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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微藻固碳再利用，微藻生物精煉及生質能源技術開發，
擁有世界領先之微藻固碳及厭氧產氫技術。建立展場技術
平台，創立衍生公司，具國際知名度及學術影響力。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委員們的肯定，得到「東元獎」，是我人生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感謝我的研究夥伴們及學生們長期的努力耕耘，讓
我們微藻團隊不論在學術成就或產業績效上，都有十分傑出的

探索看不見的生質能源
將微藻變綠金
文字∣張詠寒 攝影∣ 陳應欽

表現，也讓臺灣在國際微藻能源及生技領域上揚眉吐氣，有卓
著的聲譽及影響力。我得到這個獎，都是你們的功勞。也要感

「微藻」不僅被視為重要的生質能源的原料，同時還能用來吸收二氧化碳，或精煉出各種再製品，附加價

謝科技部、產業界、法人研究單位長期的經費補助及合作。感

值相當高。在肉眼看不見的微藻世界裡，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張嘉修透過顯微鏡，發掘出

謝成功大學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及優質的人力。感謝我人生所

無可取代的價值，創造領先全球的綠色奇蹟。

遇到的許多貴人，讓我擁有比別人更多力爭上游的機會。感謝
我的父母遺傳給我優質的基因，並努力地栽培我。此外，特別

「你覺不覺得藻類看起來很賞心悅目 ? 一瓶瓶綠色的看起來很漂亮，而且在顯微鏡下，微藻的形狀更

要感謝的是我的夫人，這些年一直支持我與容忍我，並扛起照

可愛，像是柵藻長得就真的跟柵欄一樣，每次看都覺得很有趣。」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張

顧我們一對寶貝兒女 (Grace and Eric) 的重擔，妳真的辛苦了，希

嘉修描繪起對藻類的感覺時，比手畫腳，滿臉笑容，模樣不像資深學者，更像發現有趣玩具的大男孩。

望我的這份榮耀能與妳分享。最後，期望我們合作多年的研究
團隊，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繼續開發出更多對國家社會有

放眼望去，整個實驗室擺滿一罐罐綠色液體的試管、燒杯，綻放出深淺不同的色澤；對張嘉修來說，

用的技術，並對綠色能源與永續環境的推展，貢獻一分心力。

每一個玻璃瓶內，裝著的是長相不同、功能不同的微藻世界，正等待被探索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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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全球的微藻固碳技術

右銘就是樂觀進取、腳踏實地、化挫折為動力。
不過還是要感謝研究夥伴及學生，以及人生中

藻類研究並非全新的領域，1964 年臺灣就已有

遇到的許多貴人，才能讓我擁有比別人更多力

綠藻的相關研究，發現藻類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爭上游的機會。」感謝之情溢於言表。

等營養成分，已被發現並萃取成為健康食品，
建立起以外銷日本為主的綠藻產業。1970 年代

美國求學路，幾番轉折找到最愛

面臨石油危機，一時之間，藻類更成為火紅的
生質能源的研究對象，雖然相關研究隨著石油

張嘉修的求學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出生嘉義新

價格恢復正常而降溫，但 2006 年石油價格再

港的他，國中成績優異，但高中後開始貪玩，

度飆升時，「藻類」又重新躍上舞臺，成為研

無心於課業學習；「幸好我發現自己對於化學

究焦點。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張嘉修開始投入

領域還頗有興趣。」他笑著說，考前衝刺讓他

藻類的研究，一路走來，不知不覺已經十年。

考上東海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不同以往藻類研究多集中於單一應用（如提煉

上大學後，張嘉修反而覺得過去玩夠了，應該

能源、保健食品等），張嘉修對於藻類的研究
不僅多元，實際應用的範圍也相當廣。例如利
用藻類吸收二氧化碳的特性，開發出領先世界
的「微藻固碳」技術，實際減低了中鋼公司等
煉鋼廠的「煙道氣」( 燃燒或生產過程中所排
放的氣體混合物 ) 的碳排放量，成為環保利器。

將心思放在課業上，課業表現因而逐步提升。
「當時還是生物與化學結合剛起步的階段，有
很多新的發現讓我覺得相當有趣。例如燒煤會
產生硫化物，而有些細菌會吃硫，污染性就變
得比較小。」這些發現讓張嘉修醉心於生化領
域的研究世界，更因此有了出國深造的計畫。
不過現實的世界終究不如想像，張嘉修前往美

