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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 106 年度科技獎學金甄選於 6 月函送國內相關校院系所，並於 7 月 1 日～ 9 月

20 日受理推薦申請。本年度除延續研究獎學金、創意獎學金、境外生研究獎學金之外；增設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以期有助於在台求學期間之專注學習。

本社自轉型智庫十幾年以來，邀集國內外科技與產經專家，投注能源與永續發展議題，

提供政府策略及產業因應；此外亦聯結學術與產業界團隊，從事技術之提升與研發，除獲得

國內外多項專利，並於實際應用中產生良好效益。105 年完成並獲致「製程安全管理 (PSM)–
製程安全資訊 (PSI)、石油化工製程能源使用績效優化分析、先進需求分析與計畫排程系統、

以濕處理結合堆肥淨化受有機物污染土壤之可行性、壓沉沉箱滑材減摩新工法之應用、松脂

岩膨脹玻化微珠基本性質分析與應用策略探討」等 6 項研發計畫初步成果。

美國總統川普在能源政策上，希望退出巴黎協定並傾向使用化石燃料，預期會增加天然

氣機組、超超臨界燃煤機組、IGCC 機組的投資；新技術的使用能夠增加能源效率、減少汙

染，更可將 CCS 一併納入規劃，兼顧商業化應用之加速與排碳量之降低。台灣即使能夠如

目前政府規劃的再生能源於2030年達到20%之電力配比，仍有80%的電力從化石能源而來；

若台灣地質條件適合進行二氧化碳封存，建議政府應投入關鍵捕獲及精進封存等相關技術。

30 年前，台灣工商快速發展，環境負荷日益增加，造成空氣、水體及土壤等污染；當

時空氣品質不良率高達 17%，重要河川嚴重污染率亦達 11.4%，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不到

3%。在一連串環境重大公害污染事件後，民眾環保意識抬頭，在政府宣誓「經濟發展與環境

保護兼籌並顧」政策之下，於 1987 年 8 月 22 日成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近年因人口增加和

生活水準提高，驅動資源需求增加，然而許多資源不可再生，勢必造成資源價格之大幅上升

而阻礙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因而有必要針對國內資源使用效率及成本，進行通盤分析與了解。



2

中技社通訊〡傳播站 Communication

2017 SUMMER 122

中技社 106 年度「科技獎學金」活動開始申請，本年度除延續研究獎學金、創意獎學金、及境外

生研究獎學金 3 個獎項外，針對 105 年度申請境外生研究獎學金時，可附加申請的「境外生生活助學

金」，該項獎助學金自本 (106) 年度起特別獨立出來，可單獨個別申請，讓需要經濟協助之境外研究

生，在台求學期間生活無虞並能專心學習。研究獎學金及創意獎學金之研究或創意主題與綠色產業、

綠色創新、能資源、環境保護等領域相關者，將酌予加分。為落實創新創意實作理念，本年度「創意

獎學金」著重方向為曾獲獎之創意作品實體或雛形；申請之創意專利；或具創意性之設計作品和設計

圖等。創意獎學金受理個人及團體方式參與甄選，不限制各系所推薦名額。相關申請須知、申請書等

已於6月初函送相關校院系所，並自7月1日～9月20日止受理推薦申請，詳細請參閱本社網站。(http://
www.ctci.org.tw)

一、獎學金類別、名額及金額

1. 研究獎學金：15 名，每名獎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乙紙。

2. 創意獎學金：15 名 ( 隊 )，每名 ( 隊 ) 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乙紙。( 團隊獎金分配由獲獎團隊自行決定，

獎狀每人乙紙。)
3.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15~25 名；每名獎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乙紙。

4.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10~20 名；每名獎金新臺幣壹拾萬元。

   ( 註：評審委員會得視各組申請人數、研究或創意品質等調整得獎名額 )

二、申請資格

1. 研究獎學金：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指定大學理、工相關領域科系所博士班三年級 ( 含 ) 以上研究生。

    (2) 歷學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 ( 含 ) 以上。

2. 創意獎學金：

    (1) 國內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校院，大學三年級 ( 含 ) 以上及碩士班學生。

    (2) 歷學年各學期平均學業成績 70 分 ( 含 ) 以上。

3.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1) 正式在臺修讀碩、博士學位之指定大學理、工相關領域科系所境外優秀學生。

    (2) 歷學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 ( 含 ) 以上。

4.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1) 正式在臺修讀碩、博士學位之指定大學院校理、工相關領域科系所境外優秀學生，在經濟上確有困難並需

         資助者。(2) 歷學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 ( 含 ) 以上。

          ( 註：以上採用級等之學校，申請者需提出該校之分數與級等對照表，以供評核。) 
5.「境外生研究獎學金」與「境外生生活助學金」可同時申請，也可個別申請。

6 申請資格中規定之博士班三年級 ( 含 )、及大學三年級 ( 含 ) 以上，其認定以本獎學金申請截止日為準。已畢

業者必需在申請截止日之前一學期仍註冊在學。

7. 基於資源分配之廣泛性，本獎學金以不重複給予歷年已得獎者為原則。

三、申請對象

1. 研究獎學金：

(1) 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及臺北科技大學

等 8 校 100 系所博士班三年級 ( 含 ) 以上之優秀學生，每所限推薦一位參與甄選。

(2) 研究主題與綠色產業、綠色創新、能資源、環境保護等領域相關者將酌予加分。

2. 創意獎學金：

(1) 國內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校院大學三年級 ( 含 ) 以上及碩士班具創意及研發潛力之學生以個人或組成團隊方

式申請，團隊成員可跨系，不可跨校，不限人數，由各系所推薦，不限名額。

(2)創意作品實體或雛形需以科技相關之設計、宣導、推廣與應用等為主題。主題與綠色科技、環保、能資源、

及節能減碳等相關者將酌予加分。

3.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1) 臺大、清大、成大、交大、臺師大、中央大學、臺科大及北科大等 8 校 100 系所，在臺修讀碩、博士學

位之境外優秀在學學生。(2) 每系所限推薦一位參與甄選。

4.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1) 臺大、清大、成大、交大、臺師大、中央大學、臺科大及北科大等 8 校 100 系所，在臺修讀碩、博士學

位之境外優秀在學學生，在經濟上確有困難並需資助者。(2) 每系所限推薦一位參與甄選。

申請須知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向玉琴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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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參考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於

2015 年 1 月 1 日訂定「製程安全評估定期

實施辦法」( 製程安全管理十四項 )，請各勞

動檢查機構依該注意事項內容辦理，以督促

及協助石化及化學工廠落實製程安全管理，

避免發生火災、爆炸及洩漏中毒等災害，事

業單位應每五年實施製程安全評估，填具製

程安全評估報告，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書面製程安全資訊的編製，在於使雇主和製

程相關員工能夠辨識和瞭解製程中高度危險

◤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楊顯整副主任‧劉惠君副管理師 

製程安全管理 (PSM) –
製程安全資訊 (PSI) 研發計畫

圖 1 製程安全資訊系統軟體功能圖

研發新技術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基礎，

中技社本著創社宗旨，每年除了智庫政策研

究提供政府及產業參考外，近十幾年來更結

合學術與產業界之研究團隊，積極投注於科

技研發，目前均有良好的成果，並獲得國內

外多項技術專利。以下是 105 年研發計畫初

步成果概述。

化學品的危害特性，製程安全資訊應包括製

程使用或生產的高度危險化學品的危害資

訊、製程技術資訊和製程設備資訊。從過去

的經驗中，任何細微的疏忽都有可能導致嚴

重的事故，所以應該從基礎的管理著手，

而製程安全管理之 14 要項，正是針對各個

製程基礎要項進行管理，故落實製程安全管

理，以減少疏忽的可能性，降低危害發生的

風險及嚴重性，定能打造更安全的工作環

境。

製程安全資訊 (PSI) 系統主要是建置完

整的資料庫，包括文件、數值、圖片和影像

等，並提供標籤索引與全文檢索功能，快速

找到所需的資料；讓現場操作者、製程及相

關人員可快速有效的維護、管理及查詢與製

程有關之有害化學物質、製程技術、及設備。

透過製程安全資訊 (PSI) 系統有效率的應用

與管理，做為製程安全管理十四項的重要基

礎，製程安全資訊 (PSI) 的軟體功能 ( 如圖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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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製程能源使用績效優化分析研

