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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理論及實驗發展小晶粒及鈍化技術，大幅提升多晶
矽電池的效率由 16.5% 至 19.5%，對太陽能電池產業貢
獻 卓 著， 研 究 成 果 並 獲 國 際 晶 體 生 長 組 織 之 最 高 榮 譽
Laudise Prize 之肯定。
評審評語

走一條
人煙稀少的道路
文字∣姚淑儀 攝影∣ 盧春宇

教授也可以改變世界嗎？藍崇文從理論走入實務，進而改變產業，發展小晶粒長晶技術，大幅提升多晶矽

得獎感言

電池效率，對全球太陽光電產業、再生能源應用，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研究成果獲國際晶體生長組織
的最高榮譽 Laudise Prize 肯定，獲頒「東元獎」實至名歸。

從花蓮縣瑞穗鄉到這裡，是一段漫長的過程。感謝父母對我
的培養，雖然他們沒辦法受很好的教育，但對我卻是無私的

身穿國中生的白上衣藍短褲，一雙白長襪，還有剛買的黑色新皮鞋，藍崇文端坐了八小時的客運，從

奉獻。感謝我的家人、朋友、同學對我的愛護支持，師長對

故鄉花蓮瑞穗來到臺北工專，「是不是很土？」他哈哈大笑。考上臺北工專是瑞穗人的大事，平均每

我的教導，合作夥伴給我的協助，學生們的努力不懈，以及

兩年才有一個孩子考上，對於藍崇文，就像得到大獎一樣的榮耀。

同儕對我的砥礪。還有臺大、科技部對我研究的支持，以及
工研院三年半的磨練，這一切缺一不可。希望透過「東元獎」

不懂放棄的人，一旦開始勢必完成

對我的肯定，可以鼓勵更多年輕學者懂得利用臺灣高科技產
業的優勢，積極與產業合作，提升臺灣競爭力，做出對人類

家境清苦，為了讓別人瞧得起，藍崇文從小就知道要用功讀書。國小國中第一名畢業後，父親認為一

有貢獻的成果。

技之長很重要，就因為爸爸的一句話，藍崇文選擇臺北工專化學工程科，從扎實的實務訓練著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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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北工三年級校外實習時，發現操作員的工

