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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愛心．盼望
化工

材料科技類

黃志青

先生

Jacob Chih-Ching Huang
56歲（1957年6月）

●

學歷

1986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材料系 博士
1983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材料系 碩士
1979 清華大材料系 學士
●

曾任

中山大學材料所 所長、國科會材料學門 召集人、經濟部技審會 委員
材料學會 會士、中山大學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

現任

中山大學材光系 中山講座教授、高教評鑑協會材料學門 召集人
SCI 國際期刊Materials Letters 主編、材料學會學術委員會 召集人
金屬中心 諮詢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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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長期從事金屬材料研究，在鋁合金、鋁鈦合金超塑性探討及金屬玻璃研究
方面有傑出成就，將金屬板材連續壓延等研究成果落實於產業界，並受到國際
重視。

▍得獎感言
特別感謝東元集團對學術科技與人文藝術的重視，謝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經
營，樹立「東元獎」的口碑，謝謝「東元獎」評審委員的賞識，對默默辛苦研究的後
進學者，給予肯定與激勵。感謝恩主帶領，使我在很多灰心勞苦的時候，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使我有盼望、信心、與愛心。我更要謝謝我的父母、賢妻、子女長久無私
的忍耐與鼓勵，謝謝了。我要謝謝我歷年來的學生與博士後研究員，因為你們的委
身投入，老師蒙受獎勵，謝謝你們，辛苦了。我要謝謝我的許多恩師，包括陳力俊校
長、A. J. Ardell教授。也要感謝所有與我合作之學者，如鄭憲清教授、T. G. Nieh教
授等十餘位學者專家。衷心感謝家人支持、學生同心、學校提攜、國科會與教育部長
期補助，深感不配，銘謝在心。回想自1975年進入清華材料系，至今2012年，已經
在材料界37個年頭，真實體會用心作學術之心血與代價。1989年回國，現已逾二十
年，在中山與學生一起打拼。做為一位老師與學者，確實是人生一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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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金屬超塑成形權威

台灣金屬玻璃
研發領航員

採訪撰稿 郭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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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台灣無法大量製造鎂合金薄板，只能從日本進口，在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
學系講座教授黃志青團隊的研發努力下，研發出細晶粒材料之低溫超塑成形，可
以用鑄造或鍛造材料成形，如今全球電腦與手機機殼使用的鎂合金，高達七成是Made
in Taiwan。近年來他領導由國內外學者共組的團隊，鑽研被視為21世紀潛力明星材料
的「金屬玻璃」（或稱液態金屬），讓台灣在此領域的研究成績躋身全球前八名，尤其
在「金屬玻璃薄膜」與「金屬玻璃微柱（metallic glassy micropillar）」項目更居於世
界領先。

自小文武雙全
幼稚園就立志出國留學
走進黃志青的辦公室，牆上掛滿書法端麗的毛筆字帖，濃厚的文藝書香與他研究的
金屬材料領域形成強烈對比。出身高雄左營眷村的海軍家庭、排行老三卻是獨子的黃志
青從小受父親重點栽培，就讀專收海軍子弟的永清國小時，每週有兩個傍晚要到校長室
練懸腕書法，「王西圃校長非常重視學生的書法、作文、朗誦，專門培養我們書法隊出
去比賽。」
黃志青的父親從海軍上校退伍後擔任商船船長，去過無數國家見識寬廣，從小就
找外國人來教兒子英文。「每週一次對話課都要背十個新的單字，所以我小學英語就很
強，升國一時聽老師從ABC教起實在很痛苦，後來英語老師乾脆指定我當小老師，負責
教同學。」黃志青笑著說，他從幼稚園就立志長大要出國留學，因為看到隔壁大哥哥留
學前夕，村裡大家籌錢送他出國當成自家大事，就想自己以後也要這麼風光。
文武雙全的黃志青小學還是田徑校隊，負責跑400公尺接力、得過全高雄小學運動會
跳遠殿軍、北高雄小學運動聯誼會跳遠銀牌。從小就是學校風雲人物的他常常當班長，最
感念的小學老師李佩華，「雖然很嚴厲，但能感受到老師是把整個生命奉獻給我們。」

