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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新任董事長余俊彥先生於董事會中表達，因現任中鼎工程公司董事長，故於本社

不支薪，並期許為推動本社公益法人事務盡心盡力。(秘書室)

將於10月17日、19日假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兩岸環保與永續發展研討會」、「有

害環境之補貼的問題與改革策略論壇」，21日假台南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展開「兩岸

能源作物與生物能源發展的障礙、效益與策略論壇」。(能源中心)

分別於9月8日、19日、26日辦理「固定污染源許可制度及資料庫管理系統應用講習會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新修正法規說明會」、「一般性固定污

染源揮發性有機空氣污染物排放管制之業者座談會」。(環境中心)

於9月14日舉辦「環保驗證產業發展策略」座談會。(產業中心)

94年度中技社獎學金已於9月30日截止收件。(企劃室)

剛剛評審委員李公哲教授提到為了評審的

公平、公正，九位評審委員於複審的十幾天期

間內，在中技社特別為科技獎所開闢的專用密

室中調閱申請文件，對於中技社及各位評審委

員的用心良苦，我要表示由衷的感謝。獲獎是

對我們小小的成就有所肯定，也是一個很大的

鼓勵，啟發我們今後要更加努力投注在研發方

面的工作。

典禮開始之前，我看了一下中技社科技

獎2005得獎專輯，發現�面登了一張和李遠

哲院長的合照。那是民國83年，我獲頒第一屆

東元獎，李院長剛從美回國不久，代表主辦單

位親自頒獎給我。當時，李院長在演講中就說

21世紀就是能源的世紀，期勉得獎人要努力於

提高能源效率、開發新能源等方面的能源科技

。因此，在這個啟示之下，我相繼推動電力調

度自動控制系統，並引進美國汽電共生系統，

創設台灣汽電共生公司等，以BOT的方式，提

供人力、技術與資金，協助能源密集的紡織、

石化、鋼鐵等相關工廠發展汽電共生，截至目

前，裝置容量已達745萬瓩，佔台電全系統之

17%左右。

剛才，李遠哲院長說我們的能源效率可以

提高四倍，目前來看是還沒有達到這個目標值

，不過，大家可以一起來共同努力。無論是台

電，或者是退休後轉任的光宇工程等八個機構

，這些單位都提供很好的環境、設備和團隊，

才能促成我能夠持續在電力領域中，和同仁一

起做出點成就，所以今天我要特別在此向他們

致謝。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在這次的徵選申

請中，細心地為我準備資料。最後，謝謝所有

參與科技獎評審的工作人員，也特別要謝謝中

技社給我這個機會。

一起改善一起改善

▲光宇工程顧問公司��梁志堅顧問

效益效益放電放電放電放電放電放電

中技社科技獎頒獎典禮已於7月27日隆重舉行，有別於中技社大學院校獎學金，典禮

中伴隨得獎者而來的陣仗可以說是超大又溫馨；因為科技獎所隱含的不僅止於個人短期的

成果，而是包含著個人、團隊、家人，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理想，長期努力所匯集而成的

終身成就，其中交織著所有參與者的智慧與汗水，以及未參與者的期盼與鼓舞。台上每位

實至名歸的得獎者，除了感謝還是感謝，台下的親友、夥伴、學生個個分享喜悅與榮耀，

茲摘錄各得獎人感言如后，以饗讀者。
本社黃董事長輝珍先生於九月二十三日之第十七屆第

七次常務董事會議中請辭董事及董事長職務。依據本社捐

助章程規定，常務董事一致推選余俊彥先生接任本社董事

長，即日到職視事，任期至本屆董事會期滿（民國九十五

年七月二十日）為止。余董事長學經歷完備，早於民國六

十二年即進入中技社服務，後轉任中鼎公司，以卓越之領

導引領中鼎工程技術團隊勇奪最佳聲望標竿企業殊榮，享

譽工程業界，進軍國際，屢創輝煌佳績。余董事長在工程

界服務逾三十載，歷練豐富；目前並擔任國內工程學術權

威之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長；曾推動催生國內首部「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籌設中華

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並榮任首屆理事長，技術專業與公司治理長才兼具，備受推崇

，實為主持本社之最適人選。余董事長於董事會議中對前董事長黃輝珍先生任內推動組織轉型

與精簡並創設「中技社科技獎」等諸多貢獻，表達誠摯感謝與敬佩，並期勉本社同仁於歷任前

輩先進所奠定之厚實基礎上，恪遵使命，務實經營，善盡公益財團法人社會職責。

社務訊息

余俊彥先生接任本社董事長

七次常務董事會議中請辭董事及董事長職務。依據本社捐

助章程規定，常務董事一致推選余俊彥先生接任本社董事

長，即日到職視事，任期至本屆董事會期滿（民國九十五

年七月二十日）為止。余董事長學經歷完備，早於民國六

十二年即進入中技社服務，後轉任中鼎公司，以卓越之領

導引領中鼎工程技術團隊勇奪最佳聲望標竿企業殊榮，享

譽工程業界，進軍國際，屢創輝煌佳績。余董事長在工程

界服務逾三十載，歷練豐富；目前並擔任國內工程學術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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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就像演戲，要有舞台、燈光、音

