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訊息

109 年 3月

本會活動 聯繫學會友會資訊
政府公告
&產業資訊

會員訊息

《本會活動》

1

109 年 2 月 25 日礦業委員會召開小組
會議，成大資源系徐國錦主任以視訊
方式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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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訊息》

中國鑛冶工程學會徵求推薦一○九年技術獎章候選人公告

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109) 鑛冶獎字○一號

一、主旨：本會為誠徵推薦民國一○九年技術獎章候選人，推薦手續自公告日起開始辦理，
並以八月卅一日為提名截止期限。

二、依據：本會獎章委員會簡則辦理。
三、說明：
   ( 一 ) 本會為獎勵會員對於鑛冶學術及技術有特殊成就或重大貢獻者起見，設有技

術獎章乙種，於每年年會時頒發一至二座（參閱簡則第五條）。
　　( 二 ) 凡礦業、冶金、石油委員會或本會正會員五人以上聯名得向本會獎章委員會

提名獎章候選人。提名函件，務請推薦人簽名蓋章聯署（請加送副本十五份）
並附充分有關證件或列舉候選人符合規定之各種文件（參閱簡則第六條）於
一○九年八月卅一日以前一併密封以郵政掛號寄送本會收轉獎章委員會辦
理。

　　( 三 ) 推薦人及候選人應為已繳清當年及積欠會費之正會員或團體會員代表人，否
則不受理推薦案。（參閱簡則第八條）

　　( 四 ) 本會正會員每位每年（屆）推薦技術獎章候選人以一案為限，如同時推薦一
案以上時，皆不予認可。（參閱簡則第八條）

　　(五 ) 提名函件，以投遞日郵戳為憑，請以掛號郵遞，逾期推薦者恕不受理。
 

理    　事    　長　黃　肇　瑞
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　雷　大　同

本會個人會費提供多元化繳費管道，已與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並
將相關繳費頁面與官網連結 (詳見官網付費網頁 )，歡迎會員多多利用。

活 動 通 告

《政府公告&產業資訊》

今 (109) 年 2 月 11 日為礦務局成立 50 周年紀念日，局長徐景文感佩過往同
仁努力並期許未來提供有感施政。(詳閱全文 )

礦務局舉辦 109 年露天礦場安全管理員訓練，有培育安管人才需求者，請
於 3月 20 日前至報名網址填報。(詳閱全文 )

鑛冶會刊徵稿

經濟部礦務局召開 109 年第 1次「礦業溝通平臺會議」

經濟部礦務局將於今 (109) 年 3 月 31 日 ( 星期二 )上午 9時於礦務局 401 會議室召開「礦業

溝通平臺」109 年第 1次會議，由徐景文局長親自主持，會議重點除報告礦務局面對礦業法修法歸

零思考後最新辦理情形與規劃外，更要就因應上位法規「國土計畫法」施行之預先準備、礦業用地

撥用及租金範本推廣之實質效益與礦場轉型再利用成果進行說明，並就為礦場積極管理所建置的礦

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圖資平台與無人機、衛星影像監測等計畫進行專案報告，期待藉由平台會議

與各界雙向溝通，尋求異中求同的最大解。(詳見全文 )

https://cimme.org.tw/zh-tw/about/regulation/award-committee.html
https://cimme.org.tw/zh-tw/about/regulation/award-committee.html
https://cimme.org.tw/zh-tw/about/regulation/award-committee.html
https://cimme.org.tw/zh-tw/about/regulation/award-committee.html
https://cimme.cashier.ecpay.com.tw/
https://cimme.org.tw/zh-tw/home-tw/rundown.html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61
https://reurl.cc/5lkD37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66
http://www.ipress.tw/J0155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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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質調查所全球資訊網改版上線，敬邀各界一同體驗！ (詳閱全文 )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部分條文修正 (詳閱全文 )

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季刊第 39 卷 1 期》開始徵稿 (即日起至 4月 15 日
截止 )(詳閱全文 )

台糖公司 3月 11 日宣布租金紓困措施，台糖承租人得提出申請將租金繳
納期限展延至今（109）年底，以減輕新冠肺炎疫情對民眾造成的衝擊。(詳見
全文 )

勞動部 109 年 2月 27 日修正發布「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自 109 年 3 月 1 日施行。(詳閱全文 )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訂定發布實施「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
則」。(詳閱全文 )

因特殊傳染性肺炎衝擊進口砂石致北區缺口約 526 萬公噸，礦務局已規劃
充分供應 (詳閱全文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988」紓困振興專線，3月 27 日正式上線。(詳見全文 )

