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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國際油價的不斷上揚，許多替代性能源又再度浮上 面。

其中，於1954年由貝爾實驗室發表的光電效率電池，近數十年來一直

居市場之主力。據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的報導，薄膜光電池的製

造成本大幅下降、耗材也較少，再加上製造過程中所耗的能源回償期

較短，堪稱兼具環保與能源效率的綠色產品。

傑出人才是邁入全球化市場的最大動能，本社長期以來獎勵大學

院校品學兼優的理工、財經學子，匯聚成有助於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

動力。有感於發揮具延續性及前瞻性傑出人力資源的影響力與後作力

，今年首度開辦「中技社科技獎」。本屆候選人個個在所屬的領域卓

然有成，故角逐十分激烈；評審期間，的確讓九位評審委員幾經苦思

才下定奪。所以，榮獲「中技社科技獎」真的是千萬中之上選，絕對

是值得給予最高度的肯定與嘉許。

7月27日擬於台北遠企中心舉辦的「中技社科技獎」頒獎典禮中

，將邀請曾於民國65年獲得「中技社獎學金」的沈立勝博士，以其自

行研發的「光學式即時多點3D追蹤技術」、「多人沉浸式虛擬實境系

統」，引領與會者進入自我操控與即時互動的立體空間中。經由此展

演，或許可以讓大家體認：科技可以複製，文化無法複製，然而結合

創新的科技與傳統的文化，將蔚成導入生活多元化應用的知識型服務

業。 

依現階段 Big Mac Index 的各國物價指數顯示，亞洲貨幣存在

低估的事實，然而合理值卻難以界定或調整，這也就成為地球村的生

活型態，以及世界工廠與市場下，無論是個人或者企業所必須面對與

認知的財經風險管理。事實上，也唯有在健全的財務狀況下，個人才

可以擁有客觀的價值與生活態度去激發創造力；企業也才足以催化無

數的創造力，成為更具附加價值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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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中技社科技獎」在歷經嚴謹而

審慎的評審過程後，得獎名單已經揭曉。五

位得獎者分別是：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暨新

能源中心主任黃秉鈞、前台灣大學環工所教

授暨創所所長楊萬發、前台灣電力公司總工

程師梁志堅、國家地震工程中心主任蔡克銓

、及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劉紹

臣。他們都是評審委員經過認真考察、反覆

討論與辯證後，以無記名投票所遴選出來。

在今年初「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鑒

於歐盟多項環保指令亦將陸續推出之際；本

於促進環境保護與能源資源有效應用的責任

，也為進一步喚起國人對永續發展的關注，

本社董事長黃輝珍在今年二月廿一日正式宣

佈開辦首屆「中技社科技獎」，以表彰在能

源資源、環境生態、產業安全等經濟社會永

續發展領域，有卓越成就與貢獻之科學技術

研發、應用與推廣之人士。

獎項開辦公布後，隨即獲得熱烈迴響，

相關團體推薦非常踴躍。為求超然公正並確

立獎項的公信力，本社敦請學養俱優的學者

，以及產業界聲譽卓著之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包括有：經濟部次長尹啟銘、台大教授李

公哲、成大工學院院長吳文騰、前台電董事

長林能白、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侯貞雄、交

第一屆「中技社科技獎」
得獎名單揭曉

通大學校長張俊彥、台大工學院院長楊永斌

、元智大學校長詹世弘及前行政院國科會主

委魏哲和等(依姓氏筆劃排序)。評審工作歷

時近二個月，過程嚴謹、慎密，週延而公正。

五位得獎人：黃秉鈞教授致力於能源科

技研究；在制冷科技方面，其成果為國內太

陽能利用與LED照明產業帶來無限發展希望。

楊萬發教授是台灣環保教育與污染防治之先

驅，對台灣當前之環境工程學術研究發展與

實踐貢獻至偉。梁志堅先生是電力系統專家

，對台灣電力調度自動化、汽電共生系統發

展，均有重大貢獻。蔡克銓教授是鋼骨與混

凝土結構抗震專家，其研究成果落實應用於

國內重要建築與科學園區，貢獻卓著。劉紹

臣教授是「國際全球大氣化學計畫」的科學

委員會主席，對台灣空氣污染與本土區域性

氣候變遷研究，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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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董事長與評審委員合影

■企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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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結合中研院、台大、清大研發之「染

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SSC)」已獲重大進展

，有意發展能源事業的廠商，歡迎共同開

發此新能源科技商品。(企劃室)

本社網站將於6月底以全新風貌呈現，敬

請期待。(企劃室)

94年度中技社獎學金於6月中發函相關公

私立大學統籌推薦申請。(企劃室)

中技社通訊 59

本社於5月23日假社內會議室舉辦「台

灣再生能源現況與趨勢」座談會。本社董

事長黃輝珍指出，「京都議定書」於2月生

效，台灣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居全球第22位

，為減少溫室氣體之CO2排放，應從推廣再

生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雙向並進。經

濟部已依「促產條例」提供投資抵減與加

速折舊財稅獎勵措施，訂定太陽光電、風

力發電及太陽能熱水系統等多項再生能源

設置補助辦法。另推動制定「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保障合理收購費率，並將相關

併聯規範、用地權取得等規定法制化。

�������������������������(能源中心)

本社於5月13日假中國時報舉辦「因

應京都議定書策略高峰論壇」，邀請環保

署代署長蔡丁貴、國內致力溫室氣體具卓

越貢獻之各界代表，針對「我國訂定產業

減量目標之必要性」、「我國研訂溫室氣

體減量法之芻議」、「開創我國產業與國

際減量計畫之合作契機」等三大議題展開

對話。二氧化碳減量雖衝擊部分產業，卻

是發展新能源產業的契機，可藉此機會推

動如風力機、太陽光電產業、冷凍空調及

LED照明產業等再生能源產業；甚而進一步

發展能源技術服務業及能源減量與效益驗

證業。(環境中心)

本社於4月22日假台灣科技大學舉辦「

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論壇」，針對「政府部

門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之回顧與前瞻」、「

民間團體如何協助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高能源密集度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責

任需求」、「新興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責任

與需求」四大議題進行討論。建議政府加

強能源教育推廣，並提供利基以增加業界

自願減量的意願；加強發展再生能源及重

新評估核能發電效益，建立一致性的盤查

及登錄制度，以配套措施推動排放交易和

總量管制。(環境中心)

