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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上旬開始，台灣確診數呈指數增加，面對襲來的COVID-19浪潮，民眾慌

亂、未知的不安感受一一浮現，透過他國經驗、提高疫苗接種率、等待藥

物研發，邁向集體免疫的過程中，所幸大多民眾已能沉著應對，在必然的過程

中盡人事。面對生活上各種調整帶來的陌生感、被迫減少聚餐、減少實體活動

等習慣，雖謂之失；然因而檢視生活的應然、重新調整生活步調、開啟新的學

習模式，亦可謂一得。

首先恭賀本社李順欽常務董事榮任台灣中油董事長、苗豐強董事榮任工總

理事長。本期「封面故事」聚焦AI在教育領域之關鍵議題，從AI思維、教師與

行政人員AI技能、解決偏鄉數位落差等面向深入討論，為9月7日研討會暖身。

「業務走廊」有淨零排放相關的碳交易市場、碳匯、液流電池、回收稀土等議

題，以及我國早退勞動力、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發展歷程等議題。新增的「科技

永續」專欄，旨在引領前瞻、跨領域之新興科技，協助各地讀者透視在能夠影

響人類未來的新科技脈動及新永續發展情報。「集思天地」邀請顏聰獎學金得

主分享，「名家講座」張煥正與陳三元教授分別解析螢光奈米鑽石與奈米醫學

之應用。「心一點靈」延續上期與讀者分享同仁以間歇性斷食的減肥心得，以

及跟著大航海時代的世界遺產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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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未來跨界跨領域之研究需求；研究中心自5月1日起

組織調整為【經濟暨產業研究中心】、【資源暨環境研究中心】、【人才培

育發展中心】，以及新增以科技發展

對社會經濟之影響為研究主題，並兼

及工程技術之發展趨勢與應用面向的

【科技暨工程研究中心】；未來將持

續強化研究能量並與國際鏈結，掌握

有價值的資訊與觀點，提供給大家作

為個人、組織或單位，在社會議題上

的問題之重要參考。

邁向集體免疫的邁向集體免疫的得得與與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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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AI素養的教與學：基於現階段資訊素養發展的觀點

黃國禎講座教授/台灣科技大學

2 CTCI QUARTERLY  3

■ 經產中心 許湘琴

隨著人工智慧(AI)應用領域的日益廣泛，
正一步步地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與思考模式，對
社會、經濟與政治等各層面都帶來重大改變，
造成不小衝擊。

在此浪潮下，先進國家莫不將AI視為重點
發展項目；對於AI運用範疇的無限擴大，也讓
許多有心人憂心忡忡。

許多科學家、AI科技專家與教育工作者
苦口婆心提醒：人們必須充分了解AI背後的科
學、侷限及未來潛在影響，才能適應未來社會
型態的改變。

可以說，培育能理解與運用AI技術的公
民，是當前國家科技發展重要且急迫的課題。
本期「封面故事」以「AI在教育領域應用議
題」為主軸，讓我們一起進入AI的教育世界。

AIAI在在教育領域應用教育領域應用之關鍵議題之關鍵議題

過去使用的資訊科技有何不同，多了什麼樣的

功能。

在國高中方面，資訊科技課程開始著重

在運算思維，亦即培養學生邏輯及問題解決能

力，尤其是在演算法、程式設計與實作方面。

因此，在人工智慧素養的導入方面，宜搭配既

有的規劃內容，將演算法及程式設計部分透過

人工智慧專用的電腦語言（例如Python、R或

Julia語言）進行教學。另外，在系統平台、資料

表示、處理與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

與人類社會等面向，則在相對應的內容中增加

人工智慧技術的內容。

人工智慧素養教育的目的，除了幫助學生

瞭解科技及應用科技的能力，亦要兼顧各方面

能力的發展，例如合作及溝通能力、問題解決

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及創新能力。因此，如何

幫助學生把所學到的概念及技能靈活應用到不

同領域來解決問題，是未來在實施人工智慧素

養課程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本
社自2021年即展開「AI在教育領域應用

議題」的探討，在中研院陳力俊院士、

台灣教育大學系統吳清基總校長與東海大學張

國恩校長的協助下，陸續舉辦一系列的專家座

談會，討論、篩選出關鍵議題，並進一步邀集

多位學研經驗豐富之學者專家，從AI思維、教

師與行政人員AI技能，解決偏鄉數位落差等各

面向進行深入論述，以匯聚研究成果，提供政

府及關心此領域的產學研界參考。

作為本社AI教育議題起手式的《AI在教

育領域應用》研討會與成果發表會，原定今

(2022)年5月盛大舉辦，無奈正值疫情的高峰

期，考量群聚的健康風險，決定延至9月舉

辦，以下謹擷取六位專家、六大主題的部分內

容先讀為快，

以饗讀者。

資訊素養在世界各國已被廣泛討論及實

踐。在台灣，資訊素養的議題亦由教育機構及

學者不斷地進行探索及討論，從小學開始，資

訊課程的內容越來越多元化；許多學科也逐漸

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作為主要的教育創新方

式。在此同時，人工智慧的興起，讓規劃中小

學資訊素養多了一個新的挑戰。故嘗試從分流

培訓及人工智慧與資訊素養融合的角度，來定

位人工智慧在中小學教育的內容及教師分流培

訓方式，以促進人工智慧在中小學教育的應用

及師資人才培育。

由於資訊教育在台灣中小學已經實施多

年，具有結構完整的課程及師資；因此，在規

劃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時，建議依循原有的架

構來進行融合。以小學階段而言，在演算法、

程式設計、資料表示、處理與分析部分，不宜

過度強調人工智慧；相對地，在系統及平台的

應用及體驗方面，可以讓學生嘗試瞭解及體驗

人工智慧的設備、裝置及或系統平台的功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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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科技發展對當前社會有重大影響，如何

儲備未來人才與轉型刻不容緩，系統性地在高

等教育階段培育AI思維與跨領域協作，更是重

要議題。所以嘗試從STS的「基礎設施」和「公

民科學」角度重新想像AI，以如何促成更好的

AI角度出發，提出應拓展AI的公共性，讓AI教

育成為公共化AI的場域與過程，希望有助於新

世代的人才培育。

高等教育牽涉層面眾多，對於所有AI推

展、培育及介入都應該以體系的影響、趨勢與

價值重新定位，拓展想像力，也就是AI教育焦

點要從個人擴展到體制，才能將高等教育發揮

更大創造與跨界學習。

在推動高教的AI教育時，亟需人社研究者

與技術研發者攜手合作，為擴大AI這項科技的

可能性，不但要由其個別技術與個人能力面知

其所以能，更要由體制、目標、價值、實作層

面廣納參與，加強AI基礎設施的公共性，而這

些都需要重新檢視AI的實作面向，這也需要更

有企圖心地規劃AI教與學。

高等教育的AI公共化：STS1的公民科學與基礎設施觀點

林文源教授/清華大學

因此，從人才培育角度，AI必須融入

新時代的學習，擴大AI想像，讓各種領域的

學生與教師，連結真實問題與資料，貢獻所

學，為更好的AI技術與社會一同協作。就此

而言，高等教育的AI教與學必需是一種朝向

AI知識與技術公共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

是公共協力讓更多知識與專業參與AI、促成

更好的AI，也必然是集體善用其知識與技術

善盡社會責任的機會。亦即高教也成為公共

化AI的關鍵基礎設施。

「公共化的AI教育」不是教導AI技能，

進而參與黑盒化AI，而是探索AI的公共性與政

治性，讓AI教育成為公共化AI的場域與過程。

謹希望在高等教育階段的AI教育，不只是培育

單面向技術人，拉大科技與社會的鴻溝，甚至

只是增加產值。而是落實教育的多元理想，有

教無類，讓各種領域學生與專業連結到AI的發

展，共同貢獻以建立朝向建置更能回應社會需

求的AI基礎設施。

任，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讓課程流於技術上的

練習，反而讓學生失去對這一主題的興趣，老師

應該把學生的興趣納入教學的設計中，才不會未

蒙其利反受其害，以免學到僅是形式上的知識而

喪失終身投入的熱情。

通常資訊相關的研發特別需要強烈的興趣

與動機，這是因為資訊科技特別著重創新的想

法，過去的學術研究也發現，以建造為目標激勵

學生學習運算思維與AI、以遊戲情境吸引學生

投入、以生活問題解決引起學生興趣等方式，皆

有助於資訊教育的興趣培養。故對實施運算思維

與AI教育，提出應先確立實施運算思維與AI教

育的教育目標、實施分層分級並提供選項讓學生

依需求自主選擇、培訓教師充實運算思維與AI

教案庫與案例庫、協助學生從樂趣程式跨越到

AI應用、充實基礎運算思維與AI概念之教學資

源、強化AI學習與教學社群、避免考試帶來反

效果等建議，作為實施教育政策參考。

資訊與AI教育國際浪潮—興趣導向式的資訊/AI教育

劉晨鐘講座教授/中央大學

心流的理論更證實當個人經歷過心流經

驗，也就是孩童曾經對一件事物經歷過廢寢忘食

的經驗，會促使他尋求再一次的心流經驗，繼續

參與這樣的事物這樣的興趣發展歷程。以往在非

正規的學習社群中，學生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學習

的目標，學生能夠有高度的興趣，也比較能夠進

入心流狀態。但是，當運算思維或AI變成必修

科目之後，由於教學目標列入課綱之中，無形之

中老師會將學生必須學會這些內容視為自己的責

  1.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科技與社會研究

學術研究的結果很肯定的指出學習動機是影

響學習很重要的因素，缺乏學習動機的學生在學

習態度往往表現較為消極，自信心較低，導致學

生沒有意願參與相關的工作。當學生有高度興趣

和動機時，他們比較會自己主動規劃、監控、和

調整自己的學習方式，進行有效的學習，而不是

被動的接受指示學習，當學生認為學習主題是有

興趣且重要時，會呈現高學習動機，因此他們會

付出更多的努力解決面臨的問題。

應用人工智慧於教學的專業知識

陳志銘特聘教授/政治大學

目前教師採用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形

式，大多仍僅停留於教學流程的數位化階

段，對於支援教師的教學及促進學生的學習

成效仍然相當有限。相較之下，運用AI輔

助教學則可以更進一步活用教學過程中所使

用或者產生的數位化資料，並藉由AI在速

度、維度、強度、粒度上優於人類的特性，

提升教師完成課程準備的效率與速度，也可

能幫助教師發現意想不到的教學問題或解決

策略。因此，提升教師應用AI於教學的專業

知能具有其重要的意義。然而，從科技學科

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理論談資訊科技導入教

師教學之策略與方法時，可以發現在TPACK

的框架下，現今教師大多僅注重在應用資訊

科技知識於教學應用職能的提升上，尚未意

識到未來需要進一步利用資訊科技強化科技

教學知識，以及科技學科知識，因此未來在

導入更進階之AI於科技學科教學知識時，亦

可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有必要思考因應之

策略。

經探討人工智慧導入教學

的策略方法、教師導入人工智

慧於教學的時機與層次，以及

教師應用人工智慧於教學的職

能評估方法後，從深入的文獻

探討及教學實務分析中，發現AI的導入確實有

助於學習動機與成效的提升，且AI適用於導入

所有的學科領域，唯須發展AI融入各科的教學

模式與教案設計，且需在現行的教育環境中，評

估教師運用AI輔以進行教學的能力，並透過職

能訓練提升教師應用AI的專業知能。

故進一步提出提升職前教師應用AI提升

各科教學之教材教法專業知能、廣開在職教師

應用AI提升教學專業知能之各項進修與研習

管道、依據教師應用AI導入教學之時機與概念

層次進行不同程度專業課程設計、定期舉辦全

國性或地方性之AI融入各科教學之教案設計競

賽、建立全國性之AI 導入教學專業職能資源

網、發展AI 導入教學之專業職能評估方法等政

策推動建議方向，希望對於國內推動AI導入教

學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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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AI適性學習模式在動手實作能力培養之現況與未來

曾憲雄副校長/亞洲大學

隨著物聯網與5G的發展，無所不在的行

動數位學習方式，也跟著興起，同時也帶動起

自主學習者可以自行選擇，設立並實行個人教

育計畫的自主學習方式。而目前數位學習大都

結合影音、社群或同儕互動以增進學習效果，

也有一些結合遊戲以強化學習動機，對需要以

動手實作的實驗課程更發展出體驗學習，而這

些數位學習模式都能透過AI與機器學習等智慧

技術，用以改善教學與學習成效。

而智慧型教學系統或適性學習系統，可

以考量學生的能力進行動態調整與系統化地

監督學生的學習狀態，適性提供學生學習鷹

架的個人化學習，藉以反覆地有效支援學生

的學習以提升其學習成效。此學習模式主要

透過AI機器學習技術與學習歷程分析，適當

的給予學生學習輔助與回饋。學習歷程能有

效地記錄與管理學習者的每個學習步驟，針

對其學習歷程進行立即分析，學習歷程分析

結果除有助於教學者找出教學面盲點，也可

對學習者提供反思機會。

一個能提供智慧化適性學習模式的平台

其主要核心便是[領域知識]，過程可區分為三

個階段：知識擷取、知識精煉，以及知識應

用。AI可扮演有如大腦角色的知識架構師，

透過知識擷取技術，匯集專家知識與相關資

料，與透過機器學習技術，再透過知識彙整

將多元知識找出共識與整合成有意義的知識

架構。藉由知識架構搭配AI技術，依據學

習者學習能力提供適當的學習服務，學習歷

程再透過如資料探勘技術進行學習分析，了

解學習問題後回饋到知識架構中，提供進一

步的適性學習導引、評量、診斷、提示等知

識應用。此外，學習分析結果搭配知識分析

找出對原有知識架構有衝突與需修正之處，

再透過知識擷取流程彙整專家意見與資料分

析，進一步針對知識進行擷取與精煉，得以

持續優化平台知識架構，提供更適當的知

識、智慧，支持更好的適性學習服務，輔助

學生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探究如何透過AI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

楊鎮華講座教授/中央大學

著眼偏鄉數位學習環境的長期發展，欲使

整體運作機制更加健全，對成效的提升更加顯

著，還需教學端與學習端雙管齊下，教師與學

生的通力合作。AI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不只

能為教學活動帶來質變、優化學生自主學習的

品質與效率，亦得用以支援教師的自主進修與

研習活動，提升教師的數位能力與資訊素養，

拓展其在數位教學環境中的發揮空間。

相較都市地區，起步相對落後的台灣偏鄉

區域，更應提前落實數位學習終身化的佈署，

推動AI概念與技術在教學場域的全面融入與應

用，跨越時間維度與疆域限制，促進數位教學

的普及，為城鄉落差帶來實質的翻轉。  

繪圖/設計   李翊甄（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Behance：liyizhen_0418
曾獲選110年度愛滋病微電影創作優良影片、110年租稅宣傳圖卡設計比賽佳作、2020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形象公仔設計第三名。曾
參與臺師大歐文所107學年度招生影片、台中甜點工作室CIS設計。擅長平面設計，熱衷版面編排，嘗試人物插畫，學習影音製作

（封底裡活動預告亦為李同學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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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教育領域應用研討會將在9/7(三)於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歡迎您的參與，期待與您一同進入智慧新世界！

