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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賣場購物使用的購物推車，在手把隱含許多不為人知的細菌，其中可

能隱藏的細菌包括金黃色葡萄球菌與大腸桿菌，通常可輕易地藉由雞肉或

啤酒溢出的液體、髒的尿布或帶有細菌的手傳播。在國外有許多賣場開始

提供濕巾供客戶擦拭手推車，甚至已推動立法強制商家必須定期清洗購物

推車。然而，提供大量的免洗濕巾可能會衍生另一種環境危害。雖然有許

多的消毒、殺菌方法被發明，但對大面積、大空間的物體表面殺菌及空氣

消毒，紫外線卻是首選的方法。 

本論文提出一種具有抑菌手把之購物推車，採用紫外線殺菌方式以避

免細菌感染。目前，紫外線運用在燈具的技術已相當成熟，故本論文研究

係運用紫外線殺菌在購物推車的手把，其中包括推車本體、紫外線抑菌單

元、車輪發電單元及輔助充電單元。該購物推車在手把設有紫外線抑菌單

元，可用以抑制推車手把因接觸而成為交叉感染的途徑；在前輪設有車輪

發電單元，可因消費者推動推車而產生電能，可提供紫外線抑菌單元使用；

在底座設有輔助充電單元，可做為預備電源之用途。 

本論文之電路係採用美國國家半導體所發展出來的 LM2577S-ADJ 可

調式高效升壓式積體電路組成，模組使用優質的 LM2577 晶片，效率高、

發熱量小，是一種簡捷、穩定及高效能的電路。經實驗驗證結果顯示，紫

外線抑菌單元所發出的發光波長為 385~700 nm 之範圍，峰值波長則是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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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在 120 分鐘紫外線照射後，對於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抑菌率可達 99.1%，

大腸桿菌的抑菌率則可達 94.1%。 

關鍵詞：推車手把、紫外線、抑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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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andles of shopping carts can contain numerous bacteria, including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These can easily b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liquid from raw 

chicken or beer, dirty diapers, or contaminated hands. Many shopping cent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have begun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wet wipes to wipe shopping carts. Legislation 

has also been passed that requires purveyors to regularly clean shopping carts. However, mass 

distribution of one-use wet wipes may cause another form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While 

there are many methods for sterilization and disinfection, ultraviolet light is the preferred 

method for large surfaces and air sterilization. 

This study proposed a shopping cart with an anti-bacterial handle that employs 

ultraviolet sterilization to prevent bacterial infections. Many advanc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ultraviolet light technology, such that it was applied in the sterilization of shopping cart 

handles in this study; the system comprised the cart body, an anti-bacterial ultraviolet light 

unit, a cart wheel generator, and an auxiliary charger. The anti-bacterial ultraviolet light unit 

on the handle can help prevent shopping carts from spreading bacteria. The generator installed 

on the front wheel creates electrical energy for the ultraviolet light unit as the consumer 

pushes the cart. The auxiliary charger underneath the cart serves as an additional power 

source. 

The circuitry in this study used the LM2577S-ADJ adjustable high efficiency step-up 

voltage integrated circuit developed by National Semiconductor. This module used premium 

LM2577 chips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heat for a simple, stable, and efficient circui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cal wavelengths of the anti-bacterial ultraviolet light unit were 

between 385 and 700 nm with a peak wavelength at 414 nm. After 120 minutes of ultraviolet 

irradiation, Staphylococcus aureus was inhibited 99.1% and Escherichia coli was inhibited 

94.1%. 

Keywords: shopping cart handle; ultraviolet light; inhibi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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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研究動機 

1.1  背景 

量販店(Hypermarket)的經營理念，係以提供顧客舒適又現代化的購物空

間、最划算的商品價格為服務目標。雖然，低價是所有顧客選購商品的重要

考量，但不一定是決定常去賣場之因素。量販店一般的做法是規劃更寬敞的

通道與空間，讓顧客在賣場內自在地選購，沒有一點壅塞的壓迫感。而且所

有顧客需要的商品都分門別類，井然有序地陳列在特定的貨架上，並以清晰

的指示牌和佈置物標出位置。 

1989年由豐群集團與荷商SHV(Steenkolen Handels-Vereeniging)集團共同

投資成立的萬客隆(Makro)在桃園縣八德鄉大湳開幕，以自助式批發倉儲Cash 

& Carry的模式進入台灣，不但引爆國內通路革命，更正式開啟民眾購物走向

「自助式、低價、一次購足」的大型化賣場時代。在一片看好市場發展潛力

及營收收現有利於企業現金週轉等優點下，國內的量販店開始成長迅速，對

百貨業、超級市場與傳統零售通路產生很大的衝擊，也造成綜合商品零售市

場競爭更加激烈。根據尼爾森市場研究公司(AC Nielson Corporation)調查顯

示，國人日常支出以在量販店消費最高佔50%，其次是便利商店(Convenience 

Store)佔20%，並列第三的則是傳統市場 (Traditional Market)及超級市場

(Supermarket)各佔12%，量販店已成為消費大眾省錢大作戰的首選（邱莉玲，

200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BE%B7%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BE%B7%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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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購物賣場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國內大賣場也有如雨後春筍，其

中最具規模的連鎖大賣場有四家，分別是家樂福 (Carrefour)、大潤發

(RT-mart)、遠東愛買(Far Eastern Mart)與好市多(Costco)（中時電子報，2008）。

國內大賣場以家樂福的店數最多，全台已經有40餘家，大潤發有20餘家分店。

遠東愛買與好市多數目雖還不到10家，但近年來也展現企圖心，在台灣各地

積極展店。至於身為家中主要購物者，卻完全沒有去過任何大賣場的民眾，

比例僅有16%。很多民眾都「遊走」在幾家大賣場之間，哪一家最受消費者青

睞呢？調查發現，42%的受訪者最喜歡去家樂福，21%偏愛大潤發，特別喜歡

前往遠東愛買或好市多者，比例各有約8%，如圖1.1所示。 

 

圖1.1  國人最偏愛的大賣場比例分配 

大賣場四強爭霸，依據最新調查發現，家樂福的店數最多、規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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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地利，因此成為台灣民眾最喜歡去，同時也是最常去的大賣場。各賣場

在退換貨、紅利積點(Bonus Credits)與停車這三項都獲得消費者高度評價，不

過在服務專業度與賣場舒適度上，仍有改善的空間。量販店市場競爭漸趨激

烈，而大賣場如何爭取消費者的關愛眼神呢？由於各家賣場規模大小不一，

消費者的評價也有不同，所以業者必須在經營管理上保持彈性化及勇於創

新，才是提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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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的 

