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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 105 年度科技獎學金將於 7 月受理推薦申請，除延續「研究獎學金」、「創意獎學

金」、「境外生研究獎學金」，獎掖在研究或創意具傑出表現的本籍與外籍青年學子之外；

另增設「境外生生活助學金」，協助境外生在台期間能夠專注學業、兼顧人文，於潛移默化

之中孕育深遠影響。

    
本社 104 年度研發計畫大致以工程為主軸，期使成果與產業實務銜接運用。「製程安

全管理 (PSM) 建構」研發計畫促成系統使用者的便利性；「開放式能源管理系統建構 –Mr. 
Energy 50001」第四代，著重開放式能源管理系統架構設計及資料保全；「製程工場蒸汽動

力系統優化操作指引系統」以 Aspen Utilities 建構模型，降低系統因突發事件而造成之生產

中斷；「鋼柱埋入墩柱之剪力釘設計」探討鋼柱 RC 墩柱間力量之傳遞機制，據以建立更合

理的分析及設計；「利用頂升工法進行老舊建築物設備拆除」是兼顧延續生命週期、降低碳

排放的綠色工法。  
    
日本能源結構及特質與台灣相似，能源高度仰賴進口並面臨核電爭議，唯其透過更嚴謹

的核安要求，重啟核電以提振經濟的政策，經內閣跨部會討論、內閣會議決議，提國會報告

並向大眾公開等法定程序，促使日本能源政策重返軌道運作。這些決策運作過程，符合依法

行政的基本原則，具法律拘束力，充分表彰能源基本立法的意義，實可借鏡作為台灣尋求有

效解決能源政策難題之參酌。

    
台灣將於 2018 年正式邁進高齡社會，嬰兒潮世代的勞動主力也陸續步入高齡化階段，

產業將深陷少子、高齡化及國際產業競爭的雙重夾擊。爰此，本社於 2015 年出版「高齡化

對台灣產業勞動需求及產業發展的探討」專題報告，試圖從產業的角度，探討針對高齡勞動

人口應考慮的面向，以及政府未來可協助減緩對產業衝擊的對策。「高年級實習生」或許只

存在好萊塢電影，如果導入真實職場，若產業能夠掌握中高齡勞動者特質，營造符合高齡化

趨勢的就業環境，將開啟中高齡勞動力投入市場的潛藏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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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內重大工安事故釀成嚴重空污

及高雄發生史上最大工安事件，勞委會頒布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規定

危險性工作場所應經主管機關審查暨檢查合

格勞工始得在該場所作業。由於政府單位開

始重視並推動製程安全管理制度，製程安全

管理制度除應符合政府法規外，更參照業界

最佳實務作法，逐步朝與國際接軌方向邁

進。勞動部參考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製程安

全管理法規，訂定「製程安全評估定期實施

辦法」，包含製程安全管理十四項的規定與

說明，請各勞動檢查機構依該注意事項內容

辦理，評估製程安全管理系統之符合性，並

督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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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每年向勞動部陳報執行狀況，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其中符合性稽

核是提供給管理者的稽核結果，使稽核問題

逐步改善，持續建立改善的流程。

本研究以中油林園廠稽核來執行實務探

討，研究成果包括：

1. 符合職安法第 15 條規定及 104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製程安全評估定期實施辦

法，稽核基準以 OSHA「製程安全法規」

為基礎及 AIChE 所訂定之稽核管理準則

為指引，參考化工工廠安全分析相關技

術，新增製程安全管理 (PSM) 的十四要

項構面的稽核問題樣板於資料庫。

2. 透過于樹偉教授與新鼎對製程操作安全經

驗，發展 PSM 符合度模組。

3. 將稽核流程電子化、智能化，同時提

供所有程序書、記錄表單、分析 / 評估

報告、圖表數據等技術資料儲存之平台

(Alfresco)，大幅減少稽核所耗時間。

4. 研究成果作成具體資料，以動態方式對相

關單位進行簡報，使業主瞭解其優點與適

◤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鄭清宗主任‧劉惠君副管理師

製程安全管理 (PSM) 建構研發計畫

用性，以擴大應用層面，並期望能應用於

其它工程業務範圍，提升集團之競爭力。

5. 為符合客戶需求，開發過程中多次與客

戶面對面討論，業界對於目前開發的產品

都持肯定，並在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舉辦

PSM Audit 研討成果發表會，報名及實際

出席家數 40 家；報名人數 107 位，實際

出席人數 87 位，出席率達 81.4%；出席

人員中有 28 位為石化業、2 位工程公司

及 10 位其他產業，對於產品研發方向的

定位以及後續開發有正面貢獻。

2015 年開發 PSM Audit，以製程安全

管理 (PSM) 的 14 項製作符合性稽核，對於

製程安全管理稽核要求項目執行稽核，並做

成效評估。PSM 符合度稽核實務運用是採

用計劃 - 執行 - 檢討 - 改善措施 (P-D-C-A, 
Plan-Do-Check-Act) 的運作方式執行。

1. 稽核計劃 (Plan) 階段：決定稽核範圍包括

稽核製程安全項目或特定製程場區的特定

主題或稽核主題。

2. 資訊的檢查與評估 (Do) 階段。

3. 稽核的結果與評估 (Check) 階段。

4. 改善及成果追蹤 (Action) 階段。

製程安全管理 (PSM) 符合度功能系統

開發後，具體效益如下：

1. 提供製程安全管理 (PSM) 十四要項構面

稽核標準，包括稽核問項及稽核指引樣

板。

2. 提供滿足製程安全管理 (PSM) 十四要項

的佐證資料，以備勞檢單位之外稽查核。

3. 提供全文檢索管理功能，是資訊使用者在

資料大海中脫困的最佳解決方案。

4. 依照公司製程安全管理 (PSM) 與管制表

所定之查核重點項目，提供即時的 PSM
符合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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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計畫建構之產品整體應用架構

開放式能源管理系統建構 -Mr. Energy 
50001 第四代研發計畫

本年度將 Mr. Energy 50001 產品系列

的架構提升為企業級的能源管理系統，加入

全新的 Smart Energy Center( 智慧型能源管

理中心，簡稱 SEC)，將散布於各廠的 SEM
所量測及運算所得之能源使用量及績效資

料自動化傳輸至 SEC，讓使用者在 SEC 就

5. 提供管理者的稽核結果，對於稽核問題逐

步改善，並建立持續改善的流程。

6. 提供佐證資料完整性的指標。

7. 可做為稽核人員訓練平台。

8. 稽核重點以 LEVEL 等級計算績效，稽核

問題依據 LEVEL 等級累加，計算平均值

即為圖表的數值，平均值愈高表示 LEVEL
等級愈高。

9. 使用者使用系統的便利性如下：

◆以 Web 方式開發，服務效益無遠弗屆。

◆使用者自行勾選 PSM 稽核項目，逐一建

立製程安全管理稽核項目的架構。

◆提供客戶自訂稽核問題編輯的功能，客戶

可自訂稽核結果的欄位。

◆可自動化稽核評分的彙總，展示稽核結果

圖形，方便稽核員問題的查核。

◆迅速知悉相關檢查缺失事項，藉以進行改

善，並在線上輸入執行的情形，及追蹤、

通報、跟催及協助相關單位辦理改善。

可以對各廠的耗能資料進行分析，甚至允許

使用者依據本身需要設計以動態磚 (tile，類

似於 Windows 8.1 的操作介面 ) 模式為主的

分析畫面，透過內建各種能源管理用小工

具 (widget) 自行設定如商業智慧的儀錶板顯

示報表，而 SEC 高度物件導向的使用者介

面設計，也使本產品系列形成在未來可以

不斷擴充功能的能源管理平台；另外亦將

SEM 重新設計為開放式的架構，讓使用 Mr. 
Energy 50001 的業主可由組織的 IT/R&D 人

員，透過產品內建的 API 取得 EnMS 已儲

存的能源使用績效資料，自行客製化其組織

適用的報表來符合需求。除了新功能模組研

發，產品的非功能項目也是發展重點，除了

不斷精進的產品效能及穩定度外，本次更將

資料保全列為重點項目。為了運作在各種網

路的環境，資料備份的架構也設計為可跨平

台方式，透過 HTTP 來進行備份資料的獲取

與保存，備份的期程與循環天數由使用者自

行決定，對各種組織來說都可保持適用性。

本計畫將新建 SEC 機種於 Mr. Energy 
50001 產品系列，用以整合多組 SEM 及

SED 所管理的能源使用績效資訊，並建

構存取產品內部資訊的應用程式開發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供業主 IT/R&D 單位人員存取本產品，客製

化組織內部所需的能源管理報表及功能，整

體應用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2 Mr. Energy 50001 能源管理分層架構圖（增加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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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工場蒸汽動力系統優化操作指引系

