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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零、碳中和、氣候中和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933)

如果不阻止地球升溫超過工業革命前1.5
度C到2度C之內，地球很可能在2100年
就不宜人類居住；降溫的一大關鍵，就
是在2050年以前，全球碳排放量要降回
2005年的水準。
微軟(Microsoft)宣布在2030年實現碳負
排放，微軟將從環境中消除的碳排將超
過所排放的碳，並承諾2050年將從環境
中消除該公司自1975年成立以來產生的
所有碳排放，包括直接排放或因用電產
生的碳排放。蘋果電腦(Apple)宣布整個
商業活動、製造供應鏈與產品生命週期
要在2030年達到碳中和，也設定在2050
年更積極的目標要達到零氣候衝擊。微
軟也串連NIKE、星巴克、聯合利華、賓
士汽車、達能等各產業龍頭，成立
Transform To Net Zero聯盟，致力於推
動各個產業往淨零排放轉型。



Timeline for Net-Zero 
Emissions

(https://www.wri.org/insights/net-zero-ghg-emissions-questions-answered)



法規驅動、品牌驅動

(陳來助，DigiZero從數位轉型到零碳轉型演講資料， 2021年12月27日)



工商公協會的建議
全國工業總會、工商協進會、電機電子工業同
業公會等於2022年3月16日對國家發展委員會、
經濟部、及環保署提出六項建議：

@應更鼓勵業者設置再生能源裝置

@研議綠電依不同產業需求合理分配

@輔導業者建立碳盤查能力

@建構外部查驗機構驗證能量且確保查證結果

可被國際認可

@國內的碳費徵收可向CBAM申請抵減，避免

雙重課稅

@建置可與國際連結的碳權交易機制



臺灣2050淨零排放路徑(1/3)

(https://www.ndc.gov.tw/，2022年3月30日)



臺灣2050淨零排放路徑(2/3)

(https://www.ndc.gov.tw/，2022年3月30日)



臺灣2050電力的去碳化(3/3)

國發會2022年3月30日
公布二○五○淨零排放
路徑，關鍵的能源結構
部分，再生能源占比將
從二○二五年的兩成，
大幅拉高至六到七成，
並納入約一成的氫能電
力、百分之一的抽蓄水
力，並保留百分之廿到
廿七的火力發電搭配碳
捕捉封存 (CCUS)，達
成電力供應的去碳化。



工業總會的呼籲
全國工業總會於2021年10月1日對產業有三大呼籲

@產業減碳應納入循環經濟思維，從產線開始，
減少生產對環境會有負擔的產品。

@從公司治理角度推動低碳轉型，並完善組織本
身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化工具，還要將相關做法推
展到供應鏈廠商，將社會企業責任(CSR)內化為
產業DNA，推動具體減碳行動，累積碳權研究資
料與大數據資料庫。

@加重節能、儲能、智慧系統整合等綠色製程與
設備的投資與推動，業界需與學界、法人單位緊
密合作。



淨零、碳中和、氣候中和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933)

◆溫室效應至少主要來自下列七種：
二氧化碳(CO2)：主要是燃燒化石燃料時產生
；甲烷(CH4)：主要由反芻動物(如羊和牛)以
及垃圾填埋場產生排放；一氧化二氮(N2O)：
主要因為農作物的肥料使用和牲畜肥料使用過
程排放；氫氟碳化合物(HFC)：主要來自冷氣
、製冷設備排放；全氟化碳(PFC)：主要是半
導體與光電製程、鋁產業排放；六氟化硫
(SF6)：主要由半導體與光電製程用氣體、高
壓電力設備開關排放；三氟化氮(NF3)：主要
在半導體與光電製程、電腦製造過程中排放。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汽車、飛機、發電廠、工廠中
燃燒大量的煤和石油，排放大量的CO2，增強了溫
室效應，二氧化碳是對環境威脅最大的溫室氣體，
不但因為排放大，並且它在大氣中會存在數百年以
上。自從人類工業革命以來二氧化碳的濃度急速增
加，是最大的威脅，因此，大多數企業/組織都把
二氧化碳作為優先要減除的溫室氣體。



淨零、碳中和、氣候中和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是什麼？
一家企業或一個組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或碳足跡，
經過清除二氧化碳或碳足跡達到平衡(衡量期間通
常是一年)時，就代表達成碳中和；或有將碳中和
稱淨零排放二氧化碳(CO2)。
●淨零、淨零碳排、淨零排放Net Zero是什麼？
要逆轉氣候危機必須是要減少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
，淨零指的就是經驗證的溫室氣體之排放接近零值
。如果沒有自然的溫室效應，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
會降到冰點以下，人類也無法生活；但燃燒化石燃
料和濫砍濫伐等人類的活動，劇烈擴大了自然溫室
效應，又會引起全球暖化。科學家分析，地球的大
氣99%以上由氮氣(N2)和氧氣(O2)組成，含量最高
的氣體是氮氣(乾燥大氣中的含量為78%)和氧氣
(21%)，這兩種氣體幾乎不產生溫室效應。
●負碳排Carbon Negative是什麼？
如果一個企業或組織清除的二氧化碳遠超過所排放
的二氧化碳，就會達到負碳排的效果。
●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是什麼？
就是努力讓各種溫室氣體朝向淨零排放。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933)



低碳/碳中和技術 (1/3)

♣BSI Group建議可將PAS 2060碳中和標準做為指
標，達成廣義的碳中和：(1)量測溫室氣體排放量。
(2)減少與組織、產品或服務相關的碳排放量。(3)減
量期結束後，藉由驗證過之碳額度抵換剩下的碳排
放量。(4)透過符合性聲明書以宣告達到碳中和。

(https://www.pidc.org.tw/safety.php?id=150)



低碳/碳中和技術 (2/3)

●低碳/碳中和技術係通過控制碳排放量，將大氣中溫
室氣體的濃度降低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程度，有利於減
緩或消除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
與自然環境保持協調發展，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
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主要包括：

@減碳技術：指高能耗、高排放領域的節能減排技術
，多應用於實現生產、消費、使用過程中之高效能、
低排放、低能耗、低汙染的效果。減碳技術涉及電力
、煤炭、石油化工、鋼鐵、有色金屬、食品、建材、
建築、交通運輸等產業，涉及燃料替代、製造生產技
術替代與優化、處理效率提升、資源回收等技術。



低碳/碳中和技術 (3/3)

@無碳/零碳技術：指(幾乎)零碳排放的太陽能、
風能、零碳產氫、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技術，還
包含儲能系統的建立及技術開發。

@去碳/負碳技術：指淨零碳排放技術(Net Zero 
Carbon Emission Technologies，NETs)，主要應用
於從大氣中捕獲、封存、積極利用、處理二氧化

碳。去碳/負碳技術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增加生態
碳匯類技術，利用生物過程增加碳移除，並在森
林、土壤或溼地中儲存；二是開發以降低大氣中
碳含量為特徵的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利用、
轉化等技術。



全體上市櫃公司做碳盤查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會)2022年1月13日宣布將推動上市櫃永續發展路徑圖，
從2023年起到2029年，以為期七年時間，採四大階段來達到全體上市櫃公司做
“碳盤查”並查證的終極目標。金管會主委黃天牧直言，外資很在乎ESG，永續發
展路徑圖是健全市場制度，此制度可讓外資知道台灣上市櫃公司的永續價值可以
和國際接軌，公司不是只有EPS或是本益比，而是讓永續價值可以跟國際接軌，
讓外資更加認同。

