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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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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節
今年單車節在228連假盛大舉行。去年單車節由於

疫情的關係，停辦一年，而今年，我們在充足的防疫措
施下，彌補去年的遺憾。系學會準備了豐富的展示品和
資料，提供給來參觀的高中生參考，也舉辦了參觀系館
的活動，相信他們都有在單車中獲得所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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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大二 張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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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通霄鐵砧山、中油探採研究所
石油工程野外實習

\\\\\\\\\\\\\\\\ 文/碩二 林欣澤

為使大學部選修「石油工程」課程的同學能對學術教學及
實務工程有完整的了解，本課程授課教授謝秉志副教授多年與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進行參訪與現場實習教學，使修
課學生能對於石油工程相關領域有進一步的認識與興趣。

本年度石油工程實習的地點為台灣苗栗縣通霄鎮鐵砧山的
儲氣窖與注儲設備，以及苗栗市中油探採研究所與新設立的探
採科技展示館，上午的參訪內容包括注儲工程處解說儲氣窖原
理、運作流程及重要性，以及參觀現場的注儲設備；下午則轉
往探採科技展示館、岩心存放館進行參觀，了解油氣開發的歷
程以及岩心鑽取、保存與解釋的過程。

重要性，以及參觀現場的注儲設備；下午則轉往探採科技
展示館、岩心存放館進行參觀，了解油氣開發的歷程以及岩心
鑽取、保存與解釋的過程。

行程簡介及目的

˙謝秉志副教授與中油注儲工程處工程師合照與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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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的實習日為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上午六點三十分在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榕園集
合，由石油工程授課教師謝秉志副教授帶領出發，經國道前往苗栗鐵砧山與探採研究所進行參訪。

實習過程

鐵砧山儲氣窖

由於台灣的能源政策逐漸以非核家園與減低燃煤發電佔
比作為核心價值，再生能源及燃氣發電便成為支撐台灣能
源供應的要角。其中，燃氣發電需要大量天然氣，才能提
供足夠能量給發電機組使用，而國內自產天然氣量並不足
以供應發電和工業需求，因此台灣中油公司從馬來西亞與
卡達等地區進口液化天然氣以滿足國內的天然氣需要。然
而，儲存液化天然氣需要大量空間及成本建置儲存場地，
利用枯竭的油氣田儲氣則能有效地降低儲存成本。

本次實習參訪的苗栗鐵砧山曾是台灣最大的開發氣田，
自民國51年鑽井發現大量油氣後，至民國105年已累積生產
24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目前處於幾乎生產殆盡的狀態。
由於具備通霄-鐵砧山封閉背斜，形成台灣最大的儲氣構
造，因此中油公司便利用此地層結構轉作為儲氣窖使用。

注儲工程處工程師播放與解說儲氣窖原理與要件解說影片

注儲工程處工程師講解控制中心空調壓縮設施

注儲工程處工程師介紹場區緊急發電裝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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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砧山儲氣窖接收來自永安接收站或台中港接收站的天然氣，並且配合市場需求進行轉輸、昇
壓、降壓等操作，將天然氣運輸至台灣北部的用氣戶，另也配合LNG存量進行注／產氣操作，確保市場
尖離峰之用氣量，以及天然氣購氣合約與安全儲存量之需求，為順利調節天然氣供需的重要資產。

在抵達鐵砧山儲氣窖後，我們先前往中油探採事業部注儲工程處，觀看地質師對於鐵砧山的地質概
況及鑽井資訊的簡介，然後透過影片了解儲氣窖的用途、合適的儲氣窖地質狀態與台灣天然氣供需的現
況以及面臨的挑戰，隨後前往儲氣窖廠區進行參訪。

在儲氣窖場區內參訪的過程中，解說人員逐一介紹了場區內的各項設施，包含控制中心、氣體輸送
管線、注氣與生壓兩用壓縮機、注入設備、生產後處理的分離器、脫水除油等設備。實習過程中，學生
們有拍照和筆記紀錄參訪內容，並與老師授課時所提到的名詞、油工知識與現場的儀器設施和工作內容
比對印證，強化學習的成效。參觀完儲氣窖相關設施後，結束上午的參訪行程。

中油注儲工程處工程師介紹注氣壓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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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探採研究所

中油探採研究所為1977年統合古生物實驗室、岩石沉積實驗室、鑽採研究部門、生油評估小組等單
位而成立，另外還規劃了地球科學組、鑽井採油組及技術服務組等，協助統籌國內外油氣能源之探採研
究，促進油氣天然資源之開發與利用。

主要研究方向包含石油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鑽井採油，以及技術服務與環安等領域，是國
內石油工程相關研究機構中，研究能量最為齊備且專精的單位。此外，為了向社會大眾展示探採科技的
豐碩成果並普及石油探採的相關知識，於2018年在探採研究所中成立探採科技展示館，透過展示館的陳
列與導覽，將岩心倉庫分析岩心的相關結果與探研所的探採開發成果結合起來一同呈現。

中油注儲工程處工程師講解天然氣注入與生產井井頭設施 中油注儲工程處工程師講解天然氣生產後分離器運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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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秉志副教授與中油探研所陳大麟所長合照與贈禮

