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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石化是工業之母，因此，新加坡、韓國將其視為重點產業，卯足勁全力發展。

反觀台灣，2005 年提出國光石化大型開發案，預計在雲林離島工業區興建，因環評未過，

2008 年轉往彰化，2011 年因抗爭被迫出局。台塑煉鋼廠亦因無法於麥寮興建，2008 年轉往

越南河靜。事隔至今僅短短幾年；2014 年 5 月 13 日越南反華暴亂，2014 年 8 月 1 日高雄

大氣爆；相繼爆破台灣鋼鐵業、石化業長期以來飽受的困境與紛擾。

鋼鐵是現代經濟的關鍵原料，後製成品涵蓋日常生活之中，包括節能汽車、智慧電網、

智慧綠建築等；鋼鐵產業在支援低碳能源、低碳生產消費、低碳交通及建築上均具廣泛的應

用。未來，煉鋼技術與鋼材創新，在生產、銷售、利用及回收方面，將著力於低碳經濟的發展，

期以高質的環境友善度，獲得民間的支持。

台灣石化產業源起 1960 年代，目前含上、下游應用產業整體產值 4.3 兆，是國內經濟發

展重要支柱；然近年外遭強鄰超越，內陷意識夾擊。台灣石化產品以外銷大陸比例最高，雖

簽訂 ECFA，但產品與對岸稅制尚未突破，以致被日、韓及東協取代，迫使台灣在國際的經

濟情勢更形孤立。

   
本年執行 7 項研發計畫：「風險專家 (Mr. Safety) -KPI 模組研究及發展」建置適用石化

相關產業之製程安全系統；「Mr. Energy 50001研發進階 (III)」監控能源績效及節能方案成果；

「蒸餾系統動態操作指引系統」促使人員操作蒸餾塔系統之穩定；「鋼管柱與鋼梁之接頭設計」

以有效抗扭特性提升結構效率；「低能耗廚餘乾燥設備開發與研究」將廚餘再製成飼料；「黏

彈複合式元件於減震消能之研究」建立分析與設計並製備元件與完成規範驗證；「晶圓切削

液分析及延長線上使用時間之研究」增加產品良率及投資回收廠之參考。

毀滅或重生就在一念之間，時值高雄氣爆夢魘猶存，東南亞政治擺盪之際，台灣宜重新

思考都市與經濟的兼容並蓄；追隨國際潮流，發展產業之高值化，建立臨海垂直整合、集中

管理的一貫化體系，才是根本解決的長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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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群生活與鋼鐵之間已密不可分，

鋼鐵是社會生活品質的基礎建設，更是推動

永續未來的關鍵科技。舉凡個人生活中家家

可見的洗衣機、電風扇、冰箱、電鍋小家電、

書桌書架家具、手錶文具、電子事務機器、

運動器材、汽車腳踏車等各式食樂住行、舒

適便利的設備，可說都是鋼鐵加工後的產品；

而現代化的社區或城市公共建設，像是橋樑

路燈、欄杆標示牌、火車船舶、大眾捷運、

自來水管、輸油管、展覽廳、運動中心，甚

至是各種檢驗儀器、手術器具、病床等醫療

衛生福利設施，包羅萬象的鋼鐵製品直接、

間接提升了工作效率與生活品質。

鋼鐵是現代經濟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生產

原料，也與國家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聯。全

球年生產使用高達 13 億噸鋼鐵，特別是亞

洲、拉丁美洲、非洲等開發中國家或地區，

超過 6 成的鋼鐵用於基礎建設中，對於提高

生活品質和社會福祉有重要的貢獻。鋼鐵業

可分為一貫作業煉鋼與電弧爐煉鋼兩種，主

要差別是前者儘量提高廢鋼的用量，後者則

完全以廢鋼來煉鋼；鋼鐵製程給人的印象是

高能耗、高污染，加上原物料成本上揚、需

求疲軟、產能過剩、環境法規日趨嚴格，如

何在面臨資源、環境及能源的挑戰下，運用

綠色生產技術，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並降低成

本，增進環境效益與資源利用效率，轉型綠

色產業與低碳經濟，澄清民眾對鋼鐵業的刻

板印象。

鋼鐵對社會的價值與功能

鋼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石，在建築、

交通及各項機械工具、能源傳送、醫療、甚

至供應水、糧食生產等，皆可見到鋼鐵的應

用。鋼鐵業可稱為工業之母，在社會、經濟

及生活層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現代科技

日益精進，鋼鐵業正進行著革命性的創新，

藉由生命週期評估 (LCA)，為綠色與低碳經

濟提供最佳新材料整合性解方，鋼鐵業對社

會發展的價值與功能如下：

一、鋼鐵業是世界經濟的主要推動者

依世界鋼鐵協會指出，世界人均鋼鐵用

量穩定由 2001 年的 150 公斤增加到 2011
年的 215 公斤，代表鋼鐵業蓬勃的發展。另

一方面，全球鋼鐵業直接聘用員工約達 200
萬人、間接承包商聘用也約 200 萬人及相關

支援人力，若加上關聯產業 (如汽車、建築、

交通、電力及機械產品等 )，鋼鐵業聘用的

人力約達 5,000 萬人。

二、鋼鐵是符合永續發展的產品

鋼鐵除永續產品外，100% 可回收性、

可重新製成新用途產品，以產業別來看，全

球機具業的回收率近 90%、建築及汽車業

85%、電機電子業 50%；同時在過去 30 年

來，每製造一噸鋼鐵所需的能源已減少近

50%。

三、鋼鐵是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產品

除日常生活基本所需外，在水資源及能

源傳送、糧食生產過程及精密醫療器材設備

等，均利用鋼鐵製品的衛生、穩定與機械生

產來增進工作效能。

四、鋼鐵是安全、創新而循序漸進的產品

近代高性能鋼材的研發並廣泛應用於橋

樑、高層建築工程及耐震、防火用途，而綠

色鋼品可提高能源效率外，也延長產品使用

年限與降低環境負荷，提升人類生活安全。

五、生命週期評估是新時代的最佳解答

藉由生命週期評估方法考慮到從生產、

使用和報廢的所有階段之潛在影響，以評估

◤ 環境技術發展中心 鄒倫主任‧潘惠萍管理師

鍾侑靜副管理師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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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污染熱點、揭露全生命週期資料，研擬

有效減污策略並提升價值鏈減碳效益。 

鋼鐵對經濟發展與就業之貢獻與角色

鋼鐵業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進程中，

是協助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1967 年國內

粗鋼生產 44 萬噸，2012 年成長為 2,066 萬

噸，消費量由 82 萬噸成長為 2,151 萬噸；

而人均 GDP 自 1952 年的 213 美元，開始

突破 1,000 美元、進入工業經濟時代，歷經

石油危機、產業結構轉型、金融風暴等，從

資本技術密集日漸進展到知識經濟時代，

GDP 也一路成長至 2012 年的 20,378 美元。

鋼鐵產業在過去 20 年來，上游原料充份供

應，例如以轉投資方式擴大事業領域，朝集

團化、國際化發展，如中鋼集團、義聯集團

等；而在工業材料、工程營造、土地開發、

貿易航運、金融投資等產業外，近年也參與

電子資訊、生物科技等高科技產業；因此由

早期的鋼鐵「生產者」，轉型為工業材料、

優質生活「供應者」( 台灣工業文化資產網，

2014)。

同時，隨著電子商務快速發展，e 化且

推行上、下游客戶連線系統，協助中、下游

產業完整發展，在彈性生產、低成本製造等

優勢下，對國內基礎工業的紮根具有重要的

影響，奠定台灣成為全球性代工生產基地的

良好基礎。惟由於國內現階段缺乏大型用鋼

產業支撐基本需求，而環境都市化建設也多

已完成，近年來須多仰賴出口維持鋼鐵需

求，外銷比率逾 4 成。長久以來鋼鐵對產業

成長與人口就業的貢獻是受肯定的：

一、從產業發展觀點

國內鋼鐵業結構發展完備，擁有完整

上、中、下游體系，上游粗鋼以電爐廠及高

爐廠為主，集中度高；中游單軋廠與裁剪業

者以購買鋼胚或熱軋產品進行加工，下游

產業包含營建 (2012 年用鋼量占 43.2% 最

高 )、金屬製品 ( 如螺絲、手工具、小五金

等占 39.4%其次 )、運輸工具、電子機械等，

多為中小型產業，集中度不高，並在中國的

成本優勢下紛往設廠，導致國內內需成長趨

緩。儘管如此，鋼鐵產業向前及向後的關聯

程度大於全體產業平均，1996~2004 年之間

總關聯度僅次於化工原料，也就是說鋼鐵業

不僅可帶動其他產業發展，也是協助其他產

業發展不可缺少的產業。以2011年產值1.48
兆元 ( 未含下游加工 ) 而言，約占製造業生

產總額 8.6%，為國內生產總額 4.3%；鋼鐵

業出口 / 進口總值分別為 117 億和 128 億美

元，各占出口 / 進口總值的 3.8% 和 4.6%，

近年鋼鐵業自給率提升，也支撐協助下游拓

展國際市場。 

以 1980 年代國內正值發展電子資訊、

機械等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來說，當時年平

均僱用員工成長率 8.2%，鋼鐵主要下游產

業包括機械設備製造、汽機車及其零件、螺

絲螺帽、金屬手工具、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家電等產值及僱用人數逐年提升，自 1981
年的 2,425 億元增加至 2011 年的 17,937
億元，僱用員工 1997~2010 年間成長為

鋼鐵業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關鍵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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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3 萬人。

