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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通訊 58 2005.4

在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全球關注公

益性產業科技研發之際，本社黃輝珍董事

長於今年二月宣布開辦「中技社科技獎」

首屆徵選活動，目的在獎勵和表揚對永續

發展和公共利益有重大貢獻的科技研發。

本社以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

，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國生產

事業之生產能力為宗旨。創社四十五年來

，每年辦理獎勵大學生、研究生的「中技

社獎學金」，得獎人數逾三千人，多已成

為台灣科技產業界之中堅人才。此次，特

別另設「中技社科技獎」，希望藉由表揚

致力於公共利益、生活品質、產業升級，

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科技傑出人士，促成

台灣產業發展與文明生活的整體提升。

本社定於四月底完成收件後，敦聘國

內外知名大學理工、財經學院學養俱優之

學者，以及產業界聲譽卓著之專家，組成

超然公正、嚴謹負責之評審委員會，經初

審、複審、決審等三階段，評定94年度「

中技社科技獎」得獎人。預定六月底公佈

得獎名單，並擇期舉行頒獎典禮，公開頒

贈獎金、得獎證書、獎牌，得獎事蹟將另

行彙編專輯。

(相關資訊可逕於http://www.ctci.org.tw下載，或

洽(02)2704-9805轉62分機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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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室�向玉琴

開辦中技社科技獎

致力經濟社會永續發展��

��因應京都議定書新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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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科技獎徵選辦法�◆

3

一、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技社

二、依據

本社捐助章程第二條。

三、宗旨

中技社科技獎之設置，旨在獎勵並表揚致力相

關科學技術研發、應用與推廣，有益於公共利

益之維護與促進，有益於人民生活之品質與提

升，有益於整體經濟社會之永續發展，而有卓

越成就與貢獻之傑出人士。

四、獎勵對象

在能源資源、環境生態、產業安全、經濟社

會永續發展等領域，從事科學技術研發、應

用與推廣，符合本辦法宗旨之相關研究和從業

人士。

五、獎勵辦法

(一)每屆甄選五名。

(二)每位得獎者頒發獎金新台幣陸拾萬元、得�

� ��獎證書。

六、參選資格

(一)參選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參選人應由大學院校或系所、研究機構、�

� 科技與工程專業機構及工商業團體推薦，�

� 並獲本人同意。

七、參選辦法

各機構團體每屆至多推薦一名參選人，每一參

選人應備妥下列資料，寄交主辦單位審核密封

後，提請評審委員會評審。

(一)申請表

(二)申請者學經歷簡介

(三)申請者重要著作、創新成果、具體貢獻等�

事蹟說明

(四)推薦函三封，其中含團體推薦函一封

八、評審：

(一)由主辦單位敦聘國內外知名大學理工、財�

� 經學院學養俱優之學者與產業界聲譽卓著�

� 之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應遵�

� 守利益迴避原則，秉持超然公正、嚴謹負�

� 責之態度從事評審，並不得被推薦為候選�

� 人或推薦候選人。

(二)評審分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過程不�

� 公開，但內容詳細記錄，評審委員名單與�

� 得獎名單同時公佈。��

(三)每屆實際獲獎人數，由評審委員依評選結�

� 果議決，但最多不超過五名。

九、徵選時間與頒獎

(一)徵選時間：九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至四月�

� 二十五日止。�(郵戳為憑，相關資料請一�

� 律以掛號寄達財團法人中技社)�

(二)頒獎：得獎名單於決審後公布，頒獎時間�

� 另訂。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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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理場之

■環境中心�魏憶琳

揮發性有機物防制

4

緣起

由於VOCs包含物種之特性差異會有跨媒

介傳遞問題，管制上應以環境媒介整合觀念

為出發點，藉空水整體管制方式，達避免因

相轉變造成管制漏洞及VOCs在環境中實質減

量目標。廢水處理場因廢水水質、收集單元

及處理流程等差異，造成不同情境下VOCs由

水中逸散至空氣，明顯有空水兩項環境媒介

污染之虞，造成周界空氣品質之影響，故廢

水處理場之污染防制，是未來之管制重點。

一、行業揮發性有機物廢水特性

根據行業特性一般VOCs廢水主要來自於

電子業、石化業、造漆及製藥等生產過程，

因使用原物料差異，廢水性質略不同。

(一)半導體等電子業

於黃光製程中以異丙醇、丙酮為主之有

機溶劑洗除晶圓表面之去光阻劑，再利用超

純水洗除殘留溶劑，少部分來自水洗塔等空

氣污染防制設備，廢水中之VOCs物種以丙酮

濃度最高。其他電子業之VOCs廢水與半導體

類似。

(二)石化業

來自製程廢液、桶槽與容器清洗廢水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排放廢水等。廢水中

VOCs污染物種與工廠使用原物料與製造程序

有關，乙睛、丙酮、丁酮、三氯甲烷、苯類

(BTEX)等、苯乙烯等，都屬製程廢水VOCs主

要成分，未處理前濃度高達數百mg/L，為大

宗之VOCs廢水排放來源。

(三)製藥業

多採向外購買原料藥進行稀釋、調配與

分裝方式製造產品，批次間之桶槽清洗為主

要廢水產生源，其廢水中VOCs特性視原料藥

有機溶劑含量而定，常見VOCs物種含乙睛、

丙酮、三氯甲烷、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及

甲苯等。

(四)造漆業

若僅進行色料混合、稀釋與調整，則

主要VOCs廢水來自於桶槽清洗廢水及空氣

污染防制設備，若為漆料製造生產工廠，製

程廢液為另一廢水VOCs產生源。一般水中

VOCs物種為造漆業常使用之有機溶劑，以丙

烯睛、丙酮、苯類(BTEX)等為主。

二、排放量計算方式

1.直接採樣分析，針對廢水處理單元之

逸散氣體進行空氣樣品採樣分析，並經由結

果計算逸散量。2.質量平衡模式推估：以進、

出流廢水中之VOCs質量流率差值，視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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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反應消耗及逸散量總合。3.處理單元質傳

