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AN Magazine

■文∕沈宜蓉 ■圖片提供∕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低碳生活專輯

2010年的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已

見的是碳酸化固定處理法、觸媒氫化處理

然進入第21屆，台灣地區響應世界地球

法、有機合成處理法、電化學處理法等

日的活動主軸—「綠色世代」（GREEN

等；生物法則是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來吸

GENERATION）希望從個人、家庭、學

收CO 2 ，產生其他有機體或氧氣。生物法

校、企業以至於整個國家，人人都參與保

固碳順應著自然法則而行，再加上所需的

護地球的行動，讓環保的觀念深入每個

能源是來自太陽能，不需增加額外的成

角落。回顧過去，因為工業需求以及家庭

本，是目前對於環境友善減緩二氧化碳排

娛樂，我們犧牲了許多自然資源以及對環

釋的方法之一，而生物體固碳的過程，也

境的保護，正如工業的進步、交通工具增

可以稱為碳捕捉。

加，人類高度依賴石化燃料當作動力，造

目前利用生物法固碳的兩個大方向為

成二氧化碳（CO 2 ）排放量大增，地球升

植林與微藻養殖。身為電力供應者的台電

溫、臭氧層破裂、海平面平均高度上升等

公司，為了兼顧經濟發展與民生需求，必

等。其實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包括CO 2 、水

須提供穩定及充足的電力，而目前電力供

蒸氣、臭氧、甲烷、一氧化二氮、氟氯碳

給又以火力電廠的比重最高。火力發電必

化物等等，其中以CO 2 為最大宗，面對越

須燃燒煤碳來供給發電機的動力，因此會

來越嚴重的溫室效應，國內外有越來越多

排放出大量的CO 2 ，面對電力供給與環境

的研究是針對CO2減量而來。

保護的兩難處境，CO 2 之於台電公司，實
為必要之惡。

地球升溫 CO2 議題受重視
一討論到減碳的問題，除了由能源

發現微藻

端來減少CO 2 的排放量之外，再生能源的

然而，台電公司並不以此為藉口，

使用越形重要，另外一個方向就是將已

近年來努力結合各地方政府及電廠，大量

產生的CO 2 以各種方法加以排除，也就是

種植林木，增加台灣的綠地面積，吸收

所謂的固碳（CO 2 固定處理）。固碳處理

更多的CO 2 。台電公司綜合研究所在生物

技術方法可以分為物理法、化學法和生物

法CO 2 減碳方面嘗試過各種可能性，早期

法。物理法常見的方式是將二氧化碳液化

還曾嘗試過將火力電廠所排放出的CO 2 引

之後，加壓到深海或地心儲存；化學法常

入溫室中種植蕃茄，試圖讓CO 2 能夠更有

▲ 進行光合作用中的微藻，為CO2減量帶來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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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所微藻研究團隊的核心成員