張嘉修致力於微藻生質能源技術與微藻生物精

國科羅拉多大學 Boulder 分校化學工程學系攻

煉 等 研 究， 建 立 起 全 亞 洲 學 術 界 規 模 最 大 的

讀碩士學位時，系上只有一位專精生化領域的

「微藻生質能暨生物精煉展示模廠」。同時，

老師，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無法「搶到」指

還精鍊出藻類的各種成分，應用在化妝品、健

導教授的他，只好選擇觸媒、催化劑等偏化工

康食品、飼料等相關產品上，讓藻類在學術與

領域的研究，這讓他的海外留學之路，過得不

產 業 應 用 上 都 變 得 更 為 寬 廣。 也 因 為 這 些 成

開心。「當時我感到很痛苦、鬱卒，甚至想說

果，讓張嘉修榮獲「東元獎」的肯定，對此，

無所謂，那就這樣了吧。」在美國已經念了兩

他一改幽默風趣的口吻，感性地說：「我的座

年博士班的張嘉修對未來感到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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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該系的指導教授因故要離開學校，他

果然，張嘉修在國立成功大學有更突破性的發

越鑽研藻類，張嘉修越感到迷戀，因為藻類有

也因為能發揮的空間無限寬廣，目前張嘉修

心想，這是不是一個該做新決定的時刻呢？最

展，且遇到研究生涯的另一個貴人—國立成功

太多可以發揮的空間。不僅能固碳、減碳，還

先將重心放在藻類的加值化產品研究，已與

後， 張 嘉 修 不 僅 毅 然 決 然 轉 往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大學環境工程系的鄭幸雄教授。

可以透過精煉，研發出化學品、食品、保養品、

國內外產業界進行超過五十項的產學合作案，

飼 料 等 相 關 產 品， 於 是 他 陸 續 整 合 資 源 與 團

同時透過成立衍生公司與技術轉移，創造出
上億元的商機。

Irvine 分校就讀，而且還放棄原本的研究主題，

重新選擇內心所愛的生化領域，攻讀化工暨生

當時鄭幸雄邀請張嘉修參與經濟部的學界科專

隊，投入藻類研究，並透過參與能源國家型計

化工程博士。「我雖然重修了很多生物方面的

計畫，計畫持續了將近 10 年的時間，光計畫

畫的機會，與中油、中鋼等公司合作，在產業

課程，卻不到三年就畢業，還打破系上最快畢

進度會議就開了一百多次。由於鄭教授治學嚴

界實踐他心中節能減碳的理想。

業的紀錄，可見我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雖

謹，加上團隊成員都是來自不同領域的頂尖學

然轉了一大圈，但是張嘉修很慶幸當時做對了

者，執行計畫期間，讓張嘉修看到不同領域的

「臺灣的藻類研究有很多優勢 !」語氣中，不

有用的研究，而且與生活相連結，甚至是可

選擇。

專業人員做事的態度與方法，他說：「我除了

難感受到張嘉修樂觀的態度。他表示臺灣四面

以產生經濟效益，研究就充滿樂趣與動力。」

學到專業技術，還學到如何用不同領域的角度

環海，陽光充足，加上氣溫條件好，一年四季

他在肉眼看不見的微藻世界裡，看到了無限

看事情，也學到大型計畫執行與管理的方法，

都很適合藻類生長，且藻類可以在海中培養，

可能。

這對我未來自己帶領團隊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不佔用土地、不使用淡水資源，可說是大自然

