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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經濟近一季仍動盪，疫情造成的中國清零封控、俄烏戰爭帶來的糧食和

原物料短缺、中美間衝突等，都可能是引起通膨這巨大怪獸的原因之一。

美國聯準會(Fed)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在8月底全球央行年會宣示，將持續現行

的升息步調以對抗通膨，且將維持高利率水準一段時間。升息對於個人的民生經

濟，乃至於企業的營運成本都影響甚鉅，不可避免將帶給經濟一些痛苦，但鮑爾

強調，未能恢復物價可能會造成更大的痛苦。通膨壓力雖無法避免，但可調整自

身心態，心態足以影響事情的走向，也會堆疊出不同的人生高度。哲學家Epictetus

曾說過，「人們的困擾不是來自事情的本身，而是來自對事情的看法(“Man are 

disturbed not by things, but by the view which they take of them.”)」，與大家共勉之。

本期「封面故事」聚焦在台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與您分享8月2日

在張榮發基金會舉辦研討會的精彩內容：分別從智慧醫院、智慧醫療兩個面向的深

入討論，專家的焦點座談，希冀為產業輸出提出解方。「業務走廊」有與淨零排放

相關的石化業邁向淨零碳排路徑、荷蘭能源轉型與減碳政策發展；其他智庫方面如

科學技術白皮書2025年科技願景、拜登印太戰略之影響、化合物半導體等；人才培

育方面，今年第三度舉辦的境外生就業平台可見本社在育才、留才、攬才方面的努

力。新增的科技永續專欄，分析在驟變環境下各種能源的需求與消長，如海洋碳匯

吸存二氧化碳、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的發展、地熱政策動態、石化業發展藍氫等。名

家講座特別邀請去年傑出物理學術獎得主裴思達教授，撰文分享量子的非局域性。

「工程教育暨獎學金60周年

茶會」將於10月5日下午於台北

世貿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所有

投入工程教育的參與者將在此

連結相聚，並以此為起點，期

共創更多跨域合作機會，對國

家社會投入更多正向力量，帶

來更多的貢獻。

|編輯室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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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心態 謀定而後動調整心態 謀定而後動

111年中元普渡，潘董事長帶領同仁祈求平安順利



中技社今年以「拓展亞洲醫療市場之產業發展策略」
為研討議題，並在中研院楊泮池院士主持下，舉辦「臺
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研討會。上午時段由楊
泮池院士及陳振文教授主持，安排臺大醫院吳明賢院長與
廣達電腦張嘉淵技術長進行專題演講，並邀請4位科技業
與醫界分享多年投入「智慧醫院」之心得與觀點。下午第
一個時段由郭旭崧無任所大使主持，由科技大廠、新創、
醫界、創投、保險共6位專家，談「智慧醫療」之發展趨
勢、挑戰與困境；第二個時段為焦點座談，再度由楊泮
池院士主持，邀請主管機關代表與熟稔生醫產業之專家
分別針對法規與商業模式進行引言，6位醫界與科技專家
與談，為醫療與科技如何攜手落地，進而產業輸出提出
解方。當天會議採實體與線上方式並行，吸引近400人參
加，其中6成來自產業界。

臺灣智慧醫療產業臺灣智慧醫療產業
機會與突破研討會機會與突破研討會

本
研討會藉由掃描目前國內技術發展策略

與現況，由醫院與科技產業現身說法，

闡明推動醫院智慧化與醫療智慧化背後之具

體思維與實務做法及面臨之挑戰，並訴求內

容能貫穿整個醫療產業生態系(Ecosystem)；
另邀請對新創科技尤其重要的資金支持者—

創投業與擁有廣大資金及客群的保險業，對

智慧醫療發展之看法。希冀由台灣雙強之醫

療與科技攜手落地並輸出，促進台灣醫療產

業發展，並提升國家知名度。

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在開幕致詞時表

示，臺灣防疫成效有目共睹，透過醫療體系

與數位科技的結合，使臺灣不僅死亡率低，

也兼顧經濟發展。中技社對於醫療相關議題

的研究從因應高齡化社會開始，連續三年針

對長照、健保、醫療照護體系探討，近期更

關注國際醫療，發現臺灣醫療品質甚優，但

國際醫療收入僅6億多美金，與星、印、泰

40~90多億不等，有不小差距，並提出臺灣可

發展醫療資源相對寬裕的高階放腫與牙科，

因為兩者不致於讓民眾感受就醫權受排擠的

疑慮等建議。他認為智慧醫院與智慧醫療，

■ 資環中心 陳潔儀副主任

封面故事

陳建仁前副總統致詞

潘文炎董事長致詞

是臺灣最強的兩個領域-醫療與科技的結合，

應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陳建仁前副總統表示，當前臺灣面臨新

冠疫情的挑戰，透過IoT的建置，結合大數

據、人工智慧的方法，達到精準防疫。臺灣

醫療水準名列世界前茅，電子與ICT產業具競

爭優勢，若能合作，智慧醫療或智慧醫院必

能發展出如精準防疫般的成功模式，但仍需

注意(1)資安保障；(2)醫療體系與資訊體系

連結的基礎設施；(3)智慧醫療相關法規調

整；(4)科技導入醫院的高建置成本問題。

以下為各主講人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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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數位醫療產業的發展機會  

吳明賢院長˙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醫療數位化可改善醫療流程，提昇醫療系

統效率，提供不受時空限制且人性化的服務，

甚至可促進民眾自主健康管理而增進健康。新

冠肺炎的傳播，讓非接觸性感應器，遠距醫療

等加速應用到臨床場域。由資通訊科技進步所

帶來的新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

雲端儲存及運算，和物聯網等，促成醫療照護

的典範轉移。

台灣結合優良的醫療保健系統與數位競

爭力，可以創造強大的醫療數位力。在此良好

的基礎及競爭優勢下，未來若能在法規及資料

鬆綁、醫療及資通訊人才交流整合、結合軟硬

體開發產品進行臨床轉譯、並發展出合理的智

慧醫療商業模式，應該可在智慧醫院、智慧醫

療照護、高端醫療技術及精準健康等有卓越產

出，甚至可由資料科學發展出資料經濟。

◆賦能未來智慧醫療服務網絡  

張嘉淵技術長暨副總經理˙廣達電腦

每個產業成長都有一固定S曲線，也會有

新的新創顛覆過去的成功，而要克服一個成功

慣性(inertial of success)，跳到另一個S曲線，最

重要的是跨域合作，其可產生最大的創新、效

益及新的可能性。從IT的角度看智慧醫療，是

提供更好的工具來型塑更好的醫療。由大學研

究人員、醫院從業人員和產業工程師，以醫療

數據和先進的機器學習，並以公私合作 (PPP) 

進行協作。藉由先進的ICT和AI技術所發展的

智慧醫療服務網絡，能整合不同城市的醫院和

專業護理人員的醫療資源，並作為一種跨越壁

壘，為患者從出生到老年的整個醫療旅程提供

精準醫療和數位醫療保健的雲端服務。

◆��AIoT驅動智慧醫療
佈局全球智慧醫療生態圈  

江明志副總經理˙研華科技智能服務事業群

研華以「醫療電腦」、「醫療影像」、

「移動醫療」三大方向拓展標準化產品；也以

DMS(Design & Manufacturing Services)與全球醫

開幕式合影(左起曾惠瑾榮譽副所長、余金樹總經理、郭守仁前總院長、邱仲峯院長、陳建宗院長、郭旭崧無任所大使、
吳明賢院長、陳建仁院士、潘文炎董事長、楊泮池院士、陳振文教授、陳昱瑞董事長、張鴻仁副理事長、江明志總經理、
葉肇元創辦人、陳綠蔚執行長)

療大廠合作。近年推展軟硬體智慧醫院解決方

案，以WISE-PaaS平台為中心，從下整合院外

遠距醫療，串連到院內智慧就診、病房等；從

上串流院內資訊，發展醫院資料視覺化、AI輔

助診斷等。上開相關應用已深入專科，也在越

南泰和綜合醫院整院導入智慧醫院解決方案。

為建構智慧醫療生態鏈，策略結盟系統

整合商、軟體商、醫院、資訊技術平台及醫材

商；也銜接國際醫療標準，確保使用者安全與

隱私。建議政府推動先進智慧醫院醫療特區，

提供醫(學)、科技界共同實驗場域，對促成發

展國際化醫療科技產業生態系十分關鍵。

◆智慧醫院 醫院的數位轉型  

余金樹總經理˙慧誠智醫

智慧醫院臨床端由6大環節著手: (1)智慧

手術室，建立手術前中後各流程安全、標準化

作業排程管理，(2)遠距醫療，為醫院各據點建

置與總院之服務連線以及院內病房對護理站遠

距會診，並整合病患資訊以及影像，提供專科

醫師快速診斷資訊，(3)智慧病房，建置電子床

頭卡、房門卡以及電子白板，整合並即時顯示

醫療團隊資訊與病床狀態，(4)智慧藥櫃，提供

高安全性的用藥管理，(5)病人安全，以去識別

化、無接觸技術，讓醫護人員不侵犯病患隱私

下隨時掌握病患狀態，(6)科技清消，利用物聯

網協助清潔消毒與控制感染。產業端需要能大

量複製達到經濟規模且放諸全球語言都相同，

能產生共鳴的解決方案。

◆長庚醫院醫療智慧化經驗  

陳建宗院長˙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自2001年開始病歷資料電子化，以病人為

中心整合門住診病歷、檢驗報告、護理紀錄、醫

療影像等，進而推廣全院醫療智慧化，包括：

(1)智能門診、住院病房等；(2)以閉環管理提升

照護安全包括醫囑、用藥安全等；(3)建置自動

化檢驗及檢查室；(4)電子醫療資料交換；(5)電

子醫療資訊支援教學、研究及決策；(6)人工智

能協助臨床疾病快速精準診斷、疾病預測、併發

症減緩等。同時運用資訊新技術整合軟體功能、

書寫技術等，大量減少紙張及縮短文書處理時

效；更於疫情期間即時推動智能防疫。未來將建

構智能客服機器人、可攜式遠距醫療系統執行偏

鄉巡迴，提供更優質在宅醫療服務。

◆ 智慧醫院：運用資訊技術重塑和提升
未來醫療照護的價值 

邱仲峯院長˙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智慧醫院服務未來趨勢包括(1)數位化，整

合醫療人員、資訊系統和服務流程，匯集數據

協助診斷、治療、管理與決策；(2)物聯網的醫

療服務，提高設備利用率、病患安全性、醫院

建築能源效率；(3)行動化的健康服務，利用人

員、手機與可穿戴設備，提供病患個人健康紀

錄；(4)人工智慧的疾病診斷和預測服務；(5)

各種醫療領域機器人服務運用；(6)遠距醫療服

務，提供遠距諮詢、遠距臨床指導等從醫院延

伸到病患住家的虛擬醫療服務。醫院需要政府

提供適當的激勵措施與政策、整合其他跨域研

究和產業界合作，更積極參與建立與擴大智慧

醫院產業生態系統。

◆醫院資訊系統平台化的重要性

黃泰一全球副總裁˙華碩電腦

醫療資訊科技突破是醫療產業創新能量的

關鍵。臺灣當前面臨三大基礎挑戰：醫療數據

無法有效取得與利用、各院醫療資統架構老舊

且封閉、創新醫療資訊科技缺乏共通性。美國

15年前掀起醫院醫療資訊系統轉換潮，從內製

轉商用，歐洲、新加坡與澳洲等陸續跟進。發

展出適用台灣醫療照護環境、先進、共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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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專家(左起曾惠瑾榮譽副所長、陳昱瑞董事長、劉越萍
司長、李伯璋署長、楊泮池院士(主持人)、施振榮創辦人、張鴻
仁副理事長、周德陽院長、郭守仁前總院長)

融的商用醫療資訊平台有其必要且急迫性，平

台能帶動智慧醫療生態系的蓬勃發展，進而透

過各項標準化介面協議與國際接軌，加速先進

醫療科技的導入，有利於將台灣的醫療軟硬實

力整合輸出。

◆AI驅動病理數位轉型   

葉肇元創辦人暨執行長˙雲象科技

人工智慧輔助影像判讀，可以實現精確的

細胞定量，協助醫師偵測微小病灶，並且縮短閱

片時間，對於病理科數位轉型有極大助益，但在

缺乏保險給付且預算有限的狀況下，無力進行昂

貴的數位轉型；且數位病理AI研發成本高昂，

法規審查時程漫長。上開因素都是產業發展所

面臨的重大挑戰。美國醫學會已率先通過數位病

理閱片的給付標準，並且推動以臨床價值為基礎

的給付模式。台灣也須有類似機制，透過保險給

付，為醫院創造數位轉型的誘因。

◆智慧醫療的現況與願景  

陳適安院長˙臺中榮民總醫院 

智慧醫療三大趨勢為AI、醫療IoT及遠距

醫療。AI影響慢病處置、自我管理和疾病預

防、疾病診斷、診斷分類、臨床決策支持及照

護服務6大領域。以心臟科別為例，中榮運用AI

判讀心臟CT影像診斷心房顫動，並預測是否復

發，也運用AI進行心電圖訊號處理、導管技術

影像等。臺灣智慧醫療創新整合平台以「醫院

出題、新創/廠商解題、醫療人員/病患受惠」模

式運作，建構大數據平台整合醫院內不同類型

資料，提供精準醫療，為病患就醫前、中、後

提供完善醫療照護。但目前面臨缺乏醫療軟體

生態系、溝通成本、個資法與健保給付未完善

的困境。

◆健康長壽之人工智慧創新發展   

陳亮恭院長˙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未來醫院將減少設置病房並推動去中心化

的居家醫院，大幅減少醫院昂貴的硬體投資。

醫事人員於醫院及社區中工作，部分醫療轉至

病患家中，以居家醫院形式運作。藉由遠端偵

測、疾病診斷智能輔助、5G通訊、虛擬實境、

雲端平台等技術輔助，院內專業人員有效掌控

社區病患的病情變化，在社區移動的醫療團隊

透過雲端與通訊技術隨時掌控病患狀況，讓病

患能在安心與舒適的環境中接受照顧。

推動縮短不健康餘命的新策略為全球因應

高齡化的重點議題，人工智慧的創新發展提供

精準健康平台，儘早偵測身心功能衰退的早期指

標，並透過不同科技平台發展創新介入服務，預

防身心功能衰退，達成健康長壽的目標。

◆從創投業看智慧醫療發展趨勢  

李祖德副董事長˙鑽石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創投看智慧醫療仍屬探索期，投資決策需

