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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言慎行、樂觀進取、積極的時間管理。
Discreet in word and deed, optimistic and aggressive attitude, effective time 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高 志 明 先生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Kao Chih-Ming．54 歲（1963 年 5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美

國

北卡州立大學

土木及環境工程系

博士

致力於先進綠色整治技術，透過產業化推動污染場址的整治

「東元獎」在工程學術界是具有指標意義的重要獎項，感謝

美

國

北卡州立大學

土木及環境工程系

碩士

與復育；編撰中英文環境工程書籍，在環境工程教育、活化土地、

評審委員對我研究成果的肯定。也謝謝所有研究團隊成員的努

中華民國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學士

人類健康風險管理等方面，在國內外皆貢獻卓著。

力、貢獻和付出，並要謝謝家人做我的後盾，還有科技部和企

現任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西灣講座教授

行政院環保署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
環境教育基金委員
國家環境教育審議會委員

環境工程學會

諮議委員

曾任
科技部環境工程學門

召集人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理事長

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

理事長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所長

美國 Geophex, Ltd. 環境工程部

專案經理

Devoted himself to advanced green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業界在研究經費上的支持，以及感謝中山大學提供良好的研究環

development and contaminated land restoration; authored/edited

境，讓我們團隊順利完成一系列綠色技術開發，並且實際將綠色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xtbooks; ear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s

整治技術應用在污染場址的復育工作。最後要謝謝東元科技文教

fo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and

基金會對科技發展的支持，讓我們團隊得到最大的回饋。未來將

revitaliz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持續對環境復育、污染土地活化以及永續發展貢獻心力。

學界環保鬥士 延續臺灣土地生命
中山大學環境工程所教授高志明，從小對於環保領域充滿憧
憬，立志長大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二十多年前，發生在桃園的

工作到凌晨兩三點，以致無法配合老師必須早起的作息。Robert
Borden 知情後不僅破除誤解，而且更加地肯定他的學習態度。

美國無線電公司 RCA 污染事件不僅震驚全台，更像是蝴蝶效應
憶起這段往事，高志明笑容靦腆，尤其令他難忘的是畢業歡

般，促使當時人在美國工程界任職的高志明，決定拋下一切返回
臺灣，投身受污染土地活化領域，守護家鄉這片土地。

送會上，Robert Borden 當著眾人面說：「Jimmy（高志明的英文
名字）是我看過最棒的學生，因為他，我將來會收更多的國際學

發願投身環保 美教授眼中最棒的學生
高志明生長於高度重視教育的家庭，去年剛過世的父親高中
就隻身跟著學校一起由大陸經越南輾轉來臺，半工半讀念到大
學，生前在台電服務；母親是小學老師，為了栽培四個兒子，
退休後持續到安親班任教，還放棄月退俸，改領一次退休金，補
貼孩子們出國深造之用。走過當年需要靠借錢唸書的艱困日子，
這家人用教育翻轉人生。高志明在國外環境工程學術界佔一席之
地，哥哥取得佛羅里達大學物理、電機雙碩士，在美國矽谷高就，

生……。」高志明深受 Robert Borden 的啟發，也以他為學習典
範。Robert Borden 做學問態度嚴謹，也不斷創新求真，專業成就
令人激賞。Robert Borden 和太太沒有生育，領養三個國際孤兒，
悉心照顧，可以說是默默付出的慈善家；遇到困難時，總是以高
EQ 理性的解決問題，待人處世也令他折服，且影響深遠。Robert
Borden 從學界退休後成立環保公司，把過去的研究成果商業化，
這給了高志明很好的啟發，研究成果必須要對人類社會有所幫
助。