模式推估：針對各項處理單元之不同VOCs物

種依適合之質傳係數及質傳模式推估該項

VOCs物種之逸散量。4.逸散量電腦模式推估

：建構電腦執行軟體，以美國環保署彙整之

Water9為功能較為完備之計算軟體。5.排放係

數推估：由一系列之監測結果建立以單位水量

為推估基礎之數值，提供依廢水物種或處理單

元或併同考量等不同精準度之排放係數供業者

計算廢水場之排放量。

三、控制技術

依廢水中VOCs於廢水處理場各處理單元

之流布狀況，倘若前處理單元未曝氣且有加蓋

措施時，VOCs自廢水處理單元逸散至空氣之

比例約在15%以下，在採行曝氣措施且未加蓋

，水中VOCs則高達50%以上會逸散至空氣中

，若水中之VOCs物種屬於低水溶性且高揮發

時，水中VOCs會於一級處理單元時逸散至環

境中，輸送至二級生物處理單元時之逸散比例

降低許多。可行控制技術如下：

(一)設有通氣管之加蓋措施

依據Fick,s第一擴散定律估算「加蓋/有通

氣管之逸散量Nc」及「未加蓋之逸散量Na」

之差異如下(詳圖一)(1)：

加蓋/有通氣管：Nc＝(S×DAB×C*)/H           (1)

未加蓋：Na＝(A×DAB×C*)/Z                         (2)

比較：Nc/Na＝(S×Z)/(A×H)                            (3)

其中：

Nc＝加蓋/有通氣管之逸散量(kg/h)

Na＝未加蓋之逸散量(kg/h)

DAB＝VOCs在空氣中之擴散係數(m2/h)

S＝通氣管內截面積(m2)

A＝池表面積(m2)

C*＝加蓋上部空間或液氣界面VOCs濃度(kg/m3)

Z＝池液面至池上緣距離(m)

H＝通氣管高度(m)

公式(3)除池表面積(A)、池液面至池上

緣距離(Z)以外之實體規格參數外，藉由通氣

管之設計，考量通氣管高度(H)及通氣管內

截面積(S)大小達到減除逸散之目的，一般有

90%以上之效果，藉由加蓋措施可減少大量

VOCs排放至空氣，並可直接導入生物處理單

元，將一級處理單元之VOCs藉由生物分解達

減量目的。若擔心加蓋導致安全問題，可導

入氮氣封填上部空間，另加水封使上部空間氣

壓維持於約50mmAq；必要時加設可燃氣體偵

測及警報器，使C*  (25%LEL之氣體自行排至

焚化爐或其他設施處理，減少氣體積蓄造成之

危險。

�

圖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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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流前氣提及後端控制設備處理

若水中物種藉由氣提方式於進流單元時

集中收集並拉至末端控制設備處理，可減少

後續因操作條件改變又引起逸散之困擾。所

謂氣提法(1,2)是藉由氣提塔設計，將流量L、

內含VOCs濃度x1的廢水，經流量G、內含

VOCs濃度y2的空氣氣提後，空氣由塔頂流出

，其VOCs濃度增為y1，廢水中VOCs濃度則

降為x2，達到降低水中VOCs濃度而將其趕至

氣相之目的。

假設空氣及廢水中VOCs濃度極低，則氣

提塔氣液中之VOCs質量平衡曲線為一直線，

詳圖二：
y－y2＝(L/G)(x－x2)                                        (1)

另外，VOCs在氣液界面之平衡可以亨利定律

表示：
y*＝mx                                                              (2)

式(1)及(2)中：

y＝氣相中VOCs濃度(mg/m3)

y*＝與氣提液中VOCs濃度成平衡之氣相中����

����VOCs濃度(mg/m3)

y1＝由氣提塔頂部排出氣體中VOCs濃度(mg/m3)

x＝氣提液中VOCs濃度(mg/m3)

x2＝進入氣提塔頂底部液體中VOCs濃度(mg/m3)

G＝氣體通過氣提塔之流量(m3/s)

L＝液體通過氣提塔之流量(m3/s)

m＝亨利常數＝y*/x＝平衡氣相中VOCs濃度�

����(mg/m3氣體)/液相中VOCs濃度(mg/m3液體)

參考圖二，在氣提塔填充層z及z+dz中，對氣

體之VOCs作質量平衡得︰
Gdy＝KOGa(y*－y)Adz                                   (3)
dz＝[(G/A)/(KOGa)][1/(y*－y)]dy                   (4)
ZT＝

   ＝����������������������������������(5)                  
其中：

ZT＝氣提塔填充高度(m)

KOGa＝基於氣膜總阻力之體積質傳係數(1/s)

a＝單位填充床體積之氣液接觸表面積(m2/m3)

A＝填充床截面積(m2)

G/A＝氣體空塔流速(m/s)
HOG＝[(G/A)/(KOGa)]

       ＝基於氣膜總阻力之傳輸單位高度(m)

NOG＝

� ＝基於氣膜總阻力之傳輸單位數

圖二：氣提塔填充層中之VOCs吸收操作曲線及氣液平衡線(上);

VOCs在氣提塔填充層之質傳及氣液界面質量傳輸(下)(1,2)



技窗技

中技社通訊 58 2005.4 7

如操作曲線及平衡曲線均為直線，ZT可表示

如下：

HETP＝相當於一傳輸板之傳輸單位高度

依前述公式可設計符合不同濃度下之

氣提塔，設計時須考量物種之亨利常數，即

容易吹除至水面上者，較建議採用。一般適

當的mG/L設定為>2，G/L值欲在100(m3Gas/

m3Liquid)以下，則VOCs之m值需大於0.02，

可根據亨利常數查表得知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二氯甲烷、苯乙烯、醋酸乙烯等物種較