樂、導演，如果說我有點成就的話，應該只是

代表而已，所以我要感謝台大新能源中心的優

秀碩、博士生。台灣目前的研究環境中，主力

絕大部份集中在碩士生，他們剛從大學升上來

，完全沒有工作經驗，兩年後即將畢業，在近

50%的流動率之下，真的像新兵訓練中心。在

台大工作三十年，最大的成就是每天和年輕人

在一起，他們有很高的工作熱忱，勤奮而且潛

力無窮，從他們的表現即可看到台灣未來的希

望。雖然是新兵但也締造很多戰績，他們充滿

活力，就看我們如何去帶領他們並激發他們的

潛能，而我也樂在這方面的引導。

感謝多年來為我們打造舞台的單位，包括

經濟部能源局、國科會工程處、中華民國冷凍

空調學會陳輝俊理事長、江陵機電林美東董事

長的全力支持，讓我有人生圓夢的機會。我也

要特別感謝台大所提供自由的工作環境，讓我

在二十幾年前就像典型的SOHO族，把160多

坪的台大宿舍當成我的工作室，把學生的實驗

搬回家進行每天24小時的測試。因此，如果學

研機構把研究員或大學教授請回家，上班時間

由8小時變成24小時，辦公費用全變成自理，

平均一個人可以省一百萬/年，說不定更可以

發揮工作成效也說不定！

我也要感謝我的太太及女兒，她們是全世

界最美麗的白老鼠！我所有的研發設備，包括

太陽能熱水器、太陽能LED燈等，都是靠她們

來實驗成果，她們不但試用且提出嚴格批判，

只要通過她們這一關，相信就有市場。個人深

覺，創意的靈感來自上帝，一切榮耀亦歸於主

。我也呼籲企業家能夠以支持科技創新做為社

會公益活動，促成台灣永續發展，使下一代能

夠擁有良好的環境和競爭力。最後，要感謝中

技社及各位評審委員給我們的肯定！

▲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黃秉鈞教授

讓更多人了解
能�源

這次能夠得到中技社的大獎，是我一生

當中感到最榮幸的事。我一直覺得很幸運，

在大學畢業之後就能踏入環保這個領域。當

初的環保僅限於自來水工程、下水道等比較

狹隘的範圍，隨著經濟的發展，環保的問題

愈來愈複雜，而我也有幸見識整個經濟發展

、環境污染、環境保護的動態變遷過程。環

保與環境主要包含水、空氣、土地、生物等

和生活息息相關的周圍物，所以環境也是我

們生命的支持系統，環境一旦破壞就會影響

我們的生活品質，因此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不

言可喻。

我個人很佩服經濟部工業局以及中技社

，對於工業污染方面很有遠見，能夠在民國

72年即成立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計劃

性推動污染防治輔導工作，使工廠無後顧之

憂而專心致力生產，可以說是很小的投資卻

獲得很大的收穫。服務團過去也出版了許多

相關的技術實務手冊，累積變成知識的寶庫

。我也很高興能夠在教學之餘，實際參與污

染防治技術服務團的工作，而在其中學到很

多經驗，並且把這些經驗回饋到教學和研究

之中。所以在過去的一段工作歷程，可以說

是非常愉快，今天藉這個機會，要特別謝謝

工業局、中技社的長官，過去對我的栽培、

指導和鞭策，今天才能夠參與這場盛會。

今天得到這個獎，主要也是包括台大同

事、學生、研究助理，以及過去在污防服務

團的工作同仁及長官等整體團隊工作表現，

結合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這個榮譽應

該和他們一起來分享。也要特別感謝我的家

人，允許我把所有的時間專注於工作之中。

雖然我已經退休了，但是我還是會在環保上

繼續參與，也希望各位先進給我多多的指導

與鼓勵。

▲台灣大學環工所��楊萬發教授

沒有終點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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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中技社舉辦這個獎項，讓我有機

會向各位說明工作的歷程。我赴美唸完碩士後

，在全美最大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了四年再唸

博士。追求研究的四年，可以說是改變了我的

一生，因為在唸書以及之後的工作，我的所有

研究方向都是定位在工程師需要協助，而我要

如何來協助他們。

拿到博士學位，就被邀請回母校任教，從

那時候開始，我每天就高高興興地去學校上班

。在台灣，老師的任務基本上有三項：教學、

研究、服務，若能相互結合就有可能成功。台

大是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有最好的朋友、最

優秀的學生，很容易在研究上有所斬獲。我的

研究有許多是需要實驗的方式來驗證某些結構

的細節與想法，這需要投入較多的人力；包括

實驗室的技術員，以及能吃苦不怕餵蚊子、能

挑燈夜戰的研究生。這麼辛苦的工作，為什麼

能讓這些學生有追求夢想的決心與毅力，應該

說是我的運氣好。

國家工程地震研究中心是目前全世界規模

最大、設備最完善的的實驗室，每年吸引全世

界的相關人士前來。通常在做完實驗後要發展

電腦模型，以協助工程師在電腦上從事設計，

這些實驗是奠定數據與規範的依據。這樣浩大

的實驗工作，需要非常多人手的投入。在學校

�工作最大的收穫就是每年有像自己的兒子和

女兒一樣的新進學生，將來他們如果當老師

，又會有一群他們的兒子和女兒，所以我們的

行止都會影響下一代，也唯有正面影響的傳承

，才稱得上是成功的教育。所以我選擇教育，

能夠訓練優秀的工程師，真的是世界上最棒的

工作。

今天得獎，我要感謝十幾年來所有跟我一

起打拼的夥伴，包括稱兄道弟的同仁、如兒女

般的學生，也特別要感謝我的太太及小孩，他

們了解我而支持我。最後期許我家�或者是學

校�的兒女們，「連我都可以得獎，你們一定

可以做得到」。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蔡克銓主任

震震震震震處 不驚

主持人說的太早了一點，她說所有的得

獎人都是口才好，我還沒講哩！其實我昨天

晚上蠻緊張的，把今天的得獎感言都寫了下

來，也覺得寫的文情並茂。結果聽了前面四

位得獎人的感言，竟然把我精彩的部份都講

光了，把我不精彩的部份又講得更好，所以

我就只能針對黃教授剛才講到一百多坪的工

作室再重提一下，也希望李院長能聽到。首

先，我要感謝李院長以及中研院地球科學所

的同仁，在五年多前，讓我有機會回到台灣

來主持環境變遷中心，尤其是地球所不僅出

人出力，還給我無私的支持與鼓勵，到現在

還借給我們很多的空間。所以，我倒不會指

望增加私用的百來坪，倒是希望能夠為環變

中心的同仁，爭取到兩百坪的工作空間。

今天我得到這個獎真的是運氣好！環變

中心五年多前成立，所有的研究人員今天幾

乎都在座，他們在短短的期間內，將研究提

高到國際水平，研究成果無論是質或量都很

好，最重要的是對台灣環保及社會都有非常

實質的貢獻。本來，我以為只有七、八個人

角逐中技社科技獎，勉強選到我來吊車尾，

結果竟然有五十多位候選人，雖然有些意外

，但因為同仁努力的實質結果而獲得這個獎

，無形之中也顯得更有意義。回想五年多前

，我貿然回國工作的抉擇，如今感覺是對的

，真的不虛此行。

我過去的運氣不錯，相信以後的運氣也

會不錯。新任的地球科學研究所江博明所長

今天也在座，他代表地球所的同仁前來表示

支持，在此我要特別謝謝他。最後，我要謝

謝我的牽手，因為她的樂觀、包容，使我每

天踏入家門都會有一股溫暖、安逸的感覺，

而促使我每天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之中。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劉紹臣主任