統研究

製程工場中蒸汽動力系統需要耗用大量

能源來產生蒸汽與電力，許多製程工場蒸汽

動力系統仍只憑藉經驗來進行操作，並非經

過計算評估所得效率最佳化之結果，因此仍

存在很大改善空間。本計畫針對大型蒸汽動

力系統為研究目標，利用美國 Aspen Tech
公司之模擬軟體工具 Aspen Utilities 來模擬

整個工廠的運作與調度情況，希望開發出優

化操作指引系統因應所有不同的狀況，即時

透過精確的分析模擬找出經濟效益最好的運

轉方式，同時指引人員進行最佳操作，幫助

現場人員將操作調度工作提昇至最優化。

本研究以 Aspen Utilities 建構蒸汽動

力系統模型，其為嚴謹的工程物理模型

(rigorous physical model) 以一連串的方程式

組合來表示動力工場系統，這些方程式描述

不同設備之間的關係，包含質量平衡、能量

平衡、設備效率與熱力學性質，透過數學演

算方法找出方程式的解，即可建立整個動力

工場系統操作狀態全貌。模型計算內容涵蓋

影響工場運轉的各種內 /外在條件因子，如：

蒸汽 / 電力需量、不同時段之電價、燃料種

類配比 / 價格、設備狀態 / 效率，因此能模

擬各種運轉模式。本模型可以計算動力工場

系統在不同運轉模式下的燃料、原水、電力

耗用量與成本、系統各個節點的蒸汽 / 冷凝

水狀態 ( 包含：溫度、壓力、流量、熱焓值

等 )、渦輪機發電量、廢氣排放量。Aspen 
Utilities Planner 的離線模擬功能，提供計畫

及調度人員評估生產計畫對公用工程的影

響，並依優化建議調整能源使用及調度。

Aspen Utilities Online Optimizer 的在線優化

功能，能夠與工廠即時數據庫平台連接，將

即時數據匯入模型進行優化計算，能夠即時

提供優化操作指引，最小化能源耗用成本。

本計畫分階段蒐集匯整與篩選合作工

廠之能源使用分佈、製程流程、設備規格，

及實場操作等不同類型之數據資料，利用

Aspen Utilties 軟體建立大型蒸汽動力系統之

穩態模型，設計 Excel 模擬操作介面，現場

人員可利用本系統來模擬不同的生產狀況，

模型包含動力工場的各項主要設備：鍋爐、

蒸汽渦輪發電機、鼓風機、蒸汽集管、泵浦、

熱交換器、水處理系統、蒸汽用戶端。操作

變數項目包含：最佳的鍋爐負載配置、最佳

的蒸汽平衡 ( 減少 letdown 與蒸汽排放 )、最

佳購電 / 售電比例、最佳蒸汽渦輪機抽汽量

與冷凝量，透過分析模擬可找出經濟效益最

好的運轉方式，降低整體能源成本。

歸納實際案例，線上優化操作指引系統

可以降低動力工場總運轉成本約 1%~5%，

視系統之規模和操作複雜度不同，節能金額

每年可高達新台幣數百至數千萬元不等。除

直接降低能源成本之外，透過模型操作模

擬，可以進行更精確的系統改善工程評估，

操作人員也更容易掌握動力工場的運轉全

貌，有效率地即時因應各種狀況，降低系統

因突發的異常事件而造成生產中斷的機率，

為廠內日常生產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

鋼柱埋入墩柱之剪力釘設計

在廠房結構中，一樓鋼柱底部通常需

要固定在 RC 基礎。當柱斷面較小時一般

會採用基板加上錨定螺栓將鋼柱底部固定

能源管理系統在業界的實作上必須被分

層管理，而 Mr. Energy 50001 定義了四個分

層來導入完整的能源管理系統，本計畫在能

源資訊管理層加入 SEC，將整個 Mr. Energy 
50001 從廠區級升級為企業級能源管理系

統，如圖 2 能源管理分層架構圖所示。

Mr. Energy 50001 明確區分能源管理系

統向上為「能源管理層」，向下為「能源技

術層」，其中能源管理層以能源績效管理及

分析為主，而能源技術層則偏重於現場耗能

設備的運作與能源使用量的監控。本年度的

產品功能研發著重於開放式的能源管理系統

架構設計，利用既有的能源管理系統架構及

資料，重新思考開放客戶端操作的資源，並

新增 SEC 於 Mr. Energy 50001 產品線，本

計畫具體效益：1. 建立開放式能源管理系統

架構；2. 產品線新增中央端能源管理系統產

品；3.新增以能源變因為主的管理分析介面；

4. 完成產品化重點支援功能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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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具體成果：

1. 參數分析結果顯示，RC 墩柱與鋼骨柱撓

曲剛度之比值對桿件內力的影響不顯著，

因此鋼骨柱埋入混凝土塊的設計方法，可

應用到鋼骨柱埋入 RC 墩柱之分析。

2. 參數探討顯示，鋼柱埋入墩柱的情況，

鋼柱及墩柱的剪力受到埋入深度的影響

最大，且鋼柱埋入墩柱段 ( 簡稱鋼柱埋入

段 )，其剪力可能高於未埋入墩柱之部分，

因此強度檢核及設計應特別注意鋼柱及墩

柱的剪力。

在 RC 基礎上，但是當鋼柱斷面較大且受力

較大時，基板的強度不足以有效將力量傳遞

到 RC 基礎。過去的經驗也顯示當構架承受

強烈地震時，基礎錨栓可能會被拔出，構架

的耐震性能也會打折扣。解決這個問題的方

法是將鋼柱埋入 RC 柱墩，並採用剪力釘將

鋼柱的力量逐漸轉移到 RC 柱墩，然後 RC
柱墩再將力量傳遞至 RC 基礎。不論是鋼

骨 -RC 轉換段或是鋼骨接 RC 墩柱，力量的

傳遞通常透過剪力釘為之。在這個轉換段或

墩柱內，應力的傳遞相當複雜、應力傳遞機

制不清楚，導致目前所使用的設計方法偏向

保守，過度保守一方面會提升工程造價，另

一方面也增加施工困難度。因此，本計畫針

對鋼柱與 RC 墩柱間力量之傳遞機制進行探

討，並據以建立更合理的分析模型及設計方

法。

鋼柱與墩柱間軸力、彎矩及剪力的傳遞

中，軸力的傳遞機制規範有較明確的規定，

雖然規範還沒有針對直接承壓與剪力接合共

同作用的機制提供設計方法，而這也是一個

可以著力的研究課題，不過其急迫性較低，

因此本計畫針對彎矩及剪力傳遞的機制進行

研究。探討的課題概分成：(1) 剪力傳遞強

度之評估方法與實驗驗證；(2) 彎矩與剪力

傳遞機制之探討；(3) 彎矩及剪力傳遞設計

方法之建立與實驗驗證。

在剪力傳遞強度方面，首先找出傳力

路徑，並提出鋼筋及鋼骨之結構細部設計方

法，建構一個安全的傳力路徑，然後建立強

度評估方法及設計方法，最後經由結構試驗

的方式來印證設計方法之可靠性。在彎矩與

剪力傳遞機制探討方面，首先建構有限元素

法 (FEM) 分析模型，接著 FEM 模型以先前

的試驗結果進行校正 (calibration)。在得到

合理的分析模型後進行參數變化分析，並彙

整分析結果釐清傳力機制。在彎矩及剪力傳

遞設計方法之建立與實驗驗證方面，綜合

FEM 分析結果，建立一個可供工程實務使

用之簡化分析方法以及設計方法，然後經由

結構試驗的方法來印證其可靠性。

為了解鋼骨埋入墩柱之行為，進行鋼骨

埋入墩柱試體試驗 ( 如圖 3)，並分成 B、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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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鋼骨埋入墩柱試體試驗裝置及測計配置

圖 4 B 系列試體

及 MRC 3 個系列。B 系列規劃為混凝土承

壓破壞，共 3 個試體 ( 如圖 4)，為引導試體

的破壞模式成為混凝土承壓破壞，部分鋼骨

柱以腹板疊合板補強鋼骨柱之剪力強度，或

以內蓋板補強鋼骨柱之彎矩強度。VS 系列

規劃為鋼骨柱剪力破壞，共 4 個試體，為引

導試體的破壞模式成為鋼骨剪力破壞，部分

鋼骨柱以內蓋板補強彎矩強度。MRC-2.0-
00 試體 1 個，規劃為 RC 墩柱撓曲降伏破

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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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ush-out 試驗顯示剪力釘需要鋼骨與混凝