二、從環境保護觀點

鋼鐵業最受人疑慮之處，是鋼鐵生產排

放的廢棄物對環境的衝擊，而高度的能源消

耗更是悖離環保核心價值，面臨的挑戰日益

增加，包括鋼鐵是否必須在國內自己生產 ?
自產固然有助國內總體經濟產值也具就業率

的貢獻度，以鋼鐵業 2011 年 1.48 兆台幣的

產值為例，再計入主要下游產業產值則高達

3.27 兆台幣；然 1.48 兆產值中，出口和進

口即分別占 24%、26%，而 2013 年第 1 季

鋼板進口比更達 36%。從進出口值可知鋼鐵

在國內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存在有討論調整的

空間，例如轉釋出鋼鐵業所占用的重要資源

供其他產業利用，相同的資金以資本密集度

較低的產業運用，有可能創造更高的產值，

而僱用的總就業人口數也遠高於鋼鐵業。

 
因此反思未來台灣是否依然需要「鋼

鐵生產以發展經濟」或是「替代進口以免除

污染」? 從國家產業政策或是環境保育上，

皆有必要探討自產或是進口鋼鐵對於國內經

濟、就業及企業成本效益的利弊得失，找出

國內鋼鐵供給的最佳模式。儘管許多鋼鐵產

品可以進口，甚至未來免關稅後的成本考

量，對於鋼鐵業的經營面臨嚴峻考驗，但也

存在著契機。已有部分廠商或在環保表現迥

出群倫、產品不可或缺、或生產銷售可抗衡

國外競爭，已有不可取代的價值，諸如：

 
1. 可期的環保永續績效

就中鋼、中龍為首的一貫煉鋼廠而言，

部分指標與國外相較已超越世界同業，例如

中鋼為全球唯一達到 100% 回收、零固化掩

埋鋼廠，中龍的單位粗鋼用水量、放流水量

及 COD、SOX 排放量也名列前茅，兩廠製

程用水回收率已逾 97%，績效優於目前進口

鋼鐵的生產廠。未來如能帶動整個鋼鐵產業

的價值鏈，以高品質的技術改善產品生命週

期中耗用的水、能源及排放物質，轉化成為

綠色生產、永續生態的產業，對於全球環境

的保護是有重要的貢獻。

2. 可敬的企業社會責任

現代企業除追求獲利的競爭力、提供

工作安全舒適的環境外，還須能竭盡地球公

民責任，如產品生產與銷售過程中，能達到

鋼鐵業國家經濟指標

年 所有產業     製造業         鋼鐵業

國內生產總額
( 台幣億元 )

出口
( 億美元 )

進口
( 億美元 )

總值 鋼鐵業 總值 鋼鐵業

占產業

比 %
占製造

業比 %
占出口

比 %
占進口

比 %

24,663 

52,370

86,044

171,732

1981

1991

2001

2011

45,299 

109,152 

204,956

340,627

635

2,504

4,546

14,810   

1.4%

2.3%

2.2%

4.3%

2.6%

4.8%

5.3%

8.6%

227

766

1,263

3,083

3

8

35

117

1.3%

1.0%

2.8%

3.8%

4.2%

6.7%

2.9%

4.6%

9

42

32

128

212

631

1,080

2,814

資料來源：中技社「台灣鋼鐵業的挑戰與機會」專題報告第 34 頁，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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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與品質承諾的條件，且公開透明而不操

縱資訊，不供應「黑心商品」才能獲得客戶

和社會大眾的信賴，國內鋼鐵產業如能實現

這些特別的企業價值，同時社會有感給予肯

定，將會具有不容其他競爭者超越的角色。

3. 可貴的基礎建設後援

國家社會為求永續發展，必須有經濟安

全的戰略考量，如僅以企業社會成本效益論

辯鋼鐵業的存續，將無法明確掌握中下游或

關聯產業的供需與優勢，影響經濟層面可能

是更深遠的。以鄰近日本、韓國而言，鋼鐵

業讓日本走出戰後重建、支撐著強大機械汽

車產業，而韓國 POSCO 浦項製鐵公司的設

立擴廠，配合下游汽車造船等工業在全球爭

奪市場，鋼鐵與產業發展相輔相成下，不僅

未衰退反而因為全球化趨勢而更為重要。台

灣緊鄰全球最大鋼鐵市場 ( 包含中國 )，也

有一流的技術與安全環保水準，爭取平等互

惠的競爭環境，將是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

鋼鐵業在環境績效與資源生產力之提昇

策略
從鋼鐵製程和原物料市場來看鋼鐵業，

如何在有限的能資源及嚴竣環境壓力下，運

用綠色生產技術降低成本與增加附加價值，

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及環境效益，是目前全

球鋼鐵產業的重要挑戰之一。以鄰近的中國

鋼鐵業來說，近兩三年來也陷入產能過剩、

利潤低的處境，加上霧霾造成的嚴重空污，

鋼鐵業常成為眾矢之的，最接近北京的河北

產能已受減產配額的限制；而國內鋼鐵產業

更是必須面臨原料掌控不易、尚無完整產業

價值鏈、公共工程進度遲緩、環境法規及加

嚴標準等等，在供過於求、競爭微利環境下，

大部分鋼鐵業者經營獲利情形不佳，部分下

游產業持續外移。因此如何提高資源運用效

率、降低經營風險，同時達成環境績效目標，

已成為鋼鐵業亟須克服的議題。

一、國內外鋼鐵業環境績效現況

鋼鐵業重要參考環境指標包括：(1) 溫
室氣體排放 ( 煉鋼及製造中間產品時產生

的 CO2)；(2) 能源密集度 ( 消耗的總能源量

除以產品量 )；(3) 物質效率 ( 指與煉鋼相關

的物質未被送至永久廢棄、掩埋或焚化的比

例，是循環經濟的概念 )；(4) 環境管理系統

( 計算具認證如 ISO-14001 生產管理者占總

雇員的比例 ) 等 4 項。為了解國際鋼鐵業的

發展情形，參考世界鋼鐵協會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2012) 的 2007~2011 年指標資

料，國際鋼鐵業在：(1) 溫室氣體排放指標

( 約維持在 1.8 噸 CO2/ 噸粗鋼 ) 與 (2) 能源

密集度指標 ( 約維持在 20.8GJ/ 噸粗鋼 )；
而 (3) 物質效率指標，2007~2010 年維持

97.7% 以上，2011 年稍降為 94.4%，與 (4)
環境管理系統指標，逐年上升，2011 年已

近 90%。

國內鋼鐵業在指標 (1) 的表現：2007 年

溫室氣體排放 (1.36 噸 CO2/ 噸粗鋼 ) 雖在

WSA 指標之上，然電弧爐煉鋼廠數量較多，

且技術與設備更新進度不一，一貫式煉鋼廠

排放強度也有上升趨勢；指標 (2) 的表現：

2011 年能源消耗較 2007 年上升 9.59%，產

量增加 9.57%。溫室氣體排放和能源密集度

兩項評估指標並無顯著提升。至於指標 (3)
物質效率方面，一貫式鋼廠以中鋼公司為

例，已達「零固化掩埋」目標，23% 廢棄

物於廠內回收；而在電弧爐煉鋼生產過程中

的「煉鋼集塵灰」( 含有高濃度金屬粉塵廢

氣 )及「電弧爐渣」，尚有處理改善的空間。

然以個別企業績效而言，比較國內外各項環

境績效表現，中鋼、中龍公司大致表現 ( 除
SOx 外 ) 能達與國際先進鋼廠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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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業因應氣候變遷的目標與策略

鋼鐵業由於其製程原物料及燃料耗用密

集度高，排放大量溫室氣體，在因應全球抗

暖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氣候變

遷對鋼鐵業在原物料供給、能源及水資源配

置、法規的環保要求、國際競爭力等，亦帶

來挑戰與衝擊。

一、國際鋼鐵業因應氣候變遷措施

國際上，各大鋼鐵公會對氣候變遷之因

應，提出策略如下：

1. 美國鋼鐵協會 (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AISI)
美國鋼鐵及其他高能耗的製造商在能源

效率上獲得很大的進展，為了更降低能源強

度和減少排放，需仰賴突破性的技術開發，

然而前者必須配合成本攤提、稅收優惠等來

成就。美國鋼鐵協會強調美國國會應對環境

監管發展與倡議持續進行監督，且包含以下

四項：

(1) 檢查環保署和政府機構的監管及法規，

對於產業競爭力和就業之影響。

(2) 重視聯邦和州政府之兩層級的法規成本

及效益分析。

(3) 允許各行業充分參與環保局和政府環保

機構的監管制定和實施流程，提升透明

度。

(4) 防制或延遲對美國工業競爭力不利且無

二、提昇策略

國際鋼鐵業因應永續發展思維，提出多

項提升績效與生產力的重點建議包括：減少

空污排放以改善空氣品質、研發突破性煉鋼

技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重視廢水排放與水

資源管理、副產物資源化 / 循環再利用、提

高鋼鐵回收率，以降低能資源耗用、以高性

能鋼鐵材料協助解決人類永續發展問題等。

因此國內鋼鐵業在提升資源生產力的策略主

要有：

1. 進行區域能資源整合與鏈結

中鋼公司 1993 年即開始在高雄臨海工

業區整合能資源網絡，將廢熱及多餘產能的

蒸汽、氧氣、氮氣等供應鄰近石化業或下游

鋼廠使用，用戶可關閉或免投資效率較低且

排碳高的設施，減少燃料、人力及環境負荷，

更可降低成本提升鋼鐵產業鏈競爭力。

2. 減少原料損耗與污染，研發資源再利用

原料的減耗外，製程副產物包括高爐

石、轉爐石、脫硫渣、鏽皮、廢耐火材等，

以年產量最多的高爐石 (263.9 萬公噸，佔中

鋼全部副產物 43.8%) 為例，可經過水淬後

生產爐石粉，或氣冷後作為各類工程材料，

達零固化掩埋。

3. 水資源管理、節水與廢水回收利用

煉鋼製程需大量使用原水作為冷卻、除

鏽、潤滑、洗塵及環保等用途，如致力節水

與多層次再利用，將有助水資源風險控管。

至於在環境績效策略方面：

1. 採用各種最佳可行技術與環境管理系統，

有效減量污染排放

中鋼公司 2011 年底通過 ISO 50001 系

統驗證後，預計可被驗證的節能量約 5 萬公

秉油當量，減少 12 萬噸 CO2 當量排放，相

當 323 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碳吸附量。

2. 建置環境監測系統

建置環境監測系統與相關處理設施，做

好空氣、水與毒化物的污染防治管理。

3. 研發高附加價值並具環保特性的產品， 
降低鋼鐵產品生命週期對環境的衝擊

例如電磁鋼、耐蝕鋼等綠色鋼品，這些

產品近年來應用在汽車、機電、建築橋樑及

造船用鋼上，2012 年訂單量達 196 萬公噸，

創造外部減碳效益 366.2 萬公噸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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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國際趨勢的法規。

