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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礦冶教育

一、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所

資源工程學系（本系）所稱之資源，包括：能源資源、礦物資源、水土資源、再生資源

等。前三者屬於天然資源，而再生資源則屬於由產業所產生之資源。本系是傳授資源的開發、

利用、再生與處置等知識，以及研究其間之問題。

本系之教學及研究兼具專業與多元化（含資源開發與地質工程、礦物科學工程、資源再生

工程、以及資源經濟及管理等），使得師生所參與的研究領域較廣，而學生具備進入社會後能

表現的專長，容易適應工作環境的能力。本系對教學課程研新、研究設備之擴充、師資之新

聘、未來研究發展、系館空間規劃改良使用與整修都承校方協商與密切配合，以期最有效率之

發展。

( 一 )人事　資源工程學系目前的專任教師共有 17位（教授 10位，副教授 5位，助理教授

1位，講師 1位）與職工 7位，目前由陳昭旭教授擔任系主任。另外正在徵聘資源開發與保育

組及資源材料及再生組師資各乙名。

( 二 )教學　資源工程學系含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所。從事礦業資源、能源資源、

水土資源、地下空間資源、礦物材料以及資源再生與利用等工程教育，培育國內資源探勘、開

發、利用、保育、回收再利用和經營管理之研究以及資源工程專業人材，不僅從事培育，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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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斷增加師資、設備、研究經費，並擴展教學研究範圍。

大學部的主要之教學重點有二：一為資源開發與地質工程，一為礦物工程與資源再生。開

授的專業課程包括地質學、礦物學、岩石學、工程力學、材料力學、石油工程、資源開發、資

源處理工程、陶瓷工程、工程地質、礦物材料、粉體科學、資源再生及水文地質等，學生在大

一、大二修畢必修課程後，自大三開始即可選修多樣化的選修課程及校外實習。

研究所分為資源開發與保育組、資源材料及再生組及資源管理經濟組等三組其主要教學內

容分述如下：

1. 資源開發與保育組主要教學內容為：(1)資源開發工程 (2)地質工程 (3)水資源（含地下

水、地表水、溫泉）(4)石油與天然氣工程 (5)炸藥與爆破工程 (6)水文地質 (7)岩體工程

(8)資源環境保護

2. 資源材料及再生組主要教學內容為：(1)礦物材料科學與工程 (2)陶瓷材料工程 (3)資源回

收與再生 (4)高科技功能材料 (5)資源材料循環利用

3. 資源管理及經濟組主要教學內容為：(1)資源經濟與管理 (2)資源與環境系統分析 (3)資源

經濟與資源永續發展 (4)石油策略與管理 (5)知識管理

本系 101學年度的學生總人數為 410人，其中包括大學部學生 221名，研究生碩士班 107

名，博士班學生 82名。102學年度的學生總人數為 383人，其中包括大學部學生 212名，研究

生碩士班學生 103名，博士班學生 68名。103學年度的學生總人數為 356人，其中包括大學部

學生 212名，研究生碩士班學生 91名，博士班學生 53名。每年招收新生人數總計 115名，其

中大學部為 55名，碩士班 44名，博士班 16名。104學年度的學生總人數為 373人，其中包括

大學部學生 221名，研究生碩士班 93名，博士班學生 59名。未來學生人數將保持現狀約 400

名，大學部學生總人數維持在 240名，碩士班學生總人數維持在 100名，博士班學生總人數維

持在 60名。

( 三 )學術研究及建教合作　(1)學術研究　本系所進行的學術研究經費主要是由科技部贊

助。從事的研究題目包括：礦產資源開發、地質工程、石油及地下水資源工程、礦物與功能性

材料、資源再生以及資源經濟與管理等。而所涵蓋的學門包括：工程、地球科學、人文、系統

管理與材料科學等。101年度本系教師執行科技部的研究計劃共 21件，研究費用約新台幣 1,633

萬元。102年度本系教師執行科技部的研究計劃共 17件，研究費用約新台幣 1,365萬元。103

年度本系教師執行科技部的研究計劃共 22件，研究費用約新台幣 2,294萬元。104年度本系教

師執行科技部的研究計劃共 14件，研究費用約新台幣 2,218萬元。(2)建教合作　在建教合作

及產學合作研究計劃方面主要經費來源為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及工研院等。101年度本系教師

們執行的合作研究計劃案共 24件，研究費用約新台幣 4,387萬元。102年度本系教師們執行的

合作研究計劃案共 20件，研究費用約新台幣 5,030萬元。103年度本系教師們執行的合作研究

計劃案共 25件，研究費用約新台幣 5,015萬元。104年度本系教師們執行的合作研究計劃案共

5件，研究費用約新台幣 205萬元。

( 四 )未來努力方向　資源工程秉持以往之學術成就，師生繼續往前努力邁進，本系繼續朝

向以下的四個研究及教學領域發展：(1)資源開發及地質工程（包括：地下水與溫泉工程，石油

及能源工程，岩土工程，岩土力學，採礦工程及地質探勘）；(2)資源材料及礦物工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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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科學，奈米及原料科學及工程）；(3)資源再生工程（包括：資源處理工程，資源化技術，

資源再利用，及資源環境保護）；(4)資源管理及經濟（包括：能源經濟，資源經濟與環境，資

源再生管理）。

( 五 )畢業出路　本系教學及研究兼具專業與多元化，務使學生具備進人社會後能表現專

長、容易適應工作環境的能力。因此繼續深造及就業率很高。

1.深造、高考與技師考試　本系大學部畢業學生可直升或考試進入本系（資源工程學系）

或國內各大學相關系（所）之碩士班及博士班繼續深造，國內大學深造以清大、交大及台大較

多，也有一些學生申請國外各大學相關系所之碩士班及博士班深造，國外以美國較多。國內外

大學相關系所之碩、博士相關系包括：材料、土木、水利、礦業、石油、應用地質、環境、企

管等。

2.就業　本系畢業系友目前分佈於礦業行政機構、水利行政機構、觀光局、工研院能能資

所、化工所、材料所、工程顧問公司、原子能委員會、中國石油公司、台灣電力公司、中國鋼

鐵、水泥公司、石材業、電子公司、資訊公司、陶瓷廠、礦物處理廠、資源再生廠、鋼鐵廠、

礦產品國際貿易公司、新竹及台南科學園區的高科技公司（例如：台積電、聯電、奇美電、南

茂⋯等），就業面可謂極為廣闊。

( 六 )結論　環顧世界情勢及衡量台灣未來發展方向之考量下，及國家未來在高科技產業

蓬勃發展之際，對於科技、資源與環境保護之人才殷切需求，因此配合國家培育更多高級專業

人才，依目前執行中的“頂尖大學計劃”，追求國際級，一流的研究與教學，以供應產業人才

需求，在資源材料開發與研究、資源利用、資源再生、工程地質、石油與天然氣工程、岩體工

程、地下水環境、自然資源管理等領域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二、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所

