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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記編輯手記
本社 107 年度科技獎學金將自 7 月 1 日～ 9 月 15 日受理推薦申請，報名書表於 6 月函

送相關校院系；今年為鼓勵優秀學生續攻博士，特將「研究獎學金」申請資格放寬至博二 (含 )
以上研究生，並追加 15 個名額。同時，本社將分別於 7、8 月舉辦兩梯次「境外研究生企業

參訪」活動，期使在台就學的境外生，對台灣企業、文化有進一步的體認，進而有助於台灣

企業國際化之札根與擴展。

本社智庫 107 年度擇定「AI 對台灣科技經濟社會暨產業之挑戰及影響」、「台灣發展自

駕車之挑戰與影響」等 10 大議題進行探討。2 月 22 日舉辦「AI 對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暨產業

之挑戰及影響」研討會，會中論及人類將邁入以AI科技為核心的車輛自駕、共享及聯網時代。

自駕車不但有效使用道路空間，並提升安全、減少能耗，以及改變車輛的擁有及使用模式，

勢必將創造新興產業與經濟成長；台灣應善加運用汽車零組件及 IoT 產業，尋求掌握最佳的

自駕車產業切入及加值機會。

全球化雖獲市場開放並降低貿易障礙，然造成經濟整合與經濟主權的紛爭，導致許多國

家遭受重大衝擊，因而在 1990 年之後出現反全球化浪潮。台灣是以貿易為導向的經濟體系，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必然對台灣造成傷害。因此，本社針對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現象，對我國

GDP、失業與產業結構的影響，進行探討並提出因應之道。此外，本社於 106年度已完成「智

慧能源管理中心產品功能擴充」等 8 項研發計畫，獲致具體應用成果，逐步提供相關業界更

臻完備之技術支援，以利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順勢而行。

中小企業曾在台灣經濟發展歷程中擔綱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面臨傳承接班的困境；不

過，繁華落盡的老街，近年來在文創吹撫的微風中露出徐緩冉升的曙光。《中技社通訊》對

照本社嶄新網頁調整專欄名稱，〈創藝漫遊〉將陸續介紹迪化商圈的繼起與再造，搭配 「速

寫城市 / Urban Sketchers」的實境繪圖，提供休閒生活的另類選擇。Urban Sketchers 於
2008 年在西雅圖發起，第一屆 Asia-Link Sketchwalk 2016 年會在泰國曼谷舉行，2017 在馬

來西亞古晉；2018 年 10 月 4~7 日將在台中舉辦，這也顯示出台灣豐厚的底蘊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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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活動開始申請，本年度除延續研究獎學金、創意獎學金、境外生

研究獎學金及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4 個獎項外，為鼓勵更多優秀人才繼續攻讀博士班，將研究獎學金的

申請資格放寬至教育部認可之國內指定大學院校博二 ( 含 ) 以上研究生，博三 ( 含 ) 以上獎額仍維持 15
名，博二至多 15 名。另為落實創新創意實作理念，本年度「創意獎學金」著重方向為曾獲獎之創意作

品實體或雛型；申請之創意專利；或具創意性之設計作品和設計圖等。創意獎學金受理個人及團體方

式參與甄選，不限制各系所推薦名額。相關申請須知、申請書等已於 6 月函送相關校院系所，並自 7
月 1 日～ 9 月 15 日止受理推薦申請，詳細請參閱本社網站。(http://www.ctci.org.tw)

一、獎學金獎項、名額及金額

1. 研究獎學金：15~30 名，每名獎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乙紙。

2. 創意獎學金：15 名 ( 隊 )，每名 ( 隊 ) 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乙紙。( 團隊獎金之分配由獲獎團隊自行決定，   
                           獎狀每人乙紙。)
3.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15~25 名；每名獎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乙紙。

4.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10~20 名；每名獎金新臺幣壹拾萬元。

   ( 註：評審委員會得視各組申請人數、研究或創意品質等調整得獎名額 )

二、申請資格

1. 研究獎學金：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指定大學理、工相關領域科系所博士班二年級 ( 含 ) 以上研究生。

(2) 申請者於研究所歷學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 ( 含 ) 以上；採用級等之學校，申請者需提出該校之

分數與級等對照表，以供評核。

2. 創意獎學金：

(1) 國內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校院，大學三年級 ( 含 ) 以上及碩士班學生。

(2) 歷學年各學期平均學業成績 70 分 ( 含 ) 以上；採用級等之學校，申請者需提出該校之分數與級等對照表，

以供評核。

3.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1) 正式在台修讀碩、博士學位之指定大學理、工相關領域科系所境外優秀學生。

(2)歷學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80分 (含 )以上；採用級等之學校，申請者需提出該校之分數與級等對照表，

以供評核。

4.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

(1) 正式在台修讀碩、博士學位之指定大學院校理、工相關領域科系所境外優秀學生，在經濟上確有困難並

需資助者。

(2)歷學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75分 (含 )以上；採用級等之學校，申請者需提出該校之分數與級等對照表，

以供評核。

5.「境外生研究獎學金」與「境外生生活助學金」可同時申請，也可各別申請。

6. 申請資格中規定之博士班二年級 ( 含 )、及大學三年級 ( 含 ) 以上，其認定以本獎學金申請截止日為準。已畢

業者必需在申請截止日之前一學期仍有註冊在學者。

7. 基於資源分配之廣泛性，本獎學金以不重複給予歷年已得獎者為原則。

三、申請對象

1. 研究獎學金：(1) 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及

臺北科技大學等 8 校 100 系所博士班二年級 ( 含 ) 以上之優秀學生，每所限推薦一位參與甄選。(2) 研究主題

與綠色產業、綠色創新、能資源、環境保護等領域相關者將酌予加分。

2. 創意獎學金：(1) 國內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校院大學三年級 ( 含 ) 以上及碩士班具創意及研發潛力之學生以個人

或組成團隊方式申請，團隊成員可跨系，不可跨校，不限人數，由各系所推薦，不限名額。(2) 創意主題以

科技相關之設計、宣導、推廣與應用等相關之創意構想或作品。主題與綠色科技、環保、能資源、及節能減

碳等相關者將酌予加分。

3. 境外生研究獎學金：(1) 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臺灣科技

大學及臺北科技大學等 8 校 100 系所，在臺修讀碩、博士學位之境外優秀在學學生。(2) 每系所限推薦一位

參與甄選。

4. 境外生生活助學金：(1) 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台灣科技

大學及台北科技大學等 8 校 100 系所，在台修讀碩、博士學位之境外優秀在學學生，在經濟上確有困難並需

資助者。(2) 每系所限推薦一位參與甄選。

申請須知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向玉琴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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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為增進在台修讀學

位之境外研究生對台灣企業經

營實力及產業發展潛力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藉由實地帶領境

外生參訪我國具代表性及國際

性的優質企業，增加雙方的良

性互動，進而提升境外生加入

國內企業工作的意願。

    
讀萬卷書 ‧ 行萬里路，

在學校學習理論及知識之外，

實際走訪一趟企業參訪，得以

觀摩企業是如何將理念，落實

在實際的生產運作中，以增長

自己的見聞及擁有更廣闊的視

野。今年度本社規劃兩梯次的

企業參訪活動，第一梯次參訪

台灣南部傑出企業，第二梯次

參訪台灣北部優質企業，同時

特別邀請「經濟部招商投資服

務中心」簡介境外生在台工作、

創業、居留等相關資訊，讓外

籍生了解台灣友善的就業環

境。此外更安排參觀具地方文

化特色之單位或景點，親身體

驗台灣的生活樂趣，讓境外生

認識台灣，進而探索台灣，愛

上台灣，加入台灣。

    
歡迎指定大學院校系所之

在台修讀碩、博士學位之理、

工相關領域學院暨國際碩、博

士專班之境外生 ( 含僑生、陸

生、港澳生、交換生 ) 至中技

社網站線上報名。報名截止日

期為5月23日，敬請把握機會。

◤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鍾侑靜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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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參考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

(OSHA) 製程安全管理法規 (CFR 1910.119)
於 2015 年 1 月 1 日訂定「製程安全評估定

期實施辦法」( 製程安全管理十四項 )，請

各勞動檢查機構依該注意事項內容辦理，以

督促及協助石化及化學工廠落實製程安全

管理，避免發生火災、爆炸及洩漏中毒等

災害，事業單位應每五年實施製程安全評

估，填具製程安全評估報告，報請勞動檢查

機構備查。製程安全管理 (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PSM) 十 四 項 中 變 更 管 理

