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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有
誰
見
過
黑
色
竹
葉
？

陳
恒
安

The greatest threat to our planet is the belief that someone else will save it.

      Robert Swan

世世代代傳香火
	 	 羅大佑〈鹿港小鎮〉

據傳18-19世紀日本畫竹名家大窪詩佛 (kubo Shibutsu)曾受託創作一掛軸。畫家

展現精湛技藝，以一卷紅竹交付。委託人收到掛軸展開，驚嘆神妙畫技之餘，百

思不解畫家為何以紅色繪竹，後造訪藝術家，委婉問道：「大師，我十分感謝您

繪製了這掛軸，但失禮請教，您怎麼會用紅色顏料作畫？」藝術家回說：「好

吧，不然您想要什麼顏色？」「墨竹當然是黑色的」委託人脫口而出。藝術家再

次反問：「有誰曾見過黑色竹葉？」

藝術家所體察到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然？委託人所期待的又是什麼樣的風景？日

耳曼哲人歌德曾詠嘆七色彩虹，藉其變幻不定的姿影以喻人生，並對那湧出且無

法直視的神聖之光保持敬畏。《黃帝陰符經》也曾期勉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

行，盡矣！」雖然聖光隱於虹彩之間，大道藏形於天象之中，但我們如何能洞悉

系統動態，以面對21世紀關鍵的環境與生存議題？

在世紀難題之前，我們究竟能如何一步一腳印，攜手之進漸行？「觀點」269嘗

試從研究、產學、課程、推廣等面向，記錄成大人在永續事業上的努力。〈永續

環境實驗所〉的「創意自然在聊天中產生」，接地氣的大學垃圾處理廠，解決多

所大學因研究教學所產生出的，成分複雜的廢棄物。〈來自土壤，回歸土壤－利

用微生物分解農廢料〉與〈低耗能上方點火法量產菱殼炭—官田烏金〉，將植物

性廢棄物轉化為生物炭。正如環工系張祖恩老師所言：「沒有廢棄物，只有被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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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錯誤的資源。」〈「農牧共好與農綠共生」USR計畫友善農業的行動路徑與意義〉，

述說學校師生與地方居民共學共創的經歷。以學術實踐藏富於農，著實用心良苦。全

球暖化下〈最後的領地〉，則是工設系同學的桌遊創作。議題嚴肅，卻能寓教於樂。

「發現成大」呼應著永續議題。〈一冊一世界〉是圖書館這幾年傳承下來的系列活動。

疫情時期閱讀卡謬《鼠疫》，似乎是讀著一本上世紀所流傳下來的預言書，處處印證世

界上所發生的各種社會實驗，體檢著政府治理、社會信任、科學研發、情感聯繫的現

實。〈國際水質研究中心〉三管齊下，從水質、水資源管理與再利用，整體思考臺灣與

國際的水資源問題。〈文化創意城市－烹飪導向的食農教育〉強調「親手做」，以拉近

生產、消費、自然與健康生活之間的距離。

近年來展示成為流行，但我們該如何閱讀與理解策展人以空間與物件所展開的溝通邀

請？「榕園記事」將隨三位作者觀賞幾檔展覽。〈我們與獎的距離，「英才之路研究

篇：諾貝爾獎．學術風土」特展〉是成大博物館與名古屋大學合作的特展。展示的心思

似乎不在於彰顯獲獎榮光，而是孕育榮光的風土。名大平田義正博士研究室踏實又志向

遠大的三大教諭，震耳饋聾，引發諸多回響。中世紀封閉苑囿迴廊中庭若指涉天堂，那

麼成大醫學院〈愛的迴廊中庭〉是否能成為心靈探索與定思愛的真義之處？〈臺北停、

看、聽，記年末數展〉則是校友為成大人所寫的展示報導。然而當代藝術真的都是so 

what, who cares 嗎？就算如此，那麼藝術所反映的當代呢？就像竹葉究竟是什麼顏色，

我們在乎過嗎？我們真的願意凡事都只想說so what and who cares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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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新挑戰

校
長
的
話

對全世界來說，2020年都勢必將成為永遠難忘的一年，受到COVID-19新冠肺炎衝擊的世
界，人們的生活與環境也產生了長遠的質變。一路走來，從口罩國家隊，科學防疫，到智

慧醫療的全球鏈結，成大人的身影處處可見。

 面對危機，正是檢視一所大學的精神與價值的最佳時刻。正如防疫期間每一項決策都需
要臨危不亂，因應疫情變化，調整策略、當機立斷、全力以赴、全面負責。2020年1月31
日，成大領先全國宣布延後兩周開學，決策形成的當下，是要確立最終能讓所有境內外學

生安心返校上課。其中包括：以基本傳染流行病學的資訊進行專業評估，再盤點資源、完

成因應計畫。短短兩週，各級單位、各種面向的所有同仁各自備戰，在學期開始的第一時

間，將防疫行動在校園裡全面成功落實。

回想2020年初，我們因 必須在匆忙之際，快速面對境外返國的本地同學或即將入學的國
際新生的防疫準備，十分辛苦，可是從出入境控管、追蹤的角度而言，反而明確單純。今

年，則有許多不可控的因素，包括面對同學們寒假返鄉、遊走跨縣市的旅遊、在島內自由

移動、與親朋好友之間的聚會、接觸各種不同社群的機會，反而很難清楚每個學生的校外

軌跡是否紀錄完整。如何仔細掌握每一位教職員工生每天的活動紀錄、完整回饋到學校的

資訊系統，變成2021年全新的挑戰。

在「2020臺英高等教育網路會議」三天的會期中，我代表與台英雙方學者及政府人士討論
後疫情時代的高教政策，評估疫情對於教學及學習的影響，一同檢視當前國際高等教育面

臨的課題，以及如何透過教育科技維持教學的可能性，在疫情中開發遠距教學新策略，讓

學生克服疫情阻礙，繼續學習。早在疫情發生之前，全球已持續向教育科技投注了可觀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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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多年來，全球高等教育機構一直在省思如何改變教學模式、促進教育科技進步，讓

教學及學習雙方都能與時俱進。今年在疫情衝擊下，更凸顯出高品質遠距教學的重要性。

全球高教機構致力於開發新策略，以利遠距提供教學資源，並且有多數高教機構已將大部

分的面授課程轉型為線上授課。然而，注重現場實作經驗的課程，例如生物、化學實驗課

程以及醫療課程，在轉型為遠距化教學模式時自然遇到較大的困難。面臨困阻，並不是立

刻捨棄這些課程，而是努力尋找解方、加速技術突破，讓重視實作的課程也能夠在遠距授

課的平台中仍然充分發揮教學能量、確保學習效益。

過去，成功大學以知識為光，照亮世界，成為一所無私、令人尊敬的大學。面對艱鉅的時

代，大學更以長年儲蓄的文化力、科技力、和創新力發揮關鍵角色，並引領願景，一起在

知識的聖火中看見希望。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5

○●○○○○○



2020年10月～2020年11月校園大事記

 2020-10-06    成大與印尼天主教聖湯瑪斯大學合辦第十三屆國際印尼論壇
成功大學於8月24日至26日辦理第十三屆國際印尼論壇。此次主題《核心與邊緣：印尼資源之發展與永續

管理》，研討會首度由臺灣國立成功大學、印尼天主教聖湯瑪斯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Saint	Thomas	

in	Indonesia）與國際印尼論壇，跨國聯合舉辦。

2020-10-07    成大舉辦2020傳統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傳統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7日、8日一連兩天在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109年除了傳統表演

藝術外，增加美術、建築主題，吸引社會大眾對傳統藝術的重視。

2020-10-12    Google東亞獎學金 臺灣學生首次獲獎 成大資工博士生獲選 
Google東亞獎學金(	Google	 PhD	 Fellowship	 Program	 )首次來臺，成

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學生蔡昀展從臺灣、香港、韓國以及

日本4國頂尖學生中脫穎而出，獲得一年一萬美元（約新台幣30萬

元）獎學金。Google將派導師指導，協助蔡昀展建立業界人脈，持

續深入研究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領域。

10月O
ctober

成大與印度藥廠攜手開發新藥　預防癌症並治療阿茲海默症。

圖文資料來源\成大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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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0    福衛七號掩星觀測 成大研究團隊有重大發現 
成大研究團隊藉由福衛七號掩星觀測全球電離層，研究發現極為罕見之南極平流層暖變。福衛七號觀測提

升了太空環境監測，未來將可更準確得知近地面天氣對於導航、通訊的影響，成大著實扮演重要角色。

成大與印度藥廠攜手開發新藥　預防癌症並治療阿茲海默症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張南山，發現的「Z小分子蛋白」，與印度製藥公司Lazuline	

Biotech於今年九月初達成合作協議，攜手開發疫苗等相關研究，冀望能達成早期預防癌症與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的臨床研究。

2020-10-14    成大馬來西亞海外基地線上論壇　穿越死亡之谷：醫療器材創新契機 
成功大學馬來西亞海外基地10月1日舉辦「穿越死亡之谷：醫療器材創新契機」線上論壇。

專利、技術融資媒合會　校園首站成功大學
12日在成功大學未來館舉行「連結科技與資金之產學研金橋接會」，現場共有16家銀行與近30家新創企

業進行媒合，期以智慧財產融資實現技術價值，透過「技術、專利」等無形的智慧資產融資，協助新創團

隊或中小企業的升級。

2020-10-16    諾貝爾獎國際交流特展　拉近學術研究與生活日常的距離 
「英才之路研究篇：諾貝爾獎．學術風土」特展，自2020年9月22日起至2021年2月21日於成大博物館展出。

福衛七號掩星觀測	成大研究團隊有重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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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1    2020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　成大學生奪銀獎
教育部「2020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成大學生奪全國銀牌獎。成功大學能源工程國際學

位學程碩士生胡博譯、大四學生張家瑜、陳翊筑、王則皓等４位同學組隊，從20支隊伍中脫穎而出。

水庫水質前瞻治理監測　無人機水質採樣及污水除磷回收
成功大學受環保署委託，參與開發創新前瞻水質治理與監測技術，21日在高雄澄清湖水庫舉辦「無人機

水質採樣及生活污水電解除磷技術」成果發表討論會。

2020-10-22    成大舉辦永續創新基礎設施國際研討會 展望未來20年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舉辦「永續創新基礎設施國際研討會」，結合鋪面工程、軌道領域兩大臺灣運輸系

統重要技術。

2020-10-26    推動自駕車與高精地圖發展　成大舉辦國際研討會 
「2020自駕車高精地圖布建與導航安全實證國際研討會」10月26日在臺北舉行，跨界整合，共創未來智

能移動的世界。

水庫水質前瞻治理監測　無人機水質採樣及污水除磷回收。

成大舉辦永續創新基礎設施國際研討會	展望未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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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020年11月校園大事記

2020-11-06    成大新創週技術媒合　跨域研發對接產業
2020成功大學圓夢嘉年華新創週11月6日至7日在成大未來館與館前廣場登場，活動現場將有80組成大技

術與新創團隊，展示技術成果及研發能量。

先進半導體未來發展趨勢 業界權威成大開講
成材產業論壇11月6日下午登場，分享IC設計、封裝、製程以及設備等半導體產業鏈的未來發展趨勢。

成大國際線上遠距學術研討會　校長Uber Eats千里送餐
成功大學6日舉辦「SDG6潔淨用水永續發展研討會」，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改採線上視訊方式，邀集臺

灣、美國、澳洲、菲律賓、印尼等國的學者專家一起研討，成大透過線上平台，叫Uber	Eats送蛋糕點心給

海外學者專家，讓大家可以一起享用。

2020-11-03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　七位學者獲獎
成功大學「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頒獎典禮，

11月3日在歷史文物館舉行。

2020-11-04    109年全大運　成大獎牌統計
109年全大運成大榮獲10金2銀11銅。

2020-11-05    用美學參與醫療照護　國際品牌卓彥廷贈頭巾予成大癌症中心
成大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卓彥廷，近日其同名品牌「YEN	TING	CHO」帶領成大設計學院學生設

計製作10款不同圖樣的頭巾，並捐贈30條予成大醫院癌症中心。

11月N
ovem

ber

109年全大運　成大獎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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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6    成大新創週技術媒合　跨域研發對接產業
2020成功大學圓夢嘉年華新創週11月6日至7日在成大未來館與館前廣場登場，活動現場將有80組成大技

術與新創團隊，展示技術成果及研發能量。

先進半導體未來發展趨勢 業界權威成大開講
成材產業論壇11月6日下午登場，分享IC設計、封裝、製程以及設備等半導體產業鏈的未來發展趨勢。

成大國際線上遠距學術研討會　校長Uber Eats千里送餐
成功大學6日舉辦「SDG6潔淨用水永續發展研討會」，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改採線上視訊方式，邀集臺

灣、美國、澳洲、菲律賓、印尼等國的學者專家一起研討，成大透過線上平台，叫Uber	Eats送蛋糕點心給

海外學者專家，讓大家可以一起享用。

先進半導體未來發展趨勢	

業界權威成大開講。

成大推廣環保外送　循環

容器自助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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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9    成大推廣環保外送　循環容器自助歸還
為減少使用免洗餐具，鼓勵外送平台使用可回收清洗再利用之循環容器。行政院環保署與臺南市環保局攜

手，與外送平台foodpanda及循環容器供應商「好盒器」合作，於成功大學、臺南市中西區、東區及北區

等地設置環保外送循環容器自助歸還站。

2020-11-11    成大集結產學研　臺灣蘭花要打世界盃
成功大學蘭花研發中心與科技部補助農業生技分析與促進辦公室合作，舉辦「蘭花前瞻育種及國際產銷佈

局研討會」，集結產、學、研各界之力，提升臺灣蘭花產業國際競爭力與永續經營的能力。

2020-11-13    科技部AI生醫跨域創新2020年度成果展　在高雄展覽館熱鬧登場
「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AI生醫跨域創新成果展於高雄展覽館登場。聚焦智慧醫療、智