土間產生 5 至 10mm 的滑動量後，方能

發揮剪力強度。然而含剪力釘墩柱試體的

載重試驗結果顯示，鋼骨與混凝土間之滑

動量在 2.8 至 3.9mm 之間，剪力釘明顯

沒有發揮最大強度。此外，試驗結果也顯

示含剪力釘試體之強度與不含剪力釘試體

之強度差異不顯著，顯示剪力釘未發揮預

期的功能。為安全計，鋼柱與墩柱間之彎

矩傳遞，以不考慮剪力釘之效果為宜。

4. 建議之鋼骨柱及 RC 墩柱內力分佈之分析

方法，可合理評估鋼骨柱及 RC 墩柱內力

之分佈。

5. RC 墩柱之水平力乃由鋼柱兩個翼板以承

壓力的方式傳入，力量施加與墩柱的方

式與一般 RC 柱不同。規範規定的剪力設

計方法適用於一般 RC 柱，但是未必適

合 RC 墩柱。試驗結果顯示，RC 墩柱剪

力傳遞之機制與一般 RC 柱不同，且一

般 RC 柱之設計方法有造成墩柱剪力強度

不足的疑慮，宜另外進行研究 RC 墩柱之

剪力傳遞及剪力強度評估方法之研究。在

此之前宜提高 RC 墩柱剪力設計之安全係

數。

6. RC 墩柱通常偏短且韌性不佳，墩柱試驗

結果也顯示這樣的現象。因此構架設計時

宜將柱之塑性鉸設定在鋼柱底部 ( 即 RC
墩柱之上 )，利用鋼柱來消能比較可靠。

工廠管線設備 3D 掃描及建模應用在拆

遷規劃技術部分，除瞭解 3D 雷射掃描及建

因都更發展及環保意識抬頭，傳統建

物拆除方式亟需安全可靠的建物拆除工法，

而在石化廠、電廠常有因腹地不足設備擁擠

問題，舊有工廠受限環保法令及環境因素需

提環境影響評估，多半僅能選擇就地重建方

式，在侷限空間進行拆除重建有其困難性。

此外，在中油高雄廠計畫拆遷轉型，以及受

高雄氣爆事件影響，多數石化廠可能遷移到

石化專區，均面臨舊有設備拆遷問題，故需

尋求一套侷限空間下安全可靠的設備拆除工

法。因此，本研究引進 3D 掃描建模技術應

用在舊工廠設備拆遷規劃，並利用頂升工法

進行老舊建築物及設備拆除工法技術研究，

提出安全可靠、符合環保要求且不受空間限

制的建物 / 設備拆除工法，以及結合 3D 掃

描技術與頂升工法，針對廠房因沉陷產生三

度空間變形的問題提出頂升修繕應用案例。

由於舊廠圖說遺失不全或與現況不符，

難以提供規劃設計使用，若採現場測繪相當

耗時且準確性不高，因而引進 3D 雷射掃描

技術，進行工廠設備掃描及建模，應用在工

廠設備拆遷順序規劃的模擬。本研究以某操

作工廠為例，進行石化廠重要設備 3D 雷射

掃描、點雲處理及 3D 建模，並輸出 CAD
成果或連結 PDMS 系統提供設計參考，或

進行干涉碰撞檢查，進一步建構 BIM 資訊模

型等，提供業主在工廠拆遷規劃上有利的資

訊模型。3D 掃描技術除提供 3D 掃描測量及

變形分析與精緻建模，目前在後製應用與結

合 BIM 模型製作的核心技術仍精進研發。

針對都市計畫區內空間受限之老舊高

樓建築，及針對舊有高空設備或高危險性設

備，例如煙囪、燃燒塔等，提出符合環保法

規、不受空間限制及安全可靠之拆除施工

法。在建物拆除工法，首先比較傳統拆除工

法、爆破工法優缺點，並參酌日本由上往下

拆除工法進行研擬，以 3D 模擬方式呈現建

物拆除方式，考量拆除過程力量轉承與可能

外力，進行頂升反力座元件細部設計。對於

受沉陷影響變形之舊有廠房業主多以拆除重

建方式進行，本研究結合 3D 雷射掃描技術

與頂升工法，進行廠房頂升修繕工法研發，

提供業主免於拆除重建，且可縮短工期與節

省成本，能儘早恢復廠房功能，並兼顧節能

減碳的選項。

由於廠房設施受損往往造成三維空間

的變形，本研究以實例說明廠房頂升修繕工

法施工步驟流程，作業照片如圖 5。依廠房

現況量測沉陷量與橫移量，設計千斤頂頂升

量，規劃 6 階段頂升及橫移逐步矯正廠房柱

變形，完成頂升修繕工程，施工照片如圖 6，
後續再進行結構補強完成修繕作業，經業主

視察頂升作業，對縮短工期、節省成本的改

善成果感到滿意。

利用頂升工法進行老舊建築物設備拆除

工法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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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現地 3D 掃描作業1 共軛球標選取、點雲拼接2

3D 掃描點雲成果3 廠房結構變形分析4

圖 5 廠房 3D 掃描測量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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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廠房頂升修繕工法施工作業

基礎開挖及擴座補強1 架設反力座及束制導槽2 安裝油壓千斤頂3

電腦控制油壓千斤頂主機4 頂升作業說明5 廠房柱頂升及側推作業6

模技術在工廠設備拆遷應用之發展現況，對

於既有工廠的管線設備 3D 掃描作業、3D 建

模技術，及結合 BIM 資訊模型等均進行探討

與說明。3D 雷射掃描技術特色：1. 具快速掃

描之優異特性，可縮短外業掃描時間、增加

作業效率。其高解析及高精度的雷射掃描測

距能力，可避免點雲受外在環境發散，影響

建模成果。2. 對於高遮敝區或無法進行掃描

之區域，可套疊既有圖資來彌補。3. 搭配相

關套裝軟體可針對各式廠房管線設備進行客

製化建模服務，有利於舊廠拆遷規劃及模擬。

受惠科技進步，測量技術不斷精進，利

用3D雷射掃描技術不僅優於傳統測繪方式，

且能快速得到成果，更能協助結構分析或進

一步進行 3D 模型建置進行干涉碰撞檢查來

回饋設計。而推動綠色營建工法 -頂升工法，

是台灣面對全球暖化一個很好的調適對策，

大型廠房的再生利用 - 頂升工法結合 3D 雷

射掃描技術的推廣可讓廠房延續生命週期，

避免施工期間的營運問題，同時減少顧客工

程經費的支出，更能降低碳排放量減少氣候

變遷造成的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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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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針對需要經濟協助的境外生

增設「境外生生活助學金」，使其在臺求學期間生活無虞而專心學習。本社期藉由頒發科技獎學金，

獎掖國內優秀學子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培養未來國內科技研究人才，鼓勵具有綠色科技創意潛力之大

學生與碩士生，投入有市場價值之綠色創新與研發；亦協助在臺修讀理、工、及電資相關領域之碩、

博士生完成學業，並增進其學成後留臺貢獻之意願。「創意獎學金」同時受理個人及團體參與。相關

申請須知、書表已於 6 月上旬函送相關校院系所，7 月 1 日～ 9 月 20 日止受理推薦申請，詳請參閱本

社網站。(http://www.ctci.org.tw 獎學金 / 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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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獎金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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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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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社捐助章程第二條所列與環保、能源、材料、化學、機電及資訊等工業之有關產品、製程及工程技

術之研究發展相關之國內大學校院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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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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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創意獎學金：

(1) 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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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70 分 ( 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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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1) 在臺修讀與環保、能源、材料、化學、電機及資訊等相關之理、工、及電資領域碩、博士學位之境外優

秀在學學生。

(2) 歷學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 ( 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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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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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註冊在學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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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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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具創意及研發潛力之學生以個人或組成

團隊方式申請，由各系所推薦，不限名額。( 可跨系，不可跨校，不限人數 )
(2) 創意主題以科技相關之設計、宣導、推廣與應用等相關之創意構想或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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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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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附加申請生活助學金

 a. 申請境外生研究獎學金之學生，若經濟上確有困難需資助者，得附帶申請生活助學金，每名新臺幣壹拾  
萬元，其名額是有限的。

 b. 本項生活助學金必需附加於境外生研究獎學金申請，不得單獨申請。

申請須知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向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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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進森林火車未漲價前 ( 圖文 / 鄭清宗主任 )徜徉芬多精迷漫的森林 ( 圖文 / 蔡漢忠 )

陽光露臉迎客歡喜出遊 ( 圖文 / 蔡漢忠 )

首扺詩情畫意的東園軒 ( 圖文 / 鄭清宗主任 )

尋覓春雨後的美麗櫻蹤 ( 圖文 / 倪伯禮 ) 探索森林中神奇的奧秘 ( 圖文 / 楊錦桂 ) 相約在櫻花盛開的季節 (圖文 /余俊英組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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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源結構及特質與台灣相似，是

一個能源高度仰賴進口、同樣面對核電爭議

的國家，唯其以制定及實施能源基本法制方

式，來保障能源安全及促進經濟發展，值得

借鏡。本文將說明近期全球能源情勢轉變，

並舉日本為例，說明其能源安全、能源成本

及溫室氣體之挑戰，接著簡述日本以法制架

構形塑能源政策之近期經驗。相關分析乃參

考本社於 2015 年度邀請蔡勳雄前主委、清

華大學范建得教授、雲林科技大學蔡岳勳教

授及其它諸多專家進行「能源基本法內涵研

究」議題之初步研究成果、日本 2002 年能

源政策基本法、經產省 2010 年及 2014 年

版能源基本計畫、2015 年長期能源供需展

望、經產省資源能源廳 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版能源白皮書、日本能源經濟研究院

IEEJ 於 2015 年所提供之日本最佳能源配比

及日本之能源與核能政策，以及工研院 2014
年對日本能源基本計畫之解讀等報告。

◤ 能源技術發展中心 郭博堯組長

近期全球能源供應有幾個重大變化，首

先是日本 311 核能事故衝擊核電使用信心；

另一方面，美國頁岩油氣革命打破美國及全

球油氣供應平衡；同時更多國家也躍上大量

出口油氣的舞台，例如新興天然氣出口大國

的澳洲。

隨著國際近期能源供應情勢的變化，日

本及主要國家能源安全情勢發生相當程度的

變化，而基於下列幾項原因，日本可說是全

球能源安全最脆弱的國家之一：（一 ) 日本

核電大減後，能源自給率是 G8 國家中的最

低水準，2012 年能源自給率只有 6%( 不含

核電為 5%)，相對上德、法、英、美的能源

自給率分別為 39%、53%、61% 及 84%；

（二 ) 大量擴增使用石油及天然氣，使化石

能源依存度高達 94%；（三 ) 不似歐盟有跨

國電網及天然氣管網，日本所在的東北亞地

區至今尚無跨國電網或天然氣管網，所以日

本只能倚靠自身獨立電網及以 LNG 船進口

天然氣。日本政府運用包括 7 個項目的「能

源安全量化評估指標（indice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energy security)」，進行各國能

