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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C O AWA R D

董事會，並於 1993 年成立之初，即設置「東元科技獎」，希

歷二十六屆獎勵 147 位社會標竿

文類獎在同一個領域中，因面向廣泛，默默耕耘不求聞達者

基金會成立的九○年代，適值國際間高科技競速發展時

望獎勵對台灣科技研發有特殊貢獻的人士，喚起社會各界重

「東元獎」初期甄選表揚電機、機械、資訊三大領域的一流

眾，形成申請推薦數量品質不易確保、評審共識不易達成等

期，先進各國政府及大企業均投入龐大經費支持科技研發，

視科技創新之於社會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其後有鑑於人文精

科技人才，每獎項頒發新台幣五十萬元。第六屆起增設「其

困境，因此第十三屆起，將人文類獎從公告推薦改以成立遴

但當時台灣中小企業偏重製造的經濟型態，使台灣企業投入

神在科技發展的洪流中日益式微，為倡導科技人文均衡發展，

他科技類」及「人文類」獎，並將獎金提高為六十萬元。第

選委員會的方式，遴選長期致力於文化藝術、社會服務、國

研發的經費遠不如歐美及日韓，而政府給予研發人才的獎勵，

促進人文生活的調適，從第六屆起，以增設「人文類獎」的

十九屆起科技領域整合為「電機／資訊／通訊、機械／能源

土保育、能源耗竭、生態復育、地球永續等領域，具有特殊

又偏重於學術論文的發表，從事與產業息息相關的應用研究

行動，呼籲各界重視科技人文相輔相成融合發展的觀念，並

／環境、化工／材料、生醫／農業」四大類，亦即以十個項

貢獻的人士，歷二十屆，獲得獎勵與肯定的人士達二十八人，

者，較不易獲得學術榮譽的青睞。因此，東元集團以「培育

以建構「科文共裕」的進步社會為願景，經過董事會多次的

目，含括所有的科技研究領域，讓所有科研人士皆有機會獲

累計頒發獎金 1,450 萬元整。

科技人才，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會進步」為宗旨，捐助設

研討辯論後，在第十一屆正式更名為「東元獎」。

得肯定與獎勵。二十六年來，獲頒「東元獎」榮耀的科技領

每獎項五十萬元獎金，在二十六年前創下台灣企業提供科技

域人士達一百一十九人，頒發獎金達 6,380 萬元。另外，人

研發獎項的最高獎金紀錄，董事會在訂定獎金額度時曾有不

「科文共裕」的設獎精神

立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邀請關心社會發展的專業人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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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見，但「認真投入研發者要做出具體貢獻，需要經過長

屆備受尊崇的得獎人名單，不僅榮耀「東元獎」，且為本獎

期夜以繼日的努力，忍受無數挫折與寂寞，常常無法兼顧家

建立崇高的專業形象，堪為國內科技菁英努力及科技人文獎

庭，設定高額度的獎金是我們的心意，能讓研發者的家人覺

項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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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別高興也好」等單純的心意，讓董事會達成共識而拍板
定案。並且於 2012 年起獎金提高為每獎項新台幣八十萬元

