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 稿 須 知

注 意 事 項

業 務 單 位

發  行  人

編輯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編 輯 委 員

總  編  輯

副 總 編 輯

執 行 編 輯

發  行  者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設         計

印 刷

登  記  證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6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97號8樓

(02)2704-9805~7轉23

(02)2705-5044

http://www.ctci.org.tw

巨門演繹有限公司

信可印刷有限公司

局版北市誌字第372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5504號

1.歡迎本社同仁及中技社歷屆獎學金得主投稿。

2.綠色科技、環保、能資源節能減碳相關文稿2,200字。

3.來稿請附照片（含圖說）或圖表。

1.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刪改權。

2.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服務單位、聯絡電話

   及E-mail，一經刊登即致稿酬。

3.請勿抄襲或一稿數投。

能 源 技 術 發 展 中 心 

電話 (02)2704-9805~7 

傳真  (02)2709-8825

環 境 技 術 發 展 中 心 

電話 (02)2704-9805~7 

傳真  (02)2705-9184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電話 (02)2704-9805~7 

傳真  (02)2754-5799

潘文炎

(依姓氏筆劃排列)

余騰耀

王釿鋊 李   齡 馬金玲

鄒   倫 楊顯整 薄懷照

張兆平

許湘琴

王邦蓉 潘惠萍 劉惠君

目  錄  Contents

1995年10月1日創刊
1996年10月1日第一次改版
2000年02月1日第二次改版
2013年02月1日第三次改版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傳播站 
2 106年度「中技社科技獎學金」得獎名單揭曉

17        2017中技社智庫議題研討重點概述

11 2017中技社舉辦台灣青年學子赴大陸參訪活動報導

3 106年度「中技社科技獎學金」得獎研究與創意概述

藝文村 
24                          筆尖上的夢幻美食

專訪畫家　王建傑

思源集 
22                          鋪陳越海騰空的知識鏈

專訪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胡宣德系主任



編輯手記編輯手記

CTCI QUARTERLY

106 年度「中技社科技獎學金」含研究獎學金、創意獎學金 ( 個人組／團隊組 )、境外生

研究獎學金、境外生生活助學金，共評選出國內及境外大學生暨碩博士生 65 名 /10 隊獲獎，

每名／隊獲頒獎學金新台幣 15 萬元。頒獎典禮於 106 年 12 月 16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0 時，

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01 會議廳舉行，本社潘董事長親自主持，亦將邀請貴賓致

詞，並分別頒發各類獎項，與獲獎學生師長及親友，分享榮耀與喜悅。

2017 年第八屆海峽兩岸青年學子科技交流活動，由本社徵選 16 位台灣碩博士生，於 9
月5~15日至江蘇、江西、浙江，展開學術交流及企業參訪。此次活動以互聯網+產業為主題，

先後參訪江蘇省先進激光技術研究院、江西省中節能先鋒能源互聯網，以及浙江省阿里巴巴

集團杭州總部等機構；並與南京大學、南昌大學、浙江大學，針對「數位時代萬物聯網」等

議題進行交流討論。中國科協於行程中另安排參觀南京博物院、景德鎮陶瓷館、G20 峰會會

場，並攀登天下第一奇峰 - 黃山；學生們在體認中國科技崛起的同時，亦親身感受山河的壯闊，

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

本社近年為擴大智庫議題研討的廣度，今年選定「如何完善銀髮族生活品質及照護體

系」、「台灣糧食新自給率之影響及因應」、「全球化及反全球化對產業的衝擊」等十一個

議題，舉辦座談、論壇、國際研討會。相關探討結論將彙整印製專題報告，作為政策規劃建言，

以及業界發展之參考。

教育是「十年樹木 ˙ 百年樹人」大業，近年來國內高等教育因為少子化的問題，積極開

發「3+2 雙聯學制」的教育合作計畫；讓國內大四生在國際交換學程中，獲得交流與與學習

的機會，在縮短一年的學程下，先後取得學、碩士學位；並將國際學制由內向外推廣，導入

東南亞等國學生來台研讀。此學程之交流不但可以提升教育的內容與水平，更重要的是拓展

網脈聯動的優勢，架築全球暢行無阻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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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中技社科技獎學金」經初審、複
審，評選出研究獎學金 16名、創意獎學金 (個人
組 5名，團隊組 10隊 /30名 )、境外生研究獎學
金 23名、及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21名。頒獎典禮
訂於 106年 12月 16日 (星期六 )上午 10時，假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01 會議廳舉行，由
本社潘董事長親自主持，並邀請貴賓、獲獎學生
師長及親友觀禮，現場亦展示得獎同學研究及創
意成果海報。

◤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楊顯整主任‧向玉琴組長

科技研究獎 (16 名 )
江崇豪 ( 成大電機系 )、余柏毅 ( 臺大化工系 )、李衡 ( 交大光電系 )、林聖奇 ( 清大化工系 )、邱于建 ( 交
大電子所 )、邱俞靜 ( 交大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學程 )、洪崧富 ( 臺大化學系 )、張又中 ( 臺科大材料
科學與工程系 )、張峻瑜 ( 臺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張博鈞 ( 臺師大物理系 )、莊天睿 ( 清大工程與系統
科學系 )、楊晴瑜 ( 清大材料科學工程系 )、劉祐誠 ( 臺科大化工系 )、蔡政庭 ( 臺大光電所 )、鄧喬乙 ( 成
大化工系 )、簡均祐 ( 成大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

創意獎學金 ( 個人組 / 5 名 )
涂宗賢 ( 臺北城市科大電機系 )、張家豪 ( 北科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陳昀君 ( 臺大電機系 )、趙芸 ( 實
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 )、龔瑞清 ( 臺大機械系 )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23 名 )
Anil Kumar Pulikkathodi(亞尼爾 /印度 )清大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Aswin Lim(林孝悅 /印尼 )臺科大營建系、
Bivas Panigrahi( 白登成 / 印度 ) 成大機械系、Doan Thi Hien( 董琦涵 / 越南 ) 中央大物理系、Emmanuel 
Mbondo Binyet(仁飄零 /瑞士 )清大動力機械系、Erry Dwi Kurniawan(艾里 /印尼 )清大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Jagabandhu Patra( 潘卓督 / 印度 ) 中央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所、Jindrayani Nyoo Putro( 楊麗雲 / 印尼 ) 臺
科大化工系、Kanchan Yadav( 甘湘恩 / 印度 ) 臺大化學系、Le Manh Trung( 黎孟忠 / 越南 ) 北科大機電學
院機電科技博士班、Le Thi-Cuc ( 黎氏菊 / 越南 ) 交大環工系、Lin, Kai Fan( 林凱帆 / 中國 ) 臺大材料科學與
工程系、 Naresh Kuthala( 那力士 / 印度 ) 清大化學系、Nguyen Thi Hoai Thu( 阮氏懷秋 / 越南 ) 中央大學能
源工程所、Nguyen Van Thuong( 阮文商 / 越南 ) 成大航空太空工程系、Pavithra Sriram( 沛維翠 / 印度 ) 清
大材料科學工程系、Pedaballi Sireesha( 印度 ) 北科大化工與生物科技系、Raj Karthik( 印度 ) 北科大能源
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Ruki Harwahyu( 印尼 ) 臺科大電子系、Saikat Sinha Ray( 印度 ) 北科大環工與
管理所、Selvaprakash Karuppuchamy(柯世凡 /印度 )交大應化系、Sridhar Chandrasekaran(施瑞達 /印度 )
交大電機資訊國際碩博士學位學程、Vijay Kumar Malkundi Puttaveerappa ( 莫杰楷 / 印度 ) 交大電子物理系

創意獎學金 ( 團隊組 / 10 隊 / 30 名 )
王彥翔‧郭泓毅‧李冠傑 ( 臺師大光電科技所 )、吳宗霖‧黃盛煒 ( 臺大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系 )、李文
志‧張育軒  ( 中山大醫學科技所 )、李梯群‧陳敬仁‧胡庭凱‧陳韻文 ( 北科大資源所 )、孫凡耕‧楊
正彥 (臺大電機系 )、高旻聖‧林孟穎‧黃文宣‧駱致融‧李季洵 (勤益科大機械系 )、黃雅歆‧王鈺棋‧
柯翰 ( 成大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楊景旭‧陳建民‧任恩 ( 臺大生醫電子與資訊所 )、潘劼克‧劉宇望 ( 清
大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系 )、吳秉翰‧葉光榮‧廖浩翔‧陳炳坤 ( 臺北城市科大機械系 )

得獎名單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21 名 )
Cheng Yue( 成玥 / 中國 ) 清大光電所、Chrisna Setyo Nugroho( 印尼 ) 臺師大物理系、Do Trong Nhan( 杜
崇楠 / 越南 ) 成大土木系、Emmanuel Mbondo Binyet( 仁飄零 / 瑞士 ) 清大動力機械系、Hasan Mohd 
Mamdouh Suleiman Alhasan ( 艾俊賢 / 約旦 ) 臺大資工系、Hor Kar Chun( 何家駿 / 馬來西亞 ) 交大電控
工程所、John Franklin Harrison( 哈里森約翰 / 加拿大 ) 成大環工系、Kamau Kingora( 卡茂欽 / 肯亞 ) 臺大
機械系、Kanchan Yadav( 甘湘恩 / 印度 ) 臺大化學系、Karunya Albert( 愛瑞雅 / 印度 ) 交大應化系、Kyaw 
Kyaw Aung( 王子聖 / 緬甸 ) 臺大光電所、Le Thi Tuyet Mai ( 越南 ) 北科大工程學院工程科技博士班、Lei 
Jian( 雷瑊 / 中國 ) 清大化工系、Mohammad Bassam Mohammad Alkhaleefah ( 沐海 / 約旦 ) 北科大電子
系、Ngui Yin Jeh( 魏殷哲 / 馬來西亞 ) 交大土木系、Sathesh Tamilarasan( 印度 ) 北科大能源與冷凍空調
系、Thirumalraj Balamurugan( 印度 ) 北科大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Vijay Kumar M. P. ( 莫杰楷 / 印
度 ) 交大電子物理系、Vijjapu Mani Teja( 德維杰 / 印度 ) 交大電子所、Yu Qiao( 于喬 / 中國 ) 臺科大資工系、
Zhuang Jia Pei( 莊嘉培 / 中國 ) 清大物理系

◤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楊顯整主任‧陳    安助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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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獎學金 (16 名 )

