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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進取 永遠快樂

黃 惠 良 先生
Huey-liang Hwang
61 歲 (1946 年 10 月 )

r 現 任：

r 學 歷：

美國 Brown 大學 Engineering Division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學士

博士

劍揚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長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講座教授

r 曾 任：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奈米暨微系統中心 主任
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執行長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系 主任
劍度（現名達虹）公司 創辦人兼執行長

李名揚 採訪整理

劍揚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清華大學講座教授黃惠良曾經創立清華大學
電機系和中興大學電機系，並在清大的「自強工業技術服務社」（後改名為自
強工業科學基金會）下，成立半導體人才培訓中心，培育無數高科技人才；
又創立劍度（現名達虹）公司及劍揚公司，把太陽電池和顯示面板結合的技術
獨步全球；還曾催生國科會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帶動國內
產業全面升級。

■

民國 40 年家人於花蓮港合照

黃惠良今年 61 歲，祖籍廣東，在花東地區長大，
畢業於成功大學電機系。當時正逢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登
月成功，系統控制是全世界最熱門的領域，於是他讀成大
電機所碩士班時，很自然地選擇研究系統控制，然後到美
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

黃教授到布朗大學仍然研究系統控制，三個月後就
發表第一篇論文，而且還是發表一項定理，因此深獲指
導教授賞識；但他認為人不應該限縮自己的領域，就跑
去選修一門固態物理的課，授課者是太陽能電池發明人
J. J. Loferski，結果他一聽這門課就對太陽能電池產生濃
厚興趣，毅然決定更換研究領域及指導教授，從頭學起
而且終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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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師 J.J. Loferski 與
夫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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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台拿 1/25 的薪水
黃教授在 1976 年拿到博士學位，當時正逢 1973 年第一次能源危機剛過
去沒多久，太陽能電池在美國是炙手可熱的行業，所以有公司願意出一個月
2,500 美元（當時 1 美元可兌換 40 元台幣，所以相當於 10 萬元台幣）的薪水聘
用他，即使是他在讀博士生時拿到的獎學金，每月也
有 700 美元（相當於 28,000 元台幣）；但是他卻決定返
國服務，剛回國時，拿到的薪水只有 4,000 元台幣。
黃惠良說，回國前他父親一連寫了 12 封信，勸他
留在美國工作，太太也不希望他回台灣，因為除了薪
水之外，美國當時的研究環境，也比台灣好很多；但
他一心認為「唐人要在唐山做大事」，用現在的話講就
是「愛台灣」。對他來說，錢不重要，快樂才重要。

■

黃教授與研究生

而且他的理念是「人才在哪裡都是人才」，雖然美國是大廟，可以養很
多和尚，但他相信自己是人才，只要有心，沒理由在台灣就無法開創出一
片天地；當時台灣還沒有電子工業，他認為自己回來「雖沒賺到錢，但賺到
機會」。
所以他也沒和父親爭辯，就回來進入清華大學任教，參與籌設「電機電力
系」，因為考慮到學生畢業後報考預官可能會沒有適合的科目，後來改名「電機
系」，第一年招生的聯考排名就已衝到第九名。
曾有清大電機系第一屆學生問黃惠良，他們第一屆學生是不是一定會被
犧牲？他很肯定地回答「絕不會」，想盡辦法由清華基金籌到 40 萬元，建了 3
間實驗室，很多設備都是自己帶著學生做出來的。

積極培養人才
1980 年，國內的半導體工業開始
萌芽，黃惠良擔任國科會第一個科技
整合計畫「矽烷計畫」總主持人，組織
好幾所大學、工研院、中山科學院、
原能會核能研究所合作研究，讓他開
始有個想法，就是應讓學校與工業界
的關聯更密切；於是他 1985 年在自強
社下成立半導體人才培訓中心，積極 ■ 與清大電機 88 級全體同學合影
培養工程師，這也成為後來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的主要業務。
不過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有一陣子走得不很順利，因為清大校內有教授
認為這個訓練工程師的單位，好像把清大變成「清華補習班」，於是校務會議
決議把這個單位趕到科學園區的一間地下室去，就這樣過了兩年；後來校務
會議認為這個單位還是很有貢獻的，才又決議請「自強」回到校內。
除了透過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培養人才外，黃惠良還促使國科會推動
「產學合作計畫」。那是離現在十幾年前，他擔任東京大學客座教授，看到日
本的大學和工業界雙方共同出資的合作研究模式很好，回來就跟當時的國科
會主委夏漢民說：「你若想在立法院好過一點，就要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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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看不懂論文，但看得懂錢。」就這樣國科會的產學合作計畫成形，現在已
成為大學和工業界合作的重要管道。
黃惠良的個性喜歡當開路先鋒，所以 1992 年他借調到中興大學，籌設
他生命中的第二個電機系。他說當年台南科學園區剛開始發展，他認為有了
新竹、台南後，台灣就剩中部缺一個科學園區，遲早會
設立，而好的科學園區附近一定要有好大學搭配，所以
中興大學一找他去幫忙，他就馬上答應，而且除電機系
外，他還幫忙推介化工系和材料系系主任。