追求精緻隆重的頒獎典禮

整，每年頒發總獎金為新台幣四百萬元整。「東元獎」從

為讓「東元獎」得主倍感榮耀，基金會辦理頒獎典禮力

1994 至 2019 年共舉辦二十六屆，得獎人共計一百四十七位，

求精緻隆重，除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最高研究機關首長或國

每年三月至七月中旬受理申請推薦，七月底聘請學者專家擔

家元首擔綱頒獎人之外，並接受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的

任評審委員，九月確定得獎名單，十一月初舉行頒獎典禮。

建議，安排得獎人伉儷聯袂上台受獎。每屆頒獎典禮進行前

二十六年來的持續設獎，科技與人文領域頒發總獎金累計超

夕至少進行三次沙盤推演，工作人員及嚴選的專業司儀皆必

過新台幣 7,830 萬元，評審委員會 2017 年起由總召集人徐爵

需參與工作協調，從進場音樂、燈光、典禮架構、程序、內

民先生領軍，公平、公正、公開、專業的堅強陣容，以及歷

容、頒獎樂樂團伴奏、影片製作播放和節奏控制等，皆以最

嚴謹的原則要求，務求典禮流程順暢、氣氛愉悅、深刻感動。

者，為獎勵年輕科研人才，基金會另於 2006 年起，採納「東

第十五屆起，安排專業的文字工作者進行專訪，務以最嚴謹

元獎」評審委員會的建議，針對大學青年以競賽形式設立「東

的精神，報導得獎人精彩的人生經驗、成就歷程與研究成果，

元科技創意競賽」，設置元年，以「機器人」為競賽主題，

讓得獎人的典範與影響力可以最大化。頒獎之外，結合人文

2008 年起著眼於能源耗竭、全球暖化及人類永續的問題，改

類得獎人的作品，或是為豐富人文生活，舉辦音樂會、歌仔

以「Green Tech」為主題，首開國內大學及技職師生節能減

戲、兒童劇、電影、戲劇欣賞等，基金會的標竿計畫「驚嘆號」

碳的科研風氣，並受到國際學術與教育界的重視，2010 年起

長期支持的原住民傳統樂舞祭儀團隊，也數度在典禮中精彩

增設「國際賽」，邀請國際頂尖大學師生組隊參賽，截至今

演出，讓原本較冷調的科技獎頒獎典禮，增添濃厚溫馨的人

年 (2019) 參賽的團隊涵蓋歐亞美等國家，舉凡北京大學、清

文氛圍，也成功的吸引社會大眾爭取入場全程參與。「科文
共裕」的設獎精神，也在典禮中充分體現。歷屆有多位得獎

華大學、浙江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莫斯科
大學、東京大學 ... 等，皆在校園裡先進行選拔後，再赴台灣

人都肯定說：「東元獎頒獎典禮是我參加過最隆重、最榮耀、

參加國際競賽，可以說都是國際最頂尖的節能減碳研究團隊 ;

最感動、也最回味無窮的經驗。」

決賽現場的簡報、技術實作等皆開放觀摩切磋，積極成功的
為台灣建立了科技與學術教育的國際交流平台。以競賽推動

設獎精神的延伸－
東元「Green Tech」國際創意競賽

節能減碳，關注人類福祉的活動規畫精神，一直都是基金會

「東元獎」因定位為「終身成就獎」，獲獎人均為資深研究

會人群等設獎精神的延伸。

掌握科技脈動精準的選擇，也是「東元獎」科文共裕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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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恆．體現價值
寫在第二十六屆東元獎頒獎典禮

