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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顧2 0 2 1年，拜登當選美國總統、

Clubhouse爆紅、長榮阻塞蘇伊士運河

造成大排長龍、東京奧運、元宇宙崛起、新

冠肺炎變異株再掀疫情…謂「多事之秋」實

不為過；來到新的一年，編輯團隊祝賀每一

位讀者：事事如意、幸虎滿載！

今年2022，是本社的組織改造年，因

應國內社經發展趨勢，既有的三大研究中心調整為：資源暨環境研究中心、經濟

暨產業研究中心、人才培育發展中心、科技暨工程研究中心四大中心，期望能壯

大智庫功能、提具更切合國家發展脈絡的建言，也為本社開展出新氣象。

新年慶報社內兩件

喜事：一是許湘琴組長、

邱炳嶔研究員合撰的「塑

料回收趨勢、技術及案例

探討」獲頒中國石油學會

110年優秀論文佳作（由

邱研究員代表領獎）；一

是劉致峻研究員的「三篇

能源經濟實證研究：價格、需求與脆弱度」榮獲中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110年優秀

論文獎及2021年臺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碩博士論文佳作。

本期的「封面故事」聚焦回顧與展望（Retrospect & Prospect），回顧2021的

業務成果，期待2022在業務上有更豐質的斬獲；「業務走廊」囊括了去年度的

重要議題，及國際上具有前瞻性趨勢的議題。與2050淨零排放的相關議題如：

我國電力市場轉型與未來發展、聯合國碳交易市場的建構展望、氫能車輛，採

訪承德油脂李義發董事長等，以及由109年中技社化工學術獎得主黃炳照教授撰

寫的「名家講座」2050淨零排放的挑戰與機會，都圍繞在淨零排放的主軸上，

也請讀者與我們持續關注。新春的「心一點靈」，與讀者分享同仁成功以間歇

性斷食減肥的心得。

2022年開春，謹祝賀讀者平安順心。

開工團拜

淨零排放淨零排放  
創造未來環保新家園創造未來環保新家園

由中國石油學會林茂文理事

長（左）頒發，邱炳嶔研究

員代表領獎

由經濟部能源局游振偉局長（左2）

頒發，劉致峻研究員（右2）領獎；

指導教授為梁啟源教授（右）、廖肇

寧教授（左）



另一用人方面，這段期間本社陸續晉用

一些不錯的同仁，共4位博士，為林右人、芮

嘉瑋、郭華軒，以及高宛愉等博士級研究員生

力軍。至於組織擴充方面，未來仍會持續進行

招募、晉用新進主管、同仁，目標全社人數

50人，其中博士占比三分之一以上，藉此提

升本社的學研地位，又比如本社的出版品─專

題報告，立法院、政府相關單位等都會來索取

參考，已建立良好名聲。

如何讓中技社在遵法穩健之下能永續的

經營、成長，且提供同仁安定、生活無虞的工

作環境，這一直是我和陳執行長最大的目標。

去年本社依法辦理通過董事會改選，董事任期

調整為四年。我們中技社是1959年成立的，

成立60多年以來，相信秉持實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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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創

設宗旨再續下一個60年！最後、歲末年初之

際，向各位同仁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COVID-19一腳踢開！

響應政府帶頭為軍公教加薪4%(立法院臨

時會院會1月28日三讀修正通過)，我們

今年將會跟進，依照本社的薪資基準來調整

薪點值；除了調薪以外，今年尾牙的摸彩獎

金額度也特別提高10%。一如既往、高額的摸

彩獎金若是主管抽到的話，需額外捐出一半

另設獎項給同仁再抽。

今年業務執行順利。隨近年新興科技蓬

勃發展與國內外政經情勢演變，本社研究議

題範圍較以往規劃的更為深廣，但組織方面

我們需再做個調整。以目前本社有2個部室3

個研究中心來看，組織架構尚不夠健全，故

調整為多增加一個研究中心，未來將會是2個

部室4個研究中心的組織架構；其中這4個研

究中心分別為【資源暨環境研究中心（原能

源暨產業研究中心）】、【經濟暨產業研究

中心（原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人才

培育發展中心（原工程與教

育發展中心）】，另外

新增以針對未來新興

科技對產業社會之

影響為主要研究的

【科技暨工程研究

中心】。

懷念土耳其旅遊走秀時光

從2019年上任至今已滿3年，而中技社成

立也已63年，期間各階段組織調整，都

乘載著不同的任務，不變的是一本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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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6年轉型為公益智庫，委外邀請

專家撰寫研究報告，到5、6年前開始與專家

共同研究。為了持續提升研究能量，我們去

年年底晉用了四位博士，期能以專業之研究

分析議題，並對症下藥提出政策建言，符合

我們成立的宗旨。

董事長對於本社未來發展有許多期許，

在議題研究上講求前瞻及永續，例如淨零碳排

下，國際上相關規範會持續影響我國產業，

在再生能源、氫能、儲電、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ESG揭露等面向，要如何規劃未

來路徑；又如我們持續第4年進行的國際醫療

議題，希望結合我國在ICT產業的強項，探討

數位開刀房軟硬體、法規的配合等。

而在國際醫療、風力發電、半導體、減

碳等議題上，都發現人才是一個非常大的重

點，也是痛點，台灣因為少子化、人力結構

老化，有青黃不接的現象，如何傳承經驗，

增加在國際上競爭力，是我們一直關注的。

今年與化工學會合作實作的題目，並延續去

年產學研究的議題，繼續研析工藝技術人才

發展培養策略。

豐盛年夜飯

今年也是本社獎學金發放60周年，延

續培育科技人才的初衷，從最早以基礎科學

所需人才為對象發放獎學金，到目前進入創

新階段，增設創意獎學金等。而獎學金對象

除了學生，也把人才培育最重要的角色─教

師，納入其中。除了和六大學會頒發學術獎

外，在獎學金頒獎典禮的手冊中也將老師的

照片放入。此外我們也提供學研界聘僱國外

師資的補助，去年共贊助了9個人次。種種努

力都希望在整體教育體系中，不只是獎勵、

補助學生，還能夠讓師資這塊往上提升。

另外，由於新冠疫情，業務上受到一些

挑戰，但相對來講也是機會。拜科技

之賜，業務有創新的可能，例如境

外生企業參訪，在2020年改為企

業延攬境外生媒合會，當時與投

資臺灣事務所合作，共8家企業

參加，獲得不錯的迴響。而去

年年中因疫情進入三級警戒，

改為線上媒合會，除了時間較長

之外，空間也不受限制，參與人數

大幅提升，媒合雙方反應都非常好。

種種努力都希望能替我國產業人力運用尋找

活水，將外籍高階人力留在台灣。

整體來說，2022年研究人力精進，未

來探討議題將會越廣且深；相關軟硬體也隨

之提升；獎學金規劃和執行在各面向亦趨完

整。作為執行長的我，期許能將董事會核定

的業務，按部就班地做對、做好。

年夜飯全家福溫馨團圓
宜蘭三層坪觀光

【董事長賀歲】

虎躍新程 篤行不怠虎躍新程 篤行不怠
【執行長賀歲】

龍吟虎嘯 臘盡春回

陳大廚刀工一流

虎年至動物園看虎游泳

兩長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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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年度回顧回顧與與展望展望

Retrospect& ProspectRetrospect& Prospect

除貢獻社會外，也能增加個人收入及緩解產業

用人問題，各國為因應人口老化、年金財務議

題，紛有延後退休年齡的相關策略。本議題從

產業、社會、個人和政策法規面向研析，借鏡

國外相關政策、評估延後退休措施，並研議我

國延後退休年齡、數位科技賦能等策略來因應

未來產業所需人才缺口。 

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發展趨勢分析

隨著市場經濟普及與科技技術進步，再加

上新自由主義經濟思維的影響，使得自由貿易興

起，如自由經濟區、單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

建立，然而伴隨而來的是貧富不均與本國產業受

衝擊。於是出現為保護本國產業而對進口產品設

定較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或其它減少進口額的

經濟政策。台灣是以貿易導向為主的國家，國際

經貿環境的變動將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本議題透

過彙整當前國際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發展概

況，研析主要國際經貿組織之發展趨勢，以及已

開發與新興國家面對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態

度，探討國際經貿環境變動下台灣的處境。

COP26之後全球碳交易市場之發展與因應

在各國紛紛提出碳淨零排放目標情況下，

具彈性、高成本效益的碳市場陸續成立，以歐盟

及中國大陸碳市場最具規模，2021年11月聯合國

氣候大會後，全球碳市場連結性和規模更將快速

擴大，預估2030年前可能超越原油交易市場。而

主要國家例如歐盟在設計其碳市場時，加入保護

產業競爭力機制，顯見兼顧經濟與環境是碳市場

設計重要課題。有鑑於此，本議題將彙整研析聯

合國、歐中日韓等主要國家強制性及自願性碳市

場之設計、運作方式與發展現況，及碳市場連結

及產業競爭力保障設計，最後探討台灣企業未來

運用碳市場機制之可能機會。

■ 王釿鋊兼代主任

環境暨經濟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2021年完成4項議題研討，舉辦11場座談會，
進行8場訪談，提出3份政策建言，出版4本專題報告及1本專書。

環經中心同仁

Retrospect--2021年議題研討成果

臺灣國際醫療發展走向與促進醫療產業

之發展

本研究發現臺灣發展國際醫療可成為健保

系統之強力支柱，惟建議透過第三方監督以確

保健保品質。以專屬、較難複製，且具世界級

水準的特色醫療作為突破點，建立知名度；並

以資源相對充足之高階放腫治療與高階牙科作

為重點發展，組成特色醫療與癌症醫療國家隊

並加強行銷，同時結合牙醫技術教育推動牙材

行銷出口。並建議由政府主導建置具防疫中繼

與整合國際醫療功能的國境醫院，重啟因疫情

受到限制之國際醫療。

臺灣半導體產業面對國際政經環境變動

的挑戰及回應 

邀請工研院、中經院、中華採購與供應

管理協會等專家協助，研蒐全球主要半導體供

應鏈變動趨勢和應對戰略，並透過國內供應鏈

產業動向調查和訪談，建議產業需審慎評估赴

海外設廠的地緣政經因素和未來市場供需消

長，而最為關鍵者需能持續掌握研發創新技術

能力。而政府可以強化改善產業五缺和投資環

境，尤其各國會有搶才留才需求，我國更應提

出積極的人才政策誘因。

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

因應與商機 

邀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KPMG、綠基會等

專家合作，研討國內外碳管制趨勢、電力市場轉

型，對於企業的影響與因應，以及我國發展創

新能源產業之商機與模式。建議企業及早建立因

應國際減碳趨勢能力、導入內部碳定價和減碳財

務機制；而電業法修法後，期待能協助電網具備

足夠的彈性因應國家能源政策目標及用電變動需

求。此外建議政府透過碳定價機制、適度補助誘

因、加速智慧電表建置、提供綠色融資等，協助

建立創新電力商業發展環境。

臺灣電動車智慧聯網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 

邀請車輛中心、車聯網產業協會等協助，

及透過供應鏈系統業者訪談/座談，研討如何強

化電動車與智慧聯網產業關鍵技術發展，及進

入國際供應鏈體系。建議包括：發展電動車產

業可由固定路線的車輛如大巴士做起，中小企

業可參與生產並提升研發能量；由具Tier 1量能

廠商整合資源，透過平台協助車廠、相關領域

業者加速研發和發展新型態服務；鏈結法人技

術及產業量能，法人應建立測試驗證量能，透

過系統化整合、模組方式進軍國際市場。

Prospect--2022年研究議題

拓展亞洲醫療市場之產業發展策略

延續去(2011)年議題探討國際病患至台灣就

醫(inbound)的研討成果，發現醫療本業難以營利

為目的，要擴大醫療產業發展，輸出(outbound)

更具重要性。近年科技產業紛紛切入醫療領域，

若能結合臺灣優秀的醫療人才與科技/健康產業

合作共同走向國際，醫療服務市場將放眼全球，

進而擴大醫療產業發展。因此規劃辦理研討會

議，並蒐研臺灣國際醫療新南向政策推動現況與

願景、醫療新南向國家之醫療市場，提出醫療結

合科技最有機會進軍之新南向國家及策略建議，

希冀連結臺灣醫療本業與資通訊及AI，拓展新

南向市場，將國際醫療產業化。

強化我國先進製程與化合物半導體

產業鏈之建議

台灣在晶圓代工的技術與產能領先全球，

但目前原料、先進製程設備仍是歐美日半導體廠

主宰；而化合物半導體方面，上游晶圓材料的技

術及成本高，且為寡佔市場，台灣晶圓代工廠若

無法獲得上游穩定料源，在化合物半導體市場近

期可能無法發揮優勢。有鑑於此，本議題將透過

彙整主要國家與台灣的先進製程與化合物半導體

產業現況、優劣勢以及各國未來的強化政策；分

析半導體產業未來發展與應用趨勢；考量產業鏈

布局、經濟效益、商業利益、政策資源等，研提

鞏固與強化台灣半導體產業競爭力之建議。

人口結構老化對於我國產業、社會的影

響和因應－延後退休年齡之機會與挑戰 

我國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人口結

構老化一方面將造成產業人才短缺並對經濟和

社會帶來衝擊，另方面國人平均壽命延長，平

均退休年齡相對其他國家提早許多。延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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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2021年議題研討成果

全面建構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

邀集中鼎、台大、台灣金融研訓院、台綜

院等單位之專家學者與中心同仁針對國際市場趨

勢、國內政策沿革與現況、產業發展關鍵議題

(運維、人才培育、浮式風機)、EPCI統包工程建

置策略、專案融資政策分析與建議等面向進行研

討。議題執行期間藉由訪談與座談會方式，彙集

業界目前遭遇困難與未來發展建議。

央行數位貨幣之內涵與影響因應研究

邀集央行、中經院、金融研訓院合組研究

團隊，研討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內涵與可能

影響。內容涵蓋各國推動CBDC的政策規劃、中

國發行數位人民幣的進展、CBDC對國內金融機

構的衝擊與風險、CBDC對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

的影響，最後研提出發行CBDC的架構設計建

議。並將研究成果舉辦研討會，線上與實體共逾

240人參加。

面對國際資金新情勢金融產業之

挑戰與對策

邀集台灣金融研訓院與金融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等7位組成研究團隊進行分析國際金融發展

情勢外，對鄰近之新加坡、香港，其發展運作模

式以及匯率操作等進行剖析，同時映照我國之情

勢與做法。議題執行期間藉由辦理業界座談會，

彙集業界觀點與對我國打造具特色之亞洲金融中

心之未來發展建議。研討成果為舉辦研討會，實

體與線上共約160人與會。

亟待注入落實韌性的體質。本議題擬從宏觀角度

切入研究，並結合政治及經濟面向進行探討產業

供應鏈韌性之發展。

台灣在關鍵材料稀土供應鏈的衝擊與因應

中國是全球關鍵稀有礦產資源的最大生產

國，主宰礦產資源、控制供應鏈。歐美相繼

頒布新命令以確定關鍵礦物種類，其中的稀土

更是美國拜登政府列為四項關鍵供應鏈中的一

項。這幾年來中國實施出口限制，存有供應不

確定風險。中國在稀土方面專利數量已遠超過

美國、甚至日本，是否對美國或其他國家在稀

土供應鏈上造成更大的威脅，值得關注。本議

題擬先對全球關鍵礦物的現況有個概觀，進而

在中國控制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思維下探討歐

美因應對策，以及稀土戰開打台灣的挑戰、新

契機與可行對策。

建構AI產業應用治理框架論壇(第2年)