環變中

不變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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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緣起及議程

鑒於國際間溫室氣體議題於今年2月京都
議定書生效後持續加溫，我國在符合國際要

求與降低國內衝擊雙重壓力之考量下，尚未

訂定明確的交易體系，而同樣以外貿為主導

的亞洲鄰近國家如日本與韓國，分屬於附件

一及非附件一國家（尤以韓國之國際間溫室

氣體減量壓力情境類似於我國），其對於溫

室氣體之發展已有長期之規劃，因此本中心

在總社及環保署支持下，以日、韓主要技術

幕僚機構為本次拜會對象，獲取其推動溫室

氣體管制減量之實務經驗，有利於我國未來

不同外部壓力階段下溫室氣體認證/驗證整合
管理體系之規劃參考。

本次行程中除私下拜會日本政府主要氣

候變遷政策推動機構外，亦拜會與本中心同

為政府溫室氣體計畫推動角色之技術幕僚機

構如日本NTT Data Corporation(簡稱NTT)、
韓國環境研究院(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簡稱KEI)及韓國能源管理公司(Korea Energy 
Management Corporation, 簡稱KEMCO)，以掌
握該二國因應國際減量壓力下之實務性作法

，並建立良好之溝通與交流關係。

日本產業溫室氣體管理現況

日本自願性排放交易體系
(Japanʼs Voluntary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日本環境省為能順利配合未來參與京都

機制之國際交易體系，近幾年積極投資國際

間CDM計畫之合作，如與英國合作於巴西
與印度進行掩埋場沼氣回收案及HFC-23熱氧
化之溫室氣體減量方案；目前已有三家民間

公司將合夥在中國於2007~2013年間爭取到
4000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權，成為最大的買
方。鑑於此一策略，環境省在2005年即提供
經費補助30億日圓，逐步建構國內自願排放
交易體系(簡稱JVETS)之前置作業，包括以改
善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推廣利用等之誘因補

助產業加入試行計畫，參與企業可利用補助

款進行減量或進行國內交易，但必須善盡申

報義務，內容如設施減量成本、2002~2004年

三年平均之基線排放量及2006預期削減量等
，並訂有補助原則及未達減量目標之賠償基

準。

經過2003~2005年之試行後，JVETS將
於2006年4月正式推動，因此環境省必須在
2005年底前完成參與者基線排放量之核定，
並於一年內進行2006年減量額度的交易，而
在交易完成後進行參與者2006年實際排放量
之計算與查驗，以確認參與者是否達成減量

目標。JVETS體系預定2008年與京都機制排放
交易體系(KM ETS)融合和國際接軌，因此前
置作業中亦包括排放量查驗。惟環境省並不

負責實際查驗的工作，而係委託不同驗證機

構參與協助，類似於國內工業局以往補助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輔導示範團隊A-B-C之
模式，然因溫室氣體盤查計算工具已由環境

省統一公佈，故以驗證機構代替輔導的角色

參與試行計畫，協助企業進行排放量確認。

JVETS體系請見圖1。

國家登錄系統
(National Registry System)

NTT Data 公司由日本環境省(MOE)及經
產省(METI)委託，在以國際共同減量、國際
交易為目的下建立國家溫室氣體登錄系統(Na-
tional Registry System)。該系統於2002~2003年
開始發展，可說是與國際CDM/JI計畫交易
之前置作業。主要功能包括京都單位管理、

資訊揭露、製作稽核用報告等。經過2003年
12月迄今之試行後，日本政府得以建立國內
排放交易系統的運作規則。

NTT  Data 公司目前所規劃的另一個系統
係以國內產業盤查登錄目的之CO2 Common 
Use Registry，此一系統包括產業、運輸及住
商部門之各排放實體之整合性登錄功能，將

於2005年11月正式完成，並於3個月試行後
，配合日本環境省的「Protection from global 
warming law」與經產省的「Energy effi ciency 
law」之修正結果，將公開於2006年4月接受正

式登錄。在法令授權

下，各部門(如環境省
、經產省…)遵循CO2 
Common Use Regis-
try共通登錄及平台之
規範，要求各所轄排

放源進行由下至上之

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

，最終彙整於國家層

級溫室氣體排放資料

庫，亦可由圖2一窺此
共通平台的資訊流動

。若以企業為例，其

每年必須依據不同法

令提報年能源效率報

■環境中心��許淑麗

▲拜會日本�NTT�Data�公司

圖1、日本自願性排放交易體系運作模式圖1、日本自願性排放交易體系運作模式

日本 南韓、

技 窗 技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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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報告(需經第三者查證
)，企業及政府亦依此報告數據分別設定相對
標的(relative target, 即能源效率)與絕對標的
(absolute target, 即CO2排放)；另一方面，若企
業已於國家登錄系統登載CDM/JI排放減量額
度，未來將逐步與此共通平台上所載的資訊

相容，以確保兩系統數據之一致性。

日本環境省的「Protection from global 
warming law」與經產省的「Energy effi ciency 
law」之修正將配合登錄系統加速完成，未來
待法令修訂後，將有10,000設施(installation)被
要求報告每年能源效率與二氧化碳排放量，

至少於三年內完成10%之申報。由於相關執
行細則尚在研擬中，因此未能詳細掌握其細

部登錄規範，然由於CO2 Common Use Regis-
try係基於法令授權，要求日本境內各排放實
體需進行登錄，對我國現階段之登錄制度發

展極具參考價值。

韓國溫室氣體減量活動登錄
(Korea GHG Reduction Activity Registry)