源安全情勢變化分析，日本 2010 年至 2015
年各項目的變化如圖 1 所示，可看出日本在

311 震災而將大量核電廠停機後，核電減少

使其能源自給率評分從 1.8 大跌至 0.7，能源

種類多元化評分從 9.3 降至 8.2，震災後停電

時間評分也由 7.2 大減為 3.0，而最後整體平

均評分則由 4.8 減至 4.0。可看出日本整體的

能源供應體系，呈現出前所未見的脆弱。

近期全球及日本能源安全情勢之轉變

相對於日本的能源安全情勢的惡化，美

國在頁岩油氣革命帶動下，其能源自給率及

能源種類多元化評分大幅提高；韓國則在天

然氣進口來源從集中在印尼等少數國家分散

到多個國家後也使評分略升；至於歐洲國家

則因供電品質變差、石油供應中斷、應變能

力變差等因素影響下，雖然能源種類多元化

評分等項目有所提升，但整體能源安全評比

則有所下調，如圖 2 所示。

資料來源：Japan's Energy White Paper 2015
圖 1 日本能源安全量化評估指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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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日本經產省 2015 年日本能源情勢

報告及 2015 年能源白皮書，因為日本 311
震災後核電大減而火力發電大增至 9 成，加

上 2014 年中前化石能源價格持續走高，日

本原油及天然氣進口成本由 2010 年的 9.4
及 3.5 兆日元，跳升至 2014 年的 13.9 及 7.9
兆日元，使其 2010 年至 2014 年工業電價上

漲 40%，家戶電價也上漲 25%；雖然日本家

戶努力節電，使其電力消費減少 7.7%，但電

力支出仍增加 13.7%；而電價上漲也顯著影

響家戶消費模式，例如文化及休閒支出縮減

了 9.2%，且低收入戶及高齡家庭負擔增加最

多。另依據日本經產省2014年能源白皮書，

因為日本核電大減而火力發電大增，發電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從 2010 年的 374 百萬公噸

增加到 2012 年的 486 百萬公噸，整整增加

112 百萬公噸，或是增加 2010 年發電部門

排放量的約 30%；也因此，日本原本 2010
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可比京都議定書基準年

1990 年的排放總量少 0.4%，2012 年反而較

1990 年排放量多 6.5%。

從日本經驗可以發現，其核能情勢之

轉變，已帶來發電成本及溫室氣體排放的增

加，衍生的是對產業衝擊可能造成的失業人

口增加、國家競爭力降低、政府稅收減少與

引發社會資源重分配等問題，及對氣候變遷

等問題的影響；而上述背景也是日本提出新

能源政策時所要面對的挑戰。

日本能源成本及溫室氣體排放之挑戰

一、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

能源是改善民眾生活安定、保持和發

展國家經濟的基本要素，且其使用對地方和

全球環境帶來衝擊，為促進長期、周延且

具系統性的能源供需措施，日本於 2002 年

制定能源政策基本法，透過法律賦予機制

的運作，達到確保穩定能源供應、對環境

合宜性及活用市場機制等基本方針，滿足

日本能源政策的 3E 原則：（1) 能源安全

(energy security)；（2) 經濟增長 (economic 
growth)；及（3) 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最終能對區域及全球環境保護

和日本與全球經濟體的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之架構如圖 3 所示。

日本以法制架構形塑能源政策之近期經驗

資料來源：Japan's Energy White Paper 2015
圖 2 跨國能源安全量化評估指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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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基本計畫

在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的運作上，首推

至少每 3 年重新檢討一次的「能源基本計

畫」，以促進長期、周延、系統性的能源供

需措施。基本法中規範，此計畫應包括內容

如：1. 能源供需措施的基本政策；2. 長期、

周延、系統性的能源供需有關的措施；3. 應
以密集研發促進長期、周延、系統性能源供

需措施之能源技術，及和推動這些技術相關

之措施；

參考資料：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英文版 (2002)；洪世淇 (2008)
圖 3 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架構

「能源基本計畫」應徵詢其它政府部門

意見，並要獲得內閣決議通過，且應向日本

國會報告，並向大眾公開。日本在 2003 年

10 月提出第 1 次能源基本計畫，2007 年 3
月及 2010 年 6 月分別由自民黨及民主黨提

出第 1 及第 2 次修訂版，其中 2010 年版中，

民主黨規劃 2030 年電源結構，包括 70% 的

零碳電力（50% 核能及 20% 再生能源 )，並

使溫室氣體排放較 1990 年減少 30%。

2011 年福島核災後，國內外能源情勢變

化對日本能源安全及能源支出帶來相當大的

衝擊，執政的民主黨雖一度提出革新能源環

境戰略，最大的爭議在 2030 年代達到零核

電的內容，由於缺乏論述及存在爭議，並未

獲得隨後的內閣會議通過，最後只在內閣會

議中主張，未來能源環境政策將以革新能源

環境戰略為基礎，在與地方和國際社會討論

情況下，取得民眾理解，並持續以彈性態度

來驗證及檢討政策。

2012 年 12 月自民黨重新執政，依據

2013 年日本能源白皮書所述，安倍晉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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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於 2013 年 1 月 25 日日本經濟再生總部第

3 次會議，要求經產省以回歸原點檢討能源

政策，提出確保能源穩定供應及降低能源成

本、負責任的能源政策；同年 1 月 31 日安

倍首次國會答詢中也提到，先前民主黨停止

核能使用的政策構想缺乏堅實基礎並引發各

方焦慮與不信任，重申將提出負責任的能源

政策，擬討論降低對核能的依賴、探討基於

科學的安全標準下重啟核電、10 年內轉向穩

定的新能源結構、3 年內對既有核電廠的未

來提出定見，並將充分討論未來是否興建新

核電廠；2013 年 2 月 28 日安倍在國會 183
次例會中說明將提出負責任的能源政策，確

保能源穩定供應及降低能源成本；基於福島

核災的教訓，將創造無需妥協的新核安文

化，據以重啟確認安全的核電廠，並藉由促

進節能及發展再生能源等來降低對核能的依

賴，也將對電力系統啟動根本改革。

基於上述主張，日本經產省於 2013 年

3 月起進行 17 次會議，同年 12 月提出能源

基本計畫第 3 次修訂版草案，並至 2014 年

1 月 6 日徵詢個人或團體意見，再於 2014
年彙整提交內閣會議討論微調後，於 2014
年 4 月 11 日正式公布能源基本計畫第 3 次

修訂版。此次修正計畫重點如下：

1. 強調確保能源供應安全仍為最基本的國家

安全血脈，也一直是日本重要的議題；這

次計畫提供日本中長期能源政策的方向，

也指出未來幾年將是日本因應國內電力系

統改革及國際能源供應結構改變的密集改

革執行期。同時點出日本高度仰賴進口化

石燃料、人口減少、節能技術進步、對核

電廠安全信心、對中東化石能源進口依賴

提高、電價上漲、溫室氣體排放躍升及國

家財富外流等，是日本能源供需要面對的

問題。

2. 本修正計畫提出兩項基本原則，(1) 將日

本能源政策的基本原則由 3E 擴展為 3E+S
（3E：能源、經濟、環保；S：安全），

並強調在能源使用安全的前提下，首重能

源穩定供應；接著要提高經濟效率，實現

低成本能源供給；最後要與環境調和發展。

(2) 建構「多層化與多樣化的彈性能源供需

結構」。其中較受矚目的是將核能定位為

重要基載電源，推動核電廠的重新運轉，

也強調將盡量降低對核能的依賴。

3. 為建立穩定、多層化與多樣化的彈性能源

供需結構，也對各種能源之定位及政策方

向提出具體分析，彙整如表 1，並確認必

須核能、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並存，充分

運用各種能源的特性。

4. 本修正計畫同時指出現今日本能源供需結

構的挑戰，及長期計畫應採取的對策；在

具體措施上，則是強化配合能源政策所需

相關技術研發的推動策略 ，並期望加強與

各方國民的溝通，促進國民對能源問題的

認識。

三、長期能源供需展望及最適能源及電源結構

2014 年修正計畫公布時，由於日本核

電廠重新運轉的情勢尚未明朗，沒有如 2010
年一樣，同時公布日本未來的最適能源及電

源結構。但沒有明確能源結構，將阻礙日本

未來能源產業的投資，及對未來經濟成長

帶來相當大的憂慮；另一方面，有了能源及

電源結構後，日本才能在 2015 年 12 月巴

黎的第 21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大會

前，提出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即日本的「國

家自主決定預期貢獻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因此，

日本經產省於 2014 年 8 月開始，由其「總

合資源能源調查會」召開「基本政策分科

會」，討論未來電源結構問題；並在 2014
年 12 月 26 日於「基本政策分科會」下成立

「長期能源供需展望小組委員會」，展開對

未來能源結構的討論。「長期能源供需展望

小組委員會」下也成立「發電成本檢證工作

小組」，對各種能源的發電成本進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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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決定最佳能源供需結構之參考；上述發

