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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奈米的緣起與概論 

    奈米(nanometer)是長度的單位，為10- 
 

9 
 m(十億分之一米)，數學符號為

nm。這幾年奈米名詞在台灣迅速竄紅，許多產品開始採用奈米級尺寸的技術，

開發出多項附加價值。 

    奈米現象，長久以來就存在於自然界。蓮花出污泥而不染，這是一句耳熟而

響的古諺，其祕密就在蓮葉的表面存在有奈米結構的角質層與蠟質形體，使得灰

塵與水滴無法附著在蓮葉的表層，科學家稱此現象為蓮葉效應(Lotus Effect)。蜘

蛛與壁虎在天花板上，自由行走，其秘密則為其腳下的結構，由奈米尺寸的細毛

所組成，因此使用分子間會彼此吸引的的凡得瓦力，吸引著牆壁行走。這些都是

常存在自然界的奈米現象。 

     隨著科學的發現以及科技儀器設備的進步，奈米現象已經不再是實驗室中

複雜的理論發現。現在正開始逐步商品化應用，出現在您我生活之間。奈米科技

的影響，除了您我所看見的現象與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奈米科技正逐漸為我們

所身處的科技社會，注入一股新的變化，我們生活型態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模式，

會因為奈米科技應用，而產生不同的型態。 

    科技社會的型態，廣義的區分為製造科技、營建科技、運輸科技、能源科技、

動力科技、傳播科技、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等系統。因為奈米科技的應用，為這

些科技系統帶來新的發展與影響，這個影響將會是持續的，所以我們將陸續看見

奈米科技的應用，會為我們所認知的科技社會帶來一些改變。本文從科技系統的

角度，探討奈米科技在科技系統中的子系統應用情況以及其對科技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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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奈米科技對科技社會的影響 

    本小結針對奈米科技對科技社會的製造科技、營建科技、運輸科技、能源科

技、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等系統，進行分析探討： 

一、製造科技 

製造科技是屬於問題導向式的科技系統，主要目的是製造出產品，進而解

決人類生活的問題，並使人類能夠更容易生活在現實環境中。就蔡錫濤與葉俊

偉(2005)的製造科技系統指出，透過投入、生產程序、管理程序、產出、影響

評估的過程，反覆的循環，創造優質的科技產品，以達成讓人類能更容易生活

在現實環境的目的。 

隨著奈米科學現象的發掘以及相關理論的擴充，廠商透過製造科技系統，

將奈米現象的特性，轉化應用在生活產品之中，例如蓮花的不容易沾染污穢的

蓮葉效應，可以應用該特性轉化成具抗污功能的產品。透過圖 1的製造科技系

統，我們可以檢視由奈米現象轉化成奈米科技產品的過程，初期的投入過程

中，需要有人力資源、知識、材料、能源、廠房設施、資金與時間的投入。在

人力資源元素部分必須招募相關人員並予以清楚的工作分配，例如研發人員、

生產人員、管理人員、行銷人員…等等，進而形成公司、企業、工廠等型態的

組織。在知識元素，組織必須建構各工作所需的知識，進而累積成組織的知識

能量，尤其研發人員，能夠持續探索奈米現象中的新知識與新的特性，進而將

其轉化應用在產品的功能之中。在材料的部份，組織可以結合不同的材料，進

而開創不同的材料屬性，而奈米科技的應用，可將過去不可能結合的材料結合

在一起。在能源與廠房設施，隨著奈米現象的微小化，相關設備精細度必須達

到奈米級的程度，除了考量到設備供應商的能力，另一方面須考量的就是資金

的部份，以確保組織的運作以及相關硬體設施的配置。在企業的生存之道，就

是要獲利，從點子的激發或問題的產生，確認是否具有商業價值，進而結合科

學現象與科技製造設備，生產出產品，再透過行銷人員的銷售，實現組織的獲

利。所以時間花得越久，所支出的成本就越高。  

     第二階段的生產程序中，組織結合資源的投入，研製出標準的生產流程，

進而生產出奈米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就產生產品良率、品質與穩定度等問

題，能否達成預期的品質與功能目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若是生產無

法實現產品所設計的奈米功能，造成的將會是資源投入的浪費，進而演變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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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的成本。 