2. 歐洲鋼鐵聯盟 (EUROFER)
歐洲鋼鐵聯盟在氣候變遷及能源政策上

有許多建言，其認為不論是歐盟或是一個國

家的政策與措施應滿足下列要求，才能有效

協助鋼鐵業提高能源效率：

(1) 環境目標的制定需符合經濟考量。

(2) 不應損害行業的競爭力。

(3) 不應設限行業之擴展、產出量、或其它

具附加價值之發展。

(4) 應給予行業或個別公司一些彈性，讓他

們在以市場為基礎的環境下，能採用最

適合的方案。

(5) 應納入考慮行業在過去邁向高能源效率

已有之成就。

(6) 需考慮不同國情及所面臨之不同情境。

歐洲鋼鐵聯盟認為能源稅對於鋼鐵業

並無任何明顯的二氧化碳減排效果，反使成

本增加，排擠投資及提高能源效率的研發資

金，亦增加鋼鐵生產轉移到非歐盟國及無簽

署“京都議定書”國家之機率。

3. 世界鋼鐵協會 (WSA)
世界鋼鐵協會在其發表對於氣候變遷的

文件中指出，政府和鋼鐵業之間的夥伴關係

是減少碳排放的關鍵，並提出以下重點：

(1) 世界鋼鐵協會認為各國政府需要在國家

和區域層面積極與鋼鐵業和其客戶將鋼

鐵產品的收集和回收做到最大化。

(2) 政府需要使用生命週期的方法來考量、

制定法規和標準，例如國內家電、汽機

車、建築等的能源效率。

(3) 鋼鐵業不可能只靠其資金做長期的溫室

氣體減排研究和開發新技術，因此若與

政府為夥伴關係，更能得到政府的財政

支援。

二、台灣鋼鐵業節能減碳策略發展現況

1. 鋼鐵公會策略規劃

台灣鋼鐵公會下設置環安衛委員會，推

動台灣鋼鐵業環保、安全衛生相關工作，該

會下設置三個工作小組：法規小組、技術小

組、實務推動小組。台灣鋼鐵公會 2013 年

度工作計畫涵蓋能源稅、溫減法、最佳可行

技術、爐渣資源化利用等，顯示我國鋼鐵業

對節能減碳議題之重視。

2. 一貫式煉鋼

國內一貫式煉鋼廠以中鋼公司為表率，

中鋼在能源環境領域之理念包含績效指標提

升至國際頂級水準、善用內外部能資源、加

速推動最佳可行技術與再生能源之應用、研

發綠色產品及投入綠色事業等，以「兩低 (低
碳、低污染 ) 一高 ( 高價值 )」為目標。中鋼

針對氣候變遷可能影響的法規、物理及聲譽

風險與對應之機會與挑戰已完成鑑別，並依

鑑別結果規劃具體因應策略，包含水資源管

理與開發、災害因應與調適、加強與城市及

價值鏈合作等。

3. 電弧爐

我國電弧爐業者規模較小，對節能減碳

之作法以參與工業局「產業公會溫室氣體自

願減量推動輔導計畫」為主，包含溫室氣體

盤查及自願減量績效提報。2004~2011 年，

電爐業減量績效約 49 萬噸 / 年，與國內電

爐廠每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 500 萬噸相

較，減量約 10%，成果優異。

三、因應策略

為提升鋼鐵業節能減碳成效、避免碳足

跡貿易障礙、降低未來氣候風險與衝擊、及

協助鋼鐵業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特將國內鋼

鐵業之相關因應策略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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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業的技術創新與綠色鋼材

鋼鐵業邁入微利時代，靠銷售低品級

鋼材及大眾鋼種來維持市場占有率和高額盈

餘的局面不在，期以技術創新與綠色鋼材作

為突破，在經濟面以產品差異化搶占藍海市

場，在能源環保面達到節能減碳、綠色生產

和綠色消費，開創台灣鋼鐵業的永續發展。

一、綠色鋼材

發展進一步提高鋼鐵材料性質的創新技

術和綠色生產技術，是現代鋼廠亟需追求的

目標。

1. 鋼鐵是綠色節能材料

鋼鐵使用壽命長且能無限次回收再生、

循環使用，以宏觀的生命週期評估 (LCA) 而
言，鋼鐵可達成外部減碳效益，是真正能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關鍵，鋼鐵在環保節能

之作為分述如下：

(1) 鋼鐵是綠能產業的基石—建造一個風力

渦輪的材料中，平均 80% 都是鋼鐵，有

數據顯示，三兆瓦的風渦輪在 20 年中產

生的能量比其生產和維護過程中使用的

能量要多出 80 倍，有助緩解氣候變遷的

變化。

(2) 鋼鐵是永續使用的材料—鋼材不因回收

再生而劣化性質，可無限次地 100% 回

收使用，有最長的生命週期。

(3)擴大使用鋼鐵材料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研究顯示，汽車生命週期的二氧化碳

總排放量，使用階段占了 80% 以上。美國

鋼鐵協會與世界汽車用鋼聯盟計畫在 2015~ 
2020 年將汽車整個生命週期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少將近 70%。另外，混凝土構造建

築之生命週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為鋼構建築之

1.4 倍，因此使用鋼材有利於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

2. 綠色鋼材發展趨勢

(1) 日本—為因應氣候暖化問題，亦積極研

發高性能綠色鋼材，應用於汽車、家電、

電力、建築及造船等領域，以達節能減

碳。

(2)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產鋼國及鋼材消費

市場，因應環境和經濟影響，在 2011 年

發布《鋼鐵工業“十二五 (2011-2015)”
發展規劃》，重點發展的鋼品涵蓋建築、

機械、造船、汽車、家電、電力等應用

領域。

(3) 中鋼公司—綠色鋼材以具備外部節能減

碳效益，且不含有害物質為主要方向，

包括高強度汽車用鋼、電磁鋼片及結構

用鋼。

二、現代鋼鐵工業的技術創新

面臨經濟、環境及社會的壓力，發展

先進創新技術、生產綠色鋼品及打造綠色鋼

廠，成為未來發展的新型動力。

1. 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模式包括：自主創新、模仿創

新、合作創新、進攻型、防衛型、跟隨模仿

型等，各有其優、缺點與適用範圍，選擇合

適之模式或組合，整合內、外部之技術和人

力資源，提升對市場需求的掌握度，以實現

鋼鐵業轉型、升級的發展目標。

2. 創新技術

未來鋼鐵業為提升產品性能和節能減

碳，藉由發展先進綠色產品和綠色鋼廠贏得

市場競爭的主動權，最新技術包括四個面向：

(1) 固雜料及低品位礦石利用技術 (2) 減碳突

破技術 (3) 關鍵製程技術 (4) 鋼組織調控技

術。

3. 中鋼公司於鋼鐵業的技術創新－推動用鋼

產業升級

1. 掌握國內、外之溫室氣體法規進展，加強

與各界之溝通與合作。

2. 持續提升鋼鐵業內、外部節能減碳及資訊

揭露。

3. 加強產業間縱向與橫向的合作，與所在城

市及利害相關者建立良好的關係。

4. 瞭解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提早規劃

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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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認為在全球化及自由化的潮流

下，競爭的本質從單純的個別企業競爭，演

變成較複雜的產業生態體系的競爭，因此從

2006 年起，推動“研發聯盟”，協助國內

用鋼產業升級，其中汽車鈑件模具數位化技

術及協助大同公司開發 2250KW 大型工業馬

達，就是成功的例子。迄今，中鋼公司之研

發聯盟已建立 36 項共通的核心技術，創造

約新台幣 505 億元的產值與效益。

三、鋼鐵業的挑戰與未來發展

台灣鋼鐵產業未來發展目標是要從鋼鐵

中產出更多價值，藉由“研發聯盟”，雖已

成功協助下游廠商轉型升級、創造差異化的

競爭優勢，並獲得良好的成效。反觀上游金

屬原料帶動之相關應用產值僅為 3.8 倍，與

美、日、韓的 10.2、7.0 及 5.5 倍相較，台

灣金屬產業鏈的產值效益偏低，如何創造台

灣鋼鐵產業鏈的競爭力，開發低成本高附加

價值產的品具，有待進一步努力。

鋼鐵業的挑戰與展望

隨著台灣產業發展轉向以服務業與高

科技產業為主，鋼鐵消費的成長動能隨之趨

緩，同時由於煉鋼原物料取得不易且成本高

漲、環保法規的要求趨嚴、鋼品貿易自由化

與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使國內鋼鐵業面對

全球主要地區粗鋼產能及成品鋼材表面消費

年份

產能        表面消費量 

2008 2011 2014 (F)

資料來源：OECD、WSA/ 中鋼公司整理

產能        表面消費量 產能        表面消費量 

歐盟 27 國

北美

中南美洲

獨立國協

非洲

中東

亞洲

其他

全球合計

249

154.5

60.7

140.5

31.1

23.3

990.2

51.6

1,700.9

183.5

130.5

43.9

50

24.3

45.6

703.7

37.1

1,218.6

250

159.2

67.1

144.1

35

44.2

1,211.6

52.4

1,963.6

154.4

121.7

45.7

54.7

24.9

49.5

904.2

40.2

1,395.3

250

164.4

75.9

156.2

40.3

57.1

1,316

71

2,130.9

138

136

51

61

30

53

976.6

77.4

1,523

單位：百萬噸

國別

的挑戰有增無減。

一、台灣鋼鐵業的挑戰

就煉鋼原料、鋼鐵產銷、能源及環保、

鋼鐵貿易及中、下游用鋼產業發展等面向，

剖析我國鋼鐵業的挑戰，並探討因應策略與

做法，歸納挑戰包括：

1. 煉鋼原料成本高漲

目前鋼鐵業面臨的煉鋼原料問題主要有

三：(1) 確保原料的穩定供應 (2) 解決高品質

原料可取得性問題 (3) 上游原料供應商把持

大部分利潤。

2. 鋼鐵產能過剩

景氣好時投資鋼鐵冶煉設備，產能增

加，隨後的金融危機影響全球對鋼鐵需求趨

緩，造成鋼鐵產能供過於求；除了全球性粗

鋼產能過剩之外，台灣亦同樣面臨產能利用

率下降的窘境。全球粗鋼供需如表所示：

3. 能源與環保議題的挑戰

鋼鐵業面臨能源與環保的挑戰主要包

括：(1) 溫室氣體減量 (2) 電價上漲與能源稅

可能開徵 (3) 頁岩氣革命對國內鋼鐵業的衝

擊。

4. 鋼鐵貿易之挑戰

由於鋼鐵需求不振、產能過剩及競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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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各國的反傾銷、反補貼、非關稅措施 (如
限制進口許可 )、技術貿易壁壘爭執，頻傳