●揭露對象：按實收資本額自2023年起分階段推動；鋼鐵、水泥業自2023年起揭
露。

●揭露內容—範疇一：溫室氣體直接排放；範疇二：能源間接排放量。

◆2027年全體上市櫃公司完成溫室氣體盤查且與財務報表範圍一致。

◆2029年全體上市櫃公司完成溫室氣體盤查查證且與財務報表範圍一致。



CBAM初期涵蓋產品項目
◆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7月正式提出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2023年1月1日
生效，經三年過渡期，2026年1月1日全面實施。2023
年至2025年試行期間所涵蓋產品項目：水泥、鋼鐵、
鋁、肥料、電力等五項商品。試行期間必須向歐盟申
報進口產品的碳含量與數量，尚不需要購買CBAM憑
證。在此試行期間，歐盟將會提出實施細則，並規範
碳含量的計算方式、原產國碳價的扣抵計算方式等。

●可經由歐盟CBAM內容、及貿易稅則稅率綜合查詢
網站(http://portal.sw.nat.gov.tw/APGQ/GC411?request_
locale=zh_TW&PPLTitle=true)，查詢CBAM試行期間
列管之五項類別產品的參考品項。



超前部署永續發展
●歐盟CBAM將針對出口至歐盟的高耗能
產品收取碳關稅，美國、英國、日本、加
拿大等正研議跟進。歐盟初期納管水泥、
鋼鐵、鋁、肥料、電力，並考慮將擴大至
煉油、造紙、玻璃等業別的產品，將會依
照該產品所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應支
付的碳價格；2023至2025年為過渡階段，
只會要求申報其出口產品排碳量、出口國
的碳定價資訊等，2026年起實際徵收產品
的碳關稅；若出口商未遵行申報義務，歐
盟各國得對出口廠商進行裁罰。歐盟
CBAM以後勢必將會慢慢針對所有進口歐
盟的產品，台灣產官學研界應超前部署合
作來協助企業(尤其是出口佔多數的產品)，
進行碳盤查，進而研發節能減耗技術，以
助益台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及永續發展。

(https://e-info.org.tw/node/232424)



碳盤查的需求
●全球淨零減碳時程箭在弦上，歐盟2023年就將開始試行碳
關稅(2026年才會正式向出口廠商開徵)，將要求出口廠商落
實產品碳排放量申報與出口國碳定價資訊揭露等，直接影響
台廠出口到歐洲成本，美國、日本也將跟進，最快在2023年
起，台之蘋鏈電子廠也需面對蘋果的淨零碳排要求，全球碳
排淨零風潮逐漸轉為政策；台泥董事長張安平2022年1月表
示，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做好“碳足跡盤查”，企業必須先把碳
足跡算清楚，否則如何知道該收多少碳費，而企業又怎麼知
道如何減碳。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常務理事何壽川先生於2021年10月
1日說：如何計算碳足跡(碳盤查)是中小企業最困難的問題。

◆台廠所面臨的問題是連碳盤查都難以落實◆



如何達到行動目標？(1/2)

要達到低碳城市建設、低碳經濟發展、碳市
場開拓、和碳管理開展等行動目標，首先要
知道企業/組織、項目、產品/服務、和區域之
每年排放多少溫室氣體？有哪些營運過程或
生產製造過程會產生大量的溫室氣體，碳盤
查是低碳化的基礎，因此，順應低碳化思潮
、應對低碳經濟的來臨，要從最基礎的工作
進行：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盤查(碳盤查)。

碳盤查是一項技術性較強的工作，應遵
循一系列標準方法和原則。國際上較為
通用的是溫室氣體議定書(GHG Protocol)或
ISO核證標準。前者由世界資源研究所(WRI)
和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理事會(WBCSD)共同
開發，包括兩個相關但相互獨立的標準—企
業核算與報告準則以及項目量化準則；後者
由國際標準化協會(ISO)制定，旨在為溫室氣
體排放的監測、量化和削減提供一套工具。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933)



如何達到行動目標？(2/2)

●在實務上，碳足跡盤查分為●
@範疇一：企業/組織直接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企業/組織持有或控制的排
放源的溫室氣體排放，譬如企業/組織“自身生產”電力、熱力或蒸汽過程中造
成的排放，生產工藝過程中造成的排放、自由運輸工具造成的排放等；例如
製造過程使用甲烷等氣體。
@範疇二：能源的間接排放源，主要是“採購之用電、熱或蒸汽”造成間接排
放溫室氣體；即企業/組織持有或控制的設備或業務消耗的採購電力、熱或蒸
汽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這是一類比較特殊的間接排放，對一些公司可能是
很大的溫室氣體排放來源。
@範疇三：企業/組織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像是外包供應鏈的排放、員
工差旅移動過程產生的溫室氣體。範疇三界定相對模糊，凡是不能歸為範疇
一和範疇二的排放都可以算作是範疇三的排放。

不同行業、不同企業的排放結構可能存在很大差異。有的企業的碳排放主要在範疇一，如水泥廠
、造紙廠等；有的企業的碳排放主要在範疇二，如銀行、保險等網點經營較多的企業；也有的企
業的碳排放主要在範疇三，如大量外包生產的品牌企業。通過這樣的碳盤查，企業可以清楚地認
識到哪裡是最大的碳排放源，從哪裡著手減排最有效率；所以說，企業/組織碳盤查是碳管理的基
礎。盤查之後，就要針對各種溫室氣體產生的狀態去分析，可以減少的就減少，不能減少的就替
換；例如在範疇二的用電部分，節電就可以減少溫室氣體，但人類文明不可能不用電，因此就可
以透過改變能源結構，像是大量採用再生能源替代燃煤或燃氣發電，就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碳足跡計算
♠碳足跡的內容僅限於計算碳的排放量，事實上，足跡顧名思義就是行走
歷程中所遺留下的痕跡。就產品而言，在計算碳足跡時應包括原料開採時
期、產品製造時期、運送銷售時期、使用時期及丟棄後處置與回收時期等
全程生命週期的總排放量。完成排放源的定性調查後，就可以針對識別的
排放源逐一進行量化計算，量化的方法有直接監測法、質量平衡法、排放
係數法等，前兩種是相對精確的計算方案，但是需要安裝精密的測量設備
和複雜的數據採集系統，對很多中小型企業從成本和實際運作上都難以採
用。目前都是採用聯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溫室氣體
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所開發之通用和相關行業專用的“排放係數”
的計算方式：

碳足跡計算公式(CO2e，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二氧化碳當量)
活動強度數據 ×排放係數 ×全球暖化潛勢(GWP)值

其中二氧化碳當量(CO2e)係比較各溫室氣體相對於二氧化碳造成輻射之單位，
其以已知的溫室氣體質量乘以全球暖化潛勢(GWP)計算之；全球暖化潛勢
(GWP)敘述在一段期間內一質量單位的溫室氣體之輻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
的二氧化碳之係數，例如：在將CO2的GWP值設定為1的情況下，CH4能吸收
的熱超過CO2的23倍，故其GWP值為23，N2O所吸收的熱較CO2多296倍，故
其GWP值即為296，溫室氣體的暖化潛勢會依氣體種類而各不相同。