電成本包括初設成本、確保安全之投資成本、

操作維護成本、燃料成本、核燃料循環再製

及最終處置成本、溫室氣體成本、意外風險

成本及政策成本 ( 研發成本、核能選址成本、

再生能源饋網電價制度成本 ) 等等；而該工

作小組也考量未來再生能源成本可能持續下

降。

2015 年 4 月 28 日「長期能源供需展望

小組委員會」第 8 次會議提出日本「長期能

源供需展望方案」，公布日本 2030 年度能

源供需結構與電源結構，並於 2015 年 7 月

定案。以下為其重點：

1. 依循 2014 年能源基本計畫的 3E+S 基本

政策原則，在能源使用具安全性的前提

下，能源結構要能達到下列幾項政策目標：

(a) 分散能源供應來源、發展本土資源、減

少採購風險、2030 年能源自給率要高於

311 地震前水準，初步訂為 25%；(b) 為確

排放大量溫室氣體
地緣政治風險及價格低，仍是重要基載電源
仍為應使用的能源，但宜用高效電廠降低環
境負荷

占電力結構 40%以上，並為高效供熱能源
較石油的地緣政治風險低，為低碳化石能源
為最重要中載電源
將為「氫社會」基礎之一
頁岩氣革命帶來更具競爭力價格，更多部門
將轉向擴大使用

仍占初級能源結構 40%以上
可廣泛用於交通、消費、發電及化工原料
在尖峰及可調電力扮演中堅角色
雖然地緣政治風險大，但易攜帶、供應網完
整、儲備豐富，可擔任其它能源中斷時的替
代者，故仍持續為重要能源種類

高度仰賴中東，但隨著開始購入美國頁岩氣
伴生 LPG ，地緣政治風險將降低
屬排碳較低化石燃料，可為中載電源，並有
易攜帶儲存的優點
為清潔、分散型能源，可用於平時民眾生活
及工業活動，且在緊急時也相當有用

天然氣

煤炭

石油

液化石
油氣
LPG

表 1 日本 2014 能源基本計畫中各種能源定位及政策方向摘要

再生能源

能源 

• 目前有各種不同的穩定供應及成本之挑戰
• 屬無碳自產重要能源，可促進能源安全

定位

不進口核燃料仍可多年持續運轉及提供大量
電力
重要基載電源
屬低碳的準國產能源
具穩定供應和效率性
運轉成本低
不排放溫室氣體

政策方向

核能

2013 年起 3 年以最快速度導入，其後也持續積極推動
持續電網強化、法規合理化、透過研發以降低成本
創設首長級內閣會議，促進協調合作
導入目標將超過先前能源基本計畫水準：先前目標為再生能源電力
於 2020 年占 13.5%、2030 年占 20%

•
•
•
•
 
由核能管制委員會確認符合世界最嚴格規範標準下，推動核電廠重
新運轉
透過節能、提升再生能源及火力發電效率等，盡量降低對核電的依
賴
考量未來能源供應限制，從穩定供應、降低成本、全球暖化、技術
與人才維持觀點，謹慎檢討核電使用規模
考量福島核災教訓，提出降低風險措施，及因應事故依法負責進行
處理
對於全球待解決的累積用過核燃料問題，要持續運用國際網絡處理
此問題，避免將問題留給下一代
採取必要措施以促進核能和平使用及強化核能安全的研發

•

•

•

•

•

•
 
除了替換老舊火力發電廠及在新建電廠和擴建電廠時引入最新技術
，進一步促進高發電效率技術 (例如 IGCC) ，以大幅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量
為降低全球使用煤炭的環境負荷，在日本及全球一起推動高發電效
率技術

•

•
 

基本上，應力求供應來源多元化、與產油國合作、強化包含儲備在
內的風險管理、原油有效利用、運輸燃料多元化、活用燃油發電為
負載調整電力等
可為災害發生時能源供應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必需推動強化
供應管網的彈性及石油產業的經營基礎，在日本需求減少而整個亞
洲供應增加的環境下，在平時仍保有全國石油供應管網

•

•
 

可為災害發生時能源供應的「最後一道防線」，故應促使供應系統
更有彈性，例如持續建立儲備及強充填設備，及透過提高價格透明
度和改善營運商的供應結構，來降低成本以促進使用的多元化；也
應在交通領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 LNG 採購價格偏高，應透過供應來源多元化來降低成本，並
避免電力過度依賴 LNG
由於低碳特性，宜促進產業多元使用天然氣，包括汽電共生、產氫、
燃氣複循環發電
重要基礎是提高供應體系在緊急情況時的彈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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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日本近期在面臨核電爭議的情況下，要

重新訂定能源政策的難度相當高。唯因日本

能在能源政策基本法所建立的決策機制下運

作，可以逐步透過法定程序，重新討論後，

先提出修訂版的能源基本計畫，再依循此基

本計畫提出長期能源供需展望，從而訂定未

來能源及電源結構，並提出日本的 INDCs。
參考范建得教授所述，在日本能源基本法所

揭示的法制架構下，原先民主黨提議廢核的

政策，因未獲內閣會議通過，以致無法實施；

相對上，自民黨提出透過更嚴格核安要求後

重啟核電以提振經濟的政策，經過內閣的跨

部會討論與內閣會議決議、向國會報告，及

對大眾公開等法定程序後被確認，使日本能

源政策的運作能夠重回軌道。這些決策運作

過程，符合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有法律上

拘束力，充分表彰能源基本立法的意義，足

供借鑑。

就我國的經驗而言，在面臨能源政策爭

議時，因為欠缺法律授權基礎進行決策，容

易因社會各界的理想與現實觀點差距過大，

導致眾說紛紜而難以聚焦。即使我國政府提

出政策或方案，然則欠缺法制基礎及清晰、

詳盡的決策機制，使政策之制定過程難以思

慮周全，造成執行容易欠缺可行性及穩定

性。因此，未來我國值得參酌日本近期能源

政策透過法定機制形成決策的過程，對於我

國可能面臨之能源政策難題，建立可運作之

機制，尋求有效之解決途徑。

表 2 日本、美國和歐盟 INDCs 之比較

日本 (2030)
美國 (2025)
歐盟 (2030)

-18.0%
-14~16%

-40%

-26.0%
-18~21%

-24%

0.28
0.45
0.31

自 1990 自 2013 GHG emission per unit 
of GDP (kg CO2eq/USD)自 2005 

-25.4%
-26~28%

-35%

0.16
0.27~0.28

0.17

註：美國 INDCs的基準年為 2005年，而歐盟 INDCs的基準年為 1990年

資料來源：Masakazu Toyoda, “The Best Energy Mix for Japan,” IEEJ, 
August 2015

保產業競爭力、維持經濟成長、保持就業

率及民眾生活品質，要使電價低於目前水

準；並且 (c)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要能和歐盟

及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積極性相當。此外，

也將透過提高能源效率、節能、推廣再生

能源、提高火力電廠發電效率等作法，儘

可能降低對核能的依賴。

2. 依循上述的政策原則與目標，日本 2030 年

初級能源結構為：(a) 再生能源 13~14%；

(b) 核能 10~11%；(c) 天然氣 18%；(d) 煤
炭 25%；(e) LPG 3%；(f) 油 30%。

3.2030 年 電 源 結 構 為：(a) 再 生 能 源

22~24%；(b) 核 能 20~22%；(c) 天 然 氣

27%；(d) 煤炭 26%；(e) 油 3%。

4. 再生能源方面，地熱、水力及生質能被認

為可以穩定運轉而直接替代核能，但要考

慮環境及地點限制；太陽光電及風能穩定

性低，要搭配火力發電，而這兩者將隨成

本降低推廣到最大規模。

5.火力發電方面，預期燃煤發電及燃氣發電，

將在降低環境衝擊和改善發電效率條件下

繼續使用。

6. 提高能源效率及節能方面，在年平均經濟

成長率 1.7% 條件下，推動 2013 年至 2030
年達成節電 17% 的目標。

基於上述規劃，日本 2030 年基載電力可

提升至約 5 成 6，包括核能 20~22%、煤炭

26%、水力 8.8~9.2% 及地熱 1.0~1.1%，和

歐美國家的 6 成以上或福島核災前日本約 6
成的基載電力接近。

四、日本國家自主決定預期貢獻的定案

日本政府依據「長期能源供需展望方案」

及最適能源及電源結構，提出相較 2013 年溫

室氣體排放減少 26% 的 INDCs。表 2 為日本

政府所整理日本、美國及歐盟目標的比較表，

可以看出日本主張其目標要能和歐盟及美國

等國的積極性相當之說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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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業革命驅動科技發展及社會經濟的變