經濟部統計處於今 (109) 年 3 月 27 日公布當前經濟情勢逆勢成長的製造
業產品。(詳見全文 )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智能金屬產業育才平台計畫 打造金屬產業「優秀千里
馬」

「智能金屬產業育才平台計畫」協助媒合包括鋼鐵、扣件、鑄造及模具等產業廠商，鏈結國立

高雄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及明志科技大學共同培育金屬產業優質人才，企業將結合大學校院開

立客製化專業課程，以企業高值化及智能化技術需求為導向，規劃專題研究。課程方面，如榮剛材

料開設「智慧聯網系統於鋼鐵廠的應用」及勤美公司「MES 資訊數據分析」等智慧化相關課程；另

在專題研究方面，廠商依需求提出，如天聲工業「產線數據自動收集系統」及「自動化生產履歷系

統」與久陽精密「螺絲線材的智能化成形」等專題，由企業提供師資及專題指導，結合學校資源使

實務與理論能夠相互結合，達到深耕育才，量穩質精之效益。(詳見全文 )

中央地質調查所彙刊第 33 號開始徵稿，即日起至 6月 19 日截止。(詳閱全文 )

離岸風電三階 最快年底遴選

經濟部離岸風電第三階段區塊開發遴選設置要點草案即將出爐，未來每年釋出 1GW，2026 至

2030 年有 5GW 容量將再分階段釋出，最快今年底或明（2021）年上半年有望啟動遴選程序，三階一

律採競價機制。(詳閱全文 )

經濟部工業局 AIGO 挺進泰國 攜手研華打造「臺泰 AI 學院」促臺商 AI 升
級、數位轉型

臺灣在發展 AI 上，和大東南亞各國相比，具備優秀的人才與完整的產業鏈等兩大優勢，泰國

政府近年推動「泰國 4.0 計畫」，目標產業政策包括機械自動化、人工智慧、數位經濟、能源及生

物科技等領域，與台灣 5＋ 2產業具互補性，雙方合作可創雙贏機會。透過「臺泰 AI 學院」課程

的設立，不僅經由人工智慧相關課程教授當地台商企業高階主管，更有機會協助台灣新創企業與泰

國在地各種產業鏈結，讓臺灣新創企業在「新南向」獲得更多資源挹注機會。(詳見全文 )

https://www.moeacgs.gov.tw/News/news_more?id=220488642d7047e4a2b57b872474e0d1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67
https://www.moeacgs.gov.tw/News/news_more?id=15bd9fbad2e64925af765c1fc2fc7ebb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967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967
https://cimme.org.tw/zh-tw/home-tw/news/387-%E5%8B%9E%E5%8B%95%E9%83%A8109%E5%B9%B42%E6%9C%8827%E6%97%A5%E4%BB%A5%E5%8B%9E%E8%81%B7%E6%8E%88%E5%AD%97%E7%AC%AC10902005792%E8%99%9F%E4%BB%A4%E4%BF%AE%E6%AD%A3%E7%99%BC%E5%B8%83%E3%80%8C%E8%81%B7%E6%A5%AD%E5%AE%89%E5%85%A8%E8%A1%9B%E7%94%9F%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3%80%8D%E9%83%A8%E5%88%86%E6%A2%9D%E6%96%87%EF%BC%8C%E4%B8%A6%E8%87%AA109%E5%B9%B43%E6%9C%881%E6%97%A5%E6%96%BD%E8%A1%8C%EF%BC%8C%E6%95%AC%E8%AB%8B%E5%90%84%E6%9C%83%E5%93%A1%E6%9F%A5%E7%85%A7%EF%BC%81.html
https://cimme.org.tw/zh-tw/home-tw/news/386-%E5%9C%8B%E5%AE%B6%E9%81%8B%E8%BC%B8%E5%AE%89%E5%85%A8%E8%AA%BF%E6%9F%A5%E5%A7%94%E5%93%A1%E6%9C%83%E8%A8%82%E5%AE%9A%E7%99%BC%E5%B8%83%E5%AF%A6%E6%96%BD%E3%80%8C%E9%87%8D%E5%A4%A7%E6%B0%B4%E8%B7%AF%E4%BA%8B%E6%95%85%E8%AA%BF%E6%9F%A5%E4%BD%9C%E6%A5%AD%E8%99%95%E7%90%86%E8%A6%8F%E5%89%87%E3%80%8D%EF%BC%8C%E6%95%AC%E8%AB%8B%E5%90%84%E6%9C%83%E5%93%A1%E6%9F%A5%E7%85%A7.html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68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9124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9122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9037
https://www.moeacgs.gov.tw/News/news_more?id=300b0d1689cd4e079d7fede8b1415b4c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330000219-260202?chdtv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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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建廠邁入 50 周年前夕，以「切入綠能產業」、「升級為高值化精緻
鋼廠」兩大方向力拼轉型