兩位弟弟皆服務於臺灣企業，一家六口證實了用教育翻轉階級的
可能。

心繫臺灣

返鄉貢獻在美所學

獲得博士學位後，高志明在美國環境工程界任職，雖然 1987
在環境工程尚未成為顯學的年代，高志明就開始關注氣候變

年到 1997 年間他大多居住於美國，但一直心繫臺灣。有天他在

遷、河川污染、廢棄物處理等全球環境的考驗，決定踏入這個領

「中央日報」海外版看到桃園 RCA 水污染的大篇幅報導，立刻

域，替環境保護做出貢獻。成功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遇到年輕

警覺到類似的污染事件，在臺灣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對環境、居

學者 Robert Borden 做土壤地下水研究，是當年臺灣傳統環境工

民都會造成長遠傷害，他立刻決定動身返鄉。為了協助處理 RCA

程中少見的領域，Robert Borden 幹勁十足、充滿創意，高志明決

案，他把四年任職美國工程顧問公司所累積的地下水調查經驗與

定跟著他學習。當時年僅 33 歲的 Robert Borden 還是助理教授，

技術帶回臺灣。

經常上午六點多就抵達學校，一到實驗室立刻打電話叫醒學生。
但是高志明為了避免和其他研究生搶實驗儀器，所以常在實驗室

採訪撰稿 / 游婉琪
採訪攝影 / 李健維

同理業者角度

以政策引導取代責罰

返台初期，他先進入顧問公司工作，由於業界追求效率與收

灣，新的觀念比較難以快速被接受。日本或新加坡與臺灣同樣土

益，常在執行完計畫後就得趕著結案，好開啟下一個計畫，沒有

地面積不大，因此他們採取利用爐渣爐石填海造地，一方面可以

比起一味的激進反對或高壓管理，務實的高志明反而認為，

高志明舉例，在高雄的亞洲新灣區，早年有許多工廠如台肥、

時間深入探討背後結構性的問題，例如污染物為什麼被分解成另

解決廢棄物無處堆積問題，另方面可以創造出新的土地面積。然

許多土地污染有歷史背景，前人留下來的禍根，完全歸咎給業者

台鋁等公司，長年運作留下了污染，高雄市政府配合都市重劃與

一種污染物？於是他轉換跑道到大學服務，希望可以藉研究從根

而，這樣的作法雖然在臺灣也曾提出過，但卻引發對於生態水質

也不盡公平。如早年並無法律規定廢水不能排放到灌溉渠道，只

都市發展，把亞洲新灣區勾勒出願景藍圖，讓業者願意積極投入

本協助臺灣解決土地污染的困境。高志明表示，在美國處理廢棄

疑慮。高志明表示，臺灣一年產生 540 萬噸廢棄物，設置掩埋場、

要處理到法規認定標準即可，但重金屬一旦進入環境中難以被分

資源配合處理廢棄物，如今也順利開發成多功能工業商業娛樂休

汙染可以直接進入掩埋場，然而臺灣地狹人稠，農地附近可能就

處理場緩不濟急，各種廢棄物再利用方式，因為社會大眾的疑慮，

解，會慢慢累積最後超出環境負載力。高志明主張，應該用風險

閒綜合區域，成為很好的土地淨化與活用典範。高志明進一步表

是工廠，以目前臺灣列管的四千個污染場址中，多數是農地，最

導致再利用的速度遠遠落後於製造的速度，無法從根本解決問

角度來處理土地污染問題。如一塊土地雖然含有的污染物已經超

示，臺灣目前希望推動綠能發電，這些早年遺留下來的工業污染

大原因就是廢水排放到灌溉渠道，長期累積造成重金屬污染；而

題。他認為，政府在政策制定時需要長遠規劃，任何政策要想到

過法律標準，但如果鄰近沒有住人、也沒有地下水飲用需求，經

土地，只要做好廢棄物阻絕與長期監測，原來沒有人願意居住的

國外因實行「灌排分離」，較少工業廢水污染農地的困境。

十年後，設定短中長期目標，而非只有看到眼前的困境。

評估過後判定處理成本太高、無立即需要處理風險之虞時，便可

老舊工業區，反而最適合用來「種電」，讓土地可以循環再利用，

以透過長期監控手段，讓這片土地上的污染隨著時間慢慢衰減。

發展綠能經濟。

曾經擔任科技部環境工程學門召集人的高志明感嘆，在臺

非常熱門。高志明指導的學生，個個進入業界後逐步擔任高
階工作，除了專業能力受業界肯定，品格操守也深受影響，
絕不輕易向利益低頭。高志明經常對學生灌輸「提早工業
化」的觀念，除了在實驗室帶領學生作先期研究，更把技術
搬到現場，讓學生畢業前就參與業界工作，多數學生還沒畢
業就有企業預約，比起其他領域煩惱畢業後找不到工作，高
志明的學生反而是煩惱工作機會太多，不知去哪家比較好。

