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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

|  編輯室號角 | 

109年8月3日兩長與主管、同仁至

台北賓館弔唁李登輝前總統。

編輯團隊參觀2020年臺灣

資安大會，與現場參展廠

商卡巴斯基吉祥物-綠熊微

笑合影。

7月30日晚間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病逝於臺北榮總，

享耆壽98歲。「民主先生」一生為國家奉獻付出、勞心

勞力，一代領導人殞落，謹致最深哀忱。

由於新冠疫情造成全球危機，許多企業、政府機

構積極籌劃異地辦公或居家上班策略，同時防疫也該防

駭！因此本期深入報導【封面故事─最好的時代、最

壞的時代~資安面面觀】，封面以「駭客」為主題，由

臺灣師範大學國際產學聯盟人才媒合美術學系四年級

李泓羽同學所設計，該生採用對比且詭譎的色彩揉合出

動漫藝術的不真實感，進而呈現圍繞現實人類生活的駭

客行為；封面故事內容則以省思疫情的角度切入「資通

安全」，讓我們平時能具備資安緊急應變力、恢復韌性

力，隨時隨地都受到保護，戰勝惡意的一方！至於封底

裡頁的活動預告，為同校圖文傳播系一年級任畇同學，

以清新活潑的手法繪圖設計。

此外特別介紹本期【經驗傳承】單元，由全球放送的廣播網－

needs RADIO 全球廣播網專訪本社董事長潘文炎博士，分別從「中

油的成功經營理念」及「本社創新公益的成長軌跡」回顧過去、現

在到未來的種種過程關鍵思維；人才培育方面【集思天地─獎學金

得主專欄】專訪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講座教授金聯舫博士，

以及宇瞻科技陳益世董事長；【業務走廊】以7月25日東北角能源

知性一日之旅，帶領讀者藉由本文體會台電穩定供電、中油穩定供

氣之所有背後辛勞；柔性專欄【心一點靈】，本社同仁無私分享不

同以往的日本沖繩旅遊日記，讓您一覽沖繩必去的知名景點。疫情

舒緩，更仍不可掉以輕心，想不想來點新生活運動吧！不妨動動您

的手指，點閱一下中技社通訊電子書，閱讀這些文章吧！

   �



�

   

 〈讓大象跳舞〉的主題，是潘董在中油

總經理及董事長任內幾段驚滔駭浪的經歷，

從這幾事件中，可以看出身為國際性企業領

導人運籌帷幄的全方位思維，與當機立斷的

智慧。

臨危受命  改善工安

1996年，連三個月產生11起工安事故，

令輿論沸騰，潘文炎臨危「跳火坑」出任中

油總經理，一肩扛下「確保85座危險性高的

煉油石化老工場」的工安改善。他深知，光

靠個人「落實SOP」是不夠的，要同時並行

「四級查核制」：要求副總以下的主管按責

任區，定時巡視，並且「有工安疑慮的硬體

設備落實汰舊換新」、「全面管線測漏」等

同步改善，才能有效降低災害指數，當時業

界災害指數均值為16，潘總的多管齊下，將

均值降到只有2，遠遠低於業界。

面對競爭  組織改造

1990年代政府開放國內石油市場，國

外油品得以自由進口外，台塑亦宣布自行

經驗

傳承

擷前事精髓  展未來鴻圖
■ 企劃行政室 羅佳慧組長、葉琬萱助理管理師

讓大象跳舞1

今
年六月，本社潘文炎董事長應《needs RADIO》知心人語節目之邀，接受主持人專

訪。《needs RADIO全球廣播網》是一個以服務人群為導向的非營利全球網路廣播電

台，秉持「發掘需求，連結供應」致力建立傳播美好價值觀及人生願景的電台。在本次訪問

中潘董以輕鬆的口吻與大家分

享服務中油多年的經營理念並

暢談本社的成長軌跡。其中有

個人體驗、有面對國內外社經

大事的因應與回顧，尤其對

於社會菁英領袖扮演的關鍵思

維，有了精采的詮釋。

面對詭譎多變的全球經濟

發展，本刊特節錄整理《知心

人語專欄》的部分內容，與通

訊讀者們分享，希能提供讀者

多方面的反思及領悟。
潘文炎董事長接受《needs RADIO》知心人語節目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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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煉油廠，首當其衝正是中油！這個原來

獨佔市場的國營大企業，有著大型組織難免

的富貴病：笨重的身軀、享受獨佔的利益，

這下要與有「經營之神」美譽的台塑集團對

決，中油的人心惶惶可以想見。潘總面臨的

是場「老店新開」的無退路豪賭，他深知轉

型成功與失敗的一線之隔，執行上避免員工

反彈，必須以漸進方式推動組織及經營制度

的改革，於是他成立了八大事業部，潘文炎

說，績效標準建制不可能一次到位，而是從

賺錢的、小型的新事業部門，慢慢拓展；如

今，中油的市占率仍高，汽油占七成、柴油

占八成，他自謙道，拜總經理任期近八年所

賜才得以完整推動、落實成效。

油價難題  迎刃而解

2007年以前，攸關全民物價水平之油

價，總「拗」到最後一刻才調整，不比歐、

美、日、星等先進國的「每日微調」機制，

我們一漲、往往就讓民眾「很有fu」，當時

罵聲不斷的「漲快跌慢」油價，伴隨常見大

排長龍的加油車隊，即可知道油價問題牽

引著政府威信，潘文炎在總經理與董事長任

內前後十一年，鍥而不捨地建制、推動、落

實「浮動油價公式」。打破過往定價模式的

新制，必須考量那些國際原油價格掛鉤，要

「每週」或「雙週」調較佳？他說，新建制

憑藉的是兩個字：「專業」。浮動油價改善

了多年來中油調整油價的困擾、解決了令政

府頭痛的「政治馬蜂窩」。

慮之貴詳，行之貴力

謀在於眾，斷在於獨

跬步千里的道理人人知，但要複製成

功，「過程」才是重點。想當年自己回國到

中油任職，薪水只有在美工作的四分之一，

從分部的基層技術人員做起。回國工作除了

薪資之外，還有所謂工作文化上的差異，例

如在美國可直呼上司名諱，若以排資論輩來

看似乎不夠尊敬，實則是責任分明對上司絕

對服從；但在國內行不通，特別是公家機

關，仍有一套屬於國人的官場文化。因此當

2006年潘董事長主持第14屆台灣與印尼間的雙邊國際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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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公司高層將他從研究單位調到總公司

升任企劃處長時，他深知，從技術到管理

職，對他而言是職責上的大躍進，為了充實

自己的企管知識，他前往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上了近300小時的管理課程，佐以昔日在美

國孟山都公司工作的經驗、與攻讀博士的訓

練，綜合多方職能，期使自己做任何決策

時，都要盡量方方面面、周延思考、顧及過

去、現在、未來。一如潘董事長喜愛的張居

正名言「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

謀在於眾，斷在於獨」，或許能作為最好的

註解。

潘董2009年從中油退休，改任中技社董

事長。中技社創立宗旨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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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至今已六十一

歲的中技社，創立之初是為了在百廢待舉時

期，為當時落後的台灣工程技術挹注國際活

泉，而後也催生了中鼎工程公司，成為我國

唯一可躋身國際標案、全球員工八千人、年

收七百億元的工程集團。

提升獎學金規模、層次

發放獎學金是中技社人才培育的重要

工作，潘董上任以來，考量到如何使獎學金

對國家有更大的貢獻，且台灣少子化之下更

多社會能量仰賴「移民」，潘董說，原本獎

學金只發給博士生與國內學生，他決定增加

「創意獎學金」和「境外生獎學金」；而為

了強化中技社人才培育的工作，也聘請多位

2 引領中技社邁向高峰

2019年8月23日中技社舉辦AI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翻轉與創新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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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的重量級人士來擔任評審與工

教委員，其中包含成大現任校長蘇慧

貞、清大前校長陳力俊院士、師大前

校長張國恩、台大前副校長也是中研

院前副院長彭旭明院士等人。

境外生中獲獎最多的國家是印

度，占四成，第二多是越南，潘董

掩不住留才的喜悅說「拿獎學金有達

65%留在台灣」；並且，中技社也贊

助各學校創業學程、透過學會提供優

秀教授學術獎等。

智庫作為新價值定位

近十年來，中技社以「智庫平台（Think 

Tank）」作為新價值定位，以能源&產業、

環境&經濟作為兩大主軸，提供產、官、學界

一個溝通平台，而這幾年對於AI時代的社科

文教變革與創新，舉辦了多次極具腦力激盪

效果的研討會。

中技社一直以來保持財務獨立未申請政

府任何經費或補助；許多研究項目與論壇、

研習會，大部分開放給社會大眾免費參加，

潘董說，中技社始終自我期許跑在議題前

線，領航趨勢，以公益法人之姿為我國產業

發展提出政策建言。

＊＊採訪小花絮
＊
＊
＊

  
 面對主持人王伊妮的問題，

潘董事長侃侃而談，展現身經百戰的

氣魄。最讓小編印象深刻的是潘董事長談到

從美國回台灣的契機：在美國已五子登科，

但因為父親潘仲威的一捲錄音帶，以及想到

一群台灣留學生在外談的最多的還是台灣，

與其在國外做一個旁觀者，不如在台灣做

一個參與者。因此破釜沉舟的把房子

賣掉舉家搬遷回台灣，為這片土地

盡一份心力。

2019年中技社第二屆工教委員會委員合影。

2020年4月8日與過去傑出的獎學金得主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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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時代
最壞的時代

                 身處資訊發達的現在，

     我們享盡了一切網路帶來的便利與發達，

卻也同時面臨著資訊安全的風險，如同狄更斯的

雙城記所述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 」，

以這句話來作為當今社會現況的註解，

或許再適合不過了。
2020年Cybersec台灣資安大會以

「Resilience Matters 韌性決勝」作為主題，

聚焦在全球新常態下，一旦資安危機發生，

我們是否具備應變、恢復的韌性，

戰勝惡意的一方。

                  本期封面故事從新冠疫情

            角度切入，探討資訊安全層面與其相關議題，

            接連不斷的資安事件使得人人自危，於疫情下

  居家上班的型態，造成了新的資安缺口，企業及個人

應如何落實資訊安全更成為新課題之一。 此外並介紹本社

推動ISMS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的概況。資訊安全需要的不僅僅是資訊人員的努

力，更是需要所有人員的共識與配合才能全面性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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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風暴席捲全球，世

界各大經濟體活動機能大幅銳減，因

受各國政府法令的限制，必須被迫長時間進

行隔離，疫情嚴重區甚至面臨封城的處境。

而當世界各國陷入經濟危機之時，暗地裡卻

有一群「蒙面者」，在這場看似浩劫的災難

中，蠢蠢欲動，像是盯上了什麼可口的獵物

般，越發活躍，而他們正是我們時有所聞，

卻鮮少親眼目睹的一群罪犯─駭客。

面對疫情的影響，許多大企業、公司

都採取讓員工「居家上班」的策略，資訊流

通量比起以往更加龐大，更多的資訊、數位

資料，在網路上彼此儲存交換，串流著，但

也正因如此，駭客更是大量撒網、於各處植

入木馬程式、蠕蟲病毒，並潛入各機關或企

業組織的資訊系統，偷取機密文件及個人資

料，並於暗網上兜售，以獲取比特幣等無法

追蹤之貨幣，導致資訊勒索事件頻頻發生。

資安事件層出不窮

由Zoom引發的遠端視訊資安疑慮，從

3月底持續延燒到4月，毫無疑問地，疫情

加速了企業數位轉型的進展，其關鍵在於充

分運用網路應用服務、雲端基礎架構與安全

防護，使企業員工可以進行遠距工作，保持

公司業務暢通。但近期有相當多的資安事件

及隱私問題持續發生，如線上會議的加密方

式，其程式設計的種種問題，還有北美地區

視訊的會議金鑰，發生了誤經中國伺服器進

行產生與傳送的狀況，甚至導致全

球陸續有企業與政府開始規範要求

禁用某些特定應用程式的消息。

區塊鏈金融平臺dForce，遭盜領一空，

且於數日後才追回，正當此事件引發市場

疑慮之際，又發生了大規模的BGP劫持事

件，而過程卻只有短短的5分鐘，該網站被

植入惡意程式，並透過程式竊取大量用戶的

Windows帳號密碼，也因此，勒索軟體的威

脅在近期持續受到大眾關注，而這一連串的

事件，自然成為焦點中的焦點。

5月上旬，國內兩大石化業者，中油與台

塑，先後傳出資訊系統遭勒索病毒入侵的消

息，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然而，這是否只是

駭客們第一波的入侵行動？我們不得而知。

基礎設施應多加注意

近來駭客紛紛鎖定各國基礎設施，多因

為員工進行實體隔離、無法到現場處理，進

而讓駭客有機可乘。電力、供水、捷運…等

基礎設施系統，都有可能成為目標。駭客可

以盜取用戶資料並隨意販售，更可以使用勒

索手段，以重要資料及限時性作為代價，逼

迫企業或公司交付贖金，有些機構為了讓系

統馬上恢復正常，甚至願意支付贖金虛擬貨

幣BTC (比特幣)給

駭客。

其實，基礎

最壞的時代

資通安全面面觀
■ 企劃行政室 王傳忠資訊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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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一直都是駭客鎖定的目標，一是國家級