南韓消費者保護院(Korea Consumer Protection Board, KCPB)曾將工作場

所中，對於公眾經常需要用手握住的6種物體的衛生狀況進行檢測，如圖1.2

所示，並公佈了其所含細菌的具體數量（石希，2006；付華一，2006；胡永

秋，2006）。結果發現，賣場購物推車手把(Shopping Cart Handles)上的平均

細菌密度最高，網咖(Internet café或Cybercafé)的滑鼠居次，第三名是公車上

的吊環，接著是公廁的門把。根據報導顯示，在購物推車的手把上，每1.55

平方英吋的菌落形成單位(Colony-Forming Unit, CFU)多達1100個。在相同面積

上，網咖用滑鼠附着的菌落數平均只有690個，位居“細菌排行榜”第二名。公

車上的吊環與公廁門把的菌落形成單位，分別為380個與340個。電梯內的按

鈕和地鐵車廂裏的皮帶拉手，則分別以130個和86個菌落數落排列在後。 

 

 

圖 1.2  公眾經常需要用手握 6 種物體的菌落數比較 

http://big5.cri.cn/gate/big5/search.china.alibaba.com/offer/-ifbase4-base32-JUU3JTk0JUI1JUU2JUEyJUFGLmh0bWw~
http://big5.cri.cn/gate/big5/search.china.alibaba.com/offer/-ifbase4-base32-JUU2JThDJTg5JUU5JTkyJUFFLmh0bWw~
http://big5.cri.cn/gate/big5/search.china.alibaba.com/offer/-ifbase4-base32-JUU2JThDJTg5JUU5JTkyJUFFLmh0b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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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場購物使用的購物推車，在手把隱含許多不為人知的細菌，對人體健

康造成傷害。美國亞利桑納州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發現，

有研究發現購物推車之手把上沾有口水、細菌及污穢物，比手扶電梯、公共

電話和公廁還多。購物推車可能隱藏的細菌包括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SA)與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 EC)，通常可輕易地

藉由雞肉或啤酒溢出的液體、髒的尿布或帶有細菌的手傳播。大腸桿菌群是

自然的生物體，存在於土壤、蔬菜、人類和動物的腸道中；大腸桿菌群含量

的多寡長期以來被視為污染程度的指標。 

少量大腸桿菌群基本上對人體沒有危害，但是大腸桿菌群增多會孳生更

多有害細菌，則可能導致人生病。葡萄球菌是經由皮膚接觸感染。葡萄球菌

在生活中處處可見，而且很容易藉由人的皮膚散開。葡萄球菌有時可以導致

皮膚感染、食物中毒，有些葡萄球菌甚至還有抗藥性。據此，於是國外有許

多賣場開始提供濕巾供客戶擦拭手推車，甚至如美國阿肯色州(Arkansas State)

已推動立法強制商家必須定期清洗購物推車。 

有些眼明手快的廠商，譬如全球知名的美國濕巾公司Nice-Pak針對全美的

賣場推出新式免洗濕巾(Wet Tissue)；這種業界首創的免洗衛生濕巾號稱含有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註冊的衛生材

質，經過測試證明可殺死各種常見的細菌。然而，提供大量的免洗濕巾可能

會衍生另一種環境危害。雖然有許多的消毒、殺菌(Sterilization)方法被發明，

例如化學消毒法、物理消毒法等可供選擇，但對大面積、大空間的物體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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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菌及空氣消毒，紫外線卻是首選的方法（戴川發，2010）。因此，本論文

將採用紫外線(Ultraviolet Ray)殺菌（Diffey, 2002; Meechan & Wilson, 2006; 杜

鳳棋、徐福光、林啟昌、林玉國，2012; 杜鳳棋、林紹梅，2013）方式，這也

是避免細菌感染的最佳抉擇。目前，紫外線運用在燈具的技術已相當成熟

（Sayre, Dowdy, & Poh- Fitzpatrick, 2004; Nuzum-Keim & Sontheimer, 2009; 

Safari et al., 2013, Safari et al.,2015），對本論文運用在購物推車的手把，用以

作為殺菌的設計將有極大助益。 

 

http://etds.ntut.edu.tw/etdservice/searching?query_word1=戴川發&query_field1=all
http://www.hindawi.com/51837272/
http://www.hindawi.com/5183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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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探討 

2.1  專利文獻 

透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中華民國專利資料檢索系統 (Taiwan Patent 

Search System)，http://twpat.tipo.gov.tw/」的搜尋結果，國內在運用紫外線殺

菌的專利檢索，第一類歸納出可用以殺菌的專利包括有：紫外線殺菌燈之結

構改良（余耀堂，2004）、攜帶式美容（美髮）用具殺菌箱結構（周永安，

2004）、移動式紫外線殺菌燈具（吳寶皇，2006）、紫外線殺菌燈新穎結構

（吳淳申，2010）、殺菌棒裝置（羅天仁，2011）、電子機具之香氛殺菌器

（陳侑均，2010）。 

其次，第二類歸納出可用於空氣與周遭環境殺菌的專利包括有：紫外線

殺菌器（王玲英，2004）、可變波長紫外線殺菌燈（呂春明，2004）、醫院

專用空氣淨化設備（梁武舜，2004）、車廂通風進氣預先殺菌式電梯（黃志

弘、廖守正，2005）、紫外線殺菌燈結構改良（梁添丁，2005）、紫外線殺

菌單元（陳美蘭，2008）、紫外線殺菌燈控制器（黃深湖，2008）、空氣殺

菌淨化裝置結構改良（郭文達、郭明昌，2008）、殺菌裝置（廖世壯，2010）、

紫外線殺菌燈之多功能燈座結構（藍鴻發、洪明瑞，2010）。 

除上述專利之外，尚包括第三類歸納出貼近生活化之紫外線殺菌的專利

包括：奈米紫外線殺菌燈管電扇（邱威傑，2004）、具有空氣淨化功能之電

風扇結構改良（黃一峰，2004）、具有紫外線殺菌功能之馬桶蓋（陳正唐，

http://twpat.tipo.gov.tw/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0C06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4bd99e88080e5a082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0A05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91a8e6b0b8e5ae89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04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90b3e5afb6e79a872057552c2042414f204855414e47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0603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90b3e6b7b3e794b3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020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be85e5a4a9e4bb81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0804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99b3e4be91e59d87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2010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8e8be78eb2e88bb12057414e472c204c494e472059494e47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E0F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9182e698a5e6988e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C0E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6a281e6ada6e8889c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80C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bb83e5bf97e5bc98204855414e472c204348494820484f4e47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80C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bb83e5bf97e5bc98204855414e472c204348494820484f4e47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80C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bb83e5bf97e5bc98204855414e472c204348494820484f4e47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A0D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6a281e6b7bbe4b881204c49414e472c205449454e2054494e47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40A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99b3e7be8ee898ad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60B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bb83e6b7b1e6b996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209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83ade69687e98194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209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83ade6988ee6988c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1008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bb96e4b896e5a3af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0E07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8978de9b4bbe799bc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0E07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6b4aae6988ee7919e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2D17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82b1e5a881e58291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2B16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bb83e4b880e5b3b0204855414e472c2059492046454e47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2915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99b3e6ada3e5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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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具 UV 紫外線殺菌燈之廚餘桶（林裕原，2011）、牙刷殺菌放置箱