▲ 綜合研究所化學與環境研究室
邱善得主任
▲ 綜合研究所化學與環境研究室
水處理組 陳茂景資深研究專員
▲ 現任副總兼綜合研究所所長
費昌仁副總

溼熱，越往南部走陽光越充足，這都是台
灣養藻的優勢。

6

二氧化碳及微藻減少溫室氣體的國際網狀

▲ 綜合研究所化學與環境研究室
陳曉薇研究專員

效的利用，雖然種植蕃茄這個概念可以提

微藻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為生長

整合組織，讓參加的會員能夠藉著跨越

升番茄產能的成果顯著，但較微生物生長

快速且吸附CO 2 的能力相當強。根據台電

國界的技術交流，一同面對微藻減碳的課

以及氧氣，減少CO 2 的排放量。藻類養殖

為緩慢，二氧化碳利用量仍受限，但隨著

公司綜合研究所的實驗結果推估，平均而

題。即使微藻的議題越來越重要，但對於

到一定的數量之後，將其中的營養成份如

各種實驗的結果以及國內外研究成果的發

言，扣除掉能源消耗的影響之後，培養面

利用微藻有效固定大量的CO 2 ，卻遲遲沒

醣類、蛋白質、礦物質萃取出來，應用於

表，逐漸尋找出一種能夠有效固定住CO 2

積1公頃的微藻每年可固定約74噸的CO2，

有顯著的成果。

營養食品或保養品上，剩餘無營養價值的

的生物─微藻，於是開啟了微藻減碳的計

相較於植樹1公頃平均每年吸收25噸CO 2

畫。

的量，足足多了近3倍。但科學家在1960

殘渣，在讓它們回歸到發電的燃料系統當

微藻計畫 啟動

中。」微藻的百分百利用，且自成一個循

一般綠色植物雖然對CO 2 涵容能力較

年才開始注意到微藻減碳這個議題，短短

有鑑於國際間對微藻的重視，台電

大，但由於生長速度緩慢且土地面積少、

的50年間，大批的人力、物力投入微藻的

公司綜合研究所自民國87年起，即開始

綜研所微藻計畫主要包括五大方向：

利用率受限。在自然界中，藻類顯著的扮

研究，例如美國能源署在1970年提出將微

微藻固定CO 2的研究，迄今已逾10年的時

包含微藻培植技術建立、開發低耗能光合

演著CO 2 捕捉者的角色，可被視為CO 2 的

藻整合廢水處理技術以減少CO 2 的計畫；

間。現任副總兼綜研所大家長的費昌仁所

反應器、低成本養殖技術探討、藻體資源

生物匯。微藻是一種必須要使用顯微鏡才

1994年成立「Aquatic Species Program」

長表示：「將藻類物盡其用，是微藻減碳

化應用等核心技術的建立，奠定微藻減碳

能清楚看到的體積極小、含有葉綠素的有

研究計畫，利用開放式方式養殖微藻，並

的最重要觀念。」「微藻計畫的重點是要

未來擴大應用之基礎。研究的方向看似簡

機體。和樹木一樣，微藻的生活必需仰賴

應用於生物燃料的開發。日本於1990年代

發展一套適合運用於火力發電廠微藻養殖

單，實際上卻有著重重障礙。首先是藻類

光合作用的進行，因此CO 2 、陽光和水，

也大規模的投入資金進行微藻研究。2002

技術，利用電廠發電後所產生的煙氣來

的篩選，綜研所研究專員陳曉薇說：「藻

是培養微藻所需的三要素。台灣地區氣候

年國際能源組織（IEA）成立生物法固定

培養藻類，讓藻類吸收CO 2 轉化為有機體

類其實原本就存在大自然中，而且種類

環，是最理想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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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只是每個地方提供藻類生長條件不