(Management of Change，MOC) 是風險管

理中最複雜也最困難的項目，涉及許多不同

工作執掌的人員、系統，不同工作介面和管

理界面往往在鑑別與判定上易產生認知的差

距。從過去經驗中，任何細微的疏忽都有可

能導致嚴重的事故，所以應從基礎的管理著

手，而製程安全管理之十四要項，正是針對

各個製程基礎要項進行管理，故落實製程安

全管理，減少疏忽的可能性，以降低危害發

生的風險及嚴重性。

製程安全資訊 (Process Safety Information 
,PSI)系統主要是建置完整的資料庫包括文

◤ 企劃暨工程科技室 楊顯整主任‧劉惠君副管理師 

一、製程安全管理 (PSM) －製程安全資

訊 (PSI) 系統開發

本社每年除智庫政策研究提供政府及產

業參考外，近十幾年來更結合學術與產業界

之研究團隊積極投注於科技研發，目前均有

良好的研發應用成果。研發主題因應政府推

動創新產業之需求，並依據 (1) 開發可立即

應用的產業技術；(2) 開發有產業應用潛力

的技術；(3) 開發解決現行工程問題的技術

等三項原則開發新技術新工法，研發成果已

陸續推廣至國內相關業界應用，提供產業更

多之技術支援。以下是 106 年研發計畫初步

成果概述：

件、數值、圖片和影像等，提供標籤索引與

全文檢索功能，快速找到所需的資料；讓現

場操作者、製程及相關人員可快速有效的維

護、管理及查詢與製程有關之有害化學物

質、製程技術及設備。透過製程安全資訊

(PSI) 系統有效率的應用與管理，做為製程

安全管理十四項的重要基礎。

Mr.Safety 系列產品第一代開發最基礎

最重要的製程危害識別功能，危害與可操

作性分析 (HazOp)、保護層分析 (LOPA)；
第二代開發強化設備可靠度如 ( 關鍵性分析

FMEA/CA)，避免設備故障產生製程風險；

第三代開發評估由一、二代產品功能建立的

防護措施執行績效，強調管理面；第四代強

調產品產出的大量製程安全相關歷史資料與

知識累積的活用，包括從重大事故經驗中學

習、佐證製程安全活動符合職安法規要求、

收集警報歷史資料作為警報減量與合理化的

依據等功能。為達成全方位的製程安全管

理 (PSM)，將逐步進行每一項，直至涵蓋到

完整十四項範疇，追求零事故、零危害的製

程安全環境。依據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分類

PSM 共有 14 個單元如圖 1，本計畫以第 10
項變更管理 (Management of Change,MOC)
為研究主體，研發模組為：

1. 變更管理 (MOC) 資料收集模組。

2. 製程安全管理 (PSM) 平台整合模組。

3. 變更管理 (MOC)、製程安全資訊 (PSI) 與
稽核管理系統 (PSM Audit) 關連性模組。

製程安全管理 (PSM)- 變更管理 (MOC)
系統開發後，具體效益如下： 
1. 滿足法令職安法第 15 條第三項 - 製程安

全定期評估實施辦法 - 變更管理的要求。

2. 降低變更可能引起之風險，確保製程的安

全性，保障人員的安全與健康。

3. 有完備的授權循環、工作流程和審查。

4. 提供變更管理 (MOC) 系統資料集中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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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能源管理中心產品功能擴充

基於先前為智慧能源管理中心（Smart 
Energy Center, SEC）建立的產品基礎架

構，對市場能源用戶進行相關訪查後，研發

團隊認為 Mr. Energy 50001 的產品功能對集

團規模為主的耗能大戶有諸多助益，確有持

續發展之必要。企業有其對能源績效監測的

方式，藉此收集相關客戶的需求，將其轉換

為產品必須擴充的各式各樣組件，協助能源

使用組織以更簡易的方式將產品應用在其能

源管理活動中。由於來源變因資料的品質將

對耗能模型的優劣產生極大的影響，如何在

工廠製程相關的耗能變因資料不斷增加的前

提下，於建立基線模型前就先告知使用者所

輸入的資料是否有問題，導引客戶用正確的

耗能資料來建立更能表達現況的能耗預測模

型，將有效提升能源績效管理的品質。

圖 1 製程安全管理架構圖

和維持與管理的平台。

5. 使所有人員、單位都容易取得，能簡單上

手，進行檢查、審核，節約成本。

6. 和可靠的文件結合，使資料正確且完整。

7. 提供避免事後修改的電子簽章，確保正確

的技術資料與紀錄被保存、維持及追溯相

關的技術資料、圖表、文件定期更新，以

維持與現場的一致性。

8. 提高製程安全管理的完整性及落實度。

9. 使用者使用系統的便利性如下：

(1)以Web方式開發，服務效益無遠弗屆。

(2) 將變更管理 (MOC) 資料集中儲存於內

容管理系統 (Alfresco)：可有效的將龐

大資料集中儲存和維持，使所有人員

方便取得；對於變更管理變動的資料，

亦可利用此版本控制，都能使得不同

部門的人員使用相同的資料，所有的

作業及專案都是根據相同的數據，如

此當事故發生時，較能有正確的判斷。

(3) 全文檢索 (Elasticsearch) 搜尋功能，

可使用快速查詢，立即取得相關變更

管理資訊，得以進一步識別廠內發生

的風險，掌握製程變更狀況，以利發

生事故問題的解決。

計畫的目標功能以Smart Energy Center
（擴充智慧能源管理中心，簡稱為 SEC）的

組件及增強 Smart Energy Management（智

慧能源管理平台，簡稱為 SEM）在基線建

模資料品質管理的功能為主，並將 SEM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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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建構之產品整體應用架構

訊和相關關係，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和能源

績效監測模型，則能源績效監測不再需要依

賴過程知識，且具有較好的通用性。能源績

效監測技術作為工業智慧化的一部分，是降

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減少能源消耗

和保障生產安全的關鍵技術。主要發展項目：

(1) 進行多變量的統計管制分析，找出耗能

變因；(2) 提取更核心的輸入變量特徵，以

建立更優質的耗能模型。

3. 產品化重點支援功能研發

Mr. Energy 50001 產品系列的 SEM 具

備單一廠區的分析功能，能源使用大戶更希

望透過一致的界面進行跨廠區的耗能分析，

因此將現有 SEM 的功能提升至 SEC 等級，

將可以簡化跨廠區能耗基準評估的複雜度。

本計畫完成對智慧能源管理中心分析

組件的擴充達 14 項，藉由研發團隊在此專

案執行期間不斷精進與測試，並提升整體平

台的管理功能及分析畫面設計功能，後續研

發成果將推廣至數個高耗能的工廠，並把這

具備高度客製化的智慧能源管理中心產品

（包含 SEC1000 及 SEC9000 兩種型號）

正式應用至知名的半導體廠及石化廠。對於

重視能源使用管理面的客戶來說，透過 Mr. 
Energy 50001 可以隨時依組織的要求調整

分分析功能層級提高至 SEC 以進行跨 SEM
間的管理。三項主要功能擴充如圖 2 所示。 
 

本產品功能開發著重於製程耗能基線模

型建立的效率提升，利用既有的能源管理系

統架構資料，思考合適使用在工廠製程能耗

分析的方法，以及新的使用者自定義畫面的

模式。功能說明如下 :

1. 智慧能源管理中心分析組件功能擴充

Mr. Energy 50001 是以高階的工廠自動

化能源管理為目標用戶，並以 ISO 50001 為

基礎進行對應的功能規劃及研發，產品智慧

化能源管理的核心，是建立在以能耗預測

模型為基礎的能源基線（Energy Baseline, 
EnB） 及 能 源 使 用 績 效 指 標（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 EnPI）驗證機制，終

端使用者無須具備統計分析及預測模型建立

的專長，就可透過產品提供類似精靈導引使

用者操作介面來完成基線建模，並進行能耗

預測。研發團隊近兩年已建立智慧能源管理

中心的基礎架構，並將此基礎架構投入目標

市場客戶進行業務活動，發現已具備商業智

慧系統（Business Intelligence, BI）的大廠

對於 SEC 的設計方式感受最為深刻，主動

要求業務單位提供報價，因此內建以使用者

需求導向為主的組件方式組合畫面，有助提

升能源管理組織在運行能源管理工作上諸多

效率。主要發展項目 :(1) 基於在現有產品基

礎上以既有客戶需求評估擴充內建的元件種

類；(2) 使用者自行設計的能源管理畫面之

操作權限及系統主選單規劃功能。

2. 耗能資料品質管理及能源基線建立方式強化

機器學習和資料採擷領域在近二、三十

年取得蓬勃發展，在資料特徵提取、模式識

別等方面效果顯著。工業過程的儀表智慧

化，不僅實現生產過程遠端監控，同時累積

大量的過程資料，這些資料即時反映過程的

真實運行情況，是生產過程運行狀態最直觀

的體現，如果充分挖掘資料中包含的過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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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式維修保養技術結合大數據技術之歷史