中鋼於3月5日下午由翁朝棟董事長親自主持，召集副總級以上主管進行轉型部署之策略會議，

期待在明年慶祝建廠 50 年之際，為下一個 50 年的轉型之路「超前部署」。(詳見全文 )

中鋼集團將轉爐石應用道路工程 突顯循環經濟亮點

中鋼集團由煉鋼製程所產出之轉爐石副產物約160萬噸，除可取代天然砂石以減少砂石之開採，

亦可使用於道路及土木工程，世界各國都視為可循環再利用之資源；在歐美各國及日本，轉爐石已

被廣泛應用於瀝青混凝土鋪面。(詳見全文 )

日本轉爐石應用於填海造地實踐循環經濟

日本廣泛且大量應用一貫作業鋼廠產出之轉爐石與高爐石等作為大規模工程計畫之材料逾二十

年，例如運用於填海造地作為機場建設材料，主要應用地點包含北九州機場、中部國際機場、關西

國際機場、東京國際機場等重要國際機場，合計二○○○至二○一○年間即使用爐石製品超過八百

萬噸。(詳見全文 )

中聯資源發揮環保專業推動循環經濟善盡社會責任

中聯資源公司長期專注於一貫作業鋼廠製程副產物的用途創新及加值化工作，順應全
球及國內產業變動，以積極創新的精神及與時俱進的經營方針，秉持環保專業、循環經濟
自我要求對社會、經濟及環境等創造貢獻榮獲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108 年度
企業永續報告書金獎。(詳閱全文 )

台泥 DAKA 不營利 每月挹注和平國小教育基金

台泥 DAKA 開幕至今三個月，每個月包括園區內的統一超商蓮和門市、星巴克和平門市，都提

撥固定的比例注入當地和平國小教育基金 DAKA 市集向攤舖收取的使用費，以及各項旅客支付的導

覽參訪費用，亦全數投入此項教育基金，台泥在 DAKA 完全不營利。2020 年 3 月 26 日台泥和平

廠廠長魏家珮代表台泥捐贈，由和平國小艾石生校長代表接受。(詳見全文 )

中鋼集團子孫公司整併 去蕪存菁

中鋼集團朝精緻化、高值化發展，子公司及孫公司不具經營績效的逐步去蕪存菁，近年來包括

中鋼生質煤、新能生技、新能風電、中鋼構昆山、中機印度公司等都結束營運。(詳閱全文 )

轉爐石，鹽害農地恢復生機的秘密

經過高溫淬鍊，不含任何有害化學物質的轉爐石，主要組成成分是氧化鈣與二氧化矽組成，並

含有鐵、鎂、磷及錳等農作物生長所需微量元素，可恢復鹽害農地生機，日本 2011 年強烈地震所

引發之海嘯致農地嚴重鹽害地區，已以富含鹼性元素的轉爐石恢復成良田。(詳見全文 )

中鋼舉辦「新二階煉焦爐及乾式淬火設備工程」開工祈福典禮

中鋼公司 3月 31 日舉辦「新二階煉焦爐及乾式淬火設備工程」開工祈福典禮，由翁朝棟董事

長親自主持。來賓高雄市政府陳雄文副市長致詞時表示，中鋼公司作為國內企業界的楷模及鋼鐵產

業的龍頭，近年來陸續進行多項環保改善措施，今天的「新二階煉焦爐及乾式淬火設備工程」加上

去年開工的煤礦封閉式建築工程，相信對於高雄市的空氣品質改善，將有相當大的幫助。(詳見全
文 )

