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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真、慎微、誠實、安靜。
Sincerely conscientious, Attention to details, Honesty, Sil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趙 怡 欽 先生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hao Yei-Chin．62 歲（1955 年 1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喬治亞理工學院

航太工程學系 / 研究所

博士

致力於節能減碳與精密航太推進之研發，突破國外輸出管制

誠摯感謝推薦人與評審委員，獲頒「東元獎」，是對個人長

中華民國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碩士

關鍵技術，建立自主價值鏈，在提升國家自主太空科技與產業能

期默默投入基礎燃燒、自主發展太空推進與國防科技的莫大肯

中華民國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系

學士

量，及高精準國防自主與彈性，均有卓越成效。

定。感謝一直在背後支持的太太與家人、長期認真投入的團隊研

美

國

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特聘教授
美國航太學會

副會士

國際燃燒學會中華民國分會

名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航太學會

會士

Prof. Chao has dedicated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

究員、博士後、學生與技術員，以及科技部（國科會）、國家太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and precision aerospace propulsion

空中心、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等單位長期計畫經費的補助，讓我

technology. Through long-term indigenous research, Prof. Chao has

得以自主發展關鍵材料、關鍵技術，以至於建立系統並突破國外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breaking the constraints of export license

輸出管制，將成果實現於國家太空衛星與精準國防系統。三十五

by developing key technics and establishing indigenous value chain to

年前的回國決定是對的，在臺灣教書與作研究是一件開心又有收

promote the capacity of independent national space technology and

穫的事！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of high-precision self-sustained
defense technology.

曾任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機械系
Russel Severance Springer