(一 )系所近況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草創以來己屆一甲子。自早期電氣化學系起，歷經礦冶系、

冶金及材料科學系、材料工程系及至今的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等名稱演進；已由創始之初的數

名教師及數十名學生，擴展至今天的 34名教師（含 5位兼任教師），376名大學部學生，190名

碩士班生及 139名博士班生，是一個師生總數近 739人的龐大而完整之教育體系。60年來為國

家社會培育出 2360名大學部畢業生，1744名碩士及 316名博士。

為增進國際間的瞭解、文化的溝通和學術的交流，本學年有 3名博士班及 6名碩士班為外

籍生。

本系對於教學研究設備之擴充與系館空間之規劃不遺餘力。目前本系擁有 29個專業實驗

室，研究相關設施與設備逐年擴充，更有X-ray、ESCA、Auger、SEM、HR-TEM等精密貴重

儀器。在空間使用方面，除少數實驗室因系館空間不足，尚無法遷回系館外，新系館已於 99

年八月動工，預定 102年六月完工。

( 二 )教學重點及方向

為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發展之需求，本系大學部大幅修訂必修科目，涵蓋基本科學與工程

應用。包括：大一上：材料科學導論〔3學分〕；〔大一下：材料工程力學〔3學分〕；大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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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學（一）、材料熱力學（一）、量子物理導論、結晶學與繞射概論〔各 3學分〕，大二

下：工程數學（二）、材料熱力學（二）、有機化學導論、晶體結構與缺陷〔各 3學分〕；大三

上：相變態導論、材料分析、材料機械性質〔各 3學分〕。

此外，為加強同學實作與製程研究之訓練，在大四上開有「材料專題」課（自 94學年度起

改為選修）。同學們可依個人興趣，選擇參與相關計劃之研究，或獨當一面之專題研究，此研

究成果最後將彙整為「學士論文」（大三下至大四上）。

在課程安排上，為了引導學生正確的學習方向，三年級以上的課程採彈性分組的方式分

為：（一）金屬材料及冶金工程組（二）結構與電子陶瓷材料組（三）電子材料與薄膜工程組

（四）高分子及生醫材料組。同學們可依自己的興趣，做一系列的分組選修，也可以跨組選

修。此等課程規劃之精神，在力求各領域均衡發展，課程涵蓋基本科學與工程應用，使同學能

融會貫通各類材料之異同，並對其中一至二類材料特別專精。

( 三 )學術建教研究與成果

本系 100年度進行之研究計劃件數與經費如下：

類別 國科會 建教 合計

件數 51 23 54

總金額（元） 87,327,000 17,464,664 104,791,664

本系教師於 100年度之研究屢有斬獲，平均每位專任教授一年發表國際期刊約篇，成果豐

碩如下表所示：

期刊論文
國際 275 篇

國內     0 篇

會議論文
國際 109 篇

國內 111 篇

專　　利 19 件

專　　書 5 篇

( 四 )畢業出路

1.	深造：本系大學部畢業生進研究所繼續深造的，約有百分之八十。

2.	就業：本系成立六十多年來，系友遍佈在國內、外許多工作崗位上，表現十分傑出。現

本系畢業生（含碩、博士班畢業生），從事的行業包括電子工業（如聯華電子、台灣積體

電路公司、台灣應用材料公司），金屬工業（如華新麗華不鏽鋼廠、長榮超合金廠）、玻

璃陶瓷及光電產業（如中華映像公司、奇美電子公司、友達光電公司）等；研究單位包

括中鋼與中油的研發處、工材所、中山科學研究院、與各大專院校等。近年來，半導體

工業在國內相繼建廠、擴廠，光電產業亦逐漸崛起；另外，鋼鐵工業、鑄造工業、材料

表面技術工業、電子陶瓷、生醫陶瓷工業等，都亟需專精於材料的工程師投入，預期未

來的數年，材料系畢業生仍會呈供不應求之現象。

( 五 )未來發展方向

本系所之研究發展方向，主要係配合國家科技發展之需要，並參酌本系的特色、師資專長

及研究設備，以個人或研究群的方式妥為規畫訂定，並以讓學生有明確之修習方向為目標，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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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以下數項作重點介紹：