社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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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戲稱，「勞工退休金條例」（簡稱

新制）所保障的退休金是碗端在面前的陽春

麵，而「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辦法（簡稱

舊制）所保障的退休金則是掛在牆壁上看得

到、不見得吃得到的牛排。看完本文，希望

有助於您對「牛排」與「陽春麵」之抉擇。

退休金主要來源有三

一、公共社會福利：勞工保險之老年給付

二、事業單位贊助之退休金辦法：自訂，但

不得低於勞基法退休金新制所定之最低

要求

三、個人儲蓄：股票債券、現金存款等

一般勞工常將勞工保險之老年給付(一)與

事業單位給予之退休金(二)混淆，尤其新制實

施後，個人退休金之保管運用單位與勞工保

險同為勞工保險局，更易造成誤解。而現時

所謂退休金制度改制，則指(二)退休制度之改

良。

新、舊制之主要差異

的

「牛排」

「陽春麵」

與

4

註：新制的其他特色，尚包括勞工得自願提繳並享稅賦優惠、保證

勞退金最低運用收益、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可請領死亡勞工之退

休金、領月退俸者應投保延壽年金等。

解破

■秘書室��郭佩珍/圖文

領取方式 一次領取

舊制 新制

領取資格

提撥(繳)率

服務年資之
�採計方式

基金儲存

給付金額

�資遣費
給付金額

自請退休：

須在同一事業單位

工作15年以上且年滿55歲者

� 工作25年以上者

強制退休：�

� 年滿60歲

�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

自受僱日起算，但須服務

於同一事業單位

年滿60歲

自選擇新制日起算，不同雇主

之工作年資合併計算

按每月薪資總額2%-15%提撥

中央信託局─事業單位勞退

基金專戶

按「月提繳工資」6%提繳

勞工保險局─勞工個人專戶

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予2個

基數；但超過15年部分，

每滿1年給予1個基數，最

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勞

基法)

事業單位原訂退休標準較

優者，從其規定

勞工個人帳戶本金加收益

選擇個人帳戶制後，且於

同一工作單位退休者，仍

可獲得舊制年資之退休金

給付

每滿1年給予1個月之平均工

資

每滿1年給予1/2個月之平均工

資，最高以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提繳年資

滿15年以上者：得領月退休俸

未滿15年者：應一次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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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新舊制之考量

首先，由事業單位及個人因素的考量，評

估「於同一事業單位退休的可能性？」。 

其次，再計算「那一種情況下所累積的退

休金最多？」上表係比較在不同選擇下，自願

離職及於同一工作單位遭資遣或退休，勞工可

領到那幾筆錢；實際金額則須依個人年資、薪

資及新舊制相關規定計算。

若想進一步認識新制退休金，請至勞

工保險局網站查詢 (http://www.bli.gov.tw/

default.asp)或撥(02)6630-6630勞工退休金諮詢

專線。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勞退新制說

明會簡報、安侯企管公司勞退條例研討會簡報)

5

立即選擇新制

�����或

先選舊制後，

五年內再改新

制

改制後，按����

月提繳個人

帳戶之退休

金

無資遣費

改制後，按

月提繳個人

帳戶之退休

金

新制年資之

資遣費

舊制年資之

資遣費

自願離職 於同一單位資遣 於同一單位退休

改制後，按

月提繳個人

帳戶之退休

金

舊制年資之

退休金

仍延用舊制
無資遣費及

��退休金

舊制年資之

資遣費

舊制年資之

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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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薄膜式光電池由於所需光電材料不及矽

晶圓式的百分之一，而且許多薄膜可使用軟

性基材，應用彈性大，其市場面將較矽晶圓

式大很多。因此，在上一世紀後段薄膜式光

電池的發展很快。

本文將就數種薄膜式光電池的技術面、

發展潛力與可能瓶頸提出概括論述，由於篇

幅限制以及個人才疏學淺，疏漏錯失之處，

尚祈大家指正。

在介紹薄膜式光電池之前，本文將先介

紹目前市場上最主要產品－矽晶圓太陽能電

池，簡述其目前能在市場居於絕對優勢的原

因。

矽晶圓太陽能電池

Silicon Solar Cells

自1954年貝爾實驗室發表了具備6﹪光電

效率的電池後，此類型一直是市場的主角，

市佔率從未低於80﹪，如果只考慮供電超過

1kW的市場，更幾乎是100﹪。究其原因大概

可分為：成本與價格、模組的效率、產能規

模與利用率。

由於科技的進步，自1960s以來，此類電

池發電，單位瓦數（watt）成本已下降約50倍

，目前價格約為US＄2.5 ~ 3 / watt。光電效

率方面，實驗室已達25﹪，與理論值29﹪非

常接近。商業化產品的光電效率，近年也達

12﹪。這項技術成果，相對而言，是多數薄

膜技術所不及之處。

比較矽晶圓式與薄膜式生產成本，一般

而言，目前產能規模前者約是後者10倍，因

此固定成本可大幅分攤。產能利用率而言，

目前矽晶圓式生產廠商，由於這幾年市場年

年大幅成長，平均產能利用率約達80﹪，而

薄膜式廠商僅約40﹪。這使得矽晶圓式更具

成本競爭力，成為市場上的一支獨秀。

非晶系矽太陽能電池

Amorphous   Silicon Solar Cells

此類型光電池是發展最完整的薄膜式太

陽能電池。其結構通常為p-i-n（或n-i-p）偶極

型式，其吸光頻率範圍約1.1 ~ 1.7eV，不同於

晶圓矽的1.1eV。由於非晶型矽具有高的光吸

收能力，因此I層厚度通常只有0.2 ~ 0.5µm。

但薄的I層，易造成吸光不足，為克服此困境

，此類型光電池常採多層結構堆疊方式設計

，以兼顧吸光與光電效率。這類型光電池先

■能源中心�王釿鋊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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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窗技