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韓國政府氣候
變化政策智庫係為政府直屬之研究機構，現

階段研究主力為國際與韓國溫室氣體排放交

易規劃，約於5年前開始討論國際及國內排放
交易制度，然因其為非附件一國家，對於國

際溫室氣體之管制壓力仍處於觀望及研究階

段，尚無實行細節及具體時程，而對於產業

強制性盤查及登錄之法規雖已討論三年，目

前尚未定案。值得一提的是，韓國能源管理

機構 KEMCO(Korea Energy Management Co-
operation)公司於此間已投入相當可觀的資源
，其登錄與查證管理制度之發展應可為我國

相對應平台建置之重要參考。

KEMCO協助韓國政府推動產業溫室氣體
登錄/驗證管理工作，二年前開始推動時，曾
有採行「entity-based」或「project-based」登

錄之考量，最後考量

驅動力及誘因不足，

決定先從阻力較小的

「project-based」登錄
開始，因此在韓國貿

工能源部 (MOCIE)資
助預算四年 200萬美
金下，開發一屬國內

產業自發性登錄活動 

(Korea GHG Reduction 
Activity Registry) ，並

於今年7月20日成立韓
國排放減量登錄中心 
(Korea Emission Reduc-
tion Registry Center)，
開放企業申請登錄，

目前已有大型企業包括 POSCO、INI Steel、
Hyundai Oil、Samsung Electronics、Sangyong 
Cement..等19家參與，該登錄系統預定將於
2006年完成有效性確證與查證議定書的建立
，並於2007~2008年間進行驗證及核發信用額
度，以進行排放權交易。

該登錄系統實施對象不限制為製造業，

只要該自願減量計畫所產出之減量額度大於

500噸CO2當量以上者均可申請登錄，以記錄

產業自願性的努力為出發點，考量基線保護

原則 (baseline protection)，因此大多產業係基
於政府認可減量額度及認同早期努力的誘因

下加入。然而有趣的是，韓國政府對此計畫

參加者的補助並不包括節能成本，然加入之

產業通常可由 KEMCO 團隊的輔導中達成溫
室氣體減量，初步估計產業於2~3年間就可回
收投資成本。

韓國政府面對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因應重

點，在於建構能力以遵循國際溫室氣體減量

機制如排放交易與CDM。而KEMCO建立登錄
系統的首要目標則為協助能源產業發展符合

國際標準的驗證方法論(如基線與額外性)與程
序，然相關能力建構作業在本團參訪之際尚

未完整，而有關「entity-based」之登錄與查驗
機制工作，另有研發團隊進行探討與評估中。

結語

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查驗、排放交易

各活動環環相扣，亦為溫室氣體的能力建構

重要工作，是我國在國際變動趨勢中義無反

顧的基礎策略。制度建置之初首先應顧及我

國當前溫室氣體管理目的，注重能力建構現

況的完整性與持續發展性，同時在各建構階

段之時程規劃、推動必須在政府與產業建立

更相當的認知與共識基礎下，審慎研訂之，

以落實無悔策略。

綜觀上述，日本與韓國因分屬附件一與

非附件一國家，國際壓力不同，其於國內針

對溫室氣體管制作法與進程就有明顯的差異

；如日本兼顧CDM計畫交易制度之發展與國
內排放交易制度，透過持續不斷的公私部門

雙向溝通以建立實施法源，公部門間如環境

省與經產省均達成相當程度的共識，共同建

構國家登錄、交易系統，同時修法推動強制

性的CO2 Common Use Registry 制度，投入資
源豐富，藉由長期的試行交易計畫以確認國

內外交易制度的可執行性與配套措施，其明

確的執行策略與漸進式的程序、方法之建立

，值得我國作為規劃國內管理制度之參考。

反觀韓國雖因無立即管制目標而進程稍緩，

整體因應架構尚未完整推動，但其經濟部貿

工能源部亦投入相當資源推動自願減量計畫

之登錄制度，且審慎考量後(因無立即外部壓
力及無國內法令驅動)採二階段登錄規劃，初
期以「project-based」為登錄基楚，未來積極
逐步往「entity-based」方向努力，其務實的作
法亦值得我國參考。

（本文感謝參訪團成員蔣本基教授、顧洋教授、張怡怡

教授、申永順教授之指導及資訊提供。）

圖2、日本CO2�Common�Use�Registry�function�folw ▲拜會韓國環境研究院(KEI)▲拜會韓國環境研究院(K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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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覺困苦的環境對人性是一種磨練與激