駭客，想具備讓他國基礎設施癱瘓的能力，

二是該設施使用人數眾多、影響力及破壞力

都十分可觀。三是許多基礎設施屬於傳統產

物，於資訊安全系統方面，防護力較弱，更

易於下手。

現今的戰爭模式，已由資通訊掌控一

切，一旦發生戰爭，必先癱瘓電力系統、水

資源系統、電信系統、高鐵、捷運…等重要

基礎建設。所以這些重要設施，如網路系

統，最好以實體隔離的方式進行保護，以避

免同時遭受駭客攻擊而導致全面癱瘓。

近期駭客也將目標鎖定於生技產業及醫

院，目的多為竊取新冠肺炎病毒相關技術，

駭客一旦獲取疫苗研發等重要技術，自然會

以高價出售，獲取暴利，屆時也將引發其他

國家級層面的災難。臺灣電子產業也零星傳

出資安事件，有的遭遇勒索軟體攻擊，有的

其部分資通訊系統遭受未知病毒感染，而這

些災情也持續提醒著國內電子產業與上市公

司，遭遇資安事件後應如何做好因應？

新冠疫情下的資安漏洞

新冠疫情蔓延下，產業受到不同程度

的衝擊，改變了人們的工作與生活型態，加

速企業數位轉型應用，遠端工作與無接觸經

濟等趨勢興起，透過網路處理工作的時間拉

長，收發email的次數也大幅增加，為了工

作、娛樂、購物…等，使用者改變了生活型

態，大量下載以前沒載過的軟體，例如您

這陣子新下載的APP，只要有一、兩個有問

題，或是下載到有漏洞、幾可亂真的惡意仿

冒軟體，被駭客植入木馬的風險就會大幅增

加，駭客也更有機可乘。

疫情導致企業或政府機構必須快速安排

居家、異地上班…等政策，為達其效率，許

多企業因此放寬資通安全之標準，而其現有

的設備，卻不足以防範駭客入侵，造成資安

漏洞的產生。員工居家上班，也缺乏聯防機

制，例如某銀行的案例，在家裡辦公一切從

簡，缺乏防火牆及防毒偵測軟硬的保護，很

容易出現漏洞，企業習慣讓員工用自備電腦

處理公務，防護力十分薄弱，突然間收到要

進行遠距上班的命令，才匆忙間將自家電腦

攜帶至公司安裝相關軟體，但該電腦可能早

就被植入木馬程式，更成了駭客循線入侵整

個公司的破口。

企業公司如讓員工在家上網工作，應由

公司配給公用筆電，做好防毒措施，降低駭

客入侵及被植入木馬程式的機率。

對於資訊開發、資安監控、新興科技研

究發展…等，是未來資安的重要議題，尤其

在金融科技發達的時代，資安更是發展金融

科技的基礎，而網路犯罪更是日益猖獗，也

因此投資優化網路安全計畫，將會是未來數

位化經營的重要議題。

本社的資安應變措施

因應疫情的衝擊，本社主管迅速檢視核

心業務，評估風險因素，並擬定因應對策來

避免營運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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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董事長明令要求同仁公務出國一律

停止，加強職場衛生管理、人員會議管理、

法規遵循及持續營運措施等防疫原則並嚴格

執行；並由執行長督導部署遠端工作方案與

學習，演練視訊會議及網路研討會操作，在

學習過程中，執行長特別要求同仁注意網路

環境安全、個人設備資安控管、共用設備資

料保護及工作平台安全機密性，以確保遠距

工作資訊安全，務使年度內各項計畫業務順

利推動，將疫情對業務活動之影響降至最

低。

二是加強本社資通安全處理小組運作，

積極加入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技術服務中心

（NCCST）、台灣電腦網路危機暨協調中

心（TWCERT/CC）及經濟部資訊中心等會

員或聯盟機構，隨時注意資通安全相關之訊

息，依照各中心所發佈之訊息，同步檢視本

社資通之軟硬體設備，是否需要進行相關更

新或汰換。毫無疑問地，疫情加速企業數位

轉型進展，關鍵在於充分運用網路應用服

務、雲端基礎架構與安全防護，使企業員工

可以遠距工作，保持業務順暢運作。

三是持續進行員工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於7月3日邀請從警界轉戰金融業的台灣資

安專家李相臣先生來本社授課，主講『金融

科技運用與資訊安全』，旁徵博引，深入淺

出，列舉資安犯罪實案例讓同仁們更了解資

通安全的重要性。課程中特別提到「免費的

最貴」，警示網路上充斥著免費軟體，可能

內含電腦病毒、間諜軟體等惡意程式，一旦

下載安裝，電腦資料及個人隱私即有外洩風

險；駭客甚至會設計正規的 APP 程式，但其

實是一套「流氓軟體」，來竊取你手機裡面

的個人資料作不當運用；「分析垃圾、垃圾

是寶」，IT人員可以藉由分析垃圾電子郵件

反偵察網路犯罪集團從事網路釣魚和其他惡

意活動，總之身處數位時代，網路普及化，

威脅與利益並存，個人或企業享受科技便利

時亦應防範災害於未然。

109年7月3日邀請

台北市政顧問李相臣先生

為同仁進行資安教育訓練，

分享「數位轉型─科技的

運用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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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資安防禦

疫情來得突然，個人及企業如何做好資

安防禦呢？個人之3C設備如：電腦、筆電、

PAD及手機等裝置，應該全面性的檢視是否

安裝多重安全防護機制，如關閉郵件預覽功

能，時時刻刻更新系統及病毒源碼，增強基

本防禦措施及改善自身使用習慣，即可降低

被駭客入侵之風險。

企業於資安落實上，除了安裝硬體式防

火牆(Firewall）、路由器(Routers）及入侵檢

測系統（Intrusion-detection system：IDS）等

裝置，企業對外伺服器主機建置SSL（Secure 

Socket Layer）之安全憑證，提供了「資料加

密的保護」，避免私密資料被盜用；更擁有

「網站認證」機制，除了能夠提高連線安全

性之外，企業也能夠提高使用者的信心，提

昇其品牌形象。保持網際網路連線安全，防

止機密資料被駭客讀取及修改。

推動導入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遵循「資通安全管理法」具備「規

劃」、「執行」、「檢查」及「持續改善

（Plan-Do-Check-Act, PDCA）的管理模式，

持續監督及審查管理績效，藉此以加強員

工資訊安全管理知識與經驗，可降低資安

風險。達到營運不中斷之利基，並維持ISO 

27001制度持續有效運作。

前言

在資訊全球化時代，日常生活及工作

中，與電腦、網路之關係益趨緊密，電腦網

路的資訊化作業，也因此衍生出了許多資通

安全問題，利用電腦網路從事犯罪行為，更

有日益增加之趨勢，資通安全已成為各組織

中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

ISMS專案之導入

政府對於提升資通安全的投入不遺餘

力，108年6月18日，本社經行政院核定為

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經核定

列為C等級，目前正積極辦理應辦事項並規劃

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

啟始會議

本社設立資訊安全委員會，由執行長擔

任召集人，各室、中心主任一級主管共同組

成委員會，下設執行秘書、資通安全稽核小

組、資通安全執行小組、緊急處理小組、文

管人員。

資訊安全委員會於7月6日召開ISMS啟始

會議，並請創逸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擔任專案

顧問參與協助，本專案預計於12月完成，其

主要工作目標是建置ISMS相關制度，包含文

件制修訂、資產盤點、風險評鑑、營運持續

演練、內部稽核及召開管理審查會議等。  

執行長在會議中明確指示本社ISMS導入

之重要性，除遵循法令規定外，可了解目前

社內資通安全與目標有多大的差距，針對資

        ISMS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概述
■ 企劃行政室 王傳忠資訊經理

本社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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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弱點及檔案管理進行補強，建置系統並且進

行內部稽核，未來持續維護，這部分工作亟

需全體同仁充分配合投入相關作業，以落實

ISMS管理精神。

成功關鍵因素

一個成功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建置成功因

素首推管理階層的支持與承諾，更需要全體人

員的充分配合與投入，才能建置一個符合組織

適用的資安管理機制。7月29

日執行長帶領同仁聆聽ISMS

專案張志銘顧問主講資通安全

通識教育訓練課程，由張顧問

詳解ISMS並模擬駭客如何竊

取ID手法，對駭客LOGO進行

分析說明，課程紮實精彩，會

後全員接受資安評量測驗，共

計39位同仁拿到滿分，顯示

同仁對資通安全的認知程度相

當成熟，未來藉由資通安全宣

導、人員教育訓練及資通安全

稽核作業，確保本社主機、網

路設備及網路通訊安全，有效

降低因人為疏失、蓄意或天然災害等導致之資

訊資產遭竊、不當使用、洩漏、竄改或破壞等

風險，達到維護業務資訊之機密性、完整性與

可用性之最終目的。

109年7月6日召開ISMS啟始會議。

109年7月29日ISMS專案張志銘顧問主講資通安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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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得主專欄︱
集思

天地

在海外工作了30多年，金聯舫教授是一

位在行銷、品牌、策略、管理方面具豐

富實務經驗及國際視野的專家，他從原本主

修的核工轉到行銷業務是一個機遇，也反應

了環境的變化。在美國三哩島核電廠事件之

後，核電產業受到衝擊，當時剛好是電腦產

業蓬勃發展的年代，有很好的發展前景。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當時美國著名的電腦公司之一，Control 

Data Corporation（CDC），正在招聘一些發

電 領 域 相 關 的 人

才，CDC公司就在

此時找到金聯舫，他那時評估，若能藉由這

個機會從核能領域跨入電腦相關產業的話，

將會為他開啟一個新的職涯可能性。

金教授很感激當年在清華校園時期接

受的教育，清華在課程的安排上很全面，包

括工程、物理、數學甚至電子及計算機的課

程，使他具備條件，順利地跨足電腦產業。

就讀清大核子工程系期間，金聯舫獲頒中技

社獎學金，對他來說，這是很重要的一項殊

榮，畢業後申請美國研究所獎學金時，他也

特別將這項殊榮列在他的履歷中。金聯舫認

為每個人的專業要學的深，但專業以外的知

識也要學的廣，這樣才能具備一定的基礎，

當跨領域或嶄新的機會來臨，就能夠掌握跨

入新的機會的可能。

跳出舒適圈 勇敢抓住每個機會

由 於 金 教 授 在 求 學 期 間 的 主 修 並 非

電腦相關領域，所以剛開始時，尋求非技

術為主的行銷與業務工作，擔任Technical 

Marketing，與業務人員搭配，一起去拜訪

客戶。同時，他也觀察到公司裡的高階主管

多是業務或財務背景，所以他開始對Sales & 

Marketing產生了興趣。後來CDC公司想在日

本開展業務，公司詢問金聯舫有沒有興趣到

日本當業務開拓當地的市場。正巧當時他的

第一個女兒出生，太太辭去工作，加上日本

離台灣近，又可以從事他最想做的行銷業務

方面的工作，他即前往日本任職。同時他也

認為，身為亞洲人應該比美國人多了一些優

回首人生五十年
─專訪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榮譽講座教授金聯舫博士

■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楊顯整主任、余芳瑋副研究員採訪整理

民國五十六年中技社

獎學金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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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更能在日本好好發揮，因此他再次抓住

機會，到一個新的市場、新的環境去歷練。

日本的業務拓展的很順利，在日本5年的

後半段時間，恰逢中國大陸市場開始崛起，

美國很多公司都開始尋覓人選準備進軍中國

大陸開拓市場。金聯舫就是非常合適的人

選，於是CDC公司問他有沒有興趣去負責中

國大陸市場，雖然當時中國大陸的生活條件

蠻艱苦的，但他決定好好把握住這個機會。

1985年開始，他全職在中國大陸打拼，業務

也開展的相當順利。

十年磨一劍 終嶄露鋒芒

後來一位長官轉職到一家規模較小的公

司，該公司正巧在找尋負責亞太區業務的總

經理人選，這位長官就推薦了金聯舫，1988

年底他到新公司負責整個亞太市場的業務，

工作地點在新加坡。1994年，當時美國五

大科技公司之一的Motorola，其中的電腦事

業群需要一位亞太區負責人，主要針對中國

大陸的市場，詢問金聯舫願不願意過去幫

忙，最後他同意了。在Motorola任職時，他將

Motorola的半導體及電腦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發展相當成功，因此受到IBM公司的關注。