天上最大的缺失在於照光使用後，短時間內

性能的大幅衰退，也就是所謂的SWE效應，

其幅度約15 ~ 35﹪。

非晶型矽光電池的製造方式是以電漿強

化化學蒸鍍法（PECVD）製造矽薄膜。基材

可以使用大面積具彈性而便宜材質，比如不 

鏽鋼、塑膠材料等。其製程採取roll-to-roll的

方式，但因蒸鍍速度緩慢，以及系統需要高

品質導電玻璃層，以至其總製造成本僅略低

於晶型光電池。為了降低製造成本，近年有

人已投入開發VHF電漿進行製膜，製程速度

可提升5倍，同時嘗試以ZnO取代SnO2作為導

電玻璃材料，以降低成本。目前此型光電池

最大的弱點在於其低光電轉化效率，實驗室

僅約13.5﹪，商業模組亦僅4 ~ 8﹪，而且未來

改善的空間相當有限。

銅銦鎵二硒太陽能電池

Copper Indium Gallium Diselenide Solar Cells

此類型光電池有兩種：一種含銅銦硒三

元素（簡稱CIS），一種含銅銦鎵硒四元素（

簡稱CIGS）。由於其高光電效率及低材料成

本，被許多人看好。在實驗室完成的CIGS光

電池，光電效率最高可達約19﹪，就模組而

言，最高亦可達約13﹪。CIGS隨著銦鎵含量

的不同，其光吸收範圍可從1.02ev至1.68ev。

此外，由於高吸光效率（α>105cm-1），所需

光電材料厚度不需超過1µm，99﹪以上的光子

均可被吸收，因此一般粗估量產製造時，所

需半導體原物料可能僅只US$0.03/W。

CIGS光電池結構有別於非晶型矽光電池

，在光電層與導電玻璃間有一緩衝層（buffer 

layer），該層材質通常為硫化鎘（CdS），其

載體亦可使用具可撓性材質。目前商業化製

程是由shell solar所開發出來，由於半導體層

含多種元素，製程中包含一系列真空程序，

造成硬體投資與製造成本均相當高昂。另一

家公司，ISET，已積極投入開發非真空技術

，嘗試利用奈米技術，以類似油墨製程（ink 

process）製備層狀結構，據報導已獲初步成

功，是否能商業化則未知。

綜合而言，CIGS在高光電效率與低材料

成本的好處下，面臨三個主要困難要克服：

製程複雜，投資成本高；關鍵原料供應；緩

衝層CdS潛在毒害性。製程改善困難度已如前

述，原材料使用到銦元素也是一項潛在隱憂

，因為銦的天然蘊藏量有限。此外，硫化鎘

（CdS）在電池中會不會不當外露，以致危害

人們，一直是不能讓所有人放心。

鎘碲薄膜太陽能電池

Cadmium Telluride Thin Film Photovoltaics，CdTe

此類型光電池在薄膜式光電池中歷史最

久，也是最被密集探討的其中一種，目前實

驗室達成的最高光電效率是16.5﹪，由美國

NREL實驗室完成。典型的CdTe光電池結構

的主體是由約2µm層的P-type CdTe層與厚僅

0.1µm的n-type CdS形成，光子吸收層主要發

生於CdTe層，其吸光效率係數大於105cm-1，

因此僅數微米厚即可吸收大於90﹪的光子。

關於CdTe光電池的薄膜製備，目前已有

多種技術可採用，其中不乏具量產可行性的

方法。已知的方法有濺鍍法（sputtering）、

化學蒸鍍（CVD）、原子層磊晶(ALE)、網印

（screen-printing）、電流沉積法（galvanic de-

position）、化學噴射法（chemical spr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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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堆積昇華法（close-packed s u b l i m a-

tion）與其改良法、昇華凝結法(sublimation-

condensation)，其中電流沉積法是最便宜的方

法之一，同時也是工業界採用的主要方法。

目前已知為製備高光電效率CdTe光電池，均

需要使用氯化鎘來活化半導體層，有濕式或

乾式蒸氣法，乾式法較為工業界所採用。

雖然目前CdTe光電池商業化產品效率

已超過10﹪，但在2002年其全球市佔率僅

0.42﹪，究其無法成為市場主流的原因，大至

有下列幾點：(1)模組與基材材料成本太高，

整体CdTe太陽能電池材料佔總成本的53﹪，

模組與基材材料佔約48﹪。(2)碲天然蘊藏量

有限，其總量勢必無法應付大量而全盤的倚

賴此種光電池發電之需。(3)鎘的毒性因素。

矽薄膜太陽能電池

Thin Film Silicon Solar Cells

此型光電池在1980ʼs方有大的突破。其矽
結晶層的厚度僅5~50微米，對矽材料的純度

要求，不若矽晶圓型光電池高，可以次級矽

材料、玻璃、陶瓷或石墨為基材。由於矽材

料不具有高的吸光效率，為提高光吸收率，

設計上需導入光線流滯的概念，此點是與其

他薄膜型光電池不同之處。

此類型光電池之製備方法有：液相磊

晶（liquid phase epitaxy，LPE）、化學蒸鍍

（CVD） :包括低壓與常壓化學蒸鍍（LP-

CVD、AP-CVD）、電漿強化化學蒸鍍（PE-

CVD）、離子輔助化學蒸鍍（IA-CVD），以

及熱線化學蒸鍍（HW-CVD），遺憾的是上

述方法無一引用至工業界，雖然如此，一般

咸信常壓化學蒸鍍，應具備發展為量產製程

的可能性。

此型光電池光電效率實驗室最高已達

21﹪，市場上只有Astropower一家產品，當基

材使用石墨時，效率可達13.4﹪，由於石墨材

料價格昂貴，目前研究工作大底有三個方向

：使用玻璃基材；使用耐高溫基材；將單晶

矽層半成品轉植至玻璃基材。日本的三菱公

司已成功運用此方法，成功製備100cm2，光電

效率達16﹪的元件。整體而言，此類型光電

池系統的發展仍處於觀念可行性驗證時期，

實驗室製備技術是否能發展成具經濟效應的

量產程序，是人們關注的另一重點。

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DSSC

此型光電池源自19世紀人們照相技術的

理念，但一直到超過100年後的1991年，瑞

士科學家Gratzel採用奈米結構的電極材料，

以及適切的染料，組成光電效率超過7﹪的光

電池，此領域的技術研究開發，才引起大家

積極而熱烈的投入。此項成功結合奈米結構

電極與染料而創造出高效率電子轉移介面的

技術，跳脫傳統無機材料固態介面設計，可

說是第三代光電池。目前全世界有八家公司

已得到Gratzel教授授權，其中包括了Toyota/

IMRA、Sustainable Technology Internation-

al（STI）等著名公司。

此型電池的結構一般有兩種，三明治結

構與三層式的monolithic cell structure，前者通

常實驗室製備所採用，後者為Gratzel等，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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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發展出來，採用碳電極取代一層導電