在「AI應用發展方向探討」面向，針對第1

年度「AI在教育領域應用探討」所篩選出3大關

鍵議題範疇，將進一步邀請專家進行深入論述，

彙整研討成果，出版一本專題報告與一場研討

會。同時開始籌畫AI在製造領域應用之研討，

將考量台灣製造產業特性，針對應加強AI科技

研發方向，以及在AI科技應用下對社會產生的

可能影響，綜合研析篩選出關鍵議題，供後續深

入探討。在「AI治理準則探討」面向，針對第1

年所收斂之4項主題，運用如田野調查、社會實

驗、民意調查與企業調查等方式，並利用質化與

量化並行的複合方法，進行數據與資料的累積，

以及政府公開資料進行研究。

■ 王釿鋊主任

能源暨產業

【能源暨產業研究中心】2021年完成5大議題研討，舉辦2場研討會、
17場座談會、17次專家訪談，提出2份政策建言，出版4本專題報告。

目標。為達成全球-1.5°C的目標。例如台積電前

(109)年成為全球首家加入RE100的半導體公司；

台塑集團去(110)年底亦宣示著手規劃達到2050

年淨零碳排的路徑。這些均可說是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Ostrom提出的「多中心(Polycentric)治理模

式」的落實。透過中、小型規模的治理單元的合

作與相互監督，有效凝聚解決難題的集體行動。

故本議題將以我國經濟發展基礎的石化業為例，

研討一套可行之多中心治理模式，以促成產業淨

零碳排、國家順利轉型的目標。

接軌國際建構我國化工產業ESG資訊

揭露框架

ESG資訊揭露已是國內外發展趨勢，歐盟

與我國金管會都已提出相關政策。歐盟於2020年

中發佈永續分類標準(EU Taxonomy Regulation)，
建立六大環境目標框架，以經濟活動(Economic 

Activities)為盤查範疇，並訂定符合永續的標準，

要求企業需公開揭露相關資訊，期望透過透明的

資訊揭露，引導金融業及投資人的資金流向符合

永續經濟的經濟活動。金管會於去年提出「台版

永續分類標準」，石化業也被列入進行探討。本

議題除了將收集國內外相關政策與產業資訊外，

並將尋求與化工相關公協會之合作(如石化公會、

台灣化學產業協會等)，對於石化業之經濟活動邊

界設定、盤查、排放標準及揭露共同研究。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全球疫情擴散，截至2021年底約2億5千萬

人受感染與超過500萬死亡案例，而2020年全球

GDP較2019年下降4.5%。零接觸抗疫措施打斷供

需平衡，也打亂貨物運輸體系。當前疫情似乎逐

步趨緩，但因疫苗供給與文化因素，沒能全球同

步舒緩，IMF預期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今年仍

無法回復到疫前情況，影響全球供應鏈回復。回

顧歷史，重大天然災害，亦會帶給全球或區域供

應鏈很大衝擊。再者，政治與意識型態落差，如

美中貿易戰與制度之爭，引發了供應鏈重組。數

十年全球化發展所建構的供應鏈體系，在追求效

益與利潤的思維主導下，脆弱而充滿不確定性，

能產中心同仁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修訂與發展策略之研議

與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與4位業界

專家合作，以bottom-up方式，藉由產業問卷與

產業座談會之舉辦，匯集各方意見，研討後續接

替條例與配套之適切內容，在條例即將完成修法

前，將業界疑慮或在乎的問題點，再做討論與溝

通，並於行政院修訂草案提送立法院審查之際，

完成彙整，提供政府相關單位研修生技醫藥產業

發展條例內容之參考。

建構AI產業應用治理框架論壇(第1年)

此為三年期之計畫，第一年完成研討架構

規劃，確立分成「AI應用發展方向探討」與

「AI治理準則探討」兩個方向進行，廣邀社

科、公共政策制定，以及科技專家共同參與研

討。目前「AI應用發展方向探討」面向已完成

AI在教育領域應用之初步探討，篩選出1)培育

國小/中學/大學學生AI思維、2)強化學校教師/行

政人員的AI技術與教學能力、3)探究如何透過

AI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等3大關鍵議題範疇，

另「AI治理準則探討」面向亦完成大範圍的文

獻探討，並收斂出1)AI對學習成效之影響、2)AI

對兒少帳戶之影響、3)AI對個資之影響、4)AI取

代勞力之影響等4項主題。

Prospect--2022年研究議題

石化業淨零碳排：多中心治理模式的研討

面對氣候變遷危機，宜破除原有思維，應

由各國、各部門、各產業、各企業，承擔自身

的減碳責任，才有望達成全球層級的-1.5°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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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計畫

2021年與國內產學研單位合作研發5案計

畫，含括智能化、資源再生及工程技術等應用技

術領域，協助提升國內產業技術能力，促進產業

發展及競爭力。另歷年研發成果，本年度應用於

產業計15次，並於大學院校教育推廣4次。

2022年將持續與國內產學研合作技術研

發，促進產業技術升級與發展，本年度共執行

5案計畫，其中2案為延續性計畫，包括「工業

管線法蘭螺栓自動鎖固技術於工地現場應用開

發」、「智慧橋檢雲端資訊模型系統研發」，以

及新案計畫「工地危害分析與偵測技術開發」、

「人工智慧運行平台功能開發」及「旅客行李品

質智慧查核系統開發」。

議題研究

2021年研究議題為「如何深化化工教育之

產學合作」議題，蒐研國內、外(美、德、日、

韓)產學合作政策計畫、推動模式及運行成效，

探討對我國產學合作發展之啟示及建議，並綜

整大學院校化工系之產學合作推動現況，作為

運行產學合作之參考。另訪談多位產學界專家，

瞭解學校及企業在各項產學合作模式所面臨之問

題，並從而政策面、法規面及執行面研提各項

產學合作改善建議。此外，與企業、學校、公

（協）會、學會共同討論及合作，研擬深化化工

教育產學合作之實務作法，期促進產學深度交

流，進而共同培養「學以致用」人才。

2022年研究臺灣技職教育培育技術(藝)專

業人才之策略，由於臺灣科技創新與數位轉型

加速推動，生產動能續呈活絡，各行各業急需

大量專業的工藝技術人才。為解決產業面臨的

缺工、缺才問題，進一步探討工匠人才供需情

形與職能需求、臺灣產業智慧轉型發展與問題

及國際工匠教育推動策略與成功經驗，最後研

提培育工匠人才推動策略與建議，作為技職教

育推動之參考，目的為能有效鏈結工匠教育與

產業經濟發展，為創造產業經濟價值及提升技

術人才競爭力作出貢獻。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

2021年共頒發研究獎學金19名、創意獎學

金13名(隊)、境外生研究獎學金25名(11國)、境

外生生活助學金18名(9國)，總計有12校，108位

優異學生得獎。

2022年是中技社獎學金設立一甲子，除持

續頒發各類獎學金，將鏈結歷屆獎學金得主傳

遞經驗與知識，辦理「校園演講」、「大師創

業對談」及「中技社獎學金60週年茶會」，建

立交流網絡及創造合作機會。

中技社AI創意競賽

2021年以「AI與農林漁牧」為競賽主題，範

圍涵蓋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及生態保育領

域，評選出7隊作品獲獎，第一名獎金40萬元，

第二名獎金30萬元、第三名獎金20萬元、4隊佳

作，每隊獎金5萬元，共計頒發獎金110萬元。

2022年將規劃一個主題，開放教育部認可

之大學校院，鼓勵教授及在校學生(大學生~碩

博生)跨領域合作、跨校跨系組隊報名參加。

企業延攬境外生線上說明會

2021年與經濟部投資臺灣事務所合作辦理

「企業延攬境外生線上說明會」，參與的8家企

業提供45種以上工作職缺，其中138人次獲得企

業面試，共12位獲得企業正式聘用、17位於畢

業後錄用，另有55位學生資料進入企業人才資

料庫。

2022年將擴大境外生與企業媒合平台的服

務能量，規劃辦理1場線上說明會，協助企業網

羅所需求的大學、碩博士境外生人才，提升境

外生畢業後加入國內企業的工作機會。

兩岸青年學子互訪

2021年因疫情影響暫停辦理。2022年將視

疫情情況辦理活動，促進兩岸青年學子對產業

科技發展、能源、環境等議題的認識，同時增

進彼此交流學習。

其他科技人才培育相關工作

�獎助特定大學創業相關學程
2021年獎助成大、清大、交大、臺師大、

逢甲5校大學創業相關學程，共舉辦專家講座75

場、辦理15場工作坊、參與競賽作品31件、培

訓47位創業種子教師及成立1家新創公司。2022

年將持續辦理獎助5所大學創業相關學程。

�全球頂尖人物系列演講計畫
2021年受疫情影響無接獲申請補助。2022

年將持續與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合作

辦理，受理4次演講活動申請，補助諾貝爾級學

者來臺演講。

�中技社學術獎
2021年與化工、化學、材料、物理、電機

及機械6學會合作，表揚在學術上有顯著成就或

貢獻之科技人才。得獎人臺大化工系徐治平教

授、臺大化學系劉如熹教授、陽明交大材料系

陳三元教授、臺大物理系裴思達教授、成大電

機系李清庭教授、臺科大機械系林榮慶教授。

2022年將持續與6學會合作辦理「中技社學

術獎」，表揚在學術上有顯著成就或貢獻之科

技人才。

�補助學研界延攬客座人才
2021年補助臺大、成大、清大、臺師大、

中興大學及中研院等6單位，聘請來自美國、日

本等9位專家學者。2022年將持續協助國內學術

單位或研究機構，延攬國際間於物理、化學、

化工、材料、電機、機械、生技或資訊領域，

具卓著聲譽之教授或研究人士來臺講學或參與

研究計畫。

■ 楊顯整主任

工程與教育發展

持續執行具經濟效益之科技研究，研發產業應用技術；

探討教育相關議題，研提培育人才策略與建言；

頒發「中技社科技獎學金」、辦理「中技社AI創意競賽」等多
項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及襄贊相關學術活動，致力於科技創新
及公益永續的理念。

工教中心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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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相關工作

2 0 2 1年5月中旬，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CECC)發布雙北第三級防疫警戒，不出數日警

戒範圍擴及全國，本社採取三大對策因應：一

是執行企業持續營運方案，啟動分流到班、分

組居家辦公機制；二是增設健康照護員，與職

安衛專責人員共維護同仁健康衛生管理及防疫

措施宣導執行；三是防疫物資整備，進行防疫

物資採購與管理；在上下一心落實執行防疫措

施下，本社安然度過疫情嚴峻的2021年。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21年底呼籲

「在2022年終結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並

強調「疫苗分配與接種推廣是結束新冠大流行

的關鍵」。目前CECC正如火如荼推動全民進

行疫苗加強劑之接種計畫，董事長亦於一月中

旬之社務會議中指示、鼓勵同仁配合政策接種

第三劑疫苗為首務，竭力達成全民防疫目標。

會議室設備更新與建置

2021年因新冠疫情衝擊，限縮人際實體接

觸，視訊會議與遠距交流之工作新型態蔚然成

形，為順利推動年度計畫業務，自4月起陸續

完成大會議室及圖書室音訊暨視訊設備更新整

備，透過現代科技以最佳化數位環境品質，提

供業務單位辦理大型座談會議可進行多人多點

連線視訊功能，打破距離限制、節省可觀之差

旅費用與時間成本，協助年度業務目標達成。

2022年隨著組織擴編、研究議題領域跨界

規劃，業務單位藉由新穎之數位設備與國內外

產官學研業界交流互動，將持續維護精密設備

之正常運作並觀察蒐集使用者回饋意見，規劃

設備功能擴充可行性，提升設備應用效能。

董事會改選

2021年8月底為本（第22屆）屆董事會屆

期之日，8月26日依捐助章程規定程序，改選

第23屆常務董事、董事及監察人後；全體董

事並一致推舉現任董事長潘文炎博士續任本

社第23屆董事長，至此改選順利圓滿完成；

董事會改組案後經專案報部於10月19日奉經

濟部函復核予許可，並完成法院變更登記報

部備查等事宜。

2021年本社依最新修正捐助章程選任新屆

董事會，為財團法人法施行後之首屆董事會，

深具法人新時代意義，潘董事長於當選人會議

中宣示提出，未來逐步進行組織變革，跨域研

究之新願景，2022年將持續遵循首長擘劃經營

藍圖與決策、辦理本社重大專案之推動執行。

資通安全業務實地查核

2021年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於10月下旬

蒞社進行資安查核，除針對資安責任C級單位

應辦事項之逐項檢核外，稽核團隊並進行走動

式查察機房設備運作與人員訓練情形；最後評

鑑結果顯示，在法遵事項計有5 件工作已完善

建置且優於法規標準；尚須改善修正事項計有

12 件。資安實地查核為主管機關之納管新制，

亦為本社近年來首次接受之業務查核，於法規

與實務上均處初探階段，在資安長督導、內部

稽核及資安工作小組共同努力下，於11月底初

步完成資安維護之改善工作並依限報部。

2022年將持續推動資通安全查核後之資通

安全維護計畫執行與改善工作，將依規定每半

年亦即於本年6月陳報改善工作最新進度、加強

資安工作小組人員專業訓練外；預計於上半年

辦理全體同仁資安訓練、下半年度參與工業局

辦理之資通安全管審會議，進行資安經驗分享

報告與交流。

新人召募與教育訓練

2021 年下半年，執行跨域研究、提升自

主研究量能之人力決策，陸續晉用4位學經歷

俱優之博士研究員，工作年資7-15年、平均年

齡45歲，深具新興科技、產業發展及政策等領

域之研究專長與歷練；目前本社研究員共計19

人，其中博士級研究員達10人，將分別於資源/

環境、經濟/產業、科技/工程及人才培育等各領

域，開發研究新議題、貢獻所長。

2022 年將視智庫研究領域、業務調整之需

求，再行規劃高階人才招聘、逐步達成組織改

造目標；此外，持續執行教育訓練決策，籌辦

科技新知、職安衛生、資通安全等專家演講授

課，協助同仁精進學習、充實專業職能。

■ 李齡主任

企劃行政

2021年除例行工作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第三級防疫警戒
中，實施企業持續營運方案、會議室硬體設備全面更新協辦智庫業
務、董事會屆期改選、首度接受主管機關資通安全實地稽核、高階
人力招募計畫為5大重點工作。

企劃行政同仁

工作流程的改善與優化、人力培訓發展計畫執行、內部法規制度適法

性及完整性之檢視修正、ISMS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規範之PDCA循環管理、

歷史圖文資料之編撰檔管等工作為本室持續不輟之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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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產中心 許湘琴