■

現場觀眾分別使用雷射光筆手寫輸入
及玩射擊遊戲

後來他的「大膽假設」果然成真。但是當了兩年電機
系主任後，曾有機會中興想留他當工學院院長，他卻不
想待了，因為他不想一直擔任行政職務，認為這樣學術
無法紮根，於是他回到清華，繼續擔任教授。

600 萬到 59 億
創設了這麼多單位，並沒有影響到黃惠良的研究，大小獎項拿了不知
凡幾，他太太形容他「從 18 歲到 61 歲，年年都像念高三一樣用功」。他還
在 1994 年創辦劍度公司，做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的彩色濾光
片；一開始是 5 個朋友各出 600 萬，他告訴這些朋友「最多輸掉一棟新竹的房
子」，結果現在成為資本額 59 億元的大公司。
黃惠良雖然喜歡當開路先鋒，卻總是「功成不居」，因為他的主要興趣還
是在學術研究。2003 年他又創辦劍揚公司，
設計薄膜太陽能電池，就是將太陽能電池
和 LCD 結合，只要遮住 LCD 螢幕上的某一
點，太陽能電池就會感受到光的變化，面板
就知道使用者遮住了這一點，就像現在最流
行的液晶觸控板一樣；而且因為是靠感光來
反應，所以即使不碰觸到螢幕也可以工作。 ■ 黃惠良董事長 ( 左一 ) 與公司技術總監及
客戶供應商，於台北世貿第十屆傑出光
他說這種概念其實很簡單，但要落實並不容
電產品獎劍揚公司得獎作品展場
易，所以很多面板廠都想找他合作。
回顧過去，黃惠良指出，當一名學者，選擇題目是最重要的，當年太陽
能電池剛開始發展時，沒有人料到會成為世界主流，由於他堅持研究這一領
域，才能有現在的成就。他也相信「所有知識都要運用在生活上，都要對人
類有幫助」，所以他以學者身份投身產業界，不但造福人類，也證明自己無論
到哪裡，都是頂尖的人才。

得獎感言
在清大服務逾三十年，有機會參與清大暨台灣高科技基礎之建
立，滿心喜悅。最近偶然回首，所建立的 CuInS2 已成為世界最高效率
薄膜太陽電池的主流，也是滿心歡喜。我常跟朋友說：
「若有來生，我
還是願在清華服務，做個好老師，誨人無倦！」
。在科技的前沿創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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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強不息，在成熟之際有幸創業，定會珍惜這個機
緣勇往向前。
此次得獎，深感「東元獎」源自東元科技文教基金
會，而「東元集團」一般給人的印象是純樸實在，且頗富
創意，也是當前社會所迫切需要的，因而感謝「東元獎」
的頒發，給我指引出新的方向。

■

與劍揚公司全體同仁暨眷屬

對「東元獎」的期望
吾人深感台灣的科技業過份強調 OEM 及 ODM，對工業原創及真正
發明的 IP 甚為欠缺，因此，多數產業利潤不高、產品週期短，而形成
惡性競爭。本人由於多年浸淫科技界，對真正 Innovation 之發展甚有感
覺，而學術界理應在這方面扮演關鍵的角色，有所實質貢獻。因此深
切期盼「東元獎」在此方面扮演一個觸媒角色，經由獎勵，逐漸形成風
氣，而有助於台灣未來產業的發展。

成就歷程
黃教授出身太陽電池之父 J. J. Loferski 之門牆，1976 年毅然歸國服務，
創立兩個國立大學電機系，其中清大電機系已成為國內青年學子最嚮往學系
之一，黃教授亦為清大奈微中心之創始主任，逾三十年努力不懈地參與清大
及國內科技環境之改善。
黃教授為國內唯一 35 年來持續不斷從事太陽電池研究之學者，迄今已發
表論文逾四百篇，其在三元化合物半導體及氫化矽高效率薄膜太陽電池之研
究馳名國際，甚多研究已成為該領域之經典著作。1994 當選 IEEE Fellow，
1998 當選美國真空學會 Fellow，2002 獲國科會特約研究員獎。他所創設「自
強工業科學基金會」之高科技人才培訓已成為國際典範，二十年來培訓工程
師無數。創建的達虹公司，為世界名列前茅之
彩色濾光片公司，現為新竹科學園區劍揚公司
的執行長，為國際上首次將薄膜矽太陽電池嵌
入 LCD 面板中，並完成商業化者。
黃教授不僅為國際半導體甚多重要領域之
傑出科學家，亦為教授的模範表率，對工業研
究亦有重大的貢獻。
■