 

 

 

 

 

 

 

 

 

 

 

 

     

                      圖1 製造科技系統 (蔡錫濤、葉俊偉, 2005) 

     由以上所言，製造科技系統是從問題的發掘，創意點子的激盪，投入資源

進行發展、轉化，進而生產出奈米科技商品。下面幾例，則為製造系統應用奈

米科技的例子說明。 

例1：食品的保存期限，空氣是影響產品保存長短的重要影響因素之ㄧ，如

何延長產品保存期限，並隔絕空氣和降低儲物的成本，這是廠商們持續

追求的目標之ㄧ。對廠商而言，保存價值的提升，就是產品時間價值的

提升，可以進一步提升企業的獲利。奈米技術的極細微的結構，正好符

合廠商所需求的隔絕空氣特性，廠商藉由奈米特性，延伸創意的點子，

生產廠商將該創意點子，投入製造科技系統，生產出最後的成品。藉由

將在食品包裝上，添加奈米顆粒以隔絕空氣，進而提升產品的時間價值。 

例2：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衣服，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較富裕的國家，

人們的對服裝要求，不只是對服裝材質與款式設計的要求，進而要求服

裝的特殊功能性。這些需求包含：在寒冷的地方，輕便的服裝即可耐低

溫與保暖，人們可以輕鬆的活動。下雨時，服裝能夠防水，避免淋溼。

服裝能夠抗菌和除臭，同時服裝對於髒污容易清洗且不容易弄髒。這些

的需求，正是製造系統創新點子的來源，奈米的極細微的結構，正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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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廠商所需求的特性，廠商藉由奈米特性，延伸創意的點子，並將該創

意點子，投入製造科技系統，生產出最後的成品。藉由將在纖維上加入

奈米顆粒，創造耐寒保暖、防水、容易清洗、不容易髒、除臭與抗菌的

特性，進而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例 3:人類生活週遭，有許許多多的細菌，環繞在我們身邊，若人類的抵抗

力下降，疾病便會上身。運用奈米級的二氧化鈦加上光的特定波長催

化，產生 OH¯活性氧的「帶負電的電子」和「帶正電的正孔(電洞) 」，

使其具有氧化力，利用該特性將空氣中的細菌和有毒物質分解成無害物

質，達到殺菌的功能(世屋高原光觸媒，2007)。除此之外，奈米級的銀

粒子也具有殺菌的功效，利用其電子的氧化還原作用，當銀離子接觸細

菌，侵入並破壞細菌的蛋白質，造成細菌蛋白質凝固，進而死亡(韡誠

企業，2007)。 

    上述這些奈米特性，廠商延伸創意的點子，將其應用在各式的家電

產品。因此廠商將此點子投入製造科技系統，生產出奈米科技成品。例

如藉由二氧化鈦奈米顆粒的殺菌功效，創造出奈米光觸媒的冰箱、洗衣

機、空氣清淨機、冷氣、吸塵器、除濕機，以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近期，奈米科技的應用持續擴展，例如美國運用奈米碳管與尼龍結合而

成的複合材料，可以產生類似強韌機械性質的複合物(奈米科學網，2007.4)。

另外美國麻州塔夫斯大學的David Kaplan等人，利用蜘蛛絲與生物性二氧化

矽，製作出奈米的複合材料，產生絲的可繞性、抗張強度與二氧化矽的韌性(奈

米科學網，2006.8)。德國拜羅伊特大學(University of Bayreuth)的Natalia 

Dubrovinskaia等人，已經製造出硬度比鑽石還高的材料，聚集鑽石奈米棒

(aggregated diamond nanorod, ADNR)的新型碳材，由於硬度極高，預期將會應

用在多項的工業用途(奈米科學網，2005.9)。這些的原理與特性，都正等著廠

商的青睞，將其設計、應用與結合於生活之中。 

二、營建科技 

人類自古生活以來，日常生活就離不開可棲身的房子，從遠古時代的山

洞，發展至今日的鋼骨結構房子，這充分顯示人類不斷的進行問題的解決，嘗

試找出更合適的建材、工法，提升建築物的功能，進而提供人類多功能的建築。 

就營建的過程，根據吳天方(2005)的營建科技，可分為建築設計與施工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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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與室內設計裝潢階段。在這過程中，建築師在設計建築時，就必須考量建築