慧照護、智慧養殖及人文倫理，共4大研究領域13組研究計畫亮眼成果。

科技部AI生醫跨域創新2020年度成果展　在高雄展覽館熱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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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6    成大海外週線上高教論壇　展開國際共研
成功大學海外基地11月16日至20日舉辦「成大海外週線上高教論壇」，透過近年來設立在馬來西亞、泰

國及越南的海外科研基地，強化與當地的鏈結，面對疫情影響，依然順利推動跨國共同科學研究計畫。

2020-11-17    成大研究情侶購物時大腦變化　登國際頂尖期刊
成大透過跨系所整合型計畫，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技術，看見情侶購物時的大腦活動。研究結果發表在

頂尖國際期刊Nature的子期刊Scientific	Reports。研究團隊也將這項實驗數據免費公開在網路上，龔俊嘉

教授主張開放性科學的精神，也鼓勵學生抱持著懷疑及批判的精神，檢視各樣的研究成果。

2020-11-18    活化器材享運動　成大人機互動創新長照服務體驗
成功大學副校長蘇芳慶主持的高齡科技照護團隊，用數位化技術將健身運動變成有趣的團體遊戲，透過

遊戲增加長者使用健身器材的動機，活化器材的使用率。

2020-11-19    成大教授陳維新、張嘉修、張泰榕蟬連2020高被引學者
科睿唯安2020「高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於臺灣時間11月19日公佈，國立成功大學共有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陳維新、化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張嘉修以及物理學系副教授張泰榕接續2019

年紀錄再度蟬聯，其中航太系特聘教授陳維新連續5年入圍。

2020-11-14    創新產學合作南方躍起　國巨成大共研雙基地啟用
國立成功大學與全球被動元件大廠國巨集團成立「國巨成大共研中心」，採用產學雙方互設共研基地，

11月14日下午臺南成大自強校區、國巨高雄楠梓區兩地雙邊實體基地透過視訊連線揭牌。

創新產學合作南方躍起　國巨成大共研雙基地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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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3    成大109年第1學期「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打造校園支持網絡
國立成功大學11月23日舉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邀請370位各系所導師與業務承辦人參與

座談與聆聽專題演講，關懷學生輔導事務，凝聚正能量，共同打造校園支持網絡。

2020-11-25    成大獲2020國家永續發展獎
國立成功大學榮獲2020國家永續發展獎，11月25日接受行政院頒獎表揚。成大展現近年來推動永續發

展在地化及生活化的卓越成果，具體實踐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透過跨域合作，建立校

園永續共識。

2020-11-24    成大設計愛心智慧站牌　公路公共運輸規劃奪佳績
成大心理系教授楊政達帶領跨域團隊「Stop!Bus!」參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舉辦的「2020年公路公共運輸

規劃競賽」，勇奪社會組第二名。團隊發揮社會責任，以臺南客運為例，發揮專業從不同的角度出發，

解決弱勢團體乘車痛點，改善公共運輸使用平權問題。

成大海外週圓滿落幕　線上論壇鏈結國際
成功大學海外基地11月16日至20日舉辦2020	NCKU	Overseas	Week成大海外週，今年首度以線上視訊方

式進行各項活動。

成大109年第1學期「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打造校園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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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黃意晴    攝影\曹沛雯

天然資源在人類過度使用中逐漸枯竭，加上商業模式的變革，產品生命

週期縮短造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地球面臨更嚴峻的挑戰，除了資源稀

缺的問題外，如何運用產線的副產物也是關鍵，全面向的永續性規劃儼

然是當下國際性的重要課題，因此有一群人在成大共同努力研發優化現

有技術，逐步踏實邁向永續生活。

全臺唯一在大學裡的垃圾處理廠？ 
為什麼校園需要資源回收廠？直接委託外面廠商處理垃圾不就好了嗎？

黃良銘所長回答道：「有害事業廢棄物需要特殊操作許可證才能進行處

理，在成立之前各大院校實驗室的廢液都是各自送到民間廠商，但是因

為量少，所以價格昂貴且實驗室的廢液成份相較複雜，有相應技術的廠

商不多，因此教育部協助成立此所。」目前永續環境實驗所唯一由環保

署與教育部共同給予的操作許可外，每年處理超過九成大專院校與中研

院等的實驗室廢棄液體以及相關醫學院的廢棄物，如手套、實驗用的培

養皿等，一年處理約莫1000噸。

許一個永續生活 
—永續環境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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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黃意晴    攝影\曹沛雯

永續環境實驗所發展項目與重點
成大的安南校區佔地70多公頃，早期因為是
曬鹽場，土質惡劣且低窪，被規劃作為綠色

生態等多功能使用，希望翻轉惡土印象，永

續環境實驗所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已經在資源永續累積十六年經驗，實驗所著

重在四大面向：焚化、重金屬、水資源、環

境資源，投入檢測以及研究能量，引用鳳山

溪的再生水，進行殘渣處理、再生磚製作等

多項研發，近期投資一億元用於提昇整體

廢液回收技術，與水利署、環保署進行產

業合作。

永續的挑戰
很多人普遍概念認為現在的污染是基於技術

層面的不足，但是所長告訴我們，永續是每

個生產環節的緊緊相扣，連結製造商、消費

者與回收商，因此法律、政治、教育、心理

等層面都需要妥當思考。當廢棄物要變成產

品 除了考量材料特性是否可以滿足的產品的
功能外，也需要衡量對於環境的友善程度。

以永續環境實驗所為例，在經費補助方向是

採取逐年遞減，因此實驗所本身運營的經費

大部分需要自籌，而其中佔最大收益比的不

是檢測項目，反而是資源處理類，因此實驗

所研究性質項目配比就會區分三大塊：尖端

研究、服務性研究、以及產學研究，持續維

持實驗所的運營。負責檢測的盧幸成老師提

到：「實驗所屬於一級單位中心，在檢測方

面如認證農產品的農藥殘留的濃度等，就是

產學服務，也回應社會需求做出快檢等服

務，都是屬於社會責任的一環。」實驗所除

了原有技術的優化以外，也會針對高風險或

優先產業清單進行預測研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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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處理也有時間壓迫性，張志平老師解釋道：「根據法規運來的

廢液處理，在實驗室生產端與處理端皆有三十天的管理或處理期

限，因此一天最多限量20噸，整條處理流程皆有設有如同產銷履歷
的管控並備有攝影機監視，現在每台運送車都有配備GPS設備以防止
類似AB車進行偷倒事件。」

我們應該怎麼面對廢棄物？
大眾面對廢棄物的態度，如果永遠處於畏懼狀態，並無法改變廢棄

物淹沒地球的事實，經濟發展的結果，人類享受到科技化的紅利，

而這個紅利就會伴隨負面效應，若沒有積極正向的態度去理解、妥

善運用，廢棄物永遠不會變成資源。

正常在評估副產物的過程，會看物質的成份與物理、化學、生物的

特性，評估是否是會隨時間變化溶出、移動、轉化、分解等，根據

臺灣的法規，會透過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判定這個物質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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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對環境友善，也就是所謂的「環境相容性」。使

設計者、民眾瞭解就是副產物的差異，使用在正確

的用途上就蔚為關鍵。

以煉鋼的副產物為例，物質淬煉時，會加礦物、金

屬、硫石等，經過高溫變成底渣，可以分別由鐵

礦、廢鐵煉出爐石、與爐碴，注意爐「碴」因為是

高硬度的，因此爐「渣」為錯誤使用方法。爐碴與

爐石的種類也有很多種，差別在不同的降溫方式，

如水淬、氣冷而形成，其中爐石粉可以提升混泥土

的強度以及耐久性，101大樓與85大樓等工程重點
工程中都有用到爐石粉。「痘痘屋」是最常見的誤

用方式，誤用遇水有膨脹特性的還原碴，取代原先

可以增添耐久性的爐石粉，使表面膨脹產生爆點剝

落的情形，像是之前松菸的文創大樓以及台江大道

皆是誤用案例，因此看見副產物優勢並轉型，是現

代人需要具備的能力，像是這些爐碴與爐石都是經

過高溫處理的物質，代表有能耐高溫、很堅固的特

性，是不是有機會改質混合建材製作出防火材料，

就會是很好的思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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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廢棄物除了需要心態上的調適外，也要了解廢

棄物的處理過程，依照「廢棄物清理法」，企業無

論是在公有或是私有土地掩埋廢棄物以及無論有毒

與否，都是違反法規，因為名義上已屬於事業廢棄

物，需要特別管理，並且環保署有規定只有特殊幾

項可以自行送交其他廠商處理利用，其它再利用的

功能變更，依照「經濟部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

及規範」都需要經過申請，因為大部分廠家產出的

含有物有差異，統一管理才能達到永續。

給未來想朝這方向走的學子建議
臺灣在環保是有目共睹的，成大作為社會穩定且堅

持的力量，持續推動永續生活。

所長鼓勵本科系的學子訓練以多面向的看待事物，

每件事情的本體都並非黑即白的單線方式，盧老師

以農藥檢測為補充，指出環工系看檢測注重的是

毒物的移動性與溶出性，而農業則是在乎毒物的總

量，因此多方涉略是養成永續方法的利器，光是環

保就牽扯到化學、土木、資源工程、材料等，更

進一步談到整個循環運作還需有經濟牽涉其中，若

無以大架構的形式中和思考易流於傳統單向生產模

式。此外，所長也鼓勵學子多「接地氣」，研究領

域如果能夠與臺灣目前發生現況結合是較好的因

素，臺灣的環境問題，臺灣需要自己解決，因為每

個國家在面臨不同環境問題方向雖是略同，但經歷

到處理層面就需要有更多考慮細節，每個國家的經

濟發展脈絡所產生的副產物差異甚大，國外的處理

經驗無法直接複製使用，需要調整比例分配處理的

能量，解讀每份數據背後的成因以及研究的立場，

發現研究本身的盲點，多與不同領域背景的人深

聊，打開自己，打開既有的成見，許多創意突破就

是自然在聊天中產生。

很多人誤會在環保中找尋經濟利益，就必須佔有市

場最低價優勢，但是以產品特殊功能或是分散風險

惡劣環境的風險，都會是接下來永續產品最主要的

賣點。引述環工系張祖恩老師最常講的話：「沒有

廢棄物，只有被棄置錯誤的資源。」我們對資源的

理解，能夠像是人才培育般，因「材」施教，永續

生活就離我們不遠了，不用顧慮是否第一發的投

球，是否落在環保的好球帶，而是擔心要我們從未

開始踏出第一步，就在閱讀本文的此刻起，我們一

起行動，一起永續生活！

▼  文章部分專業資料引用自：中聯資源https://www.chc.com.tw/sour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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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土壤，回歸土壤

—利用微生物分解農廢料
生命科學系\蔣鎮宇

農業是國家國力的根本，人類自1960年代經歷了
綠色革命，將農業的產量大幅的提升而養活了更多

的地球人口，如果當年寫人口論的馬爾薩斯再世，

必定會對地球承載這麼龐大的人口而咋舌，更對所

謂「生物資源是有限」的說法加以修飾。然而，即

使到了二十一世紀，農業在糧食提供的功能及使命

上，並未因為全球化或電子資訊的發達而有轉變，

唯一不同的是，現在的農業不再只是單純的日出而

做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而是必須鏈結社會、經濟

及環境多面向的複雜機制。全球的農業有5兆美元的
價值，代表的是全球消費的10%，以及40%的工作
機會，這個看似影響人類經濟深遠的產業，在先進

國家的經濟結構中卻是微不足道，這樣的現況隨著

氣候的變遷、人口的成長及食品安全的需求，整體

產業已經開始被迫尋求更高農業產出的創新方式。

其中因為氣候變遷，越來越高的地球年均溫讓授粉

的昆蟲北遷(北半球)、病蟲害加劇(尤其受到全球化
的推波助瀾)，而造成農產品減產，甚至現代農業越
來越倚重農藥及殺蟲劑，這樣的連鎖反應讓我們居

住的環境越來越趨劣化，已經直接衝擊到人類的生

存。很顯然，數位化科技將漸漸取代傳統的農業，

過去幾年農業專家提出許多創新的概念，包括「生

態農業」、「漁菜共生」、「垂直農業」乃至「精

準農業」，概念及核心技術或有不同，然而目標的

設定卻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讓新農業生產出更有產

值及安全健康的農產品，面對的問題也幾乎是一致

圖五：綠金蘆萃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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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就是全球暖化、水資源的分配不均、病害的