發計畫

本計畫為能源使用績效提升的個案研

究，主要以石油化工產業的製程為研究標

本次研究製程安全管理 (PSM)- 製程安

全資訊 (PSI) 系統開發後，具體效益如下：

1. 提供製程安全資訊 (PSI) 系統資料集中儲

存與管理的平台。

2. 使所有的人員、單位都容易取得；資料正

確完整，並和可靠的文件結合。

3. 不同部門的功能都依據同一個系統作業，

利用同一個系統為決策基準。

4. 有效管理龐大且不斷產生的資料，符合大

數據管理與應用的課題。

5. 以可靠的來源確認 PSI 準確度，利用文件

確認數據、現場查核確認清單；確認工程

計算和設計是根據正確的數據。

6. 使用者使用系統的便利性如下：

(1) 以 Web 方式開發，服務效益無遠弗界。

(2) 將製程安全資料集中儲存於內容管理系

統 (Alfresco)：可有效的將龐大資料集中

儲存，使所有人員方便取得；版本的控

制，可使得不同部門的人員都使用相同

的資料，所有的作業及專案都是根據相

同的數據，不同部門的 PSI 可相互比對，

以彌補差異。

(3) 製程安全管理 (PSM) 知識庫模組全文檢

索 (Elasticsearch) 搜尋引擎功能，可快

速查詢，立即取得相關製程安全資訊，

迅速判斷問題位置，進一步掌握廠內製

程安全狀況。

的，並搭配計畫中研發的全新耗能模型建立

與分析功能來達成。由於 Mr. Energy 50001
產品團隊業務推展到大陸地區並接觸到石化

相關製程，為提供客戶在製程方面提升能效

的專業，特加入具有石化專業及多年實務經

驗的顧問，以深入了解客戶乙烯生產的製

程，並嘗試建立對應的能源績效指標進行分

析，將能效提升的標的自公用系統跨足至生

產製程的領域。由於 Mr. Energy 50001 甫一

上市就受到國內大廠的青睞，因此累積豐富

的實廠經驗，對支援 ISO 50001 標準化的能

源管理系統功能設計也更具實用性，在執行

石化廠的能效優化工作時，感受現有耗能基

線模型建立的核心在面臨耗能變因的增加，

大幅增加建模時間，研發團隊開始思考如何

強化產品的核心功能，以因應從公用系統的

能源績效分析進化到製程系統的應用後所需

的分析方法改變。

產品在推廣初期即受到國內大廠台積電

及李長榮化工的採用，在實廠應用上得到很

好的功能驗證，並獲得不少未來產品研發的

方向，後續也獲奇美實業及台灣國際彩光採

用；當管理的工廠數眾多、區域分散的業主，

開始會產生中央端能源管理系統的需求。前

期 Mr. Energy 50001 產品系列新增了中央端

能源管理平台的概念驗證，並開始投入原有

客戶的業務行銷活動，這些客戶廠區較大、

耗能設備眾多，多具有跨地域的廠區分佈。

與其負責單位接觸後，皆對計畫提出的耗能

資料集中分析、客戶畫面自行定義的概念認

同並感興趣，這對研發方向的正確性打了一

劑強心針，也促使本計畫今年再針對這特

性，加以擴增新使用者自定義架構，支援類

監控系統的畫面設計方式。

    
隨著本產品使用客戶數增加，對客戶端

的問題判別以及即時支援將會越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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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嵌入式系統在客戶企業內部網路運行的狀

況往往無法完全掌握，一個設計良好的日誌

管理機制將應該在需要技術支援時揭露當時

的核心資訊。考量到使用者方便取得這些系

統運作的狀態，全產品系列設計完善的核心

運作日誌紀錄，包含使用者網頁操作介面、

核心服務、資料庫伺服器以及背景工作排

程，都會將其運作時的重要狀態寫入指定的

位置，並透過網頁介面讓使用者可以檢視及

下載這些日誌檔案，再提供給產品技術支援

人員，解讀這些日誌來判別排除客戶問題。

    
計畫的目標功能將以擴充 Smart Energy 

Management（簡稱 SEM）及 Smart Energy 
Center（簡稱 SEC）的功能為主。其中製程

能效分析將是首要進行的步驟，新的變數篩

選及模型建立功能將會整合至 SEM，而客

製化的主題式監視畫面則會以 SEC 為實作

標的。

    
當產品核心功能日趨複雜，且運作在不

同的客戶內部網路時，就有可能產生各種無

法預知的狀況，而就產品智財權及完整性的

保護，必須禁止客戶或維護人員直接登入產

品作業系統進行操作。此時開放使用者介面

存取核心運行相關的日誌將有助於判讀產品

所發生的問題，對遠端維運上縮短協助客戶

處理問題的時效，及產品給客戶的形象提升

有所助益。主要發展項目如下：

1. 提供產品支援人員導入產品或進行維運時

所需的核心日誌檢視功能。

2. 其他產品化對應細部修改。

目前 Mr. Energy 50001 全產品線已在下

列領域有業務推廣成果或使用者：

(1) 面板製造業 
(2) 化學工業 

(3) 太陽能多晶矽製造業 
(4) 半導體製造業 
(5) 生化科技業 
(6) 玻璃製造業 
(7) 研究單位 
(8) 紡織業

(9) 彩色濾光片製造業

(10) 造紙業

(11) 嵌入式系統生產業

(12) 電子製造業

(13) 電解銅箔製造業

(14) 天然氣研究單位—中國大陸

(15) 煉油石化業—中國大陸

 
以往產品功能主要應用在公用系統的能

源管理，今年開始往生產製程的能源管理進

行研究。由於製程系統的能源管理牽涉較多

的專業知識，除了要了解工廠生產製程外，

還要從控制系統的圖面上篩選出與能效有關

的變因或控制參數，取得適當區間的資料進

行能效分析，再與現場工程師及主管一同討

論能效分析結果，探討成本效益及是否有進

行能源績效改善的機會，相對於公用系統的

節能改善，製程系統的節能改善涉及該領域

的生產專業知識，因此難度相對更高，需要

現場工程師以及專業人士參與的程度也更高。

 
相較於公用系統，製程節能需分析更

大量的耗能變因，本計畫初期即規劃透過主

成份分析對耗能變因進行線性轉換，將能透

過每個新維度對原始資料集群變異的表達程

度進行篩選，有效將進入迴歸分析的複雜度

降低，更快速地將能源基線模型建立，解決

使用者在面臨大量與製程相關的耗能變因及

控制變因時，遭遇分析維度複雜而難以下手

的狀況。此外，在智慧型能源管理中心的管

理畫面設計上，除了原先讓使用者以動態磚

（tile，類似 Windows 8.1 的操作介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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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市場與產業快速變動的環

境下，產品競爭趨勢已由傳統大量生產逐漸

走向少量多樣、客製化與縮短交期的情勢發

展，使得製造生產面臨重大轉變。在製程裡，

排程規劃系統扮演著極重要角色；排程規劃

為製造與現場資源分配的決策問題，製造與

資源分配的先後順序安排，對生產績效具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如何將現場資源最有效益

的分配，使工作機台提高利用率及降低閒置

率。面對快速來臨的需求變化，如何維持產

線的順暢；在生產排程上，規劃時間不能太

長，可隨時修正以因應多樣的訂單需求，故

排程規劃系統是企業在這快速變化的時代

裡，不可或缺的管理系統之一。

本研究以高分子聚合工廠為研究目標，

利用美國 AspenTech 公司的模擬軟體工具

Aspen Plant Scheduler，來建立製造現場的

生產操作模式與模擬排程規劃調度情境，進

而展示最佳化排程規劃。因應多樣化訂單需

求，透過即時情境分析找出最佳經濟效益之

透過 Aspen Plant Scheduler 軟體建置

生產排程優化系統，為客戶帶來以下效益： 
1. 自動整合 / 匯入不同系統之供需資訊 
  透過自動整合多種資訊系統 (ERP、

MES)，可有效減少生產管理人員整理各

式表格之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生產排程模式。另外，隨著市場快速變化情

勢，決策者需即時指引現場生產最符合市場

趨勢之產品，而目前多數的製程工廠仍靠傳

統 ERP 系統做生產排程作業，並無考慮製

程生產設備特性與產能限制。本系統考慮多

種限制條件，可協助現場人員考慮更細部的

變動因素，有效提高資源調度與工作效益。

Aspen Plant Scheduler 是一套模擬與

優化排程規劃的軟體，可針對製造現場中，

調度物料之物流狀況、原物料 / 半成品 / 完
成品庫存、建立物料清單 (Bills of Material, 
BOMs) 及設定進出料限制條件，顯示原物

料實際庫存情況、設備操作限制，模擬真實

製造現場，追蹤物料的生產情況、設備稼動

率及產品庫存量，可針對不同模擬情境，進

行操作模擬分析、優化演算、資料驗證與調

度的目的。

本系統架構如圖 2 所示，利用 Plant 
Scheduler 建立生產排程模型，由 ERP 系統

匯入訂單、庫存與價格資訊以及 MES 系統

之當前相關生產操作狀態。根據訂單交期順

序初步模擬生產排程規劃，透過優化引擎在

符合限制條件下 ( 庫存量、成本、交期等因

素 ) 計算最符合經濟效益之生產排程計畫。

圖 3 為系統執行流程，由 ERP 與工廠執行

系統同步後更新排程，發生突發狀況，如插

單或設備異常，立即解析問題初步重排，接

著優化排程，最後比對確認新排程可行後，

正式發布更新排程。

先進需求分析與計畫排程系統研發計畫

式之外，本計畫亦完成類似監控系統畫面的

設計方式，讓多數生產工廠的管理者用原本

熟悉的方式，在同一個整合的平台監看現場

能源使用的狀況，提升管理者的工作效率。

 
除了新功能模組的研發外，產品的非

功能項目也是發展的重點，除了不斷精進的

產品效能及穩定度外，本次更將產品技術支

援列為重點項目。為了能協助使用者了解產

品在客戶端的運作狀況，產品核心的運作狀

態皆具備詳細的運作日誌，並且可以透過

HTTP 來取得產品運作的詳細狀態，讓使用

者在系統發生任何不可預期的狀態時，能由

技術支援的服務人員來判讀核心執行的日誌

紀錄，進一步協助遠端的客戶排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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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系統架構

圖 3 系統執行流程

2. 經驗傳承

   透過建置生產排程模型，將資深生產管理

人員之排程經驗導入模型，並自動整合資

料串接與排程經驗 / 限制模型化，達成經

驗傳承之效果。

3. 最小化牌號切換時間 / 成本

   如現場人員根據優化模型所提供之排程規

劃建議進行生產操作，可優化牌號切換次

數，提高設備使用率，同時減少牌號切換

所需生產成本，提高企業利益。 

4. 情境分析模擬 
   本系統可進行多種情境分析 ( 例如抽單、

插單等突發狀況 )，並能設定限制條件，

協助現場人員考慮更細部之變動因素，視

實際情形修改生產排程規劃，藉此提高資

源調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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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沉沉箱滑材減摩新工法之應用研究