研討會詳細資訊將於8月上旬公告於

本社官網(ctci.org.tw)，屆時歡迎報名參與！

活 動預 告

近年來，政府致力於挹注資源、佈建硬

體設施，為偏鄉地區建構有利於數位學習發

展的友善環境；然而，受限於人力資源不足

的問題，始終無法達到預期中的效益，有事

倍功半之慮。AI人工智慧的成熟，適而為此

問題帶來新的契機，昭示了全新的可能性。

若能透過完善的規劃，設計AI人工智慧相關

技術的應用機制，使各式數位資源能夠在偏

鄉的數位學習場域中被有效率的應用，實現

真正均等的數位學習。

欲解決偏鄉數位與學習落差問題，若僅

仰賴課堂活動革新為之，恐力有未逮；唯有更

全面、廣泛地在不同層面融入AI相關理念與技

術，方能夠開拓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因應當今

自主學習平臺的發展趨勢，以龐大的使用資料

為參考依據，透過AI的推薦與診斷功能，建

立良好的自主學習機制，使學習踏出教室的場

域限制，紮根於生活中，落實無邊界的學習模

式。學生在課前與課後，也能夠依照自身的學

習樣態，接觸不同的學習材料與資訊。如此不

僅有益於拓展視野，也透過AI人工智慧的協

助，改善家長在偏鄉學生網路使用行為中缺乏

陪伴的問題，輔導學生落實正當的網路使用，

減低網路偏差行為的風險。



■ 編輯室

本
社李順欽常務董

事於今（2022）

年4月8日獲行政院核

定，真除中油董事長，

4月12日就職視事。

李董事長是中油

少數內升的董事長，嫻

熟公司業務、圓融溝通

協調，備受肯定；在

中油長達42年，從值班

工程師做起，歷任高雄

煉油廠廠長、煉製事業部執行長、副總經理、

總經理、代理董事長，為兼具煉製石化及經營

管理專業不可多得的人才。李董事長在總經理

及兼代董事長任內，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

戮力推動三接等天然氣輸儲設施增擴建計畫、

大林石化油品儲運中心興建計畫，以及高值石

化產品與關鍵材料創新研發等業務，深化所屬

加油站成為多元服務、連結在地的據點，帶領

中油積極淨零轉型並為達成環境永續、社會共

融、公司治理(ESG)的三贏而努力，績效卓著。

李董事長表示，擔任中油董事長一職，是

榮譽，也是承擔；淨零、永續，是身為能源事

業的中油最艱鉅的挑戰，也是必走之路，No 

transformation, No sustainable CPC!身為「中油老

兵」，他將一本初心，以「優油、減碳、潔淨

能源」三大策略全面規劃轉型，在油人前輩奠

定的堅實基礎上，結合各級主管的專業、各利

本社李順欽常務董事榮任中
油董事長

李順欽李順欽常董常董榮榮任中油董座任中油董座

苗豐強苗豐強董事董事榮任工總理事長榮任工總理事長

本社本社

害關係人的建言，打造中油最強的團隊，群策

群力，共同實現CPC(Clean Power Company)新願

景，讓中油成為帶動台灣永續發展的新動能。

另一方面，本社苗豐強董事於今（2022）

年4月9日接任工總理

事長。原理事長王文

淵總裁請辭後，由全

體常務董事一致推舉

苗豐強副理事長接

任。苗豐強理事長為

工研院院士、聯華神

通集團董事長 ， 被

譽為是「合資併購先

生」。聯華實業本以

麵粉、麥片業務起家，於1974年創辦台灣第一

家電腦公司神通電腦，自此跨足資通訊產業。

苗理事長帶領聯華神通集團，發展為全球超過

40多家之關係企業，推動台灣資通訊產業的發

展，近年更進一步轉往高附加價值的物聯網、

雲端事業體發展，企業版圖跨足電腦、資訊、

IT 通路、系統整合、軟體研發、石油化學、工

業氣體、食品等領域。

工總由17個委員會組成，專司研擬各種政

策建言，與政府不同單位溝通。苗董事長具有

傳產、科技、電子與IT通路等背景，值此國際

政經情勢多變、數位科技日新月異及全球淨零

排碳之關鍵時刻，可望帶領工總轉型協助產業

走向永續之路。

■ 資環中心 郭博堯博士

台灣主要出口國台灣主要出口國碳交易市場碳交易市場之發展之發展

碳定價、碳稅及碳排放交易市場

2 0 1 5 年聯合國 《 巴黎協定 （ P a r i s 

Agreement）》促使各界考慮更強有力的政策

來實現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而現階段公認最經

濟有效的政策工具是使用「碳定價」。賦與碳

價格不會決定企業應該在何處以及如何減少排

放，而是為碳排放創造成本以發出經濟信號，

從而運用市場力量讓企業決定要減少排放，或

繼續排放並為此付出代價；以此機制，可用相

對靈活，降低成本的方式實現減碳目標。

碳定價主要有兩大類：碳稅（費）及碳排

放交易市場（即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

碳稅（費）是政府直接設定碳價格，企業根據

其排放量被徵收稅（費），以帶動企業抑制或

減少排放。碳排放交易市場ETS又可分為法規

ETS及自願ETS。法規ETS由政府對受管制所有

企業設定碳總排放量或碳排放強度（以每單位

國內生產總值GDP或產量的排放量進行衡量）

上限；政府再以免費核配或通過拍賣方式提供

各企業配額，所有企業配額總和相當於政府設

定的排放上限或總量目標；減量成本低的企業

投資減量後，將多餘配額出售給排放超額的企

業。至於自願ETS方面，則是獨立機構或國家

在總量管制排放交易之外，推動「非管制企

業」自願執行減量專案，減量成果可取得碳信

用額度，做為企業碳中和之用，或是做為國家

法規ETS之補充機制（相關概念可參見圖1）。

在碳定價機制之特性比較方面，列舉如

表1，可以看出碳稅費方便實施、行政成本

低、價格明確，但減量成果不確定、較缺乏

彈性；ETS機制實施方式較複雜、行政成本較

高、價格不確定，但減量成果明確、便於跨境

連結或合作而彈性較高，更易取得低成本碳

權。台積電歐亞業務資深副總經理暨ESG委員

會主席何麗梅將碳費比喻為處罰，持續排放就

罰款，碳權則是鼓勵，一旦產生碳權有交易市

場產生收益就是鼓勵。

資料來源：https://www.trafigura.com/

圖1 碳排放交易市場概念圖

碳定價
工具類型

碳交易市場 碳稅 碳費

說明
設定排放上限
設立交易市場

固定稅率
統收統支

收入可再分配

固定費率
專款專用

工具本質
減量明確
價格波動

價格明確
減量不確定

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高

要設立新市場
行政成本低

可沿用現有徵收機制

靈活度
方便跨境

合作、連結
不利於跨境合作、連結

資料來源：李堅明, 2021；ICAP, 2021；E. Haites, 2018

表1 碳定價機制之比較

本社苗豐強董事榮任工總理
事長

資料來源：
工商時報（2022.04.08）《中油董座李順欽真除、總經理方振仁接任》
聯合報（2022.04.09）《代理1年多 李順欽真除中油董座》
中國時報（2022.04.09）《苗豐強人脈強 打造敢言工總》

經濟日報（2020.04.09）《工總新龍頭 苗豐強扛重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 《院士名錄-苗豐強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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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對碳定價之選擇

在全球碳定價機制採用情況方面，依據世

界銀行2021年統計資料，採用ETS機制的國家

有39國、次國家層級有21個，約涵蓋全球溫室

氣體排放總量的16.4%；相對上，徵收碳稅費國

家有27國、次國家層級約8個，約涵蓋全球溫室

氣體排放總量的5.5%。可看出ETS機制在全球

較居於主流地位。

在台灣主要出口市場方面，2022年1月台

灣前6大出口市場為：中國大陸、東協10國、美

國、歐盟、日本、韓國，分別占總出口比重的

39%、17%、16%、7%、7%、5%，前6大出口

市場合計占90%。這些國家中，歐盟成立跨國

法規ETS，中、韓設立國家法規ETS，而美國

有兩個次國家層級法規ETS；日本雖以碳稅為

主，但另推動自願ETS，以及兩個地方ETS。

由於台灣主要出口國較多選擇ETS機制，

故先關注台灣主要出口國ETS發展情況，尤其

是歐盟與中國大陸這全球前兩大法規ETS之發

展；另外也簡述較獨特之中國大陸及日本自願

市場發展。

歐盟碳排放交易法規市場

始於2005年的歐盟ETS，為全球最早的法規

ETS，是尋求達成1997年聯合國《京都議定書》

設定歐盟減量目標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該交易

市場涵蓋28個歐盟成員國以及冰島、列支敦士登

和挪威等國，先納入電力、煉油、煉焦、鋼鐵、

建材、造紙等行業，後續再增加煉鋁、石化、

化工、國內航空等業別，共涵蓋歐盟2021年總

排放的39%。歐盟ETS分階段逐步進行調整，第

一階段（2005-2007年）為試運行期，第二階段

（2008-2012年）對照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

前兩階段處於經驗探索階段，由各國依據其目

標提出國家碳排放額度核配方案，主要採用歷

史溯往原則（grandfathering），依據歷史排放

量提供高額免費核配，對企業約束較小；第三

階段（2013-2020年）配合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

期，總量上限每年減少1.74%，由歐盟統一核配

額度，電力業改為100%拍賣，製造業以行業效

能前10%設定之標竿法（benchmarking）再依國

際競爭風險高低調整後提供免費核配，也於2019

年另建立市場穩定儲備（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機制，保存過剩配額以穩定市場供需及價

格；最新的第四階段（2021-2030年）對照歐盟

對巴黎協定2030年減量承諾，總量上限將每年減

少2.2%，並規劃逐步導入類似碳關稅的「碳邊境

調整機制（CBAM）」。

中國大陸省市級試點法規市場、

全國法規市場及自願市場

2011年，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

廣東和深圳等7個省市被擇定為碳交易試點，個

別管制廠商家數從最低130家至最高635家，各

試點市場於2013~2014年間陸續啟動，控排產業

不一，但不脫下列8類：鋼鐵、化工、石化、建

材、有色金屬、造紙、電力、航空。

2017年，中國大陸以電力產業超過2,160家

公司（合計年排放量約45億公噸CO2，約佔中國

總排放44%）籌建全國碳交易市場，先分「基礎

建設期」、「模擬運行期」、「深化完善期」三

階段展開建設工作，於2021年7月正式運作。

中國大陸政府還自2012年起推動自願市場機

制的「國家核證自願減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CCER），此機制其實是聯

合國《京都議定書》下由已開發國家投資開發中

國家的「清潔發展機制（CDM）」的轉型，乃

因投資於中國的CDM專案數於2012年達到頂峰，

同時CDM市場最大買家歐盟轉向優先購買最不

發達國家CDM的減碳額度，促使中國大陸提出

此機制來鼓勵投資減碳專案，同時也可消化已

經投資中國之CDM專案。非納管企業執行專案

取得政府核發的CCER減碳額度，法規市場可運

用CCER作為補充履約手段，但全國碳交易市場

使用CCER抵銷比例不得超過5%。不過因供過於

求、價格偏低、規範不夠完善等問題，CCER於

2017年暫停新專案審批，預計可能於2022年辦法

修訂後重啟。

日本自願性碳排放交易機制

在排放交易市場建置方面，1997 年6 月日本

經團連(會員絕大部分是大企業)提出「自願性環

保行動計畫(Voluntary Action Plan on Environment, 

VAP)」，作為產業界自願減量計畫。2005年環境

省試辦「日本自願排放交易計畫(Japan Voluntary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JVETS)」，邀請未

參加經團連計畫的工廠、營業場所投入。對應

《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2008 年至2012年

日本政府在經產省主導下整合VAP及JVETS推動

「日本實驗碳排放交易系統( (Japan Experimental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JEETS )」，原JVETS參

與者投資減量可獲政府補助最高3分之1成本。

在抵換專案方面，經產省於2008年10月推

動「國內減碳額度計畫(Domestic Credit Scheme, 

DCS)，或稱國內CDM」，而環境省於同年11

月建立「國內排放減量認證制度 (Japan Ver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J-VER)」，由大企業提供技

術、資金協助中小企業、服務業或農林業投入減

碳專案，成果可供大企業抵減。

2013 年4 月環境省、經產省及農林水產省

共同整合上述制度提出「日本減量額度（Japa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Certification 

System, J-Credit）制度」，其制度運作概念可參

見圖2，此新制度也擴大讓中小企業可自行投入

減量專案；同年，日本也啟動境外「聯合抵換額

度機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由日

本企業協助以東協國家為主的開發中國家減量，

並將所得減碳額度轉讓給日本企業。

日本經產省另於2021年8月宣布將於2022年

至2023年進行碳市場實證分析；2022年2月經產

省公告「GX聯盟(GX League)」基本概念，4月1

日宣布獲得440間公司支持，將用以發展碳市場

規則及推動自願排放交易。

展望我國碳定價推動方向

從我國主要出口國碳排放交易市場機制

推動經驗來看，其推動過程中，可以看到分階

段、逐步擴大、學習調整的軌跡。台灣2015年

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即訂有碳交

易條文，但政府尚未啟動碳交易市場完整建置

工作；而2022年4月行政院另修法改名為「氣候

變遷因應法」並增列碳費機制。但台灣重量級

企業台積電即使已經為國際環保模範生，評估

未來仍有購買國內外碳減量額度抵減之需求，

所以其ESG委員會主委認為碳稅費、碳排放交

易「這兩個機制都必須(要)有」，也多次呼籲台

灣應儘快建立碳交易平台。

因此，為了台灣淨零路徑的順利推動，應

先充分掌握國際推動做法，以能求設計出兼顧

環境永續與保障產業競爭力的碳定價機制。而

隨著2021年巴黎協定第6條有關碳交易市場規

則書獲得通過，全球碳交易市場大連結時代將

很快來臨，現在應是分階段展開本土市場建置

之適當時機，才能在數年後與國際接軌。為

此，中技社本年度聚焦碳交易市場議題研究，

將綜整主要國家發展經驗，並研析法規市場如

何與自願市場協同運作、跨國市場如何連結、

產業競爭力如何保障等市場機制設計上的重要

課題。

資料來源：https://www.meti.go.jp/english/
press/2014/0131_01.html

圖2 日本J-Credit制度運作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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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環中心 潘惠萍

台
灣人口老化速度高於全球平均值，2017年

2月高齡人口（65歲以上）首度超過幼齡

人口，隔（2018）年高齡人口占比即達14%，

預估2025年將超過20%，達到WHO「超高齡社

會」的門檻。加上國人健康平均餘命（註1）

72.4歲，與OECD會員國相較，僅略低於鄰近的

日本74.1歲、南韓73.1歲，排名第4高；顯示依

現行制度65歲退休未再投入勞動市場，將處於

5~10年人力閒置與增加財政負擔。

國際延後退休趨勢

在經濟社會快速變遷下，原先奠基於工業

生產的退休金制度、以人口增加為前提的養老

保障已不合時宜，許多國家紛紛進行改革，包

括漸進式退休、延後退休年齡、提高費率或限

縮給付等措施，同時也藉由公共政策或立法計

畫來宣示對於人力資源的重視。目前採取延後

從國際趨勢從國際趨勢
省思台灣早退的勞動力省思台灣早退的勞動力

退休年齡計畫逾65歲的歐美國家，包括冰島、

英國、德國、澳洲；而美國更沒有嚴格的法定

退休年齡，除危險工作和高薪主管外，不得違

法強迫退休，並根據出生年份設定不同的年金

請領年齡。

至於東亞鄰國，日本2020年修法賦予企業

延後退休年齡至70歲或廢除屆齡退休的義務，

雖非強制性，但政策配套朝終身勞動的方向，

保障高齡者的工作權。新加坡計劃2030年逐步

完成提高法定退休至65歲和重新僱用年齡至70

歲，2021年為因應醫護人才流失而提前延後退

休年齡至65歲，並開設編制外職位等措施以留

住人力。至於南韓的法定退休年齡迄2033年逐

步調高至65歲，但勞工實際退休年齡已高達69

歲，實為最晚退休的國家之一，同時政府導入

大型企業持續僱用退休員工義務化、薪資遞減

制、標準僱用率、選定職類優先僱用等配套計

畫；部分半導體產業為因應人才斷層，亦有自

行辦理榮譽工程師體系、企業大學技能傳承、

取消退休年齡等做法，以運用高齡勞動力。

勞動力晚入與早退對產業的影響

隨著國人受教育年數延長、進入職場時

間晚，退離勞動市場的年齡（男性64歲、女性

6l歲），相較南韓、日本（69～72歲）提早許

多，勞動力長期呈「晚入早退」趨勢；而且中

高齡勞參率（註2）亦隨年齡增長而與其他國

家差距愈大，65歲以上勞參率8~9%，遠低於美

日韓的19~36%，亦低於OECD國家中位數1.9個

百分點（勞動部、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

查，2021）。 註1：國民身體健康不需依賴他人的平均期望存活年數。
註2：指勞動力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率。