1996年金聯舫應IBM公司的邀請，負責在新

加坡成立IBM微電子部門的亞太營運中心，

由於業績卓越，於1999年獲擢升為微電子

部全球業務暨服務副總裁。他在亞洲轉了一

圈，回到美國負責微電子部全球的業務及服

務，為IBM第一位負責全球業務的華人主管，

並獲選為IBM總公司資深主管組織（Senior 

Leadership Group）成員之一。 

隨後台積電公司延攬金聯舫，他決定回

來台灣，於2001年加入台積電擔任全球業務

暨行銷資深副總經理，金聯舫覺得加入台積

電是他職涯中，最好、最聰明的決定，在海

外工作多年最後回到台灣也等於人生的一個

圓滿。2008年底自台積電退休後轉入學界，

任教於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並擔任副院長

暨 EMBA/MBA 執行長。

分享給年輕人的3項人生經驗

金聯舫教授30多年來跨足三個產業（核

能、電腦和半導體），任職多種職務（工程

師、Technical Marketing、業務和高階經理

人），他總結了自已的職涯經驗，第一，做

好準備，抓住機會，勇敢地跳出舒適圈。跳

也不是隨便跳，不要為錢去換工作，而是要

思考這個機會是否是一個長期發展的機會。

第二，應該讓自己的專業成為一個墊腳石，

而不是變成一個絆腳石（障礙）。若有一個

很好的發展機會，而這份工作並不會用到自

己的專業，不要覺得很可惜，不要讓它成為

你躊躇不前的心理障礙。第三，廣泛的學

習，要成為T 型人（“一橫”表示有廣博的

知識，“一豎”表示專業的深度），擁有一

項專精的技能又能廣博的了解各領域，讓自

己成為一個有廣度、有深度的人。隨著工作

資歷愈來愈長，工作位階愈來愈高時，你會

發現需要用到的專業知識比例越來越少，通

用的知識和技能反而越來越重要，尤其是軟

實力（Soft Skills），比如溝通能力。

對於未來想要進入全球性的企業，甚

至希望能夠進入管理階層的年輕人，金教授

認為需要具備三樣東西：一個是商業意識 

(Business Acumen)；第二，中英語表達及溝

通能力；第三，國際觀/國際視野。商業意

識可以透過學習或閱讀來不斷增加自己的知

識，比如學行銷與業務、財會、法律、策略

規劃、管理...等。國際觀/國際視野很難在學

校裡面學到，也不是看看電視、新聞或出國

旅遊就能夠得到，最好是到國外留學、生活

或工作至少二年，才能有效培養國際觀和拓

展國際視野。



14

︱獎學金得主專欄︱
集思

天地

民國六十三年中技社獎學金得主

天公疼憨人

■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楊顯整主任
    何婷婷管理師採訪整理

陳益世，民國38年出生，交通大學管理科

學所碩士畢業，現任宇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Apacer)董事長。生長在那個台灣經濟起

飛、機會俯拾即是的年代，他抓住了機會，

憑藉勤勉堅持的毅力，走出人生的璀璨篇

章；並將這些歷練與經驗轉化為助人力量，

身體力行、拋磚引玉，展現「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回饋精神，讓更多台灣弱勢

學子受惠、發揮天賦潛能，為國家社會培育

更多健全而有能力的人才。

受人點滴 回饋社會

從大學開始，陳董事長不僅專注在學

業，更趁機培養工作經驗，涉獵多種行業。

例如他曾在武昌街電器行擔任售後技術維

修；也曾到台南塑膠射出工廠打工，甚至在

大雪山林場鏟土；研究所期間即便課業繁

重，他依舊利用晚上擔任家教，後來更到南

強工商兼職教書，種種歷練都展現他勇於接

受新挑戰的特質。民國63年，當時就讀交

大管理科學所二年級的他，以優異的成績申

請到中技社獎學金。在一碗陽春麵5塊錢的

當年，家境不算優渥的他，中技社三仟元的

獎學金如同及時雨般紓困了陳董事長當時的

生活。

因為有中技社這筆獎學金，讓他深刻感

受到獎學金機制對弱勢學子的實質助益，時

至今日，他持續回饋贊助交大弱勢學生助學

輔導基金，並定期捐款到交大電機系人才培

育獎助學金，為的就是希望讓更多優秀的在

校學子，不會因為自身經濟條件，限制了求

知與發展專才的權利；也期待更多優秀人才

可以在良好的學習環境，發展所長，為社會

貢獻一己之力。

分享心路歷程給莘莘學子

研究所畢業之後，他加入了新力公司，

展開正式職涯；而後因緣際會進入當時才成

立不久的宏碁電腦公司。經過這些年的歷

練，陳董事長將自身求學求職的過程，劃分

成四個階段，每一個時期的階段性任務、

心態也有所不同，期望透過專訪分享給更多

人。

從求學階段的「知識孕育期」，到進

入職場，在新力公司與宏碁電腦公司的「專

業養成期」，陳董事長把握每一次的學習機

會，無論是公司內部的職務輪調，甚至到後

來自宏碁分家創立宇瞻科技面臨「尋求事業

穩健期」；直到現在帶領宇瞻科技走過23

個年頭後，邁向追求創新突破的「價值創造

期」，他的心境也從職業、志業昇華到樂

業。

─專訪宇瞻科技陳益世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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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輸才會贏  承認失敗但永不放棄

回顧這40多年來的職場生涯，如今的他

雖然能笑談一切，事實上創業時期的過程，

他也曾跌跌撞撞，經歷多次的挫敗學習轉變

之後，才成功帶領宇瞻科技成為追求長期穩

定、永續發展的台灣前35大最佳國際品牌。

「萬事起頭難」。面對每一次的未知考

驗，他從沒想過放棄，也從不避談自己的失

策。他直言：「認輸才會贏，承認失敗但永

不放棄」。而每一次的挑戰能順利通過，除

了自身努力，更多是一路上陪伴自己的工作

夥伴與貴人的幫助。

談到現今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他認

為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保持「彈性」與「積

極」。如果失敗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常態，那

麼堅持奮鬥必須成為一種習慣。面對大環境

興衰變化如此快速的前提，唯一的不變就是

「變」。陳董事長分享了過去宇瞻科技進行

變革轉型的三個步驟：心態轉變→組織蛻變

→營運模式的創新應變。「往往唯有經過夷

為平地的過程，才能高樓再起。」他解釋

道，要找出適合的藍海市場、把握機會創造

屬於自己的價值，進而追求長期穩定的成長

與獲利。

兼顧工作、生活中的各面向平衡

曾經罹患腦膜瘤的他，體悟到每個人的

生命是公平而時間是有限的，對於自我人生

的掌控，就要像投資一樣，了解如何選擇與

分配，做最好的配置才能達到平衡。而保持

平衡的重要性，就是他在這一路職涯中，學

到的最重要體悟。對他而言，真正的完美是

兼顧每個面向，從中取得平衡。在工作上，

他除了積極鼓勵同仁投入工作外也要享受健

康生活，對於推廣職場運動更是不遺餘力。

而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每天投入30分鐘完

成心跳值110的心肺運動，每周3次，至今已

持續252周。由此可看出，無論是工作或生

活，陳董事長堅持與專注的人生態度。

天公疼憨人  勉勵年輕人把握機會

了解陳董事長的人，絕對不會認為他的

成功是僥倖、是運氣。就如同他提到，初中

書包上「勤忍」二字富含的深義，牢牢刻畫

在陳董事長心中。訪談的最後，他用自己的

人生哲學「天公疼憨人」勉勵年輕人：天無

絕人之路，但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這個

「憨」字，象徵一顆勇敢的心；「憨人」指

的是正面思考、用心專注又有所堅持的人。

陳董事長談到，現在的年輕人面對難以掌握

的大環境，最大的本錢就是熱情與勇於冒險

的心，只要能掌握自己的優勢，去適合你的

地方，當個「憨人」；確定目標後，一路

跑，慢慢跑，專注的跑，堅持的跑；而好運

和成功，會化為一對翅膀，幫助你，留下一

塊閃耀的里程碑！

陳益世董事長與同仁共同參與一日志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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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趨緩，響應政府鼓勵國

民旅遊措施，今年度社團活

動由兩長帶領同仁參訪台電協和火

力發電廠及中油深澳港供輸服務中

心。這趟能源之旅，讓我們深刻了

解日常生活中享受台電穩定供電、

中油穩定供氣的背後，是多少人默

默堅守崗位的努力與付出。

協和電廠自民國66年陸續商轉

以來，運轉已超過40年，為穩定供

電及改善空氣品質，台電經過嚴謹

的可行性研究評估，討論各種方案

後，定案在原址以更新改建為高效

率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為最適合方

案，並於107年7月4日列為國家重

大建設。

目前協和機組現況為協一、二

號機已除役，協三機配合大修進行

參
訪
協
和
發
電
廠
及

深
澳
港
供
輸
服
務
中
心

東
北
角
能
源
知
性
之
旅

生活中輕按開關即來的電，是從哪裡來的呢？

3根煙囪矗立在基隆，是40多年來大家對於協和電廠的深刻烙印。

配合政府能源政策，協和電廠一號、二號機組於108年年底吹下熄燈號，

正式朝向以天然氣機組替代重油發電機組。

■
 

攝
影 

環
境
暨
經
濟
研
究
中
心 

郭
佳
韋
助
理
研
究
員

■
 

企
劃
行
政
室 

羅
佳
慧
組
長
、
葉
琬
萱
助
理
管
理
師

台電協和火力發電廠

同仁興奮參觀協

一號機組並在廠

內合影。

管線遷移，預計今年底協四機配合工檢進行管

線遷移，明年七月環評通過後進行協一、二機

拆廠，並於112年7月交地。規劃在既有機組

原址，採先拆後建、分期改建方式，設置總裝

置容量為260萬瓩之燃氣機組及於電廠外海填

海造地興建LNG接收站及兩座LNG儲槽。LNG

接收站預定121年商轉，在此之前以浮動式液

化天然氣儲存及再氣化設施(Floating Storage 

Regasification Unit, FSRU)作為臨時供氣方

案。

多年來，協和發電廠提供用戶穩定供電服

務，並配合政府政策推動轉型，是你我享受舒

適的現代化生活的幕後英雄。

此行也參觀了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的故居

（現為協和電廠招待所），體會到前人一介不

取、高風亮節的情操，位高權重的孫資政晚年

養病的地方是如此簡樸務實，在在顯示出廉潔

的典範。

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的故居，現為協和電廠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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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公司的液化石油氣輸儲、銷售設施

由北至南包含深澳港供輸服務中心(下稱深澳

中心)、桃園煉油廠、(鐵鉆山)注儲工程處、

前鎮儲運所及大林煉油廠。本次參訪的深澳

中心位於基隆港東方六海浬，距瑞芳火車站

約五公里。深澳中心營運作業內容包括液化

石油氣之卸、儲及灌發作用，供應新竹以北

及宜蘭、花蓮地區之工業及民生用氣，年供

應量約26萬噸；以及航空燃油之卸、運、儲

及灌發，年卸運輸量約120萬公秉，主要是供

應松山機場及桃園機場飛機用油。 

參訪過程中，中油液化石油氣事業部朱

峯鎮執行長特別蒞臨現場接待，他談到液化

石油氣業務有兩大原則：第一為平順不中斷

地提供油氣，特別是過年期間，為確保過年

期間用量倍增的桶裝瓦斯能供應無虞，深澳

中心崗位上的同仁們晝夜努力著；第二為配

合政策穩定氣價，好比今年疫情緣故，氣價浮

動，但為維持穩定氣價，中油一月至六月每

一公斤吸收4.3元，7月則是每一公斤吸收5.3

元，光是今年上半年配合政策就吸收了近17

億元，實現國營事業讓社會度過困境的責任。

因為整體有55-60%的油氣是進口的，故吸收

這些成本對中油的營運來說也是不小的挑戰。

這趟東北角能源知性之旅在歡樂聲中

畫下句點，對於這些基礎設施帶來的便利我

們都習以為常，實際走一趟才了解到這些電

力、液化石油氣需要層層把關才能穩定供

應，對於生活中的每一分便利，我們應該心

存感激。

中油深澳港供輸服務中心

參訪同仁於深澳中心門口合影。

董事長賢伉儷和朱峯鎮執行長相談甚歡。深澳港供輸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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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於1998年立法以來，隨著實

際執行狀況，也不斷的進行調整，而

去(2019)年剛完成第六次修法，為了確實

掌握修法精神，讓修法的良善用意能落實到

後續執行面，本社智庫規劃政府採購法相關

議題之探討，除了挑選關鍵議題邀請專家學

者共同研析外，更規畫舉辦多場座談會，提

供一個產官學研之交流平台，同時匯集各方

意見。

其中，為促進自然資源保育與環境保

護，綠色/環保採購規定在我國已行之有

年，此次新修法，增訂政府採購法第26條

之一，明定符合全球環保趨勢之技術規格。

而近年循環經濟概念的崛起，我國政府也積

極推動，如能將循環經濟的概念融入到綠色

/環保採購的機制中，將可相輔相成創造最

大效益。故本社於7月31日邀請10位產官

學研專家，針對現行綠色採購成效、新修法

增訂促進自然資源保育與環保目的之技術規

格、以及循環經濟概念融入到綠色採購規範

等相關問題進行討論，與會專家學者分享很

多新觀點，如政府採購機制不應只將綠色概

念限縮在產品上，應往上提升到企業層級，

如此才能將綠色概念擴大範疇，延伸到綠色

工程、綠色服務等面向；又如將採購的擁有

權概念往使用權的概念移轉，重新定義需

求，並從需求導向進行採購，進而納入租賃

與分享的商業模式，同時亦可促使生產者的

責任延伸，提高資源效率更加友善環境。

此外，針對爭議處理與停權制度相關問

題，於8月6日邀集7位產業界高階主管，與

政府單位主管機關代表與學者，召開「履約

爭議」產業座談會進行討論，產業界與主管

機關雖皆有各自立場與主張，但在會中也做

了充分的溝通與交流，如對於大公司而言，

停權牽涉數千人生計事關重大，業界多認為

目前停權執行過於嚴苛損及企業經營與員工

生計，但立法機構認為，這些條款主要目

的是在維護採購秩序，這次修法為建立廠商

間的良性競爭與其公平性，就加強了比例原

則的考量，後續推行也會就廠商可歸責性包

括對於行為人是否已善盡監督責任，同時也

會考量大小公司的平等原則。此外，業者認

為對於情節重大之判斷不夠明確規範，未能

依違反情節輕重程度訂有妥適的處分比例，

工程會針對此部分先前也召開專家學者座談

會，最後考量保留彈性，規劃以彙整過去案

例供新案判斷之參考方式，並再觀察試行狀

況據以調整。

政府採購法的制定，不但要承載政策上

的目標與方向，也需要符合法制和其他方面

的配套，很難盡善盡美的達到各方的需求，

只能藉由不斷的調整與優化並與時俱進達到

最大效益。而上述兩場座談會的舉辦，各方

再一次的溝通與討論，匯集到很多產、

學、研與政府主管機關之

意見，可作為未來

專題報告之建言，

故為之紀以先饗

讀者。

綠色採購 與 履約爭議之探討
■ 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許湘琴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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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19日本社陳綠蔚執行長與同仁前往中原