TEQ/kg、506 ng-TEQ/kg，已低於管制標準

1,000 ng-TEQ/kg，去除率達 91%、94%。

而於第五次土壤清洗試驗，標準萃取及逆向

萃取濃度分別為 207 ng-TEQ/kg、260 ng-
TEQ/kg，去除率達 98%、97%。此模場先

導試驗操作成本估算，若清洗一次即可降至

管制標準，以估算之最低成本為 2,303 (NT/
噸進料 )，表示逆向萃取具相當之可行性。

試算三種洗劑濕處理操作成本：液肥為

5,250 元 / 噸；水產生漿為 27,750 元 / 噸；

甘蔗酒為 127,750 元 / 噸，皆高於乙醇濕處

理模廠之操作成本，故乙醇濕處理為經濟較

可行之濕處理方式。

本研究亦探討好氧堆肥，經實驗原土戴

奧辛濃度為 16,004 ng-TEQ/kg，充分混拌戴

奧辛污土與廚餘（濕重比 3：7），單組總

重 80 公斤，該堆肥混合物戴奧辛初始濃度

為 7,462 ng-TEQ/kg，經 42 天反應後，其

殘留濃度各為 1,916 ng-TEQ/kg，去除率為

74.3%，最終殘餘濃度亦近於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值。

本研究之成果綜合歸納，針對戴奧辛

污染之土壤，乙醇、厭氧液肥、水產生漿、

及甘蔗酒四種洗劑之溼處理中，以乙醇溼處

理最具技術及經濟可行性。針對戴奧辛低濃

度污染土壤 (< 10,000 ng-TEQ/Kg) 經乙醇

溼處理後，可低於管制標準 1,000 ng-TEQ/
kg。針對戴奧辛中濃度污染土壤 (10,000 ~ 
50,000 ng-TEQ/Kg) 需將污土乙醇溼處理

後，再由好氧堆肥處理，才能將殘留於土壤

中戴奧辛濃度降至低於管制標準。

本研究係導入綠色及可持續性整治，

採取以濕處理液洗及堆肥之非熱處理整治技

術，處理受戴奧辛污土，更符合環境友善綠

色整治，並減少空污、水污、廢棄物等二次

污染環境足跡，且以更經濟低廉持續進行整

治工作；期能將土壤戴奧辛濃度處理至符合

法規標準 1000 ng I-TEQ/Kg 以下。

本研究之污染土壤，濕篩採取粒徑

0.105~0.250 公厘之砂質土壤，使用厭氧液

肥、水產生漿、及甘蔗酒三種配方，以評估

清洗戴奧辛污土潛勢。戴奧辛污土與上述液

洗皆以 1：2.5 之重量比混合進行液洗試驗。

對於戴奧辛中濃度污染土壤 ( 戴奧辛濃度為

22,080 ng TEQ/kg)，研究結果顯示：水產物

生漿其液洗後結果為 1,298 ng-TEQ/Kg，去

除效率為 94.1%，接近法規標準 1,000 ng-
TEQ/Kg；厭氧液肥液洗後其濃度為 2,961 
ng-TEQ/Kg，去除率為 87%；甘蔗酒液洗後

其去除率為 80%。

基於上述結果，本研究選擇去除效率較

佳之兩種溶劑 ( 厭氧液肥及水產物生漿 )，
進行戴奧辛高濃度污染土壤 ( 戴奧辛濃度

介於 110,000 至 135,000 ng-TEQ/Kg) 液洗

實驗。其中，厭氧液肥液洗後，其濃度由

113,565 ng-TEQ/Kg 降至殘餘為 4,841 ng-
TEQ/Kg，去除率為 95.74%；水產物生漿

液洗後其濃度由 134,709 ng-TEQ/Kg 降至

6,237 ng-TEQ/Kg，去除率為 95.37%，皆無

法達到管制標準，需進一步進行堆肥處理。

對於戴奧辛低濃度污染土壤 ( 戴奧辛濃

度為 8,793 ng TEQ/kg)，由乙醇濕處理之模

場先導試驗結果顯示：不論為標準萃取或

逆向萃取，在第一次清洗後分別為 786 ng-
壓沉沉箱首於 2006 年自日本引進於台

北捷運施作成功後，因該工法工具占用面積

以濕處理結合堆肥淨化受有機物污染土

壤之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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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條件

(1) 砂土之相對密度 Dr=30%、50%、70%，

含水量 8% 及飽和狀態下，求砂土與砂

土間之內摩擦角φ。

(2) 砂土之相對密度 Dr=50%、70%，含水量

8% 及飽和狀態下，求砂土與混凝土間之

圖 5  大型直接剪力試驗儀

圖 4  小型直接剪力試驗儀

小且適用於都會區狹窄場所、可縮短施工時

程及降低施工風險等優勢，目前業界欲在有

限空間進行小範圍的深開挖作業時，已越來

越多工程採行該工法進行施工。該工法目前

壁體減摩設施主要引用日本所開發之 NF 膜

工法，但 NF 膜工法已在台灣申請專利，使

用上必須付較高費用或避免使用，且依過去

使用 NF 膜經驗，其失敗率極高，因此開發

一般使用於推進工程施工之減摩滑材取代

NF 膜系統。減摩滑材系統開發後不僅可提

高減摩成功率，同時將減摩成效提升 33 ～

40%，亦可突破 NF 膜專利壁壘。在減摩可

靠度提升後相對可減少壓貫所需反力地錨需

求，有效降低在地技術之工程成本。

1. 試驗儀器

   本研究利用小型直接剪力試驗儀 ( 如圖 4
所示 ) 及大型直接剪力試驗儀 ( 如圖 5 所

示 ) 作為瞭解界面添加不同滑材的情況

下，探討土壤與土壤間或混凝土與土壤間

的摩擦性質及滑材減摩效果，並求得界面

內摩擦角 (ψ或δ)。

界面摩擦角δ。

(3) 砂土之相對密度 Dr=50%、70%，含水量

8% 及飽和狀態下，求砂土與混凝土界面

間添加滑材後之界面摩擦角δ。

(4) 小型直接剪力試驗儀施加之正向應力分

別是 100 kPa、200 kPa 及 400 kPa；大

型直接剪力試驗儀施加之正向應力分別

為 3.532kPa、4.022kPa 及 4.611kPa

3. 試驗成果

(1) 里港砂試驗成果

    採用里港砂進行小型直接剪力試驗，由

成果顯示，當里港砂含水量 8% 時添加

高分子滑材於配比為高分子：水 =1：20
之減摩效果最佳，摩擦降低百分比可達

27.9%，而添加第二型皂土滑材於配比為

第二型皂土：水 =1：5 之減摩效果次佳，

摩擦降低百分比可達 18.2%；當採飽和

里港砂時，添加高分子滑材於配比為高

分子：水 =1：10 之減摩效果最佳，摩擦

降低百分比可達 25.5%，而添加第二型

皂土滑材於配比為第一型皂土：水 =1：
5 之減摩效果次佳，摩擦降低百分比可達

17.8%。大型直接剪力試驗係採小型直接

剪力試驗最佳成果進行試驗，即當含水

量 8% 里港砂及添加高分子滑材於配比

為高分子：水 =1：20，模擬不同滑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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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脂岩膨脹玻化微珠基本性質分析與應