感恩師長教誨 引領深耕活化土地造福人群的領域
能夠持續深耕土壤地下水領域的研究，高志明說，要特
別感謝成大資深教授葉宣顯、鄭幸雄、張祖恩、溫清光、黃
汝賢的影響，讓他學到做學問的精神與嚴謹態度；以及中山
環工所前兩任所長陳康興、楊金鐘，能夠預見土地污染的問
題，早就看到土壤地下水領域是臺灣未來重要趨勢；另外，
臺大蔣本基教授及駱尚廉教授鼓勵進行國際合作團隊之建
立，更拓寬整個研究眼界及視野。展望未來，高志明希望能
夠鼓勵更多研究人員投身土壤地下水領域，一起為土地淨化

自詡 3C 產品 鼓勵學生提早工業化

循環再生而努力，他深信學者有善盡社會責任，運用學術專

展望未來，高志明認為，臺灣雖然在環境工程專業技術領先

他時常鼓勵學生，要把自己當成「3C 產品」不斷更新，

亞洲，但畢竟市場規模小，單獨一家企業要拓展海外市場不易，

在 高 志 明 字 典 裡 頭 的 3C， 分 別 是 communication（ 溝 通 ）、

他認為不論南向還是西向，一定要結合產官學界力量，將臺灣技

coordination（協調）與 cooperation（合作）。他認為，做學問是

術輸出海外。如果法規訂出來，技術還沒跟進，很容易就形成被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不是唯一重要。走在環保學術的浪潮前面，