江崇豪 /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博六

研究主題：固態照明用螢光粉之合成及其應用於白光二極體元件

研究概述：藉由圓臺式封裝結合研究合成之藍綠色與橘紅色螢光粉，製作可調變色溫、高

演色性與出光均勻性佳之白光 LED 元件，希冀白光 LED 達到更多之應用，降低照明能源

損耗。 

余柏毅 / 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各類煤炭氣化多聯產化學品程序之設計、最適化與經濟分析

研究概述：針對煤炭氣化多聯產以產製各類化學品相關程序，各類製程節能設計與強化，

二氧化碳捕捉與再利用，進行模擬、熱整合、最適化，及經濟分析。

李衡 / 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系所 / 顯示科技研究所 博四 
研究主題：結構應力之優化以進一步改善氮化鎵發光二極體量子效率

研究概述：透過開發非破壞性的共焦拉曼光譜系統進行三維應力檢測及分析，以期在藍寶

石基板上成長近乎零應力之高品質氮化鎵，提升其效能並期望能獲得高功率可見光發光二

極體。

林聖奇 / 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利用改質碳纖維電紡絲和二氧化錳組裝成非對稱超級電容器並具高能量和功率密度

研究概述：利用奈米纖維織物 (electrospun)，將碳纖維改質接枝含氧官能基進而具良好的

親水性和孔洞性，並利用其官能基使二氧化錳均勻沉積在碳纖維上，展現極佳之電化學表

現。

邱于建 / 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應變閘極堆疊負電容介電層應用於低功耗記憶體與次 10 奈米電晶體之研究

研究概述：開發閘極應變工程暨負電容介電層整合工程技術，製作具有低次臨界擺幅 (SS
＜ 60mV) 的多樣型記憶體元件 (Low-SS Versatile Memories)，研究發表於 IEREE 並申獲

相關專利 13 項。

邱俞靜 / 交通大學 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學程 博三

研究主題：熱退火處理對電紡絲纖維及高分子薄膜形貌轉變之影響與應用

研究概述：探討高分子纖維、高分子殼核纖維在高分子膜上的熱退火效應、高分子薄膜在

均勻加熱環境中熱退火效應，以及其形貌轉變和其物理意義。

洪崧富 / 臺灣大學 化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電催化與光電催化反應之臨場與非臨場 X 光吸收及繞射光譜分析 
研究概述：嘗試材料本質的搭配，經測得之同步輻射分析及電化學分析，探討催化反應的

材料表面相變、晶體結構或電子結構改變對催化反應的影響，了解關鍵步驟而改良催化特

性。

◤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楊顯整主任‧陳    安助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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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又中 / 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博五 
研究主題：高效率全釩液流電池電極之能源應用 
研究概述： 研究包括電極改質、電解質穩定性、膜具有更高導電性和選擇、優化架構設計；
並使用碳基電極為主的含氧官能基改質碳氈，所得碳氈電極運用在液流電池。

張峻瑜 / 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製備及結構鑑定有機太陽能電池

研究概述：經低掠角入射廣角等 X 光散射技術，分析鈣鈦礦材料自溶液態轉換至最終結晶
薄膜之形成機制，及不同添加物對高分子太陽能電池吸光層薄膜形態的影響。

張博鈞 / 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可逆地控制材料磁性 
研究概述：電壓控制磁性是利用氧化鋅電致伸縮的效應控鐵薄膜的磁性，另研究鈷鈀合金
吸脫附氫氣時，材料內部磁異向性的變化；並用克爾磁光顯微儀觀察在不同氫壓下，磁域
大小和形狀的轉變。

莊天睿 / 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雙相流系統中氣泡／氣泡與氣泡／壁面碰撞作用力之數學模式建立與驗證

研究概述：以發展 CFD 於雙相流之模擬，目前初步之研究成果包括提出新的氣泡碰撞力
模型、氣泡／壁面作用力模型；希望藉由描述氣泡的動力行為而加強 CFD 的模擬準確度。

楊晴瑜 / 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以大氣電漿合成仿生金屬氧化物應用於自潔與油水分離

研究概述：以大氣電漿束合成自我組裝的多階層奈米結構，適用於各式基板表面；已成功
應用於製造不銹鋼濾網，可高效率過濾受油類汙染的水源，其效能高達 95％以上。

劉祐誠 / 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博三

 研究主題：選擇性催化甲烷碳 - 氫鍵活化與碳 - 氧鍵偶合的觸媒開發研究

研究概述：以甲烷的催化與應用進行研究，結合臨場光譜分析技術，使之成為具有發展潛
力的燃料轉換來源，同時對觸媒材料與催化過程中有更深入的探討與認識。

蔡政庭 / 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博五 
研究主題：雙模雷射二極體第五代移動毫米波無線光纖接取網路

研究概述：以 VCSEL 作為傳輸光源建構毫米波光纖整合系統，並研發毫米波中心載波抑
制技術，提升毫米波訊號於自由空間傳輸能力，無論是傳輸位元率與綜合傳輸距離皆是目
前最佳紀錄。

鄧喬乙 / 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六

研究主題：氧化石墨烯奈米粒子之光致螢光機制探討

研究概述：石墨烯螢光材料是具優異物理與化學特性的半導體，而氧化石墨烯粒子具備光
學穩定性，更有低毒性與高生物相容性的優點，應用在生物螢光標定和發光元件將有相當
高的潛力。

簡均祐 / 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以氦氖雷射全息曝光法製作快速響應之液晶相位調製器

研究概述：利用全息曝光限制聚合物網絡的生長以改善光散射缺點，已製作超快速響應之
液晶相位調製器，進一步應用於製作不同的快速響應液晶元件，在顯示器或光通訊皆有發
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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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獎學金 ( 團體組 / 10 隊 30 名 )

創意獎學金 ( 個人組 / 5 名 )

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科技研究所 碩一

創意作品：非侵入式植物病毒檢測技術

創意概述：利用螢光現象取得正常蘭花以及病毒蘭花的光譜資料，透
過演算法進行分析並建立大數據資料庫，目前在準確度上已經超越傳
統試紙，期望能達到與生物實驗室之準確率相近。

中山大學 醫學科技研究所

創意作品：糖糖正正地球人攜手作環保之共創綠色環境

創意概述：開發一套可重複性使用之智能感測環保杯，以偵測糖分濃度以及針對
個人的健康狀況做即時的監測與管理，預期可以大幅度降低疾病的產生。

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系

創意作品：船艏振動翼節能系統

創意概述：一種新型的節能裝置，可有效擷取波浪中能量，並將其轉換為可用之推
力以輔助商船推進；改良後平均推力係數提升 1.93％，總效率及艏翼縱搖效率亦分
別提升 4.29％及 7.39％。

涂宗賢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四 
創意作品：電動車電池組之效能提升系統

創意概述：結合智慧綠能管理與電力電子控制技術，可快速辨識與隔離串連電池組中之故
障鋰電池，並重新串接剩餘正常電池，使其能輸出剩餘電力，達到延壽與增加續航力之目
的。

張家豪 / 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碩二 
創意作品：新型多孔微球及其複合材料

創意概述：添加二氧化鈦及四氧化三鐵粉末後之複合多孔微球，應用於光觸媒，不需貴金
屬材料就能在可見光下進行光降解，可快速製作出多孔材料，並能夠因應需求調控孔洞大
小及組成。

陳昀君 / 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四 
創意作品：應用深度學習於惡意流量偵測

創意概述：將資訊安全知識及機器學習的相關知識結合，運用深度學習的方法，搭配對惡
意程式封包的處理，及特徵萃取的技術，建立可即時偵測惡意程式，能夠偵測潛在惡意程
式的模型。

趙芸 /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系 大四

 創意作品：綠能社區 - 社區節能軟體

創意概述：Green Community 幫助居民掌控自家電器、電費，檢視社區用電狀況及管理，
產生回饋的節能並提高社區凝聚力；通過 app 兌換社區管理費、社區公車免費搭乘、公
共垃圾袋等。

龔瑞清 / 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二 
創意作品：開發以布拉格光纖光柵感測器為基礎之多點與即時量測系統

創意概述：開發光纖光柵即時量測系統以量測圓柱升降溫過程的溫度與熱應變，進而即時
量測圓柱熱膨脹係數；將光纖黏貼於銑削工件，直接量測加工過程的溫升、變形以及振動
加工歷程。

王彥翔 郭泓毅 李冠潔

吳宗霖 / 碩二 黃盛煒 / 碩四

李文志 / 碩三 張育軒 / 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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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23 名 )

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創意作品：進給系統潤滑特性最適化之研究
創意概述：用 Raspbreey Pi 開發人機介面監
測伺服馬達之電流與扭矩值，再透過 Stribeck
摩擦模型建立潤滑模組，經輸入不同載重與不
同進給速度的條件下，運算出最適當的潤滑時
機。

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系

創意作品：基於手勢控制的虛擬試穿軟體 (Virtron)
創意概述：利用手勢識別、3D 高擬真建模技術，構造快速試穿軟體 Virtron，讓消
費者先行虛擬試穿比較喜歡的衣物，然後進入商店試穿經虛擬滿意的衣物，目前
Virtron 已和辰科展開合作。

臺北科技大學 資源工程研究所

創意作品：無水泥之綠色環保混凝土
創意概述：用工業副產物與廢棄物作為綠色環保膠結材料
之原料與鹼性溶液配方混合後，開發出可替代傳統波特蘭
水泥之新型態綠色環保膠結材料，進一步製成「無水泥綠
色環保混凝土」。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創意作品：汽機車兩用頂車架
創意概述：應用於車水馬龍的道路旁邊，針對汽機車更換
輪胎或是進行車輛底盤檢查，其頂車操作方便且於極短時
間完成頂車，並已另設計加裝警示燈條及照明燈條以進行
警示及照明。

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 大四

創意作品：人工智慧號誌燈 -- 以深度學習輔助交通號誌切換解決道路塞車問題
創意概述：設計一個透過大量的數據收集以及人工智慧運算的模型，並藉由動態、
自適應的方式調整交通號誌，達到有效疏通擁擠的路段的分法。

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系 碩一

創意作品：多功能性無差別擊殺細菌之光熱環保材料
創意概述：結合奈米氧化鐵 (Fe3O4) 與奈米氧化銦錫 (ITO)，產生具有
從紫外光到紅外光的全波段吸收光譜且具磁性的 ITO@ Fe3O4，利用
其光熱特性殺菌並以磁性收集材料以便重複使用。

臺灣大學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創意作品：新世代智慧行車安全系統
創意概述：開發前端感測器、接收端，中端的訊號處理系統，在駕駛
身體發生狀況時給予警示，並將雲端連線的資訊即時傳達業者，後端
分析系統依據業者的需求，給予排班上的調動建議。

Anil Kumar Pulikkathodi ( 亞尼爾 / 印度 ) 清華大學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博四

研究主題：Enumeration of Cancer Cells and Investigation of Cellular Responses using Aptamer-
Immobilized AlGaN/GaN 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 Sensor Array

研究概述：This whole cell sensor array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used as a point-of-care diagnostic 
tool in varied applications, such as detection of rare cells, pathogens and studying the fundamental 
dynamics of cellular interactions.