肆虐、過多的化肥及農藥的使用及農業廢棄物處

理，農業廢棄物可以分為汙染所造成廢棄物(汙染的
農作物及土地)及農業行為的廢棄物(枯枝、落葉、果
皮等)，如何處理和再生農業廢棄物是發展永續農業
的一大難題。

環境的微生物似乎無所不在，這是許多人對微生物

的既定印象，無論在嚴寒永凍的南極以及喜馬拉雅

山、在高濃度的橙劑污染的越南土地、或是高溫的

溫泉及海底湧泉、乃至車諾比核子外洩污染的土地

上，都有它們的芳蹤。主要的原因在於微生物代表

的是看不見的生物世界，然而即使孢子可以快速地

在風中水中傳播，細菌跟所謂高等的動植物沒有兩

樣，有它的地域性，在環境梯度上呈現不同的分布

模式，其中環境的逆境，包括高溫、暴冷、污染物

(一如輻射物、油污)等，對於多數的細菌而言都是生
長與繁殖的限制因子，面臨的即是適應上的問題。

這個看不見生物擁有高度多樣性，也因此環境微生

物代表的是生物除汙的寶庫，逆境下微生物利用不

同的生理代謝機制及策略，阻隔或降解這些有毒的

物質，讓細胞免於毒害，許多的研究鑑定出許多相

關的代謝路徑上的基因，也獲得實驗的證實。隨著

圖一：油汙土壤資料庫部分資料

基因體科技的發展以及大數據分析的長足進步，對

於微生物在極端環境下生存、適應乃至種化，又讓

學者重新燃起了學術的興趣以及尋找解決極端環境

的土地或降解污染源的有用微生物的產業商機。

但對於環境微生物以及生物體共生微生物與致病微

生物相的解析，往往須仰賴菌種的培養加以鑑定，

但生物學者發現有高達95%-99%的種類並無法以
一般方式培養，而培養出的菌種是否有具有功能也

無法立刻得知，隨著基因體技術的純熟，意味著過

往對環境微生物生態學的研究，尤其是所謂”優勢

種”的探討有不少來自技術的誤差。隨著次世代定

序技術的進步，對於環境微生物的解析已經不再

仰賴菌種的培養，利用生物條碼的擴增，環境微

生物組成即可透過大量的定序被大規模的鑑定出

來，物種的相對豐度也可以被一一解析，仰賴微生

物學累積的知識，得以進一步鑑定所謂的有益菌

乃致病原菌，以及伴隨的微生物種類，甚而依據

其生理生化特性分離及培養出所欲的菌種。整體

基因體(metagenomics)分析的長足進步，提供了
生物學者探討特殊生態系微生物組成的分析工具，

同時也是讓微生物科技能加速產業化的利器。然而

metagenomics的分析結果(圖一)屬於商業機密，即
使在Genebank 資訊分享的時代，有產業價值的微生
物種類及相關分析也必須自己獲得與建構，屬於兵

家必爭的領域。

臺灣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創造產業奇蹟，但也同時
將大量的農地轉換成工業用地。50年過去了，臺灣
也擠入了已開發國家之列，與日、韓、香港、新加

坡齊名，然而回顧這一段經濟發展史，臺灣付出的

是整個社會國家的代價，用土地與國民的健康換到

了大額的外匯。臺灣從傳統農業導向的社會轉型邁

入現今的工商業導向的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高度汚

染的石化工業亦快速發展，進而葬送了美麗的大自

然環境，使得臺灣生態保育面臨巨大的浩劫，其中

包含學甲的廢爐渣、RCA的污染事件、中石化臺南
四草戴奧辛及汞汙染，此外像高雄煉油廠、臺北七

股調車場、墾丁及龍洞則是油汙外洩的汙染事件。

這些環境汙染事件對農業都有極大影響，除了農作

物須要完全銷毀外，在汙染尚未去除前，土地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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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次利用。面對環境的污染，遷移能力高的動物

(如人類、鳥類等)可以選擇遷徙來趨避有毒的污染來
源，但對於遷移能力低的生物(如蚯蚓、微生物、植
物等)便無法逃離，只能以自生能力絕域求生。

現今環保法規的規範，污染土地必須就地整治，並

禁止化學淋洗及排放入河川或海域，如何將受汚染

的土地復原成乾淨土地是目前相當困難的挑戰。目

前污染物的主流處理方法為物理性(客土稀釋、汙
染物吸附 )或化學性 (化學物質溶解，高溫焚毀 )方
法。這些傳統的整治方法雖然治理效果較好且歷時

短，但也有許多缺陷，如成本高，難於管理，易造

成二次汚染以及對環境擾動大等缺點。近年來聯合

國推行永續發展目標  (  SDGs )，除汙界開始發展

生物復育法相關技術，特別在微生物製劑相關研究

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目前微生物處理的污染主要為

有機化合物(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TPH）、原油、戴奧辛等)，利用多
種微生物強大耐受性及多樣化的代謝路徑來快速分

解各式有機化合物。蔣鎮宇教授團隊以總基因體技

術分析油汙染土菌相，並以自有資料庫比對後成功

開發出2組不同的製劑，能有效在1個月內將土壤中
濃度16000 ppm的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下降到法定標
準的1000 ppm，2個月可降低到300 – 500 ppm，相
較對照組(水處理和不處理)都有顯著性差異(圖二)。
另外與市面上除汙相關技術相比也毫不遜色(圖六)，
由此顯示團隊所開發的微生物製劑具有商業化的價

值，也讓臺灣的生物復育法出現全新的道路。

C10-C40

C6-C40

5000

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油污各項處理1個月

原始濃度 對照組 水處理 A菌處理 B菌處理

圖二：以製劑處理油汙土壤1個月

22

來自土壤，回歸土壤─利用微生物分解農廢料



圖三：蘆筍修剪後枝條 圖四：快速堆肥轉換系統及成品

汙染所造成的農業廢棄物相對較為罕見，但農業行

為所造成的農業廢棄物卻是每年農民都需面對的問

題，最常見的便是每年6月份和11月份行經嘉南平原
時，除了隨風飄揚的金黃的稻穗外，農地上一綑綑

的稻稈也吸引許多人的目光，除了堆疊成裝置藝術

外幾乎毫無用處；咖啡、柚子、龍眼等果樹類樹種

需要定期修枝，每年都有上百噸的枝條等待處理，

更別提遭到天災破壞掉落的果實也都是農業的廢棄

物；以將軍區蘆筍為例，因上市要求所有蘆筍需長

度一致，因此採收後必須裁切成相同尺寸，剩下的

部分便成為農業廢棄物；另外如木材或竹材加工所

剩下的粉末和碎料也都是農業廢棄物。這些農業廢

棄物的現行處理方式可分為3大類，分別為燃燒、掩
埋跟垃圾丟棄，但這3種方法都有很大的缺點。燃燒
方法在早年最常被使用，但是燃燒時產生的大量臭

味、二氧化碳及PM 2.5隨著季風飄散於大氣之中，
造成嚴重的空氣汙染，近年來由於環保法規的修

訂，燃燒法已不被容許在田野之間；掩埋法則是目

前農民最常使用的方法，農民將農業廢棄物先放置

於田間乾燥(圖三)，之後在耕作時一同掩埋到土中，
雖然能減少污染，但在缺乏微生物的協助下，除非

有足夠的休耕，未分解完全的廢棄物反而成為下一

季作物生長的障礙，對於農業廢棄物的處理只是杯

水車薪；另外也有農民將農業廢棄物做為一般垃圾

丟棄，被蟲蛀的果物或修剪的樹枝打包當作垃圾送

進焚化爐，但這些帶有水氣的廢棄物很明顯地會縮

短焚化爐的壽命，也會增加額外的二氧化碳排放。

農業廢棄物的問題是影響臺灣農業走向永續農業的

重要里程碑，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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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我們的團隊與新光綠寶合作，針對農業

廢棄物處理開發出的快速高溫裂解生物炭器材，並

依據總基因體的資料庫共同開發出微生物製劑，製

劑中含有多種植物益生菌，除了可用來強化植物根

部外，針對難以分解的纖維素加速分解，在7小時
內快速農業廢棄物轉化成生物碳堆肥(圖四)。這樣
的技術能將各式農業廢棄物轉化為生物炭，如廚餘

(果皮、爛掉葉菜類)、植株類(枯枝落葉、修剪後的
枝條)和廢材(碎木、木粉、竹粉)。部分的農業廢棄
物是具有高營養或具有產業價值，如柚子皮的豐富

精油、蘆筍下腳料的多醣體等。針對這類農業廢棄

物，計畫團隊將有價值的部分先行萃取，之後可直

接利用或搭配微生物發酵來製作商品販賣(圖五)，萃

圖六：現行油汙處理方式與團隊開發法比較

取後的殘留部分則回歸微生物堆肥製作。本項技術

將農業廢棄物中的碳固定後再次回歸於大地，除了

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時也開啟農業廢棄物處

裡的新章，計畫團隊在安定場域建立示範基地，除

了協助農民處理多樣化的農業廢棄物外，也不定時舉

辦青農共學課程讓農民親身體驗農業廢棄物的處理。

國際上永續農業已經不再只是口號，而是一股鋪天

蓋地而來的潮流，而臺灣的農業也開始逐漸轉型，

微生物的重要性也逐漸被重視，不僅僅是在種植的

技術上，甚至連農業廢棄物的再利用都是環境永續

的一環，計畫團隊藉由團隊開發的多項技術能讓臺

灣的農業廢棄物處理符合永續農業的理念，讓自然

農業在臺灣能永續發展。

方法 開挖處理法 現地化學氧化法 空氣注入法 本團隊方法

處理時間
1天 ~數月（視面積及
深度，不含土壤處理）

處理時間較快，需要反應

時間較短
1~3年 1~2個月

處理後物質 受污染土壤 視使用之化學藥劑而定 無 無害無機物質

處理成本
1.5萬元 /噸（不含土壤
處理及再利用）

包括機械設備購置、開挖

搬運、化學加藥、操作維

修及採樣分析。成本視個

案狀況而變動

700~1,750元 /噸 3,000元 /噸

處理場域
現地挖除（移除土壤須

離地處理）
現地處理 現地處理 現地處理

後續污染物
視受污染土壤處理方式

而定

逸散氣體、氧化劑、地下

水酸化、沈澱性固體阻塞

土壤層顆粒間隙等

尾氣排放污染物類選擇

設置適當之空氣污染防

制設備並定期更換活性

炭等耗材

無

處理後果
加，可完全挖除（但挖

除之土讓需另外處理）

佳。但須考量土讓與氧化

劑的反應性。

佳，但尾氣預進行廢氣

處理

佳，殘留量為法定值

的 30%(牽涉成本 )

其他需求 氣體處理設備
微生物培養槽，水泥

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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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是現今全世界重視的經濟發展模式，將廢棄資材轉換

為再生資源是走向循環經濟的時代重要的一環。臺灣有非常

豐富的農產品，而在產出農產品的同時，也伴隨著製造出大量

農業廢棄資材。臺灣每年的農業生產會產生大量的農業廢棄資

材約有幾十萬噸以上之規模。對於不易處理的農業廢棄資材的

再利用，一直是國內農業及能源單位長期關注的議題，目的就

是希望能將農業廢棄資材轉換成為高循環經濟的產品或能源，

大量在現地的農業廢棄資材，一直都是農民非常困擾的問題。

由化學組成而言，植物中含有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及灰

份，其中木質素成碳率較高，碳的品質近似石墨。就生物炭料

源的選擇既是以木質素含量高的農業資材（例如：木頭、菱角

殼、蓮子殼、花生殼、竹子⋯），而農業廢棄資材當中以木質

素含量之資材量佔最大宗，卻因為木質素高的廢棄資材因分解

速率慢，不易成為堆肥的原料，也因此在後續的處理上只能成

為燃料。但是直接燃燒這類農業廢棄資材往往會造成空氣污

染，及PM 2.5濃度的增加，發展出一套有效的處理方法及價
值提昇的程序，才能建立出農業廢棄物的循環經濟。

近年來將農業廢棄資材經過高溫處理轉成生物炭(Biochar)的
研究和應用相當受到重視，主要是生物炭大多是是穩定的碳

石墨結構，可達到固碳的效果。生物炭的製造原理其實相當簡

單，只要在氧氣缺乏的高溫狀態下，含有木質素的生物資材即

可被轉成生物炭。從化學的結構而言，生物炭是具有高含量的

芳香族結構(aromatic structure)，以及低的氫/碳比(H/C)和大
比表面積(surface area)。為了達到生物資材的碳化效果，高溫
加熱是必須的過程，由於高溫反應會引起許多的化學反應發

生，因此生物炭的生成也伴隨著其它副產物(例如: 醋液和可燃
氣體)的產出，而如何建構一套適合的生物炭製造系統，有許
多因素需要考量。生物炭的設備建構有幾項重要的準則值得討

論。(1)能量的來源；(2)原料組成；(3)副產物的生成量與處理
方式；(4)設備機動性；(5)操作安全性；(6)建構成本及生物炭
製造成本。從環境保護的觀點，生物炭的製作是基於能在“負

碳”的條件下達成，因此都需在愈低電能和石化燃料使用量，

且不產生有毒的化學物質的條件下，才能真正建構出更具有永

續發展的潛力的生物炭量產設備。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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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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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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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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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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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官田區為臺灣最大菱角產

地，年產量6,800公噸，為地方重
要經濟作物，但每年亦同時產出

大於3,700公噸之菱角殼。菱角殼
因木質素成分高不易分解，通常

分解需要(1-2)年的時間，難用一
般堆肥方式處理。當地農民常用

露天燃燒的不適當方法將殼角殼

去化，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空氣

汙染，也容易造成公共危險。但

是從科學的角度來看，菱角殼的

木質素成分高，反而是一適合做

為生物炭(Biochar)的農業廢棄資
材。在2015年底，官田區公所顏
能通區長結合區公所員工，開始

從事菱殼生物炭(簡稱：菱殼炭 )
的製造研發。個人在五年多前亦

圖	1.	(A)菱殼炭碳化爐照片	(B)上方點火法原理示意圖。

A B

投入協助官田區處理菱角殼的事

務，與官田區區長及職員共同研

發出一套製造菱殼炭的碳化系統

(圖 1A)。此套碳化系統是“上方
點火”的方式，高溫低氧的上方

點火法(Top Lit Updraft, TLUD)
可將菱角殼製成菱殼炭，此製程

的產率約為20 wt.% (相對於乾燥
後的菱角殼) (圖 1B))。

而菱殼炭的製造過程中，空氣汙

染的問題是最需要重視，燃燒碳

化菱角殼過程中一氧化碳 ( C O )
排放量是燃燒完全與否的重要指

標，為了要達到符合環保排放標

準的燃燒狀況，在煙囪半徑與管

長，及燃燒桶底部和上緣部打的

洞數以及大小，都需要仔細調整

最佳參數，研究團隊花了相當長

的時間，才找到最佳化的燃燒設

備，目前已申請專利保護中。從

一氧化碳偵測器量測數值顯示，

除了在初期點火及最後灑水滅火

的階段，一氧化碳濃度有超高的

現象發生之外，在燃燒過程中其

濃度皆只有在數十ppm範圍內，
此低濃度的一氧化碳排放量是合

乎環保標準，再者為避免所衍生

空氣汙染的問題發生，此套碳化

設備結合抽氣過濾系統，可將產

生的碳粒粉塵吸附並排掉污染氣

體，以達到安全環保的菱殼炭生產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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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方點火”的燃燒方式