其他先進國家搶走先機的不利結果，風力發電就是前車之鑑。高

讓高志明回台任教時不免挫折，他回憶，他剛到中山大學環境工

志明強調，學界必須跟產業界持續合作，知道市場方向與企業需

程所教書時，土壤地下水在臺灣還是冷門領域，第一學期錄取了

求，研究方向才能夠扣緊業界趨勢。他主持的實驗室，在決定研

兩名研究生，開學第一天，慎重其事的對學生諄諄勉勵一番後，

究題目時，都會先跟企業合作討論，例如與味丹食品合作，替納

隔天實驗室裡竟然是空無一人，一名學生覺得這個領域沒前途，

豆副產品找尋出路，應用在環保領域上，可與金屬連結、刺激微

決定換領域，另一名學生則決定休學去當兵。不過，滄海桑田，

生物生長，協助處理土壤廢棄物。

當年普遍不被學生看好的土壤地下水領域，如今在就業市場上卻

業延續臺灣土地的生命。

對「東元獎」的期望

提出與永續發展相關的論述與想法，希望能重新思考人類和

「東元電機」為國內科技界具領導地位之企業，因此東元科

目前，臺灣的環境科技技術在亞洲是居於領先的地位，環境

大自然之間的關係；因此，本人也期待「東元獎」能引領永

技文教基金會之目標及決策在國內具指標及前導地位。「東元獎」

科技產業為國內具有技術輸出潛力的行業。而其中的污染土地復

續發展理念，將資源及環境的包容理想納入考量，未來的標

之獎勵對象涵蓋所有科技及人文領域，因此本人及社會對「東元

育領域，更具有技術輸出的價值和市場。未來除了應該持續研發

的亦能兼顧生態城市、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之要素。整體而

獎」抱有極高之期望，希冀「東元獎」之選拔除能獎勵在科技及

先進的環境科技技術外，更需積極拓展亞洲市場，進行環境技術

言，就是兼具環境、經濟與社會等三大主軸之發展；唯有這

人文領域有傑出貢獻者外，亦能反映社會之期待，並達到推動全

的輸出，以提升臺灣環境科技在亞洲市場的影響力。而在此過程

三者的發展維持動態平衡，才能使臺灣社會達到永續發展的

國科技教育、啟發社會良知和提升全民文化素養之目的。中山大

中，「東元」可扮演關鍵角色，協助推動臺灣環境科技產業的輸出。

理想。而為了實現這樣的理想，企盼「東元」將此理念納入
於「東元獎」之目標之一，以逐步由下而上的方式，將永續

學亦將「東元獎」列為追求創新與卓越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能
獲推薦並且得到肯定，本人深感榮幸。

此外，永續發展已成為人類社會最關注的議題之一，學術界、

概念深植於科技和人文的發展歷程中。最後也謝謝東元科技

科技界、企業界、教育界及非政府組織等各領域紛紛從不同角度

文教基金會對環境科技的支持，將環境科技納入設獎領域中，
也希望我們的國家未來能更環保、更綠色、更永續。

成就歷程
本人於 1993 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即進入美國環境工程界
工作。在 1997 年回國任教前，本人除將所學及研究成果實際
應用於環境整治與生態復育外，並著力於先進環境科技的研
發，在綠色整治技術與自然淨化技術之開發，有突破性的成
果，研究成果獲得國內外多項重要獎項和專利。

在多年的實務歷練中，本人深感環保與經濟發展之衝突
若需解決，須以務實的態度並 業 者的角度來看環保與污染的
問題。因此，本人深覺綠色及永續概念技術之推展有其必要
性。面對國內外持續增多的污染土地問題，必須積極推動風
險評估和污染土地再利用理念，並將綠色整治之概念融入污
染場址之整治設計中，如此才能加速污染場址的整治、活化
以及開發，並增加稅收和就業機會，使土地污染整治和開發
更具永續性。

為了推動污染土地活化和再利用之土地永續利用願景，本人
經過三年的努力，主編並於 2017 出版了「褐地與污染土地再利用：
再創土地新生機」一書 （五南 2017 出版），該書是國內第一本
探討褐地概念的書籍，受到產官學界重視，環保署也將於 2018
在污染場址推動褐地政策。若未來國內之褐地政策能順利推動，
將有利於污染場址整治和社會及經濟發展，並可降低居民暴露於
污染物質的機會，有效保護居民的健康與自然環境。

具體貢獻事蹟
本人在各項整治工法之研發成果，對整治系統設計思維之轉
變及演進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尤其較務實的監測式自然衰減技
術、透水性整治（反應）牆技術、現地生物復育技術及長效型緩
釋基質之研發均為現今污染場地整治的主流技術。本人在中山大
學任教期間（1997- 迄今），除持續鑽研整治與生態復育技術外，
並對環境保育、環境永續發展及生態關懷盡心盡力，發揮學界走
入群眾、關心社會、貢獻所學之精神。

對具體環境污染事件，亦以專業立場對政府及業界提出務實
的處理建言。此外，亦協助成立綠色社團、訓練志工、編定綠色
淨化技術手冊，將綠色概念深植於民眾生活中。主要的具體貢獻
事蹟如下：
一、 在環境科技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助於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並對國
家永續發展、環境教育及循環經濟有相當貢獻。
二、 環境科技研究成果與實務及產業結合，達到專利化、產業化
及實場化目標。研究成果已獲得 36 項專利，技轉於工業及
顧問業，並和產業界合作，將研究成果實際用於污染整治。
三、 在環境科技領域之研究成果獲得多項國內外獎項，包括科技
部傑出研究獎二次、有庠科技論文獎、侯金堆傑出榮譽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環保署環保專業獎章、美

六、 曾擔任科技部環境工程學門召集人、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來感受污染對環境和生態的衝擊，方

