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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世界、無限光明

吳 東 權 先生
Tung-chuan Wu
58 歲 (1949 年 9 月 )

r 現 任：

r 學 歷：

工研院機械所

日本國立千葉大學機械工程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 學士

所長

奈米檢測與製程共同實驗室聯誼會 榮譽會長
中華民國微系統暨奈米科技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理事

r 曾 任：
工研院機械所 副所長、組長、廠長
台灣科技大學 兼任教授級專家
國立清華大學 兼任教授
中華民國微系統暨奈米科技協會 秘書長
台灣車輛研發聯盟 主任委員

李名揚 採訪整理

工研院機械所所長吳東權 41 歲才去日本留學讀博士，在決定去日本前，
完全不懂日語，只在出發前請家教補習了三個月，所以到現在都覺得自己當
時很勇敢；但他只花了三年時間就拿到學位，返國後致力推動與日本的交流
合作，對我國精密機械技術發展有重大貢獻。
吳東權今年 58 歲，出生於嘉義。讀成功大學機械系時，馬承九教授鼓勵
學生畢業後優先選擇進工廠歷鍊實務經驗，於是他畢業後進入工研院機械所
工作；工作中他經常思考怎樣可讓系統最佳化，使工作發揮最大效率，後來
決定在職進修，進入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就讀，在大學畢業十年後才拿
到碩士學位。
畢業後又工作了幾年，他看出全世界遲早會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從
「knowhow」逐漸轉變為「knowwhy」，因此他必須加強自
己的精密機械專業，一定要出國留學；後來他決定去日
本，一來在十多年前，日本的製造技術還是世界第一，二
來他的兩個小孩正在讀中小學，美國離台灣太遠，去日本
的話，他預計每半年可回來一趟看看家人。後來他在 1993
年拿到千葉大學機械工程博士學位，離他獲得碩士學位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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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千葉大學指導教授吉田嘉太郎合影

好又過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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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進修吃苦當吃補
吳東權在日本靠著英、日語夾雜，在專業領域和別人溝通倒也問題不
大。他的指導教授對他很好，但對研究的要求也非常嚴格，在實驗室待到半
夜兩點是很平常的事，每兩週一次的報告若做得不好，一定被要求重寫、重
報告，他也只能「吃苦當吃補」。
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實驗室，萬一必須去實驗室以外
的社交場合，因為語言問題，就會比較辛苦了。還好研究
工作壓力滿大，所以參加社交場合的機會也不多；他說剛
到日本時生活比較快樂，因為日語還不太好，偶爾別人開
玩笑來「酸」他的細膩用語他都聽不懂，日文進步後聽得
懂了，反而會感到點滴在心頭。
吳東權說，工作之後再去讀書，確實有較多挑戰必須

■

工研院 96 年傑出研究獎銅牌得獎團隊

克服，有時會想偷懶，都是靠著自己對未來的企圖心撐過去，而且還要兼顧
家庭，又有在職身份，壓力很大；不過回首過去，他認為走過這一段非常值
得，但他並不建議每個人都跟他一樣工作之後再回去念書，因為每個人想法
不同。不過他建議一路念上去的人，最好要先弄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究竟是
什麼。
比較念書和工作的不同，他認為當學生真是幸福，同樣有困難、有挑
戰，在學校面對的只是及格、不及格的問題，在社會上面對的卻可能是存
亡競爭，是完全不同的環境；不過他並不怕挑戰與挫折，因為「永遠會有挑
戰」，與其害怕，不如面對。

串連科技與市場
日本千葉大學將博士課程稱為「自然科學研究科」，因為在工程中有科學
做為核心，吳東權深得其中奧義。他自己的專長是超精密加工，用此技術將
硬脆材料進行微量切除，可得到硬脆材料不龜裂之延性加工表面，對半導體
晶圓和光學元件產業都有很大貢獻；他又跨出機械領域，引入在清大工業工
程研究所學到的「系統化、合理化、最佳化」觀念與方法，進行策略佈局，讓
產業高值化，把科學、技術和市場統統串連起來。
他擔任工研院機械所所長已快三年，他說自己通常七點多下班，但在家
裡還是會思考工作上的問題，甚至有些新點子是「做夢時想到的」。這麼長的
工作時間，難道不辛苦？他說辛苦不辛苦要看有沒有成就感，他的工作很有
成就感，所以不會感到辛苦；若有人工作很勉強，即
使工作時間不長，也一樣會感覺辛苦。
在工作之外，吳東權說自己安排休閒的成績是
零分，連太太都常提醒他應該培養一種興趣，免得退
休以後不知道做什麼。他休假最常從事的娛樂活動就
是看電視，他看電視可以非常專注，別人叫他都聽不

■

榮獲經濟部 96 年度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優良
計畫獎，精密機械技術研究發展四年計畫同仁
一起為所長加油：你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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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說這是從小培養出來的能力，因為他家和電影院只有
一牆之隔，坐在房間聽到的都是電影的對白和音樂，在這
種環境下念書，使他不知不覺中培養出「鬧中取靜」的專
注力。
他現在在機械所鼓勵同仁去進修日本的「論文博士」，
■