資訊，快速診斷故障源，縮短故障修復時間，

進一步降低設備故障率，達成智慧型維護目

標。此外設備製造商及維修商亦可透過網際

網路收集設備的工作資料，加以分析與統

計，做為設備性能持續改進之依據。

 
工廠轉動設備初期故障之預防診斷是相

當重要的工作，尤其具有危險性或污染性生

產設備之動力系統。旋轉電機帶動之轉動設

備，不僅同一轉動設備之不同組件相互聯結

並緊密耦合，而且不同設備之間也存在以聯

結軸緊密結合的關係，使得其中任何一設備

或一零組件發生故障，便極有可能導致連鎖

反應，使整個系統無法正常運轉或造成設備

傷害，更可能導致整個動力系統大範圍的停

擺。因此，若能經由即時監測，及早得知機

組之初期故障，進而安排於設備可停   之期

間維修，不但可以節省成本，對於工廠生產

成本的降低與供貨可靠度的提升亦有相當大

的助益。

 
本計畫以聲學感測方式為主，針對焚

化爐之引風機軸承作為應用案例，進行噪音

特徵分析，建立正常狀態基線模型，將轉動

設備產生的聲音數據化，分析音頻變化作為

監控方法，以達預知保養之效。聲學檢測設

備可應用場域廣泛，包括石化煉油廠、食品

加工廠、紡織廠、焚化爐等皆有轉動機械設

備，平時維護多為定期保養、定期更換零件，

但設備故障情況仍時有所聞，定期檢測時以

電子聽診器檢查，如非資深專業技師，仍有

可能已有異常狀況卻未能聽出，故以聲學數

據建立模型比對，可預知設備異常，並預排

維修時程，避免不必要的保養或更換。收集

設備噪聲數據，提供客戶設備之健康狀況建

議，可採月租或固定時間監測服務，或結合

廠區製程監控系統提供即時線上診斷分析功

能，並可依裝設前設備故障率、停機次數與

時間，換算成本損失，提供具體化系統投資

收益。

目前工廠對於轉動設備的維修方式仍以

被動式維修，當設備發生異常，專業檢修師

傅才至現場瞭解設備狀況，進行故障診斷。

由於工業界對於維護技術的需求已逐步轉向

狀態監測、預測性維修和故障早期診斷領

域，許多國際知名企業如 General Electric、
斯凱孚等，也已將預兆式維護技術定為主要

發展方向。主動式的維護系統透過即時或定

時監控，記錄設備及機台當下運轉狀況，結

合性能衰退預測模組，當設備發生輕微退化

或異常時，即採取必要的保養或維修。透過

三、聲學感測設備之應用開發

管理畫面及報表的視覺化能源分析產品，除

可直接展示能源的使用狀況來提升大型能源

使用組織的管理效率外，在降低組織執行能

源管理時的客製化成本會有所助益。另就產

品永續研發的角度來看，這個產品是一個具

備可以不斷透過擴充分析組件來強化能源管

理能力的資料視覺化分析平台，而其資料視

覺化的軟體分析組件，在研發工作上都定義

了明確的平台研發規範與相關介面，讓人員

有所依循。隨著未來產品推廣面的擴大，將

會有越來越多的能源用戶經驗回饋至產品團

隊，形成一個正向的能源管理產品研發及推

廣的模式。

此外，在能效模型的優化上，也完成與

學界的產學合作，透過多種基線建模方法的

交互驗證過程，將 Mr. Energy 50001 未來可

使用的基線建模方法及改善的方式，做完整

的評估及規劃，對於異常資料的篩選也從單

變量的方式朝向多變量的技術來發展。鑒於

現今的資料分析已經進入大數據的時代，對

統計分析專業領域的倚重與日俱增，而本計

畫對已經具備自動化耗能資料收集及基線建

模功能的 Mr. Energy 50001 產品線來說，將

更有能力在後續提升對終端使用者在能效評

估的準確度，大幅降低不同客戶層建立優質

模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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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D 列印虛實整合生產系統開發

延續先前玻化微珠之基本性質分析成

果，持續對玻化微珠應用於管線保溫材及鋼

結構防火塗料的適用性和經濟性做進一步探

討。本計畫以玻化微珠為主要材料，利用其

高溫，表面玻璃化，中空質輕特性，理論上

具有隔熱及防火上之應用潛力，經過序列研

究獲得之結論及建議如下：

1. 玻化微珠使用於輕質隔熱混凝土：

(1) 材質上對隔熱有其優勢，但關鍵必須

控制玻珠成本，同時各項試驗結果均

須滿足 CNS3586 規範規定。

(2) 建議選用材質較軟的塑膠攪拌葉片以

降低拌合時的破碎率。混凝土澆置

時應增大流動性或採用適當之振動設

備，使之能均勻澆置，減少變異。

(3) 可適度添加泡沫改善混凝土單位重，

以降低混凝土單位重及增加熱傳導

率，使之能達到符合規範。並適量塗

佈疏水材料於試體表面上，使其有良

好之撥水率。

本計畫設計組裝 3D 列印機，發展 3D
列印機聯網模組及 3D 列印機聯網遠程監控

模組，開發具簡易排程功能的製造執行系統

模組；並結合成為 3D 列印虛實整合生產系

統 (Cyber 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 CPPS)
雛型，以最小可行產品 (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 的概念，建立 3D 列印機聯

網展示產線。開發之虛實整合生產系統，硬

體系統架構如圖 3，3D 機聯網架構主要功

能如下：

四、玻化微珠輕質保溫混凝土材料及玻

       化微珠防火塗料開發

 
藉由收集各類不同轉動設備噪聲，建立

大數據資料庫，供以交叉比對其歷史數據、

趨勢分析，後續建立之平台亦可整合加值，

爭取廠區轉動設備的日後保養、維修之機會；

亦可由此經驗，移植至閥體洩漏、刀具機磨

損等異音分析。本計畫之異音監測系統是以

近距離、非接觸之方式收錄設備音訊，藉音

頻分析辨別設備狀態，由自動化及小型化作

為半固定監測設備，裝設於待測設備上，期

望達到即時設備狀態監控，於設備有異常狀

況之徵兆時，提供維修保養人員警報通知，

以利減少巡檢人力及提升維運成效。本計畫

乃藉由專業心型指向麥克風及樹莓派開發板

之收錄音設備，已確認聲學利用分析可用於

監測設備異常之狀況。後續將開發低耗能且

具可靠無線通訊品質之聲學監測裝置，以改

善現階段通訊技術及硬體之不足，期望完成

整體產品模型。

2. 玻化微珠使用於防火塗層：

(1) 競爭力分析顯示添加玻化微珠能夠有

效的提升防火性能，且成本不會有太

大影響，但距離能實際應用於工程有

一段距離。

(2) 防火塗層厚度為影響試體背溫之主要

因素，塗層厚度之控制宜更加精確，

以增加抑制背溫的品質。

(3) 添加玻化微珠雖然能夠提升防火性能

卻會降低工作性，因此建議可添加泡

沫以提升塗層之工作性能，使其能夠

均勻塗佈於鋼構上。

綜合評估玻化微珠各項性能指標及試驗

結果，玻化微珠理論上是良好的防火材料，

如能加以改善，未來較適合朝輕質砂漿或輕

質磚之防火材料方向發展應用，對都市防災

而言較具競爭性。

圖 3  3D 列印機聯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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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塑膠加工技術與資訊軟體技術，建

立 3D 列印機聯網的網路產線，結合 3D 列

印機聯網模組、3D 列印機聯網遠程監控模

組及製造執行系統，成為 3D 列印虛實整合

生產系統之雛型。現階段為最小可行性產品

的雛型系統，具體研發成果：

1. 建立 3D 列印機網路生產線；

2. 可對 3D 列印機進行遠端監控；

3. 建立 3D 列印產線製造執行系統。

六、軌道工程技術開發

隨著臺鐵立體化、雙線化、電氣化，國

人日益依賴軌道運輸，交通便捷與生活品質

必須兼顧，也形成未來軌道建設少維修、低

振動、低噪音、不衝擊環境生態等新挑戰。

軌道運輸工程是土木、機械、電機、通訊、

運輸、工程科學等多元領域高度整合的科

技，但由於系統技術資訊封閉等特殊性，新

一代軌道建設的速度與範圍日益提高，時間

與空間尺度迥異於傳統土木建設。

 
本計畫將國內外最新研究理論與實務加

以整合，探討車輛與軌道界面行為及相互制

約關係、路線線形選擇研究及線形設計標準

與行車之影響、橋樑隧道設置、車站機廠之

配置、軌座及扣件系統等相關試驗之檢測準

1. 生產管理：提供 3D 列印機遠端監控、派 
                       工功能。

2. 訂單排程管理：提供訂單排程功能。

3. 報表管理：提供稼動率及妥善率報表。

則、軌道養護管理目標及標準，使之成為有

價值的設計參考。研究成果包括編纂軌道工

程最新技術資料、開發軌道結構設計程式及

完成軌道結構分析與試驗。以下就 allasted 
Track 道碴軌道結構設計簡略說明；傳統道

碴道床軌道之主要功能係利用碴道將列車載

重經由鋼軌、扣件及軌枕，將力量分布於穩

固的路基上；通常道碴需質地堅硬、耐磨耐

壓，可抵擋枕木之位移亦保持正確的軌框結

構，一般採用碎石道碴，以堅硬的石料壓碎

而成，其標準斷面參考圖 4 配置圖。道碴軌

道之結構設計主要包括：(1) 利用軌道及列

車相關參數計算各項荷重及組合條件；(2)
道碴厚度及範圍檢覈。第一個部分為設定各

項基本參數，包括軌道條件、車輛參數、線

形資料等等，第二個部分為設計檢覈。

政府提出前瞻基礎建設包括多項輕軌

新建路線，高雄環狀輕軌第一階段 8.7 公里

已完工，淡海輕軌第一期也將於 2018 年底

通車，兩者均採用國內首見的嵌埋式軌道。

跨橋段連續長焊鋼軌，因為橋軌互制使嵌埋

式軌道軸力複雜化，需要特別評估挫屈或拉

斷等風險。本計畫結合學術鎖定技術研發主

軸，利用有限元素軟體 Abaqus 建立軌道 -
橋梁之有限元素模型，未來透過改變模型環

境溫度，進行鋼軌挫屈之模態分析及軌道在

不同環境溫度下之軸力變化情形。此成功開

發軌道結構設計程式及完成軌道結構分析及

試驗，使軌道技術更提昇，更有利於面對國

內外的工程競爭。

圖 4 道碴道床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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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機械手臂進行管端封銲