（程敬中，2011）、殺菌光儲物櫃（顏誌鴻，2011）。 

經由國內的專利檢索，第四類歸納出有關購物推車改良的專利計有：多

功能置物袋推車構造（郭雅華，2004）、具置物盒之購物車鎖（巫文曲，

2005）、具商品導覽快速結帳無線傳輸系統之賣場內購物代步車（林志峰等

人，2005）、推車握把（Perrier, List, Read, Busschaert, Edey, Miller, & Overland, 

2007a; 2007b; 2007c; 2007d; 2007e）、平面式電扶梯步道用推車加裝第五輪防

翻傾結構（高銘俊，2007）、折疊式購物自行車結構改良（劉仲翔，2007）、

顯示裝置（Perrier, List, Happer, Busschaert, & Dobbin, 2008a; 2008b）、折疊式

購物自行車（盧一雄，2008）、折疊式購物自行車（盧一雄，2009）、顯示

裝置（Sylvain, Jeremy, Russell, Jason, & Sarah, 2010）、可收疊推車之改良結

構（陳天財，2010）、推車鎖用的卡片（Myhre, 2011）。 

本論文研發透過專利檢索發現，已發表之專利文獻並未有相同之相關前

案，亦沒有相同或近似之相關前案或數件前案組合，故本論文之研發標的

「購物推車手把殺菌裝置」符合新穎性(Novelty)、進步性(Non-Obviousness)

及產業利用性(Industrially Applicable)之專利要件(Patentability of Inventions)相

關規定。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221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69e97e8a395e58e9f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241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a88be695ace4b8ad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2714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a18fe8aa8ce9b4bb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5109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83ade99b85e88faf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F08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b7abe69687e69bb2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D07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69e97e5bf97e5b3b0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be85e4bcafe789b920e5b88ce88c8320e59fb9e5be8be788be20504552524945522c20524f424552542053594c5641494e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be85e4bcafe789b920e5b88ce88c8320e59fb9e5be8be788be20504552524945522c20524f424552542053594c5641494e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858be7ab8be5a4ab20e5be8be5b89d20524541442c20434c494646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858be7ab8be5a4ab20e5be8be5b89d20524541442c20434c494646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a6ace5858b20e880b6e5b89d20454445592c204d41524b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a6ace5858b20e880b6e5b89d20454445592c204d41524b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9c8de88fafe5beb720e5b7abe5a4abe898ad204f5645524c414e442c20484f57415244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9c8de88fafe5beb720e5b7abe5a4abe898ad204f5645524c414e442c20484f57415244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3F20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ab98e98a98e4bf8a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10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58a89e4bbb2e7bf94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be85e4bcafe789b920e5b88ce88c8320e59fb9e5be8be788be20504552524945522c20524f424552542053594c5641494e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4302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be85e4bcafe789b920e5b88ce88c8320e59fb9e5be8be788be20504552524945522c20524f424552542053594c5641494e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65167700020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be85e7b4a020e59388e4bcaf2052555353454c4c20484152504552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65167700020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be85e7b4a020e59388e4bcaf2052555353454c4c20484152504552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65167700020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88e8ee68b8920e5a49ae8b39320534152414820444f4242494e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3D1F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9ba7e4b880e99b84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371C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79ba7e4b880e99b84
http://twpat6.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21A1AF00351B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5eR%5e0%5eIN:e999b3e5a4a9e8b2a1
http://www.encode.com.tw/p6.html
http://www.encode.com.tw/p7.html
http://www.encode.com.tw/p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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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術文獻 

消毒(Disinfection)原意為殺滅病原微生物(Pathogenic Microorganism)防止

感染，但也用來表示殺滅微生物，使常見的致病細菌數目減少到安全的水

平。然而，與殺菌相比，在消毒過程中，部份細菌孢子(Endospore)、過濾性

病毒 (Paramyxo Virus)、肺結核桿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及真菌

(Fungus)等都可能沒有被消滅。 

消毒方法大體上可以分爲物理方法和化學方法兩類，物理方法主要有紫

外線 (Ultraviolet Ray) 、機械過濾、加熱、冷凍、輻射、微電解

(Micro-electrolysis)及微波消毒等方法；化學方法主要有氯(Chlorine)、臭氧

(Ozone)、二氧化氯(Chlorine Dioxide)、氯胺(Chloramine)、鹵素(Halogen)、金

屬離子(Metal Ion)、陰離子表面活性劑(An-ionic Surfactant)及其它殺生劑等。

化學消毒方法中有關氯、臭氧、二氧化氯及氯胺的研究及應用最多，近年來

由於有關化學消毒副産物的報導的增多，而且人們對水質標準要求的不斷提

高，物理消毒方法特別是紫外線消毒引起了專業人士的高度重視。 

有關採用 UV-C 與氯、臭氧消毒法比較的優缺點，綜整如表 2.1 所列。 

表 2.1  UV-C 與氯、臭氧消毒法比較的優缺點 

優缺點 UV-C 氯 臭氧 

消毒方式 物理 化學 化學 

成本投資 低 低 高 

運行成本 低 中等 高 

維護費用 低 中等 高 

http://big5.wiki8.com/ganran_107291/
http://big5.wiki8.com/weishengwu_4232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E%BA%E8%8F%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F%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F%8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8E%E6%BF%BE%E6%80%A7%E7%97%85%E6%AF%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8E%E6%BF%BE%E6%80%A7%E7%97%85%E6%AF%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8%8F%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8%8F%8C
javascript:showjdsw('jd_t','j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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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效果 極好 好 不穩定 

消毒時間 1~5 秒 25~45 分鐘 5~10 分鐘 

對人體危害性 極低 中等 高 

殘留有毒物質 無 有 有 

對水、空氣的改

變 

無 會 會 

 