物所使用的材料，包含石材、水泥、鋼鐵材料、五金材料、瀝青、玻璃、石化

材料、油漆與塗料、陶瓷製品、木材與竹材等。這些年來，人類越來越重視環

境汙染的問題，因此在建築的設計上，產生了許多的變化，例如綠建築、生態

建築、永續建築，這些都是要降低人類生活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在綠建築方

面，行政院2001的綠建築推動方案，分為基地綠化、基地保水、日常節能、建

築物的水資源、建材製作過程二氧化碳排放、廢棄物減量與污水垃圾改善。在

生態工法方面，希望建築物能與自然合一，並對生態環境的衝擊降至最低，例

如考量建築物所處的地形、環境與氣候。永續建築方面，主要係指透過技術創

新提昇產品品質，並降低資源的消耗與汙染的排放，所以在建築的設計上，係

以環境作為建築的主要思考點，考量機能性、經濟性、社會文化與生態因素。

在施工與裝潢階段，則繼承設計的理念，打造出與環境結合的住家。 

 

 

 

 

 

 

 

 

 

 

 

 

在製造科技系統的支援下，我們可以看見這些建材，因加入奈米技術而產

生特殊功能性。以下的例子，正說明奈米技術在營建科技系統的應用。 

例1:衛浴設備表面加入奈米的釉藥，讓衛浴設備（奈米馬桶、奈米洗臉盆、

浴缸）能夠永保如新，且具有抗菌、不沾污垢的特性。如此一來，人類

不需使用清潔劑即可進行清理，因此奈米技術的應用，減少清潔劑對環

境的衝擊並保護人類避免細菌的侵略。這也正符合我國目前正推行的綠

建築概念。 

圖 2.奈米科技與營建科技系統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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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光觸媒奈米塗料或是光觸媒抗污陶瓷面磚，解決大自然環境中，自然或

是人為而產生的污染與細菌，建築物採用光觸媒奈米塗料或是陶瓷面

磚，除了可以保護建材外觀之外，在太陽光紫外線的照射之下，會產生

OH¯活性氧，可分解細菌與空氣中的部分污染源，該建築對於環境本

身，具有清潔的效果，同時因為其抗污的特性，也能保持美觀，減少後

續美化維護的資源損耗。 

例3:奈米人造石材，透過加工的方式，將石材碾碎，重新加工製造出奈米石

材，除了具有環保的資源再利用概念之外。利用奈米技術改變材料的物

理特性，增加石材的表面亮度或硬度。同時降低成品生產時所需要的石

材原料，可一步降低生產成本與大自然資源的損耗。 

     由此上述所知，奈米的技術對於建築科技系統，提供更寬廣且多樣化的選

擇進行設計與施工，同時也能降低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衝擊與資源的耗損。 

三、運輸科技 

人類為了解決移動的問題，產生運輸的需求，進而發展出運輸科技系統，

進而持續滿足人類的需求，同時運輸科技系統也促成商業經濟的繁榮。過去的

運輸，從獸力、人力、馬車、自轉車、水利的船運、蒸氣動力車、渦輪噴射飛

機、內燃機汽機車、大型貨輪、電力火車、油電混合車，發展至今日的電動車

等設備。這些持續進步的運輸工具再搭配相關的設備，例如公路交通系統、各

式車站、維修以及服務軟體系統，進而形成完整的運輸科技系統。 

  如學者王光復所言，運輸科技系統主要是滿足運輸的需求，但是必須有

足夠的資源以及足夠的科技方法，才能達到高品質的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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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運輸科技的意義 (王光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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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米科技應用於運輸科技系統中，擋風玻璃已經是運用奈米技術很成熟的

設備，運用奈米技術，讓雨水無法附著、玻璃不容易附著污垢，以增加運輸工

具的安全性。另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Michael Rubner等人，研發出二氧