碳盤查的開始
ISO 50001 能源管理

@確認並管理未來能源供應的相關風險

@測量並監控能源的使用，以確認可以改善效率之處

@改善整體績效表現以減少能源消耗及支出

@降低碳排放量並達到政府的減碳目標

@證明在環保方面的成績以增加競標機會 https://www.bsigroup.com

●依據陳來助博士的經驗●
建立能源管理團隊->制定能源政策->
實施能源審查->建立能源管理目標->
強化能源管理制度->舉辦教育訓練->

實施能源管理內部稽核->落實管理階層審查

●參考財團法人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https://www.ecct.org.tw的資料



碳盤查的開始
ISO14064溫室氣體、ISO14067碳足跡

●依據工研院黃啟峰資深研究員的經驗●

按 ISO系列的碳盤查可分成：組織型碳盤查
(ISO14064-1)、計畫型減量盤查(ISO14064-2)、及產
品型碳盤查(ISO14067、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產品碳足

跡)。一般中小企業大都以用電和少量燃料為主，
有分成來自能源有關的排放以及少量製程排放。
業界可先從ISO14064-1盤查進行，若企業行有餘
力 可 再 進 行 計 畫 型 ISO14064-2 以 及 碳 足 跡
ISO14067，若有產品要銷往歐盟，則一定要進行
ISO14067的產品碳足跡盤查(因應歐盟即將實施碳
關稅)。



組織溫室氣體VS產品碳足跡
●組織溫室氣體盤查：組織範圍內的所有行為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與移除之量化；時間是同一時間點，空間是同一定點。
●產品碳足跡盤查：組織中選定某一產品往上追溯原物料開採製造
及其供應物流、在組織的生產過程，往下調查配送、使用、廢棄回
收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時間是流動的時間軸，空間是不同定點。

(圖的來源：逢甲大學、義守大學之淨零排碳願景整合循環經濟的聯合服務團隊)



碳盤查方法論的演進
碳盤查方法論還在不斷演進，近些年來的發展主要集中在兩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產品層面的碳盤查，以產品為核心，對原料獲取、產品生
產、產品分銷、產品使用、廢棄處置等全過程的碳排放量來進行核算，
其計算出單個產品從搖籃到墳墓全生命週期的碳排放量。這樣，消費者
就可以知道自己使用的某個產品會產生多少碳排放，並且知道其中有多
少排放是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產品使用過程中的碳排放以往經常被忽
略，但對某些產品來說卻至關重要。譬如汽車，消費者在使用過程中產
生的碳排放往往大於汽車生產過程中造成的碳排放，從這個角度看，汽
車製造商不僅要在生產過程中減少碳排放，還要充分考慮發動機、車身
設計，減少使用過程中的碳排放。

@另一個方向是價值鏈層面的碳盤查，主要關注企業供應鏈的碳排放，
包括採購產品的原料、生產和運輸等。這樣的計算可以幫助企業了解自
身排放和供應商排放的對比情況，便於進一步對供應商的碳排放進行管
理，從而降低整體的碳排放。對那些自身排放不大但供應鏈很長的企業
來說，價值鏈碳盤查有很大的作用。Dell、Walmart等企業已開始對供
應商的碳排放進行核算，並將碳排放作為選擇供應商的一個重要指標。



亟需完整且正確的碳盤查
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2022年2月公布全球企業碳盤查調查
結果：

@完整性：儘管全球有85%的企業深度關切減排議題，在過去五年中，只有一成左
右的企業成功實現減碳的願景(達成減碳目標的75%以上)，逾九成無法做到完整碳
盤查，突顯企業要將理念化為具體行動仍面臨不少困難。企業內部有關的碳排放，
一是直接來自於企業活動產生的排放(範疇一)，如企業的設施或車輛產生的排放，
另一是企業購買的能源所產生的排放(範疇二)；這些稱為內部排放。外部排放，是
指企業供應鏈相關的排放(範疇三)，無論是上游—如購買的貨物，或是下游—如公
司產品的運輸配送，或產品的使用以及與產品壽命結束相關的處理。81%的企業忽
略了部分企業內部(範疇一和二)排放，66%未提出任何外部排放(範疇三)報告，然
範疇三佔企業碳排高達六到八成，範疇三的碳排計算是企業亟需突破的關卡。

@正確性：僅有9%的企業有能力完整計算所有範疇(範疇一、二、三)的排放，參
與調查的企業甚至估計碳排計算的錯誤率約落在30%~40%的區間。

@經常性：53%的企業表示因為碳盤查頻率不足，難以依此做出減排決策。

@自動化：86%的企業仍在用試算表手動記錄和報告其排放量，AI工具可以協助企
業定期準確地計算碳排，達成減碳目標，企業可以利用AI自動清理和比對資料、
推斷價值鏈上所產生的排放量及缺失的資料、優化減碳計畫等；BCG指出，經驗
顯示，AI能透過確定最佳的計畫、追蹤結果及優化營運，讓公司的排放量減少多
達40%。



碳盤查亟需實務上的協助
●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 (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22年2月公布
全球企業碳盤查調查結果呼籲：

企業界亟需完整且正確的碳
盤查。

●雖然有碳盤查的講習班與課程
、碳盤查之計算服務平台，但是

能完整且正確的完成碳盤查之
重要的要素，就是要有產業實
務的盤查輔導經驗，這可經由
產學研界有盤查輔導經驗的
人來帶領，經過幾次盤查輔導就
會熟悉了解，進而可培育盤查人
員能獨當一面；當然輔導不同公
司或工廠，會因企業規模以及產
業/產品特性，困難度有所差異。 (https://visionproject.org.tw/story/6199)



碳盤查的系統化及智慧化
●完成所有排放源的計算方法選擇、和完整且正確
的數據收集之後，則設置整個溫室氣體盤查清單；
溫室氣體盤查清單應包含：每種溫室氣體的直接溫
室氣體排放量，溫室氣體移除量，能源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量，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量、源自生物質
燃燒的直接CO2排放量等。

●為保證盤查過程和數據訊息能夠滿足相關性、完
整性、一致性、準確性、和透明度的原則，需要建
立溫室氣體之系統化(IT化)的文件與記錄管理程序
。進而再善用AIoT、5G、雲端、區塊鏈等數位科技
，透過資料分析與運算之強化、利用AI做即時排放
估測或排放預測，將有助於企業落實永續的發展。



產品碳足跡查證原則
與程序規範

(https://cfp-calculate.tw/cfpc/Carbon/WebPage/FLFootIntroduction.aspx)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針對查驗機構於執行查驗過程已建立相關
碳足跡查證作業程序，其程序包括：(一)建立查證協議、(二)
初始文件審查及風險評估、(三)規劃查證與取樣計畫、(四)展
開查證作業、(五)查證意見、(六)內部技術審查、及(七)核發查
證聲明等步驟。

有關碳足跡查證作業原則包含：生命週期觀點、相對性方法
與功能單位、反覆之方法、科學方法之優先順序、相關性、
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透明度，以及避免重複計算等。