用策略探討

隨著建築產業與營建材料技術的發展，

國際節能減碳的呼應，以及巴黎峰會對大氣

溫度的限制，環保節能的綠建材逐漸被接受

並成為未來市場之需求。本計畫研究之玻化

微珠為一種松脂岩輕質材料如圖 6 所示，用

高溫燒結形成玻化微珠如圖 7 所示。由於具

有玻璃性質且形成中空顆粒之特性，所以具

備輕量、耐高熱且有隔熱效果。應用時可添

加入砂漿，製成保溫隔熱材料，而且基於此

種玻化微珠為玻璃化之封閉型球狀孔泡，基

本上是不會吸水，所以只有表面吸附水層附

著，吸水率低，收縮率小，不易產生空隙碎

裂，具有穩定的熱學性質及機械性質，可延

長砂漿的使用壽命。比較傳統多孔輕質粒料

添加入砂漿中，具有提高流動性，高保水性

的良好施工性質。膨脹玻化微珠砂漿具有抗

老化、防火性強、無毒、強度高、黏結性好

等特點，預計將其應用在鋼結構防火被覆、

管線保溫隔熱材料。本計畫先針對玻化微珠

之基本性質分析，相關數據供後續製造鋼結

構防火被覆或管線保溫隔熱材料成份及決定

厚度時使用。

有關管線保溫隔熱材料的開發，擬將玻

度對界面摩擦角之影響，試驗結果以高

分子滑材厚度 2cm 為最佳，摩擦降低百

分比可達 64.3%。

(2) 新埤砂試驗成果

     採用新埤砂進行小型直接剪力試驗，當含

水量 8% 時，添加第二型皂土滑材加水

玻璃於配比為第二型皂土：水玻璃 =1：
3 之減摩效果最佳，摩擦降低百分比可達

46.9%，而添加第二型皂土滑材加水玻璃

於配比為第二型皂土：( 水：水玻璃 )=1：
3=1：(1：3) 之減摩效果次佳，摩擦降低

百分比可達 43.9%。大型直接剪力試驗

係採小型直接剪力試驗最佳成果進行試

驗，即當含水量 8% 新埤砂及添加第二

型皂土滑材加水玻璃於配比為第二型皂

土：( 水：水玻璃 )=1：3=1：(1：3) 進
行試驗，模擬不同滑材厚度對界面摩擦

角之影響，試驗結果仍以第二型皂土滑

材加水玻璃之滑材厚度 2cm 為最佳，摩

擦降低百分比可達 54.1%。

本研究結論與建議：

1. 小型直接剪力試驗顯示，砂土含水量相同

時，相對密度越高則緊密度越高，其砂土

間之摩擦角亦越高。若提升含水量但摩擦

角卻較 8% 含水量之成果為小，由此可知

水亦有減摩之效果，惟減摩成效不明顯。

2. 砂土與混凝土介面間添加各種滑材，試驗

結果顯示以添加第二型皂土滑材加水玻璃

於配比為第二型皂土：水玻璃 =1：3 之

減摩效果最佳，其摩擦降低百分比可達

46.9%，而添加第二型皂土滑材加水玻璃

於配比為第二型皂土：( 水：水玻璃 )=1：
3=1：(1：3) 之減摩效果次佳，摩擦降低

百分比可達 43.9%。由試驗成果顯示，其

摩擦降低百分比已與 NF 膜之摩擦降低百

分比接近 50.0% 相當。

3. 依據滑材二側分佈差異化分析結果顯示，

利用沉箱分區以侷限滑材出漿位置可有效

控制沉箱下沉之垂直度，輔助千斤頂反力

系統之力量控制，將可更精準達到沉箱下

沉垂直度控制或修正的目的。

4. 依市場工料單價進行成本分析，( 皂土 +
水玻璃 ) 混和滑材工法之價格略較 NF 膜

便宜，但高分子滑材工法之價格則較 NF
膜高，未來現場施工將建議採用第二型皂

土與水玻璃之混和物作為滑材之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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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完成 24 組輕質混凝土配比設計，

工作性結果顯示所有配比之流度為 200 ～

290mm，且隨著水膠比越低所需使用的強

塑劑也愈多，其中透過飛灰取代 25% 水

泥體積之配比，可提升玻化微珠輕質隔熱

混凝土之工作性，也可減少強塑劑用量。

2. 玻化微珠輕質隔熱混凝土背溫試驗結果，

得知各組配比所測得背溫約在 100 度上

下，又以未添加輕砂之效果較好，且符合

規範規定 1 小時平均背溫未超過 170 度，

但水膠比越低之配比，會因試體內部孔隙

較少，強度較高，在未達 1 小時之加熱時

間會產生混凝土爆裂。

3. 玻化微珠輕質防火塗層試驗結果，不同的

塗層厚度防火效能也有所不同，經過 30
分鐘高溫火焰燃燒過後，可看出大部分皆

可通過CNS12514規範要求平均背溫布高

於 170℃；N 值設定為 1.4、濃度 100%、

厚度為 0.9cm 時，經 30 分鐘試驗後，背

溫甚至可低至 95℃， 大幅低於規範中所

要求 30 分鐘之背面溫度 (170℃ )。

4. 玻化微珠顆粒細小表面積大，因此拌合成

混凝土會造成水泥漿變稠變黏，所需之強

塑劑也會變多，後續研究改採滾動造粒方

式， 玻化微珠搭配卜作嵐材料，滾動成

5mm之球狀顆粒，藉此降低顆粒表面積，

亦即降低水泥漿量，使混凝土有更好的品

質。

5. 防火塗層厚度對於輕質防火塗層的防火

效能影響很大，此次研究無法準確控制塗

層厚度，後續研究須再針對這方面的問題

進行探討，以準確計算某種防火時效之塗

層，再推算其成本，進而評估其經濟性。

本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7 玻化微珠

化微珠與混凝土砂漿製成輕質保溫混凝土。

其中玻化微珠之添加量或粒徑大小分佈，皆

會影響其空隙率，進而造成混凝土在力學、

熱學、聲學等物理性質的改變，因此有必要

探討與分析此類輕質混凝土配比設計與性質

影響性，並且加入臺灣科技大學的混凝土緻

密配比技術，建立資料庫，以提供業界於工

程應用的完整資訊。

有關鋼結構防火被覆材料的開發，擬將

玻化微珠與防火漆混合製成抗高溫之耐火材

料，如此可利用防火漆有機防火材料的高溫

碳化，加上玻化微珠無機材料的高溫膨脹，

設計出高抗火及重覆使用的性質。

未來計畫將針對管線保溫隔熱材料及鋼

結構防火被覆材料之經濟性進行探討，以評

估應用於實際工程上。

圖 6  松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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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技術發展中心 王釿鋊主任‧邱炳嶔副工程師

從 國 際 能 源 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的分析中顯示，雖然透過科技

的進步使再生能源能夠成為主要能源來源，

但即使到了 2050 年，再生能源技術研發能

夠如預期的進步，化石能源仍然無法完全被

取代，人類發展仍需要化石能源。而減少化

石燃料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主要的減

量技術是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 (CO2 capture 
and storage, CCS)，將發電及工業製程所排

放的二氧化碳加以捕獲與濃縮，再透過管線

或船運將液態二氧化碳封存於地層中，避免

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

2014 年由 IPCC 所發表的第五次評估報

告 (AR5) 中提到，若沒有將 CCS 納入減量

手段，要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 2100
年以前控制在 450 ppm 以下是有困難的。

2015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
所舉辦的 COP21 會議中，達成了本世紀所

增加的溫度少於攝氏 2 度 (2DS) 的共識，並

簽署巴黎協議 (Paris Agreement)。根據 2DS
的減量情境，到了 2050 年需減少 60% 的二

氧化碳排放 (2013 年為基線 )，累積減量達

1,000 GtCO2，其中以需求端使用效能提升

38% 及再生能源 32% 為主要減量手段，其

他如需求端能源轉換、核能、CCS 為輔，而

CCS 佔了 12% 的減量貢獻，累積須達到 94 
GtCO2 的減量。基於巴黎協議的共識及各類

研究報告結論，CCS 技術對於溫室氣體減量

有其必要性。

IEA 於 2016 年提出了 CCS 技術 20 年

發展回顧報告，經過 20 年的發展，目前仍有

許多技術在各種不同的研發階段，並且部分

成熟技術已開始推動大規模示範計畫，目前

有 22 個示範計畫正在世界各地執行與興建，

顯示 CCS 技術的發展仍持續進步中，並且成

為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減量的主要手段。

發展現況

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為一項整合型的技

術，其中包括將排放之二氧化碳分離純化，

將捕獲之高純度二氧化碳壓縮及液化，再輸

送至合適的存放地點，通常為鹽水層、油井

或天然氣井等地層結構中。以上流程可大致

可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捕獲 (capture)、運

輸 (transportation) 及封存 (storage)。
    
在 CCS 技術三個部分中，捕獲所佔的

成本最高，所需投入研發的成本最高，因此

相關技術眾多，成熟度不一。美國能源部期

望提高目前捕獲技術之成本效益，其研發目

標為：

‧降低導入二氧化碳捕獲對於發電容量的影

響。

‧將各種先進捕獲技術提升至實廠規模，並

應用於發電系統。

‧提高成本可行性，使燃燒化石燃料捕獲二

氧化碳具有成本競爭力。

    
美國能源部設定的目標為第二代捕獲技

術在 2020~2025 年間，能夠有示範計畫已

完成 TRL 7 的研發期程，捕獲率達到 90%，

二氧化碳純度 95%，以及捕獲成本低於 $40/
t-CO2；而化石能源轉換技術也期望在 2025
年能夠達到相同的目標。

    
目前美國在碳捕獲的計畫推動上，包

含兩個核心領域，分別是燃燒後捕獲 (Post-
Combustion Capture) 及燃燒前捕獲 (Pre-
Combustion Capture)，目前推動的大型示範

計畫如下：

1.Kemper County Energy Facility：燃燒前捕獲

該燃煤電廠位於密西西比州的 Kemper 
County，發電容量為 582 MW，將成為美

國第一座 IGCC 結合 CCS 的燃煤電廠，屬

於燃燒前捕獲技術，將煤炭氣化為合成氣

(syngas)，在燃燒前將二氧化碳純化分離，

CCS 示範計畫推動方向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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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捕獲率為 65% 以上，所捕獲的二氧化碳

以管線輸送 60 哩，以 EOR 的方式注入鄰近

的油井封存，每年封存量為 3 MtCO2，興建

完成後將是全球最大的燃煤電廠CCS計畫。

截至 2017 年該電廠仍在興建測試中。

2.Petra Nova Carbon Capture Project：燃燒

後捕獲

Patra Nova 為先進二氧化碳捕獲技術，

由 NRG Energy 與 JX Nippon Oil & Gas 
Exploration 合資推動。該計畫位於德州 W.A. 
Parish power plant，將其第 8 號機改建為燃