看付費者、商業模式與獲利，且投入基金規模

愈大，愈需要更多的投資風險控管。發展智慧醫

療，數據很重要，美國數位醫療在2020年以後開

始發展起來，主因為2020年美國政府設立一個卓

越數位健康中心，將行動健康裝置、智慧醫療器

材等所需之規格統一。建議政府應負起界定數據

屬國有或私有及統一資料使用規格的責任；投資

面臨之困境為臺灣缺產業分析師提供臺灣產業分

析資訊，致外來資金不易投入。

◆數位科技在醫療保險上的應用  

儲蓉風控長˙遠雄人壽

數位科技已對醫療保險的內涵產生革命

性的變化，保險業將不只有支付理賠，藉由AI

開始邁向「預測及個人化」，如從外部或穿戴

裝置蒐集資料，主動評估風險及個人化商品的

建議；針對特定客群、產業提供客製化的微型

商品；利用自動化大幅提高核保比例，減少人

工核保，同時利用AI技術分析保險詐欺風險的

預測等。更進一步，保險業將走向「建議與預

防」的階段，例如提供保戶量身定制的健康、

醫療建議；或提供保戶及家戶量身定制的保障

商品；民眾直接向機器人或自助式投保等，降

低企業成本。未來數位科技及醫療勢必要與後

端的保險結合，否則很難發揮功效。

        焦點座談

衛福部醫事司劉越萍司長與資誠會計師事

務所曾惠瑾榮譽副所長分別針對法規與商業模

式進行引言；健保署李伯璋署長、中醫大附醫

周德陽院長、宏碁施振榮創辦人、彰基郭守仁

前總院長、MET陳昱瑞董事長、研發型生技新

藥發展協會張鴻仁副理事長提出看法：

透過法規調適來支持智慧醫療創新

政府從1988年開始建置醫院及行政資訊

基盤、推動電子病歷與雲端應用，到2019年

開始推動醫療數位轉型及活化資訊；為因應

COVID-19疫情，亦推動遠距醫療平台且適度

放寬法規，並積極善用建康存摺APP便於民眾

利用，呼應國際上民眾資料自主賦權之趨勢，

將持續透過法規調適來支持智慧醫療創新，此

也是未來數位治理重要任務。

智慧醫療場次合影(左起儲蓉風控長、葉肇元創辦人、黃泰
一全球副總裁、郭旭崧無任所大使(主持人)、陳適安院長、
陳亮恭院長、李祖德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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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產中心 邱炳嶔博士

石化業邁向石化業邁向淨零碳排路徑淨零碳排路徑

國
際能源署(IEA)指出達成2050淨零碳排的

方法，可分為節約能源、提高能效、電

動載具、再生能源、負碳技術幾個方式。根

據高盛(Goldman Sachs)的報告指出，到了2030

年以前全球在去碳化(de-carbonization)的投資

金額為8-16兆美元，其中約一半是再生能源，

其他還有電動車、電網、二氧化碳捕獲再利

用及封存(CCUS)、自然碳匯等各占1-2兆美元

不等。石化業者在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效方面

都已有良好成效，隨著製程汰舊換新將會持

續進步，當前的階段則是強化再生能源及負

碳技術的投資，預計在2030年前後將會對企

業減碳有所貢獻。國際上已有許多組織、石

化業者提出減碳策略，以下將就減碳技術成

本、減碳方法做一簡介。

 減碳技術成本

高盛2019年發表的Carbonomics: The future 

of energy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報告中，

對減碳技術做出分析。減碳技術將優先考量

成本，並從低成本的脫碳方式開始考量，報

告指出150美元/噸CO2以下都可視為低成本的

減碳方式。就目前的選擇，將會從改變電力

來源為優先，從排碳係數高的煤炭改為天然

氣和再生能源。即使使用更清潔的能源，在

供暖、工業製程、航空運輸及農業等領域仍

有約25%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無法減少，因此碳

封存將成為邁向淨零減碳的必要手段。碳封

存可分為自然碳匯、工業製程捕獲及封存、

直接空氣捕獲(DACCS)等三種，其成本估計分

別為0~100、50~250及120~400美元/噸CO2。根

據碳價高層委員會(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估計，要符合巴黎協定的溫

度目標，到2030年碳價需達到50~100美元/噸

CO2，也就是自然碳匯、工業製程捕獲及封存

之CO2之封存之成本，在適當的經濟誘因下，

在不久的未來將具有經濟可行性。

 石化業減碳方法

石油和天然氣氣候倡議組織 (Oi l  and 

Gas Climate Initiative, OGCI)成員包含BP、

ExxonMobil、Saudi Aramco等國際石油巨

擘，油氣生產量超過全球30%，成立目的是

加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支持達成巴黎協

定目標，總計每年付出70億美金在減碳投

資上。OGCI作為國際石化業減碳的主要組

織，提出三項石化業減碳優先重點：(1)減少

甲烷排放；(2)降低能源密集度；(3) CCUS。

BloombergNEF(BNEF)也在近期報告指出，

電氣化(electrification)以及碳捕獲和儲存(CO2 

Capture and Storage, CCS)可在減少高價值化學

品(High Value Chemicals, HVC)生產排放方面發

揮核心作用。除了以上報告之外，石化業者

也提出具體減碳策略如下：

 減碳方法：低碳燃料

從德國石化大廠巴斯夫(BASF)的減碳規

劃中，可以看到更加具體的策略。BASF首先

分析其碳排來源，主要來自蒸氣裂解爐(Steam 

cracker)及氨氣生產，分別約340及300萬噸

CO2/年。為減少石油煉製的碳排，電氣化蒸

氣裂解爐(Electrification Steam Cracker)成為主

醫療與科技結合落地輸出

商模應思考關鍵議題

醫療與科技要結合攜手產業化並落地輸

出，商業模式考量的關鍵議題為:智慧醫療失靈

時，誰負責？AI診斷及輔助手術，究是節省還

是增加時間？台灣醫師與科技人如何攜手?醫療

與ICT思維南轅北轍，醫療需求哪裡找？智慧醫

療誰付費？習於獲利的ICT，如何忍受長期虧損

仍力挺？台灣的人體/健保資料庫大數據如何創

價？醫療為內需型服務，如何穿透全球？跨域整

合佈建智慧醫療生態系，機會與突破點在哪兒？

健保與商業保險合作

做為數位醫療後盾

健保資源主要是用在疾病發生的時候，雖

有8千多億，但還是不夠用，也因此對新藥、

癌症用藥、科技的給付有許多考量，而這不

夠用的壓力，不能全部加諸在醫院或醫師的身

上，民眾也需負一部分的責任，即部分分擔，

使用者付費的概念，以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

健保對給付範圍/項目應定義的更清楚，讓商業

保險有機會開發商品，成為智慧醫療相關產品

之付費者。

建構一個次世代的HIS骨幹

加速臺灣智慧醫療產業發展

醫療數據對智慧醫療的發展相當重要，需

醫界、學界、產業界在大法官對「健保資料庫」

提出釋憲前，積極反應健保數據的二次利用對

國家發展相當重要。醫療相關產品要經TFDA或

FDA認證才有市場，而取得認證，需跨醫院/國
合作，跨國合作上，如美國FDA認證，需取得美

國當地醫院的測試數據；而跨醫院合作，最好的

方向是資料上的合作，因此資料交換將很重要。

臺灣目前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架構老

舊且未與國際接軌，資料很難整合利用，使得需

利用相關資訊開發的智慧醫療產品很難產業化。

建議臺灣應像美國一樣，由政府主導，國發基金

投入，盡快建構一個次世代的HIS骨幹，除有機

會向外行銷，也可讓醫療相關應用發展起來，加

速臺灣智慧醫療產業發展。

設立醫療示範場域

以醫帶動產業發展

臺灣智慧醫療要能產業化並輸出落地，不

建議占用有限的健保資源，可先有一結合醫療服

務與ICT/IoT科技之示範場域吸引國外市場，再

包裹輸出，共同把市場做大。另為推動國際醫療

來促進醫院對先進醫療科技的投資，已在政府指

導下，結合私醫、學會/協會與醫療產業，成立

臺灣醫療健康產業卓越聯盟基金會(MET)，作為

台灣健康醫療產業國際化之專責組織單位，重

要任務之一為設立海外醫療展示區(醫院)。海外

據點需由臺灣主導，由醫療院所提供醫療服務、

指導或管理，由產業界出資，共同合作建立一個

可複製且有別於當地私人醫院之智慧醫療服務院

所，除具備臺灣醫療服務模式、品質，也使用臺

灣醫療相關產品，真正將產業帶出去。

智慧醫療產業生態系建構

醫院與科技產業皆需有耐心

醫院與ICT產業雖面對經營壓力，但對於

未來有價值之物，仍應有耐心及方法，慢慢創

建一個共創價值、利益平衡之機制。臺灣服務

業國際化是有很大機會，但要有耐心面對挑

戰，並建構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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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投入之研發計畫，BASF與SABIC、Linde合

作，將燃料由天然氣改為來自再生能源的電

能，並提出研發計畫尋求歐盟與德國的減碳

基金支持。而在氨氣、氫氣、TDI、MDI等需

氫製程，BASF估計每年需要100萬噸的藍氫

或綠氫，以減少200~300萬噸的CO2排放，相

關投資包括甲烷裂解(methane pyrolysis)技術，

電解水產氫技術。為了能夠獲得足夠的再生

能源，讓BASF所規劃的減碳路徑得以實現，

BASF與RWE合作開發北海的離岸風電計畫，

預計在德國Ludwigshafen港沿海設置2 GW離岸

風電，所提供的再生能源將應用於電氣化蒸

氣裂解爐、甲烷裂解及電解水產氫使用，預

計可減碳280萬噸/年。即使上述技術都能夠有

效減碳，製程中仍會有CO2排放，需要加以封

存才能達成減碳目的，因此BASF對於離岸封

存計畫進行評估。以上計畫皆為2030年以前

之規劃。

陶氏化學(Dow Chemical)在加拿大的減

碳計畫更為明確，2021年10月宣布在加拿大

Alberta將既有的乙烯煉製工廠改造蒸氣裂解

裝置(steam cracker)，透過尾氣回收及重組裝

置生產氫氣，取代天然氣作為燃料使用。燃

料燃燒後的二氧化碳經捕捉，再透過Alberta 

Carbon Trunk Line (ACTL)將CO2封存。預計

2027年起供應180萬噸低碳排乙烯。

 減碳方法：CCUS

為了達成巴黎協定的目標，國際能源署

估計，到 2030 年，每年須捕獲和儲存的二氧

化碳數量是現在的 25 倍，且多來自水泥、鋼

鐵和化學品等產業。國際上現有二氧化碳封

存地點，多利用既有油氣開採地點，將CO2做

為注入劑，提升油氣開採量，CO2則被封存在

地層中，稱為Enhance Oil Recovery (EOR)。
為了讓CCUS能夠更大規模地作為減碳方法，

EOR僅是提升經濟可行性，建設區域基礎設

施（輸送管線、儲槽等）及業者與政府共同

建立運營商業模式，將是CCUS作為淨零減碳

路徑的關鍵。OGCI作為石化業減碳的組織，

在2019 年推出 CCUS KickStarter計畫，在全球

各地協助建立低碳工業中心，促進對 CCUS的

大規模商業投資。低碳工業中心的概念與區

域工業聚落重疊，透過投資共有運輸、儲存

基礎設施，建立具有經濟規模的CO2再利用與

封存的商業模式。低碳工業中心的概念要能

夠實施，需要由業者、政府、投資者來共同

創造市場條件。目前CCUS KickStarter計畫從

2019年的5個增加到2022年的8個，包括歐洲6

個、美國1個、中國大陸1個。

英國東北方的Teesside 工業中心是英國政

府劃定大規模 CCUS 的地點，由OGCI Climate 

Investments 來執行計畫，提供CO2運輸和儲存

基礎設施建設，預計2026年開始營運，至2030

年每年可封存1,000萬噸CO2。營運則由BP擔

任主要營運商，並有National Grid、Equinor、
Shell、TotalEnergies等公司共同參與，估計投

入30億美元的營運資金。同時，英國政府也

提供可實現的CCUS的政策，制定存儲基礎設

施的法規。

挪威Northern Lights公司與大多數以工

業聚落減碳為目標的計畫不同，該計畫規

劃透過船運將歐洲各地的CO2運到挪威西部

Øygarden，再利用管線輸送到距離海岸約110

公里、海床下2.6公里的鹽水層進行永久儲

存，可存儲容量至少1億噸。Northern Lights公

司由Equinor、Shell和 TotalEnergies合資組成，

負責輸送與儲存；挪威政府另委託Gassnova

公司監督公司運行是否符合法令規範。第一

階段提供挪威的水泥廠與垃圾焚化廠的封存

需求，每年約80萬噸；第二階段提供商業碳

儲存服務，每年可封存超過500萬噸，目前已

有八個國家的鋼鐵、水泥和氫氣等行業有興

趣，可在各國的接收站點將捕獲之CO2利用船

運輸送到挪威封存。

 結論與建議

從以上資料之蒐集分析，石化業在可見

的未來，採用低碳燃料及CCUS已是明確的趨

勢，這兩項減碳工具，目前在台灣可分為三

個項目來討論：

1   天然氣將佔台灣發電佔比50%，電廠及

LNG接收站的投資已陸續進行中，未來可

望持續降低台灣整體電力排放係數；不過

新設接收站進度是否順利、電網韌性夠不

夠則是變數。

2   再生能源將佔台灣發電佔比20%以上，主

要為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就成本來看，

目前離岸風電成本已接近天然氣發電，只

要能夠取得足夠的再生能源，就可參考

BASF的方式來降低碳排。取得方法可自

行投資開發，或是向開發商購買。若向開

發商購買，石化業需與電子業競爭，在電

子業內部碳定價較高，能夠承受較高的成

本情況下，石化業在競爭上將居於劣勢，

因此在台灣要取得成本低廉的再生能源，

自行投資開發應是石化業的主要選項。

3   CCUS是目前台灣起步較晚的減碳方式，

目前沒有具規模的封存場域。不過政府

已提出相關規劃，今(2022)年三月國發

會提出的2050減碳路徑，定出每年封存

4,020萬噸CO2的目標；四月行政院提出

院版「氣候變遷因應法」，法案通過後

可為CCUS提供施行的法律依據。根據

OGCI的建議，政府在推動CCUS的過程

中需建立有效的政策工具包含資金、產

品標準、搭配的碳定價、補貼等，封存

場域則需制定管理法規，降低安全與衛

生風險。石化業欲採用CCUS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需仰賴政府的政策推動，從

過去推動大型工業建設的經驗中，可以

預見會有許多困難。因此挪威Northern 

Lights收集歐洲各國CO2以船運方式送到

挪威封存，可能是台灣石化業者可以參

考的方式，在鄰近國家尋求合適封存地

點，透過可行的商業模式來封存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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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產中心 呂雨龍博士