化矽奈米微粒薄膜(silica nanoparticle coating)，該材料可以讓水滴均勻地平鋪

在玻璃表面，不會形成圓形水珠進而散射光線，使得擋風玻璃、鏡片和玻璃表

面，不會起霧(奈米科學網，2008.9)。由前述所知，奈米技術的應用，可以改

良材料原有的特性，進而增加材料的應用面，且減少浪費，除了具有節約資源

的效益之外，還具有環保概念，所以交通工具材料運用奈米技術的材料，可享

有很多的優點。如交通工具運用奈米塗料，除了讓交通工具的外表長時間的保

持亮麗美觀之外，還能結合殺菌功能，順便為空氣污染貢獻一份心力，讓交通

工具融入永續環境之中。 

     在石油能源高漲的過程，車用能源一直在尋求替代性能源，氫燃料也是替

代性能源之ㄧ，氫燃料在燃燒之後，會產生水且不會對環境產生污染，是一個

很不錯的替代性能源，目前的發展趨勢看好此替代性能源的發展。人們可利用

貯氫技術和燃料電池技術的結合，作為運輸载具的動力。而碳奈米管可以不需

高壓就可以貯存高密度氫氣，降低貯氫的成本。一旦這些技術透過製造系統量

產，燃油車輛將產生革命性的變化(黃德歡，2002)。   

四、能源科技 

科技社會中，能源一直扮演科技社會運轉的幕後功臣，從食、衣、住、行、

育、樂，每一項都脫離不了能源。現今的科技社會，人類大量運用能量的轉換，

將這些大自然的能源，透過能源科技系統轉換成電能，並加以配送至科技社會

的每一個角落，民眾或企業可藉由其他的科技產品，將電能轉化成各種型態的

能量，進而達成人類適應科技社會的各項工具。所以能源科技系統是科技社會

幕後的最重要的支持系統。 

隨著科技的進展，人類獲取能源的方式也持續改變，例如從早期的木柴燃

燒，進而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以及今日的核能運用。這些資源屬於大自然的

非再生資源，有鑒於一旦資源耗盡，將會對科技社會勢必產生巨大的衝擊，因

此替代性能源的開發，是人類持續努力的目標，這些替代性的能源，諸如潮汐

發電、海洋溫差、水利發電、風力發電，但是這些發電，因為受到大自然地形

的限制，很難達到普及性與發揮經濟效益，故目前以太陽能發電以及氫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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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目前替代性能源的較被期待的開發重點。 

目前的科技社會，除了有責任找出替代性的能源，以取代目前的非再生能

源－為科技社會製造源源不絕的電能，還要致力發展能源的儲存與能源可攜式

的科技，進而替代目前的發電廠發電型態與各式內燃機的燃油使用。所以在奈

米技術的加入，太陽能發電與燃料電池的發展，或許有機會加快其發展與應用

的時程。 

隨著奈米科技的應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利用基因工程改造後病

毒作為模板，製造出氧化鈷(cobalt oxide)和金奈米線，研發鋰離子電池的電極

(林主恩譯，2006.5)。英國索瑞大學(Surrey university)科學家在鍍了透明氧化銦

錫(indium-tin oxide， ITO)層的玻璃上直接生長多壁式奈米碳管(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 MWNT) ，實驗時發現進入元件的光減少了約30%，導出的

電子數目仍然相同，且總轉換效率(overall efficiency)高達約1%。所以奈米碳管

電極，可作為太陽能電池的材料（奈米科學網，2007.2）。除此之外，二氧化

鈦奈米管、奈米微粒及水溶性奈米聚合物，甚至是病毒，都可以用來製作電池

的電極（奈米科學網，2006.5），這些奈米技術也將持續研發，作為太陽能電

池發展的科學理論與知識基礎。  

而利用碳奈米管製作可以不需高壓，且可以貯存高密度氫氣，這將有利於

燃料電池的發展，相信能源科技在奈米技術的奧援之下，燃料電池的發展，將

大有可為。 

五、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對現在人而言，已經不再是固定在桌面上的單一且固定的電