1.	金屬材料：本系在這方面研究歷史悠久，所獲致之成果，頗獲各界好評。較具特色的應

用包含金屬材料應用於生物科技、航太領域及電子構裝方面。此外材料腐蝕及表面處理

亦是另一特色，包含金屬及合金之應力腐蝕、腐蝕疲勞、高溫腐蝕，以及金屬表面處理

技術等。本系也進行金屬及陶瓷為主之複合材料研究及應用，其領域包含航太、汽車、

磨耗材料及電子構裝等。今後將朝輕量化、高強度、高延韌性金屬材料，特殊合金材料

及鑄造、粉末冶金、焊接、加工、熱處理等方面作深入之研究，並將電腦應用於金屬工

程上。

	 規劃課程內容：�鋼鐵冶金、工業冶金、非鐵冶金、金屬熱處理、熔融加工學、塑性加工

學，防蝕工程、電化學、輕金屬特論、複合材料、金屬基複合材料及航

空材料、材料機械性質特論、金屬製程上之數學模擬、金屬加工現象解

析、鋁合金特論、差排理論、高等腐蝕學、精密機械材料、金屬表面硬

化熱處理、金屬特殊製程特論。

2.	陶瓷材料：主要分結構陶瓷和電子陶瓷兩大類。其中結構陶瓷一直是國家的重點材料，

其最大特色為耐高溫、耐腐蝕，為目前世界各國積極發展之項目之一；本系亦已進行數

年之研究，獲得許多寶貴成果，在粉體製造、粉體燒結、及生醫陶瓷方面成果卓越。電

子陶瓷包括：磁性材料、微波通訊元件，永久磁鐵、磁性記憶材料（磁帶、磁頭、磁片

等）及磁光材料。另外本系在高溫超導材料的研究亦是特色之一，嘗試以各種不同的方

式，如薄膜製程、粉末合成、單晶粒成長來研究各種超導材料。

	 規劃課程內容：	陶瓷學、陶瓷特性、陶瓷製程、結構陶瓷特論、高等結構陶瓷、高等燒

結理論、陶瓷物理及化學、陶瓷缺陷化學、電子陶瓷、超導體材料、固

態離子元件、磁性材料概論、高等磁性材料。

3.	光電及電子材料：為政府重點發展科技之一，本系在這方面正積極發展中。目前研究成

果除在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中，有關矽元件、絕緣材料及電子構裝的研製外，奈米

材料更是本系重點之一，包含零維量子點及一維的奈米線、奈米碳管等，這些奈米材料

的生長動力學，基本物性及結構分析的瞭解將可讓這些具新穎量子光電效應的材料，早

日應用於各種發光之機械元件。

	 規劃課程內容：	電子電工學、近代物理、固態物理、電工材料、半導體材料及元件理

論、微電子材料製作工程、薄膜工程、薄膜材料、電子構裝材料、電子

構裝散熱系統、光電材料、無機固體光譜學概論、材料光學性質、高等

固態物理、微機電材料。

4.	高分子材料：本系目前在高分子材料方面的研究重點，在微電子用水性顯影耐熱性感光

材料的合成及性質研究，未來可進行低介電常數有機 /無機混成奈米複合材料之研究。

	 規畫課程內容： 高分子導論、光電高分子、高分子結構與性質、高分子物理、高分子 

化學、高分子結晶特論、高分子聚集行為的鑑定與分析、軟質凝態科

學。

5.	生醫材料：本系教授參與生醫材料方面的研究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主要重點在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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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材料方面的研究。如骨科及牙科之骨骼取代與修復的發展等，未來研究可增加組織工

程及軟組織材料方面的研究。

規畫課程內容： 生醫材料、生醫材料概論、生物科技概論、生物高分子、生物陶瓷。

6.	奈米材料：因應未來材料元件奈米化與國家研究重點導向，本系於四年前開始積極規

劃奈米材料及元件相關課程及研究。本系在奈米材料方面的研究，在製作方面採用

solution、CVD、PVD方法製作金屬、陶瓷、半導體奈米顆粒，奈米線及多孔洞材料；在

應用方面，包含發光元件，太陽能電池、燃料電池及奈米壓印等。此外，對於奈米材料

的生長動力學，基本物性及結構分析的瞭解，將可讓這些具新穎量子光電效應的材料，

早日應用於各種光電磁之械件。

規畫課程內容：奈米材料概論、奈米陶瓷特論、微奈米圖案製作

三、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暨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一 )簡介

本系創於民國 26年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增設採礦科招收五年制一班。民國 37年改制台

灣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民國 38年成立礦冶科，分冶金組及採礦組。民國 43年礦冶科首屆

畢業生。民國 56年成立日夜間部三專探礦組。民國 70年改制為國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民

國 76年更名為材料及資源工程科，分材料及資源組。民國 83年改制為國立臺北技術學院，本

系更名為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分二年制、四年制及五專部。民國 86年改制為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本系五專部停止招生。民國 87年成立材料及資源工程研究所招收碩士生。民國 89年參與

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班材料及資源組招生。民國 90年工程學院設立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設有材料組及資源組。民國 92年成立奈米光電磁材料技術研發中心。民國 93年成立甘比亞四

年制石油專班，此乃國內首創。民國 95年研究所改名為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並成立資源

工程研究所，形成一系兩所；博士班於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班分材料科學與工程組與資源工程

組招生。民國 96年開設金屬材料產業碩士專班（勤美）。民國 96年設立碩士在職專班。民國

97年開設電子陶瓷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禾伸堂）。民國 97年開設材料成形自動化產業研發碩士

專班（佰龍）。民國 98年開設金屬材料產業碩士專班第二班（勤美）。民國 101年開設電子材

料產業碩士專班（禾伸堂）。民國 101年邀請 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謝特曼博士蒞臨本校系

講學暨分享學術經驗。民國 102年開設電子材料產業碩士專班第二班（禾伸堂）。民國 102年

邀請國際知名準晶研究學者暨本系傑系友蔡安邦教授開設專題講座。民國 102年邀請美國國家

工程院彭賜燈院士暨本系傑出系友開設暑期講座。民國 102年成立史瓦濟蘭四年制採礦專班。

( 二 )組織架構

目前本系所組織為一系、二所、二中心，包括：

1.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計有大學部四技（材料、資源兩組）。

2.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與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

3.資源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工程科技研究所資源工程組博士班與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

4.奈米光電磁材料技術研發中心：整合本校師資專長及設備等資源，協助產業界研究開發

微米至奈米之光、電、磁材料及新製程，提供人才培育及員工教育訓練，促進產學界合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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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產業界之競爭力。同時培養學生發揮創意與了解產業技術發展脈動，厚植產學研究能量，以

提升學校實務教學及研究成果。研發主軸為：(1)新材料、新製程的開發；(2)奈米材料製造及

應用；(3)元件之多層化與積體化之開發；(4)材料光電磁現象於生醫之應用開發；(5)材料物理、

化學性質之量測及機制建立。

5.土石及礦產資源研究中心：推動前瞻性、整體性之土石礦產資源之管理、規劃及應用方

案，強化土石及礦產資源之多元化供應政策、促進資源永續利用、提昇決策效率與品質、在兼

顧環境保育、土地保育前提下增進整體土石及礦產資源之有效利用及國家經濟之持續發展。土

資研究中心將特別著重探討土石及礦產資源之多元化供需「管理」、「保育」及有效規劃及開發

之現代化觀念，發展有效實用的管

理體系，以協助政府達成土石及礦

產資源永續經營目的。

( 三 )專業師資

本系有專任教師 29人，其中

材料組：教授 8人、副教授 3人、

助理教授 1人、講師 2人及助教 1

人，資源組：教授 3人、副教授 8

人、助理教授 1人、講師 1人；每

位教師均具豐富之教學與實務經

驗，其中具有博士學位有 24人。

本系基於教學需求，另兼聘教師 12

人，均為產業界學有專精的人才，

輔助本系教學。另外有技士 2人，行政職員 1人，工友 1人，共同組織一堅強的教學研發團

隊。

( 四 )研究設備及實驗室

本系之教學研究設備逐年添購更新，目前在分析量測設備方面主要有XRD、FE-SEM、

FETEM、MTS、ICP、VSM、Ramon、DTA/TGA/DSC、Dilatometer、UV/Visible Spectrometer、

PL Spectrometer、AFM、FTIR等；在製程設備方面主要包括真空燒結爐、玻璃熔煉爐、噴霧造

粒機、熱壓燒結爐、VAR及VIM、高真空薄膜蒸鍍系統、陶瓷射出成形機、刮帶成型機等。本

系之基本研究設備相當完整，同時也開設相關專業課程以使本系學生能具備專業知識與操作實

務經驗。

本系主要研究發展實驗室包括：X光繞射實驗室，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實驗室，穿透式電子

