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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育群教授

與成大結緣：

回想2008年∼2009年於陸軍樂隊服役期

間，一通意外的來電，成為了我改變命運的起

點！電話那頭的碩士班同學：要不要一起報考

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班？此時的我，心中浮現了

許多對自己的質疑，另一方面還在服役中的

我，在時間的安排上並非我能隨興決定；但為

了完成自己在大學聯考和碩士班報考時期曾經

失去的夢想，還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寄出面

試資料；而當你決定要做某件事的時候，所有

人都會推你一把！考試當月碰巧遇上營區留

守，我便可排休回來臺南參加博士班面試；經

過漫長的放榜等待，終於如願以償的考上國立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博士班，師承蕭飛

賓講座教授的門下，開啟了風力發電研究這條

追風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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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uson 能源翻轉：

近年來全球再生環保意識抬頭，但在初

期，台灣的再生能源卻不被看好，只淪為口號

卻沒有實際作為，但我們希望可以替下一代創

造開心且幸福的無核環境，因此蕭教授所帶領

的風能團隊於2005年開始著手研發創作，2009

年完成技術轉移且協助廠商開設公司，研發成

果對團隊而言是個重要的里程碑。但在2014年

初，蕭教授與世長辭，所有的研究跟計劃都因

這個令人難過的突發狀況而有所變動，為了延

續風能團隊的精神，並感念蕭教授獨特的帶領

之下，讓我發揮所長，挖掘自我深層的潛力；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秉持著「創意無限大」

的精神，在創造夢想的同時，我也要一併做出

並實現夢想；因此在團隊累積近十年研發能量

的同時，我決定帶領學弟們走出實驗室，將我

在成大所學的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相關知識，並

結合在大學社團時期所經歷的幕前與幕後技能

經驗，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讓彼此在供與

需之間了解問題所在，以及再生能源實際可以

應用的層面。儘管初期的推廣，比做研究來的

困難，尤其是面對學術界大老對小型風力發電

的不看好，但團隊夥伴們仍咬緊牙根，努力地

創造與堅持Diauson翻轉能源之發想。

現在回想起來，從創作初期時的單打獨

鬥、求助無門，一直到近兩年的密集參與競

賽、展覽活動、網路推廣分享，我們漸漸地受

到各界先進與業界廠商的認同，這些都是近兩

年來在推廣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而換來的辛苦

結晶。尤其推廣教育上，特別感謝科技部舉

辦了「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在一開

始推廣時提供了競賽獎金，間接用力的推了

Diauson能源教育一把；當然也要感謝一路上曾

經不看好我們的學者、業師、廠商⋯⋯等，鞭

策我們更要努力實行計畫，讓團隊有機會證明

夢想不只是空想而已，激勵團隊夥伴碰撞出更

創新且更優質的商業模式及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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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風機發想：