發，我雖然生長在一個極困頓的家庭，而且

個頭不高，但在整個求學的歷程中，都非常

的快樂，因為我喜歡與別人分享知識成長的

喜悅。從小求學時被冠上數學大王、物理大

王、化學大王等封號，到國外唸博士班的時

候也不改本色，無論是東方、西方，或是來

自非洲的同學，都樂於一齊討論功課。成長

的過程中，絲毫不會因為物質上的不豐裕感

到畏縮，我始終相信，努力必然有機會發揮

，也必然可以獲得對等的尊重與榮耀。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我進入中山科學研

究院核研所工作兩年，這期間雖然在專業技

術上進步許多，但也體會到在這個人才濟濟

的環境中生存，文憑還是相當重要的，所以

就報考清大核工所碩士班。這時候，我的四

弟剛好考進中原電子工程系，他考量家中的

經濟負擔，本決定放棄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

，隔年再爭取唸國立大學的機會。我卻積極

鼓勵他去註冊，因為當時台灣的電子業正在

萌芽，晚一年唸，在起步上就差很多，我拍

胸脯保證，負責他的學雜費和生活開銷。回

想當時，個人也只不過是個自身難保的在職

進修碩士生，緊接著又有出國唸博士的計畫

，的確有些自不量力。除了核研所的津貼，

再加上不無小補的中技社獎學金，我的四弟

如期註冊，如今在中科院服務，專業的能力

也受到肯定與重用。兄弟倆能夠突破困境、

力爭上游，分別在不同的領域，為國家社會

奉獻個人的專長與能力。所以我一輩子都記

得中技社獎學金，因為那是在我經濟上最匱

乏時的另一隻溫暖的援手。

我是一個比較有危機意識的人，1979年

起，全世界的核電廠有建有停，不如理想中

的平順，以致在考量申請國外獎學金時，跳

開核能而改選機械工程。我主修控制系統，

拿到博士學位後隨著留學生歸國熱潮，當時

台灣核工界又正欠缺這方面的人才，於是我

選擇回母校清華任教。在這之前，每望青山

依舊，但問幾度夕陽紅，始終覺得自己如風

中的柳絮般飄浮，當再次回到清大成功湖畔

，頓時覺得非常踏實與感恩。

由於台灣半導體興起，核工市場漸形萎

縮，我也就將研究重心放在機械本行，不過

感念於核研所六年的栽培，始終希望以一輩子

的服務來回饋，因而在教學之餘，積極參與台

電、核研所、原能會等相關事務。並在清大恩

師楊覺民教授的推薦下，於1990∼2000年擔任

台電核安委員，同時也擔任原能會的研究審查

委員；2000年奉派為原能會副主委，2002年調

任主任委員，讓我有機會發揮所學為台灣核能

盡一分棉薄之力。

頭銜的變化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最感恩的

是能夠全程參與台灣核能的發展與變遷。在美

國唸書的時候，已經觀察到核能的若干趨勢，

因此比較能夠以西方民主的包容、同情及透悉

人性對未知領域抱持恐懼的本性，去看待反核

者的情緒。擁核、反核之間的鬩牆應該不是絕

對的黑與白，而是彼此以不同角度的看法去面

對事件所引發的爭端。個人自許是擁核與反

核的橋樑，甚至願意成為他們之間交流與互動

中所必需踐踏的石頭。同時也自覺慶幸，我具

備核能的專業，站在反核者同理心的立場，以

透明、誠懇、服務的態度及口語化的說法，將

專業知識以合理化的比喻解讀，來贏得民眾的

信賴。

在我擔任副主委的兩年，體認到早期核能

電廠建廠採不透明的方式，也因為不透明導致

民眾不瞭解，繼而產生恐慌與反抗；深覺唯有

政策資訊與法規的透明化，才能化無知的恐懼

為了解的接納，所以擔任主委時的第一件事就

是要求透明化，主動針對核能相關議題或事件

，向媒體與社會大眾公開闡述與說明。民主進

步發展至現階段，專業技術或知識更應善用科

技網路等媒介，使之成為溝通彼此的管道。

核能的問題若以全世界的觀點看待，反核

、擁核是舉世皆然的人性問題。核電廠的設計

有如戰場佈置，絕對不是一戳即破的蛋殼，它

有好幾道安全防護網。原能會絕非為擁核而設

立，而是為社會大眾來執行安全防護管制的專

業守護神。非常感謝我的內人，在我挫折的時

候，總是鼓勵我，一定要以傳教士的精神堅持

下去。這也促使我和原能會的工作夥伴凝結起

服務的心，從原能會最低潮的時刻開始，將往

昔所累積的基礎再加上民主透明的機制，逐步

提升機關形象與管制能力，終於讓社會大眾對

核能產生「安全、安心、放心」的絕對信賴。

「信賴」是建構成熟完整社會的要素，特

別在現今社會分工細膩的情況下，每個人做好

最高品質的份內工作，即能促成社會的進步與

繁榮。如果和已醞釀發展近兩百年的美國相較

，台灣在過往二十年的科技成長，的確是呈跳

躍式的發展，其間的矛盾與紛擾是必然的，但

終究也撞擊出另一條最值得台灣投入的研發與

創新之路。任何產業都需要不同領域的年輕人

參與，現今由於科技與傳統產業相關內容涵蓋

廣泛，學校所學畢竟只是部份的基礎，真正在

工作上的訓練才具實效。所以，我覺得時下年

輕人正生長於台灣資訊科技蓬勃發展期，所累

積的各方面潛能，在未來的職場上，絕對有「

一代比一代強」的表現。

採訪整理/王釿鋊．張兆平

深覺困苦的環境對人性是一種磨練與激 想當時，個人也只不過是個自身難保的在職

歐陽敏盛主委於民國65年就讀清大核工所時因成績優異榮獲本社獎學金，之後雖前往美國威

斯康辛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博士，然而感念於前後六年在核研所工作期間所受到的栽培，即使獲得

不同領域的學位，最後還是堅持走向感恩與無悔的核能之路。

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源集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與核能共度
艱辛歲月

■行政院原能會���歐陽敏盛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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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2003年2月公布「廢電機電子指令