▲ 實驗室中的小型光合反應器

大到戶外實驗的挑戰隨即接踵而來。

低碳生活專輯

研究專員說，「但我們的目的是在電廠附

同，就影響了藻類的生長與分佈，要能夠

一般而言，藻類培養系統可分為開放

近甚至在電廠中養藻，利用發電後所排放

尋找到適合的藻種並不容易，除了考慮水

式養殖及光合反應器的培養兩個主軸。開

的CO 2 讓藻類進行光合作用，考慮到電廠

質的酸鹼度、光照外，還得看這個藻類對

放性培養池在戶外培養，並利用太陽光作

的腹地有限，一開始的概念就是把平面往

抗外來藻種的能力強不強。」為了尋找養

為光合作用的光源，成本相對於密閉系統

立體發展。」開放式的水池養藻，為了讓

殖藻類的勝利方程式，陳曉葳就花了2~3

低廉，且規模放大上比較沒問題。但並不

沉在池子底部的藻類接觸到光線，必須使

年的時間，除了試驗水質的酸鹼程度對藻

是所有藻類都可以開放培養，還必須考慮

用攪拌器翻動池水，如果遇到氣溫較低的

類的影響外，還必須將藻類養殖的規模擴

雜菌嚴重污染的問題。2007年，綜研所

情況，還必須利用加溫器維持藻類生存所

大。「有時在實驗室中養得好好的，但稍

在高雄大林發電廠設置了面積螺旋藻養殖

需的溫度。在土地面積不易取得的台灣，

微擴大一點藻類就不健康甚至生長速度不

池，用以對照封閉式的光合反應器的養藻

似乎也存在著困難。所以立體式的光合反

如預期。一開始養藻就面臨到問題，也曾

成果。

應器應運而生。

讓研究團隊有打退堂鼓的念頭。」幸好當

「傳統上來說，養藻是使用平面式的

時費所長認為微藻減碳計畫的大方向是正

水池，要固定更多的CO 2 ，水池面積需求

確的，予以大力的支持與鼓勵，才讓研究

就更大。」綜研所環境化學所陳茂景資深

光合反應器技術大突破
綜研所在1999年與2002年曾與學界

團隊有了繼續前進的動力。

優勢藻種的選定與養殖規模
的擴大
適當藻種的篩選及保存是計劃中一個
▲ 藻類殘渣可供發電再利用

相當重要的環節，經過兩年多從錯誤中學
習的時間，研究團隊終於摸索出藻類喜歡
的生長環境，同時也確定以螺旋藻為主要
研究的藻種。為何選擇螺旋藻呢？陳曉薇
說：「螺旋藻適合生長於鹼性環境中並且
具可高密度培養的特性。說白話一點就是
螺旋藻相對於其它藻種，比較容易利用電
廠燃燒煤炭之後排出的二氧化碳。」優勢
藻種才剛確定，將實驗室的小規模養殖擴

▲ 顯微鏡下的螺旋藻
▲

8

台電大林發電廠的開放式藻類養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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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將實驗室中小型的光合反應器規模

形時，陳茂景資深研究專員恰好到德國漢

擴大到200公升及500公升，但成果卻不如

諾威的生物科技展走了一趟，看到國外設

預期。1999年的光合反應器是以人造光源

計的光合反應器形狀，回國之後就想自行

照射，並使用電力驅動的翻攪器具攪拌，

製造一個出來。起先放藻的容器是使用超

消耗的能源太多。「養藻原本是要減碳，

薄膜塑膠材料加上人工製作，既耗時、造

結果反而使用了更多能源」陳資深研究專

價又高，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陳資深研

員如是說，為了解決舊有的光合反應器能

究專員找到了可以在五金行找到的30公升

耗大的問題，低耗能光合反應器的概念應

透明塑膠桶來代替，大幅降低成本，將一

運而生。但構想產生之後，仍需要突破現

個個的塑膠桶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大型的

有的技術瓶頸。光合反應器除了建造成本

光合反應器。這個裝置看來簡單，卻是研

較高，還要考量是否易於放大規模、是否

究團隊花了好幾年的功夫才得到的成果。

低碳生活專輯

易於維持清理、反應器中氣液的動力傳輸

塑膠桶光合反應器驅動的原理，是

限制及內部光照強度等因素，為了避免養

陳資深研究專員應用以往在電廠清洗容水

殖過程中投入過多的能源消耗及成本，反

量270噸鍋爐的「氣吹循環法」技術，塑

而降低了固碳的效益。

膠桶串起來，利用氣體式幫浦的方式，將

環，讓藻類在桶中保持翻動的狀態。陳曉

長，最重要的是做出了一套模組化、可擴

煙氣打入存放藻類的桶中。藉由煙氣的循

薇說：「養藻最重要的觀念就是要讓它動

大規模的光合反應器。如果沒有光合反應

起來，這樣才能讓藻類行光合作用。光合

器，微藻計畫可以說是玩完了，光合反應

反應器的觀念就是讓藻類能夠在各個瓶子

器的出現，微藻計畫才看到了可行性。也

當中，被翻攪及循環將煙氣中的二氧化碳

因為這個突破，讓台電的微藻減碳研究領

均勻的分散在藻液中、接觸到陽光，藻類

先全台。」

正當在苦惱如何設計光合反應器的雛

▲ 微藻開放池養殖曝氣情形

才能持續的進行光合作用。」「光合反應
器需要利用加壓風機等機器的動力，目前

複製經驗

的技術來說還沒有辦法達到零耗能，但比

任務

起平面式的養藻，已經是更有效率的方
式。」陳資深研究專員補充說。

▲ 設置於大林發電廠的模組式光合反應器，白天與夜晚呈現不同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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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24小時不眠