再度逢秋，來到「東元獎」頒發第二十六屆獎項的季節，這

一絲不苟，十年磨一劍

央山脈最深處的科學教育。而田園老師以「半個肝」支持台

是一個自基金會創會初期，就著手籌備設置的獎項，也是東元電

任何領域要發展出全球競爭力，至少是十年甚至是數十

灣這塊土地與偏鄉孩子的教育學習，正圓滿了「東元獎」的

機支持台灣科技與人文升級最具代表性的方案，對於這個殷切的

年的苦心。今年科技類獎的得獎人在面對全球共同的資訊安

愛心、溫暖、希望的座標，並且彰顯所有得獎人皆在這個三

委託，基金會儘管已經歷九屆董事會的更迭，超過五十次董事會

全問題、節能減排技術、材料先進技術、環境技術難題、糧

維空間中，用自己的卓越貢獻，竭盡所能的讓台灣的靈魂發

議的反覆論證，仍堅守在「持之以恆，價值終究會體現」的設獎

食安全問題、醫療技術等領域，皆是掌握核心技術、長期焚

出光和熱。

初衷上，並且在超越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我們看到「平實崇高」

膏繼晷全力以赴，且眼光長遠，不畏唱衰、一絲不苟的耕耘

正是「東元獎」最獨特的價值主張！

者。古有云「十年磨一劍」，把研究做到淋漓盡致，找出答

領域宏觀，自成品牌
品牌是產業的核心價值，「東元獎」承蒙徐爵民總召集人的

案解決問題，一心為工業界承擔問題與將研究成果貢獻人類

本獎以「科技」與「人文」兼容並蓄的原則設獎，為彰

之自我期許，每位得獎人的有形無形的產值皆不可限量，「東

顯東元獎「科文共裕」的精神，典禮以溫馨趣味但不失藝文

元獎」於有榮焉。

內涵的形式設計，期盼可以讓長期浸淫在冷硬氛圍的科研工
作者，擁有長長久久的感動記憶，並且在終獲「東元獎」桂

支持，每年承擔拔擢得獎人的重責，領導評審委員嚴謹作業，並
且以宏觀的精神設定獎項的範疇，吸納各領域的卓越人士競逐榮

向科技人文典範 致上最高敬意

以「利他」的精神，光熱台灣的靈魂

冠的歡欣時刻，再創研究與服務的高峯；今天很榮幸再度邀

耀，讓「東元獎」的格局大器展開；過去像環境工程、材料科技、

利他的體現向來是生命最高的成就，而且是人文精神中

請中央研究院廖俊智先生與東元電機會長黃茂雄先生分別擔

糧食安全等領域雖較不受關注，但因為長期致力於前述人類生存

最動人的篇章，每年由董事會決定遴選領域的人文類獎，在

任科技類獎與人文類獎的頒獎人。典禮後特別邀請國立自然

環境與醫療技術突破的有志之士眾多，尤其可貴的是累積了豐碩

年初的董事會議中獲得全體董事的支持，獎勵持續十一年，

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以「邁向太空 - 工作和休閒在地球之

的成果，致使每年皆有成就特出的人士獲獎。一個平實的設獎信

不畏交通的困難、身體健康與經費資源的限制，以實際行動

外」為題演講，期以日新月異之太空探索新知連結人類未來

念，經過長期的粹煉，看到獎項具有鼓舞科研創發進而造福社會

與奉獻的精神，每年踏遍十一個縣市、五十三個鄉鎮、兩百

的生活，並且以超越科技的天文物理新知為得獎人獻上祝賀

的無窮價值，而基金會其他教育與文化等服務方案，也皆是在這

零五所學校，以生動有趣學習效率非常高的科學課程，為超

之意，也為邁入六十三周年的東元電機，獻上我們最誠摯的

個信念中，以務實的精神持之以恆的推動，進而創造嘉惠人群永

過一萬名偏鄉學生親自授課的田園老師。課程具有耕耘偏鄉

感謝與祝福。

續經營，在非營利事業組織中每項服務計劃，皆因此而自成品牌，

科學教育、帶動偏鄉教師重視教學方法，及提振教師教學使

欣慰之餘，個人尤其感謝東元電機與各界的託付信任。

命與熱忱之意義，不僅普及台灣偏鄉的科學教育，並且是中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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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其在我．兼善天下
與熱忱的卓越人士，著實讓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更具意義。

