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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技社 (CTCI Foundation) 於 1959 年 10 月 12 日創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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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著力於石化廠之設計與監建，1979 年轉投資成立中鼎工程，承續工程業務；本

社則回歸公益法人機制，朝向裨益產業發展之觸媒研究、污染防治與清潔生產、節能、

及環保技術服務與專業諮詢。2006 年本社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求，在環境與能源

業務方面轉型為智庫的型態，藉由專題研究、研討會、論壇、座談會等，以及發行相

關推廣刊物與科技新知叢書，朝知識創新服務的里程碑邁進，建構資訊交流與政策研

議的平台；協助公共政策之規劃研擬，間接促成產業之升級，達成環保節能與經濟繁

榮兼籌並顧之目標。  

本著創社初衷，為求對我們所處的環境能有更深的貢獻以及協助產業發展，對國

內前瞻性與急迫性的能源、環境、產業、社會及經濟等不同面向議題，邀集國內外專

家進行研究探討，為廣為周知，特將各議題研究成果發行專題報告，提供產官學研各

界參考。 

本專題報告係由本社召開「由綠色創新推升循環經濟價值」系列座談會，集結共

八位作者引言及與談之寶貴資料，分別是台北科技大學張添晉教授、綠電再生公司隋

學光總經理、成功大學陳家豪教授、光寶科技公司趙惟忠資深經理、環境品質文教基

金會謝英士董事長、中鋼公司張西龍顧問、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萬其超秘書長、桓

達科技公司鄭兆凱副總經理，極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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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聯合國國際資源委員會(UN-IRP)報告中顯示，全球資源開採量從

1970 年 220 億公噸上升到 2010 年 700 億公噸，如維持資源供給模式，到 2050

年將達 1800 億公噸，此將導致加劇氣候變遷、空氣污染、減少生物多樣性、

關鍵資源短缺及戰爭衝突的風險。 

全球為因應此危機即提倡「循環經濟」，此為改變過去傳統「線性經濟」，

透過材料、產品、系統及商業模式的整合，排除有毒化學品的使用，與設計具

備可恢復性及再生性的產業系統，達到資源循環目的。 

本社於 2014 年已先對資源循環經濟與產業發展進行探討，嘗試以建構國

家在循環經濟轉型之戰略方向為目標，內容以國際趨勢、國內現況及循環經濟

契機等為起點，勾勒出國家推動循環機制總體戰略，但較偏重資源回收再利用

端的循環，隔年(2015)再針對國內外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進行探討，

範疇涵蓋更廣，除將設計、製造、銷售到回收再利用等環節納入，並增加商業

模式探討，創造循環所帶來之經濟效益。2016 年則以「中小企業」為核心，就

台灣綠色產業及產業綠色化面臨之挑戰、大陸產業之綠色及創新發展趨勢、企

業轉型循環經濟的創新作法、台灣產業發展之機會與對策等主題進行介紹、論

述與建議。 

台灣地狹人稠且資源短缺，較其他國家更應採取循環經濟之作法。然而，

目前國內動脈產業（製造業）與靜脈產業（回收業）發展多年，各自擁有成熟

之運作動力與產業鏈，但均屬線性經濟模式且分屬經濟部及環保署管轄，無完

美之交集與鍵接以達成良好協作模式，因此部會及產業間的協作將是重要的議

題；此外，資源循環再利用之製品（如舊車零件回收、洗衣槽不鏽鋼回收再利

用）較難為民眾所接受，導致資源回收後多是降階使用，無法彰顯資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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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消費者的認同及顧慮亦為推動循環經濟的核心問題；而是否能透過日新月異

之創新科技，如物聯網(IOT)、區塊鏈(Blockchain)等協助循環各節點之認證與

資訊繼承，也是值得關注的重點。爰此，本社今年針對循環經濟推動的四大關

鍵面向：「台灣動靜脈產業的協作及困難」、「台灣產品設計及製造的瓶頸、生產

者延伸責任」、「消費者的認同及顧慮」及「科技發展對循環經濟的影響」，以提

升循環經濟價值為目標，特別邀集 8 位國內專業學養及經驗俱豐之專家學者，

歷經 6 個月探討，並透過座談會集思廣益後，提出深入且前瞻之說明與具體建

議，提供政府主管機關及相關產業參酌，期待循環經濟之概念可轉變國內舊有

之經濟思維，翻轉國家及產業整體運作制度並成為經濟成長的驅動力。 

本報告特別感謝參與撰寫之專家學者，張添晉教授、隋學光總經理、陳家

豪教授、趙惟忠資深經理、謝英士董事長、張西龍顧問、萬其超秘書長、及鄭

兆凱副總經理，發揮團隊精神，讓一切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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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本專題報告從因應國內外推行「循環經濟」思維及政策的角度出發，依序探討推

升循環經濟價值之關鍵議題，包括台灣動靜脈產業的協作及困難；台灣產品設計及製

造的瓶頸、生產者延伸責任；消費者的認同及顧慮；科技發展對循環經濟的影響，最

後並提出綜合建議。 

一、台灣靜脈產業面臨之困難及挑戰 

台灣的動脈產業（資源、產品及消費）及靜脈產業（回收、再生及再利用）在政

府的制度規範及輔助下，已建構一套運作機制。跨產業之間的鏈結，未來應該從回收

再生跳躍至產品設計，透過末端所面臨的問題回饋至前端製造，從源頭提升產品友善

化，以符合清潔生產的要求，達到低污染、低耗能及易回收等目標，創造更加順暢的

循環管道。 

靜脈產業目前仍然有許多挑戰面臨，最棘手問題為面臨“原料”供需不穩，再者

為再生產品品質與價格競爭力偏低及國人對於再生產品之信心建立等。 

台灣環境負荷重，自然資源不足，為克服上述挑戰，未來靜脈產業可發展之策略

包括： 

(一) 強化靜脈產業體質：研擬回收處理廠之分級制度、總量管制、處理技術海外輸

出及培訓專業人才。 

(二) 拓展及穩定原料來源：建立完整的產業鏈與聚落，規劃動靜脈電子產業園區與

材料資源之整合。 

(三)提升再生產品品質與推廣認證：制定再生產品、再生料之國家標準，並推動公

共工程使用再生產品、再生料規範。 

(四) 建立多元自主回收系統：推廣自主回收系統可有效進行廢棄產品之拆解以及資

源再生，降低廢棄物處理成本及提升業者環保形象。 

(五) 開拓國外市場：進行技術協助或整廠轉移，輔助當地業者回收再生處理廢棄

物，並規劃再生物料進口，積極對外進行國外市場評估與調查，建立國外據

點。 

二、台灣動靜脈產業的協作及困難 

如果將人體新陳代謝與現實循環經濟作對比，當心臟（經濟動能）運作時，體內

的臟器（靜脈產業）自可運作順利，供給腦部（政府與人民）指揮人體運作(動脈產

業)。所以，當腦部經由教育獲取足夠知識後，完善體內新陳代謝，在動靜脈的完美協

作下，獲得充分養分（能資源）後，自能創造出價值。 

台灣動、靜脈產業發展多年，各自擁有成熟之運作動力與產業鏈，但均屬線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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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模式，缺乏媒合與宣導，致無完美之交集與鍵接。在此提出幾點建議： 

(一) 循環經濟要有動力來源：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循環經濟可產生利

益，企業自然會逐利而行，不需驅策。 

(二) 法令政策引導與教育宣導：當企業已具備環保理念及創新技術時，政府之政策

支持與導正，及廣泛的教育宣導與身體的力行，即可讓企業順利推動循環經濟

並獲得人民之支持。 

(三) 便利明確的申辦流程：環保觀念抬頭，嶄新技術與設備一日千里，為求提升政

府審查效率，政策法令應為原則性規範並訂定合理之審核時程，再配合實施淘

汰機制，以提升企業採用新技術設備之誘因與降低導入陣痛期之效益。 

(四) 政府部門一致性分工：對於靜脈產業之審核評鑑與技術設備評估，應由中央主

管統籌，地方負責稽查與執行，方可增加審核之嚴謹與全面，靜脈產業亦可因

一致性標準而發展均衡與適正。  

三、以綠色創新突破產品推動循環經濟的瓶頸 

台灣在推動循環經濟的瓶頸為，未深入理解循環經濟的觀念是零排放(即無廢棄

物，均為原料)，這可從教育廠商與消費顧客、進行循環經濟知識傳播、更新法規及獎

勵措施著手；而推動的主要關鍵為增加產品附加價值，這可從推動循環經濟的五大原

則（封閉材料迴路、未來壽命預估、層级循環使用、使用再生能源、產品服務系統），

與五項商業模式（循環供應、資源回復、延長產品與資產壽命、共享平台、產品既服

務）之相關連性，了解增加產品附加價值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如「資源資源回復

(Resource Recovery)」之商業模式即涵蓋了封閉材料迴路、層级循環使用、使用再生

能源等原則。 

加重生產者延伸責任可從相關配套法規及獎勵措施下推動，但推動循環經濟的創

新(價值創造)則要參考國(內)外成功案例及綠色創新方法與工具的運用。目前推薦的

綠色創新方法與思維有：(1)從搖籃到搖籃；(2)去（脫）物質化（極小化製造）；(3)去

(脫)碳化；(4)簡單化；(5)金字塔底層創新設計；(6)理想性；(7)產品服務系統；(8)仿

生設計；(9)開放式創新；(10)新科技帶動綠色創新（工業 4.0、物聯網、3D 列印、AI

人工智慧等）。  

四、產品綠色設計及延長生產者責任對循環經濟之影響 

企業從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轉型為循環經濟的模式，不僅能改善成本效率及競爭

利基，同時也降低環境面與社會面的衝擊。從產品設計及製造的角度來看，首先是釐

清客戶的真正需求，企業才能設計符合所需的產品和服務，透過綠色創新的系統性作

法與管理，也就是落實可衡量的各種 R (Reduce, Reuse, Recycle, Recover…等)，使得

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從原物料開採、生產、運銷、產品使用及最終的回收與處置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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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充分審視三個面向的影響，包含物質、能源以及毒化物的質和量，使之兼具環保

性與經濟性的利基；隨著工業 4.0 的發展，這些應用的創新設計與製造技術相當多元，

例如虛擬/擴充實境的設計應用工具、模組化設計、3D 列印技術、生產自動化、先進

分類與回收系統、產品服務化系統等，對循環經濟的推動，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此外，生產者延伸責任也是驅動循環經濟的一項要素，因為生產者必須負責產品

使用後的回收、再生，或是棄置的責任；也就是從源頭著手，促使生產者對原料的選

擇與產品的設計重新思考，在生產以及最終回收處置產生較小的衝擊。歐盟的推動經

驗共獲得了四項主要的成果，包含產品回收率增加，降低 15%的廢棄物處理成本，推

進了綠色創新成果，以及開創了新興產業的經濟價值，可做為參考。 

五、消費者的認同及顧慮：一個非典型思考 

經濟者，經世濟民也。「循環經濟」是將「環境承載力」放在首要位置的發展模

式，在全球面臨土地衰退、海洋資源枯竭、氣候變遷等危機的今天，循環經濟是延續

人類後代福祉最理性的選擇。 

推動循環經濟，可以從五個「創新」著手： 

(一) 法規創新：我國的森林、礦產、水資源都以「國有」為原則，政府應該善盡受

託人的善良管理人角色，資源利用才能永續。政府可盤點法規，檢視環境衝擊

與創新運用的契機。如「檢討禁伐政策，妥善運用森林資源」、「允許地方政府

禁用高污染能源，如生煤/石油焦」、「一定高度以上的高山不興建道路」等等。 

(二) 辨識制度創新：標章、認證是消費者認同循環經濟的作法。而辨識的對象除特

定商品，也應擴及企業、城市及國家。 

(三) 科技創新：愛迪生曾說，「我願意把錢花在太陽能上」，因為他在化石燃料看不

到人類的未來。可優先鼓勵監測自然資源利用、有效辨識的技術創新，以利循

環經濟的達成。 

(四) 政策創新—循環城市：2050 年全球 75%的人會居住在城市中。城市由道路、河

川(水體)、建築和人組成，我們需要用這四個要素打造「海綿城市」，才能因應

極端氣候下的水與熱。 

(五) 價值創新：家庭與循環經濟關係密切，應成為推動循環經濟的重要場域，讓循

環家庭成為「21 世紀新家庭倫理」。 

六、消費者對資源循環利用之認同及顧慮：以中鋼公司區域能資源整合為例 

解決消費者的認同及顧慮可分為 4 點說明： 

(一) 兼顧環境衝擊的舒緩：科技發展或創新攸關資/能源循環利用的成敗，尤其在現

今社會環境的氛圍下，消費者對再生資源品質要求更高，環保意識也更強，過

去可以接受的準則，如今恐不符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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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循環製程上下游整合品管：科技發展與創新宜與上下游系統品質管理結合，

才能使技術應用順暢，否則可能功敗垂成。 

(三) 國家層級的國際標準化：科技創新雖重要，應用前宜先標準化，具體言之，應

有試驗、驗證（最好是國際驗證）、現場試用、環境監測，並訂定使用手冊，方

能取得各方認可與降低疑慮。 

(四) 在初期應用產學結合：科技創新不管是能源或資源，在國家型能源計劃推動階

段，均有涵蓋各方面的潛力技術項目，但多數距產業化目標尚遠，甚至不可

行，可見在創新時若未鍵結產業加入，極可能使得效果大打折扣。例如淨煤減

碳主軸計劃中，有煤碳氧化搭配碳捕捉及封存，又可將合成氣進一步製造成各

種高價化學品等，但可惜的是「國家能源政策中，對於用煤相當排斥」，導致此

計畫不得不中止。此外，未來科技創新可以在幾個環境考量面多琢磨，例如臭

味抑除、生態消化、菌種利用等，對能資源化的循環應可發揮關鍵性的效果。 

七、科技發展與循環經濟的關聯 

許多人以為循環經濟是一項新名詞、新觀念，但其實它在古文明時期資源不足時，

就已經出現且實踐的運動，只是在近代工業革命後式微，我們把它復興，所以觀念上

就是一項「循環」。所以今日談循環經濟是返璞歸真，以更進步之技術和管理來重新

啟動。 

循環經濟之落實涉及下列幾點：(1)科技之進步，使回收品之品質提升及成本下降；

(2)政府之政策誘導和規範；(3)民眾之理解與合作參與。 

在科技研發上也有賴政府之引導，例如大量使用於廢棄物回收分離的技術都源自

礦冶工程和化學工程，意即上述兩項學科之應用目的應從其原始天然物提煉、合成，

轉變為廢棄物之分離利用。但台灣目前礦冶工程的人才幾乎已全部歸零，而化學工程

也未能認清角色的轉變，仍專注在化學工業之污染防治，這部分需要政府引導此二領

域專家學者將其研究重心和資源作轉變。 

生質廢棄物包括了廚餘、農作廢棄物和人類與家畜之排泄物，其量大又分散，且

無法減量，時常被視為厭惡、逃避的議題和物質。目前國內外投入生質廢棄物處理科

技研發之金額相當低，但比爾蓋茲基金會站在永續之觀點，即投入大筆資金於此領域

研究，建議台灣及先進國家應多加關注生質廢棄物處理之科技研發。 

八、科技創新對經濟循環的影響 

循環經濟整體價值，形成“能源、資源、資訊”三者循環跨產業革命，預估 2030

年整體產值將達到 4.5 兆美元。科技在循環經濟的核心價值為【永續】，包含十項科

技，Mobile, M2M, Cloud, Social, Smart Data, Trace and Return System, 3D Printing, 

Module Design, Advanced Recycling Technology & Life and Material Science，將帶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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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模式發展，加速與放大循環經濟價值。 

從廢棄到資源的觀點，有許多新科技正帶動循環經濟，例如厭氧消化、塑膠轉化

纖維、生質塑膠、碳與微生物轉化能源、散熱塑膠薄膜、光能合成細菌、生質藻、智

能高分子凝膠、氣凝膠、離子液體等，這些新創的科技已經開始具有利基的成本與設

計優勢，帶動循環經濟商機的價值鏈生成。 

循環經濟的發展，對於企業組織的最大轉型變革，是將商品銷售傳換成為永續性

的服務。營運利潤將變成租賃、維護所得，現場服務將與設計人員功能性結合。未來

的商品價值將不再為商品原始本身，而是不斷的科技加值、更換後，商品功能升級的

價值提升。 

九、綜合建議--導入循環經濟思維，建立資源循環迴圈 

循環經濟雖列於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中，但其屬經濟思維的變革，應是整體面翻

轉並成為經濟的驅動力。欲成功驅使循環經濟，政府應以法規或政策建立誘因機制以

形塑良好之市場機制，使其達到經濟可行並促使自動循環，並以教育推廣方式讓消費

者植入循環思維。 

本報告建議政府對於靜脈產業應建立分級制度及退場機制規範，並協助建立國內

外多元自主之回收系統，以強化該產業體質，在與動脈產業之協同合作上，應建立各

產業之資源循環體系或成立專區試行，但應避免產業群聚點皆為同質性廠商，而產出

同性質廢棄物，以利每一階段的循環可連結，使其成為封閉迴圈；另外，應將中央及

地方之權責定義清楚，並由中央定義或修正一致性標準法規，包括靜脈產業審核評鑑、

更積極的生產者延伸責任、自然資源管理法規、產品及企業之辨識系統等，再由地方

政府負責稽查與執行，方可讓產業了解國家運作方向及建立自由競爭之市場機制。 

在產業部份，成功的循環利用不僅可有效降低經營成本，更可因符合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而提升企業形象，在此趨勢下，善用科技與轉變商品設計、銷售方式是企業

轉型之關鍵點。除傳統之物理化學廢棄物回收分離技術外，國內產業應關注並投入新

興科技發展，包括生質廢棄物處理技術（厭氧消化、生質塑膠、光能合成細菌等）與

數位科技（如物聯網、區塊鏈、3D 列印等），結合前端之產品綠色設計與後端之產品

服務化策略，建立產品循環迴圈，甚至與上下游結合，建構完整之產品循環體系。 

然而，不論產業端出多麼綠色的循環商品，若消費者無法提升其認同度與降低其

顧慮，循環經濟仍無法展開。故應加強教育宣導及政府身體力行，讓消費者了解正確

之資源回收方式與管道，並理解循環經濟的本質是零排放，即無廢棄物，均為原料之

概念，再透過嚴謹之產品及企業辨識系統，把關消費者所購買之循環商品品質，甚至

提升循環之精神價值使之成為流行文化，或可完成循環經濟之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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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灣靜脈產業面臨之困難及挑戰 

一、前言 

近年，由於全球經濟迅速發展，導致地球有限資源急遽消耗，因此追求資源永續

利用與發展，已成為國際新趨勢。就廢棄物處理觀點而言，廢棄物資源化與社會之永

續發展已蔚為國際當前極為重要之共識，推動廢棄物資源化以促進資源循環利用，可

達到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及永續發展之目標。 

在產業的鏈結中，我們以血液循環系統角度進行觀察，可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及

處理視為「靜脈產業」，則使用天然資源為原料以創造經濟價值稱為「動脈產業」，本

文針對靜脈產業之現況進行研析，並對國內靜脈產業面臨困難與挑戰因應策略。 

在循環經濟的浪潮下，台灣資源化產業應朝向「高值化」目標轉型，利用台灣堅

強的企業執行力與充足的人才供給，配合產業政策，進行全面性的廢棄物資源化，使

台灣資源化產業更具競爭優勢，獲取更高的經濟效益，並以成為全球環保與資源化產

業頂點領航之地位為目標。 

二、台灣廢棄物產生與再利用現況 

台灣廢棄物處理依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成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前者依照

各部會所營事業之再生利用管理辦法，後者則為行政院環保署管轄，以下依照廢棄物

特性說明台灣廢棄物包括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產生與再利用現況。 

(一) 事業廢棄物 

依我國廢清法規定，事業廢棄物可分成兩大類，分別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和一般事

業廢棄物，前者有害事業廢棄物是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而後者則是根據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加以清除處理，目前依公告/附表

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總計 104 項，從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再利用機構約 1,400

餘家。103 年事業廢棄物申報總量約 1,887 萬公噸，主要以再利用流向申報 1,520 萬

公噸為最多，約占所有申報流向八成。 

根據環保署廢管處統計結果指出，102 年度事業廢棄物產出量為 1,792 萬公噸，

整體再利用量為 1,491 萬公噸，再利用率為 83%，104 年產出量 1887 為萬公噸，整體

再利用量為 1520 萬公噸，再利用達到 80%，顯示出整體再利用量穩定回收利用如表

1.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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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事業廢棄物產出與再利用量比率 
年度 事業廢棄物產出量 整體再利用量 再利率比率 

102 年 1,792 萬公噸 1,491 萬公噸 83% 
103 年 1,858 萬公噸 1,451 萬公噸 78% 
104 年 1,887 萬公噸 1,520 萬公噸 80% 

(二) 一般廢棄物 

目前環保署針對一般廢棄物公告應回收共有 13 類 33 項應回收物品如表 1. 2 所

示，每年近達 48 萬公噸廢容器量、50 萬輛廢汽機車、10 萬噸廢輪胎、3.8 萬噸廢鉛

蓄電池、178 萬件廢電子電器及 355 萬件廢資訊物品之龐大廢棄物量，若能夠有效資

源化再利用，其所能帶來之經濟效益相當可觀。 

表 1. 2  公告回收之十三項容器及物品分類 
類別 公告項目 類別 公告項目 

容器類 

一 廢鐵容器 

物品類 

八 廢機動車輛 

二 廢鋁容器 九 廢輪胎 

三 廢玻璃容器 十 廢鉛蓄電池 

四 廢鋁箔包、廢紙容器 十一 廢資訊物品 

五 廢塑膠容器 十二 廢電子電器 

六 農藥廢容器 
十三 廢照明光源 

物品類 七 廢乾電池 
資料來源 : 行政院環保署基金管理委員會 

由台灣歷年統計資料顯示，一般廢棄物回收量及回收率，每年均呈上升趨勢，2012

年度回收率為 43%以後，則逐年增加至 2016 年 49.6%回收率，針對台灣廢棄物現況，

長期觀察靜脈產業長期有價格波動、供需不穩、動脈與靜脈產業之關係脫鉤之現象，

依序說明如下。 

三、靜脈產業面臨之挑戰 

近年來資源再生產業蓬勃發展，在技術及法規的兩大工具之助力下，加上近年來

能資源及環保觀念日溢高漲，使得環保產業在台灣已有一定規模，未來依舊持續推動

與壯大，但在目前仍然有許多挑戰面臨，當中最為棘手問題即為面臨“原料”供需不

穩，再者為再生產品品質與價格競爭力偏低及國人對於再生產品信心，及由「擬循環

物質流」提升至「完全循環物質流」。以下將說明資源化產業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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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價格波動 

資源回收機制主要是由個人、政府機構及私人企業或慈善機構透過各種方式進行，

經過簡單分類售予處理業者進行再生處理後，再轉交再生資源的使用者，我國拾荒、

民眾及地方清潔隊轉賣至回收業之概估價格，彙整如表 1. 3 所示。 

表 1. 3  我國 2013 年回收資源價格估計 
項目 廢紙 廢寶特瓶 廢塑膠 廢銅 廢鐵 廢鋁 廢鋁合金 
價格 

(元/公斤) 
3 12 4 140 8-9 30-35 35 

目前資源回收業仍以買方市場為主，回收業者和處理業者必須隨時調整供需，配

合再生市場使用者需求。電子廢棄物富含金屬物料，其相較於廢塑膠與廢紙等物料具

有較高的資源化收益。 

從 2011 年直到 2014 年鐵、銅或鋁的價格逐年上升，但是 2012 年鐵、銅或鋁原

料的價格大幅下跌，雖 2014 年原料價格稍有提升，但仍處低點，原物料價格降低導

致再生物料價格降低，使資源化收益下降，進而影響資源回收再生之意願。因此再生

物料價格處於相當被動的情況，受到原物料市場以及市場經濟的影響，削弱市場回收

的意願。 

除了對具有高資源化收益之項目進行回收外，對於廢塑膠與廢紙等物料，其資源

化收益低，市場回收意願不高，資源回收再生技術不易發展，使回收效率與品質不佳。

因此如何在兼具市場經濟與環境保護下，平衡市場機制，亦是目前資源回收再生市場

相關改善策略應解決的困境之一。 

(二) 供需不穩 

我國廢棄物資源回收再生架構如圖 1. 1 所示，分為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兩

種。以下針對電子廢棄物的來源進行廢棄物與再生物料之供需探討。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圖 1. 1  我國廢棄物資源回收再生處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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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廢棄物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電子資訊產品汰舊換新速度也隨之提升，亦提升電子廢棄

物產量，若未妥善處理，將造成嚴重環境污染。行政院環保署 103 年報告指出，回

收業者所得電子廢棄物的來源多以民眾為主，如表 1. 4 所示。電子廢棄物產量與回

收量影響資源回收再生業者生計，因此探討民眾報廢電子產品的週期與處置方式對

資源回收再生業者之影響。民眾處置電子廢棄物的回收通路包含：二手商、回收業、

清潔隊、販賣業或社區資源回收點。 

民眾處置廢電子電器的方式，以電話訪問的結果交給販賣業比例最高，其次交

由二手商或回收業，可能因民眾將廢電子電器交給販賣業、二手商或回收業可獲得

回饋，交給清潔隊、送至社區資源回收點或其他處置方式則無回饋，故民眾傾向有

獎勵處置廢電子電器之方式。民眾將廢電子電器交給販賣業者比例最高，與我國推

動廢四機逆向回收計畫極為相關，販賣業者免費提供消費者舊機回收服務，因民眾

在購買新機時可與販賣業者議價新機折扣，因此廢四機回收主要集中在販賣業者。

廢電風扇並不規範在廢四機逆向回收計畫，販賣業者不會主動提供廢電風扇舊機回

收服務，但廢電風扇因體積重量較小，民眾可輕易進行回收，故流向與廢四機相比

不同，廢電風扇主要是流向二手商、回收業者或清潔隊。電子電器的報廢週期，以

電冰箱 9.38 年最長，其次為冷、暖氣機 8.82 年，電視機 8.66 年，洗衣機 8.59 年，

電風扇則是 5.38 年最短。雖然電子電器產品報廢週期長，但其體積龐大組成複雜，

需要進行完善的資源回收再生，應研擬出正確的回收通路，降低環境污染之風險。 

表 1. 4  回收業收受電子廢棄物來源比例 
來源 

種類 
機關團體

(%) 
販售業者

(%) 
社區回收點

(%) 
一般民眾

(%) 
廢電子電器 19.67 35.18 9.06 36.09 
廢資訊物品 39.72 13.00 8.52 38.77 

民眾處置廢資訊物品方式，以電話訪問的結果，交給二手商或回收業者為主。

五種廢資訊物品中，電腦主機、電腦螢幕、印表機等較大型的廢資訊物品，主要是

交給二手商或回收業者，因為民眾能藉此得到回饋。但筆記型電腦流向較不同，以

擺在家裡為主，其次才是交給二手商或回收業者，是因為筆記型電腦體積重量小，

容易被忽略而放置在家中，或因筆記型電腦單價高回收可得回饋相對小，故民眾回

收意願低。相較於電腦主機、電腦螢幕、筆記型電腦與印表機，鍵盤交給清潔隊占

了相當大的比例，這是因為鍵盤體積重量小，且單價低，故民眾願意以無回饋的方

式交給清潔隊。資訊物品報廢週期，電腦主機為 5.19 年最長，其次為電腦螢幕 5.12

年，筆記型電腦 4.56 年，印表機 4.10 年，鍵盤則是 3.95 年最短。資訊物品相較於

電子電器等家電物品，報廢周期較短，汰舊換新速度快，且無逆向回收系統，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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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回收資訊，以致廢資訊物品無法進入資源回收再生體系，綜合上述，對民眾而

言，電子廢棄物的回收通路相當多，但回收資訊流動性低、缺乏整合，導致流向分

散，應持續加強資源回收宣導，並建立多元回收系統完善電子廢棄物回收通路。 

2. 事業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的流向為再利用、自行處理、委託共同處理與境外處理，事業廢棄

物流向統計分析如表 1. 5 所示，民國 99 年到 103 年間再利用比例皆高於 80%，然

而單看電子產業含稀貴金屬之廢棄物流向統計分析如六所示，再利用比例僅 35%

左右相當低，研判可能是因為製造業與資源回收再生業之間鏈結薄弱，應加強兩者

之合作，減少資源回收再生產業對廢棄物的需求，並增加再利用比例。此外，事業

廢棄物相較於一般廢棄物，屬於零件下腳料類組成較簡單，較易進行資源回收再生，

但量相當大，若缺乏妥善處理，則會引起相當嚴重的環境衝擊。 

除此之外，我國各類金屬進口量如表 1. 6，對於進口金屬依賴度相當高，如若

能加強此鏈結定能達到產業共榮。然而，製造業對再生物料品質疑慮相當大，故多

選擇使用原生物料，或是有國際認證的再生物料，為了讓物料留於我國循環使用，

應先建立再生物料與產品相關規範及標準，提升製造業對再生物料的信心，或輔助

資源回收再生業者申請再生物料的國際認證，提升再生物料的市場需求，進而增加

資源循環利用率。 

表 1. 5  事業廢棄物流向統計分析 

年度 
再利用比例

(%) 
自行處理 
比例(%) 

委託共同處

理比例(%) 
境外處理 
比例(%) 

申報量總計

(公噸) 
99 82.22 2.79 14.81 0.19 17,730,806 
100 81.83 2.64 15.37 0.17 18,865,189 
101 80.96 2.79 16.07 0.18 17,923,414 
102 80.36 4.38 14.99 0.27 18,558,647 
103 80.57 4.59 14.58 0.26 18,876,034 

表 1. 6  電子產業含稀貴金屬之廢棄物流向統計分析 

年度 
再利用比

例(%) 
自行處理

比例(%) 

委託共同

處理比例

(%) 

境外處理

比例(%) 
申報量總

計(公噸) 

占整體事

業廢棄物

比例(%) 
99 34.63 7.35 46.35 11.67 183,087 1.03 
100 40.67 1.76 46.00 11.57 180,104 0.95 
101 33.49 1.17 53.85 11.49 189,695 1.06 
102 38.58 1.11 49.12 11.20 181,641 0.98 
103 35.78 0.99 52.99 10.24 207,107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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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脈與靜脈產業之關係脫鉤 

就整個資源循環產業而言，資源回收後的靜脈產業的產值仍有待發揮主要是我

國靜脈產業與動脈產業的連接整合不足，導致回收產業只能賺取較微薄的再利用利

潤，另部分可能是因為靜脈產業較無法掌握動脈產業未來可能產出之廢棄物項目及

廢棄量，目前我國未定循環經濟目標，很可能是因我國法定應回收的資源回收已經

做得相當好，難以再突破，然而循環經濟不只是回收量的增加，更看強調發展多種

層次的循環體系，提高靜脈產業產品的品級，然後讓靜脈產業與動脈產業密切的結

合，來提升循環經濟的價值。 

四、未來靜脈產業發展之策略 

(一) 強化靜脈產業體質 

一般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量已逐年增加，但相關產業競相設置下，再加上近年來國

內產業外移及結構改變，針對再生產業體質待提升，研擬回收處理廠之分級制度、總

量管制、處理技術海外輸出、培訓專業人才，協助國內再生產業解決產業體質之問題，

並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之發展。 

1. 研擬回收處理廠之分級制度及退場機制規範 

針對回收處理商逐年增加之趨勢，需研擬一套分級制度，以處理設備、回收及

處理量、處理技術、是否通過稽核認證、環境管理、勞工安全等條件進行評估，並

建立一套退場機制，若回收處理廠沒達到最低規範，直接撤銷執照，可避免回收處

理商數量過多，影響再生產業品質不均之問題，定輔導評鑑，協助輔導受補貼機構進

行廠內改善，並試辦評鑑各處理廠優劣分級，訂分級指標並依級分配補貼之費率，可

依各項處理設備、回收率及處理量、處理技術、是否通過稽核認證、環境管理、勞工

安全等條件評估，分配不同之補貼費率。 

2. 建立處理廠整廠發展方針 

(1) 廢棄物資源回收再生產業輸入數量採總量管制：以不影響國內環境為原則，評

估國內每年可處理(再利用)總量、再利用機構總家數，並每年進行處理(再利用)

機構評鑑，採考核末尾淘汰制，使業界良性競爭，以管制輸入總量，達到保護

環境之目的。 

(2) 參考國外相關管理規範，強化資源回收再生產業在職勞工專業教育訓練：強化

勞工對於資源化設備操作之能力、熟悉資源化技術處理標準規範，以瞭解工作

期間所需要之安全配備，於新進員工加入作業前，實施 40 小時以上訓練課程，

期能提升在職勞工之職業技能與專業技術，使其競爭力、生產力達到巔峰，專

業教育之項目如表 1.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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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  在職勞工專業教育訓練之項目 

主辦機關 勞動部提供相關專業教育訓練 

授課師資 學界或法人師資授課 

授課內容 

1. 資源化設備操作 
2. 資源化技術之標準規範 
3. 工作配帶之安全裝備 
4. 勞工安全之準則 

(3) 輔導申設個案：協助業者設置資源循環之相關處理設施，加速設立之行程流程

並使其符合各項環保標準及設施要求。 

(4) 參與國外環保園區之開發：參與國外環保園區之開發可從國外獲得電子廢棄物

之料源，並與國際企業、研究機構、大學或其他組織建立合作交流，可間接掌

握國外電子廢棄物之流佈並協助減量與資源化，給予國際好的形象。 

(5) 加速資源再利用園區開發：參考高雄的本洲工業區、花蓮縣鳳林綜合產業區、

桃園市桃園科技工業區及台南市柳營工業區等環保科技園區之運作現況，並設

置新資源再利用園區以提供再生產業廠商投資進駐，並規畫、尋址、設計及環

評程序，需研議過程簡化加速電子廢棄物資源再利用用地。 

(二) 拓展及穩定原料來源 

近年來國內產業外移及產業型態改變，使得整體原料供應不足，造成部分資源再

生業者原料短缺，生產線利用率低，部分業者甚至僅剩 30% 利用率，或將廢棄物轉

至國外處理，造成投資風險增高及無法留下寶貴資源，因此建議透過這種「開源」及

「節流」等兩大方法，協助解決目前國內資源化機構多而廢棄物來源不足之問題。 

1. 建立各產業資源循環體系 

建立一個完整的產業鏈與聚落，進一步豐富國內資源再生產業原料來源，以規

劃動靜脈電子產業園區與材料資源之整合為例。 

2. 透過嚴謹的立法與審查制度 

進一步自國外輸入資源廢棄物進行處理。以日本為例：日本第一回收資源公司

每年從東南亞等國回收大量電腦主機板，透過資源化處理，成本僅為日本國內之一

半，獲利亦相當可觀。 

(三) 提升再生產品品質與推廣認證 

再生產品品質若缺乏國家認證與驗證，導致消費者與廠商面對再生產品及再生

料的選用方面之疑慮與困擾，因此，未來應繼續朝向制定再生產品、再生料之國家

標準，並推動公共工程使用再生產品、再生料規範，其中包含工程及新商品須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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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料比例，可望進一步擴大再生料使用量，降低整體生產成本，使商品更具競爭優

勢。此外，台灣再生市場屬淺碟型，因此如何將產品透過認證及異業結盟來拓展國

外市場，將是再生產業未來更上一層樓的關鍵。 

(四) 建立多元自主之回收系統 

多元自主回收系統為製造業者（或進口業者）主動提供廢棄物回收服務，並與

回收處理業者合作。由於製造業者（或進口業者）對於產品成份清楚，推廣自主回

收系統可有效的進行廢棄產品之拆解以及資源再生，降低廢棄物處理成本及提升業

者環保形象。 

(五) 開拓國外市場 

我國資源回收再生市場規模有限，為擴大市場規模，對於資源回收再生技術缺

乏且廢棄物產量大之國家，建議進行技術協助或整廠轉移，輔助當地業者回收再生

處理廢棄物，並規劃再生物料進口至我國使用。國外市場之開拓可分成對內及對外

兩部分進行，對內藉由盤點國內技術並選拔優良廠商，再由公會或政府協助輔導國

外市場之開拓。對外進行國外市場評估與調查，建立國外據點，建立國際資源循環

脈絡，提供技術與經驗分享，開拓國外市場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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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動靜脈產業的協作及困難 

一、前言 

國際經濟環境的變遷脈動與發展趨勢，牽動我國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在全球產業

環境日益變化下，面對全球化的經貿競爭浪潮、區域經濟的整合及強化，若無法以科

技化、國際化、創新化的思維來適時調整相關產業發展政策，則我國在全球產業布局

與發展上必有所侷限。面對科技整合、研發國際化與綠色創新化等供給面趨勢變化，

反應到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方向上，未來需要重視跨領域整合性產業的發展需求與軟實

力條件建構。 

台灣是一個天然資源極度缺乏、極度仰賴進口的國家，面對全球資源耗竭，國際

競爭的新趨勢，發展產業不再是單純追求經濟成長，同時也應兼顧著國家長期發展的

重要方向，必須思考如何讓台灣從極度消耗能資源的動脈產業經濟，轉變成藉助靜脈

產業之資源循環，以帶動成長的循環經濟體系，作為這塊土地未來能永續發展的願景。 

為了邁向永續台灣的發展目標，政府提出了「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試圖引導

停滯已久的產業加速發展；隨著各項政策的逐步落實，預期可為我國的產業架構帶來

新的面貌。然而，面對 AI 人工智慧、大數據、雲端服務、5G 等科技創新的急劇變化，

創新的共享營運模式，軟硬整合的數位革新潮流，政府部門應重新思考組織架構、整

合權責，儘快順應此一潮流趨勢，結合優勢產業來發展各項創新應用，再造台灣產業

新契機。 

二、動靜脈產業之定義與關係 

回顧過去台灣產業的發展軌跡，多是由技術研發開始，再往市場去思考，追求『大

量製造、大量消費』，漠視生產過程造成之能源消耗、資源開採以及環境負擔的線性

經濟運作模式。但隨著資源耗盡、能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產業必須從需求端逆向思考，