AIAI在教育領域之應用在教育領域之應用

立資料庫妥善彙整分析與診斷，並隨時回饋到

系統中進行調整與改善，讓整個AI教育系統能

更為周延並與時俱進。

 AI在教育應用上的關鍵議題

如AI教育系統所呈現的，當AI導入到教

育系統中，會產生很多過去在傳統的教育模式

中，所無法達到的效益，但凡事都是一體兩

面，相對的也會產生一些問題，經過多位專家

討論收斂後，篩選出三個關鍵議題值得再深入

探討。

一. 培育國小、國中、大學學生AI思維
目前運算思維經過多方爭辯後，有較清

楚的定義，大致可歸納出抽象、分解、回歸思

考、啟發式推理等項目，但對AI的定義較沒有

從學術角度作深入探討，而是各自解讀。當大

家都認同為因應未來新時代需求，具有AI思考

的方式是具競爭力的必備條件之一，但針對不

同學齡、不同專業領域與需求，所要具備的AI

思維應是要有所區分，是有必要先定義清楚，

才能有清楚的目標、清楚的範圍，最後有清楚

的策略去推動。

二. 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AI技能
不可否認AI是一個功能強大的工具，但

仍需精準駕馭，妥善運用才能大大提高輔助效

益，產生良善與正面的影響，進而降低負面問

題的產生。所以應形塑一個機制，協助老師強

化AI技能應用在教學工作，並避免落入AI潛

在的陷阱，以及幫助行政人員運用AI技能讓

學校系統的運作更加有效率，讓教學資源能

更公平有效的被分配。

三. 解決偏鄉數位落差
在偏鄉教育與城市教育上原本就存在著落

差，其中影響的因素非常複雜，有物質因素，

也有很多的非物質因素，現在都有一些AI科技

可以加以應用來縮短兩者的差距。但在利用AI

科技協助時，也會延伸出數位落差的問題，這

包含了網路環境、資源、思維等因素，應該是

整個教育生態需要做一些調整，對相關政策的

形成更為重要，也需要更為精準。

 結語

教育是百年大計，韓愈的《師說》提到，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AI科技

或許能做到協助授業和解惑，但傳道部分還是

需要師徒相授的傳承方式，所以運用人類智慧

與人工智慧的結合，人機合作的教與學模式，

擴充人的智慧與工作效能，打破傳統思維，才

能培養終身學習，以及創新與創造能力，達到

未來教育目標。

針對上述提出的三個關鍵議題，本社後續

將邀請多位相關專家深入探討，並規劃於今年

舉辦研討會，以及彙整重要論述，出版專題報

告做成果展現。

AI科技正在改變人類的生活與社會型態，

對教育也將帶來巨大的影響。中技社有感

於人才是一切經濟與產業的基礎，故提出AI在

教育領域應用之研討。去年在陳力俊院士與現

任台灣教育大學系統吳清基總校長，以及致力

推廣AI教育的前台灣師範大學張國恩校長協助

指導下，順利邀集多位國小、國中、高中、大

學的校長與教育專家、致力開發教育應用的AI

科技學者，以及社科專家，召開兩場次的跨域

座談會與多場專家討論會議。與會專家都認同

未來的教育目標，是以因材施教、跨域學習、

人文啟發、創意思考為主，而這些目標都可藉

由AI技術的輔助加速達成，如教育機器人、融

合生活應用情境學習、學習歷程分析、重複性

教學系統、教學平台…等等，但在利用AI科技

的同時，也要有一些共通性的考量，包括社會

公平性、資源有效性，以及AI的倫理素養⋯

等。經過專家的研討與相關資訊的收集，初擬

出一個AI教育系統架構，以及篩選出一些AI在

教育應用上的關鍵議題，將於本文提出簡要說

明。

 AI教育系統架構

教育是以人為主體的行為，當AI科技應用

到教與學的模式中，絕不僅是帶來寓教於樂的

娛樂效果，如果能好好善用，絕對是一個讓老

師、學生，以及教育行政人員三方都受益，且

互利共生的有力工具。所以當AI科技用來輔助

教育系統，應是以人為本，同時要兼顧到平等

的概念，並且是以學習者為中心，而整個AI教

育系統應是包含教材內容、教材表達，以及教

育行政三部分。

在教材的內容上，應培養AI的思維，也

就是解析推理的能力，利用演算法背後的思維

邏輯來解構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強調具備

對人工智慧抽象概念的理解與應用，並不是所

有人都要接受同一套的AI技能訓練，針對學習

者的學齡、專業領域的不同，進而有 AI+x1和 

X+AI
2的不同學習模式，所要具備的AI技能都應

有所差別，應要做一些精確的規範。

由於人工智慧在各種數據的處理上，具備

人類無法達到的「速度3」、「維度4」、「強

度 5」、「粒度 6」等境界，所以在教材的表達

上，善用AI技術的輔助，更可誘發學習者的學

習興趣，朝向自動、自學、自主、自覺，以及建

構式的學習方式，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利用AI

的學習歷程記錄與即時分析，協助老師和學生掌

握教學與學習的變化，更易達到因材施教之效。

而在教育行政部分，善用AI科技可促使教

育行政上更為有效率，讓資源更有效的被公平地

使用。如AI跟ICT技術結合，可以協助處理學校

和教師例行繁瑣且重複性的行政事務，也可以強

化校園的安全防護系統，在AI科技的輔助下，會

比傳統的方式來得更加有效、更加徹底。

整個AI教育系統架構如右上圖所示，且藉

由運用AI科技所累積的所有歷程數據，也應成

人性/以人為本 (+平等)

Learner Center

教材內容

AI的思維
1.Computational thinking 
2.Problem solving

教材表達

誘發興趣
1.自動、自學、自主、自覺
2.建構式學習

演算法的思維邏輯數理邏輯

應用情境
數理、人文、藝術、
社科…
(大中小學)

X +AI AI+X

教育行政

AI系統

資料庫(各面向診斷基礎)

or

Domain 
knowledge

分流培訓
AI基本概念(了解好處)
AI應用(了解可用技術)
AI技術概念
AI進階技術

2021議題成果概述

1. 大AI小X：擁有AI的專業能力與不同領域知識的跨域結合
2. 大X小AI：擁有不同領域專業能力具備應用AI的技能
3. 能以遠勝人類數十億萬倍的速度來處理、計算與分析資料
4. 可同時接收各種來自物聯網感測器的資料，遠超過人類僅有的五感
5. 可以不眠不休、日以繼夜的工作，還可透過雲端計算結合眾多計算資源
6. 在數據的細節處理上，遠比人類還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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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經中心 郭佳韋

減碳趨勢下減碳趨勢下
台灣電力市場轉型與未來發展台灣電力市場轉型與未來發展

台電以外的電力資源提供輔助服務。台電於去

(2021)年11月正式啟用電力交易平台，首先啟動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商品分為調頻備轉、即時

備轉、補充備轉2等；今年1月規劃再啟動備用

容量3市場。目前可參與市場的資源包括發電機

組、儲能設備、需量反應及自用發電設備，這些

資源必須透過合格交易者4身分進入市場進行交

近
來節能減碳儼然已成為全球熱烈討論的議

題之一，為了減少碳排放量，能源轉型

是不可或缺的環節之一，而能源轉型最關鍵的

就屬電力部門。電力系統的發電結構中分為基

載、中載和尖載電力；基載電力（如燃煤、核

能）是指能24小時持續運轉，滿足基本用電需

求的電力；中載（如燃氣、燃油、抽蓄水力）

和尖載（再生能源）則是能夠在短時間內運轉

發電，以便在用電尖峰時段可以調度投入以補

足用電缺口的電力來源。

隨著國際減碳趨勢下，電力系統的發電配

比中，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逐漸提高，所以近來電

力系統調度思維也有所轉變，概念是優先調度使

用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並搭配原為中載電力

的燃氣發電作為基載電力，來滿足用電需求。

我國因應減碳趨勢以及非核家園目標，

將基載電力由以往的燃煤發電及核能發電逐步

轉變為燃氣發電；並且訂定2025年再生能源發

電占比20％之目標，係以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

作為主要發展項目。

然而太陽光電與風力

發電具有間歇性發電

的特性，致使電力部

門未來也將面臨供電

穩定的挑戰，需要更

多的電力資源供調度

來協助穩定供電。因

此，相關的法規制度

與供電系統必須要相

對應的調整，電力市

場也必須轉型。近年

來我國政府陸續推動電業法改革；並導入市場

機制，推出電力交易平台；而為鼓勵再生能源

發展以及促進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亦實施能源

大用戶綠電條款。本文將針對電業法改革、電

力交易平台設置、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之概況

進行介紹，並探討電力市場未來發展。

電業法改革

 過去台灣的電力市場一直是垂直壟斷的型

態，由台電負責全國電力供應，無自由市場競

爭，投資者無法自由進入市場參與電力建設；

同時，用戶亦無購電選擇權利，無法依據喜好

或需求選擇電力來源與種類。我國自2017年進

行電業法改革，在穩定電力供應前提下，重新

架構我國電力市場運作方式，將分屬市場上下

游的發電、輸電配電業以及售電業強制分離，

達「多元供給、公平使用及自由選擇」之目

的。其修法主軸在發電市場部分採綠電先行為

原則，開放再生能源發電可直供，或透過代輸

圖1 現行電力市場架構

以及再生能源售電業等方式銷售給用戶；用戶

端部分也開放所有用電戶多元購電選擇，除可

自行選擇購電對象外，未來亦可透過用戶群代

表（Aggregator，也稱系統聚合商）參與電力市

場，由用戶群代表集結用戶來參與台電需量反

應，透過用戶用電管理之調整，可於電力系統

緊急需要時移轉負載或減少用電，用戶將從過

去被動接受電力到可主動參與電力市場運作。

現行電力市場架構如圖1所示，用戶群代表示意

圖如圖2所示。

電力交易平台設置

所謂電力交易平台，概念上類似證券交易

所，係指設置一交易場所，以提供電力商品集

中交易為目的。透過電力交易平台，可充分揭

露價格資訊、調節電力供需，並促進電業間之

公平競爭。我國因應再生能源占比提高，為確

保電力供應穩定，電力系統所需的輔助服務1之

品質及數量增加，而設置電力交易平台，開放

1.  輔助服務是為了維持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或遭遇事故後可使系統恢復正常狀態以確保電力供應穩定、滿足電壓與頻率的要求所採行之
配套服務措施。

2. 「調頻備轉」需即時修正系統頻率偏差，在數秒的反應時間內增減備轉容量，但持續時間的要求也較短；「補充備轉」是因應機組跳機、
負載突增時，在接獲調度指令的半小時內增加備轉容量；而「即時備轉」則介於兩者之間，要在接獲指令的10分鐘內增加備轉容量。

3.  備用容量即電力系統在各發電機組正常發電情況下，可提供之「最大發電容量」與「每年之最高小時用電（系統尖峰負載）」之差額。過
去備用容量義務以及緊急供電責任是由台電負責，電業法改革後，備用容量義務責任轉換至售電予用戶的業者負責。

4.  要參與電力交易平台成為賣方，必須註冊登記成為「合格交易者」，需要繳交書面審查文件、取得專業人員資格證明、通過能力測試以及
繳納保證金。

圖片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簡報；中技社(2021)，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因應與商機

圖3 電力交易平台架構

圖片來源：台電公司簡報(2021.04.19)；中技社(2021)，
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因應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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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台電公司簡報(2020.11.11)；中技社(2021)，企業
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因應與商機

圖4 合格交易者制度

圖2 用戶群代表示意圖

圖片來源：黃奕儒(2020)，現行電力交易模
式及未來電力交易平台規劃，電網學校x實
務菁英培訓課程投影片，工研院產業學院



易，而較小型的資源，也可透過代理操作（例如

用戶群代表）的方式尋找信賴的合格交易者。現

行電力交易平台架構及合格交易者制度分別如圖

3及圖4所示。

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

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並促進企業善盡社會

責任，經濟部於2020年底公告「一定契約容量以

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簡稱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自2021年開始

正式實施，規範年度平均契約容量達5,000kW以

上的用戶，須在5年緩衝期內完成設置契約容量

10%的再生能源之義務。為協助能源大用戶彈性

履行義務，業者共有4種履行作法，分別為設置

一定裝置容量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儲能裝

置、購買再生能源憑證、以及繳交形同罰款的代

金。預計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的實施，將擴大企

業對於綠電的需求。

台灣電力市場未來發展

在2017年電業法改革後，開放再生能源發

電直、轉供交易，以及國際減碳趨勢和能源大用

戶綠電條款所造成的企業購買綠電的需求，可預

見未來再生能源交易將快速的蓬勃發展。惟再生

能源發電的間歇性，以及我國地狹人稠，先天條

件造成綠電市場供給的增加量恐不及需求的增加

量，皆是未來必須正視的問題，政府及企業的相

關配套機制應及早規劃。政府方面，未來可考慮

將創新技術導入電力市場，例如儲能系統搭配再

生能源發電，在太陽光電及風能發電過剩時將電

力儲存起來，在發電不足或用電尖峰時放電，提

供調頻、降低尖峰負載、提供再生能源穩定長期

供電之需求。又例如未來電動車倘若普及，再生

能源過剩的電力則可以儲存於電動車的電池中，

電動車可利用Aggregator來參與電力市場，亦可

提供輔助服務以維持電網的穩定與安全。企業方

面，可盡快諮詢專業顧問團隊獲得分析建議，進

而規劃取得穩定的綠電來源，同時也履行能源大

用戶條款之義務，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電力交易平台的設置，開放讓更多人更容

易參與電力市場，透過Aggregator的整合服務，

降低民間小型資源進入門檻，電力系統也將可找

到更多的電力資源來協助穩定供電。未來電力交

易平台的商品將隨國家能源政策及系統供電穩定

需求持續精進改良，新興商機預期將吸引愈來愈

多的合格交易者加入此平台。不過隨著加入者越

來越多，商品項目越來越複雜，交易制度的詳細

設計與規範，以及後續可能發生的交易紛爭和涉

及的法律問題該如何處理，將是未來須持續探討

並滾動調整的議題。

■ 環經中心 郭博堯博士

「共同執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機制，

由某附件B國家向其他附件B國家投資減量計畫

並轉讓減量成果；（2）議定書第17條的「國際

排放交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IET)機

制，允許附件B國家透過買賣排放權來達到其國

家承諾目標；（3）議定書第12條的「清潔發展

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允許附件B國家擔任計畫主持國，至開發中國

家（地主國）進行減碳投資，並讓投資計畫主

持國取得碳減量成果－稱為「認證減量額度」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可用來進

行抵換（offsets）來達成減量承諾。以上3種市場

機制合稱「京都機制」（Kyoto Mechanisms），

得以用於補充各國境內減量行動後有所不足之因

應措施，其關聯圖可參見圖1。
 除了上述由《京都議定書》所創造的遵約

市場之外，另外也存在自願抵換市場。自願抵

換市場將包括政府、企業或個人在內的碳排放

者與執行減量計畫者集結在一起，碳排放者自

人
類經濟活動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已造成

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急速增加，而溫室

氣體被認為可能是導致地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加

劇的主因。為此，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

（Earth Summit）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溫室氣體排

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但此氣候公約談判

過程中，對於如何承擔溫室氣體減量責任一直

存在南北爭議，爭議焦點在於全球累積之溫室

氣體主要源自歷年工業化國家之排放，但開發

中國家仍須耗用化石燃料來推升經濟發展而難

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京都議定書》

  為聯合國碳市場機制打下根基

為了降低南北對立，UNFCCC提出「共同

但有區別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原則，要求公約中以

OECD會員國、前蘇聯各共和國及前東歐共產國

家等工業化國家為主的「附件1國家」（Annex 1 

countries），率先採取行動來削減其排放量，並

協助開發中國家減量。為落實此原則，1997年

12月的氣候大會通過了《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以「由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