腦，是透過網路連結進而建構起的網路內容世界，而電腦是實現存取、維持網

路運作與製作這些內容的工具概念。除此之外，電腦也透過訊號的發送與控

制，實現控制機械與動力設備的重要機具，包含製造科技系統裡的自動化製造

或檢測設備以及高速鐵路、飛機等控制系統，這皆是資訊科技的概念與範疇。

從資訊科技發展的軌跡，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趨勢，對於硬體設備發展，持續微

小化；硬體的速度與功能，持續增加；資訊處理量，持續增加；資訊儲存容量，

持續的擴充；電腦與網路世界的結合，逐漸融合；電腦的型態，以多元的方式

呈現。透過這些趨勢，我們可以看見資訊科技的未來，電腦將會是以各式各樣

的型態呈現，並透過無線網路與網路世界接軌，同時可攜式裝置，將會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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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裡的常態。這樣子的未來，奈米科技將會為我們實現。  

     就目前的電腦發展，在過去，英特爾的創始人摩爾提出摩爾定律，其表示

電晶體的數量，每隔 18個月會增加一倍，性能也會提升一倍，同時價格也會

下降一半(維基百科，2007)。這是資訊科技已經奉行 30幾年的定律，大家一

直期待這個定律，何時能因發展到極限而被打破此規則。然而奈米技術的研發

與進展，也正好讓這些定律，得以繼續引用。根據中央處理器廠商英代爾 Intel

表示，其已發表 0.45nm的 CPU(中央處理器)，同時目前生產製程已正在研發

0.32nm的 CPU，使得單顆晶片所能放置的電路，持續暴增，這代表功能持續

攀升，電路所需要利用的面積卻越小，持續微小化，這影響到電腦的外型，可

以越做越小，並將過去多項獨立功能的介面卡，持續整合進單顆的晶片中，這

有利於持續發展更多可攜式的裝置。台灣是晶圓代工的重鎮，就廠商台積電

TSMC表示，也準備開始提供 45nm的奈米技術製程，可見奈米技術在我國資

訊工業的重要性。就 65奈米製程與 45奈米晶片比較，我們可以看見的威力是

元件密度會倍增，提昇產品功能預計可達 40%或減少元件尺寸達 40%(電子工

程專輯，2007.4)。 

     然而奈米技術除了CPU之外，也為資訊科技帶來的改變有: 

例 1:瑞典科學家提出以奈米線(nanowire)為基礎的記憶儲存元件，該研究小

組相信此系統的寫入速度將可以比現今的快閃記憶晶片快上100倍(奈

米科學網，2007.2)。雖然這概念還在研發中，但是我們可以預見奈米

科技對記憶體晶片的改變。  

例2:美國國家標準局(NIST)的 Justin Shaw等人，將切換磁性奈米點(magnetic 

nanodots)的磁場變化量，大幅降低到平均值的 5%以內。該研究成果有

助於提升磁性紀錄元件的資料儲存容量，奈米點硬碟元件的商品化變

得可行，讓我們目前使用的硬碟容量再增加 100倍(奈米科學網，

2007.2)。 

     由上所述，奈米技術對資訊科技所帶來的改變，除了功能的提供、體積的

縮小之外，更重要的是奈米技術有助發展更多、更精巧的可攜式裝置產品，同

時將會改變人們對資訊科技產品應用的態度與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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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根據學者周如文的定義，係指利用生物程序進行發酵的傳統生物

技術與基因工程運用細胞與分子程序的現代科技，同時該科技也與工程、機電

和資訊整合到微小的原子層面(周如文，2005)。就目前生物科技的發展與應

用，發展的十分迅速與廣泛，從人類與動物的基因細胞研究、病毒、疾病與疫

苗的研發，進而動、植物基因改良與食品工業的應用，讓生物科技產業列為世

界上先進國家的科技發展重點。然而生物科技雖然是未來新興的科技產業，但

是該產業的特性，是人類嘗試改變大自然的生長法則特性，例如增加人類遭受

病毒侵略時的保護力與治癒率，以及延長身體各器官的使用期限，使得人類的

壽命得以延長。改變動、植物的基因，讓食物生長情況更佳、更飽滿與充足，

提供人類賴以維生的食物，這也正是科技的目的，讓人類能夠更容易生活在真

實社會中。尤其台灣與許多國家已經步入高齡化社會，但整體全球人口還在持

續膨脹中，未來的醫療以及食物的供給，生物科技將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生物科技領域，我們透過奈米的技術，重新發現與認識過去生活中的常