紫外線經過了二百多年的研究、發展及實驗，目前在學理方面已極為成

熟且運用上已非常普遍；紫外線可直接消滅大多數有害病毒與細菌

（Hockberger, 2002），但對人體同樣會存在某種程度的傷害（Svobodová, 

Psotová, & Walterová, 2003; Matsumu & Ananthaswamy, 2004）。紫外線存在大

自然之中，是一種肉眼所看不到的一種光線，紫外線根據不同的波長，被劃

分為三段：A 波(UV-A)、B 波(UV-B)、C 波(UV-C)，如圖 2.1 所示。紫外線

三段的特徵如下區分（詳細特性參見表 2.2 所列）： 

 UV-A 

長波紫外線 A 光，波長 320~400 nm。 

 UV-B 

中波紫外線 B 光，波長 280~320 nm 。 

 UV-C 

短波紫外線 C 光，波長 100~280 nm。 

人類累積了相當長的發展獲得的經驗顯示，雖然有許多的消毒殺菌方式

被發現，但對於大面積、大空間的物體表面殺菌及空氣、水的消毒，短波紫

外線 C 光仍是被優先考慮；短波紫外線 C 光中波長在 240~260 nm 之殺菌最為

有效（Lyon, Fletcher, & Berrang, 2007）。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vobodov%C3%A1%20A%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5037894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Psotov%C3%A1%20J%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5037894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Walterov%C3%A1%20D%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503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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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紫外線光譜 

【資料來源：http://www.unsun.com.tw/knowledge_uv01.html】 

光是一定波長範圍內的一種電磁輻射。電磁輻射的波長範圍很廣，最短

的如宇宙射線，其波長只有千兆兆分之幾米(10
-14

-10
-15 

m)，最長的如交流電，

其波長可達數千公里。在電磁輻射範圍內，只有波長為380 nm到780 nm的電

磁輻射能夠引起人的視覺，這段波長叫做可見光譜。圖2.1中所標數均以基本

單位表示，即波長為米(m)，有些圖會出現頻率則單位為赫茲(Hz)。由於使用

上述單位時，波長的數值太大，有必要使用更小的單位來度量可見光譜的波

長，由此採用了標準毫微米(又稱納米，符號為nm)，此處1 nm=10
-9

 m。人眼

能起視覺反映的最長和最短波長78 0nm 和380 nm，它們分別處在光譜的紅色

端與紫色端。 

在電磁輻射範圍內，還有紫外線、X射線、γ射線以及紅外線、無線電波

等。可見光、紫外線和紅外線是原子與分子的發光輻射，稱為光學輻射。X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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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γ射線等是激發原子內部的電子所產生的輻射，稱為核子輻射。電振動產

生的電磁輻射稱為無線電波。對於人來說，能為眼睛感受並產生視覺的光學

輻射稱為可見輻射；不能為眼睛感受，也不產生視覺的光學輻射稱為不可見

輻射，因而光學輻射可進一步分為可見輻射和不可見輻射。來自外界的可見

輻射刺激人的視覺器官，在腦中產生光、顏色、形狀等視覺印象，而獲得對

外界的認識。不可見輻射刺激眼睛時不能產生視覺，而作用在皮膚上有時會

產生其它感覺，如紫外線產生疼痛感覺，紅外線產生灼熱感覺。嚴格地說，

只有那種能夠被眼睛感覺到的、並產生視覺現象的輻射才是可見輻射或可見

光，簡稱光。 

在輻射度學上，LED輻射通量ΦE( Flux)用來衡量發光二極體在單位時間內

發射的總的電磁功率，單位是W(瓦)。它通常表示LED在空間4π度範圍內，每

秒鐘所發出的功率。LED 光源發射的輻射通量中能引起人眼視覺的那部分，

稱為光通量Φv(Luminous Flux)，單位是流明(lm)，與輻射通量的概念類似，它

是LED 光源向整個空間在單位時間內發射的能引起人眼視覺的輻射通量。但

要考慮人眼對不同波長的可見光的光感覺是不同的，國際照明委員會(CIE)為

人眼對不同波長單色光的靈敏度作了總結，在明視覺條件(亮度為3 cd/m
2以上)

下，歸結出人眼標準光度觀測者光譜光效率函數V()，它在555 nm上有最大

值，此時1W輻射通量等於683 lm，如圖2-2 所示，其中V’()為暗視覺條件(亮

度為0.001 cd/m2 以下)下的光譜光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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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紫外線的特性 

特性 UV-A UV-B UV-C 

物理特性 

長波紫外線，穿透力最

強，可穿過雲層、玻璃幾

乎無所不在，它是隱性殺

手，比較不會造成急性的

曬傷，但卻是造成肌膚老

化的最重要因素。 

介於中間是造成

皮膚曬傷發紅的

主要原因，又稱為

中波紫外線。 

波長最短，傷害

性最大，但是滲

透力最差，不易

通過臭氧層。 

到達地表輻

射量 

佔 UV 的 98.9% 佔 UV 的 1.1% 幾乎零 

與臭氧層的

關係 

可穿透臭氧層 多數為平流層臭

氧所吸收，但因臭

氧層破壞而增加 

為高空臭氧所

吸收 

備註 

穿透玻璃進入室內、車內 對人體健康影響

較為顯著 

能殺菌的 UV-

Ｃ波段非常微

量 

 

除表 2.2 所列舉 UV-C 與氯、臭氧消毒法比較的優缺點外，UV-C 更具備

以下所描述的優勢： 

1. UV-C 消毒法，具有快速、徹底、不污染、操作簡便、使用及維護費用低

等優點。 

2. UV-C 消毒法比氯消毒法、臭氧消毒法都快速，高強度、高能量的 UV-C

只要幾秒鐘即可徹底滅菌，而氯消毒法、臭氧消毒法則需數分鐘以上。

UV-C 消毒法，幾乎對所有的細菌、病毒、寄生蟲、病原體和藻類…等均

可有效殺滅，不會造成二次污染(Secondary Pollution)，不殘留任何有毒物

質，對被消毒的物體，無腐蝕性、無污染、無殘留；而且當電源關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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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C 便會消失。 

3. UV-C 消毒法，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最有效、最經濟的消毒法。 

4. 氯消毒法、臭氧消毒法不能有效消滅一些對人體危害更大的寄生蟲類，例

如鞭毛蟲(Flagellate)…等，且氯與臭氧消毒法均會直接、間接的產生對人

體致癌的有毒物質，影響人體健康。 

從過去的研究和實驗證明，紫外線對水的消毒滅菌主要是通過紫外線對

微生物的輻射，生物體內的核酸(Nucleic Acids)吸收紫外線的光能，損傷和破

壞核酸的功能使微生物致死，從而達到消毒的目的。生命科學揭示了核酸是

一切生命體的最基本物質和生命基礎；核酸是一種生物高分子化合物

(Macromolecular Compound)，是由許多個不同的核苷酸(Nucleotide)通過磷酸

二脂鍵(Phosphodiester Bond)連接而成。核酸根據組成的不同，分爲核糖核酸

(Ribonucleic Acid, RNA)和脫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兩大

類，其共同點是由磷酸二酯鍵按嘌呤(Purine)與嘧啶堿(Pyrimidine)基配對的原

則而連接起來的多核苷酸鏈(Polynucleotide Chain)。核酸存在於一切生物的細

胞內，對生物的新陳代謝、遺傳、變異等生命過程起著決定性作用。 

微生物受到了紫外線輻射，吸收了紫外線的能量，實際是核酸吸收了紫

外線的能量。DNA 和 RNA 對紫外線的吸收光譜範圍爲 240 nm~280 nm，對波

長 260 nm 的吸收達到最大值。紫外線能夠改變 DNA 和 RNA 中的含氮雜環

(Heterocyclic)，以導致形成新的鍵結分子(Bonding Molecular)。紫外線對核酸

的作用可導致鍵和鏈的斷裂、股間交聯 (Cross Linked)和形成光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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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chemistry)産物等。二聚體(Dimer)的形成破壞了嘧啶與嘌呤的正常配

