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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創新與發明是科技進步的原動力，也是人類追求卓越的積極表現；高科技領域的創新發

明，時有所聞較不稀奇，而利用廢棄物化腐朽為神奇的創新發明，則令人觸目驚心，嘆為觀

止。為了宣導廢棄物資源化再生、再利用的重要性，並激發青年學子利用廢棄物創新發明的

興趣與潛力，本文擬以廢輪胎為案例，分享中華民國第八屆國家發明獎，金牌獎得主吳同發

先生，利用廢輪胎化腐朽為神奇之經驗，期能拓展環境教育之新理念。 
 
關鍵詞：資源回收、再生、再利用、廢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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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隨著經濟的繁榮，汽、機車工業的發達，全

世界機動車輛數目急速增加，每年約有二十億至

三十億個廢輪胎產生量(Rothfuss，1996)；而台灣
地區也不例外，每年亦產生約有十萬公噸的廢輪

胎(廢棄物回收概論，1998)。廢輪胎由硫化橡膠所
合成，其性質非常穩定，可在自然環境中持續一

百年以上而不致腐壞(Kowalska and Wielgosz，
1996)。由於廢輪胎彈性佳、韌性強，無法以機械
力壓實，因此會破壞掩埋場的良好覆蓋和佔據大

量空間，使得掩埋場縮短使用年限，故不適合與

一般廢棄物一起掩埋；若隨意堆置，遇雨積水，

則有可能會造成登革熱疾病的發生(陳永仁、陳雄
文， 1995)。另外，廢輪胎含有高熱值，若堆積
貯存不慎，易起火燃燒，不但造成空氣污染，所

產生的熔油、熔渣亦會滲入地下，造成土壤及地

下水的污染(廢棄物回收概論，1998)，嚴重影響我
們的生活品質。因而每年約產生十萬公噸的廢輪

胎，若無法妥善處理，將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

題。 

廢輪胎的熱值為 15,000Btu/1b，比各等級的煤
都還要高(龔俊豪，1999)，目前在美國、加拿大、

義大利、德國、英國、日本有數家公司，利用燃

燒廢輪胎回收熱能；亦有利用廢輪胎舖設道路、

節制壩(段錦浩，1993)、燃燒發電、再製胎、熱處
理回收能源等；另外，廢輪胎粉可以加入化學添

加劑，製成各種成品，如橡膠板、高速公路護欄、

鐵路平交道、人造草皮、運動場跑道、防護墊等；

廢輪胎於海洋之應用亦遍及人工魚礁(沈建全，
1997)、海岸防波堤、消波塊、碼頭防撞及浮油回
收(王智龍、林啟燦等人，1999)等方面。 

然而，廢輪胎之應用範圍雖廣，但要穩定的

消化台灣每年十萬公噸之廢輪胎產量，亦是一大

挑戰。如前所述，廢輪胎並不適合掩埋處理；而

台灣目前也沒有適當之廢輪胎焚化處理及相關管

理辦法；因此，只能寄望於回收再利用市場。然

而，據專家(王清讚，1999)表示，國內廢輪胎再利
用市場有日漸萎縮之趨勢；主要問題包括(1)再利
用市場通路不健全，及(2)再利用產品之附加價值
低，不具市場競爭優勢。為能激發國人創造發明

之潛能及動力，期能充份利用巧思設計，發明出

高附加價值之再利用產品；於是，本文擬以吳同

發先生利用廢輪胎創新發明為案例，介紹廢輪胎

化腐朽為神奇之方法及背景，再進一步討論建

議，如何能充份利用社會資源，並改善傳統之古

板教學方式，以培育出可以獨立思考及有創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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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能力的人才。 