玻璃電極，各層的製備可直接沉積在另一層

導電玻璃上。除玻璃外，其他具撓屈性透明

材料亦可作為基材。德國的ISE公司已發展出

包含網印方式的生產流程，製程非常簡單。關

於DSSC的製造成本，由於目前並無量產市場

，因此有不同的評估值，依據Gratzel 1994年

的估算，如以5﹪光電效率為基礎，其製造成

本約US$1.0~1.3/Wp（年產能5~10NWp/year）

，Solaronix SA 1996年的估算則為US$2.2/Wp/

year（年產能4MWp/year）；相較於技術開發

較久的CdTe（US$1.1/Wp，20MWp/year）、

薄膜矽晶型（US$1.78/Wp，25 MWp/year）兩

類型，成本差距似乎不大。

關於DSSC的研究主要有三方向：(1)以

光穩定性較高之高能階差半導體取代二氧化鈦

，惟至今仍未獲得良好成果。(2)開發新式染

料以取代目前的有機釕金屬（簡稱N3）染料

。有機染料化學是發展很久的產業領域，因

此許多人相信未來應有機會開發出吸光能力比

N3好的有機染料，免除使用貴重的釕金屬，

以大幅降低成本，這方面研究以日本最積極。

(3)以固態電解質取代液態電解質，目前尚無

突破發展，但導電高分子與離子性液體可能有

機會。

DSSC發展的最大利基，咸認在於其簡

單的製程，不需昂貴設備與高潔淨度的廠房

設施，其次為可以使用具撓屈性基材。未來

DSSC如要成為具商業競爭力，甚至達到高市

佔率，仍有幾件事需要證明：(1)光電池本身

的長期使用性。雖然實驗室以較嚴苛條件測試

，推估使用十年以上沒有問題，但畢竟還是缺

乏對商業產品長期使用的實測數據。(2)大面

積電池的製備技術，雖預估困難不大，但目前

研究投入開發較少。(3)對整體電池模組細部

的基礎研究，此方面研究可促進產品品質與規

格的確立。

結語

依據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的報導，薄

膜光電池的製造成本在過去十去年呈大幅下降

，趨勢比矽晶圓式還快，預期未來有可能追上

矽晶圓式光電池成本。此外，對製造時所耗能

源的回償時間，薄膜式光電池通常不及傳統矽

晶圓式的一半（亦即小於十年），部分甚至小

於五年，如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加上薄膜式

光電池所使用材料較少，故整體而言薄膜式光

電池是較為環保且具能源效率的產品。

幾種發展中薄膜光電池，或許受到使用毒

性物質影響，或者因使用天然蘊藏量有限元素

，預期可能無法全面取代結晶型矽光電池，但

所累積技術與經驗卻相當可觀，一但新設計或

材料產生，即可以發揮功效，這也是為何矽薄

膜式或染料敏化式深受重視的原因。因此，雖

然兩者都是薄膜式光電池中屬於發展起步較晚

的技術，但可能也是未來最可能產生全面影響

力的技術。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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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通訊57期二月號，介紹台藝大林

珮淳教授的多媒品作品，事後意外發現，將

其畫作經由「即時多點追蹤技術、沉浸式虛

擬實境系統」，帶領觀眾進入預設立體空間

的科技玩家，竟然是本社獎學金得主-沈立勝

總經理。專訪沈總時，他開門見山就說，其

實他不喜歡總經理的頭銜，總覺得「創意總

監」更能代表自己追求創意與好奇不滅的心

思。

沈博士所屬的那個年代顧慮比較多，也

會考慮到父母的意見，所以不像現今的七年

級生勇於追求自我的實現；相形之下，四年

級生若選擇創業則會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

基於在工研院累積二十幾年的基礎功，他決

定以知識型服務做為再創事業第二春的起跑

點，因為知識型服務業可以發揮自己駕輕就

熟的專長，將上中下游元件整合成創新的系

統服務價值鏈，也由於這個淵源，特別將公

司命名為「Winchain System Corp.」，就是希

望在這個價值鏈中共創雙贏。

2004年自行創業之前，在工研院的時期

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80年∼1988年在電子

所從事數位IC設計(是國內MCU/MPU IC設計

的肇始者)；1988年∼1993年以交換研究員的

身分派往荷蘭攻讀博士學位，主要學習電腦

繪圖與平行處理；1993年∼2001年學成返台

進入甫成立的電通所，領導3D與虛擬實境的

數位內容團隊及前瞻技術中心，除了負責研

發同時要兼顧工業服務，因此接觸市場及產

業；2001年起進入光電所，整合軟硬體團隊

，開始與文化、藝術、人文、社會、醫療與

建築等跨多元領域合作，以科技協助各行各

業提昇其附加價值，建構知識型服務業的雛

型。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產業結構亦

■勝謙科技(股)公司��沈立勝總經理

科技與藝文的

����沈立勝總經理於民國65年就讀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時榮獲本社獎學金，畢業並服完預官役後

即進入工研院電子所，77年獲得在職進修機會赴荷蘭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攻讀博士。

89年獲得十大傑出工程師之榮譽，93年自工研院衍生自行創立勝謙公司，發揮多年累積的科技功

力，開展熟齡族群的旺盛企圖，以知識型服務將科技導入生活的多元化應用，以期帶來全新的生

活、娛樂、學習及工作方式。

數位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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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所改變，如今不應再技術本位，科技必