驗證與認證 (1/3)

(http://www.s-duyu.com/)

■ISO證書的核頒是透過符合性稽核程序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來判定一家公司的作業或活動是
否符合ISO國際標準之要求，以核頒ISO國際標準證書。
ISO國際標準稽核評鑑過程，分為企業本身、驗證單位、
認證機構等三個層次。

●“驗證單位”則是裁判，從事評審、核頒企業ISO證書的
工作，“認證機構”，則是督察，專門監督考核驗證單位；
這樣驗證單位發出來的ISO證書才能取信於社會大眾。企
業為取得ISO國際標準系統證書而向驗證單位申請驗證；
驗證單位為了表示其公允性，則須接受認證機構的認證，
被認證機構監督稽核。因此，驗證(Certification)是指公
正獨立之第三者驗證機構授與書面ISO證書，證明企業的
管理系統符合規定特定標準的要求。



驗證與認證 (2/3)

(http://www.s-duyu.com/)

◆驗證機構(Certification Bodies)係秉持公正獨立特點的第三
者，其出具書面保證某產品、流程或服務符合某規定的程序。
驗證單位：澳洲企業系統認證 (Bcer)、印度商業系統認證
(BSCIC)、挪威船級社(DNV)、英國標準化協會(BSI)、法國國
際檢驗局(BVQI)、瑞士通用驗證集團(SGS)、德國萊因技術監
護公司(TUV)…等，這些驗證機構必須先被認證通過。

◆ISO認證機構(Accreditation Bodies)為國家級主管機關，通
常一個國家有一認證單位，其正式承認驗證機構或訓練機構，
有能力執行ISO認證規定工作之過程或活動。ISO認證單位：
JAS-ANZ(紐澳)、RAB(美國)、UKAS(英國)、TAF(台灣)、
CNAB(中國 )、ANAB(美國 )、RVA(荷蘭 )、DAR(德國 )、
SCC(加拿大)、KAB(韓國)、JAB(日本)…等，這些認證單位都
有參與一個共同的協議組織‒國際認證論壇(IAF)，以求對驗證
機構進行統一的管理標準。



驗證與認證 (3/3)

♣ISO管理系統可經第三方驗證單位進行驗證(例如：SGS、
BSI、TUV…等)，驗證單位再將驗證之報告交由認證單位(例
如：UKAS、DAR、TAF…等)，依據國際認證規範對第三方
驗證機構之驗證能力進行評鑑認可。在證書上有兩個重要資訊
是必備的！那就是要有ISO驗證機構(CB)的Logo和ISO認證機
構(AB)的Logo。兩項是缺一不可，尤其為認證機構，如此才
是具備國際公信力與保障的證書！

♣如何查詢是否為有效證書？可以在證書上看到證書發行日
及證書到期日，此證書可在認證機構之公開網站輸入證書編號
查詢得到，而不是在驗證單位的網站上查詢。

♣國際認證標準不只是為了讓企業取得一張證書這麼簡單而已，其
是為了使企業成長重要的步驟之一，在取得證書前的整理整頓到取
得證書，都是為了證明企業有足夠能力及實力。



台灣工具機業的碳盤查
●東台集團減碳目標：

東台取得ISO 14064-1:2006溫室
氣體查驗聲明書、及產品數控
鑽床SD-620的 ISO 14067:2018
產品碳足跡查證聲明書，為台
灣第一家取得聲明書的工具機
廠商，並透過盤查結果作為改
善碳排減量的設計依據；驗證
機構是SGS。
◆東台集團節能目標：
東台持續落實執行ISO 50001能源管理(有效
期間為2022/2/11至2025/2/10)，並於每年底
制定次一年度節能目標；驗證機構是金屬
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台灣十大碳排企業
(https://news.pchome.com.tw/politics/cnews/20220504/index-65162444056993227001.html)

台灣2020年製造業前十大碳排企業

排碳量，就占了全台灣的38％；
其中，最大排碳源台塑石化，就排
放了全國9.7％的溫室氣體，加上同
為石化業的台塑、南亞、台化、中
油、長春石化，六間石化業排碳大
戶就占了全台灣21.8％的排碳量。除
了石化業之外，鋼鐵業的中鋼集團
，也有兩間企業上榜，中鋼與中龍
鋼鐵共占台灣總碳排的10.8％；其他
兩間企業則是台積電3.5％、台泥1.7
％。中鋼、中油、台塑工業、長春
石化這四家2020年在高雄，就排放
了大約2878萬噸CO2e，約高雄市溫
室氣體淨排放量的54%，其是高雄
極大的碳排負擔。



台灣企業的需求
@台灣的大企業(例如：鋼鐵廠、石化廠、
半導體廠等)之碳盤查多數已在實施、且
已建立盤查的能力，其主要需求面向是：
節能減碳、CCUS、低碳、創能、儲能、
智慧化等前瞻技術的研發。

@台灣超過18萬家的中小企業，目前的需
求面向是：需要協助其碳盤查之實施、及
協助其建立盤查的能力，然後再協助其發
展節能減碳技術。



產學研碳中和聯盟共同合作協助
機械業、工具機業之碳中和的

盤查服務與技術研發

♥學術界：逢甲大學

♥研究機構：工研院智慧感測與系統科技
中心、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精密
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產業界公會：台灣工具機暨零組件工業
同業公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研究機構、產業界公會等分別依筆劃排列)



產 學 研 聯 盟

逢甲大學與產業公會龍頭締結產學研碳中和聯盟，左起：周至宏講座
教授、魏燦文理事長、許文憲理事長、李秉乾校長、經濟部工業局張
明煥副組長、陳來勝執行長、賴永祥總經理、朱俊勳執行長。



產學研聯盟的盤查服務
●逢甲大學、工研院智慧感測與系統科技中心、工研院智
慧機械科技中心、及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共同合作為中
小企業廠商，分別依需求對應ISO 50001、ISO 14064-1、或
ISO 14067來提供碳盤查服務，由產學研界有盤查輔導實務
經驗的人，來帶領業界/學生進行盤查輔導，了解廠區、產
品、能源，究竟碳排量有多少? 進行熱點分析找出高碳排的
所在，分析到底是電能、原料、還是設備? 及建立業界的盤
查能力與培育人才，並跟驗證機構合作協助進行驗證。

●聯盟提供企業之全廠耗能與設備用能問題診斷、檢測、
及提供改善建議方案，協助建立數位化及AIoT系統，導入
設備的生產數據與能源數據上雲端、及即時連線的能源管
理系統，運用系統化及智慧化技術，協助業界建立即時計
算碳足跡及能耗量、甚至預測碳足跡及能耗量的能力，及
培育AIoT及IT化盤查與能源管理的人才。



Progress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周至宏的觀點：

Reports(報告) » Correlations(相關性) » Predictions(因果性) » Recommendations(建議)

化被動為主動 (Transforming Passivity into Initiative)



聯盟的技術研發、策略與目標
●技術研發：產學研合作探討設備、製程、原料、產品
設計、…等如何優化品質、性能、與生產效率，以及同
時減能耗與減碳排的研發議題，進行產學研合作計畫案
並向政府部會申請計畫經費補助。