印太經濟架構為美國總統拜登於2021年10

月出席東亞峰會時首次提出，其目的是為了強

化與印太區的民主國家合作，建立一個自由

開放、互惠繁榮的體系。IPEF使用「框架」

(Framework)一詞，而非「協定」(Agreement)，
也反映出美國希望超越以貿易為主的傳統經濟

模式，從國與國之間對外的貿易領域，擴展至

供應鏈、基建、勞工權益、數位標準、減碳、

稅收等各面向，達到深化合作的目標。IPEF有

別於傳統的貿易協定，不會對成員國提供關稅

減免或開放市場，而是將重點放在供應鏈的整

合與資訊交流。

初始成員國是由日本、印度、南韓、澳

洲、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

賓、越南、紐西蘭、汶萊及美國組成。其中，

印太經濟架構的13個成員國，除了印度、美

國，其他11個都是RCEP的成員；此外，還有7

個屬於CPTPP成員，可看出印太經濟架構中的

國家皆為亞洲重要的經濟體。

拜登亞洲行目的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於2022年5月20-24

日出訪韓國與日本，此為拜登上任後第一次

出訪亞洲，主要目的為推動四方安全對話會議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與籌組印

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這兩個組織可視為美國推動印

太戰略的重要關鍵，亦可看出拜登上任後對印太

地區的重視。

QUAD為2007年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式

成立，主要成員國包括美國、日本、印度和澳

洲，該組織目的在深化四國間的經濟、外交和軍

事關係。本次拜登與其他三國領導人在東京峰會

後重申，維護各國免受任何形式的軍事、經濟和

政治脅迫的決心，並表示強烈反對任何旨在改變

印太地區現狀的脅迫性、挑釁性或單邊行動，其

中包括將有爭議的島嶼軍事化、危險地使用海岸

警衛隊船隻和海上民兵，以及試圖破壞其他國家

的近海資源開採活動1。上述聲明可以解讀為是

針對中國近年在南海、東海以及台海地區的軍事

行動做出回應。

亞洲當前新局勢亞洲當前新局勢
拜登印太戰略之影響拜登印太戰略之影響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啟動

行政院政委鄧振中和美國副貿易代表畢昂

奇(Sarah Bianchi)於2022年6月1日進行視訊會

議，台美宣布共同發起「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

倡議針對11項議題，包括貿易便捷、法規訂定

原則、農業、反貪污、協助中小企業貿易、掌

握數位貿易所帶來的利益、推廣以勞工為中心

的貿易、支持環境及氣候行動、標準、國營企

業與非市場經濟。並於6月27日在華府招開首次

會議，目前尚在等待美方徵詢公眾意見後分析

結果。鄧振中政委表示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可

視為台美貿易合作的起步，國際上談判基本不

會訂時間表，未來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中亞洲對抗新情勢

QUAD目的在深化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

等四個成員國間的經濟、外交和軍事關係。另一

個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抵禦中國在經濟與軍事上的

威脅。中國方面就曾表示QUAD代表組建「亞洲

版北約」，目的在損害中國利益，儘管該組織不

像北約簽有共同防禦協定，但充斥著冷戰零和的

思維與軍事對抗的色彩。

可觀察到QUAD成員國近幾年與中國的關係

明顯下滑，美國與中國的科技貿易戰使兩國關係

惡化已無需贅述，日本、澳洲和印度都各自對中

國不論在經濟或是領土議題上存在緊張與矛盾，

更加促使QUAD會議可以順利的舉辦。

IPEF可視為美國為了彌補不參與CPTPP的缺

口，作為進入亞洲貿易市場的主要政策，除了加

強與印太地區國家的經濟連結外，並期望結合印

太地區國家以對抗中國的經濟擴張。

然而印太經濟架構還是以美國利益出發，

要求東協國家全盤接受有其困難。再者，印太經

濟架構未觸及市場開放，無法產生傳統FTA的貿

易效果，更無法取代CPTPP，欠缺實質的經濟效

益將會影響未來各國參與印太經濟架構意願。

美中對抗下台灣之機會與挑戰

台灣與美國啟動的「台美21世紀貿易倡

議」，缺少了印太經濟架構的多邊參與，以及

CPTPP與其他傳統自由貿易協定的關稅減免、

市場開放等實質誘因。然而以目前美國的朝野

氣氛，尤其是拜登政府的民主黨，並不支持關

稅及投資自由化，且行政部門談判需經由國會

法令授權，行政程序較為複雜且耗時，因此使

用「倡議」一詞可以加速台美雙方深化合作與

貿易的基礎。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不論是否達到直

接的貿易效益，然透過含括的11項制度性開放，

過程中可以向IPEF和CPTPP成員國表態台灣已做

好開放國內市場的準備，將有助於台灣加入國

際組織。此外，無論是否有機會邁向台美BTA談

判，台灣仍應繼續爭取加入印太經濟架構，不應

只以台美雙邊貿易為主要目的。因印太架構中有

7國是CPTPP的成員，若台灣可以深化與這7國的

連結，對於台灣申請加入CPTPP相信是有很大的

助益。

最後，開放市場對於國內產業可能造成負

面的衝擊，必須承擔開放的代價。政府一方面必

需盡力向美方爭取我國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也

應該努力說服相關部門做最大幅度的開放，在參

與國際組織與保護國內產業中找到平衡點。

1.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security-assessment-of-biden-asia-trip-20220525/6590252.html

亞太主要區域經濟組織成員國

資料來源：外交部，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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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貿易國占我國貿易總額比重(％) 主要貿易國占我國貿易出口比重(％) 主要貿易國占我國貿易進口比重(％)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作者自行繪製



■ 資環中心 郭博堯博士

台灣接近，但多平原而少山地；荷蘭人均GDP約

為台灣的1.76倍，人口及溫室氣體排放各約為台

灣的7成多，所以兩國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相當

接近。荷蘭2020年初級能源供應占比為：煤6%

（100%進口）、油37%（95%進口）、氣44%

（45%進口）、核能1%、再生能源10%，可看出

荷蘭高度仰賴天然氣；相對上，台灣2020年初級

能源供應占比為：煤30%、油44%、氣17%、核

能7%、再生能源2%，相對較依賴煤、油，而台

灣化石能源都高度仰賴進口。

荷蘭東北部在1959年探勘發現全歐洲最

大的天然氣田，故荷蘭天然氣原本不只供自

用，也大量出口，參見圖一；但由於氣田開

採引發地震問題，地區居民反對聲浪高漲，

終於從2014年起開始減產，預計2023年間停

產。但近期隨著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引發

歐洲天然氣供應緊張，荷蘭國內出現暫時提

升荷蘭氣田產量之緊急措施的呼聲，後續發

展還要持續觀察。

 荷蘭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情勢暨俄烏戰爭之影響

荷蘭2020年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占比

為：工業部門32%、能源部門20%、建築部門

13%、交通部門19%及農業部門16%；而荷蘭

工業部門3大能源密集產業（石化/化工、煉

油、金屬）合計排放占比約工業部門排放的

80%；又若只統計荷蘭前12大能源密集企業，

就占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的60%。相對上，

台灣也有類似情況，如台灣前幾大能源密集產

業合計也占工業部門排放相當高比重，不過台

灣前15大排放源中則有3家電子業。

2022年6月11日筆者有幸接受台灣地方治理

研究學會邀請，參加「荷蘭能源轉型與減

碳政策發展與對臺灣的啟發」座談會並擔任

與談人。身處歐盟門戶的荷蘭，為因應氣候

變遷，其政府於2019年6月公布《國家氣候協

議》(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設定2030年

溫室氣體排放比1990年減少49%，以及2050年

減碳95%的目標。而近期又正值歐盟國家飽受

俄烏戰爭影響，能源價格高漲且供應安全面臨

高度風險，此時舉辦此座談會對荷蘭的能源與

氣候政策及其實踐進行探討，具有多重意義，

故將本座談會與談資料和心得提供分享。

 荷蘭與台灣的能源暨溫室氣體

排放情勢比較

荷蘭國土面積與經濟表現與台灣相近，被

認為是值得台灣借鏡的對象，兩國的基本資料及

溫室氣體排放情況列於表一。荷蘭土地面積雖與

歐洲能源減碳的挑戰－歐洲能源減碳的挑戰－
荷蘭能源轉型荷蘭能源轉型與與減碳政策發展減碳政策發展

荷蘭電力業及能源密集產業為歐盟碳交易

市場所涵蓋，運用市場機制推動產業減碳；但

歐盟碳交易市場前期提供荷蘭產業超額免費碳

權額度核配，產業實際碳價格負擔偏低，可能

反向降低產業環保投資誘因。

1990年至2018年荷蘭煤炭及石油使用所

排放溫室氣體未見明顯減量，只有天然氣使

用之排放略減，參見圖二。荷蘭政府於2019年

12月提出新減碳方案，推動再生能源電力占比

於2030年達70%，尤其要加速擴大離岸風電使

用，而2025年先除役1座燃煤電廠、2030年前除

役另外3座，但前提要確保不影響電力供應安

全，近期俄烏戰爭造成歐洲天然氣供應短缺，

荷蘭已暫時放寬原先對燃煤發電的限制；對於

工業部門，荷蘭政府提出2021年起對超過一定

排放門檻產業徵收carbon levy，用以強化歐盟

碳交易市場機制，但在近期能源價格暴漲情況

下，荷蘭政府先提供包括回溯至2021年的廣泛

豁免，所以企業短期內仍不會面臨額外負擔。

 荷蘭建築部門能源轉型與

俄烏戰爭衍生的挑戰

對於建築部門，荷蘭政府2019年原規劃

2030年前推動既有150萬棟建築不再使用天然

氣，但可預見難度其實很高。歐盟國家家庭能

源消費型態與台灣差異很大，主要是冬季用暖

氣及熱水合計占能源消費比重達78%；而荷蘭

能源消費中暖氣及熱水占比更達79%，尤其荷

蘭家庭暖氣高度仰賴天然氣（占比高達85%），

且荷蘭天然氣進口比重占4成多，其中超過1/3來

自俄羅斯。俄烏戰爭爆發後，荷蘭民眾受創紀

錄天然氣價格的沉重打擊，並同時面臨天然氣

可能供應不足的風險。

在此情況下，荷蘭政府於2022年5月提出

新規畫方案，將推動2026年起禁止安裝新的天

然氣供暖系統，同時強制使用以電力為動力的

熱泵、混合動力熱泵（結合熱泵及天然氣鍋

爐）或連接到供暖網路（區域供暖），以大幅

減少天然氣使用。

對台灣的啟示

過去認知上，歐盟國家都已減碳多年並

具相當成效，但從荷蘭的能源與工業部門情況

觀之，歐盟能源轉型與減碳路徑未必能一路平

順；尤其在俄烏戰爭發生後，例如彈性鬆綁對

燃煤發電的壓抑、放緩對產業課徵碳稅費等，

成了不得不考慮的選項；近期歐盟在「歐盟永

續分類標準(EU Taxonomy）」納入核能及天然

氣並定位為過渡選項，也成為歐盟務實選擇的

象徵。

對台灣而言，近期一方面供電安全不斷出

現挑戰，一方面受限自身資源條件、能源結構及

缺乏彈性政策，而難以提出短中期減碳路徑。荷

蘭與歐盟經驗展現務實面對能源與氣候轉型並保

有彈性的必要性，相當值得台灣各界參考。

圖一、荷蘭天然氣生產與消費趨勢

資料來源：Energie Beheer Nederland (EBN）(2022）

圖二、荷蘭化石能源使用排放溫室氣體趨勢(1990-2018)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0, September)

荷蘭 台灣

土地面積

4.15萬平方公里 
（土地占82%，一半

為平原，一半為丘陵及
低山；水域占18%）

3.62萬平方公里 
（平原占26%；山坡丘陵
占27%；高山占46%）

人口(2019) 17.3百萬人 23.6百萬人

人均GDP(2021)
5.8萬美元/人 
（全球第12）

3.3萬美元/人 
（全球第28）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百萬公噸CO2e， 

2019）
200 266

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CO2e/人， 

2019）
11.6 11.3

註：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改變及森林相關數據

表一、荷蘭與台灣基本資料與溫室氣體排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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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工中心 郭佳韋 