遷，同時改變人口結構發展的趨勢。隨著國

民平均餘命的穩定增加及女性生育率逐年降

低，開發中國家均面臨著 65 歲以上人口攀

升的社會高齡化趨勢。截至 2015 年底，台

灣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達總人口數的 13%，

高齡化程度相對於日本、德國、義大利、希

臘及芬蘭等 65 歲以上人口超過 20% 的「超

高齡社會」國家看似有很大的差距，但依

據國發會 2015 年的人口推計結果，台灣將

於 2018 年達到高齡社會 (65 歲以上人口達

14%)，再 7 年後更將跨入超高齡社會的行

列，高齡化速度為全球之最。如何面對國內

急遽攀升的高齡人口數，是政府及產業需要

儘早思考的問題。

國內有關高齡化趨勢的討論，偏重於老

人照護（長期照護、失能照護、家庭照護、

長照保險）、經濟安全（年金、貧窮、高齡

就業）、社會心理（老化適應、家暴）、歧

視與雙老（社會歧視、租屋困難、照護及被

照護者高齡化）及銀髮產業發展等面向的探

討，較少有從產業角度探討勞動人口減少的

衝擊。

對產業而言，勞動人口為不可或缺的基

本要素，而國內高齡化趨勢對於國內勞動人

口數將造成顯著衝擊。2015 年台灣 15 至

64 歲之間勞動人口數達 1,737 萬人的歷史

高峰，自 2016 年起至 2060 年間，將以平

均每年 18 萬人的驚人速度下跌，這對於仍

努力由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泥沼下抽身，

並且面對中國大陸及鄰近國家劇烈競爭的國

內產業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儘管行政院已於 2015 年 9 月提出「生

產力 4.0 發展方案」，規劃透過網宇實體、

物聯網、智慧機械 / 機器人、巨量資料及精

實管理等技術的發展及應用，降低對於勞動

人口的需求，並提升產業附加價值與生產

力。然而，透過技術進行人力替代並非唯一

的答案，面對高齡就業人口的持續增加，如

何善用高齡就業人口的優勢，在維持產業持

續發展的同時，滿足高齡人口的各種需求，

才是長遠的發展目標。本社以推動國內產業

發展為目標，以「智庫分析、技術研發、人

才培育」為宗旨，功能在於協助產業掌握、

面對及克服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關鍵議

題。

有鑑於國內產業在面臨高齡化的內憂及

國際產業競爭的外患時，相對應的軟體（制

度）及硬體（基礎設施）是否跟得上國內老

化及全球產業競爭的腳步，是政府及產業界

需及早規劃並切入的議題；因此，本社於

2015 年以 " 高齡化趨勢對產業的影響 " 為
題，從產業的角度，協助思考面對高齡化議

題應考慮的面向，及未來政府可協助減緩高

齡化對產業衝擊的模式，並出版「高齡化對

台灣產業勞動需求及產業發展的探討」專題

報告。本期摘錄專題報告中述及「高齡勞動

力競爭優勢」的內容與讀者分享，完整報告

可自中技社網站 (www.ctci.org.tw) 中下載。

◤ 環境技術發展中心  鄒倫主任 ˙陳潔儀組長 ˙楊智凱副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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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對產業的可能衝擊

勞動力、土地及資本等三者為主要生產

要素，而「人口」做為勞動力的基本來源，

與產業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多由

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檢視人口結構老化可能

帶來的衝擊。例如聯合國分別在 1982 年及

1991 年召開「全球老化會議」並通過「聯

合國高齡原則」後，1994 年於埃及開羅召

開「全球人口與經濟發展會議」，並以包括

教育、降低幼兒與分娩死亡率及提供家庭規

劃等人口策略，作為人口結構調整及產業發

展的策略。歐盟則是以區域經濟治理的角度

看待人口議題，透過人口結構資料的分析，

掌握公共財政永續性可能面臨的問題。

對台灣而言，儘管勞動力高齡化的衝擊

尚未浮現，但是從政府人口推計報告及勞動

力統計資訊中，已觀察到幾個國內人口及勞

動參與率的問題及對於產業發展有實質影響

的趨勢，未來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如圖 1 所

示，主要趨勢包括：

一、勞動人口減少：2015 年為台灣勞動人

口的最高峰，2016 至 2060 年間全球

勞動人口預計將以每年平均 18 萬人的

趨勢減少。

二、勞動力老化：25 年後工作主力將從目

前 35 歲至 44 歲的中壯年人口，變成

每 4 個工作人口中，便有一人的年齡超

過 55 歲。

三、提早退出勞動市場：主計總處 2014 年

《受雇員工動向調查》顯示，工業及服

務業受雇員工平均退休年齡為 57.8歲，

遠低於 65 歲的法定退休年齡。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至 150 年）》報告。

圖 1  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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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高齡化對於工作的主要影

響來自生理機能的衰退，不同行業之間也

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以交通運輸業為例，

美國交通研究院 (America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TRI) 於 2015 年 6 月發

表的交通白皮書，點出美國卡車司機高齡化

的趨勢，同年 10 月出版「卡車司機缺工報

告」，其中指出美國自 2000 年時便發生缺

卡車司機的問題，2005 年估計共缺 20,000
名卡車司機。2008 年金融海嘯嚴重影響產

業規模，同時降低卡車司機的需求，暫紓解

卡車司機不足的問題；然而隨著產業逐漸復

甦，卡車司機短缺的問題又再次浮現，截至

2014 年，短短數年間，卡車司機需求缺口

已擴大到 38,000 名，除直接影響運輸產業

的發展，也間接阻礙對運輸有需求的產業。

根據分析，最大的影響因素是人口結構的老

化。過去 20 年間美國中高齡 (45 ～ 64 歲 )
卡車司機比例從 29% 攀升到 49%，導致目

前平均卡車司機年齡高達 49 歲，高於 42
歲的美國平均就業年齡。其次則是性別的分

布，美國就業人口中 47% 為女性，卡車司

機卻僅 6% 為女性，顯示女性進入就業市場

的比例雖大幅度提升，但對卡車司機的需求

卻無幫助。

台灣今年來迅速發達的物流業也有類似

的潛在問題，2011 年起台灣網購的迅速發

展，加上台灣連鎖超市及便利商店所提供產

品及服務的激增，帶動宅配相關物流的蓬勃

發展，並不斷以縮短送貨時間及提供額外服

務（如冷凍物流）吸引消費者。目前物流產

業從業人員普遍技術要求較低且許多程序仍

仰賴人工，在從業人員平均年齡偏高且持續

攀升的情況下，目前在重大節慶的工作人力

已出現不足，未來在勞動力減少及老化的雙

重影響下，勢必會影響產業的發展。 

面對勞動力短缺，許多企業會選擇採用

機械化及自動化的模式，降低對於人力的需

求。然而主要可被取代的工作為例如像生產

線組裝般，較不需要專業知識的重複性勞動

工作。而需要判斷或分析的工作，即使高度

高齡勞動力對產業的可能衝擊

上項反映我國未來勞動人力減少及勞參

率不足的現象，然而細部檢視國內 2004 ～

2014 年中高齡勞動力參與，還進一步觀察

到幾個負面趨勢，包括：(1) 男性勞參率持

續下滑；(2) 勞參率隨年齡增加而遞減；(3)
勞參率隨教育程度增加而遞減；(4) 高齡勞

動多集中於與生產操作及高勞動力相關之職

業。從中可以觀察到，儘管高齡化尚未直接

衝擊我國產業勞動力供給，中高齡勞動力已

是總體勞動力中較為薄弱的一環，未來中高

齡勞動人口增加時，若勞動參與型態仍維持

比例低及集中於特定職業之特性，將影響企

業勞動力需求。

四、青年勞動參與率低：我國有明顯青年在

學率高及勞動參與率 (以下簡稱勞參率 )
低的現象，2013 年 15 ～ 19 歲男性勞

參率是 8.4％，20 ～ 24 歲是 51.5％，

為南韓以外全球年輕人勞參率最低的國

家。

五、高齡勞參率偏低：我國 55 ～ 59 歲與 
60 ～ 64 歲之勞參率分別為 54.4%、

35.6%，而韓、日、美等國相對應資料

則分別在 7 成與 5 成 5 以上，顯示出

我國高齡勞參率偏低，且有年齡愈高

愈明顯、差距愈大的問題。同時台灣

2013 年 65 歲以上的勞參率為 8.3%，

遠低於韓國 (31.4%)、新加坡 (23.8%)、
日本 (20.5%) 及美國 (18.7%) 的高齡勞

參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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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對於高齡就業的重視

高齡就業為國際長期所重視的議題，無

論在組織、區域、國家或是企業層級，均提

出相關對策，說明如下：

一、組織 / 區域層級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成立於

1961 年，是由全球 34 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

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為確保產業穩定發展，

最初提出：(1) 外來移民；(2) 增加女性勞動

參與；(3) 身障就業；(4) 推動高齡就業等發

展策略，接著進行各國高齡化因應策略的比

較分析。於 2003 至 2005 年期間針對 21 個

OECD國家的高齡就業狀況進行調查分析，

檢討各國就業政策的年齡友善性，2006 年

彙整出版「活的越久，工作越久」專題報告

(OECD, 2006)，其中提出：(1) 獎勵勞動；

(2) 改變聘雇方式；(3) 改善勞工可雇用性等

三項鼓勵高齡就業的政策方向及措施。其

次持續觀察前述高齡就業政策在 2005 年至

2012 年之間的變化，以國家為單位於 2012
年提出 21 份的高齡就業政策觀察報告，檢

視政策及現況的變化趨勢。2013 年起以細

部個案分析的方式，挑選出推動高齡就業的

標竿國家，出版一系列 Working Better with 
Age 叢書，至 2015 年 10 月已完成包括挪

威、法國、荷蘭、瑞士、波蘭及丹麥等六國

之高齡政策分析，並預定於 2016 年發布韓

國的分析報告。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於 2002 年提出

「活躍老化政策架構」(Active Aging – A 
Policy Framework) 專題報告，歐盟將 2012
年訂為「活躍老化暨世代間連結年」，以「儘

可能讓高齡者能在有生之年對自己的生命負

責外，也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確保社會的創

造力、包容力及凝聚力」為目標，提出：(1)
就業；(2) 社會參與；(3) 生活自主的三大策

略，並訂出協助高齡就業 8 項原則。

二、國家層級

英國政府密切關注高齡化的議題，並且

積極建構適合中高齡的產業工作環境，英國

工作及退休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 
Pensions, DWP）於 2013 年出版《雇用高