燒後捕獲設施，發電容量為 240 MW。燃燒

後所排放煙道氣中的二氧化碳以胺基吸收劑

(amine-based solvent) 捕獲，再將二氧化碳

以管線輸送至鄰近的 West Ranch 油田，以

EOR(enhanced oil recovery) 的方式封存，每

年封存量為 1.4 MtCO2。已於 2017 年 1 月開

始捕獲。

除了燃煤電廠之外，工業製程 CCS 亦

為研發投入重點，根據 IEA 統計，目前正在

運作及未來即將開始運作之 22 個大型計畫

中，以工業製程分離 CO2 之計畫為主，共有

19 個，涵括天然氣純化製程、肥料製造、氫

氣製造、鋼鐵生產、化學品生產、煉製等工

業製程，顯示工業製程結合 CCS 的試驗計

畫更為廣泛，也呼應了耗能產業未來對 CCS
技術進行碳排放減量的需求。最為廣泛應用

的 CCS 項目為天然氣純化製程，目前有 10
件大型計畫正在運作及興建，將天然氣井開

採出來的天然氣純化分離二氧化碳後，再打

回地底封存，為傳統項目。而較新的項目則

包含肥料製造、產氫，合成氣生產、化學品

製造、煉鋼、石油煉製等。目前推動計畫如

下：

1.Coffeyville Gasification Plant：肥料製造

由 CVR Energy 投資興建，位於堪薩斯

州的 Kemper County，於 2013 年開始封存

二氧化碳。肥料生產過程需要使用高純度

氫氣合成氨 (ammonia) 及尿素硝酸銨 (urea 

ammonium nitrate)，其氫氣來自於石油焦

(petroleum coke) 氣化。在石油焦氣化過程

中，分離出二氧化碳。將濃度 99% 之二氧化

碳以管線輸送 70 哩至奧克拉荷馬州的 North 
Burbank Unit 油井封存，每年封存量為 1.0 
MtCO2。

2.Alberta Carbon Trunk Line ("ACTL") with 
Agrium CO2 Stream：肥料製造

Agrium 肥料公司在加拿大亞伯達省，每

年生產 1.4 Mt 的肥料，在製造過程中每天將

所排放的 800~1600 噸的二氧化碳，以胺基

吸收劑加以捕獲，濃度可達 95%。二氧化碳

則透過 ACTL pipeline 系統送至 Clive 油田進

行封存，預計每年封存 0.3-0.6 MtCO2。

3.Air Products Steam Methane Reformer 
EOR Project：產氫

由 Air Products 投資興建，位於德州

Port Arthur，於 2013 年開始封存二氧化碳。

氫氣是以天然氣為原料以甲烷重組 (steam 
methane reforming) 技術生產，二氧化碳以

真空變壓吸附 (vacuum swing adsorption) 的
方式純化，其二氧化碳捕獲率為 90%，純

度為 97%。二氧化碳以管線輸送 85 哩至

West Hastings 油井封存，每年封存量為 1.0 
MtCO2。

4.Quest：產氫

由 Shell Canada Energy、Chevron 
Canada Limited 及 Marathon Oil Canada 
Corporation 於加拿大亞伯達省合資興建，

為 Athabasca Oil Sands Project (AOSP) 的

一部分，於 2015 年 11 月開始封存二氧化

碳。AOSP 從油沙 (sand oil) 中提煉出瀝青

(bitumen)，再將瀝青以管線輸送至煉製廠，

轉換為合成原油 (synthetic crude oil)。在瀝

青轉換為合成原油的程序中，需要加入氫

氣，而氫氣來源則是透過甲烷重組而來，重

組過程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則透過胺基吸收劑

加以捕獲，濃度可達 99%。二氧化碳以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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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吸收劑技術發展平台

化學吸收法是以胺基吸收劑 (amine-
based solvent) 捕獲二氧化碳，為目前技術

較成熟之燃燒後捕獲技術，已成為研究與應

用最廣泛的二氧化碳捕獲技術，因此介紹其

技術平台發展方式。根據 IEA 報告指出，使

用胺基吸收劑捕獲二氧化碳，包含 3 個大型

發電示範計畫集中於加拿大與美國，1 個鋼

鐵業示範計畫位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是

以胺基吸收劑捕獲燃燒後之二氧化碳。胺基

吸收劑配方為關鍵技術，將影響其 CO2 吸

收率、再生能耗等效率因子，位於挪威的

輸送 40 哩至 Basal Cambrian Sands 鹽水層

封存，每年封存量為 1.0 MtCO2。

5.Illinois Industrial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Project：生質酒精製造

由美國國家能源實驗室 (NETL) 管理及

Archer Daniels Midland (ADM) 運作，位於美

國伊利諾州 Decatur，將 ADM 公司既有的

生質酒精製造廠導入 CCS，預計在 2017 年

開始捕獲及封存二氧化碳。ADM 的製程為

玉米發酵轉化為生質酒精，玉米在厭氧發酵

(anaerobic fermentation) 過程中會排出二氧

化碳，預計將捕獲 90% CO2，每年封存量為

1.0 MtCO2。

6.Alberta Carbon Trunk Line ("ACTL") 
with North West Sturgeon Refinery CO2 

Stream：煉製

由 Enhance Energy and the North West 
Redwater Partnership 於加拿大亞伯達省合

資興建，預計從 2018年開始封存二氧化碳。

NWR Sturgeon refinery 未來預計每天生產

15 萬桶瀝青，目前第一期計畫為每日生產 5
萬桶瀝青，煉製後可製成 4 萬桶柴油。在煉

製過程中會產出二氧化碳，透過 Rectisol 製
程，可將二氧化碳純化至 97%，利用 ACTL 
pipeline 系統，將二氧化碳封存於廢棄油井

中，預計每年封存 1.2~1.4 MtCO2。

7.Abu Dhabi CCS Project：煉鋼

由 Abu Dhabi National Oil Company 
(ADNOC) 與 Masdar (Abu Dhabi Future 
Energy Company) 共同出資興建，位於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將 Emirates Steel Industries
的直接還原鐵製程 (direct reduced iron, DRI)
結合 CCS，已於 2016 年 11 月開始捕獲與

封存二氧化碳。DRI 製程是以天然氣對氧化

鐵進行還原反應，天然氣反應後生成水及二

氧化碳，二氧化碳則以胺基吸收劑捕獲，捕

獲率為 90%，純度可達 98%，透過管線輸送

27 哩，以 EOR 方式封存於油井中。

從以上 2 個燃煤發電程序及 7 個工業製

程的大型示範計畫案例，目前 CCS 計畫實

務上推動的方式，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胺基吸收劑捕獲二氧化碳技術已實際應用

在燃燒後或工業製程捕獲。

‧工業製程 CCS 多為需氫製程，透過燃料

轉換獲得氫氣及二氧化碳。

‧美國與加拿大已有數個 CCS 示範計畫在

運行，在 CCS 技術上較為領先。

‧二氧化碳封存目前仍以 EOR 為主要封存

方式，封存地點距捕獲地點約在 100 公里

以內。

由上述歸納結果以及美國能源部所提出

的技術願景，可以預期在眾多的二氧化碳捕

獲技術中，將會篩選出數種最具成本效益的

技術，進行更大規模的投資，其他技術在得

不到大額投資的情況下，即使具有潛力也難

以競爭。工業製程導入 CCS 目前仍用於既

有的成熟製程，如甲烷重組、煤炭氣化、生

質物發酵、直接還原鐵等程序所產生的二氧

化碳為主，相較於發電，工業製程若有適當

的封存地點，要導入 CCS 進行二氧化碳減

量，其推動速度應較快。CCS 技術已進入工

程驗證階段，需投入大量經費、規劃合適地

點及長期操作累積經驗，可能只有美國、加

拿大等技術先進、資源豐沛的國家才能發展

得較快，並取得技術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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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至 2050 年 CCS 累積二氧化碳減量 (2DS)(IEA, 2016)

發電

工業製程

        -  石化

        -  鋼鐵

        -  水泥

燃料轉換

總計

52
29
11
10
8
13
94

設置用途 排放減量 (GtCO2)比例

55%
31%

11.8%
10.2%

9%
14%
100%

Technology Centre Mongstad (TCM) 設置胺

基吸收劑測試平台，提供不同二氧化碳濃度

氣體來源及總計 12 MW 規模之捕獲系統，

接受來自全球各地之技術開發者進行測試，

目前包括 Alstom/GE、Cansolv、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MHI) 等公司皆在此平台測

試其吸收劑。

該平台主要資金來源為挪威政府，以及

部分CCS技術潛在使用者。第一座燃煤電廠

CCS 系統於 2014 年開始商轉，由 Cansolv
公司所研發之吸收劑用於加拿大 Boundary 
Dam 電廠，將其第三號褐煤 (lignite) 燃煤

機組裝設二氧化碳捕獲系統，並搭配 EOR 
(Enhance Oil Recovery) 將 50% 捕獲之二氧

化碳封存於 Weyburn Oil Field 油井中，其

能耗所造成的電力輸出也從 139 MW 降到

110 MW。第二座燃煤電廠裝設胺基吸收劑

捕獲系統，預計於 2016~2017 年間設置在美

國德州之 NRG Parish 計畫，該計畫將使用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MHI) 所生產的

