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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播種的，必歡呼收割

許 千 樹 先生
Chain-shu Hsu
54 歲 (1953 年 10 月 )

r 現 任：

r 學 歷：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高分子化學
國立清華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
國立師範大學化學系 學士

博士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

副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教授

r 曾 任：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主任兼所長
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總中心 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副校長

李名揚 採訪整理

許千樹教授喜歡挑戰新的研究領
域；在做了一段時間，到達該領域較
成熟時，便開始嘗試挑戰新的領域。他
認為，在一個比較成熟的領域中研究，
較難有重大突破，在學術上的衝擊也不
大；這種挑戰精神使他在液晶顯示器
（LCD）、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和太
陽能電池等多個領域，都有卓越貢獻。

■

課堂中與學生討論互動

許教授出生於雲林，國小功課不錯，而當時仍有初中聯考，他滿心以為
自己一定能考上第一志願虎尾中學，結果卻因填錯志願，落到剛成立沒幾年
的教會學校永年中學；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後來學校的神父告訴他父親，
這所新學校很有教學理念，他父親才放心讓他就讀。

■

2006.01.19 發表
全世界最亮之藍
光 PLED 元件

沒想到這三年卻成為他的轉捩點，因為他在班上的成績都拿第一名，經
常接受表揚，使他很有自信心，接著就順利考上台南一中、台灣師範大學化
學系；相較他一些成績很好、考上虎尾中學的國小同學，後來考高中、大學
時卻沒考好，讓他慶幸當初的重大挫折，反而成為成長的動力。

動手做實驗很重要
許千樹讀初中時的理化成績很好，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經常動手做實驗。
他學理化都不死記課本知識，而是在做過實驗後，回頭來理解實驗中的科學
知識，因為在實驗中自己動手接觸過，有深刻的印象，而且較有興趣。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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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學都不太讓學生做實驗，把時間挪來上課，
他以自身的經驗，主張學校應讓學生多動手。
另一個原因是永年是小學校，學生和老師都很
親近，許千樹說，永年當年有一點很特別，就是升
學壓力不大，反而讓同學願意自動自發念書，尤其
理化和數學，都自己做參考書，不懂就問老師。

■

1986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實驗室

台灣師大化學系、清華大學化學所畢業後，他進入台肥公司工作；一方
面是當時許多人都選擇先工作一陣子再繼續深造，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家
境不是很好，需要時間準備公費留學考試。三年後他順利考取，進入美國凱
斯西儲大學就讀。
剛到美國時，他也遭遇到很多留美學生曾經遇過的問題，就是上課內容
聽不太懂；不過他在國內讀過碩士，讀原文書、筆試都沒問題，一般專業術
語也還可以，因此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來適應全英語的環境。而接下來，他
只再花了兩年半，就拿到博士學位，在三年內一共發表了 10 篇論文，數量相
當多。

成功唯一秘訣─不停地用功
許千樹的秘訣很簡單，就是「不停地用功」。在留學的這三年時間，他幾
乎每天都從早上九點工作到半夜十二點，沒有星期假日；耶誕假期更是他的
最愛，因為其他人都休長假去了，整間實驗室只有他一個人，可以自由使用
所有的儀器，同時做好幾個實驗。
許千樹認為，先工作一陣子再出國念
書，對他的學習有很大好處，因為可以很
清楚地知道自己出國要學什麼，人生目標明
確，所以心情很篤定，容易全力以赴。他認
為這種「自己想唸」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博
士畢業後，指導教授希望他留在美國工作，
但他仍決定返台，並於 1987 年進入交通大學
任教。

■

1999 主辦國際華人液晶研討會，推廣液晶之研究

在返國後一開始是接續博士班的題目，研究液晶高分子材料；當時國外
物理學界有很多新的想法和研究方法被發展出來，他藉著國際合作的機會，
學到許多東西；後來他又從 1989 年起，定期舉行 LCD 研討會，與許多目前國
內光電大廠的負責人，共同討論 LCD 的新研究方向。
幾年後他跨入剛開始發展的 OLED 領域，等到做出一些成果後，又轉換到
最新的太陽能電池領域。儘管如此，舊有的領域仍然持續地進行中。他認為研
究最新的領域有相當的挑戰性，雖然剛開始因為不熟，研究容易遇到瓶頸，但
可以藉由國際交流合作，跟別人學習，或是讓學生去別人的實驗室觀摩一段時
間，亦或從研討會中發掘最新趨勢，自然容易發現新方法，突破研究瓶頸。