大學「薄膜技術研發中心」及「智慧製造

研發中心」參訪，並進行交流座談，以了解中

原大學在教學、營運及研究等成果，並透過彼

此業務的了解，增進日後雙方的合作機會。此

趟參訪收穫豐碩，不僅讓大家體認到中原大學

對辦學運作、人才培育養成、研究能量投入及

產學鏈結的高度重視，著實令人驚豔。

中原大學65年來秉持「以智慧慎用科技與

人文的專業知識，造福人群」理念辦學。107

年獲得科技部支持成立國際產學聯盟，整合

「薄膜技術」及「智慧製造」兩個研發中心，

建立跨校院、跨產業、跨國際的產學研合作平

台，迄今累積197件產學合作，合作金額超過

1.4億元。在人培方面亦不遺餘力，由「創新創

業發展中心」開設創新創業課程，培養學生跨

領域能力，並舉辦創新創業競賽，提供輔導並

協助師生媒合創業資金，將創意構想、研發技

術商業化，使得中原大學成為鏈結產業及跨域

人才的培育基地。

薄膜中心在歷經十多來

年的研究，將薄膜應用推向生醫領域，成功自

主研發出獨步全球的減除白血球之核心技術，

能減少輸血者感染捐血者白血球所攜遺傳疾

病，產品已通過美國FDA及台灣TFDA醫療器

材許可。真可謂「十年磨一劍」，為臺灣生醫

產業帶來貢獻及商機。未來隨著研發中心第五

館落成，也是台灣第一個薄膜與循環經濟之產

學共構研發大樓。

一踏入研發中心，

聽聞不遠處傳來名曲

《卡農》合奏，近看驚覺是展廳內機器人正以

大、小提琴精準配合演奏，難以相信出自硬梆

梆的機器之手。接著參觀智慧自動化示範場

域，產線整合了生產設備與工業機器人，從模

具設計、自動化生產製造到成品檢測，各站點

能即時掌握生產訊息，在排程上靈活調整，

透過數據分析也改善過去依靠老師傅經驗解

決問題，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另在二樓展示

廳內完整介紹模具技術的發展，陳列各時期

射出成型製程技術產品，以及校內教授的智

慧化研發成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藉此機會也與中原大

學工學院的鍾財王院長敘舊，院長於73學年就

讀中原大學時獲得「中技社獎學金」，畢業至

美國密蘇里大學深造後，也回母校服務，將所

學投入於科學與教育上，作育無數學子，傳遞

中原精神。

業務

走廊

中原大學研發中心參訪與交流
■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林志龍組長、張瑞閔副研究員

  智慧製造研發中心
  

•模具及射出成型智慧製造

•產學研跨領域技術合作

•產業智慧製造解決方案

•工業4.0示範服務場域

薄膜技術研發中心

    •台灣首座薄膜中心

    •13國45組織參與合作

    •具連續生產實驗工廠

    •膜材及製程的改良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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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走廊

本研討會於張榮發基金會舉辦，為新冠肺

炎疫情後本社的第一場研討會，並且也

第一次使用數位報到系統，透過會前提供與

會者QR code以加快當日的報到速度。會議報

名相當踴躍，當日約200位出席，其中產業

界約占75%、學研界約占10%。

會議上半場次由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與

中工會廖慶榮理事長致開幕詞，行政院沈榮

津副院長擔任致詞貴賓，並邀請公共工程委

員會林傑主任秘書與中鼎集團余俊彥總裁進

行專題演講。

潘董事長表示，去(108)年10月中技社

60週年社慶，特設立科學暨技術貢獻獎項，

以表彰對產業有重大貢獻的個人或團體。

包括雪山隧道貫穿工程技術團隊、木柵捷運

線系統整合技術團隊、ETC電子收費系統技

術團隊等。雖然這些建設完工迄今已有一段

時間，但影響民生經濟深遠，受到社會的肯

定，也值得持續關注未來的傳承與發展。今

台灣卓越工程技術與未來展望
研討會活動報導
■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呂雨龍研究員

為讓社會大眾了解台灣工程發展，協助產業增進工程建設品質，中技社今(109)年8

月24日特與中國工程師學會共同規劃合辦「台灣卓越工程技術與未來展望」研討會，邀

請相關領域工程專家及中技社60週年技術貢獻獎得主共同與會，藉由研討會研討以往工

程建設經驗、成就、面臨挑戰與未來展望。

新冠肺炎後本社第一場大型研討會順利舉行，感謝眾多貴賓共襄盛舉，為台灣工程發展盡一份心力。

數位報到系統櫃台，會議前提供與會者QR code以加快

報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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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研討會期藉由台灣在隧道、軌道、智慧交

通等相關建設經驗與成就，讓社會大眾多加

瞭解國內工程技術發展，並協助產業增進工

程技術水準與建設品質。

廖理事長表示，今日研討會的主講人及

與談人都是工程界具豐富實務經驗專家，他

們將以我國各工程領域以往經驗、挑戰，及

未來的展望等進行分享及討論，相信可以讓

本次與會者了解台灣工程發展，同時在全球

科技快速演變下，找尋到共同協助產業增進

工程建設品質的方向。

沈副院長在致詞中對於工程界之努力多

有嘉勉，他認為工程技術包括建築、土木、

電力工程技術等，範疇相當廣，各領域都扮

演重要角色。以離岸風電為例，政府要求外

國廠商將海事工程、水下基礎、塔架、風機

等一系列工程都要使國內廠商可以參與，透

過國內工程建設練兵，將來才有機會行銷國

際。期望透過今天的研討會，討論如何善用

政府力量，協助工程技術提升，帶動國家經

濟發展。

公共建設之整體性思維

公共工程委員會林傑主任秘書在演講中

強調，工程會主要負責公共工程之基本設計

審議、採購制度、列管及督導等，於業務推

動時發現，公共工程參與者眾，階段又多、

歷程也長，若各參與者僅憑自身立場思考，

其結果未必是整體最佳的規劃。因此，工程

會提出「整體性思維」的概念，從公共建設

各個面向，以宏觀的角度，分析關鍵課題，

並提出完整且有系統的全盤精進對策。

林傑主任秘書分別由「缺工改善」、

「交通建設」、「防洪治水」及「建設預

算」等四個議題為例，分享導入整體性思維

之精進作法。例如缺工問題，除短期引進外

籍移工外，應同時強化本土技術工之培訓及

證照管理，並推動營建自動化以降低勞力需

求；交通建設應有整體計畫做為指導，並進

行系統功能性之整體規劃，將公共資源有效

合理分配及工程產業執行能量等面向納入考

量；防洪治水應以國土計畫為始，妥為規劃

適宜的土地使用與開發，再結合公共排水系

統、逕流分擔設施與開發建築之出流管制，

並輔以洪災應變措施，實現韌性國土之理

念；建設預算則應從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

進行檢討，尤以設計階段具有承先啟後的角

色，其是否務實可行最為關鍵。 

工程服務業永續發展與策略

余俊彥總裁則以中鼎集團之成長過程

與大家分享其心得，中鼎集團成立於1979

年，由中技社財團法人的工程部門轉投資為

公司，再藉由國際化及多角化的經營策略，

會議開始前董事長與貴賓閒話家常。                  行政院沈榮津副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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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內討論互動氣氛熱絡，左起工研院李世光董事長、中

工會廖慶榮理事長、行政院沈榮津副院長、中技社潘文炎

董事長、工程會林傑主任秘書、中鼎集團余俊彥總裁。

共同主辦單位中工會廖慶榮理事長致開幕詞，會場內座

無虛席。

主題

從一家本土企業發展成為台灣第一、全球百

大的國際級統包工程公司。工程實績遍及亞

洲、中東和美洲等地區，持續名列ENR雜誌

國際百大工程公司排名，及入選道瓊永續指

數成分股企業。

余俊彥總裁表示，品牌內化以最值得信

賴(Most Reliable)的全球工程服務團隊來凝聚

集團向心力，為發揮集團組織最大綜效，中

鼎以決策中心為最高指導單位，全球關係企

業依業務範疇隸屬工程、智能、資源循環等

三大事業群。工程事業群以豐富的iEPC智能

化統包工程實績以及綠色創新工程在世界各

地打響CTCI品牌。智能事業群在智慧製造、

智慧交通、智慧建築及智慧城市等領域，為

各產業提供智慧應用解決方案，協助客戶產

業升級。資源循環事業群以ECOVE品牌，提

供環境資源管理服務和解決方案，並致力提

升資源循環效能之專業技術，成為台灣焚化

/廢棄物管理及回收再利用領域的領先者。

除了追求經營績效與業務成長，中鼎

更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以「永續創新

綠色工程，友善地球、守護世界」為CSR永

續願景，並致力以工程核心本業推動永續作

為，帶動集團全員落實CSR理念，同時攜手

全球客戶與供應商一起打造綠色競爭力，為

產業及地球的永續發展善盡最大心力。

 
下半場次分別由中工會的三位前理事長

主持，聚焦於隧道工程、交通工程與軌

道工程的發展與挑戰。

         台灣隧道工程卓越成就與未來發展

由中興工程前董事長邱琳濱主持，交

通部曾大仁前次長擔任主講人，高公局北區

養工分局林炳松分局長、國工局陳福將前

處長擔任與談人，本場次的規劃緣起於表彰

雪山隧道貫通之重大成就，曾前次長表示，

台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交線

上，受到板塊擠壓作用，主要山脈多為南北

向排列，且山多平地少；山地佔全島面積約

達70%，超過3,000公尺標高的山頭更達268

座，故而在台灣的各項工程建設中，隧道是必

然的重要選項。因應台灣經濟發展，近幾十年

來大量的建設，都朝向都會區地下化或向山區

發展。無論是鐵公路的交通建設，或是水利電

力的輸水工程，乃至治山排洪的防災隧道工程

皆有大量成長，迄今台灣隧道工程在數量、長

度、斷面、技術發展等都有極快速的成長。

據統計，到2010年為止，全台隧道總長度

已超過821公里。在最近10年，各隧道主辦

單位，除了持續精進隧道工程技術，也投注

更多的心力及資源在隧道安全及全生命週期

管理的發展上，如多項的隧道補強更新工程

與長隧道安全防護升級，以及營運階段的隧

道結構監測及管理系統，也逐漸成熟且日受

重視。這種種發展與進步，代表我們的隧道

工程技術，已經由「有」進到「好」、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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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次三位講

者，(左)交通部曾

大仁前次長、(中)

智慧運輸協會張

永昌理事長、(右)

桃捷公司張辰秋

前總經理。

▼

主題

主題
「好」進到「安全好用」。向前展望，更期

待台灣的隧道工程，可進一步經過完善的管

理系統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交通工程智慧化的發展與挑戰－以台灣

高速公路ETC為例 技術至服務之數位轉型

由林俊華前中鼎工程首席副總裁主持，

智慧運輸協會張永昌理事長擔任主講人，交

通部吳盟分前次長、高公局吳木富副局長擔

任與談人，本場次主要緣起於回顧國道高速

公路轉換無柵欄計程電子收費系統(ETC)之技

術，張理事長表示，細數回首來時路，進入

電子收費以來，面對計次的車上機價格、利

用率無法攀升、可能解約的疑慮，到進入計

程初期的通行扣款民眾質疑等，在經過多年

的努力，如今，台灣ETC寫下無數領先全球

的驕傲，包括創下高速公路全面無柵欄計程

收費的全球首例、榮登全球第一個全國高速

公路全電子收費的國家、收費路網總長度全

世界最長，99.9％的通行量正確率與99.97％

的可收費成功率。

遠通電收整合電信、資訊、運輸、金融

科技等數位科技與進行以服務為導向的數位

轉型，讓台灣在2014年成為第一個把整個

高速公路系統路網，全面轉換成無柵欄電子

收費(MLFF)進入全面計程收費，吸引了世界

其他國家前來交流取經，陸續在泰國、哈薩

克、印度，均有整體電子收費系統工程的輸

出實例。

透過台灣ETC的發展經驗，可讓我們重

新思考台灣交通工程如何掌握數位化與數位

轉型大浪潮，以迎接交通工程智慧化的發展

與挑戰。

  台灣軌道工程機電系統的挑戰與精進

由台灣世曦前董事長李建中主持，桃捷

公司張辰秋前總經理擔任主講人，鐵道局楊正

君副局長、神通資訊陳錫裕副總經理擔任與談

人，本場次的規畫緣起於國內成功整合木柵捷

運線系統，張執行長表示，台灣要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走出自己的軌道之路，發展智慧軌

道系統。台灣在資通訊科技硬體設備市場佔

有率世界第一，台灣高度的ICT服務涵蓋率及

網路普及率，以及豐沛的ICT產業鏈及人力資

源，是我們的智慧軌道運輸發展的優勢。

台灣軌道工程機電系統，起源於台灣鐵

路的建置與營運，系統化於台北捷運的建設

與營運，現在注入人工智慧、大數據、5G等

ICT科技，面對的挑戰和後續的精進，是一項

急迫且必須深入探討的課題。

針對台灣軌道機電系統的思維，事實

上，任何脫離國情的策略討論，都是沒有多

大效益的，因此，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審時度勢，從ICT出發，建置智慧軌道運輸系