通盤考量、整合動靜脈產業開創契機。技術研發方向必須重新思考，由本身透過跨領

域，從設備、材料加上製程，融合人工智慧、大數據以及軟硬體，提出智慧系統整合

與服務，整合『清潔生產』、『清潔生產』、『綠色設計』之『產業綠色化』革命，讓台

灣的產業可以跟國際供應鏈有更深、更緊密的結合，以期取得於鍵結鏈中之不可取代

性，使得在世界上更具發展性與競爭力。 

循環經濟在全球已蔚為趨勢，台灣可供利用的空間、天然資源與處理廢棄物的能

力有限，更需要積極實踐。是以在討論台灣動靜脈產業的協作及困難時，必須先就其

定義做出說明： 

動脈產業：以製造業為主是以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並且進行製造與消費的產

業，即資源 → 產品 → 消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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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產業：資源再生利用產業是以保障環境安全為前提，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

目的，運用先進的技術，將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轉化為可

重新利用的資源和產品。實現各類廢棄物的再利用和資源化的產業，包

括廢棄物轉化為再生資源及將再生資源加工為產品的兩個過程。 

就此定義，可以發現〔動脈產業〕在中央主管部門經濟部等相關單位的管理促進

下，創下了台灣六十年代的工業起飛，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廣為政府與民眾所了

解與參與，以致所有活動與思路均為其所制約。而〔靜脈產業〕則相對長年低調發展

於社會基層。隨著政府的重視，成立環保署開始管理，〔靜脈產業〕正式進入國家管

控正軌。但，因缺乏整體意識與實際瞭解，是以仍以各行其是，未能整合為一體考量。

試以生命週期表方式來表示此二產業關係如下： 

(一) 物質流關係 

 

圖 2. 1  生命週期中之物質流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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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轄機關區分 

 

 
圖 2. 2  生命週期中之管轄機關區分圖 

由上二圖可明顯發現，其實動、靜脈產業可謂涇渭分明，由原料開始，歷經生產

製造、銷售到消費者使用，動脈產業鏈結完善，配套完整，產業結構嚴整。而一旦為

消費者丟棄時，其價值瞬時由『有價資產』變成『無用廢棄物』，而該所謂『無用廢

棄物』其由回收、處理，資源再生回售至原料端，甚或，無法處理之殘料進入最終處

置廠之管道，雖經多年社會基層經營自然建構完成，可惜因相關政令制訂與實施程度，

以及企業形象、媒體導向等因素，長期以來在國內社會鮮見公平合理之對待。幸因國

際環保觀念抬頭，國內政府、企業與民眾亦漸體感環保之正面與必要，參與者日眾。

靜脈產業已成規模產業，負擔起台灣社會資源新陳代謝工作。而二項產業主管機關，

長年支持產業發展，導正產業方向，成效卓著，國際社會有目共睹。 

但可惜長期以來，在二項產業交界點，存在模糊空間，在消費者丟棄的同時，屬

『廢清法』規範的『廢棄物』，亦或屬『資再法』管轄之『資源物』，各有立場，不同

角度不同解讀，造成莫衷一是作法。在地球資源逐漸枯竭的環境下，以循環經濟的角

度，重新對國民、產業及政府機關再教育，應是台灣永續發展的重要工作。 

長期以來，政府與社會對於動、靜脈產業分開討論時，對該產業之架構、發展及

其未來規劃，均多所著墨與導向。但對於二項產業交會見結之處，則缺乏相關明確法

律規範，亦或共識。故目前，多為社會基層或宗教人士，自發性收集甚或自行拆解回

收。容易因其對於相關環境影響或是後續無產值物質之處置，直接或間接造成環境之

負擔或破壞。是以，適當且廣面的教育是從事循環經濟最為基本的工作與課題。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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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瓶之回收為例，國內回收處理業，發展成熟，後續再利用成品如：毛毯、運動衣揚

名國際，並廣為媒體報導而為民眾所接受與參與。但在此同時，一般民眾與基層業者，

對於瓶中所殘留液體之處理方式，均是在未有污水處理設施情況下，隨手排入附近溝

渠、土壤，長期施作，造成環境之負擔。體其『資源回收、惜物愛物』之善念初衷，

合當鼓勵。惜因未得對等必要之環境教育，在資源回收的善行下，卻也同時發生環境

負荷的憾事。 

三、動靜脈產業之困難點說明 

將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之工業循環與台灣動靜脈產業生命週期圖結合後，產出

如圖 2. 3 之比較。 

 

圖 2. 3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之工業循環與台灣動靜脈產業生命週期結合圖 

可以明顯發現，問題的發生在於『丟棄』後的處理方式，進而決定循環的階層以

及生命週期的長短。茲分述如下： 

(一) 『維修』方式 

本方式多發生在殘值較高，維修費用相對為低之產品上，如 3C 產品。除原廠服

務外，亦衍生出維修服務產業。本階段處置方式，以模組更換，相對維修時間短，商

品價值與維修費用比高。 

(二) 『再利用、再使用』方式 

本方式多發生在殘值較高，新品零件價格昂貴，待料耗時之產品上，如運輸車輛

等。藉由民間回收場，堪用部品零件之拆卸購入回用，完成產品之維修整備，取其時

效與經濟性，坊間早已行之多年，並成為隱性經濟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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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翻新、再製造』方式 

本方式多發生在設備製造業，如工具機等。以保留結構體，進行動力件與控制件

之更新，整體效能提升。可有效降低製造成本與時程，隨著教育宣導推廣，預估將成

為新興產業市場。 

(四) 『再循環』方式 

本方式屬傳統靜脈產業範疇，台灣在此一領域屬世界領先集團。多年來，已成就

多家國際知名公司，進而促成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社會環境之改善。引據環保署統計，

2015 年，台灣資源回收率高達 55%，相較之下，美國的回收率僅有 35%。擁有 2,350

萬人口的台灣，在資源回收上得以媲美國際典範奧地利、德國，以及荷蘭。台灣被華

爾街日報譽為「廢棄物處理天才」其來有自。下表中，即為將上述論述整理結果。 

表 2. 1  工業循環之各階段說明 

 
以上四種方式，目前均存在於台灣社會。但因法律並未確切明確各種方式之行為，

造成責任管轄單位的模糊不清。衍生出稅賦公平以及品質標準公信度問題。雖然此四

種方式在循環經濟的層次有所高低區分，但真正決定其可行性與否，皆由消費者之觀

感，才是決定此四種方式可行或是選擇之依據。 

再者，對於再次商品化的產品，其品質責任歸屬與界定，也是影響再商品化的關

鍵。以英國為例，倫敦再利用聯盟(London Reuse Network)協助社區及民眾將廢物品進

行減量、再利用、循環再生，其聯盟包含業者多達 30 幾家，聯盟多數業者為廢物品

之二手販賣商店，少數業者從事民眾捐贈廢物品的維修工作，因為性質屬於慈善事業，

所以可修復後再利用商品的售價皆低於市價許多。倫敦再利用聯盟之旗下位於

Wandsworth town 業者 Rework 公司，該地方回收場提供民眾自行載運各項可回收之

物品至場區回收，現場各回收項目設有不同桶槽分區放置，地方回收站亦設置獨立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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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供民眾將廢電子電器及傢具捐贈給 Rework 公司。而後 Rework 公司再將各地回收

之冰箱、洗衣機、電爐等廢物品及各式各樣傢俱進行檢測維修。捐贈物品經檢測後無

法再使用，該物品則會交給其他處理業者進行處理（即『再循環』），物品檢測後若判

定可透過簡單維修即可再使用，則會在檢修測試後交由二手物品販賣業者進行販售

（即『再使用』），所有程序都需符合 PAS 141 標準驗證，針對不同類型商品提供不同

產品保固內容。Rework 公司回收站內設有傢俱維修部門，可將傢俱重新維修、組裝、

上漆， 經處理後之傢俱亦可透過該公司之網路平台(http://www.reworklondon.org/)進

行販售或由實體店面進行銷售，其方式與我國部份環保局所進行大型家具再生修繕後

再進行販售相同（如：台北市再生家具網 http://recycle.epb.taipei.gov.tw/furniture）。 

三者，再次商品化產品之品質能否獲得消費者信任，亦須有政策對應認證之完善

體制予以支撐，方能形成足夠經濟動能，造就永續市場。前述所提英國之作法，藉由

PAS 141 標準認證，確保其品質，以獲取消費者信賴，並貼上保證貼紙，建立電子標

籤，以確保該商品之再加工之責任歸屬，完善經濟活動之相對權利義務責任。該完整

之市場區隔系統，足可作為我國進行循環經濟之借鑑。 

四、動靜脈產業之協作案例說明 

由於長期以來，台灣動脈產業追求【線性經濟】經營模式，以大量製造、大量消

費，獲取利潤以發展企業。一切經營手段以取用資源，耗用能源，利用機械設備大量

製造降低成本，再藉由種種行銷手段，鼓勵刺激消費行為。隨者地球資源匱乏、能源

成本提高以及國際環保意識抬頭，促使動脈產業業者不得不重新思考經營模式的更改。

但以目前國內相關法定之規定，製造廠商只需依『廢清法』規定，將生產過程之下腳

廢棄物，交由下游合法處理業者，並完成申報即可，並未規範後續處理後之再使用或

再利用途徑。再者，對於製造業者產製銷售商品，除公告應回收項目需繳交回收清除

處理費用外，並未強制製造廠商承擔相對責任，亦即，製造廠商除非需銷售至歐盟等

強制要求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料之地區商品外，若無經濟誘因，經過靜脈產業處理後之

再生料，很難平階進入原製造體系。 

是以，如果需要將動靜脈產業結合成為一個封閉循環圈，必須要延伸製造者之責

任，由搖籃到搖籃的完整生命迴圈建立，方可形成永續之可動循環。而不需由外以各

種強制手段或誘因輔助來推動之。 

以下試舉國內家電製造業者，以『延伸製造者責任』為動力，歷經十九年之努力，

藉由進入靜脈產業，實際參與回收處理國內廢電子電器物品後，得到之處理心得，反

餽到設計端之綠色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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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一材質使用 

塑膠材質之回收，除材質的辨別需要專門經驗或是設備外，因應消費者使用習慣

與外觀設計需要，國內家電廠常以多種顏色、材質或是電鍍方式，在外觀面板上加工，

以凸顯商品之價值感。雖可收其效益，但在回收處理時，該種塑膠必須花費極高成本

分選純化，且回收效益不大。是以，多採直接進入掩埋或是焚化方式處理，喪失循環

再生之可能。是以，經與製造廠商多次檢討，遂有以下之設計修正之舉。 

圖 2. 4 說明洗衣機操作旋鈕歷年來之變化，由二種顏色塑膠埋入式射出之回收困

難設計，改以印刷塗裝指示，到模具成型，使用材質單一，顏色一致，回收單純。後

續應用廣泛，進入再循環市場，相對單純，不可用廢棄物減至最低。 

 
圖 2. 4  洗衣機旋鈕指示標誌變化圖 

圖 2. 5 則為冷氣機面板設計之變化，由早期配合室內裝潢之木作貼皮、電鍍或鋁

框混合加工，增加回收工序與難度。進展到以銘板（EMBLEM）貼付取代，回收純度

提昇，目前則大多數改以純色材質，配合模具巧思，達到美觀易回收，減少雜質混入，

增加回收率之成果。 

 
圖 2. 5  冷氣機面板設計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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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材質標示 

塑膠種類繁多，且不易以肉眼辨識。在初步人工拆解時，多需經驗老到之師傅以

人工逐件判別為之。但台灣人力資源愈益短缺，師傅級員工培養耗時，承接困難。是

以，直接在塑膠射出模具上，標注該材質種類，使其進入靜脈產業時，易於為人工分

辨，提高資源回收比例，減少不當分選造成之品質降低與資源再利用成本。 

圖 2. 6 即為製造廠商於模具製作時，於其上加註該材質，以作為後續進入靜脈產

業時，即可使用簡易辨別方式，進行分類回收，提升回收比率。 

 
圖 2. 6  塑膠材質標示圖 

(三) 綠色包裝 

商品包裝之目的，係為保護商品於運送過程不受損害。所以，其設計使用許多緩

衝材，而於外觀為求美觀與辨識，均需加印相關文字圖片。但當商品運送至消費者手

上時，該包裝材之用途結束，當下成為失去原功能之廢棄物。有鑑於此，歐盟於 1994

年公告包裝材與包裝材廢棄物指令（Directive of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94/62/EC，簡稱 PPWD），範圍涵蓋所有在歐盟上市工商業、服務業、家用之任何材

質的包裝再使用，包裝廢棄物之再生及其他形式之回收再利用。因而在於減少這些廢

棄物之最終棄置。包括所有流通於歐洲市場的包裝及其材質及用於電子產品包裝上用

來保護及運送貨物時所使用的材料，包括玻璃、塑膠、塑膠袋、氣泡帶、貼紙、紙箱

紙板、金屬合金及棧板等。以目前台灣消費能力，一年產生之包裝廢棄物驚人，在此

資源匱乏的今日，追求高效能包裝，尋求包裝廢棄物減量工作刻不容緩。 

是以，目前已有業者採用如圖 2. 7 所示之可回收鋁框箱，作為液晶電視機（顯示

器）之外裝箱。雖其初期設置費用較高，但因可重複使用，經攤提後，反較原先瓦楞

紙箱便宜。加上因鋁框材質單純，內裝防護 PU 緩衝材回收利用誘因高，不易混入環

境，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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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包裝材質變化圖 

(四) 組裝合理單純化 

向來零件部品之鎖附目的，為求牢固於機件。故使用各式螺絲應用。隨工業化發

展，目前已逐漸由扣件取代。但螺絲使用方式，則尚未統一，造成後續拆解時，必須

因應不同規格，不斷切換不同起子工具，徒增人力與能源之耗用浪費。目前製造業者

正如圖 2. 8 所示，逐步於同一機種、同一公司拓展設計規格，採用同一規格鎖附件，

減低後續處理之能源耗損。 

 
圖 2. 8  組裝合理單純化圖 

(五) 商品使用材質之危害標示 

製造廠商在製造商品時，使用部分有工安疑慮物質，向所難免。但為顧及消費者

心態，在不至於日常正常使用情形下，造成危害之問題部分，向來隱而不宣。為此，

在後續廢棄處理時，因處理廠未能即早對應，已造成全球多起處理廠之工安意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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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廣為人知之件，即為電冰箱、冷氣機等商品，為避免破壞臭氧層，而改採用環保

冷媒（碳氫冷媒，環戊烷）之設計對應。雖因此而減少對臭氧層之破壞。但卻因碳氫

冷媒平日安定封裝於電冰箱之隔熱泡棉之獨立氣室中，即便偶有洩漏，因其濃度不高，

並無爆炸疑慮。但在處理廠中，因使用大型破碎器具，於短時間內將電冰箱破碎，使

冷媒大量由獨立氣室溢出，如未經適當處理，很容易造成爆炸，造成如圖 2. 9 與圖 2. 

10 所示之工安意外。 

 

圖 2. 9  環保冷媒處理之工安事件 

 
圖 2. 10  環保冷媒處理之工安事件 

據此，歐洲早已將環戊烷冷媒標示列為強制規定，台灣近年亦已開始追隨，如圖

2. 11。在此同時，政府單位亦開始重視該項問題，並於相關設施標準中，修正增訂相

關檢測與對應措施必要條款。而靜脈產業者在與動脈產業者協作後，亦開始提昇自我

設備之檢測裝置與防治設備，以期避免意外之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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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標示載體的使用上，為避免在廢棄時之貯存、運搬過程中天候與環境之

影響，而造成載體毀損，影響判讀。由圖 2. 11 可發現其載體已使用防水及採用不滅

墨水印刷。但為求消費者使用端與廢棄處理端之容易判讀，建議未來在標示之圖案與

方式位置均可由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訂出統一標準，以為製造廠商所遵循依據以及後

續廢棄處理時處理業者之判讀便利。 

 
圖 2. 11  環保冷媒標示圖 

(六) 綠色供應鏈之建立 

循環經濟的目的，在於資源的永續循環利用。其存在有再製造、再利用、再使用

之各種方式。以現有存在較為廣見的方式，係以資源原物料方式之循環，以圖 2. 12

為例示。將廢洗衣機之洗衣桶槽拆解回收後，經過破碎→洗淨→分選→抽粒→改質（視

需要）→射出成型→產品的過程，可再製成電冰箱滴水盤、壓縮機室蓋板等新零件，

使用於全新之電冰箱商品上，再次進入商品之生命週期循環。 

 
圖 2. 12  綠色供應鏈—原製程使用實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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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之循環經濟模式，大企業推動循環經濟是以企業社會責任（CSR）為觀

點，中小企業則是以法令、獎勵為依據，法令的存在才能規範企業，強制企業進行產

品革新，提高終端價值。以目前台灣法令制度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多以經濟誘因為啟

動之因素，但對消費者而言，『崇尚環保心態』與『實際接受使用與否』是二件事，

究其根源，以目前國內缺乏具公信之統一認證標準有關。所以，對於採用再生材料作

為新品製造原料之製造廠商，所面臨之抉擇壓力不謂不大。政府如能思考企業在率先

從事永續經營方針後，而加強在設計、效能、競爭力提昇的相關輔導與獎勵政策之實

施。如此方能避免如日本 EPSON、德國 Opel 汽車當年率先回收產品，但卻因此造成

與其他同業之不平等競爭，以及消費者之支持力度，而於實際執行後喪失競爭能力，

將市場拱手讓出。 

相對於回用於原製程之原物料循環經濟使用，如改尋別途使用，以提供其附加價

值，則消費者接受度則會有截然不同之改變。以圖 2. 13 為例，將廢電視機之螢光幕

面板玻璃收集，熔融燒結成圓珠，再串成念珠後，結合宗教力量，民眾之接受度立即

提昇，一時間洛陽紙貴、需求孔急。則為一成功之循環經濟之案例。 

 
圖 2. 13  綠色供應鏈—異業使用實例圖 

五、結論 

承上各節之論述，可明顯知道，國內既有之動、靜脈產業各自發展多年，早已形

成一定之市場經濟模式，擁有成熟之運作動力與產業鏈。但因二者均屬線性經濟模式，

各自以提昇處理技術、提高產能與創造營收為目的。惜因缺乏適當之媒合與宣導，一

直無法產生完美之交集與鍵接。在進入循環經濟的此時，吾人必須以國家社會整體經

濟考量，全球能資源總量思考，重新回歸原點，以綠色創新之觀念來推升循環經濟的

價值。在此，筆者野人獻曝提出幾點，以供參考。 

(一) 循環經濟的動力來源 

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理在於桃李結果之時，民眾為採其果，於樹下

往復行走，久之在樹下形成自然之路徑。同理，如循環經濟可產生利益，企業自然會

逐利而行，不需驅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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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國蘋果公司最近宣布一個新目標：旗下產品從電腦、手機到手表，都將使用

可再生的能源或回收的材料來製造，不必再靠挖礦取得新的原物料。稱之為「封閉再

生循環」（closed loop）計畫，大意是製造新產品所用的材料，全部取自於屬於同一系

列產品的舊裝置。若能成功落實，蘋果將不必再擔心地下挖礦引發的環保問題，也能

避免採購到在武裝衝突和侵犯人權情況下開採而得的所謂「衝突礦物」。在單純針對

此計畫內容來看，其立意良善，以循環經濟、永續使用之理念，落實於自身商品之使

用循環，不再新增自然礦產之開採，維持人類與大自然之共生共存關係，自是美事。

但卻大多數人並不看好。原因在於蘋果公司過於強調循環來源必須為該公司商品，此

點即為動脈產業不瞭解靜脈產業的盲點。因為回收是無法限定特定品牌與型號，並且

當其『再使用』價值高於『資源再生』價值時，該物流是無法啟動的。蘋果產品，向

來於中古市場有其一定價值。對於可以『再使用』的原效能資源物，其價值自然高過

『再循環』的原物料利用。是以，若強制硬將其價值減值利用，自然無可行之誘因。 

(二) 法令政策適當引導 

當企業已具備環保理念及創新技術時，其時便需政府的政策支持與導正，再透過

教育的方式使人民具備循環經濟觀，以利推動。以目前台灣國內『廢棄物清理法』與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二法合一討論多年無法定案之問題，究其原因，乃因對於『資

源』與『廢棄物』二者之定義：『物質原效用減失但符合再生資源條件』各方解讀看

法不一，甚或政府機關亦有不同意見。以條文中用詞『減』失之程度並未明確定義，

以致在其判讀上，有以『滅』失為準，有以稍『減』為準，造成一國多制，莫衷一是。

再以國外之法國為例，該國政府宣布 2040 年『全面』禁賣汽、柴油車，文意明確易

懂，此舉讓汽車製造商清楚明白理解政策走向與期程計畫，驅使汽車製造商進行產品

創新，研發其他動力的車輛，以符合政策法令之執行。又如 IMO（國際海洋組織）規

定壓艙水的排放標準及相關管理，此措施改變壓艙水排放之所有設計概念，並迫使廠

商重新設計，生產符合法規認證的感測器。 

外國政府近年來陸續公告多項政策法令，促使製造業者產生自發之循環經濟理念，

從石化生產體系到一般工業區紛紛提前轉型布局。其中如： 

1、 德國 BASF 公司的 Ludwigshafen 生產園區 

為達到節能減排之效果，進行了： 

(1) 積極提升生產效率，並減少廢棄物料，增加營收、降低成本 

(2) 實施一體化物流系統，以減少運輸成本 

達到賦予將生產園區產品價值極大化，對環境影響極小化。 

2、 丹麥柯倫德堡（Kalundborg）工業區 

從園區內廠商間的副產品交換再利用，自發性形成生態共生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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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煉油廠原先燒掉浪費的瓦斯，供應給水泥合板廠， 

(2)火力發電廠將蒸氣廢熱供應科倫德堡市、製藥化學工廠與煉油廠。 

(3)火力發電廠抽海水做為冷卻之用，以減少淡水之取用。而其所產生之熱海水則回

供多處陸上養殖漁業，使養殖漁種不受限於氣候因素，而能終年四季生長，生

產量與收益提高數倍。 

3、 日本北九州生態鎮 

將工業區內廢棄物經中央複合回收中心回收後利用，能生產電力回供園區廠商，

或製成可用材料出售。1997 年由傳統工業區轉型為生態鎮後，迄今有 400 個廠家

進駐，計畫前六年創造投資金額約 13.4 億美元、6,400 個工作機會。 

以上均為在政府明確法令導正與輔導下，所創造出之循環經濟成功的案例。 

(三) 便利明確的申辦流程 

國內法令之繁瑣嚴謹，中央分權與地方自治實施多年，行政效率與時俱進，分層

節制，自有其管制之功。然而相對自然產生修法耗時，緩不濟急之問題。環保觀念抬

頭，相關嶄新技術與設備進展快速，已非當年行業初萌，發展緩慢之狀況。以『公告

應回收廢棄物』為例，依『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如有意導入國際間

新技術與設備，則需於設備導入安裝完畢後，等待當地環保局完成申請與審核通過，

取得相關證照，始能開工使用。如需再取得『補貼資格』，則需依法再向環保署提出

申請與審核通過後，方能完善。對於新技術與設備之導入，以政府一貫嚴謹與環境保

護之立場，自當需要相當時間之審度與核實。如此，在此同時，無形中造成該企業之

時間成本提高與無法預測，以致，造成多數中小企業生存壓力，而致不願積極從事設

備更新與技術提昇。 

故建請政府之政策法令應： 

(1) 以原則性規範，合理之審核時程，鼓勵企業之技術提昇與設備更新。 

(2) 淘汰機制實施，嚴格稽核，即時連線。如有不法立即停工除牌，以收懲戒之效。 

以減低設備更新與新技術導入之陣痛期，提高企業投入循環經濟之意願與誘因，

方為可行。 

(四) 政府部門一致性分工 

經濟體之活動必須建立在法律的規範下，法律的解讀與執行自應有其一定的一致

性，方可令企業之發展均衡與合理。以目前地方自治精神，企業日常之操作與相關變

更事項之裁決係由當地政府為之。各地方雖因其不同之環境與考量。對於動脈產業相

關事項，因早已行之多年，加以各地方對於促產招商條例，以及繁榮地方心態差異不

大。是以，全國各地之動脈產業發展正常與穩定。相對於此，靜脈產業因其特殊性，

以及對於地方環境之保護心態，各地方政府則易出現一定程度之差別落差。而國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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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為整體考量工程，無法準確切割為地方各自各主其事，而不致造成擴散影響。據此，

建請對於靜脈產業之相關措施審核與評鑑，應統一回歸中央主管統籌，而由地方負責

稽查與執行。以國內焚化爐為例，目前全台垃圾回收率約 55%，無法回收的垃圾仍採

焚化方式處理，國內目前運轉中的 24 座焚化爐中，有 19 座廠齡在今年底就達 15 年，

都將進行改良並延役，中央與地方合計要為此投入 112 億元的經費。這些要延役的焚

化爐將會進行改良，要提高能源效率、增加處理量、升級改善污染防制效果等技術。 

除了延役 19 座焚化爐的 112 億元以外，還有推動區域合作、循環經濟政策推動

也分別需要 18 億元的經費。在區域合作方面，將會訂定相關行政契約，並對協助調

度縣市政府補助，讓有 10%的垃圾處理量能由中央調度。據此，如果未來試行成果初

現，在環保署逐量收回調度權後，才有可能徹底地解決國內垃圾大戰問題。 

同理，在其他靜脈產業之技術設備評估上，亦需要中央級資源之統合運用，方可

增加其審核之嚴謹與全面。亦可因其一致性標準，使國內靜脈產業發展均衡與適正。 

(五) 專區試行 

政府當年在動脈產業上，為促進工業發展，增進地方繁榮，並解決工業用地取得

的困難，依據獎勵投資條例，首開世界各國之先例，在台灣各地設立加工出口區以及

工業園區，以收促進投資及國際貿易之效。50 年來，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與進步。

回顧當年，我國在推動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正逢美國經援停止，國內資金短缺，人口

快速增加，農村勞力過剩。為因應上述種種迫切情勢並配合當時國家經濟發展條件的

限制─缺乏大量資金與高級技術，乃決定採取先行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拓展出口的

突破性策略。區內集中統轄各相關機關行政權且簡化行政程序，開「單一窗口服務」

的先河。當初即是將上述之二點：便利明確的申辦流程與政府部門一致性分工，合於

管理處之權責指揮。一則便於管理；二則流程順暢，減少不必要資源耗損。 

靜脈產業在此前例之下，也正採同樣之方式而為之。目前國內共設置四座環保科

技園區，分別位於高雄市岡山本洲工業區（40 公頃）、花蓮縣鳳林開發區（22 公頃）、

桃園縣桃園科技工業區（31 公頃）、臺南市柳 營科技工業區（30 公頃），合計約 123

公頃。除了朝向資源循環零廢棄，以及節能減碳護地球之永續發展目標外，並期望能

促進產業間投入與產出面之資源循環再利用鏈結，進而擴展至都市主要生活圈之連結，

最終目標為將產業發展融入自然生態之循環體系當中，同時創造區域性兼顧生產、生

活、生態，三生一體之優質生活環境。行政管理及營運管理皆採管理一元化及設置單

一窗口受理之構想，以減低行政流程，增加投資意願。 

(六) 教育宣導 

綜上所述，國內動靜脈產業在循環經濟的理念逐漸得到認同與實施的當下，已取

得政府、社會大眾及企業的關注，與發展方向的共識。在經濟的動力之下，自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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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之循環運作成果。但如需以此產生永續不斷的持續發展，廣泛的教育宣導與身體

的力行，是其最為重要的環節。承前所述，國內民眾多已具一定程度之資源回收、垃

圾分類觀念，但缺乏的是正確的環保觀念，比如外食紙製餐盒因其表面之不透水塑膠

膜，並不適合與紙類共同存放回收，但一般民眾仍將其與一般紙類一同回收儲放，進

而造成後續處理之困擾與污染。是以民眾之教育為循環教育之根本。 

再者，循環經濟之前提為創新之法規管理及技術之投入，例如廚餘處理若能投入

新的設計系統，結合 PLA（聚乳酸）塑膠袋之研發，即可解決以傳統塑膠袋裝廚餘，

造成兩者需一併回收處理的困擾，並創造高附加價值。此者為結合科技創新，進入循

環經濟之新創知識教育，以政府部門人員之領頭彙整國外循環經濟推動障礙案例，並

臚列其內涵與相對應之法令、通路、管理、技術及成本等面向，再邀請產官學研共同

商討對策，以突破該障礙，以提升台灣之國際競爭力。 

如果將人體的新陳代謝系統與現實之循環經濟作一對比，當循環的動力--心臟

（經濟動能）運作時，體內的臟器---肝膽胃腸肺腎等（靜脈產業業者）自然可以運作

順利，自成循環。以供應腦部（政府與人民）指揮人體的運作。所以，當腦部經由教

育而獲取足夠的知識後，在體內的新陳代謝完善，如此在動靜脈的完美協作之下，獲

得充分養分（能資源）後，自能創造出動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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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綠色創新突破產品推動循環經濟的瓶頸 

一、推動循環經濟的瓶頸 

台灣產品在推動循環經濟的瓶頸首先為未深入理解循環經濟的深入觀念是零排

放(也就是沒有廢棄物，所有廢棄物即原料)。這可從教育廠商與消費顧客、進行循環

經濟知識傳播、更新法規及獎勵措施著手。 

推升循環經濟主要關鍵為增加產品附加價值。循環經濟價值創造四原則為： 

1. 循環越小越有價值(inner circle) 

2. 循環越久越有價值(circling longer) 

3. 跨產業層级循環增加價值(cascaded use) 

4. 源頭越清潔越有價值(pure input) 

如何落實上述四原則，這可從推動循環經濟的五大原則 (Circular Economic 

Principles)與循環經濟的五項商業模式(Circular Economic Business Models)之相關連性

去了解增加產品附加價值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推動循環經濟的五大原則(Circular 

Economic Principles)為 (1) 封閉材料迴路(Closed material loop)；(2) 未來壽命預估

(Future life estimation)；(3) 層级循環使用(Cascading use)；(4) 使用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use)；(5) 性能經濟(產品服務系統) (Performance economy (PSS))。循環經濟的

五項商業模式(Circular Economic Business Models)與推動循環經濟的五大原則相關連

性如下： 

A. 循環供應(Circular Supplies)：（1 封閉材料迴路）、（3 層级循環使用）。 

B. 資源回復(Resource Recovery)：（1 封閉材料迴路）、（3 層级循環使用）、（4

使用再生能源）。 

C. 延長產品與資產壽命(Product Life Extension)：（2 未來壽命預估）、（3 層级循

環使用）。 

D. 共享平台(Sharing Platforms)：（5 性能經濟（產品服務系統））。 

E. 產品既服務(Product as a Service)：（5 性能經濟（產品服務系統））。 

循環經濟的五項商業模式與產品生命週期的關聯性如圖 3.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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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循環經濟的五項商業模式與產品生命週期的關聯示意圖(Brinkman, 2015) 

北歐整理研究出邁向循環經濟的障礙原因如下表 3.1：  

表 3. 1  邁向循環經濟的障礙原因(Ritzen and Sandstrom,2017) 

Financial 
財務 

Measuring financial benefits of circular economy 
量測循環經濟的財務好處 

Financial profitability 財務盈利能力 

Structural 
結構 

Missing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缺少資訊交流 

Unclear responsibility distribution 不清楚責任的分配 

Operational 
操作 

Infrastructur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基礎設施 /供應鏈管理 

Attitudinal 
態度 

Perception of sustainability 永續性的知覺 

Risk aversion 風險厭惡 

Technological 
技術 

Product design 產品設計 

Integration into production processes 整合入製造程序 

 
北歐整理研究出邁向循環經濟的障礙如下： 

(1) 循環經濟是激進突破性（破壞改變）的創新。 

(2) 循環經濟只有很稀少又零碎地的實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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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收材料的品質與成本。 

(4) 缺乏商業案例指出可能收益。 

(5) 供應鏈的變動、責任與依賴。 

(6) 確實封閉材料迴圈。 

(7) 缺乏對循環經濟機會的察覺。 

(8) 厭惡冒風險的態度（只從事小改革）。 

(9) 缺乏整合（永續概念、不同功能、不同階層、供應鏈）的能力。 

以上先進國家遇到的情形，在台灣推動循環經濟時，也都會遇上，如何參考先進

國家的經驗，加上考慮我國的在地情形，事先擬出突破障礙的對策，是成功在台灣推

動循環經濟的關鍵因素。 

二、加強生產者延伸責任-以綠色創新突破瓶頸 

加強生產者延伸責任並配合綠色創新是突破在台灣推動循環經濟瓶頸的建議方

向。增加產品附加價值可從綠色創新著手。 

加重生產者延伸責任可從相關配套法規及獎勵措施（政府鼓勵政策、財務優惠）

下手推動。但推動循環經濟的創新（價值創造）則要靠參考國（內）外成功案例與綠

色創新方法與工具的運用。目前推薦的綠色創新方法與思維有下列： (1)從搖籃到搖

籃 (Cradle to Cradle)；(2)去（脫）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 )（極小化製造概念）；(3)

去（脫）碳化(Decarbonization)；(4)簡單化(Simplicity)；(5)金字塔底層(Bottom of 

Pyramid-BOP)創新設計；(6)理想性(Ideality)；(7)產品服務系統(PSS)；(8)仿生設計

(Biomimetics)；(9)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10)新科技帶動綠色創新（工業 4.0, 

物聯網(IoT), 3D 列印, AI 人工智慧 …等）。 

推動產生新的循環經濟綠色產業的持續動能來自不斷的綠色創新 (Eco-

Innovation)，介紹十個最新綠色創新趨勢。 

(一) 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 

建立廢物即食物的觀念。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的理念是根除廢棄物的

概念，從設計開始就體認到沒有廢棄物這回事。 

圖 3. 2 展示以搖籃到搖籃的思維建構未來綠色工廠概念，其他工廠的廢棄物是本

工廠的原料一部分，從這工廠產生的廢棄物是其他工廠的原料，再搭配各種再生能源

的結構，是對社會及環境產生正面衝擊的綠色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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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未來綠色工廠概念(Hermann,et al., 2015) 

(二) 去(脫)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 

極小化製造是去（脫）物質化的一種實踐概念。極小化製造是一製造系統在製造

程序中，以最少的資源材料與使用最少的能源，且排出最少的環境負擔，製造出有最

大功能的產品。例如 Micro Liquid Process 液態金屬材料噴印製程技術(Murata, et al., 

2005)、縮小的無人化無塵室、以及訂製細菌譜出生物電路等技術。 

(三) 去(脫)碳化(Decarbonization) 

不用充電的電動機車，這是台灣新創品牌 Gogoro 推出 Smartscooter，Gogoro 啟

動太陽能電池交換站，這座位於八里十三行博物館附近的 Gogoro 八里公兒四電池交

換站配置 2.3 瓩(kw)太陽能面板，如圖 3. 3 所示，依據天氣環境等因素，每天可以產

生約 6.21 度(kwh)的電力，每天可以充飽約 2-4 顆電池，是第一座以再生能源提供電

力的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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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Gogoro 啟動太陽能電池交換站(Gogoro, 2017) 

與 Gogoro 公司相同的創新慨念，多年前 Better Place 公司在以色列的構想是在

尼格夫沙漠地區(Negev Desert)安裝吸納太陽能的光板，作為電動車充電站的供電來

源。Better Place 是由以色列企業家 Shai Agassi 於 2007 年創立。以 Better Place 公司

所執行的電動車示範運行計畫推行範圍最高，已宣布開始進行試運的地區涵蓋以色列、

丹麥、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多個國家；當中，以色列成為第一個採用 Better Place 電

動車計畫的國家。Better Place 之所以選擇以色列的原因包括境內平均移動距離短、主

要都市間距短、境內各大都市多落於西半部間，是交通最熱絡的地區。此外，境內約

有一半面積為沙漠地，艷陽高照，亦適合發展太陽能發電基地，做為電動車充電站的

供電來源。 

隨著穿戴裝置及物聯網技術的推廣，電的來源是關鍵因素。而你的身體就是發電

機，許多為穿戴式裝置研發出能源採集系統，並將其放入襯衫當中，可以將人體熱能

轉換為電力，屆時拋棄電池邁向能量採集。 

(四) 簡單化(Simplicity) 

簡單化（另一相近概念 Trimming）是一種藉由減少系統組件而沒有降低整個系

統的功能並使現有的系統和產品更理想完好的方法。不僅可以最少組件達到相同系統

功能，並直接做到成本的降低。 

(五) 金字塔底層(Bottom of Pyramid-BOP)創新設計 

全世界約有 40 億人生活在貧窮的條件下，這些人的基本生活條件較為困苦，基

礎建設缺乏，無充足的能源供給生活所需，由於食物和水的來源不穩定，以致營養缺

乏而容易遭受疾病侵襲。Prahalad 教授(Prahalad, 2004)將此族群稱為「金字塔底層」，

由於目前的產品都以滿足已開發國家的需求為目標，但是 Prahalad 教授認為金字塔底

層族群是很龐大的，而這些人的需求都尚未被滿足，企業可以將產品開發的重心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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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族群，進而發展突破性的產品改善此族群的生活品質，企業也可以發現利基的切

入點，擴展自身的規模。 

微生物燃料電池運用於建立依使用尿尿可發電廁所(Kalan , 2014)，如圖 3. 4 所示，

幫難民解電荒，一間「尿尿能源廁所」造價約 2.8 萬元台幣，需定期更換的微生物燃

料電池，每個約 47 元台幣，便宜的技術與源源不絕的尿液，可望能成為替代能源。   

 

圖 3. 4  微生物燃料電池(Kalan , 2014)(圖片來源-Sanergy) 

(六) 理想性(Ideality) 