◆策略研擬：協助提供企業供應鏈商減碳、縮短物流、
在地採購之建議方案；評估企業自己能設置多少再生能
源?占整體比重最多可到多少?有多少需要外購?；協助企
業分析與評估碳交易、碳抵減等碳權事宜。

■目標：協助企業廠商能同時智能優化產品品質、智能
優化產品精度、智能優化生產效率、節能減耗、以及實
現碳中和/淨零碳排。



榮富公司的溫室氣體盤查
●榮富公司組織溫室氣體盤查●

逢甲大學於2022年4月協助榮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溫室
氣體盤查小組，並進行ISO 14064-1組織溫室氣體盤查，已完
成榮富公司基準年為2021年的盤查清冊。內部詳細查證後，
將可進行申請第三方驗證，以取得溫室氣體查驗聲明書。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總量 

固定排放 製程排放 移動排放 逸散排放 能源 

間接排放 

間接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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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機) 

tCO2e/y 

(溶劑) 

34.3 tCO2e/y 

(移動源燃料) 

76.3 tCO2e/y 

(冷媒) 

141 tCO2e/y 

(電力) 

  

 
tCO2e/y 

(焊接) 

0.3 tCO2e/y 

(公務移動) 

0.178 tCO2e/y 

(滅火器) 

   

   
tCO2e/y 

(化糞池) 

  
217.8 

tCO2e/y 

佔比 

35.1% 64.9%    

 



生產加工製造型企業(1/3)

♠碳中和涵蓋：碳捕集(Carbon Capture)、碳封存
(Carbon Storage)、碳利用(Carbon Utility)、碳減
排(Carbon Emissions Cut)，其中碳減排是積極主
動式方法。

(https://ecochain.com/infographics/、https://www.carbonfootprint.com/productlifecycle.html)



生產加工製造型企業(2/3)

對於生產、加工與製造型企業，可以從原料、生產
、分銷、使用、和回收等五大環節入手，將整個價
值鏈連通，生產綠色產品致力於客戶低碳/去碳的
產品與服務，助力實現碳中和：
@原料資源：減少對於原料資源的使用、選擇綠色
低碳原料、 減少供應鏈碳足跡的原料物流。
@設計和製造：改進流程並降低浪費，製造端使用
再生能源及提升能源使用效率。應用Digital Twin
，根據分析結果，優化產品的設計與製造；針對易
損部件，企業可事先選擇更強固的材料進行生產。
對於生產流程本身，企業可以根據即時提供的產線
數據優化製程，減少能源損耗，提升產品品質。



生產加工製造型企業(3/3)

@供應分銷：實現高效的物流運輸。借助物聯
網，企業可以實時追踪物料和貨物信息，提升
供應鏈的透明度，且優化運輸路線並輔助駕駛
員進行行為管理，這種做法一方面可以節省燃
油，一方面可以降低城市擁堵和污染。
@使用和重複使用：延長使用壽命並實現產品
共享。共享產品一方面提高了產品的利用率，
有效促進物盡其用，一方面產品回收和處理的
權責更加明晰，為循環經濟做出貢獻。
@回收和再利用：改善廢品回收分類和收集管
理，在低能耗下，提升廢品再利用效率。



Twin Transition
●Twin Transition是歐盟在2021年提出之歐洲數位轉型與永
續的概念。歐盟的數位歐洲計畫提出Twin Transition概念，
透過數位科技一方面協助企業數位轉型，同時也達到減少碳
排、能源效率管理等ESG永續綠色治理的目標。

●Twin Transition係整合數位技術及永續性(Pairing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Sustainability)。綠色轉型(Green Transition)將
使各地區能夠重新定位其能力和產業結構，並為面對氣候變
遷危機給地球帶來之不可避免的情況，重新開闢永續的道路
。數位技術是實現永續業務轉型的關鍵，其是推動綠色轉型
目標的最重要因素：數位技術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使我們
更加節約資源；數位技術可以改善當前生產和消費模式的綠
色效率和足跡，也可以促進新的綠色技術的發展。企業經由
結合數位技術中之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及永續
性(Sustainability)，將使低碳轉型轉變成為創造新價值和經濟
增長的機會。



換熱器的智慧檢測
(鄭錦智、曾良雄、周至宏，2004，類神經網路應用於渦電流檢測訊號分析之研究，石油季刊，Vol.40，pp.47-57)

煉油及石化工廠中，換熱器是一種在不同溫度的兩種或兩種以上流體
間實現物料之間熱量傳遞的節能設備，其使熱量由溫度較高的流體傳
遞給溫度較低的流體，使流體溫度達到流程規定的指標，以滿足製程
條件的需要，同時也是提高能源利用率的主要設備之一，其品質的好
壞直接影響到石油化工企業的安全和經濟效益。換熱器管束常因腐蝕
而造成洩漏，造成了物料的浪費、浪費能源、環境的污染、非計畫性
停炉、或工安事故，已成為生產中不可忽視的問題。歲修中換熱器管
束的腐蝕檢測是很重要的一環，非磁性換熱器管束以渦電流檢測為主
，但因訊號研判須仰賴有經驗的判讀人員為之。

(https://alatukurportabel.blogspot.com/2017/08/materi-non-destructive-test.html)

2003至2004年期間，周至宏教授執行
中油公司的產學合作計畫案，應用人
工智慧(AI)方法，協助換熱器設備的
腐蝕檢測判斷，在研發上確實展現成
效，其有助於工程人員來增進判讀速
度且降低人為誤判的機會。



輕、薄、短、小是許多產品的趨勢，這類產品的製程，許多需要仰賴自
動化的機器視覺輔助，通常這類自動對位的高階設備造價昂貴，自主開
發時卻常常因為經驗不足，經由Trial-and-Error的設計程序，得不到好
的效率(定位速度)與定位精度。本整合視覺系統與運動系統之自動精密
對位系統的研發，導入人工智慧之類神經網路及進化優化演算法，透過
實務驗證及在產業實際使用，證實能大幅提高整體定位精度成效，且效
率(定位速度)可提升約40%，節省運作時間，達到節能的效益。

J. T. Tsai, C. T. Lin, C. C. Chang and J. H. Chou, 2015,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Vol.11, pp.1366-1377.