需成為各行各業的後盾，尋求並發展符合終端

使用者的需求，轉化成應用導向的科技研發，

以具有附加價值的應用服務創造市場的價值。

創業之初，發現新新人類一個月可以花上千元

照大頭貼，以及日本出現立體手機還有3D立

體影片的逐漸流行，因而思考將資訊科技運用

於傳統照相上，將數位內容領域專業設計的

3D背景圖，加上數位影像技術並整合諸多硬

體元件，開發全自動、個人化之3D立體大頭

貼的商機 (如圖一)。

另有關於「光學式即時多點3D追蹤技術

」及「多人沉浸式虛擬實境系統」，使用者戴

上立體眼鏡，便可進入預先設計的立體空間，

身歷其境的沉浸在自我操控與即時互動的虛擬

環境中 (如圖二)。目前上述兩項產品已進駐故

宮博物院、台灣科教館、台北海洋館、六福村

、新竹市立動物園、台中科博館、屏東海生館

等，並搭配宜蘭綠色博覽會、中時報系魔法森

林大展等全台各項動態展覽及活動中進行推廣

服務。

或許在留荷期間，感受歐洲兼顧科技、藝

文與人文的文化，身為科技人的沈博士始終認

為：「科技可以複製，文化卻無法複製，面對

國際的嚴酷競爭，我們應該找到自己的主題，

做出世界獨一無二的本土特色」。這也是他熱

衷於科技與藝文的結合，也一直在這個立基上

努力耕耘的主因。此次中技社科技獎頒獎典禮

中，沈博士將以「清明上河圖」、「非洲大草

原」及「夢幻珊瑚礁」等3D立體影片以饗所

有的觀禮貴賓，感受雖端坐各自的席位，也可

以自由瀏覽忽而現今非洲、忽而古代清明的虛

幻之中。                         
採訪整理/王釿鋊．張兆平

7月27日本社將於台北遠企中心，舉辦94年度首屆中技社科技獎頒獎典禮，開放歷屆獎學金得主觀禮預約

席位，請電：(02)2704-9805轉19分機張小姐或e-mail：colorwin@email.ctci.org.tw

中技社通訊 59 2005.6

圖一、「3D立體快照系統」圖一、「3D立體快照系統」

圖二、「多人沉浸式虛擬實境系統-夢幻珊瑚礁」圖二、「多人沉浸式虛擬實境系統-夢幻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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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50條流域河川之主要污染來源包括

生活污水、工業廢水及畜牧廢水等。生活污

水污染在污水下水道之建設尚未全面普及前

，無法有效削減生活污水污染，導致主要河

川污染來源，由事業廢水變為生活污水，尤

其是都市週邊之河川，生活污水污染排放比

例已佔50%以上。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分成現場構築式及

預鑄式兩種，現場構築式係指污水處理設施

依據工程設計圖說，於建築物現場施工構築

建造完成；預鑄式係指於製造工廠製造裝配

完成後，運至建築物之適當位置場所施工安

裝，以處理生活污水之設施，其製造販售前

需由環保署會同內政部共同審核認可，以確

保建築物設置之處理設施於正常操作下保有

一定之處理功能。減少生活污水之污染，除

設置合格之處理設施外，可藉由以下措施，

達到一定之減量效果：

政府機構增建截流系統

民國88年以前興建之建築物，其生活雜

排水大多未經處理即排放，對該部分以污水

處理廠餘裕量夠大者，增建截流設施，採截

流方式處理都會區區域排水之晴天污水，減

少排入河川之污染量。少排入河川之污染量。

污水處理設施應正常操作維護

1.化糞池及污水處理設施之沉澱或初沉槽，委

託合格之清除機構，每半年定期清理一次，

過程中應避免將水肥全部抽除，每槽應酌留

1/3至1/4之容量，其化糞池削減量可由未定

期清理之3％提昇至50％。

2.污水處理設施應開機操作，隨時檢查曝氣設

備是否有異常或阻塞之狀況，避免溶氧不足

影響處理設施原有之功能。

生活污水源頭減量

台灣尚有72.5%地區以化糞池處理糞尿

，由於生活水準提升及使用大量水的機器（

洗衣機、洗碗機）越來越普及，使得生活

雜排水排放量增加。此外，由於民眾飲食越

來越多樣化，也使得料理過程之油脂、清洗

碗盤時油脂及清潔劑用量大增，造成生活雜

排水之負荷量亦隨之增加。日本文獻資料指

出，以廚房進行污染減量之效果為最佳，約

65.4%。

如果民眾落實於家中實施污染減量措施

，除可降低約42%之生活污水污染，並可達到

美化四周環境，改善環境衛生之目的。

台灣50條流域河川之主要污染來源包括台灣50條流域河川之主要污染來源包括 少排入河川之污染量。少排入河川之污染量。

中技社通訊 59 2005.6

減輕
■環境中心�陳潔儀

削減 以生活污水

河川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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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商業近世紀的蓬勃發展，導致地球

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有害廢棄物擴散、野

生動植物瀕臨絕種、基因改良農作、酸雨、土

壤沙漠化、溼地使用及其資源的保護、海洋河

川湖泊污染、水資源枯竭等環境問題日深，因

而也迫使地球上的每個成員國加速進行保護地

球的行動。

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積極響應世界環

保潮流，籌建綠色消費的商業機制，以節約能

源、減少廢棄物及資源再利用等方式，降低營

運成本，並進一步提升經濟效益，落實整合性

污染控制、自發性環境管理、綠色環保產銷、

環保貿易制裁、產品生命周期概念、環保與永

續基金設立、永續商機概念等具體事實。

凡具有「製造過程或使用時符合省能源、

廢棄時低污染、可回收再利用」等特性，並合

乎環保署規定標準者即稱為綠色商品；購買綠

色商品的消費行就稱為「綠色消費」。環保意

識的全面抬頭，不但對既有產業產生產程的衝

擊，力求降低伴隨企業活動而來的環境負荷，

以及化危機為轉機，將環境議題視為提升企業

競爭力的契機。甚至因綠色消費而帶動新的消

費觀念，衍生新興的環保產業，包含：清潔生

產技術相關連的產業、回收並應用再生資源的

產業、研發新環保技術產業、再生能源產品與

系統製造產業、關鍵性環境保相關產業。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不僅是一個觀念而

已，是最真切不過的事實。唯有付諸行動保護

居住的環境，企業才能真正永續經營，商機才

能無限延續。國際商業綠色供應鏈，就是企業

要求上游物流體系實施綠色環境管理，部分企

業甚至從產品原料的改革做起，以無污染或有

機產製的方式，減少使用高耗能或有毒原料、

適度包裝，儘量運用環保素材，並建立消費者

資源回收觀念及提供教育服務。綠色消費文化

已是不可遏止的趨勢，藉由綠色消費與綠色生

產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重目標。

企業的經營與環境息息相關，企業的營運

與活動若威脅生態系統，將導致其經營風險；

如何降低污染及廢棄物的產生將是企業的主要

課題；若能有益於自然生態，必將有所回報。

「社會責任」對於企業經營未來的衝擊，將會

比環境問題更嚴重。商業的永續發展植基於地

球生生不息的運行，這也是推動綠色商業的意

義。唯有兼顧環境保育的商業活動，才能真正

創造出全人類的最大利益。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綠色商機、經濟日報)