並有加劇趨勢。目前各國鋼鐵貿易的挑戰，

包括：(1) 各國間的貿易摩擦 (2) 主要對手國

簽訂雙邊 /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3) 兩岸 ECFA
協議對國內鋼鐵業的衝擊。

5. 用鋼需求的挑戰

目前台灣鋼鐵需求端的主要挑戰包括：

(1) 國內用鋼需求飽和，內需成長動能不足

(2) 用鋼需求改變 (3) 我國鋼鐵材料的高值

化。

二、台灣鋼鐵業的因應策略與做法

針對我國鋼鐵業面臨的挑戰及產業未來

發展趨勢，因應策略與做法如下：

1. 因應鋼鐵產能過剩的策略與做法

(1) 國內鋼鐵冶煉業汰舊換新，不增加新廠。

(2) 國內鋼鐵業者之新增產線應與新興經濟

體進行差異化競爭。

(3) 國內鋼鐵業優化自身結構提升經營績效。

2. 煉鋼原料面的因應策略與做法 
目前全球主要鋼廠經營策略為設定更高

的煉鋼原料自給率，以提升未來自主料源比

率。鋼鐵業應對煉鋼原料問題之其它做法，

包括：(1) 提高國內廢鋼的穩定供應 (2) 增加

低品級煉鋼原料的使用 (3) 審慎研擬煉鋼原

料的採購與投資策略。

3. 能源與環保問題的因應策略與做法

對於能源與環保問題的因應策略與做法

包括：

(1) 鋼鐵業因應氣候變遷的基本措施－「綠

色製程」、「綠色產品」、「綠色解決

方案」。

(2) 鋼鐵業的減碳措施，必須各國共同行動。

(3) 節能減碳措施的合理化。

(4) 借鑒國際能源總署的能源技術發展藍圖。

4. 鋼品貿易問題的因應策略與做法

未來我國鋼鐵業應對鋼鐵貿易問題的策

略與做法包括：

(1) 爭取公平的貿易競爭環境。

(2) 研析並反映撤除中國鋼品進口管制的可

能利弊，避免產業衝擊。

(3) 在 WTO 貿易規則下，從預防和救濟立

場，確保鋼品與下游製品的公平競爭環

境。

(4) 配合歐、美等主要貿易國的貿易自由化

政策，有效確保市場准入及公平貿易競

爭等政策。

(5) 掌握新興市場日益成長的鋼鐵需求。

5. 滿足用鋼產業需求的策略與措施

未來我國鋼鐵業的產品發展策略與做法

主要包括：(1) 持續推動以鋼鐵材料上游大

廠為主導廠的合作 (2) 掌握綠能產業的商機

(3) 鼓勵研究發展與創新。

三、化挑戰為永續發展的動力

隨著全球鋼鐵需求成長動能的趨緩、粗

鋼產能的嚴重過剩，鋼品供過於求，鋼鐵業

獲利普遍下滑，中國鋼鐵業快速發展，更讓

各國鋼鐵業明顯感受到壓力。此外，鋼鐵業

亦面臨煉鋼原料、能源環保、鋼品貿易、用

鋼產業需求轉變等相關挑戰，除本身擘劃前

瞻務實的企業經營策略與持續投入最先進的

可行冶煉技術外，鋼鐵產業結構能因應台灣

社會與環境的改變而進行調整，並向社會大

眾雙向對話，方能竟台灣鋼鐵產業永續發展。

結論

由於鋼鐵本身可以完全回收再利用，是

環保、有利生態永續的基礎材料，無論是節

能汽車、可再生能源、智慧電網等交通建設，

或是智慧綠建築，鋼鐵都是綠色低碳生活不

可或缺的元 素，鋼鐵產業在支援低碳能源、

低碳生產消費、低碳交通建築上已有相當範

圍的應用；未來的煉鋼技術與鋼材創新在生

產、銷售、利用及回收上，支持低碳經濟的

發展，便能期待更高的環境友善度。隨著全

球減碳趨勢之發展，未來 2020~2050 年間

產業須有革命性突破，以因應氣候暖化的變

遷。鋼鐵產業的課題，不僅是經濟面，在環

境與社會面，更不能污染水資源、土壤與空

氣，同時能助益社會，能與台灣一起成長，

共同邁向永續發展。

( 本文摘錄自本社出版之「台灣鋼鐵業的挑戰與機

會」專題報告，詳細內容歡迎至本社網站 http://
www.ctci.org.tw/public/attachment/41141358871.pdf
點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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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室  鄭清宗主任‧劉惠君副管理師

風險專家 (Mr. Safety) -KPI模組研究及發展

CCPS 定義的績效參數分成被動式參

數、主動式參數、虛驚事件及其他被動式參

數，被動式參數為一種追溯性參數，目的為

統計嚴重度超過恕限值的事件。主動式參數

為一組預防性的參數，目的為確認預防事件

發生的關鍵作業程序、操作紀律或安全屏障

的執行成效；虛驚事件和其他被動式參數為

嚴重度較低的事件 ( 如低於恕限值的被動式

參數 ) 或可能啟動一層或多層安全屏障的不

安全狀態，雖然這些是已發生的事件 ( 被動

式參數 )，但可用於分析可能導致重大事故

的操作狀態。這三種參數類型可視為不同金

字塔階層的量測方法，說明如圖 1，其可分

為四層：製程安全事件、其他事件、虛驚事

件和不安全行為或不良操作紀律。

Mr. Safety-KPI 製程安全績效指標與台

灣中油洽談該公司作為β版合作廠商，進

行β測試。製程安全績效指標β測試執行

步驟如下： 
一、研擬製程安全績效推動策略 ( 必須詳細

說明人、事、時、的、物 )。
二、界定製程安全績效指標量測和適用範

圍。

三、選擇適用的被動式績效指標。

四、選擇適用的主動式績效指標。

五、建立資料收集和報告方式。 
六、除事故直接資料外，亦需考慮製程單元、

操作狀態 (開車、規劃停車、緊急停車、

正常操作、擾動、例行性維修、臨時性

作業等 )、洩漏點 (泵、裂解爐、壓縮機、

熱交換器、管線、反應器等 )、排放物

特性 ( 可燃性、毒性、腐蝕性、公用系

統等 )。
七、審查執行成效。

     「風險專家」(Mr. Safety)-KPI 除既有前

期開發的模組及資料庫外，將針對工廠

安全績效作評估方面進行補強，提供更

本計畫藉由美國 CCPS、美國國家標準

局和美國石油學會頒佈的製程安全管理績效

指標設計原則和理念，預計階段性的由簡單

至複雜，由單一的至系統整合性，由被動式

至主動式的設計，建立一套適用於石油化工

業及使用危害性化學品工廠製程安全 KPI 的
系統，以喚起石化和石油煉製產業對製程安

全管理績效指標的重視；解決長期以來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量測與評估僅側重職

業安全績效指標，欠缺製程安全績效指標的

問題，以充份發揮事故預防的功能。

圖 1 製程安全績效指標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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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評估方法與規範，提供功能如下：

1. 新增第四階的主動式指標

(1) 建立業界常見、需求的績效指標項目並

作統計。

(2) 將計算公式建置於系統中。

(3) 設定必要之統計功能。

(4) 自訂績效項目編輯功能。

2. 整合警報系統

(1) 與 DCS Alarm Journal 溝通的介面擷取

數據。

(2) 統計與分析警報資料，找出前 10 名或前

20 名經常發生警報，以便進行合理化。

(3) 與 ISA 18.2 警報績效參數彙整表中的建

議標準進行標竿比對。

3. 新增 Safety Online KPI
(1) 製程安全分析 Hazop/Lopa 的結論，找

出工場危險點。 
(2) 發展 Safety on-line KPI 達到提前預警，

並從資訊供管理者作為管理及改善的依

據。

本計畫完成將提供業者更多的技術支

援，增強分析與評估的可信度，達到風險與

意外事故預防與控制的目的，善盡產品與服

務的社會責任。

Mr. Energy 50001 研發進階 (III)
本計畫為延續 Mr. Energy 50001 產品線

在 2013 年的研發及銷售成果而設立，除朝

向系統化、自動化及透明化能源管理的目標

持續努力外，將逐步整合標準化的 PDCA 於

進階功能中。目前為至 Mr. Energy 50001 主

要在處理 ISO 50001 中的能源規劃（P）及

監督量測（C）部分，已經滿足大部分 ISO 
50001 的需求，但對於大部分大型業主關心

的行動方案部分，僅以程序文件方式處理。

本計畫將導入行動計畫管理方案，且與目前

的績效驗證相結合，使 Mr. Energy 50001 不

只監控日常的能源績效管理，更可以監控各

項節能方案的成果。

ISO 50001 一直都以能源耗用量為監控

標的，對於能源成本著墨較少，在可預見的

將來，電價將日益高漲，電費勢必影響生產

成本更鉅，業主對於能源預算的掌握將更為

重要。目前「Mr. Energy 50001 進階 (II) 新
增模組研究及發展」已有各種需量、時間電

價等觀念，本階段將再導入能源分攤的概

念，將能源成本帶入能源審查之中。

「Mr. Energy 50001 能源資訊平台」在

2013 年引進系統化管理及現場耗能資訊自

動化處理，並增加多項能源管理報表。本階

段將針對四項重點項目進階強化：

一、新增執行管制模組及功能

1. 將節能目標展開至能源終端用戶，與節能

行動方案作實質連結，讓能源用戶深刻感

受實施節能行動方案對實現組織目標的幫

助，進而自發性實施節能措施。

2. 將組織管理節能行動方案格式一致化，便

於隨時監督組織內部各節能行動方案的實

施狀況與成效，進行統計分析，節省管理

成本。

3. 連結能源審查作業，讓節能行動方案直接

對應至能源標的，並與能源設備鑑別產生

關聯，便於檢討重大能源使用設備是否被

確實改善。

4. 連結績效監測作業，使行動方案產生的績

效與績效指標相互對應，直接將報告期

(reporting period) 的績效驗證反饋至行動

方案的達成狀況，讓實施者與管理者可以

隨時查看行動方案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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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能源計費及分攤功能