應強化協助有工作能力和有意願工作的高齡者，

企業亦能以不取代正職勞工（如部分退休制）的

彈性繼續僱用，而屆齡退休的門檻應可考量再延

後或是廢除。

鼓勵終身工作實現人生價值

傳統求學、就業、退休的線性生涯，因為

科技變遷、經濟結構轉型而也逐漸發生多樣變

化。中高齡及高齡者再投入職場的動機，除了

經濟的考量外，個人成就動機與人生價值的實

現或許更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政策或措施應以

終身或無齡勞動為最終目標，讓優質人力充分

運用繼續貢獻社會，同時在經濟安全、工作價

值層面，保障就業者維持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

並具備勞動市場所需終身技能。

友善高齡的社會和職場環境

友善高齡職場政策推動已有多年，世代

間共濟的社會氛圍仍然不足，不同行業別或產

業型態條件各異，藍領勞工也許有體耐力的限

制、自營作業者可能需要支持創業的資金，建

議透過政策引導或彈性化設計協助分流規劃延

後退休方案，政策或措施繼續強化改善雇主的

刻板印象、防止年齡歧視、營造中高齡者經驗

傳承的平台，並結合國內新興數位科技如IoT、

AI等軟硬體技術優勢，一方面增進高齡者的生

產力，另方面帶動銀髮產業鏈的發展。  

本社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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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邀請產業趨勢、社會創新、勞

動政策相關領域專家協助研析主要國家延後退

休策略背景，從政策法規、產業、社會和個人

面向研討，以因應未來產業所需人才缺口，於

年底出版專題報告提出政策建言。限於篇幅，

本文僅淺談如何協助早退的專業人才或高階人

力，能夠繼續為企業所用、貢獻社會，許多中

高齡或是屆齡退休者，在職場或專業領域已累

積許多經驗，如過早退離甚為可惜，這些專業

人才或高階人力適合持續留在需要專門技術、

獨立性高的工作崗位。

政府促進中高齡就業政策，消極面是協助

有意願和工作能力者排除返回職場的障礙、營

造青銀共創/混齡工作的職場外，在積極面更能

讓屆退者或中高齡人力資源妥善運用、樂齡貢

獻，成為企業和社會的再生動力。勞動力發展

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已經建置中高階人才

資料庫，即以蒐集中高階人才名單盤點專業能

力，定期提供符合企業需求的媒合服務；惟仍

需留意大部分高階人才的轉職多以企業人脈推

荐進行，專業退休人才的供給是否足夠多元、

高階技能能否符合求才企業的需求等等。

超高齡社會的勞動參與價值和省思

評估調整工作年齡的定義

隨著人口扶老比重的增加，對於中高齡勞

動力的需求勢將增加，宜重新檢視「老年人」與

「高齡者」定義，65歲的「初老」仍然是人生的

壯年。未來勞動力的補充需要鎖定45~70歲中高

齡及高齡者，高齡者的專業經驗和智慧，不應該

因為記憶力、反應力、體耐力的降低而與社會斷

鏈，已有許多「科技賦能」（IT Enable）的實例

輔助高齡者在職場上繼續勝任愉快。政策或措施

12 CTCI QUARTERLY  13

業務

走廊

各主要國家計劃延後退休年齡

資料來源：OECD、勞動部統計
說明：官方退休年齡為可領取年金年齡，本表資料為2018~2020年資料



全球化 全球化 與與  反全球化反全球化之發展歷程與影響之發展歷程與影響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緣起

全球化指不同經濟體和社會變得更加緊

密結合的過程，其體現在商品、資金、人員和

資訊的跨國移動。然全球化是何時開始並無一

致的認定，有些學者認為於15世紀末和16世紀

初的西方大航海時代，亦有學者認為第一波全

球化浪潮是在1870年代，金本位制度的採行、

工業革命、汽船與火車的發明時。而第二波全

球化則一般認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

始，由美國主導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國際經

濟體系，在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的精神

下推動，使得1970年後全球化的程度逐年上升

(如圖1)。

貿易協定（NAFTA）生效日當天，爆發以維護

當地原住民權益（包含土地、環境與存續）及

抗議政府與跨國財團為主要訴求的「薩帕塔運

動」（Zapatista Movement），被視為國內事務

的原住民土地、社會與經濟問題被與經濟全球

化的事件掛勾，也凸顯出經濟全球化事務與各

國當地事務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其後反全球化浪潮，包括保護主義、民粹

主義、與極權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其所造成

民主體制國家極右政黨壯大、威權體制國家影

響力擴增、民主與極權陣營對抗加劇、美中兩

大陣營間科技與貿易戰開打等。其中，2016年

英國公投確定脫離歐盟、美國川普總統主張的

貿易保護主義皆為反全球化的重要事件。

全球化對經濟的影響

所得分配
全球化下最難以克服的問題之一即為所

得不均，研究發現1990年以前，亞洲國家經濟

成長且貧窮大幅減少。然而，1990年代包括中

國、印尼、香港、台灣(如圖2)等許多國家，其

所得分配開始快速的惡化，而1990年代起正是

經濟全球化最快速的年代，也是中國此一龐大

的經濟體開始進入全球化分工體系的時期1。

此外，全球化的過程幾乎使所有已開發

國家的所得不均現象日益加劇，且對先進國

家的富人較有利，自1989年至2010年全球最富

有10％之所得成長幅度達40％，而所得最少的

40％家庭所得幾乎沒有成長，因此造成所得不

均的惡化2。

■ 經產中心 呂雨龍博士

1. Jain-Chandra S, Kinda T, Kochhar K, Piao S, Schauer J (2016). Sharing the Growth Dividend: Analysis of Inequality in Asia. Working Paper WP/16/48.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 org/external/pubs/ft/wp/2016/wp1648.pdf, accessed 9 November 2016).

2. Obstfeld, M.（2016）, “Get on Track with Trade” , IM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53（4）.

全球化使經濟快速成長，但亦帶來包含所

得不均、失業上升與環境污染等問題。於是產

生了反全球化的運動，一般認為始於1994年1月

1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Chiapas）於北美自由

圖1 全球化趨勢
經濟全球化指數

1.  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所編製的經濟全球化指數KOF Globalization Index），其值介
於0與100(值愈高全球化程度愈高)，其衡量指標包含：包含：貿易、海外直接投資、
投資組合及國外收支所占GDP百分比、隱藏性進口障礙、平均關稅率、國際貿易稅佔
當前收入的百分比，以及資本帳限制等。

2.  Gygli, Savina, Florian Haelg, Niklas Potrafke and Jan-Egbert Sturm (2019): The KOF 
Globalisation Index –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4(3), 543-
574 https://doi.org/10.1007/s11558-019-09344-2call_made.

3.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054, May 2012, 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68.

4.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and Jae Song （2014） “Trade Adjustment: Worker-leve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799–1860.

勞動市場
美國川普總統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即

認為因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導致

美國在2001年起製造業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參

與率降低與失業大幅增加，同時使工資水準降

低，造成美國政府部門在失業給付、退休金、

與健康照護等移轉性福利支出大幅度上升3。

此外，美國與中國競爭產業的勞工，由於

美中貿易而使得其薪資逐年下降，促使許多勞

工離開了原來的雇主或轉移到其他行業。其現

象不只是資淺或技術層次較低的勞工，高工資

或高技術性勞工也出現離開製造業而轉移至其

他部門的情況，特別是在非都會地區的中產階

級最為明顯4。

國際經貿發展的重要因素

保護主義
美國川普時期為維護美國利益，對中國

全面加徵關稅，掀起美中貿易戰，拜登上任

迄今，不但沒有減碼關稅，更擴大川普時期所

實施的進出口及投資管制範圍。此外，除了

傳統貿易手段外，為因應新的經貿議題出現

更多新的貿易工具。例如歐盟所推動碳邊境調

整機制（CBAM）計畫，雖目的是因應全球氣

候變遷，然要求排放碳密集型進口產品必須購

買憑證，繳交碳排放量費用，可視為另類的非

關稅貿易障礙。此外，傳統的「貿易保護」政

策是保護產業或勞工，而現今已超越「保護」

目的，意在創造全球市場或資源使用的主導地

位，作為國家間策略性競爭的籌碼，亦為新的

國際經貿策略。

數位資訊
除商品、資金、人員的移動外，資料的

大量移動已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如何使資料被

正當的使用以創造價值成為重要的課題。以歐

盟為例，於2018年開始實行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透過嚴格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架構以規範資

料的流通，適用範圍更可能擴及歐盟境外的企

業，各國勢必無法置身事外。

地緣政治

●美中情勢

政治在目前國際經貿局勢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其中，以美中的互動最為關鍵，而美國目

前存在兩派看法，一派主張新崛起的大國必然

與現存的大國衝突，自由貿易將難以存在。另

一派主張美中之間經濟貿易互動密切，兩個經

濟體無法切割，應持續溝通以促進貿易活動的

進行，無論哪一派成為主流，預期未來美中將

持續長期的對抗。

●烏俄戰爭

2022年2月俄國出兵烏克蘭，除了軍事對抗

外，隨之而來的是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的經濟

制裁，如將俄國逐出國際商貿體系，俄羅斯亦

以其豐富的天然氣做為反制裁的武器，形成支

持烏克蘭與支持俄羅斯兩大陣營，其經濟措施

將影響未來全球經貿體系的發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圖2 台灣戶數五等分位組之平均每戶
可支配所得與Gini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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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環中心 林右人博士

依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世

界自然保護大會第69號決議：將自然為本的解

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定義為—

保護、可持續管理和恢復自然的和被改變的生

態系統的行動，能有效和適應性地應對社會挑

戰，同時提供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效益（如

圖1所示）。

為達國內2050淨零排放，部份難以消減之

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藉由負碳技術及碳匯予以

抵扣，始能達碳中和之目標。其中自然碳匯因

兼具環境完整性與成本有效性之特色，在近期

逐漸受到各界的重視與熱議，亦成為政府淨零

排放政策規劃中一項關鍵戰略方案。

碳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礎，透過陸地植

物及浮游藻類等行光合作用，可將大氣中的二

氧化碳儲存固定於生物體中，亦或透過海洋表

碳匯碳匯—自然為本之解決方案—自然為本之解決方案

層海水和大氣之間不斷交換，將碳長期儲存於

海洋深處。當生物行呼吸作用、死亡、火山爆

發、燃燒化石燃料等各種機制發生，碳會被釋

放到回大氣中，達成碳循環（圖2）。

地球上的大部分碳儲存於岩石和沈積物

中，其餘則透過碳循環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儲

存固定於自然體「碳匯」之中，其主要由森

林、土壤及海洋三種所集合而成：

森林碳匯（綠碳）

植物因為行光合作用，能將大氣中的二

氧化碳抓下，轉換成為氧氣與碳水化合物，以

有機質的形式將碳儲存於植物體或土壤中，產

生固碳效益。植物體中以林木體積最大且碳儲

存的時間較長，固碳效益最為明顯，也因此森

林碳匯的能力在全球倍受期待。然而樹木不同

時期的生長亦產生不同的固碳能力，成長期中

的樹木吸碳效果較佳，但達特定樹齡後，樹木

固碳能力將不再增加，甚至有排出二氧化碳的

可能，因此依據「國際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IPCC）」建議有效的管理人工林將比天然林

有較佳的固碳成果。

我國從1991年禁伐天然林的政策保護下，

森林碳匯據統計每年貢獻約為2,100萬噸的二氧化

碳吸收量。如何透過分析國際現狀及森林碳匯

之方法學、未來發展走向，研究各國政策資源

能夠「有效」投入森林碳匯相關領域，並探討

國內發展因應趨勢，與已獲國際認可之新植造

林與更新造林（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AR）、促進森林經營管理（Improve Forest 

Management, IFM）、減少濫伐及森林退化造

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REDD）及混農林

針對國內未來投入海洋碳匯的策略規劃，

詳加分析沿海區域海洋碳匯與濕地之發展潛力

趨勢（如：國內紅樹林與海草床的優勢），如

何透過沿海濕地、漁業與海域養殖管理結合再

生能源，達到增匯之成效，建立海洋碳匯基線

標準及資料庫、濕地保育的長期規劃與疏伐管

理，完成海洋碳匯MRV機制，蒐研海洋碳化學

與環境變遷之關係，以及如何永續經營台灣海

洋碳匯，已成為眼前重要議題。

台灣碳匯之未來發展趨勢

自從工業革命後，人為製造產生了大量的

二氧化碳，溫室效應不但在氣候上造成巨大的

變遷，未來更將對全體人類生活有著決定性的

影響。如何有效利用自然碳匯的能力，減緩全

球暖化的衝擊，已成為全球共同性的課題。

考量台灣碳匯的未來發展與國際趨勢、碳

匯認證扺換制度、碳市場經濟效益、與企業ESG

永續經營等因素，從碳匯機制建立、政策協助、

企業取得農業碳權、永續循環之碳市場、國際碳

匯鏈結等各面向，以及如何結合在地社區、公部

門與國內企業共同達成減碳目標。

本社將邀請產官學研各界專家針對上述三

種自然碳匯，廣納與彙整台灣碳匯發展意見，

研議台灣自然碳匯推動與碳市場鏈結之挑戰與

因應之道。

業（Agroforestation）等各類型森林碳匯管理模

式鏈結，發展適合台灣在地的森林碳匯基礎，

並精準建立台灣森林碳匯資料庫等，均是未來

提升國內森林碳匯能力不可忽略的要項。

土壤碳匯（黃碳）

地球透過有機質的方式能將碳儲存於地底

之中，使得土壤亦有碳儲存（碳匯）的功能。

科學家們估計，農業土壤碳匯每年約可以額外

吸收超過10億噸的碳，這也使得越來越多國家

政策規劃視土壤碳匯為一種「負排放」技術，

從大氣中去除二氧化碳並將其轉換成有機質儲

存於地底不易逃逸的地方。

在COP21大會舉辦時，法國曾提出「千分

之四（4 per 1000 Initiative）」的倡議，透過增

加土壤中之有機質，藉以強化固碳技術及土壤

碳匯能力，達成利用農業土壤碳匯能力解決人

類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然而看似強大的土壤碳匯亦有其困難之

處，因氣候、溫濕度等快速變化影響增加其

不確定性，使得土壤碳匯在測量上具有重重

障礙，未來如何透過研析國際土壤碳匯概況

（如：全球土壤再碳化計畫ROCSOIL、法國千

分之四倡議、澳洲土壤碳匯與畜牧業結合的成

功模式）鏈結台灣在地發展、了解台灣土壤碳

匯與農牧業整合的方法及障礙，擴增土壤有機

質並改善台灣土壤過度施肥而酸化的窘況，以

及發展生物碳（Biochar）等，最重要的是研擬

適切台灣環境土壤碳匯MRV（監測、報告及驗

證）機制，配合碳交易制度達成環境、農民、

企業、政府多贏的局面。

海洋碳匯（藍碳）

據the Blue Carbon initiative調查指出，全

球碳循環的 83% 通過海洋進行，沿海約佔 2% 

總海洋面積以下，而沿海棲地的碳匯約佔海洋

沉積物封存中的總碳的一半。我國為海島型國

家，具有綿長的海岸線與豐富的海洋資源，海

洋碳匯將是未來發展值得關注之領域。

16 CTCI QUARTERLY  17

業務

走廊

基

於

自
然 系 統

的

方

法恢
復
   

   
   
有針
對性
       基

礎設施         管 理           保
 護

人
      類

        福         祉       生  物
  多
  樣
  性
  效
  

益

社

會 挑

戰

基

於

自
然 的 解

決

方

案

圖1 自然為本之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IUCN, 本社重新繪製 

圖2 碳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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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工中心 郭華軒博士