雄中生涯鋒頭健
高中恩師感懷深
升上海清代用國中後，小學數學常常滿分的黃志青月考數學只考80幾分，整個人非
常沮喪，幸好數學老師陳岳陽給他很多鼓勵，重建了他的信心，讓他國中每學期都名列
全校前三名，也順利考上高雄中學，不 但又當了三年班長，還擔任雄中青年主編，曾創
辦以學生觀點撰寫校內新聞的「雄中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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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張韻清是高中影響黃志青最大的老師，「你一聽張老師的課，就知道他是飽
讀詩書、文學造詣很高的書生，他上課從來不看課本，隨口拈來都是經典，我最愛每
次坐講桌前第一個聽他上課。每次寫作文，老師都會用漂亮的毛筆字在我文後批改，
寫很多勉勵的話。」黃志青回憶，班長常會跟在導師身旁幫忙拿東西，走在張老師身
邊常能聽到他講隨國軍撤退來台的那代人滄桑的經歷，「他以整個歷史的眼光看時
事，不會只著眼現在，也影響我研判事物的視野。」
黃志青讀高三那年老蔣總統過世，整個社會氛圍陷入緊張波動並波及校園，不
少學生嚷著要休學從軍報國，張韻清老師便要大家別太激動，應「勁氣內斂，儲為大
用」，身為雄青主編「以天下事為己任」的黃志青，也在編完蔣總統逝世特刊後平靜
下來。

聯考重感冒吊點滴
成為清大迷惘新鮮人
六個學期都是全班第一、原本被眾人預期必能考上台大頂尖志願的黃志青，卻在
聯考前夕罹患重感冒，第一天早上考完，中午就到醫院打點滴，下午考完後晚上繼續
去醫院報到。「媽媽都以為我快死掉了，還好聯考一結束，我的病也就好了。」考上
清大材料的結果雖已讓黃志青的母親喜出望外，他自己卻因為許多好友都在台大，懷
著挫折與迷惘的心情度過大一上學期，週末常從清大往台大跑。
「寒假收到成績單，大一上的物理和微積分都要補考，讓從小沒擔心過我成績
的父母嚇了一大跳。」黃志青想起幼年就要出國留學的志向，警覺自己不能再頹廢下
去，才開始把心思放回課業。但真正打開他對材料科學興趣的關鍵，是陳力俊教授在
他大三時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回清大任教，「他的課實在太精采了，讓我們見識到
材料科學的博大精深，大家特別為他教的課程自設讀書會，晚上圖書館一關門，十分
鐘後就在各寢室展開小組研習，我們這屆才40幾個人就有40個拿到博士，現在有20
多個同學當到教授，可見陳力俊老師的影響力。」
陳力俊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材料系跟隨電子顯微鏡領域的權威A. J. Ardell
教授作博士後研究員，便介紹想赴美攻讀碩博士的黃志青找Ardell當老闆。「我爸爸
有個雙胞胎弟弟就住在洛杉磯，在美國念書時每次去叔叔家，就好像真的回家看到爸
爸，叔叔生的兒子也跟我長得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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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際會進入
美國國防研究重鎮Los Alamos
黃志青原本跟隨Ardell教授鑽研輻射損傷的材料特性，但三哩島、車諾比相繼發
生核災事故讓美國暫停補助核能相關研究經費，他只有改投入當年航太工業最紅的材
料領域「鋁鋰合金」研究。有一回Ardell教授受邀撰寫「材料的析出強化」總回顧的論
文，身為助理的黃志青在當年沒有網路和電腦搜尋協助的情況下，只得到圖書館把該
領域的4000多篇論文一一找出來影印、分類，足足花了半年才整理好。「同學都覺得
我很倒楣，我卻因此得到Ardell教授第一手的訓練和指導，在物理冶金領域扎下深厚基
礎，對我後來的研究幫助很大。」
「本來我拿到博士就想回台灣，可是我寄給各大學申請教職的履歷留的聯絡人
是我爸爸，他們打電話到我老家，想要我留在國外光宗耀祖的父親就一律回覆『黃志
青不會回國，他要留在美國工作』，讓我納悶了好一陣子，怎麼會沒有台灣學校要
我？」黃志青笑著說，父親的「好意」讓他多了三年在美國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擔
綱材料組博士後研究員、追隨德國籍大師U. F. Kocks教授研究的寶貴經歷。
二次大戰時以曼哈頓計畫研製原子彈聞名於世的Los Alamos一向是美國國防研究
重鎮，位於2500公尺的深山中集結3000個金頭腦博士，鮮少有亞裔人士。「或許是上
帝的安排才讓我可以進去吧！我在那裡接受四個大師輪番指導，時時掌握材料科技最
先進的發展。」1989年，黃志青因父親心臟不好，便決心帶著妻子兒女回台，申請離
家最近的中山大學擔任教職以便照顧父母，至今黃父高壽94歲、黃母85歲雙雙健在。