國內現行的熱交換器管板與傳熱管密封

接合作業，皆是以人工引導自動封銲機與液

壓擴孔機。國外雖有全自動封銲機，但尚無

整合封銲與擴孔二功能的全自動化機具，尤

其液壓擴管機需有人工調整握把進入管內，

不易進行自動化。本計畫針對熱交換器製作

過程中管板與傳熱管須密封接合作業，以機

械手臂取代原有的人工導引進行擴孔作業、

銲接作業或二者合併的人工引導製程。計畫

中所引入的機械手臂，搭配適當的自動化系

統與介面程式，結合現有的液壓擴孔機與自

動封銲機，由機械手臂作固持與引導，期間

並搭配相關的軟、硬體設備，經由系統整合，

成功完成取代人工作業的智能機械手臂作業

系統。目前開發的整套設備，屬於國內唯一

以機械手臂執行管端封銲與管端液壓擴孔的

專業機具。圖 5 為機械手臂進行封銲作業，

圖 6 則是以機械手臂固持液壓擴孔機執行自

動化漲管作業。本研究具體效益如下：

1. 國內首次成功運用機械手臂力覺感測模

組，訂立工作基準面。

2. 機械手臂智能系統可大幅減少人工作業，

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缺工現象。

3. 充分發揮機械手臂的系統模組，將原本單

純搬運用的機械手臂，開發成多用途與複

合功能的機械手臂。

4. 創造使用者使用系統的便利性如下：

(1)以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可程式邏輯控制器整合操作系統，結

合相關軟硬體呈現於視窗螢幕，方便

八、建立道路工程之碳排放量基線與綠

       道路設計綱要

近年政府投入經費盤查道路工程，瞭

解道路橋梁工程之碳足跡，並隨工程之進

行逐步盤查碳足跡，通常當盤查完成並未針

對下次道路之永續性做出改善。本計畫即針

對道路工程之碳排放量基線，先計算一般道

路工程材料機具的的碳排放量，同時發展道

路碳足跡估算模型，使未來工程師於設計過

程中，可一併評估不同設計方案之碳足跡。

首先建構材料碳足跡與施工機具效率與能耗

資料庫，進而透過模擬道路橋梁工程施工過

程，建立各種工法工項碳足跡模組。另透過

國內外道路工程中常用之永續指標，瞭解道

路工程中可採用之永續項目與作法，搭配前

述開發之道路碳足跡估算模型設計及施工成

本，制定減少碳排的綠道路設計綱要、使用

碳排量少之材料，以增進機具使用效率。

本計畫已完成：(1) 建構材料與機具碳

排係數資料庫，量化分析道路工程碳排放收

集道路工程材料碳係數及施工機具碳係數，

建立道路工程工法之環境衝擊模型；(2) 分
析美國 Greenroads2.0 指標要求；(3) 整理

三個道路工程案例資料，計算案例工程碳排

放量，建立設計與施工碳排放量基線。

本計畫之道路工程開發生命週期分析

軟體，道路工程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即以系統分析方法分析

產品生命週期過程之能源與排放，對產品系

統自原物料的取得，到最終處置的生命週期

中，投入、產出及潛在環境衝擊之彙整與評

七、機器人於壓力容器製造之應用開發 操縱與監控。

(2) 加裝浮動自動微調裝置，可展現與人

工握持的相同功能與作用。

(3) 加裝 CCD 感光耦合元件，方便原點設

定並能增加系統精確度。

(4)機械手臂成功取代人工固持機具與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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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機械手臂進行液壓漲管

估。透過 LCA 可以完整了解使用的能量、

天然資源，以及產出的廢棄物，讓產品在無

長期負面衝擊下尋求進步。ISO14040 提出

之生命週期評估架構涵括四大階段：目標與

範疇界定、盤查分析、衝擊評估、闡釋，其

適用各式實體產品亦包含系統服務。適合營

建相關事業單位於提案階段評估數種設計方

案之永續性，增加計畫評選之優勢，並於初

步設計與細部設計階段，評估各種設計方案

於經濟面與環境面之優劣，產出最適方案。 

目前國際碳足跡計算主要遵循英國 PAS 
2050(2011)：產品和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

排放評估規範為基準，特定活動碳足跡計算

則透過排放係數法，將活動強度乘以排放係

數而得；即在瞭解整個道路工程生命週期過

程直接與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

於一般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碳足跡包含由道

路工程建築過程所需之原物料的開採、製造

及運輸、現場的組裝與施工，到道路使用期

間所需之養護與維修及廢棄處理或回收時所

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本計畫首先分析典型道路工程設計之碳

足跡基線，同時回顧國際綠道路設計常用之

設計指標。在道路工程碳足跡基線部分，以

工程生命週期評估之整體架構為主，並參考

環保署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設定研究分析

之邊界，建立工程材料、運輸工具與施工機

具之碳排放資料庫，進而利用資料庫數據分

析典型之道路排水、鋼橋與混凝土橋樑之工

程碳足跡。

1. 在碳係數資料庫建立部分

國內道路工程盤查與碳足跡估算常見之

係數來源與引用標準不一，故數據之收集應

從工程生命週期著眼，注重碳排係數之來源

與品質，並清楚紀錄係數之生命週期階段、

內容描述、年份等，建構具高可靠度之碳排

係數資料庫，材料碳排係數具體收集成效共

計約 150 餘項。由於運輸階段碳排放估算

受制於施工場址與材料及機具來源之運輸距

離，難透過預算書得知，故採交通部統計處

汽車貨運調查結果，推估國內道路工程相關

資材之平均運距做為評估基準，運輸碳排放

具體收集成效共計約 40 項。施工機具數據

收集可分為施工效率與燃油效率，分別透過

預算書、工料分析手冊、專業承包商訪談、

施工機具廠商提供、本研究文獻回顧等來源

為依據，經整合後具體收集成效共計約 78
項。更進一步以工率分析得出各式機具之單

位施工效率，並做合理的假設以對應至機具

燃油效率資料庫，經估算後得出機具施工碳

排放量基準值。

2. 在道路工程碳足跡基線部分

分析三件典型之道路與橋梁工程，分別

為「岡山縣道 186 線本工環東路至河華路拓

寬工程」、「嘉義華興橋改建工程」、「農

業生物科技園區工二區道路新闢工程」，經

由計畫之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與配合工

程設計圖說進行分析。

本計畫研究先評估整理國內外工程

永續設計之架構與工具，進而分析美國

Greenroads 永續評估系統中關於道路工程

設計在環境與水、施工活動、材料與設計、

設施與控制等面向常用之永續項目指標及認

證所需文件，作為發展綠道路設計綱要之基

礎。後續將再開發含綠道路生命週期評估軟

體及建立綠道路設計綱要。發展道路設計綱

要，可於各階段不同工程面向中，融入不同

永續設計項目，並利用工程碳足跡估算平

台，評估工程永續工法之減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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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王釿鋊主任‧郭博堯組長

本社於今年 2 月 22 日舉辦了一場「AI
對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暨產業之挑戰及影響」

研討會，邀請了數位中研院院士與重量級學

者，與會分享對於 AI 科技發展與影響的卓

見。會中論及人類也很快要邁入以 AI 科技

為核心的車輛自駕、共享及聯網時代，也預

言自動駕駛車（autonomous vehicle or self-
driving vehicle）將會大幅改變人類的生活。

首先車輛相關產業勢將大洗牌，許多傳統產

業將被淘汰，但同時新產業也將蓬勃發展。

再者，車子將是一個移動房屋，所以進到車

內不用費神駕駛，或更有效的運用通勤時

間，人們就不用以昂貴成本住在蛋黃區，房

地產價格勢將重新洗牌，都市風貌也將重新

塑造。另一方面，過去資本主義啟動人們追

求資源私有化的成就動機，雖然帶來繁榮，

但擁有資源的成本很高，只有少數人可擁

有，卻造成浪費、對立與剝削；但如運用自

駕車來達成「共享經濟」這個概念，資源可

共享「使用權」，將閒置的資源以合理成本

充分運用並帶來利潤，可提升資源運用效

能，並因為使用成本可大幅降低，運作邏輯

雖然仍是有償購買的資本主義，但已向無償

分配的共產主義靠近，讓使用者減少被剝奪

感，世界會變得更公平！

我們也可預期，共乘自駕車可減少買車

需求，車子把人放下來之後就自動開走，都

會區不再需要那麼多停車位，不會有那麼多

空計程車在路上跑，路上也不再那麼擁擠。

此外，改善交通安全是自駕車另一廣為人重

視的原因；全球每年有約 120 萬人死於車

禍，美國每年因為車禍過世的人數也達 3 萬

人，而估計有 94% 是人為疏失；因此，相當

多人對於自駕車降低交通事故充滿期待。還

有不少人想像，自駕車也提供行動不便的人

或是老人小孩移動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更輕

一、前言

2018 年 3 月《經濟學人》特別報導中

指出，現代汽車及自駕車時代，都是從競

爭中展開。1894 年 7 月法國報紙《Le Petit 
Journal》為找出蒸汽、電力或汽油引擎何者

為最佳車輛推進技術而舉辦比賽，請參賽者

從巴黎開 79 英里到魯昂。這場比賽最大贏

家其實不是直接參賽者，而是內燃機發明人

Gottlieb Daimler，因為過半數跑完全程的 9
輛車都使用他的發明，包括共享第 1 名的 4
輛車。Daimler 的勝利確立了 20 世紀汽油動

力車的霸主地位。

有意思的是，現代自動駕駛汽車的時

代，也開始於 2004 年美國主要軍事研究機

構 DARPA 舉行的 Mojave 沙漠自駕車越野

比賽，但這次無人完成任務，表現最好的

Carnegie Mellon大學隊伍只行駛了7.4英里。

表面上看來，似乎 DARPA 給自駕車設定過

高的行駛要求。不過一年多後，2005 年第二

次 DARPA 比賽時，23 輛參賽車竟有 5 輛跑

完全程 132 英里，且其中 22 輛行駛距離都

高於前一年 7.4 英里的紀錄，使自動駕駛從

絕望變為可行。到了 2007 年第三次 DARPA
比賽中，車輛必須在模擬城市環境中完成任

務，克服路程中所面對的路標，交通號誌和

二、自駕車的啟始歷程

易的去想去的地方，不再需要依賴他人。此

外，如電動車和自動車帶來更有效率的交通

模式，將能減少能源消耗與碳排放。

有鑑於上述各層面重大之影響，本社能

源暨產業研究中心及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也於 2 018 年智庫議題中，分別對台灣發展

自駕車之機會、挑戰與影響，進行相關研析。

本文先針對國際自駕車技術與產業之發展背

景提要撰文，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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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美國交通部高速公路安全管理