的方式，約束工業化國家個別排放上限，而開

發中國家則不受拘束；而為協助「附件B國家」

（排除土耳其和白俄羅斯的所有附件1國家）

以有彈性、可降低成本的方式減碳，推動建

立3種跨國合作之「市場機制」（market-based 

mechanisms），分別為：（1）議定書第6條的

聯合國聯合國碳交易市場碳交易市場之建構與展望之建構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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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信智, 2022

開發中國家

工業國家B

碳權單位：1 AAU = 1 ERU = 1 CER= 1 CO2當量

JI：共同執行 
IET：國際排放交易 
CDM：清潔發展機制

京都議定書配額

抵換
offset

＄

＄

＄

AAUs

ERUs

CERs

JI

CDM

工業國家A

IET

「配額單位」(Assigned Amount Unit, AAU)
「排放減量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 ERU)
「認證減量額度」(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

圖1 《京都議定書》之市場機制關聯圖



願購買執行計畫者所產生減量額度的碳權，以

減少其碳足跡。此自願抵換市場中交易的碳權

雖然需要符合由獨立機構（或部分國家之政府

機構）所建立之標準及管理機制，但相關標準

相當多元且寬嚴不一，碳權品質存有疑慮；而

遵約市場與自願抵換市場兩邊未實質連結，自

願抵換市場的流動性相對受限。

《巴黎協定》

重塑全球碳市場遊戲規則

隨著《京都議定書》設定於2020年到期，

後續談判也隨之展開。歷經多年艱辛，2015年

12月的氣候大會（COP 21）通過了融合已開

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合作架構的《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仍採取CBDR原則，但改

為「由下而上」(bottom-up approach)的方式，由

各國衡量自身能力與經濟發展狀況，主動承諾

其2020年後減碳目標與氣候行動，稱為「國家

自定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並以提高透明度作法強化合作概念，促

成各國不斷更新目標設定與行動。

在《巴黎協定》允許各國可自主決定減

碳目標與期程之情況下，原先《京都議定書》

的彈性市場機制就需要對應調整。《巴黎協

定》第 6 條引入了兩個受到廣泛關注的2020 

年後碳市場機制，包括第 6.2-6.3 條下的「國

家合作機制」(Cooperative Approaches, CA) 和

第 6.4-6.7 條下的「永續發展機制」(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1）CA可視

為NDC核算指引的架構，使所有參與國家能夠

在自願的基礎上採取合作方法，並使用具備永

續發展、環境完整性及透明度三大要素的「國

際可移轉減緩成果」(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 ITMOs)為載體，透過

ITMOs移轉碳權，使買方可以達成自身NDC承

諾，並且避免重複核算；（2）SDM可視為原

本「京都機制」中CDM的接班人，是一個基

於自願減量計畫的市場機制，在可同時促進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及永續發展前提下，使碳權買

賣雙方之公部門及私部門共同參與溫室氣體減

量計畫，地主國可從減少排放中受益，而投資

減量計畫的投資國則能運用取得之碳權來進

行減量抵換（offset）以履行其國家自定貢獻

NDC；和CDM不同的是，SDM地主國不再僅

限於開發中國家，已開發國家也可擔任地主

國。不過由於各國立場差異，《巴黎協定》第 

6 條的規則書並未在2021年前定案。

《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使全球碳市場願景得以成真

2021年11月的第26屆氣候公約大會（COP 

26）通過了《格拉斯哥氣候協議》(Glasgow 

Climate Pact)，終於對《巴黎協定》第 6 條的

規則書達成協議，為公私部門以及國家共同

建立一個全球碳交易市場打通關卡，其中包

括避免減量額度被重複計算的條款，及有機

會納入自願碳市場並為其帶來透明度和嚴格

性；此外，允許一定期限內執行CDM所得減

量額度CERs用於2025年前NDC之抵換，從而

保持未來數年國際碳市場之流動性。

在通過《巴黎協定》第6條規則書後，未

來此全球碳市場的交易需求可能會包括下列

幾個來源：一是依據各國NDC，約一半締約

國已表達使用國際碳市場機制意願；二是由

國際組織推出的計畫，例如國際民航組織的

碳抵換計畫，要求國際航空要抵銷超過2020

年排放水準的所有排放，帶來大量碳權需

求；三是原先的自願碳抵換市場，將因各國

企業紛紛提出減碳承諾而越來越蓬勃發展。

過去在《京都議定書》環境下，全球碳市場

清楚分為遵約市場與自願抵換市場，其簡易

關係架構可參見圖2的左半部；但當碳市場機

制從《京都議定書》所建構環境轉向《巴黎

協定》第6條所建構環境時，遵約市場與自願

抵換市場之間的分界轉趨模糊，透過尋求標

準化與提高透明度，不同市場規範或有機會

整合，從而可促成不同類市場能逐步連結成

混合形式的市場，如圖2右半部所示。

 面對全球碳交易市場新局之

思考方向 

當前聯合國所推動的全球碳市場，預期將

會在幾年之後具體成形。而台灣過往雖然無法參

與聯合國「京都機制」，但由於台灣未負擔減量

責任，所以沒有顯著影響。但隨著《巴黎協定》

讓全球共同負擔起減量責任，台灣也自2021年4

月22日由蔡英文總統宣布2050年淨零轉型的政策

目標後，已加重自身減碳責任，加上歐盟於2021

年提出的碳邊境調整機制草案，碳管制與國際貿

易開始產生連動，而跨國企業也紛紛要求供應

鏈邁向碳中和，使台灣企業能否運用彈性高、成

本低、有國際連結機會之碳交易市場機制將日趨

重要。中技社去（2021）年已彙整分析企業面對

全球與台灣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新局；今

（2022）年將規劃聚焦於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6

之後全球碳交易市場之發展，以協助政府及企業

思考如何預做國際接軌的準備。

資料來源：

1.  范建得、方肇頤、廖沿臻，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巴黎協定，元華文創出版，2021年6月。
2.  石信智，綠色供應鏈及碳交易對臺商企業的挑戰與因應，海基會兩岸經貿講座，2022年1月12日
3.  The Foundation Future of the Carbon Market,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Carbon Markets,” April 23, 2021
4.  Gao et al.,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Basic form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Vol. 10, Iss. 1, 21-29, 2019.
5.  Reuters, “U.N. climate summit reaches carbon markets deal, ” Nov. 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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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Foundation Future of the Carbon Market, 2021

圖2 《京都議定書》與《巴黎協定》之碳市場簡易關係架構比較

國內智庫與友邦辦理之COP26周邊會議



企業ESG資訊揭露趨勢企業ESG資訊揭露趨勢

電、聯電、日月光等）取得標章廠區有52座，

參與較為積極。永續分類標準的推動基礎為各

部門主管機關在既有數據基礎上，產業溝通與

跨部會合作將是成功與否之關鍵。

國際上對於企業負擔環境與社會責任的

要求越來越高，腳步也越來越快，應審慎評估

企業邁向永續轉型之路徑才是上策。以石化

業為例，歐盟多國在COP26之後紛紛宣布將在

2040-2050年停止開採石油與天然氣，石化業

已積極投資開發符合成本的新技術，尋求使

用替代原料，如生質物、綠氫（來自再生能

源）、回收之CO2、塑膠回收物等來製造化工

產品。在此大環境下，相信金融機構評估石化

業者之投資，也會詳細檢視其ESG的實踐是否

符合綠色環保的規範。企業投入ESG應視為投

資而非成本較符合趨勢，如此才能因應各種來

自政府、客戶及投資者的檢視，也符合社會大

眾的期待。

2021年發生的重大極端氣候災害，根據瑞士再

保(Swiss Re)預估達2,500億美元的損失，主要

事件包括美國艾達颶風、歐洲洪災、中國河南洪

災等事件，並可觀察到因氣候災害所造成的損失

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自1997年的COP3會議，38

個會員國簽屬京都議定書承諾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至今已25年，期間不斷地修訂目標與強化減

碳作為，但時至今日，因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

遷仍未有顯著的改善，甚至更趨惡化，顯示處理

氣候變遷問題需有更積極的做法，甚至必須大幅

改變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將人為環境破壞降至

最低，避免生態浩劫。

經濟發展是溫室氣體排放逐年上升的主

因，而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導者，為了有效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除了必須採取使用再生能源、電

動車、二氧化碳回收再利用等技術路徑外，也必

須將環境永續納入企業的經營，並透過量化、揭

露等方式，體現企業對於減緩氣候變遷所做的努

力。2004年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

提出ESG概念，即為評估企業經營的指標，其中

E代表環境保護(Environment)、S代表社會責任

(Social)、G代表公司治理(Governance)；到了

2015年聯合國通過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讓

ESG有了落實的具體方針。過去企業僅需提出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SR)，說明公司對於永續發

展所做的努力。然而當前極端氣候愈加頻繁，證

明了目前的努力仍不夠，企業需要透過更加具體

行動方案，依照ESG的衡量指標，以可比較的客

觀標準，經第三方驗證，並公開透明地揭露在

ESG/CSR報告書中。

近年來金融機構在投/融資給企業時，需考

量到企業所承受的氣候變遷風險，因此企業在

ESG的投入程度，也成為了投資與融資的主要

評估指標。而企業在ESG的表現需提出量化數

據及各項減碳目標與規劃，並在ESG/CSR報告

書中揭露，目前常使用的方法為GRI、SASB、

TCFD等。企業透過ESG規範揭露之資訊，將

是金融業審視企業投資是否符合當前永續發展

之標準，決定投/融資的規模與條件。目前已有

一些投資評級機構，如MSCI、FTSE4Good、

RepRisk等，對於上市企業的ESG揭露資訊加以

量化評級，讓基金經理人與投資人得以選擇較

具永續價值的企業。

在2020年以前，企業揭露ESG成果的各式

方法與標準主要是由國際組織訂定，並衍生至

金融業者之決策依據，政府公權力介入力量

較弱。歐盟在2020年中提出永續分類標準(EU 

Taxonomy Regulation)，以政府公權力引導資金

朝向符合永續的經濟活動流動。歐盟永續分類

標準除了金融機構與企業之外，政府在此框架

中擔任監管單位的角色，制定永續金融揭露規

範(SFDR)及企業永續報告指令(CSRD)，分別

是金融機構及企業之遵循規範，其主旨在於企

業須遵循一致的揭露標準，揭露其ESG資訊，

避免企業「漂綠」(green washing)，運作架構詳

如右圖。金管會於2021年起正式評估「台灣永

續分類標準」的可行性，並優先評估製造、運

輸及住商部門等三個排放量最大的部門，其在

2018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約為155、37及58百萬公

噸CO2碳當量。

2022研究議題概述

金管會推動永續分類標準的第一步為擬定

質化及量化指標，質化指標以優於或符合現行

法規為原則，量化指標則是計算生產各種產品

的單位生產排放強度及電力密集度。與CSR報

告書不同之處在於永續分類標準是以經濟活動

(Economic Activity)為計算範疇，而非以公司作

為計算範疇。在合理的計算基礎下，未來無論

是訂定減碳目標，或是為了取得綠色投/融資

的揭露資訊，甚至是作為碳交易市場的基礎，

都是其應用方向。國內目前在相關量化指標計

算，已有相關方式可參考，如建築業可參考國

際認證LEED綠建築標章，製造業則可參考經

濟部綠色工廠標章，其認證產業涵蓋鋼鐵、水

泥、石化、紡織、電子板、造紙等重要產業，

可在既有基礎上加以完善其制度。然而，綠色

工廠標章目前各產業參與的狀況有所差異，以

化學材料製造業為例，僅有11座廠區，產品類

別也不多，反之，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台積

■ 能產中心 邱炳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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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歐盟永續分類標準架構圖（圖片來源：作者繪製）



國際關鍵礦產所面臨的挑戰國際關鍵礦產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強勢主導下美國之因應   －中國強勢主導下美國之因應

大國有稀土資產的基礎上成立超大型國有稀土

企業，並命名為「中國稀土集團」(China Rare 

Earth Group)，企圖塑造一南一北兩大稀土集

團，藉此提升產業集中度，並強化其在全球稀

土業的定價權。過去中國沒有掌握全球稀土定

價權，現今中國強強聯合重整稀土集團，企圖

對歐美國家卡脖子。

合併後的中國稀土集團，將以南方中重

稀土為主，輕稀土將以北方稀土集團為主，利

用合併後集團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強中國政府對

稀土戰略物資的定價權，避免中國公司之間的

競爭出現內訌，並削弱西方國家企圖在稀土領

域追趕中國的努力。在中美緊張關係加劇之

際，中國此舉不僅是強化全球稀土定價權，更

要確保稀土關鍵戰略物資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主

導地位。    

美國對關鍵礦物頒布新命令

2017年底，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一項攸關

國安和可靠供應的聯邦戰略：13817號行政命

令，指示內政部確認「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

至關重要的非燃料礦物或礦物材料」，隨即在

2018年2月16日發布的一份名為『關鍵礦物草

案清單』上，包括了稀土在內的35種關鍵礦物 

，包括：鋁、銻、砷、重晶石、鈹、鉍、銫、

鉻、鈷、螢石、鎵、鍺、天然石墨、鉿、氦、

銦、鋰、鎂、錳、鈮、鉑族金屬、鉀鹽、稀土

元素族、錸、銣、鈧、鍶、鉭、碲、錫、鈦、

鎢、鈾、釩、鋯。這些關鍵性礦物的共同特點

為對美國經濟及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且其供應

中
國常以關鍵礦產管制作為武器，稀土便

是一例。早在2010年就對日本實施稀土禁

運，如今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與科技戰仍持續

進行中，美國80%的稀土進口來自中國，稀土

仍是貿易戰與科技戰中一項很重要的議題。新

冠疫情大爆發進一步暴露出供應鏈的脆弱性，

如果中國延續稀土禁運戰略，並擴及其他關鍵

礦物對美限制出口，關鍵礦產供應斷鏈的危機

對美國影響深遠。一旦將美國F-35戰鬥機等高

級武器所使用的關鍵稀土金屬限制出口，等同

切斷美國取得稀土的主要管道，不僅對國防安

全造成劇烈衝擊，也將撼動電動汽車、風力渦

輪機等高科技產業製造尖端高性能產品的正常

運作。為此，華府確認攸關國家經濟與國安的

關鍵性原材料(Critical Raw Materials)，以防止中

國以此作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利器。

中國是礦產儲量大國

掌握關鍵原材料主導地位

與鋼鐵、水泥和石油不同，許多關鍵原材

料的全球年產量僅為幾千噸，然而卻被少數國家

給控制。關鍵原材料的地域分佈不均反映在市

場份額上，圖1顯示全球關鍵原材料礦區所屬國

的市場份額。中國在全球關鍵原材料總產量中的

份額高達45%，中國以外的10大供應國家的總合

僅占35%。中國是許多關鍵礦產的首要供應國，

遠遠超越美國、巴西、俄羅斯、澳大利亞和南

非。關鍵原材料被單一國家所壟斷，堪稱一個國

家控制的比其他所有國家都多。這種優勢除了歸

功於中國本身礦產的儲量豐富之外，思慮周密的

政策與計劃也是迫使其他供應商退出市場的主要

因素。中國除了控制供應鏈，環保領域寬鬆的法

規、出口限制條款、政策補貼、惡性價格競爭以

2022研究議題概述

及相對低工資等都是用以在市場上擊敗競爭對手

掌握龍頭主導地位的原因。

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USGS)資料，迄2020年，全球稀土儲

量1.2億噸，其中中國的儲量為4400萬噸，佔

36.67%。中國因關鍵礦產資源豐富，儲量、產

量皆居全球之冠，除了礦產開採已建立全球獨

一無二的專有技術之外，冶煉加工方面更是獨

佔鰲頭、無可取代；就算其他國家開採了替代

礦產，大部分加工也必須在中國進行，然後再

出口到國外。來自澳大利亞含有紅鈷(red cobalt)