根據 TRIZ 方法，所謂理想系統是所有的功能都能執行的狀態下，實體不存在的

系統。實際上，系統是以增加其有效的功能，同時消除有害的副作用，來達到理想性。

綠色產品的最終理想性結果(ideal final result) 是執行所要的功能，但沒有任何環境衝

擊。綠色理想性案例，如餅乾茶杯 (Cookie cup)(圖 3. 5)、零瓦待機電力消耗系統(The 

Zero Watt Inside (ZeWIn) system)、以及零二氧化碳排放生活方式(Net zero CO2 lifestyle)

等。 

 

圖 3. 5  飲料杯的理想性創新概念 (Jame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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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產品服務系統(PSS) 

如何使未來的產品不但能降低對環境產生的衝擊，也能滿足消費者的服務需求，

讓最綠色的產品廣為消費者喜愛，則是廠商落實永續發展理念的新挑戰。歐洲學界及

產業界則以提出具永續創新意涵的「產品服務系統 (product service system, PSS) 」概

念，更進一步地思考永續性產品的開發理念是否能擴展到它所提供的服務層面。巴黎

的公共自行車出租計畫騎腳踏車遊巴黎與台北 Youbike 均是很成功的綠色 PSS 服務

產業案例。 

(八) 仿生設計(Biomimetics) 

大自然提供永續概念最多的創意來源，仿生設計是最新的綠色創新領域。許多案

例可由零排放研究創新基金會創辦人、投身生態永續事業二十多年的企業家剛特．鮑

利(Gunter Pauli)，其出版《藍色革命》(The Blue Economy)一書中讀到很好的仿生永續

創意概念。在聯合國的全力支援下，蒐集了一百個無廢棄、零污染、低成本的商業模

式，以創造藍色經濟商機。例如觀察白蟻穴的構造，就可設計出冬暖夏涼、不需空調

的建築物，如何將排放廢水轉成養殖漁業的新活水，其實這些商業模式殊途同歸都是

跟大自然學創意，藉由仿生設計再加上物理學，在有限資源裡創造更多效益。 

以自然界萬物的外觀與習性，開發出適合環境的產品。企業可以依照自己產品的

屬性，尋找生物特性，進而開發出仿生設計。舉例來說，國外有間公司以座頭鯨的鰭

(Humpback Whale Flipper)為樣本，設計風力渦輪機的葉片，結果發現明顯減少 20%的

耗能。 

在金字塔底層族群所居住的區域中，乾淨的水源是需要被滿足的需求，若無法取

得乾淨的水，容易導致危害健康的種種問題，因此水的取得可以說是解決許多問題的

根本，然而在基礎設施缺乏的當地，很難擁有完整設置的供水系統，往往透過最自然

的方式從井中或河邊取水，本案例使用仿生創新設計方法嘗試改善金字塔底層族群這

方面的困境。設計發想的來源是於葉面在清晨時可以使露水凝結在其上的特色，發展

出可收集雨水以及露水的綠色建築，收集到的水可以被引導與集中儲存，避免蒸發回

大氣之中，可不耗費人力而帶來額外的水資源來源，是來自大自然簡單而有效率的設

計。基於上述設計概念，發展出以收集露水之建築的設計概念如下列圖所示意，綠色

區域為露水收集區域，藍色部分則為露水通道以及收集區域，如圖 3. 6 右上方所示，

圖 3. 6 下方為伊朗的 一整類似概念建築屋頂(Santo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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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仿生創新概念的集水屋頂(Santos, 2016) 

(九) 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 

面臨全球化的挑戰，企業唯有透過不斷創新(innovation)來提昇競爭力；2003 年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亨利‧伽斯柏(Henry Chesbrough)提出的「開放式

創新(open innovation)」一詞，由他的第一個“開放式創新”一書(Chesbrough, 2003)中，

他聲稱，更是主張企業應打破傳統的研發組織疆界，廣泛向外界取得創新的素材和能

量，利用且連結彼此的知識，不僅可節省研發成本，亦可縮短研發時程，達成有效的

創新。建置一個跨領域開放創新平台，媒合創意方案所需的工程解決方案。媒合

(mediating)跨領域社群，結合市場拉力與技術推力促進學術研究與產業界的跨領域開

放創新合作。推動跨領域社群參與創意與技術加值開放創新平台。建構開放創新網路，

促進開放式成果與創投橋接的機會。推動產學橋接(bridging)可能性，提升開放創新成

果技轉機會。首先在綠色方案被選定後，媒介形成跨領域的研發團隊。然後，進行在

技術可行性和市場潛力評價。最後，綠色產品的原型被成功地發展製造出來。跨領域

的綠色創意加值圓夢計畫，透過「綠色創做」的競賽從學術界收集綠色創新理念(綠色

創意方案)。通過選擇潛力的綠色方案，技術可行性的研究和評估，原型階段和跨領域

的專家（工業，科研機構或學術）的輸入，一些環保的綠色創新產品可以被商業化。 

(十) 新科技帶動綠色創新(工業 4.0, 物聯網(IoT), 3D 列印, AI 人工智慧 …) 

新科技（如工業 4.0, 物聯網(IoT), 3D 列印, AI 人工智慧 …）將帶動智慧創新，

改變未來智慧機器與智慧工廠，但智慧工廠綠色環保嗎? 值得我們關注探討。 

如無人駕駛汽車的技術已引入我國，台灣第一輛法國無人駕駛電動小巴將在高雄

開放民眾搭乘，ARMA 為 Navya 在去年發表的無人智慧小巴電動車，採用了全自動

駕駛技術（詹子嫻，2017）。這些新科技會改變現有的產業生態，也是趁機推動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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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機會。 

而建構免電池物聯網的環境實現（鄭光偉、邱怡禎，2015），也是綠色創新的挑

戰。使用微型獵能器維持物聯網裝置永久持續的操作是物聯網時代的目標，目前的微

型獵能器，根據能量的來源可分為光能、熱能、振動能、電磁波能四大類。 

以上十個最新綠色創新趨勢，可透過與 TRIZ（萃思）創新方法來進行產品改良

或導入綠色設計進行產品研發。TRIZ 這套方法源自於蘇聯學者 Altshuller (1996)，透

過分析並歸納數十萬件專利而發展的方法，TRIZ 在各個領域都有很多的應用並且針

對已達開發飽和的產品，TRIZ 都能利用改善發明法則來創造出新的產品創新概念。 

三、結語 

循環經濟的提倡與實踐，提供台灣廠商一個轉型為更有綠色競爭力的新契機。慎選合適

的綠色產業推動時機與因時適宜的推動計畫，包含制定配合的法令是台灣要積極努力

推動綠色產業時要注意的方向。台灣廠商在綠色創新的動能也較歐盟、美國及日本弱，

如何積極跟上綠色創新的腳步，是我們的挑戰。期望在台灣未來有更多具循環經濟理

念的綠色工廠建立與發展更多的成功的具循環經濟理念的綠色產業，除了提升台灣產

業的綠色競爭力外，也為全球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盡一份力量。 
  



40 

參考文獻 

1. Brinkman, Joost, “Transforming your business,” Circular Economy Congress 

Rotterdam, March 26th 2015, https：

//www.slideshare.net/joost_brinkman/20150336-presentation-circular-economy-

joost-brinkman 

2. Ritzen, Sofia and Sandstrom, Gunilla Olundh, “Barriers to the Circular Economy – 

integration of perspectives and domains,” Procedia CIRP, Vol. 64, pp.7-12, 2017. 

3. Hermann, C., Blume,S., Kurle,D., Schmidt,C.,and Thiede,S.,“The Positive Impact 

Factory –Transition from Eco-efficiency to Eco-effectiveness Strategies in 

Manufacturing,” Procedia CIRP, Vol.29, pp.19-27, 2015. 

4. Murata, K. Matsumoto, J., Tezuka, A., Matsuba, Y., and Yokoyama, H., “Super-fine 

ink-jet printing ：  toward the minimal manufacturing system”, Microsystem 

Technologies, Vol. 25, No. 1-2, 2005. 

5. Gogoro, Gogoro 首座太陽能換電站啟用，正式朝綠能目標邁進，2017， https：

//www.facebook.com/GogoroTaiwan/posts/2030500983852802 

6. Prahald, C. K.,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Pyramid, W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4. 

7. Kalan, Jonathan, “Is pee-power really possible?” BBC News, 12 March, 2014, http：

//www.bbc.com/future/story/20140312-is-pee-power-really-possible 

8. James, Sonya, September 11, 2012, http：//www.zdnet.com/article/edible-coffee-

cup-soon-to-hit-european-market/ 

9. Gunter Pauli, 2010, The Blue Economy： 10 Years, 100 Innovations, 100 Million 

Jobs, Paradigm Publications. 

10. Santos, Sabrina, “This Concave Roof System Collects Rainwater in Arid Climates,” 

ArchDaily News, 30 December, 2016,  https：//www.archdaily.com/802377/this-

concave-roof-system-collects-rainwater-in-arid-climates 

11. Chesbrough, H. (2003)：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HBS Press, Boston, USA. 

12. 詹子嫻，台法攜手智慧小巴駛進全球， 數位時代，2017 年 3 月 30 日，https：

//udn.com/news/story/6860/2374202 

13. 鄭光偉、邱怡禎，免電池物聯網的實現，科學發展 2016 年 11 月， 527 期， 

26-31 頁 

14. Ahshuller, G., And Suddenly the Inventor Appeared-TRIZ, The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Technical Innovation Center, Worcester, MA, 1996. 



41 

第四章 產品綠色設計及延長生產者責任對循環經濟之影響 

一、前言 

循環經濟是用以著眼消費市場、客戶以及自然資源之間關係的一項嶄新的思維，

它以創新商業營運模式及顛覆性的科技，將改變傳統型的線性經濟模式。隨著這個觀

點的倡議與發展，它普遍已被視為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後，能帶動改變生產和消費的最

大契機。依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 在 2015 年提出的報告指出，發展循

環經濟的新模式，創造的商機估計可以高達 4.5 兆元美金以上，代表了它具備帶動全

球經濟成長的潛力，同時，也能加速促進整個社會朝向永續未來發展；藉由推動具循

環性思維的創新，可以擴大全球經濟的復甦，改善人類和社會的生活，同時，也是積

極因應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以及聯合國倡議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循環型經濟的內涵特質，常見的幾項主要原則，包含有耐久性(Durability)、可再

生性(Renewable)、再使用性(Reuse)、維修性(Repair)、替換性(Replacement)、可升級

(Upgrades)、可翻新(Refurbishment)及少量的材料使用(Reduced material use)。朝著循

環經濟的非線性模式發展，企業能夠獲得相當顯著的機會和好處，例如：讓業績持續

獲利成長、帶動創新與市場競爭力的利基、支出成本的降低、減少能耗與碳資產的有

效管理、同時也增加了供應鏈和資源的安全保障。同時，也降低了營運上的諸多風險，

包含了較高的商品售價、廢棄物的產生、環境的衝擊、土地過度使用及資源的耗竭等。 

前述中，循環經濟的創新商業營運模式，主要包含了下列的五大項目： 

1. 循環型的供給：使用可再生能源及生質型式或是完全可再生利用的資源。 

2. 資源的回收再利用：從材料、附產品或是負產品(廢棄物)中，回收可再使用的資

源。 

3. 產品延長使用壽命：經由維修、升級、創新與產品設計等方式，延續產品的使

用生命週期。 

4. 共享經濟平台：建立各類平台，用以連結各產品使用者彼此資訊，鼓勵分享使

用或交換擁有，增加產品的使用。 

5. 將產品做為是一項服務：改變產品擁有權的觀念，提供消費者採付費的方式取

得產品的使用權，產品的擁有權仍屬產品企業(品牌)，將有利於企業管理此產品

所需資源的使用，以及延長產品使用的機會。 

另外，關於循環經濟的顛覆性科技，常見的主要包含以下三大類型，這些技術也

與目前製造產業積極在推動的工業 4.0，有著高度的連結與相互呼應： 

1. 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y)：各種資訊與通訊方面的科技應用，包含物聯網

(IoT, Internet of Things)、大數據、區塊鏈、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FID)等，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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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追蹤資源的流向，監控資源的使用效能及廢棄物的產生量。 

2. 物理/實體科技(Physical Technology)：各項物理性應用，例如 3D 列印的增材技

術、機器人/自動化、能源的儲存和各類再生能源的發電系統、模組化的設計、

奈米科技等，用以降低生產與所需材料物質的生產成本，並且降低環境方面的

衝擊。 

3. 生物科技(Biological technology)：各類生物型應用，包含生質能、生物基質材料、

生物性催化型劑等，用以取代傳統有限的石化型能源。 

此外，歐盟在推動的循環經濟的發展方向，主要著重的焦點為下列七大項，不論

從企業發展或是國家社會的層級來看，都值得做為我們的參考。 

1. 發展生態化設計(Eco-design)：依據下列生態化設計準則，展開生產程序、產品、

服務及價值鏈的新型工程設計或是再設計。 

(1) 促進能資源的使用效率。 

(2) 消除毒性或危害化學物質。 

(3) 降低在生產、使用及最終處置時的環境衝擊。 

(4) 增加產品再使用、再生及物質循環。 

(5) 避免廢棄物的產生與最終處置。 

2. 分析及修改既有的產品和生產程序：釐清並改善現有科學及管理的模型（如生

命週期評估 LCA 的演算方法、環境管理系統、產品的驗證系統），並採用特定

性的模型，以促使資源使用效率最大化，達到零廢棄物的目標。 

3. 發展研究與生態創新：科學研究與創新應用在包含新材料、產品設計、供應鏈

的最佳化等這些領域上，將有助於資源使用效能，經由產品、零件與材料的再

使用、再生、耐用性與易回收，達到加乘提升的效果。 

4. 開發再生能資源的生產與使用：循環經濟的模式，重點之一就是要移除石化燃

料的使用，因此採用可再生的能源和材料是一管理的重點目標。  

5. 零廢棄物處置：循環經濟的模式裡，廢棄物不應是要被處置的，而是要被再利

用成為資源，因此，要落實使廢棄物預防政策更加有效。 

6. 開展內循環圈、多層循環圈及層級循環圈的物質循環：從最小化物質使用量的

內循環圈，及最大化物質連續循環地回收使用的多層循環圈，至價值鏈中多元

化的將廢棄物再生循環城可使用的原物料的層級性循環。 

7. 目標設定與國家的行動方案：透過各項立法及管理措施，制定相關的管理目標

與行動計畫，以推動落實循環經濟發展的目標。以英國為例，它有一項“廢棄物

與資源行動計畫”，就預計在 2020 年要達到三個目標，分別是減少 3,000 萬噸

的原物料、減少 5,000 萬噸廢棄物的產生、增加 2,000 萬噸物質的再生使用。 

歸納以上所述，產品/服務的綠色設計與創新，在推動循環經濟的核心要素裡，扮

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關乎循環經濟能否永續啟動的關鍵思維和技術。而在技術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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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歐盟在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進程上，進一步在早期即採延長生產者責任(EPR,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做為是一項重要的政策管理工具，透過立法強制與

鼓勵獎勵雙重措施，例如訂定各項廢棄物(如廢棄的電子產品、汽車、電池等)及包裝

材料，均須由生產者負責收集及回收的法令，同時，在各類環保標章，均鼓勵並推動

訂定更加嚴格的延長生產者責任及綠色設計的規範；這方面在世界各國，包含台灣，

也都陸陸續續採行了相關的法制化管理措施。 

依據歐盟的定義，延長生產者責任係指生產者必須負責產品使用後的回收、再生，

或是棄置的責任。它的概念是考量到整個「產品系統」，而不只是「生產設備」的清

潔生產技術，因此，目的是從源頭著手，促使生產者對原料的選擇與產品的設計重新

思考，讓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都能考量 MET 的矩陣（Material 物質、Energy 能源及

Toxicity 毒性物質）的綠色或生態化設計。OECD 在 2015 年統計彙整了歐盟在推動延

長生產者責任的成果，包含提高了廢棄物的收集和回收率、降低了 15%廢棄物管理的

公共支出、促成綠色設計的創新活動以及更多的新創行業應運而生；這些諸多的好處，

便是產品綠色設計及延長生產者責任，對循環經濟所帶來的影響。 

二、企業在產品綠色設計的發展思維 

台灣在產品的綠色設計方面，在過去近二十多年來，已受到相當的重視且有蓬勃

的發展，從多數的公司在產品的行銷或是企業官網的形象展現，綠色產品都是極力推

展的要素之一。我們回顧產品綠色設計的評估，以產品生命週期的各階段來看，從原

料的取得、工廠的生產製造、產品的運輸配銷、最終消費者的使用、產品壽命終止(EOL, 

End of Life)的回收與處置，這五個階段均要考量到各項環保的因子，包含節省資源、

節省能源、容易拆解、廢棄物減量、容易回收與再利用、再生能資源的使用、降低風

險及預防意外等。 

上述提及的這些綠色設計重點，可參考「整合環境考量面於產品之設計及開發」

(ISO 14062)及歐盟廢棄物管理指令(2008/98/EC)，有相當系統性及詳細的說明，其設

計管理的重點可歸納如下圖 4. 1 所示，透過一般熟知的 4R 設計，有層次地落實在產

品的開發上，也就是說要先從源頭的能資源使用減少(Reduce)的設計開始，進一步地

思考讓這些已經使用了資源而做成產品，能夠不斷的被再使用(Reuse)的設計，再考量

使用在這產品的所有材料，在產品使用壽命終止時，能夠容易地且多數地被回收而再

生利用(Recycle)的設計，進而即便在技術性或經濟性無法被再生利用的材料，仍能以

能源的型式回收(Energy Recovery)的設計，直至最後的都無法回收再利用時，才以廢

棄處理的方式做最終處置(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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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產品綠色設計思維之架構 

國內外有很多產品的綠色設計或研究機構，持續發展了綠色創新的工具與手法，

多數是以相當系統性且中規中矩的方式呈現，由如教科書般的規範，這裡舉一個較為

活潑且生活化的例子做為參考，它的名字就稱做 21 種綠色創新的方法(https：

//thegentleartofsmartstealing.wordpress.com/)，它的內容簡述如下： 

1. 能使用它重於擁有它：例如可以線上租賃下載的影音文字或是適宜租賃的手工

具機等，這些使用特性的產品開發。 

2. 標準化： 例如可共用的筆記型電腦電源供應器的設計，避免在同類產品中僅供

特定專用。 

3. “0”的設計：例如 0 能耗的建築、0 廢棄物、0 排放、0 故障的設計，符合需求

時，0 星級的產品就是一個對的設計。 

4. 混合動力(hybrid)的設計：例如可以同時使用生質燃料、太陽能或風能的電源混

合動力系統。 

5. 新的商業模式：例如運用 ICT 技術，原本使用實體的方式傳遞訊息，改變成 e

化的方式進行。 

6. 再使用：例如產品的包裝容器，可以一再地被使用。 

7. 低科技的應用：例如全球最便宜的燈泡，可以用一個塑膠瓶就做成。換言之，

設計能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不全然需要運用高科技的方式才能達成。 

8. 生態化設計：有很多的準則，如能源的消耗常因設計者著重在材質方面，而被

忽略。另外，包含使用最少量的物質，使用回收材質，增加產品壽命等等。 

9. 更小空間的設計：改善運輸及空間使用的損耗。 

10. 回饋(feedback)：自動回饋環境現況或使用者資訊。 

11. 聚落生成的系統：例如開發在地小型的再生電力系統，例如太陽能或風力發電

系統，創造自給自足的能資源。 

12. 慢的設計：例如對於有助於靈魂成長的事物，應改採慢的方式，而非一味的追

求快速。 

13. 透明度：有助於資訊公開透明的設計，例如產品的生產履歷，可即時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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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隱形的產品和經驗的創新：例如產品可以創造的快樂使用經驗。 

15. 小部份的改善：例如顏色或字體的調整，就可以明顯的改善用電消耗，或讓消

費者使用時會更便捷。 

16. 少就是多：例如不使用並不影響目的時，就能累積資源。 

17. 共享：例如汽車共乘、UBER、Airbnb、Udemy 等共享經濟的模式。 

18. 在地化：使用在地的能資源來設計產品和服務。 

19. 數位化：例如數位化的製造管理，可以有效掌握能資源的使用效率。 

20. 使用現有的資源：例如使用但不會造成破懷的天然資源，做為產品或企業的行

銷廣告。 

21. 維修性：使設計完成的產品都容易維修。  

此外，過去有學者 Dr. Walter J. Vermeulen (2012)，針對六家國際大型電子品牌

(DELL、HP、LG、Nokia、Philips 及 Sony)的產品，在綠色設計所採取的策略進行分

析，在分類歸納後，這些企業在綠色設計的策略可分為下列七項，由此，我們可以一

窺這些大廠所關注而推動的焦點，做為國內企業推動綠色設計時的參考： 

1. 產品壽命延長設計：包含耐久性與可升級性。 

2. 降低材料和物質種類的使用。 

3. 使用低環境衝擊的物質：包含禁止使用毒性物質以及使用可再生的材質。 

4. 易拆解的設計。 

5. 易回收的設計：包含易拆解的材質及使用的材質種類減少。 

6. 容易再使用/再製造的設計。 

7. 使用回收後的材料。 

在分析後可發現，最受關注且發展較成熟完整的有三項，分別是使用低環境衝擊

的物質使用設計、易回收的設計及使用回收後材料的設計。而在產品壽命延長設計及

容易再使用的設計上的考量，很明顯的就不是這些企業的重點考量項目。 

國內企業在綠色設計的推動上，常見的除了因應法規和客戶的需求，而對產品的

綠色設計有了充分的認知，更重要的一點是，企業能體驗得到將它做好的益處時，尤

其是設計研發者及公司管理高層，唯有如此，企業才比較容易真正的落實這件事，將

綠色設計理念，依所屬產業特性調整、內化為設計規格，以及管理流程和管理表單。

這些規格的考量，從過去國內企業的推動經驗來省思，不只應包含常見的國際和各國

的環保法規、業界的管理標準（例如各國的環保標章、ISO 的各項產品標準、行業環

保指引等）、客戶的要求標準以及國際標竿實務範例外，在價值鏈的需求和能力，亦

應藉由有效的方法納入考慮，這些對象包含了內部的產品試用者（即員工）、供應商、

生產製造部門、經銷商、最終消費者、維修站點以及最終產品回收/處理業者。 

這裡要特別的說明一下，為何價值鏈的資訊關乎綠色設計相當重要，因為產品設

計與生產的目的，是要符合來自消費者和市場的需求，同時也要有一個完善的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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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效率的達成。例如，開發了一項全新的產品，往往是各部門所組成的研發團隊

所協力完成，這個新產品除了會經過內部嚴格的可靠度的重重驗證外，若在正式量產

前，透過內部員工的使用者試用，往往可以發現諸多的問題，例如外觀視覺的美觀及

耐用性、接觸的觸感體驗、使用時的電力能耗、實際充電速度及軟體操作的流暢性等

等，這些都可能是消費者會很有感的項目，這些也都攸關產品綠色設計的品質與效能，

因此內部使用者的使用經驗，是一項需要掌握的重要資訊。另外，在最終產品回收/處

理業者的處理資訊收集上，我們可以具體了解並驗證自己的產品，在 EOL 之後是否

真的在拆解回收廠是容易拆解的，能夠回收的材質種類及重量究竟是多少，與當時及

現在的設計規格的差異情形；透過與資源回收處理業者的溝通，可進一步了解產品究

竟還有哪些可以改善的空間，讓產品的回收率持續提高，例如，拆解位置的標示、一

般拆解所需要的時間、連接方式是否容易造成材質破損、螺絲種類及數量是否過多等

等，相當多的資源回收而可連結追溯的綠色設計能力，藉由資源回收處理業者累積的

豐富經驗及拆解各該廢棄產品回收的實際數據，將可做為產品是否符合綠色設計的重

要評價，更重要的是由這裡的資訊能回饋至產品設計階段的規格與管理表單，由此觀

之，企業綠色設計的能量，在循環經濟的推動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至於如何研訂一個符合公司發展競爭需求，又兼具可操作性、實用性及鑑別度的

工程規格與管理表單，則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工作，也深具挑戰性；國內很多的企業，

將各類的綠色設計指引或規範，建立成為設計流程中的查核表單，其內容相當多元複

雜但並往往並不實用，造成查檢綠色設計的過程流於形式，而對落實綠色設計則幫助

不大，舉例而言，若某個綠色設計查核項目發生不符合的情形時，多僅是勾選做成記

錄或說明而已，無進一步的改善行動；另外，亦有很多企業的綠色設計查檢項目，關

注的項目仍以毒性物質的管理或能耗的使用效率為主要對象，缺乏了諸多其他重要的

元素，這是進一步可以改善的地方。而在這方面的管理工具設計上的建議，則可考量

幾個著手的方向，首先依照產品發展的特性與流程，在幾個重要的管制點設立不同重

點的查核表單，而這些表單又依據不同部門別的功能，設計成適用的內容，查核的規

格項目能有細部解析以呈別其優劣程度，建議可以數據化具體呈現，而不是僅用質化

的方式，此外，評比的進行方式，可設定為研發設計者自評及另一位綠色設計領域的

專家進行複評比較，對於兩者評估後的數值差異過大者，例如差異了 20%以上時，雙

方會進行討論，以釐清彼此認知上的差異。如此一來，設計者透過此工具的評析結果，

能有更清楚的資訊，知道設計後產品在環保特性的優劣良窳，就能決定哪方面應該要

改善以及可以改成怎麼樣。 

舉一個小的例子來說明如何在實務上運作，我們知道一個產品內各部零件的結合

方式有很多種設計的選擇，其中使用螺絲的結合方式，是常見最易且最快解決的方式

之一，因此，設計者在一個產品裡，若以手機為例，設計了 10 多個螺絲，而且這些

螺絲的型號（包含材質、尺寸、外觀等）多達五種，雖然其設計時間可以相對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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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透過電腦輔助系統模擬後，產品的結合強度相當好，也就是落摔試驗是很容易過關

的；然而，相對於同等級類似產品而螺絲數明顯較少者，它就可被視為較不綠色的設

計，因為它會造成了一連串的問題，例如需要更多的人力及儲存空間做物料管理，而

產品在生產線組裝時間(lead time)勢必拉長且較不易組裝，因而，需要更多的人力工

時和用電能源的需求；另外，從產品最終回收端的角度來看，可能造成不易拆解或拆

解效率低，而使得廢棄產品的材料不易回收。因此，從這個小例子就可看出，綠色設

計的一個點，就可以影響了產品的競爭力以及材料循環再利用率。相對而言，如果產

品的綠色設計管理機制能有效把關時，很容易就能篩出不夠綠色的設計，透過檢討改

變設計的方式，可將螺絲數目有效減少至六個以內，螺絲種類控制在極少種類例如兩

個型號以內，順此達成統制物料的管理，如此不斷的精益求精、持續改善，對於綠色

產品的開發效能及內部管理的資源優化，帶來競爭的利基。 

三、產品綠色設計與製造的實務案例 

本節將以主題案例的方式，從一個 NGO 團體的綠色評比開始談起，然後再引用

幾個實例，說明綠色設計的特性與成果，由其中可窺其對推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 

(一) 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可維修度評比 

國際知名的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與美國的 iFixit 網站（https：

//www.ifixit.com/，一個倡議且教你維修產品的網站）合作，拆解並評比了 2015 年至

2017 年間推出的 45 款暢銷智慧型手機、平板與筆記型電腦的維修難易度；該組織提

出了重要的觀點指出，近年來多數科技品牌商刻意將產品設計為不易拆解與維修，這

種「計劃淘汰」不綠色策略已經落實在產品設計中，特別以容易故障的螢幕顯示器和

特殊電池的設計提高維修難度，導致更換成本增加，以提高新產品銷售機會，致使消

費者和地球的有限資源和環境蒙受其害。它涵蓋了全球17家的品牌，包含宏碁(Acer)、

亞馬遜(Amazon)、蘋果(Apple)、華碩(ASUS)、戴爾(Dell)、公平交易電話(Fairphone)、

谷歌(Google)、惠普(HP)、華為(Huawei)、聯想(Lenovo)、樂金(LG)、微軟(Microsoft)、

歐珀(OPPO)、三星(Samsung)、索尼(Sony)、維沃(VIVO)及小米(Xiaomi)。 

分析後的結果摘要，以智慧型手機為例（如表 4. 1 所示），整體而言可發現幾個

重要的特性： 

1. 在 17 個品牌裡，僅有少數的 3 個品牌提供備用零件與維修手冊 (Fairphone, HP, 

Dell)。 

2. 最有問題的部分就是螢幕顯示器，此類零組件最常發生故障，但其設計方式卻

導致更換成本增加。分析的 45 款產品裡就有多達 27 款螢幕顯示器的設計不

是很難更換就是費用高昂。 

3. 最常需要更換的零件是電池，計有 17 款產品無法更換電池，另有 15 款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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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更換起來頗困難（約佔所有受測產品的 70%）。 

4. 整體而言，Fairphone 2 是智慧型手機中的楷模，軟硬體皆能進行升級更新，這

也顯示其它品牌的手機和平板電腦也應該是可以做到。  

表 4. 1  智慧型手機可維修度分析 

 
Source： https：//secured-static.greenpeace.org/ 

整體評比的結果顯示，電子產品的可維修性，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品牌商應使

消費者選擇以合理且可負擔的價格輕鬆地修復產品，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這是品牌

商的重要一步，也就是從設計上將之轉型為有效利用資源的循環經濟，如此也才能降

低電子產品生產所造成的環境衝擊，還有每年將產生數百萬噸的電子廢棄物。從綠色

設計較佳的產品可以看到，以模組化設計提高產品拆解、維修和升級的效率，在技術

上完全可行。因此，從產品設計初期就應將可維修度和軟硬體升級納入考量，並提供

維修說明和零組件，以及其它售後維修的服務。  

(二) 光寶科技首創的 3D 列印天線綠色創新，開啟新世代製程 

此 3D 環保列印技術，是指利用高精度的 3D 列印控制技術，將奈米銀漿直接列

印在 3D 曲面上形成線路，該線路經過燒結後即可導電，成為手機天線。該研發創新

的技術，可以將手機天線直接列印於任何塑膠、金屬或玻璃機殼表面，完全取代當前

業界最常用且需要電鍍製程的『雷雕製程』(LDS, Laser Direct Structuring)技術。在圖

4. 2 看到手機機殼側邊類似線路的部分（圈起來者），就是研發成功的 3D 列印手機天

線，此創新設計已經成功將商品量產化，並取得多國的專利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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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光寶科技的 3D 列印天線 

相較於雷雕製程(LDS)，3DP 具備兩個顯著的優點，首先是雷雕製程需要專用的

塑膠粒，且目前的製程品質要求均無法使用再生材料，而其價格成本也是普通塑膠的

2~3 倍；本研發成功之 3D 列印技術，則可以列印在任何普通塑膠，金屬或者玻璃等

表面，其品質均與雷雕製程無異。其次，3D 列印是乾式製造、簡化製程的潔淨生產，

不需要高污染的電鍍製程，只需一次的列印和燒結程序，就能完成天線製作。大幅簡

化了生產製程。而且由於不需要電鍍，就不產生電鍍廢水，減少了能源及水資源的使

用，也不產生鎳銅鉻等金屬廢棄物污染，大幅減少了對生態環境的污染。 

3D 列印技術最主要的創新點，在於巧妙結合了高精度 3DP 機台、高效能噴墨系

統以及可回收的環保奈米銀漿配方。如圖 4. 3 所示，說明如下： 

1. 首先設計的 3D 列印機臺是一套高精度的五軸運動系統，它能確保列印精密度

達 0.1 毫米，適用於精密的智慧手機的設計需求；而且單機可同時列印 4 個產

品，利於產能擴展滿足大規模量產需求。 

2. 它具有高效能的噴墨系統，透過創新設計的截止閥和密封圈，避免了油墨洩漏

或堵塞，使系統可連續運作長達 4 小時以上，達到量產需求。 

3. 創新的環保奈米級銀漿配方的開發，使得該銀漿能在特定低溫的燒結下即可獲

得較低的電阻，而且不需要在耗能的高溫條件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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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3D 列印手機天線生產綠色創新特色 

環境效益方面，3D 列印手機天線製程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如圖 4. 3 所示，3D

列印與雷雕製程(LDS)的天線相比較，可節電 70%，節水 100%，在廢氣、廢水、廢棄

物排放方面更是一個幾乎零污染排放的製程。以年產 1,000 萬件天線的產能計算，每

年可節省電力使用達 44 萬度，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達 229 噸，減少了電鍍製程的耗

水及廢水排放 60,000 噸，及減少毒性重金屬(銅和鎳)的排放達 104 噸。 

(三) 價值鏈共同開發的環保型電源供應器 

在圖 4. 4 呈現的是一款市面上暢銷款筆記型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它是由品牌廠商

與其供應鏈經過一年以上的時間共同開發，它在開發時的目標，希望能減少材料的使

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時也能減少更多毒性物質的使用。經過綠色設計後，它的

重要環保特性如下。 

1. 在材料的使用方面，重量較市場相同瓦數的產品減少了 42%，體積也減少了 36%，

在塑膠殼的材質使用上，含有約 40%的回收後再利用的材料，在 AC 電源插頭

上，使用了易拆裝的設計，因此在各國銷售或消費者在使用時，需更換當地使

用的插頭，其供應器本體並無須更換。 

2. 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較市場上同瓦數的產品，平均而言，在操作時(active mode)

其能效提高了 17%，而在待機(no load)狀況下，可降至 0.03w 以下，遠低於一般

常見的其他產品。 

3. 在毒性物質的管理特性方面，較其他產品而言，它是一個無鹵也不使用鈹材料

產品，在操作時也不會有揮發性有機氣體的釋放。 



51 

 

圖 4. 4  經綠色設計後的電源供應器 

(四) 蘋果公司(Apple)的密迴式供應鏈(Closed-loop)計畫 

Apple 公告計劃推動 100%「密迴式供應鏈」以全盤使用再生資源，在其環境報

告書中自我聲明了一項特殊的計劃，也就是宣示要終結開採原料以及關於面對廢棄物

兩個重點，一方面只採用可回收再利用的零件來製造產品，一方面也回收各種再生資

源，來減少對資源開採的依賴。在 2016 年 3 月發表一款稱作「Liam」的機器人產線

（如圖 4. 5），用來徹底分解 iPhone 手機，同時還推出了稱作「Apple Renew」的回收

作業。Liam 是一條實驗性機器人生產線，預計每年可拆解 240 萬部 iPhone 6 裝置，

從中還原高品質物料，減少開採更多地球資源的需求，它將 iPhone 6 使用的鋁燒融，

然後再製成 Mac mini，單以 iPhone 6 來說，Liam 還能拆解出金、銀、稀土、鎢、鋼、

白金、錫、鈷、鉭等元素。 

 
圖 4. 5  Apple 的 Liam 拆解機器人及回收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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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Jaguar 的汽車 REALCAR 回收鋁材計畫 

Jaguar Land Rover 是英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向來具有奢華品味形象，在全球車

壇享有崇高地位；在設計方面一直追求製造世界一流輕量化的車輛。他們與鋁材廠

(Zyomax、Norton Aluminium)一同提出一項計畫，命名為  REALCAR（REcycled 

ALuminium CAR）的創新計畫（如圖 4. 6），透過回收分離系統，將鋁屑有效回收並

分類，經過融化淬煉再製，不僅能讓鋁的品質進一步提升，還能節省能源，為以同時

達成車體輕量化與永續環保的目標。從 REALCAR 計畫示意圖可發現，車體生產所

需的鋁材為四個來源，分別是來自鋁礦冶煉廠的一級(Primary)鋁材、消費後的回收

(Post-Consumer)鋁材、工業後的回收(Post-Industry)鋁材（亦可稱消費前的回收料或俗

稱的下腳料）及車輛壽命終止後（End of Vehicle Life）的回收鋁材。 

 

圖 4. 6  Jaguar 汽車的回收鋁材 REALCAR 計畫  

該計畫預期於 2020 年時，將計畫的車款將達到 75%再生鋁使用量的目標。在 2015

至 2016 年期間，該公司總共回收了超過 5 萬噸的鋁材，並且完全能應用於車輛的生

產線，於生產線熔化淬鍊再製後，更可進一步提升鋁材的品質，而這些鋁材就成為製

成再生鋁材製汽車的重要原料，其總重量相當於近 20 萬輛車型 XE 的車體外殼，此

型車體重量僅約為 251 公斤，此舉不但成功減少超過 50 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

比使用全新鋁材還更節省高達 95%的能源。此款 XE 車型已成為 Jaguar 截至 2017 年

底前所生產的車輛中，最節能環保的車款，除了車體材質使用回收鋁合金外，在內裝

與引擎室的塑膠部分也宣稱採用了高達 46kg 的回收塑膠。此外，包含車室隔音工程

材質、輪弧飾板、行李箱植絨等等表面材質，都是利用回收材料所製作。大量運用這

類環保材質的綠色設計，除了對於環境有正面助益之外，其實對於車輛製造成本也有

幫助，例如由於製程上的差異，XE 的車體焊接能夠以比較少的能源消耗即可完成，

也間接降低了工廠本身的能源消耗；該車款的平均油耗達到了每公升可行駛 31.89 

公里，因此每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低於 100 克。此外，當 Jaguar Land R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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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投入再生鋁材研究時，英國創新基金、Novelis、Zyomax、Norton Aluminium、Stadco、