加強國際交流
有鑑於此，許千樹非常強調國
際交流的重要性，還因此獲得了國
科會的「台法科技獎」。他建議目前
在國內大學攻讀的博士生，能夠盡
■

2007.02.07 獲頒台法科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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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利用學校國際交流的機會，到國外大學的實驗室作觀摩交流，或是於畢業
後到國外做博士後研究，如此一來可以增加國際視野，和世界頂尖的研究人
員一起工作，並見識到世界頂尖研究室的運作方式。最好能去一些和自己專
長互補的實驗室，學習如何跨領域合作，例如他與法國南特大學的合作，就
是因為他專精材料和化學，對方專精物理，雙方互蒙其利。

■

2000.06 向陳水扁總統簡報研發成果

許千樹的研究成果不但經常登上重要學術期刊，而且也都很
實用，可以幫助光電產業快速往前推進。他說他不反對少數優秀
學者做一些較偏理論性的艱深研究，但在台灣，大多數學者還是
應該學瑞士、荷蘭一樣，盡量發展對社會、產業有幫助的研究領
域，因為台灣地方小，資源也不豐厚，必須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而且這樣對學生前途也好，像他很多學生都進入園區的光電大廠
工作，而且都有不錯表現。

對於國內光電產業的發展，他覺得有一點非常可惜，就是政府錯失良
機，不像過去孫運璿、李國鼎時代那樣有魄力。他說交大 1989 年就在推動
LCD 產業，政府的許多科技顧問也都建議政府大力投入，但政府一直沒做，
等到 1999 年光電產業已經開始起飛，才真正投入，比別人慢了一步。
他同時也提到，韓國在 1989 年時，光電產業仍落後台灣一大截，但韓國
政府在 1993 年左右開始投入大筆資金在幾所大學相關領域，現在已然成為世
界光電業的主導之一；台灣若早依民間建議大量投入，今天整個局面可能會
完全不一樣。若是政府記取經驗，在當下及起直追，於一些重要領域中，拿
出魄力，有遠見及計畫性的投入，相信未來仍是大有可為。

得獎感言
獲得此份殊榮，個人非常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的厚愛，對於一個從事基礎科學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
莫大的鼓舞。本人自 1987 年返國，即在交大從事平面顯
示器相關材料之研究，見證到國內平面顯示器工業之從
小規模投入至蓬勃發展，個人從事液晶及高分子電激發
光材料研究，看到自己研究之材料不但具有學術價值，
■

也具有產業實用價值，心裏有份特別的成就感。感謝家

2007 與實驗室研究生合影

人長期的支持與體諒，更要謝謝參與研究的全體碩、博士班生共同之
努力。

對「東元獎」的期望
科技是一個國家進步的基本動力，人文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之
原動力，個人非常欽佩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設立「東元獎」
，獎勵科技
與人文精英，表彰人類科技與人文成就，此獎項對於國內長期投入科
技之研究人員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東元獎」目前已成為學術界最重要
的獎項之一，期望其能在台灣社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激發國人更具
有創造力，鼓舞更多的年輕學者投入科技創新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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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許教授 1987 年獲得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博士學位
後，隨即進入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任教，從事液晶高
分子研究，為國內液晶高分子研究之先驅，其在鐵電
性及含冠醚側鏈液晶聚合物之研究成果深受國際肯
定。此外亦是國內液晶顯示器 (LCD) 產業之推動者，
自 1989 年起，每年在交大舉辦 LCD 研討會，積極邀
■ 與畢業學生合影
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專家一起推動國內 LCD 產業之發
展，其在快速應答液晶、光學補償膜及光配向技術方面都有許多傑出研究成
果，發表於 SCI 重要雜誌上，也因此於 1994-1999 年間連續獲得三次國科會傑
出研究獎。
隨著國內 LCD 產業逐漸成熟，其研究轉至高分子電激發光元件 (PLED)
上，合成含液晶團基之共軛高分子，製備偏極化 PLED 元件，作為 LCD 之背
光源，研究成果深具產業應用價值，並於 2000-2006 年間獲得國科會特約研
究員及傑出特約研究員獎，2006 年獲得「台法科技獎」，目前為交通大學之講
座教授。

具體貢獻事蹟
許教授在交大任教二十年，主要研究內容為液晶高分子材料
及共軛高分子材料兩個領域，茲針對這兩個領域發展及對國內產
業界之貢獻分述如下：
1. 在液晶高分子材料方面之貢獻：液晶高分子是一種新型的高
分子材料，為近二十年來高分子學術界重要的研究課題，許 ■ 最新研究成果展示
教授是國內最早投入此領域研究之學者專家，在全世界也算是一個領先的
研究團隊，其有許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例如首先合成出具有寬廣溫度範
圍之鐵電性液晶高分子；首創開環聚合方法，合成含 polyoxetane 之側鏈液
晶高分子，可以精準控制其分子量；全世界首先合成出含冠醚之液晶化合
物，可用於固態電解質上，同時獲邀撰寫「側鏈液晶高分子之應用」文章於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雜誌上。
2. 在共軛高分子材料方面：許教授近年來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共軛高分子材
料及高分子發光二極體 (PLED) 之研究上，其結合自身液晶及高分子合成之
專長，首先合成了具有液晶於側鏈之共軛高分子，應用於偏極化有機電激
發光元件，以含液晶團基之 PPV 和 polyﬂuorene 做出亮度大於 5,000cd/m2 之
PLED 元件，偏極化效率大於 12，結果領先國際；利用緩衝層之方法發展
多層 PLED、多層藍光及白光 PLED 元件，目前所製備藍光 PLED 元件之亮
度大於 30,000cd/m2，效率 7cd/A，都是世界最高之
紀錄。