協助IDF戰機減重
提昇台灣鎂合金工業
黃志青一回台，他的Los Alamos實驗室經歷立刻獲得中山科學院的重視，登門尋
求合作。當時正逢蔣經國總統指示國軍研發「自製防禦戰機」（Indigenous Defensive
Fighter，簡稱IDF），黃志青協助研製的「鋁鋰合金低溫超塑性板材」，可以讓IDF二
代戰機許多組件得以減重，且做出的小試片性質測試比美國製造的同質材料還佳。
後因國防政策轉變，台灣向國外購買F16與幻象戰機而暫停IDF計畫，黃志青轉為
協助民間廠商，研製密度比鋁還低的鎂合金。「鎂雖然比鋁輕，但也很脆不易塑型，
過去加工製作需在攝氏500度的高溫環境下，很耗能也容易讓材料變質，我和日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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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名教授K. Higashi合作，運用把鎂金屬晶粒細化的方法，讓加工環境溫度降到只要
100∼200度。」他並協助金屬廠商建立「超塑成型的一貫作業體系」，且金屬相關
產業的廠商只要有問題來找他，他都盡力協助，「我們實驗室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技術
移轉移案，因為幾乎都是免費分享。」
近年來黃志青著力最深的研究領域是「金屬玻璃」，又稱為「液態金屬」，是金
屬在液態熔融的狀態下急速冷卻而得到的非晶態合金，因結構與玻璃相似而得名。由
於這種材料在強度、硬度、韌性、抗腐蝕和電磁方面的特性都優於一般金屬，是先進
各國積極研究開發的新型材料之一，美國、日本、中國尤其注重大塊金屬玻璃在軍事
國防武器的運用。

金屬玻璃應用潛力大
針對台灣優勢研發
「台灣作大塊的比不過他們，但我們的優勢就是很會做小而美的東西。」黃志青
特別針對「金屬玻璃薄膜」與「金屬玻璃微柱」領域鑽研，例如將金屬玻璃做成像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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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樣的多孔性組織，方便骨科植入手術應用；研製高反射率和高穿透率的金屬玻璃
薄膜，讓太陽能電池等導電材料能發揮更好的效率……相關理論與實驗的部分成果正
透過金屬中心作媒合，應用於台灣生醫、光電、微機電、表面處理等產業。
身為虔誠的基督徒，黃志青的人生座右銘便是「信、望、愛」：「信是我有上
帝隨時與我同在的信心，望是我對未來總擁有美好的盼望，愛就是打從心底喜愛的我
學生與學術教學。」黃志青笑著說，他並不是工作狂，但一起床便迫不及待要到實驗
室，就是因為真心喜歡研究，也很喜歡跟學生一起討論。他領軍的研究室號稱「黃
幫」，幫主有一本黃幫名錄，從第一屆開始就詳細記錄每個他帶領過的研究生現況，
包括交往或結婚對象、小孩姓名、最新聯絡住址電話等。黃幫成員跟教授感情非常
好，弟子們會自動自發構思特別節目（包括跳大腿舞的爆笑表演或溫馨詩詞）為老師
慶生，還有人會特地幫他過父親節。
事實上黃志青培育後進的用心在同行間赫赫有名，學生只要出國發表論文或作短
期國外進修，他都會設法用計畫經費全額補助，「帶學生去俄羅斯參加研討會，一個
學生要十幾萬，三個人就是三十幾萬，但我花在學生身上的錢從不手軟。」學生遇到
任何困難，黃志青也會悉心協助，若同為基督徒或對方不排斥，他還會拉著學生的手
幫他們向上帝禱告。

感謝太太扶持
盼「東元獎」提高人文獎助
謙稱自己是「十分意外得到東元獎」的黃志青，除了感謝上帝的帶領，最要感謝
的是太太一路以來的扶持，「當我陷在人生漩渦裡時，太太總會適時提醒我」。在文
藻外語學院擔任音樂通識教授的妻子是他的小學同班同學，歷經幾番波折才「有情人
終成眷屬」，他的學術生涯「早上七點就到實驗室、晚上八九點才回家」，讓太太常
常孤身在家，總覺得很對不起她。
黃志青很認同「東元獎」的「科文共裕」理念，他認為台灣科技獎項眾多，人文
領域的獎助相對較少，建議「東元獎」在人文方面的獎助比例能夠再提高，協助深耕
台灣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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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本人對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持續
十多年獎勵科技與人文研發人員，嚴謹選
拔各個領域之菁英，激勵了許多為默默耕
耘幾十年的科技研發人員，令人敬佩。
「東元獎」不但獎勵科技，同時設立人文
類獎，積極倡導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原
則，是國內少有同時強調科技與人文並重
的獎項，表彰科技與人文的研發與創作成
就，呈現科技與人文關懷的永續與平衡精
神，特別難得。本人雖然從事材料科技之
研發，但對歷史、書法、與宗教，均涵養
其中，獲益良多，「東元獎」設立有其深
意，連獎座視覺設計也透過書法字體，呈
現中國文化之特色，很有構思。期望在
「東元獎」的激勵與帶動下，鼓舞更多時
常孤寂與辛勞的研發創作人員，懷抱立足
台灣、放眼世界，投身科技研發，貢獻於
人類的永續發展。也讓「東元獎」的精神
更發揚光大，亦可提昇台灣之國際地位。