與李鍾熙院長及智慧機器人技術組同仁
合影

就是只要針對某一產業主題，在日本大學教授指導下發表
規定數量的論文，再通過口試，就可以拿到博士學位；他

說這樣一來可增加同仁做研究的前瞻與深入能力，二來又可增加國際合作
的機會。

推動創新研究
由於體認到創新的重要性，吳東權還在機械所推動「不怕失敗」的創新研
究。他說要知道 knowhow，可能多試幾次就做出來，但要知道 knowwhy，即
使做到 99%，最後沒有突破，就是零，所以一定不能怕失敗；這也是東西方
文化的差異，東方人比較怕失敗，會害怕做了幾年萬一沒有成果怎麼辦，結
果也不容易有大突破。
所以他以主管身份帶頭衝，要求同仁敬業、盡力，至於是否成功只好
「盡人事、聽天命」；但重要的是，即使研究計畫沒成功，也不代表白走一
趟，因為可能建立了資料庫，也學到了經驗，累積未來創新計畫更大的爆
發力。
但要是沒成功，一定會有壓力，吳東權說壓力當然由他來扛；但在此之
前，資源分配很重要，工研院的主要任務是提昇產業之國際競爭力，創新研
究是重要的一部份，目前機械所在這方面分配了大約 20% 的資源，也獲得工
研院院長李鍾熙支持。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創新研究的成果相當不錯，在幾
個國際發明展都獲得很好成績。
除了用心培養下屬，他教小孩也很有一套，但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他的小孩從小遇到問題時，除非真的火燒眉毛了，不然他都故意不教，要小
孩去問老師或找同學討論，因為他認為要在現在的社會上求生存，老師與好
朋友在「傳道、授業、解惑」方面都很重要；結果這種做法培養出小孩問問題
的能力，對小孩發展很有幫助，因為這剛好是東方人最缺乏的特質。
他也從不要求小孩一定要學哪一領域、從事哪一行工作，因為他認為
現在是快速變動的時代，過去成功的經驗和策略，不能保證將來一定成功，
一定要能自我挑戰、自我提昇，才能適應社
會的變動；所以他只會提供自己的經驗給小
孩參考，但不要求一定要怎樣，事實上他的
兩個小孩一個學腦神經科學，一個學科學管
理，都和他不一樣，但都有不錯表現，他認
為這樣就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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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手工具創新設計競賽與展示會，
展示第一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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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獲知得獎瞬間，心中浮現的是「感恩與惜
福」。首先，要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及評
審委員們對我的肯定。今天榮幸獲獎，我樂於
將這份榮耀與工研院機械所努力不懈共同打拼
的同仁們分享，同時也要謝謝家人的支持，特
別是內人美華的卓越持家，使我無後顧之憂得
以全力投入於我熱愛的工作。
■

家庭聚會合影

多年來從事機械科技的研究工作，我始終
抱持著樂觀與積極正面的價值觀，因為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機械科技
一向扮演著重要的推手，個人深信，秉持「整合、創新、速度」之理
念，機械科技未來仍將在「產業高值化、引領新生活」方面作出卓越貢
獻。
「機械世界、無限光明」是我多年來的座右銘，我仍將為機械科技
的發展繼續努力。

對東元獎的期望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也是創意經濟的時代，面對全球
化日趨激烈的競爭與挑戰，科技發展成為國家競爭力提升的主要關
鍵，亦是各先進國家競相推動的重要目標；而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設
置「東元獎」
，對我國創造進步社會實具有深遠重大之意義。
唯目前國內產學在科技創新的研發腳步，相較其他先進國家仍有
待努力，故期盼「東元獎」能擴大影響力成為產學科技創新之標竿與
推手，持續激勵產學透過創新活動產出
新知識與新構想，帶領產學投入創新之
路，進而創造出新一波的經濟成長與產
業新境界。在關懷科技人文的永續理念
下，更企盼歷屆及未來東元獎得獎人的
科技研發或是人文精神，能充份發揮並
實現「產業服務與社會參與」之理想，創
■

造優質的全民福祉社會。

第十屆奈米工程暨微系統技術研討會國外講者及分組主持人

成就歷程
長期耕耘先進製造技術，建立我國精密製造產業與世界同步發展之技
術，並且透過 IP 佈局與技術授權，為我國精密製造產業注入新的成長動力與
競爭優勢，各階段之歷程如下：(1)、建立國內光學元件產業基礎；(2)、建立
硬脆材料之延性加工技術；(3)、運用 LIGA 技術開發，推動我國平面顯示器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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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背光模組產業；(4)、建構全國第一座，且質與量均為台灣第一的奈米共同
實驗室；(5)、建立微奈米結構加工與光學膜片應用技術；(6)、推動創新，榮
獲國內多項獎項，走向國際，提昇台灣國際能見度。