Innoval Technology 以及 Brunel 大學等機構，也著眼於再生鋁材的無限可能而投入此

行列，帶動這個領域的技術創新及商業機會的成長，這就是一個實踐循環經濟的重要

實例。 

四、綠色設計、延長生產者責任與循環經濟之綜合探討 

本節將以國內產官學研的學者與專家，於中技社所主辦的「由綠色創新推升循環

經濟價值」研討會議中，有關綠色設計、延長生產者責任與循環經濟的討論意見，摘

敘探討的重要觀點。 

1. 循環經濟之前提為創新之法規管理及技術之投入，例如廚餘處理若能投入新的

設計系統，結合 PLA（聚乳酸）塑膠袋之研發，即可解決以傳統塑膠袋裝廚餘，

造成兩者需一併回收處理的困擾，並創造高附加價值。綠色設計與製造為循環

經濟推動趨勢，宜應律定物質使用、能源效率以及去毒性之合理數值。 

2. 循環經濟最關鍵的要點是提升回收資源之價值，配合分享經濟的推動及再生能

源的推廣，而要達成此目標非得有創新的理念來促成。綠色創新可促進循環經

濟之效果，因此要積極推動各種綠色創新的方法與工具之運用與融入。導入各

種新的綠色創新觀念與工具（方法）以產生新的綠色創新概念。並且不限於國

內，跨國跨產業的合作尤其重要。 

3. 循環經濟的政策上應要朝向封閉迴圈(closed loop)為目標並達到零廢棄物。然而

過去產業園區多僅考慮土地、上下游關係，並且找同性質廠商，造成產出同性

質廢棄物，無法展開迴圈，未來要產業群聚點應該從此角度思考。 

4. 聯合國 SDGs 特別是第 12 點為企業永續，其中有 3 個重點：1)提升資源使用效

率；2)讓廢棄物循環再利用；3)揭露永續發展的相關資訊。 

5. 目前國內的廢棄物清理法已修改，針對生產者之責任已延伸至應負責其產生的

廢棄物應被妥善處理，無論是生產者自行回收處理或是回收廠商處理，其資源

需可直接進入下一階段使用，讓每一階段的循環可連接。意即只要推展生產者

延伸責任至產生的資源或廢棄物，使其均可妥善再利用，則不論此資源是否具

市場價值，皆有助其循環利用。此外，推動循環經濟需要法規及獎勵措施的引

導，以使企業進行創新活動，例如法國宣布 2040 年全面禁賣汽、柴油車，此舉

將對汽車製造商造成壓力，迫使製造商進行產品創新，研發其他動力的車輛。 

6. 台灣目前回收基金制度的盲點在於企業繳納回收基金後，即認為生產者延伸責

任已盡，即責任完卸的心態，無法更積極介入資源化處置及循環經濟的角色。

如依綠色設計製造程度徵收不同基金費率，可令製造業者主動改良設計，為產

品取得綠色標籤。 

7. 由產業公會出面推動生產者延伸產品責任，同一產業面對的問題可能相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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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共同合作，使產品及製程導向循環經濟，將可以循環經濟的概念創造產

業新價值。例如我國過去電器產品回收系統、寶特瓶容器回收與紡織產業結合

等。 

8. 綠色設計的一項考量是標準化，這是遠在循環經濟提出以前就已廣泛應用於產

業界，當物件的品項越多、越複雜（多元化），就需要標準化以便於維修交換、

減少成本。但標準化與多元化似乎是有衝突的，需靠人類對此兩項需求的取捨，

以求達到平衡點。例如電動車取得電力的方式，選擇充電站、換電池或兩種方

式併行採用，即需在標準化與多元化間取得平衡點。當企業已具備環保理念及

創新技術時，需政府的政策支持，並透過教育的方式使人民具備循環經濟觀，

以利推動。 

9. 產業綠色化主要的基礎是建立在上游科技研發的成果，例如電子產業若要更綠

色化，綠色設計跟綠色包裝都需要仰賴更多科技研發的成果，導入更多綠色科

技研發的概念。此外，引導企業由目前的 OEM 轉型為 ODM，才可能具有綠色

製造的主導權。雖然產業鏈的改變需要較長的時間，但政府如何引導學研及產

業界進行更多綠色製造的科技研發，如何在綠色製造的前提下，提高品質、降

低成本，這些都有賴跨領域之間的合作，這部分科技部可以提供相關的協助。 

10. 碳是最大的循環元素，許多生產原物料幾乎都含有碳元素，藉由實行資源循環，

從頭減量時所減少的碳量，是否能在國內產生另外的價值，例如轉為碳權，這

對節能減碳是有助益的。雖然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但亦可在國際上提出此概

念。 

五、結語 

綜上所述，從傳統的線性經濟發展至循環經濟，對於企業、國家、全球，均是一

項嶄新的發展機會與重要挑戰，循環經濟之目標，就是要將資源使用效率最大化以及

環境衝擊風險要最小化。本文從企業在產品綠色設計與創新及延長生產者責任規範的

角度，探討對循環經濟發展的交互影響；企業要能在循環經濟的潮流裡持續創造價值，

就必須深化產品在綠色設計與製造的核心能力，並善用在價值鏈的整合及因應外在環

境的變化與需求。 
 
  



55 

第五章 消費者的認同及顧慮：一個非典型思考 

一、前言 

「循環經濟」是近來頗受關注的新興名詞，意味與傳統經濟模式有所不同。國際

上對循環經濟的定義，有狹義與廣義的範疇。狹義1的定義是要拋棄「取用、製造、丟

棄」的線性資源消耗流程，改採恢復與再生的設計創新；廣義的定義則可參考歐盟2，

是一種：「永續、低碳、有效率的重複利用資源、有競爭力的經濟」。 

在廣義的定義下，循環經濟就是永續經濟，從消費者角度來看，就是永續消費

3 (sustainable consumption)。永續消費是聯合國 2015 年推出 17 項永續發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其中一項。 

根據聯合國統計，2000 年到 2010 年間，全球的自然資源消耗量有增加趨勢；儘

管技術進步促進了能源效率的提高4，但到 2020 年，估計 OECD 國家的能源使用量將

繼續增長 35％。 

同時，過度消費食物對我們的健康和環境有害。全球有 20 億人超重或肥胖。 

土地退化，土壤肥力下降，不可持續的用水，過度捕撈和海洋環境退化，都降低

了自然資源基礎供應食物的能力。 

因此，減少能資源消耗的循環經濟，同樣也是消費者追求的目標。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在 1943年發表《人類動機的理論》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提出需求(need)的五個層次：生

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5。 

選擇支持永續發展的消費模式，恰好是滿足各項需求的最佳方案6，分述如下： 

1. 生理需求：對於自然資源的管理不善，將造成資源匱乏，進而導致呼吸，食物，

水，性，睡眠，體內平衡和排泄的任何一項基本需求不被滿足。 

2. 安全需求：循環經濟下的產品使用更少的有毒化學物，製程產生更少的空氣/水

/土壤汙染，促進更健康的生活環境。不吃路邊攤。 

3. 感情需求：過度使用塑膠製品，造成海洋生物誤食，痛苦一生，牴觸人的憐憫

心。 

4. 尊重需求：攜帶環保餐具/環保杯、騎腳踏車、開電動車、因為家裡省電受到表

                                                       
1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ircular-economy 
2 https://www.ceps.eu/publications/circular-economy-review-definitions-processes-and-impacts 
3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12 
4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consumption-production/ 
5 http://wiki.mbalib.com/zh-
tw/%E9%A9%AC%E6%96%AF%E6%B4%9B%E4%BA%BA%E7%B1%BB%E9%9C%80%E6%B1%82
%E4%BA%94%E5%B1%82%E6%AC%A1%E7%90%86%E8%AE%BA 
6 Is Sustainability Relative?  
https://smacademia.wordpress.com/2011/10/17/is-sustainability-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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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向外宣示：「我最環保!!」 

5. 自我實現需求：支持循環經濟就是為地球貢獻：「我用最不傷害地球的方式活

著/我不是地球的負擔」。這樣的自我認知讓人快樂，也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標。 

上述消費者需求的滿足不只侷限在製造--消費的雙向關係上，還包括全球資源的

控制。因此本文將從廣義角度論述循環經濟與消費者的關係，不光談消費者與製造者

的迴圈，同時關注自然資源的掌握者—政府角色。唯有政府角色進入，循環經濟才有

可能成為對消費者有利的經濟模式。 

本文分為五個段落，第一章為「法規創新-政府角色」，指出政府為什麼是自然資

源的管理者，公共資源的管理應該遵守什麼樣的原則，現行法規有哪些需要修正，才

能讓政府的角色更符合循環經濟的目標。 

第二章為「制度創新-辨識系統」，我們認為辨識系統是可教育的前提、公眾認同

的基礎，所以需要創造循環經濟的辨識系統，對象不限於商品本身，還包括企業、城

市、家庭，甚至是整個國家。 

第三章為「科技創新-監測與辨識」，延伸第二章，辨識系統的建立需要有相應的

科技，才有公信力。 

第四章為「政策創新-循環城市」，根據聯合國的人口預測7，2050 年有 70%的人

口居住在城市，城市經濟如果更循環，世界會更美好。本章探討城市的四大要素：人、

河川、道路、建築要如何循環？ 

第五章為「價值創新-循環家庭」，永續經濟最後落實在人，但家庭也是重要單位，

想像一個從成員出生到死亡的循環家庭是什麼樣貌？或許應該有一個「循環家庭」的

門牌加以辨識。 

二、法規創新-政府角色 

(一) 管理能資源的關鍵角色—國家 

國家擁有國土主權，同時擁有自然資源，雖然各國資源私有化的光譜不同，如國

有地、國有林比例不同/水權私有化制度不同，但原則上國家掌握多數的自然資源，包

括顯性與隱性資源。 

如果自然資源的管理不當，循環經濟的發展將無法獲得消費者的認同。例如政府

一方面推動電動車，另一方面又開放電廠使用劣質燃煤汙染空氣，當消費者得知增加

電力消耗會造成電廠周邊居民的痛苦時，因為環保而購買電動車輛的誘因就會減少。 

國家擁有哪些自然資源？以台灣為例，列舉如下： 
  

                                                       
7 聯合國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population/urbaniz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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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顯性資源 

資源種類 規範 

礦產 
礦業法第 2 條： 中華民國領域、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內之

礦，均為國有，非依本法取得礦業權，不得探礦及採礦。 

森林 
森林法第 3 條： 森林以國有為原則。 
森林法第 15 條： 國有林林產物年度採伐計畫，依各該事業區之經

營計畫。 

水/河川 

水利法第 2 條： 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

地所有權而受影響。 
水利法第 15 條： 本法所稱水權，謂依法對於地面水或地下水，取

得使用或收益之權。 

土地 
土地法第 1 條：本法所稱土地，謂水陸及天然富源。 
土地法第 14 條：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 

能源 
能源管理法第 6 條： 能源供應事業經營能源業務，應遵行中央主

管機關關於能源之調節、限制、禁止之規定。 

2. 隱性資源 

(1) 空氣汙染可排放量 

(2) 水汙染可排放量 

(3) 海洋汙染限制 
 

不管在礦業法、森林法、水利法都有「國有原則」的規定，國家掌握大多數能資

源，在打造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如果不能有效「調控動脈血液成分」，不可能達成永

續經濟的目標。 

我們應認識到「國有」並不等同於「國家所有」，因為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

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第 143 條則明訂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

地屬於國民全體。所稱「土地」，依據土地法第一條包括「水陸及天然富源」。環境基

本法第 28 條亦規定： 環境資源為全體國民世代所有。 

憲法是中華民國的根本法，擁有最高位階的法律權力，然而上述經濟法規中的「國

有原則」已經明顯牴觸憲法的「民有」原則，唯一合憲的解釋方式，是將「國有」的

「有」，不解釋為一般的所有權，不能享有完整的使用、收益、處分權能。 

那國有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應該理解為國家位於信託法上「受託人的角色」，接受公共資源真正擁有者—人

民的委託，來管理自然資源。 

在這樣的認知下，才有可能讓國家在管理為數眾多的自然資源時有「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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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性，而不會一昧傾向經濟發展8。 

(二) 公共資源管理的原則 

因此，國家實為受國民委託管理天然資源，依照信託法第 22 條，應盡「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亦即： 

「行為人注意之程度，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

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至於行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識或經

驗，在所不問」9。 

在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下，國家管理公共資源應該遵循的具體原則如下： 

1. 環境優先原則 

環境基本法第 3 條但書：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

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 

環境優先原則若搭配環境基本法第二條的永續發展原則，會更為具體，亦即：

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 

這同樣可以用信託理論作為依據：將後代子孫視為信託財產的「受益人」。 

因此，當國有財產的管理上發生經濟與環境衝突的情形時，就必須衡量其影響

是不是不可恢復的？開發的必要性為何？是不是不能避免的？能不能在異地補

償？......等等因素，判斷是否損害後代子孫的發展空間。 

2. 預警原則 

環境基本法第 19 條規定，各級政府對非再生性資源，應採預防措施予以保護；

環境影響評估法的立法目的亦揭櫫：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 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水土保持法第 1 條明定，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

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進國民福祉，為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目的。 

以上法規均強調預防的重要性，應該注意的是預防與預警的區別： 

預防是知道結果，然後採取措施保護。 

預警是不知道結果也要採取措施保護。 

有鑑於目前科技水準相當有限，如果只對可預見的自然資源損失採取措施，恐

無法達成前揭法規目的，故此處的預防應包括預警行動。 

同樣依照「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內涵，如果受託人對於受託財產(自然資

源)的損失只採取「預防措施」，其只盡到「具體輕過失」義務(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

注意義務)，尚無法符合「抽象輕過失」的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8 環報第 63 期：一切終將回歸「自然信託」(Nature's Trust)，2017 年 7 月。 
9 最高法院 79 年度台上字第 1203 號裁判意旨足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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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態補償原則 

對於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自然資源應優先迴避開發，不能迴避則採取替代/減

輕方案，最後針對損失進行異地補償。 

在新通過的海岸管理法、濕地保育法均已導入此觀念，在其他法規尚未修正前，

應作為「法理」，視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具體內涵。 

4. 共同但有差別責任原則(Common But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10 

此一原則最初確立於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里約地球高峰會)，基於

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及導致全球環境退化的各種不同因素，各國對於全球環境保

護必須共同分擔。但基於已開發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在歷史上對於環境造成的破壞壓

力成正比，而且，已開發國家從全球環境資源的大量消耗及惡化的過程，掌控較多

的財務與科技資源，因而必須區分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環境保護上的不

同責任，前者應比後者承擔更多的義務。11 

這項原則乃平等原則的體現，不只在國與國之間，一國之內也有適用。例如在

台灣溫室氣體減量的責任分配上，能源部門的直接排碳量雖然是 66%，原本應該負

擔最大的減碳責任，但在實際擬定減量計畫時，環保署卻將能源部門的減碳責任透

過「用電部門負擔減排責任」12的方式，將能源部門排碳總量中的 56%瓜分給住商、

服務業、交通、工業部門，不符合減量責任的公平性，讓減碳空間較少的消費者承

擔過重的責任。13 

人民能做的不外乎少吹冷氣，但近期哈佛大學研究證實，夜間高溫會導致睡眠

品質下降14，當消費者犧牲健康減碳時，若得知真正的排放者—化石燃料發電廠卻

只承擔 1/6 的責任，不知做何感想？想必減碳意願會大幅降低。 

(三) 國有財產管理不當案例15 

去年 4 月，雲林縣古坑鄉約有一公頃的蛇皇洞林地，無預警遭人濫伐，高十幾公

尺的福州杉及油桐全部消失，竟被夷為平地。 

國產署署長莊翠雲在備詢時也表示，民事部分將提出請求損害賠償、回復原狀。 

惟事後國產署向濫伐者求償時(雲林地方法院 105,重訴,22)，竟以「林木的市價計

算」。亦即，僅將一公頃的森林視為「木材」，而忽視這片森林還「活著」的時候，原

                                                       
10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ommon-but-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ies 
11 李桃生，在環境法體系下探討森林法律原則，臺灣林業雙月刊- 43 卷第 2 期／民國 106 年 6 月 
12 民國 106 年 03 月 28 日公布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第四條:部門別階段管

制目標之用電排放以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估算。 
13 「巴黎協定時代與台灣低碳轉型挑戰」，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網站

http://earthopinions.org/articleDetail.aspx?categoryId=1&dsn=91&keyword=%E7%92%B0%E5%A2%83%
E6%B3%95%E6%B2%BB%7C%E6%B0%B8%E7%BA%8C%E6%88%90%E9%95%B7 
14 https://kknews.cc/zh-tw/health/nxlx4r8.html 
15 環報第 64 期_計算自然的價值(106/8) http://www.eqpf.org/envinews/epContent.aspx?dsn=258&cId=4 



60 

可提供的生態價值：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環報過去在「一棵樹的價值」16一文中，曾運用本會開發的

「樹計算器」計算這片林地的碳吸存、淨化空氣、涵養地下水、調節雨水、保護土壤、

增加地力等環境效益，每棵樹一年的環境效益為 35,806 元，而福州杉壽命 500 年，

在「通常情形」下，活 20 年不是問題，加上木材價值 8,000 元，以及樹木本身固碳

954 公斤，價值 6,997 元，合計總價值約為 73 萬元，高出材積市價 90 餘倍，這個數

字還不包括樹林的遊憩及教育價值。 

因此，單純用材積來計算損害，國有財產署著實低估國家財產。 

此外，國產署針對水土保持的損害，也請求賠償其後續 20 年撫育造林費用 1,376, 

565 元，但卻遭法院駁回，理由是「觀諸現場照片未見有水土流失之情形」。 

這項判決缺乏環境意識，因為盜伐者並未將樹木連根拔起，短期內根還在留在地

下，自然可以維持一定的水土保持效果，但長期而言，一株死亡的樹木，水土保持能

力當然會逐漸喪失，怎可以「未見水土流失」為由，即判定沒有損害？ 

從這起案例來看，為「自然標價」雖然困難，但確實有其必要性，以避免政府過

度低估自然的價值。 

(四) 管理公共資源的法規如何回應循環經濟？ 

以下提出幾項主要自然資源管理法規的修正建議： 

法規名稱 回應 說明 

森林法 
發揮森林

經濟效用 

台灣的森林覆蓋率高達 60%，森林是最重要的自主資

源，而且是可再生資源，但從民國 80 年禁伐以後，就

沒有利用計畫。 

能源管理法 
允許城市

能源自主 
不應禁止地方政府通過禁用生煤、石油焦的自治條

例。 

政府採購法 
賦予海綿

道路空間 
改變「最低標」思維 → 最有利標 

公路法+ 
水土保持法 

森林無路 
一定高度(如 1500 公尺)以上的高山不興建道路 

國有財產法 國家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管理國有財產。 

土地稅法 
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得予適當之減免(第 6 條) >>未鼓勵

「不利用土地、讓地力生息」者 

水利法 導入節約 用水以地面水為原則，不輕易開發水源/興建水庫 

                                                       
16 環報第 54 期_一棵樹的價值 http://www.eqpf.org/envinews/epContent.aspx?dsn=229&c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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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回應 說明 

用水概念 

礦業法 
在國家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國家不但有權，也有義務在許可展延

程序，以「永續發展」為原則，評估人口、資源數量、環境承載

力、資源使用效率等因素，重新調整許可證內容。 

 

三、制度創新-辨識系統 

辨識系統區分哪些事物是在符合循環經濟的原則下運作。 

有了標章、認證等辨識系統，我們才能引導消費者選擇有助於循環經濟的生活模

式，也才能促進循環經濟的公眾認同。 

循環經濟辨識的標的除了商品本身之外，也應擴及企業、城市、國家甚至家庭，

這些均有助於提升消費者對循環經濟價值的認識。以下分述之。 

(一) 商品的辨識 

1. 軟辨識—認識好產品 

(1)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大家熟悉的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標章，成立於 1993 年，其發起者

為國際上一些希望阻止森林遭到不斷破壞的非政府機構、環保人士、木材貿易組織

及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消費者等17。 

FSC 通過制訂森林良好經營的標準和木材加工的產銷監管鏈標準，來追蹤木製

品從森林到消費者的整個過程，從而可以控制木材的合法及可持續來源。 

遵循了 FSC 原則與標準的要求獲得認證的產品能夠貼 FSC 的商標，貼有 FSC

標籤的產品向消費者保證了它們來自於能夠滿足當代人和後代人的社會、經濟和生

態需求的森林。 

隨著國際上對 FSC 認證產品的需求增加，2007 年，貼有 FSC 標籤的產品銷售

額超過了 200 億美元。FSC 也成為了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森林認證體系，全球超過

7%的用材林是由 FSC 認證的。 

(2) MSC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18 

確保海產來自可持續發展漁業。 

2013 年麥當勞宣布其在美國的所有海鮮產品，都貼上 MSC 標章。 
 

                                                       
17 https://www.fsc.org/ 
18 https://www.m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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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ruelty Free19 

確保產品沒使用動物測試的「無傷害」(Cruelty Free)認證。 

2. 硬辨識-辨別環境不友善的產品 

這是目前政府的辨識系統中缺席的一塊。除了好的產品要加以鼓勵，不好的產

品也要能指出，讓消費者辨明，特別是製程中有使用/產生三大化學公約（「巴塞爾

公約 Basel Convention」、「鹿特丹公約 Rotterdam Convention」和「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 （簡稱「BRS Convention」））禁制的化學物質、農藥、廢

棄物者，應該加以標示，讓消費者認知即便該產品中不一定殘留該等化學物質，但

仍然會對環境會造成汙染。 

建議修正商品標示法第十條，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標示其用途、使用與

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四、製程使用三大化學公約所規範之毒性化學物質、

農藥，或產生公約限制之廢棄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現行 41 條規定：「依本法登錄之化學

物質資料應予公開。但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經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認定應予保密或

經製造或輸入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並經核准者，不予公開。」本條之但書已

嚴重限制人民的環境知情權，應予刪除，或至少讓人民在特殊情形下有機會審閱，

否則消費者永遠無法完整掌握產品資訊，進而做出正確的選擇。 

3. 避免「環保」名詞被濫用 

「環保」、「愛地球」、「友善環境」、「天然」、「有機」、「無汙染」等名詞都是市

面上常見的產品廣告詞。 

「健康食品管理法」於八十八年八月三日施行後，「健康食品」乙詞已成為法

律名詞，法律上之定義為「具有保健功效，並標示或廣告其具該功效，且須具有實

質科學證據，非屬治療、矯正人類疾病之醫療效能為目的之食品」。食品（包括坊

間所稱保健食品）未取得衛生福利部健康食品查驗登記許可證，而宣稱為「健康食

品」或具健康食品之保健功效者，則依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20 

相較於此，友善環境的產品卻沒有相類似的規定，例如我國已經有節能標章、

省水標章、綠建材標章、有機農產品標章，如果沒有取得標章的產品，是否可以聲

稱自己節能、省水、有機（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並未明確規定）？ 

(二) 企業的辨識 

除了商品之外，消費者對於企業整體的信任感也是影響消費決策的關鍵因素。例

如 2013 年食安風暴重創黑心企業形象，影響至今。 

                                                       
19 https://www.crueltyfreeinternational.org/LeapingBunny 
20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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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國內外均有許多 CSR 評鑑競賽，企業也積極參加爭取形象，例如道瓊永續

指數(DJSI)、雜誌舉辦的企業社會責任獎項等等。 

臺灣證券交易所也已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公告修訂「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要求股本達五十億元以上未滿一百億元之上市公司應自民

國 106 年起編製與申報 105 年度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發布之最新版永續性報告指南(GRI G4)、行業補充指

南及依行業特性參採其他適用之準則。21 

(三) 城市的辨識 

城市也是一個循環經濟的單位，但國際上目前對於跨國城市永續性的整體評鑑不

多，比較著名的是歐盟的綠色首都獎(European green capital award)22。 

該獎項的網站指出，贏得獎項帶來的自豪感與與滿足感，將促使城市投入更多的

努力改善環境，獲獎也有其他附帶好處，例如促進觀光、價值數百萬歐元的國際媒體

報導、增加國際形象、投資增加、吸引更多專業人才進入。 

(四) 國家的辨識 

相較於城市的辨識，國家的辨識系統則種類繁多，例如歐盟針對未有效打擊非法

漁業的國家列為不合作國家23，台灣已在警告名單；氣候變遷的表現方面則有美國環

保團體--全球公民倡議(The Global Citizens’Initiative)與地球行動(Earth Action)共同研

發「氣候計分表」(Climate Scorecard)24、德國 NGO 組織「德國看守協會」(Germanwatch)

研發的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CPI），2016 年台灣在 58 個國家中排名第 52，屬於「非

常糟糕」的 13 個國家之一。25另外 2015 年國際能源總署(IEA)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也各自針對世界各國的化石燃料補貼狀況製作評估報告，台灣的人均補貼為

24.3 美元，超越中國(15.5 美元)與南韓(3.6 美元)。26 

這些評鑑讓消費者知道政府本身在循環經濟工作上是否善盡職責，能發揮國際與

國內監督的功效。 

(五) 家庭的辨識 

對消費者而言，除了知道外在世界的評價之外，自己獲得一個認證獎牌也是很重

                                                       
21 http://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ArticleCh/694 
22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uropeangreencapital/ 
23 http://www.greenpeace.org/taiwan/zh/press/releases/oceans/2015/EU-issues-taiwan-yellow-card/ 
24 http://earthopinions.org/articleDetail.aspx?categoryId=2&dsn=123 
25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117/813225.htm?t=%C2%B12%E2%84%83%E5%85%A8%E7%90%83
%E3%80%8C%E9%80%9A%E9%80%9A%E4%B8%8D%E5%8F%8A%E6%A0%BC%E3%80%8D%EF
%BC%81CCPI%E5%A0%B1%E5%91%8A%EF%BC%9A%E5%8F%B0%E7%81%A3%E9%9D%9E%E5
%B8%B8%E7%B3%9F%E7%B3%95... 
26 http://earthopinions.org/articleDetail.aspx?categoryId=2&dsn=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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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例如以家庭為單位，政府如能依照人口數量訂出一個省電、省水的標準，針對

長期達標的家庭頒發環保門牌，也是一件激勵人心的事情。 

四、科技創新-監測與辨識 

(一) 思考循環經濟所追求的科技 

如前所述，循環經濟是永續經濟，永續經濟亦是消費者最終追尋的優質目標；要

邁向循環經濟，無論是減量化、再使用、及再循環都需要科技的支撐27。但探討科技

之前，很重要的是要先對於科技協助達成之目的，經濟理論之轉變，有正確的理解。 

過去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工業社會不會耗盡所需資源，主要原因有兩個：(1)資

源稀缺的價格上漲，將導致更有效地利用這些資源；(2)同樣上漲的價格將刺激創新，

從而停止對於稀缺資源的需求，或找到蘊藏量更豐富的替代品。但隨著科技能力的進

步，對世界認識越深，這兩點都受到挑戰。 

首先，是否可持續、更有效的利用資源，效率是否會到達極限？  

事實上，構成經濟基礎的是物理和生物系統，效率背後仍然受到物理規律與生物

的拘束。生物系統方面，即使作物雜交、基因轉殖技術(GMO)不斷進步，稻米產量不

斷提升，但是要達到三倍、五倍、十倍產量時，就不是那麼簡單。中國「雜交水稻之

父」 袁隆平就曾指出，把玉米的 4 碳基因轉到 3 碳水稻上，光合效率可提高 20-30%，

但這個難度非常大，全世界都在進行，但進展不大28。 

同樣的，能源系統方面，看似無窮無盡的太陽能，能量轉換效率無法到達百分之

百，因為這與熱力學第二定律抵觸29，目前一般商用太陽能板能量轉換效率更只有 15-

20%30。  

1824 年法國工程師尼古拉．卡諾（Nicolas Léonard Sadi Carnot）推導的「卡諾定

理」指出，即使是一個設計最最理想的熱機，它把熱能轉化成機械能的效率必定低於

100%，除非高溫熱源溫度無限大，或低溫熱源比絕對零度還低，而這兩者都無法達

到，這就是物理規律的拘束。因此，效率雖然可隨著研究投入量能而增加，但最終必

然面臨瓶頸。 

其次，上漲價格刺激創新，有更多人投入研究是否代表著更豐富的替代品必然產

生。這樣想法背後，忽略了一個事實，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一個封閉系統，如

果在替代品產生之前，資源已被耗盡，這樣的風險我們能夠承擔嗎？ 

 

                                                       
27 鄒倫、楊智凱。2015。從資源消耗邁向永續發展—我國的循環經濟轉型之路。財團法人綠色生產力

基金會通訊，2015 年 6 月，頁 14-16。 
28 袁隆平接受 BBC 專訪談雜交水稻和轉基因。BBC 中文網，趙雅珊。2016 年 10 月 4 日。 
29 孤立系統自發地朝著熱力學平衡方向─最大熵狀態─演化，代表熱力學過程的不可逆性。 
30 What are the most efficient solar panels on the market? EnergySag. Vikram Aggarwal.  May 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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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依賴、相信科技最終會帶來解決方案，落入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之

中。最有名的例子是保險，簽訂保險後，保險人行為上可能產生改變。例如，一個人

購買車險後，駕駛或停車時會比沒有保險的人更容易大意而發生意外31。 

因此我們認為，循環經濟所要追求的科技，追求的科技創新，不能只專注在效率、

再使用、再循環科技探討上，避免產生科技萬能的錯覺，需要正面思考成長是否有極

限，面對極限所需的科技能力為何。  

真實世界的供需原則，要考量地球的承載能力。無止境的生產，每個人都過著美

好生活的想像，已受到挑戰。 

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為首的科學家們，發展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評

估系統，透過計算支持生命所需的生產土地與水源面積，衡量人類對生態系與自然資

源需求，比較消耗與地球生態涵容(再生)能力32。生態足跡以全球公頃表示(gha)，2016

年地球生命力報告指出，需要 1.6 個地球才能承載人類所需33，目前資源消費方式已

超過地球負荷，傳統經濟思維必須改變。 

(二) 循環經濟所需的科技能力 

這是一個正在劣化(degrade)的世界，肇因於對地球系統的不了解，過度評價地球

供給能力。要從根本解決問題，需要科技，協助我們更進一步認識這個世界，特別是

(自然)資源存量監測、物質流管理科技。 

許多科學家已開始思考，地球各類(自然)資源存量為何，甚至進一步探討，是否

有不可跨越的紅線，地球邊界存在。例如 2007 年成立，致力於尋找環境永續發展與

經濟開發紅線的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環境學院暨回復力研究中心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and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執行長約翰·勞克司創(Johan 

Rockstrom) 所發展的「地球邊界框架」(The Planetary Boundaries framework)理論34。 

地球邊界框架研究，綜合氣候變遷、海水酸化、平流層臭氧耗竭、生地化循環(氮、

磷)、全球淡水使用、土地使用改變、生物多樣性喪失、大氣氣溶膠負載與化學汙染等

9 大面向研究領域之現有成果，試圖量化各環境關鍵領域之現況與界限，讓討論聚焦

於如何讓地球環境處於一「安全範圍」內，並持續運行。例如生地化循環部分，已嘗

                                                       
31 Shavell S. (1979) On Moral Hazard and Insurance. In: Dionne G., Harrington S.E. (eds) Foundations of 
Insurance Economics. Huebner International Series on Risk, Insurance and Economic Security, vol 14. 
Springer, Dordrecht. 
32 Collins, A. (2017) Ecological Footprint.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1–3. 
33 WWF. 2016. Living Planet Report 2016: Summary. WWF, Gland, Switzerland. 
34 Rockström J, Steffen W, Noone K, Persson A, Chapin FSIII, Lambin EF, Lenton TM, Scheffer M, Folke 
C, Schellnhuber HJ, Nykvist B, De Wit CA, Hughes T, Van der Leeuw S, Rodhe H, Sörlin S, Snyder 
PK, Costanza R, Svedin U, Falkenmark M, Karlberg L, Corell RW, Fabry VJ, Hansen J, Walker 
B, Liverman D, Richardson K, Crutzen P, Foley JA (2009a)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461(7263): 47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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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推估氮、磷於地球總存量，以及流量變化35。 

掌握大尺度，全球範疇的資源邊界後，則是進一步思考國家層級邊界與物質流動，

以便確實評估該項資源稀缺程度，納入循環經濟範疇之必要。 

例如，我國已開始建立之永續物料管理制度(SMM)36，參考投入產出分析方法、

國外物質流帳與延伸投入產出模型，著手建立整體資源循環資料庫。SMM 以 68 部

門、4 大類物質、現行廢棄物種類與廢棄物處理方式等進行帳表架構建置，初步掌握

國內開採使用物質、進口物質，物質消費與循環利用等概況；環保署並依據研究成果，

對外公開「國家層級物質流指標」資訊37。 

此外，由於環境資源許多具有公共財特性，國家掌握、影響大多數能資源，例如

礦業法、森林法、水利法均敘明，相關資源屬國有，因此在打造循環經濟、確定邊界

的過程，國家應該承擔「調控動脈血液成分」的責任。 

我們認為科技創新重點，要放在監測、確認外層(自然)資源存量邊界，以及內層

國家物質流向。但很可惜我們在探討循環經濟時，至多注意到內層國家物質流向，外

層環境邊界概念，罕有討論。政府單位也不曾就整體環境資源狀況進行彙整，更遑論

支持相關科技發展。科技部成立宗旨及為規劃國家科技發展政策，推動全國科技發展，

應該要更具有方向性的盤點、支持上述科技研發，建構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石。 

(三) 協助，探索、掌握資源使用與邊界 

要如何知道重要資源是否足夠，被妥善利用。以淡水資源為例，衛星遙測技術可

運用於地表水、地下水，甚至土壤含水量等分析38。地下水探測可對岩性、地質構造

及各種地形地貌進行含水特性調查，如對沖積層、古河道影像判釋，或對孔隙及裂隙

水解釋等；利用不同季時相的遙測影像也可調查地下水補注區、溢出區或泉水的出露

點39。多種技術應用，有助推估現有資源存量與變化情形。 

掌握環境邊界後，如何有效應用，提高循環可能性，科技也扮演重要角色。譬如，

透過智慧水網，減少無計費水量、漏水、盜水、改善客戶服務與節能管控等40。  

又譬如，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應用中，可以透過漁船監測器回報行

                                                       
35 Rockström J, Steffen W, Noone K, Persson A, Stuart Chapin F, Lambin E, Lenton TM, Scheffer M, Folke 
C, Schellnhuber HJ, Nykvist B, De Wit CA, Hughes T, Van der Leeuw S, Rodhe H, Sörlin S, Snyder 
PK, Costanza R, Svedin U, Falkenmark M, Karlberg L, Corell RW, Fabry VH, Hansen J, Walker 
B, Liverman D, Richardson K, Crutzen P, Foley J (2009b) Planetary boundaries: Exploring the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Ecology and Society 14(2).  
36 永續物料管理制度與相關運作機制規劃及推動專案工作計畫。2013。EPA-102-HA14-03-058。 
37 國家層級物質流指標公開成果。環保署。http://smmdb.epa.gov.tw/smm/webpage/MF_index.aspx 
38 游保杉。2004。遙測技術應用於集水區水文之研究(II)-總計畫及子計畫 二：結合衛星影像於水文模

式之發展。NSC 92-2211-E-006 -035。 
39 潘國樑。2003。水土資源之永續利用及其遙感探測與監測。經濟部水利署永續發展簡訊第七期。 
40  Lee, S. W., Sarp, S., Jeon, D. J., & Kim, J. H. (2015) Smart water grid: the future water management 
platform.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55(2), 33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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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動線、油耗，甚至網具使用等資訊，用於推估漁獲資源變化情況；在陸地則可透過

農作機具、林業採伐機具上的監測器，了解開發、採收範圍，作為輔助衛星遙測判釋

土地資源變化等工具，協助掌握資源使用狀況41。 

(四) 科技創新對消費者的意義 

最後回到消費者層面，科技可以協助提高效率與創新、協助公眾辨識，更容易接

受循環經濟所帶來的改變與惠益。 

譬如，2015 年丹麥中央銀行決定停止印刷紙幣與硬幣，宣布 2016 年 1 月起，進

行無紙鈔交易，推動全國數位付款，只在醫院、藥房和郵局等機構保留現金服務。對

於營運者而言，透過電子支付技術，可減少紙幣發行流通成本（資源），降低中小企

業、零售業營運成本；對於消費者而言，新的科技讓生活更為便利，營運商降低成本

一可能回饋到消費者身上；電子交易收集更多的資訊，也有助於生產者精確掌握消費

者偏好與市場動態，避免過度製造與浪費。 

又譬如商品設計與維修，循環經濟不只強調回收，再使用與維修也是重要一環。

但消費者如何能夠知道，商品毀損程度與維修難易度呢？  訊息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與物聯網科技可幫上許多忙。 

過去消費者無法快速得知商品維修狀況，冗長等待往往令人失去耐心。但今日，

越來越多企業可即時提供線上維修進度查詢，維修數據也可回饋到料件管理讓高效率

服務變的普遍42；移動技術進步也促使著消費者行為改變，像是手機應用軟體允許用

戶從他們的手機上傳，然後轉售，給予，分享或回收他們擁有的任何物品，也讓維修

權下放，不只限於依靠「原廠」服務。 

現在更有廠商發展預知維修保養服務（機械故障預測），打破傳統例行維護、事

後修復的售後服務模式，於產品機械上加裝感應器，透過物聯網回傳錯誤訊息，防患

於未然43。目前雖然多應用於工業生產上，但隨著技術成熟與普及，家用市場終將引

入類似模式。 

訊息與通訊技術發展，加速著商品資訊透明化，過去很難得知商品細部資訊，但

隨著雲端履歷、QR Code、各式環境資源使用標章等逐漸普及，民眾可以輕易的了解

該商品整體狀況，而這樣的改變有利於循環經濟推動，可充分揭露商品資訊、協助消

費者辨識的科技，也應當被盤點、被鼓勵研發。 

                                                       
41 Morlet, A., Blériot, J., Opsomer, R., Linder, M., Henggeler, A., Bluhm, A., & Carrera, A. (2016). Intelligent 
Assets: Unlock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Potential.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42  DIGITALEUROPE (2017)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to repair, remanufacturing and 
refurbishment in a Circular Economy.  Brussels. April 2017. 
43  Soldatos, J., Gusmeroli, S., Malo, P., & Di Orio, G. (2016).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cations in Future 
Manufacturing. Digitising Industry-Internet of Things Connecting the Physical, Digital and Virtual 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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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創新-循環城市 

目前全世界有 76 億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按照聯合國的預估，

2050 年之前全世界高達 98 億人44，而其中 75%的人口會居住佔地表不到 3%45的城市

中，全球大部分的消費活動、產品交易與流動、廢棄物產生都是在城市中發生。城市

創造的經濟產值也非常可觀，全球 85%的 GDP 是由城市所創造46。顯示城市在永續

發展的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城市的治理不可能迴避其環境、經濟與社會責任。 

將循環經濟結合城市治理，目前還是一個非常新穎的概念。相對於許多考慮環境

改善的城市聯盟，如有 91 個會員的 C40 聯盟、或超過 1000 個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