局（NHTSA）同意採用國際自動機工程學會

（SAE）SAE J3016 自駕車標準的 6 等級分

類（Level 0-Level 5），隨後又在 2016 年 9 
月修訂。此自駕車分級標準包括：

1. Level 0（無自動駕駛：完全手動操作，可

配備例如道路偏離預警等警報裝置功能）；

2. Level 1（駕駛輔助：例如車輛裝有電子穩

定程式（ESP）或防鎖死煞車系統（ABS）
等可協助駕駛操作之系統）；

3. Level 2（部分自動駕駛：還是駕駛全神投

入主控，但車輛已具有部份自動化系統，

例如 Tesla Autopilot、Volvo Pilot Assist、
Mercedes-Benz Drive Pilot、Cadillac 
Super Cruise 等系統都是）；

4. Level 3（有條件的自動駕駛：自動駕駛輔

助控制期間，雖然可以暫時免於操作，但

當汽車偵測到需要駕駛人的情形時，會立

即回歸讓駕駛人接管其後續控制）；

5. Level 4（高度自動駕駛：在特定情況（例

如特定時間 / 區域內或設計好的道路及路

況）下，允許讓車輛完整自駕，但保留必

要時駕駛介入控制的選項）；

6. Level 5（全自動駕駛：在所有情況都允許

讓車輛完整自駕，不必有駕駛）。

其中最具爭議的部分是 Level 2和 Level3
，先投入這兩個等級的公司以 Tesla 為代表，

三、自駕車的技術分級

完全自主的汽車，必須解決三個重要任

務：感知（了解週遭運作情況），預測（下

一步會發生什麼）和駕駛策略（採取適當的

行動），但要能成功完成感知和預測，才能

順利進行駕駛策略的設定與執行。因此，自

駕車需要將感知系統、通訊系統、車輛技術

（例如電子式轉向、油門、煞車等）、先進

資料處理能力（例如高速電腦、神經網路、

機器學習、AI 等）等進行完全的整合。以下

分別說明：

1. 自駕車的感知任務

在感知系統方面，多數自駕車系統透過

包括攝影機、雷達和車用光學雷達（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LiDAR，類似雷達

的技術，使用不可見的光脈衝來建構出周遭

地區的高解析度 3D 地圖）在內的感知器組

合來感知世界，三者相輔相成。攝影機便宜

又可以看到道路標示，但不能測量距離，且

難以在視線不良或晚間運作；雷達可以測量

距離和速度，但看不到細節且精確度不足 ; 
LiDAR 可以補捉到細節，但價格昂貴，並且

下雪時將失靈。多數自駕車研發者都認為需

要感知器的組合來確保安全和可靠。

四、自駕車的技術需求及發展現況

其他車輛，最後 11 個團隊中有 6 個完成了

這個更複雜的挑戰。

受到自駕車競賽成果的鼓舞，Google
於 2009 年成立了自駕車專案，接著參

加 DARPA 競賽的團隊也陸續在 Uber、
Tesla、許多新創公司及傳統車廠開展自駕

車技術研究。

但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這種部分自動化是不安

全的，因為駕駛在使用這兩種等級的自動車

時，必須要隨時接手緊急狀況，可說是車不

是你開的，但出事你卻要自己負責，這些駕

駛其實很難做到這一點。例如 Tesla 的好幾

次車禍，技術上都是駕駛自己疏忽的責任。

從 Google 獨立出來的 Waymo、Uber 和新

創公司nuTonomy，則試圖直接跳到Level 4，
在特定的條件或地區提供完全的自主行駛。

目前一般認為，要真的讓自駕車產生重大的

效益（真正的共乘，及增加生產力），必須

要到 Level 4 程度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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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駕車廠商的感知系統設計

目前最知名的 LiDAR 系統供應商

Velodyne 之高級產品要花費數萬美元，但

已有新創公司希望透過新的固態設計，最終

將 LiDAR 價格降低到幾百美元；例如 2017
年 10 月一家新創公司 Strobe 宣布其晶片型

LiDAR 將可把成本降低 99%，而這家公司

馬上被 GM 旗下的自動駕駛技術研發公司 
Cruise Automation 收購。

    
Google 所成立的 Waymo 公司，感知

系統使用 3 種不同的 LiDAR( 公司資料顯示

數量為 6 顆 )、5 顆雷達及 8 個攝影機，而

目前 Waymo 的自駕車，也是公開測試表現

領先者。

    
GM 則 在 2016 年 3 月 收 購 Cruise 

Automation，提升了該公司在這一領域的

技術實力，2018 年 1 月展示了沒有方向

盤、剎車或油門的第四代全自駕車「Cruise 
Autonomous Vehicle」， 其 Cruise AV 配

備 GM 第四代自駕軟硬體，當中包括 5 顆
LiDAR、 21 顆雷達，和 16 個攝影機。

    
Ford 在 2016 年 12 月底公布其 Level 4

的 Fusion Hybrid 自駕研究車，車上安裝了

2 顆 LiDAR、2 顆雷達及 7 個攝影機。

    
Uber 公司在 2015 年是將自駕車系統

安裝在 Ford Focus 上，感知系統包括 7 顆

LiDAR、7 顆雷達、20 個攝影機；但 Uber
在 2016 年改為只安裝 1 顆 LiDAR、10 顆

雷達、7 個攝影機的 Volvo XC90。在 2018
年 3 月 18 日於亞利桑那州 Tempe 市發生

Uber 自駕車撞死牽著單車的婦人的不幸憾

事，此事故也使 Uber 暫停在亞利桑那州

Tempe 市、舊金山、匹茲堡、多倫多等地

的自駕車道路測試計畫。雖然目前原因尚未

確定，但可能縮減後的系統存在盲點，目前

已知 LiDAR 系統供應商 Velodyne 提到其單

一系統有較窄的垂直偵測範圍，有偵測上的

盲點，所以建議應使用較多顆 LiDAR 系統；

然而另一可能性是數據處理分析系統存在

問題。雖然未必有關聯，但 Uber 所採用的

GPU 之製造商 Nvidia 也隨後宣布先暫停其

自身的自駕車測試，以等待能從事故中掌握

更多資訊。

    
中國大陸是另一個積極發展自駕車的國

家，處於領先地位的百度公司，其 2016 年

底透露了百度無人車上，僅 LiDAR 的成本就

80 萬人民幣：包括一顆 50 萬人民幣的 64
線 LiDAR，和 3 顆各 10 萬人民幣的 16 線

LiDAR。
    
Tesla 則是一個例外，它希望在不使用

目前昂貴的 LiDAR 的情況下實現完全自動

駕駛，所以它的感知系統使用 8 個攝影機、

12 顆超音波感測器，及 1 顆前置雷達。但

2018 年 3 月 23 日於加州 Tesla 跑車在啟動

Autopilot 系統的狀態下撞上分隔島致駕駛死

亡，使人們對 Tesla 的自駕車系統產生質疑。

但其實 Tesla 的 Autopilot 系統，只能算是

Level 2 或 Level 3 的等級，而非不需人操控

的自駕車。

3. 自駕車的預測與決策任務

運用 GPS 規劃自駕車行駛最佳路徑，

結合高分辨率地圖，配合掌握包括道路標

誌，交通信號，其它車輛的所在位置及行為

（移動方式、剎車燈和轉向信號）等周遭資

訊的感知數據後，車輛就需要預測未來幾秒

內會發生什麼並決定如何行進。但是，不像

人類駕駛只要經過數十小時的訓練就可上

路，且很容易就知道如何處理如車道縮減、

道路施工、拋錨車輛、緊急車輛、倒下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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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車可能遇到無法回應的狀況，例如

一輛自駕車行駛在雙線道路上的一輛卡車後

面，當前面卡車拋錨時，因為已被設定遵守

道路標示，因此自駕車會卡住；相較之下，

人類駕駛員可依閃爍燈光和其他非語言提

示，越線繞過卡車就可繼續駕駛。而自駕車

遇到上述的狀況時，駕駛座上的安全工程師

就要進行接管動作，上述動作被稱為“脫離

(disengagement)”。脫離不必要被視為失

敗，而應視為有助自駕車系統改善的學習體

驗，從脫離狀態時的記錄，可以掌握汽車碰

到了什麼樣的問題，然後可以修改其軟體，

然後透過模擬情境瞭解修改後的應變結果，

最後再讓調整後的自駕車重新上路。

另一方面，比較不同自駕車在固定行駛

里程時的脫離次數 ( 例如每 1,000 英里的脫

離數量 )，可提供自駕車公司間粗略的比較

度量，而目前資訊最豐富的是美國加州的自

駕車年度脫離報告。加州是自動駕駛發展的

「聖地」，截至 2018 年 1 月，共有 50 家公

司向加州車輛管理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申請自動駕駛路測資格許可。

而從 2015 年起，DMV 彙整各公司的測試

「年度總結」後對外公開。

在 2017 年度的總結報告中，共有 19 家

提出報告，光 Waymo 和 GM 兩家公司的測

試里程合計就占 19 家總測試里程的 96% 左

右。Waymo 先後 70 多輛自駕研究車之測試

五、自駕車脫離報告

木或惡劣的天氣等例外情況，相反的，這些

對自駕車來說卻是不小的挑戰。更難的還有

遇到下雪時，感知系統必須要能忽略掉落的

積雪，而路上積雪會使自駕車運用的高分辨

率地圖變得較不準確。因此，自駕車需要大

量行駛里程以搜集與處理分析巨量數據後，

才能學習到如何妥適的駕駛。

    
單一車輛結合來自多個感知器的數據，

可以確認路上是否有堅實的障礙物；但還是

要透過“車隊學習”過程，將感知器數據與

其他車輛收集的數據進行整理、比較，並學

習彼此經驗，這會為已有豐富自駕車行駛里

程經驗的技術先趨帶來優勢。Tesla 全球車

輛銷售數字已破 30 萬輛，這些車累積可能

達數十億英里的實際駕駛里程，其中不少

里程有啟動 Autopilot 半自駕系統（2016 年

Tesla 在研討會中提到所紀錄 7.8 億英里里

程數據中，有 1 億英里是 Autopilot 啟動狀

態），且它們大部分都默默的透過“影子模

式（shadow mode）”從後台收集資料以

提供 Tesla 資料，而能協助 Tesla 研發更好

的自動駕駛系統；相對而言，普遍被認為技

術屬於領先群的 Waymo，從 2009 年開始

自動駕駛研發時就同步進行路測，至 2017 
年 11 月 Waymo 透過約 5、6 百輛的 Pacific 
mimivans，在全美 20 多個城市累計路試里