二、 吳同發先生創新發明之介紹 

吳同發先生過去是從事紡織印染工程及裝潢

材料行業，研究建築及裝潢工程之材料多年，其

先前所從事紡織印染及橡膠塗料業，乃著重於加

工技術及施工，因而習得該兩項之專業技術，並

曾自營裝潢材料行(吳同發，3/3/2000)。吳同發先
生並非像一般人一樣，享有高等之教育，但吳先

生很有敬業、專心學習、不斷追求進步、改善產

品及工作方法之精神，而且不怕失敗、勇於嘗試

與創新。這些都是傳統填鴨、注入式教育制度下

培養出來之學生較缺乏的特質，但確是創造發明

之基礎。以下我們逐一介紹吳同發先生利用廢輪

胎創造發明之心路歷程、靈感創意之緣起、市場

之觀察判斷、技術困難點之突破、發明產品之特

色與用途、以及得獎紀錄，並基於鼓勵立場，提

出政府可行之協助改善創造發明環境方案。 

(一)  產品研發之緣起 

處身於裝潢材料行業，吳同發先生有感於傳

統地毯及腳踏墊的底面泡棉或麻質底層，由於遇

水易腐爛及產生滑動，深受消費者詬病。另一方

面，耳聞國內廢輪胎量為數龐大，且以往常遭任

意棄置或焚燒，造成環境污染以及堆置積水病媒

蚊孳生等公共衛生問題層出不窮；同時委請專業

機構處理後之廢料，亦苦無出路；遂激發起吳同

發先生利用廢輪胎創造發明之原動力，期能為裝

潢材料有所貢獻，並為國內環保略盡棉帛之力，

留給後代子孫綠色的生活環境。 

(二)  創新之產品與用途 

根據裝潢材料之相關特殊需要，若以功能性

來分類，吳同發先生於近年內利用廢輪胎，共發

明了以下近二十種應用產品，並獲得多項專利及

國內外發明獎項。 

1. 具良好止滑效果之產品：樹脂添加物止滑踏
墊、地毯底墊、PU橡膠跑道、再生膠。 

2. 具特殊的韌性、彈性之產品：橡膠安全地磚、
橡膠安全植草磚、橡膠防熱磚、橡膠防水磚、

原木地板消音片、公路護欄膠墊、沙發配帶、

美化環境建材製品、空中花園用品。 
3. 具良好排水效果之產品：門墊、地墊、橡膠組
接護草墊、防坡墊、安全地墊、工業及餐飲業

者墊腳底墊等。 

(三)  研發流程 

相關發明產品是以回收之廢輪胎為主要素

材，將廢輪胎碾碎，抽棄鋼絲與棉絮後，剩餘之

橡膠粒即為產品之原料。經碎解、精選、調質，

再重新膠合注模而成。其流程簡述如下： 

1. 素材處理：回收廢輪胎→抽棄鋼絲與棉絮→材
料碎解處理→膠聚合材料→添加

染色劑→調質材料→配方調製。 
2. 模擬產製：附加材料→混煉時程→壓力調整→

硫化時程→溫控設計→材質試驗

→模擬產製。 
3. 型式確定：型式設計→模具設計→模具製作→

成品產製→粗品修正→成本控制

→產品完成。 

(四)  技術特點 

可有效將廢輪胎裁切成條、塊、屑、細末狀，

添加於 PU、樹脂等橡﹙塑﹚膠原料後，可以製成
具良好止滑效果、特殊韌性、彈性或具良好排水

效果的多種產品。 

(五)  產品材質特性及功能效益 

將廢輪胎在常溫下，以冷作方式、無溶解、

無煙塵、無噪音、無臭氣之流程及技術設備，依

據輪胎各部位特性再生利用，符合環保利益與高

經濟價值。橡膠製品材質輕，施工簡單快速，具

有高抗張強度、高伸縮率、不龜裂、不變形、不

變質、無毒性、抗紫外線、附著力強、彈性佳、

防水且完全透水性、耐氣候變化，故使用壽命長。 

(六)  環保廢輪胎製品參展及得獎紀錄 

1. 榮獲八十六年度全國發明展金頭腦獎﹙組接式
腳踏墊﹚。 

2. 榮獲八十六年度全國發明展優良獎﹙一種地毯
製作方式﹚。 

3. 榮獲八十七年度全國發明展優良獎﹙橡膠安全
地磚﹚。 

4. 榮獲一九九八年美國匹茲堡世界發明展環保
銀牌獎﹙組接式腳踏墊﹚。 

5. 榮獲一九九八年德國紐倫堡世界發明展環保
金牌獎﹙一種地毯製作方式﹚。 

6. 榮獲一九九八年德國紐倫堡世界發明展環保
銅牌獎﹙組接式腳踏墊﹚。 

7. 榮獲中華民國第八屆國家發明獎金牌獎。 
8. 廢棄輪胎資源化工程共獲智慧財產局五項專
利。 

(七)  目前產品遭遇之問題 

吳同發先生是在無任何經費補助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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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投資開發以上產品。產品之原料(廢輪胎)價格
雖低廉，但因產量不高，製程效率無法進一步提