時序再度來到頒發「東元獎」的季節，東元電機向以超然的

域的技術整合，就成為許多得獎人特別成功的關鍵，例如卡

方式支持基金會各項服務計劃的推動，無論是科技競賽、教育公

在檢測藻毒效率曠日廢時的林財富教授，遠赴澳洲尋求突破，

益與文化藝術活動，皆在體現價值中永續經營；長期耕耘的結果，

卻因巧遇生物學家 Michael D. Burch（邁克．伯奇），而展開

在非營利事業組織中自成品牌，創造社會需求之外，並且符合社

結合物理化學與生物學的跨領域合作，研發出檢測速度比傳

知識分子是人類文化的承載者，我們的歷史使命，就是

會期待，是東元電機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中堅力量。而今年邁入

統顯微鏡快三十倍的 DNA 檢測方式，為國內外千千萬萬的人

創造和傳承，也就是為天地「立心」。得獎人在自己的專業

二十六週年的基金會，持續以宏觀的思維前瞻社會的需要，穩定

口解決用水安全的問題；將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醫材應用到神

領域上，竭盡所能的做到個人所應該做的事，並且以「兼善

中精進與成長，對於郭董事長四兩撥千斤的領導風格，尤其感佩。

經修復、幹細胞的幹性與 3D 列印組織工程上的徐善慧教授，

天下」的胸懷，提攜後進與支撐產業技術升級的需要，促進

多項專利成功技轉，促成研究團隊成立新創生技公司，都是

社會整體的精神文明境界達到應有的高度，並且與世界並駕

跨界合作所擦出的美麗火花。蝦病毒專家羅竹芳教授，與馬

齊驅。綜觀八位得獎人對於社會使命的擔當、科技研究的專

科技研究與產業發展相同，視野影響思維，胸懷決定格局，

達驅動器專家賴炎生教授，一致認為研究成果要發展成產業，

注、產業發展的支持、國際學術地位的努力，力行了宋代張

台灣的科研缺乏大量產業支持的環境，向來是研究無法壯大的因

就不能當做機密保護，要站在更高的視野，接受各界檢視，

載先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素，但是重視產學致用的「東元獎」，得獎人皆能跳脫傳統向政

並且進而建立標準供大家沿用。得獎人對於專業領域敏銳獨

開太平」的社會責任理念，尤其令人欽佩，第二十六屆的「東

府申請補助之學術提案框架，並且「深信業界給的題目，肯定是

到，拓荒成果卻能無私的回饋產業界的胸懷，尤其令人敬重。

元獎」也因得獎人的成就與貢獻而無比榮耀。在此歡欣鼓舞

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

的時刻，謹代表東元電機為八位得獎人獻上最誠摯的祝賀，

真正存在的問題」，在與業界的互動中精準的掌握實務問題所在，
合作過程中也力求自我的經驗跟資源與時俱進。得獎人對於學歷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傳遞知識 實踐社會責任

會貶值，學問知識會退時的警覺，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

學者做研究取之於社會，建立專業知識體系就必須把知

信念，積極克服萬難跨海精進學問、拓展國際視野、探索跨領域

識傳播出去。面對浩瀚無垠的知識領域，得獎人羅竹芳教授

合作，甚至是在掌握關鍵技術與產業發展的連結上，皆展現「盡

致力於蝦病毒的研究之餘，重新定義通識教育的價值，並且

其在我」的決心，進而讓所有研究計劃不僅深具特色，而且可以

呼籲通識教育是學者的社會責任；田園老師持續十一年背著

造福人群，終能獲致最高的肯定與榮譽。

精心準備的教材，把科學知識送到中央山脈裏的兩百多個村

並祝福科研與服務皆再創高峰。

落，堅持親自為教育資源最弱勢的一萬多位孩子授課；幫助

敏銳獨到 跨界研究 產學致用

年輕世代建立正確完整的知識系統，是通識教育與科普行動

「創意」向來是科研工作的靈魂，專注固然可以成就非常專

的典範，對於人力素質的提升影響深遠，假以時日必彰顯在

東元電機（股）公司

門的研究，但是科技日新月異，各行各業的需求千變萬化，跨領

國力的各種指標上。「東元獎」可以表揚對社會國家有使命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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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科研壯大，影響深遠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評審結果報告