顯微鏡實驗室，儀器分析實驗室，生物醫學材料實驗室，奈米生醫材料實驗室，粉末冶金實驗

室，應用金屬製程實驗室，光電顯示材料實驗室，電子薄膜實驗室，固態電子元件實驗室，奈

米光電磁材料技術研發中心，資源處理實驗室，綠色資源利用實驗室，粉體實驗室，礦物岩石

標本室，岩礦實驗室，分離與純化實驗室，專業軟體實驗室，岩石力學實驗室，測量儀器室，

晶體合成實驗室，工程地質與空間資訊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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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學生統計

本系所四年制學生 414人，研究生 102人，生師比約 15.3，含研究生則為 19.1。退學比例

為 3.1%(103學年度 )，本校並自 95年起實施期中預警制度加強輔導，降低休退學比例。招生方

式羅列如下 (105年度 )：

1. 大學部：材料組 -聯合登記分發 (3/40)、推薦甄選 (15/40)、申請入學 (22/40)。資源組 -聯

合登記分發 (3/40)、推薦甄選 (13/40)、申請入學 (22/40)、體優甄試 (2/40)。

2. 材料所：推薦甄試（27/48書審 +面試）與一般入學考試 (21/48)。必考科目：普通熱力

學；選考科目：材料科學與工程導論、物理冶金擇一。

3. 資源所：推薦甄試（17/32書審 +面試）與一般入學 (15/32)分兩組：資源再生與高科技

應用及材料合成組領域（甲組 10/15書審 +面試）、資源開發及地質工程領域（乙組 5/15

書審 +面試）。

4. 在職專班：一般入學考試材料所（9/9書審 +面試）資源所（7/7書審 +面試）

5. 博士班：材料所甄試入學考試（2/6書審 +面試）、材料所一般入學考試（4/6書審 +面

試）逕讀 1名。工程學院資源組一般入學考試（3/3書審 +面試）逕讀 2名。

( 六 )學術研究成果

1.本校終身特聘教授暨奈米光電磁材料技術研發中心主持人王錫福教授，致力研發家用燃

料電池產品化，從原料、製程到組裝，完全本土自製，未來推行上市，還能銷往國外，

是極具潛力的新興產業。臺北科大推出的家用燃料電池，類型屬於眾多燃料電池中的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簡稱 SOFC），美國、澳洲、日本等少數幾個先進國家，都

已開始推動家戶安裝。臺北科大使用的 SOFC工作溫度屬於中溫型，相較於其他國家正

推動的高溫型 SOFC來說，因為不需要耐高溫的特殊材料，在材料的選擇上範圍更廣，

大大降低成本及提高壽命。臺北科大已成功將家用燃料電池發電機產品化，未來推行上

市，只要接上天然氣管線即可發電，還會產生熱水供應洗澡及飲用水，無噪音及其他污

染，可望成為家戶環保低碳生活新選擇。

2.臺北科大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及北醫研發團隊，發表「生醫陶瓷植牙體」產品化成果，離

正式上市之日指日可待。該產品已於去年技轉成功，極受國內植牙體製造廠商重視，不

久後將可以量產，讓國人走在全球醫美時代的潮流尖端。該計畫取得經濟部學界科專專

案辦公室的支持，由身為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的兩個學校－北醫團隊對人體牙齒的醫美專

業，北科團隊在陶瓷植牙體材料上的研發製程，經過 2年的研發合作，並在台大獸醫學

院協助下，成功通過生物相容性、動物實驗及臨床植牙醫師認可，成功推出產品化的成

果。新研製的陶瓷配方，強度及韌性更高，在製程上容易，可大幅縮短製程、加快量化

生產過程，上市後成本更可逐漸降低。

四、臺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

(一 )教育目標的訂定

資源為原料的取得；材料為資源的應用，資源工程與材料科技彼此相輔相成，有著十分密

切的關係。人類生存於地球岩石圈之上，資源的取得自然是來自於地殼，地殼由岩石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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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岩石是在不同環境，經由不同的地質作用所生成，故資源的開發須仰賴充足的地質知識。臺

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碰撞聚合帶，屬全球地殼變動最劇烈的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

的一個環節，激烈的板塊碰撞與造山運動，形成了無數美麗的地質景觀，亦提供了海域天然

氣、金瓜石金礦、火山區地熱等潛在能源及資源，故地質可謂是土地的品質，是防災、資源及

保育的重要參據。

因應資源永續利用趨勢與產業發展，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以下簡稱為本

所）致力於自原料、製造乃至廢棄之生命週期相關領域的應用性與學術性研究。教育特色以

「培養資源工程實務人才，進行前瞻性應用研究與產學合作，提升資源工程專業水準，強化產

業國際化競爭力」為宗旨。針對資源開發、處理、再生、合成與利用等本所重點發展領域，擬

定教育目標；分別為：強化資源工程專業知識與技能、培養實務執行與團隊合作之能力、培養

從事研究與研發之基本能力、培養服務社會之能力。

本所教育目標明確，符合資源產業時代潮流與現代化社會需求，並公開於本所網頁中，以

展現本所之功能與特色。而資源工程研究所教育目標之訂定，係在本校與工程學院上位教育目

標的原則下，透過本所全體教師、所務會議、財團法人材資系教育基金會、及課程委員會等機

制多次研討，再結合認證小組與學者專家所組成之諮詢委員意見，並修訂課程及教育目標以符

合現代工程教育之需求。

( 二 )課程規劃

資源工程的領域相當廣泛，簡單的來說，資源為原料的獲取，而材料則為資源的應用，因

此資源工程是為材料科技及其他工業的上游工業。人類文明的發展與資源的發現及應用是密不

可分的。人們生活週遭，幾乎無一不與資源有著密切的關係，只是人們常常忽略了各種成品其

原料的來源為何。除了一般的金屬、非金屬礦物外，另外各類質純的工業原料，也經常是仿造

天然礦物生成的環境，經人工合成製造出來的。此外天然資源的開發、邊坡的穩定、資源與環

境保護、資源的再生利用、各種基本原料的合成等亦為資源工程的重要項目。為了順應需求，

因此本研究所分為三大研究領域：

1.資源開發及地質工程領域。

2.資源應用及材料合成領域。

3.資源處理及材料製程領域。

本所在課程規劃上首先建立資源工程永續發展關聯圖，依據產業特性與各領域發展重點，

建構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以利各領域安排課程時，可兼顧垂直的專業深耕與水平的系統整合，