得到美國鋁業公司之最佳評鑑。之後在美
國 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作金屬材料於高
速震波下之性能，年度研究表現評為Los
Alamos最高等次top 20%。1989年，回國
後從事輕金屬之超塑性與超塑成形，與航
發中心、中鋼、中鋼鋁業、工研院、金屬
中心，有極佳之合作研究，在IDF二代機超
塑性與超塑成形研發中，有深入參與，也
因為低溫超塑性成就，獲得國科會傑出獎
兩次。之後轉型研發金屬基複合材料，擔
任國科會輕金屬與金屬基複合材料子學門
之召集人。自從1995年開始，與日本Prof.
Higashi合作研究鎂合金，對電子背向繞
射（EBSD）之推廣，以及對摩擦攪拌銲接
製程（FSW/FSP），均是國內開創級的
學者。後來也擔任中山大學材料所所長、
國科會材料學門召集人，經濟部技審會委
員、中山大學研發長等。近來本人研究延
伸進入金屬玻璃，領導國內八位教授與美
國院士會士，主持國科會研究績優團隊國
際合作計畫，成果斐然，獲得國科會極高
評價，也使台灣在金屬玻璃研究領域，進

成就歷程
本人從在美國碩士、博士、博士後、
以及返國20餘年來，一直敬業於金屬材
料之研發。金屬材料之論文，一般impact
factor 不會很高，大多在1.5至3.0之間，
但本實驗室發表之論文，大多被引用頻
繁，更顯不易。在美國UCLA 接受名師
Prof. Ardell之嚴格指導，從事金屬材料
在輻射損傷、以及航太鋁鋰合金之研發，

步到全球前八名，以一般作電子材料居多
的台灣學界，以金屬材料為主軸，獲得國
際重視，是極為不易的事。也因為金屬玻
璃塊材與多層薄膜的成就，2009年獲得國
科會傑出學者計畫、2009年獲選中國材
料 學 會 （ M R S - T ） 會 士 （ F e l l o w）、2 0 1 0
年獲得第三次國科會傑出獎、2011年獲得
國科會國家型奈米前瞻計畫、侯金堆傑出
榮譽獎、2012年獲教育部學術獎等。近
年來一直與位於高雄地區之金屬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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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公司、與中鋼鋁業公司保持密切合作關