李梯群 / 碩三 陳敬仁 / 碩二 胡庭凱 / 碩二 陳韻文 / 碩二

孫凡耕 楊正彥

黃雅歆 王鈺棋 柯翰

高旻聖 / 大四 林孟穎 / 碩二 黃文宣 / 碩二 駱致融 / 碩一 李季洵 / 大四

楊景旭 / 博二 陳建民 / 碩一 任恩 / 博五

潘劼克 / 大三 劉宇望 / 碩二

吳秉翰 / 大四 葉光榮 / 大三 廖浩翔 / 大三 陳炳坤 / 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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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win Lim ( 林孝悅 / 印尼 ) 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博四 
研究主題：The integrated retaining system for deep excavation in soft clay
研究概述：This system could yield smaller movements induced by deep excavations than common 
excavation methods when the buttress wall length and the cross and ribs-walls depth are well designed.

Bivas Panigrahi ( 白登成 / 印度 ) 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Bi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artificial cilia based microfluidics
研究概述：With the proposed artificial cilia based mixture, hydrodynamic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perm morphology has been precisely regulated and a substantial percentage of sperm cells can be 
activated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with a minimum energy budget.

Doan Thi Hien ( 董琦涵 / 越南 ) 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Search for high mass resonaces decaying to Zgamma using data collected by CMS detector 
                    at CERN LHC with proton-proton collisions at sqrt（s）= 13 TeV
研究概述：The study is continued performing with 2017 data of proton-proton collisions which are 
running at LHC with higher luminosity than 2016 at the same energy.

Emmanuel Mbondo Binyet ( 仁飄零 / 瑞士 ) 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Cantilever flexible plate in the wake of a square cylinder
研究概述：Deflection occurs when the flow impinges in a different fashion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plates； this phenomenon is more prominent with longer plates because the motion of the plate 
drastically influences the wake flow by increasing the drag and generating vorticity.

Jagabandhu Patra ( 潘卓督 / 印度 ) 中央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博五 
研究主題：Development of high performance anodes for sodium-ion battery through optimization of 

carbon support, electrolytes, and binders.
研究概述：Focus on several kinds of promising aqueous polymeric binders, to show how the 
battery performance can be affected by binder materials for high capacity alloying anode materials. 
The understanding of charge storage mechanism of the anode materials is done with the use 
synchrotron techniques.
Jindrayani Nyoo Putro ( 楊麗雲 / 印尼 ) 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碩二 
研究主題：English Polysaccharide as Nanocarrier for Hydrophobic Drug Delivery in vitro Study
研究概述：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urfactants are used as a modifier in this study, rarasaponin and 
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CTAB). Rarasaponin as natural surfactant is obtained through 
extraction of Sapindus rarak DC and CTAB is one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topical antiseptic 
cetrimide.

Kanchan Yadav ( 甘湘恩 / 印度 ) 臺灣大學 化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and 2-Dimensional Materials for Optogenetics, 

Optoelectronics and Bio-sensing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When the 2D materials are physisorbed on the aptamers, the emission of UCNP linked 
aptamers will be decreased. Later, when the target molecules bind the aptamer, the UCNP intensity 
is enhanced because of UCNP and 2D are separated. This method enhanced the sensitivity in 
picomolar range.

Le Thi-Cuc ( 黎氏菊 / 越南 ) 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A Study of Sampling Accuracy of Size-Selective Inlets
研究概述：This study developed a novel sampling inlet modified from WINS (M-WINS) which 
uses water to wash the wetted GFF substrate clean to eliminate the particle overloading effect and 
exte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impactor without the need of impaction well cleaning and replacement 
of the oil-soaked GFF. 

Le Manh Trung ( 黎孟忠 / 越南 ) 臺北科技大學 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士班 博六

研究主題：Reconstruction of accurate 3-D surfaces with sharp edges using structured light proje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image fusion

研究概述：The proposed method ensures that the maximum deviation between tactile CMM 
measurement and our developed method can keep the measured error to be within 3 μm so that a 
resolution of the optical imaging system of better than 0.5 pixels can be achieved.

Erry Dwi Kurniawan ( 艾里 / 印尼 ) 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Study of High Mobility and Quantum Well Semiconductor Nanoelectronics Devices
研究概述：This study of Ge TFET demonstrated a very steep sub threshold slope, high on/off current 
ratio and has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Si TFET due to smaller tunnel gap and larger tunneling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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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vaprakash Karuppuchamy ( 柯世凡 / 印度 ) 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博六

研究主題：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of Photoluminescent Gold Nanoprobes for Targeting 
Biomolecules and Toxins

研究概述：We use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and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as the detection tools. The limit of detection for ricin B is as low as ~7.8 nM. Also, demonstrated 
the suitability of using AuNCs@ew as the trapping probes for ricin B from complex samples.

Saikat Sinha Ray ( 印度 ) 臺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博三 
研究主題：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embranes for sustainable desalination
研究概述：In order to large industrial scale for commercialization, special focus has been given for 
high dur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electrospun membranes. Therefore, electrospinning technique 
became one of the crucial processes which influence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water 
treatment application.

Ruki Harwahyu ( 印尼 ) 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博三 
研究主題：Modeling & Optimization of NB-IoT System
研究概述：Ou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andom access in NB-IoT. Our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solutions for 3 crucial issues：optimal configuration, access fairness, and resource efficiency. 

Pedaballi Sireesha ( 印度 ) 臺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博四 
研究主題：Modified photoanodes and newly syntheised organic dyes for DSSCs
研究概述：All my works cover the applications of DSSCs in various sector and extended to peroveskites 
which is an emerging attractive field. It will be a great asset for my future research with longivity. 
All these works will come into a journal with in short span since all the works already started for the 
final data.

Pavithra Sriram ( 沛維翠 / 印度 ) 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Integrating TMDC with plasmonic nanostructures for tuning the optical property of TMDC 

and to improve photocatalytic property
研究概述：We demonstrated the enhanced Photoluminescence and photocatalytic properties of bilayer 
MoS2 toward HER, using quadrupole gap surface plasmonic structures. Near field enhancement of 
quadrupole gap surface plasmonic structures has been optimized by Taguchi design methods.

Nguyen Van Thuong ( 阮文商 / 越南 ) 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Holes, cracks, or inclusions in two-dimensional linear anisotropic viscoelastic solids
研究概述：To show the correctness of our semi-analytical solutions, several examples are illustrated 
with comparison made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lutions calculated from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are in well agreement.

Nguyen Thi Hoai Thu ( 阮氏懷秋 / 越南 ) 中央大學 能源工程研究所 博四 
研究主題：Silicon Crystal Growth
研究概述：Using the iso-rotation of crucible and crystal, and an unbalanced cusp magnetic field can 
reduce oxygen concentration, increase temperature gradient in crystal preventing the super-cooling 
during the growth, and obtain a convex crystal-melt interface causing outwardly the diffusion of 
point defect.

Naresh Kuthala ( 那力士 / 印度 ) 清華大學 化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Nanomaterials mediated 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and immunoresponded 

photodynamic ／ photothermal therapy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umors
研究概述：The murine colorectal cancer (CT-26) destructed successfully with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of chemo as well as photo therapies and observed the complete tumor destruction at 1064 nm (150 
mW/cm2).

Raj Karthik ( 印度 ) 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 博三

研究主題：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metal molybdates ／ carbon composites for the 
electrochemical sensors and photocatalytic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The flower-like praseodymium molybdate (Pr6MoO12) (PrM)/RGO have been successfully 
prepared for the detection and degradation of environment pollutant methyl parathion. Moreover, all the 
materials revealed excellent stability and appreciable reusability for the photodegradation studies.

Lin Kai Fan ( 林凱帆 / 中國 ) 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二 
研究主題：Study on Microstructural Evolution of Heat Treatments of Cantor Alloy
研究概述：以高熵合金中熱門的 Cantor 合金為主，研究其熱加工處理對機械性質的演化，探求此合
金在工業領域開發應用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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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dhar Chandrasekaran ( 施瑞達 / 印度 ) 交通大學 電機資訊國際碩博士學位學程 博四 
研究主題：Resistive switching in ZrO2 based CBRAM
研究概述：A device made with BL shows enhanced uniformity and greatly increased the non-volatility； 
retention of more than 105 s at 200℃ .

Vijay Kumar Malkundi Puttaveerappa ( 莫杰楷 / 印度 ) 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of Nano Scaled CMOS Devices
研究概述：Proformance as：Shell Doping Profile Junctionless FETs, Optimization of Heterojunction 
SDP Quantum Well Transistor, Junctionless Nanosheet (3 nm) Poly-Si TFT, Ultra-thin Junctionless 
FETs with a Fin Shaped Body for Multi-VTH and DT Applications.

Chrisna Setyo Nugroho ( 印尼 ) 臺灣師範大學 物理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Charged Leptons and Quarks Flavour Violation in Extended Mirror Fermion Model
研究概述：We show that one can probe for the process t → Zc for a wide range of parameter space 
with branching ratios vary from 10-6 to 10-8, which may be accessible at the LHC.

Hasan Mohd Mamdouh Suleiman Alhasan ( 艾俊賢 / 約旦 ) 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Power Efficient Scheduling Mechanism for Solid State Storage Systems
研究概述：Our mechanism was able to balance the“Power（or Current） peeks”over long time 
window, and we still need to test our policy against times where heavy garbage collection occurs at 
SSD runtime.

Hor Kar Chun ( 何家駿 / 馬來西亞 ) 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所 博一 
研究主題：Fuzzy Neural Network System Design and Its Application
研究概述：模糊類神經的前級需要調整，才會使得訓練效果達到完整的收斂，所以針對此問題發展
新型的完整模糊類神經網絡的訓練系統。

Kamau Kingora ( 卡茂欽 / 肯亞 ) 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Multi-phase flow in a clcPCR tube
研究概述：Changing heater location from the base of clcPCR tube to the bottom of the longer arm 
of clcPCR tube improves time spent in extension region by more than twice without major increase 
on average cycle time.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21名 / 含同獲境外生研究獎學金3名 /仁飄零、甘湘恩、莫杰楷 )

Karunya Albert ( 愛瑞雅 / 印度 ) 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Fabrication of Bio-Derived Microcomposites for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PFCs) Removal 
and Decomposition

研究概述：I have optimized adsorption quatity of PFOA using Methylene Blue modified diatomite, 
currently working towards degradation of PFOA using the same method. 