精密定位系統技術研發
(蔡進聰教授、林崇田處長、張成仲工程師、周至宏教授/屏東大學、金工中心、逢甲大學及高雄科大)



Digital Twin與節能減碳
在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方面，通過Digital Twin技術對系
統的多元訊息進行描述，通過模型演算法之實現，線上
虛擬調適及即時動態優化，從產品設計、加工製程、到
控制決策，經由DT進行數位模擬之分析與設計，實現整
體能源管理優化，實現高效率節能及降低碳排的目標。

https://www.bangkokbankinnohub.com/digitaltwin/



AI智慧包裝減少碳足跡
產品包裝解決方案的要求：確保所選擇的包裝盡可能小而精，
不僅要降低材料成本，還要幫助公司減少整體碳足跡。

應用AI之Evolutionary Computation中的Genetic Algorithm (GA)，
M. R. Namaghi通過分析一個物體的三維CAD模型來確定其最關鍵
的點，然後，GA接手計算物體的旋轉，不僅能為其推薦盡可能小
的包裝，除了有助於降低包裝材料、運輸和儲存方面的成本外，選
擇盡可能小的包裝的能力，使用的包裝越小，浪費的包裝材料就越
少，在運輸方面，較小的包裝佔用的空間更少，可在一次運輸中裝
下更多的東西，從而減少燃料消耗，其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https://www.home.sandvik/en/stories/articles/2021/02/smart-packaging/



最具潛力的低碳技術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3691/carbon-reduction-technology-july)



穩健優化碳捕捉技術(1/5)

探討燃燒後之碳捕捉技術的穩健優化設計(Robust Optimal Design)

燃燒後碳捕捉就是在燃燒化石能源的燃燒室後，再接一段吸收分離裝置，
用一些化學方法，比如，二氧化碳溶於水後是一種酸性的溶液，那麼我們
把二氧化碳通入一種低溫高壓的鹼性溶液裡，其常用的就是乙醇胺溶液，
將廢氣當中的二氧化碳分離出來，然後再進行處理。碳捕捉完之後，那個
鹼性溶液還可以繼續循環利用。對於這項技術來說，改進配方是技術發展
的方向之一：配方指的就是那個鹼性溶液的配方，現在的吸收劑有很多可
選，都分別有各自的優缺點；吸收二氧化碳越多越好，但這又和溶液的濃
度有關，鹼性溶劑的濃度高了以後，粘稠度就會增加，把二氧化碳吸出來
的過程耗費的機械能就很高；因為溶劑本身是鹼性的，對設備的腐蝕就比
較大，需要找腐蝕性小的配方才行；廢氣中除了有二氧化碳之外，還有氧
氣，氧氣在再生塔的高溫環境下會和鹼性溶液發生氧化反應，於是鹼性溶
液就變成其他物質，所以，配方裡還要有一些還原劑，能把滲入到溶劑裡
的氧消耗掉；再生塔裡的溫度比較高，鹼性溶劑的揮發性就會增加，而有
些溶劑揮發後是有毒的，所以要盡量減少毒性。

●品質：高吸收率、低粘稠度、腐蝕性小、氧消耗量高、毒性低、…。



穩健優化碳捕捉技術(2/5)

美國德州Petra Nova計畫為
美國規模最大之燃燒後捕獲
CO2計畫：從2017年開始，
每年有捕獲二氧化碳140萬
噸的能力，照片左塔是CO2
吸收塔，照片右塔是吸收劑
再生塔。

南亞異辛醇廠以輕油入料生產
氫氣及一氧化碳，過程產生二
氧化氮經單乙醇胺系統吸附脫
除後排放每小時4噸，跨公司
改善輸出台塑正丁醇廠當原料
與送中塑油品公司製作液態二
氧化碳，已無排放大氣。

(https://csr.cw.com.tw/article/40159)



穩健優化碳捕捉技術(3/5)

CO2捕獲：化學吸收法之研發方向
(談駿嵩、二氧化碳捕獲封存及再利用、2021-03-12)



穩健優化碳捕捉技術(4/5)

長春集團大連化工大發廠2019年與清華大學談駿嵩教
授合作設置碳捕捉試驗工廠，每日可從汽電共生的煙
道捕捉100公斤二氧化碳，全球十多個碳捕捉試驗工
廠當中，單位運轉效率最高；2022年3月，長春集團
研發部資深部長黃健富說：“目前最重要的是嘗試各
種不同催化劑，找出最佳組合。”

(天下雜誌，2022年3月22日)



穩健優化碳捕捉技術(5/5)

(周至宏)
以系統化智慧建模及智慧優化等方法，來穩健
優化碳捕捉技術。



綠 色 製 造
碳中和目標下製造業的必然選擇
綠色製造的目標是充分利用各種新材料、新技術和新方法，在保證產品的
功能、品質、成本的前提下，實現製造業的節材、節能，並減少各類不利
於生態環境的排放，可從資源和能源消耗的源頭解決生命週期二氧化碳排
放高的問題。綠色製造以工業生態學、可持續製造、循環經濟、和清潔生
產等為理論基礎，利用產品全生命週期中各階段的綠色技術實現資源利用
率最高、能源消耗與排放最低。從綠色製造的技術體系來看，可以將綠色
製造分為綠色設計、綠色生產、綠色物流、綠色運維、和回收處理五大部
分，其中，綠色設計包含了高能效設計、輕量化設計、可回收性設計等；
綠色生產包含了綠色產品技術、綠色工藝技術、工場節能調度等；綠色運
維包含了產品運行狀態的線上檢測、性能提升服務等；再利用涉及到產品
回收物流、梯次利用及再資源化等。
綠色製造技術的發展趨勢：(1)深化綠色設計理論與技術的研究。(2)開發
綠色工藝技術和裝備，發展清潔生產、再製造與再資源化的關鍵核心技術
。(3)構建綠色製造服務平台，為綠色認證和評價提供數據支持。(4)研發
智慧化綠色製造技術。 (https://inf.news/economy/df44da115c10ebe7be115f28d980f82b.html)



DMG MORI的碳中和(1/2)

(https://en.dmgmori.com/news-and-media/news/dmg-mori-s-production-completely-co2-neutral-as-of-january-2021)

2021年起，DMG MORI的工具機生產完全達到碳中和，
其是工具機界第一家實現碳中和的公司，實施碳中和有三
個綠色綜合措施：綠色機床、綠色模式、綠色技術。

@綠色機床(GREENMACHINE)：工具機的全生命週期，
從原材料採購到機床的製造、裝配，再到產品的包裝、運
輸，所有環節實現綠色低碳；從2021年起，DMG MORI
同時帶領其供應商(例如鑄鋼原材料、電子產品等)使用節
能和環保技術，共同在整個產品價值鏈實現碳中和。

@綠色模式 (GREENMODE)：綠色模式已適用於DMG
MORI的所有工具機，通過特定的應用程序、優化組件、
制動能量回收、所有單元的智能控制等來優化其機器的能
源和排放效率，在產品端利用新的節能技術減少產品的碳
排放量，讓客戶使用產品時也同時實現節能減排。



DMG MORI的碳中和(2/2)

(https://en.dmgmori.com/news-and-media/news/dmg-mori-s-production-completely-co2-neutral-as-of-january-2021)

@綠色技術(GREENTECH)：DMG MORI以其多年累積的
豐富專業技術，不斷開發綠色技術，讓風力發電設備、水
力發電設備、燃料電池、或電動車的組件等新能源領域的
客戶使用DMG MORI工具機，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還有
助於製造出高度創新的零組件，除了自身實現碳中和外，
還共同帶動著整個產業生態鏈往實現碳中和發展。



工具機的生命週期中
不同階段的影響

(林成興，國外工具機大廠零碳推動調查，工具機產業服務社群分享會，2022年4月22日)



綠色製造多品質特性
智慧化技術

(黃惟泰教授、周至宏教授/屏東科技大學、逢甲大學及高雄科技大學)
在推動碳中和的過程中，不只產品從設計端就要開始著手規劃，產品在製造端
也要跟著調整，配合綠色製造，其在馬達、潤滑或冷卻等系統都要跟著再設計
與修改，實現降低碳排的目標。奈米流體/微量潤滑技術(MQL)是近年來之一種
新興的加工潤滑技術，其可增進加工效益與降低大量切削液使用及處理廢液的
成本，並減少對環境及工程人員的危害，MQL符合國際綠色製造的環保意識
及法規。我們擁有發明專利之專門分散與霧化奈米流體微量潤滑相關設備系統
的國際首創技術，且同時研發多種智慧化建模及穩健智能優化的方法，其可預
測與優化多種不同製程品質目標，有助於達成碳中和的目標。

W. T. Huang, W. S. Liu, J. T. Tsai and J. H. Chou, 2018, IEEE Tra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15, pp.1065-1077.
W. T. Huang, F. I Chou, J. T. Tsai, T. W. Lin, and J. H. Chou, 2020,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Vol.16, pp.5202-5212.