翻開設立長達二十六年的「東元獎」得獎人名錄，個個都

毒、產毒與產臭藻，及相關微生物快速監測技術應用於亞洲、

研究的過程中，根植學生學術界薪火相傳的學習與研究精

是該領域甚至是國際上深具影響力的卓越人士。東元獎向以平實

美洲及澳洲等地，居國際領先地位，對台灣環工教育與科研、

神，也是堅持做出產品造福社會、追求務實的科學家；成功

真誠展現卓越崇高的成就，堪稱是台灣最具特色的獎項。東元獎

產業發展、水質安全、學術外交及海外技術輸出等，皆有傲

大學羅竹芳教授是國際蝦類疾病的權威，她的實驗室是世界

設獎以來李遠哲、翁政義、史欽泰等歷任總召集人帶領評審委員

人的貢獻。

動物衛生組識 (OIE) 之蝦白點症 (WSD) 及急性肝胰腺壞死症

戮力為「東元獎」樹立了優良的典範傳統，能承接這個精神每年

「化工 / 材料」科技類得獎人由兩位共得：清華大學賴

(AHPND) 的參考實驗室；除了蝦白點症的研究非常完整之外，

完成評選的任務，實足雀躍。今年也在各組評審委員的堅持下，

志煌教授長期專注磁性記憶體與太陽能薄膜元件研發。其鍥

特殊病毒 / 宿主交互作用等發現，在抗病毒蝦的篩選及養蝦

創下科技類四個領域高達七位得獎人的最高紀錄。總共八位得獎

而不捨突破製程限制的堅持，成功開發出可與建材結合，同

產業上也具有重大貢獻。

人以壯大科研的精神，讓影響力延展出無窮的價值，令人崇敬。

時也是目前直接濺鍍法中最高效率的薄膜太陽能電池。賴教

人文類獎以「教育貢獻」為遴選領域，得獎人田園老師

二十六年來累計科技領域得獎人一百一十九位、人文領域二十八

授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求學期間獲頒每年僅有一個名額的「O

曾是國語日報最受歡迎的科教名師，卻在 2009 年八八風災後

位，都是對國內外的科技產業與人文藝術有傑出貢獻的社會標竿。

Cutler Shepard Award」，名字被永遠刻在材料科學系的紀念

決心投入台灣偏遠地區的科學教育扎根志業，十一年來踏遍

「電機 / 資訊 / 通訊」得獎人清華大學許健平教授深耕無線

牆上，是第一個獲此榮耀的亞洲學生，也是近三十年後，( 磁

五十三個鄉鎮、兩百零五所偏遠小學，受教的人次近八萬。

網路與行動計算研究，協助國內企業開發關鍵性技術，對於網路

性 )《夢幻記憶體》的領航者；臺灣大學劉如熹教授發明台灣

期間兩度動刀切除惡性肝腫瘤，因此，自 2015 年後就用僅剩

廣播及網路傳輸效能提升，以及推動台灣資通訊產業發展方面的

第一顆紅光發光二極體（LED），並成功技轉國內廠商，奠

的一半肝臟繼續上山下海的社會服務精神，實踐著十年前與

貢獻卓著。

定我國發光二極體產業基礎。他理論與應用兼容，研究與教

偏鄉孩子約定的承諾。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類的得獎人由兩位共得：臺北科
技大學賴炎生教授畢生投入馬達驅動器、節能變頻器及電源轉換

學雙軌並進，不僅為學界作育英才，許多門生也叱吒於產業
界，是國際知名且具影響力的無機材料化學家。

在「東元獎」頒發第二十六屆獎項之際，期盼溫暖的人

器等研發，他透過產學合作和業界共同解決機電產業面臨的問題，

「生醫 / 農業」科技類得獎人由兩位共得：臺灣大學徐

文類獎，能把田園老師在台灣各個教育資源弱勢的角落灑下

提供更高效與更環保的能源轉換，讓消費者有安靜節能的變頻家

善慧教授以高分子材料應用在神經修復、培養幹細胞球體

的科學種子，藉由我們的祝福與努力，讓孩子們可以有更好

電可以使用，為我國產業升級加值作出卓越貢獻；成功大學林財

與 3D 列印組織工程聞名國際，近幾年陸續當選美國醫學與

的素質，並且在下一個世代中在世界舞台競逐，也希望科技

富教授長期致力於有害藻類監測與水處理研究，其研發的水庫藻

生物工程學院會士與俄斯羅國際工程院通訊院士，在教學與

類的得獎人本著對研究的熱情與堅持：誠如劉如熹教授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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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台灣工業界的洞，如果沒有人可以做，這個洞就是