John Franklin Harrison ( 哈里森約翰 / 加拿大 ) 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博五

研究主題：Application of landslide inventory data for the evaluation of landslide and sedimentation issues 
in the Gaoping River basin, Taiwan

研究概述：The research in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mproved modeling approach to typhoon-induced 
alterations on river sediment loads and turbidity.

Do Trong Nhan ( 杜崇楠 / 越南 ) 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Application of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 and Physical Trap-door Model in prediction 
of surface subsidence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induced by underground excavations

研究概述：The method reproduces the 3D trap-door model before and after excavations and the surface 
subsidence 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ordinate of the surface layer of the rock mass.

Cheng Yue ( 成玥 / 中國 ) 清華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碩三

研究主題：Evanescent Modes Extraction based on Rigorous Coupled Wave Analysis for Dipole on a 
                    Nanorods Hyperbolic Slab
研究概述：Simplify the nanorod assemble into an anisotropic slab, and optimize the bullseye grating 
to convert the near field evanescent modes into farfield radiation power using rigorous coupled wave 
analysis (RC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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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aw Kyaw Aung ( 王子聖 / 緬甸 ) 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碩二 
研究主題：Optimization of Image Quality for the Multi-Projector Type Light Field 3D Display
研究概述：通過變換調整影像源的成像位置對所成影像進行修正，對顯示系統亮度不均提出亮度均
勻化演算法，通過對視角對應的投影畫面區域的像素值進行調制，以提升成像的顯示品質。

Ngui Yin Jeh ( 魏殷哲 / 馬來西亞 ) 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博四
研究主題：Broadband Dielectric Spectroscopy in Porous Media
研究概述：Dielectric spectroscopy of frequency ranging from 10 MHz to 1 GHz measured from the 
proposed methods is potentially beneficial in revealing the dielectric behaviour of porous media, in 
particular the soil medium.

Yu Qiao ( 于喬 / 中國 ) 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碩二 
研究主題：Accelerated K-means Algorithm Based on Efficient Filtering Method
研究概述：Fission-Fusion k-means outperforms standard k-means algorithm in all experiments, 
running up to average 13 x faster. It obtains speedups in 42 of 50 experiments compared with other 
current state-of-the-art accelerated k-means algorithms.

Zhuang Jia Pei ( 莊嘉培 / 中國 ) 清華大學 物理學系 碩二 
研究主題：Studies the properties of PbAu alloyer by ARPES and LEED
研究概述：研究方向是實驗室開發出來的鉛金合金薄膜，並配合以角解析光電子能譜 ARPES 與能
電子繞射 LEED 觀察分析表面態。

Le Thi Tuyet Mai ( 越南 ) 臺北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工程科技博士班 博三

研究主題：Study on a Novel Aliquat 336/PolyHIPE Membran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otentially 
Toxic Metals Separation

研究概述：After 15 consecutive cycles, the recovery rate of Cr(VI)is as high as 95.1％ even under 
the interference of high concentration of anionic SO42- and NO3-. The separation factor of Cr (VI)/
SO42- and Cr(VI)/NO3- is 27.44 and 11.34, respectively.

Lei Jian ( 雷瑊 / 中國 ) 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三

研究主題：A therocial Investigation of Surface-enhanced Sum-frequency Generation Spectroscopy and 
Ultrafast Non-radiative Processes

研究概述：The nonradiative transitions S1 → S0, S1 → T1 and S2 → S1 of diazines are investigated, 
theoretical dynamics simulations are in a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full quantum 
dynamical treatment and available experimental data.

Mohammad Bassam Mohammad Alkhaleefah ( 沐海 / 約旦 ) 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博三

研究主題：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Breast Cancer in Mammogram Images in its Early Stages
研究概述：Classification into benign versus malign by using the two subsets images reached an 
average accuracy of 51 ％ with sensitivity of 78 ％ and specificity of 81 ％ .  I plan to extend the 
classification part with a more complex classifier, incorporate a sophisticated feature selection 
preprocessing step.

Sathesh Tamilarasan ( 印度 ) 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碩一 
研究主題：Optimal Operating Strategy of Air-Conditioning System Using Knowledge Discovery with Data 

Mining
研究概述：The proposing RDotNet programming method is the promising method for predicting the 
energy conservative chiller among the existing chillers in air conditioners.

Thirumalraj Balamurugan ( 印度 ) 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 博三

研究主題：Influence of Gold Nanoparticles Supported Carbon Based Nanomaterials for Electrochemical 
Sensor and Biosensor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The increased current and charge-discharge time has been observed for CNT deposited 
CoMoO4 ／ Ni foam electrode compared to bare CoMoO4/Ni foam.

Vijjapu Mani Teja ( 德維杰 / 印度 ) 交通大學 電子所 碩二

研究主題：Engineering of CMOS compatible ReRAM for storage class memory and binary neural 
network applications

研究概述：The preferential switching operation is changed when TiN is replaced by n+Si (not shown), 
indicating a different mechanism of swi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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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楊顯整主任‧林志龍工程師

李承庭 臺灣大學 化工系 碩二

2017 年第八屆海峽兩岸青年學子科技

交流活動，由中技社於 5~7 月公告徵選 16
位在台灣就讀研究所的碩博士生，參與 9 月

5~15 日至江蘇、江西、浙江地區學術交流

及企業參訪活動。此次參訪活動特別感謝中

國國際科技交流中心，江蘇省科協、南京大

學，江西省科協、南昌大學，浙江省科協、

浙江大學等領導陪同參訪，讓本次參訪活動

獲益良多。活動中讓學生們更深入觀察中國

的產業科技與發展，更瞭解兩岸科技思維、

人文內涵等差異性，以及學生未來所需面對

的挑戰。

本次參訪活動以互聯網 + 產業為主題，

先後觀摩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先進激光

技術研究院、精準醫療百家匯，至江西省參

訪科創滙、興智科技園、中節能先鋒能源互

聯網，並參觀浙江省的夢想小鎮及阿里巴巴

集團杭州總部等。

兩岸青年學子學術交流部分從南京大學

王宇偉教授的“中國經濟改革與轉型”延伸

至學生相互交流“循環經濟時代邁向永續發

展”，至南昌大學學子們探討“再生能源發

展與建構共創低碳家園”，浙江大學則藉由 
“產業轉型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與“數位時

代萬物聯網”議題進行交流討論。

除了互聯網 + 及兩岸青年學子交流參訪

外，中國科協也特別安排參觀南京博物院、

景德鎮陶瓷館、G20 峰會會場杭州國際博覽

中心及攀登天下第一奇山 - 黃山，讓台灣學

11 天的行程還在我的腦海中迴盪，這次

的大陸參訪交流之行，除了讓我飽覽大陸優

美的湖光山色外，也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大陸

進步之快速。盛行的創業風氣、補助創業資

金之豐富、政府政策的大力推行，讓大陸各

項新產業都快速成長。阿里巴巴以優越的電

商及互聯網技術，在國際上取得不可動搖的

地位，許多企業的研發實驗室，讓我感受到

大陸對於新技術的開發及創新的追求。支付

寶的盛行取代了傳統貨幣，讓帶著人民幣現

金來消費的我很不習慣，但傳統的交易方式

在這裡已經改變。

路上隨處可以看到液化石油氣或天然氣

公車、電車、電動單車與機車，以及廣設太

陽能板的民宅屋頂，處處的現象及景觀都讓

我知道，他們對於綠能、環保政策的推行。

走訪大陸的 3 所大學，與 24 位大陸研究生

交流，讓雙方的研究生都更加了解彼此的差

異，並互相學習。這趟旅程讓我著實開了眼

界，大陸是一個相當值得親自探索，深入了

解的地方。

賴建豐 交通大學 電機系 博四

從南京祿口機場降落那一刻到上海浦東

機場起飛時，這 11 天的交流參訪堪稱是我

人生到目前為止最具知性與感性的旅程 !! 這

子親身感受中國科技崛起外的深遠文化與浩

瀚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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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晨洋 臺灣科技大學 材工系 博二

陳衛練 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系 碩二

參加這次兩岸交流活動，體認到大陸

學生的努力不懈，彼此交流不同的經驗與意

見，在相同語言下讓兩岸青年學子之間沒有

隔閡。而在企業經驗交流裡，參觀許多孵蛋

器基地，了解如何提供資源及孵化的方式，

孕育出創意產品、創新技術以及企業轉型。

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把學術轉型為企

業所需，將資源在市場有效的分配；另外，

研究院展示許多先進技術，將其應用與互聯

網結合，其中一部分應用與目前做的研究相

關性，讓我能更加了解這些應用的發展。先

鋒能源互聯網技術有限公司以太陽能能源發

展提供研發及銷售，並以互聯網方式進行能

源管理。阿里巴巴利用互聯網創造公平競爭

環境，透過創新與科技的進步讓小企業也有

國際市場競爭力，而淘寶網與支付寶已經成

為全球的購物平台及新型支付方式。在這次

活動中體驗到大陸傳統文化、飲食習慣還有

科技進步；對於學術交流留下深刻印象，開

拓了視野，也對大陸的價值觀與態度有所改

變，這趟學習之旅相當值得。

第二次拜訪大陸的我，與大陸學生、老

師的互動，給我很大的衝擊。實際與大陸當

地優秀學子交流，發現 90 後的優秀學子，

不管是在分析事情與解決問題的方式、領導

力、人文素養、專業知識與我們並沒有太大

的區別，甚至感受到與我相同年紀的學生，

表達思路清晰並有條理，在研究成果上不失

創新，眾多方面都是我需要學習的榜樣。

從企業參訪中可觀察出大陸民眾對國家

的向心力、自我的要求，以及與其他國家抗

衡所具備的競爭力。大陸近期提倡“一帶一

路”，開啟沿海與內陸的雙向貿易，並結合

鄰近國家共組經濟聯盟，這將使大陸再創另

一個發展高峰。大陸許多優點與精神，都是

我們台灣人應該虛心學習的。這趟交流參訪

活動，不僅是科技學術上的收穫，更是無價

的體驗與人生經歷，最大的收穫莫過於結交

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發達的科技，讓距離

不再是隔閡，仍能維持著聯繫，在未來生活

或是職場上，必定都將成為一大助力，彼此

激盪出更大的火花。

吳芮瑩 交通大學 光電系 碩二

南京，六朝古都，一個人文薈萃之地，

南京大學同學的與見識讓我深深感受到一流

學府的教養。學術方面也給我帶來不少的衝

次與 3 所大學生至少日夜相處 2 天以上的交

流中，強烈感受到中國的軟實力正由這世代

青年學子反轉中。來自中國各省、不同族群

的學子在同一地區受教育，彼此尊重對方的

原生背景也融入當地的生活文化，真正看到

族群融合的體現。

走訪蘇、贛、浙三省的創新園區包括人

工智慧、生醫、新能源等；在地方政府的支

持下，園區內新創公司唯一要做好的事就是

技術本位，其餘有關資金、土地、房屋及公

司管理都有相關的配套措施，讓許多志同道

合的人可以聚在一起專心地創新研發產品，

一旦時機成熟即可展翅高飛以母雞帶小雞之

姿繼續傳承。參訪阿里巴巴總部更是令人為

之振奮，藉由互聯網從電商平台起家，運用

大數據做為銷售分析，進而現在嘗試使用辨

識系統技術來促進人類生活上的便捷。非常

榮幸參訪一般旅遊都無法達到的深度之旅，

也是開啟了我世界觀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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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展 成功大學 醫資所 碩二