齡勞工 - 雇主面對多世代勞動力的指南》；

內容首先說明人口結構變遷趨勢及雇主不

進行改變將可能面對的風險，並針對雇用制

度、年輕勞工與高齡勞工的差異、訓練、彈

性工時、階段性退休、傳承管理、績效評估

及退休金等概念進行說明，目的在於協助企

業能妥善運用高齡人力滿足業務需求。

三、企業實際案例

部分企業案例顯示對於中高齡勞工的投

資可轉化為企業運作績效的提升，幾個較顯

著的案例包括：

1. 特力屋（B&Q）：認為高齡員工具備較

優良的溝通能力及責任感，因此積極聘用

高齡勞工及改造高齡友善工作環境，結果

自動化的產業，仍無法完全以機器取代，例

如德國 Seimens 公司在推動智慧工廠時，

第一步為加強既有員工的訓練，提高人員生

產的效率與效能，確保重複勞動性工作被機

器取代的同時，人員可以發揮更高的價值。

換言之，自動化並非純粹是「以機換人」的

概念，而須搭配「人」在產業活動重要性的

提升，才能為產業創造更高的總體價值。

無可否認，自動化技術應用勢必取代部

分人力。隨著新技術應用所衍生出的新工作

機會，以及資訊技能在職場上普及化所造成

的基本技能要求提升，對高齡勞動者都是新

挑戰，因此預期高齡勞動者可能為產業自動

化趨勢下的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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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勞工經歷職場的磨練及社會狀況的轉

變，也同時具備對於企業發展具正面效果的

特質，不同文獻中所彙整出的中高齡勞動者

勞動特質包括：

1. 職場技能：無明顯證據顯示中高齡勞工的

技能有明顯衰退，反而透過職場的歷練，

磨練出職場所需要的軟技能，包括專業

度、溝通能力及交際能力，且做事較細

心。

2.職業操守：忠誠度、使命感及敬業精神高，

責任感重且遵守公司規範。

3. 人事流動：離職率低且少有遲到早退情

形。

4. 社會需求：重視他人肯定，希望工作更完

美，物質需求較低，較不重視報酬。

二、高齡勞動力對工作期望

鼓勵中高齡者參與勞動需從掌握其主要

需求為出發點，美國退休協會（AARP）為

美國最大的老年人組織，2015 年提出《超

過 50 歲員工所關注項目》報告中，表示工

作彈性、財務保障、保險、退休制度及照護

為高齡員工最重視的項目，但心理上及社會

上的滿足也同樣重要。AARP 於 2013 年針

對 45 ～ 74 歲勞工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

中高齡勞工理想的工作環境包括：(1) 技能

與才華的發揮 (92%)；(2) 友善的工作環境

(91%)；(3) 工作內容有意義 (88%)。研究指

出 50 歲以上員工所具備的經驗、技能及才

能對於未來勞工短缺問題將是重要的資源，

而雇主在考量如何建構符合中高齡員工的工

作環境時，應該考量的特點包括：

1. 中高齡勞工就業的理由包括財務及非財務

因素。

2. 對許多人而言，「退休」已被重新定位為

由全職轉為兼職的勞動參與。

3. 工作彈性、薪資及福利。

高齡勞動力的特性及對工作期望

一、高齡勞動力的特性

不可否認，高齡對於勞動表現確實會有

影響，尤其是勞力需求較高的工作，但除了

因為生理機能衰退影響勞動表現外，影響中

高齡者參與勞動因素還包括：(1) 健康程度

與社會角色；(2)退休制度；(3)財務狀況；(4)
職場年齡歧視；(5) 生理機能退化等。然而，

證實對於企業運作有正面的價值，包括員

工離職率降低 6 倍，短期缺工情形降低

39%，同時對於高齡員工的重視也營造出

更友善及更認真的工作環境，提升公司獲

利達 18%。

2. BMW 汽車公司：意識到生產線員工老化

情形嚴重，2017 年平均年齡將達 47 歲，

因此自2005年便提出「今為明日」(Today 
for Tomorrow) 的內部計畫，初期提供員

工健康管理計畫，2011 年開始推動德國

生產線設備的人體工學化，自 2012 年開

始擴大實施於澳洲及英國的生產線，並於

德國設立由 50 歲以上高齡員工組成的生

產線，除了提供工作輔助設備外，也納入

彈性的工作選項，包括臨時兼職工作、工

作分享、額外特休及階段性退休計畫。實

施成果提升 7% 的生產力，其組裝線更達

到零瑕疵標準。

3. 英國聯合利華公司（Unilevel）估計每花

一歐元在提升員工健康上，即可透過生產

力的提升獲得等同於 6 歐元的價值，因此

建立內部員工健康計畫。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到，既然勞工平均年

齡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企業便考量如何

強化中高齡勞動者所具備的工作特性，並營

造符合高齡化趨勢的就業環境來面對勞動力

高齡化，以培育出更具競爭力的企業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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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高齡勞動力

結語

嬰兒潮世代已開始邁入高齡勞工階段，

中高齡勞工將為企業不可忽視的勞動力來

源。隨著社會結構變遷，過去為了充分利用

嬰兒潮世代生產力所發展出的「退休制度」

已不再符合時代需求。在勞動人口減少及高

齡化的趨勢下，企業需首先掌握中高齡勞

動者對於工作的需求及其工作特質，營造出

符合高齡化趨勢的就業環境，方能建構出高

效率的高齡勞動力，提升企業高齡勞動力時

代的競爭力。企業思考的方向除了「以機換

人」的傳統勞動提昇策略外，還可納入對於：

(1) 聘用制度；(2) 彈性工時、半退休；(3)
績效導向職能評估及升遷制度；(4) 傳承管

理；(5) 職務調整；(6) 退休制度及；(7) 提
升工作場合人體工學性等面向的思考。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協會（SHRM）於

2014 年針對 1,715 間會員企業的調查結果

顯示，儘管只有 13% 的產業不知道產業勞

動力正面臨高齡化趨勢，但實際上只有 6%
的企業已制定相關策略，反映企業忽視可能

帶來的潛在衝擊。《哈佛商業評論》2014
年 4 月的專欄文章 「Four Ways to Adapt 
to an Aging Workforce」提到，儘管過去 10
年間政府宣導透過尊重經驗、提供訓練機

會、彈性工作及退休選項等措施強化高齡勞

工的運用，但是部分企業才剛開始重視此議

題。因此哈佛商業評論透過美國企業實際案

例的方式，針對因應勞動力高齡化提出四項

建議：

一、彈性工時、半退休

1. Scripped Health 推動半退休計畫，讓已

退休員工在領取部分退休金的同時，持續

以兼職的身分參與工作，並獲得完整福

利。部分企業遇到專業人員有限的情況，

同樣透過保留既有員工的方式，降低聘用

昂貴兼職員工。

2. WellStar Health System 對於任職超過

10 年以上的員工，提供半退休制度。

二、以職能作為聘用及擢升的優先條件

1. Vodafone高度重視員工的忠誠度、績效、

能力及常識等高齡員工特質。

2. Vita Needledoes 則表示忠誠的高齡員工

不僅強化企業的形象，同時創造更高的工

作品質及對細節的關注。

3. Home Depot 積極的聘用高齡員工，獲得

消費者所需要的實務經驗與知識。

三、創造新職務或改變舊職

1. Migros Geneva 將高齡員工調整到較適合

其職能的職務，例如重新訓練 58 歲的前

收銀員轉任為客服代表。

2. Marriott 的「按時計費員工彈性選項計

畫」，透過新職能的訓練，幫助全球 32
萬 5 千名高齡 " 員工 " 由高體力需求的工

作轉職。

3. 米其林輪胎聘用退休員工協助計畫掌控、

建立社群關係及跨世代的教導。

四、改變工作場合的人體工學性

1. BMW 透過工作環境及裝備的改造，包括

組裝線地板、特製鞋及容易閱讀的電腦螢

幕，提升中高齡員工之生產力。

2. 英國 Unilever 公司推動目的在於協助高

齡員工延長職業生涯的「健康計畫」。

4. 訓練及升遷機會。

5. 職涯發展機會、創新發展機會、組織信

譽、職涯願景及績效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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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就讀東海大學的時候曾自校方領

過獎學金，不過由於畢業即留美多年，所以

對獎項名稱及頒發單位沒有太深的記憶，直

到最近收到專訪的洽詢電郵，才恍然大悟，

原來系上學生近年榮獲具指標性的中技社獎

學金，竟然就是自己當年領受的獎學金。隨

手翻閱《中技社獎學金繼往開來 50 年》專

輯，果真看見自己的名字，也看到不少熟悉

的名單；累積 50 多年的人才寶庫，的確值

得建置專屬的聯誼平台，促成中技社獎學金

歷屆得主之間跨領域的交流互動與世代傳

承。

興趣是學習與成長的絕佳動力，雖然大

學與碩士唸的是化工，但內心還是對生化比

較有興趣，所以轉往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攻讀

生化工程，一旦找對著力點，一鼓作氣，3
年即順利取得博士學位，隨即返台任教。一

路走過的 20 幾年，基於台灣科技產業的崛

起，幾乎是由電子、電機、資訊等科系獨領

風騷，直到近年，精密機械、多功能紡織、

生技、綠能等產業才逐漸浮上檯面；趨勢

所及，個人於 2014 ～ 2016 年之間，分別

獲得 2014 年侯金堆傑出榮譽獎 ( 環境保護

類 )、工業生物過程國際論壇（IFIBiop）傑

出科學家獎、第十三屆有庠科技講座 ( 綠色

科技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李國鼎榮譽學者、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2009 年，個人於成功大學生物科技中