■企劃室��余俊英

未來的 商機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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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3日前往 San Diego, California 參

加為期五天的2005年美國化學會第229次年會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 National 

Meeting）。年會中，共發表41項論文主題（Di-

vision），從傳統之分析化學、高分子領域及最

近較熱門之奈米科技與生物科技，每一個主題

又涵蓋好幾個小主題（Sessions），根據 ACS 

之統計，約有933小主題（Sessions）9258篇論文

發表。雖名為美國化學會年會，但除了美國國

內之學者專家、化學家、化學工程師外，還包

括來自世界各地之學者、專家等參與盛會。因

此，實質上是一個國際性之學術會議。由於探

討層面過於廣泛，除本身所發表的論文，若想

聆聽其他領域幾乎不可能，只能選擇性參與幾

個重點或有興趣的議題。再者，年會中有相關

儀器及圖書之參展，本人亦藉此機會購買一本

由 Wiley-VCH 所出版之 Ionic Liquids in Synthe-

sis（Peter Wasserscheid, Tom Welton（Eds.），可

以說是走一趟滿載而歸。

此次本人發表的論文題目是：Kinetic 

Study of Synthesizing N-Butylphalimide Under 

Solid-Liquid Phase-Transfer Catalysis Condi-

tions，其特徵在於以phthalimide鉀鹽（水溶性

，不溶於有機溶劑）與1-bromobutane（有機

反應物）進行反應合成N-butylphthalimide產

物，phthalimide鉀鹽具水溶性不溶於有機溶

劑，而另一反應物1-bromobutane乃屬有機

溶性，因此，二者欲進行反應以獲得N-bu-

tylphthalimide產物是相當困難的，故擬採用液

（水相）–液（有機相）兩相之相間轉移觸媒

進行反應以合成N-butylphthalimide之產物。

雖然，在此反應中相間轉移觸媒發揮作用，

但 phthalimide鉀鹽在水相中都有極嚴重的水

解特性，因而所獲得產物產率卻相當的低。

本論文採用Solid（固相之phthalimide鉀鹽）和

1-bromobutane（有機液相）在相間轉移觸媒

參與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王茂齡教授

2005年
美國化學會(ACS) 年會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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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下進行反應，以生產N-butylphthalimide之

產物。果然，利用Solid-Liquid Phase-Transfer 

Catalysis進行此項反應情況下，同樣相間轉移

觸媒也發揮促進反應之功用。同時，由於反應

中不用水，因此phthalimide鉀鹽之水解問題便

不再發生，反應速率得以加快，而且產率也得

以大幅提昇。本研究即是針對此種特徵再來探

討其反應機制及其動力學，成果令人相當激賞

，也因此引起多位學者、學生參與本人之互動

討論。

此行抽空到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OSU）at Corvallis探訪友人，討論消耗性醫

療器材之前景，隨即聯袂趕往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及位於 Berke-

ley 之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CB）。UCSD近年以生物科技發展為重點，

投注不少人力及財、物力，才有如今之成就。

雖然只有四十多年之歷史，但已經發展成立將

近100個系及programs，其中有很多的系所及

programs名列美國10大或20大之列，光這段期

間，該校就有八位教授獲取諾貝爾獎，可見該

校之學術成果非凡。二十五年前，本人經由國

科會補助以Visiting Scholar前往 UCB進修一年

，此校的確是臥虎藏龍、地靈人傑的好地方，

舊地重遊，在校園內徘徊良久，不忍離去。成

立已150年左右的 UCB，堪稱美國學術重鎮，

共有19位諾貝爾獎得主曾在該校貢獻學術，目

前就有7位，約有300個學位授予之系所及pro-

grams，其中約有97%之系所名列美國前10大。

本人在國內從事化學化工教育及研究三十

餘年，善盡本份且致力於國際接軌，期間，化

學化工教育之變化極大。原本化學及化學工程

領域是一個多元化之學門，影響民生工業至鉅

，不能有所偏廢。最近無論在國內外都普遍存

在一個問題：重視電子、光電，不重視化學工

業；而在化學工業中又僅重視生化、奈米科技

及材料，不重視一般傳統化工產業，相對於一

些basic science及courses卻不注意或沒興趣。

現在學生數理邏輯能力每況愈下，數值分析之

瞭解亦是一知半解，而美國業者更是對於學術

界一窩蜂往Biotechnology及Nanotechnology鑽

研，對於一般傳統化工產業卻棄若敝屣。

參與國際重要學術會議，不但可與國際友

人分享研究成果，同時也可以提升台灣在國際

間的知名度與能見度。但自921大地震以來，

國內參與國際會議之學者專家如鳳毛麟角，尤

其此次年會幾乎看不到來自國內的論文發表；

反觀大陸及印度的學生、學者卻趨之若鶩，值

得國內主司科技政策者深入思考，亡羊補牢以

免日後造成無法挽回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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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林為平教授