張凱銘 交通大學 土木系 博二

行程中，南京與杭州都是第二次到訪，

但每次都有不同的發現與收穫，其中最大的

瑰寶就是認識了一群大陸學生與朋友，每個

人都藉由交談，交換兩岸文化、價值觀等

等思想上的交流，直至現在我人在台灣，

相隔數百里距離，仍藉由通訊軟體相互寒暄

問暖。我認為交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敞開心

胸，無預設立場、無所保留地彼此展現誠摯

的心，並且珍惜當下所相處的機會，畢竟時

光飛逝如白馬過隙。

此次企業參訪讓我對大陸有了更深的瞭

解，生醫技術、化學、光電、材料、資訊產

業、電商等，都展露出當今新穎技術，也看

到大陸對於當地科技產業提出許多的優惠方

案政策，並鼓勵多在地方扎根、創業，帶動

當地經濟發展。回首反思此趟行程，我應當

更努力向上，除了打好自身專業基礎根基，

也需要多涉獵其他領域與時事。「回饋社

會‧ 環境保護」是每個人都應共同承擔的責

任；人因夢想而偉大，而我也立下目標在未

來十年能創下一番事業。

互聯網、再生能源與循環經濟是全世界

關注之議題，我對於此議題也深感興趣，藉

由中技社舉辦之「第八屆海峽兩岸青年學子

科技交流團」，參訪南京大學、南京先進激

光技術研究院、江蘇互聯網 + 創新創業、南

昌大學、中國節能先鋒公司、浙江大學、夢

想小鎮與阿里巴巴等大陸政府重點培育項目

之產業或學校；對有意創業的我，是一趟受

益良多的旅程，尤其杭州更讓我大開眼界，

看到大陸政府扶持年輕人創業或是研究生、

博士生投入產業的訓練。

透過兩岸學生交流過程，檢視目前研

究的環境與氛圍，感受大陸學生對做研究

的態度，從中找尋可學習之優點，讓自己能

夠更上一層樓。然而除了與學生交流外，另

一個收穫是與中國科協與各省科協交流，藉

由彼此討論在實務上看到的問題，了解到大

陸對許多事情上的執行力是相當強，對土木

工程背景的我來說，這是能快速地促進城

市發展，為政府、學界、企業與人民共創

4Win。

擊，在智能與物聯網技術表現上更是讓我大

開眼界。安徽，文房四寶的故鄉，並暗藏著

天下第一奇山，黃山。南昌大學同學的熱情

如同江西的天氣一般陽光豪爽。杭州一方山

水養一方人，浙江大學的名氣是大家所嚮往

的。企業參訪阿里巴巴，看著馬雲先生如何

在一間民宅辦公室為將來的阿里王國打造基

礎，這種感動無以言表。 

兩三年前到過大陸旅遊，那時候就驚

嘆大陸的經濟快速且大幅的成長，似乎一刻

不閒的在進步。那時還沒有現在隨處可見的

共享單車，咖啡廳也沒有琳瑯滿目的創意聚

集，網絡經濟、支付寶也沒有現在便捷發達。

因此，此行我看到他們從上到下，全民皆在

奮力向上崛起。在這種氛圍下成長，培養出

願意捲起袖子，敢衝、敢拼和敢夢的年青人，

我看到的是全世界面臨的競爭力。值得台灣

年輕學子深思的是，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實力

去應對這世代的洪流。

蔡孟諺 交通大學 土木系 博一

11 天的參訪行程讓我受益良多，加深

對中國大陸產業、科技、能源、教育，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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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伶 台灣大學 環工所 碩畢

郭建宏 台北科技大學 環工所 博二

很榮幸參加這趟兩岸參訪交流活動，與

南京大學、南昌大學以及浙江大學的碩博士

學生互相交流學習中，讓我了解不同的專業

領域知識，其能力與我們不分軒輊。3 所學

校都具有不同鮮明的特色，不管在計算機科

技技術的專利發展、藝術領域的造詣或是生

物系統技術的實廠應用；這些都值得我們相

互學習以及經驗分享。

在參訪企業方面，了解企業運作、產品

及技術，讓人驚訝大陸產業的純熟技術以及

創新的想法與產品。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江

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對於學術界人員及具

過去曾參與大陸交流及學術研討，但此

次所帶來的迴響不僅侷限於學術交流，更跨

足人文歷史與實務學習的深刻體悟，震撼了

我的視野。從江蘇南京到江西南昌，最後再

前往浙江杭州，沿途的旅程像極了乘著時光

機回首過去中國碩果僅存的人文精華。著名

的觀光勝地都有讓人回味無窮的歷史軌跡與

人文故事，不親自走一遭還真無法體悟中國

歷史風情的全貌。

藉由參訪互聯網新創公司的面貌體會中

國發展互聯網的願景與雄心大志，不論是生

醫科技、再生能源、零售 4.0、創新創業友

善環境及數位時代的應用性都值得台灣借鏡

學習。此次的學習經驗也契合博士班追求永

續發展理念的研究主題，更精實未來的研究

動能。旅途中也有意外的收穫，挑戰了黃山

最險峻的天都峰，景德鎮的陶瓷工藝、滕王

閣及八大山人的歷史真跡、G20 會場的高貴

隆重、阿里巴巴的願景與企圖心，以及西湖、

烏鎮的自然生態之美更讓我印象深刻。結識

一群台灣及大陸的武林高手，相互間的學習

交流讓我永生難忘。

有創新技術而無資金的人員所提供的資金與

扶持，輔導各領域產業發展成特色企業。阿

里巴巴的互聯網所創造的全球網絡，讓生活

變得更加便利，貨幣可以透過網路直接進行

交易並可進行投資，為人們帶來新的數位時

代。11天裡，體驗4個省份不同的風俗民情、

人文飲食，了解各地與台灣的差異，並從中

體會大陸在高科技的進步與突破，讓人反思

台灣的現況該如何去突破。

林柏銘 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系 碩二

會、人文、經濟與政治之明瞭，更是學生往

後事業發展、生涯規劃的轉捩點。大陸青年

分別來自不同省分，藉由交談與行程中的互

動，了解現今大陸青年對於當代事件的思考

脈絡、未來的理想及職涯抱負，與對中國大

陸及國際關係之角色；這些的寶貴交流與互

動，使彼此間更加清楚兩岸之差異性，且與

大陸同學的深情友誼，擴展了未來發展道路

上之人脈。

此次參訪的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

不斷地吸引全球之相關頂尖技術人才至此創

業，提供資金、場地及資源平台，供頂尖人

才在大陸地區發展地區性之科技產業，且培

植大學之教授、研究生進行產業技術研發，

將學術研究實質上提供產業界應用。台灣經

濟起飛較大陸早，產業結構由初期的傳統產

業、產品加工業，轉進半導體、電子產業、

機械產業等對外出口，贏得世界級的台灣品

牌，現今台灣更需國際化保持開放靈活的市

場，將台灣軟實力輸出國際。

對於第一次參訪大陸的我來說是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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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婷 中正大學 機械系 博三

11 天的交流讓我對於大陸的風俗民情、

飲食文化以及科技發展有了許多的體認。在

企業參訪與校園交流的部分，看到他們學術

與產業的結合，在政府的扶持下蓬勃發展；

校園的廣闊以及學生孜孜不倦的模樣，都讓

我印象深刻。阿里巴巴的互聯網讓大陸與世

界接軌，跨時代的新穎技術讓生活更加的便

利，夢想小鎮的創業理念讓懷抱夢想的人都

有實現的機會。

大陸一切交易都以手機支付寶或微信進

行，將生活與科技結合使貨幣虛擬化。台灣

民眾還是習慣以貨幣交易，可能台灣網際網

邱奕棠 成功大學 電腦與通信所 碩二

總是透過傳媒片面瞭解對岸，藉由這次

深入探索，我才深知過往的資訊和事實有極

大的落差。此行踏入 4 個省份，從民國首

都南京、高科技城市杭州，領略到中國沿海

一二線城市於都市規畫、科技領域、創新創

業、人文素養等，皆已媲美世界已開發國家

城市。踏入江西農業省分、安徽山水群間尋

覓中國地大物博，也了解山水田野與農業與

科技文化的平衡之美。

11 天猶如昨日，依稀記得我在南京海底

撈的餐桌上，與南大的同學彼此交流，讓我

了解到對岸的歷史底蘊以及愛國團結之心；

攀爬黃山的每一步，激發毅力之時讓我深深

了解到自身堅持力的缺乏；酒過三巡之際和

南大的同學們嬉戲，與浙江大學的同學遊覽

於西湖，漫步於老街上，真切讓我感受到，

即使政治讓我們彼此隔閡，但我們在這當下

仍然如此貼近。11 天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特別

而難忘，卻有時也似曾相識，回味無窮。領

略世界是學習如何更愛台灣；這次參訪讓我

蛻變許多，我會以更積極的態度去吸取無盡

的知識，然後繼續愛台灣。

路較於不安全，普遍化之前還需要加強網路

維安系統。大陸推行電動車普及化，路上已

無添加汽油的機車蹤影；台灣推行這項政策

時，僅能以鼓勵的方式推行，加上充電站的

設置點還不夠完善，因此電動車的普及率還

不是很高。還沒來大陸之前所抱持的觀念與

想法，在此行中有很大的改變，經過學習與

反思，才能夠使自己越來越進步，並且有不

同的突破，這趟旅程所學習到的人事物，相

信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加茁壯。

難得經驗，身體力行去體驗中國的浩瀚；小

至城市發展、大至國家建設，都深深刻在我

腦海裡。最大收穫莫過於與同樣都是碩博生

的大陸學子思想交流，更讓我了解他們對於

學習、城市與國家等等的想法。在與南京大

學、南昌大學、浙江大學 3 所高等學府的

學生座談，讓我了解到他們對於社會發展是

如此重視，對於台灣各方面發展是充滿好奇

心，這讓我了解到一個國家的強大是從教育

做好，是我們值得學習的！

此次企業參訪讓我最印象深刻的大陸對

於創新創業的政策，其中江蘇省產業技術研

究院提出了江蘇互聯網 + 創新創業，按照一

區一戰略產業的佈局原則，以地方政府及高

新區為主建設，開展產業技術創新、資源整

合與企業孵化，杭州市夢想小鎮對於創業資

源整合的力量也很強大。整趟行程體會大陸

的人文歷史與現代科技，我相當喜歡這些行

程安排，身心受到洗禮，走出台灣看見世界

不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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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宏 清華大學 化學系 碩二