對，改變了 DNA 的生物學活性，使微生物自身不能複製，這就是微生物最

重要的紫外線損傷，也是致死性損傷。經由研究證實，嘧啶二聚體的增加與

細菌死亡率有直接的正比關係。 

紫外線為非可見光(Visible Light)，低壓放電燈中之紫藍色光為汞蒸氣壓

(Vapor Pressure of Mercury)，雖然汞蒸氣壓的強度與紫外線仍然有其關聯

性，但是並不直接代表紫外線之強度。因此不能以此可見光波段紫藍色光之

強弱，作為判斷紫外線強弱之依據，其中尚須考量到石英玻璃之光衰

(Lumens Depreciation)及紫外線穿透率(Transmittance)等係數；這也就是說，

紫外線之強度無法用肉眼來判定。 

在不同的距離，要決定 UV 強度之換算，此強度參數表適用於所有紫外

燈，而強度是以在 1 公尺距離，每平方公分的微瓦數（μW/cm
2）為標準。照

射強度及照射時間的主要考量是 UV 的殺傷力或微生物的活動力。 

通常，紫外線劑量是照射強度與照射時間的乘積： 

K (殺菌劑量) = I (照射強度) × t (照射時間) (2.1) 

從公式(2.1)得知，高強度、短時間與低強度、長時間之照射效果相同。

通常，紫外線照射強度高於 70 μW/cm
2 時，才能發揮理想的消毒功能；只要

照射強度高於 40 μW/cm
2，高強度短時間與低強度長時間之照射其效果相同，

當照射強度低於 40 μW/cm
2時，即使增長照射時間，其殺菌效果並不理想（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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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宜、林明瀅、陳小妮、王復德，2005）。一般用 0.15 μW/m
2
 之 UV-C 照射

強度，在 20 
o
C，RH=50%時，照射物件表面，這時的殺菌能力是太陽的 60 倍，

照射大腸桿菌約一分鐘（9,000 μJ/cm
2）就能使細菌減少到 1/1000 。對沙門氏

菌(Salmonella Typhi)所做的實驗得出，以 1,580 μJ/cm
2 的照射的殺菌率是

64%，以 4,740 μJ/cm
2照射的殺菌率是 98%，以 9,480 μJ/cm

2照射的殺菌率是

99%。 

純石英管其穿透率高於 80%， 1000 小時衰退率小於 20%，適合照射強

度＞70 μW/cm
2以上紫外線燈管使用，壽命超過 6000 hrs 高硼砂玻璃管穿透率

＜70%，200 小時衰退率＜30%，照射強度＜70 μW/cm
2以下。照射強度較低，

壽命約 2,000 hrs，應考慮使用石英製的紫外線燈管。 

通常，UV-C 對於各種細菌、病毒的致死劑量並不相同，表 2.3 可提供作

為本論文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 

表 2.3  UV-C 對於各種細菌、病毒的致死劑量 

微生物名稱 英文學名 類别 疾  病 
UV 致死劑量 

(µW-sec/cm
2
) 

細小芽孢菌 Bacillus Subtlis Spores 细菌  22,000 

噬菌體 Bacteriophage 病毒  6,600 

可薩基病毒 Coxsackie Vinus 病毒 腸道感染 6,300 

艾希氏大腸菌 Escherichia Coli 细菌 食物中毒 6,600 

大腸桿菌 Fecal Coliform 细菌 腸道感染 6,600 

A 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A virus 病毒 肝炎 8,000 

感冒病毒 Influenza Virus 病毒 感冒 6,600 

肺炎軍團菌 Legionella Pneumopila 细菌 軍團菌病 12,300 

傷寒沙門氏菌 Salmonella Typhi 细菌 傷寒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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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賀氏芽孢菌 Shigella Spores 细菌 细菌性痢疾 4,200 

黃金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细菌 
食物中毒、

中毒性休克 
6,600 

鏈球芽孢菌 Streptococcus Spores 细菌 咽喉感染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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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方法與過程 

3.1  實施方式 

圖3.1所示為購物推車手把殺菌裝置示意圖，圖3.2則是購物推車停置充電

示意圖。如圖所示，本論文所研發的「購物推車手把殺菌裝置」，為配合設

計說明（林啟昌、杜鳳棋、王恬恬，2012），特將該購物推車區分成：推車

本體(1)、紫外線抑菌單元(2)、車輪發電單元(3)及輔助充電單元(4)等四個部

分。該推車本體為購物推車的結構體，主要包括：手把(11)、車鎖盒(12)、置

物籃(13)、底座(14)、前輪(15)、後輪(16)及鎖鍊(17)組裝而成；該後輪包含有

輪軸(161)及輪圈(162)。 

 

 

圖 3.1  購物推車手把殺菌裝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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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購物推車停置充電示意圖 

圖3.3所示係為紫外線抑菌單元圖，其中該紫外線抑菌單元(2)包含：紫外

光LED燈條(21)、透明手把(22)、控制面板(23)及時間繼電器(24)，其中該紫外

光LED燈條是設置固定於透明手把內，並與外部電源電性連接。當外部電源

對紫外光LED燈條提供電力，使紫外光LED燈條發出高能量抑菌光，可消滅該

透明手把外部之細菌，達到滅菌之功效；又在透明手把外樞接外部不透光、

內部具有反射塗鍍材質之遮光罩，使紫外光LED燈條在照射時，能增加紫外

線對透明手把的照射量，並避免紫外光向外照射而傷害人體及加速塑膠元件

老化。紫外光LED燈條可由時間繼電器與控制面板之作動，從而可控制抑菌

時間；該時間繼電器與與該控制面板係固設於原購物推車之車鎖盒內，藉由

控制抑菌時間而能達到省電之效能。 

圖3.4所示係為車輪發電單元圖，其中車輪發電單元(3)係藉由該購物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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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輪轉動時產生電力；該車輪發電單元(3)包含：微型發電機(31)、可充電電