的礦石塊，通常是在中國進行加工後才用於催

化劑和電池，便是其中一例 。

中國強強合併稀土集團 

強化全球稀土定價權

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過去說過一句話：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這句話意味著

中國在稀土關鍵原材料領域的技術早已位居全

球市場的主導地位。以往中國有六大稀土集

團：南方有五礦集團、中國鋁業、廈門鎢業、

廣東稀土和南方稀土等五大稀土集團，北方則

由北方稀土一家獨大，形成北方一家和南方五

家的格局。2021年9月底，中國已先對中國五礦

集團(China Minmetals Corp.，簡稱五礦)、中國

鋁業(Aluminum Corp. of China Ltd.，簡稱中鋁)以

及位於江西的贛州稀土集團有限公司(Ganzhou 

Rare Earth Group Co.)進行資產重整，舉足輕重

的五礦和中鋁的資產重組等於重新塑造了中國

稀土產業格局。並且，已於12月底在合併前揭3

■ 能產中心 芮嘉瑋博士

圖1 關鍵原材料全球供應市場份額

圖片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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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容易受到干擾，並在某些產品製造中會產生

極其重要的功能與用途(圖2)。然而，據美國地

質調查局聲稱，35種關鍵礦物清單中至少有31

種的來源主要係倚賴進口且進口量占其年消費

量50％以上，另有14種在美國是完全沒有生產

而必須完全倚賴進口供應其需求 ，而中國是美

國該等礦產的最大進口國，也是進口來源國中

提供礦物種類最多的國家。

此外，美國為解決關鍵礦物供應鏈因過

度依賴外國對手進口而受到「罕見且異乎尋常

的威脅」(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川普

總統於2020年9月30日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

法（IEEPA）、國家緊急狀態法（NEA）及美

國法典第3編第301節之規定頒布第13953號行

政命令 ，宣布美國礦業面臨國家緊急狀態，

並指示內政部援引「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加速礦區開發，以期為國內重要

製造業建立起關鍵性礦物供應鏈，減少國家對

關鍵礦產供應中斷的脆弱性。

採取必要措施 策略解決依賴問題

COVID-19的突如襲來，加深歐美國家對

關鍵性原材料供應鏈脆弱性的體悟，也大幅

影響了全球經濟轉型的速度和規模。中國在

礦產儲量居冠的優勢下，戰略上往往以此作

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利器，讓人意識到關鍵戰

略資源供應鏈急迫性的危機，造成歐美等西

方國家與中國日益緊張的關係。

策略上解決依賴的問題，所採取的必要

措施，不外乎盡可能的依靠不同的貿易夥伴，

實現供應和需求的多樣化，但也會在必要時進

行儲備和自主行動。根據美國「戰略和關鍵材

料儲備法案(Strategic and Critical Materials Stock 

Piling Act)」，美國政府需要對關係國防安全的

關鍵材料(Critical Materials)進行戰略儲備。又根

據美國政府問責局(GAO)向國會提交的一份報

告中，揭示17種稀土元素中有15種被美國定

義為關鍵材料(Critical Materials) 。據悉由美國

國防後勤局(DLA)進行儲備的稀土關鍵材料，

至少足夠國防部門使用四年，便是一例。

■ 環經中心 郭華軒博士

先看轎車與SUV，Mirai 和NEXO 分別於

2014和2018年開始銷售，兩家都有累積超過一萬

輛的銷量，且都能持續推出新車款，但其他品牌

則是等待時機甚至改變策略。BMW今年會在北

美試推100輛iX Hydrogen。BMW和Audi研發氫能

多年，一直有展出氫能概念車，但要等氫能成本

更合理、市場需求出現時才推出量產品 。Honda 

早在2008年就推出第一款氫能轎車FCX Clarity，

續航力372km；2016再推出Clarity Fuel Cell，續

航力增至589km，但此車系一直只做租賃用，近

年銷量下滑後，2021下半年宣布停售，雖未放棄

氫燃料電池技術，但不再用於小型車。Mercedes‐
Benz 在2013開發過GLC F‐Cell 氫能SUV，做了幾

百輛之後，也在2020年中止開發，改與Volvo合

作開發氫能卡車。

再看車身較大的廂型車，OPEL、Citroën、

Peugeot都在2021年底推出氫能車款，此三品

氫
是各國寄予厚望用來達成2030、2050減碳

目標的重要資源，希望能替代化石燃料

用於交通運輸、煉鋼、發電、儲能，以及作為

化工原料。以交通運輸而言，雖然目前製氫的

成本仍高，相關基礎建設如加氫站、運輸管線

也才剛起步，但已有多項示範計畫執行多年，

各類氫能車輛也陸續問市，此篇將分享幾項在

2022年初的應用案例，相信到了2030年再回來

看此篇文章，必定可看到顯著的科技成長。

   小客車

講到氫能車，除了熟悉的Toyota Mirai、
Hyundai NEXO在2021年分別創下充飽一次氫氣

跑1,352公里和887.5公里的高續航紀錄，其他還

有哪些廠家也已握有加入氫能車市場的門票？

下表整理了幾款已有銷售實績與即將上市的車

輛規格。

氫能氫能國外案例分享國外案例分享圖2 依據關鍵礦物不同功能用途分類

圖片來源：Visual Capit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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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航力km
燃料電池/

功率kW

電池/功率kW/

容量kWh

高壓氣瓶/壓力 bar/

容量L/容量kg
車型

Toyota Mirai II

*2021年最佳紀錄

650

1352*
PEMFC/128

Li-ion/

__/1.24

Toyota type IV x3/ 

700 bar /142.2/5.6
轎車

Hyundai NEXO
756

887.5*
PEMFC/95

Li-ion/

40/1.56

ILJIN type IV x3/ 

700 bar /156.6/6.33
SUV

Honda Clarity 576 PEMFC/103 Li-ion/
Type IV x2/ 

700 bar /141/5.46
轎車

BMW iX Hydrogen 500 PEMFC/125 Type IV x2/ 700 bar /156/6 SUV

Audi h-tron quattro 600 PEMFC/110 Type IV x2/ 700 bar /156/6 SUV

SAIC MAXUS EUNIQ7 605 PEMFC/130 Li-ion/__/13 Type IV x3/ 700 bar /170/6.4 七人座

STELLANTIS Opel Vivaro-e 

HYDROGEN
400 Symbio PEMFC/45

Li-ion/

90/10.5

Faurecia type IV x3/ 

700 bar /120/4.4
廂型車

STELLANTIS Peugeot 

e-Expert Hydrogen
400 Symbio PEMFC/45

Li-ion/

90/10.5

Faurecia type IV x3/ 

700 bar /120/4.4
廂型車

STELLANTIS Citroën 

ë-Jumpy Hydrogen
400 Symbio PEMFC/45

Li-ion/

90/10.5

Faurecia type IV x3/ 

700 bar /120/4.4
廂型車

Renault Master Van H2-TECH 500 PEMFC/30 Li-ion/__/33
Faurecia type IV x4/ 

700 bar /160/6
廂型車

氫能小客車規格比較

作者彙整，規格資料參考各家網頁與規格書



牌同屬STELLANTIS集團，採用共用底盤，相

同的底盤與車身也可用於純鋰電和氫能車。純

電車與氫能車的動力系統是相同的，就有如現

行燃油車，同一車系可以分別有汽油版與柴油

版的車款。這些商用廂型車燃料電池的功率僅

45kW，明顯比Mirai等轎車小，但加大鋰電池容

量，相當於氫能與鋰電池混合動力，巡航以氫

能為主，啟動與加速時輔以鋰電池動力，當儲

存的氫氣不足時，仍能靠電池的動力再行駛50

公里，這樣的配置能讓駕駛較為安心，適合目

前加氫站尚未普及的現實條件。

除了小客車，更大型的卡車也已有車款

上市。法國Gaussin 2021年底推出H2 Racing 

Truck®，並於今年一月參賽Dakar Rally。卡車的

噸位高，燃料電池的功率380kW也遠大於前述

車輛。美國Hyzon從2019年起就有42噸的卡車實

際用於運輸，並陸續在歐洲、紐西蘭銷售各式

卡車與巴士。

           
大客車

跟小客車比起來，巴士與火車都有路線固

定、載運量大的特性，也是一般認為適合導入

氫能的應用，但畢竟目前使用氫能的成本高、

基礎建設也尚未完備，所以跟早期各國推廣太

陽光電一樣都需仰賴政府補助建立示範計畫，

如歐洲的JIVE, JIVE2, MERHLIN等計畫。加入

JIVE, JIVE2的城市主要分布於英國與西歐，每

個城市佈署5～55輛氫能公車，且大多參與的

城市都建立了電解製氫站，計畫完成時將會有

1,290輛氫能巴士在歐洲運行。這些計畫定期檢

討其營運狀況，以了解如何進一步降低成本，另

外H2BUS EUROPE這個計畫找來氫氣、燃料電

池、高壓氣瓶、巴士製造商，訂出單雙層、長、

短，三大類巴士的價格與功能目標，研擬降低成

本的方法。

JIVE計畫在2020年的回顧中舉出德國的

例子，科隆RVK客運從2011年起試運行氫能

公車，到2020年已有50部氫能公車用於日常

營運，達到每日使用超過1噸氫氣的規模，且

2021年9月為止，各城市的氫能公車已累積行

駛1千3百萬公里。這些計畫執行至今已有挪威

奧斯陸，英國倫敦、亞柏丁，德國漢堡、科

隆、法蘭克福、斯圖加特，荷蘭鹿特丹，義

大利米蘭…等22個城市試行，後續還將有英國

利物浦、伯明罕，德國杜賽道夫，法國里昂、

土魯斯，奧地利維也納…等超過40個城市陸續

加入，詳細地圖與計畫資料可參閱https://www.

fuelcellbuses.eu/。隨著參與的城市越來越多，

相關產業更趨成熟，氫能普及應用也更有可能

實現。

   軌道車輛

在火車方面，一部火車的使用年限約50

年，既然不可能在2050年仍用柴油動力，各家

鐵路營運公司採購新列車自然不可能再買柴電

車頭，也需要讓現有的車輛能夠繼續使用。柴

電車頭的柴油引擎並非直接將內燃機活塞的動

能直接帶動車輪，而是用柴油發出的電供應給

馬達帶動火車，因此不論是透過高壓電纜導入

的電力，還是燃料電池、鋰電池都有機會取代

柴油引擎。

歐洲火車製造商Alstom的氫能火車Coradia 

iLint從2018年起已經在德、奧、荷、法、瑞

典、波蘭等國測試，2021年11月的報導中已確

認有四張訂單，分別是德國Lower Saxony 14部

車頭，法蘭克福27部，義大利6部，以及法國的

12部。

德國國鐵DB與西門子也從2020年起合作

H2goesRail計畫，要在2050年前將1,300部柴電車

頭改為氫能，並增設綠氫生產與加氫站。

除了歐洲，加拿大燃料電池大廠Ballard跟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Loop Energy 跟Southern 

Railway of BC，以及美國Chevron，Progress Rail，
BNSF Railway，都分別試行將柴電列車改用氫

能。其中Loop Energy這個計畫還會試驗Hydrogen 

In Motion (H2M)的合金粉體儲氫材料，儲存壓力

僅需52 bar，遠低於小客車高壓氣瓶的700 bar和巴

士的350 bar，藉此了解儲氫材料是否有機會成為

高壓氣瓶以外的選項。

展望未來

除了本篇列舉的各項應用例展現了多種氫

能的可行性，剛舉辦過的兩場奧運也都示範氫能

社會的樣貌，聖火的燃料以及大會禮賓、載運選

手的車輛都能用氫氣，2020東京奧運配備500輛

MIRAI與100輛Sora氫能巴士，而2022北京冬奧

除了MIRAI，還有福田、宇通等廠家的氫能大客

車，總共超過1,000輛，氫能已不再像科幻片那

麼遙不可及。

本頁之長條圖顯示全球車輛用的加氫站已

從2012年的215座成長為2021年底的685座，今

年預計還會新增超過252座，顯見成長幅度之提

升；即便如此，現今量產工業用氫氣仍以天然氣

裂解之灰氫為主、製造綠氫所需的再生能源、電

解水製氫設備、運輸管線與加氫站等基礎建設也

待大幅增設，目前使用氫能成本確實還遠高於純

電，以致Honda與Mercedes‐Benz改變策略、法國

Montpellier新市長退出氫能補助計畫，取消51輛

巴士訂單。要讓氫能擔負減碳任務的目標還有待

各界持續努力。

新材料、新能源的轉換都需要長時間的耕

耘才能達成，台灣的氫能在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

究所、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等單位努力推動超

過20年之後，氫能產業鏈逐漸成形，也開始有能

力進軍國際，例如中興電工開發商用氫能車、分

散式加氫站，瞄準中國、印度市場。接下來還有

多項環節須檢視，產業鏈中各項關鍵材料與元件

是否有能力自製？高壓儲氫氣瓶這類需要與車輛

品牌共同開發的產品，在台灣本身較少品牌商的

狀況下，是否能找到合適的合作對象？台灣本身

的減碳行動在哪些領域需要導入氫能、哪些應用

方式值得投入？新式氫能車輛或設備進出口，相

應規範是否完備，本社將持續關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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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行室 羅佳慧、葉琬萱