●科技部2021年未來科技獎



智慧製造綠色升級 (1/4)

從降低能耗及碳足跡可視化等兩面向，賦予
智慧製造發展綠色升級、助力碳中和。

●降低能耗：

@通過能源管理合理利用能源，降低單位產品的能
源消耗：通過對重點耗能設備的數據分析，合理計
劃和利用能源，降低單位產品的能源消耗。

@通過智能調配、系統優化製程的運行策略，從而
促進節能減排：在製造生產系統中，調配系統是重
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製程優化，讓生產品質更穩定
，改善能耗。



智慧製造綠色升級 (2/4)

●碳足跡可視化：產品全生命週期過程貫穿原材料
採購、生產製造、物流運輸、銷售使用等整個供應
鏈上下游，不同階段的碳足跡分佈在不同的企業及
訊息系統內，造成數據無法互流互通，形成碳足跡
訊息孤島，無法準確追查產品的碳排放情況。

@基於物聯網標識解析的碳足跡可視化：物聯網可
以幫助企業發現其產品高環境代價的環節並進行改
善，為企業降低環境成本的同時，提升企業聲譽及
產品競爭力，企業降低碳排放以適應市場壓力的過
程，也會對全社會節能減排形成推力，促進早日實
現碳中和的目標。



智慧製造綠色升級 (3/4)

基於物聯網標識解析的碳足跡可視化
◆在採購環節：基於物聯網標識解析體系，供應商
可以將碳排放量數據作為標識訊息，註冊到原材料
標識中，生產企業只需要對原材料標識進行解析就
能獲取碳足跡訊息，實現了供應商數據共享。

◆在生產製造環節：基於物聯網標識解析體系，生
產企業將原材料碳足跡與產品標識進行關聯，把原
材料的碳足跡附加到產品中，同時利用物聯網對生
產過程中使用的設備進行監測，即時採集運行功率
、加工時間、用電量等訊息並進行碳核算，最終碳
排放訊息通過標識解析並與產品進行綁定。



智慧製造綠色升級 (4/4)

基於物聯網標識解析的碳足跡可視化

◆在物流運輸環節：可以建立基於物聯網標識解析
的物流追踪體系，做到每一車有一碼、每一物有一
碼、物車相互綁定，即時監控物流過程，記錄運輸
工具(汽車、火車、飛機、船舶等)和運輸距離並進
行碳核算，再將碳排放訊息註冊到產品中。

◆在銷售使用環節：消費者通過掃描產品上的標識
，就可以輕鬆地查看整個供應鏈環節上產品的碳足
跡情況；消費者在使用產品時可通過主動標識的方
式，即時採集使用時間等訊息，觀察使用過程中產
品的碳排放情況。



邁向綠色智慧製造
應用與整合Experimental Design、Induc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Deduc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oretical Methods、Control
Technology等技術，多年來已為全球產業界
關心之智慧製造的研發議題提供優化品質、
精度、和效率的Total Solutions，並展現優質
成果。將這些智慧製造的優質研發成果，再
結合及強化節能減耗，使智慧製造在碳中和
趨勢下，邁向能同時智能優化產品品質、智
能優化產品精度、智能優化生產效率、節能
減耗、及實現碳中和/淨零碳排的綠色智慧製
造(Gree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綠色智慧製造技術

節能減耗

品質
精度

效率

綠色智慧製造技術：能多目標的智能優化產品
品質、智能優化產品精度、智能優化生產效率
、及節能減耗。



資訊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運作安全
Operational

Safety

健康安全生活
Personnel

Health

智慧製造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節能與減耗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綠色智慧製造

Gree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綠色智慧製造
(周至宏)

綠色智慧製造就是運用資訊化、智慧化、綠色化等方法，來實現：
設備自動化、技術數位化、生產柔性化、過程可視化、數據整合化、
決策自主化、供應韌性化、節能最大化、碳排淨零化、ESG優化。



加熱爐溫度預測與前饋控制器
(陳建榮、周阜毅、周至宏，中冠資訊公司、國立高雄科技大學、逢甲大學)

●鋼鐵廠再加熱爐用於在熱軋前，在1000ºC至1250ºC的溫度下均勻
的再加熱鋼坯，提供準確、穩定、可靠的溫度控制對於熱軋鋼生產
中的加熱爐來說是最重要的。我們提出一種將AI預測模型與前饋控
制器相結合的方法，在亞洲地區一家鋼鐵廠進行應用，經實際驗證
其確可以提高溫度控制系統的穩定性，並提供了更精確的溫度控制
，不僅提高了軋機生產線的穩定性，且減少燃料燃燒及可減碳排。
(C. J. Chen, F. I Chou and J. H. Chou, 2022, Temperature Prediction for Reheating Furnace
by Gated Recurrent Unit Approach, IEEE Access, Vol.10, pp. 33362-33369.)



由於產學合作之業界現有系統僅能排出
個別訂單交期，無法考慮生產製造的產能
與工務、廠務所面臨的問題，每月的生產
排程訂單都必須由人工耗費相當長的時間
來特別製作，由於廠商每月初都會固定或
臨時向公司下訂單，且其生產班表相當複
雜，其中包含客戶的交期、每個生產據點
固定日期的生產量和生產的產品種類…等
等。如此的複雜且重要的工作實非人工所
能負荷，因此，透過產學合作計畫案，本

團隊利用人工智能/計算智能之演化
計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多目
標最佳化技術開發智慧排程系統，成功
地解決產學合作之業界的生產排程問題，

且有助於達成節能減碳的目標。

多目標最佳化扣件生產排程系統
(劉東官教授、周至宏教授/高雄科技大學、逢甲大學及高雄科技大學)

T. K. Liu, Y. P. Chen and J. H. Chou, 2014, IEEE Access, Vol.2, pp.356-364.
T. K. Liu, Y. P. Chen and J. H. Chou, 2014, IEEE Access, Vol.2, pp.1598-1606.