程只有近 5 百萬英里；為補充數據數量，

Waymo 另外使用模擬方式累積約 50 億英里

的數據。

    
比較可知，Waymo 道路實測數據差了

Tesla 一截。不過 Tesla 不採用被認為最重

要但昂貴的 LiDAR 系統，及使用半自駕的

Autopilot 系統，都使其眾多數據受到質疑能

否利用來發展全自駕車系統。另一方面，自

駕車公司也多在已詳細繪製地圖並有良好

天氣的地區試運行，例如亞利桑那州的鳳凰

城。但 GM 投資的 Cruise 則在舊金山相對複

雜的街道上進行測試，因為它們認為讓自駕

車遇到較多異常情況，車輛將學得更快。而

因為對高分辨率地圖的需求，已開始有一些

新創公司投入製作和銷售高分辨率地圖的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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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入自駕車技術之企業的綜合能力

評比

以上述這兩個商業攻防的例子來說，似

乎原技術母公司 Waymo 和百度都取得此階

段商業攻防的勝利成果。不過這兩個科技公

司雖然握有自駕車技術優勢，但如何掌握市

場勝利方程式，則仍是相當大的挑戰。過去

科技界不乏類似例子，如 IBM 發展出資料庫

的概念，但最後是 Oracle 轉化為成功的商業

模式；即使是 Waymo 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
前身 Google，當初也不是第一家網路搜尋引

擎，只是在市場競爭中獲勝。Waymo 投入

自駕車研發已 10 多年，但成果尚未轉換為

明顯的收益，其不像 Ford、GM 或 Toyota 等

傳統車廠製造和銷售大量汽車，也不像 Uber
等汽車共享公司可快速佈建使用大量車輛，

所以 Waymo 必須要找到自己的路；尤其當

自動駕駛技術落實到車輛層面時，傳統車廠

的優勢其實會逐漸突顯。

自 2015 年來，市場調研機構 Navigant 
Research 每年都會對投入自駕車技術的企業

進行評比。該評比根據 10 項標準來進行車

廠的量化評分，包括（1）策略面部分：願景、

進入目標市場策略、合作夥伴關係、生產策

略（滿足市場質與量需求的能力之評估）、

技術競爭能力；以及（2）執行面部分：行

銷與銷售能力、產品性能（提供的自駕車性

能）、產品質量和可靠度、產品組合能力（速

六、自駕車技術的商業攻防

自駕車公司除了技術層面有所差異外，

彼此的技術競爭也引發技術侵權的攻防，

Waymo 及 Uber 之間的訴訟就是一例。

Waymo 母公司 Alphabet 前身為 Google，在

2017 年 2 月控告 2007 年至 2016 年間任職

於 Google 自駕車研發部門的前員工 Anthony 
Levandowski 竊取商業機密。Levandowski
離開 Google 後創自駕車公司 Otto，Otto 隨

後被 Uber 買下，而 Levandowski 也成為

Uber 的自駕車主管。法院在 2017 年 5 月判

決 Levandowski 的確竊取 Waymo 的商業機

密，要求 Uber 交回源自 Waymo 的技術，

Uber 承諾其自駕車將不會使用 Waymo 的智

慧財產，且隨後即開除了 Levandowski。

另外一例是大陸百度和景馳科技

（Jingchi Corp）之間的訴訟。景馳科技由

曾任職於百度自駕駛車部門的韓旭與王勁在

2017 年春季成立。王勁 2010 年加入百度，

2017 年 4 月從百度高級副總裁、無人車事

業部總經理的職位離任，在美國舊金山灣區

創立景馳科技；至於韓旭之前是百度自動駕

駛事業部首席科學家。景馳科技自 2017 年

5月至 9月，快速完成自駕車封閉道路測試、

獲得加州自駕車測試牌照、完成開放道路測

試，及實現在通勤路況下順利行駛。2017 年

12 月景馳科技將全球總部遷移到中國大陸廣

州市，隨後在當地展開試乘計畫。而百度於

行駛里程達 35 萬英里，累計脫離次數為 63
次，平均約每 1 千英里 0.2 次；GM Cruise
先後 90 多輛車測試行駛里程為 13 萬英里，

共發生 105次脫離，平均每 1千英里 5.7次；

大陸的百度第一次提出報告，其 4 輛自駕車

總測試里程達1,971英里，脫離次數為48次，

平均每 1 千英里 24 次。

2017 年年底在北京智慧財產權法庭控告景馳

侵權，要求景馳科技賠償人民幣5千萬元（約

760 萬美元）。雖然王勁對外稱百度的指控

並無依據，但 2018 年 2 月王勁卻突然離職，

隨後景馳科技便加入百度的自動車相關技術

開放平台阿波羅（Apollo），成為百度的合

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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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駕車的產業展望

2016 年 1 月 McKinsey 的分析報告

「Automotive Revolution –Perspective 
towards 2030」顯示，在樂觀情境下，預估

到 2030 年全球 15% 的轎車銷售量將屬於全

自駕車款，當然這還要仰賴技術、法規及用

戶接受度障礙的克服； McKinsey 也預估，

由於車輛軟硬體升級需求、共享服務、車聯

網服務等新商業模式興盛，2030 年除了傳統

售車及售後服務市場營收 5.2 兆美元之外，

汽車業營收將額外增加 1.5 兆美元。

2017 年 6 月 Intel 公 佈 委 託 Strategy 
Analytics 的 分 析 報 告「Accelerating the 
Futur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Emerging 
Passenger Economy」中則預測，到 2050
年，自駕車技術提供的新型態交通行動服務

（Mobility-as-a-Service, MaaS）將可創造規

模達 7 兆美元的「乘客經濟」（Passenger 
Economy）。

自駕車這種可以更有效率使用道路空

間、提升交通安全、減少能源耗用、改變車

輛擁有及使用模式的破壞性科技，勢將創造

新的投資、產業與經濟成長。自駕車所創造

新的產業與經濟行為，也將成為改變交通服

務生態的催化劑。台灣應善加運用台灣的汽

車零組件及 IOT 產業，積極尋求掌握最佳的

自駕車產業切入及加值機會。相關更進一步

研析內容，將於本社本年度議題執行成果中

展現。

度上限、障礙物偵測距離、目標辨示、獨特

性、對目標市場效益）以及可持續能力（財

務表現、承受價格競爭能力、協助在市場疲

軟時支撐的財務資源）。此報告再以策略面

和執行面當作兩個維度，將這些公司劃分為 
4 個梯隊：領導者、競爭者、挑戰者和追隨

者。

2017 年 第 2 季，Navigant Research 
的自動駕駛研究報告包括 18 家車廠。

Ford、GM 等傳統車廠佔據領導者的強勢

位置，其都握有龐大的自駕車專利，在策

略面及執行面都被評為表現優異；Ford 已

投資 Velodyne( 最知名 LiDAR 製造商 )、
Civil Maps 和 AI 公司 Argo AI，並收購汽車

共享新創公司 Chariot；GM 除收購自駕車

新創公司 Cruise Automation 外，並投資僅

次於 Uber 的汽車共享平台 Lyft。傳統車廠

Renault-Nissan、Daimler 也在競爭者梯隊中

佔據有利位置，之後依評分高低才是 VW、

BMW、Waymo、Volvo、Delphi、Hyundai、
PSA（Peugeot、Citroën)、Tesla、Toyota、
ZF、Honda、Uber、nuTonomy 和百度。其

中 Waymo 仍然需要尋找合作夥伴，所以排

名被拉低；Tesla雖然名氣大，但其產品質量、

行銷策略、財務穩定性方面有諸多不足 ，其

技術水平也難以做到 Level 4 的水準，因此

評等並不理想。

2018 年 1 月，Navigant Research 的自

動駕駛研究報告為 19 家車廠再次進行綜合

排名。在新的排行榜中，冠軍由 GM 摘下，

Waymo 擠上第二名。其它依序為 Daimler-
Bosch、Ford、VW、BMW-Intel-FCA(Fiat、
Chrysler)、Aptiv(Delphi 收購 nuTonomy 後成

立 )、Renault-Nissan、Volvo-Autoliv-Ericsson-
Zenuity、PSA。除了 Waymo 之外，能位於

自駕車技術領先地位的仍以傳統車廠居多；

相對上，技術受到質疑的 Uber、整體技術、

生產與財務情況並不穩定的 Telsa 與一直沒

對外展示技術的 Apple，被列在後段班挑戰

者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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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鄒倫主任‧陳潔儀組長‧呂雨龍副研究員