昇，以致於成本無法有效降低，所以產品推出後，

價格稍高，較缺乏市場競爭力。因此，急需政府

在經濟上的鼓勵補貼，並提供更高層次之生產技

術協助。廢輪胎之回收再生品市場與其他資源回

收再生再製品市場(譬如再生紙)有共同之困難
點，即是其價格無法與生料所製成之產品競爭，

因此需要政府主管機關在投資經費方面之補貼，

或協助開拓及保護再生品之市場。 

民國七十九年教育部成立「環境保護小組」，

將「整合校園污染防治輔導」與「推動學校環境

教育」列為主要行政項目(蘇慧貞、蕭瑞棠，2000)。
今年，政府為了鼓勵並提高應用性之發明創作，

也由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提出專案，補助

技職校院發展應用性研究計畫。日前，在中華台

北傑出發明家代表建議之下，教育部也發函建議

各大專院校實驗室能多開放，供社會大眾使用，

並希望相關科研教授能提供免費諮詢，以促進全

國民眾發明創造。而各個大專院校也都陸續成立

有創新育成中心。種種跡象顯示，在這個資訊創

新時代，研究、創新、發明已受到各界的重視，

因此，我們的教育政策與教育方式，也很有必要

做個適當的調整，才能培養出更多像吳同發先生

這般優秀的創造發明人才。 

三、 我國環境教育政策之檢討 

教育為國家提高人力素質和培育各種人才，

是國家經濟繁榮及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過去台灣

的教育制度缺乏彈性發展空間，且在升學主義長

期影響下，扼殺了學生獨立思考及創新發明的能

力。葉子超(2000)在「如何落實國民中小學之環境
教育活動」一文中，明白指出，現今國民中小學

推行環境教育，確實面臨了許多的問題及困境，

包括：(1)推行環境教育未達成共識，部分學校並
未積極成立推行小組，以致執行運作成效不彰；

(2)教育方法偏重知識之教導，忽視個別差異，以
填鴨、注入的方式要求學生記憶背誦，機械化的

反覆練習，無法激發學生創造思考的興趣；(3)教
學注重標準答案，以課本教材為唯一的標準答

案，忽視實際的應用練習，使學生創造思考的能

力，受到嚴重的扼殺；(4)缺乏戶外教學，學生只
在教室學習，缺乏實地觀察，無法身受體會教學

內容，亦無法引發學習興趣。 

若要教育出具有創新發明能力之人材，以上

根本問題，則有待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及教育人士

共同努力解決。故本文藉由吳同發先生創新發明

的案例，為現今環境教育政策提供新的思考方

向，期能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激發潛能的發展、

培養獨立思考及創新的能力。 

四、 未來展望與建議 

人類文明的發展與「環境」和「教育」是一

個相關且密切的整體。過去環境教育著重在學校

教育，較不重視家庭與社會教育。然而，推動環

境教育必須展開社會覺醒與幼兒教導的工作，以

喚醒民眾的意識，結合全體的力量，才能達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就好像吳同發先生，並沒有受很

多的學校教育，但卻擁有這麼豐富的創新發明潛

力；環境教育政策若能走出校園，利用這份寶貴

的社會資源，必能發揮更大的功效。於此，本文

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主管機關作為策略擬定之

參考： 

1. 改善學校教材內容：環境教育教材不足且有缺
失，缺乏靈活性和趣味性，使學生在生硬的學

習中，喪失學習意願。 

2. 多元化的教學方法：反對填鴨、注入式教學，
重視開放式教學，善用情境設計，提供豐富教

材，以培養學生多元化思考能力，使學生能在

快樂中適應學習。 

3. 重視戶外教學及參觀實習：安排教室以外的教
學場所，使學生能實地觀察，並親身體驗教學

內容，引發其獨立思考和創新發明的能力；必

要時安排參觀實習機會。 

4. 改革權威式教學態度：為使教學課程順利進
行，教師常急於教學內容的傳授，以權威式教

學態度，要求學生遵循，減低學生學習探索的

興趣與動機，失去創造思考的機會。 

5. 注重家庭教育：幼兒容易學習模仿父母親，若
是能重視親子教育，以言教與身教方式，使幼

兒能從小即能灌輸正確觀念，並使其養成習

慣，將有助於日後學習。 

6. 加強社會教育的推動：利用傳播媒體宣導環境
教育知識，並舉辦環境教育相關之研討會，訓

練社會人士對生活環境的重視。譬如，可以在

社會大學開辦相關課程。 

7. 鼓勵民間環境研究團體：獎勵對環境有益之創
新發明者，激發其研究之興趣，並輔導發明者

創業，使其發明的產品能具有市場競爭力，真

正貢獻於我們生活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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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本文旨在收集廢輪胎資源回收、再生及再利

用之相關資料，探討廢輪胎不當處置對環境所造

成之影響，以突顯國內廢輪胎再利用市場的重要

性。並舉吳同發先生利用廢輪胎創造發明，化腐

朽為神奇之典範，以襯托出當前學校環境教育之

缺點及社會資源之可貴。同時政府應在政策上，

提供創新發明者創業資金、設備、技術顧問及市

場開發等方面之支援，並保障創新發明者之智慧

財產權。在環境教育方面則建議(一)改善學校教材
內容；﹙二﹚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三﹚重視學校

戶外教學及參觀實習；﹙四﹚改革權威式教學態

度；﹙五﹚注重家庭教育；﹙六﹚加強社會教育的

推動及社會資源的開發；﹙七﹚鼓勵民間環境研究

團體等建議。希望能改善現今環境教育制度，並

引發青年學子對週遭環境的好奇心，進而培養創

新發明之興趣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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