順著內心真實的聲音走，讓張嘉修爾後的研究

事實上，現在的趨勢也是團隊競爭，不再是個

的寶藏，等待人們去挖掘、發展與應用。

生涯如魚得水，更因此海闊天空。1993 年他學

人單打獨鬥的狀況。」團隊成員中，正好有來

成歸國後，先在逢甲大學化學工程學系任教，

自中興大學專精藻類研究的陳伯中與李季眉教

2001 年轉往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任教，

授 夫 妻 檔 專 家 學 者， 兩 人 成 為 張 嘉 修 請 益 的

就此與藻類結下不解之緣。張嘉修笑著說自己

「師傅」，在他研究藻類的過程中給予很多幫

被聘入成大任教的趣事，回想當時國立成功大

助。

與 高 手 過 招 ， 研 究 檔 次 再 提升

學化學工程學系是邀請他來學校對研究生演
講，那時他還納悶，怎麼臺下坐著很多系上老

實踐減碳初衷，衍生更大商機

師聽講，直到演講結束，會後聚餐時，化學工
程學系系主任問他有沒有意願來任教，他才知

從事藻類研究，是生命中的意外，卻也是必然

道原來他已通過了「面試」的考驗。

的結果。原本張嘉修鑽研的是生質能方面的研
究，他發現微生物在發酵時，會產生二氧化碳，

儘管當時已經在臺中置產，而且薪資優渥；但

這讓他自問：「我不是在做無碳能源嗎？要怎

張嘉修思考國立成功大學有豐沛的研究資源，

麼克服微生物產生二氧化碳的問題呢？」於是

學 生 素 質 與 研 究 能 量 上 也 較 為 齊 全， 幾 番 考

他開始思考如何減碳，而利用藻類進行固碳，

量後，他再次決定轉換環境，接受新的挑戰。

就成為他的答案。

張嘉修在從事學術的研究之外，更重視應用
面的價值，「當你知道自己做的，是對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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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結合了纖維素水解、暗醱酵、光醱酵、

3. 幫助國內最大的能源公司 ( 臺灣中油公司 )

微藻 CO2 固定、微生物燃料電池以及氫燃料電

及國內 CO2 排放大廠 ( 中鋼公司 ) 建立微藻研

「東元獎」是國內一個很重要的平台，表揚國

池等單元，可直接由廢棄物轉化產生電能，且

究平臺及展示模場，奠定其在微藻生質能及煙

內優秀的學者專家，為他們的學術成就與對國

無 淨 CO2 之 排 放。2009 年 以 來， 因 主 持『 能

道氣減碳領域研發之基礎。目前仍持續與中油

家社會的貢獻喝采。「東元獎」對於國內各領

源國家型計畫』，故聚焦於以微藻進行 CO2 減

公司合作開發微藻之高值化應用，並與中鋼公

域默默耕耘的傑出人才，有重要的激勵作用，

量及再利用為主軸的生物固碳、生質能源與生

司合作開發以中鋼轉爐石建構海洋牧場進行減

讓他們長期的辛苦付出有了回饋，更讓他們有

物精煉技術，朝向生產第三代生質燃料與微藻

碳及藻體再利用。

繼續打拼、再創佳績的動力。此外，「東元獎」

延伸高價產品 ( 如色素、DHA/EPA、水產養殖

的設立，更讓國內年輕的人文與科技人才，有

飼料等 ) 之目標邁進，並與中鋼公司及中油公

4. 積極與國內廠商、研究單位合作，解決產業

一個奮鬥的目標，為了追求這個榮譽，在他們

司合作開發創新之微藻煙道氣 CO2 減量技術與

界遭遇的技術問題，建立產業界在新領域之研

的崗位上更加努力奉獻。因此，「東元獎」正

微藻生質能與生物精煉技術，已有豐碩之學術

發平臺，目前已與國內外產業界進行超過 50

對「東元獎」的期望

扮演了一個國家科技與產業推動的催化劑，對

成果與產業合作績效。

加速國家學術卓越與產業升級的拓展，有重大
之助力。

件產學合作案，致力於幫助國內產業界研發能
力之升級與產業競爭力之提昇。目前其團隊微

具體貢獻事蹟

藻葉黃素生產技術已技轉給國內生技公司進行
商業化，每年預計有臺幣上億元的產值。

成就歷程
張嘉修教授自 1993 年 由美國加州大學學成歸

樂觀進取，腳踏實地
化挫折為動力
Positvie, down to earth, resilient.
― 張嘉修

國後，先在逢甲大學化工系任教，2001 年轉至
成功大學化工系任教，期間一直致力於環境生

1. 開發創新且世界領先之微藻固碳技術，以中
鋼公司煉鋼廠煙道氣進行微藻養殖，並建立 2.4
公噸級高爐煙道氣微藻固碳展示模廠，且穩定
操作兩年。對國內永續減碳技術之升級，商業
可行微藻固碳技術之展示，以及我國國際形象
之提昇，多所助益。