(WEEE)」及「危害物質限用指令(RoHS)」，

期望能夠對歐盟各國電機電子產品的環境衝

擊予以有效的管制，並且達成各國齊一的作

業成效。這兩個指令對於相關產業界的直接

衝擊均將由今(2005)年開始產生，除直接影響

目前我國電機電子產品每年外銷至歐洲的兩

千多億產值，亦將對未來年5∼10年的產業競

爭力產生變化。

WEEE（廢電機電子回收指令）已在今年

8月13日起陸續實施，針對在歐盟銷售的自有

品牌電子產品廢棄時須達回收標準，宏�、

明基及華碩等品牌廠商業已採取因應措施，

將與當地回收體系簽約。RoHS（危害物質限

用）指令，預計明年7月1日啟動，所有銷售

到歐盟國家的產品，不得含有鉛、鎘、六價

鉻、汞、溴化耐燃劑-PBBs與PBDEs等六種物

質，國際企業均將在今年底前完成製程轉換。

居歐洲第一大 PC 品牌的宏�已組成環保

小組；華碩則由品保中心結合研發、採購、

製造與業務最高主管積極戒備；明基也動員

海外分公司，掌握各國法規變化。宏�體認

環保對品牌永續經營的重要性，由資訊產品

事業群組成的環保小組，定期向義大利籍總

經理蘭奇報告；一方面自歐洲調出12位員工

針對歐洲各國法規進度，做全面性了解與協

調；另外宏�總部也組成環安小組，與政府

、促成環境法規團體接洽，如與綠色和平組

織、矽谷毒物聯盟兩大單位等。

宏�為確保產品可順利輸歐，已向主要

供應商鴻海、廣達、仁寶等要求，希望明年

1月1日起，從製造商工廠出貨的產品，都是

無鉛，底限是明年3月1日要達到RoHS標準。

在歐洲銷售大量監視器與手機的明基，由總

部品管室成立專案小組追蹤，也遙控荷蘭分

公司做協調溝通單位，隨時因應各國法令。

華碩由品保中心成員(含系統、文件管制

、綠色技術)，並結合、採購、製造、業務與

環安五大體系最高主管，從上而下把綠色環

保策略落實，推動「綠色華碩」計畫。從綠

色設計開始，確定產品好拆解且不用到有毒

物質，然後做綠色採購，確定供應鏈的產品

製程合乎規定，最後做綠色製造，連產品賣出

去後，還要有負責回收的綠色行銷。

華碩也在內部建立起EIP網頁及全球綠色

入口網站EPO，將供應商與華碩之間串聯起來

，海外三大工廠包含大陸、捷克與墨西哥也全

連結起來，以確保產品從設計到最後的回收再

利用，都符合環保規定。

歐盟環保指令對廢電機電子產業衝擊

，經濟部工業局調查國內已有約63%廠商進

行WEEE因應，但有37%廠商尚未因應；另

87%廠商已因應RoHS，13%廠商尚未因應。

目前因應較不理想的第三及第四線供應商將是

輔導協助重點，但只要品牌廠商與當地回收商

簽約即可，未來問題較小。

目前企業界所建立並執行之「綠色供應鍵

」的作業流程大致如下：

1.作業管理：整合與協調現有與材料和元件供

應商及環境管理作業事項，除由下游客戶端

逐層要求上游供應商配合進行相關的管理規

定外，亦可涵蓋於「綠色材料與元件」的驗

證及檢測分析。

2.替代技術的選用：限用物質的替代作業，往

往涉及非常深入的技術問題，供應鍵各階廠

商除在技術上須逐一確認替化材料的選用，

也必須注意到衍生的設備改變，甚至製程可

能受到的其他環保相關管制要求，同時亦需

配合品管規範，進行檢測作業和調整措施。

3.資訊管理：整體供應鍵各級廠商符合性資訊

的掌控，是最下游「品牌產品」進行管理

的關鍵條件，所有相關表格內容的一致性

及申報作業的協調性，是增強管理系統關

鍵要素。

目前，鉛雖已有替代技術，但仍比不上鉛

穩定，尚待克服，包括主機板、被動元件、主

動元件及連接器都須改善鉛替代品的問題；另

管制項目鎘及汞的替代技術用在塑膠組件及螺

絲的問題也待突破；管制項目六價鉻也有替代

技術用在螺絲的問題待解；僅有管制項目溴化

耐燃劑的替代技術完全無問題。

環保綠色產品發展為全球趨勢，未來規範

的產業將不限於資訊產品，塗料、嬰幼兒玩具

、紡織、皮革、界面活性劑、包裝、容器、電

池、運輸等產業同受規範。我國業界多以外銷

市場為主，面對這些規範要求，及早因應，朝

向綠色產品和綠色製程積極努力是必然之路。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科技產銷、經濟日報/歐盟環保

指令VS綠色供應鏈)

管制項目鎘及汞的替代技術用在塑膠組件及螺

絲的問題也待突破；管制項目六價鉻也有替代

技術用在螺絲的問題待解；僅有管制項目溴化

耐燃劑的替代技術完全無問題。

的產業將不限於資訊產品，塗料、嬰幼兒玩具

、紡織、皮革、界面活性劑、包裝、容器、電

池、運輸等產業同受規範。我國業界多以外銷

市場為主，面對這些規範要求，及早因應，朝

歐盟於 年 月公布「廢電機電子指令 海外分公司，掌握各國法規變化。宏

■產業中心��許芷芸

世 界 世界世

因應 之之之之
衝擊衝擊

��������之之之歐盟法規因應

台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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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對膽怯的人而言是害怕；對安逸