1. 將能源使用成本分攤至各能源使用單位或

用戶，逐步建立能源利潤中心。

2. 簡化能源轉換係數的管理及演算機制，降

低標準化耗能量複雜度以節省時間。

3. 於能源審查初期即逐步建立能源價格管理

機制，連結實際能源使用成本並分攤至能

源用戶或企業內各部門。

4. 利用類似能源平衡圖分層顯示的方式，清

楚呈現全組織能源成本分布的狀態。

三、建立上兩項對應及相關增強的分析報表

功能

透過已被終端使用者驗證的操作風格，

研發節能行動方案管理及能源成本分攤的相

關分析報表，協助使用者了解節能行動方案

實施進度，從能源使用成本角度檢視組織在

能源的費用分布。

四、產品化重點支援功能研發

1. 透過自動化核心升級的功能，加速對既有

客戶的服務，以維繫並提升客戶對產品的

印象。

2. 對目前服務的國內大廠來說，初始化的產

品組態設定量往往不小，連結前端實體資

料點的數量動輒上百至千個以上，此時對

應的批次組態功能可以節省時間外，也可

以簡化導入產品的設定步驟。

Mr. Energy 50001 產品線的研發專案計

畫，在第一年即順利催生產品並進行上市發

表，期間除了邀請綠基會 ISO 50001 導入顧

問協助建立領域技術外，也聆聽國內知名驗

證公司 SGS 及 DNV 的寶貴意見，並獲得業

界大廠台積電及李長榮的實質訂單來肯定本

產品的應用方向正確。於第二年的計畫執行

期間更實質讓產品運作於工廠內部，並連結

企業內部能源使用監控系統進行即時能源管

理，完全實現自動化的目標。而 PDCA 的管

理循環需要有好的連結，使能源管理系統與

企業的營運產生關聯以持續改進能源使用效

率。

目前 Mr. Energy 50001 之客戶大都是高

耗能製造業。未來本產品業務方向將以大型

製造業為主軸。不論產品設計及業務推廣方

向都朝此一貫目標。另針對大陸市場，目前

中國政府已公布最新版官方的能源管理標準

GB/T 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為求與世界接軌，已經與 ISO 50001 完全一

致，有鑑於節能減排為全世界共同的責任，

中國大陸將來勢必仍會有一波 ISO 50001 國

際驗證的風潮，Mr. Energy 50001 已具備中

文簡體版，且本階段之能源管理規劃大多數

均適用於大陸地區，所有多廠區的大型企業

均將成為目標客群。

蒸餾系統動態操作指引系統

一般的化工製造程序多屬於高耗能的程

序，而面對逐漸上漲的國際油價，需大量燃

油產生能源的工業程序也將因操作成本不斷

上昇而遭致淘汰。在京都議定書於 2005 年

生效後，國際間對燃煤或燃油所產生之二氧

化碳等溫室氣體之排放開始有了強制性的約

束力量，尤其台灣是個小島國，排放量卻占

全球總額的 1%，來自國際間壓力勢必更大。

在經濟以及環保因素的考量之下，節能減碳

將是化工製程開發的主要方向。

本案是利用穩態模型來轉化成為動態的

模型，因穩態模型所提供的是下一階段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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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狀況，提供給有經驗的操作人員所需要

的方向。而動態模型可以讓操作人員或是研

究人員知道其操作所產生之影響，這不僅是

系統最終的結果，而是會提供改變操作後其

系統因此改變的變化過程，讓操作人員參考

其調整量是否適當，其變動的時間需要多久

等等重要操作訊息。因此可以藉由此訊息讓

操作人員在最短時間內，使蒸餾塔系統達到

穩定的狀態。

工廠內之蒸餾塔系統為重要製程設備，

且蒸餾塔也是工廠重大耗能設備之一，由於

蒸餾塔系統肩負著工廠運轉產能的關鍵角色

之一，若能避免因蒸餾系統不穩定導致工廠

異常操作，並使操作運轉效能提升，每年可

減少排放相當可觀之二氧化碳量。在生產開

停車與突然的製程條件波動等不熟悉之變化

往往只能依賴工廠以往的操作經驗渡過，而

人為疏失與對蒸餾塔系統設計不熟稔除了造

成產出品質不符規格、低效率運轉外，亦浪

費能源，不可不慎。

本計畫與中油高雄林園四輕石化廠合

作，主要是以丙烯精餾塔為主，經由中油高

雄林園四輕石化廠所提供之資料 ( 包含蒸餾

塔之 SOP，設備之資料，操作之數據以及

量測之數據等 )，來分析及建立模型；經由

與現場人員之討論，設計一套符合現場人員

容易操作之系統，以便讓現場人員藉由此系

統來了解蒸餾塔之狀況及有狀況或是問題發

生時之操作建議。

希冀利用製程模擬平台，建立穩態以

及動態製程蒸餾系統模型。藉由製程波動條

件預先進行模擬，以定義安全又迅速的操作

策略，協助生產營運者安全且有效率的操作

蒸餾系統，並以此模型來分析節能之效益。

另再與現場及專業人員討論節能之可行性，

由動態系統提早了解操作方法對於系統的影

響，讓操作人員在操作蒸餾塔時可提早知道

情況，適時調整其操作，以便讓蒸餾系統更

加穩定。而此系統也可藉由特殊方法來提供

操作人員一個操作的方式以及操作的量，使

操作人員在操作時有所依據。

鋼管柱與鋼梁之接頭設計

鋼結構為石化工業廠房中應用極廣之設

計，廠房之設計須符合特殊需求，例如大跨

度或極大之載重時，設計所需之鋼結構斷面

將急速增大。就廠房或建築設計而言，結構

之柱構件不僅須滿足軸壓強度之需求，由於

廠房結構在雙向均需支撐極為龐大之載重，

因此，此柱構件亦將承受極大之雙軸彎矩，

一般而言，開放型之 H 型鋼柱由於強弱軸方

向之彎矩強度差異甚大，加以其抗扭能力較

低，因此在軸力與雙向彎矩同時作用下，常

須以較大斷面方能達到其設計要求，不僅增

加設計所需之用鋼量，其因之引致之梁柱接

合設計成本，亦將大幅增加。因此，為獲得

經濟有效之設計及提升設計之競爭力，使用

封閉斷面之鋼管柱，藉其兩方向均高之抗彎

與軸壓強度，及更有效之抗扭特性，應為一

可行之結構設計方案。

就鋼管柱應用於石化廠房之設計而言，

中鼎與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已合作完成鋼管

混凝土柱受軸力與雙向彎矩之構件強度分析

設計，並已確認鋼管柱具有優異之承載強

度，為石化廠房之有效設計方案。另就完整

之工程設計而言，除須界定結構構件之強度

外，有效梁柱接合設計之獲得及確保，亦為

工程成功之必需，鋼結構設計中，梁柱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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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力量傳遞之樞紐，有效梁柱接合之維持方

可確保各結構構件強度可獲充分發揮，本年

度特針對鋼管柱與鋼梁接頭設計進行研究探

討。

在接合設計中，梁柱接頭之行為與其使

用之構件尺寸密切相關，因此，本研究將收

集相關研究報告，針對目前工程設計，就其

施工及力學行為進行剖析，評選適合使用條

件之接合設計，藉由鋼管柱與鋼梁之接頭設

計理論推導、參數分析與實驗驗證，掌握接

頭設計之關鍵技術，另配合中鼎公司之設計

模式，擬定相關設計流程並建立對應之設計

程式，有效提升結構設計之效率及競爭力。

本研究特別藉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大型力學

實驗館之高容量試驗設施，進行全尺寸之鋼

管柱與鋼梁接頭試驗，試驗結果不僅可驗證

前述理論及相關設計參數之可靠性，亦可供

未來中鼎公司進行相關設計之佐證。

低能耗廚餘乾燥設備開發與研究

由於我國經濟發展與國人飲食習慣的關

係，垃圾中含有極高比例（約佔一般家庭垃

圾量的二至三成）的剩菜剩飯、菜葉、果皮、

茶葉渣等廚餘，其主要組成為醣類、脂質、

蛋白質、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等豐富

有機成份，此部分若能回收再利用，不但可

減輕垃圾處理壓力、減少垃圾掩埋場臭味與

滲出水污染問題，以及垃圾焚化廠廢氣排放

問題，更可符合廿一世紀資源永續經營之環

保潮流，此亦為環保署多年來努力推動廢棄

物減量與多元化處理之政策方向。

廚餘再利用技術，國外先進國家係朝乾

式飼料化及厭氧發電方向發展。廚餘回收經

厭氧發酵設施產氣發電作為再生能源，促使

國內能源來源多樣化，因台灣受限於自然條

件，且目前法令與相關配套規定尚不成熟，

故厭氧發電推動不順。廚餘採乾式飼料化，

經日、韓多年執行經驗具有營運效能，值得

深入研究，且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導致大宗

物資 ( 如小麥、玉米…) 價格高漲，飼料價

格亦水漲船高，若能進行廚餘高值化再利

用，將其製成飼料，將可大幅提高經濟價值。

本廚餘飼料化專案，係規劃建置廚餘

再利用廠收受廚餘，乾燥再製、檢查合格後

售予飼料工廠作為飼料原料，但為顧及產品

品質及不得有戴奧辛產生、合成，需採間接

加熱方式來乾燥，能耗為操作成本之主要因

子。為降低廚餘乾燥設備成本，提高廚餘飼

料化之可行性，擬進行低能耗廚餘乾燥設備

開發，將與具化工轉動設備設計能力的機械

設備公司共同開發，進行 pilot 測試。

在廚餘飼料化過程中，廚餘處理後之表

面含水及內含水量合計約 60%，本計畫擬

設置一套 1.2 t/h 乾燥機，期望其經乾燥後，

能將含水量降至 10% 以下，以作為飼料之

原料。由於現有之技術多採筒式水平旋轉或

立式離心式乾燥機，但皆有成本較高或占地

較大之問題，故本計畫開發一套風掃式攪拌

乾燥機 (Air Swept Agitator Dryer) 簡稱 ASA 
Dryer。

為取得 ASA Dryer 之設計參數，需

先 設 置 一 套 Scale 20% 先 導 設 備 (Pilot 
Equipment) ，藉實驗取得單位消耗能量，即

每蒸發 1kg 水所消耗的熱量或能量，做為評

估此設備之經濟性（去除原料中 1kg 水之目

標能耗為 900 Kcal 以下）。考量產品品質

不得有油耗味、焦味及產品安全，乾燥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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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彈複合式元件於減震消能之研究