液流電池液流電池儲能技術評估儲能技術評估

台
灣2022年光電與風電合計裝置量約9GW，

預計2050年超過100GW，必須配置足夠儲

能系統以維持電網穩定。鋰電池為目前儲能主

流，但因儲能與電動車需求大增而供不應求，加

上火災風險高，應有其他技術共同擔起龐大的儲

能需求。液流電池原料蘊藏充足、不可燃、儲電

量易擴充，且已有量產品，相當有潛力。去年

核研所主辦過「2021國產自製液流電池儲能系統

整合應用技術研討會」，介紹核研所、台電、中

油的「釩液流電池」示範系統，但液流電池種類

多，故本篇整理各種液流電池發展狀況，以了解

應用潛力。

液流電池之發展與特性

氧化還原液流電池（redox flow battery, 簡

稱RFB）由電池模組及兩組電解液槽、幫浦組

成（圖1），兩種電解液分別在隔離膜兩側循

環並發生氧化還原反應。1884年法國飛船 La 

France 以Zn-Cl RFB為動力在巴黎飛行；1954德

國Dr. Walter Kangro提出TiCl4 RFB專利，1970年

代NASA開發出Fe-Cr、Zn-Br等多種RFB。1984

年澳洲UNSW Maria Skyllas-Kazacos教授開發出

VRFB釩液流電池，兩種電解液皆為釩離子，無

交叉汙染，充放電效能穩定，後續逐漸發展成現

有商業化VRFB。

電池如引擎決定功率大小，電池越大、越多

片堆疊功率也越高；電解液桶槽如油箱決定續航

力，容量大放電時間長。需擴充時僅增大桶槽容

量，無須新增電池模組，且上萬次深度循環電量

也不衰減，故MWh等級儲能的設置與營運成本都

可望低於鋰電池儲能。然而釩、Zn-Br等RFB能量

密度僅10-40 Wh/kg，不如LFP、NMC鋰電池140-

270Wh/kg的水準，較占空間，用地成本高。

各種液流電池技術發展

全球2019年儲能裝置量，鋰電池8.8GWh，

RFB僅0.25GWh，現在2022年已有更多廠商投入

或擴增RFB產能，如表1所示。以電解液分類，

多數廠商採用發展最成熟的釩電解液，包括全球

知名企業及上市公司（以粗淺藍字標示），分

別已累積安裝數十MWh，且預計擴充產能數百

MWh乃至GWh。
電解液約佔VRFB成本60%，Largo與VSUN

母公司分別在巴西與澳洲有釩礦，二者皆於

2020年藉併購進入VRFB行業，母公司開採

V2O5做電解液，子公司做VRFB或儲能系統。

LargoCleanEnergyVRFB產能1.4GWh，而VSUN

供韓國、澳洲。隔離膜佔VRFB 20~40%成本，

除了Primus Power不用隔離膜，歐盟MELODY計

畫 (The MEmbraneless LOw cost high DensitY RFB) 

也預計2024年研發出不需隔離膜的H2-Br2 RFB。

以往無隔離膜的VRFB效能明顯低於有隔離膜的

對照組，令人好奇MELODY的H2-Br2如何突破。

台灣導入使用之可行性

台灣已有氫燃料電池產業鏈，而VRFB的

結構與氫燃料電池相當類似，除隔離膜仍仰賴

國外產品，其他如碳氈、雙極板、桶槽、管

件、控制系統等元件台灣都能做。台灣資源回

收業者已可生產釩電解液，例如虹京、華鉬，

他們回收中油煉油觸媒、中鋼廢料來取得釩，

進一步製成電解液。只要台灣持續有煉油，就

不怕沒有釩可製作電解液。

上述說明顯示VRFB已趨成熟並開始有大規

模應用，其他RFB也各有潛力。VRFB需外加電

力驅動幫浦，維持電解液流動，以致僅數十kW

之小型示範系統充放電成本仍高於多數鋰電池，

儲能規模擴大則其充放電成本將更具競爭力，

因此RFB若導入應該會以大規模、電網級應用為

主。除了較成熟的VRFB，前述Iron-salt電解液系

統、塑膠射出成型雙極板等技術，核研所、工研

院、中正大學、台科大等研究機構皆有相關計畫

執行中，期望研究成果得以落實，協助達成再生

能源普及與穩定供電之目標。

儲能系統採用CellCube和Schmid-EverFlow的

VRFB。

德國Schmid 2019年跟SABIC集團JV在沙烏

地阿拉伯設3GWh工廠，為目前全球最大VRFB

廠。沙國預計2030再生能源57.5 GW，此合作享

當地生產優惠且掌握市場。

釩之外較具量產規模者如EOS (Zinc-Air)

及RedFlow (Zn-Br)皆為上市公司且產能數百

MWh。Primus Power (Zn-Br) 電池架構特殊（圖

2)，單一電解液桶槽且不需隔離膜，在哈薩克有

25 MW/100MWh實績。Zn-Br能量密度高於釩電

解液，1990年代曾被Toyota，Fiat試用為電動車

動力。Zinc-Air電解液中的鋅離子充電後還原成

固態的鋅金屬，此特性可發展出不同於VRFB的

結構（圖3），E-Zinc與Zinc8充電析出的固態鋅

顆粒落到下半與放電電極接觸，鋅顆粒與通入的

空氣反應成ZnO並放電。

前述釩、溴電解液仍略具腐蝕性與毒性，

而ESS的Iron-salt，以及Jena Batteries等公司的

organic，都強調電解液非強酸強鹼，無腐蝕性、

無毒、不含稀有元素，這樣的組合更環保、安

全，大幅降低電解液成本。釩電解液佔系統成本

60%，而鐵離子電解液僅佔3%。ESS 2022年底產

能將擴充至750MWh，值得持續注意。

電池模組也可降成本，例如VANEVO以膠

合取代鎖固螺絲製作cell stack，零件少、組裝省

時且可整合為自動化生產；KORID塑膠射出成

型雙極板使電池模組較輕薄，已有MW等級R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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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Flow Battery 圖2 Zinc-Bromine 圖3 Zinc-Air

表1 各類液流電池技術相關廠商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資料參考各家網頁

電解液系統 廠商 已裝、訂單、產能 MWh

Vanadium

SUMITOMO  日本 已裝 158
INVINITY  英美加 已裝 33

Schmid - EverFlow 德 產能 3000
Enerox GmbH (CellCube) 奧 已裝 42.9

HydraRedox 西班牙
Pin�ow 捷克 已裝 4.18
InEnergy 俄

LargoCleanEnergy 加 產能 1400
融科 Rongke Power 中 已裝+訂單 559

普能 VRB Energy 中＋加 已裝100, 訂單3000
UniEnergy Technologies 美

VSUN ENERGY 澳
大力電工Big Pawer 中

H2 Inc. 韓 已裝 8
VFlowTech (VFT) 新 訂單 >50

KORID ENERGY(KE) 韓
Voltstorage GmbH 徳

VANEVO GmbH 徳

Zinc-Air
Zinc8 Energy 加 已裝 2.74

E-Zinc 加
EOS 美 2022年底產能 800

Zinc-Bromine
ZBB 美

RedFlow 澳 已裝+訂單 1300
Primus Power 美 已裝 101

Zinc-Iron ViZn Energy Systems 美  
Iron-salt ESS Inc. 美 產能 250, 2022年底 750

H2-Br2 Elestor BV 荷
Mildly alkaline Lockheed Martin Energy 美

Organic

KEMIWATT 法
Jena Batteries 徳

CMBlu 徳
Green Energy Storage 義



■ 人培中心 高宛愉博士

從從00到到11的努力—的努力—
獎助大學創業相關學程獎助大學創業相關學程成果交流會成果交流會

創
業 家 (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一 詞 源 於 法 文

「Entreprendre」，表示從事創新和發

展的人，然而追求創新的同時，則需承擔失敗

的風險。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說過：「沒

有失敗，代表你不夠創新」。為培養能因應社

會需求投入創新創業之人才，教育部自101年

起推動「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協助

大學打造創新創業的教育環境。為鼓勵青年學

子勇於創業逐夢，且強化其創業實務能力及技

能，本社自107年起，開辦獎助大學創業相關

學程，期望藉以培養學生創業相關能力，提升

自我創新思維。

辦理初期與清大、成大、陽明交大、臺師

大4校合作，後續又加入逢甲大學，使其更加

多元有活力。過程中，本社透過與各校學程定

期交流，了解各校學程之特色、優點與需求，

為讓各校能相互交流觀摩，本社於109年舉辦

第一屆成果交流座談會，隔年為了聆聽同學們

的聲音，開始走進校園，由陽明交大主辦。今

年原定於成功大學舉辦第三屆的交流座談會，

但受新冠肺炎的影響，調整為線上會議的模式

舉行。今年交流會活動安排有本社獎學金得主

創業經驗的演講，以及各校執行成果交流，最

後還有獲獎無數的創新創業個案分享。

今年適逢本社「工程教育暨獎學金60週

年」，為此特別邀請65年獎學金得主曹齊平老

師來分享從教學創新到創業的經驗。曹老師30

多年來全心全意投入教具開發改良，以廢棄家

電及組裝零件等材料，鼓勵學生親自動手做，

其教學理念與108課綱中的提升科學素養及批

判思考能力相符合，而受到矚目。所製作關於

電子電路教學的「科學魔法車」因緣際會被教

具廠商相中，在校內的創新育成中心創業。 

關於各校學程特色及成果，陽明交通大學

特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國內外創業競賽並且重

視師資安排，為了帶給學員最新的創業知識，

選派校內授課教師至美國柏克萊大學、波士頓

哈佛商學院等知名學府受訓，而業師是結合陽

明交大的校友/EMBA、新竹科學園區等專業

人士，以創業家為中心，給予適切有效之輔

導。自從去年2月交通、陽明二校合併後，加

入醫學相關的學員、授課教師，因此今年新增

好幾例關於生技的創業案例，例如攜帶式事先

預防腦中風裝置、仿肺晶片等。

清華大學學員多為厚德書院跨科系的學

生，主要以關懷與發想為導向，教導並協助學

生具備完成社會企業規劃案所需之能力。希望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且服務人群的態度，進而帶

給整個社會正向的循環。本學年成果包含自學

企劃、長者關懷的共食角落、自閉兒的輔療設

計方案等溫暖人心的社會創業案例。

臺灣師範大學學程是與育成中心跨單位合

作，除了創業前教育培訓，也讓學生體驗實際

開關公司。從教學至輔導，提供完整創業機

制，其授課業師多為EMBA的業界老闆或擔任

重要管理職的企業校友，可提供學生更接地氣

的實質建議。此外，台師大對於教育、藝文、

運動休閒等領域擁有豐沛的師資及人脈，因此

學員創業主題定位明確，校方也可提供充裕的

創業資源。

逢甲大學透過「創業家周末」的活動，引

發學生對於創業興趣及熱情，因此學員創業意

願相當踴躍，在10萬元創客補助計畫吸引近100

位學生報名，最終選出5組並輔導開設公司。搭

配夢種子e-Hub創業港講座活動，邀請各領域的

業師來分享創業觀念、案例等，讓學員可以少

走點創業的冤枉路。最後，學員有較為完善的

創業計畫後，搭配「逢甲A'搖籃計畫」，邀請逢

甲校友來提供創業諮詢及資金等協助。

成功大學以「設計思考」為主的教學引

導，訓練學生如何重新定義問題，利用核心課

程加強學生問問題的能力，並在此過程中深植

學生創業思維。在解決問題的部分，配合產學

創新總中心、成大新創加速中心以及成大創聯

會等來實踐輔助，將學生的創業提案對接至相

關創業計畫，加強學生間的創業交流，增加其

創業發想的曝光度。

交流會最後是由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林彥

呈主任分享「智慧健促服務系統」的創業個

案，該系統整合專業復健療程，提供衰弱症高

齡者於黃金治療期或健康促進期一項遠距與數

位之服務系統，能精確給予最適化之復建方

案。該案屢獲殊榮，更是入圍史丹福長壽中心

設計競賽全球大賽前8強。透過互動體感與懷

舊遊戲，來達到復健的成效，配合生動的講

解，讓大家都躍躍欲試，恨不得能親身體驗感

受一番。

今年為交流會舉辦的第三個年頭，不難發

現五校學程安排又再更上一層樓，學生們的創

新創業作品更是在國內外各大比賽斬獲無數

的榮耀。創業最困難是從0到1，從無到有的階

段，期盼透過創業相關學程的學習，能讓學生

克服創業的難題並讓往後創業路更加順遂，並

在年輕學子的心中灑下創新創業種子，在將來

某天萌芽茁壯，為這社會盡一份心力。今後朝

向擴大舉辦交流座談會的方向前進，廣邀參與

學程的師生共同參與討論，希望能更深入了解

師生們的需求，以提供最適切的協助，讓創新

創業教育得以至善至美。

交流座談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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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大學資工系教授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ACFD）創會理事長 林宜隆博士

   企行室 王傳忠

落實資安管理與個資保護之新觀念與新趨勢－落實資安管理與個資保護之新觀念與新趨勢－

從網際空間探討從網際空間探討

網路犯罪網路犯罪與與網路資訊社會網路資訊社會的相關議題的相關議題

本社於3月29日邀請大同大學資工系林宜隆教授進行本年度資安
教育訓練，授課題目為「資安管理與個資保護落實之新觀念與新
趨勢」，謹與讀者分享相關內容如下：

緣起

就網際網路發展的演進而言，從網路族

群的形成及其特有網際網路文化的出現，印證

網路資訊社會（Cybersociety）的存在性及其

價值性和生活性，但同時也發生許多網路犯罪

事件、資通安全問題及個人資料外洩事件等

等。網際網路由過去學術菁英社群專屬時代，

專用於學術與研究的使用型態，過渡到商業化

且普及於社會大眾各階層，從學術菁英階層演

進到社會普羅階層，大量網路使用者湧入網路

世界，至2021年全球網際網路用戶已突破53.6

億人，占全球人口之比例已超68%，從網路蠻

荒開拓了一片新世界，在此世界中網路使用者

用網路語言及即時通訊軟體進行交談，暢所欲

言，是對真實世界的反應，在真實社會中有各

種階級的區隔，在網路社會裡，此種區隔就顯

的毫無意義，每個網路使用者，均有相同的網

路使用空間，不因個人身份、地位、職業、背

景等，而有所不同。 

探索1
網路犯罪與網路資訊社會

網際網路由原有之學術菁英所建立的

網路文化，在商業化與生活化後造成的網路

文化變遷，甚至有人擔心網路數位犯罪問題

（Cybercrimes or Digital Crimes），而遲遲不願

面對網路資訊社會存在的事實及價值，其實應

用平常心來看待網際網路的發展，自從有人類

文明開始，犯罪就無法避免，誠如社會學家涂

爾幹（Durkheim）所言犯罪是一種正常而非病

態的社會現象。如果一種社會現象是普遍和必

需的，則這種社會現象是一種正常的現象，網

路數位犯罪如同真實社會中有犯罪，是人類生

活的一部份。犯罪是難以避免的，我們應以正

面態度對待犯罪。網路數位犯罪的存在說明了

網路資訊社會變遷的可能，假使犯罪不存在，

則每個人的行為態樣將會相同，也無法分辨是

非善惡，這種普遍性的一致將會凍結了網路資

訊社會原有的創造性和獨立思考。網際網路發

展至今，已自成一格，擁有自己的文化、價

方提醒多年，因此民眾若被騙本身亦有責任，

應注意詐騙集團使用的話術會不斷轉變，因此

民眾須具備資安管理認知與防詐意識—如何落

實資安管理（ISO27001/27002/27005/270

37/27041）與個資保護（ISO27701）之新觀

念與新趨勢?為因應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簡

稱個資法）於101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與其中舉

證規定，檢視現行各政府機關及企業組織（含

財團法人）的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 

IS）之使用紀錄、軌跡資料（LogFiles）等數

位證據保存是否完備（如要符合國際資安標準

ISO27037證據保全），並引用數位證據鑑識標

準作業程序（DEFSOP（其符合國際資安標準

ISO27037））來保護數位證據是否完整性，以

及確保有足夠證據能力可作為未來在法庭上舉

證幫助進行評估分析。

實務上個人如何落實資安保護，需要體認

到資安的觀念，並隨時提高警覺，以因應層出

不窮的資安詐騙事件。

值、規範與影響力等，我們實無法再用其他的

理由來否定他的存在及其價值，網路資訊社會

未來是人類社會變遷重要的一環，是潮流趨勢

無法抵擋，不能再背著傳統規範包袱不放，用

網路人的新觀念來經營網路資訊社會，打破傳

統既存的社會藩籬，用宏觀的智慧和創新來勾

勒出未來網路資訊社會遠景與達成健康智慧生

活目標（如DIGI+ 2017-2025數位國家及創新經

濟方案/ DIGI+2 2021-2025智慧國家方案等）。

探索2
如何落實資安管理與個資保護?