程祖衡 臺灣大學 化學系 博四

   謦麟 成功大學 土木系 碩二

此次交流體驗顛覆我對中國的刻板印

象，先進科技以及優越建設，使得在此生活

的便利性不亞於台北市，其中最讓我感到

驚嘆的是「支付寶」。台灣的交易活動大多

仍是以現金的方式呈現，而在中國虛擬貨幣

已經深入大街小巷，不管是在小吃攤或自助

販賣機，支付寶都能夠快速且安全的完成付

款，此舉能降低製造貨幣的成本以及防止假

鈔的猖獗，希望台灣也能夠引入此項技術，

這種貨幣的革命除了能促進台灣在互聯網的

發展，也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此外，我發現中國在名勝古蹟和風景區

都有十分得宜的規畫，在滕王閣、黃山、景

德鎮、中山陵等地，並沒有感到因人多造成

的髒亂，反而拉近與名勝景點的距離，體會

到中國大山大水的壯闊和古人筆下的離騷，

此時的心靈已經被填滿而感到了踏實。最

終站的杭州，終於見識到大城市的雄偉及翩

翩風度，此種燈黃酒綠的風情，深深引起我

對中國實力的崇拜，且更改變我看世界的視

角，往後對學習的態度有深遠的影響。

此行先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見證戰

爭的可怕；南京大學氣勢恢宏的學校建築與

完整的研究硬體令人印象深刻，也參觀包含

藥物開發、雷射、無人機、3D 列印等技術

的產業化育成，以及拜謁華人世界一代偉人

安息之地「中山陵」。黃山讓人有 " 五嶽歸

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 之感；在南昌

領略到江西綠色崛起的決心，雖然城市快速

的發展，仍然保持著自然景觀。杭州的進步

也令人驚艷，感覺根本是置身於台北的信義

區，街道乾淨，交通井然有序。

這是我第一次搭乘飛機，著實看見許

多，學術投入業界難免會有困難，產業研究

院就是縮短差距，孵化器讓專家不需分心，

這在台灣比較少聽到，或許是可以學習的地

方；把對的人放在對的地方，達到事倍功半。

參觀阿里巴巴，手機支付改變中國許多，但

在聽完介紹之後，我不免設想，全部人的資

料都被一間公司所擁有，是否會遭到有心人

士的利用？科技帶來便利，是否也使我們的

隱私受到威脅？改變帶來的潛在危機究竟是

好或壞，值得我們省思。

旅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屬當地

學生的陪伴，讓行程避免成為走馬看花，兩

岸的確存在許多相似，但在相似中又存在著

差異，唯有透過交流才會了解。確實大陸在

有些方面領先台灣，地大人多商機無窮，是

一個很適合打拚做夢的地方，以土木為例，

永遠有做不完的工程；然而大陸未必是一個

適合居住的地方，壅塞的交通、空氣汙染等

等。離開家才發現台灣的美好，或許我仍有

不足，但期待在我們這代的帶領下，能讓大

家以身為台灣人而驕傲！

此行另一個特色是深入當地生活，體驗

大學的食堂，小吃與在地的代表性菜色；除

了參觀名勝外，也與在地頂尖大學的學霸們

交流，交流中大家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回

到台灣後我們依然時常交流。這次參訪活動

讓我更深刻的了解中國的學術與產業環境，

雖然這次是我第 3 次前往大陸，但因為前兩

次都是在北京參加會議，這次參訪打破了我

很多對大陸的迷思，體認到自己相較之下各

方面的優劣，更明白該從哪些方向去努力來

符合這個龐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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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近年為擴大智庫議題研討廣度，除

了能源與環境議題，亦囊括經濟與社會等相

關議題之探討，今年度共選定「如何完善銀

髮族生活品質及照護體系」、「台灣糧食新

自給率之影響及因應」、「由綠色創新推升

循環經濟價值」、「企業自然資本 (Natural 
Capital) 評估方法」、「全球化及反全球化

對產業的衝擊」、「綠色金融如何配合綠能

產業之發展」、「當前政經情勢下民間對公

共事業之參與」、「傳統產業與政府創新產

業接軌之雙贏策略」、「促進智慧機械產業

發展之研議」、「科技人才之引進與培育」，

以及「台灣能源績效評比與系統脆弱度」等

十一個議題進行探討，簡述如下：

農委會在民國 100 年召開全國糧食安全

會議結論之一，西元 2020 年 ( 民國 109 年 )
糧食自給率提升至 40％，而台灣目前糧食自

給率僅略高於 30%，屬糧食淨輸入國。新農

業創新推動方案為政府目前產業創新的施政

重點之一，預期至 2020 年底可帶來整體效

益 : 提升糧食自給率達 40%、增加農業產值

國 發 會 (2014) 推 估 至 2018 年 65 歲

以上人口占總人口將達到 14%，我國成為

「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2025 年更

達 20% 成 為「 超 高 齡 社 會 (Super-Aged 
Society)」。2015年6月3日總統令公布「長

照服務法」，並訂於 2017 年全面正式施行，

衛生福利部正進行子法規的訂定與相關配套

措施之規劃，同時全力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台灣高齡人口中，無法自理生活需被

照顧者約佔 15%，此一族群需透過機構設施

或社區照護系統提供生活照護服務。然而，

有高達 85%為健康銀髮族，其生活可自理，

僅需提供便利的日常生活服務與設施，以減

少日常生活不便，並透過推動老人樂活產

◤環境技術發展中心 鄒    倫主任‧陳潔儀組長
    能源技術發展中心 王釿鋊主任‧郭博堯組長‧許湘琴組長

一、如何完善銀髮族生活品質及照護體系

二、台灣糧食自給率之影響及因應

業，推延健康銀髮族進入長照體系的時間。

本社於 2015 年已針對「高齡化對台灣

產業勞動力及產業發展的影響」進行研究分

析，2016 年則以需長照之銀髮族核心，探

討長照制度、醫療需求、保險商品、勞動力

以及新科技對高齡照護之影響，出版「台灣

長照產業的發展與挑戰」專題報告，並舉辦

「我國智慧醫療與智慧照護之發展與挑戰」

專家座談會，提出政策建言。今 (2017) 年以

健康 / 亞健康銀髮族為核心，探討如何完善

銀髮族生活品質及照護體系議題，從「自我

價值」、「建築及居住環境」、「行動及交通」

及「照護及醫療」四個面向，滿足健康 / 亞
健康銀髮族之生理及心理需求，並藉由智慧

化及扭轉社會對老人負面印象，提升其生活

及照護品質。除辦理四場系列座談會，邀請

8 位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共同提出對策，並

辦理一場綜合座談，邀集相關產官代表，針

對系列座談提出之對策，共同與談。研討成

果將出版一本專題報告並提出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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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34 億元、創造就業機會達 37 萬人次、

農產品海外新興市場出口占比達 57%。

依國發會推估，至 2060 年台灣人口將

減少約 5 百萬人，再加上膳食結構的影響，

糧食需求將大幅改變；但另一方面，台灣亦

同時面對土地耕地面積細碎化、氣候變遷加

劇與自然資源枯竭所造成糧食產量的減少、

國際糧食需求的增加、糧食與食品安全、及

扭轉過去消極補貼舊思維等，推動新農業勢

必面臨全新的挑戰。

本社今年以糧食自給率為核心，針對

「台灣糧食自給率之現況與糧食需求」、「台

灣糧食自給率目標下之農業生產挑戰」、及

「台灣糧食自給率目標下政府之因應對策與

產業商機」等三大主題邀請 8 位專家學者進

行研討，除釐清糧食自給與糧食安全外，對

台灣糧食自給率變化與帶來之影響、人口與

膳食結構變化對糧食自給率之影響、自然生

態資源限制、氣候變遷下之糧食供給情境、

生態系統之服務潛力及其對農業發展之限

制、耕作制度之調整及因應、政府因應對策、

及農業相關產業 ( 含綠能 ) 發展之契機與商

機等主題進行深入探討，並提出建議，於 10
月 13 日辦理一場綜合座談會，邀請相關產

官代表針對提出之建議進行與談。研討成果

將出版一本專題報告並提出政策建言。

台灣是一個天然資源極度缺乏、仰賴外

國進口，未來的經濟發展同樣將面臨進口原

物料成本上升及全球製造供應鏈強烈競爭之

風險，資源安全相對重要。本社自 2006 年

起即開始針對資源循環議題探討，包括物質

循環、碳循環及物質流；2009 年開始推動

永續資源管理，並與產業界合作，整合永續

資源管理量化資訊；2014 年則對資源循環

經濟與產業發展進行探討，嘗試以建構國家

自然資本評估的方法與工具，已成為永

續發展的新興議題，目前國際上以自發性合

作為主，其中自然資本聯盟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NCC)，全球已經有接近 250 家企

業與組織加入，包括 UNEP、四大會計公司

( 安侯建業、普華永道、勤業眾信與安永 )、
劍橋大學、巴寶莉 (Burberry)、可口可樂、

沃爾瑪、殼牌、雀巢等，目前尚無國內企業

加入。

本社今年引入此新興議題，除加入自然

資本聯盟，同時對自然資本與企業間的關聯

性進行分析，蒐集國際上企業自然資本評估

三、由綠色創新推升循環經濟價值

四、企業自然資本評估

在循環經濟轉型之戰略方向為目標，內容以

國際趨勢、國內現況及循環經濟契機等為起

點，勾勒出國家推動循環機制總體戰略，但

較偏重資源回收再利用端的循環；2015 年

再針對國內外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關鍵議

題進行探討，範疇涵蓋更廣，除將設計、製

造、銷售到回收再利用等環節納入，並增加

商業模式探討，以創造循環所帶來之經濟效

益；2016 年以「中小企業」為核心，就台

灣綠色產業及產業綠色化面臨之挑戰、大陸

產業之綠色及創新發展趨勢、企業轉型循環

經濟的創新作法、台灣產業發展之機會與對

策等主題進行介紹、論述與建議。

今年針對影響循環經濟推動的 4 個關鍵

議題，「台灣動靜脈產業的協作及困難」、

「台灣產品設計及製造的瓶頸，與生產者延

伸責任」、「消費者的認同及顧慮」及「科

技發展對循環經濟的影響」，辦理 4 場系列

座談會，邀請 8 位專家學者集思廣益，提出

完整論述及建議，於 10 月 27 日辦理一場綜

合座談會，邀請相關產官研代表針對提出之

建議進行與談。研討成果將出版一本專題報

告並提出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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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影響層面非常廣泛，對於一個