環境行動理事會(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ICLEI)，循環城市確實是 21 世

紀城市治理的新名詞。目前以循環經濟為主的跨國城市聯盟僅 Ellen MacArthur 基金

會創建的 Circular Cities Network，截至今只有 12 個城市獲邀進入成員名單47。 

近年來，超級城市的治理，早已跳脫傳統中央分權下執行者的角色，而展現自治、

創新的治理面貌。以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為借鏡，許多前驅城市已經投入高額預算進

行預防與整治，單 2015 年度，紐約投入 1624 百萬英鎊、倫敦將近 1000 萬英鎊、巴

黎和北京投入 900 百萬英鎊左右的氣候調適經費48。面對資源枯竭，城市不可能不受

影響，也需要積極因應、導入循環經濟的消費與生產思維。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政策創新，如何管理城市有限的資源、容納度、以及生活的品

質，是循環城市的主要挑戰。 

那麼一個循環城市的樣貌為何？是否可以找出循環城市的政策推動共性？ 

法國臚列十個循環經濟的推動項目，重視各項目自 1990年代以來整體發展曲線，

藉以評估國家的治理是否朝著更零廢棄、永續消費與生產的方向。 
 
 
 
  

                                                       
44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108135 
45 http://www.newgeography.com/content/001689-how-much-world-covered-cities 
46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rogrammes/government/circular-cities-network；
http://www.mckinsey.com/global-themes/urbanization/urban-world-mapping-the-economic-power-of-cities 
47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rogrammes/government/circular-cities-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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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法國循環經濟重點指標49 

圖示 指標 期待趨勢 

 人均國內材料消耗量 減少 

 資源生產力 (每單位資源創造的價值) 增加 

 生態標籤、與循環經濟有關的商品數量 增加 

 工業生態及陸地生態計畫數 增加 

 共享車輛使用率 增加 

 
食物廢棄量 減少 

 家戶用品維修量 增加 

 廢棄物掩埋量 減少 

 回收料使用率 增加 

 循環經濟就業人口 增加 

作者製表，資料來源：法國環境、能源與海洋資源部 

儘管有法國等國家作為先驅，在現行的國家和城市發展脈絡中，嘗試為循環經濟

開一條路，甚至由 Ellen MacArthur 基金會開發的許多城市循環經濟工具包50希望協

助城市導入循環經濟的模式。然而城市的發展太多元，少有共性，在過早階段導入特

定的指標模式，未必能夠讓城市擁有更接地氣的循環發展途徑。 

循環城市作為一個城市的創新政策，在基礎規劃必要投入教育的過程，推動民眾

的永續與循環經濟教育，並且從城市對建築、河川與道路的治理政策，導入創新的政

策、形成循環的體質。 

人、建築、河川、道路是現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四個要素，以下將分別論述這四項

組成要素在循環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導入創新的政策、形成循環的體質。 

(一) 人 

人是城市最重要的組成，滿足人的生命安全、財產與保障，是城市發展的主流方

向。人是資源消耗者，也是產生廢棄物者；而在民主體制中，人更是政策的影響者，

是選民，也可能是政策執行者（公務員）。 

人在循環城市的概念所扮演的角色，與民主制度息息相關，民主是我們的價值，

                                                       
49法國環境、能源與海洋資源部《10 Key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the Circular Economy》2017 年 3
月。 
50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programmes/government/toolkit-for-policy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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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主張每個人都有知識、非常願意參與、願意合作，每個人都能夠真正變成一

個力量，影響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影響我們選出來的總統等等，進而影響決策。 

人在消費上可以有選擇，選擇循環友善的產品，抑止食物浪費、甚至減少廢棄物

和垃圾的產量。也能自發地透過投票與監督來決定政策的方向。如果我們不具備循環

觀念，有很多政策和理想是難以落實的。不管是從法規端有新的思考，或者是接受新

的技術，恐怕連個人要接受循環經濟的方向都很困難。 

因此城市裡的人具備這樣循環觀念非常重要，人是循環城市最高的價值存在。 

(二) 建築 

從中央命令到地方自治條例，無不對建築有層層規範，建築是人們安身立命之所，

高密度的建築群落更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建築除了創造城市空間的功能外，還需要具

備永續觀，就是要從「利己到利他」，不能以鄰為壑，不能將廢棄物或是淹水等災情

轉嫁到鄰近區域中，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 

以建築的保水與排水規定為例，現在越來越多的相關規定，如營建署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建築的保水能力，基地保水指標基準值 λc 至少要達到 0.5，透過這樣的政策創

新，使建築在防洪上不僅利己也可以有利於周遭的環境整體。在新北市則要求所有的

開發案，保水基準值必須達到 0.8。 

除了保水調節之外，高樓建築還有避難功能。例如在基隆河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

辦法中，規定蓋房子須提供一項證明文件，二樓的居民須同意當水災發生時，一樓居

民可無償使用二樓居住空間避難。此種規定，在傳統財產權的觀念中是不存在的，都

是城市建築在面臨外部環境壓力時，所發展出的創新政策。而循環經濟的推動勢必也

需要依循不同的創新法規，來逐步引導和規範建築是朝向循環及永續的發展。 

(三) 河川  

城市中的水資源是珍貴的，提供綜合效果，包含生態棲地、飲用水、調節氣候、

降溫、景觀休閒等功能，但由於河川的無常，也可能氾濫損及市民的財產。 

語焉不詳、沒有具體政策作為的《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以及甫通過的 2,500

億前瞻計畫治水預算，治水顯然是重本治理，但支出高額的納稅錢，築堤或截彎取直

的傳統治水邏輯，反讓珍貴的水資源快速通過城市，河川能夠發揮的多重功能，只能

透過外部資源來取代，造成城市中對自然資源治理的浪費。 

事實上在《水利法》中第 65 條、78 條和 83 條，皆明訂河川洪氾時的必要作為。

（例如：主管機關為減輕洪水災害，得就水道洪水泛濫所及之土地，分區限制其使用。）

然而法條實際被貫徹的程度極低。水利署依據上述條文公告洪害地區只有兩個，基隆

河與淡水河，但台灣有上百條河川，其他河川照樣淹水但遲未公告。 

當涉及到城市中的自然資源管理時，河川治理提供很好的案例，一個永續、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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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對自然資源的管理應導入「Inact」（不作為）的觀念，迴避開發且不作為經

常是必要的方法，讓自然資源在城市中有空間留下，才能發揮其多重效益，這當中當

然包括了可以對循環經濟計算自然邊界、靈活運用的重要資源。讓自然資源為城市所

用，更永續的方式。 

(四) 道路 

道路是循環的動靜脈。如果說建築是城市的肉身，道路就是城市的血脈。 

道路佔城市面積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台北市道路總面積為 2,256.5 萬平方公尺51，

佔全市面積的 8%。城市的道路除了承載交通以外，是否還可以有排水、儲水的功能，

甚至是城市降溫、減碳和材質的回收利用等多元功能？ 

大家都知道，路面下埋有電信、電力、天然氣、下水道、自來水管線，承載十幾

種不同功能，這些都不是公眾通行之用，所以道路早已不是只有交通的功能。但目前

在建築規範上，路面道路的應用有限。比方說透水鋪面，只能用在人行道、自行車道，

不能用在車道。 

道路的複雜性很高影響也很大，所以在我們國家氣候調適計畫裡面，把的透水鋪

面列進來（土地使用領域 6.2.5），這將是道路在都市循環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關鍵

功能。透水道路的鋪設、維護，可以讓城市使用或浪費較少的資源，但無損享有更好

的生活品質。 

六、價值創新-循環家庭 

(一) 家庭與循環經濟的關係 

單身一人無法成「家」，家庭的特色就是同居共財。中文「家」字代表養在屋簷

下的豬，大家一起分食，本身也有濃厚的經濟意義。 

因此，經濟學原理的消費者，最基本單位就是「家計」，同時扮演著商品與服務

的需求者和生產因素的供給者。 

禮記大同篇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先後順序，顯見東方社會對家

庭的活動特別重視，而家族成員的個別活動所展現出一個家族對外的觀感，也在社會

活動中展現非常重要的地位。 

家庭在循環經濟中的角色包括： 

1. 資源共享 

(1) 物質共享：我們講共享經濟，家庭就是一個最好的共享經濟體，家中的家具、

書籍、交通工具等物質都是共用，當然會比一個人使用來得有效率。 

(2) 空間共享：家庭中的公共空間，如廁所、衛浴、廚房、客廳等，多人使用更有

                                                       
51 http://w2.dbas.taipei.gov.tw/news_weekly/S4_2/1048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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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3) 能源共享：在多人家庭中，同樣的電力消費，可以供更多人使用。 

2. 安心消費 

在共享的生活方式下，家庭比較願意挑選耐用的生活用品。出於互相照顧扶持

的心意，對於產品/食品的品質、是否無毒等議題也比一個人使用時更加在意。無形

之中就挑選了對環境負荷較小的產品。 

3. 互通資訊/經驗傳承 

一個家庭中有各種年齡層的人，代表不同的生活經驗，每個家庭成員可能都有

買到瑕疵品/得知某種商品有害人體的經驗，透過經驗/資訊的互相傳遞，可以減少

「試誤」的成本，並減少資源的浪費。 

4. 價值影響 

家庭成員的生活習慣會互相影響，尤其父母的行為舉止會潛移默化到孩子身上。

如果家中有注重永續消費的成員，久而久之很容易帶動其他成員加入永續消費的行

列。 

此外，循環經濟同樣也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因為在一個注重永續消費的家

庭中，自然而然會希望盡量與成員分享家中資源，進而增加家庭成員的互動，使成

員關係更緊密。 

(二) 循環家庭乃 21 世紀的新倫理 

檢視現行的循環經濟政策，小至零星個別的消費者，再來從里、社區、到公私部

門和機構，政策端經常跳過家庭的角色和家庭形塑社會整體價值觀的潛力。但從前面

的論述我們知道，家庭與循環經濟的關係密切，應該成為推動循環經濟的重要場域。

甚至讓循環家庭成為「21 世紀的新家庭倫理」。 

當循環經濟的觀念，對資源使用的觀念，開始從家庭活動中紮根，我們可以從家

庭的不同活動設想線性和循環思維的不同結果。 

表 5. 2  循環家庭的活動-線性與循環的對比 
項目 線性經濟 循環經濟 舉例 

居家活動 
少共同活動、固定新裝

翻修、選擇土葬等傳統

喪葬禮儀 

多共同活動、DIY 二

手物品改造精神、選

擇自然環保喪葬方式 

雙薪家庭 vs 家管 
土葬 vs 樹葬 

消費活動(食
衣住行育樂) 

需求品、奢侈品、價格

與消費 
生態足跡 商品標章與購買習

慣 
生產活動 生產線流程、高度專業 鼓勵並發展循環產 定時定點 vs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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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線性經濟 循環經濟 舉例 
(勞動) 分工 業，降低參與門檻、

更有彈性就業市場 
工作 soho 
傳產 vs 綠色產業 

社交活動 
個人化、滿足欲望、安

全 
信任、共享、環境友

善 
臉書等電子媒介 
vs 實體工作坊 

金融活動 
最大獲利為第一 慎選投資標的，多功

能可再利用產業及環

境衝擊小產業 

新建案 vs 翻新建

案  

公民活動 
支持短期見效政策、維

持 BAU 的能資源政策 
支持長期穩定政策、

停止補助石化燃料等 
循環家庭門牌提供

減稅或生活優惠 
文化、教育

活動 
一次性策展，藝術第一 拒絕破壞環境的藝文

活動 
投影效果 vs 油漆

效果 
 

政府推動「循環家庭」，可以從下面方式著手： 

1.因地制宜，找出理想的循環家庭規模。 

究竟是三代同堂對於能資源的使用比較有效率，或是核心家庭，在都市或鄉村

有沒有不同？這些都是政府在推動循環家庭時可以給民眾的建議。 

2.羅列循環家庭的優點 

例如節省水電瓦斯的費用、可以少買家具家電，節省房屋租金等等，家人做的

飯菜也比外食安全健康。 

3.讓家庭生活更循環的方法 

例如哪些物品與成員共用會更有效率、如何減少家中的廢棄物、健康安全又簡

單的家庭飲食、省電省水省瓦斯的小步、簡易電器維修方法、如何挑選耐用節能家

電等等。 

4.給予循環家庭表彰 

目前已有購買節能家電、車輛的獎勵，即是其一。 

另外例如水電的消費維持一定低水準的家庭，或支持樹葬的家庭，或許可以在

門牌上標註為循環家庭，享有實際的水電/節稅優惠，並創造家庭的認同感。 

七、總結-循環經濟的五種創新 

「循環經濟」是近來頗為流行的新興名詞，試圖突破傳統「取用→製造→丟棄」

的線性經濟模式，因此受到重視。 

經濟者，經世濟民也。「循環經濟」是將「環境承載力」放在首要位置的發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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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全球面臨土地衰退、海洋資源枯竭、氣候變遷等危機的今天，循環經濟是延續

人類後代福祉最理性的選擇。 

推動循環經濟，可以從五個「創新」著手： 

(一) 法規創新：我國的森林、礦產、水資源都以「國有」為原則，政府應該善盡受託

人的善良管理人角色，自然資源之利用才能永續。政府可盤點法規，檢視環境衝

擊與創新運用的契機。例如「檢討禁伐政策，妥善運用森林資源」、「允許地方政

府禁用高污染能源，如生煤/石油焦」、「一定高度以上的高山不興建道路」等等。 

(二) 辨識制度創新：標章、認證是消費者認同循環經濟的作法。而辨識的對象除了特

定商品之外，也應擴及到企業，甚至城市、國家。 

(三) 科技創新：愛迪生曾說，「我願意把錢花在太陽能上」，因為他在化石燃料看不到

人類的未來。可優先鼓勵監測自然資源利用、有效辨識的技術創新，以利循環經

濟的達成。 

(四) 政策創新—循環城市：2050 年全球 75%的人會居住在城市中。城市由道路、河

川(水體)、建築和人組成，我們需要用這四個要素打造「海綿城市」，才能因應極

端氣候下的水與熱。 

(五) 價值創新：家庭與循環經濟的關係密切，應該成為推動循環經濟的重要場域，讓

循環家庭成為「21 世紀的新家庭倫理」，是重要的價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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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消費者對資源循環利用之認同及顧慮： 

以中鋼公司區域能資源整合為例 

一、前言 

循環經濟要素之一為新思維及新作為，即破壞式之創新、消費者之認同及顧慮者

能加以考量，必能促進循環經濟之發展。循環經濟不會自動循環，除非政府在社會及

管理面之介入，配置良好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政府及企業應加配合法令之建置，並

由高科技工具之引進及誘因，以強化管理。推動循環經濟及相關節能減排的活動，最

重要是政府管理之效率、全民之重視認知和公民積極參與，因此有效推動必須考量不

同國家、不同文化、人民不同之素質以及政府公權力執行上之差異。此外，在地球資

源有限情況下，若不推動循環經濟，則在需求不限之情況下，自然資源必然不足，未

來以供定趨勢不可免，此亦為循環經濟推動不可免。循環經濟提倡「消費者」轉變為

「使用者」，挑戰消費者擁有產品所有權的慾望：物質主義，本報告將從消費者的面

向來切入循環經濟，從宏觀角度來探討社會文化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演變、微觀分析

消費者行為背後的決策因子進而思考如何設計機制來改變消費者行為，鼓勵消費者更

參與循環經濟轉型，共同邁向更永續的消費社會。 第二節為述說循環經濟裡的消費

者。第三節為以中鋼為例的案例說明。 

二、循環經濟裡的消費者 

本章節分五個部分：(1)消費者的行為及心理轉變(2)消費社會的演變，說明消費

世代的社會脈絡演變，及消費者物品私有化的心理及行為如何形塑而成；(3)循環消費

決策的驅力及阻力；(4)消費決策因子歸納分析；(5)永續消費模式機制設計。 

(一) 消費者的行為及心理轉變 

改變消費者的行為，這是多數企業認為相當困難的，尤其是從廢棄物做成的產品，

消費者心中難免有相當多的疑慮，知名品牌及領導企業應率先帶領推動這件事，使消

費者接受並促進經濟循環活絡。此外，消費者的需求從滿足需求來看，要引起消費者

的認同，需引起興趣及對循環產品的信心。若從「產品消費者」轉變為「功能使用者」，

將是挑戰消費者擁有產品所有權的慾望。循環經濟主張消費者的需求不再是「擁有」

產品，而是「使用」該物品的功能，強化產品服務化的概念。讓所有權回到生產者身

上或活絡所有權的交換及流動，除強化生產者責任，亦可活絡閒置的資源，進而提升

資源使用效率。不論是在共享經濟的商業模式中，鼓勵大家交換/買賣閒置資產；或是

在產品服務化的商業模式中，強調從購買「產品」，變成購買產品的「功能服務」；甚

或是購買二手商品、再製造商品時，也是在挑戰消費者對於這個「曾經被別人擁有過」



76 

的產品的接受度。將探討如何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及心理，建立一個更永續的消費模式。

此外，消費者人心思維若改變，但人性行為未改變，則推升循環經濟亦功虧一饋。 

(二) 消費社會的演變 

先從宏觀的角度探究消費者的物品私有化是如何透過消費社會形塑而成的演變

脈，將有助於進一步深入探究產品所有權是否能從消費者身上移轉到生產者、或消費

者的物品佔有慾是否可以降低。二十世紀初期的社會其實是共享型的社會，因為物資

匱乏，大家只能共用物品；時至今日，我們因為社會中的物資過剩，而再度邁向共享

社會。以下先分析二十世紀以降的消費世代的轉變，並以日本研究員三浦展針對日本

過去這一百年來消費世代演變的研究為基礎來分析說明消費者行為及心理的轉變。  

二十世紀以後，回顧已開發國家的消費社會演變，大抵經歷了幾個轉變。從二十

世紀初中產階級仍為少數，此時消費力侷限在少數人手上，偏向一種身分消費；到二

戰後經濟復甦進入大量消費，帶動經濟快速成長；到 1980 年左右進入差異化消費、

重視個人主義；再到二十一世紀經濟低成長，消費市場已飽和，大家開始思索不一樣

的消費，提倡責任消費、永續消費、趨於共享及重視社會。 日本的消費文化研究專

家三蒲展(2015)，從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日本近百年來消費社會的轉變，並指

出日本已邁入第四消費世代：共享經濟世代。研究中提出四個消費時代(表 6.1)，第一

消費時代：中產階級剛崛起，社會中僅有少數的人擁有消費的能力，此時期的消費代

表一種身分，且傾向歐美產品，認為是一種西化、文明的展現；第二消費世代從二戰

後開始，經濟復甦，大量生產及大量消費時代來臨，當時逐漸普及的商品以生活必需

品為主，大眾開始享受擁有帶來的滿足，整體社會因消費而富裕；大約於 1975 年石

油危機後、泡沫經濟進入經濟低成長；第三消費世代開始，此時因前一個世代的消費

力讓一般大眾普遍衣食無缺，開始透過消費來豐富個人生活、發揮個性，進入差異化

消費；二十一世紀開始，進入第四消費時代，以消費為手段來建立和他人的聯繫、為

社會/環境作為貢獻的時代，開始發展共享經濟(三浦展，2015)。三蒲展認為，從第一

消費社會到第四消費社會演變過程中，縱觀其國民的意識發展的總體方向，可以說是

由「national」（注重國家）到「family」（注重家庭），再到「individual」（注重個人），

最後到「social」（注重社會），其變化可謂非常大。所謂第三消費社會，也是被稱為

「高度消費社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日本憑藉自身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在日圓升

值、通貨膨脹中，可以說至少在表面上完全實現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便一直追求的夢

想──居於日本，而享受歐美式的消費生活和物質上的豐富成果。同時，還擴大自身

的消費自由，即不是生產大量千篇一律的消費產品，而是能夠選擇最適合自己、最符

合自身感性的商品。 

 但是隨著網路興起，資訊交換成為常態，邁入第四消費社會，他認為，將不斷擴

大的意識，並不是那些優先、最大限度滿足自我的利己主義思維，而是一種同時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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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需求的利他主義意識，或者說，是一種想要為他人、為社會做一些貢獻的想法。

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稱其為社會意識。物質上的富有，是透過對物質的私人占有來

實現。在極端的情況下，人可以透過獨占物質而獲得滿意度的提升。而持有比他人更

大、更貴重、更稀有的物品，能給人帶來更強烈的滿足感。並且，人們還可以炫耀自

己的擁有物。這在行銷學中稱為「差異化」。但是，資訊不同於物質，只是獨占它、

保藏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如果不能向他人傳播資訊，和他人共享資訊，那麼也就無

法體會擁有資訊的樂趣。只是像堆積金條一樣收集資訊，那樣的資訊是無法產生價值。

或者像故事裡講的那樣，把資訊像金子一樣裝在罐子裡，埋到土裡藏起來，也是無法

帶來任何樂趣。這就是資訊和物質之間有趣的差異。因此，在資訊社會的不斷發展中，

人們更傾向於透過交換資訊來獲得快樂，而不是持有資訊來自我滿足。即使是日常生

活的小事，只要 PO 文在臉書上，也會有人按贊；還能從素未謀面的人那裡收到生日

祝福。從廣義上來說，人們可以輕易進行利他的行為。同時，「相較個人，更應注重

國民整體的利益」的想法也從 2005 年開始不斷增加。這正是第四消費社會開始的時

代。而「今後應該更注重國民和社會」的這種社會意識作用下的回答，也在泡沫經濟

崩潰後逐步增加，到了 2005 年已經超過一半。日本消費社會的發展脈絡反映了已開

發國家不同時期的消費世代，具有代表性，而台灣也屬於已開發國家，過去國民的價

值觀與消費取向的轉變與日本的演變具有相仿之處。 

表 6. 1  科技創新促進循環經濟的因素與案例 

 
參考資訊： 財團法人中技社(2016.05) 。台灣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挑戰與契機。 

循環經濟中最重要的兩個消費模式分別為「共享」及「產品服務化」，兩者模式

都在挑戰消費世代在二十世紀建立起來的物質主義：藉由擁有物品來展示自我的價值

觀。三浦展針對四個時代「私有到共享」的轉變分析（圖 6.1），來理解整個消費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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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的社會脈絡及心理轉變。 

 

圖 6. 1  日本消費社會四個時代「私有到共享」的轉變分析(三浦展，2015) 

如果從世代論的角度來看，始於 1912 年的第一消費社會，正是大正時期出生的

一代。這一代人中有許多參加了太平洋戰爭。在這段時間，每年的出生人口都超過 200

萬人，日本的人口在 1900 到 1964 年期間增加了 64%。第二消費社會開始於 1945 年

「嬰兒潮一代」（第一次生育高峰時期）的誕生，即出生於戰敗後的一代人，他們的

父親大多數是從戰場歸來的士兵。也就是說，他們是大正一代人的子女。此外，由於

第二消費社會期間又出現第二次生育高峰，因此日本的總人口數量在 1947 至 1975 年

期間增加了 55%。 

 始於 1975 年的第三消費社會，是從嬰兒潮一代的子女誕生開始。一般來說，嬰

兒潮一代的子女一般是指 1971 至 1974 年，第二次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因此，人

們普遍認為嬰兒潮一代的子女應該比較多。閱讀過筆者的世代論的人或許知道，嬰兒

潮一代的子女（特別是男孩）大多數出生於七○年代後期（參照《下層社會》2005 年、

《我的無家可歸的孩子》2001 年等）。因此，近年人們習慣把二十世紀七○年代出生

的人稱為嬰兒潮二代，本書也沿襲此慣例。此外，眾所周知，進入第三消費社會後出

生率開始不斷減少，這段期間的日本總人口數呈現出微增的趨勢。  

始於 2005 年的第四消費社會，本應從嬰兒潮一代的第三代誕生開始，但實際上

因晚婚化、少子化等種種原因，嬰兒潮一代的第三代誕生稍有推遲。此外，這期間的

出生率沒有像第三次生育高峰那樣大幅度成長，而是早已開始呈現出人口減少的趨勢。

人們預測，到 2035 年止，日本的總人口數將會從 2005 年的約 1.28 億人減少到約 1.12

億人。 

 承擔第二消費社會發展的，是生於大正至昭和初期的一代人。他們推動了日本經

濟的高度發展，這一點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嬰兒潮一代從少兒到青年時期作為消費

者推動了第二消費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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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第三消費社會發展的，是嬰兒潮一代和生於第二消費社會後期的新一代人。

但是，這兩代人的消費觀截然不同。  

嬰兒潮一代的人們結婚生子，創造了「新家庭」，他們通過購買房屋、汽車等大

型產品促進了日本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說他們遵循著第二消費社會的原理來消費，從

而促進了日本的發展。  

雖然第三消費社會階段的新一代人依然處於青少年期，但是他們從小就開始了帶

有單身貴族性質的消費，從而促進消費的多樣化、個人化、高級化。從這個意義來看，

雖然第三消費社會中的嶄新消費方式的主要推動者是新一代人們，但是嬰兒潮一代中

的尖端消費者也功不可沒，他們大大推動第三消費社會的嶄新消費形式。 

 如果從世代論的角度來看，由第一消費社會到第四消費社會的變遷，那麼承擔第

四消費社會發展的應該是嬰兒潮一代的子女。第四消費社會就是嬰兒潮一代的子女，

約 30 到 60 歲這一階段。 

 出生於第三消費社會的他們，成長於比較富裕的社會環境以及中產階級化的家

庭，因此，他們親眼目睹父母的瘋狂購物，各種物品充斥家中。他們從小就從父母那

裡得到各種物質享受，有的人從中學期間就開始擁有名牌商品，有的人經常和全家人

去海外旅行。由此可見，他們從小就生活在物質豐富的環境裡。 

 然而正因如此，嬰兒潮一代的子女們開始追求物質的品質而不是數量，製作產品

的手藝而不是生產數量，人際關係帶來的充實感而不是物質帶來的滿足感，日本的傳

統而不是西方的時尚，鄉下的樸素而不是都市的繁華。這種價值觀的變化決定了第四

消費社會的特徵。 

1. 朝向第五消費社會的準備 

 第五消費社會是否在第四消費社會之後出現。三浦展結合世代論預測第五消

費社會應該會在 2035 至 2064 年期間出現，同時提出一些問題：第五消費社會期間

將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第五消費社會是會以共享型，還是以其他什麼形式出現？ 

雖然暫時無法預測結果，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第五消費社會將會開始於嬰兒

潮一代的子女們到了六十歲的時候，並結束於這批人進入九十歲的時候。也就是說，

對於嬰兒潮一代的子女們來講，第五消費社會將會出現在他們的晚年。  

如果是這樣的話，嬰兒潮一代的子女們可以把第四消費社會時期，看作是他們

為自己的晚年做準備的時期。但是，這種準備並不是僅靠個人儲蓄就可以解決，即

便提高了消費稅，來自行政機構的社會保障仍極有可能在數量和品質上都縮減。 

若真如此，我們將會需要不依賴於行政部門的保障，而且這絕不是僅僅靠金錢

就可以解決的。整體生活方式在不停地變化，因此，我們需要構建與此相應的，能

夠讓人們安心、安全、幸福的社會。這種社會的構建不能像二十世紀一樣以人口和

經濟成長為基礎，而應以人口減少和經濟蕭條為前提。如果這樣，三浦展認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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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就是構建共享型社會。  

需要補充的是，到了 2035 年，嬰兒潮一代的子女們從他們父母那裡繼承的房

子大概已有五六十年。他們的年齡將在 65 歲左右。因此，將有許多房屋需要重建，

從而再次面臨新建需求以及遷居需求的成長。然而，也有不少人因為經濟因素只能

以改修或整修來解決。總而言之，到那個時候會面臨各種需求的成長。因此，第五

消費社會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應對上述的各類需求的成長。  

2. 三個老年人支撐一個年輕人的生活 

 要想在第四消費社會生存下去，必須大幅度轉變思維。例如，到了 2035 年，

二十歲左右的人口將達到 1046 萬人，而六十五到八十九歲的人口將是 3293 萬人。

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人數比例為一比三。所以，今後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支撐老年

人的生活了。  

但是，如果轉換一下思維，三個老年人支撐一個年輕人的生活將會如何？一方

面，確實是一個年輕人在支撐三個老年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也是三個老年人在

支撐一個年輕人的生活。如果兩者之間相互支撐，那麼年輕人的負擔將會正負相抵

變零。不知是否有人想到過這一點。  

下面將分析具體的事例。例如，當今有很多年輕人收入不高，但是為了工作不

得不住在城區裡，因此房屋貸款的負擔很重，房貸付過之後則沒有錢來結婚和撫養

孩子了。另一方面，有很多老年人在東京都中心一帶擁有一塊廣闊的土地和房子，

一個人生活在那裡。即便是 2035 年之前，東京世田谷區和杉並區等地方依然生活

著許多有錢、有房、有土地的老年人。  

這樣的老年人可以把自家的空屋免費出租給年輕人，住在隔壁的老婆婆可以給

年輕人做飯。對於老婆婆來說，給更多人做飯總比僅僅做給自己吃更來勁。住在隔

壁的老爺爺可以動用他在大企業工作時的人脈關係，把更好的工作介紹給年輕人，

或者把有利於工作的資訊提供給年輕人。如果能夠起到幫助年輕人的作用，老年人

也會很開心。 

縱觀臺灣與日本之間存在相當的文化相似度，促使作者切入及解析本議題之初，

乃著重剖逑日本世代消費者的思維與習慣更迭，作為推論臺灣一般消費者從過去、

現在以及可見未來對資源循環經濟之認同與疑慮。作者進一步以政府因應少子化、

老年化的國家社會發展趨勢，所擬訂的長照政策與方案，例如新北市試辦的青銀住

居；意義在於嘗試鏈結早期以獨佔擁有資源消費模式，演變成為共享資源的社會，

中間不乏存在有因承受越來越大的經濟壓力下，爲求生存之生活不得不然的態度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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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循環消費決策的驅力及阻力 

由於消費者行為研究的對象是千變萬化的人的行為，不可能有通用的最佳模式，

所以市場營銷人員應根據不同的情景採取不同的對策。消費者某一具體的購買決策模

式是否能在所有情況下都行之有效？其實，購買決策是一個動態過程，而且購買決策

的有效行為會隨著消費者的特點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為消費者是在一定的環境條

件下，通過與營銷人員、產品的交互作用去完成某一特定目標的消費行為的。這一行

為可用公式表示： 

B＝f（P，E） 

其中，B——消費者行為，P——個人因素，E——環境因素（個人以外的社會、

文化環境等因素） 

消費者行為是因變數，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是自變數，即 B 是 P、 E 的函數。

這說明，消費者行為既受到個人需要、認知、學習、態度等心理因素和年齡、生活方

式、自我形象、個性等個人因素的影響，也會受到家庭、參照群體、社會階層和文化

因素等影響。 

在商業模式創新中，針對主要涉及行為改變的對象可簡單分成兩種型態：「製造

端驅動」與「銷售端驅動」。製造商驅動的商業活動主要與生產者選擇的原料、產品、

製程、新技術有緊密的關聯，生產者透過創新來提升循環度，在此類商業活動中消費

者扮演的角色較少、較被動，例如 BSI 的「再製造或再生物料再利用」，這樣的商業

活動中，消費者能參與採取行動的僅是購買綠色產品、循環產品，仍維持傳統「消費

者」的身分及「購物」的行為，決定消費者採購與否主要與價格、品質、消費者的環

境意識相關。 另一類型的循環商業模式將重新設計商業模式的重心放在「銷售端」，

服務商採用創新的方式來與消費者互動，顛覆過去與消費者的關係，挑戰消費者心理、

改變消費者行為。例如產品服務系統(Product as a Service)，挑戰消費者「擁有」的消

費心理，試圖轉變「消費者」至「使用者」。在此類型的商業活動中，消費者則扮演

較主動、積極的角色。綜合上述兩種型態的循環商業活動，若從消費者可參與的角度

來看，可依消費者參與的積極度及改變既有消費行為的程度，依序分成下列五種行為：

(1)購買循環新產品；(2)購買二手產品/再製造產品；(3)維修產品；(4)租賃產品(產品服

務化)；(5)P2P 共享平台交換/買賣閒置資產(圖 6. 2)。以下針對消費者在這上述五種

循環消費行為中，討論可能影響其消費決策的驅力與阻力(表 6. 2)，並透過其他不同

消費選擇的研究案例來說明。 

 
參考資訊： 財團法人中技社(2016.05)。台灣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挑戰與契機。 

圖 6. 2  消費者在不同循環消費行為中參與的積極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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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  五種循環消費模式的消費驅力與阻力 

 
參考資訊： 財團法人中技社(2016.05)。 台灣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挑戰與契機。 

共享經濟的主要誘因之一是社會體驗，而「信任」就會扮演關鍵的角色，成功與

失敗都在於買賣雙方間的信任感。共享經濟最大的阻礙就是信任感，但也強調信任會

是未來的新貨幣，因此建立透明的評價機制來增強平台間成員的信任日益普遍。雖然

大部分的人認為共享平台很方便，但取得便利性也可能是阻力，共享平台依靠著是眾

人的服務，而非全面專業化的服務，所以消費者也會遇到需要購買的東西/服務在共

享平台上可遇不可求，降低了取得的彈性及即時性。共享經濟中需要更積極的消費者，

而這個新經濟型態中的消費者也往往可能是賣家，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角色已經逐

漸顯得模糊。 

以下就相關案例說明： 

1. 北海道富良野世紀花海農路舖用爐石之照片為例 

富良野世紀花海農路舖用爐石之照片，如圖 6. 3 所示，台灣農委會及環團強烈

反對爐石當農地材料、何以比台灣更重視環保的日本確可以？如何排除不合理的意

識形態障礙以鏈結物質循環及促進經濟發展？  

 
圖 6. 3  富良野世紀花海農路舖用爐石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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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研院 IEK 生技建構整合平台 

藉由建構整合平台，進行跨界整合，透過數據的協同互通與加值分析，提供價

值服務，開啟台灣智慧健康的新時代，如圖 6. 4 所示。 

 
參考資訊： 工研院 IEK 生技建構整合平台 

圖 6. 4  工研院 IEK 生技建構整合平台 

3. Uber「共享經濟」案例 

Uber 如圖 6. 5 所示，帶來的顛覆不僅局限在專車行業，它最大的貢獻在於將

「共享經濟」 推到大家眼前。共享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它給創業者帶來

很多新的啟示和指導。因此，創業者們紛紛爭做「X 領域的 Uber 或是 Y 領域的

Airbnb」，希望以此顛覆行業現狀。  

 
參考資訊：如果你想做一個「X 領域的 Uber」，就在這本字典裡看吧 

https：//www.bnext.com.tw/ext_rss/view/id/817540 

圖 6. 5  Uber「共享經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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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行車共用-共享經濟平台52 

(1) Scoot Networks——提供用手機啟動的摩托車。「Scoots」，使用者可以租自行車

暢遊舊金山市。 

(2) BIXI——加拿大蒙特利爾一家出租自行車和計程車的公司。 

(3) Social Bicycles——使用行動技術和 GPS 共享自行車的大型智慧平台。 

(4) Spinlister—— 一個出租來自個人及出租商店的自行車的線上中心。 

5. 老年照護 or 寵物照料-共享經濟平台53 

(1) Care.com ——用戶可以在 Care.com 上找到合適的護理者，護理內容包括：兒童

護理、老人護理、家政、寵物照料和其他。 

(2) DogVacay ——DogVacay 是一個寵物寄宿平台，幫寵物主人找到當他們外出時

願意照料寵物的家庭。 

(3) Care.com ——用戶可以在 Care.com 上找到合適的護理者，護理內容包括：兒童

護理、老人護理、家政、寵物照料和其他。 

(4) DoggyBnB ——DoggyBnB 是一個照料寵物的社交網絡。 

(5) Swifto ——Swifto 將傳統的遛狗服務新的 GPS 追踪技術結合，向用戶提供最佳

的遛狗體驗。 

(6) BarkCare ——BarkCare 提供到家的獸醫服務。 

(7) Vetpronto ——Vetpronto 的使命是提供高質量、便捷和透明的移動獸醫服務。 

6. 共享汽車／和運搶進 瞄準年輕人 

共享汽車／和運搶進 瞄準年輕人如圖 6. 6 所示，租車也能「甲地租、乙地還」，

和泰車旗下和運租車全面開放「甲租乙還」，提高車輛使用率，也落實共享經濟的

概念。 

                                                       
52 如果你想做一個「X 領域的 Uber」，就在這本字典裡看吧 https：
//www.bnext.com.tw/ext_rss/view/id/817540 
53 如果你想做一個「X 領域的 Uber」，就在這本字典裡看吧 https：
//www.bnext.com.tw/ext_rss/view/id/81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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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和運租車 http：//cnabcbeta.cna.com.tw/news/ats/201702141127.aspx 

圖 6. 6  共享汽車／和運搶進 瞄準年輕人 

7. 連續數年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與“黑心食品”的出現 

連續數年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與“黑心食品”的出現，如圖 6. 7 所示，「這些能

吃嗎？」「你吃過多少黑心食品？」「害怕嗎？恐懼嗎？」「還有多少未爆？」「台灣

還有東西能吃嗎？」 

 
參考資訊： 維基百科，台灣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圖 6. 7  連續數年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與“黑心食品”的出現 

8. 二手彈簧之消費者認知與疑慮 

彈簧床再製造使用二手彈簧之消費者認知與疑慮，如圖 6. 8 所示，彈簧彈性疲

勞致彈簧床 品質較新品差，多數消費者認為這是黑心商品，也是不能接受價位與

它的品質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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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怎麼處理舊床墊？看國外怎麼做 https：//kknews.cc/home/bom5xyj.html 