■

2007.01.19 獲頒中華民國高分
子學會傑出高分子學術研究獎

3. 對國內產業界之貢獻：許教授自 1989 年起，連
續在交通大學舉辦液晶顯示技術研討會，並發起
成立中華民國液態晶體學會，引進國外著名學者
專家，提昇國內在液晶顯示技術之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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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培養九十多位碩、博士生，分別在國內主要 LCD 公司擔任公司經理
級以上之幹部職位，對於國內 TFT-LCD 業界之發展有巨大之貢獻。此
外，許教授也發展出新型液晶、視角補償膜及光配向膜材料，技術轉移給
工研院、長興及友達公司。

研究或創作展望
再生能源是目前最重要之研究課題，未來許教授之研究方向如下：
1. 持續發展新型共軛高分子，應用於電激發光元件及有機太陽能電池。
2. 發展高效率白光電激發光元件作為下一世代照明，其具有省電、壽命
長及可撓曲性等優點，可以取代傳統燈具成為新光源，預期可大幅降
低電力之消耗。
3. 製備高效率有機太陽能電池，以解決人類日益缺乏之能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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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ssor Chain-Shu Hsu has taught
at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i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CTU)
since 1987, right after he received the
Ph.D. degree from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He is a pioneering researcher in
the ﬁelds of liquid crystals and liquid crystal
polymers. His achievements in ferroelectric ■ 20070918 台法奈米材料與元件研討會
liquid crystal polymers and crown-ether containing liquid crystal polymers are
well-recognized by the world liquid crystal community. Besides the LCP research,
he also did a lot of efforts to promote the domestic liquid crystal industry. Since
1989, he organize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conference annually at NCTU.
He also developed fast response liquid crystals, viewing angle compensation ﬁlm
and photo-alignment ﬁlm for LCD industry. His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d led
him to be granted NSC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s three times from 1994 to
1999.
As domestic LCD industry become mature, Prof. Hsu turned his research ﬁeld
to polymer light emitting diodes. He synthesized several liquid crystal containing
conjugated polymers which were fabricated as polarized PLED devices. These
devices have potential application for LCD backlight. Prof. Hsu was selected as a
NSC research fellow and outstanding research fellow from 2000 to 2006. He also
won the French-Taiwan Science ward in 2006. Right now he is a NCTU Chair
Professor.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professor Hsu'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fields of liquid crystalline polymer (LCP) and
conjugated polymer.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 as well as the
society contribution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In the field of liquid crystalline polymer, he did a lot
■ 受邀出席 2007 Taiwan-US Soft
of pioneering works. For example, he was the ﬁrst one
Materials Symposium 之演講
who used a ferroelectric LCP for optical data storage.
He synthesized the ﬁrst polyoxetane LCP with precise molecular weight
and the first crown-ether containing LCP for solid electrolytes. He also
wrote a review article“The application of side-chain liquid crystalline
polymers”in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2. In the ﬁeld of conjugated polymer, he proposed the idea
to synthesize liquid crystalline-containing conjugated
polymers which were used as polarized PLED for LCD
backlight application. He synthesized some new DPPPV and polyacetylenes with high PL and EL efﬁciency.

■

與法國學者互相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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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developed a buffer solution method to fabricate a blue PLED device
with brightness higher than 30,000 cd/m2 and efﬁciency higher than 7 cd/A.
3. Beside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Prof. Hsu also di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the domestic LCD industry. He organized LCD
conference since 1989 and he has cultivated more than 90 master and
Ph.D. students for the domestic LCD industry. He also transferred the
technologies of fast response liquid crystal, viewing angle compensation
ﬁlm and photo-alignment to ITRI and domestic companies.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Renewable ener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
Ongoing and future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1. Development of new conjugated polymers for PLED and Organic Solarcell appreciation.
2. Fabrication of high efficiency white PLED devices. The white PLED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energy saving, high efﬁciency and ﬂexibility
can be used for next generation lighting to replace light bulbs.
3. Fabrication of high efﬁciency organic solar cell. The organic solar cell has
advantages of light weight and ﬂexible probability, and it has potential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uman energy crisis.

■

34

主辦 1998 中加高等教育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