土木結構或機械構件需安裝阻尼器以增

加整體結構物之消能性質，達到消能、減震

或減振之目的。傳統橡膠材料雖具高阻尼，

但具低結構勁度，純黏滯流體阻尼器則無結

構勁度，因此當與其它構件結合時，須藉由

支撐系統規劃提供其勁度，使其滿足所需具

備之力學要求。本研究所提出之黏彈複合式

材料元件，結合特殊幾何形狀之軟鋼與橡膠

材料以層狀方式組合，為一種能應用於結構

系統中不同部位之多用途高勁度與高阻尼元

件。

此新型黏彈複合元件的設計方法，必

須依據複合材料理論與黏彈性力學分析而決

定，以達到工程上所需要之勁度與阻尼。然

而理論分析的結果必須加以驗證，使其成為

工程設計方法。因此本計畫同時製作試體並

對其進行試驗，以實驗數據與相關規範，驗

證以學理為依據的分析結果，使所建立的設

計程序得以用於工程實物，並將實作而得的

黏彈複合元件市場化。

 
目前國內外雖有許多黏彈性阻尼器，

但大多數為單軸向阻尼器，如鉛心橡膠支承

墊。此外，國內所使用的黏彈性阻尼器，幾

乎均需由國外進口，使得成本無法降低，因

此本年度以所提出之新型黏彈複合元件出

發，對其分析方法與設計程序進行相關研

究，配合實驗與規範驗證，建立黏彈複合元

件之設計方法與相關之設計參數，以供工程

設計應用參考。

本計畫之目標為建立黏彈複合元件之分

析與設計技術，並製備黏彈複合材料元件與

完成相關的規範驗證。該黏彈複合材料是將

需低於 150℃。至於乾燥之熱源，為品質要

求，採用天然氣，以避免產品發生異味，且

具容易取得及方便操作的特性，而此次實驗

之熱源，將先採用構造較簡單且易控制之電

熱式加熱器。

因廚餘種類很多，且廚餘水份的結合形

式及結合力不盡相同，一般吸附水分及結晶

水不易乾燥，而存在較大多孔網狀結構的空

隙水較易乾燥。物料之乾燥效果，將視蒸煮

廚餘之平衡水及自由水比例，平衡水係指不

能被除去的那部份水，不因與熱空氣接觸的

時間而變化，除平衡水外就是自由水，為達

到乾燥效果，首先會將表面水汽化後，內部

自由水即向表面移動，以滿足被乾燥物從初

始含水率降到所要求的含水率。而乾燥速率

是計算被乾燥物在乾燥機內滯留之時間，進

而得到乾燥效率。本研究之具體效益包含 :
一、克服廚餘飼料化「能源損耗高」及「產

品品質」之門檻，成功開發一套低成

本、低能耗的廚餘乾燥設備。

二、廚餘飼料化之再利用方式將因具備經濟

可行性，得以順利、大規模推動。

三、若大規模推廣廚餘飼料化，製成飼料原

料以減少飼料玉米的使用量，全球糧食

危機將得以減緩。

本研究係基於新事業開發專案之實際需

求而進行設備開發，故設備成功商品化後，

市場業務策略方向以新事業（廚餘飼料化）

推廣為主。台灣地區因推行垃圾隨袋徵收政

策，廚餘回收量因而大增，使得環保主管機

關更加重視廚餘處理問題，由於華人飲食習

慣相同，兩岸三地之廚餘性質應類似，故廚

餘飼料化業務推廣之區域將以大中華地區為

主，廚餘再利用因而成為值得研究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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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幾何形狀之軟鋼與橡膠材料，由層狀排

列組合而成，使其依不同設計，具有 1. 可
調整勁度；2. 可調整高阻尼及 3. 可調整強

度等特性。本研究以複合材料與黏彈性學理

為依據，實務設計模式，建立設計黏彈複合

材料元件之技術，有效提升在黏彈複合元件

之設計能力及競爭力。另本研究藉國立成功

大學土木系之單擺式黏彈頻譜儀等之試驗設

施，進行黏彈複合材料元件之力學試驗，以

試驗結果驗證分析與設計參數。

晶圓切削液分析及延長線上使用時間之研究

在整個太陽能矽晶圓加工製程中，包含

最初長晶、進而切片、研磨、拋光、清洗等

相關步驟，其中晶圓切削（wafer slicing）製

程，對成本控制與製程的品質占有重要的關

鍵比例。太陽能晶圓切削製程所使用的切削

液，其組成主要包含醇類油品 (DEG /PEG /
PG /PAG)、碳化矽粉 (SiC)與微量的添加劑。

太陽能晶圓切削製程之成本中，切削

液成本佔有重要的關鍵比例。目前國內太陽

能晶圓廠在面對大陸之成本競爭下，如何降

低切削製程的成本為非常重要的課題。國內

太陽能晶圓廠切削液占切削製程成本高達

35%，而中國大陸的太陽能晶圓廠切削液成

本相對於國內低廉。由於國內太陽能晶圓廠

於切削製程中產生的廢切削液，必須付費請

再利用業者或清除處理機構進行回收處理，

相較於大陸業者之廢切削液是可以作為資源

再賣給當地回收業者。

國內太陽能晶圓廠欲降低切削製程的成

本，可藉由延長切削液線上使用時間與提升

廢切削液回收處理技術等兩種方式。本研究

之目的為藉由延長切削液之線上使用時間，

以降低切削製程中切削液的成本。研究內容

包括切削油品質、碳化矽性狀、切削油添加

劑分析以及切削油品與碳化矽品質指標探討

等。並進一步探討國內廢晶圓切削液回收相

關法規與晶圓切削液市場分析。

為降低晶圓製程成本，國內太陽能晶圓

廠使用部分廠外回收的切削油品與碳化矽，

混合新品進行切削製程。回收的油品與碳化

矽若品質不佳，將導致產品良率下降，反而

增加生產成本，對太陽能晶圓廠的競爭力造

成很大的影響。目前，國內回收業者於廢切

削液的處理回收技術仍有待加強，除回收成

本高於大陸之外，所回收的碳化矽品質亦無

法符合切削製程所需之規格。因此國內太陽

能晶圓廠都在製程線上加裝 IHI 回收機，並

在切削液中加入化學添加劑，以延長切削液

於線上的使用時間。然而 IHI 回收機效能有

限，無法滿足太陽能產業激烈競爭下低切削

成本需求；且化學添加劑成分無法得知，其

價格與來源受制於供應廠商。

本計畫將探討在切削過程中，醇類油品

的品質與產品良率之間的關係及研磨粒子碳

化矽的性狀 ( 形狀、顆粒或粒徑分佈 ) 與產

品良率之間的關係，以及分析切削液化學添

加劑之組成成分，並針對晶圓切削液進行回

收相關法規與市場分析與建議。預期可達成

三項目標：1.藉由油品線上使用時間之延長，

可減少切削製程油品之需求量，進而降低切

削製程成本；2. 瞭解醇類油品、碳化矽性

狀、化學添加劑組成成分與產品良率之間的

關係，提升製程操作的品質，進而增加產品

的良率；3. 完成廢切削液回收市場之經濟效

益、市場潛力與法規分析，以作為未來於投

資廢晶圓切削液回收廠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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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技術發展中心  王釿鋊主任、許湘琴組長 / 整理

前言
我國石化產業自 1960 年代開始發展，

在政府政策扶持、民間投入及經濟高度發展

下，很快具備主要石化原料自給自足，上下

游工業整合發展態勢。2012 年台灣乙烯產

能達 400 萬噸，位居全球第八大規模，產值

達 1.79 兆，如加上下游應用產業，整體化

學產業產值達 4.3 兆，為國內經濟發展重要

支柱產業。

    
然而近年台灣石化業遭遇諸多問題。外

在方面，來自亞洲鄰近國家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均積極發展建立石化產業體系；

中國大陸除了已建置的龐大產能外，近來更

積極發展煤化工，以因應美國頁岩氣發展

快速可能帶來衝擊，不論是煤化工或 shale 
gas 的發展都可能對我國石化產業帶來嚴峻

的挑戰。內在方面，近年在環保及地方發展

意識高漲氛圍下，不只大型計畫如國光石

化，不可能在台灣推動，甚且一些高值化產

品規劃投資設廠，也是困難重重。

    
台灣市場小，如同眾多國內工業產品，

石化產品出口佔一定比例，其又以外銷到大

陸比例最高，雖已簽訂 ECFA，但五大塑膠

產品與對岸稅制的問題都尚未突破，以致於

2012 年外銷大陸石化產品減少約 20% ，被

日、韓以及東協一些國家取代。由於國內政

治情勢不理性的對立屬性與盤根錯節的利益

糾結，使得台灣在國際經濟情勢更形孤立，

也是一大隱憂。

    
石化產業不論過去或現在，都是台灣經

濟發展重要的支柱，雖然相對而言，較許多

產業對能源需求較高，對環境可能造成的衝

擊需較多的投入，但從經濟、就業與期望維

持一個好的生活水平，石化業在台灣的去留

與發展，應不只是單純由片面而意象的事務

所左右，如白海豚問題，應是從客觀角度，

多面向思考，以能有助台灣跳脫「中等收入

陷阱」為主要考量。

    
基於上述的認知，中技社於去年 (2013)