中油綠能科技所首創 LNG 冷能陸上養殖海藻，獲國家新創獎 (詳見全文 )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324005320-260410?chdtv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9%8B%BC%E9%9B%86%E5%9C%98%E8%BD%89%E7%88%90%E7%9F%B3%E6%87%89%E7%94%A8%E6%96%BC%E9%81%93%E8%B7%AF%E5%B7%A5%E7%A8%8B%E4%B9%8B%E5%BE%AA%E7%92%B0%E7%B6%93%E6%BF%9F-00000034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7%A5%E6%9C%AC%E8%BD%89%E7%88%90%E7%9F%B3%E6%87%89%E7%94%A8%E6%96%BC%E5%A1%AB%E6%B5%B7%E9%80%A0%E5%9C%B0-%E5%AF%A6%E8%B8%90%E5%BE%AA%E7%92%B0%E7%B6%93%E6%BF%9F-080909343.html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2337877
http://www.taiwancement.com/tw/newsArticle.html?id=69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419299
https://tw.news.yahoo.com/%E8%BD%89%E7%88%90%E7%9F%B3-%E9%B9%BD%E5%AE%B3%E8%BE%B2%E5%9C%B0%E6%81%A2%E5%BE%A9%E7%94%9F%E6%A9%9F%E7%9A%84%E7%A7%98%E5%AF%86-041815924.html
http://www3.cpc.com.tw/CPCMonthly/No822/mobile/index.html#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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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首艘碳中和液化天然氣船抵台

台灣中油公司與液化天然氣供應商殼牌公司（Shell Eastern Trading (Pte) Ltd.）
首度針對進口液化天然氣試行碳中和（Carbon Neutral）合作案，近日由 Grand Aniva 船
載運，從俄羅斯庫頁島啟航，經過一周的航程，今（4）日安抵高雄永安液化天然氣廠靠
卸。此次為台灣首次卸收碳中和液化天然氣貨氣，所取得的「溫室氣體減量額度」（Carbon 
Credit）經過國際第三方認證，相當於 610 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之吸碳量，為降低國內碳
排放做出努力和具體貢獻。(詳閱全文 )

嘉德技術開發魔法點石廢物成金

嘉德技術開發公司在政府計畫協助下，串聯產學研單位的人脈網絡，成功地以造塊技術把原本

煉鋼後產生的精煉渣，壓成餅塊成為高附加價值的煉鋼助溶劑。而高科技業所產生的氫氟酸廢液，

也可經由處理，由液態變成固態，壓製後呈白色塊狀，與精煉渣同樣能提高煉鋼熔解速度，成為煉

鋼業的「魔法小饅頭」。(詳見全文 )

點亮關渡新地標！ 《仙泡兒》點
亮台電變電所

台電邀請 2020 年台灣燈會主燈設計者林舜

龍，為北投仙渡超高壓變電所設計公共藝術裝

置《仙泡兒》，成為新一波打卡地標。(詳見
全文 )

台電 108 年增氣減煤有成，煤電
及氣電發購電量占比正式「黃金交
叉」！ (詳閱全文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展延 108 年度太陽光電躉購費率期限 2個月

因應中國大陸「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造成太陽光電零組件 (如玻璃、塑料、接

線盒等 )進口短缺議題，影響我國太陽光電案場完工時程，經濟部於 109 年 2 月 26 日召開「再生

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討論並決議針對 108 年度太陽光電躉購費率之適用期限，分別展延至

本 (109) 年 6 月及 8月，相較原規定期限延長 2個月，減緩太陽光電業者因短期缺料之完工併網適

用費率壓力。(詳閱全文 )

工研院推出「ITRI COLLEGE+」知識訂閱平台，助產業數位學習

工研院今年初正式推出「ITRI COLLEGE+」知識訂閱平台，讓想兼顧安全與進修的技術人才可

以透過直播課程、線上課程，持續掌握最新的科技知識，讓職場進修不因疫情而中斷。(詳閱全文 )

工研院與日本創投企業 UMI 簽署策略性合作夥伴協定　建構跨國技術產業
平台　開發材料新商機

工研院 27 日宣布與日本專門投資材料和化學產業相關新創的創投公司「Universal Materials 

Incubator Co., Ltd.，UMI」，正式簽署策略性合作夥伴協定（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雙方將針對感測器、微機電系統、資訊與通訊之特殊化學品及半導體材料等應用，

透過技術合作創新與加值，引進日本風險資金，共同布建未來市場。(詳閱全文 )

北投仙渡超高壓變電所設計公共藝術裝置《仙泡

兒》                     照片來源：台電官網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881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685/post/201902190037/%E5%98%89%E5%BE%B7%E6%8A%80%E8%A1%93%E9%96%8B%E7%99%BC%E3%80%80%E9%AD%94%E6%B3%95%E9%BB%9E%E7%9F%B3%EF%BC%8C%E5%BB%A2%E7%89%A9%E6%88%90%E9%87%91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4183&chk=9fe522da-9df5-4277-b51d-e28e4a5ff6e0&mid=17&param=pn%3d1%26mid%3d17%26key%3d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4183&chk=9fe522da-9df5-4277-b51d-e28e4a5ff6e0&mid=17&param=pn%3d1%26mid%3d17%26key%3d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769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1&news_id=16579
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01_content&SiteID=1&MmmID=1036276263153520257&MGID=1071252226161261013
https://www.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01_content&SiteID=1&MmmID=1036276263153520257&MGID=107105067663100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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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中心與大葉大學攜手培育風電專才