歷經幾年下來的風機架設，我們發現要使

小風機普及化，「安裝簡便」絕對是個關鍵，

由於傳統風機在安裝上，必須透過專業人士和

重型機具的協助，形成高價昂貴的費用，導致

無法普及至一般民眾的生活裡；因此風機的建

設永遠只會停留在政府標案跟工程案，無法讓

廣大的消費者可以直接面對面接觸，然而再生

能源的使用，一直讓人詬病的是，它無法很穩

定的發電及所轉換的效率十分有限，造成普及

化的難度增高。所以近年在再生能源抬頭以及

政府提倡「在地發電、在地使用」微電網之

下，本團隊設想從風能出發，結合微電網給予

使用者自給自足的發電量，讓使用者能夠自行

架設及利用；可惜的是，本國國人對於再生能

源的涉入不夠，以至於對再生能源興致缺缺，

因此本團隊將此視野投放到用電不方便之地

區，以「解決用電」為誘因導入，不僅能解決

他們用電需求，還能提高綠色能源比率，並且

教育宣導「再生能源是降低煤炭與核能發電之

使用與汙染，而不是取代現在發電模式！」。

藉此破除想以綠色能源完全取代目前用電體系

的疑慮。

針對安裝架設上的不便利性，提出可以

讓一般消費者帶著走的概念，利用團隊專有技

術—『可攜帶式摺疊風機』，為了方便攜帶，

必須解決能源組件笨重以及組裝配件瑣碎等問

題；本團隊的攜帶式摺疊風機在設計上做了些

微改變，葉片採傘架結構設計，使葉片能夠因

摺疊使體積縮小化，而且葉片之組裝，只要簡

單幾個動作便可完成；除此之外，葉片扇面材

質以軟性材質裝配，不但能大量減輕每片葉片

旋轉時，所產生之離心力，提高周圍環境的安

全，避免風機失速時，葉片受離心力拉扯之危

險性外，更減輕不少重量，提升移動時之輕便

性，進而提升民眾的使用意願。

初期及安全性測試：

當概念提出時，我們就結合 3 D列印及

Maker動手做的精神，先將摺疊式葉片打樣測

試，而多數人對本團隊之風機之最大存疑為

「摺疊式風機是否可承受強風吹襲？」因此，

傳統風機 - 實際架設

系統系頂樓架設

歸仁航太實驗場架設風光互補路燈 系統系頂樓架設

航太系旁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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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年(2015) 8月蘇迪勒颱風來襲，本團隊

立即前往嘉義布袋做戶外測驗，如圖所示，風

速計顯示11.6m/s，約六級風的強度下，是可以

承受住的，除此之外，本團隊也時常利用平日

到臺南安平、七股，進行隨機試吹，而測試結

果，如預期的在平日海邊風速下，皆可以充

電，因此就開始進行下一步的優化設計。

產品設計及應用端：

「Light is Life」電在日常生活佔有一定角

色，在城市中一些戶外活動有時也不易找到用

電處，例如一些流動攤販更因流動性無法立即

用電，更遑論世界上仍有絕大區域的人口，他

們的生活是限電，甚至沒電，使民眾無法獲取

該有的生活及教育品質了。在偏遠鄉鎮由於處

在偏遠或後開發地區導致電網無法觸及，用電

更是大不便，這些處境除了台灣，在國外也同

樣存在，結合上述觀點，團隊開始著手設計相

關配件，並以下列六點為主要訴求，來達到一

人即可帶著走，並獨自安裝使用。

攜帶性：葉面收摺後，重量輕、空間小，

提高攜帶方便性。

摺疊性：葉片設計以雨傘骨架為架構，摺

疊方法簡易。

彈性電量：發電機採罐裝設計，依據用電

量時可彈性串接發電機。

安裝性：葉片架設上減少複雜性，可避免

花費過多時間於葉片之安裝上。

軟性扇葉：減輕旋轉所產生之離心力，提

高周圍環境安全。

認養制度：透過認養方式，提供民眾及企

業愛心傳播。

折疊式風機 - 初級測試

產品應用端：

在應用部分，因近年智慧手機人手一支，

加上近期又有精靈寶可夢(Pokemon GO)席捲全

球熱潮，大家第一聯想上就是應用在手機充電

部分，但其實它可應用的範圍其實很廣，以小

電源來說，LED、驅蚊超音波、攝影機等皆可

使用，另外還可提供遠端服務系統，增加其操

作方便性，甚至未來無線充電範圍加大的話，

都是本團隊之可攜式發電機可使其提高相對應

用範圍；此外風機搭配太陽能板，整合成獨立

型攜帶式風光互補式系統，藉由風光互補形式

提升發電穩定性，能夠隨時隨地架設發電，使

戶外性活動可以不受地點限制發電且用電，位

於偏遠地區也能克服地形障礙方便帶入，利用

微電網之概念，對於無法接觸市電的族群，本

團隊希望藉由此系統解決偏遠地區供電之瓶

頸，滿足其用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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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併網型電網不同的是：本團隊所