承德油脂承德油脂的碳中和之路的碳中和之路

現
年85歲的李義發董事長，雙眼炯炯有神、

以清晰的脈絡介紹自己的求學過程，1958

年自台北工專化工科畢業以後，插班考到臺師

大理化系，再考到清大原子科學研究所物理組

碩士，畢業後擔任清大和輔大講師教職近十

年，所學結合物理、化學，喜愛研發、探索製

程。李董事長在1970年創立了承德油脂，創業

的契機是台北工專的同學要開油漆廠，所以用

植物油的下腳料製成油漆的原料脂肪酸，供給

同學的油漆公司及長興化工。

     環保能源先鋒 

     出口生質柴油至歐美

 承德油脂從十多年前轉型研究生質柴

油，生質柴油（Biodiesel）是用未加工過的或

使用過的植物油以及動物脂肪再製的一種環

保生質燃料，可用於汽車、發電機，使用生

質柴油能大幅減少石化燃料的使用，進而降

低碳排。承德油脂以速食業者、小吃店的廢

食用油為原料，

經去水雜純化

後，再與甲醇轉

脂化反應、蒸餾

精煉後，做成具

減碳潛力的生質

柴油。

然而，生質柴油在台灣卻面臨保存環境

不理想、氣候潮溼、使用者習慣、車齡等挑

戰，以及2014年劣質油食安危機，讓收購廢

油的承德油脂面臨檢調搜索等危機，在這兩

波考驗下，轉而積極開發海外市場。目前承

德油脂已是台灣最大的生質柴油供應商，油

品品質更勝南韓、中國，並成功獲得歐美買

家的青睞，近年來外銷歐洲超過6萬公噸，英

國石油公司、殼牌石油，以及西班牙石油公

司都是承德油脂的客戶。

     達成綠電目標

     可改用生質柴油發電

政府訂定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20％政

策目標，「除了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電之外，

生質柴油其實在這波能源轉型政策中，更有潛

力幫助政府達標」李董事長說道，在半導體業

在205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下，碳中和是未來必然的趨勢；承德油脂

回收廢食用油做成生質柴油，出口到重視減碳的歐盟，每年產值超過20

億元，是台灣最大的生質柴油供應商；對於環保永續的目標，身為循環

經濟的先驅承德油脂李義發董事長是如何看待的呢？本期通訊邀請到與

本社潘董事長同為臺師大傑出校友的李義發董事長接受訪談，希望能與

通訊讀者分享他的心路歷程及對能源的見解。

帶動經濟發展之下，用電量屢創新高，這些晶

圓廠用電是否穩定、是否有達成客戶要求的

2030年起供應鏈淨零碳排等，都是迫切且需要

面對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李董事長思索後提出具體

可行的方案，他認為除了各家工廠朝向發綠電

自用外，工廠的柴油發電機、緊急備用柴油發

電機應考慮改用生質柴油發電，因為利用生質

柴油發電可獲得綠能認證，符合綠電的規定，

值得一試。目前國際間已有成熟的柴油引擎發

電機技術可直接使用100%生質柴油發電，像是

義大利的FRI-EL ACERRA電廠以及日本三惠福

知山電廠等，都是使用100%生質柴油發電廠。

承德油脂近期也購入瑞典Scania的100%生質柴

油發電機，希望能藉由實際的運作將他提出的

綠電解方具體化、實際化。李董事長認為，生

質柴油可以小兵立大功，若與太陽能和風力發

電互相配合，可以真正落實政府提出的能源政

策，成為穩定供應綠電的解決方案。

     飲水思源 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李董事長於求學時靠獎學金支撐，建立

「行有餘力便回饋社會」的人生觀，對於母校

除捐建太陽能屋硬體設備外，也贊助獎助學

金，獲頒為北科大、臺師大及清大三校傑出校

友、北科大名譽工學博士等殊榮。

對於中技社培育科技人才的創設宗旨，

李董事長深表贊同，他認為幫助弱勢學生能

心無旁騖專心向學，藉此回饋社會，是自己

能做的一點小小心意。對於綠電解決方案，

並非是為了推銷

自己的產品，因

為外銷歐盟已獲

益頗豐，提出這

個方式是以公益

為出發點，希望

能夠留個未來下

一代永續環保的

乾淨家園。

     產學合作 結合學程培養人才

除了捐款支持北科大、臺師大、清大以

外，李董事長也以產學合作方式回饋所學。近

年來與臺師大密切合作，在臺師大「車輛及能

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安排培訓課程，針對

100%生質柴油應用於柴油發電機的發電系統研

究。此外，因應太陽能發電具備環保與經濟效

益，且發電成本持續降低，承德油脂捐款臺師

大成立「太陽能源與工程學分學程」，並捐贈

相關實驗設備，設立「太陽能電池原理與實作

實驗室」，未來可成為培育相關研發及技術人

才的重要基地。

「失敗的經驗很值錢，曉得失敗的原因，

才能往成功更進一步」，李董事長最後以這句

話勉勵莘莘學子，不要害怕失敗，唯有不斷嘗

試、保持初衷，才能達到人生的目標。

參考資料：

臺灣師範大學電子報(2021)，臺灣能源先鋒的綠能方程式

天下雜誌(2019)，把鹹酥雞廢油變生質油 重減碳的歐洲

人搶著買
承德油脂產品包括生質柴油、各類油

脂化學品、添加劑等

對於達成綠電的目標，李董事長提出使用100%生質柴油發電

的發電機作為解方

編輯小組與獲獎無數的李董事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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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思達教授、李清庭教授、徐治平教授

榮獲中技社學術獎榮獲中技社學術獎

110年度中技社傑出物理、電機、化工學術獎分別由臺灣大學裴思達教授、元智大學李清庭

副校長、臺灣大學徐治平教授榮獲，3位教授在學會年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中公開接受表揚，並由

本社潘文炎董事長及電機學會謝繼茂理事長授獎，獲獎得主在學術上成就貢獻事蹟如下：

半導體/光電元件專家

李教授長期投入半導體元件及光電元件

領域，研究成果斐然，貢獻良多。首創設計

三部儀器設備(1)低溫氣相冷凝系統：在國際

上創新成長高絕緣氧化鋅薄膜及P型氧化鋅薄

膜，並應用於薄膜電晶體、氣體感測器及金

氧電晶體中；(2)雷射輔助電漿增強式化學氣

相沉積系統：榮獲國際光電與通訊研討會傑出

論文獎；(3)光致電化學氧化和蝕刻系統：在

氮化鎵D-mode及E-mode MOSHEMT及鰭狀奈

米陣列MOSHEMTs有傑出研究成果。歷年發

表國際期刊論文476篇，論文總共被引用次數

為6,234次，H-index為38。榮獲科技部(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國際

工程技術學會士、亞太材料科學院院士、瑞典

國際先進材料學會會士、光學工程學會工程獎

章、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及

有庠科技獎座獎(光電類)等。

李教授說感謝先進們的提攜及抬愛，得

獎是承蒙許多人共同的研究成果，才能造就

個人今日的肯定與榮耀。讓我們一起更加努

力共同創造更精進的溫馨環境。

■ 工教中心 劉惠君

膠體與界面科學研究專家

徐教授長期致力探討廣義條件下電動力

學現象(電泳、電滲透流、擴散泳等)的特殊行

為，以及帶電表面附近靜電作用力(能)之推

導，是目前學術文獻中最完整的系列探討。

另對微/奈米粒子在重力場中的沉降分析及微

/奈米流體的分析，提供了具參考價值的學術

研究。目前已發表超過400篇SCI論文，百篇

以上會議論文，論文總引用次數為2,922次，

H-index為35，並榮獲台灣化學工程學會會

士、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會士、科技部傑出研究

獎、教育部工科學術獎及國家獎座、傑出人才

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等。

徐教授說中技社多年來對學術界的支持

令人欽佩，特別是設立各類學術獎，這對從事

學術研究的工作者而言，無疑是極大的鼓勵。

有幸得到這項殊榮，萬分感謝化工界先進們對

於實驗室團隊在學術研究工作上的肯定。將持

續朝中技社學術獎設立宗旨「引領啟蒙帶動科

技研發能量，厚植國內學術研究能力」的方向

努力，貢獻一己之力。

本社潘董事長(左) 徐治平教授(右)

電機學術獎電機學術獎 元智大學李清庭副校長兼成功大學電機系名譽講座教授

電機學會謝繼茂理事長(左) 元智大學李清庭副校長(右) 

本社潘董事長(右) 裴思達教授(左)

臺灣大學物理學系裴思達教授傑出物理學術獎傑出物理學術獎

實驗粒子物理學和新型探測器技術

領航者

裴教授是實驗粒子物理學和新型探測器

技術專家，長期致力於高能物理實驗的研究

工作成績斐然，深獲國際學界肯定。並參與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大型強子對撞

機(LHC)實驗等國際級物理研究，大大增加

我國在高能實驗的核心技術之國際能見度，

對臺灣的物理領域貢獻卓著。歷年發表國

際期刊論文約1,150篇，論文總共被引用次

數為137,000次，H-index為166。並榮獲臺灣

大學107~110年度學術研究績效獎、緊湊渺

子線圈(CMS)實驗HGCAL計畫獎勵委員會

主席(2019~2020)、現任CERN高粒度量能器

(HGCAL)計畫委員會副主席(2019~至今)，為

臺灣學術界與國際尖端科技的溝通橋梁。更

在政府經費支援下，運用臺灣的優勢科技建

置全臺第一座「矽基偵測器」設施，並得到

歐洲核物理研究中心CMS實驗，指定為下一

代粒子成像量熱器偵測器的生產基地，協助

臺灣在參與大型國際合作計畫時，以優秀的

企業及人才來研發及製成偵測器，把經費、

資源、技術及工作機會留在臺灣，並將技術

用於開發新元件供工業界和醫學界使用，引

領臺灣精良的軟硬體實力在國際發光。

裴教授說我們的研究計畫從2014年開

始，透過臺灣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合作，為

CERN的LHC這類國際性的大型實驗製造出新

型的探測器，並成功設立臺灣偵測器合作中

心，所建造的偵測器不但有助於高能物理研

究，對於其他應用也有極大的用處。他表示

非常榮幸能獲得這個獎項，感謝科技部以及

臺大、中央、中研院、成功和清華等機構的

高能團隊，沒有這些同仁的支持，就沒有今

日的成果，也特別感謝高能團隊的學生們，

謝謝他們努力不懈地為LHC和其他實驗項目

取得珍貴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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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學術獎化工學術獎 臺灣大學化工系徐治平講座教授



發至今共有3,895位優秀學生得獎，3年前開始尋

找歷屆�獎學金得主，目前已尋回超過2,600位得

主，歷屆�獎學金得主大部分都相當有成就，其

中1/4在學術界工作(在大學擔任教授近500位)，
另外有60%進入產業(在企業任職高、中階主

管近950位)，對國內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有諸

多貢獻。同時董事長也表示，對國家社會有貢

獻者不只是研究，好的創意也要受到重視和鼓

勵，所以中技社頒發創意獎�學金，創意獎�學金

申請對象不限國立頂尖大學，私立科技大學也

可以申請。近年來，中技社創意獎�學金有多所

私立科技大學學生與頂尖大學學生一同獲獎�，

對學生而言意義非凡。另外，董事長也提到，

近年來台灣面臨人口問題，據2020年統計台灣

出生人口(16.5萬/年)不及死亡人口(17.3萬/人)，
而且有擴大的趨勢，所以中技社在2014年就頒

發境外生研究�獎學金，獎�勵在臺正式修讀理、

工相關領域之碩、博士境外生順利完成學業，

增進優秀境外生學成後留臺貢獻所學之意願，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
                        AI創意競賽AI創意競賽 頒獎典禮紀實 頒獎典禮紀實

截至目前統計獲�獎之境外研究生畢業後留台工

作約占工作人數2/3，留台成效值得欣慰。中技

社除頒發獎�學金鼓勵學生外，也獎勵優質教授

及培植科技人才，中技社與國內化工、化學、

材料、物理、電機、機械等6個學會合作，頒發

「中技社學術獎」，表揚在學術上有顯著成就

與貢獻之科技人才。

蕭前副總統萬長先生受邀為頒獎典禮的致

詞貴賓，致詞時表示，中技社培育科技專業人

才有目共睹。「中技社科技獎學金」自民國52

年頒發至今未曾間斷，已獎勵逾4,000位優秀學

子，他們在全球各領域發光發熱，為臺灣社會

做出貢獻，也實踐及延續中技社「培育人才 • 

發展經建」的宗旨。他也提到，中技社近十餘

年來，在潘董事長的帶領下，與時俱進轉型成

功，秉著前瞻、科技、公益、永續的宗旨努力

不懈，也為臺灣產業發展及社會公益做出許多

的奉獻，僅代表外界對中技社致上崇高敬意及

謝忱。明年是獎學金頒發60週年的歷史時刻，

■ 工教中心 向玉琴 一甲子以來，中技社從人才培育中體現公益法

人的責任與使命，期許中技社未來持續多元化

育才及攬才策略，繼續為臺灣產業發展及社會

公益永續做出更多貢獻，共創人才、產業及國

家多贏的局面。

典禮中，特別

邀請中技社2010年

獎學金得主立創光

電(股)公司程子桓

總經理進行「理工

人的學思歷程與

自我期許」專題演

講，程總經理以自

身為例，介紹理工

人從小到大的學習

歷程、家人與社會

對於理工人的期待，到如何認識自己、了解自

己、挑戰自己與自我願景，和今年度獲獎同學

一同分享自己人生的轉折點，與其背後的意

義，和自己是如何打破既有的認知與生活框

架，進一步去規劃與實現自我的理念。

典禮的尾聲來到了見證榮耀的時刻，邀請

各獎項獲獎學生代表發表得獎感言，同學們的

演說中帶有各自的故事，時而激昂、時而感

恩，謙遜中又充滿自信，真誠的致詞、榮耀與

歡樂的情緒感染了全場，典禮氣氛隆重而愉

快，110年度「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

賽」頒獎典禮在歡笑聲中圓滿結束。

110年度

註： 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蕭前副總統萬長先生致詞內容及立創光電(股)公司程子桓

總經理「理工人的學思歷程與自我期許」專題演講全文，請至中技社網站參閱

https://www.ctci.org.tw/8838/talent/ctci-scholarship/43618/43915/。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流行，臺灣在政府