為落實培育風力發電高階人才、促進產業升級、推動風力產業發展，於109年 2月 6日舉辦「共

同推動離岸風電產業創新與教育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由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林秋豐執行長與

大葉大學施英隆副校長共同簽署。未來雙方將共享離岸風電相關師資、資源，強化學研合作關係，

促進雙方實務與學術經驗交流，一起為台灣風電人才培育與產業升級做出貢獻。(詳見全文 )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三中心上樑典禮 年底即將完工落成

為推動離岸風電產業政策，促成海洋產業發展，在高雄興達港為發展據點，設立「高雄海洋科

技產業創新專區」，上週五 (3/20) 由經濟部曾文生政務次長、經濟部能源局游振偉局長、高雄市

政府海洋局趙紹廉局長、經濟發展局高鎮遠副局長、立法院邱志偉委員服務處陳慶鴻主任及在地議

員團隊、興達海基呂武雄總經理、金屬中心林仁益董事長及林秋豐執行長等貴賓，共同於高雄海洋

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內舉行三中心上樑典禮，共同見證離岸風電邁入新里程碑。(詳閱全文 )

QS 世界大學排名 北科大材料工程系挺進世界第 101 至 150 名

英國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S（Quacquarelli Symonds）日前公布2020年全球大學學科排名結果，

北科大共計 8個學科進榜，其中「材料科學」為北科大首度進榜，挺進世界第 101 至 150 名。( 詳
閱全文 )

科技部博士創新之星計畫 徵件開跑！ (詳閱全文 )

離岸風電生力軍 春源鋼鐵擬規劃布局

源鋼鐵 (2010) 擬規劃切入離岸風電市場，目前積極申請認證，最快第 2季可望通過認證，一

旦取得後，下半年即可接單，法人認為，春源有望結盟中鋼構成為協力廠，為離岸風電生力軍。(
詳閱全文 )

牧場廢水回收再利用 工研院新開發材料效益顯現

新竹縣政府和工研院合作研發處理畜牧業廢水，朝循環零液體排放的綠色農業目標邁進，靠工

研院自主開發的平板超濾膜材，可有效去除細菌、大腸桿菌等有害物質，目前已在湖口佳佳牧場進

行廢水回收再利用場域驗證，獲得不錯結果。(詳閱全文 )

綠能屋頂新風貌 聖約翰太陽光電發電量全台大專校院第一

聖約翰科技大學地處北台灣日照充足、風速強勁的地區，擁有充沛的陽光和風力，學校在校內

各建築物的屋頂布建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總設置容量高達 1113.7 瓩，成為全台最大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的學校。聖約翰科大 2020 年將申請世界綠能大學。(詳閱全文 )

看準水上綠能！日商丸紅砸 27 億元併購辰亞能源

看好辰能源亞將成為全球最大水上型太陽能電站前景，日本大型綜合商社丸紅於 2月 27 日宣

布砸100億日圓（約新台幣27億元）併購辰亞能源公司100％股權，以及旗下270MW電廠全數股份。

(詳閱全文 )

屏東推太陽光電綠能堤防 可供 650 戶家庭用電 (詳閱全文 )