國家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均

會產生影響。以全球化對於經濟層面的影響

為例，全球化可使資源獲得更佳的使用，進

而提升經濟發展，然而伴隨的可能是由於資

源過度集中，導致貧富不均的現象；全球化

要求國家開放市場降低貿易障礙，但亦造成

經濟整合與經濟主權何者為重的論爭；全球

化減少各國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但亦造成金

融危機發生時，許多國家遭受重大的衝擊。

於是，1990 年代後開始出現反全球化 (anti- 
globalization) 的聲音。其中，2016 年英國公

投確定脫離歐盟，與美國川普總統主張的貿

易保護主義皆可視為反全球化的例子。

台灣為一以貿易為導向的經濟體系，全

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浪潮勢必對台灣的產業造

成衝擊。因此，本社今年針對全球化及反全

球化之國際社會面、產業經濟面及環境面的

影響進行探討，除彙整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

沿革、發展現況及可能趨勢，了解台灣製造

業跨國供應鏈深化程度，並對「中美貿易障

礙」及「國內 ICT 產業外移」兩項國際貿

易現象，運用世界投入產出表 (World Input 

目前政府積極推動能源轉型，並以 2025
年達 20% 再生能源、30% 燃煤、50% 天然

氣之低碳潔淨發電能源配比為目標。而在再

生能源推廣中，以離岸風電與太陽能光電為

綠能產業主軸。然要在短期內推動離岸風電

與太陽能光電等再生能源產業快速成長，以

能配合達成政府再生能源發電目標，所要投

入的人力、物力與資金相當龐大，惟鑒於我

國大型再生能源發電建設計畫的經驗有限，

尤其離岸風電發展還屬於初期發展階段，並

無往例可以依循，國內金融界更無承做相關

計畫融資的經驗，因此相關金融與融資制度

之建置，對國內再生能源之發展佔有極為重

要的角色。

在此背景下，如何藉由綠色金融工具引

進資金來促進國內綠能產業成長，為我國推

動能源轉型促進再生能源發展不可或缺之環

節。故本社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團隊共同合

作，從探討國際金融界現有綠色金融商品及

銀行對於綠能產業投資之運作與服務出發，

針對離岸風電、太陽能光電及 ESCO 等產業

進行國際金融實際運作研析，掌握國際案例

之資金引入方式及商業模式等，並彙整我國

相關產業遭遇之挑戰，提出因應策略。此外，

於 11 月 14 日舉辦一場「綠色金融暨離岸風

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際研討會，共邀請

7 位國外及 10 位國內相關產學研界專家，

共同現身分享實務經驗，最後更邀請國內外

五、全球化及反全球化對產業之衝擊

六、綠色金融如何配合綠能產業之發展

的步驟及評估方法 ( 定性、定量及價值化 )，
以評估企業對自然資本之依賴及造成之衝

擊，以及彙整國際之評估案例及其應用，提

出國內企業自然資本之評估模式。並於 11
月 2 日辦理一場半天研習會，邀請今年 6 月

受邀道瓊永續指數 (DJSI) 填寫問卷的國內上

市企業及四大會計公司為主 ( 問卷內容包括

企業自然資本評估項目 )，目的是使企業深

入瞭解如何依賴自然資本而得以營運，同時

營運過程中也會對自然資本造成衝擊，促使

企業進一步掌握自然資本可能對公司帶來的風

險與機會，優化其內部決策。研討成果將出版

一本專題報告。

Output Database，WIOD) 進行量化分析，

模擬對台灣各產業產值、附加價值與就 ( 失 )
業等的影響，以評估對於我國產業的衝擊，

進而提出因應之道。對環境生態的影響，以

探討海洋、核能、環境權、國際公約、一帶

一路、消費行為與和平運動等與全球化與反

全球化的關聯性為主。研討成果將出版一本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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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為工業之母」，也是國家競爭力

的象徵，德、日、美等具備高度國際競爭力

的工業大國，均具備了精密機械製造技術的

基礎，及發展智慧化機械設備之能量，所以

能支持國內製造業的發展。目前全球主要國

家都積極尋求產業升級轉型，最受矚目的包

括德國工業 4.0、美國先進製造國家計畫、中

國大陸的中國製造 2025 等等，均需要堅強、

高性能、智慧化的機械產業為基礎，才能帶

動其後端製造業之發展。

目前我國政府則是積極推動「智慧機械

創新產業」政策，擬推動智機產業化及產業

我國在 1994 年 11 月通過「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條例」( 獎參條例 )，藉而推動了

台灣南北高速鐵路、高雄捷運等多項 BOT
計畫；後為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範疇，

於 2000 年 2 月通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 促參法 )，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從而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

發展。過去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也確實引進

民間資金，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藉由民間

較高的執行與經營效率，為政府增加稅收，

或擴大公共服務層面。然推動過程中，從政

策、法制、規劃、財務、執行各層面，在許

多案例中存在不少爭議，導致政府與民間對

於 BOT 等促參模式產生負面印象。

有鑑於此，如何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的做法，持續往增加公共利益的方向改

善，則是本社執行本議題之主要目標，議題

研究從案例出發，如 ETC、高鐵…等等，藉

由資料蒐集與訪談，了解爭議產生原因及解

決的過程，並邀請產官學各界專家，從實務

的角度來探討，借重其在不同面向之專業與

經驗，彙整相關建議，出版一本專題報告，

希望對促進民間參與 BOT 這個立意良善的

做法，能帶起正面推廣作用。

七、當前政經情勢下民間對公共事業之參與

九、促進智慧機械產業發展之研議

八、傳統產業與政府創新產業接軌之雙贏策略

台灣產業出口及投資高度集中於製造

業，其中又以資訊電子業為經濟成長主要動

力來源，相較之下，鋼鐵、化工、機械業等

傳統產業，外在面臨全球化及經濟不景氣之

衝擊，內在面對土地、人力、水、電等生產

要素缺乏，造成產業成長動能不足。目前傳

統產業在上游擴張停滯，下游產品附加價值

有待提升之困境下，台灣傳統產業如何進行

產業升級，是產業永續發展之重要課題。

我國政府於 2016 年開始提出五大創新

產業，後續更持續擴大產業創新範疇，作為

驅動台灣下世代產業成長核心。藉此契機，

傳統產業應尋求結合產業創新發展需求，有

效進行技術升級與轉型。

故本社乃邀請台灣綜合研究院共同合

作，從盤點台灣傳統產業之現況及面臨之內

外挑戰出發，藉由分析我國創新產業規劃及

其對傳統產業配合之需求，並綜合主要國家

產業政策發展趨勢，研提傳統與創新產業接

軌之推動策略。研析架構上，則以鋼鐵業、

石化業及機械業為主軸，配合我國產業發展

政策，並以產業現況為基礎，參考國際產業

與市場趨勢，釐清傳統產業如何藉由政府推

動「五 + 二」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並提升競爭

力，創造傳統產業及產業創新計畫之雙贏局

面，研討成果將出版一本專題報告。

產官學研界深入交流。相關研討成果將彙整

出版一本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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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口少子化與老化速度相當快，雖

然日本人口的問題發生比台灣早，但是台灣

人口老化過於急劇，據經建會的推估，我國

人口數在 2022 年將轉趨下降；在另一方面，

科技產業難以找到足夠的適當人選從事各種

工作，人力短缺已衝擊產業成長。換言之，

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已造成勞動供給減少，

勞動供給的減少會導致經濟成長的緩慢，甚

至退步，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過去政府都曾討論要統合各部會相關政

策與作為，鬆綁相關法律，設法改善台灣環

境，吸引外籍專才與僑生，來增加台灣的人

才，並留住台灣自身人才，以避免發生高技

術人才外流，低技術人才流入的現象，然而

依 據 2016-2017 Talent Shortage Survey 調

查顯示，在 43 國中，台灣招募人才的困難

度高居第二位。

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產業創新，並擬藉

由推動攬才專法，以求吸引國外專才，同時

國內科技業也紛紛點出科技業人才缺乏與育

先進國家紛紛發展一系列綜合考量能源

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綜合性指標系

統，取代傳統僅以供給面為主的能源安全指

標，以有效評估一國能源情勢的發展。然而

於此同時，我國卻未有一套可以有效評比能

源部門對於國家經濟成長與產業競爭力、人

民取得能源的可及性與多樣性以及環境永續

發展等不同構面的績效表現的指標系統。

有鑑於此，本社自去 (2016) 年起已初步

完成台灣能源績效評比與系統脆弱度的試編

工作，今 (2017) 年度則完善指標設計，強化

指標對於過往重大政治、經濟、能源情勢變

化的捕捉能力。並於 8月 10日舉辦一場「我

國能源安全指標」研討會，邀請國內重要能

源政策智庫，分別發表能源安全指標研究成

果；另以圓桌論壇之方式，邀請 8 位產官學

研代表，共同探討國內能源現況、能源政策

展望及確保能源安全之挑戰，並提出相關建

言。研究成果也將出版專題報告。

十、科技人才之引進與培育

專題報告預計於 2017 年底出版，歡迎讀者

至本社網站 (www.ctci.org.tw) 下載參考。

十一、台灣能源績效評比與系統脆弱度

智機化，推動重點為「連結在地」、「連結

未來」、「連結國際」，推動作法則包括打

造智慧機械之都、整合產學研能量、技術深

化、建立系統性解決方案、提供試煉場域、

國際合作及拓展外銷。

為了與政府政策相輔相成，本社研析重

點包括：探討國際智慧製造系統整合發展趨

勢及其重要性，彙整國內外智慧機械技術發

展、產業發展趨勢及推動策略，探討台灣產

業智慧製造與自動化推動案例，及討論相關

產業之人才培育挑戰與因應方向，最後並對

政府發展策略提出具體建議。研討成果將出

版一本專題報告。

成的重要性。

因而本社規劃此議題，希就高中科學資

優教育、大學教育對科技人才之重要性、數

位時代高階人才的發展政策、如何引進與留

用科技人才、台灣 AI 人才之育留策略、以新

加坡為例之人才競奪策略等主軸進行探討，

並加強探討科技人才需求面議題，以及供給

面如何與產業需求面連結，彙整相關研討成

果，並於 12 月舉辦一場座談會，邀請相關

專家提供建議，以周延研討成果，最後提出

具體政策建議，並出版一本專題報告，提供

相關單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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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宣德教授於 1979 年就讀成功大學土木