年，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資訊收集與諮詢專家

學者意見，及台綜院黃宗煌副院長與林茂文

顧問（前中油總經理）的協助下，規劃了「石

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這個議題，並擬定

「原料暨市場與環境建構對石化產業高值化

發展之影響與因應」、「技術引進與投資對

石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之重要性」、「頁

岩油氣對石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之影響與

因應」三個面向作為子題，分別邀請專家、

學者及產業人士舉辦座談研討。並綜合彙整

多次會議，對與會專家所提見解，包括口頭

與書面報告特彙編出版 " 石化產業國際化與

高值化 " 專題報告。

    
此專題報告完整內容放置於本社網站

上，歡迎下載瀏覽，如有需要也歡迎來函索

取紙本。本篇僅摘錄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

台灣推動石化產業高值化與國際化重要

關鍵

一、石化業的重要性

1. 石化業產值占製造業近 31%
我國石化產業自 1960 年代開始，伴隨

經濟高度發展與政策扶持下，很快具備自製

石化原料之條件，而由下游向上游工業發

展，逆向整合模式成為台灣石化工業之發展

特色。2012 年台灣石化工業已達到全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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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石化業包括紡織、成衣服飾、化學材料、化學製品、石油及煤製品、橡膠製品與塑膠製品業

2. 石化業產值平均年成長率：1990 年至 2000 年為 4.18%、2000 至 2010 年為 6.88%

資料來源：1. 石化業產值：中華民國石油化學工業年報；2. 出人值：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價值資料；

3. 就業人口：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勞工統計

2. 石化業關聯效果高

依據政府公布資訊，對產業進行產業關聯分析，我國石化相關之產業，其向前及向後關

聯效果，多項產業列於前六大最高關聯排名，易言之，石化業之向前及向後關聯效果均高，具

「帶動」可觀的上游與下游產業發展的效果。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09)；經濟部統計資訊網；工研院 IEK(2013/04) ；台灣綜合研究院整理。

八大規模，乙烯產能達 400 萬公噸，產值新台幣 1.79 兆元，加上下游應用產業，整體化學產

業產值達新台幣 4.4 兆元，占台灣總體製造業近 31%，出口值占製造業總出口約 25%，就業

人口占製造業人口 17% ，是我國相當重要的產業。

1 礦產 (4.9406)                               

2 化學材料 (4.6952)                               

3 批發及零售業 (2.9481)           

 4 石油及煤製品 (2.9080)            

5 其他金屬 (2.5464)                              

6 鋼鐵 (2.4666)                              

向前關聯效果 向後關聯效果

石化業產值 (NT$10億元 )            1,383     1,880        2,082       3,160     4,051       4,407

產值佔製造業比 (%)             30.7        28.8          24.8        28.9         29.3         31.3

出口值佔製造業總出口比 (%)       27.7        21.1         15.9         22.3         23.6         25.0

就業人口佔製造業人口比 (%)       26.1        25.1         22.9         19.3         17.7        17.4

項                目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2

我國石化業產值

化學材料 (1.6761)

其他金屬 (1.5509)

鋼鐵 (1.5100)

塑膠製品 (1.4901)

電力設備 (1.3998)

化學製品 (1.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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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取得不易：土地取得困難不但影響

投資建廠意願，更影響技術引進。近年

來經濟部在案的技術引進件數並不多，

目前因蓋工廠有困難，而技術引進就無

用武之地，這是真正的難處所在。更嚴

重的問題是，石化業被污名化的情況嚴

重，國內民眾抗爭石化業投資設廠的態

度堅定，行動激烈，這種 NIMBY 效應的

擴散，迫使石化業難有立錐之地。

(4) 水源供應匱乏：石化業為高耗水型產業，

缺水會對生產製程產生莫大之衝擊，然

而以台灣水資源利用狀況，在台灣土地

上每年總降雨量雖約 900 噸，但因降雨

量時空分佈不均，不僅造成水資源不足，

也因時空分配不均，以致可攔截使用的

總用水量約僅 180 億噸，而各種用水量

以農業用水佔七成最多，其次為生活用

水約兩成、工業用水僅占一成，主因為

申請工業用水權時，困難重重。尤其目

前可以給石化業進駐的工業區就是台中

港及彰濱，但這兩個地方都有缺水的問

題。

三、石化業高值化與國際化的策略

1. 石化高值化的意涵

近十年來，台灣石化產業產值面臨停滯

階段，石化業發展朝向高值化和國際化將是

必要的途徑。然而政府提出「高值化」的政

策，卻對於其政策內涵，似乎未能賦予明確

的定義。

一般認為「高值化」有兩個層次：一種

是絕對的高值化係藉由技術的投入與創新研

發，發展高價值的化學品或是特殊的配方產

品；另一種則是相對的高值化將原本較低價

二、石化業面臨的問題

1. 國際市場競爭激烈

近年來台灣石化業遭遇諸多問題，在外

在環境方面，因為探勘與開採技術的突破，

美國 Shale gas 發展快速，挾著極大的成本

優勢，預期將對全球石化工業產生極為重大

的影響，美國石化廠開始利用成本較低的頁

岩油、氣作為原料，大量生產乙烯、丙烯等

大宗石化原料，而台灣仍使用輕油作為進

料，成本有轉嫁壓力情況下，長期來看將不

利我國石化產業的發展及獲利；此外中國大

陸積極推動煤化學工業，相關製程技術的突

破，對傳統石化產業亦形成嚴峻的挑戰；加

上中國大陸與中東等新興國家持續擴充石化

產能與提升自給率，造成許多石化產品因市

場供需嚴重失衡而持續低迷，外在環境的強

烈競爭，讓台灣石化產業的未來，充滿了不

確定性。

2. 法規適切性與設廠運作資源取得

(1) 財稅劃分不當：現行中央及地方財政收

支劃分制度，除地價稅、房屋稅等地方

稅直接撥歸地方政府運用外，其他大額

的中央稅，如營利事業所得稅、貨物稅

等，都必須上繳中央統籌分配運用，而

透過中央的統籌分配款「討」回來之數

額還往往杯水車薪，地方居民因為沒有

因設擴廠獲得適當的財政分配，感受不

到好處，或者認為好處太少，根本不成

比例，難免動輒反對抗爭。

(2) 環評制度障礙：環評制度不可預期、冗

長、不合理，環保法令無限上綱，企業

即使遵守法令也無法確認可否達成設廠

目標。且現行的環評制度擁有否決權，

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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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原料，設法提升附加價值，即便不屬於

高單價的產品，仍然符合高值化的想法。高

值化需要研究發展，而研究發展需要人才、

財力與時間，若目前現有的問題無法加以解

決，打好基礎站穩腳步，如何有能力去支持

高值化所需的研究發展呢 ? 所以，推行產業

高值化，不應是放棄已建立 50 年的現有基

礎架構，另行定義高值化的範疇，而是應該

立於目前的基礎上，不斷的提升研發能力，

改善產品品質管理及製程效率，並配合市場

的需求，以現有的產品為基礎，一步步向上

建立自有的產品鏈，來達成高值化的目標。

單純狹隘的產品高值化只是提升產業競爭力

中的一環，如何提升產業的總體競爭力，應

更全面地從原料面、市場面、技術面甚至由

價值鏈整合等層面來積極審慎思考。

2. 石化高值化的發展方向

就我國石化產業高值化產品發展的方向

而言，初期的重點可分為兩大主軸：

(1)利用既有產業優勢 (電子、機械交通等 )，
發展高性能材料 / 特化品。

(2) 與新興國家產品區隔，發展高品質 / 性 
能、符合環保趨勢的產品。

國內早期電子產品的原材料都是由日

本掌控，現今宜加強這些材料的本土化。符

合認證的石化高值化材料為機電產業採用的

磐石，台灣由於產業的發展，缺乏如韓國

LG、Samsung 等超大企業，部門間就近相

互支援與認證。工研院似可扮演國內跨產業

間的協調與聯繫角色，強化跨產業的合作，

如化工業與電子業間的材料認證。逆向工程

的導入，可有效加速材料開發與認證效率。

在頁岩氣開採的衝擊下，煤價格長期

趨貶，預估煤價低於 US$60/ 噸時，煤製烯

烴的成本即降至 US$700/ 噸，以煤為原料

的化工產業變得具有競爭力。台灣可進一步

探究，是否將煤的應用作為一研究重點的選

項，開發關鍵技術及專利。

四、政府要積極面對的關鍵問題

彙整四場座談，共 24 位與會業者代表

論述，歸納出石化業界亟待政府相關單位面

對之關鍵問題，如下所述：

1. 石化工業將何去何從 ?
政府自 2011 年 4 月 22 日宣布「不支

持籌辦五年多的國光石化案在彰化縣繼續進

行」的政策指示以來，加以近年美國在頁岩

氣開採技術的重大突破與中國大陸在煤化工

的積極推展，在在均對我國石化工業的未來

發展產生劇烈衝擊，接著 2015 年中油高雄

煉油廠 ( 含第五輕裂場 ) 面臨關廠，更將影

響仁武、大社地區石化業的生存發展，石化

業者實感憂心忡忡，期盼政府要有明確的決

策，表示石化工業是否為一發展的方向，若

是，一些根本問題政府要協助解決，配套措

施要能到位，如此業者才有辦法根留在台

灣，往前跨出一步。否則目標不明，大家都

不知要何去何從，石化產業的前景堪慮。

2. 石化高值化推動光說不練 !
考量國內的環境負載力，石化產業「質

的提升在台灣、量的提升在海外」是非走

不可的一條路。政府並揭櫫國內石化產業

高值化的發展方向、策略與目標，2020 年

要將附加價值率從過去平均的 15％提高

到 20％，石化研發比率則從 0.32％提高到

2％。但石化業者認為政府「不能光有政策

方向，應有具體做法」，目前似處於停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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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 2011 年 4 月 22 日宣布「不支