除了可以製作菱殼炭以外，其

它農業廢棄資材(例如: 雜木，竹
子)的生物炭也可以在適當的設
備改良下，就個人的研究經驗，

製作過程中會產生的懸浮微粒

（PM2.5），而生成的懸浮微粒
濃度會受到三個主要因素影響：

1.  廢棄資材中的水份，水份高
會降低燃燒溫度並且亦損耗

燃燒的熱質，而導致燃燒不

完全，造成懸浮微粒濃度的

提升。農業廢棄資材中皆含

有水分，水分含量愈高在燃

燒過程中愈會造成燃燒不完

全，並且產生煙霧。因此適

當的乾燥程序將資材的水分

降低到適當的程度是必要

的。（水的蒸發熱及比熱皆

大，需要大量熱源將其揮發）

2 .  廢棄資材中的灰份（無機
物），灰份組成當中又以不

具助燃效果的氧化矽成份，

最易造成燃燒不完全的現

象。而禾本科植物（稻米）中

氧化矽含量偏高，因此這類的

廢棄資材燃燒較為不易，使用

燃燒法製作生物炭過程易產生

懸浮微粒。

3.  碳化爐系統設計不良。由於
不同農業廢棄資材的組成、

尺寸、形狀皆不相同，使用

燃燒法製作生物炭時，調整

進氧量及排氣量是必要的，才

能達到完美的燃燒製生物炭的

條件。最佳化的碳化系統的建

立，則需要經驗的累積。

經過了近一年半的研發和改良，

官田區菱殼炭碳化系統燒製試驗

成果為：每桶碳化爐可裝入約18
公斤的曬乾菱角殼，碳化時間僅

需35分鐘可製成3~3.5 公斤菱殼
炭。菱殼炭成品基本性質檢測

結果為：比表面積約250∼400 
m2g–1、含碳量達70-80 wt.%，
符合歐盟EBC生物炭在這兩項基
本性質的要求，並依IBI、EBC
及重金屬及戴奧辛成分送驗，以

評估推廣菱角殼炭化之可行性及

安全性。控制碳化系統燃燒溫度

在600-700℃，在燃燒接近完全
的條件下，以及使用水霧快速滅

火的程序，即可大幅下降戴奧辛

與多環芳香烴(PAH，俗稱低耗
能上方點火法量產菱殼炭—官田

烏金焦油) 的生成量。為確保所
生產的菱殼炭是否合乎使用安全

標準，每年會不定期抽測一次菱

殼炭的戴奧辛和多環芳香烴。委

託臺中市上準公司分析的結果

顯示，菱殼炭戴奧辛含量僅有

0.001 ng/g( IBI標準：0.020 ng/
g)，PAH含量0.90 mg/kg( IBI標
準：6.0 mg /kg)。這些檢驗的結
果證明了，官田自行開發的碳化

爐是一非常優秀的碳化系統，所

製成的菱殼炭品質高，安全無

虞，才能安心使用在農業及民生

用品上。目前在官田鄉的碳化設

備已能在不消耗能源的條件下，

生產出符合國際生物碳標準之生

物碳，此套設備具有造價低，耐

用及可移動之優點，非常適合發

展成在地化的生物碳生產中心，

解決在地化的農業廢棄資材之問

題，在單人操作的狀況下，每日

可生產出至少50公斤的生物炭，
因此是一非常大量且穩定的生物

炭來源。

目前官田區公所的碳化系統能

將菱角殼、雜木、竹子等農業

廢棄資材，製成比表面積大(＞
200m 2g -1)、穩定高、孔隙率大
的高品質生物炭，並應用在民生

及農業上。由於此設備簡易、便

宜，較能讓農民接受，而且設備

不需維修，目前已能處理大部分

官田區的菱角殼，也協助環保局

處理雜木。雖然設備簡易，生產

出來的菱殼炭及雜木炭都有非常

好的品質，產品再現性高。雖然

“生物炭”在農業應用上有其效

果，仍待長時間的種植才能更確

認其在農業使用的安全性及功

能。生物炭的高附加價值也應該

是值得發展的一種固碳方式。

藉由官田生物炭生產系統所製得

的菱殼炭和雜木炭之孔洞結構如

圖2，由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圖，
可清楚地看出菱殼炭是由許多似

泡泡狀的孔洞相互堆積而成，呈

現不規則的排列方式，其孔洞的

大小約為 50 微米；而雜木炭則
是由許多長條形的通道結構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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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較具有排列整齊度，通道的

尺寸大小約在 20-30微米。此外
由氮氣吸附-脫附曲線分析的結
果，菱殼炭具有的比表面積值約

250m2g-1，而微孔比表面積的貢獻

約為95 %；雜木炭比表面積約有
200m2g-1 ，而其中微孔比表面積
約佔有95 %。由孔洞分布曲線圖
可略知其微孔尺度大小是分佈於

1.0 - 2.0 nm範圍。菱殼炭和雜木
炭在應用上可用以吸附小分子的

有機物，相對地，對大的有機分

子則無法有效地吸附。

生物炭已被世界碳組織認同具有

固碳功能，但是如何生產合乎標

準和安全的生物炭確實是需要在

仔細評估，才能避免另一問題產

生。整體而言，生物炭是具有土

壤整治的功能，可從幾個主因來

探討。生物炭的製程大多採用高

溫裂解，具有酸性的有機質已揮

發，而生質有機物中常見有鉀離

子，燃燒後會轉為K2O或KOH，
因此生物炭大多具鹼性，可用來

提高酸性土壤pH值，藉以改善
土壤的狀況，成為植物喜好的生

長條件。由於生物炭具有大量微

孔與高比表面積，表面亦含有

含氧官能基，可做為有毒之過

渡金屬離子(Pb2+，Cu2+，Ni2+，

Cd2+⋯⋯等)之吸附材料。透過
生物炭的添加應有機會將土壤中

的有毒金屬離子固定化，達到土

壤整治的效果。

根據國內外文獻報導顯示，生物

炭施用，對於土壤環境與農產品

產量大都具有正面的結果，因此

藉由菱殼炭保水試驗、小型盆栽

試驗、水質淨化，以及田野實驗

等多種試驗，獲得土壤混用菱殼

炭能夠有效保水、保肥於土壤，

以及具有淨化水質之功能。官田

區公所開始進行菱角殼炭小型田

野試驗，以評估其在農業可行

性。而盆栽試驗，藉不同操作條

件，確認各種植栽適合之最佳菱

殼炭添加條件，收集各操作數

據，做為資料庫以提供農友參

圖2.	菱殼炭(A)與雜木炭(B)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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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另獲得官田國中、友善大

地，以及當地農友支持與合作，

提供之私有農地，做為田間實

驗場域，進行大面積農地施用

試驗，目前已有5處合作場域，
總試驗面積目前為8400m2，試

驗栽種作物包括稻米、菱角、

花生、芭樂等，依105年收穫成
果，吊掛使用菱殼炭之有機菱角

田收成，總重量為無添加約1.2
倍；有機稻米田收穫量，施用菱

殼炭之田地之5m2乾穀重為未添

加之1.25倍、平均株高及平均穗
長為未添加之1.2倍。菱殼炭的
添加量對花生的成長及結果量，

也有顯著的改善和提升。另外，

目前另有官田區4處、屏東縣2兩
處農友自願參與菱角殼炭施用之

田間試驗，並定期由官田區公所

辦理農友及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互相交流分享試驗執行情形及成

果。這些初步的田間試驗結果表

示：生物炭確實有提升農作物產

量的功效，但是這些試種的面積

仍是不夠具代表性，而且也只是

先施種於有機農地，對一般慣型

農地的效果仍待探討。在適當的

施用量，菱殼炭對於農作物是沒

有負面影響，並且可達到固碳的

正向效果。生物碳在農業應用的

研究是需要再進行更長的時間，

才能更客觀地了解正確的使用方

法，以及評估生物炭的功能。

就目前本研究團隊初步的田間試

驗結果而言，生物碳對農作物的

效果在使用得當的狀況下，是有

良好的效果。不過生物碳的使用

上仍有風險，大部分的生物炭呈

鹼性，pH值在(11.0 –9.5)之間
是常有的，因此在使用上需要

注意到土壤pH的面向，多數植
物適合的pH值條件在6.5–6.5之
間，如果添加過多生物碳，反而

造成土壤過度鹼)，農作物成長
不良的情況也會發生。因此添加

生物碳的量及方法都應建立好標

準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才能讓農民對生物碳
有信心，若非如此，當有負面的

使用效果出現時，則會造成無

法挽回信任的局面，生物碳反

而會被汙名化，失去它可能具

有改善土壤的應用潛力。

另一更重要的經濟問題是生物炭

的製造成本不低，品質佳的生物

炭的製造費用接近百元每公斤，

因此生物炭的應用不能只侷限在

農業方面，因為農業資材的價格

是低的，使用高單價的生物炭對

農業發展上是有困難的。基於此

考量，將生物炭應用在高價值的

元件或系統是應再努力拓展，使

農業廢棄資材提升價值，而不會

被任意棄置及燃燒，也才能創

造出真正的農業廢棄資材的循

環經濟。

生物炭的利用雖然已經獲得重

視，生物炭本身的物性與化性，

如生物炭孔隙度、比表面積、

pH值，炭化程度，和製備溫度
等因素，仍然缺乏仔細研究，使

得因各研究使用生物炭的性質差

異甚大，在植物生長與土壤的研

究上亦有諸多差異。若能充份利

用國內農業廢棄物資源，建立是

合的處理程序，將農業廢棄物轉

換為可用之生物炭農業資材，並

可藉以提高國內農業廢棄物之利

用效率。生物炭的利用不僅可復

育荒廢休耕之土地，也可增加單

位土地面積的作物產量，兼具資

源、環保、與經濟三重貢獻，達

到永續經營之目標，為臺灣建立

永續發展的農業基礎。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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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共好與農綠共生」
USR計畫友善農業的行動路徑與意義1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簡義明     成功大學人社中心\林淑惠

行動緣起

過去數十年，化學肥料及農藥的運用雖然使得農作物產量大幅提升，然而土壤的物理、化學及生

物性質卻因此受到日積月累的傷害，作物抵抗環境及病蟲害的能力逐漸弱化，使得農民更加倚賴

化學肥料及農藥，如此惡性循環之下，反而環境及人體的健康。根據曾國珍研究指出2，臺灣耕地

表土pH＜5.5的面積約有20萬公頃，佔全臺耕地面積約65-75%，而土壤發育和超量使用化學肥料
是造成土壤強酸性的主因。

據農糧署統計，101年臺灣化肥使用量為101.1萬噸，換算成化肥三要素使用量每公頃約432公斤，
約是國際平均的1.6倍，比日本、荷蘭等國還高，國內農民普遍超量使用肥料，亟需輔導農民合理
有效施肥。

有鑑於此，在永續環境、落實SDGs的目標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的「農牧共好與農綠共
生」USR計畫與大武山文教基金會合作，扮演實驗室與農民之間的轉譯橋樑，重新定義「實踐場
域」，將農村聚焦在田間，並擴展成跨縣市的農民分享網絡。同時，我們邀請農民坐在實驗室的

無菌操作台前「接菌」、「養菌」，這一連串人與物的「位移/部署」行動，逐步積累出以農民為
主體的共學與共好社群。

1關於此計畫的行動記錄與成果，請見網站：https://www.farming.chass.ncku.edu.tw/

2曾國珍，2009，《增進臺灣農地旱作生產力——土壤內部排水、壓實、強酸性的問題診斷和改良系統的建立》，臺中：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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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路徑 

大武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曹啟鴻連結食品工業研

究所廖麗玲博士團隊，與人社中心開展一場往返

實驗室與農田之間的奇妙實踐旅程。從上一期

「永續城鄉營造」USR計畫開始迄今，我們已經
在雲林、嘉義、臺南、澎湖、高雄與屏東開過多

場的研習課程，累計超過1000位農漁民透過田
間實證、一起共學「微生物」，農民與課程結束

後，可以透過Line群組，就各自栽植、飼養品項
進行交流，目前區域群組超過2 0個設立，今年
還成立了多個跨縣市的專業農產品項群組（例如

芭樂、葉菜、稻米等）；在線下實體社群經營方

面，臺南官田成立第一個光合菌培養基志工小

隊，志工幫忙調配寄送，農民不僅只用低於市價

一成的價格取得微生物資材，也可以在自家培養

多代光合菌，大大減低栽種成本；現在更在屏東

縣政府農村再生辦公室的大力支持下， 2020年11
月在屏東內埔鄉的東片社區有了全國第一個社區

型的微生物菌種資材推廣中心，將農民互助共學

模式往前推進，只要有參與過相關課程的農民，

就可以委託社區的推廣中心調配光合菌培養基，

而委製費用也將挹注社區推動長輩照顧、社區產

業的基金；除此之外，屏東、臺南、嘉義與雲林

農民也紛紛自發性地籌組推廣協會，2020年12月
甚至組成了跨縣市推動聯盟。

行動意義

多位農民表示因為善用微生物資材，這兩年至少

減用其他化肥與農藥四成，因為自己的應用心得

有成，收獲與收入增加，讓他們更願意與其他農

民分享培養經驗、使用心得，甚至還自己擴培光

合菌送給產銷班班員、社區居民使用，希望大家

一起用這樣友善土地的農法，一起把環境、生態

與財富賺起來。

這些行動的開展，來自所有參與者的共同初心與

目標：「減用化肥、藏富於農」。這場在農田裡

悄悄展開的寧靜革命，翻轉了許多原有的人與土

地、人與人的關係。底下兩點是我們看到如此的

實踐行動特有的意義：

光合菌可於田間簡易地自製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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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田間訪視的同時也從農民身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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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技轉化」、去「商品化」的微生物資材