國土木工程學會（ASCE）先進技術獎、ASCE 環境技術先進

理事長以及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理事長，協助環

能掌握研究的動力和方向。未來將持

獎章 , ASCE 最具理論與應用結合潛力之論文獎章 , ASCE 最

境工程科技計畫審查及科技發展研發方向和政策訂定，為國

續與工業界緊密結合，研發經濟有效

佳實務導向之期刊論文獎二次。

內環工學術及服務工作作出貢獻。

且務實的綠色污染處理技術，以達到

四、 獲選國外 8 個知名學會資深會（院）士，包括全球最大科學

加速污染整治、降低對人體健康環境

組織 - 美國科學促進學會、歐洲科學及藝術學院、美國土木

研究展望

工程學會、國際水協會、英國工程及技術學會、香港國際工

目前國內有超過 1,000 個環保署列管的污染場址，但若包括尚未

程及技術學會、美國環境及水資源工程學會及英國皇家化學
學會等，學術表現獲得國際學術及技術機構肯定。
五、 參與著作多本美國土木工程學會（ASCE）英文環保教科書
編撰，包括四本水資源管理氣候變遷以及生質能相關的學會
年度暢銷書。

風險以及活化土地和經濟的目標。

公開或是潛在的污染場址，總數將會加倍。因此，面對這些污染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場址的整治工作需要有更積極、更永續和更務實的態度，才能在

TECO is a representative and leading

政府、民眾和業者三贏的情況下，完成污染土地復育的工作。因

engineering company in Taiwan. As one of

此，需結合學術與工業界，研發經濟有效的污染處理技術。此外，

the eminent companies, TECO provides

學術界亦需站在環境變遷和環境污染的前線，以環境關懷的心境

essential contribution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O will be the perfect
company leading the effort on technology
promotion. Thus,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have great expectation to this
award. TECO AWARD already become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the pursuance of
innovation in many universities. Currently,
Taiwan is a technology export country.
Taiwan has very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advance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We all hope that TECO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export. We also expect that TECO AWARD can continue its effort on
technology incubation, and encourage young researchers to contribute
their talents to integration for innovation as well.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 Kao started working with an environmental consulting firm
in the US after he received his Ph.D. degree in 1993. Prof. Kao returned
to Taiwan and served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1997. On the road to becoming an industrialized country,
Taiwan is not immune from soil and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problems. In fact, alarmingly high concentrations of various organic/
inorganic contaminants have been detected in soil and groundwater at

many locations in Taiwan. In February 2000, our government enforced

benefit society and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the Soil and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Act. The industries are therefore

and restoration. The developed technologi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allenged by the enactment of this law.

site remediation design concept, and have caused paradigm shift in the

Prof. Kao believes that more efficient and cost-effective remedial
technologies are required to cleanup soil and groundwater contaminated

remedial design from traditional whole-site cleanup to more practical and
site specific remedial systems.

sites effectively, as new priority sites are being added to the list
continuously. Moreover, due to the disclosure of numerous contaminated
sites, environmental market for site investigation and remediation will
grow rapidly in Taiwan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f. Kao is an aggressive researcher with creative ideas and
thoughts. He has developed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remedial
technologies for restoration of polluted environments. The technologies
developed by his research team have been practically applied in the field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Prof. Kao develope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for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2. Prof. Kao currently owns 36 patents, provided technical assistance,
facilitate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built technical capacity for
numerous industries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3. Prof. Kao has experience in both the practice and the academic

and have earned national/international reputations. His research findings

sides, and he has received many research awards during his practical

government agencies, Prof. Kao will put various professionals together

and academic career from a wide variety of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and establish working teams to popular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professional societies.

and fulfill task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Prof. Kao

4. Besides his impressive output of books, book chapters, and research

will put more effort in establish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papers, Prof. Kao has been elected as the fellow of eight prestigious

and developing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for green remediation. Pr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He is indefatigable as a member of

Kao will also do his best to function well as a link between Government

professional committe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gencies and industrial sectors to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With his knowledge i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work experience,
passion, personal networks, and resources from industrial sectors 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