池(32)及導電線材(33)；其中該微型發電機係裝配固設在輪軸(161)上，該後輪

之輪圈(162)轉動時，該微型發電機隨該輪圈呈同步轉動產生電力。可充電電

池係容置在電池盒內，該電池盒以導電線材與該微型發電機做電性相連接，

俾使該微型發電機所提供之電能可儲存於該可充電電池中；當微型發電機未

轉動而停止產生電力時，該可充電電池仍可維持繼續供電之目的。 

圖3.5所示係為輔助充電單元圖，其中輔助充電單元(4)之功能係在電力用

罄後，可透過車外輸入電源對進行充電。輔助充電單元固設於購物推車之底

座(14)前方，該輔助充電單元包含：變壓器(41)、保險器(42)、導電線材(43)

及可充電電池(44)，其中該可充電電池(44)可為車輪發電單元之可充電電池

(32)，利用導電線材與變壓器、保險器及可充電電池做電性串接。變壓器將外

部電源將電流導入可充電電池之前，保險器會先判斷可充電電池是否有損壞

情形，如果電池狀態正常，電流就繼續供應直到容量飽和為止；反之就自動

停止供電。 

 

圖 3.3  紫外線抑菌單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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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車輪發電單元圖 

 

 

圖 3.5  輔助充電單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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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作原理 

本論文所研發之紫外線抑菌單元(2)，其主要的工作原理係仰賴控制面板

(23)的電路設計予以完成。本論文之電路係採用美國國家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 NS)所發展出來的 LM2577S-ADJ 可調式高效升壓式積體電路

(Integrated Circuit, IC)組成，模組使用優質的 LM2577 晶片，效率高（最高

92%）、發熱量小，是一種簡捷、穩定及高效能的電路，如圖 3.6 所示。 

 

圖 3.6  可調式高效升壓電路 DC-DC 升壓器電路圖 

可調式高效升壓式穩壓電路 DC-DC 升壓器，電源由 IN+與 IN-輸入，輸

入電壓為 3~30 V；其中輸入電源正、負極性必須正確才可運作。經由 U1 

LM2577S -ADJ 調節與 R1 調整，藉此可由 OUT+與 OUT-端提供 4~50 V 的輸

出電壓；本電路目前暫無輸出保護短路裝置，故輸出端不可短路。另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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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電路最大供應電流為 3A，然而連續長時間供應則須維持在 1A 以下；由於

是升壓式穩壓電路，最小輸出電壓雖可達到 4V，但卻無法低於輸入電壓。實

際完成的可調式高效升壓電路 DC-DC 升壓器電路照片，如圖 3.7 所示 

 

圖 3.7  可調式高效升壓電路 DC-DC 升壓器電路照片 

本論文發展出之電路，輸出電壓可透過下列方程式計算： 

8.1
2R

1R
123.1V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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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技術關聯圖 

就產業、技術或知識服務等構面，技術關聯圖表面上以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 Cause & Effect)呈現欲開發技術與現有項目的關係，實則是整合產業

鏈和供應鏈。通常，企業以對上下游的認知而繪製技術關聯圖，若受限於業

務範圍未接觸的項目可能就被忽略，造成審查上的疑義。為求詳實呈現技術

的關聯，透過專利分類本身為技術分類的特點，整理製作的圖表就能呈現依

存關係。 

功能性「購物推車手把殺菌裝置」的研發，具有研發技術密集性，需投

入適當的人力、物力，才能開發出性能優異、品質穩定的產品，其開發技術

關聯圖如圖 3.8 所示；如圖說明推車本體(1)、紫外線抑菌單元(2)、車輪發電

單元(3)及輔助充電單元(4)等 4 個主要項目之技術關聯性。在圖中加註標記符

號分別代表的意義為：『＊』表示我國已有之服務、技術或產品、『＋』表

示我國正在發展之服務、技術或產品、『－』表示我國尚未發展之服務、技

術或產品。 

專利是連接技術與生產銷售的橋樑，專利分類本身更具備多元觀點，可

以從技術、應用、產品、產業等觀點製作不同的技術關聯圖。舉例來說，圖

3.8 是產業觀點的產業類別技術項目，可分為 4 種主要項目，每種項目又可再

往下細分，例如「推車本體」分成手把(11)、車鎖盒(12)、置物籃(13)、底座(14)、

前輪(15)、後輪(16)及鎖鍊(17)等 7 小項，其中車鎖盒又可改裝為控制器。圖

3.8 剖析購物推車的產業應用，以產業觀點呈現技術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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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購物推車手把殺菌裝置的技術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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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結果與討論 

4.1  創新性 

本論文充分的發揮「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設計概念，創新作品之雛

型如圖4.1所示；推車本體經改裝後完全不會影響原先載運之功能，除原手把

改裝成內裝紫外光LED燈條之透明手把外，車輪發電單元與輔助充電單元均

採用外掛方式固定裝置在推車本體。 

 

 

圖4.1  創新作品之雛型照片 

 

本論文之創新性係具有抑菌手把之購物推車，透過裝置在手把的紫外線

抑菌單元，藉以消滅細菌與病毒，如圖4.2所示。本論文創作之紫外線抑菌單

元適用於裝設在購物推車之手把，該紫外線抑菌單元包含：紫外光LED燈條、

透明手把、遮光罩組及蓄電組。燈管外採用紫外線穿透率高的石英(Quartz)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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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或價格較為低廉的高硼砂(Borax)玻璃製作而成。 

 

  

圖 4.2  紫外線抑菌單元的運作 

 

本論文創作之另一創新性，就是運用一種可藉由車輪轉動而產生自發電

力，用以提供紫外線抑菌單元所需的電能。本專創作之車輪發電單元裝設在

購物推車之後輪，該車輪發電單元包含：一發電組及一蓄電組。發電組的主

要元件為花鼓式發電機(Hub Dynamo)，該微型發電機係裝配在後輪，隨著購

物推車移動時即可產生電能（鄧煒騰，2010）。蓄電組由可充電電池、蓄電

盒及蓄電元件所組成，其中該蓄電組係以導電線材與供電裝置相連接，用以

儲存電能；藉由該發電組接連蓄電組，使該發電組所提供之電能可儲存於該

蓄電組中，以便於發電組停止供電時，蓄電組仍可繼續供電。 

購物推車所使用的蓄電組，在電力用罄後，可透過車外輸入電源對蓄電

組進行充電。本論文創作之輔助充電單元裝配於購物推車之底座，該輔助充

電單元包含：可充電電池、充電變壓器及充電保險器，其中該可充電電池可

為車輪發電單元之可充電電池。充電變壓器將電流導入電池之前，保險器會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yKmZs/search?q=auc=%22%E9%84%A7%E7%85%92%E9%A8%B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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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判斷可充電電池是否有損壞情形，如果電池狀態正常，電流就繼續供應直

到容量飽和為止，反之就自動停止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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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應用性 