圖 6. 8  彈簧床再製造使用二手彈簧之消費者認知與疑慮 

9. 二手汽車及摩托車之消費者認知與疑慮 

先前二手車市場相比現在是很混亂的，正是出於大多數人們對汽車的不了解， 

車商「坑蒙拐騙」，有時候自己看走眼的車子為了不砸手裏儘快回本，對消費者決

口不提車輛存在的問題，以次充好，大肆宣揚車輛所謂的優點或高科技配置，能蒙

一個是一個，把自己的過失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更有甚者，消費者交上訂金後

車商人間蒸發了，這種極不守信的車商也一次次的傷害了汽車消費者的心。二手車

市場水深，深到何種程度，大家似乎都不願去了解，加上新聞報道和媒體宣傳，人

們似乎對二手車失望透了，因為市場的反應是惡劣的。 

10. 節能績效保證合約(ESPC,Energy Savings Performance Contracts) 

Users 只要使用權、不具擁有權但能源效率提高。ESPC 效益的精神在於“有省

錢，才付費”，用戶節能改善工程的投資費用將由所節省的能源費用支付，回收期

滿後節能費用全屬單位利潤，如圖 6. 9 所示。  

 
參考資訊：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採購及執行標準作業程序範本，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民

國 101 年 10 月編制 

圖 6. 9  節能績效保證合約 

一張舒服的床墊呈現在 

我們眼前 

舊床墊，除了轉賣、轉送， 

舊的床墊也可以讓孩子歡樂 

地玩耍。 

送垃圾場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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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碳消費 

隨著全球變暖，低碳消費，健康環保的低碳生活理念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購

物是生活中必需的，但藉由選擇簡單包裝的商品，或購買節能環保的產品，透過綠

色消費習慣的養成將對於永續環境的建立有莫大的幫助，更是一種負責任的生活態

度。碳消費意義在透過消費者的態度與行為習慣，減少資源開發、產品耗用，就可

減少排碳、加乘循環經濟的綜效。碳消費對消費者之態度與行為未來應會減少應會

減少資源與產品耗用，減少碳排，加乘循環經濟之綜效。 

相關碳消費實務說明如下： 

範例一：經濟部能源局推動之冷氣機及電冰箱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可引導消

費者選購高效率產品。  

範例二：「低碳觀光」阿里山國家公園碳匯券、生態導覽、綠色消費之推動。阿

里 山鄉具有豐富觀光遊憩資源，因此於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推行碳

匯券、推動生態導覽中心，並鼓勵民眾進行綠色消費，發展高品質低碳

旅遊商圈。  

範例三：推動本市各級機關學校綠色採購比例達 90%，鼓勵民間企業選用綠色商

品，輔導廣設綠色商店及推動綠色產品。建置 3R 綠色商圈-建置具減量

（Reduse）、再使用（Reuse）、拒用（Refuse）之綠色商圈，推動經常性

大型二手物交換市場。 

同時針對消費再生産品、二手物品或再製品之認知與疑慮進行調查表如表 6. 3

所示。 

表 6. 3  政府推動循環經濟，對消費再生産品、二手物品或再製品之認知與疑慮調

查表 
 極願意 願意 普通 不願意 極不願意 其他意見 

價格 1 人 5 人  1 人  
感覺上再生商品

若做到品質相同

時，價格會較貴 

品質  6 人  1 人  
感覺上品質會較

差 
取得便 
利性  5 人 2 人   沒差別 

環境意識 2 人 4 人 1 人   
認同應多用再生

商品 
想要 
擁有權  6 人 1 人   沒特別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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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消費決策因子 

本報告針對上述循環消費行為中，消費者主要的決策驅力與阻力，分析歸納六個

決策因子，包含價格、品質、取得便利性、信任、環境意識、物質主義。 

1. 價格：價格仍是主導交易雙方成功的關鍵。不論是在哪一種消費行為中，我們

都可發現透過價格隱含的經濟誘因仍是主要影響因素。 

2. 品質：在循環商業模式中，針對產品的品質，消費者最在意產品的性能及安全

衛生。電子電器產品，消費者會在意其功能及可繼續使用的年限；而針對家俱、

居家用品、服飾等，消費者則有更多的衛生考量，仍舊對二手/再製造產品會有

不衛生的印象。 

3. 取得便利性：循環產品或循環服務的取得便利性高低往往反映在消費者的時間

成本上。當這些產品或服務在市場中仍是小眾時，取得便利性低，消費者得付

出更高的時間成本來獲得資訊、取得產品或服務，因而降低消費者的行為改變

意願。 

4. 信任及個人信譽：品牌信譽顯現出消費者對於某品牌的信任，而在網路社群平

台盛行後，信任則更近距離的表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任感，利於新創事業、

微型企業、及共享平台中 P2P 的新服務。為了讓信任可以更真實、更透明，電

子商務、共享平台皆以開發評價機制，讓消費者可以針對此產品、服務、體驗、

買家賣家等進行評價。 

5. 環境意識：「環境意識」在消費決策中的影響力仍舊薄弱，具有環境意識的消

費者在整體消費族群來說，仍舊是小眾。 

6. 想要擁有的心理（物質主義）：循環經濟中主張消費文化的典範移轉，從消費

者到使用者，最大的挑戰都不是上述幾個因子，而是更深層地觸及了消費文化

及扎根於消費者內心的物質主義。物質主義是一種價值觀的展現，反應人對於

取得或是佔有物質的觀念。 

(五) 永續消費模式機制 

我們可以發現價格跟品質仍舊是消費者在進行購買行為時，最主要的驅動及阻礙

的因子。面對循環轉型，如何設計明確可行的誘因來改變消費者的行為，了解消費者

的行為及需求是設計永續消費模式機制的首要工作。 

轉型至循環經濟，我們需要更積極的消費者。結合網路、智慧手機、及各種數位

平台的技術發展普及化，讓消費者的身分變得更加多元，能同時結合生產者及消費者，

成為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也促使消費者能更簡單、更主動參與商業模式，不僅

再是被動地接受企業端製造出來的產品及服務。永續生產及消費研究中心(Centre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CSCP)試圖以消費者的角度重新檢視生命週期，

點出在循環經濟中消費者可參與的環節及方式，不僅僅侷限在使用階段(圖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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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財團法人中技社(2016.05) 。台灣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挑戰與契機。 

圖 6. 10  消費者可以如何介入產品生命週期(CSCP, 2016) 

本報告整理目前 CSCP 關於永續消費模式的討論，期待能在台灣帶出更多永續消

費機制設計的討論，結合企業端與消費者，一同來思索如何透過社會設計、社會創新

的方式，來想像循環世代。包含：1.正向影響的標章設計：從環境足跡（負面衝擊）

到環境手印（正向影響），如圖 6. 11。2. 更開放的消費者回饋機制。3. 遊戲化角色扮

演設計，想像循環世代生活。4.讓「永續」變得主流，善用主流行銷手法。 

 
參考資訊： 財團法人中技社(2016.05) 。台灣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挑戰與契機。 

圖 6. 11  環境足跡與環境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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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說明(中鋼公司) 

中鋼於生產過程中伴隨產出大量之可燃性氣體（焦爐氣、高爐氣、轉爐氣）及高

溫廢熱，因此，中鋼於創建之初，即行應用本身之製程特性及能源需求條件，規劃以

充份回收利用此等副生燃氣及廢熱之方式，大力推展汽電共生。惟以單一工廠或單一

產業而言，很難將熱電做最有效率的組合。因此，需賴不同產業在一定之經濟範圍區

域內進行整合，才有機會將熱電做最有效率的組合。 

再以氧氣工場為例，氣體分離單元一般可同時產出氧氣、氮氣、和氬氣，惟鋼鐵

生產製程對氧氣之需求遠大於氮氣和氬氣之需求，故以氧氣為主產品，而氮氣、氬氣

為副產品。一般而言，氬氣尚可於煉鋼製程有效利用，但氮氣卻無法充份回收利用，

故亟需尋求整合工業區鄰近工廠之需求，藉互補有無，以減少資源的浪費。 

中鋼長期利用汽電共生系統及廢熱回收等產製蒸汽，以及氧氣工場產出之各項工

業氣體等，與工業區內鄰近工廠互通多餘能源，包括蒸汽、氧氣、氮氣、氬氣、壓縮

空氣及焦爐氣等，將區域能資源做最有效率的整合，同時達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

少資源耗用、降低區域內污染排放及溫室氣體減量等目的，有效降低環境衝擊

和改善環境品質。 

區域能源整合最能反映消費者認同及顧慮，由國內外需求經驗顯示成功之機會極

大，供需資訊、功能需求及品質數量為三大影響因子，此一演變趨勢隱藏綠色技術、

綠色交易、綠色經濟及綠色夥伴促進循環經濟體。中鋼「區域能源整合」可說是一種

「知易行難」的計畫，也就是說，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能創造能源、經濟、環保三贏

的絕佳整合計畫，但因為過程牽涉到各方不同的權責及利益，因此真正執行起來可說是挑

戰重重。經過中鋼團隊多年來與各政府主管機關、路權單位及客戶廠商的議談、溝通及協

商，最後終於交出一張漂亮的區域能源整合成績單。 

因此，消費者對資源循環利用之認同及顧慮（以中鋼公司區域能資源整合為例）

整理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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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能資源使用 

中鋼能資源使用如圖 1 所示，包含原料與能源投入、能源消耗。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1  中鋼能資源使用 

1. 原料與能源投入 

105 年中鋼共使用石料 299 萬噸，煤 836 萬噸，鐵礦砂 1,670 萬噸，其中石

料過去係全數由國內供應，後因配合高雄地區生態化發展，提早結束壽山的採礦權，

改由國外進口。目前來自花蓮地區的石灰石及蛇紋石約佔中鋼需求量的 27.8%，由

國外進口的石料約為 72.2%。而煤、鐵因國內並無中鋼所需，因此全數均需向國外

購買。105 年中鋼共使用 59,103 噸再生原物料，其中廢鋼 9,759 噸、脫硫渣回收

鐵粒 10,036 噸、脫硫渣回收鐵砂 27,649 噸、船舶廢油 1,403 噸、淨水場之碳酸

鈣結晶 6,917 噸、廢溚渣 37 噸及廢酸 3,302 噸，再生原物料使用比例為 0.229%，

廠內固態殘餘物之回收總量約 135 萬噸，為輸入原物料之 5.2%，整體統計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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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2  中鋼原料與能源投入 

2. 能源消耗 

中鋼所用的冶金煤在冶煉製程中會產出副產燃氣，除用於製程加熱之外，其餘

供應汽電共生機組產出蒸汽與電力。汽電共生機組另以燃煤、燃油、天然氣為燃料

生產所需的蒸汽與電力，不足之電力以外購電補足。105 年生產每噸鋼胚之耗能為

5,630 百萬卡，較 104 年略增 34 百萬卡，因備鋼率較低及廢鋼添加量較低所致，致

單位粗鋼耗能降低;106 年目標：5,680 佰萬卡/噸鋼胚。105 年依範疇三溫室氣體排

放量中燃料與能源相關活動、上游運送與輸配、員工差旅、員工通勤、廢棄物處理

及下游運輸及輸配 6 項排放量總和 3,326,5596 噸 CO2，再以 60%其他油品及 40%

天然氣為能源排放係數 66,420kg/TJ 估算約外部組織能源消耗量 50,083,690GJ，能

源消耗如圖 3 所示，單位粗鋼能耗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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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3  中鋼能源消耗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4  單位粗鋼能耗 

(二) 氣候變遷與碳揭露計畫 

中鋼歷年均進行溫室氣體之排放量盤查及減量計劃、主動揭露溫室氣體管理資訊，

提供給利害關係人參考。除將盤查結果登錄於國家之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揭露於本報

告書外，也持續參與世界鋼鐵協會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同時並參與填寫碳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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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問卷，透過填寫該問卷來持續提升氣候變遷因應

與減碳管理績效，以落實企業永續發展之目標。因應全球暖化、極端氣候、環保節能、

安全衛生及保育意識高漲，產業界需善盡其責，才能有立足之地。未來中鋼可能面臨

的重大衝擊包括： 

1. 能源環境安衛議題及相關政策法規所形成的外部制約條件（例如溫室氣體減量

法、空污總量管制等）若過當，將影響國際公平競爭。 

2. 低碳能源、低碳電力及碳足跡等逐漸成為鋼鐵業營運的重要項目，對整體競爭

力的影響將逐漸加重。 

針對上述重大衝擊，中鋼除了在組織上進行調整並研擬集團的因應策略之外，

也加強與國內外同業、綠能產業、供應商及學研界的策略合作，期降低對中鋼集團

的影響，並營造更有利的經營條件。中鋼對於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法規、物理及聲

譽風險與對應之機會皆已完成鑑別，並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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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面向，如圖 5。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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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面向 

(三) 訂定碳權交易及管理作業標準 

中鋼於 103 年間取得先期專案碳權 876 萬噸，為強化碳權管理，並訂定未來與碳

權交易有關之權責與流程等，以供各單位遵循，中鋼首先依照環保署多次專家諮詢會

之建議，將碳權會計定位視為無形資產，並參考環保署相關規定及國際作法，訂定『碳

權交易及管理作業標準』，如圖 6，於 104 年 8 月 10 日發布實施，相關權責單位包

括：能源環境室、採購處、營業銷售處、營業管理處、會計處、財務處、環保處、及

公用設施處等，並將各項作業之流程繪製成圖，相關作業均納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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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運作。此外，集團企業中龍鋼鐵公司為了因應環評減碳承諾之要求，已向中鋼

購買 400 萬噸先期專案碳權，並於 106 年 2 月經環保署同意完成碳權轉讓，中鋼公司

尚擁有 478 萬噸先期專案碳權，評估將用於抵減中鋼近年來之環評減碳承諾。中鋼公

司自 2008 年起，每年均參與世界鋼鐵協會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worldsteel) 推動

的 CO2 Data Collection 活動，主動提交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並參與該協會對於最佳

減碳實務與減碳技術之研討會議，以了解國際鋼廠減碳進展，並持續精進節能與減碳。

該協會則透過蒐集彙整國際主要鋼廠之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建立鋼鐵業排放量與減量

技術資料庫，期望對全球減碳貢獻心力。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6  訂定碳權交易及管理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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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節水與水污染防治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7  中鋼用水平衡圖 

1. 節水成效 

中鋼一貫作業煉鋼製程需大量使用原水作為冷卻、除銹、潤滑、洗塵及環保等

用途。小港廠區原水來自高雄鳳山水庫（目前有效蓄水量為 340 萬噸），每日工業

用水供水量約為 30 萬噸。自 92 年來相關產線不斷擴充，然而多年來勵行用水管理

及回收水再利用工作，加上配合臨海工業區區域能源整合，使 105 年中鋼平均每日

原水使用量約 13.05 萬噸（生產用水），佔鳳山水庫工業供水量的 1/2 弱，製程用水

回收率已高達 98.3%，單位產品用水量已降至 4.73 噸/噸鋼胚。原水用水量較 104

年 4.79 噸/噸鋼胚減少 1.3%。預計 107 年 9 月起中鋼每日可導入 2.4 萬噸再生水，

108 年 9 月起再生水廠產能擴充到每日 4.5 萬噸時，中鋼每日將可導入 4.4 萬噸再

生水。俟 107 年底每日回收 2.4 萬噸再生水後，每噸粗鋼新水用量將降為 4.2 噸，

終期更將降為 3.4 噸。前鎮區總部大樓於 105 年之總用水量為 48,199 噸，水源為自

來水。中鋼用水平衡圖如圖 7。中鋼節水成效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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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8  中鋼節水成效 

2. 節水案例 

近年來完成的節水工程案： 

(1) 動力二場純水二場 G/H 列更新為高效率採水流程 

(2) 鼓風機更新為高效率轉子以減少冷卻水耗用 

(3) 縮短旁流過濾器逆洗水排放時間 

(4) 轉爐模水系統節水（配合轉爐廢熱回收改造）可因水系統熱負荷減少，而減少

密閉間接冷卻水及外部淋水的用水量，達到節水目的。節約用水量約 40.92 萬

噸/年。 

(5) 廠房屋頂雨水回收：於廠內廣設廠房屋頂雨水收集回收設施，105 年雨水回收

量約 24.5 萬公噸。 

(6) 設置工業廢水純化場：將工業放流水經超濾(UF)及逆滲透(RO)膜去除水中大部

分懸浮微粒及離子物，再經過離子交換系統，使產水水質符合高壓鍋爐用的除

礦水標準。 

(7) 廢水純化場 RO 濃水回收再利用：每日約回收 3,000〜5,000 公噸至高爐水淬使

用。 

(8) 都市污水回收再生利用：中鋼已與經濟部工業局簽署購水契約，另高雄市水利

局已規劃於鳳山溪污水廠增設三級處理再生場及再生水區內配水管線，目前正

進行規劃施工中，預計 107 年完成第一階段可獲得 2.4 萬公噸/日的再生水，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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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第二階段可增加至 4.4 萬公噸/日的再生水，減少水資源耗用。 

(9) 轉爐二場轉爐氣貯槽水封水系統，增加 6 吋管徑間接冷卻水旁流過濾器，使排

入間接冷卻水系統，減少直接水排放。每年可節水 43.2 萬噸。 

3. 水污染防治 

針對水污染防治策略以強化既有設備之運轉管理和增建備用機組，提升水質為

主軸，並加強全公司雨水排放口之監控管理提昇雨水排放口管理績效。中鋼廢水處

理場除已設置處理總容量達 7.96 萬噸/日的廢水處理設施，將製程廢水處理到放流

水標準後，再經 60 米大排排放至大海外;亦針對煤、鐵等原料區之逕流廢水設置 4

萬噸的逕流廢水收集池及處理場（處理容量 3.6 萬噸/日），將大雨產生的逕流廢水

處理到放流水標準後，再經 60 米大排排放至大海，有效降低逕流廢水污染量。105

年全年放流水排放量為 1,370 萬立方米，較 104 年 1,141 萬立方米增加 229 萬立方

米/年，排放水質化學需氧量(COD)為 55.2mg/L 較 104 年的 56.4mg/L 下降;懸浮固

體 (S.S.)為 5.8mg/L，相較 104 年 6.1mg/L 微降，且遠優於放流水法規標準

(COD<100mg/L;S.S.<30mg/L)。關於煉焦廢水氨氮削減專案，環保署計畫公告化工

業放流水標準，草案標準訂為氨氮濃度需小於 20 毫克/升，惟因現階段氨氮改善工

程困難，中鋼提削減計劃，已經環保局審查同意，改善工程延至 106 年底完成，中

鋼可符合法規規定。已於 103 年編列預算，9 月發包，104 年 5 月動工，106 年 10

月前改善完成，放流水氨氮至小於 20 毫克/升，確保未來放流水水質符合法規標準。

中鋼節水成效案例如圖 9。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9  中鋼節水成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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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副產物資源化 

在循環經濟系統中，其副產物及再生產品，亦應探討技術低碳多元及管理工具之

引入，創新技術面可提供多元化通路及產品，管理面則可提供產品之品質和品管等資

訊。在中鋼製程副產物 ( 固態殘餘物 ) 的減量、廠內回收、廠外資源化上成效優異，

經過多年的努力及與學術界、其他業界的密切合作，自 90 年 7 月即已首次達成「零

掩埋」的里程碑，之後並以此為目標，105 年並達成此目標。105 年共產出製程副產

物 575.3 萬公噸（濕基），製程副產物在廠內的回收佔總產出量的 23.5%（135.1 萬公

噸），廠外佔 76.5%（440.2 萬公噸）。轉爐石為一良好之工程材料，然使用上有其限

制。中鋼集團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避免產品誤用情形發生，已訂定「轉爐石自主管

理計畫」，未來將透過完整之產品應用檢核流程：包括產品銷售出貨前勘查及審核、

出貨時查核及出貨後定期追蹤等方式，可有效追踪產品流向並確保產品應用時不會對

環境造成衝擊。副產物資源化應用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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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副產物資源化應用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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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程研究中心 

中鋼研發採開放式創新的作法，近年來為了有效將學研法人研發能量對準產業發

展的需要，與外界的合作也已由過去個別教授的委託，逐漸走向策略性，選擇適當的

學校和教授進行長期團隊合作。運用群聚的專業力量，透過中鋼與台灣的學研法人單

位共同設立「工程研發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ERC)，進行系統性、深而

廣的基礎研究。截至 2016 年，中鋼已成立八個研發中心 ( 請見表 2 )，近期並規畫

設置「汽車成形」、「冶煉」及「軋延」等另外三個研發中心。 

表 2  工程研究中心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七) 綠色夥伴 

中鋼於生產過程中伴隨產出大量之可燃性氣體（焦爐氣、高爐氣、轉爐氣）及高

溫廢熱，因此，中鋼於創建之初，即行應用本身之製程特性及能源需求條件，規劃以

充份回收利用此等副生燃氣及廢熱之方式，大力推展汽電共生。惟以單一工廠或單一

產業而言，很難將熱電做最有效率的組合。因此，需賴不同產業在一定之經濟範圍區

域內進行整合，才有機會將熱電做最有效率的組合。 

再以氧氣工場為例，氣體分離單元一般可同時產出氧氣、氮氣、和氬氣，惟鋼鐵

生產製程對氧氣之需求遠大於氮氣和氬氣之需求，故以氧氣為主產品，而氮氣、氬氣

為副產品。一般而言，氬氣尚可於煉鋼製程有效利用，但氮氣卻無法充份回收利用，

故亟需尋求整合工業區鄰近工廠之需求，藉互補有無，以減少資源的浪費。 

中鋼長期利用汽電共生系統及廢熱回收等產製蒸汽，以及氧氣工場產出之各項工

業氣體等，與工業區內鄰近工廠互通多餘能源，包括蒸汽、氧氣、氮氣、氬氣、壓縮

空氣及焦爐氣等，將區域能資源做最有效率的整合，同時達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

少資源耗用、降低區域內污染排放及溫室氣體減量等目的，有效降低環境衝擊

和改善環境品質。 

從消費者（客戶）角度來衡量推動區域能源整合之「產業共生」或「共享經濟」

意涵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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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台灣發生了旱災，中鋼鄰近的石化廠李長榮化工，由於製程中需要有大

量的蒸汽供應，為了不停產，他們甚至以水車自 20 公里外的大樹運水來救急，但仍

不能避免無法產製蒸汽，而可能被迫停產之窘境。因此他們找上了中鋼。就這樣，在

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中鋼和李長榮化工在三個月內達成了供應蒸汽的合作共

識。 

自 1993 年與李長榮公司開始蒸汽供應合作之後，也逐漸吸引更多臨海工業區的

其他廠商如中石化公司、台灣中油公司等加入。由於臨海工業區在當初興建時，並沒有預

先規劃公用流料的通路，而這些工廠與中鋼間之管線路徑需經過公用道路及 60 米工

業大排，分屬許多不同管轄單位，因此如何規劃管線通路、並取得相關路權許可，便

是管網佈設的重要工作項目。通過與公部門、工程單位及相關專業廠商的共同努力下，

於區域內佈設了 32 吋的蒸汽總管及 6~24 吋輸送至客戶之管線，詳如圖 10。 

 
圖 10  臨海工業區能源整合 蒸汽及公用流料鏈結（通路）示意圖 

除了蒸汽之外，工業氣體（氧、氮、氬）也是區域能源整合的重要項目，中鋼產製

之工業氣體除了供應給自身生產製程使用，多餘的氣體即透過區域能源網絡，穩定安

全地供應給鄰近工廠。其中，氮氣的管道輸送，透過客戶管路甚至可遠達 20 公里外

的其他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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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硬體設施與通路的建置之外，計畫推行的另一項重要挑戰，便是提高客戶參

與的意願。這個部分我們花了相當多的精力與客戶溝通，讓他們知道區域能源整合所

能提供的好處。中鋼提供的副產能源，不論在品質、穩定度及可靠度方面，都相當

優異，除了能協助客戶大幅降低能源成本、相關土地及設備投資的成本，最重要的，

還減少了工安環保的困擾，因此無形中，客戶整體的競爭力，以及面對環境變遷的調

適能力，都獲得提升。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11  中鋼區域能源整合 

目前中鋼對外銷售的能源包括蒸汽及氧氣場產出的氧氣、氮氣、氬氣等。其

中，最主要的項目為蒸汽，2016 年因蒸汽用戶持續受大環境景氣影響對區域能源整

合項目的需求持續不振，2016 年蒸汽外售量為 159.6 萬噸，僅較 2015 年增加 1.14%。

2016 年中鋼外售蒸汽量可節能 12.3 萬公秉燃料油，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36.6 萬

公噸，SOx 排放 1,166 公噸、NOx 排放 809 公噸及固體懸浮物 115 公噸。中鋼區域

能源整合如圖 11。區域能源整合最能反映消費者認同及顧慮，由國內外需求經驗顯

示成功之機會極大，供需資訊、功能需求及品質數量為三大影響因子，此一演變趨勢

隱藏綠色技術、綠色交易、綠色經濟及綠色夥伴促進循環經濟體。中鋼「區域能源整

合」可說是一種「知易行難」的計畫，也就是說，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能創造能源、

經濟、環保三贏的絕佳整合計畫，但因為過程牽涉到各方不同的權責及利益，因此真正

執行起來可說是挑戰重重。經過中鋼團隊多年來與各政府主管機關、路權單位及客戶廠商的

議談、溝通及協商，最後終於交出一張漂亮的區域能源整合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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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與建構循環型社會 

以過去所建立的廠外資源化鏈結為基礎，配合環保署及工業局，擴大了在高雄臨

海工業區及區外的產業生態網路，使資源得以有效再利用。105 年以中鋼為核心的產

業生態網共包含 20 家企業，以傳統產業為主，包括水淬高爐石、氣冷高爐石、脫硫

石、轉爐石、礦泥、煤焦油、廢酸、廢耐火材…等之資源化鏈結。未來仍將全力配合

政府持續推動「工業區能資源整合推動計畫」，擴大與臨海工業區廠商產出廢棄物之

再利用鏈結作業，建構工業區內產業間資源共享與資源循環利用網絡，改善工業區內

產業經營條件並提升其競爭力及與國際永續發展趨勢接軌。循環型社會如圖 12。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圖 12  循環型社會 



105 

(九) 在地採購 

中鋼支持高附加價值下游產線、環保節能及汰舊換新之投資案，要求供應商儘量

提高由國內供應之比例，除降低成本，更扶植國內產業。另維修所需要之耐火材料、

零配件及硬體設備等為數甚多，除了要求供應商儘量增加在地供應的比例外，更為帶

動國內相關產業升級，降低對國外廠商之依賴，確保交期、服務與成本，而積極推動

各項國產化工作，並與國內耐火材料廠商簽訂有長期供應合約，有效降低儲存空間，

105 年之零配件及設備在地採購目標為 277,000 仟元，實際為 277,506 仟元。中鋼

在地採購如表 3。 

表 3  中鋼在地採購 

 
參考資訊： 中鋼公司(民國 105)。中鋼企業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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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科技發展與循環經濟的關聯 

一、循環經濟與科技 

「循環經濟」一詞近年來成為全球的熱門話題，其實其內容並無超過廣義節能環

保的範圍。只是節能是以能量消耗的減少為主要目標，資源回收再利用只是其手段的

一部分；而環保是以對地球生態之不良影響為考量依歸，所以循環經濟施行得當，可

以減少製造產品和相關廢棄物之總量，自然對環保有莫大助益。所以循環經濟可以說

是推動節能環保後，自然延伸出來的概念，對於資源較不足的國家，例如我國，循環

經濟更是減少自境外輸入大量資源的經濟發展有效方向。 

事實上將工農業或生活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原本是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的觀念和普

遍行為。越是資源不足的遠古時代，珍惜物質，物盡其用都是美德，也在生活中實踐。

即使到今日，在經濟比較不發達的地區或是農村將收割的稻草當成燃料、建材甚至床

蓆如榻榻米都是循環經濟範例。至於每天大量產生的人類與家畜排泄物都是肥料甚至

是燃料的來源。這些措施，雖然費勁也可能對生活舒適度有影響，但都達到節能、環

保愛地球的目標。 

但是人類的科技進步，使資源的取得成本大幅下降，自然使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

成為多餘或是落伍的標幟。直到近一百年，才讓大家警覺資源的成本，如果包含環保

和生態的長期影響，事實上並非想像之低廉，以物質不滅的定律，廢棄物如無限量的

增加在一個有限量的地球也是種破壞，應將原本即有愛惜物質的老觀念，以更新的形

貌和術語出現在現代人面前。 

當然我們不是要回到原始農業社會，許多現代科技的成果已經成為生活的必需，

我們只是以更多的科技將老觀念以現代人比較能接受的方式來處理。可以讓大家繼續

享受科技的果實而減少科技世界所帶來的禍害。 

現代人已經知道科技的極限和可能副作用，因此科技人學會謙虛，不會再提什麼

人定勝天。在資源回收的領域，更要有此觀念。從熱力學的原理來說，為了人類生活

舒適所施加的人為技術措施必然會擾亂大自然，使 entropy 放大，所以質與能回歸大

自然狀態是必然的趨勢。譬如金屬元素原本是以很穩定之化合物分散在大地中。我們

人類以技術和能量將元素提純萃取並轉化為人類需要的材料如銅線、鋼筋等，因此建

立了人類文明。但是這些工業產品最後會銹蝕回到大自然。所謂循環經濟只是外加能

量和技術，使它在回歸自然以前，從中攔截，延長使用壽命，減少新資源生產的壓力。

完全的質能回收循環，是不可能的。只有單一項目在局部系統，例如廠區內水循環，

可能做到 100%。 

所以百分之一百的循環，在多數狀況是不經濟甚至不可行的，這就如同能量必然

是由較有效的形式走向較無效的能量，例如用電會產生熱，我們可以設法回收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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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能，甚至嚴格說來一般所謂的再生能源，如太陽能也不是真正的再生。因為太陽本

身也如化石燃料不斷消耗，只是時間以億年計，而且也不會汙染地球，所以我們就不

加以考慮而已。上述意見只是希望表示在循環經濟的規劃，不要對科技有不切實際的

人定勝天想法，更不用說在大自然的基本法則外,成本上的考慮也會使許多回收再利

用成為不可行。因此科技的發展和利用，可以使循環經濟走得更遠，但不是萬能，它

只是以新科技來發揚自古即提倡的惜物美德。 

其實在化工製程中老早就有回收循環的技術，因為原料進入一個反應器，很少反

應率(conversion)是 100%，所以多半會在出口有一道分離程序，將為反應之反應物重

新送回反應器，這就是最早實踐循環經濟的例子： 
 

 
 

因此我們要務實量力而行，不是所有的廢棄物都可以做到循環的理想，大多數的

廢棄物能做到節能減廢，就已經是很不容易的目標了。 

譬如以印刷線路板的銅箔蝕刻製作線路為例，大約有 30-60 的銅經過化學蝕刻變

成含銅廢水，現在不但受嚴格排淤管制，事實上回收也是有利可圖。所以不但能做到

接近 100%之回收，且可以精製成電路廠接受使用之電鍍及硫酸銅，這是最不容易達

成之循環經濟楷模。 

反觀之，煉鋼廠所產生之爐渣，也只能轉包給民間企業做處理和降階利用，而在

成本上不可能當成鐵礦砂，達到循環之理想，這些爐渣當成鋪馬路之填料都上有重大

困難。 

又譬如半導體廠大都均以重環保著稱，但他們透過用氫氟酸等含氟藥劑作清潔，

蝕刻後也大多只能加以沉澱成氟化鈣，外包處理，他們能夠循環使用嗎？ 

二、科技的選擇 

科技的應用對循環經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對廢棄物分類、管理、收

集技術上的改善，以降低成本（甚至在網路上拍賣使用過之物件供他人再度使用，也

許都算是此一領域）。另一層面是對廢棄物分解轉化技術的改進，讓再利用後續程序

成本降低，並使回收價值提高。前一層面的科技將由另一專文作討論，本文重點只針

對已收集到之廢棄物的處理和再利用技術加以探討。 

在技術層面回收技術大致分為物理性和化學性兩類，前者包括各種機械處理和不

發生化學反應的物理性分離純化手段，如蒸餾、萃取、融熔、結晶濃縮、吸附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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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方法牽涉到將廢棄物施以化學藥劑和能量如加熱，來造成某些物質本質上的變

化以便於分離或利用。例如在水溶液中之重金屬離子，不易回收利用，且構成汙染。

但是如果將其轉化為氫氧化物、硫化物等，即可方便沉澱分離，並且以有價值的化合

物資源再作利用。 

 

這些技術之操控條件當然都視被處理物之狀態，包括成份、數量、物化性以及分

離純化之規格而做選擇。例如同樣含銅廢水，可以用電解法來回收銅，但是如其中含

有更易還原之重金屬，則即會干擾電解回收(electrowinning)之效果，所收銅純度不高，

即失去電解之作用。而如果廢水中酮濃度不高，則更容易造成電流效率下降浪費電能。

此時將銅離子先用硫化物或加鹼沉澱回收或是用鐵先置換銅來回收分離極可能較符

合經濟原則。 

此外近年來在萃取常使用所謂超臨界萃取(supercritical extraction)。它是利用如

CO2 等之氣相萃取物來代替傳統液相萃取物，因此萃取後，萃取劑之分離再利用因為

是氣態變化很迅速，現已廣泛用於如染紡業之染料廢水處理。 

上述這些技術都是幾千年來，人們將地球上的各種資源發展成可利用產品而不斷

研究開發出來。它們原本屬礦冶工程、化學工程領域，而現在成為產品變成廢棄物後，

第二次再利用的技術工具。 

這些工具的選擇基本原則是只要能物理性分離的就不要用化學法，因為化學法對

物質的本身破壞轉換性大，大多成本較高甚至可能造成新汙染。在物理性操作中又以

機械式為優先，例如粉碎、磁選。最上乘的回收是直接將廢品之再利用。例如飲料玻

璃瓶，如能加以有效分類，則可將空瓶直接洗滌，檢驗後再裝瓶使用，這自然是最省

成本最上乘的回收方式，但是它卻可能要以複雜的收集系統來配合，所以回收之成本

或是技術的選擇，是要考慮前段收集分類和後段分離純化的總成本，以及回收品之效

益。後者大於前者才是一項可行的循環技術，而兩者的差距極大化就是最優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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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任何有潛在價值的物質，都可以加以純化回收。它必須符合經濟效益考

量。其實在礦產提煉上就老早知道這項原則，所以礦產有所謂品位的等級區分，成分

太低導致提煉成本提高，極低品位礦物就不值得提煉回收，例如台灣金瓜石的舊金礦，

其實仍然還有金，但開採提煉成本高只好廢棄。若金價不斷上升，提煉技術有突破讓

成本降低，則也可以使原來不值得回收的物質變成可回收。 

事實上，許多昂貴的元素如金、鉑、鈀也存在大海中。但是沒有人會去把海水當

成金礦，因為成分太低，由圖 7. 1 即可以看出，金、鉑、鈀雖位居左上方，由縱軸看

單價極高，但是由橫軸看則成分太低，所以不值得提取。 

除了物理和化學性工具外，近代也開發出一些生物性技術。例如可以用特定微生

物分解油、礦物或其他有機物；也可以用藻類來吸收固定某些低濃度之元素，但是這

些技術大多耗時耗空間，很難成為主流。 

 

 

 資料來源：鋰資源應用分析與鋰電池回收，工研院材化所技術報告(2016)陳金銘博士 

圖 7. 1  海水中個別元素的濃度表與價格相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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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宗為人熟知的就是廢車的回收，如果在機械拆解上能作有效分類，則許

多零組件可能可直接利用而無需走到原材料階段。剩餘的廢料才必須以高溫熔鑄方式

處理。所得鋼料大多用於次級品，而不大可能重新用於汽車製造，這些處理當然都是

機械物理性技術。 

但是有些電子器件，因為其中含有相當比例的高價值金屬如金、銀、鉑等，則必

須以化學法予以溶解，再作分離純化，這當然就可能造成水汙染，所以在分離技術中

有許多改進之空間。事實上考量到循環回收面之成本與效益，則工業器件在生產製造

時就應將此些因素考慮進去，構成綠色設計的一部份。例如在器件中減少高毒性元素

如鎘、鉛，就可以減少回收時分離技術的困難度。 

當然一種高毒性之物質如果有其特殊功能，而且能做到充分回收，也可以永續經

營。具百年使用歷史的鉛酸電池即為一例。它的正負極主要材料都是鉛，包括導電用

的鉛格子體(Pb grid)和當成正負極活性材料的二氧化鉛和鉛粉，最後反應生成物是硫

酸鉛。鉛酸電池放電的基本反應如下式： 

Pb+PbO2+2H2SO42PbSO4+2H2O 

因此當鉛酸電池報廢時，只要將電池內酸液倒出，外頭塑膠容器拆解，即可以用

最簡易之火法提煉將硫酸鉛轉化為鉛。所以全球大量使用之鉛酸電池都不需要再用挖

鉛礦來取得鉛，而是靠廢電池回收的鉛來再製電池。這個老器件因為巧妙設計，充分

達到綠色設計的理念，而成了循環經濟的範例。 

反觀近二十年大量使用之鋰離子電池，由於內部除了鋰元素外，大多還有銅、鈷、

鎳、錳等所以造成回收技術上之困難。加上鋰電池價格較高，所以現在也有人研究汰

換之鋰電池的再利用，也就是將某些劣化不符原先使用要求的鋰電池，拆下來予以檢

修，將尚堪用之電池加以重組(sorting)後作其他次級應用，例如備用電源，這種作法

都是以較低廉的物理性技術來代替化學分離純化技術。 

當然對於鋰離子電池而言，就是因為化學法困難重重，才有將汰役電池篩選後作

第二級使用的想法，但是最後仍必須走到化學法分解回收的命運，這時就可得知鋰離

子電池回收的困難。因鋰離子電池含有之有價金屬有鋰、鈷、鎳、鐵、錳、銅等，其

中許多化性相近，極難分離，構成化工分離(separation)程序之大考驗。所以回收技術

不但要考慮其濃度、數量，還有雜質之干擾度，現在全球鋰電池需求量激增，逼迫鋰

電池要做回收處理。圖 7. 2 是一個代表性之廢鋰電池回收程序，提供一個原則性概

念，實際工序當然複雜許多，也有很多技術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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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車用鋰離子電池的回收技術(上)，材料世界網，李守仁與白立文著  

圖 7. 2  廢鋰離子電池回收流程示意 

大多數的回收技術都偏向在工業製程與產品廢棄物之處理和再利用。但是其實另

一大宗應是生活農業方面之廢棄物。在此方面，最普遍是生質能的利用，例如將廢稻

稈當成燃料，但是此種古老技術在大量收集運輸、空氣汙染和燃燒殘渣的處理上有困

難而使其不可能成為現代化燃燒技術。於是許多實驗室致力於將其提純為如酒精類生

質能或是轉化當成造紙之原料。 

更耗能耗水的是人類和家畜的排泄物，它含有大量的有機物。現在不但不能如古

代當成肥料或燃料，而且需耗大量水電去處理，一個小小台北市一天生活汙水量即達

560,000 立方米，事實上，全球無法負荷全人類和家畜的排泄物將其以完全廢棄物並

以發達國家衛生下水道的方式處理。目前只有少量的家畜排泄物以沼氣發電方式來利

用，工研院在此方面做過評估，認為人類排泄物作沼氣發電不具經濟效益，其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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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之技術考量不應只限於沼氣發電，因為它本身龐大之水電負荷和對環境影響就足

以迫使我們尋求更有效的循環方式。 

表 7. 1  生物排泄物沼氣產量比較表 
種類(livestock species) 產氣量(m3/head-day) 

人 0.045(理論估算值) 
豬 0.12~0.3 
牛 0.52 
馬 0.056 

此外人類生活所丟棄的廚餘和過期食品也是以每年千萬噸計，但是都未得到更多

的科技研發關注，這是大家未來更應努力的方向。 

回收分離技術本身之汙染性也是須考量之因素，譬如一般常用之水溶液電解或萃

取，會用到大量水和產生許多廢水，因此近年來開發非水溶液性的離子液體(ionic 

liquid)電解法以及超臨界萃取(supercritical extraction) 這些方法都可以克服水的困擾，

但是成本較高，其應用性正在逐步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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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科技創新對經濟循環的影響 

一、前言 

政府推動循環經濟產業，將從「提升資源純化技術」、「扶植大型能資源循環中心」

兩路並進；提供研發費用補助與媒合服務，提高廠商效益。台灣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

高達 82.5%，回收率世界領先，但台灣欠缺資源純化技術，工業廢棄物再生後只能簡

單利用，再生資源純度不高，無法獲得更高附加價值，反而還要外購高價的特殊精密

材料。例如貴金屬的汙泥，前端最難處理部分，台灣已處理完畢，但資源純度不足，

只好送到日本再精煉、純化。過程中，日本廠商賺得可能是台廠的十倍價值。台灣雖

然已有金、銀、錫等貴金屬很好的處理能力，但就鉑、鈀、銦等稀有貴金屬的純化技

術就有待提升。本文就科技發展的角度，以能源、資源、技術、服務流程、價值為觀

點，探討科技發展在整個循環經濟的推動全貌，提供政府施政的藍圖。 

從資源革命的觀點，稀有資源的替代性技術發展、消除過度的浪費、循環利用資

源在產品生命週期的延展、可替換零組件的模組化，以及將實質擁有變成數位資產化

的概念，引發出在循環經歷濫觴的成熟價值。 

食物、土地、水與能源：從資源的觀點，資源革命一書[1]，Stefan Heck 指出，相

較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前，每一位中產階級所消耗的能源（熱量），只需要考慮到溫飽

2000 大卡，現代的中產階級，所耗費的能源，超過 20 萬大卡，成長了 100 倍，包含

汽車、照明、空調等生活必須。加上中產階級人口成長了 20 倍，以這樣的觀點，現

代資源的負擔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 2000 倍消耗。中產階級薪資提高對蛋白質的

精鍊食物需求，造成對於土地、水、能源的負荷增加，一磅的牛肉所耗費的水資源是

玉米的 15 倍、能源費用 160 倍、土地需求為 18 倍。 

工業革命的原物料價格變化，全球資源緊缺，各國對於能源、礦產等資源的爭奪

愈加激烈。促進綠色成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減緩資源的供需矛盾。鄰近中國、

日本及韓國等紛紛建立資源確保戰略，進行資源再生及儲備，確保經濟競爭力。麥肯

錫顧問公司 世界經濟論壇與艾倫 麥克亞瑟基金會合力分析產出的報告指出[2], 循環

經濟可在五年內創造 5 億美金的淨收益 10 萬個新工作, 並避免 1 億噸的材料浪

費 ; 此外還有讓全球每年省下 1 兆美元材料成本的潛力 在全球的重新製造業 歐

洲的回收產業超過 100 萬的潛在就業機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指出了物質

在整個工業循環的基理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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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  材料循環指標(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Material Circularity Indicator tool 

for evaluating the circularity of a product.) 