隨著國際間網際網路快速地普及與發展，

伴隨網際網路而來的網路數位犯罪問題亦快速

地入侵我國。隨著資安問題及個資外洩案件不

斷地發生，網路數位犯罪的問題亦因而受到國

人的重視—如何落實資安管理與個資保護？目

前發生在我國的網路數位犯罪形態種類繁多，

包括利用網路犯色情犯罪、恐嚇、誹謗、詐

欺、賭博、販賣非法有害物品、竊取或破壞工

商機密及經濟金融犯罪（如洗錢、走私、販

毒）與國內個資外洩詐騙案頻傳，如國內個

資外洩引發的詐騙問題激增！刑事警察局公布

2021年全年前5大高風險賣場名單，分別是誠

品書店、東森購物、蝦皮購物、婕洛妮絲、金

石堂，光誠品書店就有940件、東森購物有868

件，比往年高出不少。而王品集團旗下品牌的

加總達587件，且仍在不斷增加新的數位犯罪類

型當中，因為包含許多國家情治人員的資料也

在外洩清單中，行政院資安處亦將此資安事件

定義為「第三級資安事件」。

對於詐騙件數暴增的主要原因，刑事警

察局表示，主要是2021年疫情關係，網路購物

興盛，以及外洩資料太多而導致，儘管警方長

期不斷提醒小心這樣的詐騙手法，宣導ATM

並不提供解除分期功能，希望民眾接獲相關電

話應主動求證，但至今仍有民眾上當。由於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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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 ) 林宜隆博士、本社陳綠蔚執行長與王傳忠資訊經
理合影

林宜隆博士與社內同仁分享資安相關議題



■ 科工中心 芮嘉瑋博士

蘋果宣示蘋果宣示20302030實現實現碳中和碳中和
創新開發機器人回收稀土創新開發機器人回收稀土

二
次大戰後美國曾經是主導全球石油秩序

並控制中東油田的主宰者，但世紀交

替，新能源時代來臨，「稀有金屬」躍升成為

「新石油」。全世界對稀有金屬了解的人可能

不多，且應該都是相關產業的人；但活在這世

上的人，只要不是與世隔絕，相信都用過稀有

金屬。稀有金屬顧名思義是量很少，故稀有珍

貴。另一涵義也可能是很難取得，但在各產業

卻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被稱呼為關鍵（原）

材料或者稀貴金屬等。稀有金屬掌握在少數國

家，尤其是中國，難以取得的特性，會受到國

際政治局勢的影響而將其視為戰略物資。中國

稀有金屬資源豐富，往往以限制其出口管制作

為國際經貿往來博弈的利器，稀土便是一例。

一份出自歐盟委員會在2020年對可用於可再生

能源、電動汽車、國防航空領域中之9種不同

技術在戰略上存有至關重要的關鍵材料進行研

究，發現稀土是所有關鍵材料存有供應鏈風險

最高的原材料（圖1）1。

美國科技巨頭帶頭

力推回收技術

美國因發展高科技產業而成為主要的稀土

消費國，在稀土供應鏈的投資不足導致多種原

材料只能從中國等國家進口；從上游開採、煉

製到中游的加工，都受中國牢牢掌控。長期以

來，美國為擺脫稀土貿易往來被牽制的局面，

除了開發中國境外的稀土資源，在替代及回

收技術領域也積極尋求研發創新，用以開發稀

土替代材料或者增加原材料利用率與加大回收

1.  Critical Raw Materials for Strategic Technologies and Sectors in the EU,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rmis.jrc.ec.europa.eu/uploads/CRMs_
for_Strategic_Technologies_and_Sectors_in_the_EU_2020.pdf。

圖1 歐盟對戰略科技領域之關鍵材料的供應鏈風險進行評估

圖片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註：LREEs(Light rare earth elements)輕稀土元素
      HREEs(Heavy rare earth elements)重稀土元素

中技社為獎勵在學術領域具顯著成就貢獻大專院校教授或非營利學術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特於(108)年起頒發學術獎項，今(111)年中技社化學學術獎，

由在物理、化學領域深耕並跨域生醫研究具豐碩成就的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

科學研究所張煥正特聘研究員獲獎，張教授運用師承自李遠哲院士的離子束技

術，開發全球首創螢光奈米鑽石標記癌幹細胞研究馳名國際，其豐碩的研究對

學術、產業與國家生技發展具重要影響力，在3月12日中國化學會年會中由本社

潘文炎董事長及中國化學會李芳全理事長親自授獎表揚，期引領啟蒙帶動科技

研發能量，厚植國內學術研究能力。

螢光奈米鑽石 引領生物醫學大躍進

張煥正教授長期致力於「螢光奈米鑽

石」（Fluorescent Nanodiammond, FND）研

究，並應用於生命科學中之開發及使用，包

括各種物理技術原子力顯微鏡、流式細胞

儀、螢光顯微鏡、紅外光譜、離子注入、雷

射光譜、磁共振成像與質譜等，透過表面修

飾，將之發展為一生物成像之利器，適合體

外/體內之成像，並進一步發展出量子感應

器，量測細胞內溫度，研究大大有助於生物

及醫學發展，是台灣少數在生物及物化馳名

國際的科學家，其豐碩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其

在奈米研究領域的國際聲望及地位，成就值

得肯定。歷年發表論文270篇，論文總共被引

用次數為12,154次，H-index為62。並兩度榮

獲科技部傑出獎、教育部學術獎、傑出人才

講座、國家新創獎、有庠科技講座、台法科

技獎等。

本社潘文炎董事長(由右至左) 、師範大學化學系張煥正
教授、中國化學會李芳全理事長

榮獲中技社化學學術獎榮獲中技社化學學術獎
張煥正張煥正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

■ 科工中心 劉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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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

非常榮幸能成為2022年『中技社化學學術獎』的得獎人。身為一位科學家，常常需為探

討與了解大自然的奧秘而付出相當時間與心力，但當有突破性的創新與發現，所帶來的「驚

喜與滿足」是旁人所無法享受的。十分感謝中國化學會、中技社對我研究工作的肯定，特別

要感謝中央研究院、科技部長期的支持與鼓勵，提供我優質的研究環境、設備及各項補助，

使我可以深耕於專業領域。希望能竭盡所能，奉獻一生所學，為國家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張教授獲獎感言張教授獲獎感言



尺寸和形狀，其中磁性或可磁化材料的類型包

括諸如釤鈷或釹磁鐵等稀土磁鐵。該發明專利

提供了有效利用稀土磁性材料的好處，包括從

材料層加工出來的多餘材料可以回收並用於後

續的沉積工藝。此外，結構的期望形狀、設計

和構造可以根據需求製造並且不受預定尺寸或

預磁化磁體形狀的限制。

不僅如此，2021年7月Apple進一步與

擁有稀土元素回收專利 8的卡內基梅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簡稱CMU）合作

開發各種稀土回收解決方案9，其中包括蘋果與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仿生機器人實驗室合作開發

出了機器學習模型，使機器人能夠自學如何拆

卸它們從未見過的設備，讓回收機制能夠有效

地對電子廢棄物進行分類。

Apple新款

iPhone 12 Pro Max和iPhone 13 Pro

Apple於2020及2021年相繼推出的新款

iPhone手機：iPhone 12 Pro Max10和iPhone 13 

Pro11，都是透過回收機器人Daisy有效地將

iPhone裝置拆解成不同的組件，並使用最新的

拆卸機器人Dave邁出了下一步，將觸感引擎拆

卸以回收稀土元素和鎢等材料。Apple製造的

這二款新iPhone裝置，在其所有磁鐵中使用了 

100% 回收的稀土元素，占整個裝置中所有稀土

元素總量的98%，這是史無前例的。隨著新款

iPhone的推出，Apple已加倍關注地透過其製造

和交付流程減少碳排放。根據iPhone 13 Pro產品

環境報告12(Product Environmental Report)，Apple 

製造的iPhone 13生命週期的碳排放來自84%的

生產、12%的使用、3%的運輸和 不到1%的報

廢處理。Apple更致力於使用碳生命週期評估來

確定降低產品溫室氣體排放的機會，前後二代

iPhone對128GB存儲空間的碳足跡估值已從78公

斤之二氧化碳排放量(CO2e)減少至69公斤。

使用回收稀土 創造循環經濟

廢手機裡才是真正的礦山，同時要兼顧低

碳排。循環經濟不只是環境保護議題，更是經

濟發展議題。稀土元素是高科技產品不可或缺

的原料，稀土金屬的循環再利用牽涉到產業的

生存與發展。礦業公司用重型機械從地下挖出

稀有礦產以及後續的分離純化、冶煉和精煉的

過程都會造成環境成本，不如設法從地球上已

經存在的10億多台iPhone回收稀土材料、創造

循環再生經濟將更具有意義。稀土金屬回收成

為新興產業、商機滿滿，低碳回收稀土金屬技

術成為新能源時代下的新商機。Apple致力於改

善生產、報廢處理和運輸流程以減少對環境的

影響，並對產品每個階段的生命週期負責，透

過使用可再生或可回收材料以及可再生能源製

造節能產品，在減少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保護

重要資源和使用更安全材料等方面的進展，正

顯示其實現2030碳中和目標的願景與雄心。循

環經濟，人人有責，不分地域或公司大小，科

技巨頭更是標竿典範而肩負起低碳排、愛地球

的使命與重責大任。Apple使用回收的稀土，創

造循環再生經濟，更加顯示其在ESG企業的永

續責任受到認可。

圖2 具有嵌入式磁性材料/元件的電子設備側視圖

圖片來源：US10861629B1

8. US10422023B2, Recovery of rare earth elements by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from fresh water to hypersaline solution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atent issued on 2019 September 24.

9. https://www.cmu.edu/news/stories/archives/2021/july/device-recycling.html 
10. iPhone 12 Pro Max Product Environmental Report (apple.com)
11. iPhone 13 Pro Product Environmental Report (apple.com)
12. 同前註。

(Taptic Engine)元件，係使用從舊iPhone設備中

回收的稀土材料且100%完全採用回收的稀土元

素製造，這使得Apple在維持穩定的稀土供應鏈

上更具彈性，且富含經濟效益。

根據美國商業雜誌Fast Company的報導5，

Apple的 iPhone 回收機器人位於Apple在德州奧

斯汀的材料回收實驗室(Materials recovery lab)。
一個Daisy機器人就有一個房間那麼大，共有五

個手臂，每小時可以拆解200部iPhone，一年間

拆解了數十萬部iPhone，從而可以獲取內部有

價值的材料進行回收。未來的產品將由可回收

或可再生材料來製成，換言之，就是『從昨天

iPhone中的材料可以回收再利用以製造明天的

供應鏈的方式』，將成為Apple朝向循環經濟

願景而努力的目標。再者，在Apple的氣候路

線圖中，將透過一系列創新行動降低碳排放，

而在產品回收創新方面，Apple現在的回收機器

人已經進化到「Dave」，可拆卸iPhone的觸覺

引擎，據2020年7月21日蘋果的新聞稿指出，

「Dave」回收稀土元素和鎢等關鍵材料的技術

更佳，還可以回收鋼材6。

Apple用於iPhone之稀土回收

再利用專利技術

Apple於2020年12月取得了有關可磁化材料

的固態沉積專利（美國專利號US10861629B1 7），

其涉及用於iPhone之稀土回收再利用技術。如

圖二所示，該專利主張一種例如iPhone手機之

電子設備(1508)，包括具有形成預定形狀的腔

(1530、1532、1534)的外殼；由可磁化顆粒形成

之可磁化磁性元件(1510、1512)承載在空腔內，

使得可磁化磁性元件填充空腔並呈現出空腔的

利用率，以減少對中國稀土資源的依賴。美國

總統拜登上任後，除了積極本土開採、擴大投

資中國以外的稀土開採和加工公司，在稀土環

保回收技藝方面更是寄望科技巨頭力推循環經

濟、貢獻社會責任。為此，蘋果公司已開始要

求，供應鏈使用的稀土金屬，要逐步從電子廢

棄產品回收而來。電動車大廠特斯拉，也從回

收技術著手布局最上游的金屬原料來源。

稀土金屬的回收再利用，從廢棄產品中進行

再生，將之取出再次成為原料的循環經濟概念，

已受到美國科技業的高度重視。美國近期在稀土

回收方面的進展，尤以蘋果公司（Apple Inc.，以

下簡稱Apple）的回收創新技術最為引人關注。

Apple回收機器人屢創佳績

呼應碳中和    

Apple公司「循環供應鏈」(Circular Supply 

Chain)的概念最早出現在2017年所發表的《環

境責任報告》2。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刻不容

緩，2019年Apple承諾到2030年對整體公司業

務、製造供應鏈和產品生命週期實現碳中和

目標。換言之，Apple出售的每台裝置諸如

iPhone、iPad、Mac 和Apple Watch裝置都將達

到「淨零碳排」。舉例來說，在稀土回收技術

方面，傳統回收流程都採取非標準化的人工拆

解方式，會有造成污染、回爐鎔解後金屬純度

不高、無法再生產等缺點。然而，Apple在回收

流程設計上，係開發一系列回收機器人來拆解

iPhone手機，並對稀土元素進行回收和分類；

2016年的Liam3和2018年升級版Daisy4便是Apple

回收機器人的經典代表作。2019年Apple發布的

iPhone 11和iPhone 11 Pro系列所搭載的觸覺引擎

2. Appl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7 Progress Report, https://images.apple.com/environment/pdf/Apple_Environmental_
Responsibility_Report_2017.pdf 

3. 蘋果機器人Liam曝光 拆解 iPhone有一套，TechNews科技新報，2016年3月23日，https://technews.tw/2016/03/23/apple-robot-liam/
4. Daisy能自動辨識15種iPhone機型，平均每小時拆解最多200支iPhone，還能處理傳統回收機構無法回收的材料，如iPhone震動馬達的鎢。
5. Adele Peters, Apple’s iPhone recycling robot can take apart 200 iPhones an hour—can it dismantle the company’s footprint? Fast Company, 2019 

October 14,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413038/apples-iphone-recycling-robot-can-take-apart-200-iphones-an-hour-can-it-dismantle-the-
companys-footprint

6. Apple commits to be 100 percent carbon neutral for its supply chain and products by 2030, Apple’s press release, 2020 July 21, https://www.apple.
com/newsroom/2020/07/apple-commits-to-be-100-percent-carbon-neutral-for-its-supply-chain-and-products-by-2030/ 

7. US10861629B1, Solid state deposition of magnetizable materials, APPLE INC., patent issued on 2020 Decemb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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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RJ") Johnston, Supply of Critical Minerals Amid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Possible Sanctions,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SIPA, APRIL 19, 2022,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research/commentary/supply-critical-minerals-amid-russia-ukraine-crisis-and-
possible-sanctions 