工程系時獲頒中技社獎學金，1982 年負笈美

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攻讀碩、博士學位。

1983 年在校區內結識來自台灣留學的一位女

同學，交往中不經意發現，她在 1982 年就讀

清華大學核工系時亦榮獲中技社獎學金。當

年中技社獎學金堪稱國內指標性的理工科高

額獎學金，得獎者都是校系中的佼佼者，尤

以男學生佔絕大多數；有了這個獎項的默契，

更堅定彼此間的情緣，1986年攜手共組家庭，

成為本社獎學金得主共結連理的一段佳話。

1988 年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選擇留

在伊大理論及應用力學系從事複合材料 (FRP)
相關研究工作。複合材料原先是由俄國發明，

美國則朝潛艦、航太方面發展，台灣現今也

應用在震後建築物的補強；因為有這方面的

研究背景，1991 年經由工研院延攬回台投入

航太中心衛星專案，後來這個專案改由其他

機構執行，所以 1992 年就轉往成功大學土木

工程系任教。

本身雖然由建國中學考入國立成功大學，

但聯考英文成績並不理想，所以從大一就奮

發突強，強迫自己研讀原文教科書，平常勤

背單字、解析文法。因為目標定在赴美留學，

服役擔任陸軍官校軍事工程學系教官期間，

持續收聽「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簡稱

ICRT，原名「美軍廣播網」），加強說與聽

的能力，托福成績也逐次攀升至申請學校的

門檻。提及這一段，主要是勉勵年輕人不要

因為英文一時的挫敗而氣餒，只要下定決心、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胡宣德 教授兼系主任

鋪陳越海騰空的
知識鏈

持之以恆，一定可以提升程度；畢竟在全球

化的世界，英文是最基本的能力。

國內高等教育因為少子化的問題，近年

開放境外生來台就讀；其實早在1970年前後，

僑委會即獎勵海外華裔青年返台求學，成大

在那時候也引進不少僑生。班上有一位來自

印尼的同學，畢業後因為學歷無法獲得國際

認證而不能回印尼報考執業執照 ( 現已可由中

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 )，只好到印尼親戚的化

工廠工作。從一開始他就把公司當成自己的

公司，努力學習整體的管理運作，以致後來

勇於接手親戚經營不善的化工廠；2007 年再

將觸角延伸至礦業，目前年產 300 萬噸不銹

鋼並成立自屬的工業園區，在印尼工商界占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亦膺選成大 2016 年傑出

校友。

胡宣德教授自 2015 年起擔任成大土木工

程學系主任，基於身兼伊利諾大學在台校友

會理事的淵源，今年 1 月順利完成伊大與成

大「3+2 雙聯學制」的合作協約簽署；即成

大土木系同學於大四前往伊利諾大學香檳校

區土木及環工系就讀一年，即可獲成大學士

學位並進入伊大碩士班，續唸一年即獲伊大

碩士學位，若有深造的意願，更可申請進入

伊大博士班。今年 8 月即有 2 位成大學生獲

准前往伊大，因學生與家長反應不錯，胡宣

德主任繼而動念與東南亞等國大學土木系複

製此「3+2 雙聯學制」的教育合作計畫。印

尼是首選試金石，今夏方與日惹大學等 2 校

完成簽署，尚有 3 個大學正在洽談中。值得

振奮的是獲得印尼 2016 年成大傑出校友的大

力支持，欣然同意將由其教育基金會襄贊印

尼生來成大土木系唸大四之獎學金，碩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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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部份則由成大國際事務處提供獎學金，促

成此雙聯學制配套措施的完整性。

成大校友向心力十足，全球已組成 43 個

校友會；土木系獨占鰲頭，印尼、馬來西亞

校友會長幾乎都是來自土木系。成大校友嘉

年華會每兩年召開一次，由各區會輪流籌辦。

今年 9 月初於吉隆坡召開「2017 年第 11 屆

世界成大校友嘉年華會暨馬來西亞留臺成功

大學校友會成立 45 週年晚宴」，成大蘇慧貞

校長帶領校內成員近 30 人參加，還有許多來

自其他國家的成大校友前來共襄百桌千人的

盛宴；成大此行重點任務是展開海外年度招

生說明會。

學無止境，處於創新與多元的趨勢下，

往往可以從土木工程等基礎科學衍生許多

突破性的發展；2000 年胡宣德教授曾以訪

問學者的身份，前往美國休士頓大學複合

材料工程及應用中心，實地了解相關運用。

整體研究領域逐步涵蓋板殼力學 (Plates and 
Shells)、材料組合律 (Constitutive Modeling 
of Materials)、電腦輔助結構分析 (Computer 
Aided Structural Analysis)、 脊 椎 生 物 力 學 
(Spinal Biomechanics)，即引用先進科技導入

傳統的土木工程，並向外擴展至醫學與綠能。

國人對「椎間盤突出」並不陌生，有些

病患接受開刀置入固定器及植入骨頭融合脊

椎，但術後仍難免造成融合脊椎部位的不適。

土木不外是結構分析，而脊椎就像房子的樑

柱；胡宣德教授與成大醫學系骨科學科及成

大醫院骨科部合作，帶領博士班學生一起研

究，透過生物力學的探討，建立虛擬 3D 脊椎

模型，針對站立、彎曲、伸展、側彎、扭轉

之動作，進行手術前的數值分析，藉以獲悉

舒緩及補強的最佳方法。

風力發電是減核的重要配套選項之一，

德國、荷蘭、丹麥等國在這方面已有相當成

效；但移轉至颱風、地震頻繁的台灣，不但

環境大不相同，法規也未必適用，尤其離岸

基座的施工關鍵在於土壤和結構支撐。建置

於成大歸仁校區的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第

二實驗室已於 2017 年秋啟用，設施包括針對

台灣本土化耐震技術的「長衝程高速度地震

模擬振動台」，以及驗證隔震元件受近斷層

地震作用下之動態行為的「雙軸向動態試驗

系統」；預期將有助於高科技廠房，以及石油、

天然氣、風力發電等重大土木工程的事前模

擬規劃與後續之建造。身為成大土木系的一

員，與有榮焉的同時，更希望能夠探究出實

際可行的預防與改善方案。

教育是「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大業，

近半世紀前，海外僑生踴躍來台求學，如今

各自在僑居地開枝展葉；特別是遍及各地的

成大校友，積極回饋不餘遺力，熱情組成校

友會，致力工商文教的聯結與推動。東南亞

物礦豐饒、人力充沛，全力邁進開發之路，

我國企業進程的技術經驗與創新正可適時移

植。成大校友聚居東南亞地區為數眾多且深

具影響力，胡宣德教授期許在系主任的任內，

發揮國際網脈聯動的優勢，架築南進暢行無

阻的橋樑。

採訪整理 / 企工室 楊顯整主任‧王邦蓉副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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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尖上的夢幻美食

採訪整理 / 張兆平‧許湘琴

將藝術帶入尋常百姓的生活，就是促成

文創商機源源不絕的活水。走訪「蒔蘿香草

餐廳」北投捷運站前店，王建傑老師正是繪

製牆上畫作、黑板裝飾、招牌菜單、特惠海

報的彩繪達人。兩年多前，他還在台南開設

兒童美術班，自從落腳關渡之後，一連串的

奇遇，讓他走入水彩的迷幻世界。

從小喜歡看漫畫而愛上畫畫；一直到決

定考高中美術班前才惡補素描、水彩，之後

順理成章唸台南大學美術系。也許是不安現

狀，也不想就這樣止步不前；也因著內心的

定位，決定北上考臺師大設計所繼續進修。

初到台北，人生地不熟，每天奔波在

學校進修與水彩教學之間，對北投的環境毫

無所悉。經由一次戶外寫生，被佇足的觀賞

者探詢是否有意願畫北投 52 景。不要說 52
景，連 1 景都還搞不清楚的情況下，竟冒然

接下對方的邀約；事後得知是北投區公所的

人文課委託，然後在個別密集速成的導覽之

下，一個月內完成北投 52景撲克牌的插圖。

人生實在難以預料，台南小子從此結緣北

投，這幾年陸續完成了北投「普羅旺斯麵包

店」的伴手禮設計、世大運扇子、在地明信

片等，還有正在進行的北投區公所 2018 年

桌曆插畫設計。

大學開始接觸電腦繪圖，並將設計領域

專業加入繪畫當中，逐步內化成民宿觀光、

餐飲及伴手禮等相關的文創包裝。雖然表象

上是呈現藝術創作的成果，其實包含行銷、

溝通、整合等一條龍的作業流程；真的是超

乎傳統的純藝術創作，也讓自己有全方位的

體認與成長。基於從事繪畫的人很多，勢必

要有獨特的風格才會被注意，所以王建傑選

擇畫美食。

有別於兒童美術，成人水彩班的學生來

自各行各業、各種年齡層，開拓了王建傑老

師的視野和人脈，以及教學相長的空間。目

前分別在新店、北投、市長官邸教授水彩，

也因為學生經營餐廳的關係，讓原本喜歡吃

美食、做美食的自己，無心插柳踏入「視吃」

的探索之旅，而且樂此不疲，越畫越起勁。

他認為畫食物的重點，首先要畫得好吃，再

來才是畫得像；關鍵在於拉大對比，即提高

油亮度，多留白並多用暖色調；講白一點就

是要以「廣告不實的畫法」，強調色澤的張

力與鮮豔。

學生時代騎機車環島旅行，也曾前往杭

州「麗水古堰寫生基地」交流，血脈中「觀

察入微‧體現生活」的漫畫基因使然，深

刻感受將水彩導入食衣住行育樂之中的無限

可能。現在來學畫的成員，多半抱持舒壓與

美化的心態，舉凡花卉、寵物、美食、景物

都是描繪的對象；或許僅止於融入生活，或

許強化職業的多元，或許只是豐富手帳日記

的內容。總之，繪畫無論好壞，都是個人獨

一且愉悅的嘗試。

◤畫家  王建傑

手繪蜜糖水果塔    手繪頭猴菇排鐵板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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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屋頂，
除了看景吹風，放狗奔跑，
給貓打盹，
栽花種菜，也可以種電，
邀請太陽曬一曬，就可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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