節省5～10％的車輛空間，意味著能在車內放

入更多顆電池，增加行駛的續航力」。

GaN則具有耐高溫、高頻操作的特性，適

合運用在射頻元件、基地台，以及消費者喜愛

的手機、平板的快充。此外。在這次烏俄戰爭

中扮演烏克蘭的通訊要角，馬斯克的Star link

（星鏈）低軌衛星中亦包含GaN射頻元件。工

研院產科國際所研究總監楊瑞臨表示：「在

5G通訊發展中，GaN可以接續既有GaAs的供

應鏈進行升級，因應高頻應用，聚焦基地台、

射頻(RF)元件和毫米波等領域」。

SiC及GaN之技術發展挑戰

所有IC晶片製造過程皆依序為基板、磊

晶、晶圓製造、封裝測試，其中基板製造還需

要長晶、切割、研磨等過程。

SiC對於長晶的源頭晶種要求高，且取得

不易，加上長晶技術困難，生產SiC晶棒比Si

晶棒困難且時間要更久，Si長晶約3天就能長

出高度200公分的晶棒，但SiC需要7天才能長

出2到5公分的晶球，加上SiC材質硬又脆，切

割及研磨難度更高，因此SiC目前量產不易。

GaN則需長在不同基板上，例如Si基板

或SiC基板，稱為異質磊晶技術，目前市場上

的GaN元件以GaN-on-Si（矽基氮化鎵）以及

GaN-on-SiC（碳化矽基氮化鎵）兩種方式進行

製造。GaN-on-SiC如同前述，目前要量產出高

品質的SiC基板仍有其困難度存在；而GaN-on-

Si要將GaN磊晶在矽基板上，則有晶格不匹配

容易產生缺陷的問題須克服。1

長
期以來半導體產業主要以Si（矽）為關

鍵材料（又稱第一類半導體），隨著5G

通訊、電動車、綠能逐漸發展，傳統以矽為

材料製造的IC元件已漸漸無法滿足耐高頻、

高壓、高溫之需求，因此近年來化合物半導

體發展逐漸受到重視。何謂化合物半導體？

有別於傳統由單一元素組成，化合物半導體

是由2種或2種以上之元素組成，現今主要包

括GaAs（砷化鎵）、InP（磷化銦）等第二

類化合物半導體，以及SiC（碳化矽）、GaN

（氮化鎵）等第三類半導體（又稱寬能隙半

導體，「能隙」是指半導體從絕緣到導電所

需的最低能量）。目前企業普遍聚焦於SiC及

GaN的發展，本文以下將介紹SiC及GaN的優

點與應用領域、技術發展挑戰、國際大廠及

重點國家發展概況，以及台廠發展策略及我

國政府政策。

SiC及GaN之優點與應用領域

SiC及GaN之特性與應用領域如圖1所示。

SiC具有耐高壓、高功率的特性，適合高壓、

電流大的應用場景，例如電動車、電動車充電

樁、離岸風力發電機等綠能發電設備。中央大

學副校長綦振瀛指出：「碳化矽在高功率、高

電壓的元件上性能優異，能提供更高效率的

電子轉換能力、帶來更好的節能效果，延長

電動車電池的續航力，有機會部分取代原本

以矽為基礎的功率元件」。全球SiC基板龍頭

Wolfspeed在投資日(Investor Day)的簡報中也提

到：「SiC逆變器可以讓電動車更輕、更小，

化合物半導體在夯什麼？化合物半導體在夯什麼？
半導體產業新戰場半導體產業新戰場

國際大廠及重點國家發展概況

目前化合物半導體大廠主要集中在美國、

歐洲、日本，其中SiC為美國Cree/Wolfspeed、

II-VI（貳陸）所主導，市占比約8成；歐洲著

名企業則有ST（意法半導體）、Infineon（英

飛凌）等；日本企業則是ROHM（羅姆半導

體）、三菱電機、富士電機等。GaN部分的主

要大廠則有美國的II-VI；歐洲的Exagan、NXP

（恩智浦半導體）、Infineon；日本的住友電

氣、三菱電機等。2

即使如此，各國關鍵領導大廠無不透過併

購、合作、取得專利的方式，設法垂直整合供

應鏈上游，日本ROHM在2009年，就收購歐洲

最大SiC晶圓製造商SiCrystal；ST於2019年收購

瑞典SiC晶圓製造商Norstel；美國onsemi（安森

美）則是在2021年收購美國SiC和藍寶石晶圓供

應商GTAT(GT Advanced Technologies)，其目的

都是為了掌握足夠的SiC產能。在GaN方面，ST

於2020年收購Exagan多數股權，Exagan的GaN

磊晶製程、產品研發和應用經驗將拓展並推動

ST的車用、工業和消費性功率GaN研發和業

務。另外，基板成本居高不下，也是SiC及GaN

發展受限的主因，Wolfspeed和ROHM已預計在

2025年前，分別投入10億美元、850億日圓以

擴充產能；II-VI也預計於今(2022)年量產8吋基

板，預期將有助於緩解供不應求現況，並逐步

下調基板售價。

而在國家方面，中國自2011年「十二五規

劃」就將SiC納為新材料產業，「十四五規劃」

更將砸10兆人民幣，全力扶植第三類半導體；

日本及韓國則將主力投注在B5G/6G基礎建設

及電動車、再生能源等電力應用方向，日本除

了SiC、GaN之外，也將Ga2O3（三氧化二鎵）

（俗稱第四類半導體）列為發展選項之一。美

國則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中，直接點名GaN

的重要性，著重於通訊和國防上的應用；另在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的新任董事成員中，

則有多位化合物半導體相關業者加入，也可看

出化合物半導體逐漸受到重視。3

台廠策略及我國政府政策

台廠在化合物半導體的戰略，多是以集

團的商業模式，目前積極布局的集團有台積

電、中美晶集團、漢民集團、廣運集團、鴻海

集團。中美晶集團旗下的環球晶，為國內半

導體產業最大、全球第三大（今年雖併購德國

世創失敗，仍為全球第三大）的晶圓材料供應

商，擁有完整的晶圓生產線，旗下宏捷科投入

開發GaN on Si，朋程則為全球最大車用整流

二極體（包含SiC模組）廠；漢民集團同樣在

化合物半導體著墨已久，旗下的漢磊為台灣最

早專注於化合物半導體代工的公司，嘉晶更是

目前國內唯一同時可以量產SiC與GaN的磊晶

供應商；而鴻海為了搶攻化合物半導體市場，

於2021年買下旺宏位於竹科的六吋晶圓廠，預

圖1、SiC及GaN之特性與應用領域

圖片來源：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7040/wide-bandage-semiconductor

1.  全文詳見：科技新報-第三代半導體到底紅什麼？4 張圖秒懂 GaN、SiC 這一項關鍵技術 2. 全文詳見：FINDIT-迎接5G，不可或缺的化合物半導體
3. 全文詳見：數位時代-第3類半導體不到1%半導體產值，為何大家卯足全力競爭？一文看懂各國布局、台廠突圍關鍵

16 CTCI QUARTERLY  17

業務

走廊



計作為開發與生產SiC元件的基地，並結盟業

界夥伴創立MIH(Mobility In Harmony Open EV 

Platform)電動車模組開放平台，打造完整的電

動車供應鏈。台廠集團布局化合物半導體產業

鏈概況如表1所示。

我國政府亦深知化合物半導體目前技術設

備與材料均掌握在國外大廠手中，因此也陸續

推動相關扶植政策，經濟部於110年公告「化合

物半導體關鍵材料推動計畫4」，協助國內材料

廠商發展化合物半導體材料自主技術，建構材

料在地供應鏈，以提升我國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產業之競爭力。經濟部今年則再啟動「化合物

半導體設備發展推動計畫5」，預計在上游的SiC

晶圓補助2家廠商，此階段重點是培養國內自製

8吋SiC長晶爐設備，接著再補助中游的8吋GaN

磊晶設備廠1家，希望逐步達成國內化合物半

導體設備自製能力。而科技部方面今年也推出

「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研發專案計畫6」，

以研發化合物半導體前瞻技術研發為目標，整

合產學研團隊，發展化合物半導體功率相關應

用關鍵技術與核心能量，藉以提升國內化合物

半導體磊晶、製程及元件的技術層次，以及培

育化合物半導體技術專長、國際視野之人才，

以提升我國化合物半導體自主研發能量。

在人才培育方面，立法院在110年三讀通

過「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

例」，教育部核定4所大學（台大、清大、陽

明交大、成大）成立半導體學院培育人才。有

關化合物半導體人才方面，陽明交大國際半導

體產業學院院長張翼也建議：「台灣在第三類

半導體現階段無論是業界或學界，都還很缺

乏研究與生產經驗，特別是在晶圓和IC設計領

域，因為第三類半導體的功率元件是大電流輸

出，容易產生熱、電磁波雜訊問題，必須從應

用面和基礎材料著手，扶植相關人才，穩定產

業根基。」

■ 科工中心 郭華軒博士 

比例，數值介於0%~100%，假設一個100MW

的太陽能系統全年發電量120,000MWh，以

120,000MWh / (365天 x 24小時/天 x 100MW) = 

0.13699來計算，容量因數約為13.70%。能源

局的網頁可下載1982年至今的統計資料，從

裝置量與發電量計算可求得火力、核能、水

力、太陽光電、風力、地熱、生質能等各種

發電的容量因數全年平均值。圖1為2018年至

今之容量因數比較，作為目前基載電力的燃

煤、燃氣，容量因數約在60%~70%，核能則在

84%~92%。燃煤的容量因數逐年降低，應該是

受到減碳、降低空氣污染政策減少煤炭用量，

但是作為分母的機組裝置量不變，所以容量因

數變低。慣常水力在2020年的容量因數明顯低

於其他年份，與當年全台降雨量偏低有關；再

生能源中的地熱、生質能容量因數都高於太陽

光電，但目前的機組裝置量小，在整體能源占

比也還不到0.1%。

今
年三月底國發會公布的2050淨零碳排路

徑訂出了2050再生能源發電量佔整體電

力60%-70%的目標，在短期、中期里程碑分

別有2025離岸風電5.6GW，光電20GW，2030

風力光電裝置達40GW，以及2035離岸風電

20.6GW，但2050年之裝置目標為太陽光電40-

80GW，離岸風電40-55GW，未如短、中期目

標明確。由於發電量的目標是以每年多少「億

度」為單位，而各里程碑的裝置目標則以GW

為單位，要推算安裝多少發電裝置才能達到

目標發電量，就會需要用到容量因數(Capacity 

Factor)，因此本篇將探討光電、風力及其他發

電技術之容量因數差異，以及在不同地點與季

節的變化。

 台灣各類能源容量因數

 容量因數的定義是特定發電設備「實際

發電量」與「依裝置容量全年無休發電量」的

光電風電裝置量與容量因數之探討光電風電裝置量與容量因數之探討

4. 110年度經濟部「化合物半導體關鍵材料推動計畫」公告事項
5. 111年度經濟部「化合物半導體設備發展推動計畫」公告事項
6. 111年度科技部「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研發專案計畫」徵求公告

集團 廠商 布局動作

台積電
台積電

世界先進

• 台積電與ST合作，加速GaN製程技術開發

• 全球最大GaN功率元件商Navitas（納微），已委託台積電生產高功率元件

•  與設備材料商kyma及其轉投資的GaN on Si廠Qromis合作，開發可做到8吋的新基板
GaN on QST

中美晶
環球晶

宏捷科

朋程

• 中美晶投資環球晶發展SiC、GaN基板，整合上游

• 環球晶投資美國GaN製造商Transphorm，成為GaN磊晶供應商

• 宏捷科投入開發GaN on Si

• 朋程為全球最大車用整流二極體（包含SiC模組）廠，為化合物半導體下游出海口

漢民
漢磊

嘉晶
•  漢磊與嘉晶皆投入上億元持續擴充產能，漢磊以SiC為主，GaN為輔；嘉晶在SiC產能
部分擴充7~8倍，GaN部分擴充2~2.5倍

廣運
太極能源

盛新材料
•  盛新於2020年成立，藉由太極的半導體研發經驗以及廣運的自動化設備，快速切入

SiC材料市場，今年目標預計SiC晶圓產能每月達2000片

鴻海
鴻揚半導體

MIH聯盟

• 鴻海購入旺宏的6吋廠，成立SiC研發中心

• 鴻海成立MIH聯盟，發揮技術交流平台功能，創造化合物半導體下游出海口

資料來源：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7040/wide-bandage-semiconductor，本文彙整

表1、台廠集團布局化合物半導體產業鏈之概況

圖一、台灣各類能源容量因數

資料來源：https://www.esist.org.tw/database   作者彙整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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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 、 核能等電廠