2.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2 - Platinum," US Geological Survey, January 2022, https://pubs.usgs.gov/periodicals/mcs2022/mcs2022-platinum.pdf. 
3.  Aishwarya Nair and Tim Hepher, "Boeing suspends Russian titanium as Airbus keeps buying," Reuters, March 7,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

aerospace-defense/boeing-suspends-part-its-business-russia-wsj-2022-03-07/ 

4. 芮嘉瑋，能源轉型刺激全球潔淨能源與關鍵礦物需求成長，CTIMES第363期，2022年2月號，頁18-22。
5.  吳佳穎，戰火催化下 碳關稅將上路、八年內擺脫對俄能源依賴 歐盟兩政策力挺 能源轉型布局契機浮現，今周刊第1317期，2022年3月21

日，頁105。

是汽車和半導體產業的關鍵材料，俄羅斯供

應全球近37%的產量2，美國35%的鈀金來自

俄羅斯。再者，用於半導體曝光、蝕刻製程

的氦、氖、氬、氪和氙等氣體也來自俄烏地

區，美國逾90%半導體等級用的氖來自烏克

蘭，俄羅斯也是氖的主要來源。此外，俄羅

斯是世界第三大海綿鈦生產國，鈦金屬對航

空和國防應用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美

國航空巨頭波音公司也加入這波制裁行列，

宣布暫停從俄羅斯購買鈦3，對航空業影響

甚鉅。

缺料風險衝擊產業供應

俄烏衝突對供應鏈的影響，牽動全球

半導體、電動車、不銹鋼、智慧手機等各大

產業，俄羅斯和烏克蘭上游供應商的中斷將

進一步削弱全球供應鏈。俄羅斯掌控全球近

半數用於廚具、手機、醫療設備、運輸和建

築的鎳出口，還有近半數用於汽車觸媒轉換

器、手機、感測器、記憶體、電極、甚至牙

科填充物及用於半導體後段封裝製程的鈀金

出口，以及全球四分之一用於汽車、建築、

機械和包裝的鋁出口。其中，鈀金是受烏克

蘭危機影響最顯著的關鍵礦物之一，因為它

■ 科工中心 芮嘉瑋博士 

綠能催化下 稀土關鍵材料契機浮現

在戰爭催化下，加快了綠能發展的進

程。綠能發展已成為國際趨勢，許多國家

附和「2050淨零碳排」；歐盟預計2026年

「碳邊境稅」正式生效，減碳議題從綠能

產業、政策等面向擴展到供應鏈。綠能催

化下，諸如風電、太陽能、電動車、碳捕

捉、氫能及儲能等綠能科技，均有助於減

少碳排，包括構成電動車或風力發電用之馬

達關鍵材料永磁體或永磁電機等都有稀土下

游磁材應用的身影。因稀土磁石具有較強的

磁能密度和矯頑磁力，得以使所有電資通訊

產品輕薄短小化或省電化。綠能催化下，電

動汽車、風力渦輪機等需要高精度轉動的設

施，使得稀土永磁應用看俏。

綠能產業漲幅顯著

俄烏戰爭從2022年2月24日爆發至今，

綠能產業漲幅顯著，例如標普全球潔淨能

源指數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累計漲幅約

12%，諸如太陽能、風電及新崛起的氫能

等多項與綠能相關的潔淨子產業股價指數

也都有7%到24%的漲幅（圖2）。圖2除了

顯示全球潔淨能源相關指數漲跌幅之外，

也表示這些將都是未來綠能科技相關的重

點投資產業。而潔淨能源指數應聲大漲，

也意味著能源轉型刺激全球潔淨能源與關

鍵礦物需求成長，因為能源轉型需要大量

關鍵礦物4。俄烏之戰，除了引爆能源問題

使國際油價大漲，關鍵材料供應問題更受

國際間關注，供應鏈瓶頸所涉及之產業要

多加關注。俄烏戰事雖遠在歐洲，但其影

響卻如同湖中投石一般，所激起的漣漪擴

及全球，牽連的層面不只是國家與國家之

間的角力，也攸關民眾投資理財，如何減

圖1 全球潔淨能源相關指數漲跌幅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富蘭克林華美投信、今周刊5

少一些風險因子的侵蝕，保障財富不致過度

萎縮，甚至將俄烏危機轉化為投資契機，更

是國內民眾切身關心的問題。

圖1 鋁、鎳、鉑金、稀土、海綿鈦等關鍵礦產
2021年年產量(單位1000噸)

圖片來源：Columbia/SIPA1

俄羅斯為稀貴金屬的生產與出口大國

俄羅斯在鋁、鈀、鎳、鉑金、銅、鈷、

海綿鈦、黃金和鋼鐵等金屬都是世界上主要

生產國，代表廠商如生產鋁的United Company 

Rusal PLC以及生產鈀、鎳、鉑金、銅等稀貴

金屬的Nornickel等。根據加拿大自然資源部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及美國地質調查局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簡稱USGS)的

資料顯示，俄羅斯在2021年全球關鍵礦產年產

量排名上舉足輕重，尤其是鎳、鉑金等稀貴

金屬之年產量更是超越了中國（圖1）。

在俄烏戰爭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下，歐洲股市、美股期貨、亞太市場和俄羅斯股市均出現大幅

下跌的情况，然而，歐美國家相繼祭出各類制裁，包括阻斷許多大宗商品自俄出口，造成供應中

斷的危機出現，與能源和稀貴金屬相關的商品價格因此逆勢上漲。俄烏衝突，引發國際對於能源

以及諸如鎳、鋁、鈀、鈦等關鍵礦物供應危機的廣泛討論，本文聚焦在稀貴金屬與其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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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俄烏烏戰火下戰火下之產業契機之產業契機



■ 科工中心 郭華軒博士

玄武岩之間，也會溶於地層中含水層 (高壓時氫

在水中的溶解度遠高於常溫常壓，如同汽水中

高壓溶入的CO2，回到常溫常壓時就會釋放出

來)。這些氫氣會往地表滲漏或藉由地殼活動與

火山噴發等特殊條件下以氣體的型態釋出，不

過氫氣無色無味，分子小且逸散速度快，雖在

油井、天然氣井中也會有不同濃度的氫氣，但

以往未針對它來檢測，容易被忽略。

氫礦的分佈

天然釋出的氫氣從1920年代就被發現，

1970年代進一步了解中洋脊與地表斷層附近較

能測得氫氣（圖1）。到2011年發現西非馬利一

個1987年就因湧出氣體而封掉的水井含有大量

氫氣，進而開始在美國、俄羅斯、澳洲、巴西

等地開始有系統的探勘。

無
論是各國為了達成淨零碳排，還是歐洲為

了降低對俄羅斯天然氣與石油的依賴，

都需要掌握充足的氫氣才能轉型為氫能社會，

然而並非每個國家都有足夠綠電來製作綠氫，

為此日本特別與澳洲合作試驗進口液態氫、歐

盟也大舉投資嘗試在非洲生產綠氫再以管線輸

送回歐洲使用，整個運輸模式類似現今的天然

氣，既然如此，那麼氫氣是否也有可能跟天然

氣一樣從地底開採而來呢？

天然氫氣形成機制

氫是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素，又容易於其

他元素結合，地球形成時就有大量的氫以不同

形態鎖在地函與地殼中，這些蘊藏的氫會以多

種機制轉為氣態，例如含鐵岩石與水分反應、

硫化鐵和硫化氫反應，或是水被放射能水解。

釋出的氫氣可暫存於地層中緻密的Dolerite 粗粒

氫能時代的生力軍－氫能時代的生力軍－天然氫氣天然氫氣

地函內氫蘊藏量可讓人類無限使用，但是

能散逸出地殼並能開採的量，則仍遠低於現有

天然氣的量。開採得到的氣體，各地氫氣濃度

不同，要進一步純化才能使用。大氣中氫氣僅

佔0.5ppm，但氫氣含量豐富的地點可測得數百

ppm，且流量高者超過1,000kg/km2/day。

如何發現哪裡有氫氣

油井、水井、火山口、間歇噴泉、地質斷

層都曾測到較高濃度氫氣。此外，在巴西、美

國等地發現長不出植物的環狀結構（圖2），

土壤含有的氫氣濃度也明顯高於周圍。近紅外

線在葉片的反射強度可用來辨別植物的健康

程度，科學家們利用人造衛星紅外線影像與

Google Earth可見光影像對比，已發現多處有橢

圓形，環內的植物變得光禿禿，且該區域土壤

氫氣含量也較高，如圖3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

環就超過1100ppm，這也成了含氫量高的一個

特徵。

探勘開採案例

前述2011年西非馬利發現氫礦的區域已可

開採到氫氣並供電給附近鄉鎮，開採此區的

Hydroma公司另已開始探勘澳洲與加拿大的天

然氫氣。

2019年美國Natural Hydrogen Energy LLC在

北卡羅來納州鑽探美國第一個氫礦，確定有值

得開採的氫與氦，已開始放大規模開採。

2022年初，澳洲已有六家能源礦藏開發商

獲得或申請了氫氣的探勘許可證，其中Gold 

Hydrogen已獲核准，但還要通過環評，取得開

工許可才能動工。其他五家共22張許可證，已

劃定區域，仍在審查中。另有一家澳洲公司

HyTerra Ltd，今年4月和美國Natural Hydrogen 

Energy LLC簽約共同開發美國中部內布拉斯加

州Nebraska的天然氫氣。

結語

地函地殼內的氫蘊藏量巨大，加上地層中岩

石與水的反應可使氫氣持續產出，理論上足以源

源不絕的供應全世界清潔能源。比起人類開採石

油與天然氣的歷程，目前對天然氫氣的探勘與開

採仍在嬰兒期，或許也因還不成熟，在近年全球

各國發布的氫能策略中並未提及天然氫氣。

澳洲、美國等地開採取得之氫氣如何收

取、純化，成本是否具備競爭力，希望能在未

來半年看到進一步消息。除了開採天然氫氣，

了解氫氣生成機制後在適當地點鑽探，人為導

入水、鐵礦、硫化氫等原料，持續產出氫氣的

方案是否有實際計畫啟動也可再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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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美國北卡紅外線與可見光影像比對
資料來源：ifp-SEN4H2 Project