並有利於學生選修課程的參考。

此外，本所透過專題研討與論文課程，邀請校外產官學研界專家學者到本所進行演講，或

由學生上台進行進度報告，藉此達到跨領域與專案展現等之能力，同時搭配校外觀摩、或校外

實習的機會，使業界參與，讓學生能體驗產業界的情況，均衡的學習。

( 三 )師資介紹

本所現有專任教師共 12位；另聘用學有專精並具豐富實務經驗的兼任教師共 10位。

( 四 )未來展望

本所依據所訂之教育目標及因應科技的進步與時代的變遷，定期開會檢討與提出建議，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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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本所亦建立完善師生交流平台，所內教師專業的人力資源，提供業界新材料、新製程的研

發，有時也提供業者教育訓練或籌辦研討會，更支援產業界各項檢測及分析之服務。本所教師

持續積極參與專業領域的相關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這不僅大大支援業界需求，也使教師們的

研究方向與產業目前特性需求相符合，更能帶來師生在研究上的交流，且能提供學生在進入職

場前有良好的專業基礎。

五、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	 地質學系近況：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雖然規模不大，卻是國內唯一朝向地質與礦業資源方向發展的一

系。目前本系設有大學部及地學研究所地質組碩士班，但卻能與本校理學院所屬的地理系、化

學系、大氣系及地學研究所相關單位等相互支援教師、設備，共同合作進行環境及應用地質領

域的教學研究及學程規劃。本系目前有專兼任教師共計 12位，學生約 200人，開設課程除必修

基礎學科外，也開設應用方面之選修課程，亦跨及地學研究所開設之相關領域之課程。為配合

國家經建之發展，本系目前以地質環境與地質資源為發展主軸，除加強基礎地球科學課程，如

地質學、沈積學、古生物學、礦物學、岩石學、經濟地質學、構造地質學及海洋地質學等外，

並著重環境、工程、水文、資源、地化、地物、地震、地形變遷等應用地質領域，同時加強師

生野外考察、訓練、採集樣品、進行試驗，以利學生瞭解理論，並達應用與實用性，擴大視

野，培訓就業能力。

●	 系所特色

1. 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發展火山地質及地熱資源

2. 業界專家共同授課

3. 暑期職場實習

4. 系友職場導師就業輔導

●	 系所核心能力

1. 地質學基礎知識

2. 地質觀測實習操作知能

3. 地質分析與技術應用

4. 地質產業知能

5. 人文社會關懷知能

●	 系所資源

1.教學與研究設備

本系現有的重要專業實驗室或實習室包括有 : GIS應用實驗室、寶石鑑定實習室、礦物岩

石切磨實習室、古生物沉積學實驗室、地球化學實驗室、礦物及岩相分析實習室、影像分析系

統實習室、X-光繞射儀實驗室、雷射粒徑分析儀、能量分散式X光螢光光譜儀、感應耦合電漿

光譜儀、熱差熱重分析儀、氫氧同位素分析儀以及古生物、礦物、岩石標本陳列走廊與地質繪

圖室等。此外，配合本校豐富的專業書籍、期刊等更提供了師生學習、查闊的最佳環境。

2.獎學7金

(1)關世傑所長靳叔彥教授王洸教授薪傳獎學金。每學年 4名，每名 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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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建和薪傳獎學金。每學年 4名，每名 1萬元。

(3)地球物理學會獎學金。每學年 1名，每名 2萬元。

(4)鑛冶工程學會獎學金。每學年 1名，每名 1萬元。

(5)李正誼獎學金。每學年 1名，每名 3千元。

(6)華岡獎學金。每學期每班第一名 8000元、第二名 5000元、第三名 3000元。

(7)地學所地質組碩士班入學獎學金。每學年 2名每名 1萬元。

●	 研究方向

本系教師的研究領域，涵基礎與應用研究，多年來積極參與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經濟部礦務局、中央研究院、氣象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等政府單位的研究計畫，

基礎研究包括有地質調查測繪、火山地質、地質資料庫之建置、地質資源圖幅繪製、地下水調

查、地熱水資源及地物地震斷層研究等。應用研究方面包括砂石資源的調查評估與規劃、環境

污染調查以及礦區調查評估與地質災害的調查防治等。本系亦繼續加強爭取政府和產業界的委

辦計畫。

●	 就業與展望

地質學對於現今工商業加速發展下，在其發生之多項問題上均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譬

如從建築工程的地質基礎， 坡地開發甚至配合公共建設所需之砂石、石材資源調查，以及礦

業的開發、地質環境災害、廢棄物處置場之評選、土壤及水污染調查等均需地質人員的參與

配合。在配合目前通過地質法之目標下，本系更須積極培養地質專業人才，畢業後可在地球物

理、礦業、工程地質、環境地質、景觀、礦物科學、環境污染及地科教育等領域中一展長才。

也可參加考入國內外各大學相關學科的研究所，做進一步深造。

六、大同大學材料工程學系、所

(一 )研革與現況

為持續產業競爭的優勢，科技的提升是產業必須面對的壓力；而在關鍵科技之中，材料工

程技術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因為有效地瞭解使用材料，才能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上保持優勢，

於是大同大學在民國七十二年成立材料工程學系，期能為社會及產業培養材料專業人才。其

後，鑑於結構及功能性為導向的材料日益重要，高級材料人才的需要也日益增加，於是在民國

七十四年設立材料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提供學生進一步的課程及研究訓練，使學生能專精某一