從歷次的全球化的工業技術的移轉遷移[3]，可以發現，工業技術的發展，仍是濫

觴於經濟的最基本原理，從需求產生技術的發展設計。循環經濟概念自 1970 年被首

次提出，在過去資源豐富的時代，其需求並不明顯，加上重新資源利用的價值，遠高

於心的開採成本，故在推動上並沒有商業與經濟的價值。但在現今以資源短缺、人口

發展來評估經濟成長的觀點，技術發展走向以順應資源短缺的再設計、再提煉、模組

再利用，已是不可免的趨勢。而在人口高速成長的過程，資產擁有的價值，也將逐漸

被分享數位資產的價值所取代。這兩個因素將持續驅動循環經濟產業的發展。 

2017 世界經濟論壇[4]，標註了前五個對世界重大的風險因素，分別位於下餘的右

上角區域，最大可能發生與最大衝擊的事件，例如極端氣候(Extreme Weather Events)、

自然災害(Natural Disasters)、大規模遷襲(Large-Scale Involuntary Migration)三者，都會

與未來的循環經濟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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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  風險衝擊與可能性發展(https://dwfoh96rza0z7.cloudfront.net/wp/wp-

content/uploads/2017/01/13161926/world-economic-forum-2017-top-5-risk-areas-2x2-

matrix.jpg) 

 

二、經濟原貌與技術核心內涵 

既然有了需求的產生（資源短缺與人口成長，造成分配所得不均衡），在技術發

展與產業的興起，就有了因需求產生而開始的動機。早期循環經濟的概念，純粹在於

3R(Reuse, Repair, Repeat)的發展，但若無資源短缺與人口成長的逆襲，造成資產的重

新分配，在經濟洪洞上並不能產生價值。這也是循環經濟概述，多年來無法確實推動

的主要因素。要先產生需求，形成利基，才能造成經濟活動的價值。 

舉例來說，在電子廢棄物 WEEE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5]重

新使用的價值，全新的水壺只要 20 歐元，而回收需要 12 歐元的測試成本，銷售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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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5 歐元，從這樣的觀點是不構成經濟循環的生成要素。但如果技術的發展更新，

是以德國 Miele 900 歐元的洗衣機作為回收再利用的標的，那麼，回收的成本加上產

品的終端價值，就能產生新的經濟活力，七倍利潤於新的 Meile 全新產品，具有閉循

環的價值生成動力。從這樣的觀點，任何循環經濟的寄書發展，必須縱關先發現具有

價值生成的要因，才能具有實質的投入的必要。 

另一種技術發展的價值生成因素，是以顧客為觀點。例如 HP 的墨水卡匣，其利

用印表機都會接到網路共用的特性，內部崁入晶片回傳 HP，將 Ink 傳回製造商。HP

再使用重新翻造的材料製成的卡匣，直接寄送到終端使用者，並回收用棄的原卡匣。

在這樣的概念下，並沒有新的製造技術導致的成本降低，但對HP & 終端使用者來說，

賴於這個植入式晶片的技術，HP & 使用者說方皆可免除中間物流、代理人、實體店

面佈置成本的因素，節省替換費用達 70%，並因為塑膠再循環利用，節省 57% 的新

塑膠原料投入；於焉產生新的循環經濟活動價值[6]。 

科技的巧思，也同樣可以拉動不同的品牌價值，為資源巡早更多的可能利用。例

如佛羅裡達 Saltwater Breweries，發現在美國購買啤酒的文化習慣，通常為半打一個

包裝，這個包裝的塑膠，經常最終的旅程為沉降到大海，成為造成烏龜、浮游魚類的

生命終結的殺手。因此，Saltwater Breweries 設計出一種適用於海棲生物的食用包裝

材料取代塑膠，避免在食物鏈的底層造成環境與生物的迫害[7]。 

   
圖 8. 3  Saltwater Breweries 設計適用海底底棲生物之可食用包材 

從經濟的原貌發展來說，有五個經濟的發展趨勢，藉由科技的融合，逐漸發展成

為核心經濟價值，分別是 

1. Resilience Economy：和貧窮、健康、安全、保險、氣候變遷相關的產業。科

技發展的核心價值為【安全(SAFE)】 

2. Digital Economy：廣泛稱之物聯網、大數據，工業 4.0，預估 2020 年產值 1.36 

trillion USD by Accenture & Oxford Economics，科技發展的核心價值為【智慧

(SMART)】 

3. Access Economy：即 Sharing Economy, 例如 Zipcar, AirBnB, Nexfile 分享串流

等，Pwc 預估 2025 年產值 335 billion USD；科技發展的核心價值為【分享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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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ircular Economy：循環經濟，整體的產業價值，形成一個能源、資源閉循環

的跨產業革命，Accenture 預估 4.5 Trillion USD @ 2030。另 Better Business 

Better World 估計, 約$12 trillion in business value by 2030 and generate up to 380 

million jobs。科技發展的核心價值為【永續(SUSTAINABLE)】 

5. Wellbeing Economy：力主犯罪防治、監控、治安、健康照護、污染防治等。

科技發展的核心價值為【滿足(SATISFYING)】 

由這五個經濟發展的原貌，分別展開新的技術發展的趨勢價值，如下圖中的 SAFE、

SMART、SHARED、SUSTAINABLE、SATISFYING。這五個科技核心，在個別的經

濟體內具有普世認知價值，但跨出不同的經濟體外，就會產生矛盾衝突，這也是未來

科技趨勢須做好融合的發展[8]。 

 
圖 8. 4  五種經濟發展的協力與科技價值主張原貌 

Davos 在專文仲介紹，從科技發展的角度看對於就業、社會、經濟的影響。例如

AI 人工智慧，雖然對經濟帶來重大的好處，但也同時造成大量的白領失業與社會問

題的負面影響。對於不斷的新科技來臨，如果沒有在政策的引導與員工的訓練成長計

畫、產業政策調整，造成的結果反而是負面居多。結果造成經濟衰退與員工失業。世

界經濟論壇辨識了其中 12 項最主要的新興科技，對於政治、社會、經濟的重大影響，

例如 3D Printing, 奈米科技、物聯網、量子電腦、虛擬實境、自駕無人車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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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5  新興科技引發的優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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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6  改變驅動造成不同時間的科技、社會、經濟衝擊[10] 

三、科技加成循環經濟的投資價值 (Returned on Investment) 

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 Design)的概念，雖然可以合理的解釋流程的循環，

但從經濟學的觀點，並沒有辦法產生經濟的價值，也就是說，形成一個有效的經濟活

動。這部分，則有賴於科技，將流程循環的成本降低，或者，發展出新的跨業循環科

技，使成為新的產業顧客價值。 

循環經濟過往的觀點，較少著墨於技術所生成的價值，產生的經濟活動。而是在

以再利用的觀點，或者替代性的觀點，來促成經濟的循環。這部分例如 Michiel Meurs 

的機艙座椅 AtoB，強調整個座椅都以可回收性的鋁合金、竹材、PET，作為產品設計

的技術；或例如 Banana Stem Fiber Packaging 瞄準食品的包裝材料， 以天然有機素材

取代塑膠。這類的經濟活動無疑是循環經濟的一個主軸，但卻是以流程發展作為循環

的價值，而非科技帶動的循環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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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7  Past Best Use of Aluminum winner, AtoB Seat by Michiel Meurs，Michiel 

Meurs and the From AtoB Public Design team in The Netherlands developed the AtoB 

Seat: a seat for public transport made from recycled aluminum, recycled PET, and 

formaldehyde free bamboo plywood. At end of use, the AtoB Seat can be reclaimed by the 

manufacturer to determine which parts will be reused or recycled. It offers a sustainable 

solution for seating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by allowing for easy cleaning, 

maintenance, disassembly, and recyc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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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8  Past Best Professional Product winner, Banana Stem Fiber Packaging by Brayan 

Stiven Pabón Gómez and Rafael Ricardo Moreno Boada 

 

 

圖 8. 9  Banana Stem Fiber Packaging 的作業循環流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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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radle to Cradle，可以將 Bio-Technology 和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流程串

結，但流程的串結並不代表能夠形成經濟的價值。經濟的價值加乘，則有賴於規範與

科技循新的突破點。以 Ecovative 這家公司為例，其和 Sealed Air Corp.合作，將蕈菇

根部孢子與農業廢棄物、種子廢棄皮殼、玉米根莖及農作收成的副產品結合，形成新

的結構的有機發泡材料，取傳統塑化材料。Sealed Air Corp. 為美國最大的包裝材料公

司，由資料庫所建立的數據，提供顧客“正確尺寸”的食品包材，做到最小的浪費、

保持更久的儲運時間[12]。 
 

 

圖 8. 10  超級市場產品包裝材料調查[13] 

Lewis Perkins (President of the Triple Pundit institute), 引述放大生產(Scaling Up)價

值、政策與流程的關聯，在所有的經濟活動，放大生產價值才能產生經濟活動，但需

要時間與投資。就如同早期汽車排放污染防治，由政策擬訂後，以科技提升效率達成

整個經濟的活動。要符合 Cradle to Cradle 的標準，一個公司必須確認符合更高的標

準與維持產品的功能，來因應環境變遷的影響，形成一個閉環的流程發展。 

循環經濟的商機生成，必須有科技的要素，將之在流程的效能提升與連結促進。

本文下個章節，將就科技發展契機的概念原型陳述。(1)重新系統化、模組化設計，資

源重複使用的必然性, 從源頭改善；(2)循環農業生質材料，或廢棄物透過生物精煉製

程, 提煉藥品、化學品，使用厭氧消化及堆肥方法，取代掩埋或焚燒；(3)循環過程加

値，藉由維修、再利用、翻新、再製造等過程，在整個產品生命管理週期過程，有效

率讓產品與資源的價值最大化；(4)合作共生，連結廢棄到資源的供需, 處理的成本以

共用，分享、交換、租用等方式共用資源, 創造新的商業模式;(5)結合科技預測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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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型形成的新經濟活動。 

Accenture 舉列了 10 項在循環經濟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科技，這些科技將帶領

新的商業模式發展，形成加速與放大循環經濟價值的可能[14]。 

  
圖 8. 11  科技在循環經濟中的扮演角色 

四、廢棄成為資源創造(“Trash-to-Treasure” Innovation) 

將廢棄資源成為新的創造資源，說起來是似乎是個容易達成的做法，實務上則牽

涉到許多層面。(1)回收再利用的效能、效率，遠低於原始的材料，如果並非第一線的

廠商，在設計能力上不可能達成相同的品質。如果廠商早就具備了用次級材料就能設

計相同的品質，那麼，在成本誘因下，早就會自行從事設計了。(2)回收再利用的成本

遠高於原始的材料設計，但終端售價沒有提高。(3)過早的投入用廢棄資源，反而會造

成自身與同業的競爭能力低落，不見得能提高品牌的效應。例如以往 Epson 回收舊

卡匣、OPEL 汽車用環保軟管材料，結果不僅沒有得到消費者的認同，反而喪失了市

佔率。(4)政策、標準的早期強制投入是必要之惡，政策的約制，至少能讓所有的廠商

在同一個開始的起跑點，而非因為早期投入變成實驗的白老鼠，喪失自己的競爭力（例

如可靠度）與成本增加。 

從資源的觀點，依照目前產業、經濟的發展速度，Accenture 估計從 2015-2050 年

間，供應與資源的需求缺口，將由供需平衡，到將近 40%需求量的供應短缺。這意味

著未來的世界將在原物質、能源、水、土地的缺乏，高度的商品價格波動，以及社會、

經濟層面的不安定。這也是未來一個地球，必須發展循環經濟的最重要的立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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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2  全球資源開採統計 

 

 圖 8. 13  未來資源需求與可用蘊藏缺口 

循環經濟的概念，初始起源於將廢物物質轉化成為有價值的資源。在這樣的概念

下，相當於技術發展，必須思考如何採用次級原料，精煉成一級的成品，或者，去除

不必要的設計，維持原有的品質能力。以下整理目前全球物質轉化的科技能力。做為

發展的參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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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厭氧消化速度：  3PLW 為一家以色列公司，發展一種生化厭氧消化系統

(Anaerobic Digestion)，能夠在 72 小時內，將生質物質消化處理完畢，較諸傳統

10-40 天，提高非常驚人的效能[16]。 

2. 塑膠轉化纖維，Looptworks, 匹茲堡的註冊公司，和西南航空以及阿拉斯加航空

合作，將廢棄座椅內裝材料，變成皮包與衣著原料。纖維轉化為可分解包裝材

料， Ecovative 這家公司為例，其和 Sealed Air Corp.合作，將蕈菇根部孢子與

農業廢棄物、種子廢棄皮殼、玉米根莖及農作收成的副產品結合，形成新的結

構的有機發泡材料，取傳統塑化材料。Sealed Air Corp. 為美國最大的包裝材料

公司，由資料庫所建立的數據，提供顧客“正確尺寸”的食品包材，做到最小

的浪費、保持更久的儲運時間[17]。 

3. 生質塑膠(Bioplastics)，突破性：可自然降解，原材料來自可再生資源，改變傳

統塑膠對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化石資源的依賴，減少環境污染。發展趨勢：

未來替代傳統塑膠，具有前景巨大。主要研究機構（公司）：Natureworks，BASF，

Kaneka 公司等 

  

圖 8. 14  生質塑膠循環圖 

4. 碳與微生物轉化能源， LanzaTech, 協助鋼鐵廠的 CO、CO2、H2、H2S、Ch4 排

放捕獲加成利用。將碳轉化成為類似 Ethanol 等氣體燃料。LanzaTech 也被視

為新興 50 大熱門新創公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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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5  LanzaTech 碳轉化流程 

5. 散熱塑膠薄膜；被稱為「被動冷卻」的概念，設計出一種不吸收可見光，但卻

持續輻射出中、長紅外線的材料。2014 年，史丹佛教授 Shanhui Fan，使用半導

體製程的鍍膜技術，創造出一種含有二氧化矽（玻璃）和二氧化鉿（Hafnium 

dioxide）的薄膜。當時他們發明的薄膜，可以反射幾乎所有的光，而且能同時

輻射出很多中紅外線，使得他們的薄膜產品可以將接觸物品的表面冷卻多達 5

℃。不過得要使用無塵室來製作，無法大規模量產。科羅拉多大學 Xiaobo Yin

看到這個發明的論文時，設計是讓紅外線能在薄膜內部來回跳動，最終輻射出

更多紅外線，這就像吉他的音箱一樣，聲波不斷反彈共振，而讓吉他的樂音變

得更大聲。 Xiaobo Yin 在薄膜內放入直徑大約 8 微米（比紅血球稍大）的玻

璃珠的話，能讓中紅外線輻射量大增。將玻璃粉與一種透明塑膠原料（聚甲基

戊烯, TPX）混合，然後把它們製成 300 毫米寬的薄膜，在其中一面塗銀，讓它

具有像鏡子一樣的反射效果。如果把這個薄膜攤開來，底層的銀幾乎可以反射

所有的可見光，所以就算在大太陽下曬，也不太會吸收能量。同時，薄膜也會

吸收它所接觸的物體的熱量，並以中紅外線將能量輻射出去，所以這些熱能完

全不會被空氣吸收，能一直傳到外太空而消散。這項發明能以 Roll-to-Roll 精密

捲繞對位技術製造，成本將大幅降低為每平方公尺最多花台幣 15 元。薄膜在

中午的陽光曝曬下的輻射冷卻功率達到 93 W/m2，大致等於面積相當的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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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產生的電力，入夜之後輻射冷卻功率還會更高，也就是說這種新式塑膠薄

膜完全可以不分晝夜持續輻射降溫。最多能使鋪上這層塑膠薄膜的物體冷卻多

達 10°C，研究人員推估只要在屋頂上鋪上約 10-20 平方公尺的這種材料的話，

就算是三十幾度的夏天高溫，也能讓房子維持在舒適的二十多度附近。 

 

 圖 8. 16  散熱塑膠薄膜 

 

圖 8. 17  各種不同波長的電磁波穿透大氣層的程度，縱軸穿透率（單位%），橫軸波

長（單位微米），8.13 微米的區域稱為「大氣窗」，研究人員新發明的塑膠，會發出

波長約 3-20 微米紅外線，而獲得降溫的效果[19]。 

6. 能源效能提升，水產養殖耗費的能源，只要是提高養殖環境的中溶氧量，以維

持養殖產品的健康。以色列的新創公司 O2Waterator，以水壓壓力輪流驅動 5 個

Piston（利用壓差造成 Piston 運動間歇式的恢復作用力），而非耗用電力，來製

造氧氣。 

 

圖 8. 18  O2Waterator 產品作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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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陽能浮板(Floating Solar Panel)，中國目前正建造海上太陽能板，列為中國製

造 2025 重點發展項目。中國已全力發展低碳能源，刻在 LiuLong 建造的海上

太陽能電田，目前為全世界最大規模，主要關鍵技術為太陽能板的防腐蝕、防

水與可靠度設計[20]。  

  

圖 8. 19  The wave-proof solar panels are affordable, and delegations from Japan, Taiwan, 

Vietnam and Singapore have come to study the project. Credit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8. Cyborg Bacteria, 光能合成細菌。目前已經發展出，可以比太陽能板效率更高

的細菌，奈米結構的硫化鉻塗層植入細菌，與水、二氧化碳合成反應形成乙酸，

產生電能[21]。 

  

圖 8. 20  光能和成細菌反應示意圖 

9. 生質藻，Belgium 公司 TomAlgae，設計以冷凍乾燥水藻作為水生物(蝦、牡蠣等)

育苗階段的高營養價值產品，產品不含病原體，並可放大飼養、排定標準化的

養殖計畫。TerraVia 則是美國公司，將甘蔗渣糖分，經由低價的水藻共同發酵

(Fermentation)轉化為高價值的 Oil & DHA，作為食用油、水產養殖營養劑等發

展；這兩家公司都是利用無價值的水藻，利用科技轉化轉換成有價值的原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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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1  TerraVia 將甘蔗渣糖分，水藻共同發酵(Fermentation)轉化為高價值的 Oil & 

DHA 

10. 智慧高分子凝膠，科技的突破性為無機物能感知周圍環境變化，並能做出回應，

具有類似生物的反應特性。發展趨勢： 智慧高分子凝膠的膨脹（97%為 Hydrogel, 

3%為 Clay Nanosheet, 0.15% binder），利用材料對環境的收縮迴圈特性，用於

化學閥、吸附分離、感測器和記憶材料；迴圈提供的動力用來設計“化學發動

機”; 網孔的可控性適用於智能藥物釋放體系，並結合奈米技術使得分子表面

具有奈米特徵，增加作用表面積等。主要研究機構，美國 Prof. Craig J. Hawker 

實驗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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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2  智能高分子凝膠反應過程示意圖 

11. 氣凝膠(Aerogel)，一種 sol-gel polymerization 合成的高孔隙率、低密度質輕、

低熱導率，隔熱保溫特性優異物質，簡單的概念來說，就是發泡成型過程中，

Liquid 氣化(Evaporated)直接和固體成形。組成物 99.9% 為空氣，0.1% 為

Silica, Alumina, Titania, Zirconia, Iron oxide,Chromia, Vanadia, Neodymium oxide, 

Samaria, Holmia, Erbia 等無機物，形成各種顏色與特性。發展趨勢：極具潛力

的新材料，在節能環保、保溫隔熱電子電器、建築等領域有巨大潛力。主要研

究機構（公司）：NASA、阿斯彭美國，W.R. Grace，日本 Fuji-Silysia 公司等[24]。 

   
圖 8. 23  (a)在本生火焰燈上的 Aerogel，具有良好的隔熱性。(b) 2g 的 Aerogel, 可

以支撐 2.5kg 的岩石；(c) 用於太空梭的 Dust Collector，製作成 Aerogel Block 

12. 離子液體(Ionic Liquid)，突破性：具有高熱穩定性、寬液態溫度範圍、可調酸鹼

性、極性、配位能力等。發展趨勢：在綠色化工領域，以及生物和催化領域具

有廣闊的應用前景。主要研究機構（公司）：德國 Solvent Innovation 公司，巴

斯夫，中科院蘭州物理研究所，同濟大學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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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4  離子液體應用 

13. 水質淨化方法，Boston-based Cambrian Innovation，發展出一種自行發電的水質

淨化方法，設計成一個貨櫃的儲槽系統 EcoVolt，內部藉由水流與電化學產生沼

氣自行發電(~200kW)。WellToDo 屬於美國-以色列的合資公司，則是宣稱其淨

化水質的方法，過程中能將硝酸鹽(Nitrate)，經由催化模組，將之轉換成為 N2

排放，免除了過程的昂貴處理成本[26]。  

   

圖 8. 25  ECOVOLT 淨化水質系統[27] 

14. 循環再生控制，Johnson Controls: 全球知名的控制系統工程公司。其設計了可

回收再利用的車用電池，形成一個閉循環的設計。Johnson Controls 在北美、

巴西、歐洲 2015 年的回收率都達到 99%，而其中 80% 的材料可再次利用。

Closing the automotive batteries loop，其產生的利益除了新生供應鏈價值、產生

工作機會，並節省 90% 的能源使用[28]。 

15. 模組化設計：從早期的 SIP (System in Package)、SOC(System on Chip)，各種整

合型技術的發展，以及搭配 3D 實體繪圖（例如 Solidwork、Pro-E）、多重物

理耦合技術軟體模擬（例如 Ansys），搭配實體 Additive Process 製造能力（例

如 3D Printer），使得一個產品的設計，得以完整的模組化， 形成類似樂高積

木的堆疊、組合再利用。模組化的設計，使得產品可以有部分繼承性的再使用、

再利用，延長使用年限的產品生命週期，也在對所謂的“新產品”定義做世紀

改革。“替換模組加值新的功能”反而促成分享經濟的起源。模組化的設計觀

點，加上網路資源造就的 Peer-to-Peer 直接交易服務，使得原本許多仲介服務

（例如系統整合者）的利潤，回歸到經濟的兩端，顧客與製造者。因而促升顧

客與製造者的有利可圖，進一步推升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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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D Printing, 米其林設計的這款像「珊瑚」的 3D 列印輪胎，將比現在一般市售

輪胎更耐操耐用，同時還結合 app ，讓 app 隨時偵測輪胎的狀況，讓車主判斷

是否需要更新。若這項技術未來趨於成熟，嚴格說起來，3D 列印技術也促進了

交通安全。Engadget 的報導 ，米其林在 Movin’On 展會上發布了 3D 列印

的 Visionary Concept 輪胎。這種輪胎的設計跟珊瑚有點類似，疏鬆的結構能夠

承受一定的壓力。所以，這種 Visionary Concept 輪胎是一種並不需要充氣的新

型輪胎。用戶購買的時候可以根據行車環境、天氣變化等方面來定制自己的輪

胎，以達到相應的效果。米其林這次選用了天然橡膠、斑竹、紙、鍍錫白鐵罐、

木頭、塑膠，還有其它 有機材料 。他們減少了橡膠的使用，這樣輪胎適應環

境的能力會更強，這些輪胎也會變得更加容易降解，也可以被回收。對於這款

新品，米其林的執行副總裁 Terry Gettys 表示：「3D 輪胎還是原型產品，至少

還要等 10 年 Visionary Concept 輪胎才會投入市場。」使用問題和生產效率是

現在 Visionary Concept 輪胎需要應對的問題。3D 列印雖然能夠滿足精細度的

需求，但 3D 列印的生產效率還是有一點低[29]。 

   
荷蘭，Tiger Stone，自動人行道 3D 拼花舖路機，未來廢資源可以做為再利用、美化城市的希望[30]。 

圖 8. 26  米其林 3D 列印輪胎 

17. 資源的循環，丹麥的釀酒公司，回收大型音樂會人類的廢尿液，作為肥沃

(Fertilize)大麥園的有機肥，進而收成處理大麥的麥芽化(Malting)與後續的碾碎

(Mashed)，以及進入糖化、發酵製成  “Pisner”的著名啤酒。Denmark’s 

Agriculture and Food Council 宣稱此過程發展是一種完整的循環經濟概念[31]。 

  

圖 8. 27  Pisner 製造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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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循環經濟的發展例子， FoodLoop 則採用 APP 與實體生鮮市場連結，主

動連結其管理系統，回收每日賣相不良廢棄的生鮮。如此的做法將過去食物的生產、

分銷、儲存的浪費，有效的連結。也節省後續的水資源處理與能源消耗。FoodLoop 利

用科技的概念，完整整個循環經濟的鍊結，贏得 2014 European Circular Economy Start-

Up Competition. 

五、運算能力與 Open Source Business 發展  

Ray Kurzweil，著名的作家、未來學家與發明家。他提出因為中樣運算的高速成

長，將造成不同產業發展的破壞創新。展望數年間，電腦將具有人腦的計算能力，造

成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人類基因定序的大幅發展[32]。 

 

圖 8. 28  The exponential cur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leading up to the Singularity 

as predicted by Ray Kurzweil in Time Magazine[33]  

物聯網的價值，在於將資料可視化連結，形成新的產品與服務價值。藉由結合感

測資訊以及企業本身的 ERP, CRM, PLM 或者外部協力廠商的資料如天氣與交通資訊，

形成一個可預測的平臺服務。 其包含三層的結構，IOT APP、IOT Software、IOT 

Endpoints。而在各層中間，則有 Smart Operations & Connected Products 等服務營運

產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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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9  物聯網的產品服務與價值階層 

IoT Apps 已經滲入人類的生活，藉由科技的發展，整合各種已存在的 back-ends 

and 3rd party services，使得各種工作流程變成行動可視化。運算能力進一步帶動行動

裝置的巨大商機，APPs 結合各種經濟活動，包含循環經濟的發展。以車聯網帶動的

循環價值來說，未來在無人車世代的來臨，安全性完整的監控，必將帶動車體的輕量

化循環設計，也帶動分享經濟觀念下的資產共用，未來的生活“資產擁有”的概念將

被“資產利用”所取代。在這樣的循環經濟觀念下，從產品的設計行為也將產生重大

變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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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30  行動運算未來發展趨勢 

著名的國際大型企業，已經競逐進入運算市場的服務。包含 IT 基礎建設、人工

智慧、訊息服務、數位媒體、車聯網、金融科技、電商服務、導航、廣告等。 

 

圖 8. 31  大型企業在運算市場版圖 

 IEEE 整理了未來 IOT 在科技與社會、經濟層面的影相關聯。五個主軸技術，

從底層 (技術層次 )到上層 (經濟層次 )分別為 Enabling Technologies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Sofeware Architecture, Service and Application, Business Mode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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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Social Impacts of IOT。串聯這些技術、經濟活動，則有兩個主要的社會心

理層面，一個是管理要素，另一個是心理要素(Security and Privacy)[36]。 

 
圖 8. 32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aspects related to IOT 

六、科技帶動產品永續服務(Product Sustainability As Service) 

科技的發展，使得產品設計、製造者，可以完成產品生命週期的品質觀念，即 

Material health、Material reuse、 Renewable energy and carbon Management、Water 

Stewardship、Social fairness[37-38]。  

當產品成為永續，或者使用存續生命週期的延長，產品的價值，就從原先商品的

價格，增加為服務的價值。例如 Spotify 以線上租賃數位媒體取代黑膠唱片、,UBER 

取代計程車、Zipcars、General Motors’s Maven、BMW’s ReachNow、Daimler’s Car2go

取代自行購車，提供“mobility services”，皆是在這樣的趨勢與概念展現永續營運價

值，產品成為服務。Product As a Service，將終結傳統線性經濟，對於商品“TAKE-

MAKE-DISPOSE”的過程。製造者將承擔更多的維護與翻造再利用的產品責任，使

得製造的商品在服務營共乘中降低廢棄比例，在設計製造端，則會強化模組化的設計，

已提供更具可更換性作業的功能設計，降低為運成本。科技的數位化發展，快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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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服務，會造成人們對於永久擁有的概念改變。暫時性的擁有，可以得到更多更新

更好的資源，但人類渴望擁有“資產”的安全感仍然不變，這在區塊鍊技術成熟後，

數位資產的資料會變成實際擁有的資產安全概念，這就是 Bitcoin 價值的不斷推升的

潛在因素。 

對於企業來說，將商品銷售傳換成為服務，是一個巨大的轉型改變。營運的利潤

將變成租賃、維護所得，而現場服務 FAE 也會越來越趨近於研發設計人員的專長，

兩者功能性終將結合。未來的商品，被重視的價值將不在視商品本身，而是科技加值、

更換後，商品本身的功能升級。因應這樣的發展，企業內部要及早做好商品研究發展

與技術服務的組織調整。 

此外，商品在市場存續週期循環的更長久，將會有另一個商業策略的考量，也就

是商品與服務可能會在不同的國家產生循環。不同的國家，對於相同的商品或服務的

內涵，會有地域上的差異，例如重工業的防爆認證、消費性手機對於拍照的美肌效果。

舉例說明，現在的手機影像處理範本都是以白人肌膚為主，所以 Apple 賣到非洲，其

美肌並不受歡迎，反之，中國的手機品牌“傳音”，從 100 萬銷售成長到 8000 萬，

主要的因素為做到“黑肌美顏”，另一個傳音的品牌 TECNO 手機一放就是 4 張 SIM

卡，適應非洲人無力負擔兩部手機，卻需要網內免費通話的在地需求。如果循環經濟

的模組、可以再利用，那麼當一個商品在產品生命週期巡迴時，就要加上科技的改造

因素，使得可以從已開發國、流動到開發中國家，甚至落後國家，並因地制宜取得競

爭要素。才能再次增加終端價值。防爆認證也是相同的概念，不同的地域應用，要設

計不同的認證，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適應不同的地域發展[39]。 

七、科技造成循環經濟的供應鏈突變 

類似循環經濟等概念，最大的變化在於，科技的因素使的整個經濟循環的透明度

增加，不論從消費者端或者供應鏈端，都會產生更多的不確定度與突變，企業經營應

隨時檢視這些突變造成的風險預測。科技造成的經濟供應變化包含[40]： 

1. 數位化，數位化造成合作與通訊溝通更快速、可靠與有效率，供應鏈的學習曲

線縮短。 

2. 客製差異化，來自顧客的設計經驗與客致需求，供應鏈必須養成更多的鏈結(各

種下游的供應能力)，也造成經營競爭的壓力。 

3. 資源競爭，在有限的資源下，有更多的供應競爭者，傳統供應鏈必須具有不同

的資源發掘能力，包含將廢棄物重新提煉的價值。供應鏈的價值要能發現資源

地圖的路徑。 

4. 資訊安全帶來的風險，資訊安全性，可能一夕間造成供應鏈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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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33  科技發展造成的供應鏈變化 

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有供應鏈與磣品的創新價值的連結。在循環經濟下，策略的

發展主軸有三，更智慧的商品製造、延長生命週期、以及可利用的材料發展三個層面。

可以細分為 R0~R9 幾個度量的指標，以下圖作為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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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34  Circularity Strategies within the Production Chain, in order of priority[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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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35  Circularity strategies and the role of actors within the production chain [41].  