具有採用氣提塔法處理之效益，而如甲醇、乙

醇、異丙醇(IPA)、環己醇、甲醛、乙醛、丙

酮、丁酮(MEK)、戊酮(MIBK)、環己酮、乙酸

甲酯、乙酸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丙

烯晴、單乙醇胺等物種因水中穩定度大，採氣

提塔法處理，塔高、空氣量等設置操作成本相

對提高。

氣提後之VOCs濃度高，常見之破壞性處

理，如：一般熱焚化、蓄熱式焚化、觸媒焚化

等或在低濃度情況下採活性污泥池注入法。

四、未來管制趨勢

(一)明確界定含VOCs廢水之處理方式

部份VOCs污染物因揮發性高、水溶性低

且具生物毒性，如苯、三氯甲烷、二氯甲烷等

含此類VOCs之廢水，因不易以廢水技術妥善

處理，不宜排入廢水場。

(二)要求廢水處理場一級處理單元進行VOCs逸�

� 散防制措施

廢水中VOCs主要於一級單元逸散至空氣

中，現有控制技術有效降低廢水場之逸散量，

故進流廢水VOCs濃度與處理水量達一定規模

以上之廢水場，應於一級處理單元採取適當之

控制措施，改善逸散及臭味。

(三)空氣、水與廢棄物三相環境媒介聯合管制

減少VOCs排入水中，直接以廢棄物方式

處置，在廢棄物管制系統下配合行業別製程之

原物料特性掌握廢溶劑產生量，在事業水管制

面上要求VOCs廢水源盤查，建立廢水水質特

性資料，由資料共享及聯合輔導稽核模式，訂

定個別廢水允入或放流標準，避免處理單元之

曝氣等操作型態於處理過程中影響周界空氣品

質，配合有效收集及控制處理後之效率要求，

使VOCs處理成本及實際管制減量合理化。

五、結論

為改善廢水場所產生之VOCs排放問題，

應從水、空氣與廢棄物等整體規劃，建立廢

水與廢棄物管制平台資訊作業，從源頭進行清

查、減量及適當之處理程序。倘若VOCs最終

仍進入空氣媒介，則應加強空氣之管制，採取

適當收集及控制措施，達一定排放水準以下才

排放，才能妥善解決VOCs廢水所產生之環境

問題。

參考文獻：

1.環保署，廢水處理廠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推估及防�

��制技術評估專案研究計畫(EPA-90-FA17-01-A239)�

� 民國90年(執行單位：中山大學周明顯教授)

2.環保署，行業別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空氣污染物��

��管制作業推動計畫(EPA-93-FA12-03-A142)

 民國93年(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技社)

ZT＝

HEPT×ln[(1-mG)(             )+mG]/[ln(mG/L)] (6))(             )+
x1-y2/m
x2-y2/m

L L
×l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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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際遇有些時候也不全然操之在我

，但一定要把握住人生的方向，按大方向去

規劃和準備，一旦機會來臨，依循外在的環

境和因素，順其自然地把自己牽引到另外一

條未必如預期的道路，然而回首一路走來的

歷程，卻也充滿豐實和喜樂。我因為大學時

期的成績不錯，所以獲頒中技社獎學金，畢

業後原本計劃出國留學，但是大學導師郭南

宏教授建議我唸完研究所再出國。那個年代

，老師對學生而言是一種交織著如父、如師

、如友的珍貴情誼，我因而聽從老師的話考

進交大研究所，59年預官的役期是一年，我

就先服預官再回到學校修碩士，繼而擔任講

師，開啟一段長達30.5年的教學生涯，所以可

以說是一個道道地地如假包換的交大人。

胡定華博士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民國62年政府開始發展半導體產業，63年籌

設「聯工所電子中心」，胡教授帶領著交大

的同學走入台灣電子產業的萌芽期，許多原

本計劃出國的學生，也因為參與這項產業的

起步而選擇留在國內埋首耕耘。我雖長期身

在校園，但因為恩師、同學以及學生多半進

入電子科技產業工作，促成我能夠在產學研

之間獲得較為密切的交流與互動，我的年度

交大同學會時而在加州矽谷、時而在台灣矽

谷，有時候就折衷在夏威夷，明年即將前往

大陸矽谷相聚首，由同學會的舉辦地點，也

就不難察覺到整個電子科技產業版圖的擴張

。

談及半導體產業，大致分為積體電路的

製造、設計、封裝、測試。台積電定位在建

構為世界第一的製造廠模式，聯電除純製造

■工研院系統晶片技術發展中心�任建葳主任

聚焦於

系統晶片的專注

8

人生的際遇有些時候也不全然操之在我 民國 年政府開始發展半導體產業， 年籌

任建葳主任於民國56年就讀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時榮獲本社獎學金，於交大取得碩
、博士學位，並在號稱台灣MIT的交大任教30年餘。由於桃李滿天下，93年2月退休後原
擬前往加州矽谷探視業界親友，未料即受邀擔任工研院系統晶片中心新職，12月榮任台灣
SoC聯盟會長，不但矽谷悠遊行全然泡湯，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緊鑼密鼓的研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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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設聯發科、聯詠、聯陽等公司專責設計