會有停機歲修而降低容量

因數，水力與再生能源則

明顯受到季節影響而有波

動  (圖2)，例如風力發電

在秋冬東北季風強勁時容

量因數可達30%~50%，較

熱的五到八月則大多低於

20%，而太陽光電的趨勢則

相反，十二月、一月僅約

10%，中間五到十月才會超

過15%，因此若要估算安裝

的發電設備每年可發出多

少電量，可採容量因數之年平均值。

除了不同的月份、季節會影響發電量，安

裝地點也會有明顯的差別。台灣各縣市太陽光

電容量因數，雙北、基隆、宜蘭全年平均都低

於12%，新竹到台南之間多數縣市以及澎湖、

金門則可高於14%。每一個縣市之內也會有個

別差異，例如山邊與海邊氣候的差別，以及太

陽能系統設計之模組傾斜角度不足、模組串併

聯數與 inverter 匹配不良、清潔維護不良等因

素也都會影響容量因數。

 國外各類能源容量因數

從美國能源部 D O E 、 N R E L ，澳洲

OpenNEM等國的網頁與資料庫可得知，美國

太陽光電容量因數平均約25%，在加州有幾個

太陽能系統甚至可達32%~33%，例如位於加州

莫哈韋沙漠附近的Solar Star I & II，除了加州

先天日照強度高於其他區域，該系統採用Sun 

Power高效率單晶模組加上單軸追日支架，更

能增加每天的發電量。澳洲西部的Merredin 

solar farm容量因數可達29.6%。發展太陽光電

相當成熟的歐洲國家反而沒有那麼好的條件，

如英國、德國平均僅約10~11%，陽光充沛的

西班牙有20%，義大利平均14.25%，最南邊

的西西里島15.9%。義大利另有一篇研究，一

般單晶模組容量因數14.0%，改成雙面發電的

Bi-facial模組可拉高到15.1%，再架上單軸追日

支架可超過16.5%，但仍只有美國Solar Star的

一半，顯見安裝地點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關

於各地的日照強度可在網路上查詢global solar 

radiation data。
風力發電一樣需要有好的風場，美國平

均容量因數35%，澳洲西部的Badgingarra wind 

farm的風電則高達46.7%。歐洲風力發電資料

可參考https://energynumbers.info/ ，此網頁有多

國離岸風電案場的裝置量、發電量以及容量

因數：英國平均39.6%，最高49.5%、德國平

均38.7%，最高53.5%；丹麥平均41.7%，最高

47.8%。歐洲陸域風電平均18.2%，離岸風電平

均28.9% (https://windeurope.org/)。全球風場地

圖可從https://globalwindatlas.info/ 查詢，點選區

域可看到當地年平均風速、IEC風速等級、海

平面不同高度風能大小等資訊，上述三國之間

海域年平均風速約為10m/s，有此良好風場的

區域還有台灣海峽與紐西蘭、澳洲、智利、冰

島、加拿大等國家沿海。

表一、再生能源目標估算

除了光電、風電，還有幾項台灣尚無

統計資料的能源也列出參考。法國、韓國

都有運作數十年的潮汐發電案例，分別為法

國240MW，年發電量540MWh，容量因數

25.68%，韓國254MW，年發電量550MWh，

容量因數24.72%。日本洋流發電預估容量因

數可達70%，跟火力發電一樣可作為基載，但

這項仍在示範階段，後續可由此美國DOE的

網頁持續注意發展狀況https://tethys.pnnl.gov/

oes-environmental-metadata。

 台灣2050再生能源目標

了解國內外再生能源的容量因數後，再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簡略估算如表1。光電與

風電的容量因數在相同區域不會有太大幅的

改變，雖然太陽能電池、模組效率提升並不

會影響容量因數，但是新增位於高日照區域

案場的比例、採用Bi-facial、追日系統，以及

降低模組到系統、系統到電網的轉換與傳輸

損失，仍有助提升容量因數，所以假設從現

在PV的容量因數13% /Wind 26%逐年提升至

2035年 PV15%/Wind 33%、2050年PV16.5%/

Wind 38.9%，依據2035離岸風電20.6GW的目

標，太陽光電達到35GW，兩者合計的發電量

約為整體的28.2%；2050若裝置量僅約目標下

限的太陽光電50GW，風電41.6GW，兩者合

計的發電量約為整體的43.7%，要超過60%，

裝置量需達到目標上限的太陽光電80GW，風

電55GW，如2050c的狀況。若容量因數提升

更多，以2050e之條件可在太陽光電66GW，

風電47.8GW之下達標。

由上述估算可知以目前的技術水準與

風場、日照條件，要達成目標仍有相當大

的挑戰。依據國發會資料，2030前的裝置量

將以現有技術擴大規模來達成，2030之後需

要發展成熟的新技術投入發電。近年來矽晶

TOPCon、HJT太陽能電池量產化進展，以

及鈣鈦礦太陽能電池效率與可靠度新突破等

消息如雨後春筍般持續發佈；風力發電單

一機組容量因數以往最高約50%，驗證可達

60%~64%的新型機組也將推出，加上台灣

海峽極佳的風場，未來我國第二期、第三期

離岸風電陸續開始發電，若多數案場可如德

國、丹麥海域達到45%以上的容量因數，將有

助目標之達成。

圖二、光電風電各月份容量因數

資料來源：https://www.esist.org.tw/database   作者彙整製圖

光2018
風2018

光2019 光2020 光2021
風2019 風2020 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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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培中心 何婷婷

勇闖職涯 立足台灣勇闖職涯 立足台灣
中技社境外生就業平台紀實中技社境外生就業平台紀實

近
年來，面對國內外社經情勢、產業的

快速變遷、社會高齡化及少子(女)化帶

來人口結構變化，政府為打造更友善、便利

的國際工作環境，積極推動各項育才、留才

及攬才整合方案，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

「僑外生留台工作評點制」及通過「外國專

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等強化育才及攬才相

關政策。藉著放寬外籍專業人才來臺簽證、

工作、居留相關規定，擴大在台留學生的範

圍，藉此吸引外來人才，使境外生能順利在

台開展個人職業生涯。

人才為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尤其新興數

位科技的興起，企業非常需要多元、創新人

才的加入，而國際人才本身具有跨國文化、

外語的優勢，可實質的為企業注入創新力，

幫助企業與海外市場接軌。目前在台灣，境

外生人數接近9.3萬人，專業遍佈各個領域，

實是我國一塊可利用的人才資源。本社向

來重視台灣產業所需之優質勞動力培育，自

2014年起，除頒發境外生獎(助)學金外，亦

每年辦理「境外研究生企業參訪」活動，實

際帶領在台修讀碩、博士學位之境外生參訪

我國優良企業，實地訪查各大企業的技術展

示中心，讓境外生對國內的職場文化與經營

方式、人才需求有進一步的認識。

2020年，本社為擴大境外生為我國企業

所用，與經濟部投資臺灣事務所首次合作辦

理「企業延攬境外生說明會」，邀請六家國

內知名企業共同參與，吸引近三百位同學報

名參加，使學生跟企業有面對面的求職機

會，受到企業與學生熱烈的迴響。隔年，因

受疫情影響無法辦理實體活動，為了讓活動

順利進行，我們設計了一個專屬境外生就業

平台，聯合八家科技公司改以「線上招聘」

方式替代原本的實體說明會。設計活動平台

時，考量到外籍生並不熟悉台灣的職場文

化，執行團隊用心的錄製了多個活動影音短

片，包含在地留學生的生活工作甘苦談、求

職相關法規、面試技巧等實用資訊供學生線

上覽閱；企業部分，平台也提供詳細的應徵

者清單、線上面試發送等功能，企業可用關

鍵字搜尋方式，快速地找到學生的專業背景

與技能，縮短篩選簡歷的時程，提高媒合效

率。首屆舉辦「企業延攬境外生線上說明

會」成功地讓159學生(人次)獲得面試，33位

學生進入聘用流程，12位學生獲得企業正式

聘用。

今年是活動辦理的第三年，考量從實體活

動轉到虛擬平台成效良好，線上活動也不受時

間與空間的限制，我們決定擴大活動規模，增

加今年度的企業數與招生人數。特別在台灣新

南向的政策配合下，許多台資企業目前都有外

國菁英的人才的需求，包括能源、半導體、電

子、機械設備、IT、光電等產業皆對錄用外籍

生採取樂觀及開放態度。今年「企業延攬境外

生線上說明會」報名踴躍，共有20家企業共襄

盛舉，並有來自61個國籍514位對象參加。為

使活動風格更獨樹一幟，我們針對就讀理工系

的碩、博境外研究生為主要招生對象，邀請多

家國際知名企業參與招募，使活動主要在尋找

白領階層、畢業生、數位人才上，幫助企業聚

焦人才，對企業更有吸引力。雖然目前整體錄

用率仍有提升空間，聘用境外生語言隔閡也是

需要突破的困難點，但國內許多公司已朝培養

國際人才、雙語化發展，在廣納外來人才必然

是長期趨勢的情況下，我們會繼續推動這項業

務，相信學生在活動過程中能累積更多求職經

驗，並意識到自身專業加上中文能力的精進所

帶來的優勢，可為他們開創更多的可能性。

邁入知識經濟時代，創造及應用知識的

能力是未來產業升級的動力，而高素質的人

力資源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協助企業延攬

國際人才是本活動的宗旨和目標，未來我

們將逐年將攬才平台優化，除了使參與者能

更便利的使用操作外，也期望每年帶給同學

不一樣的活動體驗，目標是建構一個符合市

場供需、資訊完整豐富的工作媒合平台，達

到幫助國際人才在台建構職業藍圖、立足台

灣、實現自我價值的目的。

2020年企業延攬境外生實體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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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培中心 林志龍

結合熱泵吸附除濕空調系統結合熱泵吸附除濕空調系統
節能減排效益獲企業肯定節能減排效益獲企業肯定

天
氣高溫炎熱，東南地區有焚風發生的機

率，近日午後連續出現36度以上高溫，

用電量創下新高！」是近年常見的新聞標題。

今年7月14日供電量吃緊出現黃燈(備轉容量

率：6~10%)，預估瞬時尖峰用電來到3,930萬

瓩，而今夏尖峰負載可能超過4千萬瓩。由於

國內能源使用量不斷增加，夏季尖峰用電量更

是劇增，節能減排及提昇能源效率是各行業列

為優先推動工作，特別是空調系統在夏季尖峰

的耗電，對一般的商業建築可佔總電力30%以

上，而在大型購物中心或工業廠房更是可高達

50%以上。

室內空氣品質也是國人關切議題，每天

處於室內環境時間約有80%，在密閉的居住

或辦公空間享受空調系統帶來的舒適便利之

餘，「病態建築物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也是隨之而至，包括長期性暴露

或接觸具影響健康之室內空氣污染物，如二氧

化碳、甲醛、PM2.5懸浮微粒等，將引起一連

串的呼吸道疾病、過敏、頭暈，甚至是呼吸困

難。因此，我國在2011年頒布「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成為全世界第二個立法管制室內空

氣品質的國家。

在空調環境下，若直接引入外氣雖可改善

室內空氣品質，但卻會造成空調負荷增加，且

部份室內冷空氣亦會排出室外，造成冷能的浪

費。本社自2010~2013年與台灣大學、台灣綠

色生產力基金會、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發展協會

合作，開發「結合熱泵吸附除濕空調系統」，

可將室內排氣的廢冷能進行回收，用於引進外

氣的預冷和除濕，且能自動控制室內二氧化碳

的濃度，兼具降低建築物空調耗能的效果，初

估全年運轉具有13%以上的節能效益。為驗證

實際節能效益，與電信機房合作試運行，導入

低溫再生全熱交換裝置，成功將室內二氧化碳

濃度降至1,000ppm以下，符合法規標準，且節

能率達18%以上；與高科技廠房合作，導入結

合熱泵吸附除濕空調裝置，處理製程所需的新

鮮外氣，驗證結果節能率可達40%以上。另成

功於2014、2015年陸續取得「結合熱泵吸附除

濕空調系統」及「低溫再生全熱交換系統」兩

項台灣專利。

本系統依需求區分為三種應用模式，(1)引

入外氣以符合室內空氣品質，且能降低對空調

系統所造成之耗能，如百貨公司、學校等；

(2)除需維持室內空氣品質外，亦需維持環境

濕度，如醫院；(3)結合熱泵產出所需熱水及

冷氣，另在製程上需大量新鮮外氣，且環境需

恆溫恆濕，如科技廠。目前已成功推廣應用於

百貨業(忠孝、廣三SOGO)、醫療院所(桃園長

庚、台南醫院、成大醫院、埔里榮總、埔里基

督教醫院、花蓮慈濟等)、學研單位(中研院、

清大、淡大、長庚大學)、飯店業(漢來飯店、

花蓮翰品飯店)、影視業(中影八德)、倉儲業

(裕利倉儲)、科技業(台林電通、精華光學)、
機械製造廠(漢翔工業)、汽車業(中華汽車)、
生醫(藥)業(元宙製藥、大江生醫)等，共計導

入20套「結合熱泵吸附除濕空調系統」及65套

「低溫再生全熱交換系統」。

進一步瞭解南部某一醫療院所的實際改善

成效，在導入吸附除濕空調系統改善後，原有

裝設的再加熱設備無須再使用，改善前後情

形如上圖所示。空調運轉總耗電從168千瓦降

至67.6千瓦，節能率40.4%，預估每年可節省

電力約879萬度，可降低CO2排放量442公噸(以

109年度電力排碳係數為0.502公斤CO2e/度計

算)，投資回收年限約為2.1年。另外精華光學

於2018及2019年陸續導入「結合熱泵吸附除濕

空調系統」，2018年專案驗證結果節能率約可

達47%，節能減排成效顯著，本年度也於其他

廠址進行施作。

「結合熱泵吸附除濕空調系統」之研究成

果，整合產、學、研三者的力量，從開發、驗

證到推廣落實，獲得許多企業在空調系統節能

減排效益的肯定。期許未來持續優化系統，促

進各行業應用且更能有效節約能源。

「

結合熱泵吸附除溼空調系統(綠基會提供) 低溫再生全熱交換系統(綠基會提供)  

註
1.  露點溫度：空氣中所含的氣態水達到飽和，而凝結成液態水所需要降至的溫度。
2. 相對濕度(RH)：空氣中水蒸氣的含量，RH越高代表空氣越潮濕。

導入吸附除濕空調系統之改善成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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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工中心 芮嘉瑋博士 