八、物聯網科技帶動廣域循環經濟應用 

傳統分層架構在物聯網中應用的局限性，在物聯網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的制定過

程中，通過對十多個行業應用的長期分析和研究，逐步凝練形成了新的物聯網“六域

模型”參考架構體系，為如何在特定行業應用，有效解構物聯網生態各重要組成部分，

以及如何建立業務關聯邏輯提供了架構，目前並已列為聯合國 ISO/IEC 30141 標準

[42]。 

物聯網“六域模型”參考體系結構，將紛繁複雜的物聯網行業應用關聯要素，進

行系統化整理，以商業模型功能劃分為主要原則，設定了物聯網用戶域（定義使用者

和需求）、目標物件域（明確“物”及關聯屬性）、感知控制域（設定所需感知和控制

的方案，即“物”的關聯方式）、服務提供域（將原始或半成品資料加工成對應的使

用者服務）、運維管控域（在技術和制度兩個層面保障系統的安全、可靠、穩定和精

確的運行）、資源交換域（實現單個物聯網應用系統與外部系統之間，資訊和市場等

資源的共用與交換，建立物聯網閉環商業模式）等六大域，域和域之間再按照業務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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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建立網路化連接，從而形成單個物聯網行業生態體系。單個物聯網行業生態體系，

再通過各自的資源交換域，形成跨行業跨領域之間的協同體系。 

物聯網行業生態體系建設的第一步，在於確定用戶主體和用戶需求，即在用戶域

(User Domain)中挖掘用戶主體與行業中其他因素之間的問題和改善需求。其中，多個

用戶主體間的關聯性以及需求邊界是確定物聯網行業生態的入口。 

第二步在目標對象域(Object Domain)，根據物聯網使用者需求所關聯的目標物件，

確定所要連接的“物體”。物聯網通過特定的連接方式，幾乎可以把任何“物體”轉

化為該物體的“資訊源”，從而創造出區別於傳統產品和服務的全新價值，是物聯網

商業價值創新的源頭。 

第三步，根據目標對象域，確定的物體屬性和資訊源獲取要求，從而在感知控制

域(Sensing & Actuating Domain)，確定採用哪一類技術連接手段實現與目標物件的連

接。從目前技術現狀而言，主要包括以感測器為代表的客觀感應式，以 RFID 和二維

碼／條碼為代表的主觀標籤資訊讀寫，以 M2M 模組為代表的嵌入式網路通信模組資

料操作。 

第四步，在服務提供域(Service Provider Domain)，將大量來自於設備端的資料，

根據使用者需求，結合雲計算、大資料、人工智慧演算法等進行進一步的加工處理，

形成提供給用戶域中不同使用者主體的各類服務和介面，實現對“物”和“資訊源”

的共用。 

第五步，在運維管控域(Operation & Management Domain)中，從系統技術性運維

到行業法律、規則等層面去監管和保障系統的安全、可靠、穩定和精確運行。尤其是

對於所連接的“物”所觸及到的行業管理要求，既要儘量遵循，又需要制定新的規則

來保障業務開展。 

第六步，在資源分享域(Resource Interchange Domain)，一方面打通垂直行業和外

部系統與資源的共用及協同，另一方面輔助其他五個域建立內部的商業閉環，尤其是

在物流、支付、征信等方面，從而較好地處理垂直封閉系統和外部系統的協同問題。 

上述六個域之間的連接問題，則可以根據特定的通信要求，採用不同的網路形式

實現資訊互聯互通。但由於現有的互聯網通信體系仍存在著諸多漏洞和問題，尤其是

安全和隱私層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優化和提升，以適應物聯網新的業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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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36  IEC 30141 物聯網六域模型 

在六域模型的架構下，最容易施行概念的循環經濟模型，有二種廣域活動的經濟

應用已經發展，(a)生態養殖；(b)智慧畜牧。這二類的經濟活動，因為物聯網的發展連

結，將過去無法企及的偏遠區域資訊，結合成新的資料價值，並有效的溯源控制、改

善流程，因此形成了一個新的經濟循環。 

(一) 生態養殖 

就是池塘迴圈流水養魚系統，目前在中國呈現高速增長的趨勢，在短短三年多的

時間內已經迅速發展到 18 個省市超 20 萬平方米的養殖面積。在不同的地區建設的

IPA 系統不盡相同，養殖成功率參差不齊，在這個系統裡面有兩個概念，一個是增氧，

一個是循環給水，目標是達到零汙染水排放，流水槽內的水經過集汙處理、水生植物

淨化後，再次回到流水槽。整個循環機制，正常溶氧需要在 3 毫克以上，以維持魚的

消化利用率與生長速度。設計上，流水槽與大塘的建設面積比例控制在 2%至 2.5%以

內。循環給水有兩個核心的部件，一個是鼓風機，一個是曝氣管（孔徑在 50 微米左

右，加入抗菌的納米塗層），曝氣管在每個單位的長度，每個單位時段內它的曝氣量

要達到每米每小時的曝氣量>2.2 立方米。另一個關鍵則是在飼料營養的改善，飼料添

加物質配方，，讓魚排出的糞便更加的穩定成形，有利於收集魚糞等污染物的處理，

理論上的資料，可以收集到 65%至 70%魚糞便的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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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資源和土地資源有限，每年新增水面幅度有限，面對日益增長的消費能力，

水產品總量供應不足，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加上養殖自身污染物排放（殘餌、糞便

排放），對環境造成極大的影響。此外，水產品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加劇，傳統高密度

養殖，設施差、對水體不可控，水產品容易生病，生病後亂用藥、濫用藥造成潛在水

產品質量安全隱患。從傳統粗放式養殖向工業化智慧化方向發展，提升漁業現代科技

裝備，以升互聯網＋水產應用水準，形成水產業發展新形式。IPA 池塘迴圈流水養殖

系統，有效解決上列問題，能夠生產出更多、更優質、更安全的水產品，並切實做到

對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促進作用，未來還需要更多的實踐，依據各地不同的地理、氣

候等因素加以改進 

   
圖 8. 37  蘇州鼎興斯沃水產養殖設備有限公司與合肥樂然物聯網科技公司，(a)圖

左，杭州富陽五豐島建設的 IPA 池塘迴圈流水系統；(b)圖右，浙江甯海建設的 IPA

系統（增氧推水區） 

  

圖 8. 38  慶漁堂。2017 年開始放養南極白蝦，每立方 20 斤，傳統放養密度 6 倍，

總產能提高 3 倍。水質穩定，魚餌不須馴化期就能餵養。 

(二) 智慧畜牧(配方、配送、育成監控、汙廢循環) 

下世代的智慧農畜市場，以和台灣最相近型態的日本為例，2014 年的整體規模

為 131 億日圓，其中 18 億日圓是和智慧雲端服務有關，7.5 億日圓屬於精確控制、

GPS 導引定位服務、5.2 億日圓為感測設備（包含無線網路）用於農耕、5.5 億用於氣

候、溫室管理；60 億日圓用於職務工廠，35 億日圓用於 POS 系統與農作儲存管理。

以 IT 資訊將資訊流通的管理麼是日漸成長。預估在 2017 年，全日本將達到 420 億日

圓、2020 年達到 670-690 億的規模，若加上物流線上銷售則可達到 840 億日圓的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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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整個智慧農畜的價值鏈，由終端的 Device Domain 可連結到植物成長、動物健

康照護、飼料品質控制、育成環境控制、車隊派遣管理等。M2M (Machine to Machine) 

的機制發展，可以促進農畜業者，用行動裝置監控動物的活動、儲倉飼料品質、存量、

天氣預報、育成環境觀察。將所有的資訊做雙向的傳輸監控[43]。 

 

 圖 8. 39  日本智慧農畜的發展潛力[44] 

整個智慧農畜的價值鏈可以下圖代表，終端的 Device Domain 可連結到植物成

長、動物健康照護、飼料品質控制、育成環境控制、車隊派遣管理等。M2M (Machine 

to Machine) 的機制發展，可以促進農畜業者，用行動裝置監控動物的活動、儲倉飼

料品質、存量、天氣預報、育成環境觀察。將所有的資訊做雙向的傳輸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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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0  Cellular M2M in Agriculture (Agri M2M) [44] 

對於畜牧養育廠來說，飼料的即時配送與維持飼料穀物的品質，是動物養成的唯

一關鍵。飼料儲存管理能力與黴毒的生成息息相關，因管理不當將造成穀物的黴毒，

其對對動物影響有：(a)降低餵食吸收 & 營養吸收能力；(b)降低新陳代謝 & 免疫力；

(c)賀爾蒙失調，降低泌乳量與生殖能力；(d)抗生素影響、細胞死亡；(e)影響心肝肺功

能。 

歐美先進國家的大型畜養自動化管理，已經大量現代化，藉由收集動物成長數據，

作及時的分析改善、代養廠監測飼料用量、飲水量。並隨時計算統計中大豬換肉率，

結合感測器無線監控保育場小豬飼養，溫室均溫控制管理。從而達到減少能源浪費，

疾病發生，提高動物存活率。並有效地做好環境守護與廢棄物回收，進行沼氣發電推

動再生能源，降低對環境的汙廢水排放。整個畜牧循環形成一個有機的循環經濟體，

也提升的產業的競爭力。 

以應用發展歷程來看，共有五大類，(a)設備監控，例如儲倉管理、行動網路、雲

端資料；(b)精確的農業控制，例如飼料品質、給水控制；(c)環境監控，例如天氣、溫

室育成；(d)動物的管理；(e)智慧物流。其中成長最快速的，就屬於遠距監控管理。故

在智慧畜牧的發展上，應要關注上列五個科技趨勢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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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1  Agri M2M Applications [44] 

澳洲的智慧畜牧發展，National Narrowband Network Co (NNNCo)，採用 Long 

Range Wide Area Network (LoRaWAN)作為骨幹，企圖提供全國性的農業網路連結，提

供農業從業者的骨幹架構、低成本的無線通訊；並將資訊(soil moisture, rainfall, crop 

health, water levels and livestock movements data)串聯。澳洲政府已經計劃投入 8 億美

元，作為 LoRaWAN 在澳洲智慧農業的發展基礎建設，佈置區域廣達 250 萬平方公

里、10 萬農戶、每農戶 250 個感測資料擷取的範圍[45]。 

 

圖 8. 42  澳洲智慧農畜發展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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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3  全球智慧農畜發展預期 

 

 
圖 8. 44  加拿大飼養追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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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5  台灣飼料產業概況[46] 

九、科技帶動過度經濟消費的省思 

循環經濟與共用經濟間，一個是以永續發展(珍惜資源)作為科技發展主軸，一個

是以分享概念不必擁有，做為核心價值(資源垂手可得，不須擁有)。這兩個核心發展

的趨勢，在經濟活動的末端產生衝突[47]。 

分享經濟在概念上，原本是要以“有餘補不足”，將多餘的生產能力、設施，提

供服務，例如共用單車、Airbnb 等。但在實際執行上，當商機形成，反而會造成一窩

蜂的非必要生產製造，造成“過度有餘”。“過度有餘”導致回到經濟學的原理，供

需失衡，造成更多的廢棄物產生，也造成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下跌、經濟體萎縮。這在

整個循環經濟來說，反而是背向逆馳。要解決這樣的陷阱，分享經濟的概念要在萌芽

的初階段，就給予適當的規範引導、有限量的服務。才能促成經濟發展濫觴。 

狹義的共用經濟定義大致可分為四種：個人閒置/剩餘資源價值最大化、通過分

配增加產品週期、協同生活方式、勞力自我解放。廣義來說，根據《經濟學人》定義，

共用經濟意指在網路中，任何資源都可出租。共用經濟「去仲介化」的機制，帶動供

給端能力釋放，透過物聯網發酵，達到快速廣泛的媒合。使原本存在於個人間(Peer to 

Peer) 的分享行為，發展成為制度化的商業模式。 

原本「共用」意指有形或無形的閒置資源分享或分配，並無營利概念，不過既然

是「共用」+「經濟」，那就肯定有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活動產生。由共用延伸至

租賃概念，這與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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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6  共用經濟三個驅動力 

 

圖 8. 47  共用經濟對生活的影響 

最典型的案例，因科技發展成熟，過度分享造成的廢棄產業，目前在中國已經發

生。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各種顏色各種品牌的共用單車堆

積如山。當初的概念是以珍惜資源，提倡共用為核心價值，但當金融要素注入後，每

一個經營分享單車的企業，不再需要計算成本樽節，反而以追求最大市占率作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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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價值”。在這樣的概念下，以更大量的生產投資、不考慮競爭者生產加總造成的

市場胃納的布建方法，結論就是過度飽和市場，產生過度的廢棄物產生。過度廢棄物

的產生，則造成廢棄物的價值喪失，更進一步造成資源循環再利用的意願低落，衝擊

經濟循環。 

共用單車畢竟和叫車軟體 UBER、共用民宿 AirBnB 服務不一樣；滴滴和 UBER

是輕資產，是以金融與服務運營作為投資價值，最終還是以資源分配的方式服務於社

會大眾，但並沒有產生更多的資產廢棄。但分享單車摩拜和 ofo 是實質資產，營運共

用也非以分配為主，而是以大量佈置投放為主。特別因網路發達，每個月上百萬輛的

市場，可以採用衛星定位，不定點投放，更增加管理上、妥善率營運困難。從資源循

環的觀點，未來新車不僅無處安放，反覆營運舊車也將無處去化(因為很難單一追蹤，

可能散置各地)。對單車企業而言，專人維修和運營成本高於重新投放新車，報廢環節

裡最有價值的只有車架，回收價格竟比廢紙還低，不僅回收意願低落，而且這些破損

車輛退出市場流通，變得非常困難；在企業的策略選擇，變成不得不然以拚“新車市

占率”作為唯一選擇，而總歸市場的競逐，個競爭者將刺激市場的過度飽和而崩潰。 

據中國自行車協會官網報導，2016 年，近 20 家中國分享單車品牌，投放了約 200

萬輛共用單車，而 2017 年預計投放總量極可能接近 2000 萬輛，成長 10 倍。這些自

行車報廢之後，會產生近 30 萬噸廢金屬，相當於 5 艘航空母艦結構鋼的重量。多家

回收企業對於自行車的回收報價，僅為每輛十幾元甚至四~五元人民幣。共用單車改

變了出行方式，但堆積成山的報廢單車，將造成另一種經濟廢棄。共用資源若無法維

持基本的滿足水準，則從社會心理來觀之，可負擔者又將會走回既有的資產擁有價值

概念，自行購置“可滿足心理層面的單車”，循環經濟的概念在這樣的衝擊下，會推

動益發困難。 

解決因為科技發展，造成兩個經濟體的衝擊，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a)壟斷相關

法規的介入與限制；在分享經濟的市場，限定總分享數量，也就是說，一個都市交通

管理，分享的單車都要有註冊資料，並限定營運的總投入量。如此才能強迫企業回頭

重新整理循環流程、經營產品與服務品質，企業也會因為有限度的競爭，產生次序。

消費者端，則會因為優良的品質，放棄資產自行購買擁有的必要性。(b)廢棄物的法令

規範，類似空汙法、水汙法；未來從事實質“分享事業”經營者，要有“資產回收”

循環的製造責任，也就是說，藉由科技監控所有的資產移動、建立定期回收比例的標

章(例如，單車可在市場運用的年限約為 5 年，則訂立企業每年回收重整比例要提高

到接近 20%)，當資產被無效管理棄置時，企業與最後使用人要擔負相關的罰則。如

此，企業才能促進整個循環加速新陳代謝。(c)公共平臺，以目前單車為例，因為各家

競爭，以便利性為觀點，結合衛星 GPS 定位，經營模式可以允許不定點投放，但也

造成管理困難。應該師法歐洲的規定，投放地點比須有效的分隔管理，這需要建立類

似監理制度，才能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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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48  中國廢棄的共用單車 

十、顧客對新科技的學習曲線 

科技發展，到形成運用價值，進而產生經濟活動，是顧客對於新科技的學習經驗

曲線，通常需要時間的陳釀。已過去 100 多年的發展歷史，包含電子用品、冰箱、洗

衣機、洗碗機、空調、電腦、手機等，都有一段的時間發展成為經濟。在現今的科技

發展帶動下，未來的經濟活動導入的發展歷程，也將越來越短。 

因此，從循環經濟的觀點，形成一個可再利用、提煉、裂解、回收或模組性質的

循環機制生成的產品，整個發展的機制先機在於，誰是能讓顧客不斷有新的功能喜悅，

與最短的流程更新便利，這就會造就顧客的粘著性，樂於採用新的替換實體模組，一

如今日我們在手機下載 APP 般的便捷[49]。 

 
 圖 8. 49  新科技擴散到民生需求的學習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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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未來工廠 

1995 年,被譽為「新經濟(New Economy)的開始，數位通訊將顚覆市場改變一切，

數位技術將使役使通訊成本降低，這將帶來更多搜尋、通訊、以及伴隨搜尋與通訊而

來的活動。本質上，數位通訊演化出的機器智慧是一種預測技術 (Prediction 

Technology)，因此經濟上的改變，將集中在預測成本的降低。機器智慧的第一個效果,

是降低依賴預測的商品與服務的成本，這對交通、農業、醫療保健、能源生產零售等

大量活動而言，預測成本是一個產業的投入要素。當任何投入要素 Logistics 的成本急

遽下降，會造成另外兩個非常確實的經濟影響。首先，預測將會被運用在不曾使用過

的預測任務與活動；其次，其他能與預測相關互補的經濟活動，價值將會上升，也就

是決策判斷的能力。這造成許多未來任務，將重新定義為預測問題。 

例如，歷來以預測為導向的活動,像是庫存管理與需求預測，變得較使宜，我們也

將使用預測，來解決其他歷來不使用預測的問題。以“導航”為例：直到最近,無人自

動駕駛僅限於高度受控制的環境，例如倉庫與工廠。在那些地方工程式人員可預測車

輛各種情形，並編寫程式，成為 If-Then-Else 的決策演算法。“如果有物體接近車輛，

就減速”。自動駕駛車輛在城市街道上行駛，是難以想像的，因為在那種不受控制的

環境下，可能面臨的情況,需要編寫幾乎無止境的“If-Then-Else”工程式語句。 

一旦預測變便宜, 創新者把駕駛重新定義為預測問題。他們不是編寫無盡的“If-

Then-Else”語句,而是簡單要求人工智慧預測「人類駕駛員會怎麼做?」他們為車輛配

備各種感測器攝影機·光學雷達·雷達等，然後收集數百萬哩的人類駕駛資料。人工智

慧把汽車外部感測器傳入的環境資料，和汽車內部人員的駕駛決策，像是轉向·煞車·

加速等,連結起來，而學會預測人類對每秒輸入的環境資料會如何反應。因此，預測是

現今解決方案的主要成分，它解決人們不認為是預測問題的問題。 

當基本投入要素的成本急劇下降時，通常會影響到其他投入要素的價値。與它互

補的事物，價値會上升；替代它的事物，價値會下降。所有的人類活動，都可以用五

個高層次的成分來描述：資料、預測、判斷、行動和結果。使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判

斷是彌補預測的不足,因此·預測的成本降低時，對判斷的需求就會上升。我們會想要

更多人類判斷。將機器智慧的預測能力演進上升，解釋為預測成本的下降，並不能解

答關於技術如何演進的每個具體問題。但它産生兩個關鍵的影響，(1)預測作為投入因

素的角色擴大，投入在更多的商品與服務；(2)其他的投入要素改變，取決於其補足或

替代預測的程度。這些改變即將到來。經理人該以什麼樣的速度和程度，投資在和判

斷相關的能力上，取決於改變的到來有多快速[51-52]。 

未來製造的發展，可以從幾個顧問技術調研數字得到啟發。(a)Machine to Machine 

(M2M) 的連結商機，預估達到 $1.9 trillion USD；(Source:Gartner Research, 2016)。(b) 

55% 的物連網活動，即將在未來 2年內產生ROI 價值 (Returned on Investment，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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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16)。(c) 40% 的製造業尚未準備完成即時可視化的流程[52]； 

在這樣的基調下，有幾個未來工廠的大趨勢已經成形 

1. Megatrend #1，2030 年，人口估計成長到 84 億。在先進國家的人口數將大幅減

少，人口增加的都是開發中的地區。開發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崛起，將耗用更多

的製造資源，消費市場將由歐美移回亞洲。製造業有經驗的技術人員的凋零，

製造業距離消費者的距離卻越來越遠，Domain Knowledge 如何數位化是製造企

業的生死存亡關鍵。 (Sour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projects 

world population to reach 8.5 billion by 2030, driven by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uly 29, 2015)。 

2. Megatrend #2，稀有資源的缺乏，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回收、精煉技術 (Source: 

“BP Energy Outlook 2030,” January 2013)。 

3. Megatrend #3，製造轉變成為服務，產品的價值變成永續，並會在生命週期中移

動到不同的地域。 

4. Megatrend #4，顧客由地域性質變成全球化的競爭。傳統製造業地域的優勢不再。

製造服務需提供顧客客製化的科技專屬服務。 

因應未來的變局，未來工廠應作好幾個準備，瞭解企業自身的轉型策略；組成以

永續觀點的科技發展組織團隊，跨部門組成；鑑別風險與機會，發現真正高利潤低風

險的市場服務，並隨時調整因應。  

十二、科技的信任與數位價值連結：區塊鍊(BlockChain)  

循環經濟數位轉型的需求：從文化、策略、技術可行性三個要素，呈現在集合的

執行。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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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50  循環經濟數位轉型的需求[53] 

勤業眾信的資料顯示[54]，有越來越多的產業，正在布建以信任、資料價值產生為

主的區塊練技術，主要有消費性製造、生命科學、IT 技術、金融服務等。區塊鍊技術

如同在一個產業、一個公司內部的公有系統，私有雲的信任機制，免除在被權限核可

範圍內的第三代理人交易，也因此可以促進新的流程速度、降低流程循環過程的成本。

因此，可以預期區塊練技術，將在循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佔有一個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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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51  採用區塊鍊技術的產業調查，2017 

區塊鏈(BlockChain)能安全、永久、有效率地記錄交易。合約、交易及相關紀錄，

是我們經濟、法律、政治體系的最關鍵結構，它們保障資產，設定組織的疆界建立並

驗證身分，按時間先後記錄事件。對於掌管國家。組織、社群和個人之間的互動；指

引管理的與社會的行動。 

區塊鏈技是響下一世代網路的信任與價值的基礎技術，TCP/IP 讓網路資訊成為

普及、容易傳遞，區塊鏈則是將資訊變成價值的傳遞，從經濟學的角度，就是價值的

創造。區塊鏈透過共識機制，確保資訊網際網的的眞實性，進而讓產品、物流、資產

價値經由數位傳遞成為能。Bill Gate 認為人們過於高估區塊鏈短期在貨幣的影響，卻

低估了區塊鏈技術在十年後對社會造成的改變。區塊鏈並不僅止於金融科技(FinTech)

的實證，而是應該視為一種網路信任的基礎建設(Foundational Technology)。區塊鏈對

產業的興起成是將是，先在一個產業建立信任基礎，然後產後金流(Currency)、物流

(Logistics)、人流(Operation & Management)管理的改變。對於工業基礎來說，區塊鏈

技術除了取代協力廠商(Third-Party)的仲介，能直接達到 Peer-to-Peer 將產業生態串連

起來外，更重要的是即時的資訊價值呈現，使得營運的成本與負擔可以大副降低。 

區塊鏈是一個開放·分散式的分類帳(Ledger)，能以可驗證的方式,有效率地，永久

記錄雙方交易。分類帳本身也可程式化，自動啟動交易。可見的未來，在工業領域，

它將逐漸透到自動物流的供應鏈管理、資訊即時化現場決策製程管理等領域，結合工

業物聯網的發展，形成最後一哩的應用關鍵。以最簡單的概念來說，區塊鏈的發展變



158 

化將會在產業私有鏈(Localization)到公有鏈(Public Infrastructure)，逐漸成型。對於部

分產業的影響與滲透，將來的快速緊迫，區塊鏈的核心精神，隱私(Privacy)、安全

(Security)、可擴充性(Scalability)、彈性(Flexibility)與共識演算法(Consensus Algorithm)，

對於產業來說，屬於破壞性的創新，將產業科技與商業模式做一個完整的資訊連結。 

然而，區塊鏈的一種基礎技術，需要廣泛的協調，而複雜程度前所未見地高，包

括技術、管理與管制、和社會面的複雜度。有了區塊鏈的發展，應用到工業領域，可

以預期的是，傳統的中央決策模式，PLC、SCADA、DSC 等將數據收集到中央系統，

再進行大數據的分析方法，變成一種過時、無法即時性運作而不必要的大型網路恐龍。

有了 Blockchain 結合 M2M，則在各種工業現場的末梢，可以形成叢集式(Clustering) 

的自我組織、決策、管理行為，類似人類的交感神經反射反應不需經過大腦決策判斷。

在這樣的架構價，M2M + Blockchain, 將造成整個工業管理分散化管理成為可能。 

預估 2020 年，因為區塊鍊這類數位技術，可望增加經濟產值 1.36 兆美元，將近

韓國的 GDP[55]。 World Economic Forum 稱揚此科技發展，將以指數型成長，有效的

去除物理、數位元、生化技術的邊界連結障礙。區塊鏈技術為循環經濟，提供了點對

點直接互聯的方式進行資料傳輸、產品溯源、流程簡化。整個經濟循環的過程，不需

要巨型資料中心，進行資料同步、擷取、命令發送、軟體更新和管理控制。未來可期

將在循環經濟產生三個影響；(a)點對點的分散式資料傳輸和存儲的構架；連結生產到

製造所有循環的環節相關人，並可以做到真正的溯源追蹤、生產、消費履歷的結合。

(b)分散式環境下，資料的加密保護和驗證機制。(c)可靠的金融、稅務費用結算和支

付。面對整個循環經濟的不同產業，數百億無人看守管理的終端設備、物料、元件，

流程、人與物的“不對稱信任”問題，將由區塊鍊的機制實現融合方案，藉由資料的

客觀性、一致性和穩定性，重新形塑高效產業、社會信用體系，產生新的經濟體發展。 

區塊鏈會掀起企業革命、重新拉動整個產業的關係鍊，並重新定義公司與經濟流

程的循環，若要進行區塊鏈革命，有許多障礙必須消除，包括技術、治理、組織、甚

至社會等方面的障礙，未來十年，將可見到區塊鍊對整個經濟循環的影響變革。眞正

由區塊鏈帶動的企業與政府轉型，要等到許多年之後才會發生。因為區塊鏈並非破壞

式創新技術，破壞式創新的技術能以一個低成本解決方案，去攻擊傳統的商業模式,並

迅速奪取既有業者的江山。區塊鏈是一種基礎的技術有可能為經濟與社會體系打造新

基礎。區塊鏈的影響雖然巨大,卻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滲入經濟與社會的基礎架構。

區塊鏈是架在網際網路上的點對點網路·區塊鏈與 TCP/IP 之間的對照性很明顯。就像

電子郵件促成雙邊通訊一樣，比特幣促成雙邊金融交易。區塊鏈的開發與維持，是開

放、分散與共用性質，一如 TCP/1P·由全球一組志工員責維護核心軟體。TCP/IP 大幅

降低連結成本·因而釋出新的經濟價値。同樣地，區塊鏈也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它

有潛力成為所有交易紀錄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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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運作的五大基本原則，未來將在特定的循環經濟體產業發生[56]。 

1. 分散的資料庫，區塊鏈的任一方，都可進入整個資料庫，使用資料庫的完整歷

史紀錄。沒有任何單一方控制那些資料或資訊。每一方都能直接驗證交易伏件

的紀錄,不透過仲介者。這對於循環經濟在不同產業的流程連結，將有重要的衝

擊。 

2. 點對點傳輸，各點之間可以直接溝通，而不是透過一個中心節點。每一節點都

可以儲存資訊，並傳送資訊給所有其他節點。從循環經濟的觀點，流程的縮短

創造成本成為商品價值，因此可以帶動經濟活動與金融服務。 

3. 匿名的透明，每筆交易及相關的價值，都能讓任何有權進入系統者看到。區塊

鏈的每個節點或使用者,都有一個三十個字元以上的專屬字母數字位址，作為識

別。使用者可選擇保持匿名，或是提供身分的證明給他人。交易發生在區塊鏈

的地址之間。 

4. 紀錄無法撤銷，一旦交易登錄進入資料庫，而帳戶已更新·這些紀錄就無法更改，

因為這些紀錄連結到先前每一筆交易的紀錄(因此區塊鏈才會用到「鏈」這個字)。

區塊鏈運用不同的演算法與計算方式,以確保資料庫的紀錄永久保存,按照時間

順序排列,而且這個網路裡所有其他人都能取得。未來在循環經濟的管理，特別

是回收、汙染管制，都將得到更好的管理作業平臺。 

5. 運算邏輯，這種分類帳是數位性質,因此區塊鏈交易可連結到運算邏輯，本質上

是可以程式化的。使用者可設定運演算法與規則,自動啟動節點間的交易。 

以循環經濟最重要的概念，資產原料溯源，未來區塊鏈分配系統的情況下，智慧

合約的概念拓展了帳本的功能。IDC 全球合規、詐騙和風險分析戰略及區塊鏈研究總

監 Bill Fearnley Jr.說，“可以通過設計，使買賣雙方，在整個產業循環條件滿足時，

自動執行智慧合約、資產溯源”。這些條件包括商品價格、發貨日期匹配一個人願意

支付的金額和要求。當自動執行的買賣合同成型，可利用區塊鏈可以把代碼和合同條

款放進帳本中多方共用。“其優勢是可以執行買賣合同以及支付合同，智慧合約獲得

如此多關注的原因是，傳統買賣雖然可以很快進行，可是交易後結算往往混亂昂貴，

但是有了區塊鏈，流程可以自動化，記錄保存在區塊鏈上”買賣合同可以提前締結，

記錄可以自動保存，進行資產物料追蹤，利用記錄進行溯源，比如原料純度。 

我們無法精準預估這種轉型需時多少年,但可以猜測哪些類型的應用，會率先受

市場歡迎,而區塊鏈最終又會如何普遍被接納。歷史上，一項基礎技術及相關的商業應

用如何演變,受到兩個層面的影響。首先是新穎性。愈新奇，就得花愈多力氣，讓使用

者理解它能解決什麼問題。第二個層面是複雜性，也就是生態系統需要協調的程度,需

要多少數量和類型的相關各方一起合作,用這項技術來創造價値。例如，只有一個成員

的社會網路沒有什麼用,只有等到與你有關係的許多人都已登入,這樣的社會網路才有

價値。必須讓其他使用者也加入這個應用,才能為所有參與者創造價値。區塊鏈的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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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也是如此。不只如此,隨著這些應用的規模與影響力增加，採用時就需要相當大的

制度變革。 

區塊鏈執行方向，對大多數公司來說,最簡單的起點就是單一用途的應用,因為並

不新穎，也不涉及與協力廠商協調，所以風險最低。其中一項策略，就是增加比特幣

作為支付機制之一。採用虛擬貨幣可強制在許多不同功能性部門中建立區塊鏈能力，

像是資訊科技、財務、會計、銷售、行銷等部門。另一個低風險的做法，就是在內部

使用區塊鏈作為資料庫，形成知識經濟的實體。裡面的應用包括管理實體與數位資產

IP、記錄內部交易、驗證身分等。測試單一用途的應用，可協助組織培養更先進應用

所需的技能。從循環經濟的觀點，一些公司已使用區塊鏈來追蹤一些品項在整個複雜

供應鏈中的情況。現在的鑽石產業就是這樣，從礦場到消費者的整個過程當中，鑽石

都受到追蹤。 

最強大的轉型應用。是連結到新的商業模式·而新模式創造與獲取價值的邏輯·都

與既有方式有別。這類商業模式不易採行，但可為公司開創未來的成長。轉型應用也

會創造新的平臺層級業者·來協調並治理新的生態系統，它們將是下一代的 Google 與

臉書(Facebook)，最可能發生在大規模公共識別系統(類似全民公敵的監控、護照查驗、

演算法用於追蹤洗錢防制、金融交易追蹤)。目前，金融服務公司已經明確朝著採用區

塊鏈的方向發展，而製造業的循環經濟概念還沒開始。無論產業的環境條件如何，區

塊鏈很必會影響企業，關鍵只在於從何時開始。 

十三、創新帶動未來城市的經濟循環 

任何的創新與科技，終歸將在城市礦山中，形成一循環的經濟產業，建構新的基

礎。包含能源、交通、建築、水資源、智慧農業等。這些基礎建設的科技，依照他們

帶來的綠色效能、行動便利性與裝置可連結性，將會形成各種循環的交疊，也帶重經

濟的發展契機。謹以此作為本文從科技與經濟觀點的思維，作為政策的建議方向參考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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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  City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ies 
 Urban Sector Technologies / Concepts Objectives 

Transportation   Multi-modal integration via 
ICT applications and models  
On-demand digitally enabled 
transportation  
Design for biking and walking  
Electrification of motorized 
transportation  
Autonomous vehicles  

Save time  
Comfort or productivity  
Low-cost mobility and universal 
access  
Reduced operating expenses to 
transportation providers  
Zero emissions, collisions, fatalities 
Noise reduction  
Lifestyles  
Tailored solutions for the 
underserved, disabled, and elderly  

Energy  Distributed renewables  
Co-generation  
District heating and cooling  
Low-cost energy storage  
Smart-grids, micro-grids  
Energy-efficient lighting  
Advanced HVAC systems  

Energy efficiency  
Zero air pollution  
Low noise  
Synergistic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water and transportation  
Increased resilienc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s  

Building and 
Housing  

New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nd designs   
Life-cours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Sensing and actuation for real-
time space management  
Adaptive space design  
Financing, codes, and 
standards conducive to 
innovation  

Affordable housing  
Healthy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s  
Inexpensiv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space  
Thermal comfort  
Increased resilience  

Water  Integrated water systems 
design and management  
Local recycling  
Water efficiency via smart 
metering   
Re-use in buildings and 
districts  

Active ecosystem integration   
Smart integration of water, 
sanitation, flood control, 
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as 
a system  
Increased resilience  

Urban 
Manufacturing  

High-tech, on-demand  
3D printing   
Small batch manufacturing   
High-value added activities 
requiring human capital and 
design  
Innovation parks  

New job creation  
Training and education  
Urban space conversion and re-use  
Close integration of living and 
work  

Urban Farming  Urban agriculture and vertical 
farming   

Lower water use  
Cleaner delivery  
Fresher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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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Three Key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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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報告首先討論動靜脈產業的協作與困境。長期以來，對於動靜脈產業各自之架

構、發展及其未來規劃，已多所著墨，但對於二項產業交會鏈結之處，則缺乏相關明

確法律規範亦或共識。此二類產業連結整合不足，加上資源回收業仍以買方市場為主，

難以掌握未來可能產出之廢棄物項目及量，而消費者處理廢棄物之管道雖多元，但缺

乏整合導致流向分散，以上種種原因均不利於循環經濟推展。目前台灣未定循環經濟

目標，很可能是因台灣法定應回收的資源回收已經做得相當好，難以再突破，然而本

報告認為循環經濟不應只是回收量的增加，更需看重且強調發展多種層次的循環體系，

除靜脈產業以動脈產業之經營模式經營，提高靜脈產業產品的品級，並且讓靜脈產業

與動脈產業密切結合，來提升循環經濟的價值。 

拉回檢視動脈產業，加強生產者延伸責任並配合綠色創新是強化動靜脈產業鏈結

也是突破循環經濟推動瓶頸的建議方向，生產者延伸責任可從相關配套法規及獎勵措

施推動，而推動循環經濟的創新則可參考國內外之成功案例、綠色創新方法與工具的

運用。本報告提供歐盟案例，藉由延伸生產者責任獲得產品回收率增加、降低廢棄物

處理成本等成果，供國內產業參考；而綠色設計方面，以產品生命週期的各階段來看，

從原料的取得、工廠的生產製造、產品的運輸配銷、最終消費者的使用、到產品壽命

終止(EOL, End of Life)的回收與處置，這五個階段均要考量到各項環保的因子，包含

節省能資源、廢棄物減量等。企業必須持續深化產品在綠色設計與製造的核心能力，

並善用在價值鏈的整合及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與需求，以求在循環經濟的潮流裡持續

創造價值。 

在消費者的認同提升及顧慮降低部份，本報告探討如何提升消費者之購買誘因，

包括透過「共享經濟」、「以租代買」之消費模式，強化產品服務化的概念，試圖將「消

費者」心態轉變至「使用者」，讓產品所有權回到生產者身上或活絡所有權的交換及

流動，除可強化生產者責任，亦可活絡閒置的資源，進而提升資源使用效率；而屢屢

發生的黑心事件大幅打擊回收商品之信譽，本報告認為可針對產品、企業，設計及建

立標章、認證之辨識系統，藉此建立消費者信心，並引導消費者選擇有助於循環經濟

的生活模式，才能促進循環經濟的公眾認同；此外，論述循環經濟與消費者的關係時，

不應只談消費者與製造者的迴圈，同時亦應關注自然資源的掌握者—政府角色。因自

然資源的管理不當，循環經濟的發展將無法獲得消費者的認同，唯有政府角色進入，

循環經濟才有可能成為對消費者有利的經濟模式。 

在討論科技發展對循環經濟的影響時，因循環經濟的起始概念為將廢棄物轉化成

為有價值的資源，過去偏向用於工業製程與產品廢棄物之處理和再利用，但是常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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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是生活農業方面之廢棄物。人類和家畜的排泄物含有大量的有機物，需耗大量水、

電處理，目前只有少量的家畜排泄物以沼氣發電方式來利用，其實生物排泄之技術考

量不應只限於沼氣發電，因為它本身龐大之水電負荷和對環境影響就足以迫使我們尋

求更有效的循環方式。過去循環經濟概念自 1970 年被提出時，因當時資源豐富需求

並不明顯，但現今因資源短缺、人口成長，依賴科技發展順應資源短缺的再設計、再

精鍊、模組再利用，將流程循環的成本降低，已是不可免得的趨勢。本報告整理物聯

網、區塊鏈及許多新科技運用於循環經濟之案例，亦表達科技可加成循環經濟的投資

價值及造成循環經濟的供應鏈突變，最後也提醒，需省思若因科技帶動生產能力，是

否會造成過度經濟消費的副作用。 

二、建議 

循環經濟雖列於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中，但其屬經濟思維的變革，應是整體面翻

轉並成為經濟的驅動力。欲成功驅使循環經濟，政府應以法規或政策建立誘因機制以

形塑良好之市場機制，使其達到經濟可行並促使自動循環，並以教育推廣方式讓消費

者植入循環思維。 

本報告建議政府對於靜脈產業應建立分級制度及退場機制規範，並協助建立國內

外多元自主之回收系統，以強化該產業體質，在與動脈產業之協同合作上，應建立各

產業之資源循環體系或成立專區試行，但應避免產業群聚點皆為同質性廠商，而產出

同性質廢棄物，以利每一階段的循環可連結，使其成為封閉迴圈；另外，應將中央及

地方之權責定義清楚，並由中央定義或修正一致性標準法規，包括靜脈產業審核評鑑、

更積極的生產者延伸責任、自然資源管理法規、產品及企業之辨識系統等，再由地方

政府負責稽查與執行，方可讓產業了解國家運作方向及建立自由競爭之市場機制。 

在產業部份，成功的循環利用不僅可有效降低經營成本，更可因對地球友善而提

升企業形象，在此趨勢下，善用科技與轉變商品設計、銷售方式是企業轉型之關鍵點。

除傳統之物理化學廢棄物回收分離技術外，國內產業應關注並投入新興科技發展，包

括生質廢棄物處理技術（厭氧消化、生質塑膠、光能合成細菌等）與數位科技（如物

聯網、區塊鏈、3D 列印等），結合前端之產品綠色設計與後端之產品服務化策略，建

立產品循環迴圈，甚至與上下游結合，建構完整之產品循環體系。 

然而，不論產業端出多麼綠色的循環商品，若消費者無法提升其認同度與降低其

顧慮，循環經濟仍無法展開。故應加強教育宣導及政府身體力行，讓消費者了解正確

之資源回收方式與管道，並理解循環經濟的本質是零排放，即無廢棄物，均為原料之

概念，再透過嚴謹之產品及企業辨識系統，把關消費者所購買之循環商品品質，甚至

提升循環之精神價值使之成為流行文化，或可完成循環經濟之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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