發展的是以獨立型態模式，移動性高，亦即將

發電系統所發出之電量存入鋰電池或電瓶，透

過電能管理系統，可套用不同規格之電壓，如

5V、12V、110V，用途較為廣泛，大幅解決用

電之問題。再者透過基金會、網路平台等，藉

由網路無遠弗屆之魅力及民眾之愛心，將獨立

型風光互補式發電系統傳遞至救災、偏遠地區

緊急用電之需求，利用個人及企業認養相關套

件機制，協助偏遠地區民眾建構風機等配套，

讓兩方可以體驗到企業社會責任及本團隊之用

心與服務。

LED照明設備：尤其在落後地區因電網不

普及造成晚上一片漆黑，

LED燈能夠協助照明，增

加晚上之活動量以及活動

上之安全性。

驅蚊超音波：在熱帶地區，不論是城市或鄉

鎮皆有令人頭疼的蚊蟲問題，

增設驅蚊超音波有效驅離蚊

子，且在鄉鎮偏遠區域更有驅

鼠、驅鳥之功效存在。

攝影機：類似於監視器，協助監控周邊環境。

遠端服務：將LED、驅蚊超音波、攝影機

控制按鈕安裝於手機APP中，

可透過手機上的遠端監控，將

操作之方便性大大提升。

競賽成果：

一路上的跌跌撞撞之下，捉襟見肘的經

費並沒有讓本團隊就此萌生退意，反而藉由每

次的提案中藉機推廣理念，在失敗中累積寶貴

經驗，更在每一位國內外專家口中吸收建議與

改善方向，提升團隊間與人的互動能力，並修

正內部的經營模式；尤其是今年戰國策競賽，

在眾多團隊競爭之下，團隊的理念在「社企組

學生組」獲得佳績，終於受到各領域業師的認

同與正向鼓勵；今年仍然有兩項競賽已入圍

決選，正等著我們去挑戰，也期許有一天，

Diauson的翻轉能源教育可以實現。

2016 國立臺南大學第一屆三創競賽 第一名

2016 臺南市政府創新創意競賽 冠軍

2016 東元科技國際創意競賽 佳作

2016 第十一屆戰國策社會企業學生組 第一名

2015 達梭系統(CATIA) ECO-DESIGN Top 1

2015 第六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銀牌獎

2015東元科技國際創意競賽 季軍

2014 東元科技國際創意競賽 創意獎

2014 第十屆戰國策創新創業組 入圍

2014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 Top 20

夢不難成真，怕的是都不做：

有夢最美、美夢成真，通常是每個人內

心所嚮往期待的，但為了築夢，到底有多少人

願意放棄現有的安逸而去踏上那充滿崎嶇道路

的夢？遙想高中時，在大學指考的唯一衝刺

目標便是成大了！可惜放榜後，卻只能在車站

月台望著成大操場嘆氣，獨自收拾失落的心情

搭車北上，遠赴基隆國立海洋大學就讀，但也

因為北上唸書，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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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樂團全都尬上一角，尤其是大二那年，

因對音響架設有興趣，更是透過報名與徵選進

入海大工程組，此組織除了幫每個社團架設幕

後的燈光音響外，在學校有重大活動時，就必

須支援；除此之外，我還擔任社團負責人，協

助該社團運作，想當然每天的生活重心絕對不

會在課業上，課能翹就翹、作業能抄就抄，學

業上幾乎呈現放棄狀態；這樣本末倒置的狀況

下，大二上學期面臨人生求學路上最慘的二一

及大二下學期還差點被退學的慘痛代價，而一

旦退學，就必須面臨兵役問題，因此在經歷過

慘不忍睹的學業窘境，那時候的我，不斷地自

我檢討及反省，指出自己的缺失在哪裡，努力

把它改進，並經歷一年的測試之後，在大三這

一年，我獲得獎學金，畢業時更榮獲為績優社

團負責人，這對我而言是一種無法比擬的鼓舞

外，更是讓我從谷底再度爬起來的動力。上天

給每個人的時間是一樣的，如何自我安排、規

劃及最後的執行，這是非常重要的！千萬不要

讓自己淪為只會喊口號，卻沒有實際作為的

人。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但今天不做的我，

明日必定會後悔，因此大二那一年，課業上的

缺頁，更是花了很多時間來補齊那段時期的不

足，也因此多繞了好幾年回到成大校園。假如

你問我會不會後悔，我會說：「還好有當時的

那些低潮、挫折及旁人的冷眼對待，促使我在

接下來的路上，不會因遇到困境、失敗而被打

擊或萌生退意，反而越挫越勇！」；有了之前

的轉念，在博士班的最後三年，同學們都在追

求期刊點數跟篇數的同時，我有感於再生能源

的發展不易，因此開始埋頭苦幹，有策略性地

往可攜帶式能源這領域在做推廣，並開始著手

設計及開發可攜帶式發電系統，未來更要進行

翻轉能源的教育，讓每位想接觸及感受再生能

源魅力的使用者，都可以盡情的體驗，發揮創

客（Maker）精神。希望在翻轉能源之外，還可

以翻轉我們現有的教育環境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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