國
家科學及科技委員會（前科技部）今年5月

30日舉辦科學技術白皮書啟動會議，攜手

產官學研代表，共同規劃2035年的科技願景。國

研院科政中心受新國科會委託進行我國「科學技

術白皮書」之環境面相關議題研究，筆者受邀參

加6月29日第一次環境構面議題分群會議並給予

建言。下面簡單摘要會議心得：

科學技術白皮書橫跨社會、科研、環境、經

濟、政治及戰略等面向。針對環境面，又區分循

環經濟、能源轉型、關鍵能資源供應與管理、氣

候變遷監控預測調適及氣候法制、環境監測及污

染整治。在循環經濟方面，為實現綠色永續，推

動循環材料開發，優化產業自主發展循環創新模

式與環境設計，擴大循環產業生態鏈。在能源轉

型方面，打造低碳能源系統，推動電氣化與燃料

轉換，使能源供給結構低碳化。在關鍵能資源供

應與管理方面，潔淨能源驅動關鍵礦物需求大幅

成長，關鍵礦物蘊藏量高度集中少數國家，地緣

政治風險影響供給安全，衍生能源安全問題。在

氣候變遷監控預測調適及氣候法制方面，將淨零

轉型概念根植於科技相關法規，借鏡英、日、韓

等國推動政策應對挑戰，系統性建立我國氣候變

遷模擬能量。在環境監測及污染整治方面，提升

環境感測物聯網產業效益，透過大數據技術有效

整治新興污染物，並提高企業自行減碳誘因。

疫情、俄烏戰爭等國際事件加劇能資源供

應中斷風險，我國能資源中之關鍵礦物多仰賴進

口，易受外在環境及國際事件衝擊。對於國內有

供應鏈風險之關鍵礦物，在壟斷及斷料危機下，

可進一步考量可行之因應對策，例如關鍵物料篩

選原則及建議清單。美國2022年關鍵礦物種類維

持50種，歐盟依據2020年資料為30種，日本依據

科學技術白皮書科學技術白皮書  
規劃規劃20352035科技願景科技願景

新國際資源戰略2020年有34種，美、日、歐等國

都有對經濟與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關鍵礦物提出

清單，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也曾就經濟重要

性、供給風險及環境影響於2017年篩選10大關鍵

物料，然而，時至今日，新興科技的崛起和潔淨

能源風潮下所需的關鍵礦物清單需要不斷地被檢

視且再次更新，才能讓各產業的產品中可發揮重

要作用的關鍵原材料(critical raw material)真正受

到重視。

當中我以電動車用馬達及離岸風電風力渦

輪機之永磁材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稀土」

礦物為例。基於產業訪談獲悉上游提煉純化技術

台灣並非完全沒機會，礙於人才面臨年老凋零或

轉業斷層危機，呼籲政府盡快整合、把握傳承機

會。稀土在內之關鍵原材料料源多來自他國，擔

心被壟斷而有斷貨危機，建議政府設立原料庫存

機制，積極開發兼顧環保、成本效益及高純度的

關鍵原材料回收再利用技術，並建立完整自主化

技術，以確保關鍵原材料穩定供應。此外，努力

於開發中國以外之稀土供應鏈、開發稀土元素減

量使用技術、開發稀土替代材料，並開發使用低

階稀土替代的可行性，皆是穩定國內稀土關鍵原

材料供應的因應作為。

當國家將關鍵礦物視為戰略性的資產時，

如何強化關鍵礦物供應鏈，減少對外國進口的依

賴，已是全球已開發國家無不思考的問題。可以

預見的是，完整且強韌安全的關鍵礦物供應鏈體

系，絕對是未來潔淨能源競賽中致勝的關鍵。

■ 資環中心 劉致峻博士

示自身的行為是對環境保護的付出的一種營

銷手段，讓公眾相信其商品、目標、行動、

政策是對環境友善的。當公眾越發重視環境

保護議題，企業與各類組織所面臨的自我揭

露環保作為，承擔社會責任的壓力則越發沉

重，造成組織刻意誇大其在環保議題的努力

與成果，來幫自己漂綠。

因此，ESG金融商品是否也存在漂綠行

為，也引起正反兩面論戰。例如Economist統

計當前全球前20大的ESG基金平均納入17家化

石燃料商於其組成當中2，Elon Musk也因Tesla

被S&P 500的ESG指數除名，而指控ESG是個

騙局；而KPMG董事總經理黃正忠則指出環境

議題並非ESG的唯一目標，社會與企業治理面

向亦同等重要3。

為了摒除這類爭議，並讓投資人有所

依循，歐盟2021年制定《永續金融揭露規

範(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對ESG相關金融商品的管理人制定

一系列的揭露要求，包含在各種經濟活動的

基金資產比例，以確保將投資人

資金能適當地用於ESG活動。我

國的金管會則分別在去年七月與

今年初分別發布「ESG相關主題

投信基金的資訊揭露事項審查監

理原則」及「ESG相關主題之境

外基金資訊揭露事項審查監理原

則」，以為投資人把關境內外

的ESG金融商品，進而真正落實

ESG投資的理念。

近
年來，國內外金融市場中出現了許多與

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 Governance, ESG）有關的金融商品，

各類掛名ESG的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的金融商品數量與資產規模成指數型成長，

蔚為當前投資主流。

根據Morningstar的2022年第一季「Global 

Sustainable Fund Flow」報告，全球永續投資

基金資產規模在2021年第四季達到史上最高

的2.88兆美元的規模，而2022年第一季亦保持

在史上次高的2.77兆美元水準(如下圖)；而國

內近年亦掀起ESG投資風潮，根據同篇報告，

台灣2022年第一季的永續投資金融資產規模達

63.9億美元，折合約為1,900億新台幣，而根據

金管會的統計，在國內發行的境內外ESG相關

基金在至去年11月達2,600億新台幣的規模1。

如此爆發性的成長，亦引來這類ESG金融商品

是否為「漂綠」的質疑！

所謂的漂綠行為(Greenwashing)是指某

家公司、組織、團體，甚至是政府，透過宣

漂綠行為漂綠行為與與ESGESG金融商品發展金融商品發展

Quarterly Global Sustainable Fund Assets

 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2229/6198277
 2.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5/22/sustainable-�nance-is-rife-with-greenwash-time-for-more-disclosure
 3. https://udn.com/news/story/121739/641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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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二季以來，全球大環境驟變，俄烏戰爭、極端氣候……，身處變動時代，

【科技永續】提供未來的科技脈動與永續發展的資訊。

本期對全球減少甲烷排放量與天然氣市場的影響、海洋碳匯吸存二氧化碳、鈣鈦礦

太陽能電池發展近況、地熱政策動態、能源轉型下關鍵礦物需求增加、石化業發展藍氫計

畫、透過AI精準餵魚等相關議題，分享讀者。

驟變環境下驟變環境下  
各種能源的需求與消長各種能源的需求與消長

碳匯 (Carbon Sink) 意指天然或人工的倉

庫，能從大氣之中去除二氧化碳(CO2)後，以

碳化合物的型態積累和儲存於其中。海洋覆

蓋了地球表面近70%，具備吸收和長期封存

人類產生的CO2的巨大潛力，亦是世界上最大

的活性碳匯儲存庫 。海洋碳匯可能是全球至 

2050 年實現CO2淨零排放的重要方案，因此

美國國家學院提出，包含下列六項奠基於海

洋的科學方法，冀望能有效提升海洋吸存CO2

的能力：

資環中心 林右人博士海洋碳匯發展之契機

我國2050淨零排放的能源轉型策略中提

到，將扶植優勢地熱能，建構基載型綠電。地

熱發電擁有穩定的供電能力，可當作基載電力

的再生能源，亦可作為調控電力及輔助服務選

項，在其他發電量不足時補足電力。國發會主

委龔明鑫及能源局副局長李君禮近期也都表

示，台灣的再生能源除了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

外，地熱將是下一個有機會的選項。

經濟部於今年5月20日公告「地熱能發

電示範獎勵辦法」，共分招商獎勵及探勘獎

勵。招商獎勵之對象為地方政府，協助完成

地熱發電招商推動及後續電廠建置履約管理

等相關作業；探勘獎勵之對象則為地熱開發

業者，以補助方式協助分攤地熱探勘相關風

險，獎勵項目包括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

學等地表調查及鑽鑿、套管、產能測試等，

每案以探勘費用之50%為上限，上限金額為新

臺幣1億元。期望藉由公私部門共同投入，加

速開發我國地熱發電。

另外，對於現行法令將地熱探勘行為認

定為開發行為來審查，例如將地熱的熱水當作

溫泉管理等不合理性情形，經濟部也將推動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修法，讓地熱探勘正名為

科學研究工作，而非複雜的開發行為。並將在

條例中增訂「地熱專章」，避免過去「溫泉

法」、「山坡地條例」難以適用的困境。

科工中心 郭佳韋 我國地熱發電政策新動態

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CCS)是石化業達到

淨零碳排不可或缺的方法，根據石化龍頭的

近期投資計劃，2030年以前，CCS就會有商業

化的應用。美國德州墨西哥灣沿岸因蘊含豐

富的油氣，因此在地質上被認為是適合作為

CO2封存的理想地點，若以CO2作為Enhance Oil 

Recovery(EOR)注入劑，增加油氣的開採，將

使封存計畫更有經濟誘因。過去幾年，當地

政府與學術機構已投入地質調查及CCS場域試

驗，大規模CCS已具可行性。根據2021年的報

導，Exxon Mobil提議政府及企業一起在德州

墨西哥灣沿岸投資1,000億美元建設區域CCS中

心，到了2030年時，將可成為每年封存5,000

萬噸CO2的區域，超過目前全球所有CO2封存

量的總和。當地的石化業者也積極提出投資計

畫，以下為其中兩個計畫：

1.BP和Linde將合作開發天然氣產氫加上CO2封

存計畫，透過CO2封存使生產之氫氣去碳化，

預計每年可減少1,500萬噸CO2，預計2026年完

工。Linde具備氫氣生產與液化技術，可透過管

線向墨西哥灣沿岸客戶銷售氫氣。該投資將成

為BP和Linde承諾2050淨零碳排的投資之一。

2.Exxon Mobil將在德州Baytown建設一個天然

氣產氫加上CO2封存計畫，氫氣產量達到每

日10億立方英尺，CO2的封存量達到1,000萬

噸/年。該專案產出的氫氣將作為Exxon Mobil

在Baytown工廠的燃料，可減少30%的碳排放

量，是該公司朝向2050淨零碳排的投資之一。

經產中心 邱炳嶔博士石化業龍頭致力發展藍氫

˙ 養 分 施 肥 ：在海洋表層添加微量養分

（如：鐵、磷或氮），用以刺激海洋浮游植

物的生產，提高對CO2的吸收。

˙ 人工湧升流和沉降流：利用人工湧升流，

將深海較冷、營養豐富的海水帶至表層以增

加浮游植物，並透過人工沉降流將沉積物帶

入深海進行碳封存。

˙ 海藻養殖：通過大型海藻養殖，進行光合

作用將大氣中CO2吸存。

˙ 海洋和沿海生態復育：保護和復育沿海生

態系統（如海草林、馬尾藻等）以及魚類、

鯨魚和其他海洋動物。

˙ 增強海洋鹼度：改變海水化學成分，強化

表層海水對大氣中CO2的吸收，如：增加海

水中礦物質等。

˙ 電化學方法：直接從海水中去除CO2或增加

海水的pH值，用以增加海水吸收CO2能力。

資料來源：NAP, A Research Strategy for Ocean-based Carbon Dioxide 
Removal and Sequestration (2021), 本社編譯

科技

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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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鈦礦太陽能電池近期發展

波蘭Saule公司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以塑

膠軟性基板製作寬能隙與窄能隙鈣鈦礦串疊之

太陽能電池，達到15.33%之光電效率。此效

率值跟NREL太陽光電效率紀錄中去年HZB的

29.8%以及今年六月EPFL/CSEM的31.3%比起

來非常低，但那些創高效率紀錄的電池面積僅

1cm2，且都是鈣鈦礦與矽晶太陽能串疊而成，

此研究之電池面積達到50cm2，更接近已成熟

應用矽晶太陽能電池的243cm2，且採用塑膠軟

性基板製作，更有潛力朝向大量生產的卷對卷

(Roll to Roll)生產模式邁進。

最高效率紀錄的未串疊鈣鈦礦太陽能電

池是韓國UNIST所創下25.8%效率，以玻璃基

板製作可達較高效率，而荷蘭 Eindhoven科

大、TNO與印度Tata steel合作將反式鈣鈦礦長

在鋼片上，效率則為16.5%。

義大利Messina大學研究團隊比較光電材

料對太空環境高能粒子的耐受度，發現MHPs

鉛鹵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累積1011-16/cm2 伽碼

射線、電子、中子、質子照射後，效率衰減的

程度低於現有人造衛星用矽基與三五族半導體

multi-junction太陽能電池，加上鈣鈦礦太陽能

電池單位重量能量可達23W/g，遠高於現有矽

基與三五族的0.38與0.40W/g，以及鈣鈦礦可使

用軟性基板的特性，未來用在太空應用的潛力

也相當值得重視。

科工中心 郭華軒博士

1. Smart feeder cuts fish farm's carbon footprint by 20 percent, The Fish Site, 2022, https://thefishsite.com/articles/smart-feeder-cuts-fish-farms-
carbon-footprint-by-20-percent.