不管是申請科研計畫或是教師評鑑，「技轉專利」的產量與產值一向是大學與科研機構的重要衡

量指標，再加上許多實驗室需要藉由技轉金來支持研究的人事與業務經費，因此一般實驗室的知

識成果其流動路徑多半是從實驗室到技轉廠商，再藉由技轉廠商投入擴大培養、包裝、流通等成

本，進而將知識成果「商品化」，最後藉由資本市場的流通與銷售管道到使用者終端。但此次我

們的計畫則是跳脫了技轉、商品化這個階段，直接讓實驗室的研發成果向農民開放、往田間流

動，進而「藏富於農」。

臺南光合菌回娘家活動農民分享使用心得。

屏東農再微生物資材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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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所實驗室內萃取的微生物，其菌種篩選、

分離純化、拮抗測試、對峙試驗等階段，仍是在

專業的無菌操作台與精密儀器內進行，但離開實

驗室後的放大培養，就藉由微生物的「增殖、純

化、擴培、保存」程序的「簡易化」、「去黑箱

化」，讓一般農民學會簡易微生物自製擴培程

序，將實驗室的知識成果「去技轉化」，實驗室

負責提供高菌數含量的菌種，農民只要透過甘油

管、agar平板接菌，就可以在家多代培養、應用
田間，光合菌更為簡單，只要將菌母倒入乾淨的

水與培養基中，幾乎就算完成了。因此，多數的

農民都可以藉由自己的親身踐履來完成微生物資

材的擴培，這樣的結果同時改變了田間應用資材

的生產邏輯與資本邏輯，真正達成此計畫追尋的

「科技民主」的價值創新。

二、去「專家化」的共學與共筆行動

    許多人對人社中心執行「農牧共好、農綠共生」
的USR計畫投以狐疑的眼光，第一個問題就是「人
文社會背景的團隊怎麼執行得了這種高度仰賴科技

專業的案子？」，而我們總是也不諱言的說「是

啊，我們不是環工專家、不是微生物專家，也不是

農業專家喔。」有趣的是，食品所這群微生物專家

在面對農民時，也都這樣說著「我們不是農業專

家，你們在田間應用這些資材，觀察作物與環境的

相應變化，所以你們才是專家。」

這群非農業專家的行動者卻在農田裡與農民建立起

互信的共學行動，藉由一場場的現地訪視、農民相

互交流的分享會、Line群組的每日互動，建構出一
種看似鬆散、卻又緊密交織的知識社群，這從每次

動輒100位以上的農民自發性參加的分享會可窺見端

東片揭牌暨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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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就連在屏東的活動，雲林、嘉義等外縣市的農

友都會自費趕來參加。

    在這場去專家化的共學行動中，我們看到有趣
的位移發生：食品所邀請農民前來實驗室學習「接

菌、擴大培養」等技術，微生物專家們則三番兩次

前往農田了解微生物應用狀況，請農民分享觀察心

得，在這往返辯證的過程中，雙方逐漸累積共通的

溝通語彙與知識圖像，共同探索微生物應用在農業

的方法與價值；而這場農業專家缺席的共學行動，

因為沒有人握有知識詮釋的宰制力與話語權，反而

創造出農民敢於分享自身心得的空間，許多使用經

驗與竅門在不同農友的田間反覆推敲、確認、修

正，舉例來說光合菌在不同作物的使用時機點，在

不同田間環境、季節的施用倍數與位置也有差異，

這類因地制宜的「應用發現」就是在農友間的切

磋、分享與討論的社群中「共筆」出來的。    

這場行動，悄悄地在南臺灣的土地中醞釀、發生與

蔓延，期待有更多專家與實驗室將卓越的科研成果

與民間共享，讓農民成為實驗室與大學的共學夥

伴，「農牧共好與農綠共生」USR計畫也會持續扮
演轉譯者與搭橋者的角色，一起推動友善農業、走

向永續環境的目標。

芭樂社群農民自己規畫舉辦的共學活動。

東片揭牌暨分享會_農民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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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情境體驗 × 領地爭奪＝最後的領地 
《最後的領地》是一款情境體驗桌遊，帶領玩家感受「海平面急遽上升，人們需

要互相爭奪土地的世界！」桌遊加入了水的元素，藉由冰塊融化和水位上升營造 
全球暖化導致地球海平面上升的情景。在遊戲中將會感受到領地漸漸被水剝奪，

搭 建的房子被水吞噬，玩家們需要互相爭奪房子及領地以生存下去。

故事背景 
50 年後的地球，大部分陸地都被海水淹沒，只剩下這片最後的陸地。各部落紛紛
趕 來這兒，開始重建家園，希望獲得最後一線生機。 

這片陸地由一隻雪怪在守護著，人們紛紛向雪怪供奉雪花來換取房子、繩子和島

嶼，  在自己領地重建家園的同時，各部落也開始互相搶奪房子來擴大自己的領
地。而這 時，海平面依然不斷上升，大量海水朝著陸地湧入⋯ 

《最後的領地》產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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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團隊介紹
我們是三位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

系109級的學生，梁曉愉、王凱
薇、陳法鈞。《最後的領地》是

我們畢業設計的作品。我們用

「心」設計桌遊，透過小巧思來

翻轉大眾對桌遊既定印象，給予

玩家有 別於以往的不同體驗。我
們期待每個人不管在人生的哪個

階段，都能保有斥子之心。

初心
在開始要構思未來一年畢業設計

題目的時候，我們一直在思考

著，身為一名工業設計師，我們

究竟可以為世界帶來什麽。這可

能有點太高估自己，不切實際，

但是改變世界的不往往都是一件

件小事所組成的嗎？我們也希望

能用從大學四年裏面學到的東西

為這個社會做點什麽，為下一代

做點什麽。如果要是說為了拿獎

的話，我們的作品一定不是最吃

香的，但是這卻是我們為自己的

大學四年做一個交代。

構想初期
環境保護一直是一個備受重視的

議題，正因為我們身處的時代，

每天都可以感受到環境逐漸變的

越來越不好，一直都在消耗著我

們唯一的地球，除了也讓我們更

深刻的體悟到事情的嚴重性外，

也意識到我們的下一代身處的環

境還會比我們的更糟糕，這已經

是鐵錚錚的事實。很可惜的是，

在我們的小時候地球還有很多很

美好的事物，漂亮的景色，但他

們可能看不到、感受不到了。即

使我們沒有辦法將環境復原，但

我們是不是可以阻止或是減緩地

球環境質量快速下降呢？因此我

2020 嘖嘖集資概念提案競賽首獎及創新點子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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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以環境保護為出發點，讓下一個時代的

小孩可以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也從小意識到環

境保護，以及建立他們良好正確的價值觀。

於是我們開始利用設計思考發散想法，找了許

多現在比較重視的環境議題，像是酸雨問題、

全球暖化、海水污染等等。也思考了低年齡層

常見的傳達訊息的方式，例如玩具、教具、大

型藝術裝置等等。也正是因為可以著手發展的

方向有很多，他們互相組合起來會有數不清的

搭配，所以這也讓我們在收斂的時候非常苦

惱，一度迷失往下走的方向，讓我們進度停滯

不前。所幸，隨後我們分析了自身的現有資源

跟優勢，排除了一些比較不切實際難以實現的

想法，再整理與總結剩下的構想，情況才逐漸

為親子互動創造價值。

家長在游戲中引導孩子對環境議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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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也慢慢地可以挑選出比較

適合我們發展的主題。

構思決策的逆境
向低年齡層宣導環保概念一定離

不開家長的參與，有人說「父

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師」，經

過前期大量的訪談，我們發現

有很多家長都想要把環保的概

念帶給小孩，但苦於沒有找到

一個合適的媒介。原因是現在

傳達環保議題大部分的方式都

比較嚴肅和沉悶，很難借此灌輸

給小朋友觀念，更別說是讓他們

主動去瞭解。所以我們在思考能

不能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方式去傳

遞這個訊息，讓參與其中的人可

以不知不覺地感受到我們想要表

達的事情。同時我們希望在這個

過程中，大人也可以跟小孩有更

多的互動，讓雙方能夠從中獲得

一些訊息，使彼此的交流更有價

值。不過隨著更多的訪談和資料

收集，發現了我們忽略了小朋友

年紀比較小的話，可能還沒有辦

法接受很複雜的資訊，所以我們

把年齡層提高，調整我們的目標

客群。而初心仍然沒有改變，我

們依然是要把環保的觀念帶給大

家。這就是設計的過程，在設計

的迴路裏面，往往很多事情沒有

辦法如你預期所想，每一天的環

境都在改變。

在權衡跟分析之後，我們挑選了

桌遊作為我們的傳遞管道，並且

將環保議題融入桌遊，這樣既能

達到宣傳環保的目的，也可以讓

學習這件事情變得非常有趣。而

理想總是美好的，要在知識跟玩

樂這兩者中間取得平衡是一件十

分困難的事情。放棄還是保留，

我們在過程中非常掙扎，每一

天每一刻都在做選擇跟決策。在

定下主要方向的這個階段，當時

有兩個最大的問題困擾了我們許

久。一方面是我們要將這兩個看

似相斥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因為

目前在很少人在做這件事情，所

以市面上能參考的資料也相對不

多。另一方面是在選擇放棄某些

理念的時候，你不知道你的選擇

是不是正確的，也不知道是不是

在取捨的當下剛好跟正確的道路

擦身而過。一切都是未知的，所

以那是一個看不到未來的過程。

但我覺得面對困境的時候，心態

是最重要。正是因為這樣，我們

也就決定放下一些疑慮，反正也

不知道對錯，所以我們就把事情

看成沒有對錯，只專注與自己想

做的，自己要做的事情。後來，

我們也發現其實這是對的做法，

如果失敗的話就證明當初的另一

個選項是對的；如果成功了那就

值得恭喜了。

攝於 2020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畢業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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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行動之一：搶奪別人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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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足的逆境
在這一整年的畢業設計中，除了

構想會陷入了死胡同中，沒有想

法跟靈感外，另一個的壓力來源

是時間不足。雖然說九個月的籌

備時間已經比以往每年的期末作

品的準備時間都要長，但這對於

一個從零開始發想到完整的作品

其實是遠遠不夠的。但是，我們

的最終想法其實是在畢業展覽之

前的三個月才確實定下來，而值

得一提的是這個想法當初是在一

次取捨中不被選中的點子。直到

今年三月我們才決定重新拾起這

個案子從頭開始。這個時候我才

深刻地意識到老師常講的一句話

“設計就是在不停地兜圈子”。

萬萬沒想到繞來繞去，我們還是

回到了一個曾經被捨棄的想法。

當時，在我們眼前案子快完成的

情況下，毅然決然地砍掉重練，

不得不說下這個決定需要很大的

勇氣，畢竟那時候距離最終發表

的畢業展覽只剩下三個月，風險

相當高。然而，我們發覺一旦目

標明確後，面前的路就變得清晰

了，也知道了接下來的每一步該

怎麽做，而之前在進行中的案子

也讓我們有了很好的參考跟經

驗，讓我們的實施新想法的時候

更加得心應手。

就這樣，我們經過了一整個學年

的迷茫、掙扎然後堅定想法而設

計出來的作品——最後的領地在

三個月後就誕生了！這是一款情

境體驗桌遊，讓大人可以輕鬆地

帶給小孩環保的概念，利用真實

的冰塊和漸漸上升的水位帶給孩

子海平面上升的體驗，並特別為

親子設計，讓大人和小孩同樂，

使得雙方互動更有價值。也達到

了我們希望擺脫以往知識性影

片、書籍這種沉悶的傳達方式，

提供一個輕鬆娛樂的情景感受環

保議題的目的。

順境
在這充滿挑戰的九個月當中，雖

然我們有受到很多挫折跟失敗，

但也十分幸運地得到了很多人的

幫忙。從工業設計系的老師、同

學到業師再到外面的廠商都給

了我們很大的支持，他們都是設

計路上能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也

非常感謝每次大家所給的建議跟

鼓勵，讓我們在迷失方向的時候

能回到對的路上。如果逆境是設

計作品帶給我們的煩惱，那讓我

們感到順境一定是身邊的人。在

2020工業設計學系的畢業展覽短
短六天的展期中，我們獲得了非

常多觀衆給我們的建議跟想法。

很開心大家都玩得都很投入，也

很榮幸看到觀衆們通過最後的領

地享受了一段歡樂的時光。

在畢業展覽結束不久後，我們迎

來了兩個好消息——第七届後浪

賞商業模式創新獎以及2020嘖嘖
集資概念提案競賽首獎和創新點

子獎。我們非常榮幸能得到大家

的認可和賞識，還記得當初收到

獲獎消息的時候，快感動得掉下

眼淚。不是獎項有多高，而是自

己的作品終於被看見、被認可，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激勵，尤

其是在我們還很迷惑，不知道下

一步該怎麽做，該往那邊走的時

候，他們給了我們明燈，讓我們

又多了一股堅持下去的動力。

未來展望及期許
目前，團隊最主要的目標是能夠

啟動嘖嘖募資的專案，克服重重

困難把產品送到消費者手上。當

然這其中我們還需要面臨很多的

挑戰，無論是生產製造，成本管

理，行銷策略等等的課題都等著

我們一一去探討及解決。學界跟

業界很不一樣，把概念轉為產品

需要處理很多現實層面的問題。

所以想出一個好的構想可能很

難，但是要把這個想法實現至量

產就是難上加難。不過，我們有

信心可以像當初一樣攻破層層障

礙並且勿忘初衷。在未來，我們

希望能貫徹著以有趣的方法帶給

大家環保意識，並讓最後的領地

能真正地融入每個家庭、每群朋

友、每個人的生活中。期望藉由

最後的領地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更是在歡樂的環境讓玩家

輕鬆、潛移默化地接收到我們想

要傳達的訊息。讓更多的人有良

好的環保概念並帶起這股正向的

風潮，從而讓環境變得更加美

好，讓我們的下一代也能欣賞到

美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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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冊一世界Ｖ：
卡繆《瘟疫》主題書展系列活動