https://www.mirdc.org.tw/NewsView1.aspx?Cond=2060&Source=0
https://www.mirdc.org.tw/NewsView1.aspx?Cond=2086&Source=0
https://mmre.ntut.edu.tw/p/406-1074-99421,r50.php?Lang=zh-tw
https://mmre.ntut.edu.tw/p/406-1074-99421,r50.php?Lang=zh-t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main&article_uid=ad5352fa-240a-4934-b6c2-9997467e9c00&menu_id=d3c30297-bb63-44c5-ad30-38a65b203288
https://tw.mobi.yahoo.com/finance/%E9%9B%A2%E5%B2%B8%E9%A2%A8%E9%9B%BB%E7%94%9F%E5%8A%9B%E8%BB%8D-%E6%98%A5%E6%BA%90%E9%8B%BC%E9%90%B5%E6%93%AC%E8%A6%8F%E5%8A%83%E5%B8%83%E5%B1%80-021242049.html
https://tw.mobi.yahoo.com/finance/%E9%9B%A2%E5%B2%B8%E9%A2%A8%E9%9B%BB%E7%94%9F%E5%8A%9B%E8%BB%8D-%E6%98%A5%E6%BA%90%E9%8B%BC%E9%90%B5%E6%93%AC%E8%A6%8F%E5%8A%83%E5%B8%83%E5%B1%80-021242049.html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100289
https://tw.mobi.yahoo.com/news/%E7%B6%A0%E8%83%BD%E5%B1%8B%E9%A0%82%E6%96%B0%E9%A2%A8%E8%B2%8C-%E8%81%96%E7%B4%84%E7%BF%B0%E5%A4%AA%E9%99%BD%E5%85%89%E9%9B%BB%E7%99%BC%E9%9B%BB%E9%87%8F%E5%85%A8%E5%8F%B0%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7%AC%AC-172845631.html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754/marubeni-invests-chenya-energy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432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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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屋頂材料未規範 考驗公安 (詳閱全文 )

看好水下太陽能應用，美科學家提供一盞選材指路明燈

矽晶太陽能是轉換陽光中的近紅外光、可見光及紫外光來發電，且水也會吸收紅光，光波長越

長、就越難穿透水，因此只有少許的深藍光譜可以穿透 100 公尺以下的海洋。對此，美國紐約大

學坦登工程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科學家認為，可以從寬

能隙（Wide Bandgap，WBG）材料著手，這些材料可以吸收能量較高的短波長，能吸收矽晶太陽能

無法吸收到的光。(詳閱全文 )

透明太陽能技術日新月異，然規模商業化仍有困難 (詳閱全文 )

大型集中發電及電動車急速發展，全球儲能市場年複合成長率上看 22% 
 
   大型集中式能源發電朝向智慧分散式電網的配置，成為城市智慧化的必然趨勢，以及電動車推
波助瀾，TrendForce 綠能研究 (EnergyTrend) 調查，全球大型儲能 (BESS) 容量將在 2020 年達到

3.2GW，且 2019 ～ 2024 年年複合成長率更將達到 22%。( 詳閱全文 )

美科學家研製夜晚可發電太陽能板 (詳閱全文 )

《友會訊息》

中國工程師學會：
1.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民國109年聯合年會延期至8月 7日舉辦 (詳情請點此)
2. 學生分會工程論文競賽自即日起開始辦理，4月 28 日截止收件 (詳情請點此 )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109 年鋼鐵公會會員專屬之金屬產業技術專業人才培訓課程」。(詳情請點此 )

台灣陶瓷學會
本年度年會籌備工作暫停執行。(詳情請點此 )

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9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詳情請點此 )

180MW 太陽能電廠再加一，曄恆與中興電工攜手盼 2021 年併網

曄恆能源將在彰濱崙尾綠能專區建設 180MW 大型水上太陽能廠，3月 18 日也與中興電工簽訂 

161kV 升壓站統包工程合作意向書，預計 2020 年動工，力拚在 2021 年全部併網。(詳閱全文 )

https://udn.com/news/story/7320/4435449
https://technews.tw/2020/03/19/arvesting-sunlight-underwater/
https://technews.tw/2020/03/24/transparent-solar-window/
https://tw.mobi.yahoo.com/finance/%E7%94%A2%E6%A5%AD-%E5%A4%A7%E5%9E%8B%E9%9B%86%E4%B8%AD%E7%99%BC%E9%9B%BB%E5%8F%8A%E9%9B%BB%E5%8B%95%E8%BB%8A%E6%80%A5%E9%80%9F%E7%99%BC%E5%B1%95-%E5%85%A8%E7%90%83%E5%84%B2%E8%83%BD%E5%B8%82%E5%A0%B4%E5%B9%B4%E8%A4%87%E5%90%88%E6%88%90%E9%95%B7%E7%8E%87%E4%B8%8A%E7%9C%8B22-043854881.html
https://technews.tw/2020/02/10/anti-solar/
http://www.cie.org.tw/News/NewsDetail?cn_id=540
http://www.cie.org.tw/News/NewsDetail?cn_id=535
https://learning.mirdc.org.tw/member/?tsiia
http://www.tcers.org.tw/387-2020-04-01-10-19-25
http://cgs.gst.org.tw/Geosciences2020
https://technews.tw/2020/03/25/formosa-chem-solar-lo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