吸收劑，其電廠的規模為 240 MW。

各廠商所研發之胺基吸收劑已進入實

廠測試階段，並有 TCM 作為測試平台，能

夠獲得可比較的數據，也增加了市場競爭強

度。隨著燃燒後捕獲 CO2 的大型計畫不斷

提出，胺基吸收劑的市場將越來越大，成為

CCS 產業中，成本降低的關鍵技術。

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應用願景

根據 IEA 的分析，CCS 需廣泛地設置在

發電、工業製程及燃料轉換上，才有辦法達

成 2DS 的減量目標。表 1 為預期使用 CCS
的部門及減量，皆是必須使用燃煤或燃氣作

為能量來源的產業，尤其在工業製程方面，

石化、鋼鐵及水泥等耗能產業都難以完全不

使用化石能源而達成預期減量目標。面對未

來各階段的減量目標，耗能產業將 CCS 納

入製程中將是未來趨勢，否則當工業部門

二氧化碳排放配額逐漸限縮時 ( 不考慮政策

表 2 為 IEA 於 2013 年所提出的 CCS 用

於發電與工業製程時程表，可以看出 2020
年所提出的目標，大致與目前的大型示範計

畫應用領域技術相符，然而若希望在 2030
年達成每年捕獲 2,000 MtCO2 的目標，仍需

持續降低 CCS 的成本，而美國能源部提出

的目標為低於 40 美元 / 噸 -CO2，在工業程

序應用上，更需要透過更新製程，以及尋找

合適的封存地點，才能夠達成廣泛應用 CCS
達成減量的目標。預計到了 2050 將有超過

950 GW 的化石燃料發電 (8% 的總發電量 )

調整因素 )，將面臨排碳成本大幅提高的困

境。除了傳統化石能源之外，生質燃料也將

成為一部分能源供應來源，由於原本生質燃

料即可不計排碳量，將生質燃料使用所產生

之二氧化碳加以捕獲與封存，可達到額外 14 
GtCO2 的負排放量。

表 2 CCS 用於發電與工業製程時程表 (IEA, 2013)

2020

2030

2050

50

2,000

7,000

時程 預計每年二氧化
碳減量 (MtCO2/y)應用產業及技術

推動各種示範計畫，包括：

 -燃煤及燃氣發電

 -氣體程序

 -生質酒精

 -產氫 (用於煉製及製作化學品 )
 -煉鋼DRI製程

常態使用於發電及工業程序：

 -水泥製造

 -鋼鐵業高爐製程

 -造紙製程

 -石化煉製與化學品生產製程

廣泛應用在所有的發電及工業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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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CCS發展現況
2009 年起由能源國家型計畫研發二氧化

碳捕獲技術，包括：

1. 化學吸收法：清華大學談駿嵩教授團隊結

合化學吸收法與超重力旋轉填充床技術，

有效增加二氧化碳在吸收劑的質傳，增加

吸收量，更可進一步減少捕獲廠的設置面

積，過去與中鋼公司及台塑集團皆有相關

的實驗設施設置與評估。

2. 吸附法：台大環工所蔣本基教授團隊利用

轉爐石作為吸附材，用於吸附二氧化碳，

並與中鋼公司合作設置實驗廠。

3. 化學迴路程序：台科大顧洋教授團隊利

用金屬氧化物作為載氧體與燃料燃燒，為

一種新的燃燒技術，無需捕獲即可得到高

純度二氧化碳，目前與業界合作設置 100 
kW 規模之實驗廠，用於處理有機廢溶液，

同時獲取熱能與二氧化碳。工研院綠能所

自 2010 年起投入化學迴路系統的研究，

技轉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范良士院士的專

利，導入 30 kW 氣體燃料化學迴路系統，

可同時獲得高純度二氧化碳，並產出氫氣；

於 2015 年起自行開發 30 kW 固體燃料化

學迴路系統，並規劃 2017~2018 年設置

300 kW 的模廠系統。

4. 工研院綠能所團隊自 2007 年起投入鈣迴

路捕獲二氧化碳技術的研發，陸續獲得經

濟部能專計畫與台泥公司的經費支持，於

台泥花蓮和平廠設置 1.9 MW 規模的二氧

化碳捕獲示範廠，將水泥製程所排放的煙

氣引入鈣迴路捕獲程序之碳酸化爐與氧化

鈣反應為碳酸鈣，再將碳酸鈣送入鍛燒

爐，將二氧化碳純化分離，獲得高純度二

氧化碳，為目前台灣結合工業製程較為具

體的 CCS 示範計畫。

5. 二氧化碳封存技術方面，根據中央大學林

殿順教授的研究結果，台灣西部沿岸及離

岸共有約 487 億噸二氧化碳的儲量，所調

查之地質狀況適合用於二氧化碳封存，且

平均分布於西部沿岸，包含廢棄天然氣井

及鹽水層。然而，目前尚無可供封存的試

驗場進行測試，因此台灣若要以 CCS 作

為二氧化碳減量的手段之一，仍需投入封

存測試累積經驗，並驗證相關的監測技

術。

台灣在 CCS 技術發展上，雖有能源國

家型計畫支持，但技術成熟度相較於太陽

能、風力發電低，在政府資源有限的狀況下，

難以投入大量資源扶持。加上台灣對燃煤發

電及傳統產業觀感不佳，政府對於新廠投

資許可把關甚嚴，不僅 CCS 技術，即使藉

由製程更新達成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也相當困

難。

結論

美國總統川普在能源政策上從歐巴馬時

代提倡再生能源捨棄燃煤電廠的政策，轉而

支持增加使用化石能源，並且希望退出巴黎

協定。美國增加支持使用化石燃料，可以預

期天然氣機組、超超臨界燃煤機組、IGCC
機組的投資可能會增加，新技術的使用除

了能夠增加能源效率、減少汙染，更可以將

CCS 一併納入規劃，利用增加使用化石能源

的契機，投入 CCS 技術的研發，加速商業

化應用的腳步，降低化石能源的排碳量。

    
台灣資源缺乏，即使能夠如目前政府規

劃的再生能源在 2030 年達到 20% 的電力配

比，仍有 80% 的電力從化石能源而來，若台

灣地質條件誠如地質調查的結果，適合進行

二氧化碳封存，在 CCS 作為國際上公認的

有效減量手段，即使投入大型示範計畫經費

不足，仍建議政府相關經費應維持投入關鍵

捕獲技術及精進封存相關技術。

搭配使用 CCS 技術避免二氧化碳排放至大

氣，其中包括 2/3 的煤炭使用及 1/5 的天然

氣使用，將成為電力及工業部門達成 2DS 減

量目標的主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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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技術發展中心 鄒倫主任‧陳潔儀組長

過去三十年中，人口增長和生活水準的

提高驅動全球資源需求增加，累積增加的資

源消費量已達到臨界限制。因為人類消耗的

許多資源不可再生，長此以往，資源的價格

很可能會大幅上升，從而阻礙經濟的增長，

並造成地球無法承擔的負荷。

台灣是天然資源匱乏的島國，同時產

業經濟發展高度依賴製造生產，且仰賴出

口，因此資源可取得性及成本直接影響產業

發展，而資源生產力為提升建立產品價格競

爭優勢的關鍵。雖然國內已開始引進永續資

源管理的概念，並以邁向循環經濟為目標，

然而相關規範仍於起步階段，對於資源使用

效率及成本尚未有全面性的掌握，以作為資

源管理策略訂定的基礎。故從總體產業發展

規劃的角度，有必要針對國內資源使用效率

及成本進行通盤的分析，除了解對國家總體

競爭力的影響外，對資源的耗用亦可一併了

解。

1970 年代開始，工商業等經濟快速發

展，環境負荷亦日益增加，不但環境污染糾

紛頻傳，也造成各類環境污染問題，包含空

氣、水體及土壤等，當時空氣品質不良率

的比例高達 17%，重要河川嚴重污染比率

亦高達 11.4%，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不到

3%。在一連串的環境重大公害污染事件後，

民眾環保意識抬頭，而為因應社會變遷及民

意要求，在政府宣誓「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兼籌並顧」政策之下，乃於 1987 年 8 月 22
日成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迄今經過近 30
年的積極投入，台灣空氣品質及河川水質環

境品質大幅改善，成效有目共睹。

本社定位為台灣環境及能資源智庫，除

針對關鍵及新興議題進行探討，並與國內多

位專家學者合作，以公正客觀的角度，持續

性的檢視國內資源使用效率及環境品質變化

趨勢，同時透過國際資料庫，與先進國家比

較，發布資訊，以掌握國內資源使用效率及

環境品質現況，進一步了解改善的方向及空

間。本文自「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

質報告」摘要如下。

台灣與各國資源效率指標評析  
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可提高國家及企業的

生產力及競爭力，如英國企業資源利用效率

提升，每年可省下 230 億英鎊的成本，在

資源使用上可減少 10~20％，亦可促進經濟

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環境效益及生態

系統的應變能力。資源效率的大幅提升也將

是全球性結構變化的驅動因素之一，為下一

個經濟增長期帶來機會。

為具體了解台灣在資源使用效率的情

形，報告中針對能源、金屬、非金屬、及水

資源等 4 類資源，揀選具代表性的資源使用

指標 ( 主要為密集度指標，即經濟體每產生

一單位 GDP 所需的資源使用量 )，分析台

灣在資源使用效率的歷史發展趨勢，並與先

進開發國家進行比較，瞭解台灣與國際間之

差異，更希望能藉由國際比較發掘台灣未來

進一步發展的潛力。表 1 為此 4 類資源中較

具代表性的效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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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資源效率

選定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日本

等先進國家，以及與台灣經貿活動關係密切

之中國大陸及南韓為比較對象，並擇定 11
項能源效率指標，分別為：(1) 人均初級能

源供應量指標、(2) 人均電力消費量指標、

(3) 初級能源密集度 -MER 指標、(4) 初級

能源密集度 -PPP 指標、(5) 最終消費能源

密集度 -MER 指標、(6) 最終消費能源密集

度 -PPP 指標、(7) 初級能源二氧化碳排放

係數、(8)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指標、(9) 二
氧化碳密集度 -MER 指標、(10) 二氧化碳密