本論文創作的核心部分之紫外光LED燈條，主要的規格為：輸出功率5 

mW、操作電流20~40 mA、操作電壓3.4~3.6 V、發光角度160度、外型尺寸D5.8 

mm/H5.8 mm/S2.54 mm。根據實際組裝測試結果，推車每一燈條有30顆紫外

光LED約為12 V、0.05 A，3根燈條之功率總計為2.25 W。 

光通過物質中時，因反射(Reflection)、吸收(Absorption)、散射(Scattering)

等作用，使光的強度減弱。故為確保其透明性，就要儘可能防止光線強度下

降，也就是必須滿足以下三條件： 

1. 對可見的波長範圍不吸收。 

2. 材料中屈折率(Refractive index)的差異或雜質會使光線散射，必須避免。 

3. 表面要平滑，以減少光線亂反射。 

通用塑膠對可見光的波長範圍通常不會有很大的吸收，欲防止表面的亂

反射，只要選擇適適當成型條件與模具，即可達表面平滑化的目的，因此要

賦予塑膠材料高透明性，前述第2因素是最重要的。 

屈折率的差異是因塑膠材料內部的組成、密度、構造不均一之故。理想

的透明塑膠，是具極規則的構造，或雖有不均一性，但分子極小而不會引起

可見光散射，這在實際上是有困難的，因此主要的透明性塑膠，仍是如玻璃

般的無定形高分子。 

有關手把部分，本論文創作採用的透明壓克力圓管，其幾何尺寸：外徑

36 mm、長度 508 mm、管壁厚度 2 mm。透明壓克力(Acrylic)又稱聚酸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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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ethylmethacrylate，簡稱 PMMA)之中空圓管（離心力製品），PMMA

的密度比玻璃低：PMMA 的密度大約在 1.15~1.19 g/cm
3，是玻璃（2.40~2.80 

g/cm
3）的一半、金屬鋁（屬於輕金屬）的 43%。PMMA 的耐熱溫度很低，但

有較高的光線透過率與不吸收可見光；一般壓克力板的性質如表 4.1 所列： 

表4.1  一般壓克力板的性質 

項目 數值 

色調 無色透明 

型式 板狀，厚度3 mm 

光學性質 

光線透過率 

(Transmittance) 

全光線 93  % 

平行光 92  % 

霧價 1  % 

太陽放射線透過率 86  % 

可視光線透過率 82  % 

機械性質 

抗拉斷裂強度 760   kg/cm
2
 

抗拉斷裂伸長率 4.5 kg/cm
2
 

抗拉彈性係 3x10
4
   kg/cm

2
 

彎曲斷裂強度 1200   kg/cm
2
 

洛氏硬度 100 M scale 

缺口衝擊強度 1.6 kg-cm/cm 

 

有關手把部分，本論文創作採用透明壓克力(Acrylic)中空圓管，壓克力又

稱聚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簡稱PMMA)，具有92%~93%的高度光

線透過率(Transmittance)，並且具備優良的機械性質，應用在購物推車的手把

是絕佳的選擇。在本創作中，壓克力手把的幾何尺寸：外徑36 mm、長度508 

mm、管壁厚度2 mm。在距離透明手把2公分處，使用微型光譜儀進行LED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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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之量測。如圖4.3與圖4.4所示，表示LED燈條的相對光譜能量測量結果，其

中二圖分別為未裝設圓管（圖4.3）與加裝圓管（圖4.4）之分布曲線【參見附

錄】。從圖4.3的分布曲線可看出，LED燈條的發光強度(Luminous intensity)

隨著波長變化而不同，在未裝設透明壓克力圓管前，發光波長介於375~450 nm

之間，峰值波長(Peak wavelength)則為393~ 417 nm。在圖4.4加裝透明壓克力

圓管後，發光波長改變為385~700 nm之範圍，峰值波長則改變成414 nm。從

二圖的縱座標–發光強度來做比較發現，在加裝圓管後，發光強度從峰值

16,385大幅降低至峰值1,283。由此顯見，裝設透明壓克力圓管之後，雖然擴

大發光波長的範圍，卻也大幅降低紫外光LED燈條的發光強度。 

 

 

圖4.3  未裝設圓管之紫外線光譜分布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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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裝設圓管之紫外線光譜分布曲線 

 

有關紫外光LED燈條對抑菌效果係委由專業實驗室檢驗，採用紫外線抑

菌單元之樣品手把距離1cm照射菌液測試，對於金黃色葡萄球菌(SA)與大腸桿

菌(EC)二種菌株(Strain)作為分析之細菌種類，原接菌量(Inoculated- Pathogen 

Quantities)分別為4.2×10
5與2.9×10

5 
CFU/ml。 

經由瑞士通用檢驗公證集團(Societe Generale Surveillance, SGS)檢測之照

射菌液測試果，如圖4.5所示，其中SA曲線代表金黃色葡萄球菌、EC曲線則是

代表大腸桿菌。由圖中曲線顯示，當樣品燈管開始照射後，二種菌株之菌量

仍持續的在孳長，直到照射時間分別在24.5與30.2 min之後，二種菌株之含菌

量分別達到最大值1.1×10
7與4.1×10

6 
CFU/ml。此意味樣品燈管在啟動前一段時

間，由於照射時間不足而沒有抑菌之功效。 

當紫外線持續照射後，金黃色葡萄球菌(SA)與大腸桿菌(EC)歷經24.5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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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min後，菌量將會開始呈現減少的趨勢，其中SA在64.9 min後，含菌量已

降低至4.2×10
5 
CFU/ml；EC在歷經89.1 min後，含菌量降低至2.9×10

5 
CFU/ml。

隨著照射時間持續增長，含菌量繼續降低；直至12 0min後，SA與EC的含菌量

已分別減少至3.5×10
3與1.7×10

4 
CFU/ml，由數據顯示，紫外線對於SA的抑菌效

果明顯的優於EC。根據抑菌的定義係為：測試菌液的含菌量低於原接菌量的

比例。從圖4.6可看出照射時間達到100 min，SA與EC的抑菌率分別達到98.7%

與83.1%；照射時間再持續到120 min，抑菌率分別高達99.1%與94.1%。 

 

 

圖 4.5  SGS 檢測之抑菌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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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使用紫外線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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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市場性 