及全民同心協力下，國內疫情控制得當，本

社110年「中技社科技獎學金暨AI創意競賽」頒

獎�典禮，才能如期於12月11日(星期六)舉行。今

年的頒獎�典禮首次在政大公企中心國際會議廳

辦�理，因此典禮前多次偕同仁與合作廠商，實

地勘察典禮場地並規劃及預演活動流程、人員

動線、貴賓接待、頒獎走位等環節，同時也對

燈光、音訊、投影等硬體設備進行測試，務必

使頒獎�典禮活動進行的完善流暢。

2021年12月初台北的天空陰雨綿綿，冷氣

團更是一波波接連報到，每日除關注疫情變化

情況及籌備典禮工作外，也暗暗祈禱活動當天

是個晴朗太陽天。來到頒獎典禮當天，天公作

美，揮別連日雨勢，送來冬日暖陽，早上7:30

工作同仁全員到齊，由於是新場地，同仁們再

次快速地確認並檢查各自負責區域所需設備、

資料等均齊備後，大家用愉悅的心情接待今天

蒞臨的貴賓及獲�學生的報到。典禮開始前，研

究創新成果海報展區獲獎學生們自由的交流，

拍照區前同學們笑容燦爛的合影，處處充滿了

師生、家長們的歡欣交談。

頒獎典禮由中技社的大家長潘文炎董事長

親臨主持，董事長致詞時表示，今年頒獎典禮

共有來自14校9位大學教授與137位同學獲獎�，

是歷屆規模最大的。今年頒獎�除了邀請獲�獎學

生的指導教授一同列席，同時也將師長照片一

同放入本年度得獎�簡冊，這也是對老師培養學

生的用心表達感謝。中技社獎學金自1963年頒

立創光電(股)公司程子桓總經理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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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炎董事長致詞

蕭前副總統萬長先生致詞



「學產攜手 雙贏共好」「學產攜手 雙贏共好」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68週年年會紀實台灣化學工程學會68週年年會紀實

■ 工教中心 張瑞閔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68週年年會暨科技部化學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前瞻分子工

程研討會」於2022年1月6日至7日在高雄展覽館盛大舉辦，本屆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承辦，此次更以「學產攜手，雙贏共好」（Win-Win Academia 

and Industr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為主題，展現強大的號召力。一年一度的年會

是台灣化工界的盛事，匯集產、官、學、研各界能量，並廣邀各界專家先進及莘莘

學子參與，是國內化工界交換新知及交流合作的重要機會，除了連串精彩的演講、論

壇、發表之外，另有規劃展出攤位、海報展等區，也是表彰化工界表現傑出同業的時

刻，共超過一千五百人參加本屆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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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界的共同的努力

下，學會所發行之

期刊《化工會誌》

(Journal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自1999

年 起 被 列 入 S C I

中，2020年不論是

在影響因子或期刊

排名均創下歷史新

高，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上升至5.876，在

143個化學工程期刊中排名第25，進步十分顯

著，也勝過化工三大期刊AIChEJ (3.993)、CES 

(4.311)、IECR (3.72)，立足國際成為世界級刊

物，實為台灣之光。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潘文炎理事長
致開幕詞

大會演講

第一天的大會演講，從當前全球關注等議

題切入，有別於以往，此屆增加邀請到產、

學、研界專家共四人分別進行精彩的演講。研

究界由工研院彭裕民副院長擔綱，以「淨零

碳排國際趨勢與台灣推動零碳轉型的作為」為

題，提出各國發展策略及台灣機會，並期由上

下游串接、創新技術驅動、製造產業服務化及

服務產業全球化，讓工研院攜手產業生態圈合

作，共創台灣淨零未來。產業界代表的日月光

半導體周光春副總經理講述「科技產業之綠色

製造使命」，分享日月光公司自身實踐永續發

展指標的經驗，持續發展低碳、循環及合作來

面對挑戰。學術界邀請到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

得主Ben Feringa教授，以影片錄播方式講授微

觀世界的奧妙，展示其合成之分子引擎、機器

人等研究，從化學創造科學角度，能在新材料

開發及永續產品製程等有潛在的應用，改變未

來化工業面貌。另一位產業代表為長春集團創

辦人林書鴻總裁，由自身於化工業超過70年的

經驗，倡導化工廠的安全管理，需加強員工教

育訓練培養憂患意識，在「事故發生前，防範

於未然」，儘管已屆9旬高齡，仍持續以身作

則，以走動式管理不定期至苗栗巡廠。

獎勵化工產學界

年會一直以來是表彰化工界專家及學者的

特別時刻，本屆「化學工程獎章」由化工學會

潘文炎理事長頒發予投入石化產業逾50年對台

灣石化產業貢獻良多的台塑化曹明總經理，

本社長期捐助化工學會設置之「金開英先生

獎」，由具突破性學術成就與產業貢獻的成

大鄧熙聖教授獲獎、108年起所增設之「中技

社化工學術獎」頒給於台大任教超過36年，在

化工教育及化工學門方向規劃有具體貢獻的

徐治平教授。另有「化工技術」、「賴在得

教授」、「毛高文教授」、「優秀女化學工

程師」等多項獎項獎勵對化工產學界具傑出

貢獻之先進後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化

產學界論壇

「產業論壇」由於高雄為國內石化工業的

發展重鎮，也在此屆新增三場產業論壇，以結合

在地化特色於年會。邀請產、官、研界專家共12

人，以石化業為探討主題，並加入循環經濟等企

業轉型、發展趨勢與願景、化工業的環保與工安

等進行演講及座談，讓更多人瞭解化工業的改變

升級成果，並有助於提升化工形象，期間也開放

與學界專家現場進行交流討論。

「學術論壇」則邀集28校81位教授擔任講

者，安排逾20場次，除歷年年會固定探討之熱

力及界面工程、生化及生醫工程、材料在化工

上的應用、觸媒與反應工程、綠色化工技術及

程序系統工程、電化學、能源與環境工程、輸

送現象及分離程序等八項領域，本屆還增加了

食品科學與工程以及工程教育兩項，使教師們

能將研究及教學成果與各界分享討論，增進不

同學門的跨領域交流，亦讓企業也能瞭解學界

技術發展情況。

前瞻分子工程研討會

年會的第二天首場活動，會場內與在美國

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

系Alon A. Gorodetsky教授跨海連線，教授揭開

了頭足類動物(如魷魚、章魚)能改變顏色與環

境融合的秘密，實驗室研究多種光散射和反射

蛋白，透過改變細胞的光學特性實現隱形，

對未來偽裝設備及生物醫學成像有重要發展

潛力。此外，南韓國立蔚山科學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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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演講邀集產、學、研界重量級人物



■ 環經中心 陳潔儀

導體產業職場多元與共榮案例、科技女力、化

合物半導體人才發展趨勢」主題，希冀開啟就

職半導體產業的機會大門。

本次參觀的重點之一為化合物半導體，是

近一兩年來很熱門的一項科技議題，應用面含

蓋5G、電動車及能源管理等幾項關鍵技術，

穩懋半導體、漢民科技、晶成半導體、嘉晶電

子、應用材料等廠商此次以現場展示或以專題

演講方式，使觀展者可深刻體驗化合物半導體

技術及應用。 

另一個重點為綠色製造，隨著晶片製程

技術的提升，水電及資源的消耗也隨之增加，

ESG及永續發展將成為半導體產業下一個10年

之關鍵競爭力，台積電、日月光、南亞科技、

力積電等大廠展示綠色製造焦點案例，揭示半

導體與高科技產業最前端應用，開展永續藍

圖，提升供應鏈綠色轉型，持續強化國際永續

競爭力形象。

此外，也聆聽高科技智慧製造特展所舉辦

的幾位專家開講，了解到目前很多AI的應用是

在工廠運維上，藉由平時的監測數據的收集，

利用AI技術精準進行機台更換與維修，來強化

企業數位韌性已是趨勢。

雖然COVID-19疫情的影響，導致國外人士

無法來台觀展，但參展規模創新高，且有超過4

萬的參觀者，再次顯見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已

然成形，產業實力不容小覷。

全
球第2大及全台最具影響力的年度半導體

專業展會-SEMICON Taiwan2021國際半導

體展，以「Forward as One」為主軸，於12月28

日~30日在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盛大登場，雖因

疫情延後，仍聚集逾600家國內外廠商。本社今

(2022)年智庫研究除探討先進製程與化合物半導

體外，也探討包括ESG、AI製造等主題，與此

次半導體展之參展主題相關，因此，本社相關

同仁都特地抽出時間前往參觀。

展會聚焦「化合物半導體」、「異質整

合」、「智慧製造」與「綠色製造」4大主題，

並由各主題領導大廠分別打造出化合物半導體

創新應用館、異質整合創新技術館、高科技智

慧製造特展與綠色製造創新形象館，展示半導

體上下游產業鏈相關的技術與創新解決方案以

及關鍵競爭力。另依廠商展示重點劃分出如循

環經濟、高科技廠房設施、智慧能源管理、材

料、二手設備、測試等10多個專區，也對半導

體產業很重要的人才議題，闢有人才培育特

展，含括「助攻半導體產業克服人才危機、半

2021
國際半導體展國際半導體展觀後筆記觀後筆記

(UNIST) Bartosz Grzybowski教授，花了將近15

年時間，成功透過AI演算法協助將複雜化合物

的合成完整反應步驟列出，以前所未有的新方

法，尋找出新穎、高效的藥物合成推薦路徑；

日本東京大學化學與生物技術系相田卓三教授

則介紹了超分子聚合物研究概況，其能在環

保、自癒合、重複加工使用等功能上有發展應

用前景；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化學工程、材料

科學與工程學系鮑哲南教授發明一種材料能模

仿皮膚的彎曲和癒合能力，並能同時向大腦發

送觸摸、溫度和疼痛信號的傳感器，來幫助失

去四肢的人恢復觸覺。

本社在去(2021)年所執行「如何深化化工教

育之產學合作」議題研究，研提了多項深化化

工教育產學合作的實作計畫，其中一項為「產

學教育推廣合作」，期能透過舉辦產學交流及

研討活動的方式，讓產學界分享研究新知、發

展趨勢及成果，並有助拓展並強化各界交流。

自2021年4月起本社陸續與李長榮教育基金會、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及中國化學會洽談「前瞻分

子工程研討會」會議辦理形式、場地、議程等

各式規劃，歷經多次會議討論及規劃

調整，並以視訊會議向國外講者說

明，邀請國際學者們來台演講。

但因臺灣為防範疫情擴散，非

本國籍人士仍暫緩入境，影

響了外國學者來台行程，因而改採預錄播放及

跨國連線直播方式進行，但實際成效並未打折

扣，獲得聽眾們熱烈迴響，也於演講後順利與

學者交流討論。

結語

本屆年會各界參與熱烈，由與會者的數

量、多元性、內容的廣泛可見會議極具規模，

會議涵蓋產、學、研界各種形式的知識分享交

流，學生論文發表數量也將近800篇，分別進

行英文口頭發表及海報展示，評選各領域優勝

及佳作。同時會場外廊道區，也吸引到業界共

23個攤位前來全天進行展覽及徵才，展現各企

業的發展趨勢及人才需求，可謂「群賢畢至，

少長咸集」，來自全台各地的化工相關領域學

者、學子、企業人士，讓整個高雄展覽館熱鬧

非凡，年會也順利圓滿落幕，並預告第69屆年

會將於淡江大學隆重登場。本社今年亦將持續

與產業、學校及學會保持合作，共同推行「共

編工安教材及業師授課」及「教師赴產業服務

研究」，記錄實際運作情形，深入瞭解運行中

所面臨障礙及解決問題方式，以帶動產學合作

正向循環。

前瞻高分子論壇國際學者與聽眾進行線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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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介紹徵才及學生論文
壁報展區人潮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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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委員會CIE的國際學術平台，在台灣科技大

學退休前夕，獲得台灣照明學會30幾年來唯一

的照明金質貢獻獎，並獲得中國照明學會的特

別貢獻獎；我是最早提出都市光害危害動植物

生態的學者之一，被兩岸照明業界尊稱為照明

界的哲學家。能集合長輩提攜及學習歷程中師

長的指導，獲得兩岸照明產官學研共同推崇的

終身貢獻成就獎，人生有一項成績無愧於祖

先國人，也不枉世上走一回。

喜歡喝茶，買個茶園，憑製茶技術首次

參賽，拿回阿里山高山烏龍茶頭等獎的匾額

掛牆上當裝飾；19:00吃晚飯看見電視新聞報

導隔日東京的櫻花季節開始，立即訂機票、

女兒幫忙訂公園旁的住宿旅館，凌晨02:30陪

著內人徐乙心出門，09:00飛抵日本東京的上

野公園欣賞櫻花，生活愜意，瀟灑人生，從

心所欲，幾許瘋狂又有何妨？

看著老爸一路走入社會人群，女兒蕭

鈞毓更是不遑多讓，2歲多拿螺絲起子完全

拆解電子鍋，害得她娘無法及時煮晚飯；台

北市技優第一名保送進大安高工電機科，大

學全校第一名畢業，一路全勤獎；研究所

進修期間她接受葉勝年教授的指導提攜，

選擇最冷門的電機設計，堅定執著做好一件

事情，參與10幾項科技部、產學合作案。96

年博士班時獲得中技社獎學金，開始一系列

小
時候，看著在電信局服務的父親會裝修

收音電唱機，總感覺學電的看來滿神氣

的，有為者亦若是。因此，考進台北工專電

機科讀五專，同學來自全省菁英，幸好我家

學淵源還算紮實，成績坐三望二搶第一，也

很榮幸地在畢業前獲得中技社的獎學金，這

是當時理工科最高榮譽的獎項，深感榮幸。

20歲時，曾有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學長提

供給我全額獎學金，希望我出國念書；表姊

卻轉達母親難忍思子之情，於是斷絕出國念

書的念頭，改在台灣從台北工專到台灣工業

技術學院，一路讀到博士；每次出國開會、

演講，出行、回國第一時間都是先電話向母

親報平安。

民國50年代，鄉下路燈還是鎢絲燈泡，

我也在電線桿下藉著路燈讀過書，感謝愛迪

生的發明，進修期間就專注在電力能源及

照明科技，我大概是台灣第一位自專科、大

■ 蕭弘清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副教授   民國65年獎學金得主

   蕭鈞毓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助理教授 民國96年獎學金得主

拿學術大獎，讀電機卻跑去搶機械領域的大

蛋糕，第一位獲得上銀優秀碩士論文獎、博

士論文獎；2015年更獲得日本第一屆馬達電

機與控制最高成就獎-全球永守獎(Nagamori 

Awards)。看著她小巧的身軀親赴馬達上下游

工廠，親自動手設計組裝出重達260公斤、

10 kW的風力發電機，將近2年的努力奮鬥

歷程縮影，感動了博士畢業口試委員及上銀

優博終審會的多位中國院士評委。基於鄉土

情懷，她拒絕了對岸開出各項誘人的高薪挖

角，堅持留在台灣搞創新、作研發；對於高

效率發電機與馬達設計的專注，讓她活躍在

海峽兩岸及歐美國際電機產業領域，成為業

界最佳的電機顧問諮詢及合作夥伴，隨她學

習與作研究的學生，紛紛變成馬達上市公司

及中小企業的搶手貨。跟著我走出校園圍

牆，在消基會作公益服務，擔任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並投身節能技術的推廣及輔導，連