AI智能已廣泛運用在各個領域，其中

在養殖漁場，可結合水下感測器、AI數據處

理系統、遠端遙控、電腦視覺平台及雲端平

台等智慧化系統開發，使其所投入飼料量更

加精準化。日本Umitron公司日前宣稱他們

已完成開發一款 Umitron Cell產品，並實際

運用的紅鯛魚養殖場，從原材料採購到最終

使用處置，整個產品價值鏈中產生的溫室氣

體 (GHG) 排放量，經過實際評估測量，與

傳統的自動餵料機相比，Umitron Cell 產品

能夠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約 20%1。這是

因為它使用 AI魚類食慾指數 (AI-based Fish 

Appetite Index, FAI) 來分析魚類在餵食過程中

的行為，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水中的飼料浪

費量。另外，當工作較忙或者天氣狀況不佳

時，也可以透過App遠端遙控，並觀看紅鯛魚

養殖場飼料餵食狀況。

此外，Umitron計劃未來將

持續不斷地開發新技術，增添

更多感測器及溫室氣體減排數

據，以期改善養殖工作環境和

魚類生產效率，幫助減少水產

養殖產業的碳足跡，促進環境

永續性的潛力。

科工中心 陳世海博士AI智能精準餵魚，減少碳足跡20%

圖片來源：UMITRON CELL PR movie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統計，全球甲烷排放

中，約39%源自大自然，61%來自人類；而人

為排放中，約6成來自農業活動及廢棄物、廢

水所產生，另外4成則與人類使用化石燃料相

關。國際能源總署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

全球氣溫上升約有30%由甲烷造成。甲烷這

類較短暫但強效的溫室氣體被釋放到大氣之

後，過100年的地球暖化潛勢是二氧化碳的25

倍，但只過20年的地球暖化潛勢卻是二氧化

碳的100倍，短期的氣候威脅更高。

2021年第26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6）

中，105個國家簽署「全球甲烷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宣示未來十年要減少30%的

甲烷排放量，以減緩氣候危機。

天然氣買家會考慮所購買天然氣生產過

程的甲烷排放，此將影響到採購合約，也將

推動更積極的減量作為。例如2020年10月法

國原規劃購買美國頁岩氣為主的液化天然氣

合約，因溫室氣體排放較傳統天然氣高而被

喊停；俄烏戰爭爆發後，歐盟全力減少占歐

盟進口45%的俄國天然氣，情勢反轉；美國一

方面遊說逸散太多甲烷的俄國天然氣排放明

顯高於美國天然氣排放，一方面也積極尋求

減量措施。2022年5月初法國終於與美國簽下

液化天然氣合約，而美國也承諾將於液化設

施使用零碳電力並投入碳捕集封存技術，創

造雙贏局面。

資環中心 郭博堯博士全球甲烷減排承諾對天然氣市場的影響

1. 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IEA Special Report, 2021, pp. 24,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4719e321-
6d3d-41a2-bd6b-461ad2f850a8/NetZeroby2050-ARoadmapfortheGlobalEnergySector.pdf

2.  同註1，pp. 163.

能源轉型需要大量關鍵礦物

依據IEA的報告1顯示自2020年到2050年，

煤炭需求迅速下降，關鍵礦物的需求迅速增

加，這些關鍵礦物包括諸如銅、鋰、鎳等對許

多潔淨能源技術至關重要的原材料。關鍵礦物

全球需求迅速增加也代表著總收入將大幅增長

（圖 2），銅、鈷、錳和各種稀土金屬等關鍵

礦物的總市場規模，在2020年至2030年間在淨

零路徑中增長了近七倍，其中主要用於製造電

動汽車和風力渦輪機的稀土金屬的需求，到了

2030年將增長10倍。為實現2050淨零排放的願

景，電氣化(Electrification)取代化石燃料是淨零

減排最重要驅動因素之一，預估到2050年，運

輸用電池的需求是2020年的90倍。電池

需求的增長意味著對關鍵礦物的需求不

斷增加，例如用於電池的關鍵礦物鋰金

屬的需求到2030年將增長30倍，到2050

年將比2020年增長100倍以上。

能源轉型需要大量的關鍵礦物，

然而，這些關鍵礦物的供應若跟不上快

速增長的需求，新的能源安全問題會層

出不窮，導致價格波動、過渡的額外成

本等問題，因此如何維持礦廠可靠供應

與促進供應鏈安全是應該思考的方向。

科工中心 芮嘉瑋博士

圖2、煤炭及用於潔淨能源技術之特定關鍵礦物的需求消長
圖片來源：IEA2  

科技

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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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到這次中技社的邀稿，著實又驚又喜。因

為在我心中，與該社之緣份，對於我生命

的發展過程影響甚鉅。而這篇摘要式的短文純

粹想分享從2011年獲得中技社科技研究獎後，

到現在這接近十年的寒暑中，一路走來的心路

歷程。

猶記得當初自己還在學術萌芽的階段，能

獲得此肯定加深了不少對自己的信心與未來的

期待。畢業後，歷任美國勞倫斯柏克萊國家研

究室訪問學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系博

士後研究員等生涯旅程，兜兜轉轉地回到了我

最愛的家鄉，並在臺灣師大光電所執教，以貢

獻所學。而在科學研發專業之餘，我也沒有忘

記當初從事科學研究的初衷，

把握每一個可以利用科普內容

與大眾互動的機會，期待能將

科學教育與科普思維推廣至

台灣的各年齡層。當然，在

這個島嶼上已經有許多科

學與科普界的前輩

們在往這個目標前

進，故也期勉自

己能盡一份綿

薄的力量，進

而開始了一段

在科學與科

普天空下，

磕磕絆絆的

人生步履。

See the Light-See the Light-
用用科學科學與與科普科普編織的人生編織的人生

知差異。學校端常著重於知識的創新，希望能讓

學生從中獲取經驗，並將研究結果發表成論文；

而企業端則著重於市場方面的考量，所有研發項

目的訂定與出發點主要是為了能拓展自身在產業

之價值。而如何讓這種認知差異最少化，決定了

產學計畫成功的百分率。秉著「以企業之需求為

出發點」的中心思想，在過去幾年中，成功的與

數家企業媒合，持續推廣相關技術在台灣民生和

產業之應用發展。

除了研究委託或技術開發之外，我也期待

透過人才培育、學生實習、與企業競賽等模式

來讓學生能鏈結在學校的知識與外界的實務，

無形中都增加了他們的學習動機，並於畢業後

能與就業達到無縫接軌的可能性。

科普教育推廣的起點

雷射六十與科研發光 

筆者當初回台任教的初衷為期待可為科

學教育與科普思維推廣盡一份心力，故也積極

投入台灣科普教育推廣。其中的2020主題科學

日-雷射60，利用巧逢雷射發明的60週年，與

科技部科國司與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合作，舉辦

了全台的巡迴科學講座，各地光電教授接力傳

承雷射科普之使命，讓雷射光電科學教育深入

地方，啟發學生對光電科學的興趣，進而引導

學生通過實驗探究活動，提高其科學探究的能

力。除了校園講座之外，考量跨城鄉的科普教

育推廣，更舉辦了種子教師培訓營，期待未來

能藉由這些種子教師傳承經驗點燃學生對科學

的熱情，吸引學子未來投入科學研究，催生未

來台灣科技遍地開花之前景。

而另一主導的青年科學知識推廣活動計畫

―「2021科研發光前進未來」系列講座，分別

於北、中、南以AI、5G、精準醫療等三大不同

主題進行講座，並邀請多位產學界的講師，以

深入淺出方式，透過數位報導、影音介紹、實

體活動等不同方式，期許創造平台讓國人主動

理解科技與生活的關聯，進而鼓勵年輕學子投

入科學研究和科技研發的行列。

See the Light-自我期許

綜合而言，十年前與中技社結緣的獎學

金，間接給了我探究人生的門票，讓我看到了

更寬廣的世界。如今自己成為一名老師，除了

想讓更多的學生也都能找到自己的夢想發源地

之外，更想結合前面所談到的科學、產學與科

普等…面向，讓學生甚或大眾能不被限制在學

術的象牙塔中，了解到科學與科普是那麼的平

易近人且是可以與實務連結的。期待在未來能

繼續與科學與科普界的前輩們合作，在台灣

這片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土地上面，一起See the 

Light，Fight for the Future！

圖1   2020主題科學日-雷射60之全臺高中校園講座臺北場-Hug Laser, See the Future。
圖2   於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的節目-創青宅急便受訪。
圖3  回臺在臺灣師大任教後第一次參與2018國際光學與光電研討會(OPTIC 2018)。
圖4  與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前司長褚志鵬留影。

科學研究工作為本的扉頁

從大學專題開始，我就對超快雷射系統

為基礎的光電現象非常著迷。在接近十二年的

學術生涯中，我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了兆赫波

光電科技(精密光譜檢測&高速通訊、影像系

統)、低維度半導體表面電漿子元件(&超穎材

料)開發、超快脈衝相關應用、與液晶物理與光

學等。2018年回台之後，開始在臺灣師大所籌

建之實驗室，Ultrafast and Nanoscale Infrared-to-

Terahertz Science (UNITS) Lab。我們利用超快兆

赫波光譜與砷化鎵奈米製程技術，以及在超潔

淨石墨烯方面的實務經驗，設計調變石墨烯之

費米能階來改變光柵共振腔其表面電漿子共振

模態的特徵頻率，達成高靈敏度且可調之室溫

感測器。

考量即將全面進入的高速通訊時代中，我

們努力嘗試利用兆赫光場探測和控制奈米尺寸

結構中出現之表面電漿極化子現象，以實現在

兆赫波段之可調式TE模態表面電漿極化子波導

的機制。望在未來，能在台灣朝後5G與6G通訊

之系統科技與科學邁進時，於其關鍵元件與技

術扮演一些角色。

產學合作點綴的研究生活

在實驗室持續發展技術之餘，我對如何帶著

學生將技術與實務結合也相當有興趣，而產學合

作就是一種可能性。然而，學校端與企業端通常

對於這樣合作的模型有不一樣的期待，充滿了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光電工程所 楊承山副教授 民國100年獎學金得主

圖2
圖3

圖1

圖4

︱獎學金得主專欄︱
集思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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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中技社獎學金是1975年讀東海化工的時候，

當時台灣石化工業歷經20年的發展，是蓬勃的年代。

中技社獎學金在當時是非常大的實質鼓舞，一筆

數千元的獎學金，可抵半學期的生活費。而且中技社

是台灣化工產業的引領標竿，獲得中技社獎學金，更

是一項值得終生寫入履歷的榮耀。那個時代的大學生，把大學生活當成大學聯考的延

長賽，將時間專注於知識的探索及累積，學業績優還可獲得企業助學金獎勵，更強化

奮發的動力。適時的物質鼓勵，真的激勵的許多年輕學子。

��千里始足下，行之貴日新千里始足下，行之貴日新
中技社給那一世代的啟發中技社給那一世代的啟發 化學，此讓台灣的學生的科學教育在第一時

間，就與世界先進國家接軌。在1960’s~1980’s

出國的留學生，普遍可以感受台灣在數理化

札實的根底，科學教育完全可以與歐美先進

國家並駕齊驅。我那時念的是化學工程，1970

年代的化工，著重於在分子動力的物理基礎

上，對於流體、熱傳、質傳等微觀現象的數理

解析，再由微觀現象推展的巨觀的物理處裡

及化學處理的單元操作，建構一個完整的理

論基礎，以此放大應用於所有的量產程序。

在美國念研究所時，雖然是在化工系，修課

的範圍擴及數學系及物理系，記得選修物理

系專為博士生開的量子力學，期末前教授問

學生對量子力學的觀點，一位老美學生說：

"too much mathematics!”，老美教授說："你看

到equations會覺得是mathematics而不是physical 

phenomena，表示你白修了量子力學"。那時候

台灣的數理教育，我們出國前已練就數理一體

的境界。

面向未來

文明進展永無止境

台灣大量優秀的人才，這是在1970’s年代

開始的半導體製造，積體電路製造，晶片設計

等取得世界領先地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每年

數以萬計的數理優秀畢業生，30幾年來持續投

入，累積其他國家難以超越的障礙。我個人也

非常肯定傳統中華文化教育，全人教育的成

功，培育出許多領袖級的科技人才。

人類文明的進展是永無止境，我們現在面

對的是整個地球人類永續發展的問題。

1950年時，世界人口約25億，50年來世界

人口已增至3倍。唯有靠新科技使水、礦、糧

食、有更有效率的利用，才能維持並改善80億

人類的生活。以前一個 100W鎢絲燈，現在一

個5W的LED燈可產生同樣的照度；以色列的滴

灌技術，只用50%的水，在同樣面積的土地，

可以生產5倍的蔬果。鋰及稀土礦的回收循環

使用，使人類有機會在耗竭前發展出新的替代

科技。人類共同面對2050，循環經濟、共享經

濟的新需求，將引領新科技的未來進程，創新

讓地球獲得永續的發展。

千里之行起於足下

萬仞高崗始於微塵-中技社的啟示

身為中技社獎學金的受獎者，有幸得到

中技社當年的激勵。台灣有幸有中技社一直走

在台灣經濟發展需求的前面。中技社肇始之初

第一階段參與國內外石化煉油廠之設計監造，

催生國內石化工業；在第二階段從事污防、節

能、環保技術諮詢與輔導，解決工業化對台灣

帶來的負面衝擊；在第三階段面對線型成長的

瓶頸，中技社提供技術改進轉型及前瞻之科技

研發。千里之行起於足下，萬仞高崗始於微

塵，其關鍵點在於持續創新的動能及恆心。我

們以此祝福中技社續展鴻圖。

1960’s ~ 1970’s年代，台灣的石化工業順利

推升台灣至亞洲四小龍之列。台灣自1974年開

始大幅投資於全面的基礎建設，發展鋼鐵、造

船、石化等重工業及現代化的交通、電力建

設，建立可以支持自主發展科技產業的經濟體

系。在這個基礎上，台灣於1976年起開始開發

半導體產業，1980年代開始開發PC產業，1990

年代開始開發面板產業。台灣在半導體、PC、

面板這三個產業，都以10年時間，追趕上並超前

原來的領先美、日廠商，並且台灣並不只是單純

線性複製單一產業，而是在建立產業的同時，發

揮台灣最擅長的垂直分工，也建立了完整的產業

鏈，使台灣在精密化學、精密機械，材料科技，

軟硬體整合，進一步獲得完整的發展。

現代化的科學教育

知識改變台灣的地平線

台灣自1950’s開始的近半個世紀，除了政

府一連串系統性的經濟計畫，教育改革的成

功也是重要關鍵。政府在數理課程綱，參照

美國1960’s新課綱，推行新數學、新物理、新

■ 前友達光電智權長 吳大剛 民國64年得主

困知勉行

全民砥礪以求生存

台灣自1954年起，開始輔導石化業的上

游，這是當時台灣科技infrastructure主軸，當台

灣石油化學工業初具規模，順勢對接自1959年

起，台灣開始發展的勞力密集輕工業，尤其是

紡織工業，建構一個良好的ecosystem，提高基

層民眾的就業率，讓台灣在接下來的20年，以

此基礎開始進口取代。

2017年遊日本京都

2012年獲得傑出資訊人才獎，與吳敦義副總統合影

2005年於西安博物館

︱獎學金得主專欄︱
集思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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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故或許該項技術可以讓侵犯個人隱私