。將整個系統整合置入一個小晶片，以降低成

本搶攻市場，已經成為無可遁逃的趨勢。鑑於

系統晶片的速度越來越快，由8吋進階到12吋

，再加上其他國家的急起直追，因此民國89年

，工研院成立系統晶片技術發展中心，92年因

應技術發展、國家矽導計畫，申請科專經費而

獨立運作。

台灣在不含晶圓製造的IC設計產值排名

世界第二，而在晶圓專工製造產值就躍居世

界第一。一個系統的主要功能包括CPU、記憶

體、周邊，有別於傳統的IC設計，系統晶片是

將眾多已可定型的SIP(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

erty)統合放置在一個IC中，而且這個IC必須是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具備「輕、薄、短、小、

省、廉、多、惠」的特色，可以說是半導體產

業再創高峰的金鑰匙。在這樣的IC製程中，如

何將不同功能的系統在連串合宜的溫控與氣體

環境下一體成型，的確是高難度的挑戰；再加

上高性能、省電力等產品基本訴求，均是台灣

IC設計業努力的目標。

過往幾年，美國矽谷的新興公司如雨後

春筍般陸續出現，在雁行理論及cost down的效

應之下，許多矽谷的亞洲菁英相繼返回祖國創

業。近年來，美國也發覺雖然低階市場利潤微

薄，但在巨量的宏觀下，也開始轉至亞洲製造

，企圖以薄利多銷的手法搶攻亞洲市場。台灣

IC設計業在前有美國，後有大陸、韓國、印度

的雙重夾擊下，也想轉往具附加價值的高階產

品尋求突破。未來PCB系統將漸行減少，取而

代之的是晶片系統。事實上晶片的材料成本並

不高，貴的是製程設備，而製程設備全盤操控

於歐美，唯一的利基在於設計，這也是台灣可

以發揮的關鍵點。矽導計畫即是在加強IC設計

，協助台灣的晶圓製造廠製造高價值的晶片，

工研院系統晶片中心因而負此重責大任，以企

業的角度去盱衡市場與前景，研發高價值的產

品順利完成技術移轉，促使台灣半導體產業轉

入以設計創新為主體的高附加價值產業，並希

望成為世界級系統晶片設計與服務中心。

前十幾年，因為電子科技業的高額分紅

配股，打消年輕學子出國留學的意願，不過這

幾年來，隨著電子科技業獲利配股黃金期的殞

落，以及升遷等瓶頸，可以很明確的感覺，出

國留學的最低潮已過。人才不足是IC設計業普

遍存在的問題，除了加強國內培育，海外取經

更能促成此項產業的茁壯與發展。設計有別於

製造，涵蓋了密集快速的創新與創意，每個突

破與挑戰的環節中滿佈壓力，如何在抗壓與解

壓中迸放新意，的確是每個科技人在致力科技

研發的同時所必須投注的人文關懷。

註：SoC(System-on-a-Chip)

����������������採訪整理/王釿鋊•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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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議定書於聯合國總部所在的美東時

間2004年2月16日12:00AM生效，共有141個國

家或地區批准加入，條約誕生地日本及世界各

地均舉行慶祝活動，一致認為這是值得慶賀

的一天，也是確定和地球暖化抗戰決心的一天

。京都議定書主要管制二氧化碳、甲烷、氧化

亞氮、氟化烴、全氟化碳、氟化硫，締約國於

2008∼2012年的減量目標是將上述溫室氣體排

放總量，以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削減5.2%。

世界對台灣占全球總排放量1%排名22的

環評，我們或許會心存質疑。事實上，半導體

產業及面板業在清洗製程中使用的全氟化碳，

排放量雖低，但對地球溫暖化的效應是二氧化

碳的數千倍，其它如鋼鐵、石化、電機、人纖

、水泥、造紙等亦產生一定程度的排放量，預

料未來在京都議定書正式啟動下，這些行業必

受衝擊。我國雖非聯合國成員，但應考慮國際

間可能透過：高能源效率標準制定、各國進口

管制措施等ISO的環境管理系統規範，間接影

響我國企業的發展及溫室氣體之排放。

或許聽說過紡織品配額，但連二氧化碳

排放量都有配額，就讓人感到相當的詫異。依

京都議定書的規範，已開發國家到開發中國家

，進行二氧化碳減量，也可以納入減量的成效

。若果真如此，其間的商機至為可觀；以俄國

為例，因其近年來經濟蕭條導致CO2排放量銳

減，甚而有多餘的排放「配額」足以外賣賺取

外匯，歐盟甚至成立世界上第一個二氧化碳配

額交易市場。除此之外，各項清潔製程、替代

與再生能源、電廠興建等等，都潛藏豐厚的商

機，同時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台灣地窄人稠，天然資源十分匱乏，積

極投入替代與再生能源的開發，不但兼顧科

技產業的產值，亦可開拓出源源不絕的能源

生機。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規劃，目

■企劃室�張兆平

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
所潛藏的約束與商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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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值是再生能源於2020年占全國發電總裝置

量的12%；目前台灣再生能源的總發電量只占

5%左右，存在相當大的努力空間。台灣不乏

洞燭先機的企業，早已率先投入替代能源市

場，尤其是最近躍登股王者即以生產太陽電

池，成為全球第九大廠，其他如太陽能冷凍

空調設備、風力及水力發電等等，都是值得

切入的關鍵性技術。

日本政府已支持財團法人，針對京都議

定書實施內容展開宣導與教育，南韓政府也

積極向企業界宣導，值得我們去了解並引進

可行的相關措施。以台灣自有能源的角度來

看，真的是一塊不毛之地，但台灣之所以能

夠成就今日的產經奇蹟，絕對歸功於眾人於

逆境中所熔鑄的智慧、勇氣與毅力。面對京

都議定書，不會是畏懼、排斥與逃避，而是

絕處逢生，迸發出新的創意，造就新的商機。

「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後，身為科技

產品王國的台灣有可能會被要求於下一階段

(2013∼2017年)承諾減量。抑制溫室氣體排

放、提高能源效率、調整產業發展等，不可

能在近年內收到成效，至少以十年的目標時

程為宜，所以於2015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

抑制到2005年的排放水準，將是一個較可行

策略。台灣各型企業均已開始進行事業體的

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建立，並朝改善製程與

落實清潔生產技術及提高能源效率等相關因

應措施努力，預期將有一定的減量成果。����

社務訊息：

��環境中心預定於五月中旬，邀集產官學研專家，與環保署聯合舉辦溫室氣體相關論壇。

��產業中心於3月21日辦理「桃園縣產業環保技術服務計畫」執行成果觀摩會，由桃園縣�

� 朱立倫縣長主持，百餘位產業代表與會，對本社提供之技術服務深表讚許與肯定。

� 能源中心於4月6日與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立恩威驗證公司合辦「因應溫室氣體之永�

� 續產業政策」圓桌論壇，會中聚集產官學研就溫室氣體相關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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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說法：「

我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比地球再生多出百分之

二十」，換言之，我們欠的生態債越來越多。

不僅如此，資源消耗的同時也產生二氧化碳，

造成環境的污染與生態的破壞。近幾年來相繼

出現罕見的風暴、乾旱、熱浪與海嘯，氣候的

急遽變化早已超乎預料與防範，我們似乎不應

該只著眼於開發，而應該思考如何讓全球人類

及物種在這個地球生存下去。

源於這股守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共識與信

念，荒野保護協會於1995年創立，十年來已成

為擁有8700個會員的大家庭。誠如荒野保護協

會創會理事長徐仁修先生所言：「荒野其實不

荒，它蘊藏著無限生機，充滿著形形色色的物

種，更是野生動物的天堂，若學習從生態的角

度看待它，荒野不只有情，還深藏著解開生命

奧秘的智慧。總有一天，後代子孫將體會，荒

野是祖先留下來最珍貴的遺產。」

地球是活的，不斷在變動，台灣在地球

中算是相當年輕的島嶼，而且還持續在成長與

位移之中。居住在台灣的人，一方面應該去了

解自己所置身的土地並學習適應的方式，期使

和這塊土地取得和諧的平衡。荒野多年來強調

以棲息地的保護為首，工作內容區分為環境守

護及教育推廣，每年舉辦四百場的戶外導覽、

八∼九天的海外自然旅行、室內演講及書籍發

行等，荒野始終扮演一個全民都可以參與的組

織平台，吸引不同地區、不同背景、不同領域

的人，投入對所屬土地的認識與保護，並經由

成員所發揮的能量，培養每一位參與者學習獨

公民社會參與是生活的投資

■荒野保護協會秘書長�張宏林

12



世界世

中技社通訊 58 2005.4

立自主、建構組織運作的模式。

荒野保護協會的會員與義工來自各行各

業，不排斥涵蓋其他興趣所結合的組織發展

；像是畫會、音樂欣賞社、讀書會等，期使

在多元化中，凝聚更多維護環保生態的有志

之士。近四分之ㄧ的荒野解說員是退休或在

職的老師，他們或者在任職的學校開設相關

的學分課程，或者創設相關的社團，共同投

入環境保護的推動。對荒野而言，環保的意

義是對物質的價值衡量，而不僅限於整個過

程中的技術性問題，基於環境保護是國際社

會共同的價值觀，一群有環保共識的台商或

華裔相繼組成尼加拉瓜、馬來西亞砂勞越、

日本、澳洲等荒野分會，也寄望將來有機會

因而申請加入國際組織，以獲得國際的認同

、奧援與發聲。

荒野是一個相當生活化、人性化的組織

，所有活動多半以家庭成員的互動作為串聯

。自然就是絕佳的教育資源，荒野引導父母

參與環保並鼓勵小孩參加夏令營，透過對自

然的體認而深愛我們的土地，進而了解台灣

的物種，並學習和自然的相處。日常生活中

其實包含著感情、健康、興趣、工作、專長

與關懷，在荒野的團體與活動中，藉由與自

然的共相生息，獲得快樂。

就像許多非營利事業組織一樣，荒野協

助弱勢組織自立的同時，也促進其他組織的

交流活動，在投資民間組織之際，我們所共

同得到的回饋是永續居住的生態環境。或許

有些人會覺得節能、環保是無趣的工作，事

實不然，其歷程是多彩多姿的，接觸的都是

一些快樂、沒有權利義務瓜葛的人，彼此都

是因為「留給下一代永續經營的生態環境」

的使命與熱誠而欣然投入。

在荒野中，不難察覺生命散發出的堅毅

與信念，因而體會天生我材必有我用的自信

。自然是最好的老師，除了教孩子賺錢，也

該教孩子如何生活，懂得自然四季的變化，

明瞭親情、友情與愛情的人生價值。荒野認

為，擔任義工在幫助別人、接受感謝的片刻

，獲得施比受更真實的喜樂。現階段，任何

一個非營利組織都有一種新的觀念：真正的

幫助不是施捨，而是投資，讓該組織有更好

的發展，也讓社會發揮更正面的意義，是一

種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投資。對荒野來說，只

要多一個人了解守護自然的重要性，自然就

多了一個人來守護，而這就荒野成立的宗旨。

����������������採訪整理/余俊英•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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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晶片中心�任建葳主任