2011 年 3 月底的資料顯示，台灣的量販店為 119 家。在 2013 年 5 月，量

販店的家數為家樂福 66 家、大潤發 23 家、遠東愛買 15 家、好市多 10 家；

若考慮具備賣場性質的家具量販店，則包括特力屋 20 家、宜家 4 家，總共粗

估量販店的家數達到 140 家。假使每家量販店平均擁有 450 台購物推車（好

市多規模最大，已知每家賣場有 700 台；家樂福規模較小，每家賣場數量約

300 台），由此粗估全國總共有 63,000 台購物推車。另外，全聯福利中心總

計約 700 家，若平均每家 50 台，則全國約有 35,000 台。據此推估，目前國內

購物推車的總數約 10 萬台，如圖 4.7。根據購物推車製造商的內部資料顯示，

購物推車損壞的地方多半為輪子，一台購物推車平均使用期限約 3~4 年；假

設每台購物推車的生命週期為 3 年，則台灣平均每年約 3 需 5,000 台物推車。 

再將焦點轉移至大陸市場，粗估所有量販店為 600 家，以家樂福為例為

350 家，未來還會以驚人速度增長，大陸平均每年至少有 90,000 台購物推車

的需求量。除此之外，以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本論文之創新產品的受惠群，

主是會針對手把上的細菌相當敏感的人，所以創新產品狹義的客戶群是量販

店，廣義的客戶群尚包括嬰兒用手推車，甚至包括嬰兒車、輪椅、病床、醫

療輔具…等手把。就嬰兒用手推車而言，在百貨公司普遍都設有借用站，台

灣平均每 8.7 萬人就擁有一家百貨公司，全台約有 265 家百貨公司，若一家有

50 台，光在百貨公司使用的嬰兒用手推車總量即高達 13,25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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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台灣擁有購物推車之估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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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結論 

5.1  市場競爭性 

台灣量販店的發展始於 1989 年萬客隆及家樂福的成立，迄今已邁入第 24

年，目前年營業額均有 1,500 億元以上的業績，平均每一坪賣場面積每天可為

量販店帶來大約 1,000 元左右的營收，突顯量販店寬敞空間設計的特色，更凸

顯購物推車的迫切需求。 

在競爭熾烈的大賣場環境中，如何爭取消費者的關愛眼神呢？一部購物

推車平均約需成本 6,000 元，加裝本套殺菌設備須增加成本 1,500 元，但對於

消費者而言，對於賣場舒適度的評價必然倍增，若能因此而爭取到多 1%的關

愛眼神，所創造的市場價值將會高達 15 億以上，連帶購物推車製造業的潛在

商機將會 7,500 萬。目前國內購物推車的總數約 10 萬台，若再加上大陸平均

每年至少有 9 萬台的需求量，可創造的商機極為龐大，市場潛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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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商品化可行性 

HILTI 董事長 Mr. Martin Hilti 曾說：「擁有市場比擁有工廠重要（It  is  

more important to own market than to own plant）」。本論文已製作出雛型機，

我們深信本創作具有獨特性、吸引性、經濟性及安全性，由於在雛型機的研

發過成經過種種的性能測試與評估，我們也確信本產品可行性是肯定的。 

本創作將透過「產品設計」→「計畫申請」→「試作評估」→「推展銷

售」→「技術移轉」→「商品化」等六個步驟來實現產品產出與開發的構想；

本論文所研發之創新產品將朝向「可行性」、「獨特性」、「吸引性」、「經

濟性」、「安全性」及「方便性」等六個特性來開發，如圖 5.1 所示。 

 

 

圖 5.1  實現產品產出與開發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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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性(Feasibility)：對於研發過程、設計、程序或申請的科技部研究計畫

必須在所期望的時間範圍內成功完成。 

 獨特性(Uniqueness)：創新產品的獨特性應該要具備豐富的創造價值與豐沛

的技術層次，如此才可讓創新產品在市場具有一枝獨秀的獨特性，詳如圖

5.2 的補充說明。 

 

 

圖 5.2  創新產品的獨特性 

 

 吸引性(Attractivity)：新產品必須不斷的調適和創新，在特定的環境中新

技術創造無窮的吸引性。 

 經濟性(Economy)：新產品開發並非獨立的計畫個案，若有效利用產品創

新的來源，對於新產品開發效益會有很大的幫助，追尋過程持續創新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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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須以永續發展來看待新產品開發，每一次的開發投入，都是下一次

新產品創新成功的基礎。 

 安全性(Safety)：產品安全性在國內外都有許多標準規定，在創新設計產

品時採取安全對策，才能有效消除或降低新產品的危險性，並符合使用的

安全準則規範的要求，是安全性設計必須遵守的準則。 

 方便性(Accessibility)：方便性指的是新產品在服務消費者時所帶動的經濟

下詮釋消費者的基本表現，也是重視消費者購買商品和享受服務的方便

性，一切以消費者方便為中心而展開新產品的行銷手法。 

 

 

著眼於購物推車的龐大使用量，加上現代人越來越講究衛生條件，因此

任何提升衛生品質的研發都有商機存在。本論文創作是一項可進行商品化的

專利技術，秉持著實現創新目標的 6I3W 信念（參見圖 5.3），透過創新

(Innovation)、激勵(Inspiration)、想像(Imagination)、研究(Investigation)、整合

(Integration)及實現(Implementation)等 6I 的步驟，使創意發想具有產品產出的

可能性，並藉由意圖(Will)、業務(Work)及等待(Wait)機會的 3W 過程，使創

新產品具有商品化的可行性。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0%87%E5%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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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實現創新目標的 6I3W 信念 



42 

5.3  獲利的模式 

台灣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為發展主

體，而中小企業由於缺乏資金的支援，難以承擔開發新產品的風險。此種現

象導致台灣中小企業的技術發展速度緩慢，在全球市場中無法取得產業領先

的地位。因此，當政府積極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的過程中，首要面臨的問題就

是與全球先進大廠在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IPR)方面

的抗衡。 

早期產業所談論的智慧財產權，大多是透過專利的保護確保技術與產品

不會受到競爭者的仿冒。實際上，智慧財產的價值並不僅限於專利的保護作

用；智慧財產不僅可保護產業的技術與產品，更可以視為商品進行販售行為。

同時，全球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迫使創新研發成為執行產業競爭策略差異

化的必要條件，有效整合來自各界的創意資源，打造創新模式將成為產業的

核心競爭能力。在此背景之下，越來越多產業無法負擔研發創新所需要的成

本，轉而運用外部授權的方式，透過外部技術來達到商品化的目的。因此，

本論文所研發的創意產品進行商品化，將透過學校進行技術移轉或共同合作

的方式出售與轉讓，此將為我們的研發團隊與學校帶來共同的獲利，如圖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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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創意產品獲利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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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無燈管 

   
(1)  2 cm                           (2) 4 cm 

   

(3)  6 cm                           (4) 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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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cm                           (6) 12 cm 

   

(7)  14 cm                           (8) 16 cm 

   

(9)  18 cm                           (10) 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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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2 cm                           (12) 24 cm 

   
(13)  26 cm                           (14) 28 cm 

  

(15)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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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燈管 

   

(1)  2 cm                           (2) 4 cm 

    

(3)  6 cm                           (4) 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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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cm                           (6) 12 cm 

   

(7)  14 cm                           (8) 16 cm 

   
(9)  18 cm                           (10) 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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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2 cm                           (12) 24 cm 

   

(13)  26 cm                           (14) 28 cm 

 
(16)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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