化工教授的矽晶冒險之旅

作十分枯燥乏味，使他興起繼續深造，朝理論
研究發展，進而成為大學教授的念頭。

中央大學任教期間，藍崇文開始尋找一些「較
有未來性的研究」，就如太陽能發電，於是他

「我就是喜歡讀書，而教授可以每天讀書，還

申請到麻省理工學院進修一年，去瞭解矽晶生

可以有錢賺呢！」單純的想法，讓他決定從實

長時產生的問題與缺陷，而這也成為他未來投

務跨向理論，投入無垠書海。北工第一名畢業

身矽晶研究的關鍵。

後，藍崇文又以第一名通過高考，並以同等學
力進入臺灣大學化工研究所就讀，隨後出國並

一向專注於學術研究，回國後，藍崇文卻因為

獲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材料科學的博士學位。

臺灣大學名譽教授呂維明的一席話而改變：「教

回國後，先後於中央及臺灣大學任教，目前是

授不能只懂理論，應該去獲得實務經驗，就算

臺灣大學化工系終身特聘教授。

在企業裡做免費的顧問，也要一試。」，這番
話讓他從理論踏入實務，擔任企業顧問，一個

藍崇文的人生看似順遂，充滿了第一名，但這

月五千塊也去，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學。

些第一名到底怎麼來的？每逢寒暑假，他都會
扛一只皮箱回家，裡面裝滿了教科書，趁放假，

2001 年，藍崇文在一場海峽兩岸晶體材料會議

把老師沒教完的部分也讀徹底。「我就是想多

中，認識了中美矽晶公司副董事長姚宕梁。因

學些 !」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老師教過的

而受邀擔任技術顧問，協助進入新竹科學園區

要讀，沒教的更想讀，如此求學精神，讓藍崇

二十年仍未見成長的中美矽晶，他大膽提出發

文的專業基礎打得穩固扎實，第一名，實至名

展太陽能矽晶與藍寶石基板的建議，奠定了後

歸。

來中美矽晶的獲利與集團成長的基礎。

而他卻覺得自己呆板，「每一件事，我總是把

中美矽晶由單純的矽晶圓材料供應商，跨足太

它變成一種習慣，比方說跑步，跑了快二十年，

陽能矽晶與 LED 藍寶石材料的市場；而藍崇文

即使再忙，人在國外，不跑跑就渾身不舒坦。

也從一名化工系教授，踏進了太陽光電領域。

跑步對我來說，是訓練自己能夠忍受無聊，培

2006 年，他為了提升中美矽晶多晶生產效能與

養毅力的方式」，這種鍛鍊，讓藍崇文足以捱

品質，著手進行研究；豈料，這項研究竟耗時

過研究時的枯燥、孤獨與挫敗，也讓他成為一

四年無法有重要突破，從不放棄的藍崇文，終

個「不放棄的人」。

於感到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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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光電市場中，就有超過六成以上採用此種高

的鄉下孩子如此不同；那年，他選擇了父親說

效多晶晶片，對產業影響之大，足可想見。

的「一技之長」，進入工專發展實務訓練，後
又成為著重知識研究的大學教授，如今他將理

回想那「被卡住的四年」，就連中美矽晶團隊

論與實務結合，深入產業發展與政府再生能源

都想作罷轉往類單晶技術，而這位「客卿」卻

政策，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更成為臺灣的驕傲。

不放棄。「我就是這麼呆板的一個人」，而在
發現突破，大舉推翻過去眾人的經驗過程，藍

藍崇文的姊夫，也是日本有機照明產業最著名

崇文深深感受，「和別人走一樣的路，雖感覺

的學者城戶淳二，曾提醒他：夢想要大，貢獻

很安全，但不太有什麼新發現；一旦選擇不同
的路，既冒險又孤獨徬徨，卻往往有意想不到
的收穫。」這句話也成了藍崇文的人生註解，

層面要廣，才能改變世界；「而一位學者的貢
獻能有多大呢？」他想，不要自我受限，學者
也可以改變世界。

他是一位教授，卻不是一位埋首書堆的學究，
而是在實務界活躍，並且能夠將理論落實於產
業界的知識力行者，他總是選擇一條人煙稀少
的道路。

四年挫折無人問，一夕成名天下知

迷霧時，藍崇文的發現有如晨光乍現。團隊發

第一位獲得長晶界諾貝爾獎的臺灣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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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項劃時代的研究，藍崇文得到了「東元獎」
肯定，他認為，臺灣通常對發表論文數量多的
教授給予肯定，對有產業貢獻的教授，肯定較
少，而「東元獎」卻看到了教授們對臺灣產業
的貢獻，「得到這份肯定，我更想鼓勵年輕教