見的材料，以奈米結構的方式重新詮釋其成分、結構與特性。同時奈米科技，

也為材料的結合，開啟了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前述的利用病毒製作電極。這都

是因奈米科技而研發出的新應用，下述幾例，正是奈米科技為生物科技帶來的

新契機。 

例1:利用奈米複合材料製作人造骨骼，這是新加坡大學Susan Liao等學者的

研究，其發展利用奈米技術，製作出類似自然骨骼的奈米級無機物。在

未來，人類可能可以利用人造骨骼生長技術進行骨骼的移植，造福未來

人類(奈米科學網，2007.8)。  

例2:美國加州伯漢醫學研究中心(Burnham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

Erkki Ruoslahti等研究者，開發出奈米微粒，該微粒會自動尋找腫瘤並

與該處血管結合且造成血液的凝聚，進而吸引更多的微粒聚集，並切斷

腫瘤的供血，雖然其實驗的結果，目前可以殺死約20%的腫瘤細胞。在

未來，奈米科技可能會為腫瘤患者的生命，帶來更多的希望(奈米科學

網，2007，2)。 

例3. 美國德州大學與韓國釜山(Pusan)大學的研究人員，利用奈米科技製做

人工肌肉，其利用連續短路型燃料電池肌肉(continuously sh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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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el-cell muscle)與一根具有形憶特性(shape-memory)的鉑觸媒奈米顆粒

的金屬線，該單位表示，其估計若是能順利應用該特性，人工肌肉的工

作能力約是人體肌肉的100倍。在未來，在生物科技領域，擬真的機器

人，與電影小說中的生化人，可能會在真實的情境中出現(奈米科學網，

2006.4)。 

由上所述，奈米技術對生物科技所帶來的是更多可能性，透過奈米技術

的解析，許多原本不可能結合的材質，透過奈米科技結合一起，進而產生全新

的特質，尤其有機體與無機體材質的結合，顛覆過去傳統經驗，未來的生物科

技，將會持續嘗試去挑戰大自然規律。 

 

參、結論 

    奈米科技就目前趨勢而言，將會陸續被開發與應用在相關產品，且出現在人

造的科技社會之中。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所認知的奈米科技，都是為了研製出新

的應用，進而轉化為商品供人類使用，讓人類能夠容易的生活在現實環境之中。

但是這些產品對於人類、科技社會與自然的環境都是正面的嗎？人類有必要評價

這些奈米科技的產品，這些奈米科技產品會對社會產生哪些影響？尤其奈米材

料，可能會穿過生物組織的細胞膜，會不會對生物組織的 DNA產生傷害，導致

其病變或突變？這將會是生物科技所必須面臨的重要議題，否則就算奈米科技產

品的功效非常優異，但有可能會對人類造成傷害，就科技社會系統的評價中，該

產品是不值得被商品化，且應該給予嚴厲的規範。 

    根據麻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Sara Pacheco研究表示，其研究工

業、電子、紡織和運動用品，其經常使用奈米微粒-二氧化矽(silica)和富勒烯

(fullerenes， C60)，其研究發現乳癌細胞暴露在膠狀的二氧化矽(silica)或富勒烯

之下，DNA受損的情形會隨著劑量和時間而增加，可能導致癌症的危險(奈米科

學網，2007.5)。這些風險，我們必須訂出詳細的規範，透過嚴密且完整的規範，

來評價奈米科技產品的潛在風險與其價值。如同英國皇家學會及皇家工程學院於

2004年 7月發表報告，建議奈米科技需要額外的測試與評估，尤其奈米的材料

應該加以管控，避免釋出到環境之中，同時商品上市前，應該經過檢驗許可，才

可上市販買(The Royal Society， 2004.7)。歐盟也在 2007年 3月到 5月份期間，

舉辦奈米材料風險公聽會，希望找出一套適合用來評估奈米材料風險的方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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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鑑別出奈米科技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程度(奈米科學網，2007.5)。由此可以看

見科技評價的重要性。 

    由以上所述，奈米科技對科技系統而言，是一個新興且具有發展潛力的領

域，我們期待奈米科技能夠讓人類所生存的科技社會變得更好。雖然我們可以很

快的教導人們去使用奈米等相關科技產品，但人們更應該被教導如何評價這些奈

米科技產品，所以人們應該具備分辨科技產品影響的能力，且能拒絕使用有機會

危害到身體健康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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