Mrs. Loferski 的家人

具體貢獻事蹟
一、對學術研究的貢獻
黃教授著作等身：計有論文 400 篇，期刊 200，國際會議 170( 包括
Review Article(10)。Book/ Book Chapters(17)。專利 (10)/ 申請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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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及 Plenary(14)、Invited(34)。
亦擔任重要國際期刊的 Editors、國際重要
會議的諮議 / 議程委員 (45 次 )、國際會議
主席 (8 次 )。
黃教授由於對半導體、及太陽電池研究，
獲下列之學術殊榮：

■

清大陳校長與我於講座教授授獎典禮

1. 清華大學研究獎 (1984)
2.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983, 1986, 1989), 及首屆特約研究員 (Fellow,
NSC, 1996)
3. 中國工程師學會最佳論文獎 (1987)
4.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1992)
5. 中山學術獎 (1988)
6. 侯金堆傑出榮譽獎材料類 (1996)
7.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傑出會員 (Fellow, IEEE, 1994)
8. 美國真空學會傑出會員 (1998)
9. APEC 科技培訓最佳典範獎 (1995)
10. 亞太材料科學院院士 (1998)
11. 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2002)
12. 有庠奈米科技講座教授 (2002)
13. 清華大學電機資訊講座教授 (2003)
14. Global School of Advanced Studies (Fellow, Solar Cells 2006)
15. Brown Engineering Alumni Medal (2007)

二、對人才培育暨我國學術國際化的貢獻
A. 對清大的貢獻
黃教授為我國修習半導體專業第一批返國服務的留學生。他
初到清華，草創電機系，尤其擅長爭取經費及創造資源，一
路走來備感艱辛。今日他參與籌設的電機系已成為國內青年
學子最嚮往的學系之一。
黃教授創設清大奈微中心，為我國第一個成立的奈米中
心，現已成為國科會的奈米核心設施。
■

在廈門參加兩岸光電子研討會

黃教授在清大任教多年，作育英才擔任二十五位博士及
二百五十多位碩士之論文指導，實驗室學生獲國內外博士學位者逾
四十人。

B. 對工程師培訓的貢獻
黃教授所建立的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迄今已成功培訓十二萬人次，
對我國半導體暨光電產業貢獻至為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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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國家型計畫暨對社會的貢獻
黃教授主持國科會第一個科技整合計畫「矽烷計畫 (1980-1986)」及經濟部
科專「下世代奈米互補式金氧半場效應電晶體三年計畫 (2005-2008)」暨
「成立 45-22 奈米電子聯盟」

四、對我國太陽電池發展的貢獻
黃教授於 1976-1980 擔任核能研究所顧問，帶領
矽晶太陽電池之發展，1980-1995 擔任工研院太
陽電池小組顧問，指導非晶矽太陽電池之發展，
又參與指導我國第一個太陽屋之設計與建造，
1995-1998 擔任中華一號衛星太陽電池面板之指
導，奠定其順利運轉之基礎，黃教授自 1972 年起
專注太陽電池研發，逾 35 年從未間斷，對各項太
陽電池之發展均有重大貢獻。

■

參加 SPIE 醫學影像國際會議

五、對工業直接的貢獻
黃教授發展薄膜技術，1987 年協助園區光華公司生產非晶矽薄膜太陽電
池，為國內第一個太陽電池產製公司。1994 年創辦園區劍度（現名達虹）
公司，為彩色濾光片的國際大廠。
黃教授 2003 創立竹科劍揚公司，發展出創新的互動式面板，已進入
量產階段。黃教授帶動我國如下之創新經營模式：Idea → Prototype →
Product → Commercialization，2007 年其所發明的此項產品榮獲中華民
國第十屆傑出光電產品獎。