展出「小晶粒技術」，大幅提升鑄碇良率。此

授，切勿受限於論文點數，盲目地追隨國外的

太陽能電池有單晶與多晶，單晶缺點少但成本

技 術 對 全 球 太 陽 光 電 產 業、 再 生 能 源 應 用 來

今（2016）年，藍崇文榮獲象徵長晶界諾貝爾

昂貴，多晶缺點多但成本較低，藍崇文說，過

說，產生了極關鍵的重要影響。

獎的 Laudise Prize；八月，在日本名古屋的國

研究。臺灣有全球最強的製造業，工程教授若

際長晶會議授獎時，五十多歲的他，特別以蓄

可與臺灣製造業充分合作，更有機會做出與眾

去 三 十 多 年 來， 研 發 人 員 都 希 望 鑄 錠 在 生 長
多晶時可以長出如單晶一樣的晶片，於是一直

這項「高效多晶技術」，是臺灣大學與中美矽

鬍造型上臺進行學術演說。「因為我是歷年得

不同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對民生經濟會有真正

朝著晶粒大晶界少的方向，控制電活性的隨機

晶團隊產學合作開發的長晶技術，並交由昇陽

獎者中最年輕的，蓄鬍是為了尊重前輩，更是

的幫助。」

晶界也要越少越好。被此觀念卡住四年的藍崇

科 進 行 太 陽 能 電 池 驗 證，2011 年 提 出 後， 隔

為了一項勇氣的實踐。我在想，如果能這樣的

文，卻驚訝的發現，這個方向其實是錯的！

年，歐洲太陽能會議特別邀請藍崇文針對高效

不計形象，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我，也許我就自

他建議年輕學者，善用臺灣優勢，瞭解自己，

能多晶發表演說，就從那一年起，高效多晶正

由了，不會緊張了。」

看重自我價值，才能走出自己的路。途中或許

「應該轉往小晶粒、高比例的隨機晶界發展，

式取代鑄錠的類單晶與大晶粒技術，成為趨勢

才能降低缺陷，提高品質。」當全世界都身處

分水嶺。至今，全球約一千六百億美金的太陽

孤單徬徨，但路的盡頭總有榮耀在等候，因為
臺上成熟自信的他，和四十年前那位負笈北上

他就是從這條人煙稀少的道路中走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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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從 2006 年開始藍教授與中美矽晶在太陽能多

日、中國、新加坡等 )，藍教授也獲頒兩次中

晶矽鑄錠有更密切的產學合作，推出 A+ 晶片

美矽晶的特別貢獻獎 (2012, 2016)。

身為材料科學與化學工程學的教授，一直認為

系 列。2011 年 顛 覆 了 傳 統 的 鑄 錠 思 維， 提 出

工程研究應以「利用厚生」為目標，要對產業

『小晶粒生長技術』，即所謂的高效多晶 (HP

與 民 生 經 濟 產 生 重 要 的 影 響。 本 著 這 樣 的 理

mc-Si) 技術，立刻受到各國的矚目。藍教授的

念，在學理上向下紮根，在應用上提出有用的

團隊發現，透過小晶粒與大量的隨機晶界，可

除了矽晶的產學合作外，藍教授過去二十餘年

新觀念與新技術，促進產業進步，提升臺灣競

以大幅降低長晶時的熱應力，使得位錯缺陷大

共發表期刊與會議論文三百餘篇，擁有百餘項

爭力，此與「東元獎」的宗旨不謀而合。期待

幅降低，因而提高晶體質量與良率，電池製造

專 利， 指 導 過 研 究 生 六 十 餘 人。 藍 教 授 主 辦

「東元獎」秉持初衷持續努力，發揚東元的永

的去疵程序也更為有效，進而提升電池效率。

過許多國際研討會，包括第四屆國際矽晶太陽

續精神，鼓勵國內學者關心產業發展，積極產

由於這項技術的突破，使得整個產業的多晶電

電 池 研 討 會 (CSSC-4，2010/10)， 第 七 屆 國 際

學合作，為臺灣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池效率從 2011 年的 16.5%，在短短幾年之內，

晶 體 生 長 模 擬 研 討 會 (IWMCG-7，2012/10) 與

提升到 18.5%，並透過鈍化技術，量產平均效

第二十三屆國際光伏太陽能會議 (PVSEC-23，

率更可高達 19.5% 以上，且分佈非常窄，目前

2013/10)。 他 是 Journal of Crystal Growth 唯 一

全世界幾乎都採用這項技術生產多晶矽。

的 華 人 編 輯， 也 曾 受 邀 到 美 國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成就歷程