的人是威脅；對有自信的人則是機會。為了

在不確定的時代生存與成長，最好是從個人

的優勢地位來運作，就是健全的人格、誠信

、力量與專業。無論是為自己或公司工作，

先了解自己是誰，以及自己所擁有的特質與

才能來著手。然後要像創業家般行事，不斷

為自己及本身的專業技能進行充電與行銷；

必須擁有掌控人生和職業生涯的能力，設計

自己的生涯計畫，以更上一層樓，不斷進步。

企業在確認、提升並保護智慧財產上

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很少人曾經平心靜氣

思考自己的智慧財產。每當被問及個人所具

備的智慧財產時，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個

所以然來。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智財，包括

先天的稟賦、後天的專業技術和知識；是過

去成功的因素，也可能是未來確保成功的因

素。更確切的說，個人智財應該是個人與眾

不同之處，也是多年累積的智慧。我們可能

在金錢、物質、工作上，有得有失，但是智

財卻是別人永遠無法拿走的，它就像是智慧

DNA，深植在個人身上。

累積專業的智財聲望，發掘自己的真正

才能並勇於追求喜歡的工作，這過程中勢必

要違背他人的信念和期許；即使如此，也不

必偏離自己性向的生涯途徑，選擇別人所認

定卻對自己滿足感較低的方向。終身固守一

職，雖足以勝任這份工作但是卻缺乏熱情與

使命感。專注於自己的天賦(亦即個人的智慧

財產)，一旦處於職涯的抉擇時，將幫助你在

前方的生涯途徑眼光變得更加敏銳。一個人

之所以能堅持從事喜歡的工作，多半有三個

重要的特質：內心寧靜以保持專注；有指引

生活的明確目標與使命感；擁有冒險的精神。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專業的年代，個

人並不是按產業被分類，而是按照不同功能

來劃分的專業人士。在醫學領域中，人們推

崇的是專科醫生的專業；在工藝領域中則是

達人的技術聲望。相形之下智財更形重要，

它是個人過去成功的根基，同時也承諾了一

個更光明且更能實現個人抱負的未來，無論

在那�工作，無論從事什麼行業，智財都會

和你形影不離。自信基於內在，並來自知識與

安全感；知道自己的才能，並精通某領域的專

業技能，這種自信是內心寄託的「家」之基礎

，讓人感受到這個「家」足以抵擋任何狂風暴

雨。成功絕不是別人送給你的禮物，成功是決

心和機會的副產品，當你對自己的真正才能、

獨特的智財，做出承諾時，就會呈現最好的東

西給這個社會。

沒有人希望去想可能發生的災難，但預

作準備是值得的。為任何可能發生的事件預作

準備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不斷拓展並培養自

己的職業網絡，提早建造未來隨時用得上派場

的救生艇。如果一個人只是以獲得的薪水來衡

量工作，將永遠無法滿足；如果以每天與客戶

、接觸的人，所激發的改變來衡量工作，那麼

沒有任何財富可以複製內心富裕的感受。成功

沒有神奇的秘方，唯有你的誠信、正直、才能

、專業技能、個人信念和愛心，是你所擁有的

一切，以及你將需要的一切。自己的未來不是

由別人決定，決策者無法將你的命運放在他們

的手中；透過為你的職業生涯負責，你可以掌

控命運；也就是說要了解自己智財所在並加以

發揮。

1990年代末期，知識長(Chief Knowledge 

Offi cer)和學習長(Chief Learning Offi cer)原本

供不應求，發生股市崩盤之後，許多公司淘汰

知識管理的職位。但其中還是有些人透過明智

地與原先的熱潮保持距離，同時繼續拓展個人

智財，不僅倖存下來而且還茁壯成長。顯然，

這些人不只是因為頭銜之故而做到這點，而是

透過個人智財的行銷。現今的企業比以往更需

要人才，這些人才可以把工作做好，卻沒有情

緒包袱和負面能量的負擔。當生活看似不公平

時，你可以有兩種基本選擇：或沈溺於如何贏

得這項競賽，並怪罪和處罰所有那些你認為背

叛你的人；或接受你只是通過了一場原本正在

等待發生的經歷。

危機只是生命旅程中的里程碑，能處理危

機，就是能控制自己的命運。事情永遠會改變

，生活也不斷發生變化，而我們就是在這個不

斷改變的環境背景下，規劃生涯途徑。因此，

為有效量身打造你的職業生涯，必須控制兩股

強大且有時會相互牴觸的力量：一是你想要什

麼；另外是外部的環境之改變。如果這兩股力

量正好相對，你可能會被卡住，什麼也做不成

，但藉由管理這兩股力量，你可以朝新的方向

前進。以自己的真正目標為基礎，加上膽識與

勇氣，朝它努力前進，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生涯

指南，也就是個人的使命宣言；即包括個人智

財的運用及理想的目標。

(資料來源：堆高你的個人資本/Roz Usheroll)

■企劃室��張兆平

知 識 知識知

個人智財個人智財個人智財個人智財個人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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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3年，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的

龍思良老師考進台視擔任美術指導，在台視

一待就是整整二十五年，其間經歷過美術設

計、節目企劃、專案製作，最值得懷念的是

在退休前，完成行政院新聞局委託籌製的最

後一屆官辦金馬獎。從此以後，金馬獎和新

聞局劃上休止符，改由民間承辦。這不但是

台灣傳播媒體邁入新紀元的開始，也是龍老

師開啟人生另一扇窗的關鍵抉擇。

選擇年資提早退休並不是為了告老返鄉

，而是想找尋自我。擺脫長期累積的繁忙工

作，只想找到一個可以完全釋放自己的地方

，因此跑到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定居下來。

很好笑的是，人確實是住在美國，然而僅止

於居住卻毫無歸屬感可言；但住在台灣就不

一樣了，有牽絆、有家的感覺。所以住在美

國的前幾年，往往是早上賣出一幅畫，晚上

可能就搭上前往巴黎的飛機，因為感覺自己

只不過是宇宙中的一片浮萍，隨遇而飄泊。

長年夾雜在高大的白人之間，Iʼm nothing 

的中國人，越發覺得自己更應該對最根本的

源流有所認知。民國77年決定去大陸看看所

謂的錦繡河山，於是到中國舊金山大使館辦

台胞證。因為龍老師是以畫家的身分前往大

陸，將祖國的美麗景緻經由畫筆，介紹至遙

遠的世界角落，所以簽證上被加註了「請各

有關單位給與協助」。

這一趟的大陸之行對自己而言是沒有定

點也沒有時程規劃的；純粹是抱著遊水鄉逛

黃山的心情，隨興之所至的流浪者之旅。北

京是祖國行的第一站，龍老師在南京藝術學

院開畫展，由這�建立關係所認識的朋友中

，再輾轉得到他們間接的親友關係，而商妥

下一個原本未知的行程。不住旅館、只住民

宅是此行唯一的堅持，無非是希望透過最直

接的民生方式，了解這個陌生又似熟悉的國

度。

一條牛仔褲、一台相機，和升斗小民一

起排隊買硬座，仔細看看十幾億的中國人是

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走過千山萬水的四

個月，彷彿脫胎換骨找到真正的自己，也真

正開啟了視覺藝術的門扉。如今回想起來，

文 村 文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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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感謝自己的提早退休，雖然關閉了一