材料工程範疇的研究。爾後，隨著科技的發展，研發人才漸漸受到重視，本所遂於民國八十二

年成立材料工程學博士班，以培育獨立研究開發材料科技人才。另，於民國九十一年起大學部

雙班招生，目前 2016年大學部共有 398人、碩士班 32人、博士班 5人。

本系現有十六位專任教師，其中十三位教授，二位副教授、一位助理教授，研究領域以新

穎並具有實用性材料科技為主，涵蓋金屬、陶瓷、複合材料、電子材料、奈米材料、鋰電池材

料、及生醫材料及表面改質等；另有行政人員二名，負責協助系所業務之運作。本系目前擁有

五間教學實驗室，十間公用貴重儀器室，十六間研究室，已建置完整之教學與實驗儀器設備，

並投入貴重儀器設備，藉以提供更完善之實驗及研究環境。本系教師亦積極投入相關實用性材

料開發研究，除執行國科會及教育部基礎研究及教學計畫案外並投入公民營機構之計畫案及產

學案。本系之建教合作乃結合材料基礎科技及工廠生產工藝技術之研究，此研究正可以落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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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技之產學合作精神，以提升學生學以致用之實務教學研究能力。

( 二 )系所特色與教育目標

1. 通過中華工程及科技教育 (IEET)認證，並持續建立及改善各方面機制。

2. 本系大學部的教育目標包括：(1)專業知識，(2)理論與實務結合，(3)科技脈動與國際觀，

(4)靈活思考與創造力，(5)溝通與人際關係，(6)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3. 連續七年獲得經濟部補助「產業人力扎根計畫」，強化學生在模具表面處理專業技術，持

續推動產學合作增進學生實作經驗，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4. 連續獲得第一期至第三期之教育部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鋰電池／超級電容系統整合與

應用系列課程」，提供完整之實務性課程以及相關產學合作訓練，提升學生在儲能領域之

科技與產業技術訓練。

5. 本系建立特色專業學程，包括 (1) 材料製程科技，(2) 料科學與奈米科技，(3) 材料檢測與

分析技術，提供學生專業修課選擇，並鼓勵跨系學程選讀。

6. 實施導師、生涯規劃等輔導制度，有效協助學生相關課業、生活之問題。

7. 積極強化研發產能，持續將專業技術與產業結合推動尖端材料科技。

( 三 )材料所學生以訓練以下之核心能力為主進行課程規劃

本系於民國 96年通過中華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IEET)至今，對於課程的規劃均以培育學

生之核心能力為目標。為強化課程之完整，不斷經由課程委員與系咨詢委員針對學生學習狀況

進行檢討與修訂相關課程。本系研究所訂定之核心能力包括：

1.材料相關領域之專業知識 

2.策劃及執行專題研究之能力 

3.撰寫及表達專業論文之能力 

4.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問題之能力 

5.與不同領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力 

6.良好的國際觀 

7.領導、觀禮即規劃之能力 

8.終身自學習成長之能力 

9.理解專業倫及社會責任

本系亦設有熱處理相關學程，並與金屬熱處理協會合作，承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熱處

理職類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熱處理證照術科場地設在大同大學材料系，因此很多相關系

所學生，包括材料系、機械工程系等相關系，因有地利之便，且大同大學針對考照通過的本校

學生，還會全額補 3,000元考照的報名費，因此報考情況非常踴躍。

( 五 )研究特色與設備

本系所的研究方面，以實用性材料之研究開發為重點。現有之研究室有破壞 /非破壞科

學、表面改質、分子膜、熱處理、玻璃陶瓷陶瓷製程、奈米材料、輕金屬材料、高溫材料、熱

化學、固態化學、高分子材料、儲能材料、纖維及複合材料、材料接合、水熱長晶、介穩材料

等研究室。本系教師積極投入相關實用性材料開發研究，每年執行國科會多種研究計畫案與教

育部、經濟部及大同公司 ...等公民營機構之計畫案及產學案。近五年來每位專任教師平均每年

執行二件國科會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大同基礎案，本系之建教合作乃結合材料基礎科技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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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生產工藝技術之研究，此研究正可以落實材料科技之產學合作精神，以提升學生學以致用之