圖2 巴西Fairy Circle
資料來源：renewablematter.eu

圖1 氫氣與甲烷釋出位置圖
資料來源：renewablematter.eu



︱獎學金得主專欄︱
集思

天地

32 CTCI QUARTERLY  33

■ 前中興大學校長、優泥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顏聰
民國53年獎學金得主

形塑營建工程循環經濟的利器－形塑營建工程循環經濟的利器－
輕質粒料混凝土輕質粒料混凝土

從
成大土木研究所王櫻茂教授論談中，首次

聽到輕質骨材（粒料）混凝土這種新材

料，欣喜之餘也引發了興趣而不斷探索該領域的

資訊。懷著這股思潮，就在1970年負笈德國西柏

林工業大學，以輕質粒料混凝土(LWAC)為研究

課題，完成了博士學位，回國任教於中興大學。

當年，未滯留異國，執意返鄉的初衷，在於繼續

研發輕質粒料，使能落實生根於台灣。

一九八Ο年代的輕質粒料混凝土乃被認定

為，量輕而具有隔熱性能的綠建材，適合應用

在高樓建築和長跨橋梁上，可收省料、節能的

效益。如今尤為關鍵的是，蓬勃發展的經濟活

動，已使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遽增，氣候變遷日

益惡化，嚴重破壞了地球環境。人類因而就工

業、經濟、環境和資源等多方面，啟發生態性

與永續發展的思維。另一方面，近十年來，又

衍生了民生廢棄物難以處置的困境，對此，新

興的循環經濟理

念，把原有從

「搖籃到墳墓」

的產物生命歷

程，轉變成「搖

籃到搖籃」的運

作模式，被視為

是足以消化廢棄

物的良方。將這

種概念引用到

房屋建築時，

就是要進一步調

整「綠建築」成為「循環經濟建築」，設法把

原料產品從設計之初，即構思最後能循環重回

製造端，俾得以重複利用。輕質粒料混凝土正

是足以扮演這種「循環經濟建築」的新一代建

材，此可從下文中窺知一二。

輕質粒料在台灣的研究與發展

輕質粒料（骨材）又稱陶粒(LWA)，在國內

最早於1970年由成功大學王櫻茂教授利用實驗燒

窯研發頁岩輕質粒料，獲得初步成果。之後到

1998年，中興大學研究團隊成功首創利用水庫淤

泥燒製LWA，可同時解決水庫淤泥棄置的難題，

從而增加水庫蓄水容量。此項研發正可連結到營

建產業生命週期中，成為考量循環經濟的一環。

輕質粒料大體上分成結構用和非結構用兩

大類；前者顆粒密度較大(1.4~1.8 g/cm3) ，具有

適當的強度，大都製成粗粒料 (4.7-20mm) ，應

用於LWAC的結構用途上。另一類多孔陶粒，顆

粒密度低於1.0 g/cm3 ，可低至0.1 g/cm3，使用

上主要基於其多孔性質，製作具保溫功能的混輕質粒料（陶粒）有較小之密度

凝土隔熱磚和預鑄版塊。成功大學所興建的綠

色魔法學校，其樓頂的「屋頂花園」就是利用

此類LWA打造而成，十足展現了綠建材特色。

輕質粒料混凝土的綠建材特質

由於輕質細粒料(<4.7mm)燒成不易，常

由碎化粗粒料得之。傳統上製作的LWAC，

大都以輕質粗粒料混合天然砂與水泥拌合而

成。這種混凝土雖受制於輕質粗粒料而有不

超過2,000kg/m3的單位重，但抗壓強度卻可

高達50MPa以上。密度較低的LWAC，由於輕

質粒料內部的多孔隙，其熱傳導係數常低於

1.0 W/mk，且與單位重成反比下降，可低至近

0.3 W/mk。比起常重混凝土所具有的單位重約

2,300kg/m3、熱傳導係數約1.5 W/mk，典型的

LWAC都會有約25%的下降幅度，這種輕又低熱

傳的特性，已具備了成為綠建材的基本條件。

量輕的建材（如LWAC）將降低建築物自

重，結構件（如柱、樑）可對應縮小，所需

材料（鋼筋、混凝土）從而減少。因此，以

LWAC土打造高樓建築時，樓層越高建造成本

越低。同樣的，用以建造長跨預力橋樑時，結

構設計上基於自重彎矩的減小，可相對節省

建材（預力鋼鍵、混凝土）。另者，低熱傳性

的LWAC，擁有隔熱性能，打造於外牆或屋頂

時，屋內空調的耗電量可節省約15%。以上所

述LWAC的優質特性，主要如輕量和隔熱性，

使其普遍應用於超高樓建築、跨海大橋、海域

鑽油平台、以及離岸風電的漂浮式平台；國際

上較為特殊的結構工程有美國休士頓市的五十

層高廣場大樓、挪威的Sundoy Bridge長跨大橋

(298m)、挪威北海上的Troll GBS鑽油平台。成

就這些特異而突出的建築結構，已使LWAC更

凸顯出其於建築工程上的經濟價值。

輕質粒料混凝土足以促成建築與

營建工程領域的循環經濟

營建材料可從生命週期所涵蓋的原料開

採、生產、使用，到廢棄料處理階段，評估其

對環境與經濟的影響。就LWAC而言，乃摻用

由水庫淤泥製造之LWA拌製而成，有利於環

境的清淨和營建資源的提供。使用在高樓建

築、長跨橋樑，乃至於離岸的海域結構時，尤

能彰顯其經濟性和特有之功能價值。此等碩大

而雄偉的構造體，一旦進展至生命週期終點，

已瀕臨廢棄拆除之際，仍可仿效技術已臻成熟

的廢棄混凝土再生利用手法，對廢棄建物上的

LWAC進行碎化、篩分處理，以得再生粒料，

可重複應用於再生（輕質）混凝土之製造。循

此，應用LWAC於工程營建上時，即可於設計

之初就構思好，從原料產品、建物築造、實場

使用，到構造物生命週期終極段，如何將混凝

土材料循環至製造端，重複使用，從而達成循

環經濟的真諦。

回顧初始投入LWAC的研究，乃起於興趣

與新奇，留學德國以至於博士學位的完成，實

歷經多重挑戰與波折，它對於其後的發展和成

就，却彌足珍貴而重要，因為LWAC一旦落實

生根於台灣，將有利於建築營建工程品質的提

升，而取用水庫淤泥燒製輕質粒料之舉，更可

清淤以增加水庫蓄水量，有利於國計民生。

黏土輕質粒料



■ 111年中技社化學學術獎得主 張煥正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廖芳甄

螢光螢光奈米鑽石奈米鑽石加入防疫大作戰加入防疫大作戰

認識螢光奈米鑽石

螢光奈米鑽石（fluorescent nanodiamond, 

FND）是一種能發出紅色螢光的奈米碳材，光

學性質穩定、毒性低、以及生物相容性高。

此材料主要是由sp3形式鍵結的碳原子和約100 

ppm的氮原子所組成，碳與氮皆是生物體內最

常見的元素，且sp3-C的化學活性低，因此它具

有高度的生物相容性，不會影響細胞的生長與

功能。螢光奈米鑽石之所以能發光，在於擁有

氮-空缺顏色中心（nitrogen-vacancy color center, 

NV）。此顏色中心的製造方式很特殊，首先需

以高能量的電子束或離子束轟擊人工合成的鑽

石粉末，使結構中產生碳原子空缺，再以高溫

加熱促使此空缺移動，與鑽石晶格中的氮原子

結合後，就會形成氮-空缺顏色中心。當含有此

中心的奈米鑽石受到黃綠色光（500–600 nm）激

發時，會發出波長大約700 nm左右的紅光，這

些螢光非常穩定，不會有光漂白和光閃爍的現

象。更重要的是，其紅色螢光有70%是座落於生

物組織之近紅外光區（near infrared window），

且螢光生命週期（lifetime）可長達20 ns，而生

物體內的化合物發光時間約為1–4 ns，故可利用

此時間差將背景訊號移除，獲得清晰的螢光奈米

鑽石成像。過程中不需要使用人工合成的螢光染

劑，可省去染劑繁雜的染色過程及操作時間，且

雷射激發無法破壞此氮-空缺顏色中心的原子結

構，因此沒有螢光淬滅的問題，非常適合運用於

長期活體觀測與細胞培育追蹤。

近年來，細胞藥物（cell drug）療法是

全球生技醫藥產業中閃耀的一顆明星，有極

大的應用前景，但仍有許多未知之處，需要

嚴謹的科學驗證。有鑑於此，螢光奈米鑽石

研究團隊利用標定技術，成功開發出細胞追

蹤試劑，並建立可用於細胞藥物定位與定量

之檢測平台，以進行細胞藥物在臨床前的生

物分佈（biodistribution）及細胞藥物動力學

（pharmacokinetics）之評估，對細胞治療的發

展有極大助益。螢光奈米鑽石之能夠追蹤移植

至活體內的細胞藥物，是因為此平台突破傳統

技術之限制，除可長時間精準地定位細胞、監

測細胞轉移情況，更可完成細胞藥物在活體內

的定量分佈，提供細胞療法之參考依據，成為

臨床與商業應用的好幫手。

這兩項缺點。此外，快篩試紙的品質也會直接影

響檢測結果，試紙上的抗體種類，關乎其成敗與

否。好的足球隊需要一個優秀的守門員，同理，

好的試紙需要一對優良抗體對，才能順利捕捉到

待測目標物。螢光奈米鑽石對蛋白質分子（包括

抗原與抗體）有絕佳的親和力，是能在眾多抗體

中搜尋出最佳抗體對的利器。

自旋增強側流免疫分析法（spin-enhanced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 SELFIA）

本研究團隊所開發之自旋增強側流免疫分

析儀是結合磁場調控螢光技術及側流免疫分析

法共同執行，使用螢光奈米鑽石作為量子傳感

器，可進行快速且靈敏的抗原檢測及抗體對篩

選。其工作原理是螢光奈米鑽石晶格中含有約

10 ppm的帶負電氮-空缺顏色中心（NV–），而

這些原子缺陷具有奇特的磁光量子特性，可以

透過磁場調控技術進行選擇性的偵測（selective 

detection），有效地去除背景螢光訊號。實驗

結果顯示，試紙上每毫米平方有10,000顆粒子

即可被有效地偵測到，與相同粒徑的膠體金相

比，螢光奈米鑽石的靈敏度提高了10倍之多。

螢光奈米鑽石成為免疫快篩的推進器

以螢光奈米鑽石作為螢光探針之優異成

果，顯示於知名生技大廠之合作案，單人即可

在兩周內完成38組的配對測試，並成功篩選出

優良抗體對，目前此款免疫快篩試紙已完成小

量產階段，將執行臨床樣品檢測，如若試驗成

功，將成為早期肺癌患者的一大福音。

鑽石防疫小尖兵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延燒至今，

對全球社會與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免疫診

斷是對抗此流行病和其他傳染病必備的工具之

一。為加速流行病相關研究及其產品之開發，

本研究團隊利用螢光奈米鑽石標定技術，建立

自旋增強側流免疫分析法，可進行快速且靈敏

的抗原檢測與抗體對篩選，可以大幅縮短生技

廠開發快篩試紙所耗費之時間與成本。

認識側流免疫分析法

快篩試紙是基於側流免疫分析法（lateral 

flow immunoassay）建置而成的，其結構主

要由四個部件組成，分別為樣品區（sample 

pad）、結合區（conjugate pad）、硝酸纖維

素膜（nitrocellulose membrane）、及吸收區

（absorbent pad）。檢體加入後會先接觸樣品

區，檢體內液體分子會透過試紙纖維的毛細作用

慢慢流向最後方的吸收區。過程中，若檢體內含

有待測抗原或抗體，則流經結合區時，會被能識

別待測目標的抗體捕捉，另由於此處的抗體已與

奈米膠體金或帶色乳膠珠結合，因此快篩試紙能

以有色線條方式呈現出檢測結果。為增加偵測靈

敏度，這些膠體金或乳膠珠也可以由螢光奈米粒

子所取代，但必須以分析儀來判讀結果。

側流免疫分析法的優點

傳統生化檢測雖較為精準，但過程耗時且

繁雜（約4–6小時），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與

成本；而快篩試紙操作簡單，僅需15分鐘即可

完成檢測，非常適合大規模的迅速篩檢。以新

冠肺炎為例，快篩試紙能先將疑似病例進行分

類，可作為第一線的防疫尖兵，並有效追蹤擴

散源，達到控制疫情的目的。

螢光奈米鑽石在其中的角色

側流免疫分析法的缺點是靈敏度低且無法

定量。螢光奈米鑽石可以取代快篩試紙上的膠

體金或乳膠珠粒子，藉由螢光的偵測，同時克服

以螢光奈米鑽石標記細胞，進行追蹤與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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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煥正教授（前排中）及螢光奈米鑽石研究團隊



■ 110年中技社材料學術獎得主 陳三元講座教授

癌
症轉移是目前癌症治療面臨的一個很大

挑戰，因為在許多癌症類型中有90%死亡

是關於癌症轉移，雖然目前傳統療法如手術、

化療和放射療法等都已被用來治療癌症，但是

這些治療策略對於癌症轉移的治療效果有限，

因為在傳統上對腫瘤的認知是均質的細胞團，

它的增生不受到控制並且會抵抗凋亡，但是事

實上腫瘤是高度異質的細胞集合體，會不斷的

變化與適應，它們甚至可以突破原發腫瘤，並

隨著血液循環到達遠處的器官存活下來，重要

的是這些細胞在遺傳和表型上與原發腫瘤有顯

著的不同。目前雖已有許多的方法嘗試穩定腫

瘤微環境來抑制轉移癌細胞，但是腫瘤微環境

是動態的，導致大部分的治療模式，只能短期

抑制無法長期調控。

 這幾年「免疫療法」一直受到重視，最

主要是目前只有免疫療法能夠長期調控腫瘤

微環境，並被認為是治療轉移癌症最有潛力

的方案，效果可以從治療提升為治癒。 Nature 

Review 報導免疫治療為此世代最重要的癌症

治療方式如圖1，將會從2014年的6%大量增加

奈米醫學奈米醫學在腫瘤免疫治療的應用在腫瘤免疫治療的應用

達到更好的醫療品質。然而目前將免疫治療應用

於癌症的治療，大都採用於體外細胞增生之細胞

療法，以致無法透過血液循環來匯積並作用於患

部。因此至今仍面臨許多重要的挑戰與困境：免

疫檢查哨抑制劑無法有效匯積於患部，且單獨使

用免疫檢查哨抑制劑的反應率低落或是無法刺激

免疫細胞的增生。因此為了大幅提升免疫療法對

於腫瘤的治療效果、具有診斷及追蹤的功能、以

及降低小分子化療藥物或免疫檢查哨抑制劑的副

作用，甚至進一步提高其療效，奈米藥物傳遞

系統的發展隨之而起（圖2）。奈米藥物傳遞系

統通常以生物相容性高之材料包覆藥物，進而

調控藥動力學以延長循環及持續的藥物供應，

並透過抗體來增強滲透滯流效應現象(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 EPR)及標靶精準度，來

有效增加藥物於腫瘤的匯積，以提高藥物的效

力。然而目前所有上市的奈米結構主成分皆為沒

有功能的賦形劑，並可能因長期累積而產生代謝

風險。更進一步的檢視，癌症治療的市場之中，

可發現診斷與治療的市場是分離的，即使許多奈

米粒子皆具有顯像或診斷的能力，但是目前仍尚

未出現可以將診斷與治療(Theranostics)合而為一

的技術。

到2024年的68%。相對地，所使用的化療與標

靶治療藥物，則會從目前55%及20%分別降為

9%及10%，這暗示免疫療法已經逐漸成為最主

要的抗癌策略。目前所採用的免疫療法主要是

透過增強體內免疫系統，使其具備攻擊癌細胞

的能力，或是去阻擋腫瘤細胞抑制免疫細胞活

性的手段，例如利用免疫檢查哨抑制劑，使免

疫細胞可以達到完全毒殺腫瘤細胞，其治療機

制主要分為兩種：(1)內源性的解除免疫系統

的「煞車」機制，以保持T細胞活性；(2)外源

性施打大量T細胞進入病患體內攻擊腫瘤。然

而，解除免疫煞車而沒有足夠的T細胞，或是

具有大量T細胞但攻擊腫瘤的活性卻未活化，

二者皆無法達到理想的治療效果，這主要是歸

因於免疫細胞普遍對於腫瘤細胞反應率低落的

問題。除此之外，此類免疫檢查哨抑制劑會影

響人體的免疫系統，關閉其回饋機制，使免疫

細胞於攻擊癌細胞之餘，也會產生皮膚潰爛、

腸胃潰瘍等自體免疫反應副作用。

目前癌症治療已經走向精準治療，在選擇

特定癌症用藥前，病患常常會需要額外進行特性

生物標誌的篩檢，因此若能將診斷與治療結合，

將可省去大量的醫療時間，並將醫病流程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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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Nature Review 報導免疫治療為此世代最重要的癌症治療方式

活力朝氣十足的陳三元教授

圖2 奈米醫學對於腫瘤治療的優勢及特色



為了大幅提升免疫療法對於腫瘤的治療效

果；並兼具診斷及追蹤的功能，利用本身就具

抗癌能力和抗腫瘤轉移的特性的天然褐藻醣，

結合超順磁性氧化鐵粒子，再透過奈米藥物

載體設計，將免疫檢查哨抑制劑與T細胞增生

劑，整合於單一奈米載體系統上，形成一具多

重免疫療效的磁多醣奈米結構（如圖3）。此

奈米結構具有功能化的表面，可以輕易標定抗

體，中空的核心也能夠包覆藥物，再結合具有

療效的褐藻醣（具抗癌及活化自然殺手細胞、

樹突狀細胞之效果）及能夠作為顯影劑的氧化

鐵奈米粒子，成為可整合診斷、治療、與追蹤

於一身的獨創奈米平台技術。

圖3所設計的磁性褐藻醣奈米粒子在螯合免

疫檢查哨抑制劑以及T細胞增生劑後，則可以調

整並改善免疫力以抵抗腫瘤，一方面有效增加

匯積於腫瘤的T細胞的數量，另一方面抑制癌細

胞的擴展，消弭原本合併免疫治療常帶來的全

身性免疫反應副作用，進而使治療更有效率且

安全。這個研究不僅大幅延長存活期，並可減

少副作用，目前研發的褐藻醣奈米免疫藥物所

產生合併療法的存活率，比單獨使用免疫檢查

哨抑制高出將近2倍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所

須使用劑量只要1/100，即可達到清除腫瘤細胞

的驚人效果(圖4)。可預期此項奈米醫藥載體的

治療策略，將在藥物傳輸、生物醫學材料以及

免疫療法上提供一個全新的治療平台。

■ 企行室 羅佳慧、葉琬萱

本
社於2月24日邀請臺師大社會教育學系馬

繼康講師進行年度首次專家演講，演講

題目為「大航海時期的世界遺產」，帶領同仁

們一覽大航海時期的世界遺產。對於此次的專

家演講，同仁普遍反映不錯，認為獲得不同領

域的知識，將旅遊與生活串聯；在無法出國的

疫情期間，透過專家的分享過過乾癮；對於

「深度旅遊」亦有更多的理解，得到未來規劃

旅遊的新思維，可依主題進行景點規劃。

以與台灣相距不遠的澳門為例，澳門是中

國與西方文化最早接觸點，中國第一座西式大

學「聖保羅學院」、第一座西式醫院「白馬行

醫院」、第一份外文報紙「蜜蜂華報」都在澳

門。澳門歷史城區是昔日以葡人為主的華洋雜

處之地，其間以廣場和街道串連成面，最好的

方式是以步行一一探訪。

媽閣廟是葡萄牙人首次登岸之地，葡萄牙

人試圖從住民口中得知地名，怎奈此地有間著

名的媽閣廟，雞同鴨講的結果，陰錯陽差成為

今日澳門（Macau）名稱由來。這是四百多年

中國與歐洲文化經過消化反芻之後，成為別樹

一幟「中學為體，葡學為用」風味其中一例。

走在市區，諸如此類葡語譯音屢見不鮮，像是

跟著跟著大航海時期大航海時期的的
世界遺產去旅行世界遺產去旅行

聖老楞佐教堂（St.Lourenco）、澳門地標大三

巴（St.Paulo）牌坊等等，都是這類「葡涇幫」

語言的延伸。

澳門最負盛名的大三巴牌坊是以前的聖

保羅教堂正面前壁的遺址。葡萄牙的天主教徒

們特別推崇聖徒保羅，並且自認是聖保羅的使

徒。保羅最初迫害基督徒，到後來被耶穌感

召，成為最堅定的傳道者，甚至也向外邦人傳

教。因此當葡人離開故鄉開始遠航時，就把自

己看成是聖保羅的化身，向遠東的異邦人和異

教徒傳教，這是他們最大的精神動力。

馬老師親眼目睹從教堂裡走出的居民，毫

不遲疑的在攤位前坐下尋求指點迷津。就是這

樣隨處可見的文化對比與衝突所形成的獨特氛

圍，使得澳門有著許多觀察來的趣味。唯有互

動體驗，才會感覺到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世界遺

產的價值，也才能體會世界遺產旅行的樂趣。

在演講中提到，得到「知識」後，可以透

過旅行長「見識」，進而產生「膽識」。不跟

團的旅行能培養解決

問題的能力；在旅途

過程中，可以和自己

對話，發現自己對於

旅遊的想像。透過這

次的演講，同仁幽默

地說道，因為疫情無

法出國，現在也只能

買個法國麵包，感受

一下非物質的文化遺

產，暫時解解饞、過

過乾癮了！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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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透過結合褐藻醣、免疫檢查哨抑制劑、T細胞增生劑及磁性奈米
氧化鐵粒子所製備之具可調控免疫系統的多功能能奈米醫藥