心成立『微藻生技與工程實驗室』，並於安

南校區設置微藻養殖展示工廠，至今已接待

過百餘位中外人士前來觀摩。微藻與 CO2

減量為主軸的生質能源與生物精煉技術，現

今已朝生產第三代生質燃料與微藻延伸高經

濟價值產品 ( 如色素、DHA/EPA、水產養殖

飼料等 ) 邁進；也就是說微藻除了產出糖、

油脂、蛋白質等做為生質能源與化學品前驅

物原料之外，還能生產葉黃素、蝦紅素、藻

藍素及 omega-3 脂肪酸物質，相關技術已

申獲台灣、美國及日本發明專利，並已授權

技轉中鋼公司與國內數家生技公司。

    
結合「能源導向」與「產品導向」之

產業應用科技研究，不但是我個人，也是整

體研究團隊的終極目標。2015 年，微藻實

驗室以異營微藻發酵技術生產高經濟價值的

蝦紅素原料，獲選行政院科技部 104 年度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From IP to IPO( 簡
稱 FITI)」創業潛力獎，並前往美國加州參

與「矽谷科技創業培訓計畫」，目前已獲資

金挹注籌設公司。

    
相較於本身大學畢業的年代，近半數同

學選擇出國留學，反觀如今系上的現況是多

半留在國內唸碩士，只有約 10% 的學生選

擇出國進修。據我所知，以今年本人在成大

指導專題的應屆畢業生為例，有 3 位學生分

張嘉修教授於 1982 年就讀東海大學化

學工程系時獲頒中技社獎學金，隨後前往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攻讀碩士，

1993 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化工暨

生化工程系博士學位。學成返台投入高等教

育，鑽研學術的同時，熱衷於研發成果的技

轉，以「應用研究的黑手」自許，帶領研究

團隊開拓無限可能的商機。

◤國立成功大學 
化工系 / 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張嘉修 講座教授

悠遊在綠能與生技的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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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 Purdue、Stanford、Cornell 等名校攻讀

碩士學位，而且都是女生，可見台灣女生唸

理工及出國深造的比率逐年攀升。近幾年續

攻國內博士的比例也急遽下滑，主要是博士

就業市場需求不大，與其投入充滿變數的未

知，寧可及早安穩就業。選擇可以掌控的穩

定固然很好，但我還是鼓勵學生加強國際化

的意願與腳步；前年，我的研究助理即前往

美國 Washington 大學攻讀博士。

    
身為大學教授，最大的欣慰來自學生的

學習成效與研究成果；外文撰寫與口述能力

是推向國際的基本門檻，因而我要求碩士生

及博士生的畢業論文需以英文撰寫，且博士

論文口試必須以英文表達，因此，每年都邀

請 1 ～ 2 位國外教授擔任論文口試委員，參

與評審。因著這份堅持，我的碩博士畢業生

不但在就業面試可以充分展現外語能力，也

能夠自行組團，備妥展示模型等配備，從容

參加國際發明競賽；曾分別獲得 2013 捷克

國際發明展銅牌獎、2014 波蘭國際發明競

賽金牌獎、2014 烏克蘭國際發明展暨發明

競賽金牌獎、2014 俄羅斯國際發明展（阿

基米德）金牌獎等榮譽。

   
 2015 年經推薦成為美國醫學暨生物工

程學會會士（AIMBE fellow），獲得此殊

榮，對我的學術生涯而言，是極大的肯定。

AIMBE 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透過這種全

球交流的管道，能夠即時掌握世界在這個

領域的趨勢與變化，適時激發時空轉換的創

意，並能與全球頂尖學者專家互動，增進國

際合作機會。在出國深造不興盛的時代，年

輕人藉由網路，一樣的可以獲取所需的新

知；而學校方面則可以透過擴大外籍學生名

額、推動英文教學，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國外

交換學制、國際論壇與競賽等方式，建構國

際化的學習與成長環境。成大在這方面的推

廣成效相當不錯，目前系上也有來自芬蘭、

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學生。

    
始終認為「學以致用」、「知行合一」

是研究學理的目標，與其成為投注論述的學

者，反而比較希望能夠秉持產學一家的理

念，以「應用研究的黑手」自許，將所學應

用在改善生活的層面。抱持這樣的信念，對

自己或學生而言，或許比較容易在研究中找

到方向與成就感。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獲

得許多貴人的提攜與倚重，在成功大學非常

完善的研究環境中，和許多優秀又有幹勁的

年輕學者一起合作，還有一群博士後、研究

生與助理們任勞任怨的支援，這些都是我最

珍貴的資產與後盾。

    
研發嵌入技轉的過程當中，有欣喜也有

困頓，因為成敗關鍵在於尋覓不易的驗證實

體，也就是說不易找到能幫助學術界將具商

業化潛力的研究成果與產業化鏈結的平台。

未來，繼台北的生技研究園區成立之後，台

南沙崙亦將成立「創新綠能科技園區」；希

望在創新的大環境之下，能夠有更多的機

會，讓充滿活力與熱忱的研發團隊，以行動

力和移動力，攜手將相關的研發成果落實技

轉，協助台灣的中小企業「立足台灣 ‧ 向

外發光」。  

跑道式微藻培養系統

採訪整理 / 黃朝仁主任‧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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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家 鄭劍秋

「文創」是近幾年來最夯的名詞，然而能

夠在文創中衍生商機才是永續的關鍵，所以坊

間結合藝術的複合式商店如雨後春筍；因而專

程造訪 4、5 月在致理大學附近的山井鮮餐廳

展出《春曉時分》的素人油畫家—鄭劍秋。

    
很難想像汽車修護科畢業去當警察，而且

在繁瑣、不定的勤務中，因為喜歡繪畫而醉心

其中，並在享受喜歡的過程中，以近乎玩的心

情調適工作的情緒。基於對自然的嚮往，志願

由市區調往山區，因緣際會被分派至竹子湖。

山中 30 幾坪的派出所是日式老建築，非常潮

溼而導致工作之餘創作的水彩、國畫全數損

毀，痛定思痛後，改以耐潮的油畫取而代之。

受限於值勤以及派出所人力不足，根本無法固

定找時間學畫，只好利用休假，鑽圖書館、逛

展覽場、上網瀏覽；在自我摸索、無師自通的

情況下，1997 年終於孵出人生的第一幅油畫。

   
 1999 年，竹子湖派出所原地重建，擴增

為地上 2 層地下 1 層約 299 坪的建築；當時

警界正進行體質改革，派出所藝術走廊擴大晉

升為藝廊，因位於遊客眾多的風景區，再加上

反應熱絡，頓時成為媒體報導的熱門派出所。

2002～2008年，陸續策展油畫、水彩、國畫、

裝置藝術等 40 餘場展覽，鄭劍秋在這期間認

識許多藝術家，經由互動與請益，不僅開拓視

野，進而大量吸收相關的概念與技巧。

    
畫了幾年，始終感覺沒有什麼進展；顏色

會隨著心情起伏，時而光彩時而灰暗，而且灰

暗居多。有一天，鄭劍秋凝視窗外的風景，突

發奇想，乾脆把風景分解成色塊試試看；就這

樣花兩年玩色塊且越分越細，最後再銜接色塊

成為風景；猛然發覺自己的油畫變得更加精彩

豐富，也察覺新作與舊作的差距原來是眼睛辨

色力的不足，卻也慶幸在誤打誤撞之中提升功

力。本身很喜歡印象派光影的感覺，大膽改用

畫刀，經由網路觀察並避開其他畫家的刀法，

另外再針對較弱的顏色部分加強混色技法，以

少許主色調出自己所見之色，最後利用顏色堆

疊的方式，讓觀賞者透過視覺去自我混色，形

成一種自然感受的色彩。

    
印象派源起於 19 世紀，使用明快活潑的

色彩，表達大自然千變萬化的真實光影，讓人

產生耳目一新的視效。鄭劍秋偏愛獵取周遭題

材引入畫作，由於警察工作多元，激盪的靈感

也特別多樣；透過筆意、筆觸、色彩、畫刀，

交錯寫實又抒情的新印象多彩世界。有時候一

幅畫耗時一年多才完成，有時候一幅 6 號油

畫在短短的 16 分 39 秒就閃靈達陣。2005 ～

2014 年間，先後獲得第 4 屆玉山美術獎、台

灣國展、南瀛獎、第 10 屆聯邦印象大獎、全

國美展等油畫類大獎。最近，別出心裁，挑選

24 幅創作配上聖經箴言，印成桌誌，無論對

自己或觀賞者而言，絕對是莫大的激勵。

繪畫對鄭劍秋而言，不是和別人比，而是

不斷自我挑戰。如今卸下 30 年隨機待命的職

務，從此隨心所欲，每天背起畫架、拎著畫具

與輕巧相機，外出捕捉稍縱即逝的剎那靈感。

繼 4/9 ～ 5/14 實踐大學附近的酷馬廚房展出

《我視野裡的角落》之後，計劃前往蘭嶼的牧

師民宿停留月餘，在慢步調的微觀中，刻劃出

鮮艷、簡單的印象光譜。

刻畫心中的
              印象光譜

2015 石碇 – 灑落的陽光 - 10F
你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箴言 24：10

採訪整理 / 余俊英組長‧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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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出門，無論是兼程還是路過，

在涼靜如水的美術館，欣賞讓人內心澎湃的

創作，溫度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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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心漫步，觀照周遭不起眼的景緻，以不同的視野，呈現角落的絕美。

53X45 cm  油畫  2016 年  鄭劍秋 創作

淡大學府的一畝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