集度 -PPP 指標、(11) 最終能源 / 初級能源

密集度比指標。其中 MER 與 PPP 分別代

表以市場匯率計算的 GDP 及以購買力平價

計算的 GDP，兩指標主要影響國家間的比

較結果，但不影響國家本身年度間的變動趨

勢。

8 個國家在初級能源供給密集度 ppp、

最終能源消費密集度 ppp 及 CO2 密集度

ppp 等指標，2000~2013 年間均為負成長，

表示能源效率在此一時期均呈現相對改善的

狀況。特別是台灣的初級能源供給密集度

ppp 及 CO2 密集度 ppp 指標，2000~2013
年間的年平均改善幅度，較 1990~2000 年

期間的改善幅度顯著增加 ( 表 2)，顯示近期

國內各界投注於節能與減碳議題的實質成

效。

台灣近 10 年無論是人均能源供給量或

人均電力消費量成長皆已趨緩 (圖 1、圖 2)，
各項能源使用密集度更有逐年降低的趨勢

(表2)。在能源使用效率的跨國比較中發現，

台灣人均電力消費量指標偏高 ( 圖 2)，在初

級能源密集度及最終消費能源密集度居於中

間，但在初級能源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 圖 3)
比較上則優於大多數國家。整體而言，台灣

各項指標綜合表現並不遜於先進國家。

表 1  資源使用效率指標跨國比較整理

國家 別

初級能源

密集度

(toe/GDPPPP

千美元 )

能源類 非金屬類金屬類 水資源類

初級能源

二氧化碳

排放係數
(tCO2/toe)

平均附加

價值率

(2004-2013年)

非金屬礦物

資源密集度

(公斤 /
GDP美元 )
(2014年 )

金屬資源

生產力

(GDP美

元 /10kg)
(2013年 )

水資源利

用指數

水資源使

用密集度

(立方公尺 /
GDP美元 )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韓國

台灣

法國

德國

英國

瑞士

瑞典

荷蘭

澳洲

西班牙

義大利

馬來西亞

0.15

0.11

0.21

0.17

0.14

0.12

0.11

0.09

N/A

N/A

N/A

N/A

N/A

N/A

N/A

2.34

2.72

2.98

2.17

2.29

1.25

2.39

2.35

N/A

N/A

N/A

N/A

N/A

N/A

N/A

24.50%

21.30%

11.40%

19.60%

12.50%

N/A

N/A

N/A

35.50%

21.90%

28.00%

N/A

N/A

N/A

N/A

N/A

26.2

N/A

4.4

3.5

N/A

N/A

N/A

20.1

8.8

N/A

N/A

N/A

N/A

N/A

0.16

0.07

2.60

0.31

0.20

0.14

0.16

0.09

N/A

0.18

0.06

0.14

0.11

0.12

N/A

0.1582

0.1894

0.2087

-

0.2481

0.1433

N/A

0.0559

N/A

N/A

0.1178

0.0326

0.3350

N/A

-

0.030

0.014

0.07

-

0.040

0.011

N/A

0.003

N/A

N/A

0.013

0.010

0.028

N/A

-

(2013年 ) (2008~2012年 )平均值

N/A: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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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人均初級能源供給量指標的跨國比較 (1990-2013)

圖 2  人均電力消費量指標的跨國比較 (1990-2013)

圖 3  初級能源供給之 CO2 排放係數的跨國比較 (1990-2013)

2013

表 2  台灣各階段之能源效率指標的年平均成長率

1990-2013  
(%/year)

1990-2000 
(%/year)

2000-2013  
(%/year)

2008-2013  
(%/year)

人均初級能源供給量 (toe/人 )
人均電力消費量 (度 /人 )
初級能源供給密集度 MER(toe/GDPMER千美元 2005幣值 )
初級能源供給密集度 PPP(toe/GDPPPP千美元 2005幣值 )
最終能源消費密集度 MER(toe/GDPMER千美元 2005幣值 )
最終能源消費密集度 PPP(toe/GDPPPP千美元 2005幣值 )
初級能源供給之CO2 排放係數 (toeCO2/toe)  
人均CO2 排放量 (tCO2/人 )
CO2 密集度 MER(kgCO2/GDPMER千美元 2005幣值 )  
CO2 密集度 PPP(kgCO2/GDPPPP千美元 2005幣值 )
最終能源消費 /初級能源供給比值

4.64
10458
0.23
0.14
0.14
0.08
2.29
10.63
0.52
0.31
0.61

3.02
4.09
-1.02
-1.02
-0.97
-0.97
-0.07
2.95
-1.09
-1.09
0.05

4.99
6.63
-0.30
-0.30
-1.00
-1.00
0.83
5.85
0.53
0.53
-0.71

1.53
2.17
-1.58
-1.58
-0.95
-0.95
-0.75
0.77
-2.32
-2.32
0.63

0.25
0.96
-2.57
-2.57
-1.85
-1.85
-0.89
-0.64
-3.43
-3.4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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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各國之非金屬礦物資源使用密集度

圖 5  與台灣環境與表現接近的 4 個國家資源生產力雷達圖圖 4  標竿國家附加價值率趨勢

2. 金屬資源效率

將美國、日本、中國大陸、韓國、瑞典、

瑞士、荷蘭等國家納入標竿比較之標的，另

由於金屬材料業上游產業屬於資本密集產

業，需要龐大資金投入，若單就產值指標

將無法確切反映金屬產業對國內經濟成長的

貢獻與產業效益。因此在金屬類資源部分除

了計算金屬資源使用生產力外，另以金屬材

料業之附加價值率作為金屬資源效率評估指

標。由於鋼鐵產量占金屬材料業 8 成以上，

故以鋼鐵業作為效率計算之基礎。

從金屬產業附加價值率來看，可發現

2004~2013 年，平均附加價值率最高的是

瑞士，其次是荷蘭，最低的則是中國大陸與

台灣 ( 圖 4)。另從標竿國家中篩選出日本、

韓國、瑞典、瑞士等四個國家，在 2013 年

的金屬資源生產力的部分，最有效率的國

家是日本 26.2( 美元 /10kg)，其次是瑞士

20.1，台灣僅為 3.5(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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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資源效率

選取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法國、荷蘭、西班牙、英國、美國和澳洲等

共 10 個國家進行比較，水資源效率指標設

定為水資源利用指數（年取水量 / 長期平均

可再生水資源量）、國家用水密集度 ( 總取

水量 / 全國 GDP)、水資源生產力（分農業

用水生產力和工業用水生產力），以及人均

生活用水取水量。

    
從水資源利用指數來看，可發現

2008~2012 年間，美國、日本、法國、英

國、荷蘭、澳洲都是水資源利用指數小於

20%，屬「水資源壓力低」的國家，只有台

灣、中國大陸、西班牙超過 20%。在此期

間的水資源使用密集度的部分，用水最有效

率的國家是英國， 2008~2012 年每產出 1
美元 GDP 僅取用 0.003 m3 水，台灣為 0.04 
m3 水。整體而言，台灣僅較中國大陸和馬

來西亞有效率。台灣農業用水效率雖逐漸提

升，但與其他國家比較，台灣農業用水效率

在各國中敬陪末座，效率甚至在中國大陸之

後，表示農業用水效率確實有待改善 (表3)。
工業用水效率長期以來有向上提升的趨勢，

與其他國家相較工業用水效率屬於中等 ( 表

表 3 各國農業用水效率比較

表 4  各國工業用水效率比較

表 5  各國生活用水效率比較

台灣與瑞士、瑞典相似，內需市場均甚

小，故可效法此二國模式，以尋求全球「特

殊金屬 ( 材料或加工品 ) 之利基 (niche) 市
場」為策略主軸，改以追求金屬材料之低用

量、高附加價值為目標，並藉此帶動金屬材

料產業未來菁英之培養。

3. 非金屬資源效率

 選定 21個OECD國家進行跨國比較，

並以金屬礦物資源使用密集度作為資源使

用效率指標。整體而言，過去 10 年間，各

國的非金屬礦物資源使用密集度多呈現下

降趨勢 ( 圖 6)。台灣 2006 ~2014 年非金屬

礦物資源使用密集度逐漸降低，從 2006 年

0.39( 公斤 / 美元 ) 降至 2014 年 0.20( 公斤

/ 美元 )，顯示台灣非金屬礦物使用效率穩步

提升。若與世界各國進行比較，台灣約處於

中段。

中國大陸

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法國

荷蘭

西班牙

英國

美國

澳洲

台灣

國    家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7  2008-2012  2013-2017

0.41 

1.20 

1.82 

4.43 

11.46 

58.20 

1.18 

9.96 

    - 

1.00 

0.18 

-

1.04

1.42

3.62

7.81

200.23

1.16

10.83

 0.56

1.13

0.49

1.02

0.92

1.90

7.73

12.17

229.30

1.73

14.49

0.82

1.67

0.46

2.19

1.33

   - 

   - 

15.51

241.13

1.31

17.10

1.15

3.93

0.58

2.50

-

-

-

-

-

-

-

-

2.46

0.69

中國大陸

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法國

荷蘭

西班牙

英國

美國

澳洲

台灣

國    家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7  2008-2012  2013-2017

-

-

-

-

-

-

-

-

-

-

20.76

5.19

100.34

52.13

13.02

15.83

15.20

29.10

63.23

8.53

47.38

53.91

12.78
96.24

65.63

17.90

25.71

20.95

67.02

563.13

10.53

102.05

74.58

26.86

136.85

-

-

24.76

19.95

53.29
427.60

13.49

161.12
91.21

32.80

-

-

-

-

-

-

-

-

143.73
104.45

中國大陸

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法國

荷蘭

西班牙

英國

美國

澳洲

台灣

國    家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7  2008-2012  2013-2017