統。智慧軌道運輸系統特性係結合資訊、通

信、電子、控制及管理等技術，運用於各種

軌道運輸軟硬體設施，提高軌道運輸之營運

管理自動化程度，提升軌道運輸服務品質，

達成軌道系統更安全、更高效率、更高品

質、更友善。

智慧型鐵道運輸系統產業在台灣的發展

方向，建議朝向鐵道機電次系統發展，提升

智慧鐵道運輸系統軟體能力，與加強智慧型

鐵道運輸系統產品認證及驗證工作等面向持

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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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發展之產業策略
與社經影響研討
■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黃玠然副研究員

業務

走廊

傳播科技不斷發展演進，未來媒體產業將

匯聚在一個共構的互通平台，使各項原

本獨立的媒體通路衍生新媒體產業模式，發

展至今已全面性地向政治、經濟、文化等領

域滲透。有感於此，中技社於今（2020）年

邀請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為議題召集人、

臺師大張國恩講座教授為議題顧問，及其他8

位專家學者組成研究團隊，共同探討新媒體

的發展趨勢、產業策略、社經影響與因應等

三大主軸。

新媒體科技發展與產業趨勢座談會

目前AI、5G、AR/VR/XR擴增實境等新

科技正處於積極發展之階段，媒體產業則一

直都是追逐新科技的嘗鮮者。本社於7月15

日舉辦座談會，邀請OTT（Over-the-top，透

過網路播放的串流媒體）業者等產學研界代

表，與本議題研究團隊共同交流與談。與會

專家分享觀點包括：臺灣具擴充實境之技術

潛力，應加強行銷及加速投資發展；面對國

際OTT競爭，或可不必將其視為競爭對手，

可推動成立影視內容國家隊與其合作，更何

況臺灣受疫情影響輕微，可為影視產業作業

的重點基地；國內應規範OTT業者，以維護

消費者權益，但不宜採用過往審核有線電視

機制，對於註冊及資料揭露程度原則上應依

規模有不同規範。

新媒體傳播政策與社經影響座談會

然而新媒體除備受關注的產業發展外，

其所造成的社經影響更是普遍的一般大眾

問題。本社於7月22日舉辦座談會，邀請媒

體、電信業者及傳播學者，與本議題研究團

隊共同交流與談。與會專家分享觀點包括：

媒體民主與新聞發展息息相關，政府及各界

均應認真看待如何讓優質媒體可持續運作並

產出報導；不實訊息或仇恨言論難以防範，

但透過數位素養課程結合家長參與，可提升

孩子對社群平台及新媒體負面效應之因應能

力；數位平台權力不斷加重影響力，其演算

法已可對國內網路媒體營運造成嚴重衝擊，

應思考如何制衡，及如何誘導將其收益回饋

於國內使用，如產製優良本土內容。

9月26日「新媒體發展趨勢

與影響」論壇即將隆重登場

本論壇將於世新大學良彥講堂舉辦，邀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陳耀祥主委蒞臨現場

致詞與產官學研高層共聚一堂。全天議程將

探討新媒體之傳播政策展望；新聞產業、影

視音產業、數位行銷等產業之發展趨勢與策

略；及科技發展與新媒體整合應用之趨勢與

機會等主題。除實體活動外，本論壇亦透過

YouTube直播，有興趣者請上本社官網報名

及取得直播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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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對減碳與空污減量策略，倡議導

入環境共同效益評估來優化決策過程，

因此環經中心今年選定本議題，邀請綠基會

鄭福田董事長擔任召集人，成大李俊璋主秘

及成大環工吳義林系主任擔任協同召集人，

並邀集12位交通及環境領域之特聘專家合作

共同研討。報告首先介紹運輸部門能源環境

情勢及能源和環保法規對運輸部門之影響，

綠運具政策與其效益，再探討國際環境共同

效益評估作法和跨部門政策整合推動構想，

並以電動公車政策為例進行實務運作之檢視

及環境共同效益的評估，最後參考相關分析

結果提出跨部門政策整合推動之建議。

「電動公車之技術及營運」

專家座談會

本議題為了解電動公車之推動現況，特

於6月23日召開「電動公車之技術及營運」專

家座談會，本次座談會邀請交通部運研所、

路政司、工業局金屬機電組、北科大、車輛

電動化推動辦公室等單位6位專家出席。專

家們認為目前電動公車的可靠性、耐用性、

維修方便性及成本等，一直是客運業者所面

臨的問題，在上述項目未臻理想之際，如能

透過適當的車輛調度及使用模式的匹配，可

看到較佳的電動公車使用成效；另外，專家

們建議未來在電動公車推廣上應採各路線搭

配不同且適合此路線的方案（例如依據營運

路程搭配適量電池），並應在整體規劃上分

階段及優先次序來推動。而政府也已規劃透

過新一階段電動大客車示範型計畫找出適合

臺灣環境使用的電動大客車（滿足節能、舒

適、方便、好用四個目標），使客運業者願

意、有信心購買電動大客車，民眾有意願搭

乘，政府補助可連帶帶動產業發展，後續再

逐步推廣加速至公車能全面電動化。

訪談高雄港都客運賴文泰董事長

為進一步了解電動公車實際營運的情

形，本社環經中心研究員於8月5日訪談高雄

港都客運賴文泰董事長，港都客運的電動公

車營運車輛數、營運里程、載運人數、減碳

量皆創下全國第一的紀錄，目前導入之電動

公車為8米20人座（一般常見12米），並使

用較小容量快充電池，降低購車成本；而車

型較小因此耗電量較低，加上維修方便成本

也低，使整體營運成本大幅降低，公司從每

年負債數億元到轉虧為盈。賴董事長亦曾擔

任高雄市交通局局長，針對2030公車全面電

動化政策，他認為車廠只要有便宜好用的電

動公車，客運業者就願意購買；政府僅需調

整國產化政策，並將補助明確化，剩餘有關

電動公車使用保養、電池容量配置、營運路

線及調度等相關問題，業者會自行解決。

電動公車技術與營運之研析
■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郭佳韋助理研究員

本社環經中心研究員、議題特聘專家及港都客運賴文泰

董事長於電動公車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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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CBS電視網製作了一部科幻犯罪

影集「疑犯追蹤(Person of Interest)」，

講述美國政府以人工智慧(AI)「機器(The 

Machine)」，進行大規模監控…主角在每一

集開場的獨白「你被監視了！政府有一套祕

密系統、一部全天候監視你的《機器》，我

知道這個秘密，因為是我製造了它。這部機

器用來偵測恐怖行動，什麼都逃不過它的法

眼，即使是一般人的暴力罪行，但政府認為

這些罪行並不重要，置之不理，所以我決定

採取行動…」讓觀眾無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只是科幻影集的天馬行空嗎？也許

不是，因為在我們不自覺中，AI科技已一日

千里，並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智慧助

理、修圖軟體、臉部辨識、機器翻譯、語音

辨識、社群媒體、廣告推播、新聞推薦…我

們被許多應用AI的行動軟體程式(APP)所環

繞。矽谷鋼鐵人Elon Musk先是在去年宣布

其對「人機融合(Merge Human with AI)」的

願景1，再於今年七月的「世界人工智慧大會

(World AI Conference, WAIC)」上，宣布Tesla

將在今年內解決Level 5自動駕駛2的技術問

題。可以想見，在不久的未來AI將幾乎無所

不在，從此改變人類生活方式。

物理學家Stephen Hawking在生前曾表

示「AI的出現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或

最糟糕的事件」，指出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

(Common Good)，必須「意識並鑑別AI可能帶

來的危險，採行最佳的管理方法，並儘早為

後果做好準備」3。類似的說法「AI可能導致

第三次世界大戰4」也曾從Musk的口中說出。

事實上，如「深偽(Deepfake)」這類惡名昭彰

的假影片AI軟體已經成真，並造成治安與社

會問題5。

除了像「深偽」這樣顯而易見的危險

外，如Hawking所言，我們必須意識到並鑑

別出AI帶來許多潛在威脅，例如：個人隱私

遭受侵犯，並被無償使用；大型科技企業獨

占數據，並獨享其衍生利益；轉型過程中產

生的社會問題；民主政治的危機6。故可想

見，完全不受限制的AI將造成人類生活模式

的走樣。

然而，過分限制卻也可能扼殺AI科技的

進步空間與相關產業的發展。因此，其中的

權衡促使許多學術單位、國際機構，甚或跨

國領導企業投入，探討導引AI開發和使用的

倫理與政府治理(管制)議題。

如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下的世界科學知識和科技倫理委員會發表的

「機器人倫理報告(Report of COMEST on 

Robotics Ethics)」，指出透過複雜的演算法，

機器人應用將足以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經

濟發展模式，但機器人的開發設計和應用須

考慮人類社會規範，才可避免引發倫理和法

律問題7。

又 如 2 0 1 7 年 在 加 州 阿 西 洛 馬 市 的

人工智慧倫理與治理
■ 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劉致峻研究員

業務

走廊

1.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6945-neuralink-announcement
2.無需人為操作即可處理複雜路況的完全自動駕駛。

3.https://www.cnbc.com/2017/11/06/stephen-hawking-ai-could-be-worst-event-in-civilization.html
4.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sep/04/elon-musk-ai-third-world-war-vladimir-putin
5.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7260/deepfake-ai-deep-learning
6.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5756/cambridge-analytica-election-taiwan-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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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cial AI」會議上，超過三千名的民間

AI技術與實務領域專家齊結一堂，簽屬「阿西

洛馬AI原則(Asilomar AI Principle)」，分成三

大面向、共計23項原則8。其中牽涉AI發展過

程需重視的倫理標準與道德價值有13項9，認

為必須透過安全和透明的方式開發AI系統，而

該系統必須可解釋AI的自主行為，其設計應反

映人類價值觀，且演算法的編碼者必須對其應

用承擔責任，而人們應能控制系統和使用數據

的方式。如此才能確保AI能為整體人類做出貢

獻，更多的人能從AI的運用中受益，而不僅讓

某些組織或個人得益。

再如史丹佛大學的「2030年的AI與生活

報告(AI and Life in 2030)」，其中有從政府

治理角度，就政府應如何因應AI提出建議10。

例如在各級政府部門內延攬跨領域專家，並對

AI研發與應用制定監管規範。其次，透過立法

保障人們在AI時代下的平等、安全及隱私。再

次，投入預算和鼓勵私人企業捐助，以支持與

AI相關的跨學科研究等。

另外，近年MIT媒體實驗室和哈佛大學

Berkman Klein網路及社會研究中心也合作

進行諸多與AI倫理與治理的相關研究。其一

涉及開發「包容性AI治理框架(Inclusive AI 

Governance Frameworks)」，探討在美國或全

球範圍內的AI開發、布建及應用之相關道德，

法律和法規挑戰。認為政策決策者應與AI系統

的建構者直接互動，以彙整足夠的資源和框架

來支持AI的開發。

上述的內容只是這方興未艾研究領域的

一部分，而各國也才開始正視AI倫理與政府

治理的重要性。美國11、歐盟12、英國13、中

國14、日本15均初步建構自國的AI發展原則，

而台灣也在去年9月發布「人工智慧科研發展

指引」，可說朝向AI發展的正確方向邁出了第

一步。展望未來，國內各界仍須對AI在倫理道

德、法律制度、政府治理等領域投注更專注的

眼光，以形塑健全的AI發展環境。

有鑑於此，本社也將在今年10月16日，

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廳，召開《AI倫理

治理與醫療防疫》研討會，這是本社近年舉辦

的第四場AI相關之研討會，前三場的主題從AI

對社經政等宏觀領域的影響、到跨領域應用，

再到個人體現的日常生活，而此次的主題則是

結合當前Covid-19疫情時事，探討AI科技應用

於醫療防疫時，需注意的倫理與政府治理面

向。感謝前清大校長陳力俊院士之規劃，邀請

到陳建仁前副總統、台大朱雲漢院士、UCLA

何志明院士、香港浸會大學郭毅可副校長進行

專題演講，與多位重量級專家學者主持並參與

與談。為確保10月16日的研討會順利進行，

主持人、演講人、與談人特於8月17日舉辦會

前會研議相關議題，敬請期待。

7.“Report of COMEST on Robotics Ethics,”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COMEST), 14 September 2017, 
http://unesdoc.unesco.org/ images/0025/002539/253952E.pdf.

8.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7/02/03/beneficial-ai-elon-musk/
9.包含安全性、失敗透明性、審判透明性、負責、一致價值觀、人類價值觀、個人隱私、自由、利益分享、共同繁榮、人類控制、非顛覆、

非裝備競賽等。

10.“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in 2030: One Hundred Year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One Hundred Year Stud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2016, https://ai100.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ai_100_report_0831fnl.pdf, pp. 42-45.

11.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uncil, USA.
12.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 European Commission.
13.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pportun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Decision Making,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UK.
14.「網際網路+」人工智慧三年行動實施方案，發改委。

15.人間中心のAI社会原則，統合イノベーション戦略推進会議。

109年8月17日會前會，左起陳建仁前副總統、本社潘董

事長、陳力俊院士、朱雲漢院士及張上淳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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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走廊

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大放異彩
■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林志龍組長、劉惠君副管理師

前言

台灣受地理及環境影響，大部分的能源

仰賴進口，如何協助企業有效率進行能源管

理並提升能源自主管理能力達到節能功效，

是本社致力提倡節能環保努力的要項，因

而本社與新鼎系統(股)公司合作投入「Mr. 