具體貢獻事蹟
歷程一 ( 民 74~85 年 ) ─超精密鏡面加工技術
於民國 74 年主導規劃推動「超精密鏡面加工技術計
畫」，致力於相關設備與製程技術研究，建立完整超
精密鏡面加工實驗室與技術能量，並將成果移轉、
協助國內產業由傳統加工技術升級轉型至超精密加
工水準。
■

獲得工研院「95 年度未來創意競賽」之機械所團隊

歷程二 ( 民 86~96 年 )—微機電與微 / 奈米製造
技術

於民國 86 年起規劃「微 / 奈米製造與設備技術計畫」，已開發包括導光
板、探針卡、光學膜片、微 / 奈米結構模具及微 / 奈米級 R2R(Roll-to-Roll)
生產系統等，以創新應用技術引領國內機械產業切入新興產業領域。
於民國 92 年受命主導規劃，完成國內首創之「產業化奈米核心設施共同
實驗室」，並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CNLA）認證。

研究與創作展望
重要研究與創作成果，以「超精密鏡面加工技術」及「微 / 奈米製造技術」
二項說明如下：

n 超精密鏡面加工技術
(1). 建立超精密鏡面加工技術：首度成功開發多項光學元件與模仁，協
助國內光學相關產業建立自主技術能量。
(2). 硬脆材料延性加工技術：國內首創硬脆材料延性加工機制與製程，成
功完成再生晶圓與氧化物晶圓之研製與試量產。

n 微 / 奈米製造技術
(1). LIGA 技術：以世界首創具超高硬度低應力特徵之製造技術，完成非印
刷式導光板與探針卡之研製與試量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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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工研院院慶得獎機械所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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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速建構國際水準之『奈米核心設施共同實驗室』：設備與專業能力等
質與量均為國內第一。
(3). 建立微 / 奈米結構加工、轉印製程技術：創新設計之整合型光學膜片，
突破 3M 專利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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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夫人旅遊合影

After many years of dedication
to research 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 remain very confident becau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driving role. Personally I
believe deeply that, holding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Speed as core concepts, in the
■ 獲得 2006 全國 LED 照明設計產業組第一
名之展品於 95 年國家發明與技術交易展
future mechanical technology will make an
工研院前瞻館展出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in the sense that's
high value industry will lead in a new lifestyle.“The world of mechanics has
limitless potential”has long been my personal motto, and I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also of the innovation economy. Facing increasing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from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key to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an important goal for all advanced nations. Thus this
award is very signiﬁcant for improving our overall society.

■

協助后里薩克斯風業界開發出全球首支符

合東方人體工學的薩克斯風
As the innovative technical R&D of domestic academia
and industry still trails the leading countries, therefore I hope this award can 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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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benchmark and encouragement, continuously sparking the creation of new
knowledge and concepts, putting academia and industry on the innovation path,
and create a new wa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new era for industry.
With concern for humanistic technology
and concepts of sustainability, I further
expect that past and future TECO awardees'
technical R&D and their humanistic spirit,
can encourage concepts of Industrial Service
and Societal Participation, and create a high■ 榮獲經濟部 96 年度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
quality, prosperous society for all.
畫優良計畫主持人獎，由施顏祥次長頒獎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List of accomplishments includes: Long-term deep establishment of
advanced machinery technology,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to put Taiwan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tep with global trends, and through strategic IP
planning and technology licensing adding new vit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o
the domestic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history of each phase is
as follows: 1) Establish foundation for domestic optoelectronics components
industry; 2) Develop brittle materials ducti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3) Carry
out research on LIGA technology, promote domestic FPD backlight module
industry; 4) Establish the first high-quality large-scale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open lab in Taiwan; 5) Develop micro- and nano-structure manufacturing and
opto-electronic membrane technologies; 6) Promote creativity, win many domestic
awards, move toward globalization, raise Taiwan's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In 1985 lead planning and promotion for the Ultra-fine surfa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project, devoted to research on related equipment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and establish a complete ultra-fine surface processing lab and
technical capacity, and through transfer of results help traditional processing
industries to raise their technology level.
Starting in 1997, map out
the Micro-/Nano-manufacturing
and equipment technology
project, which has already
developed man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Light Guide Plate,
Probe Card, Optical film,
Micro-/Nano-structure molds
and Micro-/Nano-scale Rol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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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工研院運動會—林信義董事長、李鍾熙院長與機械所
創意活力啦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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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 production systems. Through innovativ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lead domestic
machinery industry to new opportunities in
emerging domains.
In 2003, was assigned to lead the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ﬁrst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Open Lab in Taiwan. The lab is
later certified by TAF-CNLA, an official
accreditation organization in Taiwa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Major research and results produced from the Ultra-ﬁne surfa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project and Micro-/Nano-manufacturing and equipment technology
project are as follows:
1. Ultra-ﬁne surfa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1). Develop Ultra-ﬁne surfa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2). Brittle materials ductile processing technology
2. Micro-/Nano-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1). LIGA Technology – Through the first innova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super high hardness
with low strain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ed the pilot
production of non-printed light guide plate and probe
card.
(2).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orld-class“Nanotechnology Open Lab”

■

機械所獲得 95 年度國家發明創作獎貢獻獎銀牌，
接受總統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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