在成大總圖新空間啟用的同時，2020年本校第

89屆校慶的第5系列 	一冊一世界 	主題書展系

列活動也正式開跑！本次書展以「瘟疫文學」

為主題，並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卡

繆」（Albert Camus）的作品《鼠疫》（亦翻

作《瘟疫》；英：「The Plague」； 法：「La 

Peste」）為基礎出發，呈現過去時代人們面對

疫情的態度、反抗、人性與生命尊嚴，在現今飽

受新冠肺炎COVID-19折騰的當代，重讀卡繆的

《鼠疫》，無疑能夠帶給我們更多的省思，甚至

有助於我們找到因應之道。

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為法國小

說家、哲學家、戲劇家，出生於非洲當時的法屬

阿爾及利亞。歷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第一次

大流行發生於6世紀，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

第二次發生於14世紀，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即

為致使歐洲人口少了一半的黑死病，第三次發生

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於廣東爆發，經過航海

交通，最終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法國存

在主義作家卡繆1947年的作品《鼠疫》，以1940

年代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境內一座小城奧蘭

（Oran）為背景，寫下圍城之下的人民在鼠疫

這種傳染病背景之下的種種表現。

展場以「封城」的圍困為主要概念，由古拉丁字

母轉化而成的四區域展現卡繆的小說中無辜的人

們在疫情肆虐的奧蘭城，隨著時間所經歷心理狀

態：「驚惶、猜疑、掩蓋」；「順從、接受、執

行措施、責備、抱怨、荒唐面對」；「習慣、冷

漠、麻木、疲乏、自我批判、質疑」；以及「等

待、理智、回憶、珍惜、反思、補償」。進入

展場，彷彿走進卡繆的小說中無從所知的奧蘭

城，四周以白色布幕圍起，好似醫院的病房，而

自己是被隔離者，成為被世界放逐的一座孤島。

360°的白幕上各投影著戴著口罩並不時眨眼的

人臉，形成一股壓抑、沉悶的氛圍，甚至令人難

以呼吸，讓人強烈感受到「疫情肆虐，死亡就伏

藏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的無形壓力，一切疫情是

如此靠近，如此真實。而展示櫃中陳列的許多醫

療器材，諸如醫用手套、針頭、藥罐、手術服，

亦更加強疫情帶來的生命威脅的膽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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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有別於傳統平面的展覽方式，本次展覽以布

幕及投影營造出展示空間，並利用動畫、音響等

影音媒介，更帶給觀者視覺及聽覺上的感染效

果。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展示方式是：以曬衣架

晾著卡繆的小說。策展者擷取《鼠疫》某些文本

片段，以晾衣服的形式將印出的文本分別夾在各

個木製曬衣架上，並將文中的一些文字挖去，讓

觀者自行填空，於此觀者將不完全侷限於小說情

節中，也能夠將自己對於現今疫情的感受置入於

文本，文本不再只屬於彼時，也能屬於現時。曬

衣架上文本的背面是一個個散落的中文詞彙，這

些詞彙是人們面對疫情的心理狀態或生活狀態，

如：驚恐、煎熬、發燒、傳染、權力⋯⋯，一百

年前面對疫情的恐慌、人性的荒謬，一百年後亦

是如此。看著這些文本隨風晃動，過去的故事彷

彿也吹進現今的疫情之中，災難始終再再反覆發

生，人性的考驗、面對疫情的考驗亦是。

展場不僅僅重現1940年代為疫情所困的奧蘭城，

亦對2020當今的疫情有所回應。「沒有發燒症

狀只是乾咳也可能患病，且具傳染性，應該要加

強宣導戴口罩，或是其他有效防疫方式。」「才

一個晚上就聽到時幾個該隔離卻不戴口罩亂跑

的，有去找朋友的，有去泡網咖的，還有去超商

取貨的，臺灣真的要疫情大爆發的時候才會緊張

嗎？」「可以將全部隔離患者戴電子腳銬嗎？」

電視螢幕以對話的形式播放著當今人們面對疫情

的各種想法及應對方式，當今人們對抗疫情的態

度及想法，就如同過去人們對抗疫情之時，戰勝

疫情的決心、隔絕隔離者的堅持不會隨時間有所

改變。展場一部分也展示著這陣子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記者會的文稿、關於新冠肺炎的科學研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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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入境檢疫系統」健康申報聲明書等等有關當

今疫情的資料，與《鼠疫》小說文本的相關展示相

呼應。

成大圖書館藉由這次「瘟疫文學」的展覽，讓歷史與

當代對話，讓文學與現實接軌。在疫情流行的當代，

我們正面對著《鼠疫》的處境，面對著奧蘭封城的命

運，感知著與小說市民相同的心理狀態。歷史不停

重演，因此我們必須以過去為鑑，才能預防災難，並

將可能帶來的傷害減至最低。封城將奧蘭市民綁在一

起，對抗瘟疫是群體共同的責任；反觀當今，疫情將

每一個人變成了孤立的單位，各國亦成了一座座孤

島，全球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各國須聯手保衛

自己的家園，同時也幫助其它地區的人民度過疫情。

《鼠疫》在書末寫道：「聽到城裡傳來歡呼聲，李

厄心裡想著，這樣的歡樂總是會受到威脅的。因為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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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看不見某事，但相關的書籍

已經告知我們：鼠疫的桿菌決不會就此絕滅或消

逝。它能潛伏在家具或衣櫥好幾十年，在房間、

地窖、旅行箱、手帕及廢紙堆裡耐心等候。也許

有那麼一天，鼠疫會喚醒鼠群。讓它們葬身在

某個幸福的城市，使人類再罹厄運，再度汲取教

訓。」1947年《鼠疫》的叮嚀，2020年的我們記

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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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場這座絕望的奧蘭城中，觀者將跨越時

空，重新省思今日、明日，以及無限循環的人

性。成大圖書館精選「瘟疫文學」的圖書、紀

錄片及劇情片，並舉辦實體館藏的書展、影展

及專題演講，製作專屬網頁展示館藏，希冀以

知識的力量鑑往知來，以知識經典撫慰2020年

飽受COVID-19桎梏的我們。透過這次展覽，

也能讓常常僅專研在自身專業的成大學生，可

以有機會接觸到更多領域的知識，接觸到更與

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關鍵訊息，並思索當代所

面臨的重要課題！

◆  實體展覽展期為 2020/12/16∼2021/3/18

◆  專題演講共有4場：

	     12/16(三) 14:00∼16:00  吳錫德教授「當疫情漫延時-從卡繆的《鼠疫》談起」

	     12/17(四) 18:30∼20:30  陳恒安副教授「從歷史視角讀卡繆《瘟疫》」

	     12/18(五) 18:30∼20:30  蘇大成教授「面對COVID-19病毒肺炎大流行後的省思」

	     12/22(二) 18:30∼20:30  汪漢澄副教授「疫病史上的那些人與事」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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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展片單

	     12/23(三) 18:30-20:30  《瘟疫 Epidemic》

	     12/30(三) 18:30-20:30  《愛在瘟疫蔓延時 Love in the Time of Epidemic》

	     01/06(三) 18:30-20:30  《疫苗：希望與恐懼之戰 Fear of Vaccines: Why?》

	     01/13(三) 14:00-16:00  《全境感染 Operation Ragnarok》 

	     01/20(三) 14:00-16:00  《全境擴散 Contagion》 

	     01/27(三) 14:00-16:00  《屍速列車 Train to Busan》 

	     02/03(三) 14:00-16:00  《危機總動員 Outbreak》 

	     02/24(三) 18:30-20:30  《我是傳奇 I am Legend》 

	     03/03(三) 18:30-20:30  《末日之戰 World War Z》 

	     03/10(三) 18:30-20:30  《絕地救援 The Martian》 

	     03/17(三) 18:30-20:30  《猩球崛起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地點：成大圖書館總館B1大團體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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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水質研究中心，一個整合

6位教授、5位研究員及博士，
由源頭、中游、到下游的研發

團隊，發表超過 1 0 0篇國際一
流的水質期刊論文，執行11項
國外資金計畫，並提升我國在

水質、水資源管理及再利用的

研究水準及處理策略。

工業革命以來，大量的技術運用

於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雖然促

進了經濟的成長，但也產生了無

法管理的廢棄物與污染，連帶對

環境造成不少的傷害。近年來環

保意識高漲，民眾對於居住環境

的議題越來越重視，許多國家開

始採取相關的環境保護措施，

希望遏止環境持續的惡化。然

而，保護的同時，若少了整治

及處理手段的配合，過去造成

的污染及傷害仍會不斷地侵蝕

著環境的健康。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的

教授們深知環境保護及污染處

理之間的牽絆，除了在校園內

致力於學術研究、鑽研策略及

創新處理技術外，並積極跨出

校園，與政府及民間機構建立

產學合作模式，將學術理論實

際應用於解決環境問題上。由

於世界各國家及地區依各自的

環境條件、社會發展，程度，

面臨的環境挑戰也不盡相同，

因此國際間的案例分享及合作交

流，可讓參與的國家發揮各自專

長，以及獲得相應的協助，以達

到最大的效益。因此，成功大學

水質研究團隊，非常積極參與國

際研發的合作。

成大環工系與澳洲水質研究中

心 (Aust ra l i an  water  qu a l i t y 
c e n t r e ,  AWQ C )自 2 0 0 6年開
始，即長期在水及廢水的議題

上保有合作的關係，澳洲水質

研究中心為澳洲即國際知名水

研究中心，環工系長期與該中

心進行包括研究員與研究生交

換、共同執行研究計畫、發表

論文等多項合作。鑑於雙方長

期在民生及產業用水議題上已

有相當豐碩的成果，因此在成

大環工系葉宣顯名譽教授、林

財富特聘教授、黃良銘特聘教

授、張智華副教授、陳婉如副

教授及侯文哲副教授等多位老

師的支持下，結合成功大學、

中鋼集團及澳洲水質中心等三

方的資源，於2013年正式成立
了【國際水質研究中心】。專注

於包括水領域全方位的研究，由

水源、水處理、汙水排放或再利

用等三個領域，展開台澳、以及

跨國際的研究與合作。

在水源研究與管理面，【國際

水質研究中心】除了原先與

澳洲的合作外，並與菲律賓

M a p ú a大學合作，輸出本中
心研發的有害藻類快速分析技

術，透過一系列的技術培訓、

以及媒合臺灣廠商的實驗器材

捐贈，解決菲律賓水質研究與

分析能力的不足；研究團隊並

將調查結果，共同發表菲律賓

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規模分子

生物技術調查水中藻類代謝物

的跨國合作論文，協助找出菲

律賓境內最大飲用水源水體中

有害藻類的問題。除與亞洲連

結外，中心團隊也加入由21個
國家組成的臺歐盟國合計畫，

成為其中36個研究機構之一，
以魚類為主要受體，建立微奈

米物質在表面水體中的流佈預

測及生物累積的模型，是臺歐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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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國合計畫中唯一進行環境暴

露及環境生物累積模擬的研究

團隊。除了水源環境監測與模

擬外，本中心深知環境樣品收

集的難處，亦致力於無人採樣

機的發展、應用及評估，並從

決策管理下手，協助環保署制

訂相關配套規範。

在水處理技術，本中心執行臺

灣自水公司計畫案，執行鳳山

水庫原水處理改善研究計畫，

透過原水生物前處理系統的建

立，不僅提升鳳山水庫水質、

降低水廠的作費用，並為高雄

地區民生用水之穩定，提升了

每天 3 0萬噸的額外供給量，
保障高雄地區自來水用水量。

此外，本中心成立以來持續協

助環保署推動飲用水列管項目

之篩選作業計畫，為臺灣飲用

水中汙染物質的管理與安全保

障，盡一份心力。

在汙水處理及再利用部分，與

澳洲水質研究中心組成國際合

作團隊，受南澳洲首相基金會

的資助，進行為期三年的「先

進環境觀測計畫」，利用高光

譜影像技術進行海域水質及海

草生態研究，透過數據分析

模式的建立，評估南澳海域海

草受排放污水的影響程度，

提供預測、評估、以及救援與

復原工作的相關依據。本中心

並協助印刷電路板產業進行有

機廢水回收處理程序之可行性

評估，以往對於有機廢水除需

額外負擔處理費用外，掩埋程

序往往會造成環境再次受到傷

害；本中心成功從化學鍍鎳廢

液中回收高純度的磷鎳沉澱

物，有別於以往的委外處置，

回收再利用的手段，可協助廠

商達到開源及節流的願景，亦

可避免環境二次污染的發生。

該計畫更是獲選中華民國環境

工程學會2 0 1 9年環境工程實務
論文獎以及環保署毒物及化學

物質局第2屆大專校院綠色化學
創意競賽銅牌獎的殊榮。

【國際水質研究中心】累計迄

今，與產業界及研究機構進行

超過1 0餘項的技術移轉，總經
費超過600萬台幣，相關技術已
成功於臺灣、澳洲、印度、泰

國、菲律賓、澳門、中國大陸

等地測試；與澳洲水質中心人

員互訪超過3 0人、7 0人月，共
同執行1 1項計畫、出版1 2篇論
文；連續五年(2015-20)執行科
技部東南亞人才培訓計畫，培

訓東南亞學術人才人數超過150
人，東南亞諸國 (菲、印尼、
泰、馬、越、印度 )亦有本系畢
業的外籍生，各自在家鄉的學

術界及產業界努力。

一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唯有

透過團隊間的合作，才能有效

地將各自的專長最大化，【國

際水質研究中心】結合多方的

資源，賦予中心成員保護環

境、分享知識與技術的使命，

在6位教授、5位研究員及博士
的共同努力下，【國際水質研

究中心】將持續以團隊合作的

精神，在國內外不同場域中，

持續努力研究與貢獻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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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敘事力計畫