持國光石化案在彰化縣繼續進行」的政策，

同時揭示石化產業「質的提升在台灣、量的

提升在海外」的政策。政府並研訂規劃國內

石化產業高值化的發展方向、策略與目標，

惟目前石化產業發展面臨冗長、標準不明

確，且具否決權可推翻產業發展決策的環評

制度，此種困境如不能儘早有效改善，影響

所及將不只是石化工業單一廠投資的問題，

也會因為投資的不確定性，讓資本市場與金

融機構不敢投入，同時讓國外的資金與技術

結語

2012 年 3 月通過「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

方案」，經濟部則成立推動辦公室，以積

極促成我國業者轉型。

2. 目前行政院薛政委召集指導小組，成員涵

蓋相關部會，已在 2013 年 8 月 6 日召開

會議研商，經濟部則由杜次長召集推動小

組，目前共召開4次會議，對於技術突圍、

人才養成、環境建構及誘因提供等策略，

以及高值化相關議題進行推動。

3. 具體推動作法包括 :
(1) 料源穩定供應

(2) 投資障礙排除

(3) 推動業界成立研發中心

(4) 人才養成

(5) 試驗工廠驗證補助 (2013 年匡列 1.26 億

元 )
(6) 頁岩氣之關注，以及促進台美產業合作

(7) 藍圖項目及租稅優惠之核定

(8) 積極推動研發聯盟

期，「說得多、做得少」。

經濟是國家生存很重要的一環，今日

大陸經濟崛起，韓國超越台灣，我們在全球

的地位也日趨薄弱。高值化是政府既定的政

策，要業者支持，就有責任要解決業者面臨

的困境及完善的配套措施。

3. 環評機制不能成為絆腳石 !
環評的問題，大陸、菲律賓、新加坡等，

都是很即時就可以完成環評的程序，而且都

是協助業界解決問題，而非將問題推給業

界。我國將重大投資案件完全交由沒有公權

力也不必負責任的環評委員會拍板，造成環

保價值凌駕一切的結果。其實在國外環評審

查都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進行過程中

規定必須知會相關單位，並廣泛徵詢社會團

體和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最後綜合各種考量

作成決策，這是比較務實的作法。另外，如

在環評機制中擁有否決權的事，若是法令有

錯就要修正。任何的投資開發案都會牽涉到

很多層面，政策的決定是要多面向的考量，

不是單一環保考量就可以決定。希望有一天

台灣能和美國及新加坡一樣，有一個非常明

確的環評標準，讓企業可以事先評估，再決

定值不值得進一步投資，而非像現今標準隨

著環評委員做改變，實非一個國家應有的制

度。不明確的環境政策影響的不只是單一的

投資案件的卻步， 會產生蝴蝶效應，拜耳案

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台灣現行運作方式持

續下去，可預料未來各類重大投資都將寸步

難行，最後落得國際競爭力一蹶不振。

五、政府規劃策略與執行

1. 為推動我國石化產業高值化，行政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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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者，對台灣投資卻步。明確的產業政策、

健全的配套措施，尤其是環保相關法規的適

切性，政府協助業者解決用地、水、關稅等

相關障礙，與業者大家共同努力，產業政策

才能落實。

充足、穩定及價格具競爭力的原料供應

是石化產業很重要環節，台灣數十年建構的

石化產業原物料供應鏈，實不應輕言放棄，

宜進一步精進改善，做為未來發展的基礎。

石化業者為穩定料源，目前積極在海外佈

局，尤其面對頁岩油氣與煤化工發展可能帶

來之衝擊，時間相當有限，如斬斷過去基礎，

冒然尋求另起爐灶，未必是良策，更何況可

能會造成國內失去大量工作機會。其次，如

同其它產業，石化產業發展除了土地、用水

等需求外，人才與稅制（財稅收支劃分）也

影響重大。

發展石化高值化，需要技術支撐與引進

投資，作法上除業者需增加研發投入，同時

藉由購併、共同投資，或技術購買都是可行

做法，這其中牽涉之誘因提供、策略聯盟協

助、上下游產品認證、大型及 Pilot 試驗工

廠設施成立、專業人才培育、廠址選擇等，

有賴政府與民間共同來努力。

美國頁岩油氣開發成功，可能帶來能源

供應與石化產業巨大的變革，基於大陸開採

頁岩油氣在技術與受地質條件限制的情況，

目前重點發展在北美地區。如何取得便宜氣

源或衍生之初級上游原料是因應頁岩油氣衝

擊重要的關鍵之一。其次在中下游方面，台

灣可發展受頁岩油氣開發衝擊小之中下游產

品，以降低我國因本身無氣源或低價料源的

困境。此外我國石化產業個別廠商，相對而

言，規模較小，宜組成團隊，共同赴海外尋

求頁岩油氣相關的投資，以增加成功機會。

希望政府或相關單位近期能在這方面，協助

大家採取行動。

雖然石化業者感受到政府相關單位推

動 " 石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 " 的努力，但

與業者的期待仍有段落差，業者最關心的是

政府是否要支持石化產業，如果一些根本問

題政府不協助解決，石化產業的前景堪慮。

經濟在社會中是很重要的一環，如大陸經濟

的崛起，日、韓超越台灣，我們在全球的地

位也日趨薄弱，而國家的發展也是需要靠經

濟做支撐。高值化是政府既定的政策，要業

者支持，就有責任要解決業者面臨的困境及

完善的配套措施，而非口號喊出後，所有的

事情都要業者自行解決，這樣的做法是不妥

當。再談環評的問題，大陸、菲律賓、新加

坡等，都是很即時就可以完成環評的程序，

而且都是協助業界解決問題，而非將問題推

給業界。另外，如在環評機制中擁有否決權

的事，若是法令有錯就要修正，任何的投資

開發案都會牽涉到很多層面，政策的決定是

要多面向的考量，不是單一環保考量就可以

決定的。且如美國及新加坡，都有一個非常

明確的環評標準，讓企業可以事先評估，再

決定值不值得進一步投資，而非像台灣現今

標準隨著環評委員做改變，實非一個國家應

有的制度。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目前發展石化高

值化與國際化需要的就是明確政策與目標，

以及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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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家 楊居澧

中學畢業到台北半工半讀，從事室內設

計及廣告設計，但始終心繫繪畫，不但自行

研讀相關的國內外繪畫理論書籍，同時也先

後向劉啟和、趙宗冠、林之助、吳秋波、李

元亨等教授學習，甚至親往法國、美國、日

本遊學觀摩，進而展開藝術創作生涯。

多年前，楊居澧參加朋友的畫展開幕

式，會中受邀參展；不久之後即以「佛像油

畫系列」推出生平第一次的個展。在台北

闖盪二十幾年，發覺雖然時代愈來愈進步，

但人與人的距離卻愈疏遠，回想起兒時那種

人與人之間的親切互動，楊居澧內心湧起莫

名的失落。十幾年前毅然決定放下工作，移

居台中開始藝術創作，以早期農村風情為主

題，希望藉此喚起四、五年級生既熟悉又陌

生的純真記憶和鄉土情懷，而藉以對鄉土的

禮讚，自我反思並重新創造繼起的原鄉價

值。

    
遊子歸鄉重拾畫筆，在李元亨教授的引

薦之下，作品多次獲法國藝術家沙龍獎。或

許是幸運之神眷顧，陸續參加國內外 30 幾

次的油畫比賽也都屢獲佳績。其實得獎並不

很重要，但得獎確實是持續油畫創作的最佳

動力與鼓勵，因為那代表著畫作所傳達的信

念獲得認同與肯定。

台灣早年的農家並非家家都有牛，經濟

狀況許可的才能由自家牛來耕作，楊居澧家

沒有牛，卻對牛有更深的憧憬與體認。無論

是黃牛或水牛，凡是牛就任勞任怨、刻苦耐

勞，最足以代表台灣精神。對楊居澧而言，

通常是具備主題再以寫實的技法提筆創作；

所以由牛所延伸出來的鄉土人文都被引入畫

作，包括犁田、春耕、秋收，親情系列或原

住民等真實的良善面貌。

身為農村子弟，對台灣鄉野的摰愛，

是藝術創作的根源與堅持；經由畫作透析人

性陽光面之正向本質，希望能促成社會的和

諧，以及人與人的關懷與包容。楊居澧將台

灣元素融入作品的表現手法，透過自然的光

影變幻，捕捉瞬間的感動。創作中又以人物

眼神所傳達的心境最難以詮釋，每每要等待

心情最平靜的剎那，再下筆點劃出彼此神會

心契的傳達。

彩繪人間的良善
與溫煦陽光

出生在南投魚池鄉的務農的家庭，家

中經濟並不寬裕，但是因為緊臨三育基督學

院，楊居澧有了不一樣的啟蒙。童年總是活

動於學院裡，喜歡校園裏祥和自由的氛圍；

在校園教書的阿美阿姨是位心地善良、個

性溫和的原住民；在物質缺乏的年代，阿美

阿姨總是會給些小點心和佈滿插畫的書冊，

豐富了單純的童年，也開啟楊居澧的塗鴨世

界。

採訪整理 / 余俊英組長‧張兆平



圖 / 文 楊麗玲

節能減碳三十六計

因惜物或經濟考量得來的二手家具 ,
在進了你的家門後 .....

孩子伏在小矮桌上的塗鴉 ,
你舒展手腳的好椅子 ,
裝在櫃子裡滿滿的生活物品 ,
以及大家餐桌上的盛宴和笑語 ,
絕對是一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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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著放心不下的幼兒，在農忙收割的勞苦中，顯露甘

之如飴的會心微笑。

50F (116.5X91 cm) 油畫  2011 楊居澧 創作

豐收下的慈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