Energy 50001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的研

發，藉以協助企業在符合國際標準能源管理

系統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有效管理能耗。

「Mr. Energy 50001智慧化能源管理

系統」為依據ISO 50001架構下進行之能源

管理設計，可協助企業透過PDCA（Plan-Do-

Check-Act）循環，做好能源管理的監測、分

析、預估、調整，並有效預測能源的消耗，

強化能源管理，達成能源管理資訊化，且在

不影響廠區現有運作下提升自身的能效。另

外協助工廠將能源管理系統全自動化，針對

工廠能源管理人員最難執行設計的能源績效

指標（Energy Performance Indicator, EnPI）

及能源基線（Energy Baseline, EnB）模型進

行建立，並透過輔助操作介面將相關作業全

部系統化管理，協助工廠將能源績效監督工

作納入日常運作中。

研發介紹

研發初期針對能管系統最複雜的技術面

問題，如能源審查作業、能源基線及績效指

標管理、能源績效監測等進行系統自動化建

置。隨後即獲國內化工大廠採用，更加確認

此研發方向極具市場性與實用性，因此為保

持Mr. Energy 50001領先地位，陸續將功能

強化升級，將Mr. Energy 50001產品線改

為開放式平台架構，讓企業能依其所需客製

化功能開發，如：匯出不同層級管控之能源

管理報表、增加遠端能耗監視系統畫面，解

決不同區域的廠區能同時進行能耗監視的問

題，並將核心功能從公用設備(如鍋爐、空調

等)之能源績效分析，進化到製程設備系統能

效優化。在導入工廠製程設備過程中，發現

能源管理人員常因能耗製程變因太多，且歷

史的數據資料龐大，要從中挑選合適之歷史

資料並建立好的能源績效評估模型往往極為

複雜。因此，2019年進一步與新鼎公司、中

原大學化工系合作建置「即時自我學習型能

源基線建模技術」，減輕使用者在歷史大數

據資料庫中挖掘適用資料的複雜度，提升能

源使用績效評估的效率，另藉由能耗資料、

設備運轉參數、氣候條件…等資訊匯入Mr. 

Energy 50001進行運算與分析，可即時呈現

能源績效，使能源管理在推行上更即時更有

效率。也因此順利榮獲國內半導體大廠全廠

區應用。

一般來說節能減排的基本功夫就是先掌

握已使用的能源，以自動化數據傳輸，收集

工廠設備能源使用資料及耗能變因資料，經

由Mr. Energy 50001進行運算後，即可呈現

工廠能源基本耗能、效率、歷史趨勢及數據

比較等，可有效建立工廠能源管理監測畫面

並省去人力監測成本。Mr. Energy 50001

具備待機耗能分析模組，能準確評估能源耗

用模式，建立各項機台能源耗用的報表畫

面。透過能源耗用差異，計算出待機及運轉

時間，分析找出待機耗能最低的機台作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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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並與其他機台待機耗能做比較，進而提

出可節能空間，供節能負責人員做為節能改

善的分析依據，同時節省尋找節能方案的時

間。以半導體產線設備為例，透過Mr. Energy 

50001產出報表畫面得知，機台待機時間過

長，其耗能量仍不可小覷，且同型號但不同

機台的待機能耗也不盡相同，若收集全部機

台群組的待機預估節能量進行分析，可得知

全廠可節約的耗能量，供規劃節能方案時參

考，並進一步探討不同機台的待機能耗為何

不同，如上圖所示。另可透過單機及全廠的

耗能歷史資訊，查看是否出現異常，進而找

出需更換的設備，兼具監控機台健康狀態的

功用以及提高尋找問題的速度。

導入系統之優勢與推廣應用

企業導入Mr. Energy 50001能源管理系

統後，可提升能源管理參與人員之層級、強

化能源管理人才之專業度，同時達到自我監

督管理機制。能源管理人員再也不用每年手

動計算政府年度能源申報，且在完全符合ISO 

50001的規範下及時掌握廠區各系統的能耗

狀況，並能及時改善而達到節能目的。企業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可帶來許多優勢，包括：

1. 即時監測並分析能源使用情形，方便企業

了解那裡有節能空間。

2. 為各種行業量身打造出適合的能源解決方

案，完整考量所有可能耗能變數，建立靈

活的能源基線和能源績效指標。

3. 針對不同能源類型，進行能源平衡、績效

分析，找出能源效率待改善的操作區域、

系統和設備。

4. 建立及管理能源改善行動方案，避免低效

率的能源使用並降低成本。

5. 透過能源審查、能管文件管理和法規鑑別

等功能，實現完整ISO 50001能源管理。

本系統建置後陸續藉由說明會及現場展

示等活動宣導進行推廣，並與有能源管理需

求之潛在企業接觸，增加產品應用機會。目

前Mr. Energy 50001已陸續推廣至國內半導

體大廠、中鼎大樓綠建築、李長榮集團、友

達台南廠、奇美實業、亞東石化、儀科中心

及大陸撫順石化與西南研究院，累積超過十

餘個不同領域的客層。除提供企業既有產品

能源管理功能外，亦與企業討論研發先進的

能源大數據分析功能，協助工廠在毛巾幾乎

擰乾的狀況下，發掘出節能的機會點，未來

將持續推廣至台灣各集團電子廠、石化廠..等

並擴及海外廠區。

結語

研發團隊不斷致力於Mr. Energy 50001

產品線的深化與垂直整合，研發成果不但具備

能源管理系統前端對接資料的前處理器、即時

能效分析平台，也涵蓋最上層的管理報表設計

系統，讓能源管理人員可以依其企業所需，自

行設計其所需的能源管理系統畫面與報表，對

於具多廠區的企業有很大的運用彈性。「Mr. 

Energy 50001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開發過

程中歷經不斷討論技術修正及功能強化，現今

研發成果已逐步被國內大廠採用，著實為協助

國內產業節能略盡一份心力！

2012年 ISO 50001
Mr. Energy 50001平台架構設計

Mr. Energy 50001
˙能源平衡圖組合及能源管理報表分析

˙能源計費及分攤功能

˙能源績效管理及監測

˙能源查核網路申報系統整合

Mr. Energy 50001
˙支援客製化功能設計開發、測試與發佈

˙開放存取內部資料及資料備份機制

Mr. Energy 50001
˙化工廠製程耗能變因識別

˙能源基線模型建立及能源管理即時監視

Mr. Energy 50001
˙智慧能源管理中心系統功能擴充

˙即時自我學習能源基線建模技術

2013~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2019年

機台名稱
待機耗能
平均值(kWh)

待機時間
(時)

運轉時間
(時)

關機時間
(時)

運轉比例
(%)

T1 33,134 6.47 15.83 1.72 65.93

TF 21,682 6.75 14.35 2.92 59.75

時間區間 :8/18 12:00~8/19 12:00

待機耗電量

關機

能源管理系統研究

進階功能開發

開放式能源管理系統建構

石化製程能源使用績效優化

智慧能源管理中心開發

運轉耗電量

半導體產線設備待機能耗偵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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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化工業歷經數十年發展，形成一套完

整由下而上逆向整合的體系1，含括石

化、人纖、塑橡膠等具國際競爭力的民生產

業，隨著高科技發展及轉型升級，逐步朝高

值化應用方向邁進，成為支援光電、電子、

綠能及生物科技等新興產業的關鍵力量。

化學工程為多種學科交叉的應用型學

類，與數、理、化等基礎自然科學聯繫緊

密。傳統化工傾向培養「通用型」人才，這

種培養模式具有基礎理論紮實、可塑性強的

特點。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增速，產業對

於人才要求也隨之發生轉變，且這種轉變速

度越來越快──台灣需要更多能因應社會發

展的「多元型」、「應用型」人才。近年

來，兩岸化工教育均持續進行轉型，對應各

自產業的發展需要，調整人才培育及核心課

程的結構，若能從兩岸教育之異同與特點展

開探討，將能更深入了解人培教育與產業發

展的關聯性。

兩岸化工課程內涵比較

參考台灣18所及中國大陸8所大學2的

化工院系公布課表，兩岸核心課程的科目安

排基本上大同小異，僅科目名稱、架構略有

不同，主軸內涵皆可互通。台灣核心課程包

含質能均衡、化工熱力學、輸送及單操等；

中國大陸則為化工原理、化工熱力學、化學

反應工程等課程。其他基礎、專業及人文課

程，綜整課程內涵及配置如右頁表。

基礎科學

基礎科學科目相當一致，唯差別在學分

比重的配置：中國大陸在物理、化學、數學

等基礎自然科學的學分要求較重，台灣則隨

著必修學分數逐年下降而有所下修；另外，

為了因應近年逐漸大放異彩、以數據為主

導的人工智慧(AI)浪潮及其可能對化工產業

的影響，兩岸大學的化工院系陸續將程式設

計、程式語言等銜接AI的資訊教育課程納入

必修。

工程及應用科學

在電子產業蓬勃發展的現今，許多化工

系畢業生跨領域求職發展，因此基本的電工

電子學訓練效益甚大，但相較於中國大陸普

遍將其列為必修課程，台灣學校反而較少納

入必修。作為曾經是工程師必備技能的工程

圖學也有相同情形，這可能也是受到最低畢

業學分數縮減的影響。不過台灣相比於中國

大陸，更加注重理論與應用實務相結合的儀

器分析與程序控制課程，讓未來有意進入工

廠或研究機構的學生，能提前熟悉儀器設備

的操作及應用。而與職工人身安全、工廠生

產運轉息息相關的化工安全與衛生課程，為

強化學生的安全環保意識，兩岸也逐步將其

納入課程安排當中。

實習及專業領域系列課程/學程

在台灣，除具備相關企業支持的學校

外，幾乎所有大學皆不將工廠實習列為必

修，而是讓學生自主安排選修，依據自身就

1. 羅凱禎(2018)，我國石化業現況與展望，今日合庫，522。

2. 最好大學網http://www.zuihaodaxue.com/zuihaodaxuepaiming2019.html。參考2019全中國大陸綜合排名前549間大學之前1%、25%、50%、

75%落點學校（各取兩間大學）。

3. 汪上曉、林祥泰等人(2020)。化學工程學系課程與教學在人工智慧發展下的因應與演進，化工，67(2)，98-103。

淺談兩岸化工教育課程之差異
■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林志龍組長、陳蕾伊助理研究員

業務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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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意向，先行體驗職場環境及累積經驗；中

國大陸的學校則傾向安排不同目的性的必修

實習課程，作為學生實踐教學理論的環節之

一。本世紀也因為許多重大科技的誕生，如

尖端材料、精密製程等，讓化工相關研究朝

向新技術化及學科綜合化發展，兩岸學校也

順應潮流，開始將化工課程與高分子材料、

生技製藥、精細化工、綠能製程等專業領域

相結合，形成各具特色的系列課程/學程。

人文通識

兩岸大學雖對於最低畢業學分各有不

同要求，但明顯可見不小的差距。這份差距

表現在人文通識科目：台灣對政治思想課並

無要求，而中國大陸每間學校皆必修14~17

學分，究其原因可能與政治氛圍有關；台灣

亦不強制撰寫學士論文，多採選修制度，中

國大陸則普遍分配12~16學分的必修論文訓

練。此外，台灣的大學為了讓學習發展更加

多元彈性，普遍設置較低的畢業學分門檻，

目的是讓學生有更多自主選修的空間，培育

兼具深度與廣度的「T型人才」。

台灣化工課程未來發展

全球未來產經發展趨勢正邁向數位化、

智慧化、綠色化及服務化。產業的變化將

深刻影響化工相關產業之產品設計、生產管

理、技術革新等各層面，學生所需的知識與

技能亦會有所不同，大學化工系課程調整應

是大勢所趨。2019年台灣化工學會舉辦「化

學工程學系課程與教學在人工智慧發展下的

因應與演進」座談會，與會人士的討論共識

是在既有化工課程中導入數據分析、演算法

等AI元素，未來可進一步思考引入實際的工

業數據至課程習題，並規劃由熟悉AI的教師

搭配專精化工原理的教師組成授課群共同授

課3，在原有教育基礎上進行強化。

培養適應時勢需求的優秀人才是一個漫

長而艱鉅的過程，需要社會、學校、教師和

學生的共同努力。海峽兩岸化工高等教育之

異同點，值得我們深思可供台灣參考借鑒之

處，滿足新時代背景下化工類創新應用人才

需求。

備註：1. 自行彙整製表。   2. ▲平均132學分；■平均174學分。

物理、化學、數學(含實驗)

程式設計、語言

儀器分析、程序控制

工程圖學、電工電子學

化工安全與衛生

工廠實習

工廠參觀

校內實習

高分子材料、生技製藥、精細化工

生化工程、綠能製程等

思想政治理論課

學士論文

少       多

多           多

多       少

少       多

多       多

少       多

少       多

少       多

多       多

無       多

少       多

基礎科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實習課程

專業領域系列

課程/學程

人文通識

最低畢業學分

基礎、專業及人文課程

質能均衡、化工熱力學、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化學反應工程、程序設計等

化工原理、化工機械設備、化工儀表及自動化、化工熱力學、化學反應工程

化工設計等

核  心  課  程

台灣

中國大陸

128~140▲      165~185■

  課程內涵
                                                                課程配置

                                             台灣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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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