圖4  褐藻醣奈米免疫藥物提供一個全新的免疫治療平台

媽閣廟

澳門最負盛名的大三巴牌坊



■ 資環中心 劉致峻博士

第一，間歇性斷食具彈性。各式飲食減肥

法均著重於飲食內容的調整(How you eat)，強調

那些可以吃，那些不可以吃(What you eat)？可以

吃的，又可以吃多少(How much you eat)？間歇

性斷食則是著重於何時可以吃(When you eat)？
對於上班族來說，較易調整。

其次，間歇性斷食很簡單（省錢?）。執行

間歇性斷食，不像許多飲食減肥法，有準備食

材費時、營養均衡與否等限制。例如生酮飲食

為了確保壓低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有許多禁

忌，若不是自備便當，外食幾乎沒有選擇，即

使向特定廠商訂購，成本也相對高昂。

再者，間歇性斷食夠自然，有過減肥的人

都知道，計算熱量（份量）多寡是能否確保每日

的熱量赤字的必備工作3。然而，這對多數人來

說相當麻煩。相反地，由於人的胃容量有限，採

行間歇性斷食的人，在較短的進食窗口中，能攝

取的熱量相對有限，很自然地創造熱量赤字。以

我個人來說，從未仔細計算過每日的熱量攝取。

最後也是我個人認為重要的，間歇性斷食

讓人在非進食時段獲得了一個強大的「心理制

約」！常言道，同事的善意是減肥者的天敵。

即使人緣不佳如我，間歇性斷食給予的心理制

約也可以讓你不會因嘴饞而去吃一些沒必要的

零食。不要小看人在不知不覺中所攝取的熱

量，曾有電視實境秀Secret Eaters在受試者家中

安裝隱藏攝影機，計算受試者一周真實熱量攝

取。結果發現，受試者自以為的熱量攝取往往

不及真實的一半。

前
一期分享了減肥歷程後，這一期則分享

協助我達成目標及長久維持的間歇性斷

食法。

間歇性斷食是將每日進食時間限制在一段

時間內，在進食窗口以外的時間完全不吃；在

一般生活、宗教當中，常有不少斷食的實例。

如身體健康檢查前，受檢者需空腹一段時間；

伊斯蘭教的齋戒月則規定白天不進食；佛教

的過午不食等，而Breakfast，其字面意義即是

「停止斷食」。上述情況都可視為間歇性斷食

的一種展現，只是時間長短的差異而已。

 間歇性斷食的理論基礎與優點

人體的主要能量來源有二：葡萄糖與酮

體，分別來自於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分解。而

人體優先選擇使用葡萄糖作為能量的主要來

源，唯有體內的葡萄糖都消耗之後，身體才會

提高以酮體作為能量來源的比率。

不過由於人體在未進食時，獲取葡萄糖的

來源有限，儲存於肝臟與肌肉的肝醣大約在停

止進食的12~14小時之後，即會用盡（人體一

般肝醣的存量為300~400克，約為1,200~1,600大

卡），故間歇性斷食就透過16小時以上的斷食

時間，逼迫身體增加脂肪分解，來提供身體所

需的能量。這種作法，類似生酮飲食透過極低

碳水飲食，使身體無法獲取葡萄糖，迫使身體

把酮體當作主要能量來源，達到減脂的目標。

根據筆者親身採行間歇性斷食近四年的經

驗，認為有以下優點：

間歇性間歇性斷斷食食：：減肥心得分享減肥心得分享（下）（下）

3.  在一項美國健康與飲食調查(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76632)中，六成的受訪者所回報的總熱量攝
取不合理，其可能原因來自於人對於每日攝取熱量的「低估」，而這現象在肥胖族群身上特別顯著，男女分別少報了700~800大卡。

4. Fung and Moore, 2016, The Complete Guide to Fasting: Heal Your Body Through Intermittent, Alternate-Day, and Extended Fasting.

我相當喜歡斷食全書4的作者Jason Fung醫生

的一句話「斷食是一個減法，你只是選擇不要

做什麼」。那我們應該如何執行？又應該注意

哪些地方呢？

 間歇性斷食的執行與應注意之處

其實間歇性斷食的種類非常多，若根據

斷食時間長度進行命名，可分為16/8、18/6、

20/4、一日一餐、5/2斷食等等。例如：16/8便

是指一天只有八個小時的進食窗口，其他的16

個小時則斷食，以此類推。而5/2斷食則比較

特別，是一週中挑選五天（三餐）進食，另外

兩天則進行斷食（或只攝取低於500大卡的熱

量）。

而在執行時，建議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執

行。以個人為例，我是先採用16/8斷食，在每

天的11~19點進食（每4小時吃一餐，一日三

餐）；由於我僅只是延後早餐時間而已，執行

上毫無困難，一周後便調整成18/6斷食，只在

13~19點進食（兩餐間搭配點心）；一個月後晉

升為20/4斷食，在15~19點進食（兩餐）；最後

逐步調整成一日一餐（只有晚餐）。減肥成功

之後，仍維持20/4斷食或一日一餐（彈性調整）

約有兩年多的時間，並在過去一年慢慢調整成

17/7斷食（只吃兩餐，偶而破戒）。

一般而言，採行間歇性斷食時，應謹記在

進食窗口外，除了水、茶、黑咖啡，這類無熱

量或接近無熱量的飲品外，其他任何含有熱量

的食物一概不入口。而進食期間，雖然在食物

選擇上，可依自己的喜好選擇。但建議仍以原

型食物為主，減少加工食品的攝取，以確保能

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取一天所需的營養素。

坊間有許多人將間歇性斷食與胰島素假

說5畫上等號，宣稱每日的熱量總攝取均不重

要。許多網紅甚至拍片，宣稱自己以一日一餐

減肥時，均大啖高熱量食物。但根據親身長時

間執行一日一餐的經驗，若攝取超過身體一天

所需的熱量，人還是會發胖地～

或有人擔心斷食期間會不會導致低血糖，

但根據生物化學教科書，除非是糖尿病患，不

然空腹並不會導致低血糖的症狀6。一般而言，

由於肝醣分解與蛋白質糖質新生，血糖仍會維

持在穩定的濃度一段足夠長的時間。但若有意

採行長時間斷食（一般指超過48小時以上的斷

食），則應諮詢專業醫生的建議。

 結語

肥胖，以及其導致的代謝症候群，是現代

人健康的大敵之一，因此減肥也變成許多人必

須經年累月投入的畢“身”志業。要長久維持減

重成果，還是要仰賴生活型態的改變。若是一

讓體重下降，就回到之前的“正常”飲食，依舊

每天雞排珍奶當宵夜，那終究還是徒勞的。而

筆者除了分享如何以近年極夯間歇性斷食進行

減肥的經驗，最想帶給大家的，還是重拾健康

生活型態的一個動力，共勉之～

5. 胰島素假說認為胰島素(Insulin)會促使身體囤積脂肪、並抑制體內脂肪的燃燒，故頻繁進食使身體長期處於高胰島素水平才是致胖的原因。
6. Victor W. Rodwell, David A. Bender, Kathleen M. Botham, Peter J. Kennelly, P. Anthony Weil, Harper's Illustrated Biochemistry, 31st Edition, McGraw-

Hil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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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產中心 鍾侑靜

春遊春遊踏青記踏青記    

時序來到2022年春天，首善之都處處一片早春盛景，北市政府構築的漸層紫色花

海亦如期於元月中旬在新店溪畔古亭河濱公園華麗登場，花期到4月初。緊接著，於3

月也推出了台北市市花杜鵑花的花季活動，在大安森林公園打造名為「杜鵑花心心」

的庭園式景觀園區，為台北市注入一股繽紛的春天氣息。這兩處皆是在市區踏春的秘

境，在大都市忙碌工作生活中，不用千里之外，即能享受片刻閒暇與濃郁春意！

花海圖

隨著公園地形坡度布置兩處花海勝景，一是

藉由菫菜不同的花色鋪設紫色漸層花海，另一處則

由一串紫、金魚草和薰衣草等三種草花鋪成漸層花

海。一串紫為一長串鮮紅紫色的花，金魚草以花狀

似金魚而得名，薰衣草為寧靜的香水植物。

花鳥圖

木棉樹在春季2、3月間綻開橙紅及橙黃

色花朵，花型大，因先開花後長葉，故開花

時期只見滿樹火紅燦爛，吸引多種鳥類停棲

吸食花蜜，構成一幅美麗的花鳥圖。大自然

安排奧妙，木棉提供花蜜佳餚給鳥類享用，

鳥類則幫助木棉授粉繁衍。仔細瞧瞧，木棉

花唯一的雌蕊就長在花朵正中央，且凸出於

四周的雄蕊之上，為鳥兒構建了一個醒目的

授粉標的。

紫色花海與永福橋景

菫菜 一串紫 金魚草 薰衣草

黃鶺鴒為台灣常見三種鶺鴒科的鳥類之一，

動作敏捷，攝相不易，在古亭河濱公園常見其停

棲在一串紫或金魚草上伺機覓食花海裡的昆蟲。

黃鵲鴒與一串紫

古 亭河濱公園

運用菫菜、一串紫、金魚草及薰衣草等共30萬盆花鋪成遼闊的紫色花海，與新店溪畔豐
富的生態和跨溪的永福橋共同構畫出城市近郊景點，民眾沉浸在夢幻又花情萬種花海景緻中，
感受浪漫的春日氣息。

花蝶圖

春暖花開，蝴蝶弄影，忙裡偷閒看花賞蝶，所

謂花香蝶舞惹人醉，增添生活中不少色彩與樂趣。

地圖蝶就是網絲蛺蝶，也叫石牆蝶，因其

翅脈條紋圖案宛如地圖上的公路網，故名「地圖

蝶」，此外亦像泥灰牆上的裂痕，故也稱「石牆

蝶」。地圖蝶是常見的蝴蝶品種，如果幸運的

話，可以看到它立體翻身180度吸食花蜜，呈現出

2對4隻翅膀連續舞動的精彩表演。

異紋紫斑蝶又名端紫斑蝶，當它展開翅膀舞

動時，蝶翼上的鱗粉經由陽光折射，會因為開合

及舞動角度的不同，而分別呈現出淡紫、豔紫、

亮藍等夢幻般的迷幻耀眼光彩。

紅珠鳳蝶外型鮮艷，在台北植物園馬兜鈴區

可以常見到它的芳蹤。大鳳蝶喜吸食各種野花花

蜜，幼蟲食草以芸香科植物為食，如柚子、柑橘

等。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棵蜜源植物都代表著一

種蝴蝶，遊客欣賞大自然的舞姬-蝴蝶-曼妙的舞姿

時，務必保持著守護的心情觀看，重視生態、環

境與觀景間的倫理，珍貴的生態環境才能永續。

群芳吐艷

杜鵑花心心展區布置8大品種共約3,200盆杜

鵑花，包括西洋、久留米、皋月、台交等不同花色

和花形的花卉，再搭配洋繡球及瑪格麗特、大理

（麗）花等菊科的季節花卉共約1.5萬盆，編織出

百花齊放爭妍鬥豔的迷人景緻。菊花淡香清真，

自古以來與梅、蘭、竹三種植物合稱「花中四君

子」。吟詠菊花的古詩佳句，首推魏晉陶淵明的

《飲酒其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四百多年後，唐朝元稹的《菊花》寫道：「秋叢繞

捨似陶家，遍繞籬邊日漸斜。不是花中偏愛菊，此

花開盡更無花。」同陶淵明一樣，借詠菊抒懷言

志。菊科植物品種繁多，西洋杜鵑是杜鵑花中最美

的一類；久留米杜鵑又稱麒麟杜鵑，一朵花中有不

同的花紋色彩；皋月杜鵑在同株樹上可開出多色的

花朵；台交杜鵑是由台灣育種家自行育成的杜鵑系

列。而洋繡球艷麗炫目，數十朵小花聚成大型繡

球，極為壯觀好看。宋朝才女蘇小妹詩云：「瓣瓣

折開蝴蝶翅，團團圍就水晶球。假饒借得香風送，

何羨梅花在隴頭。」吟詠的就是繡球花吧！

花鳥圖

踏春大安森林公園，悠閒的漫步在群樹環繞的花海，如同走入了詩

畫中。漫步到生態水池湖畔，觀賞各種水鳥優雅閒適的姿態，無巧不成

書，在歸途中，巧遇黃頭鷺在杜鵑園覓食，為春遊踏青畫下圓滿句點！

地圖蝶 紅珠鳳蝶異紋紫斑蝶 大鳳蝶

大 安森林公園

今年3月花季活動在大安森林公園大生態池旁繽紛登場，別出心裁地運用庭園式景觀造
景，打造名為「杜鵑花心心」的浪漫展區，由平戶杜鵑與繡球花主秀。

黃頭鷺覓食於杜鵑園

西洋杜鵑

洋繡球花  大理花

台交杜鵑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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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枋寮

楓港到恆春

半島，沿著

台26線屏鵝公路前進抵墾丁必經道路，這條公

路緊挨著最美麗的沙礫海岸邊走，看到海天同

色層次分明的風景；「墾丁國家公園」許多國

人旅遊必去打卡及愛好賞鳥勝地，經百萬年來

地殼運動使陸地與海洋深入交融，造就奇特的

地理景觀，是臺灣少數涵蓋陸地與海域的國家

公園，在此觀星、聽濤，善用園區步道系統與

遊客中心，擁有一趟知性、感性兼具之旅。

當車子經公路邊會看見「船帆石」是大型

岩層，由海中巨型珊

瑚礁岩露出海面而形

成，據說神似美國前

總統尼克森，自然景

色令人不經與它拍照

留念； 「鵝鑾鼻燈

塔」於西元1881年興

建，燈樓面向西南

方，背山臨海構築成

砲壘形式，圍牆有

射擊的槍眼四周並築壕溝，成為全國獨一無二

的武裝燈塔，是本島最南端燈塔享有「東亞之

光」的美譽，並列臺灣八景之一。

恆春半島還有著名的「關山日落」觀賞夕

陽，全區共有74景點，熱帶型氣候年平均氣溫

23度，每年都吸引約四百萬遊客到墾丁感受自

然體驗，既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珍貴豐美、氣候

溫暖、景致宜人且交通便利，到此有如置身於

國外令人陶醉的小確幸，非常值得旅遊放鬆的

勝地。

■ 企行室 吳佳慧

悠遊悠遊國境之南國境之南

自
2020年元月起，國際間陸續因COVID-19

疫情勢起，大家既無法出國同時亦減少

了四處移動旅行的機會，疫情至今已二年多；

在今（2022）年春節期間國內疫情仍在二級警

戒下，因應嚮往久未旅行之心境，於是抱著大

膽出遊冒險的行動，在年初一到屏東三天兩夜

的旅遊。

首站，抵達屏東縣八個山地鄉鎮中最北端

的「三地門」（舊名為山地門），該地因為有水

門、三地、北葉三個排灣族村落聚居地得名；於

原住民文化館參觀「2021年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

聯展–《我們與未來的距離》」，該處是九個展

區其中之一，透過紀錄片的形式，介紹16個族群

歷史故事，並認識各原住民傳統生活文化的特

色，喚起族人對於傳統文化消逝的重視與從當代

的社會思維來對原住民文化的反思。

第二站「山川琉璃吊橋」位於臺灣茂林

國家風景區，全長26.3m、高45m是連接三地門

鄉到瑪家鄉的臥床式行人吊橋，橋面有一段半

中空能直接透視底下溪谷刺激指數破百，從吊

橋定名便能知曉，最大特色橋

上鑲滿色彩豐富的琉璃，串連

起當地工藝文化，琉璃珠在排

灣族最為有名與魯凱及卑南等

三族，代表在傳統社會階級的

劃分制度有關；另外，東港鎮

「華僑市場」有著名臺灣黑鮪

魚產地之稱，來到此地特別挑

選一家在港邊的海鮮餐廳，

盡情地大啖鮮魚美味饗食飽

腹一番，同時吹著海風欣賞

港邊的夜景。

心
一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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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門 山川琉璃吊橋

墾丁 船帆石

墾丁 鵝鑾鼻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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