探研所岩心倉庫導覽員講解岩心取樣與存放要點

探研所探採展示館導覽員解說地熱概念模型

此次的下午參訪行程分為兩個部份，分別是探採科技展
示館與旁邊的岩心倉庫，以及探採研究所當中的三個研究
室。在科技展示館中聽取了探採研究所在礦區特性分析時所
作的相關工作，包含地質探勘、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岩心
分析等，其中石油系統的生油岩、儲油層與蓋岩層本是石油
工程的學生熟悉的基本概念，經由探研所人員的解說後，學
生們更能體會課程中提到的石油系統與實務工作有何關聯。
展示館中也陳列了地熱開發的概念模型，隨著國內油氣生產
量逐漸減少，加上暫時無法在國內找到更多石油與天然氣儲
集層，中油便將業務拓展到地熱資源開發。該項目為中油能
發揮鑽井與儲集層開發長才的再生能源領域，中油因此能持
續在台灣能源供應中擔任重要角色，也讓同學認識到石油工
程專業能運用在其他領域並有所成果。最後，同學們分組參
訪探採所內的孔隙-滲透實驗室、岩心物性量測實驗室及水
泥實驗室，除了比對上課內容與拓展認識，還能對實習課所
做的岩心測量實驗進行差異探討並學習實務操作流程。本次
實習行程在參觀完畢後完美地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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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研所研究員解說自動滲透率測定儀器 探研所研究員說明水泥特性量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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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的野外實習，是學生少數能接觸到石油工程相關工作環境的機會。石油工程在台灣是個稀少
且專門的教學課程，受限於台灣稀缺的油氣資源，油氣開發的需求及了解皆較國外短缺，教學資源也
顯得更加嚴峻。本年度的實習課程與台灣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注儲工程處及探採研究所合作，進行學
術界與產業界的相互交流。對業界來說，這樣的參訪能保持培養與招募新進人才的機會；對參觀的學
生來說，此次實習則能使他們更加了解石油工程的相關行業與研究領域，以及台灣在油氣生產與能源
供需上所完成的成就和未來將面對的挑戰。

總體來說，本學期與業界合作進行的野外實習是學生們難能可貴的經驗，對於學生的學習與未來
生涯規劃也有相當程度的幫助，希望將來能夠持續辦理。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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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石油工程野外實習感謝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提供經費支持，讓本次的野外
實習得以成行。另外也特別感謝台灣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注儲工程處及探採研究所對本次實習所安排
的講解活動以及協助。

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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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呂氏獎勵金獲獎：周韋恩、張馥薇
為培育資源工程人才，獎勵優秀學生起
見，特由呂泰華學長捐款設置本獎學金。林崇標先生紀念獎學金獲獎：簡霆宇

為紀念本基金會第一任董事長林崇標先生對台
灣礦業界的貢獻，並鼓勵青年學子繼續努力學
習礦冶知識，特由林崇標夫人、陳思明董事
長、陳家榮教授等，共同捐款設置本獎學金。

葉公能研究生獎學金獲獎：曹鈞
為獎勵優秀之資源工程學系研究人才，
特由葉公能學長捐款設置本獎學金。

後排左起莊宜剛、陳偉聖、葉信富、汪世輝、賴正文、黃紀嚴、向性一、吳毓純、黃重嘉、吳庭安。前排左起
張曙光、李振誥、呂泰華、黃嘉琦(代理曹鈞領獎)、張馥薇、周韋恩、簡霆宇、劉元文、吳榮華、徐國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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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舉行
第九屆第六次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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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學誠教授紀念講座基金募款說明
親愛的成大資源系系友：您好

儘管您從資源系(前身礦油系、礦冶及材料系與礦冶系)畢業已經一段時日，相信您對熾熱的南太
陽、古都的台南、綠蔭的成大與母系老師教誨的身影，仍有一份濃濃的記憶與深厚的情感。

2020年清明節前，廖學誠教授拋下瀟灑身影，與世長辭，駕鶴西歸，留下師生無盡的思念。適
逢廖老師逝世週年，為感念廖老師對資源系的付出與貢獻，基金會希望經由設立廖學誠教授紀念講
座基金，提供資源工程學術演講與學生野外實習經費，為資源工程教育扎根，並出版廖學誠教授老
師紀念文集，讓普世知道資源系的台灣玉之父廖學誠教授！

如您有意贊助廖學誠教授紀念講座基金，歡迎捐款，捐款資料均公布於資源人電子報，募款期
間從即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凡捐款超過五千元，基金會贈送由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發行，溫
紹炳教授主編的『廖學誠教授老師紀念文集』一冊（限量500本）。該文集內容豐富，包含台灣玉之
父、一生行誼、學術生涯、藝術造詣、如煙往事、懷念師恩六部份，計有朋友、同事與學生貢獻99
篇長短文，150餘張珍貴照片。呈現廖老師的各種人生貌相，拼貼出廖老師栩栩如生的生活與言行，
值得收藏留存。管道捐款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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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票或匯票：收款人請寫明「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加劃橫線，並註明「禁止
背書轉讓」字樣，以掛號郵寄「台南市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收」（信
封上請註明寄款人姓名、地址、電話等資料）。
二、銀行匯款：請利用基金會存款帳號惠存：
解款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府城分行　
收款戶名－－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帳號：00610707580
三、郵政劃撥：儲金帳號：３１２４６２６８
收款戶名－－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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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帳或匯款請通知基金會賴小姐，以利開立收據。捐款人請提供收據資訊(抬頭名稱及寄送地址)。
捐款可於所得稅抵減使用。基金會與資源系感謝您的付出與貢獻，敬祝您闔家平安、工作順利。

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劉元文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系主任 徐國錦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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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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 1-3 月份捐款芳名錄

We thank you for each donation.

成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陳壽康                                                         150,000
蔡寬惠                                                           10,000
向性一                                                             2,000
吳庭安                                                             4,000
呂泰華                                                             5,000
徐國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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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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匯款或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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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轉帳請通知賴小姐，以利收據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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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