訊息

今
年初的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以來，政府

透過加強邊境管制及國內防疫的多項

舉措，讓國內疫情得以控制，並使台灣成為

許多受到疫情重擊國家仿效的模範。然而，

隨著疫情擴散，國際商務與旅遊人次驟減，

伴隨民眾大幅減少消費，民間消費可說急遽

冷凍，國內服務業遭受重創。根據中經院的

「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顯示，國內非製造

業在今年2月到5月間連續四個月的緊縮，以

住宿餐飲業與零售業受創最深，一度下探指

標編制以來的最低點 (見下圖)。

為協助企業與個人挺過疫情嚴峻時期，

政府提出一系列紓困方案，例如針對企業與

個人的紓困貸款、特定產業的薪資補貼、各

類園區租金與費用緩徵、水電瓦斯費用減

免、所得稅緩徵等。隨著國內疫情舒緩，為

進一步刺激內需經濟，再提出「振興三倍

券」方案，編列近五百億預算，讓民眾先花

一千元，換回價值三千元的三倍券。不過該

方案也被拿來與金融海嘯時期的「振興經濟

消費券」比較，認為先交錢才換券的作法，

不但不乾脆連額度也較低(消費券是每人無償

取得三千六百元)，結合了數位支付也讓方

案更為複雜，還不如直接發放現金或是消費

券，遭受許多批評。所以政府設計這個看似

複雜的三倍券的構想來自何處？真的可以達

到刺激民間消費的目的嗎？

總體經濟學的凱因斯學派認為，當面

臨經濟衰退時，政府可透過擴大財政支出來

增加GDP，並透過「乘數效果」，讓政府花

出去的每一塊錢，帶來超過一塊錢的GDP增

長。依據國民所得的會計恆等式1，當政府增

加500億元的支出時，GDP也增加500億元，

且因GDP的增加，會進一步帶動400億元的消

費(假設邊際消費傾向為0.8)，使GDP再增加

400億元，而額外增加的GDP，還會再進一步

帶動更多的消費…以此類推，讓500億元的

政府支出創造出2,500億元的GDP，亦即五倍

的乘數效果。

疫情過後：從振興三倍券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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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餐飲業

零售業

註一：本圖僅呈現整體非製
造業、住宿餐飲業與
零售業，不含運輸倉
儲業、批發業、營造
暨不動產業、教育暨
專 業 科 學 技 術 服 務
業、金融保險業、資
訊暨通訊傳播業與其
他非製造業。

註二：數值介於0 ~ 1 0 0之
間，若高於 5 0 ，表
示景氣處於擴 張 階
段 (Expans ion)，若
低於 5 0 ，則表示景
氣 處 於 緊 縮 階 段

(Contraction)。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www.cier.edu.tw/nmi)；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作者繪製。

                               券談起
■ 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劉致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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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較直接的財政支

出(例如造橋、鋪路等)，現金、

消費券、三倍券(三千元中的兩

千元)屬於移轉性支付(也就是補

貼)，並不會直接增加GDP。須等到民眾將之

轉化為真正的消費支出後，才能帶來GDP的

增長。倘若只是替代了原本即會發生的(必要

性)消費，那麼政策效果就相當有限，例如當

年消費券的替代效果約為63%2，亦即近三分

之二被用於必要花費。

我們可將補貼再細分成實物、所得及價

格補貼三類。由政府直接購買物資再配發的

方式為實物補貼，而現金與消費券(不完全是)

則屬於所得補貼。前者對振興經濟(或特定產

業)是最好的，只是政府買的東西你不一定喜

歡或不需要那麼多(帶來浪費)；後者則對消

費者是最好的，因為是平白送你一筆錢隨自

己的意思花，但也最可能出現前述的消費替

代，對經濟刺激的效果有限。以美國的經驗

來看，對個人的移轉性支付(所得補貼)的乘數

在0.4~2.1之間，而由聯邦政府購買財貨與勞

務的乘數則略高(0.5~2.5)3 ；而台灣消費券的

乘數則約為0.43~0.66之間4。

至於價格補貼本是政府為維持特定產品

(油電、農產品等)的價格水準，對廠商提供補

貼，讓民眾得以用較低的價格取得產品。而

三倍券可說是對三千元的商品提供33%的折

扣，故類似價格補貼。然而，因為民眾必須

參與的設計(需先投入一千元)，讓三倍券無

法帶來類似現金或消費券發放的消費者滿意

度，是許多民眾(或媒體)抱怨的來由，不過政

府發放三倍券的目的本非提高消費者的滿意

度，而是希望誘發較多的消費，所以應該從

其可能的成效進行評論才較為公允。

我們或可從行為經濟學的「心理帳戶

(Mental Account)」說起，2017年諾貝爾經

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的Richard Thaler教

授認為消費者會在心中創造不同帳戶，據以

做出消費決策。人們往往對必須辛勤工作才

能獲取的「薪資帳戶」錙銖必較；而對因為

運氣或其他原因獲得的「紅包帳戶」採取較

隨意的消費態度。因此，當民眾掏出荷包中

的一千元換取三倍券時，等同在民眾的心中

創造出了一個價值三千元的帳戶，預約了未

來的消費，且對這個消費的選擇可能更為隨

意。此外，不管是實體券或是結合信用卡或

行動支付的數位券，均讓民眾「拿出」一千

元的時間點，與「實際消費」三千元的時間

點錯開，減少了民眾在消費當下的「不悅

感」5，進而刺激更多的消費。

因此，雖然消費者的滿意度可能不及現

金或消費券，但我們或許可以期待三倍券利

用心理帳戶與損失趨避的特性，並結合民間

力量(消費者自己的一千元)，讓政府能以較

少的預算，取得與當年消費券同等的刺激效

果(台灣人最愛的CP值)。而此次的政策也可

望在數年之後，透過實證研究了解其中的利

弊，成為政府未來政策設計的依據，就像是

當年的消費券一樣。

1.GDP＝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出口-進口。

2.吳中書、林國榮、張靜貞、陳建福、傅祖壇，(2009)，「發放消費券對國內經濟效益之評估」，行政院經建會研究報告。

3.Chinn, Menzie David, (2013), “Fiscal Multipliers”, La Follett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Working Paper No. 2015-00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papers.
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09121。

4.依據吳中書等人(2009)，消費券預算規模856.5億元，占2009年實質GDP比率0.65%，挹注GDP成長率0.28至0.43個百分點，故作者據此換算
得出0.43~0.66 的乘數效果。

5.Dan Ariely & Jeff Kreisler, (2017), Dollars and Sense: How We Misthink Money and How to Spend Smarter, Harper. 
  (中文書名：金錢心理學：打破你對金錢的迷思，學會聰明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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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Think Tank）是針對國內及國際

政策研究、分析與建議的組織，進而使

決策者及公眾就公共政策做出明智決策1。然

而，智庫過去較能夠直接接觸政策制定者及

對政策有影響力之媒體或機構，但因網路、

新媒體及社群媒體的興起，改變了公共政策

的分析、辯論與決策方式，以及一般大眾在

政策擬定中的角色定位與參與程度。因應此

趨勢，智庫應思考如何因應，嘗試變更研究

成果傳播方式，以避免影響力萎縮2。

因此，許多智庫都在努力重新建立多

元的溝通管道，透過創意、創新、精心設計

的不同新媒體管道，可對不同之受眾產生效

益，有助於在擁擠的全球思想市場中增加讀

者並促進其記憶力3。智庫不能僅依靠學術式

的研究報告來傳遞成果，因難以吸收且決策

者無暇閱覽4。世界銀行（World Bank）就在

2014年的研究報告中表示，在其出版的政策

報告PDF中，有31%從未被下載過，40%下

載次數少於100次，只有13%下載次數超過

250次，且高達87%未被引用5。

對此趨勢，「全球智庫和民間社會計

劃」（TTCSP）6 出版的「全球政策智庫指

數報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可說是針對智庫觀察與評比的最

重要指標，於近年建立了數個指標，以評估

及排行智庫如何利用網路、社群媒體或數位

媒體來傳播研究成果。其中戰略與國際研究

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是美國跨黨派的政策智庫，其

於TTCSP 2019中「全球智庫」及「最善用

網路」排行第4，在「最善用社群網路」排行

中已連續3年第1，以下就以CSIS為例，簡述

其以官方網站及數位媒體展現研究成果之方

式。

官方網站優化使用者體驗

CSIS官方網站近年來強調使用者體驗

（User Experience），目的在於可讓使用者快

速依其自身領域或需求快速找到所需內容，

並提供舒適之瀏覽介面。首先CSIS建立了主

題（Topic）及專題（Programs）頁面，藉此

一目了然CSIS之研究方向，除了在其下收錄

相關分析結果，亦會在網頁左方顯示文章階

層，以讓讀者更清楚了解其架構，甚至有些

專題之呈現方式無法於CSIS官方網站支援，

故另闢網站依據資訊呈現需求重新設計建

構。此外，網站也提供便利之搜尋功能，分

析文章可依據主題、區域、年份、作者及產

出形式（如報告、評論、國會證詞等）來個

業界

訊息

智庫數位傳播研究成果新趨勢
—以CSIS為例
■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黃玠然副研究員

1.McGann, J. G. (2020).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DEMPSTER, H. (2019). The evolution of think tank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here’s what I’ve learned,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3.McGann, J. G. (2013). 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4.Kuntz, F. (2013). Communications and Impact Metrics for Think Tanks,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5.Doemeland, D., & Trevino, J., (2014). Which World Bank Reports Are Widely Read? World Bank
6.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美國賓州大學於1989年開展之計畫，於2008年起每年出版報告公布智庫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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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或複合條件搜尋，分門別類及條

列式圖文並茂顯示搜尋結果。

而在研究產出之呈現方式，

CSIS除了每年維持發表約200篇左

右的研究報告（Report，PDF檔）

外，近年積極將研究成果直接以網

站頁面呈現而不編排為PDF，簡單

的評論為直接將文字置於網頁上，

超過數千字的互動報告（Interactive 

R e p o r t ） ， 則 除 文 字 外 並 置 上

豐富之互動式圖表（interact ive 

Chart）、嵌入影片，並於標題列上

加上章節方便讀者點選閱讀。

為了將資訊更直覺、便利的展現予使用

者，2012年CSIS成立iDeas Lab，由研究員與

產品經理、設計師和開發人員合作，利用創

新的數位工具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一系列引人

注目的產品。以近年之「China Power」專題

為例，研究包括軍事、經濟、科技、社會、

國際印象等主題，於主題頁面上彙整了研究

相關的影片、影音媒體、網站、研究報告、

資料視覺化（visualization）等數位內容，並

系統性整理參考資料，不僅方便讀者搜尋亦

利於後續維護更新。China Power專題因有著

大量的資料視覺化內容，便於讓美國一般民

China Power Project中頁面示意，左方為此專題之文章階層，右方為Taiwan頁面之內容。

China Power專題中網路普及率之示意，使用下拉式功能表選擇寬頻和

行動網路；將滑鼠停在地圖上可突顯該地區數據；亦可透過滑鼠移動

來顯示不同年份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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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可快速了解中國之現況，於2019年除了獲

得大量媒體報導外，也得到了許多網路傳播

或資料分析之獎項。

多元之數位媒體傳播研究成果

CSIS除將研究成果置於官方網站及透

過電子報傳播外，亦將研究內容同步發布

至各社群平臺，包括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YouTube及LinkedIn，此外也包

括知名部落格平臺Medium，方便使用者訂閱

瀏覽。值得一提的是，CSIS經常舉辦實體講

座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並直播於YouTube及

轉為影片，但因講座往往動輒一小時以上，

CSIS將其講座內容轉為Podcast7，除了方便

使用者直接收聽而不須盯著影片外，亦刪減

不必要之空檔使得收聽時間縮短，方便使用

者吸收。CSIS更將Podcast頁面入口置於官網

首頁之頂端標題列上，與Experts、Program

等重要分類有同等地位，顯見其重視地位。

CSIS從2016年起發展Podcast至今已有33個

系列，共計接近2,000集，每集長度約在20

分鐘至1小時多不等。

此外，CSIS針對認定為具高影響力的研

究報告，製作一系列「Preview」之2~3分鐘

影片發布於YouTube上，由作者口述搭配圖

片或影片摘要說明該報告之內容，降低閱讀

門檻，讓更多觀眾快速瞭解該議題重點，也

於影片下提供連結讓有興趣之觀眾可閱讀整

份報告。該「Preview」系列各支影片均有達

到數萬之觀看次數。

 結語：研究與傳播並行

CSIS除了維持一定的研究能量外，為

了將研究成果更平易近人的推廣，且增加受

眾接觸的數量與時間，花了許多心思在其官

方網站的設計與社群媒體的行銷。除了CSIS

外，亦已有許多的組織意識到，為了擴大影

響力，智庫內部人員除了研究外，亦需要同

時了解傳播之執行方式，以在嚴謹、細緻、

客觀的研究與總結、易懂、吸引人的交流之

間取得平衡。這並不容易，但對智庫的影響

力提升是不可缺少的。

7.Podcast為數位音訊內容，由講者預錄後置於網路，供聽眾隨點隨聽，多於通勤、健身或處理家務時收聽，因製作成本較影片大幅降低（僅
錄音即可），且相較短文或圖片可呈現較為深入之內容，被視為近年有相當成長潛力之數位媒體。

CSIS官方YouTube頻道之PreView系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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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一點靈