隨著市場經濟的普及、國際貿易的興起

與科技技術的進步，使得國家與國家間的交

流逐漸密切頻繁。1980 年代開始大量使用

「全球化 (globalization)」一詞用以描述此

一國際現象。

全球化的影響層面非常的廣泛，對於

一個國家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層

面均會產生影響。以全球化對於經濟層面

的影響為例，全球化可使資源獲得更佳的使

用，進而提升經濟發展，然而伴隨的可能是

資源過度集中，導致貧富不均的現象；全球

化要求國家開放市場降低貿易障礙，但亦造

成經濟整合與經濟主權何者為重的論爭；全

球化減少各國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但亦造成

金融危機發生時，許多國家遭受重大的衝

擊。於是，在 1990 年代後開始出現反全球

化 (anti-globalization) 的聲音。其中，2016
年英國公投確定脫離歐盟，與美國川普總統

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皆可視為反全球化的例

子。

台灣為一以貿易為導向的經濟體系，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浪潮勢必對台灣造成衝

擊。因此，本社分別從社會面、環境面與經

濟面進行探討，彙整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可

能趨勢，分析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對環境生態

的衝擊，並評估對於我國產業的影響，進而

提出因應之道。本文摘錄自「全球化及反全

球化之發展與影響」專題報告，重點如下：

一、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現象探討

近年來反全球化的風潮持續在世界各

國興起，從川普當選、英國脫歐和台灣因反

服貿引起的太陽花事件等，均或多或少與反

全球化的運動有關。本節主要在探討反全球

化現象及其原因，透過相關之經濟理論與數

據，探究反全球化背景，並分析反全球化所

帶來的重要影響，最後討論反全球化未來可

能的發展。

首先利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要素稟賦理

論為理論基礎，討論全球化對所得分配、要

素價格等之影響，再利用瑞士蘇黎世聯邦理

工學院所編製的 KOF Globalization Index 作

為全球化程度之指標，配合 Frederick Solt
之標準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 (SWIID) 的
Gini係數 (所得分配 )，以 12個國家為對象，

輔以各國如實質工資、勞動所得占比、工資

成長率與失業率等指標，討論其與經濟全球

化之相關性，用以檢驗理論之結果。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 ( 如表 1)，經濟全球

化與所得分配、勞動所得份額、實質工資與

其成長率和失業率具相關性，但其相關性可

能會因為各國經濟制度、產業結構、社會救

助體系與全球化形態差異而有所不同。若將

許多國家混合起來進行實證，由於各國影響

方向不同，可能會產生顯著程度被弱化的影

響。以台灣為例，所得分配、實質工資、失

業率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為正相關；而實質工

資成長率、勞動所得份額與經濟全球化程度

為負相關。最後，利用包括川普當選美國總

統、英國脫歐事件、希臘人民協會－金色黎

明黨的崛起、西班牙PODEMOS「我們可以」

黨的崛起與反全球化在台灣的變形－反中國

化等案例作為個案討論，以質化分析補強量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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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對環境生態的衝擊

在全球化時代，人類面臨了與生態環境

共存共榮的困境；一方面，生態環境之保護

與經濟發展孰先孰後、抑或兼籌並顧產生了

矛盾，而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化，更是由於

涉及到不同國家的利益而糾紛不斷。其結果

是全球經濟發展與人類依存的生態環境處於

一種「極不協調」的狀態當下，大自然的反

撲，給人類敲響了警鐘。本節針對全球化與

反全球化對國際環境公約、氣候變遷、海洋、

核能及消費行為之關聯進行探討。

為保護地球環境與因應氣候變遷，國際

上陸續簽訂國際公約以降低汙染並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然而各國為了其自身利益的考

量，常使得國際公約的實際成效不如預期，

最近的例子便是 2017 年 6 月 1 日美國總統

川普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此震撼

彈為全球氣候變遷的前景蒙上了陰影。

在海洋方面，1999 年 Erika 號油輪油

汙事件的重大汙染事件與 2010 年的墨西哥

灣英國石油公司（BP）鑽井平台沉沒與漏

油事件，對鄰近的生態造成嚴重的影響，再

加上過度捕撈的現象，使得海洋資源逐漸匱

乏，可透過設立「海洋保護區」與「生態標

章」認證，以保護海洋資源。

註：所得分配正相關表所得分配惡化；所得分配負相關表所得分配改善

資料來源：本專題報告整理

表 1 各國經濟全球化實證分析

所得分配 (註 )

實質工資

實質工資成長率

勞動所得份額

失業率

經濟變數 負相關正相關

美國、日本、

英國、台灣、

中國大陸、阿根廷

美國、英國、德國

法國、南韓、台灣

智利

美國

無

日本、德國、

台灣、中國大陸、

阿根廷、巴西

不顯著 無資料

法國、南韓、巴西

無

德國、南韓、台灣

美國、日本、英國

德國、法國、南韓

阿根廷、台灣

美國、英國、

巴拿馬

德國、智利

巴拿馬

日本

日本、英國

法國、智利

無

法國、南韓

智利

無

阿根廷、巴西、

巴拿馬、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阿根廷、

巴西、巴拿馬

中國大陸、智利、

巴西、巴拿馬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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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貿易保護主義對於我國GDP、失業與

         產業結構的影響

利用世界投入產出資料庫 (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 WIOD) 配合 Leontief 的投

入產出分析法針對「美國優先」與「美國製

造」的經濟政策，分析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分析之前，先觀察台灣產業在全球產業

鏈的幾項特徵。首先，台灣產業的生產是以

中間財為主，惟中間財與最終財的內外銷比

重因產業類型與外銷國別而有不同表現，其

中電腦產品受中國市場影響大，汽車零組件

受美國市場影響大；另外，台灣製造業跨國

產業鏈的關聯程度高，且以中國、韓國、日

本、美國等四國為主，其中跨國產業鏈關聯

程度最高為中國，其次為日本，之後為美國

與韓國。

在分析「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時，透

過中國到美國的出口值減少 10% 進行分析

假設 ( 如表 2)。此政策對中國的總產值減少

約 107,966 百萬美元 ( 降幅約 0.34%)。然

而，「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不只會對中國

產生經濟影響，對於台灣與世界其他經濟體

系也會有影響。主要的原因為在全球分工體

系下，跨國間的產業連結愈來愈緊密，由於

各國間的要素稟賦不同，專業分工的生產階

段也會不同，跨國間的產業關聯程度愈高，

各國間相互的影響也就愈大。以台灣、日本、

韓國三國為例，各國產值減少金額由高至低

依次為韓國、台灣和日本，代表三個國家與

中國產業之間透過全球產業鏈的關聯程度，

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效果。但如果觀察此減

產金額占該國的總產值比重，則影響最大為

台灣，其次為韓國和日本。

在分析「美國製造」時，分別對台積電

與泛中油體系赴美投資案進行探討。假定台

積電原擬在台灣投資，而現改赴美投資，利

用赴美投資潛在經濟效益 ( 可實現 ) 扣除在

台灣投資潛在經濟效益 ( 未實現 )，即為淨效

益。如果台積電在台投資 5,000 億新台幣，

對台灣產業總產值增加約 26,347 百萬美元，

但如果改赴美國投資，對美國產業總產值會

增加約 23,043 百萬美元 ( 如表 3)，可知台積

電在台灣投資其潛在的經濟效益從全球的角

度來看是優於投資在美國的。換言之，如果

台積電決定赴美投資，該投資案在台灣的潛

在經濟效益將不會實現，全球整體經濟的淨

效益將為負。隱含此一投資案不利全球經濟

體系，主要原因是台灣電子業在全球產業鏈

的產出乘數是大於美國，台灣電子業的產出

乘數 ( 產值變動 / 最終需求變動 ) 為 1.57，
高於美國的 1.38。

在核能 / 核武方面，自 1963 年簽訂「部

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其後陸續簽訂「不擴

散核武器條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與「禁止核武器條約」等，核武由 1985 年

冷戰高峰時，全世界共有 68,000 枚能夠立

即投入作戰的核子武器，至 2014 年減少到

4,400 枚，但既存的核武依然有強大的毀滅

能力。在核能方面，核能安全與核廢料問題

一直是各國關注的要點，如何使核能的使用

得以促進人類的生活，將是一大挑戰。

最後探討消費行為，中國所推動的一

帶一路，以及近年來汽車與高科技工業的發

展，再加上速食文化的興起，都使消費需求

大幅成長，然而同時亦造成對於環境的傷

害，如何運用科技改善人類與自然生態周遭

不協調的關係，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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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國至美國的出口設限對中台日韓產業總產值的影響

中國

台灣

日本

韓國

國    家 變動值 ( 百萬美元 )                                                        變動率 (%)

-107,966

-1,314

-1,294

-1,786

-0.34

-0.11

-0.01

-0.05

表 3 台積電與泛中油體系赴美投資案潛在影響

產值變動

(百萬美元 )

產值變動率

(%)

產值變動 /

最終需求變動

變    數 

泛中油體系赴美投資

26,347

2.16

1.57

台積電赴美投資   

如果投資在台灣

23,043

0.07

1.38

12,160

1.00

1.22

18,339

0.06

1.83

如果投資在美國

＜詳細內容請參見「全球化及反全球化之發展與影響」專題報告，歡迎至本社網站 http://www.ctci.org.tw 下載＞

資料來源：本專題報告整理

至於泛中油體系赴美投資案，如果此案

在台投資 100 億美元會對台灣產業總產值增

加約 12,160 百萬美元，但該案在美投資對美

國產業總產值增加約 18,339 百萬美元，整體

的淨效益為正，隱含美國的石油煉製品業在

全球分工體系有其優勢，因此，泛中油體系

赴美投資是有利於全球經濟，此案除了能有

效將台灣石油煉製品業連結到國際產業鏈的

分工體系，對於國內石化業升級與高值化是

有助益的。

如果投資在台灣 如果投資在美國

資料來源：本專題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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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整合本社自 2006 年起針對資源循環

相關議題探討並出版與循環經濟相關之報

告，從國家、產業、學研界到消費者觀點，

以及推動循環經濟之 4 大關鍵元素 : 整體運

作機制、評估工具、回收再生技術，以及到

近年的創新數位科技，加入最新發展趨勢，

並透過召開數場座談會，共同討論循環經濟

之整體運作機制，完善循環經濟整體運作體

系，最後出版 1 套叢書，以完整呈現循環經

濟推動全貌。

2018 年本社共選定 10 大議題作為智庫

議題，由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與能源暨產業

研究中心執行，議題名稱及研討重點概述如

下 :