續兩年獲得台灣節能輔導傑出獎的肯定。

誰說，學術界就一定非得要在論文圈中

求成就；47年前，中技社獎學金委員會點亮

了我一盞心燈，讓我發心服務社會，為更多

年輕後進照亮光明的前途與無窮的希望。一

月初，鈞毓生出漂亮小女娃，或許多年後，

中技社獎學金會出現祖孫三代的獲獎者，我

們拭目以待。

點一盞智慧心燈點一盞智慧心燈  

      照亮光明的未來照亮光明的未來

學、碩士、博士均專注於照明科技的本土博

士。35歲時，曾有機會在蓮因寺靜思，我不

想循著傳統學術界教學研究、寫論文拚升等

的路線；我想走不一樣的路，學佛菩薩普渡

眾生的情懷走入人群，將所學直接面對大

眾，點亮眾人正確的智慧生活，開啟人生的

另一光明前途；我不再獨走理論開發，轉向

貼地氣去關注與民生相關的新議題，並協助

艱困企業解決問題。 

從此，我進了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當委

員、召集人、董事、監察人，協助消費糾紛鑑

定，擔任電氣安全的發言人逾30年，被新聞媒

體譽為台灣消費者電氣安全生活的守護神。當

民眾包圍變電所、基地台抗爭電磁波的安全

議題甚囂塵上時，我被推薦入環保署非游離

輻射諮詢委員會擔任委員，每年在環保署、

NCC、中小學教師研習、民眾溝通宣導會、

廣播電台與電視訪問作電磁波演講超過60個場

次以上；從6歲啟蒙到今年67歲不曾

間斷的照明資歷，協助台灣的照明產

業由傳統照明一路走到LED及智慧照

明；基於關心學童視力健康，協助制

訂教室照明設計維護規範成為兩岸最

高指導原則，將健康與智慧照明的經

驗分享海峽兩岸，走遍台灣各鄉鎮，

去過大陸各省市自治區，從阿里山到

珠穆朗瑪峰山腳下的偏遠地區，推動

教室照明建設工程。2011年突破兩岸

政治障礙，協助台灣成功加入世界照

︱獎學金得主專欄︱
集思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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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於日本日光火車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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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中技社化工學術獎得主 黃炳照講座教授

2050淨零排放2050淨零排放的挑戰與機會的挑戰與機會
能源系統的發展，也可獲得取得再生能源的管

道。目前Apple（蘋果）、亞馬遜（Amazon）、

微軟（Microsoft）、Facebook（臉書）等科技巨

擘均已加入，臺灣在國際科技巨擘的供應鏈上，

宜盡早進行佈局與準備。臺灣目前已加入RE100

包含台積電、鴻海、和碩、日月光、宸鴻和欣興

電子等公司，目前購買綠電已成為臺灣科技產

業的發展趨勢。在國際能源總署（IEA）提出的

2050年淨零碳排放的策略與技術路徑圖，顯示未

來化石能源的使用會逐漸降低或停用，再生能源

的比重會逐漸增加，隨之電動化的運輸載具會逐

漸增加，2030後氫能應用會逐漸大量導入社會，

包括綠氫的生產、氫的儲存與運輸、氫動力或燃

料電池運輸載具等科技產業，進入氫經濟社會。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人類的覺醒，促進了

能源與運輸載具的轉型。由吃牧草的獸力車，

到燒煤炭的火車與燃油引擎汽車，將逐漸轉為

以電力為主的電動車及以氫能為主的燃料電池

車，如圖1所示。在這能源與運輸載具相互刺激

的快速轉型時代，到處充滿挑戰，也到處充滿

創新的機會。在淨零碳排放的路徑圖中，太陽

能、風能等再生能源比重將逐漸增加，惟再生

能源的間歇性與季節性，如何維持充足電力供

應與電網的穩定性，電化學儲能將扮演重要關

鍵。另外，電化學儲能亦是電動車產業中核心

中的核心科技，因此電化學能源儲存科技與產

業，受到各國的關注與投入。電池是將化學能

與電能轉換的裝置，電池可比如住家的水塔，

人
類自1760年工業革命以來，生產與製造方

式歷經幾次的轉變，出現了以機器取代人

力、獸力，近代更以大規模的自動化智慧生產取

代手工或傳統機械生產，引發了歷次產業科技革

命。在這產業科技革命的過程中，對煤、汽油等

化石燃料大量消耗，造成環境的二氧化碳濃度在

短短幾十年期間大幅攀升至400 ppm，導致全球

區域性的極端氣候變遷與嚴重的天然災害。許多

國家與企業為了減緩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及其對環

境與氣候的衝擊，已承諾為應對氣候變遷盡自己

的一份力量。2015年聯合國全球永續高峰會及第

21屆巴黎氣候峰會，分別訂定了永續發展目標與

巴黎協定。2021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簽定

了格拉斯哥氣候協定(Glasgow Climate Pact)，各

國承諾「逐漸減少」煤碳的使用，並於2022年底

將提出減碳計畫，其除對地球環境永續發展之意

義非凡外，對全球企業經營策略與布局亦有重大

深遠的影響。為了更積極達成減少碳排放的目

標，各國政府將根據國際公約承諾的減排目標，

設定碳排放權的上限，再依規定分配給企業，當

企業製造產品所產生的碳排放量，超過分配額

度，就要向有剩餘配額的企業購買碳排放權（碳

權）。碳關稅則是依循著特定地域有規定企業的

碳權，例如歐盟的企業，會將購買碳權的成本，

加諸於其產品的定價，假如海外競爭者無須負擔

碳權成本，就能以相對低價格產品銷到歐盟，對

當地致力減排企業造成不公平競爭，為了避免

發生此事，歐盟2021年公布「碳邊境調整機制」

計畫，針對高碳排放的產業進口商增加碳關稅。

當此碳交易機制導入市場，無論在那裡「排碳」

均必須公平付費，這除將有助於政府和企業衡

量減排的成本與效益，並有助全球2050達到淨零

排放的目標，國內企業宜盡早針對其產品進行

碳足跡分析，以瞭解在淨零排放的新經濟模式

下，如何達到減碳及提昇競爭力。目前已有許多

先進國家及國際大企業承諾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

排放(NZE 2050)，RE100是由氣候組織與碳揭露

計畫共同成立的企業及非營利機構自願性協同

組織，加入的成員必須公開承諾2030年在全球達

成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及時程， 企業加入

RE100 後，除可以從使用者的觀點協助推動再生

圖1 人類使用能源與運輸載具的蛻變轉型



■ 能產中心 劉致峻博士

而不管是高碳水化合物、高蛋白，或是近年流行

的生酮等飲食，只要管控好熱量攝取，製造足夠

的熱量赤字(熱量的攝取少於消耗)，就可以將脂

肪代謝掉。但當時的我就像其他許多減肥者一

樣，在許多不同的飲食法中陷入選擇障礙，所幸

在數次Try and Error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套適合自

己的減肥方法，就是所謂的「間歇性斷食」。

在嘗試了間歇性斷食法後，順利將體重在四

個月內減了約14公斤，於隔(2018)年生日前，降低

至75.7公斤的水平(總計減肥28.4公斤，約占初始體

重的27.2%)，並至今維持在73~75公斤的區間內。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可說是少見的成功案例2。

何謂間歇性斷食？

所謂的斷食(Fasting)就是一段時間不吃東西。

乍聞之下，可能讓人覺得餓肚子不舒服，甚至擔心

會造成健康疑慮。但其實斷食並沒有這麼恐怖。在

人類的歷史中，因為食物來源並不穩定，經常被迫

斷食，只是現代人因為豐衣足食，才會對其感到陌

生。而間歇性斷食則是讓一個人將每日進食的時間

限制在一段時間之內，也就是所謂的進食窗口，另

一段時間則完全不吃，並以此為循環。

我的減肥歷程

因為熱愛棒球運動，我念大學時曾參加校

隊，大量訓練並刻意增加肌肉量，讓自己養成了

大量與快速進食的習慣。退伍之後隨著生活型

態的改變，體重也像過去十幾年的股市般扶搖直

上，雖嘗試過幾次不同的減肥方法，讓體重數

度回檔修正，但總是V型反彈，屢創歷史新高。

甚至在四年多前，讓數字等同查號台號碼，僅僅

175的身高卻能晉身為0.1公噸級選手。

過重的體重導致足底筋膜慢性發炎，膝蓋也

常因疼痛而難以行走，各種不適讓我不得不正視

這些健康紅燈警訊。為了能成為家庭的支柱，照

顧父母、陪伴家人，認真地告訴自己要減最後一

次肥，便在2017年10月的生日當天開始我的減肥

旅程。而身為智庫研究員，深信科學實證的重要

性，勇於嘗試更是我基因的一部分，故想在這段

旅程中，順便在坊間五花八門的減肥方法中，尋

找出一套合理可行的減肥方式。

剛開始的前三個月，由於初始體重極高，透

過簡單的限制含糖飲料與宵夜的飲食，配合有氧

運動，順利地減重10公斤。但五個月後(2018年的

5月底)，仍不免面臨減肥瓶頸，雖然總體重減少

了14公斤左右，但卻遲遲無法突破90公斤大關。

這個瓶頸係因隨著體重的下降，人體的基礎代謝
1也會隨之降低，故若要進一步增加熱量赤字，不

是得更減少進食，就是必須增加運動量，這往往

磨損意志力，導致減肥失敗。

俗語說「Weight loss happens in 

the kitchen, and fitness happens in the 

gym」，由於運動帶來的熱量消耗

並不算高，控制飲食才是效率較高的減脂方法。

間歇性間歇性斷斷食食：：減肥心得分享減肥心得分享（上）（上）

1.   基礎代謝(Basal Metabolic)是維持人體重要器官運作所
需的最低熱量，為維持生命及生理機能所需的能量。

2 .   根據2005年American Society for Clinical Nutrition的一
篇文章所述，成功減重(減去原始體重的10%並維持
一年以上)的人僅約為20%。(Wing and Phelan, 2005)

可以將電先儲存起來，待需要時可以拿來用（放

電），沒有的時候，可以再補充（充電），如圖

2所示。電池的性能包括能量轉換效率，重量能

量密度(Wh/kg)，體積能量密度(Wh/L)、充放電

能力、自放電率、循環壽命、安全性等，電池的

特性仰賴材料與製造的一致性與均勻性，需要持

續的精進與突破，電池產業產品的信譽更需要長

時間去經營，無法一蹴即成。世界各國為了提高

電池性能、安全性與降低電池成本，投入大量的

資金與人力資源進行研發，期望取得電池材料與

製造技術的競爭優勢。如果說IC晶片是運輸載具

系統的大腦，電池則是移動系統的心臟，誰掌握

IC晶片與電池的技術，將掌握運輸載具系統的關

鍵，以電為主體的運輸載具產業將是臺灣繼半導

體產業後的另一兆元產業。臺灣具有良好的IC晶

片產業鏈，惟臺灣電池的產業鏈競爭力尚有很大

的努力空間，需要更多人才與資源的投入。

氫是最輕且蘊藏量豐富的元素，氫為乾淨

的燃料，氫的燃燒或是透過燃料電池發電，只

會形成乾淨的水，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氫燃料

電池為電化學能源轉換裝置，在陽極端通入氫氣

為燃料，進行氧化反應，陰極端通入氧氣為氧化

劑，進行還原反應，發電過程中只產生水，如

圖(二)所示。雖然氫燃料電池發電技術已相當成

熟，目前已逐漸導入利基市場，預計於2030年將

大量導入應用，惟氫的生產、儲存、運輸及加氫

站基礎建設等科技的突破，有待學術界與業界共

同努力，以降低其營運成本，並提昇其整體能源

效率，以建立潔淨氫經濟社會，達到2050淨零碳

排放目標。

智慧化的綠色能源車將是人類未來重大科

技革命方向，臺灣未來在淨零碳排放的路徑圖

中，惟有能源與運輸載具往永續發展方向同步

轉型蛻變，掌握綠色能源、電池與氫能關鍵材

料與製造科技，才能平穩的達到淨零碳排放的

目標，並發展新的永續兆元產業。臺灣應積極

深入探討2050淨零排放目標下之挑戰與機會，

除了個人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外，社會善用臺

灣科技的強項，加強人才培育，進行原料、製

程、產品與服務等之研發與應用，提前佈局綠

色能源、電動化與氫經濟，以落實企業與地球

的永續發展願景。

《未完待續，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下期通訊！》

AfterSeptember 2017
Weight 104.1Kg(229 Lb)
Body Fat 39.7%

December 2021
Weight 73Kg(160 Lb)
Body Fat 14%

Before

-3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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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鋰離子電池與氫能燃料電池的運作原理與應用



頭獎得主：惠萍姊滿載而歸，

全體同仁預約隔週午餐

董事長引吭高歌，同仁變身粉絲，恍如演唱會現場

大合唱：我們都是一家人穿越蟲洞：順福哥搏命演出

聖誕樹主持人
(絕非後製特效)資深員工授獎合影(由左至右)：會計室小翠姊(30

年)、馬主任(30年)、潘董事長、陳執行長、工教中
心芷芸姊(30年)、能產中心湘琴組長(20年)

自
新冠疫情發生已二載餘，雖然近期遭受

Omicron變種病毒的威脅，但仰賴全國同心協

力，迄今防疫成果斐然，絕大多數人民仍能正常

生活，本社也得以宣布復辦尾牙，慰勞全體同仁

的辛苦付出。

本次的尾牙活動在1月18日，假大三元舉辦，

讓全社同仁得以共聚一堂，歡慶福虎新春。在悠

揚的薩克斯風的伴奏下，由能產中心同仁們一同

能產中心同仁獻唱與薩克斯風演奏為尾牙開場

新進同仁逗趣表演(由左至右)：

嘉瑋、右人、華軒、宛愉■ 能產中心 劉致峻博士

福虎生豐福虎生豐  尾牙歡慶迎新春尾牙歡慶迎新春

演唱了「採紅菱」與「外婆的澎湖灣」，為整場

尾牙開場破冰，四位新進同仁也帶來「愛情限時

批」、「朋友」等勁歌熱舞，並穿插「穿越蟲

洞」與「傳遞幸虎（福）」等團康活動。而董事

長更宣佈今年抽獎獎金加碼一成，讓同仁無不摩

拳擦掌希望抱得大獎而歸。尾牙最終在董事長、

執行長與諸位同仁的輪番上陣高歌之下圓滿落

幕，期待嶄新的一年能走出陰霾，再創佳績。

在當今的教學環境中，我們可以看見AI科技是如何扮演輔助者的角
色－以學習者為中心所設計的AI教材內容，可引起學生自學的動
機，培養演算法之邏輯思維，並加以「輸出」應用。
同時，AI系統也協助教師掌握學生的學習變化和回饋，進而達到因
材施教之目的。
我們期許，能夠透過人類智慧和人工智慧「人機合作」的教與學模
式，打造具有創新與創造能力的人才。
圖 / 文：夏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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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夏弩 /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西畫組 
 曾獲2020年高雄青年文學獎圖像文學類首獎、2021年紙上

躍躍然 · 典美插畫大賞入圍、2019年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

節「新潮區」參展、第六屆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優選。插

畫、漫畫、設計並行中，在不同領域持續各種嘗試。作品

以手繪水彩為主，鍾情於魔法一般的渲染效果。

IG：_hsianu_　FB：夏弩Hsian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