原本和女兒開心安排一趟

於今年3/9-21至英國就

學行程，順便參觀倫敦及大英

博物館。然而隨著從前所未聞

到駭人聽聞的大惡魔…「新冠肺炎」出現，

不僅將全世界按下「暫停」鍵，更是深遠影

響人類往後的生活模式。

二月亞洲新冠疫情已是大爆發，而歐美

則只有零星疫情，依當時的情況判斷，依計

畫踏上英國行。由於台灣對疫情掌握得宜，

瞭解搭機是最冒險的途徑，「順時中」就成

為防疫準則，裝備也一一遵循。登機後多數

乘客開啟「順時中」模式，該擦拭消毒的地

方都沒遺漏，全身防護也升級，機艙內也少

了平時的輕鬆與喧嘩；從小餐包快速的充

饑，自備吸管喝水，整個航程心中的忐忑與

緊繃，自不在話下。

中途於杜拜轉機，一眼望去，包含我們

共4人戴口罩外，其他人一如往常，真懷疑是

置身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再次登機，我們防

疫模式再重現一次。抵達曼徹斯特後，機場

彷彿有防護罩保護的錯覺，往來人潮喧嘩如

昔，真見識到什麼是佛系防疫。在前往飯店

的車程中沒忘「防疫五月天」團隊的叮嚀，

這一路的行程，就如災難電影「世界末日」

一般，全世界因為不知名的病毒擴散，我們

是時時警戒又惶恐。

在雪菲爾期間常會落入戴不戴口罩的糾

結，所以就會一直輪番戴上脫下，也得不時

忍受他人怪異的眼光。至3月中旬，倫敦染疫

人數是大量的往上竄升（雪菲爾的案例也已

超過500例），這下倫敦去不了、大英博物

館也別提了，而曾下榻的飯店外，竟有人莫

名倒地猝死，就不知是否為住房旅客，使得

我們更加緊張自身狀況，天哪！這所有狀況

根本就是驚嚇之旅。後來台灣更宣佈3/14當

日下午2點之後搭上返台航班的國人須居家檢

疫14天，顧不得半夜改機票回台，但前1小

時才改好，後1小時就通知停飛；這下就要手

刀快搶機票，就算貴也要買(單程近4萬元)，

然而航班取消多為臨時，就算有機票，也有

可能停飛，真是害怕回不了台灣。近日就有

報導，國人因疫情滯留土耳其超過90天，這

返台之路真是難啊！

回台入境時逐一疫情查詢、表單填寫等防

疫措施是面面俱到。雖然程序繁瑣，但很慶幸

國家的超前佈署。事後回想，若英國和台灣一

樣嚴正看待疫情，就不會很悲情的只去了雪菲

爾城、雪菲爾火車站及曼徹斯特機場三個地

方。但還好無畏懼地堅持防護，才能安然無

恙的全身而退；而那些英國必訪之地，只能

等待參加女兒畢業典禮時再去囉。  

■ 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 向玉玲副管理師

新冠肺炎疫情下

回台入境時機場防疫流程嚴謹，即使久候國人也願意配合。

疫情肆虐期間雪菲爾清晨的街景，民眾依然是佛系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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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云：「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這句話

說得一點沒錯。去年3月份就和家人計

畫去沖繩自由行，預定今年2月底成行，沒料

到碰到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航班大亂，原

定出發的航班因故取消改為提前一天出發，

也因此5天的行程臨時改為6天，心想那就放

慢腳步慢慢地享受沖繩的風光吧！

沖繩縣是日本最西南側的一個縣，縣廳

所在地是那霸市。沖繩縣由琉球群島中的沖

繩群島、先島群島以及太平洋中的大東群島

組成，隔海和九州的鹿兒島縣相鄰。全縣由

160個島嶼組成，其中49個有人居住，面積

約2,281平方公里，是日本陸地面積第四小的

縣，人口約145.2 萬。(註：取材自維基百科)

這次訂的旅館是位在中部的阿利比拉

(Alivila)日航度假酒店，入住登記時發現日本

人很多，幾乎感受不到疫情的影響，尤其是

日本家庭來此度假的比比皆是，飯店內非常

熱鬧，停車場也幾乎客滿，使我非常詫異日

本人的消費能力。這家飯店可謂地處偏遠，

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但是它的早餐非常有

名，有日式及西式不同的內容，也因此讓我

們體驗到日式餐點精緻的美味，西式菜色的

琳琅滿目。用完了早餐順道參觀飯店內設計

及周邊的環境，這家飯店的設計可謂古色古

香，很有西班牙克洛尼亞式的風格；接待櫃

台設在樓上，步下了美美的階梯出了樓下大

廳，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的大海，白色乾

淨的沙灘非常浪漫，尤其到了傍晚夕陽西下

的美景，讓人嘆為觀止，是我這輩子看過最

美的夕陽，讓我的相機幾乎停不下來，唯恐

美景稍縱即逝；沙灘的盡頭是一個木製的觀

景台，居高臨下景色盡入眼簾，下到另一邊

的海灘又有另一番景象，我想這間飯店本身

就是一個景點，住在這裡真是幸福滿滿啊！

由於是淡季，住宿費用節省很多，推薦給有

興趣來此一遊的好朋友們，找機會來感受一

下異國風情及美麗的氛圍！

此行為自由行，日本是右駕駕駛座和台

灣相反，一開始很不習慣，沿途車子不停的

發出蜂鳴聲，無奈只好返回租車公司察看，

一到租車公司它又不響了，好不容易再次出

發，沿途只見打方向燈時，左邊右邊搞不清

楚，擋風玻璃的雨刷狂刷，一陣手忙腳亂折騰

半天，直到第二天才習慣，真是不容易啊！

第一站來到「海之驛AYAHASHI館 海中

道路(宇流麻市)」海邊，有好多人在玩水上活

動，雖是平日但來玩的人絡繹不絕，也有說

著國語的同胞，還有很多人都是租車來此一

遊；整個海灣美得很令人放鬆，光是坐在海

邊看人玩水上活動，就可以坐很久。館裡面

展示許多沖繩的土特產，同時也賣很多的伴

手禮，大門旁邊還有一家賣炸魚類食物的店

家，還有好吃的冰淇淋(Blue Seal Ice Park)，

價錢不貴，很適合全家大小人手一支。

心
一點靈

日本沖繩旅記
■ 企劃行政室 牛馥蘭管理師

住宿旅館看出去的景觀。

住宿旅館沙灘夕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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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沖繩美麗海水族館」的途中，

突然天空下起傾盆大雨，還好到了目的地停

好車雨就停了，進了水族館內有很多日本年

輕學子，嘰嘰喳喳好不熱鬧，幸好水中的魚

兒不受影響，依然翩翩起舞般的游來游去怡

然自得；館內展示的水族箱，讓人看了目不

轉睛、不禁沉澱嘈雜紛亂的心，真不愧是美

麗海水族館，值得您來一遊哦！

古宇利島是一個擁有沖繩版「亞當與夏

娃」神話傳說的島嶼，跨越美麗湛藍海洋的

是約2公里的大橋，連接著屋我地島及僅次

於2015年完成的伊良部大橋，是沖繩縣內連

接離島長度第二的大橋；「古宇利大橋」之

美是沖繩屬一屬二的人氣景點，橋的另一頭

是擁有人類發祥地之說的古宇利島，傳說中

沖繩的亞當與夏娃－「Uminai與Umiki」，從

天而降後在此生活繁衍後代。古宇利島範圍

並不大，但因島上有著優美的古宇利大橋、

浪漫的心形岩、可以俯瞰美景的古宇利海洋

塔，超人氣美味的蝦蝦飯等，各種面貌都很吸

引人，非常適合安排一日遊或半日遊的行程。

我們買票搭上小車徐徐登上古宇利海洋塔，在

上面敲響和平鐘、喝下午茶，非常愜意。

停好了車來到可追朔至沖繩13世紀的歷

史古城―「今歸仁城跡」，此城為北山王住

的居城，因此又有「北山城」之稱；位於標

高100公尺，占地約4萬平方公尺，如萬里長

城般的石城壁為特徵之一，居高臨下，是讓

敵人難以進攻的沖繩名城之一；2000年11

月以琉球王國的城堡及相關遺產群的名義，

被列入世界遺產之一。今歸仁城跡目前已成

沖繩賞櫻景點，每年春天櫻花盛開，充滿歴

史文化與芬芳氣息。由於我們到訪時序為2

月底，看到還有一些櫻花，搭配著滿園的春

綠，感受到古蹟的幽美及懷舊的歷史遺跡，

有空的您不妨也來走走逛逛！

終於來到了名聞遐邇沖繩的文化王國

「玉泉洞」，地點位於沖繩縣南部的南城

市，距離那霸機場約18公里，開車約需30分

鐘左右。廣大的園區裡內容包羅萬象，玉泉

洞內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洞內十分遼闊，

規模之大非同小可，目前開放的區域約890

公尺，參觀約需要30至40分鐘。玉泉洞內的

步道設施完善，設有深入地底的階梯，我們

順著階梯走入洞內，看到各種千奇百怪不同

長相的鐘乳石，其中有一段水瀑布水量非常

湍急，令人訝異在這麼深的洞內居然會有瀑

布，出了洞口看到展示的玻璃櫃內，有著洞

內生長不同的生物，真是稀奇。參觀完了玉

泉洞，接著去園區另一個景點―EISA廣場，

廣場內的太鼓舞非常有看頭，幾位舞者使出

渾身解數，表演很賣力，內容有四竹、獅子

舞、ANGAMA等各式不同的藝能表演，令人

拍案叫絕，百聞不如一見，值得一看！

快樂的時光總是飛逝，玩了幾個景點也

接近了尾聲，看看相機、手機存滿了美好的

回憶，也該打包返回溫馨的家園，搭上華航

班機平安抵達國門，才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看到許多朋友因疫情、航班異動而取消行

程，覺得很可惜，才想寫下這篇文章分享給

未能成行的朋友，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也期

待下一趟再次大聲說出―「沖繩」我來啦！ 

玉泉洞拍照紀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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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裡

行間

圖解雪球-巴菲特投資學》這本書主要是在

教導讀者們有關巴菲特一些價值投資方

面的觀念，其以圖解的方式來讓讀者能簡單

的吸收，本文茲將書中內容歸納成幾個重點

分述如下：

一、投資者本身的EQ：要進行投資前

首要瞭解自己屬於怎樣的投資人，如果本身

個性喜歡追高殺低，容易為市場波動而影響

決策者，基本上就不適合價值投資法，這類

投資者應該選擇簡單的被動投資法，亦即購

買指數型基金以免血本無歸。一個好的價值

型投資者必須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一旦明

確判斷出企業價值後不論別人同意與否或市

場如何變動，都不能改變其想法，才不致於

受旁人左右進而誤判市場。我們都知道即使

投資績優企業也有可能賠錢，原因就在於選

錯進場時機，一般人總是容易在股票市場熱

絡時忍不住貪婪，大跌時卻又鼓不起勇氣，

造成投資決策錯誤，此時高EQ便可避免這種

因情緒起伏所造成的誤判。不過話說回來EQ

高低其實大多是天生的個性，好像很難後天

一下子改變許多，所以重點還是要先了解自

己，真的不妥，就被動投資或不如不投資，

保本就好。

二、如何選擇公司：選擇簡單易懂的產

業或是投資人本身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謹

守不懂的產業絕對不要碰，即使其有著高獲

利，也不要心動，因為你永遠無法預測其會

於何時反轉。另外確定產業之後，就要選擇

此產業中較具誠信、核心競爭力並有著較大

護城河的公司，選擇具誠信的公司，是因為

這種公司較不會將利益透過交易的安排轉到

大股東的口袋中，例如有一些公司會將其較

賺錢的部門獨立出去成立另一家公司或是將

其一些核心技術轉到另一家公司；而具核心

競爭力則是這家公司比較不會被市場淘汰。

最後選擇投資的家數最好限制在5~10家內，

因為買一家公司的股票要長期注意其相關新

聞、重新計算其價格，並掌握其進退場時

機，一旦手中握有太多種股票便無法好好觀

察。

三、長期持有：巴菲特認為投資一家好

公司要長期持有才能見到其複利效果，像可

口可樂這家公司，他便主張永不賣出。可是

這個觀點應用在國內可能有待商確，因為可

口可樂其市場擴及全球且其配方無人可仿，

具有極大競爭優勢，反觀國內之企業似乎沒

有這種公司，所以投資國內公司可能還是要

觀察其產業生命週期再決定持有時間。

四、投資IQ：巴菲特認為學生們所需

接受的理財教育為「評估企業的價值以及學

習思考市場價值」，所以要進行投資時還是

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識，懂得評定一家企業的

價值才有辦法判斷市場價格是否合理進而決

定進場時機。另外一個好的投資者必須對周

遭環境有著良好的敏銳度，隨時觀察日常生

活中的一些事物才能發現好的投資機會，例

如如果大家習慣用觸控式的方式來用電腦，

就要想到可能對滑鼠或鍵盤等廠商會產生影

響，諸如此類的。

《圖解雪球-巴菲特投資學》讀後感
    ■ 會計室 闕淑美組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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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及報名方式，將於活動前一個月於本社官網
(https://www.ctci.org.tw/)公布，屆時歡迎各界報名。

活
動
預
告

■ 繪圖/任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一年級)

新媒體發展趨勢與影響 論壇

日期：2020年9月26日（星期六）
地點：世新大學良彥講堂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AI倫理治理與醫療防疫 研討會

日期：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號11樓）

2020企業延攬境外生 說明會

日期：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號10樓） 

美中科技戰發展與我國產業
面臨之挑戰與機會 研討會

日期：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
地點：中華經濟研究院
         蔣碩傑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大安區長興街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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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李泓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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