條安適的坦途，但也開拓一條與海天一際的

羊腸幽徑。

花了整整四個月，I choose to be a Chinese, 

but thank my father, Iʼm 龍思良 only。基於四個

交錯的情結，雖然找到了自己，但也因為幾

個因素而逃離了大陸：「震撼」於如排山倒

海而來的中國人潮；「傷感」於洋溢天賦才

華卻兩袖輕風的文人；「無奈」於先知小眾

所必須背負的重責大任；「惶恐」於傳統四

舊的層層枷鎖。逃歸逃，不過，杜甫、李白

是中國人，既然極度喜歡他們的詩作，所以

喜歡做個中國人還是無可遁逃的結論。

數十年來，龍老師一直使用傳統的繪

畫工具，雖然1991年曾接觸過「數位純繪畫

」，但並沒有深入鑽研。「數位純繪畫」在

材料的詮釋上，簡單的說，是一盒全新的臘

筆，自1990年開始由數位母胎中成形，直到

1992年出生，2000年顯露「吾家有女初長成

」的亭亭玉立，讓人無比驚嘆及感動！因為

龍老師具備深厚的繪畫經驗及背景，促使其

很輕易的洞察到魅力所在，剛好電腦週邊的

設備已趨成熟，在電腦中完成的作品已經可

以很精緻的呈現出來，再度激起他強烈的創

作慾。於是，暫時放下手邊的油畫及水彩，

利用兩年的時間去探索這一盒新蠟筆的奧秘。

年過五、六十畫畫造詣很深的畫家，多

半不愛電腦甚至不會開機，年輕小伙子對電

腦的使用技法精湛嫻熟卻不懂繪畫。而且，

一般年輕畫家接受電腦繪畫教育的內容都偏

向「商業目標」 及「美工設計」，沒有人注

意及關心「數位」與「純粹繪畫」之間的「

視覺關係」。龍老師很慶幸自己能在「e」世

代中獲得這份超級的禮物！他一生從事藝術

創作及繪畫工作，愛沉思、愛幻想、愛反省

、愛自由自在、愛突破困惑，而更要命的是

又愛上數位電腦，就這樣一股腦「陷進去」。

龍老師也因這一份天大的恩寵而產生了

一份「使命感」，覺得自己應該為天下的Fine 

Art Artist（純粹畫家）散播這一份福音，因而

取了一個「夢幻繪畫」的名字，表示涵蓋油

畫、國畫、西畫等所有的純繪畫與數位的一

種「夢幻式的結合」。在數位繪畫工具及功

用之領域中，畫家可以有7600萬種顏色（色

相）可用，有上千支筆可以揮灑（包括油畫

筆、粉彩筆、水彩筆等）。畫作完成後還可

隨心所欲的選擇上百種特效來改變或加強作

品之視覺效果。如果用上述方式作不同的排

列組合，相信每一張作品都可以有上千或上

萬「多樣面貌」的選擇。

這幾年龍老師忙著玩數位純藝術，每天

忙得不亦樂乎！忙得不知老之將至！如果說

龍老師有什麼人生哲學可以和大家分享的話

，那就是「好奇使人年輕，興趣成就天才！

」讓我們都來摩拳擦掌吧！

採訪整理/余俊英．張兆平

數位夢幻繪畫
■數位夢幻大師��龍思良

e世代寵兒-視覺新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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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進名古屋車站，馬上被四處貼滿「

愛．地球博覽會」的廣告所吸引，期待已久

的心情也隨著四處可見的長毛象看板而興奮

起來。從名古屋車站搭地鐵到萬博八草站，

約需50分鐘，再轉搭愛知磁浮列車（特地為
此次博覽會所建造），約4分鐘，終於來到長
久手主會場，但隨即映入眼簾的，是一波波

人潮往會場入口湧進，雖已預知周末人潮會

很多，但也不免被這景象所傻眼。

拿著預先買好的門票IC卡進入會場前，
工作人員還會一一搜查隨身包包，凡是外購

的便當盒或飲料寶特瓶、玻璃瓶、易開罐等

，都不准帶進會場，只有自製便當和水壺可

以通關，而採取此措施的理由除了環保竟是

防止恐怖攻擊與食物中毒，似乎有點奇怪，

而矛盾的是會場內賣的也全是塑膠包裝，第

一印象馬上被打了折扣。

會場很大，馬不停蹄的在一天之內逛

完所有展區，簡直就是超級不可能的任務，

更何況每個館前面都大排長龍，至少都要排

60分鐘以上，更遑論最受注
目的幾個日本企業館。所以

能排上兩三個館仔細參觀，

就已經很不錯了。為不虛此

行，挑了排隊人數稍微少的

三井．東芝館，不過也排了

一個多小時。進入館內，有

小姐引導，利用3D新技術

為進場者的臉部做掃描，接著同一批次的遊

客，轉身一變皆成為星際影片中的一角，每

個人都聚精會神的尋找自己的身影，可惜都

是驚鴻一瞥。

除了五花八門的展覽館外，會場中的交

通也是挺有看頭的，如無大氣污染且噪音很

小的燃料電池巴士、壓縮天然氣無人駕駛的

大型低公害巴士、電池驅動減輕對環境負擔

的環路電車、空中漫步的森林爺爺纜車和森

林小子纜車等，若時間許可，絕對要體驗此

新世紀交通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銜接兩

會場的森林爺爺纜車，有一段行程，透明的

景觀窗會瞬間霧化，歷時兩分鐘後會再度轉

為透明；原來兩會場間有民宅，為尊重及保

護當地居民，在纜車進入此區上空時，特別

作此貼心的設計，真的不免對日本先進的科

技驚訝不已。

相較於白天的炎熱，入夜的寒冷，真不

敢相信是在同一地方，所以想盡興的暢遊，

防曬遮陽物、禦寒衣物缺一不可。來此，最

多的體驗就是等，不僅參

觀要等，連吃飯買飲料零

食也要等。所以有意前往

者可得有心理準備；若專

訪愛知博覽會，可能會有

些失望，如果能搭配鄰近

景點來個日本逍遙遊應是

不錯的選擇。

沒有令人驚恐又破財的詐騙集團
沒有令人買不下手的物價

沒有令人氣憤的缺乏公德
心的人

沒有
酒後
家暴
的鄰
居

沒有令人髮指的路霸

沒有面臨家庭破碎的親友

要有健康的孩子

要有努力求知的孩子

除了這些,還要更多的努力,我們才會越來越快樂!

大家一起加油!

圖／文��楊麗玲

文 村

中技社通訊 61 2005.10

我的愛知旅

■企劃室��許湘琴

體驗愛地球博覽會

多的體驗就是等，不僅參

觀要等，連吃飯買飲料零

食也要等。所以有意前往

者可得有心理準備；若專

訪愛知博覽會，可能會有

些失望，如果能搭配鄰近

景點來個日本逍遙遊應是

不錯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