教授

國科會工程處航太學門

學門召集人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教授兼系主任

醉心火箭研究 讓臺灣被看見

採訪撰稿 / 游婉琪
採訪攝影 / 李健維

高齡 99 歲還在教書，他出研究所考題只考四題，得零

感恩好老師幫我奠定做學問的基礎

分被拒於成大機械研究所門外的考生非常多。趙怡欽靠

最感恩除了我爸爸媽媽與我太太之外，我一路走來，不同階段很幸運碰

著獨門的自學經驗，破天荒的拿下三十幾分，如願進入

到不同的好老師，開啟我不同的眼界，用不同的眼光欣賞學問與文化之美。

成大機械研究所就讀。

除自小到大各階段的課程老師或導師之外，我要提到我初二（我是初
中的）暑假跟鄭永言老師學幾何學，鄭老師是很不一樣的老師，鄭老師不

考取研究所後，他鎖定燃燒領域做研究，卻面臨找

是初中老師，他是日據時代留學早稻田，是當時台灣有名的台灣文學家，

不到指導老師的窘境。他回憶，因為抽到補充兵，他必

更是台灣拿冠軍的圍棋高手，他著作的平面幾何，是當時最出名的學科書，

須在暑假服兵役，退伍後多數老師都被其他研究生預約

二戰後他被邀請到台南女中教幾何與數學。我考上台南市中我們的數學老

了，唯一一位研究燃燒的老師也正要出國。最後找到前

師上課鄉音與內容聽不太懂，卻一再暗示要我們課後去他那裡補習，考試

國科會主委夏漢民當指導教授，卻因為夏教授身兼數職

也很刁難沒有補習的學生，我很討厭他，連帶數學也沒有學好，成績也不

分身乏術，只好繼續單打獨鬥，自己找題目自己做。

好，但我就是不去補習。去鄭老師那裡不是補習，他不是初中老師，我們
也不是上初中的數學課本，也不是上參考書，我們是很輕鬆很自由的從最

影響台海戰略部署的雄三飛彈，能夠精準朝目標方向前進，

獨門自學功夫 把教科書當小說讀

幸運進入喬治亞理工學院 享受研究的「自由」

基本的從人類三角與幾何演進發展的歷史一步步學起，我真的眼界大開，

研究所畢業後，趙怡欽順利考取國立中山科學研究

滿心喜悅，這才是研究學問，才是學習學問，不是一再演算，補習把學問

院，幾經思考決定放棄機會，留在成大當講師與作研

把學到的東西弄得片片段段支離破碎，最後只記得參考書。所以開學後學

究。當時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航太系拿到一年三千萬美

校數學開始講幾何，課本與考試都不再構成問題，老師也不敢再要我去補

元高額研究經費，卻苦無研究生，該系教授和所長全球

習，我自信心也全都拉上來，以前不懂的數學也都自學弄懂，高中聯考數

找研究生，那時趙怡欽正打算申請出國留學，卻因為記

學也考得很好。我常跟學生說老天爺絕對會給我們第二次機會，但機會是

背後的推進器有來自於成功大學航太工程系教授趙怡欽的關鍵技

趙怡欽出身於台南世家，天賦異稟從小就展現在課業成績

錯 GRE 考場位置，轉而申請不需要 GRE 成績的學校，

一段一段來的，您要為機會來之前，很誠實的面對自己為自己作好準備，

術的影響。三十年前，他放棄留在美國的大好前程，返台參與國

上，大學學業成績仍維持在系上前 5% 到 10% 之間。但他覺得，

順利進入喬治亞理工學院。到美國唸書期間，趙怡欽意

如此機會來時您才能借機站起來，甚至將以前也翻轉過來，這就是翻轉。

防工業的發展，把雷射與大型計算機運作模擬技術帶進燃燒領

只在考試範圍裏唸書強記，難以真正融會貫通。為扭轉學習方式，

外發現，科學研究不一定要數學好，一般來說，燃燒領

翻轉是帶領你到正確的路徑，建立信心，下功夫，借助時機，您就可以翻

域，多次率領混合火箭團隊刷新本土太空科技發展紀錄，讓火箭

趙怡欽大三時決定從自己最感興趣的科目開始，無視課堂進度與

域的基礎是精通數學計算；但喬治亞理工學院竟有教授

轉，所以翻轉其實是心態。

順利升空。三十年後，他決定把舞台留給年輕人發揮，無私地將

考試範圍，把教科書當成小說一本又一本地讀，邊讀邊整理出自

以文字描述，取代數學公式傳遞燃燒理論。博士資格考

另一個要提的是我博士的指導教授與喬治亞理工航太系的學系環境與

技術傳遞給年輕世代接手。

己的發現與理解。這番融會貫通的讀書方法，成為他報考成大機

試也沒考數學計算能力，而是要能夠與教授對話口試，

氛圍，讓我如魚得水，心靈都得到開放與自由，也肯定我的讀書方法是對

械研究所的敲門磚。趙怡欽回憶，當年成大機械系教授馬承九，

從臨場反應去測試學生究竟有沒有把理論讀通。由於在

的，是作學問該有的方式。

臺灣已養成融會貫通的讀書習慣，所以在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期