實務教學研究能力。

本系目前擁有五間教學實驗室，十間公用貴重儀器室，十六間研究室。已建置完整之教學

與實驗儀器設備，貴重儀器設備強化管理，藉以提供更完善之實驗及研究環境。主要研究設備

逐年添購更新。

1.製程設備：熔鑄設備，電漿處理設備，CVD設備，UV接枝共聚合系統，超微粒合成

機，真空蒸鍍機，冷 /熱均壓機，真空熱壓機，雙螺桿押出機，射出成型機，各式陶瓷粉末製

程設備，各式熱處理 /燒結爐。

2.機械、電性及磁性等分析儀器：MTS動態試驗機，拉力試驗機，高溫潛變試驗機，單

纖抗拉試驗機，衝擊強度測試儀，硬度試驗機，磨耗測試機，電場極化設備，P-E測試設備，

LCR分析儀，阻抗分析儀，磁滯曲線儀，VSM，直流腐蝕速率測定儀，熱分析儀 (DTA/TGA/

TMA/DL)，熱變形溫度儀，玻璃黏度儀，流變儀，粒徑分析儀，水接觸角、膜厚儀，雷射測直

徑系統，超音波檢測儀，塑譜儀。

3.微結構及光譜分析儀：X-光繞射儀，電子顯微鏡 (SEM/TEM)，場發電子顯微鏡 (FESEM/

TEM)，光學顯微鏡，X-光能量散佈儀，影像分析儀，電子及光學顯微鏡試片處理設備，輝光

放電成份分析儀，原子吸收光譜儀，µ-FTIR。

( 六 )發展目標

良好的師資陣容及充足的儀器量測設備下，教學目標朝學理與實務並重，妥適規劃材料專

業學程及實驗教材，三、四年級之專業課程分成金屬、陶瓷、電子、高分子以及複合材料等四

個領域學程，內容涵蓋基礎科學與尖端科技，符合時代變遷。導師制度落實，師生充份溝通；

實驗課程之重視，更新實驗內容並予以成套化；訂定核心修習科目，開授專題討論、專題研究

等實務課程，並鼓勵與輔導大學部學生在專任教師指導下參與專題實驗。研究主題則同時精進

基礎科學與應用性研究，配合產業提升與國家發展，積極與產業建立合作以促進產業升級及經

濟發展，並隨著時代的變遷致力於相關領域其產學合作案如林和龍教授借調至綠能科技、與

中華映管公司連續四年的研發計畫、與尚志精密化學公司技轉量產「鋰離子電池」等計畫，在

學校與各系所努力之下連續幾年榮獲獲教育部「爭取企業產學經費與效率」評量私立大學第一

名，並持續以「建教合作、產學合一」之治校理念培育尖端材料科技之優秀人才。

七、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

(一 )簡介

大漢技術學院位處花蓮，風光秀麗，聞名中外，各種天然資源豐富，是著名的觀光渡假勝

地。盛產玉石，諸如：閃玉、藍紫玉髓、各種色澤玉髓玉石、薔薇輝石、大理石、蛇紋石、白

雲石等，提供了豐富的地質研究與學生實習素材，讓珠寶技術系學生於實作學習時，理論與實

務可相互配合。

本校珠寶技術系目前有日間部四技四班，進修部假日二技在職專班兩班、進修部二專假

日在職專班兩班，104學年度已招收日間部四技、二技與進修部假日在職專班二技、二專各一

班。本系為強化學生未來就業的專業能力，日間部四年級學生，從每年七月起參與一整年時間

20學分的校外專業實習課程。目前本系與中華民國寶石協會、多家珠寶企業公司、寶玉石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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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公司、休閒渡假飯店等實習機構，簽定建教合作暨學生實習合約書，學生已陸續至相關實

習機構進行校外實習。

本系充分配合國家經建發展政策，秉持實務與理論並重的理念，期以實務發展、理論研

究、應用與服務業界為導向，除了培養學生對於珠寶及寶石的認識愛好，並強化學生對珠寶材

料的充分應用，激發靈感，激盪創意，設計新穎、有特色的珠寶作品。讓學生在大學殿堂中不

僅擁有學術知識，還能發揮專業技能於未來就業環境中。

( 二 )課程特色

珠寶技術系之課程特色有三項，說明如下：

1.珠寶技術系專業必修科目：計算機概論、金工入門、寶石學概論、金屬工藝、寶石加工

概論、寶石加工設計、珠寶首飾發展史、創意金屬工藝、珠寶手繪表現技法、職場倫理、時尚

珠寶設計、畢業專題製作 1

畢業專題製作 2、校外專業實習（一年時間）。

2.珠寶技術系專業選修科目：初階 3Design珠寶、進階 3Design珠寶、3Design塑型渲染、

珠寶設計 3D成型、寶石雕琢技法、複合式寶石加工技術、基礎蠟雕珠寶設計、進階蠟雕珠寶

設計、實用飾品設計、進階實用飾品設計、珠寶攝影、鑑定儀器原理及應用、寶石分析鑑定、

翡翠玉石鑑定、貴金屬認識與應用、寶玉石雕刻研磨、珠寶工藝創作實習、進階珠寶工藝創

作、設計創意開發、玉石與文化創意設計、珠寶首飾專題設計、高級金屬工藝創作、有機寶

石、導覽解說、行銷管理、電子商務應用、寶石礦床學。

3.珠寶技術系聘請重量級專業人士教學：

(1) 本系聘請中華民國寶石協會寶石協會理事長林嵩山老師，教授「貴重寶石學、有色

寶石學、鑽石與彩鑽學」等課程。

(2) 本系聘請台灣創意珠寶設計師協會秘書長彭士芳助理教授，教授「珠寶首飾發展

史」課程。

(3) 本系聘請經濟部礦務局退休的沈清全助理教授，教授「寶石簡論與市場實務、消費

者心態與評估」等課程。

(4) 本系聘請現代金工公司老闆李森進助理教授，以 48年實務工作經驗，教授「創意金

屬工藝與實務、證照考試輔導」等課程。

(5) 本系聘請擁有GIA郭項證照的UCLA電機博士王智立助理教授，教授「珠寶玉石鑑

定、鑑定儀器原理及應用」等課程。

(6) 本系聘請南藝大碩士呂浴珊老師，教授「金屬工藝、時尚金工技法、首飾蠟雕工

藝、金屬加工概論、多媒材創作」等課程。

(7) 本系聘請台藝大碩士陳嬿如老師，教授「基礎色彩學、珠寶設計與結藝創作、藝術

珠寶賞析、珠寶鑲嵌與製作、珠寶首飾發展史、流行珠寶首飾設計」等課程。

(8) 本系聘請得過亞太電腦珠寶設計首獎的業師蔡智湧老師，教授「珠寶設計概論、珠

寶首飾創作、初階 3Design電腦珠寶設計、進階 3Design電腦珠寶設計、珠寶首飾專

題設計與創作」等課程。

(9) 本系聘請戴素玲老師，教授「基礎礦床學、寶石探採技術、有機寶石」等課程。

(10) 本系聘請珠寶業者鍾文浩老師，教授「寶石礦物學、有色寶石鑑賞、珠寶首飾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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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等課程。