灣四方泛黃海鎂合金跨國計畫，開發高溫

係，透過先前研究生之公開或私下合作，

鎂合金與鎂基複合材料等。超塑性與超塑

先後持續從事板材連續壓延、織構發展、

成形：從事超塑性與超塑成形之整體一貫

管材液壓成形、摩擦攪拌製程、與鋯基和

作業研究，包括超塑性材料、超塑成形軟

鎂基金屬玻璃之應用開發。本實驗室所提

體開發、成形件製作、擴散接合等，並

出之專利申請，大多是透過中鋼公司與金

整合國內多方研發單位，曾撰寫Review

屬中心申請，所有開發技術因此得以落實

paper介紹台灣超塑性發展。並曾與中科

至產業應用。近期轉與合作金屬玻璃表面

院與航發中心，共同研發航太用鋁鋰合金

鍍層，並承接中鋼計畫，規劃未來鋁材發

之低溫超塑性板材，努力應用於二代戰

展。

機。目前轉型作金屬玻璃在玻璃轉換溫度
以上的超塑微奈米壓印與成形。金屬玻璃

具體貢獻事蹟

（塊狀、多層薄膜）之研發與應用：近年
來致力於韌性塊狀與多層薄膜金屬玻璃，

輕金屬材料（鋁、鎂、鈦、介金屬、

亦獲得高韌性金屬玻璃複合材料之美國專

金屬機複合材料、金屬玻璃）微組織與機

利。曾撰寫多篇Review papers，現正在

械性質之探討：多年之研究，已經建立國

國家型奈米學研計畫中，與金屬中心與兩

際之名聲，並與國內金屬中心與多家廠

家民間公司，努力應用金屬玻璃薄膜，第

商，長期多方合作。部分鋁與鎂合金之熱

一是抗菌金屬玻璃鍍膜、第二是鍍在高分

機處理，已經在業界使用。目前正與日本

子PET軟版與ITO上之金屬玻璃高透明導電

熊本大學共同執行日本、韓國、大陸、台

膜、第三是鍍在鋁箔上之金屬玻璃高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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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創作展望
近來與中鋼公司、金屬中心、工研院
南分院合作金屬玻璃表面鍍層，改善材料
之反光與完成10mm以下之表面粗糙度，
並承接中鋼計畫，規劃未來鋁材發展。
另近年來黃教授持續擔任經濟部技術
處、工業局、協助傳統產業提升辦公室、
金屬中心、營建署等之政府科技計畫、科
專計畫、前瞻計畫、產業合作計畫等之審
議與諮詢委員，協助金屬產業之研發。亦
曾擔任經濟部技審會材料組委員，SBIR主
審委員、提升傳統產業計畫之審查委員，
國防科技工業審查委員，負責經濟部技術
處主導之業界科專、與工業局主導之主導
性產品計畫之主審與查訪，可以實地瞭解
協助產業研發升級。

膜、第四是金屬玻璃薄膜之微奈米壓印，
以及應用於生物植入之多孔性金屬玻璃塊
材。
黃教授歷年來SCI 論文已被引用約
3 0 0 0 次 ， 平 均 每 篇 被 引 用 約 1 3 次（金 屬
材 料 論 文 一 般 平 均 低 於 兩 次 ），生 平 總
H-index為30。最近共有十餘次論文先後
曾被列為高引用論文，近來這些重要著作
黃教授皆為通訊作者。

最後，期望能在金屬材料的研發上，
再進一步整合成為一金屬材料頂尖中心研
發中心，目前正在與國內中鋼、金屬中
心、成大、高雄大學、義守大學、中央大
學、民間公司等之相關研究室，進行溝通
討論。國外則包括美國田納西大學 橡木
國家實驗室、日本熊本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國立首爾大學、韓國工業研究院、延
世大學、大陸廈門大學、上海交大之金屬
複合材料國家級實驗室、上海交大之鎂合
金研究中心等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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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scatter diffraction for texture, friction stir processing,
accumulative roll bonding, bulk metallic glasses, thin film
metallic glasses, etc.
The recent efforts on bulk metallic glasses, metallic
glass composites, thin film metallic glasses have advanced
Taiwan MG research among the top 8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previous progress on light metals and
metallic glasses, I was awarded by NSC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s (3 times), MRS-T Fellow, Hou-Jin-Duw
Award, MOE academic award, etc.
Previous industry relationship was mainly with CSC
and MIRDC. Many of the patents and technology were
undertaken within these two institutes. Continuous R&D
activitie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re still under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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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ements

S

incere thanks to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for your
long-termed efforts in promot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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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wife, and children for your everlasting support. I
am grateful for the immeasurable helps from my teachers,
advisors, students, post-doctors, and many collaborating
scholars.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has established the longtermed and respectable reputation for your insistence on
the balance between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art-creation. Your efforts are widely well known and
respected. I personally feel your emphasized philosophy
is rather unusual and has critical impact on the biased
weight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in Taiwan.
Wish TECO Foundation can continuously promote your
insistency. Thank you.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 have been devoted to metallic
materials. Firstly, I studied the radiation damage in alloys,
followed by Al-Li aircraft alloys, superplasticity/superplastic
forming,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Mg alloys, electron

The research outcomes for Al-Li, Mg,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and TiAl light alloys have been extended
into applications in many local companies and institutes.
Current on-going international project was sponsored by
Japanese Government on high temperature Mg alloys,
through Kumamoto University.
The ten-year research on superplasticity and
superplastic forming was mainly on the low temperature
superplasticity (LTSP) for Al and Mg alloys. The forming
temperatures can be lowered from ~500oC down to
~200oC,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nsiderable grain
refinement and grain growth control.
The progress on metallic glasses has resulted in initial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or optical lens, metallic glass
coating, optical reflection/transmission, anti-bacterial and
bio-implant aspects.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Our recent and future R&D plan is to collaborate with
local industry and Institutes, including China Steel, CS
Aluminum, MIRDC, ITRI, etc. A research center is shaping
up focusing on light metals, metallic glasses, metallic
coatings, etc. Collaborating parties might include CSC,
MIRDC, NCKU, NKU, ISU, NCU, local companies,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Kumamoto
University, HK City University, National Seoul University,
KIST, Yonsei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 Shanghai J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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