獨特的光學透明引擎與五節芒生質能源

強的植物，在一般野外非常容易取得，具有越收割越茂盛的生長

間，在求知與研究上最大的享受就是「自由」。第一學期修課成

除了膾炙人口的火箭獨門自主研發技術之外，趙怡欽與他指

特性。以往都被視為毫無用處的雜草，但其纖維強勁且可轉化為

績都拿 A，第二學期指導教授就要他別再修課了，直接投身於研

導的中生代博士生，畢業後的十餘年期間仍持續進行很獨特的研

生質能源燃料，也可以經氣化處理產生可燃生質氣化氣，更可以

究。這樣的學習環境，對於從大學就開始自學的趙怡欽而言，更

究計畫，例如「光學透明引擎」的研發，突破汽車內燃引擎燃燒

焙燒成炭與煤炭混燒，是優良的廢棄物生質能源，趙教授與中

是如魚得水般怡然自得。

一直被視為黑盒子的狀態，讓引擎透明而且可以實際燃燒運轉，

生代畢業博士學生們所進行的臺灣五節芒生質能源的技術開發研

所以每一衝程（指發動機活塞從一個極限位置到另一個極限位置

究，發表專業論文於著名能源期刊，讓很多致力於生質能源研究

的距離）燃燒，都可以引入雷射進行流場燃燒影像觀測與光學量

的學者專家獲得更多的啟發。

醉心火焰研究 炙熱高溫中牽動研究熱情
美國的學習氛圍深深影響著趙怡欽，他回臺灣之後常對學生

測，是最先進的引擎研發量測設備，全臺灣只有趙怡欽團隊在高

說的一句話是：「用你的話告訴我。」他認為，臺灣社會最缺乏

苑科技大學建立一套完整系統，並設計臺灣第一具先進節能缸內

對話能力，人與人之間難以流利溝通表達個人想法。在他眼中，

直噴引擎技轉給產業界。

口才不好的學生只有兩種：一種是個性懦弱怕生，一種則是沒有
把觀念讀通，以至於缺乏自信，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每當
修課學生問他「這學期上課用什麼課本？」趙怡欽總是一貫的率
性回答：「青菜啦（台語「隨便啦」之意）！」他認為，雖然坊
間可用的參考書很多，但教的都是一樣的道理。因此他常鼓勵學
生，寫論文重要的是，能夠做出不同於他人的貢獻，即使這項貢
獻再小也應該獲得尊重，因為做研究的關鍵在於能夠想通別人沒
想通的事情。
他喜歡做一些與大自然有關的研究，其中火焰的觀察最令他
癡迷，他將固體磨成細微粉末，用雷射打上去，觀察燃燒過程中
空氣形成的小漩渦。趙怡欽說，許多人看到火焰會擔心被燒燙傷，
其實，「火焰雖然炙熱高溫，個性卻是比人類還纖細敏感。」課
堂上，他常出的作業題目是「對火焰做一件事」。有學生給火焰
聽交響樂，發現火焰對鼓聲的反應特別明顯。這時趙怡欽會趁機
告訴學生，除了聲波外，火焰對於電磁場、微波都很敏感。透過
有趣的引導方式，趙怡欽試圖傳達的觀念是：想要理解自然界的
原理，不需要很會背公式、很會計算，最重要的是能夠融會貫通。

另外，五節芒草（菅芒）是臺灣野生種生命力與適應力非常

研究靈魂「自由」的智多星
各種研究主題說明趙教授不僅是關注能源問題的良心學者，
更是學術界的智多星，創意十足與「自由」的靈魂，正是學生不

度的過氧化氫，而高濃度的過氧化氫在許多國家受到出口管制，

速發展。從提煉高濃度過氧化氫經驗中，趙怡欽得知一項重要觀

無法取得，不服氣的趙怡欽乾脆自行以低濃度的雙氧水提煉，建

念：想要研發國防武器，千萬不要仰賴國外原料。趙怡欽認為，

立的獨門的高濃度過氧化氫原料取得技術，也成為他後來發展火

臺灣學界發展不能只靠論文，因為臺灣市場小、人口少，寫再多

箭研究的秘密武器。

再厲害的論文，只會被大國拿去用，研發出產品後再回過頭賣給
臺灣。「知識不是拿來沽名釣譽，要留給會用的人。」任教三十

趙怡欽表示，過氧化氫其實就是高濃度的雙氧水，第二次世
界大戰以後，雙氧水就開始用於火箭研發上，仔細研究各國發展
戰備武器，不難發現其中有脈絡可循，當國外得知進口某些原料
的真正意圖時，就會開始限制出口，技術性阻撓他國國防工業快

斷來「敲門」求取知識的魅力所在，趙怡欽從十多年前接任成大

國防工業的限制 自主研發的覺醒

航太中心主任後，利用二十多公頃土地與大型設備，集合專職的

在航太領域剛剛起飛的輝煌年代，趙怡欽回憶，當時最不缺

研究員與研究生，開始專心發展火箭。許多學生跟著趙怡欽做研

的就是經費，因應航太所發展需求，常常舉辦講習班，請來的幾

究就不想離開，宛如受到趙怡欽火焰般燃燒熊熊熱情的影響，長

乎都是美國史丹佛、普林斯頓等知名學校的資深學者；博士班學

達十多年都留在成大航太中心研發火箭。

生平均每月可拿兩萬元獎學金，畢業後進入中科院研發飛彈。這
樣的趨勢也讓原本主攻基礎燃燒研究的趙怡欽，開始投身國防工
業研究。他與中科院合作研發水下載具，發現需要使用大量高濃