文化創意城市─

烹飪導向的食農教育

食農教育是一種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透過

學員們親身體驗，一步步參與農事生產、處理、烹

飪過程，漸漸發展出自我耕食能力，從而了解每天

接觸食物的來源，增進對於食物產地、生產過程、

履歷的挑選能力，以達到養成健康飲食的好習慣。

當食物的消費和農業的生產變得密不可分時，我們

該如何理解重新食物之於我們的意義？食農教育告

訴我們在「食」的同時，應進一步思索背後「農」

的意義。自工業革命的旋風從英國吹向全世界後，

人們逐漸遠離農村生活，再也無心於認識食物，食

物的溫度與情感被冷凍在超市的角落，麻木的都市

生活，使人們對農村與土地的柔情，在城市煙硝中

開始麻痺，而食農教育正是要向人們大聲疾呼拾起

對土地及萬物的尊重。食農教育尤其關注在「農業

生產與環境」、「飲食健康與消費」以及「飲食，

生活與文化」三大議題上，從知識拓展到技能學

習，乃至擴及至環境教育，從而鍵連起環境、氣候

議題與食農的知識網絡，以達到食農教育的最終目

的。而今天，這個重要的議題通過成功大學創意產

業設計研究所副教授—林蕙玟老師的「文化創意城

市」課程，帶領我們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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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 你不知道的文化創意城市
成大跨院系敘事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以下簡稱成大
敘事力計畫)以SDGs永續城鄉為核心議題、利他為核
心精神，希冀通過議題導向的教育方式，以落實場

域實踐並思考永續方案。其中，「文化創意城市」

即是計畫中的一支課程。林蕙玟老師擁有成功大學

建築學博士、英國曼徹斯特首府大學室內設計碩士

等學歷，主要專攻項目為文化創意資產的保存與行

銷、地方與城市行銷以及歷史建築再利用設計等。

授課方面，林老師將建築與文化連結，引領學生思

考一座城市背後的人文價值，並學習如何行銷城市

中的藝術、文化，以至於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創意城

市。此外，這堂課程更邀請了來自藝術、科學等不

同領域的同學與客座來賓，希望能藉由跨領域之間

的學習討論。激盪出更多的火花，使課程更加豐富

多元。除了文化創意城市外，林蕙玟老師也曾開設

相關實務課程，如文化遺產創意行銷以及設計研究

方法等，皆在培養學生跨領域學習與應用，讓知識

的傳授不僅是紙上談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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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導向的食農教育 - 草根意識工作室
草根意識工作室成立於民國9 6年，早期主要承辦
地方社區的總體營造、社區環境改善，與農村再生

輔導等相關計畫案，近年來則開始積極投入都市農

耕、農村社區美學、食農教育、生態農業，以及循

環農業推廣相關工作。希望透過社會設計、工程實

作與組織協力的方式，帶動社區居民由下而上參與

都市循環農業營造，喚起人們對於對食物的感知，

這也是推廣都市農耕的宗旨。草根意識工作室負責

人劉晉宏老師，長年致力推廣都市生態永續農園與

食農教育，至今已屆六、七年，除了將食農教育的

場域從校園移轉至實地演練外，更發現食農教育影

響層面相當廣泛，從環境教育、在地文化、到產業

經濟都與之有關，可以說是無所不在。

一路從食農教育到烹飪教育，再從農田耕耘到餐桌

饗食，劉晉宏老師認為餐桌才是真正的戰場，他以

為唯有讓現代人真正重視自主的重要性，才是標

誌著推廣食農教育成功的里程碑。劉晉宏老師說：

「社會設計工作者的最終目標，就是希望自己離開

後，這個模式還能運行，唯有如此，這才是一百分

的模式。所以，社會設計的重點不在於設計產品，

在於人的設計，設計你成為那個真正解決問題的

人。」更呼籲大眾能夠一同成為推廣食農的夥伴，

從農村走入都市，與之並肩作戰並持續宣傳食農與

生態永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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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課程 - 當「文化創意城市」遇見「食農
教育」
林蕙玟老師以文化創意城市課程為契機，邀請劉晉

宏老師到課堂上向學生們分享烹飪導向的食農教

育。透過與學生共同設計、發想菜單，不僅提升同

學料理的基本技能、了解食材來源外，更進一步剖

析人與食物的關聯。在烹飪課程中，劉老師特別加

入了人文關懷，提醒學生「食」的重要性之餘，也

不忘感念土地所賜予人類賴以維生的一切。

劉老師在課堂上運用三道菜：三種炒蛋（不同飼養

方法：農事雞蛋/飼料雞/放牧雞）、三種青江菜（不
同養殖方式：有機種植/產銷履歷/傳統無品牌）以
及三種佐料的虱目魚湯（嫩薑/客家酸菜/臺南西瓜

綿），除了教導學生基本技能並了解食材的

來源外，更深入探討「食與健康」、「食與

文化」以及「食與人道」的重要議題。而透

過來自不同系所專業的合作、討論，大家也

認真思考環境議題與在地文化保存、推廣。

透過食農教育，最終讓學習者挑選正確的食

材、了解產地，並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不

僅有效正視現代社會的外食問題，也可以透

過「自煮」保存延續在地的飲食文化，遑論

它還引導著人們進一步去思索更深刻的未來

議題，包括氣候議題、農產品產業鏈，最終

實現人、土地與文化的人文關懷。

課後反思 - 左鎮惡地的創意料理                                                                                                    
食農教育的目的不在強調食物的好壞，而是

要我們學會判斷食材並做出選擇。如何運

用當地食材料理是本學期課程的首要任務。

課程既環繞在食物與食物的記憶的主軸上，

同學也將在期末嘗試做出一道融合左鎮惡地

特色的料理。相信對許多從未下廚過的同

學來說，絕對是個兼具難度與趣味性的挑

戰，就讓我們拭目以待他們準備上桌的惡

地佳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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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近歲末，向來平靜的學術圈開始有些躁動：諾貝爾獎的季節又來了，這回又該獎

落誰家？隨著各個獎項的揭曉，幾家歡樂幾家愁。眾人藉此審視近年的發展與成

果，互相討論未來方向和展望。

其實不僅僅是學術圈，社會大眾也相當關心得獎結果。若是得獎者剛好為同國族，

便也於有榮焉。但，諾貝爾獎與民眾、大學教育實際上的關聯性究竟為何呢？1998

年，校內理學院首辦諾貝爾物理化學獎通俗講座，望能將僅能遠觀的金質獎章轉化

成實質上、生活中的影響，讓知識不再遙不可及。兩年後，文學院、醫學院與社科

院聯袂加入。至今，每到12月，理學院的講堂總會熱鬧非凡。校內外的專家講者和

高中、大學的學生們齊聚一堂，透過對談、講座等形式，系統化的深入介紹諾貝爾

獎得主及得獎內容，是校內最大的學術性論壇。

展場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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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博物館正門與展覽摺頁

來自東洋的合作
紛擾不斷的2020，諾貝爾論壇依

舊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然而，今年

除了常規的講座對談外，一場特別

的合作也同時展開。安靜佇立於成

功校區的成功大學博物館，古樸的

展館內出現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展

間；以黑色為主調的房間中央，立

著點綴亮白燈光的三角柱。燈條一

路延伸到地面，營造出俐落簡約的

現代氛圍。這，是成大博物館與名

古屋大學博物館合辦的「英才之路

研究篇：諾貝爾獎．學術風土」特

展，以這次難能可貴的資料出借，

來梳理艱澀研究與日常生活的關

係，並省思大學的教育環境。

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和名古屋

大學(以下簡稱名大)的不解之緣要

從2005年說起。當時，教育部開

始推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規

劃期間，學校發現成大與名大無論

是師生人數或是創校時間皆是相

當，然而名大已孕育出六位諾貝爾

獎得主。這其中關鍵性的差異在哪

裡呢？為求樹立優質的學術研究環

境，成大便以名大為績效標竿之

一。計畫中，成大博物館也與名大

博物館逐步建立交流機制，最後才

得以在名大博物館20周年館慶之

際實踐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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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發熱，互映生輝
這次展覽，劃分成兩個部分 -以名古屋大學為主的「熱
情．發光」和以成功大學為主的「熱情．生輝」。前者取

材自與名大習習相關的兩個諾貝爾獎項－藍光LED(Light-
emitt ing  d io de，發光二極體 )的研究與綠色螢光蛋白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之發現，後者則著重在
諾貝爾獎的科普推廣還有得獎者與成大的交流。一個個小

主題，以前些日子火紅的「Unboxing(開箱)」手法，將瑣
碎的日常用品舉凡紅綠燈、車輪、鏡子等與實驗器具、諾

貝爾獎得主照片在牆面上交雜拼貼，串起學術和大眾的共

通性。藍光LED，有著「愛迪生之後的第二次照明革命」
之美譽；GFP的發現，重新定義了細胞生物學的研究方
法，於促進醫療發展上可說是功不可沒。

GFP 發現之「開箱」

鏡子也是展品之一，反射中的照片是 2017 年

物理學獎得主基普．索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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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下村脩博士所繪製的 GFP 轉殖技術插畫

2010 年化學獎得主根岸英一博士造訪成

大時留下的勉勵之語

參訪者的留言

在「熱情．發光」的展區，參訪者可以深入

淺出的了解獲獎技術、研究中的樂趣與艱

辛。下村脩博士不失童趣卻又精準的GFP轉殖
技術插圖就在展品中。藍色LED的主題下，
更出現了大眾從小熟悉的「綠色乖乖」，讓

人不禁會心一笑。每個工程人，都希望自己

的機器「乖乖」的，於是在機台上放著乖

乖餅乾，成了國內許多工廠、實驗室不成

文的默契。

在「熱情．生輝」的部分，參訪者則能看到

成大在推廣科普教育的不遺餘力。十數年的

推廣講座、與十四位獲獎者的交流對談，星

羅棋布在黑色牆面上。其中，訪校學者們留

下的肺腑之言，被印下裝罐。厚玻璃罐在燈

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輝，同得獎者們在學術界

的貢獻一般耀眼。

學術風土與未來展望
小巧的展間說大不大，承載的內容卻是豐

碩。轉了一圈準備離開，參訪者又會被出口

處的留言板吸引。專門空下來的展板，希望

能蒐集眾人對於成大「學術風土」的理解和

期許。培育出下村脩博士的平田研究室，主

持人平田義正博士便訂立了三大教諭：

①設定研究主題，著眼未來10年，做別人做

不到的研究

②不外聘世界級人才，這自己成為世界級人才

③不讓優秀人才外流

如此準則，奠定了名大高品質的研究產出與

能量。那，成大的下一步又會是什麼呢？

「研究是永無止境」、「我在等5:45的電話
聲，我要得獎！」這些字句，刻劃出了我們

與獎牌的距離。而那距離，不該是遙不可

及，應當是觸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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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沈曉柔

若從靠近長榮路的東側門進入成大醫學院，會看見一牆杏林與一方木匾「愛是醫學的

真義」，愛是什麼呢？我們談論的愛，有許多形式、種類、詮釋、意義、故事……。

愛呢？浪漫的愛　柏拉圖的愛，子女的愛
這些愛很不同　我最喜歡對妻子的溺愛

Love? Romantic love. Platonic love, filial love. 

Quite different things surely.

Uxoriousness that is my favorite kind of love. Obsessive love of ones wife.