即便突破了光合反應器的製作瓶頸，
陳資深研究專員仍擔心自己的心血結晶過

化工出身的化學與環境研究室主任

不了台灣常見的颱風與地震這兩道關卡。

邱善得博士更進一步的解釋：「陳資深研

所幸經過幾年經驗的累積，光合反應器在

究專員的加入，除了帶入水處理技術的專

耐震、抗颱的考驗上應該是過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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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運用微藻的剩餘價值
微藻除了固碳，本身含有與人體組織
相近的蛋白質、脂質、醣類，因此藻類的
萃取物添加於食品及美容品中，可創造高
經濟價值的產品。將藻類體內的營養成分
汲取完畢，將剩餘的殘渣乾燥後，再應用
到火力電廠的燃料中，讓微藻能夠物盡其
用，既環保又可減碳，達到CO 2 零排放的
目標。
▲ 微藻收成後，萃取其中的營養成分可製
成生技保養品

藻類在光合反應器中不斷的生長、
分裂，藻類的濃度會逐漸升高，當到達一
定濃度之後，這時就能收成。透過細胞

從藻類選定、藻類擴大養殖，一直到

破碎、離心分離、冷凍、乾燥、高速均質

技術的突破，台電綜研所的團隊稍稍看到

製作的過程，將藻類中的有效成分提煉出

了微藻減碳的成果，並且要將這個成果再

來。綜研所從10幾年前計畫開始之初，就

加入新的24小時LED光照等技術，完整的

已經將藻類應用在生物科技產品上。例如

製造一套到到林口電廠。預計在今（99）

製作保健食品、動物營養強化劑、食品添

年6月，在日照時間相對南台灣短的北部地

加、保養品等，目前綜研所持續製作的生

區，也能看到微藻及光合反應器的身影。

技商品有微藻滋潤晶露和微藻保濕乳霜兩

陳曉薇說：「LED實驗的發想，我

項，製作的數量不多，但是用過的台電員

們是參考美國NASA的一些研究計畫，考

工都直說好用有效，足見台電在生技產品

量藻類需要的光波波長，以及LED燈光的

技術的成熟。隨著藻類養殖規模的擴大，

配比來進行實驗。LED本身耗電量低，可

將來藻類的數量必定更多，藻類的後續產

以提供藻類夜間照明。我們預期這個實驗

品勢必也會增加，或許不久的將來有機會

能夠創造出比只有日照還要多量的藻類，

看到台電公司的藻類保養副產品的上市。

低碳生活專輯

規劃了「二氧化碳回收與再利用相關技術

未來擴大應用之基礎。計畫的目標，除了

研究」，經分離與捕集後的CO 2 ，並不會

積極促進減碳成果，另一方面，希望藉由

自行消失，必須予以轉化成其他物質供回

微藻計畫的推動，提升台電公司除了提供

收再利用，或是設法以暫時或永久儲存，

穩定電力之外，亦心繫國內環境而致力於

以避免排放至大氣中，無論是透過化學轉

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的環保形象。

化技術、生物轉化技術或是其他碳隔離技

台電公司綜研所的微藻計畫團隊有

術，CO 2 減量的技術是現階段世界各國努

個夢想，希望能夠打造一個沒有煙囪的

力突破的重要課題。微藻計畫屬於台電公

電廠，將CO 2 完全回收。費副總也說道：

司規劃「二氧化碳回收與再利用相關技術

「這當然是一個崇高的理想，但這是一個

研究」之一環，短、中、長期的規劃主要

終極目標。或許我們這一代看不到，但隨

包含微藻培植技術建立、開發低耗能光合

著經驗的傳承，我想這樣的理想是有機會

反應器、低成本養殖技術探討、藻體資源

達到的！」

化應用等核心技術的建立，奠定微藻減碳

以減少更多CO 2 的排放。」台灣是LED王
國，若實驗能夠成功，或許將來會帶動另
一波的LED照明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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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無煙囪的電廠

▲ 光合作用的進行會增加藻類濃度

▲ 萃取藻類體內養分的離心機

關於溫室氣體減量的問題，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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