19.725
130.670

151.709

61.537

100.421

81.031

112.7361

-

-

-

132.25

26.4251
128.951

184.157

125.113

99.308

81.053

130.288

123.303

221.859

227.683

156.18

50.024

123.379

143.637

145.973

91.712

75.860

130.458

97.953

216.936

199.800

155.76

55.253

121.205

-

-

86.231

72.6611

113.8151

92.2701

197.237

163.415

141.43

53.3001

-

-

-

-

-

-

-

-

177.688
136.56

單位：立方公尺 / 人年

單位：美元 / 立方公尺

單位：美元 / 立方公尺

4)。自 2000 年以來台灣人均生活用水量即

持續下降，但和各國比較，台灣人均生活用

水量仍然偏高 (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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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水質指標比較上，台灣自來水供應

人口比率過去 10 年成長 1.57%；每人每日

生活用水量過去 8 年已達穩定，未持續上

升；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率過去 10 年增加

25.4%，而污水處理率增加 38.6%，但與英

國、南韓相比，台灣的污水處理還有進步空

間，許多城市的建設還需要再改進。

2. 空氣品質  
台灣空氣品質一直是國人重視的一環，

國際癌症研究組織（IARC）發布細懸浮微

粒（PM2.5）是一級致癌物，引發台灣社會

的重視。當微粒粒徑大於 10 微米 (PM10)，
鼻子可以過濾；大於 4.7微米氣管可以排除；

但是在 2.5 微米以下 (PM2.5)，就會進入肺

泡，若內含重金屬，如鎘進入骨頭內，就會

變成「痛痛病」，所以空氣污染關係著居民

的身體健康。

世界各國對空氣污染排放管制大致可

分為 3 個階段，以台灣為例，於 1960 年代

開始經濟發展，管制政策以技術為導向；

1980 年代民眾飽受污染之苦後，環保意識

高漲，認為汙染皆應去除，以品質管制為導

向；1990 年代之後，管制策略以成本效益

為導向，朝技術可行、經濟可行及影響環境

最少之方向進行。近年來台灣環保署積極投

入空氣品質改善，針對點、線、面施以不同

行政管制工具或經濟誘因策略，促成空氣污

染物濃度大幅降低。為了解台灣空氣品質改

善成效與世界主要國家、城市之差異，選

定 6 項公開且具代表性之監測項目，包括

PM10、PM2.5、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臭氧

及二氧化碳作為共同比較的指標項目。

圖 9  流域層級 - 河川 DO 年平均濃度比較

圖 7  國家層級 - 河川 BOD 年平均濃度比較

圖 8  流域層級 - 河川 BOD 年平均濃度比較

台灣與各國環境品質評析

1. 水環境品質  
水是人類生存的重要依靠，世界各國

重要都市大部份都是倚靠在水源旁邊，如台

灣的台北淡水河、高雄高屏溪、台中烏溪、

及美國華盛頓波多馬克河、英國倫敦泰晤士

河、日本東京隅田川、韓國首爾漢江、中國

大陸北京海河等。本報告即是透過比較，瞭

解台灣水環境品質與其他先進國家的差異，

才能明白台灣的改進空間。

以河川生物需氧量（BOD）及溶氧

（DO）年平均濃度作為評比之水質指標；

非水質指標則是以自來水供應人口比率、每

人每日生活用水量及污水處理率（公共污

水下水道接管率）為主。台灣過去 10 年，

BOD 濃度下降 16.3%( 圖 7)，顯示台灣治

理河川已經有成果，但是仍可以努力和日

本、英國、韓國更接近。流域的部分，淡水

河 10 年來 BOD 濃度顯著下降 36.6%，高

屏溪及烏溪下降程度不明顯 ( 圖 8)；在 DO
年平均濃度上，淡水河成長幅度最多，高達

137%，烏溪增加 2.6%，高屏溪增加 2.9%，

這 3 條河川與漢江相比，仍有一段努力空間

(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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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台灣與其他國家 PM2.5 年平均濃度 10 年間變化情形

圖 11  台灣與其他國家 PM10 年平均濃度 10 年間變化情形

〈詳細內容請參見「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專題報告，歡迎至本社網站 www.ctci.org.tw 下載〉

除與日、韓、美、德比較外，針對

台 北、 台 中、 高 雄 3 城 市， 參 考 美 國

BROOKINGS 組織公布之世界各大城市的

產業結構分布，挑選出城市背景條件相似，

進行不同城市間之比較，像是台北與洛杉

磯、東京、香港、首爾、北京；台中與舊金

山、京都、新加坡、上海；高雄與釜山、休

士頓、神戶、天津，透過相似特質城市的比

較，才能夠瞭解台灣城市空氣品質現況的好

壞。

台灣與日本、韓國、美國及德國相較

下，PM10 及 PM2.5 的表現較差，但持續改

善中 ( 圖 10、11)。台北與洛杉磯、東京、

香港、首爾、北京相較下，PM2.5 及硫氧化

物的表現普通，氮氧化物與臭氧的表現中

上，除臭氧外之其他指標項目皆有改善。台

中與舊金山、京都、新加坡、上海相較下，

PM2.5 的表現較差，氮氧化物表現普通，硫

氧化物表現中上，且都有改善，臭氧的表現

雖最好，但沒什麼改善。高雄與釜山、休士

頓、神戶、天津相較下，PM2.5 的表現較差，

且改善成效不大，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的表

現普通，但改善幅度顯著，臭氧表現雖最

好，但未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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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 黃玉梅

早年的台灣師範大學以培養中學師資為

主軸，美術系採不分組，舉凡國畫、水彩、油

畫、版畫、設計、雕塑…等，都要逐一涉獵，

所以練就紮實的基礎功。台師大畢業，黃玉梅

以第一名的成績分發至金華國中；因為保送入

台師大之前曾經任教小學數年，而且抱持教學

是學習也是自我挑戰的信念，再加上對藝文的

無比熱愛，能得機緣投入金華國中美術教學，

如魚得水、再辛苦也是快樂的。 
    
黃玉梅的教學理念中，在意的不是結果

論，而是著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孕育的優雅、

規畫與從容；透過美術的薰陶，學會觀察，進

而培養解決問題、提升品質的自信與能力。26
年的金華歲月中，全心投注美術教學與推廣；

先後參與課程標準的修訂，擔任國中美術教

材編輯委員、評審委員，台師大試教的指導老

師，以及台北市國中美術科輔導員。長期教學

相長的交流與互動，促使黃玉梅深刻掌握美術

引導的訣竅；小至幼稚園的孩童，大至高齡的

長者，都能經由她的提點而進入繪畫的殿堂。

曾經獲頒全國教具特優獎、最佳優良教學獎，

榮譽冠冕實至名歸。

美術與教學是黃玉梅的至愛，能夠結合

工作與興趣，從事喜歡的事，而且從中獲得學

習與成長，幸福莫過於此。在職時利用每年寒

暑假，走訪歐美、紐澳、日本…追尋畫冊中前

輩畫家的真跡，退休後陸續走訪印度、緬甸、

越南、中國張家界、黃山、泰山，以及烏鎮等

水鄉，拍攝無以計數的照片，再整理拼湊成題

材，從中擷取畫作的舞台與演員，編排情節表

現事物的交集與互動，創作時審視光源、角

度、構成並驗證虛實，力求精準來感動自己與

觀賞者。趁靈感乍現、手勢順暢之際，即時操

控場景用心揮灑，神來之筆也會出現。

    
繪畫有如個性，即使曾師事李焜培、鄭

香龍、林玉山、黃昌惠、喻仲林、歐豪年等多

位名家，基於思唯與生活體驗的不同，自然產

生和老師截然不同的畫風。持之有恆的繪畫歷

程中，黃玉梅就日常遭周所見景物，前後鑽研

水墨花鳥、水彩靜物、風景、禽類；西畫中蘊

藏水墨技法，國畫中散放水彩律動，中西交會

獨樹一格。繪畫賦予黃玉梅自信與樂於分享的

人生，藉由參與台灣國際水彩畫會、台北市女

畫家畫會、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等畫會組

織，切磋畫藝並致力藝術公益的推動。

    
55 歲從教職退休，展開隨心所欲的第二

人生；儘管閒適卻也規劃 60 歲於國父紀念館

舉辦首度個展，並同步發行畫冊。今年 2 月甫

於土銀館前藝文走廊展出慶賀雞年的「彩羽翔

蹤」系列畫作。回首自己的繪畫人生，美夢成

真，幸福又多彩富有；但作畫也是另類的禪修，

在內省觀照中，將藝術導入生活化的應用。今

年 11 月，台灣水彩畫會、台灣國際水彩畫會、

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將與日本畫家聯手於

台南奇美博物術館開展。展期在即，題裁卻還

在醞釀當中，黃玉梅老師由衷希望屆時能夠呈

現出最幸福、最陽光的新作。                           

幸福洋溢
怡然自得的陽光創藝

月牙灣之歌

採訪整理 / 張兆平‧王邦蓉

日用創藝



圖 / 文 楊麗玲

在回家的路上一步又一步

購物前 , 在大型量販店裡

在跑道上一圈又一圈
在家裡來來回回 

在喜歡的路上  

只要有雙好走的鞋 , 隨處都可以練健康 

運動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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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灑落貢寮的豐沃小徑，雀躍的雞群，在竹蔭下尋覓香甜的美食。

76X56 cm  水彩畫 2017 年 黃玉梅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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