( 三 )儀器設備與實驗室

本校珠寶技術系已有之珠寶技術設備已十分完善，本系自 104年起，率先選用鮮麗的各類

珠寶色澤油漆全棟大樓，增添珠寶之設計與藝術與煥然一新的感覺；並加強鑑定等儀器設備之

更新與添購、擴大珠寶技術所需的實驗專業使用空間之整體規劃及內裝布置，包含：

1.珠寶基礎設備：中華民國寶石協會馬永康理事長贈送紅寶石一批、礦物及岩石片標本

500種、岩石標本 100種、礦物標本 100種、寶石岩礦、教學結晶模型組、岩礦物理性質測試

模組、板塊構造模型、岩礦及火山河流教學模型、岩石薄片、礦物薄片。

2.珠寶鑑定設備：新購紅外線光譜儀、光譜儀偵測器、彩色攝影機、多點觸控式顯示器、

戶外字幕機，以及寶石天平、蓋格計數器、寶石卡尺、電子式卡尺、螢光鑑定儀、鑽石測定

儀、偏光儀、偏光顯微鏡、克拉秤、24K黃金成色分析儀、翡翠染色鑑定儀、游標尺、顯微

鏡、高級寶石分光儀、偏光儀、鑽石比色箱、濾色鏡、折射儀鏡、二向色鏡、超音波洗淨機、

比色石、寶石教學鑑定樣品石、多用途光速燈、珠寶放大鏡、SEM-EDS、拉曼光譜分析儀、

FTIR-UV等。

3.珠寶設計加工設備：新購手動拉線機、焊接專用爐台、手動桌上型裁片機、油壓機、壓

片機等珠寶製作設備，以及雙頭切台、雙頭高速磨台、超音波打孔機、平面磨台、無心式震桶

等寶石加工設備、以及 3D有機塑形軟體、珠寶 3D印表機等。另外原有自動油切片機、高速

磨台、鐵板磨台、自動輸送切條粒機、成型機、角度機、高速鑽孔機、磨圓珠機、桌上型鑽孔

機、手環磨內圓機、超音波打洞機、單振桶、上下切台、葫蘆形滾桶、迷你型振動研磨機、米

粒圓珠機、磨圓機、倒角機、單頭磨台、輾壓機、高週波離心鑄造機、吸入式鑄造機、電動離

心鑄造機、抽真空機、壓模機、注蠟機、焊蠟機、吊鑽、桌上型戒指焊機、腊模雕刻用工具、

熔蠟鎗、磁針拋光機、鋼珠拋光機、金屬雕刻機。

本系共有 6個實驗室，各實驗室之設備完善，包括：顯微拉曼光譜精密實驗室、寶石鑑定

實驗室、寶石加工與設計實驗室、寶石鑲嵌實驗室、岩礦標本實驗室等，各項設備完善，維護

保養情形良好，讓學生可以進行專業學習，老師也可藉由各項設備來教導學生操作的技術。

( 四 )	通過教育部評鑑、舉辦學術活動、兩岸學術交流、學生實習與國際鑑定合作

狀況

1.通過教育部評鑑：104年 12月 6-8日，教育部對本系進行五年一次的專業類科評鑑，經

過四位委員仔細訪查、評估後，最後做出通過評鑑的重要結論。本系師生在教學、輔導、服

務、研究、產學合作等各項工作的表現，各項指標評比都能符合委員預期，加上本校積極協助

購買儀器設備、增強授課師資陣容、與大陸華光學院、漳洲學院與黎明大學共計 65學生來到

本系進行實務實習等實質學術交流活動，最後獲得委員一致肯定而通過評鑑，可喜可賀。

2.主辦2015花蓮國際珠寶玉石學術研討會：104年 12月 5日由本系與花縣政府共同主

辦 2015花蓮國際珠寶玉石學術研討會，共有產官學研各領域專家學者與民眾 450人與會。

本系有蔡印來、賴錦文、李森進、彭士芳、魏本嵢、王智立、呂浴珊、鍾文浩等老師及 65

位大陸交流學生、50位日間部同學以及 55位在職班同學參加研討會。本次學術交流活動總

計有七場專題演講：Mr. Richard Hughes(Ruby and Sapphires 經典作者，世界紅寶石權威，

LOTUSGEMOLOGY蓮花寶石鑑定所所長 )演講【紅藍寶石的品質與價值】，國立台灣博物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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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建能博士演講【台灣閃玉的前世今生】，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珠寶檢測技術創新中心沈錫

田主任演講【LA-ICPMS在玉髓鑑定問題上的應用】，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鄭明典博士演講【寶石紅珊瑚產業與生態資源的永續利用】，GUBELIN GEM LABORATORY鑑

定所資深鑑定主任Dr. Lore Kieferts女士演講【世界各地蛋白石研究報導】，大漢技術學院審清

全助理教授演講【兩岸珠寶市場研析－回顧與展望】。另外共有十八篇學術論文以 POSTER方

式在研討會場發表，研討氣氛熱烈，與會者收穫豐碩。

3.學生校外實習活動：本校珠寶技術系四年級同學，自 105年 7月起，進行一年的的校外

專業實習。全體同學分別到花蓮與台東的簽約廠商處，學習寶玉石製作、珠寶鑑定、珠寶銷

售、企業文化與職場倫理等相關訓練課程，期盼未來進入珠寶相關職場工作時，能駕輕就熟，

很快溶入企業的文化與環境中，可以有一番好的作為。

本校珠寶技術系日間部與在職專班的同學，舉行了多次的校外參訪行程。包括參加台北世

貿國際珠寶展、前往故宮博物院及總統府參訪、前往建國玉市參訪，學習國際各類珠寶行銷與

發展特色，以及以玉石與中華文化為設計之文化創意產品，增廣學生對珠寶玉石之設計理念與

括領域之設計思維，藉由校外參訪，拉近了企業實務與學校理論課程教學之結合，並讓學生畢

業後就業能無縫接軌。

4.國際鑑定合作與大陸招生及學術交流：本校由蔡印來老師代表，前往泰國與該國GIAS

學院主席Mr. Henry Ho簽署，認定本校與該學院共同為珠寶教學合作中心，並將由該學院提供

珠寶鑑定認證與執行相關專案計畫，提升本系國際知名度與實務學習認證中心。

本校珠寶技術系為增加與中國大陸相關學校的學術交流，並提高大陸學生來本系短期就讀

的意願，特別由蔡印來老師到福建泉州與華光攝影藝術職業學院、黎明大學接洽，分別由泉州

的學生先到本校交換學習。華光學院董事長吳其萃指出，兩岸的技職教育體系大不同，大陸的

大專生（三年制）畢業後，很難考入一般大學就讀，技職體系跟大學本科體系幾乎無法相通。

如果這些教育資源能夠兩岸共用，有助於大陸建立多層次的技職體系，也對台灣的學校有幫

助。

5.亮麗的獲獎紀錄：本校珠寶玉石設計在國際設計大賽中也大有斬獲。珠寶技術系師生參

加 2015年第十二屆梧州國際寶石節“時尚中國”飾品設計大賽，在兩岸三地大放異彩，大陸廣

西梧州市每年舉辦「時尚中國」寶石飾品設計大賽，花蓮「大漢技術學院」珠寶系今年參賽成

績特別突出，除了拿下專業組大獎肯定外，還有三件作品得獎。

( 五 )未來展望

本校珠寶技術系將學術落實於寶石產業，除可培育珠寶產業所需技術人員，提昇產業技術

及知識外，並可促成珠寶產業升級。珠寶技術系的主要功能，在建立一個本土玉石專業教學與

研究平台，一方面結合本校現有高階研發人力，以及高精密鑑定設備的應用，創造一個高價

值、高經濟性的寶石鑑賞、加工設計與知識經濟等資源共享平台；另一方面提高本土玉石產品

價值，提供一個正確的產地證明鑑定機制，增加遊客購買花蓮本地出產玉石的動機與信任感。 

本系未來更可帶動本土玉石鑑定技術之推廣、玉石設計與加工、玉石加值優化處理及微型

機械設計、玉石知識社群之經營，除可促進國家社會經濟力提升，並將結合東部地區特有的原

住民文化，提振東部觀光休閒產業的活力，提升畢業學生多元化之就業方向與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