中鋼公司節能減碳技術(1/2)

@改造鋼板工場加熱爐：優化爐門設計、優化加熱源位置等優化技術，提
升加熱爐氣密性以減少熱散失，可縮短鋼胚加熱時間，降低能源消耗。

@熱軋產品藉由鑄軋短製程：經建立虛擬鋼胚排程技術，有效提高熱進爐
溫度與熱進爐率，實現熱軋再冷軋料熱直裝生產。

@製程改善：自高爐噴吹氫氣之優化製程技術著手，維持現有高爐運作，將
氫氣由鼓風管噴鎗吹入高爐風徑區，以取代粉煤；依據估算，高爐最佳氫氣
噴吹量為每噸鐵水27.5公斤，約可減少21%的碳排放，中鋼於此目標初步設
定於2021年度建置高爐高溫反應模擬器來開發、高爐噴氫操作技術。

@降低燃料使用：冷軋工場完成自主開發結能裝置上線應用，且建立低產量
下的爐溫調控技術，有效減少燃料耗用；在煉鐵廠建構熱風爐智能化模型，
納入二號高爐智能化模組內，協助熱風爐能在最低能耗下提供穩定熱風。

@節省電能使用：建立汽渦輪機冷卻水量調控技術，增加淨發電量；建立空
壓系統定壓力定電流控制技術、降載智能調節技術、空壓機與冷卻水系統串
設備節能等技術，降低空壓機虛功比例，節省電能200萬度以上；開發煤化學
工場冰水機操作優化技術，提升單噸蒸汽製冷能力，減少蒸汽使用。



中鋼公司節能減碳技術(2/2)

@品質改善：透過PDCA循環為主軸，搭配實驗計劃法、田口方法、六
標準差等各種統計手法，加以交互運用，配合必要的特性要因分析與資
料層別，擬訂現況及問題肇因的改善對策之改善專案制度。

@智慧高爐：中鋼要達到碳中和有技術、資源、與成本三大挑戰，中
鋼煉鐵核心的高爐製程最為耗能，中鋼旗下六座高爐未來都會逐步汰換
成智慧高爐，中鋼規劃到2025年合計要減碳7%，中鋼中長期將邁向“低
碳高爐”與“無碳高爐”，2050年達到碳中和。高爐是鋼廠的重要核心，
也是排碳能耗最大製程，中鋼已經啟用第一座智慧高爐，有27項智能模
組，透過AI演算輔助決策，過去被視為“黑箱”的高爐，也能透視、可預
知、易掌控，每年燃料費可省1300萬元、減碳2200公噸，中鋼會把旗下
六座高爐逐步汰換為智慧高爐。中鋼規劃在兩階段達成碳中和，規劃自
2025到2030年雖維持傳統高爐煉鐵、轉爐煉鋼製程，但要做到“低碳高
爐”，由高爐添加還原鐵、高爐噴氫氣取代噴煤與鋼化聯產等三作法完
成，估計可減碳20%。到2050年要完成碳中和，中鋼要將高爐轉為“無
碳高爐”，會利用CCS碳捕捉技術，同時參考歐洲經驗，開發氫能冶金
新製程，投入減碳技術研究。



產學研界一起共同合作
致力台灣產業碳中和的

盤查服務及技術研發





周至宏教授 簡歷

專任職務

◇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choujhtaiwan@gmail.com)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講座教授(退休) (choujh@nkust.edu.tw)

學歷

◇國立成功大學工程科學學士(1977/09~1981/06)
◇國立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碩士(1981/09~1983/06)
◇國立中山大學機電工程博士(1986/09~1988/12)

研究領域

◇品質工程

◇穩健優化技術

◇人工智慧技術

◇自動化系統整合技術

◇系統工程、綠能裝置與系統控制技術



主要資歷

◇科技部 自動化學門召集人、產學合作推動規劃—機電能源領域召集人

◇國立成功大學 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共同主持人

◇國立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國立中正大學 前瞻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合聘講座教授

◇逢甲大學 工學院 特約講座教授

◇國立屏東大學/國立金門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 合聘講座教授

◇國立高雄應用/第一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電機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 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智慧機械科技中心 特聘研究顧問

◇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資訊工業策進會數位服務

創新研究所 顧問

◇國家實驗研究院 人工智慧產學研聯盟 共同召集人

◇高雄市 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委員、都市發展局諮詢委員

◇經濟部 智慧製造聯網數據加值產業聯盟顧問、智慧機械金質獎評審委員

◇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審議暨計畫績效評估之群組審查專家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網路大型運算計畫審查會委員

◇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的審查會主審委員/審查委員



主要資歷

◇科技部「單機設備或單元智能控制系統先進技術及加值軟體研發」推動

規劃專案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科技部「工具機控制系統自主化前瞻技術與加值軟體研發」推動規劃專

案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科技部「深耕工業基礎技術推動規劃」專案計畫辦公室共同主持人

◇科技部「先進製造技術研究專案推動」專案計畫辦公室共同主持人

◇經濟部與科技部之能源科技計畫的技轉國際合作小組主題經理

◇中華民國模糊學會 理事長

◇國立中興大學 副校長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副校長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代理校長、副校長、工學院院長、外語學院院長

、所長、系主任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系主任、國立高雄工專自動化中心主任、國立中山大

學講師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ystems、Journal of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zzy Systems
等國際著名期刊之Associate Editor



重要獎項與榮譽

◇美國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會士 (IEEE Fellow)
◇英國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會士 (IET Fellow)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 (CSME Fellow)
◇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會士 (CACS Fellow)
◇中華民國自動化科技學會會士 (CIAE Fellow)
◇榮獲聘任為IEEE Fellow評審委員會委員及評審委員

◇科技部/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科技部未來科技獎、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

◇科技部「領袖學者助攻方案-沙克爾頓計畫」主持人

◇東元科技文教基金會 東元獎

◇中山學術文化基金會 學術著作獎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機械工業產學貢獻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中華民國系統學會傑出學術貢獻獎、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

授獎、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傑出自動控制工程獎

◇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獎

◇榮獲科技部之科技大觀園網站作專訪報導

◇IEEE Outstanding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 (IEEE Tainan Section)



重要獎項與榮譽

◇帶領團隊以計算智慧技術協助台灣產業技術研發的成功績效與技術突破等貢獻
，榮獲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ciety之Highest Rank的Winner、及榮獲
為“全球第一件、國際上唯一”被其在Website開闢專欄，特別報導的Industrial
Success Story，且被保存成為該網站之提供全球產學研界參考的檔案資料。

◇帶領研究團隊之產學合作成果績效，榮獲科技部工程科技推展中心的肯定，於
工程科技通訊雙月刊報導產學合作研發成果。

◇由於學術創新價值與產業實務應用等績效優異，學術與技術之研究成果被推薦
列為2009年及2012年中華民國科學技術年鑑(Science and Technology Yearbook)中
之國科會工程處的重要學術成就之一。

◇四篇SCI期刊論文被Thomson Reuters ISI Web of Knowledge之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列為高度被引用論文(Highly Cited Papers)、及曾被Thomson Reuters ISI
Web of Knowledge之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獲選列為全世界SCI學術期刊論文
被引用次數Top 1%之被引用次數最多的科學家(Most Cited Scientists)之一。

◇榮登於史丹佛大學透過Scopus的論文影響力數據在2021年發布之全球前2%頂
尖科學家(World’s Top 2% Scientists)的榜單裡。

◇國際著名的世界性出版公司Springer於2015年出版之書籍“Recent Advances in
Swarm Intelligence and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中，評論周教授所研發之Hybrid
Taguchi-Genetic Algorithm為最受全球學者專家青睞的Popular Hybrid Algorithms
之一，並名列Popular Hybrid Algorithms的第一名。

◇指導的博士論文榮獲第二屆及第十屆兩岸四地“上銀機械博士論文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