以�����設計夢想家期許IC

14

註：工研院晶片中心提供

台灣目前IC設計市佔率為全球第二，然

全球IC設計發展比重40%集中於通訊產業，台

灣則60%側重在資訊產業、消費性電子與通訊

電子分別為30%與10%。台灣表現良好的IC設

計公司大多也以消費性電子晶片為主，因此

鞏固我國的資訊產業市場，提昇新世代數位

消費性產品，搶進通訊產品晶片市場，是面

對大陸崛起、韓國競爭所必須思考的機會點。

針對攜帶式媒體播放機� (Portable Media 

Player)、數位電視與DVD，以及通訊產品對

低功耗、輕薄短小與 RF、Baseband 的整合

需求，晶片中心鎖定數位訊號處理器、多媒

體系統晶片、射頻類比積體電路、低功耗設

計技術與先進製程IC設計與測試等研發主軸

。透過設計低功耗的DSP處理器，以及雙核

心多媒體處理器平台，直接切入通訊消費產

品核心-嵌入式處理器技術，發展Evaluation 

Board、�Reference Board、產品平台、應用軟

體等，同時建立低耗電設計方法與環境，有

效降低3C產品的操作與待機時間�。

此外，晶片中心也開發包括無線通訊

RF、光電PMD&PMA、DTV Tuner IC、

iB3G(雙網)RF IC與超高速數位用戶迴路類

比IC等技術。例如無線通訊RF中的Dual-Band 

Triple Mode WLAN Architecture，可降低國內

業者開發成本約1/3；光電PMD/PMA技術中的

10GbE之Optical Transceiver、MAC與PHY技

術，可協助國內網路廠商由區域性網路設備

(LAN)轉入高階的都會區域網路設備(MAN)或

全球區域網路(WAN)的乙太網路連結設備市場

，可降低國內業者開發10GbE相關技術成本達

40%。

我國IC設計所採用之半導體製程技術僅

約13%進入130奈米，相較於美國(20%)與歐

洲(21%)已領先進入90奈米製程，我們應加緊

腳步切入90奈米IC設計，並且以「IC設計的

夢想家」期許，掌握所擁有的垂直分工體系

，世界領先地位的系統產品，靈活的營運彈

性與�Time to market的能力等優勢，由「製造

」轉進「創新研發」的領域，以輕、薄、短

、小的系統晶片，掌握3C整合技術的關鍵，

創造人類無限的未來。

����������������
採訪整理/許湘琴．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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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知

我們都明白一寸光陰一寸金的道理，卻

沒有控制時間、高效利用時間的良好習慣和

藝術，任時間白白流逝。每天24小時，有些

人在工作中忙忙碌碌，似乎很努力該有效率    

;有些人老神在在，卻反而有事半功倍之效，

為什麼？因為沒有明確的方向，就會像無頭

蒼蠅般瞎忙;許多實力雄厚、吃苦耐勞的大企

業家，多半以沈默寡言和做事敏捷著稱，所

說出來的話、所做出來的決策均精準貼切。

多數人存活於世，卻無法找到生活的座

標，總是參照別人的標準，偏離自己的人生

軌道。其實成功的過程就是包含分析、策劃

、執行、學習的一個系統工程，把這些因素

綜合起來，就是追求成功的智慧與藝術。追

求成功也是自我修煉與改造，認定目標後就

用理性戰勝本能，克服惰性、缺陷、挑戰自

我。「成功之人必有過人之處，可憐之人必

有可恨之處」聽起來有點不近人情，但事實

就是那些動物本能的惰性，擋住燦爛的陽光

，阻絕成功之路。

做事情也許只是解決燃眉之急的短期行

為，做事業則是終生的追求。人不可能十項

全能，重要的是努力發揮特長到極致，把短

處的危害降到最小。初入社會，最好能問自

己喜歡做什麼？適合做什麼？想成為什麼？

現在能做什麼？如果對自己的職業生涯和整

體人生具備預許的藍圖，規劃短、中、長期

的目標，一年、五年、十年，持之以恆地堅

持下去，採收成果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追求成功結果的過程中，因人而異會產

生守株待兔、獵人狩獵、巧取豪奪等手段；

守株待兔靠的是運氣，獵人狩獵靠的是技術

，巧取豪奪靠的是權勢。其實在結果論的同

時，更應看重在追求結果的過程中，是否獲

得了一種能力，而這種能力可以促使持續獲

得結果。成功沒有捷徑，踏踏實實做個好獵

手，認認真真練就真本事，一定可以培養持

續性發展、持續性獲利的豐碩人生。

人生中有許多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們投注

時間與精力去執行，但人只有一雙手一個腦

袋，務必有緩急輕重之分，那居於既急又重

的事情就是生命中最重要也最值得投資的。

人難免會籠罩在過往失敗的陰影，誤判力量

對比及形勢的變化，以為過去辦不到的事，

今天辦不到，永遠也辦不到。所以投入一件

事的時候，最好不要過度地往壞的方向去想

目標管理掌控生命樂章
■企劃室�張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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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事情就是在與失敗不斷的纏鬥中，累積

戰勝失敗的力量。

從小，父母就告誡我們，錢要花在刀口

上；該花的錢才花，不該花的錢不要花，每個

人的價值觀不同，該不該花的差異就很大。投

資理財是一個科學的決策過程，但主要關鍵還

是在於階段性的明確財務目標，以及嵌合各階

段間的行動的毅力。諾貝爾基金會累積資產的

模式，或多或少啟發我們積少成多、學習理財

的動力，把每一塊錢都看成是自己的雇員，讓

其努力去加值成為自己最豐厚的回報。

當下定決心做一件事，儘管原本只是個

普通人，經過較為充分的準備，下過一番功夫

之後，就會具備幾近專家的實力，以及超越專

家的大膽進取，反而會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發

現。生活中不崇尚奢華，選擇簡單的做事風格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只專注於生命和事業中最