具體貢獻事蹟

(1997)、 德 國 Rosendorf 研 究 中 心 (1998)、 學

藍崇文教授 1992 年到中央大學化工系任教，
主要的研究工作在晶體生長的模擬。1997 年

高效多晶技術對全球太陽光電產業與再生能源

習院大學（1998）、日本九州大學 (2003)、法

出國進修參與了 MIT『矽晶產業研究群』的長

應用有重大的影響，高效多晶矽電池市場佔有

國馬賽大學 (2004) 擔任客座教授。藍教授曾獲

晶 熱 場 設 計 與 缺 陷 工 程 的 研 究。1998 年 回 國

率在 2015 年達到高峰 (60% 以上 )。全球每年

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04-2007)、石延平論文

選擇不一樣的路
才有機會開出一朵花

後，轉往臺大化工系任教， 2001 年接受中美

安 裝 約 60GW 的 太 陽 能 板， 就 有 近 40 GW 是

獎、第一屆臺大研究貢獻獎，化工學會賴再得

矽晶姚宕梁總經理的邀請，協助公司轉型。第

用 高 效 多 晶 電 池。2016 年 藍 教 授 因 此 技 術 榮

教授獎（2008）與金開英獎 (2011)，中國工程

一個科專合作就開發了優越的太陽能晶棒提拉

獲國際晶體生長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2010)，國際晶體生長

Only if you choose a different way will you see
the different scenery which is unlike others.

技術，在品質與成本上，已大幅超越當時的國

for Crystal Growth (IOCG)) 三 年 一 次 的 最 高 榮

學會最高榮譽 Laudise Prize(2016) 等獎項。

際大廠西門子，這促成了中美矽晶竹南廠的擴

譽 Laudise Prize， 這 是 臺 灣 學 者 首 次 獲 獎。

除 了 學 術 研 究 外， 藍 教 授 也 有 重 要 的 產 業 貢

產。另一方面，2003 年開始，藍教授在臺大建

過去得獎的包括綠光雷射的發明者西澤潤一

獻，特別在擔任工研院太陽光電科技中心主任

立晶體生長的產學合作實驗室，一些工作也間

(1989，GaAs)，2014 年 諾 貝 爾 物 理 獎 得 主 赤

期間 (2007/2-2010/7)，成立了臺灣太陽光電產

接促成中美矽晶日後在多晶矽與藍寶石事業的

崎勇 (1998，GaN) 等。此技術的重要核心專利

業協會 (2007/8)，並協助政府太陽光電政策擬

發展。

(TWI452185 相關 ) 已在多國獲證 ( 臺灣、美、

定與設置推動，包括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躉購

― 藍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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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and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m to innovate the
better future.

As a professor in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 keep reminding myself the goal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is to improve industrial

電費率等。同時帶領太陽光電科技中心團隊開

manufacturing and eventually benefit the

Prof. Chung-wen Lan started his research career

society. Based on this ideology, it is important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n 1992, and his

to appl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industrial

major research was focused on modeling in

applications through new ideas and innovations.

crystal growth. In 1997, he participated the

This concep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CO

Silicon Crystal Growth Consortium at MIT, and

Award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encourage

worked on the hot zone design and defect

academic scientists to innovate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 for Czochralski silicon. After he came

for our society. In addition to my appreciation to

back to Taiwan in the second year, he moved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for giving me this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2001, he was

important award, I hope this award continues to

invited by President Tom Yao of Sino-American

encourage more young and talented researchers

Silicon Products Inc. (SAS) for developing future

to take the advantages of our high-tech industry

products. The first project was supported by the

研究或創作展望

發前瞻技術，推動矽晶設備自製率超過九成，
更建立臺灣第一座模組認證實驗室。他也擔任

藍教授過去在學界與工研院期間，積極促進產

多家公司的技術顧問，尤其協助臺特化公司開

學研合作，在矽晶太陽能電池與材料技術，有

先進的分離技術，製造出國內第一批電子級矽

豐碩的成績。他也積極主辦國際研討會，促進

乙烷。藍教授也重視環保，提出創新的切割矽

國際交流合作，終於使得臺灣的矽晶領域在國

泥回收技術，有多項核心專利。臺灣的太陽光

際上發光發熱。藍教授未來將更積極帶領團隊

電產業從 2005 年開始蓬勃發展，2010 年突破

做出更重要的產業貢獻。

兩千億的產值，電池產量全球第二位，藍教授
實在功不可沒。

2016 年名古屋國際晶體生長會議與晶體生長期刊主編 Prof. Kuech

2016 年名古屋國際晶體生長會議破鏡儀式，與 2014 年

等人合影。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Prof. Amano 及 Prof. Akasaki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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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iming to develop