研究或創作展望
物質世界的發展依循著兩大主軸，一為縮小至『奈米』尺度，另一為材料
複雜化。黃教授在這兩方面均有傑出的成就。

一、矽奈米量子點特性及其新穎量子元件之研究
黃教授成功製作過矽氮化物薄膜，且可藉由調變薄膜中矽成分來改變
光激光的波長，發光範圍從紅外光至藍光波段，相
關微結構鑑定都證實有矽量子點之形成；發光特性
來自於非晶氮化矽所包圍之微小矽結構群集表面。
由於此項矽奈米點的品質優異，而清晰展現出量子
井結構之共振穿邃效應；此項發現為未來之奈米電
子元件開闢嶄新的發展途徑，本研究成果，曾應邀
撰寫 2005 年在美出版 Handbook of Semiconductor
Nanostructures and Devices 的專冊。且因此項成就當 ■ idti 劍揚公司黃惠良董事長帶領公司同仁現
場示範公司 I. S. 互動式面板產品之應用
選首屆的「有庠奈米科技講座」教授。

二、三元化合物研究
三元化合物為現今薄膜太陽電池最高效率的薄膜材料。黃教授為三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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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半導體研究的先驅者，他在 CuInS2 半導體科學與工藝方面，建立了
最完整及系統化之學術體系，發表論文逾百篇，奠定其材料製備與物性
瞭解的基礎。他的濺鍍工作所決定的 CuInS2 晶格常數被接受為國際公定
的標準 (X 光 Index Card)。他從事 modulated 反射光譜工作
所得的 CuInS2 能階 (1.53eV) 已被國際接受為 CuInS2 半導
體能階的公定值。黃教授逾三十年的努力針對極其複雜的
Non-Stoichiometric 材料，有效整合其缺陷結構，成功發
展出 ( 材料 / 元件 / 製程 )CIGS 薄膜太陽電池三合一的設計
工具，對未來超高效率 CIGS 薄膜太陽電池的工業化跨出
■ 擬在美國設廠發展台灣多晶矽公司
重大的一步。

三、非晶矽的研究
黃教授非晶矽雙壁結構的研究工作，終止了國際上十餘年來的爭論。
在他核磁共振的研究中，首先展示了製作『中程有序』氫化矽膜的可行
性。自八十年代開始，黃教授小組研製非晶矽影像偵測器，此項研究衍
生出兩項工業發展：
(1) 應用太陽電池原理，而成功發展出平板式電腦之輸入裝置，所創辦
的劍揚公司 2003 年五月因而獲准進駐新竹科學園區。
(2) 製作 p-i-n-silicon nitride 之非晶矽感測元件，可有效應用於醫學影像
之偵測，尤其適於婦女乳癌早期發現之診斷。

四、Ⅱ - Ⅵ暨Ⅲ - Ⅴ化合物的研究
自 1985 年起，他擁有 CdTe 最高的電洞濃度 (3*1019cm3 ) 的世界紀錄。
九十年代末期，他在Ⅲ - Ⅴ化合物方面，全力發展最少損傷之 Choppered
UV 光之電化學蝕刻 (GaN 及 InGaN) 技術，為文獻目前唯一可同時蝕刻
p-i-n GaN/InGaN 的量子井結構，旨在製出 80-100lumen/W 的 LED。

HUEY-LIANG HWANG

■

在美與范森雄博士合影

Born in China in 1946, he received bachelor and masters degre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1969 and 1971, respectively. In 1976, he was granted
a Ph.D. degree in Engineering from the late Professor J.J.
Loferski, Brown University. Since then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with research in such areas as giant area
microelectronics(solar cells, displays, medical imaging
devices, etc.) and ULSI.

He was famous in pioneering the research of Ternary Chalcopyrite
Semiconductors and Hydrogenated Silicon for high efﬁciency thin ﬁlm solar cells
and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400 papers in scientiﬁc journal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He was elected Fellow of IEEE in 1994 for his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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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photovoltaic and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devices. Elected to many
prestigious organizations, he most
recently was elected as a Fellow of the
Global School of Advanced Studies on
Solar Cells in 2007.
與華聯同事合影

He served Tsing Hua University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nd he was a founder of t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of this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He also
founded the Tze-chiang Found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ost
renowned semiconductor & optoelectronics engineers training institute in Taiwan,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a
large majority of high tech engineers
for Taiwan.
■

He founded Sinonar Corp, the
first amorphous Si this film solar
cell manufacturer in Taiwan, and
Cando Corp, the world front ranking
■ 擔任三元暨多元化合物國際會議主席
manufacturer of color ﬁlters, which was
co-founded with Professor J.J. Loferski. He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Integrated Digital Technology Inc., the 1st LCD Design House in Taiwan.
IDTI pione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ve Screen for future digital
home use, which was invented by Professor H. L. Hwang, and was the first to
commercialize embedded solar cells in LCD panels. He i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scientist in many signiﬁcant branches of semiconductor research in the world, but
also a model example for professors,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research in industry.
For these achievements, he was elected to the TECO Award of 2007.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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