本質的東西，把精力和時間都用在最有效的刀

刃上。即使獲財富或地位之後，不要讓外在的

一切腐蝕生命的本質，真正的滿足應不是物質

的富裕，而是實現生命價值的快樂。

不要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別人的

心目中，我們真的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重要。

永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否則會大失所望

，整天在一些無關痛癢的小事上糾纏不休，只

能是作繭自纏。事實上，衡量一個人智力的標

準，在於能否每天每時每刻都能真正幸福快樂

地生活，甚至有苦中作樂的本事。所有的才能

、知識、學歷都是手段，生命的終極意義只是

「快樂」而已。

經歷過生活一系列的磨難之後，我們真

的還要被迫接受一種無奈的現實，麻木不仁地

走向人生的終點嗎？鬥志與進取心的消失才是

最可怕的，意味習慣自甘平庸與落魄。生活或

許難以改變，但可以改變心情，心情改變後就

會發現仍有機會創造奇蹟。只要活著，只要努

力行動，只要有信心，就是人生中最寶貴的財

富！就算一生洗廁所，也要做一名洗廁所最出

色的人，無論什麼樣的職業，都有一個共同的

內涵和要求，那就是積極的態度和一流的敬業

精神。

生活中充滿了數不清的隨意性，沒有人

會替你去管理你的生命，從決策到執行到監督

落實全靠自己，嚴格要求自己貫徹計畫以及紀

律。成功是要講究儲備的，人生的成功之路是

馬拉松而不是百米衝刺，在遙遠的征途上，基

礎的累積將會影響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對自己

的生命有比想像中更多的主宰權;不隨意放縱

自己，不輕易向誘惑低頭，堅持自己的方向與

計畫，管理好自己的人生，不隨波逐流，不

貪圖眼前的安逸享受，才能掌握生命中真正的

財富。

         (資料來源：喬木書房/你在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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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界泰斗.宮崎駿新作動畫界泰斗.宮崎駿新作

霍霍

動畫界泰斗.宮崎駿新作動畫界泰斗.宮崎駿新作

宮崎駿的動畫作品，總有一股讓影迷們

為之著迷的魔力，最新的動畫作品「霍爾的移

動城堡」才推出沒多久，再次突破日本電影史

上的記錄，此片不但成為去年日本最賣座的電

影，如今也在世界各地的票房中展現出傲人的

成績。曾獲得美國奧斯卡金像獎長篇動畫大賞

，德國柏林國際電影展金熊獎等，繼「神隱少

女」後，再造世界另一波旋風，「霍爾的移動

城堡」在2004年9月的威尼斯國際電影展中獲

得大獎，讓日本的動畫界第一次受到全世界媒

體的爭相報導，獲得高度評價。

「霍爾的移動城堡」改編自英國科幻小

說家黛安娜．韋恩．瓊斯的同名小說，以十九

世紀末的歐洲為背景，描寫18歲的少女蘇非被

女巫詛咒，變成了一個90歲的老婆婆，她與魔

法少年霍爾在會移動的城堡中，展開一段奇幻

、趣味充滿幽默與機智的故事。

故事內容的王宮及周邊景物，參考巴黎

或歐洲大城市，電影將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

期歐洲的文化背景融入劇情，並藉由故事敘述

著當時與現代社會文化的迥異，讓影迷在電影

裡，切身感受到時空變遷、新時代來臨的震撼

，並以「期盼生命的可貴、動人的愛情」來形

容，女主角蘇菲與移動城堡主人霍爾在戰爭中

發展出令人動容的愛情。

宮崎駿的作品特色以童趣的形式，寄託

著人類的夢想和懷舊的情懷，在其筆下儘管時

空背景不同，但不變的是勇敢的女孩，廣闊的

天空，以及畫龍點睛的配角，來詮釋「人類活

在和平與愛之中」及「反戰」的故事題材，藉

由影片來傳達這個世界的美好，是本作品最成

功的關鍵論點。

提起東方的動畫片泰斗，絕對是宮崎駿

莫屬，他的動畫片獲獎連連，還被「首映」雜

誌選為日本影壇第一把交椅。宮崎駿的作品之

所以每齣都大受歡迎，在世界上引起熱潮，全

因電影具有獨特的趣味性，令人印象深刻，其

蘊含深度的作品思想，將夢想、環保、人生、

生存這些令人反思的訊息，融合其中；宮崎駿

這份執著，不只令全球人士與迪士尼產生共鳴

，更讓日本動畫受全世界所重視，宮崎駿舉世

矚目的作品，絕對

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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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茶點
■企劃室�許湘琴

DIY

18

年後糕點麵包又要蘊釀漲價，其實材料花不了多少錢，如果學

會點心DIY，即使在自家的小陽台，相約三五好友也可以享有超值

的下午茶吃到飽，吃不完還可以兜著走喔！

材料：蛋4個、細砂糖1/2杯、果汁或鮮奶3大匙、�

� 過篩低筋麵粉1杯(9分滿)、泡打粉1/4小匙�

� 、橄欖油2大匙、鹽少許、杏角或檸檬皮屑

作法：

1.蛋黃加1/3糖拌勻加果汁拌勻加低筋麵粉及泡打

粉拌勻加橄欖油拌勻

2.蛋白加鹽先打起泡，再分3次加入2/3糖打發至將

鍋倒放不會使內容物流出的程度

3.將1.2.材料(分3次加入)及檸檬皮屑拌勻置入底

部活動的烤模，表面撒上杏仁角，放入烤箱前

，稍微提高再垂直往下一放

4.放入已預熱的烤箱，以160℃烤25分鐘(度數依

烤箱品牌略有不同，宜目測蛋糕色澤調整溫度)