The HP mc-Si technology has a great impact to

new hot zone for photovoltaic (PV) silicon. The

the PV industry and renewal energy applications.

project was very successful, and by the end

In 2015, the market share of HP-mc Si was

of the project SAS´s PV silicon outreached

greater than 60%. In other words, nowadays near

Siemen´s Solar Industry Inc., for both quality

40 GW PV panels are made from HP mc-Si. With

and cost. With this success, SAS then decided to

this achievement,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xpand their production facilities at ChouNan. In

for Crystal Growth awarded Prof. Lan the 2016

2003, Prof. Lan established a new crystal growth

Laudise Prize for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laboratory through a jointed project with SAS. The

crystal growth technology. He is the nation´s

first sapphire crystal was grown there and this

first ever winner of this prestigious award.

paved the road for SAS on the sapphire business

The previous winners of this award include

afterwards.

Junichi Nishizawa (1989), recipient of the 2000
Edison Medal of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Stating from 2006, Prof. Lan worked even

Electronics Engineers, and Isamu Akasaki (1998),

closely with SAS on multi-crystalline silicon (mc-

a 2014 Nobel Prize Laurent in Physics on white-

Si), and this led to the mass production of A+-

light GaN LEDs. A few patents for HP mc-Si

series wafers having large grains. In 2011, they

have been grated in a few countries. With these

accidentally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Prof. Lan received twice

having large grains was not able to release the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s from SAS.

thermal stress induced during ingot growth. On
the contrary, the growth with small grains led to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much better ingot quality and uniformity. This
technology based on small grains, the so-called

In addition to the work with SAS, Prof. Lan

high-performance mc-Si (HP mc-Si), was quickly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00 research papers,

adopted worldwide. The gettering efficacy during

owned over 100 patents and supervised over 60

cell processing was also greatly enhanced, and

graduate students. He also organized numerous

this led to the much higher solar cell efficienc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cluding the 4th

After the emergence of HP mc-Si, the averag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ilicon Solar Cells

efficiency of the solar cells in production was

(2010/10), the 7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crease from 16.5% in 2011 to 18.5% within a

Modeling in Crystal Growth (2012/10), and the

few years, and with passivation the efficiency

26th International Photovoltaic Science and

was further increased to 19.5% or beyond.

Engineering Conference (2013/11). He is the 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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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Chinese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in the country. Moreover, he has consulted with

the Journal of Crystal Growth. He was also an

a few companies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vited professor in many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he helped Taiwan Special Chemicals

including MIT (1987), the Rosendorf Research

to develop the separ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Institute (1998), Gakushuin University (1998),

1st electronic-grade disilane in Taiwan. He also

Kyushu University (2003), and Aix-Marseille

demonstrated the technology for recycling silicon

University (2004). He received a few awards

kerf loss and owned a few patents. Since 2005,

i n c l u d i n g th e Ou ts ta n d i n g R esearch Award

Taiwan´s PV industry has grown rapidly. The

for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enue of PV industry was over 200 billions NT

(2004-2007), the 1st Research Contribution

dollars in 2010 and soon after Taiwan positioned

Award from NTU, the Prof. Lai Tsai-The Award

the 2nd place in the solar cell production

(2008) and the Jin Kaiying Award (2011) from

worldwide. During this development, Pr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the

Lan played a crucial role and made significant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from

contributions.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2010), and
recently the IOCG Laudise Prize (2016).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Beside academic research, Prof. Lan has made

Prof. Lan has aggressively promoted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industry, especially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universities, research

during the period of serving as General Director

institutes, and companies over the years. The

of Photovoltaics Technology Center at Industrial

results on the silicon solar cell and materials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He was

technology were significant and fruitful. He also

the founder of Taiwan Photovoltaic Industry

organiz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r promoting

Association (TPVIA) serving the first two te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s a result, Taiwan

Chairman. He also helped government on the PV

has become a leading country in silicon PV

policies, includ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Act and

technology. Prof. Lan will continue his work and

the Feed-in tariff subsidy. He established the first

lead his team and work with the collaborators to

IECEE certified Photovoltaic Testing Laboratory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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