      〈英倫情人 The English Patient〉

愛的迴廊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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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曾說過一則愛的故事：賽浦路斯

（Cyprus）的天才雕刻家畢馬里翁（Pygmalion），決心雕

塑一個完美的女人，隨著時間過去，雕像日益美麗、栩栩如

生，但畢馬里翁竟無可救藥地愛上自己親手雕塑的女人，他

為雕像送花買衣，夜晚替雕像鋪床蓋被，越是獻殷勤就越顯

心酸，這毫無希望的單戀，卻打動了愛神維納斯，維納斯決

意成就這樁奇異愛戀，她使雕像變成活生生的女子，讓畢馬

里翁得以美夢成真。維納斯是愛神，是美神，誕生於大海泡

沫之中，有一首荷馬頌歌描述她的誕生：

西風的氣息吹動著她，

飄過濤聲滾滾的海，來到

波浪環繞，她的賽浦路斯島，

她站起來，從細細的泡沫中。

無論在何處，有維納斯的地方就有美，就有可愛的事物。攝

影大家柯錫杰在夏天的愛琴海，尋找心中想望的事物，徘徊

婉轉，終於在海色、天色與白牆之間按下快門，鄭愁予聽說

照片的故事：「愛琴海是維納斯出現的地方，你在等待維納

斯。」然後，西風氣息吹拂至成大醫學院，在杏林牆後，沿

著中庭定思園的左側前進，遇見成杏廳，也遇見那道至美與

愛的藝術大牆，以攝影與詩歌佐以等待，唯恐維納斯現身而

不忍離去，留連忘返，美好的希望與生生不息的期待洋溢於

空間之中。

維納斯的藍藍深海，對映一方微風綠地，以定思園為中心的

醫學院大樓迴廊，猶如歐洲中世紀修道院的建築特徵「迴廊

中庭」。相對於塵世的喧囂擾攘，迴廊中庭為修道者提供

沉靜、隱密的祈禱環境。定思園取自大學之道「定靜安慮

得」意涵，引申為「立定志向，思慮精詳，以臻至善」。

在定思園內，或任思緒漫遊，或與人論談，或捕捉電光石

火的靈感，或靜候繆斯女神的拜訪，或祭祭五臟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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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院的靈修，尤其是本篤會的修院，常借助於藝

術，特別是雕塑。它同時是對上帝的禮讚，也是提

升性靈的方法，因此迴廊中庭的廊道經常都飾以偉

大的雕塑。」石泉廣場的「希波克拉底斯誓言」陶

壁應是醫學院迴廊最重要的雕塑作品，醫者在此鄭

重許諾獻身，「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崇敬及感

戴師長，將同業視如同胞，首要顧念是病人健康。

短短的誓言卻包含很多愛，敬愛、慈愛、友愛、博

愛、自愛……。「愛是醫學的真義」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如是說，這位曾經公開質疑權威，生

平充滿爭議的醫師認為醫學的最高形式是愛，

Then to love the sick, each and all of them, more than if my 
own body were at stake.

The oath of Palacelsus

帕拉塞爾蘇斯對於愛的詮釋，有其思想、信仰、文

化、時代背景的養成，與我們如今所談的愛不盡

相同。醫師要愛病人，在當代醫療情境中，可能

窒礙難行，換個角度想，所謂愛「人」，愛的是

「人」，並非某種載體，醫師施行醫術，與之對話

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正遭逢病痛苦難之人，而非

僅僅是疾病的載體。愛亦有不同形式，「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況醫者肩負維護生命之神聖大任，所以，

醫學院的師長們將醫學人文教育的理念與期待，在

創院伊始，即透過良善的設計規畫，以及與時俱進

的巧思布置，將冰冷無情的建築體，轉化為充滿美

感愛意的空間。空口說愛太容易，將愛落實於生活

周遭，用心體會，以身實踐。

馬賽克壁畫〈杏林〉與「愛是醫學的真義」木製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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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可能總是不假思索走進所謂的大門、正門、前門，

然後徑直前往目的地，若是偶爾從不同入口進出，慢慢瀏覽路

上風景，就會發現處處寶藏。因應COVID-19疫情管控，如今

大部分建築物都只留下一個出入口，即使行動不復以往自由，

小花小草依舊迎風招搖，法國梧桐流瀉滿滿思念，此時也是練

習自我對話的時候，愛自己也是一種愛。我從未想像能夠這麼

近距離遇見維納斯，環繞著醫學院迴廊中庭散步，可以發現療

癒心靈的絕美愛神，莊重的誓言殿堂，蓊鬱杏林下對於醫學最

高形式的盼望。迎著東昇旭日，「愛是醫學的真義」熠熠生

輝，映照每個人的臉龐與心靈，是祝福，是期待。

石泉廣場誓言陶壁

〈等待維納斯〉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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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顆地球年復一年其實一直都很動盪，但對人類來說，2020年確實不容易。在社交距離作用了一

年的力距之下（對臺灣人來說可能等於無），臺北城的年末仍然出台不少精采展覽，從臺北當

代藝術館的《聲經絡》與《液態之愛》雙聯展、北師美術館再現臺灣美術史諸多重要畫家的《不

朽的青春》（容易鼻酸的展），到臺北美術館由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馬汀．圭納

（Martin Guinard）與林怡華（公眾計畫）策展的2020臺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外交

新碰撞》（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New Diplomatic Encounters），許多人努力克服

種種不在場、移動與溝通限制，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展覽，讓我在搖晃的脫節感與罪惡感中還能

幸運維持一季精神生活。

臺北停、看、聽
記年末數展 成大歷史系學士、台大音樂學碩士\廖于萱

臺北雙年展實地星球展區的參展藝術家 Anne-Charlotte	FINEL，在 2017	年創作的 DV 數位影像《悲傷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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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新碰撞》在網路上已有不

少正反評論，《不朽的青春》適

合穿越百年時空與黃土水的大

理石雕塑作品《少女》（1920）

面對面約會，而根據個人研究

興趣，我特別想碎念一下《聲經

絡》。這檔聲音藝術展覽的策展

人（羅悅全）與眾多創作者，基

本上幹的都是音樂學者和聲音研

究者的活兒，還更前進一步，把

南亞不同國家的實驗性聲響相關

歷史脈絡，以藝術展覽形式向人

群敞開。

以鄧兆旻的《這麼多年過去》為

例，這個作品大概延展了八、九

年，發想軸與構造細節持續變

奏，2 0 1 7年在立方計畫空間也

舉辦過同名個展，唯一不變的是

《雨夜花》。創作者把這首歌擬

人化，將「物」（雨夜花）視為

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去追蹤它在

人類社會中的生長過程。從不

同版本、樂風或配器的《雨夜

花》，到以此作為主題的文學

創作、學術研究，甚或成為情

感政治的象徵和電玩遊戲的重要

元素，鄧兆旻將這些選擇性的資

訊文字化之後，條列進一張擁有

框線的紙，並在展場設計了一個

「房間中的小房間」，把紙上人

名的相對位置以小圓鏡鑲嵌在小

房間地板上，並僅在小間內播放

歌曲。

這種敘事設置老套但有效，

指向物與空間關係上的視野

雙重性，也是兩種感知雨夜

花的觀者身體：時間與歌的

局內人（ i n s i d e r）、局外人

（outsider），我們既是「雨夜

花」共時性的經驗者／製造者，

也是歷時性的觀察者（參與建構

雨夜花的多元敘事，part of song

＆旁觀雨夜花的意義如何被時代

建構，out of song），既貼近又

疏離，既生產歷史又鳥瞰歷史。

也彷彿在說，若想感知這種主客

位移或混融狀態，就得先畫出那

條楚河漢界（鄧以單面透視鏡隔

出小房間，裡面看是鏡子，從外

面看是透視的）。

作品呈現的感官狀態，也點出當

代聲響文化的某些性質，例如

網絡式思考、去中心化趨向和

科技物中介等；但是，這個擬人

化「主體」到底是什麼，卻沒有

清楚的定義或疆界。是指雨夜花

的主旋律作為主體嗎？還是曲名

「雨夜花」三個字？是歌詞，還

是指一切的原點、1930年代最初

由純純唱出來的，包含彼時聲音

機器帶給歌聲的某種時代聲響特

質／氛圍？抑或「以上皆是」？

過往欲再製雨夜花，都得有一定

程度的各種資本，包含經濟、文

化資本，但現在因	聲響媒介的

技術發展，逐漸變成人人都可以

對雨夜花做點什麼，生產獨屬

於自己和這首歌的個人化關係。

從這裡便連結到鄧所說的，雨夜

花擬人化後可發掘的某些「個

性」：多態多元、平等、去自

我、社會認同、可複製、透明度

等，換句話說，就是當一首歌不

去追求唯一真實（truth）、道地

（authentic）或權威的雨夜花原

初版本，保留「物」作為能動主

體在定義上的混沌地帶，它就能

在這個社會裡獲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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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門最深處是黃土水的《少女》。

身著和服、毛皮披肩的《少女》。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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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靑春》：https://montue.ntue.edu.tw/theeverlastingbloom/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外交新碰撞》：http://www.cam.org.tw/201120-2/

《聲經絡》與《液態之愛》：https://artemperor.tw/tidbits/10566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外交新碰撞》不同星球及其外交碰撞區示意圖。

有趣的是，《這麼多年過去》的主角是一首歌，創作者卻選擇以視覺性框架來劃定／詮釋這首歌的敘事，

或是選擇以符號來展演因歌曲而起的種種文本再製和資訊的政治性；換言之，鄧要說的故事來自聲音，

但處理故事的方法主軸，卻是透過非聲音之物。進一步說，作品在視覺上的空間感形式才是意義涵構的重

心，而非聲音的展演形態或聲響內容本身（這一點在同展覽中區秀詒的作品《銀色噪音：關於流亡的馬來

半島局部聲音迴路》有更盤桓而到位的聲音設置）。所以，當人們欲討論「聲響文化」，並將之轉譯

為藝術形式展演時，是否仍舊多半以視覺作為核心媒介？如若實屬近乎視覺文化霸權的情態現況，需

要改變嗎？如何改變？

新的一年，對無論是更好更壞的當代處境而言，所有藝術活動最終難免搔頭自問：這樣的展覽或聲音藝

術，對臺灣的歷史／環境／未來，是什麼意思？套兩句我的碩論指導教授口頭禪：「so what」？「who 

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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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接受捐款表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onation Acceptance Form 

※※※※ 若捐贈有價證券或實物者，請改填寫國立成功大學接受實物捐贈表 ※※※※ 
If your donations are securities or tangible objects, please fill in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Kind Donation Acceptance Form 

A09540000Q814001                                                                1                                                                            109111010 

基本資料    Basic information 
姓名/單位、機構 
Name/Unit or 
Organization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ID number / Uniform invoice     
number 

 

身分 
Identity 

□校友Alumnus，     系department     級class                      □其他 Others______________ 
□企業團體Corporation(□校友Alumnus(企業員工Corporation employee)；□非校友Nonalumnus) 
□教職員工Staff       □學生家長Parent of student □社會人士 Entity not affil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電話/手機 
Phone/ Cellphone 

傳真 
Fax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電子信箱 
E-mail  

捐款資料    Donation information 
捐款金額 
Donation  Amount 

新臺幣 NT$ ______________元整 
外  幣 Foreign Currency ______________ (幣別 type of currency) ______________元整 

捐款用途 
Purpose of  
donation 

□不指定 Unspecified                                           □成大90影響力基金 NCKU 90 Impact Fund  
□推動校務發展 Promoting school development       □成大永續基金 NCKU Sustainable Fund 

□安心就學濟助方案 Student Gift Aid     □學生赴外學習活動運用Funding student learning activities aboard 

□其他指定用途 Other specified purpos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方式    Donation method 

□現金 Cash   □支票(支票號碼) Check (Check number) ※支票抬頭：「國立成功大學」並禁止背書轉讓 
 ※Account nam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lease specify “Non-negotiable”. 

□匯款 Wire Transfer (請附證明文件) （Please provide documents as proof） 
   □ATM轉帳 ATM transfer  □webATM轉帳 Transfer using webATM  □銀行匯款 Wire transfer at the bank 
※銀行：「玉山銀行金華分行」(代碼：808)，戶名：「國立成功大學410專戶」，帳號：「1067-951-000001」 
※Bank: E. Sun Commercial Bank, Jinhua Branch (bank code: 808); Beneficiary’s account nam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410. 
Account number: 1067-951-000001 
□ACH轉帳定期捐款 *如欲使用ACH轉帳定期捐款，請與我們聯繫，將為您提供個別服務。或至本校捐贈網站下載授權書 
ACH transfer for recurring donation. * If you would like to use this service, please contact us and we will provide personalize下載授權書
d services. Alternatively, you may download an authorization letter on the NCKU donation website. 
□信用卡傳真捐款  Credit card/Fax donation 

 
開立收據 Receipt □要 Required    □不要 Not required 

芳名錄  
 Donor Disclosure Agreement 

□同意將姓名、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I agree to have my name and donation listed on relevant NCKU websites or in publications. 
□同意以                之姓名，將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或刊物上。 
I agree to the name of ____ and the donation being listed on relevant NCKU websites or in publications. 
□不同意I do not agree to either of the above. 

捐贈者簽名或檢附來文
Donor signature (or attach 

茲同意以上捐贈。  I agree to the aforementioned donation. 
年       月       日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s name  有效期限Expiry date 西元20    年    月 
        YY         MM 

信用卡號   Credit card Number □□□□-□□□□-□□□□-□□□□   背面末三碼(CVV)       

信用卡別   Credit card type □VISA □JCB□Master Card 持卡人親簽(需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Signature(must match the signature on credit card) 

    發卡銀行    Issuing bank                   銀行bank 

 
填妥後，請寄至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雲平大樓東棟4F『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收或傳真至06-2002690即可。若有任何疑問
，請來電06-2757575轉54507，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您! After you fill out the form, please mail it to Office of Fina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4F., Yun-Ping Building (East), No. 1, University Rd., Tainan City, 701 or fax it to 06-2002690.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contact 06-2757575 ext. 54507. We will be glad to help you. Thank you. 

網址Website：http://donate.ncku.edu.tw/ 電子信箱E-mail: nckudonation@email.nck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以本

聲明及同意書向您行書面告知並徵求您同意。  
當您於頁末簽名處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本校係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
資料。 

(二)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三)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各種聯絡方式及金
融機構帳戶等相關資料。 

(四)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五)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可能損失相關權益。 

(六)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但本校各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本校得拒絕您上述之請求。且因您行使上述權利

，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一)本校為執行捐款及募款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三)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永久保存，利用地區為臺灣地區，利用對象為本校各
相關單位捐款業務承辦人員(含財務處、主計室、校友中心及系所)及玉山銀行內本校捐款
業務相關承辦人員。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

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

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一)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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