5.用筷子插入蛋糕，不沾筷表示已烤透，取出烤

模稍微提高再垂直往下一放，含蛋糕的烤模一

起，倒放於烤架上待涼即可

財發的戚風蛋糕▲

材料：蛋4個、細砂糖88g、鮮奶140g、過篩低筋麵��������

� 粉25g、玉米粉14g、乳酪150g、無鹽奶油44g

作法：

1.固定底部之烤模內側先塗薄層奶油後灑些高筋麵粉

均勻覆蓋以利脫模

2.奶油、乳酪隔水加熱，不超過80℃打散再慢慢加入

鮮奶拌勻，完全熔化並保持50℃，加入低筋麵粉、

玉米粉拌勻，分次加入蛋黃拌勻再過濾

3.蛋白先打起泡，再分3次加入糖打發至將鍋倒放不

會使內容物流出的程度

4.將2.料加1/3的3.料拌勻，再倒入3.料中拌勻，倒入

烤模稍微提高再垂直往下一放

5.放入預熱的烤盤(盤內加1公分溫水，若烤乾必須再

加)，以150℃烤60∼90分鐘

6.若烤至膨脹則改以加冷水烤10分鐘，如色澤不錯則

將烤箱溫度稍微調降

7.出爐後馬上取出用刮刀輕刮蛋糕邊緣，反扣在盤上

再倒扣放正

吃不胖的乳酪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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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饞的蜜餞蛋糕▲

材料：蛋3個、細砂糖100g、鮮奶40g、過篩低筋麵粉160g、橄欖油100g、鹽少許、� �

� (碎核桃、葡萄乾、蜜餞各30g)、杏仁角或檸檬皮屑

作法：

1.全蛋加白糖快速打發，加低筋麵粉慢速打勻，再依次加入橄欖油
、鮮奶、碎核桃、葡�

� 萄乾、蜜餞拌勻，倒入小模型(內置紙模)，撒
上杏仁角

2.放入預熱的烤箱，以180℃烤25∼30分鐘

材料：豆花粉1包(80g)、黃砂糖、生豆漿12杯、冷

開水1杯半

作法：

1.將豆花粉加冷開水調勻(可依喜好放入
杏仁粉或巧

克力粉或果汁)

2.生豆漿以小火煮開

3.將豆漿煮開熄火約30秒後快速一次倒入調勻的豆花

粉液，請勿攪動並蓋上鍋蓋10分鐘後即成香嫩豆花

4.將黃砂糖置入鍋中以小火煮(煮時不要攪
拌)待砂糖

完全熔化，顏色由透明轉成深
褐色後，加入熱水或

熱薑汁煮沸，則成香氣四溢的
豆花薑糖水

凝脂般的豆花▲

鄉土味的筒仔米糕▲

材料：香菇、蝦米、五花肉、加工紅蔥頭、泡

開的干貝或栗子、香菜、糯米

作法：

1.炒鍋置油依序將香菇、蝦米、五花肉、紅蔥頭

酥炒香調味後取出備用

2.不鏽鋼筒仔放入一個干貝或栗子，再放入酌量

的1.料，最後放入洗好的糯米至8分滿，水調

味加至蓋過米即可

3.電鍋內放一杯水，再將有料的筒仔放入電鍋中

(十人份電鍋至少可放7個)

4.等電鍋開關跳下，取出筒仔反扣至小碟，放上

香菜，灑上醬汁，就是美味的筒仔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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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針繪繡協會�蔡文恂理事長線針飛 走

20

蘇州是中國養蠶造絲的重鎮，因而造就

刺繡得天獨厚的環境。三○年代，蘇州正則

藝專楊守玉教授，將西畫筆法與刺繡針法相

輔相成，突破工藝藩籬，以「密接具針，排

比具線」的繡法，首創線條千變萬化，看似

零亂卻又亂中井然有序之「亂針繪繡」。其

第一代傳人陳嗣雪女士，我的母親，以中央

大學藝術系的專業背景，長期投注於亂針繪

繡，走出亂針繪繡印象派的獨特風格，雖已

八十一高齡仍孜孜其間，堪稱為兩岸碩果僅

存的大中華亂針繪繡一代宗師。

未來，在高科技產品大量快速複製的情

況下，世界唯一且無法拷貝的藝術精品，將

是國際收藏珍品的首選。亂針繪繡即具備上

述特質，近年來因為歐美接踵而來的訂單，

此結合傳統與創新的精緻工藝，已在兩岸如

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有感於家母終生推廣

亂針繪繡的職志，以及文化藝術傳承的使命

，原本從事水彩創作的我，也就義不容辭地

創設亂針繪繡協會，期使在傳揚藝術的同時

，創造文化產業的生機。

大陸的繡工細膩，台灣的專長則在研發

與創新；我期待擅用我們的優勢，以台灣作

為亂針繪繡的研發中心，再結合拼布、電繡

等相關行業，以先進國的材質，與生活用品

功能整合的設計，委由工資低廉的大陸繡工

，獨創品牌行銷國際。文化產業是國家現階

段重點推動的項目，可以幫助弱勢族群學習

技能，化解失業的困境。目前，我在信義、

新店崇光、內湖、松山等社區大學開設課程

，主要目的就是培養種子工藝師，她們可以

投入亂針繪繡的教學行列，或投入亂針繪繡

的開發創作；短期目標是先做文化學術的傳

揚，長期目標則是進入多元文化產業市場，

將百年歷史的亂針繪繡，打造出一條更寬闊

的嶄新通路。

推廣亂針繪繡四年以來，台灣的學習

者已逾百人，平均年齡是四十餘歲，但也

不乏八十好幾的老阿嬤加入學習的行列。

有了穿針器等科技輔助工具，年齡絕對不是

問題！「有心的人，妳在那裡？」請打02-

87807612，隨時歡迎妳來諮詢！即使你視針

線為畏途，只要一張照片，我們也可以為你

繪繡獨一無二的稀世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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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科學家的推算，地球大概有45億年的歷史，
把45億年壓縮成一天24小時來看，人類祖先的出現是24小時的最後2秒，
而人類文明的紀錄是最後的十分之一秒而已。
這麼短的時間，竟已耗弱地球的大量資源！
願今後不必竭盡所有的智慧，只為創造曾經擁有的自然環境和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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