全球化似乎是現代人不可忽視的浪潮，

當交通與資訊傳遞愈來愈便捷，互動愈趨頻

繁後，理性的企業與人們都在全球尋找最適

的資源配置。企業的生產放在成本最低的一

隅；財務調度位於最靈活的位置；研發與企

劃使用最有創意的團隊；管理靠的是最有實

務經驗的一群；行銷瞄準的是最大或最有利

基的市場。凡置身於外的企業或是個人，將

節節敗退。

一般而言，雖然全球化帶來更大的成長

的機會，但同時也使企業面臨較大且較多的

風險暴露。往往因時空文化背景的不同，造

成商機確認速度與敏銳度的下降，經營管理

水土不服，使營運利潤不如預期，再加上貨

幣浮動，可能造成匯損而侵蝕微薄營運的利

潤。

全球化既然造就了風險多元化，有效的

風險管理就益顯重要，應由認清風險，並選

擇要承擔的風險著手。以一國際化專注於製

造行銷的企業為例，從接單、備料、生產、

出貨、收款，通常時間歷程都不短，但企業

既不以金融運作為業，只要牽涉外幣的買賣

，其外匯操作應以避險為前提。

一般企業大多只接可獲利的訂單，此時

應考量提撥利潤的一定百分比，投注在遠期

外匯或其他各種匯率避險工具的操作上，使

營運的獲利穩定。至於企業長期的策略性布

局，所涉及的外幣投資，雖然財報可能因匯

率浮動，造成帳面短期的損益，但此為換算

風險，應可忽略不計。

對於個人，則依居留國度及其外幣使用

率，考慮是否作匯兌的避險，如果不移民且

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的認知

全球化之下全球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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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台幣為主要交易貨幣，則不需要在匯差的

損益風險上大費周章，因為除非在國內消費大

量舶來品，實質購買力通常不會大幅波動。況

且以投資的角度而言，兌換外幣後不再進一步

投資，將使匯兌產生的利潤有限。以近二十年

台幣的升值為例，績效卓著的外資是以永續經

營的方式參與直接投資，獲利除了來自台幣的

需求擴大促成台幣的升值外，主要是靠投資台

灣產業所獲得的利潤。就算短期湧入的熱錢，

也必趁機在資本市場大撈一票資本利得後，在

匯差的收益上再添一筆。

因此，結合國際貨幣走勢及投資市場主流

是最佳搭當。至於標的認知應該是一種功夫的

練就，應以宏觀的角度去看一個比較長遠的方

向，但是否能夠成就大業，且全身而退，則在

於個人的耐力與造化。比如說，過往的幾年，

半導體與電子產業是國內市場發展的主軸，歐

元、澳幣是貨幣的明星；然隨著產業環境及產

品趨勢所及，此一時彼一時，未來，或許國內

應該朝兩兆雙星產業，及國際亞洲貨幣的相關

面向去斟酌，緊握這個方向或許獲利可期。

林教授兼具實務與理論背景，觀看國際貨

幣的操作，往往會朝比較長遠的面向加以剖析

。以國際投資而言，最佳投資情境應在經濟景

氣於谷底將翻揚之際，此時該國經濟實力不彰

，貨幣必不強且標的資產便宜。待景氣翻揚人

民所得上升，標的資產亦因通貨膨脹價增，此

時，央行調升利率抑制通貨膨脹，帶動貨幣匯

價上漲，是賣出資產轉換其他貨幣資產的最佳

時機。

觀察近幾年來的國際情勢：美元貶歐元漲

，加上歐元區域整合後經濟改善；澳幣及紐幣

不但升值利率也居高不下，且原物料及該區農

畜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節節上漲，若在前幾年投

資於這兩個區域，可以說是在匯率、利率及產

業上是多贏的局面。

理論上，成為地球村之後，同樣的商品

其價格應該是舉世皆然的，如果價格不合理

或價差過大，就存在套利的機會。但實際上

，各國物價水平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現階段依 

Big Mac Index 的各國物價指數顯示，亞洲各

國貨幣的確存在低估的事實，然而什麼是合理

值卻很難加以界定或者調整。就像以Big Mac 

Index評估，被低估近60﹪的人民幣，大量湧

入的熱錢所寄予的是無限殷殷的企盼與期待。

或許誠如溫家寶先生所說的要給大家一個驚喜

，也怪不得世人莫不爭相拼耐性、賭時機！

                                    採訪整理/余俊英.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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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村

四年前，聯合國世界文教組織舉辦人類

口頭文化遺產選拔，第一屆舉薦日本能劇、

越南水傀儡戲及大陸崑曲。台灣漢唐樂府因

對南管卓越的學術研究和藝術表現，獲中國

藝術研究院之推崇，共同提報為世界文化遺

產保護項目。漢唐樂府成立於1983年，前十

年以南管音樂為主從事古樂史研究及國際學

術交流，第二個十年則結合舞蹈，轉型為專

業表演藝術團隊，弘揚南管深遠的歷史文化

內涵。

泉州南管音樂於四百多年前由先民引入

台灣落地生根，並在突破性的進展中，逐步

邁向創作之路。漢唐樂府之所以能夠被國際

學術文化界所重視，並活躍於國際藝壇巡演

世界，真的是因緣際會。感謝台灣近三十年

以來，拜工商繁榮、經濟起飛、社會安定所

賜，激發台灣人個個「絕對不服輸，愛拼才

會贏」的旺盛生命力與堅強鬥志，更重要的

是醞釀一個絕佳的自由環境，讓許多的創意

工作者，能夠義無反顧地投入創作的領域。

觀眾現今看到的是「漢唐樂府」在舞台

上極盡光鮮的一面，然而拉下謝幕，全場寂

靜之際，回首自己無端一頭栽入南管的歷史

長河，真是天地悠悠百感交集。16歲在南部

的電台，主持一個自編、自導、自唱的民謠

節目，頗受聽眾歡迎，回想起來，只能說是

初生之犢不畏虎。19歲時，聽眾來信要求播

放南管，這封信改變了我的一生。到廟廂尋

訪，第一次聽到南管，對那種老掉牙的音樂

，坦白說真的是掩耳欲逃，唯一印象深刻的

，是那群年長樂者的專注認真與文質彬彬。

第二次硬著頭皮再度前往，竟被南管所震懾

，如醉如癡，讚嘆不已。從此，將復興失傳

的南管視為終身信仰，埋首古代音樂史的研

究，決志以宏觀的角度去開創文化新中原。

追溯自漢唐，南管古樂即被視之為對神

不對人的廟堂雅樂；宋、元之後始發展為梨

園戲曲；明、清以降是流行於仕紳貴族之間

自發性的郎君組織；清末民初以來則是排除

婦女於外，以樂會友的小眾音樂，加入門檻

■漢唐樂府創辦人��陳美娥

中技社通訊 59 2005.6

世界文化遺產－南管的推手

漢唐
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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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村文