權的爭議縮小化，詳如圖1：

(二)智能車聯網：另外，有一家「創星物聯

科技公司(Trans-IoT)」在AI技術上的應用也

非常創新。主要技術服務項目為「車聯網保

險設計」、「車隊管理與風險管控」與「車

載影像數據整合」，是結合智能辨別系統與

Google雲端平台，並專注在車輛出行數據的

應用與車聯網之技術服務公司，它也是鴻海

科技集團八大智慧生活中物聯網/車聯網的轉

投資公司。它提出「視覺化駕駛行為」的服

務模式，即於車上攝錄開車時之臉部表情，

上傳至雲端系統，運用人臉識別的技術，判

別司機是否打瞌睡、開車飲食或聊天等不安

全駕駛的行為，並輔以回傳語音訊息方式提

醒司機，以期能降低交通上的危險因子。另

外，它提供「全面性保費計算因子」之「數

位車險」概念，即透過行車紀錄器與智能相

關演算法，詳實記錄駕駛急加速、急煞車、

隨意變換車道、超速及車速變化等駕駛行為

模式，予以計費評估年度保費。這些都是新

創的商業模式，惟該部份是否侵犯隱私權應

可納入相關探討，詳如圖2：

■ 科工中心 陳世海博士

參觀參觀COMPUTEX TAIPEI 2022COMPUTEX TAIPEI 2022展覽心得展覽心得

COMPUTEX Taipei 2022展覽，它是亞洲最

具代表性之資訊產業專業展，今年主題

係以結合智慧AI與5G技術所形成之智能互聯

網(AIoT)為主，展示數位創新與科技研發的能

量。展覽活動日期為2022年5月24日~27日，地

點在南港展覽場一館。本次個人透過實地參

觀展覽，感受到科技創新對我們未來生活方

式的改變，提供了無限想像空間。比較重要

的心得，包括智慧安全偵防、智能車聯網、

智慧機能衣、AR/VR數位情境科技等四部

份，說明如下：

(一)智慧安全偵防：參覽的過程中，印象最深

的是一家叫「雲守護安控公司(Beseye)」，主

要技術服務項目為「AI 安全攝影機影像分析

服務平台」及「雲端家庭安全監控系統」，

是一家結合影像(Image)、雲端(Cloud)以及大

數據(Big Data)並獲得2020年台灣科技十酷獎

項之新創公司。具體而言，該公司專注研發

人體骨幹分析技術，並透過深度學習相關演

算法進行「行為識別」。除此，其AI攝影技

術可即時呈現「骨幹影像」，不同於「人臉

識別」會直接呈現人臉樣態而侵犯到個人隱

(三)智慧機能衣：這一家個人感覺也是非常

特別的廠商，名叫愛克智慧科技(AiQ Smart 

Clothing)公司，該業者以不鏽鋼纖維為核心，

結合紡織、電子資訊、生醫等等領域，提供

智能穿戴的技術界面與平台，致力於智慧機

能衣的研發創新。在技術界面與平台上，與

國外Synertial公司技術合作，開發出一系列之

人體動作分析技術。其相關實績包括2016年

分別於兩個世界大展中發表最新智慧服裝技

術，以及2017年2月台灣十鼓橋糖秘境國際馬

拉松之紀念衣採用AiQ BioMan系列心率智慧

衣，均倍受獲國際肯定。另外，他們在智能機

能衣上亦已完成17種之感測器（如g-sensor、
heart rate、EEG及temp.等等）之開發運用。除

此，該公司也積極地在「養老照護產業」多加

著墨。例如：發展「長照智慧衣」，提供養

老照顧機構之銀�髮族輕鬆無束縛穿戴，再結合

APP+5G+AIOT+雲端系統之平台，進行個人24

小時之健康監控，回傳健康資訊提供醫療照護

人員進行分析，在醫療人員資源不足下，可適

時填補人力缺口。尤其，當2025年後，台灣將

邁入超高齡社會，嚴峻人口老化問題將再加深

醫療人員及照服員不足的議題，而上述這樣科

技創新服務，可建構智能銀�族健康照護系統，

提供居家智慧醫療服務，符合政府所推動的長

照2.0政策，詳如圖3：

(四)AR/VR數位情境科技：最後，想跟大家分

享的是一家ARPLAZA科技公司，該公司是結

合兩家之核心技術創立的，一家為台灣最專

業之XR科技應用之實境共創DigiSpace公司，

另一家為獨家具備遠距離交互以及分米級空

間定位能力與互動技術之光時代科技有限公

司。故該公司主要訴求於定位技術，適用戶

內外大規模場域，並結合5G及IoT技術創造出

一個連續與沉浸式的AR/VR體驗環境，允許

真實多人同步AR/VR互動發生。另外，有關

未來有關「數位分身(Digital Twin)」的技術，

亦需根基在AR、VR、5G及IoT等技術介接

上，方能有效地整合虛擬與實體兩端。而在

虛擬部份，除了在關鍵技術可再深化外，其

內容產業也是重點，故未來需再強化虛擬物

件與虛擬情境，增加內容之豐富度與附加價

值，或許亦可運用在文創產業與養老產業，

詳如圖4：

此次前往參觀COMPUTEX Taipei 2022展

覽，眼界大開，看到更多5G+AIoT科技創新與

開發運用，感受到智能結合各個產業的想像空

間與無遠弗界。包括透過骨幹分析技術提昇隱

私權的保障、車聯網智能互動機制與用路安全

的創新商業模式、智慧機能衣結合雲端平台可

運用在銀髮產業與健康監控，以及AR情境開

發與數位分身再創新產業之可能性。最後，相

信未來結合產官學合作與研發能量，並在政府

相關政策推動下，5G+AIoT技術應可再創造出

更大的產業價值和經濟價值。

圖1、骨幹影像圖示
資料來源：Besye官方網站

圖2、智能車聯網與視覺化駕駛行為圖示
資料來源：創星物聯官方網站

圖3、智慧機能衣與健康監控台平圖示
資料來源：AiQ公司之官方網站 圖4、虛實情境圖示

資料來源： ARPLAZA科技公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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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傑出物理學術獎得主 裴思達教授
   翻譯：陳柔安、吳新業

能夠將其完全融入量子理論，希格斯玻色子的發

現揭示第五種作用力，一個存在於粒子之間微

弱的相吸作用力，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無法完全

了解。台大的研究團隊最近發表了第一篇相關論

文，透過希格斯玻色子的雙光子衰變態去測量向

量玻色子及希格斯玻色子的共伴產生（見圖一，

李侑穎，裴思達的博士學生）。

幾個世紀以來，作用力的起源一直是個謎

團，其中最難找的一片拼圖就是兩個帶電粒子

如何在其相距極遠的情況下交互作用，我們可

以使兩個質子相距很遠，但仍然能近乎無時差

的產生交互作用，如果上述例子是真的，我們

就可以做出作用力是非局域的結論，這會把我

們導入似是而非的謬論裡，例如，作用力

能以超越光速的速度傳遞！但只有在結合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理論與量子物理，我們

才認知到作用力的傳輸是藉由特定的「粒

子」作為力的載體。舉例來說，以光速傳

遞的光子是電磁作用力的載體，這種量子

作用力是局域的，承載著作用力的光子在

時空中以波的形式將力從一個粒子傳遞到

遙遠的另一個粒子，如此一來非局域的問

題便迎刃而解了！沒有一種力或資訊能以

超越光速的速度傳遞，而現在我們的理論

合理多了，所有的20世紀以及21世紀的實

驗結果驗證了我們的標準模型理論。

在這些成功之上，還有一個顯著的謬

論待解決：量子力學本身是一個非局域的

理論！簡單來說，這意味著當我們有一個

量子系統（例如一個單電子的系統），量

子力學告訴我們這個粒子在空間中是非局

域的，只有在我們用偵測器探測的時候，

這
標題聽起來像科幻電影，但其實一點都不

奇幻：基本粒子與他們的交互作用可以闡

明進階的量子力學研究，其中熱門的主題包括

非局域性，量子資訊與量子記憶等等。身為一

位傳統的粒子物理學家，2012年參與發現希格

斯玻色子的團隊，目前我的研究聚焦在令人著

迷的非局域性以及它在物理和科技的領域。

在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發現希格斯玻

色子之前，我們已知有四種交互作用力：電磁交

互作用、弱交互作用力、強交互作用力以及重

力，前三種交互作用力都有共同的量子起源，並

且他們是所謂的標準模型（Standard Model）的

一部份，重力並不在標準模型中，因為我們仍未

圖一：首次透過希格斯玻色子的雙光子衰變態去測
量向量玻色子及希格斯玻色子的共伴產生（台灣帶
領分析），這個於質量125GeV的峰值訊號代表著
希格斯玻色子的質量。發表於JHEP 07 (2021) 027. 

粒子與資訊間的隱形使者粒子與資訊間的隱形使者：量子非局域性：量子非局域性 才能觀察到這個粒子的局域性。當然，我們已

經討論過力確實是局域的，所以電子以及探測

器只能在點空間發生交互作用，而這個點便是

探測器的位置，所以在我們的量測發生了什

麼，使得非局域的電子變得有局域性？這個答

案仍然有很多的詮釋，正如量測在局域化過程

中扮演的角色。

我目前的研究專注於非局域性在物理以及

量子資訊的闡述工作上，同時結合了台灣的其

他研究團隊與台大學生們，在舊有以及新的實

驗中嘗試新穎的量測：

•  座落於瑞士CERN大型強子對撞機的緊湊

秒子線圈實驗

•  AnaBHEL，台灣LeCosPA負責人陳丕燊教

授與諾貝爾得主Gérard Mourou帶領的一

個新實驗

我們在CERN除了參與分析工作，同時也主

導一個叫做高粒度量能器HGCAL的新元件生產計

畫，一個耗資20億美金的計劃，並有63個來自世

界各國的大學共同參與1,2。HGCAL是一個真正的

國際計劃，其目標是建造一個擁有3D成像技術與

精準時間解析的量能器。被選為共同計劃主持人

的我，為讓台灣在CERN的頂尖實驗中坐穩國際

領導地位，部分的HGCAL探測器將會由我在台

灣的實驗室組裝，此實驗室現今已成為科技部補

助的台灣偵測器聯合實驗室（TIDC）的核心。

非局域性有機會在CERN的CMS實驗數據

中觀測到，2021年，我與台大的學生發表了一

篇新論文3,4，描述一個新的觀察非局域性的模

型，在此模型中，運用了著名的希格斯玻色

子，我們提議在實驗數據中搜尋以超乎預期的

高動量產生的希格斯玻色子。

1. ‘A new era in calorimetry”, Dave Barney, https://cms.cern/news/new-era-calorimetry.
2.  ‘Response of a CMS HGCAL silicon-pad electromagnetic calorimeter  prototype to 20-300 GeV positrons’, CMS HGCAL collaboration et al., 

JINST 17 (2022) P05022.
3.  ‘High PT Higgs excess as a signal of non-local QFT at the LHC’, Su, Li, Yeh, Chen, Nicolaidou, Paganis, Eur.Phys.J C81 (2021) 9, 796.
4.  ‘Exclusion of heavy, broad resonances from precise measurements of WZ and VH �nal states at the LHC’, Y. Li, R. Nicolaidou, S. Paganis, Eur.

Phys.J. C79 (2019) 4, 348.

圖二：CERN的HGCAL計劃共有63所大學參與。裴思達（E. Paganis）是整個計畫的主持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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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CERN遠在瑞士，但我們想要探索的

非局域理論含義也許就近在台灣即可完成，為

此我們加入了一個新的實驗，由陳丕燊教授以

及諾貝爾獎得主G. Mourou提出，其終極目標

為在實驗室中探測霍金輻射5，這項驚人的研

究與所謂的資訊損失謬論非常相關，一對非局

域糾纏光子被正如電影《星際效應》中的世界

線分離，為了進行這項獨特的實驗，我們需要

一個特別的單光子偵測器，又稱作「霍金探測

器」，這些探測器由我們的團隊與中央研究院

的呂宥蓉教授團隊從零開始設計生產。事實

上，這項計畫是由台大的博士生以及大學生主

導，在2022年夏天，甚至有了高中生的加入。

我們的投稿將很快地被Photonics Journal刊登，

並且會在美國的頂尖期刊New Scientist發表一

篇特刊。

現今我們也在台灣著手了一項新的計

劃，讓我們的學生可以親自投身探測器的

建造，並且嘗試於其他領域的應用。舉例來

說，2021年我們與中央研究院以及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一同在花蓮氣象觀測站部屬了一

個地震探測器，這個探測器已經收集超過一

年的數據，現今我們已開始分析探測訊號與

地震的相關性。（見圖四）

至今，我和我的團隊已在台灣開創數個

令人振奮的實驗，從遙遠的CERN一路拓展到

台灣，學生們也同樣的熱衷於參與世界頂尖

的實驗，同時在台灣建造由他們親自設計的

新穎元件，這些元件有很大的希望能應用在

量子資訊以及量子通訊，並且用於搜索暗物

質與太空物理量測（例如系外行星觀測）。

我們有雄心壯志要做世界一流的研究，這點

被國際合作學者所高度認同，就是最好的證

明。例如：CERN、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日本

東京大學以及法國Saclay等等，扎根台灣的我

們已經做好萬全準備迎接新挑戰，開拓新發

現與新科技。

圖三，裴思達與其學生吳新業，吳致平以及陳柔安於

台大校園討論新的點子 

圖四，裴思達與學生吳新業與吳致平於花蓮氣象站設
置地震相關探測器

圖五，學生李家豪與鄭景澤在瑞士CERN進行電子實驗

5.  ‘AnaBHEL (Analog Black Hole Evaporation via Lasers) Experiment: Concept, Design, and Status’, The AnaBHEL Collaboration, arXiv:2205.12195 
[gr-q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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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設計 唐菓（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IG: vooooooh123

（本期封面故事P.2主視覺亦為唐同學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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