物科技及再生能源之研究，為臺灣及全球環保

5. 參加國內外創新發明獎，屢獲佳績，並獲選
SVT 天使 (SVTA) 新創企業美國矽谷培訓甄選計

畫，獲得美國及國內資金成立衍生公司 -『群
融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落實張嘉修教授團
隊所開發技術之商業化。

與能源議題，開發先進技術，不遺餘力，迄今

2. 建立國內最堅強且國際知名之微藻生質能

已逾 20 年。剛開始研究的是重金屬生物處理

及生物精煉團隊，成員囊括產學研，專長跨領

6. 執行兩期能源國家型計畫 (NEP-I & NEP-II)，

及染料生物褪色技術，而自 1998 年起，開始

域推動微藻產業發展。並在成大安南校區建立

題目為『微藻生質能源整合型技術開發』及『二

致力於生質料源與有機廢棄物轉化能源之新技

300 公噸微藻生質能暨生物精煉展示模廠，提

氧化碳轉化生質燃料及化學品之再利用關鍵技

術開發，並於 2004 年，成功地開發出產氫速

供國內外之產官學研各界參觀，以媒合產業合

術開發』，領導國內在微藻生質能、微藻固碳

率居世界之冠的 CIGSB 高速生物產氫系統，並

作提高臺灣在全球微藻生技領域之能見度及影

及廢水處理、CO2 捕獲與再利用領域之研究，

於 2005 年提出『零 CO2 排放生質氫能整合系

響力。

所執行之計畫並獲選為 NEPII 年度亮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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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學品，希望為地狹人稠且四面環海的臺灣，建

T E C O Aw a r d i s a n i m p o r t a n t p l a t f o r m f o r

After received his doctoral degree from University

立永續與環保的新家園。

outstanding experts in Taiwan to recognize their

of California, Irvine, in 1993, Prof. Chang we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contributions

back to Taiwan and took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to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is award is a great

position at Feng Chia University. In 2001, he

honor to the distinguished scholars to stimulate

moved to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until

their continual and persistent efforts in their areas

now. 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research

7. 張嘉修教授在國際微藻生技相關領域，已

農場 (sea farming) 創新技術，利用豐富的海洋

有 極 高 的 知 名 度 及 影 響 力。 本 團 隊 發 表 與 微

資源 ( 主要為藻類 )，開發燃料、糧食與民生化

藻 相 關 的 學 術 論 文， 都 有 極 高 的 引 用 率。 目
前張嘉修教授在 Web of Science 的論文世界排
名："microalgae biofuel & bioenergy" 領 域 排 名
第一，"microalgae" 領域排名第二。目前張嘉修
教授已發表超過 350 篇期刊論文 ( 其中 14 篇曾
列為 ISI Hi-Ci paper)，被引用次數約 10,227 次

of expertise. This award could also become a

of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and renewable

(h-index=53; Web of Science)， 且 有 超 過 40 項

goal to achieve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s so that

energ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has developed

專利與 6 項技術轉移案。

they have the motivation to make more efforts

some advanced and useful technologies in

on pursuing this honor. As a result, the TECO

this field. He initiated his career in 1993 with

Award could become a catalyst that promotes

the studies on heavy metal bio-treatment and

• 東元獎 (2016)

the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in this

microbial decolorization of dye-contaminated

• 行政院國科會 ( 科技部 ) 傑出研究獎三次

country.

wastewater. Since 1998, he started to work on

【申請人近年來主要獲獎與榮譽】

(2008, 2012, 2015)
•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 (2016 起 )
• 有庠科技講座 (2015)
• 侯金堆傑出榮譽獎 (2014)
• 美國醫學暨生物工程學會會士 (2015)
•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2015)
• 李國鼎榮譽學者 (2015)
臺灣化工學會頒發之學術獎項：金開英獎 (2016);
化工傑作獎 (2008, 2014); 傑出論文獎 (2010); 石延
平教授獎 (2008); 賴再得教授獎 (2007)