一、建構國內優質循環經濟運作體系

面對人工智慧與相關科技之進步，自動

駕駛車已被視為交通運輸的未來。今年度本

社將從掌握國際上自動駕駛車技術現況與產

業發展趨勢切入，並對台灣現有相關技術研

發能量與產業推動潛力進行盤點，以及從技

術、產業、政策、能源等四面向，探討台灣

發展自動駕駛車產業之挑戰與可能影響，作

為自動駕駛車產業發展與推動政策研議之參

考。

除探討自駕車之產業發展外，也將探討

台灣全面導入自動駕駛車後，對運輸服務、

二、台灣發展自駕車之挑戰與影響

本社 2017 年以台灣糧食安全 (food 
security) 為主題，分別針對台灣糧食的需

求、生產與商機進行討論。今年度將針對食

品安全 (food safety) 進行討論，期望糧食的

「質」與「量」有完整且系統性的探討。

食品安全管理為政府目前施政重點之

一，且食品安全涉及環境、農業及衛福部

門，需跨部門整合。故今年度將探討「政

府組織分工與政策以及法規競合的改善」、

「科技導入食品安全管理之運作機制」、「企

業經營 - 產業鏈的風險控管」以及「強化初

級農產品管理」等四個與食品安全相關主題

之面向，並出版專題報告，期對國人健康、

環境改善及食品產業發展皆有助益。

三、提升台灣食品安全之因應對策

台灣年降雨量雖高，但缺水危機一直

存在。再生水可作為穩定水源之一，但推廣

已久，現階段仍未擴大使用。將就臺灣推動

再生水利用面臨之新挑戰與因應策略加以探

討，從技術、經濟可行、供水者及使用者心

四、台灣推動再生水利用所面臨的新挑戰及

        因應策略 

經濟、社會、環境、生活面向之影響評估，

以及台灣對於自駕車的因應做法，包含場域

規劃、政策法規制定等，作為國家與產業提

早因應，擬定相關應用策略之參考。

◤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鄒    倫主任 ˙ 陳潔儀組長

  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王釿鋊主任 ˙ 許湘琴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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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發會推估，人口負成長將於民國

110～114年間發生，隨著人口的逐漸減少，

對於醫療與住宅的需求亦將改變。將針對台

灣未來人口結構改變及都市化趨勢下，探

討未來醫療與住宅的供需問題，及可能產生

之影響，作為台灣未來資源配置與規劃之參

考。

五、台灣醫療體系與住宅市場未來發展趨勢

政府為達成能源轉型的目標，規劃再生

能源占比在未來七年中要大幅地提升。有鑑

於風電、PV 等再生能源具有分散及不可調

度的特性，未來如何使分散式電源能順利併

網以扮演重要的供電角色，將是相當重要的

課題。本議題將以再生能源發電預測、對輸

電衝擊、強化電網及系統彈性、配電因應，

以及併網規範等主題，多面向探討適合我國

國情的分散式發電情境、相關衝擊因應之道

與法規規劃。

六、確保供電穩定之分散式發電情境研究

有感於基因體工程技術發展至今，已開

啟了一個新的紀元，對農業與能源的影響劇

增，但所造成的爭議從未減少。故規劃此議

題，希就基因體工程技術做一總覽，並針對

在農業與能源領域之技術發展趨勢與最新應

用，以及所帶來之改變進行研析，進而探究

相關改變對於社會與經濟可能帶來的效益與

影響。

八、基改科技對農業與能源之影響

台灣地狹人稠，在有限空間下，如能引

進民間投資將閒置空間加以活化，進而帶動

國家永續發展，將是台灣邁向未來所面對的

關鍵挑戰。故此議題將透過案例分析方式，

對閒置公共空間活化方向與採用模式進行研

析，並歸納引進民間投資參與閒置公共空間

活化再利用的關鍵因素，分析現行法規制

度，檢討實行障礙，提出可行的改進策略，

作為政府政策推動參考依據。

九、滿足社會需求之閒置公共空間創新應用

我國經濟型態正朝向以「創新驅動」

為核心的階段，需要透過創新創業推升經濟

成長。為了促進我國數位創新產業之發展，

此議題首先將檢視國內推動數位創新創業的

現況，同時盤點國內外數位創新創業相關政

策，藉由跨國政策橫向比較，找出台灣政策

缺口。並藉由案例探討，分析台灣數位創新

創業政策之發展方向，提出促進並符合台灣

七、台灣數位創新創業關鍵議題與政策研析
有鑑於台灣 AI 相關研討會多聚焦於 AI

技術與應用之討論，較缺乏對科技、經濟、

社會、政治、產業等各層面影響之探討，故

本社特於 2 月 22 日舉辦「AI 對台灣科技經

濟社會政治之影響」研討會，邀請 4 位中研

院院士與 4 位重量級學者，針對上述層面與

會分享與研討，共近 400 人出席與會，會

後佳評如潮，相關簡報資料亦已放置於本社

網站，供大眾下載瀏覽。

十、「AI 對台灣科技經濟社會暨產業之挑

           戰及影響」研討會

態及政策管理等面向，討論國內再生水發展

與使用之機會與挑戰。

目前產業政策發展之創新創業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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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年創立於廈門的「王有記茶莊」，

歷經時空變遷，輾轉落腳大稻埕朝陽茶葉公園

旁，在保留近 90 年的閩式紅磚水洗石交織綠

藤的建築中，呈現今古交融的風華。茶韻飄香

百年餘，如今由留美攻讀國際貿易的第五代傳

人王聖鈞接續，試圖在老靈魂的精髓，注入新

血的創意；秉持信念和傳承，在推廣茶文化的

同時，打造屬於自己的名牌。

      一棵茶樹可以製出不同的茶葉，茶農將採

集的鮮葉進行萎凋，然後移入室內發酵，再

行高溫殺青後揉捻，並放入「乾燥機」去除

水份至含水量約 10%，這就是「有記」向契

作的茶農買進的「毛 ( 生 ) 茶」。「有記」的

毛茶都來自台灣本土出產，為確保品質、規

格與產量；接手後必經分級、送檢、 挑梗、

烘焙、拼配、風選、封包，此時的含水量已

降至 1%，保存期限可長達 2~3 年。

    
        以「有記」的「奇種烏龍茶 < 包種 >」、

「奇種烏龍茶 < 高山 >」為例：前者取材文山

包種，後者採用高山烏龍；一般的 < 文山包

種 > 是輕發酵、揉捻成條型、輕焙，隱含花

香且甘甜；常見的 < 高山烏龍 > 則是揉捻成

球型、輕火精焙，滋味醇厚。看茶做茶憑的

是經驗，需要專業的知識與技能，「奇種」

就是「有記」採中焙的獨家溫控手法。「有記」

的茶包是在鼓風機篩選下的碎片，經加入部

份好的茶葉製成茶包。

      
      近幾年來，茶葉在國際間熱絡起來，開始

意識喝茶健康的取向；但「有記」基本上還

是以國內零售為主，因為外銷市場是控制在

別人手中，無法自創品牌；所以著重把基礎

打穩，自己掌握市場動脈。父執輩即有此認

知，因此在 2000 年左右，以「有記」的黑

大門、紅磚牆、炭焙等元素，設計一系列包

裝，另外第五代進入後也為年輕客群設計「飲

joy」茶包。

    
    「有記」始終懷抱「由下扎根‧向上延伸」

的使命感，除了前廳門市還保留後場電焙區、

炭焙區，及二樓容納 40 人的南管表演廳。經

由國中小及高中生的課外教學，古蹟文化導

覽，團體預約解說等活動；實地體驗電焙產

生輕如棉絮的茶因，以及炭焙用的焙籠、焙

窟等器具與過程。古色古香的南管表演廳於

周六下午 2~5 點開放預約入場，早期製茶師

傅閒暇時以吹簫拉弦自娛，所以南管與茶有

很深的淵源，再加上南管是聯合國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存項目之一，值得花時間、空間善

加保存。

    
      茶有一股內化作用，讓人氣定神閒、沉

穩冷靜而形於外；無論男女老少，喝茶都是

修身養性的極佳選擇。泡茶並不麻煩，如果

喝熱茶，比例上只要將 1 公克的茶葉放入

馬克杯，沖入 80CC 的熱開水，放置 10 分

鐘就可飲用。冷泡茶是用玻璃罐，將小茶包

沖入 300~500CC 的冷開水，大茶包則沖入

800~1000CC 的冷開水，擱置冰箱一晚就是

自調的健康風味茶。

      王聖鈞希望客人來「有記」買茶，不必看

產地、品種、季節、海拔高度；反而試茶的

味道 OK、價格合理，比較重要。「有記」傳

承百年以來，就是要做出品質保證的自有品

牌，以不二價的標價，誠實接待所有包含新

手、老手、本國人、外國人的客群，讓喝茶

成為普羅大眾生活的一部份。

今古融合  
延續百年茶韻

開放預約

欣賞的南管表演廳

採訪整理 / 李齡主任‧張兆平組長

王聖鈞實地導覽電焙、炭焙的器具與製程



圖 / 文 楊麗玲

旅行啊

一座千載古城的城牆

一棵無以倫比的美樹

一杯街角涼沁的冰淇淋

一欉春光爛漫的小花

這些美好的相遇 , 再怎大的行李箱

都帶不走

所以啊

行李精簡夠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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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余思瑩為 8 月個展，暫時關閉臉書，展開環島寫生；並邀約大家參與 10 月在台中舉辦的 2018 亞洲

速寫年會 ( 詳 http://www.asialinkusk.com/tw/about.php)

有記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