餘年的趙怡欽，下個階段希望能夠把手上的研究慢慢交棒給學
生，把研究技術與舞台留給年輕人表現。

大學來台的趙繼昌所長，當年安排了一連串跟隨國外院士級大師

Reactive Systems, IDERS）的理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理事，

與中心的營運，以及帶領堅強專職研究與技術人員團隊，藉由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長期投入各種人文、科技與弱勢關懷活

學習與專業講習班，引進新穎的儀器與大型設備，讓我們能快速

國際研討會的論文委員會主席，以及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的共同主

一連串的太空推進的計畫，做出一些重要而值得紀錄的成果，

動，社會各界有目共睹，是國內文教基金會的典範。「東元獎」

地脫胎成長。個人從事飛機氣渦輪引擎燃燒室研究，學生畢業後

席，也在最著名的國際燃燒學會的國際燃燒會議中，擔任領域研

包括 :2007 年國家六號探空火箭計畫的聯胺推進器酬載的高空

強調落實臺灣傑出研究成果於產業界，讓臺灣明天會更好。臺灣

多到工研院任職，並且以我們的研究成果作後盾，從無到有將整

討會共同主席，與頂尖燃燒期刊編輯委員。

測試成功；十一號探空火箭先期計畫的混合火箭發展計畫；於

地狹資源有限，多中小企業，科技常呈點狀跳耀式發展，缺乏基

個微型氣渦輪機系統做出來，不但申請專利讓學生、單位、廠商

礎設施與基礎架構，並常受限關鍵材料與關鍵技術，使臺灣轉型

都得獎，更重要的是在國內業界建立技術能量成為我國研發更大

受到極大的限制與困難。期望「東元獎」在獎勵尖端創新之餘，

引擎的基礎。

對「東元獎」的期望

2004 年承接中科院推進計畫，因為使用過氧化氫推進劑的

力混合火箭，領先亞洲各大學之紀錄；2013 年成功完成八號探

機緣，進入太空推進領域推進劑受出口管制，自主建立過氧化氫

空火箭計畫自主發展的過氧化氫推進器的高空測試；與國家太

的純化提成的技術與設備，適值國家太空中心對自主綠色過氧

空中心簽約長期合作轉移自行研發衛星推進器系統技術，作為

2003 年個人獲得國科會傑出獎，在基礎燃燒領域多年的努力

化氫太空推進技術很有興趣，我們很慷慨的將此技術與設備移

衛星反應式控制次系統（reactive control system, RCS）用於國家

獲得肯定。同時擔任我國燃燒學會理事長，持續參與國際燃燒學

轉給太空中心。同年擔任航太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前後 7 年參

福爾摩沙 7 號衛星計畫中（預計 2018 年發射）。因緣際會下於

多多鼓勵默默從事奠基與突破關鍵自主研發而有成就的科研人
員，讓「東元獎」成為臺灣轉型與美好未來的重要推力。

成就歷程
1983 年在 IDF 發展階段，成功大學新成立航太研究所，個
人論文還沒寫就自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趕回來應聘。感謝史丹佛

2010、2011、2015 年 成 功 發 射 大 型 300 公 斤 與 1000 公 斤 級 推

會活動與國際燃燒會議，使得我國燃燒研究在國際間也漸漸獲得
各先進國家的認同與重視，近年也獲邀擔任近 50 年歷史的重要
國際爆炸與反應動力學會（Institute of Dynamics of Explosion and

2008 年受邀擔任國科會航太學門召集人，也順利爭取到跨領域大
型整合計畫進行奈米衛星星群與地球變溫層研究計畫。一連串機
會將實驗室的可行性成果一步一步實現，成為高精密與高可靠性
要求的太空與衛星次系統。並藉由大型計畫推動整合專長團隊，
共同努力達成完整系統與整體目標，這些都是人生難得的機會與
機緣。