之高實不下於台灣早期的扶輪社標準。所以在

三十年前，我以年少芳華的女性身份投入南管

音樂史的研究調查，在雲集的男性年長樂者之

中，堪稱特立獨行的新異類，但也因此倍受禮

遇而獲得師長的傾曩相授。

民初有不少知名的南管樂師應邀至東南亞

傳揚南管雅樂，後來因為戰爭而被迫流落在南

洋各國，這也是我在研究南管的前七年，每年

必赴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停留三個

月，向南管名師跨海求經的主因。其間，經由

師大樂刊，南管耆老余師承堯的一篇「中國傳

統音樂－南管」，使我對南管有更深一層的體

認，也促成日後一段情同父女的師生機緣。

之所以執著於南管志業，絕非虛榮名利使

然。卸下令人眩迷的舞台光環，自己只是一個

托缽求道的苦行僧，在幽微漫長的旅程，向振

興民族文化尊嚴的真理匍匐而行：「浮生若夢

誰非寄，到處能安即是家」。幽靜的淡水山居

，常被唧啾呢喃的鳥啼聲喚醒；午夜夢迴，望

著輕柔飄曳的紗幔，不禁恍然出神，自問何德

何能？何以是我？必須擔負南管文化繼往開來

的重責大任！然雖千萬人我獨往矣！那是一個

須用畢生歲月、衣帶漸寬終不悔的使命願心。

法國巴黎世界文化館於1981年落成，台灣

南管隔年即首度訪問巴黎，演出一場世界最長

的音樂會，從晚間十點持續至翌日清晨六點

，法國國家廣播電台現場轉播並錄製成唱片

，預估近三百萬歐洲民眾隔空聆聽該音樂會

。返台後於1983年正式成立「漢唐樂府」，從

此南管、漢唐樂府與我和法國結下不解善緣。

繼1999年與巴黎小艇歌劇院合作中法古典歌舞

戲「梨園幽夢」之後，由於這段淵源，2002年

法國赫居文化中心主任吉爾伯來台，不期而遇

之下，提出中、法、德再度合作演出的構想，

2003年敲定以「洛神賦」為戲碼，並推薦由歐

洲當紅新銳導演魯克斯執導。

魯克斯前後來台三次，在深入了解南管樂

舞之後，決定改變原與法國音樂舞蹈合演的構

想，由漢唐獨挑擔綱，以掌握南管極緻純粹的

精髓。特別值得一提的，魯克斯屬意安排「洛

神賦」中所有天神仙靈，清一色由女性演出；

因為他發覺女扮男裝反而更能強化俊俏風流倜

儻的男性特質，更能表達人神情戀的纏綿悱惻

，這對原本鎖定於男人世界的古樂，不啻是劃

時代的變革。

長期以來，自己就像站立在一個沒有定盤

樂手與觀眾的指揮台，時而輕歌妙舞，時而引

吭長嘯，戲曲中應有的搖曳金蓮、婀娜柳腰、

水袖回眸經常拋諸九霄雲外。剎時間，時空錯

置、乾坤逆轉，竟化宓妃的千萬柔情為岳飛的

豪氣干雲，拋頭顱灑熱血，繫前世今生於一體

的宿命，只為復興斷層的民族禮樂文化，捨我

其誰！�

生活於當今慾壑難填的虛華社會，漢唐樂

府歡迎大家一起在「洛神賦」的戲劇張力中，

感受兩性間了凡入聖的忘情真愛，追尋超脫現

實生活之外，一個純潔自我的可能，那就是佛

家所曰：「隨順因緣」，以及古今女性一心嚮

往的「溫柔婉約」！

                                   採訪整理/余俊英.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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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村

曾於2002年12月號通訊，報導由陳景林

教授等創立的「天染工坊」，那時候工坊主

要著重於基本色調的研發與探討。今年3月，

參觀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台北展示中心「草

木之戀特展」，驚覺工坊作品已由各形各色

的染布，轉化成一件件可實際運用於生活中

的工藝品。原來，在陳老師的帶領下，工坊

由植物純染，逐步與生活中不同的層面相互

結合，經由強化製造、加工，發揮美學的創

意來從事設計，進而開發生活性的產品；將

原本定位在社區總體營造的在地文史與組織

，導入具延續性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

陳老師以案例觸動的方式，展開輔導社

區與文化團體的植物染，曾陸續推廣三峽藍

染、新埔柿染、白河及新屋的荷葉蓮蓬染、

官田菱角染、石崗水果染、原住民技藝研習

中心的台灣雜木染、中寮的檳榔染、台中縣

立文化中心的植物染工坊設立、台中天染花

園的植物染色園區規劃、台北藝術大學的國

際交流活動。可以說是將整個台灣西部的植

物納入天然染織之列，反而是大量採用藍色

調的藍色原鄉「慈濟花蓮」，卻始終沒有機

緣前往推廣。其實天然藍染具沈穩、莊嚴、

和諧的特質，特別是與留白間的對比，絕對

是展現真實人性的最佳告白，也可以稱得上

是世界性共同色彩的最佳代表。

十五年前，貴州� 家蠟染是陳老師的第一

個考察點，有感於這個民間存在、民間使用

的傳統技藝，近年來正逐漸沒落與退化。深

覺這種應用於生活中，借助圖騰表達心中感

應之言的結構與設計，實值得在探索其應用

工具、表現形式與技巧中，獲得設計概念並

啟發創作的動因，延伸至當今表現藝術的應

用與轉型，而發展出合乎時代文化美學的創

意性商品。

植物染近年在有心之士大力推動之下，

欣見其盛但也不免憂心；若朝文化創意產業

的面向去考量，宜建立一套循序漸進的學習

常規，結合在地相關的造形文化以建構永續

性的成長。因此，在學習目的上，規劃包括

造形、色彩、材質、技藝等共通性之基本能

力學習；再進階則是朝專業工藝美術或生活

產品開發設計兩個不同領域的分科學習。

                                   採訪整理/余俊英·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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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陳景林教授

之中生活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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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號通訊，報導由陳景林

織染 導入



每個人對自己設定的最高點都不同
有的氣喘吁吁�依然努力往上爬��
有的心有餘�力也超足�卻希望到此就好
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視野
如果可以�再登高一點�不但看得遠�別人也會敬佩你
但�小心�風大了點

圖／文��楊麗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