研究或創作展望
張嘉修教授未來之目標將繼續精進以藻類為平
臺的二氧化碳捕獲及再利用技術，並開發海洋

國立成功大學安南校區的微藻戶外養殖模場。
2014 年 11 月主辦 i-BioT 2014 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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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of biomass feedstock and waste

pilot plant had been continuously operated for 2

materials to energy. In particular, his team

years and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invented the fastest biohydrogen producing

attentions.

reactor (CIGSB) in 2004. He subsequently
proposed a 'zero emission' biohydrogen system

2. Prof. Chang established world-renowned

integrating unit operation of cellulose hydrolysis,

microalgal biofuels and biorefinery team

dark fermentation, photo fermentation,

consisting of experts from public sectors,

microalgae CO2 fixation, microbial fuel cell and

industr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hydrogen fuel cell. This system can directly

This team also constructed a 300-ton large

produces electricity by using waste materials

microalgae cultivation demonstration plant

as feedstock without net CO2 emissions. Since

located in An-Nan campus of National Cheng

2009, Prof. Chang served as the PI of National

Kung University. This demo plant has attracted

Energy Program (NEP) projects and focused on

visitors from Taiwan's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microalgae-based CO2 capture and utilization for

as well as visitors from more than 10 foreign

biofuels production and biorefinery. In addition,

countries.

high-value products (e.g., pigments, DHA/EPA,
aqua-feed, etc.) were also produced from the

3. Prof. Chang helps the largest energy company

third generation feedstock. Prof. Chang's team

in Taiwan (CPC, Taiwan) and Taiwan's No.2 CO2

has been working with China Steel Co. and CPC,

emission company (China Steel Co.) to develop

Taiwan to develop innovative microalgae-based

the research platform of microalgae-based flue

flue gas CO2 reduction and biofuels production

gas CO2 biofixation technology. He also currently

technologies. Large scale microalgae cultivation

collaborates with these two companies to

plants were constructed in China Steel Co. and

develop high-value applications of microalgae and

on An-Nan campus of NCKU.

the algae-attached artificial reef using the steel
slag as support.

Technical Contribution
4. Prof. Chang has been involved in more than 50
1. Prof. Chang developed world-leading

industrial projects and has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microalgae-based CO2 fixation technology and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established a 2.4-ton pilot plant in China Steel Co.

in microalgae and biorefinery area. His lutein-

demonstrating the use of blast furnace flue gas

producing algae has created a technical transfer

to cultivate microalgae for CO2 reduction. This

to a local biotech company for commer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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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f. Chang has received domestic and

Science Council/Ministry of Science &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awards. He has just

Technology, Taiwan (2008, 2012, 2015)

started a venture company to commercialize the

• Y.Z. Hsu Chair Professor (2015)

technologies he developed in his laboratory.

• K.T. Li Honor Scholar Award (2015)
• J.D. Ho Distinguished Honor Award (2015)

6. Prof. Chang has been the PI for two projects
in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NEP-I & NEP-II)
working on using integrated microalgal biorefinery

•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Chinese Society of Engineering (2015)
• Gold medal award, 17th Moscow

technology to produce biofuels and bio-based

International Salon of Inventions and

chemicals. His project has been selected as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Archimedes) (2014)

"Highlight Project of the Year" by NEP-II.

• Excellent Chemical Engineering Paper Award,
Taiw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2008)

7. Prof. Chang is a world-famous expert

• Professor Y-P Shi Paper Award, Taiwan

in microalgal biotechnology area and has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2008)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impact and reputation.
His publications in the category of “microalgae

• Professor J-D Lai Research Award, Taiw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2007)

biofuel & bioenergy" and "microalgae＂ has a
world ranking of No. 1 and No. 2, respectively.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His publications have been cited more than
10,000 times with an h-index of 53 (ISI). He also

In the future, Prof. Chang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has over 40 patents and 6 technical transfer

the algae-based CO2 capture and utilization

cases.

technology and promot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n addition, he will also make

Honors and awards

eff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novative "sea

• TECO award (2016)

farming" technology, in which marine resources

• Fellow, American Institute of Medical and

(mainly algae) could be utilized for the production

Biological Engineers (2015)
• Chair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Since 2016)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ince 2006)
•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 National

of biofuels, food and commodity chemical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which is surrounded by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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