具體貢獻事蹟
一、 趙 怡 欽 特 聘 教 授 多 年 來 專 注 於 航 太 與 能 源 相 關 的 推 進
（propulsion） 與 燃 燒 研 究 上， 在 混 合 火 箭 自 主 研 發、 在
太空衛星推進系統、在國防高精準武器推進系統科技、在
因應能源短缺的水合甲烷燃燒與多元混合燃料與超低貧油
（ultra lean）燃料燃燒，與高密度直接能量轉換的熱光電
（Thermophotovoltaics, TPV）系統、在微動力系統與微火焰
觸媒燃燒、在火焰動態不穩定與穩駐機構上，均有重要基礎
理論與創見發表，多篇相關論文發表於國際燃燒領域最頂尖
與相關高排名（<5%）的重要期刊上。
二、 突破國外輸出管制關鍵技術，完全自主發展太空級過氧化氫
推進劑與衛星推進器系統，領導團隊成功完成「國家探空火
箭八號」之過氧化氫衛星推進器整合系統與高空性能測試，
與國家太空中心簽約長期合作轉移自主研發衛星推進器作為
衛星反應式控制次系統（RCS）用於國家福爾摩沙 7 號衛星
計畫中（預計 2018 年發射），同時也技轉相關技術給國家
中山科學研究院，協助發展相關高精準國防科技，讓我國太
空衛星科技與國防高精準武器發展，擺脫國外限制往前跨進
一大步。
三、 領導跨領域團隊投注多年心力，自主發展獨特混合火箭技
術與系統，成功於 2010、2011 與 2015 年發射大型 300 與

1000 公斤級推力混合火箭，領先亞洲各大學之紀錄，並轉

五、 國內首次獲頒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Springer 教授（University

國防科技領域落實紮根奠基，並研發開創新穎能源與

移相關技術，協助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與國家太空中心建立

California at Berkeley, Russel Severance Springer Professorship），

節能、衛星推進系統、動力立方衛星系統、以及加力

混合火箭推進系統，帶動相關國防科技與太空產業。

應邀前往講學一個月。

器混合火箭系統等，推動前瞻創新任務，使我國太空

四、 相 關 研 究 成 果 論 文 品 質 獲 得 重 視，2014 年 起 獲 邀 加

六、 擔任國際具歷史的重要學術學會如 AIAA（美國航太學會）、

入 Combustion and Flame 期 刊 的 編 輯 委 員 會（Editorial

IDERS（國際爆炸與反應動力學會）、ICI（國際燃燒學會）

Board），是國內首次有學者獲邀擔任此領域排名第一主要

等之理監事（Board of Directors）、會士（Fellow）、副會士

期刊重要職務。同時也獲邀擔任能源與燃燒領域最重要的全

等重要職務。

回顧評論（Review）期刊，也是工程領域衝擊係數（Impact
factor）最高（IF>21）與排名最高的期刊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 擔任其回顧論文的審查委員，這也是
國內相關學者目前罕有的殊榮。

與國防產業向上提升，帶領臺灣進入國際舞台。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has been an
outstanding role model for long-term devotion to

研究或創作展望

technology, humanity and minority care, and TECO

面對激烈的全球性競爭和產業發展需求，趙教授計畫退休前

AWARD has emphasized on implementing academic

繼續帶領中生代學者與年輕學生在先進能源、燃燒、太空推進與

achievements in industry for a better Taiwan. Being limited
by natural resource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aiwan
has been pointwise and leaping without solid foundation
and firm infrastructure. The lack of key materials and key
technics have constrained and hinde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industry. In addition to those advanced
innovative awards, TECO AWARD is also anticipated to
be a thrust for the up-grad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by
awarding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ers of indigenous ke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found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of Taiwan industry.

provided by Department head, Prof. C.C. Chao from Stanford, we,
young junior professors, grew up and became mature in few year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first 10 years in my career, I have been devoted to combustion

In 1983 during the IDF development stage, Prof. Chao hurried

research and gas turbine combustor development. With our research

back to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results, students working in ITRI, after graduation, developed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to start his teaching and

awarding-winning micro gas turbine system from scratch, which became

research career before completing his Ph.D. degree in 1984. Thanks to

the technology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ll-scale gas turbine engines.

the expert workshops and modern instrumentations and major facilities

Re s e a rc h C e n t e r （A S T RC ）

being used on-board of the National satellites for mission. What an

Board of top-ranked combustion journal, combustion and Flame, till

of NCKU, and I started the

enjoyable life-time opportunity!

now. He was also the first scholar in Taiwan to be invited to serve as
the reviewer of the highest-impact-factor （IF>21） review journal,

indigenous research on hydrogen
peroxide thrusters （HPT）
a n d h y b r i d ro c k e t s f o r s p a c e
propulsion. With the long-term
support through projects, our
team at ASTRC has reached som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cluding:
successful altitude tests of hydrazine
thruster of National Sounding
Rocket Program （NSRP） #6 in
2007, successful altitude tests of
indigenous HPT of NSRP #8 in
2013, successful record-breaking
In 2003 I was award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with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ed
fundamental research on combustion. At that time, I was the president of
Combustion Institute of Republic of China, associated with International
Combustion Institute （ICI）. Through persistent participation, our

launches of 300 and 1000 Kg hybrid rockets of Initial phase project of
NSRP #11 in 2010, 2011 and 2015, winning the long-term contract
from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NSPO） of using HPT for reactive
control system （RCS） for the 7th National Formosa Satellite to be
launched in 2018.

researches were recognized and appreciated by researchers from leading
countries. I was invited to serve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istoried
Institute of Dynamics of Explosion and Reactive Systems （IDERS）,
and as the program chair and co-chair of its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 also served as the colloquium co-chair of the renowned
International Combustion Symposium of ICI and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its top-ranked journal, combustion and Flame, till now.

In 2008, I was invited to serve as Chairman of Aerospace Research
Program, NSC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ordinate several largescale interdisciplinary space research projects to implement research
results from laboratory to become high-precision, high-reliability space
and satellite subsystems to be applied in the National Satellite programs.
Through all these long-term supports of projects, we were able to develop
step by step from key materials to final system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 2004, I become director of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For years, Prof. Chao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erospace and energy-related propulsion and
combustion, especially in hybrid rockets, space and satellite
propulsions, high-precision defense propulsion systems, methane
hydrate and multi-fuel and ultra-lean fuel combustion for energy
saving, high-density thermophotovoltaics, micro-flame and catalytic
combustions, flame insta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etc. Prof. Chao has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
5. Prof. Chao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recipient of the Russel Severance
Springer Professorship Award of University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was invited for a scholastic visit of lectures for one month.
6. Prof. Chao also serves as fellow, associate fellow, and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important academic societies of aerospace
and combustion, such as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IDERS, ICI, etc.

developed several outstanding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findings on
combustion and has published many outstanding articles in the most
renowned and top-ranked journals in combustio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In a couple of years before retirement, Prof. Chao will work together

2. Through long-term research, Prof. Chao led the team to break export

with mid-aged scholars and young students and continue devoting to

license constraints by indigenously developing the HPT system with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areas of advanced energy,

successful altitude tests of NSRP #8 in 2013, and won the long-term

combustion, space propulsion and defense technology to lay firm

contract from NSPO of using HPT for RCS for the 7th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novel and useful-for-Taiwan technologies on new energy

Formosa Satellite to be launched in 2018. With these key technics,

and energy-saving, advanced satellite propulsion systems with focus on

Prof. Chao established indigenous value chain to promote the capacity

recoverable homing mobilized cubeSat systems and high-thrust booster

of independent national spa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and enhance

hybrid rocket systems to enhance the young co-workers´ brighter future

the flexibility of high-precision self-sustained defense technology.

R/D career. Most importantly, Prof. Chao will guide and introduce the

3. Prof. Chao also l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m to indigenously develop

young co-workers 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so that they

hybrid rocket technics and systems, and successful launched 300 and

can enjoy gracefully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aiwan in the next 30

1000 Kg hybrid rockets with record-breaking achievements in 2010,

years to come.

2011 and 2015.
4. With the outstanding paper qualities and contributions, Prof. Chao
was invi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 to serve on the Editor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