過程，都是評審結果經得起檢驗的保證，也感謝基金會工作

科技類獎於三月一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受理申請推薦，獎勵從事科學研究、創新技術，進而落實於產業發展的傑出人士，四

我們要補的」，能發展可實現的想法並貢獻成果給人類才是

團隊的後勤行政，為完善隆重的頒獎典禮，竭盡心力的籌備。

類申請件數總計五十七件。由各界二十五位德高望重之先進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在九月二日完成決審作業。第二十六屆「東元獎」

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又如賴志煌教授的信念「既已掌握核心

在這個秋收的季節，謹以恭賀與期勉的心情，向評審委員們

評審委員名錄及得獎人介紹如下：

技術，就應該持續突破」。八位得獎人的努力成果與精神，

表達十二萬分的謝忱，也祝福得獎人百尺竿頭，更上層樓。

領域

是非常豐盛與精采的人文心。今年再次擔任評審委員會的
總召集人，感謝評審委員透過各種方式確認候選人的貢獻事
蹟，甚至是在不同論點上的堅持與辯論後產生得獎人名單的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評審委員會

職務

姓名

召集人

林一平

台聯大系統 副校長

委

員

郭大維
陳銘憲
曾煜棋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特聘教授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合聘研究員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終身講座教授

召集人

李世光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董事長

委

員

蔡明祺
黃漢邦
張祖恩

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系 終身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召集人

劉仲明

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委

員

陳夏宗
彭裕民
莊東漢

中原大學智慧製造研發中心 主任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院長
國立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召集人

張文昌

臺北醫學大學 董事長

委

江伯倫
楊志新
陳保基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副院長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名譽教授

召集人

石守謙
于重元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

委

郭瑞嵩
史欽泰
黃博治
劉俊杰
費宗澄
葉明峯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

電機 / 資訊 / 通訊領域

總召集人

機械 / 能源 / 環境領域

化工 / 材料

生醫 / 農業

領域

領域
員

人文類(遴選)－
社會服務類〈教育貢獻獎〉
員

現職

017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

得獎人名錄

頒 獎 典 禮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得獎人名錄
類 別．Cetegory

姓 名．Name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許健平 博士

Information

Dr. Jang-Ping Sheu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賴炎生 博士
Dr. Yen-Shin Lai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nergy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林財富 博士
Dr. Tsair-Fuh Lin

化工 / 材料科技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Technology

賴志煌 博士
Dr. Chih-Huang Lai

類 別．Cetegory

姓 名．Name

評 語．Description
長期深耕無線網路與行動計算研究，發表多篇開創性的論文，協助
國內企業開發關鍵性技術，提升產品競爭力，榮獲多項學術及專業
合作獎項，貢獻卓著。
Dr. Sheu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wireless networking and
mobile computing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published
many groundbreaking papers. He assists enterprises to develop key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Dr. Sheu has won
numerous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wards 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致力於節能應用之高效率能源轉換器及高性能伺服驅動器研究逾
三十年，藉由技術諮詢、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協助國內外企業解
決實務問題，學術成就享譽國際，貢獻卓著。
Professor Yen-Shin Lai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verter for energy saving, high efficient power converters and
high performance servo drive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e is with
goo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the related field. His
contributions to problem solving oriented research and valueadded impact to the industry are revealed by serving as consultant,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化工 / 材料科技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Technology

長期投入薄膜材料研究，融合材料與製程之研發，在高密度磁性記
憶體、磁感測器及薄膜太陽電池的論文與專利皆領先國際，成果技
轉國內外領導廠商，績效卓著。
Renowned for the thin-ﬁl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ith innovation
of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especially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highdensity magnetic memory, sensors and solar cells. Accomplished
important technology transfers to leading companie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人文類 - 社會服務類
< 教育貢獻獎 >
Humanities - Social Service
<Education Contribution>

評 語．Description

劉如熹 博士
Dr. Ru-Shi Liu

以合成、配方、分析之核心技術，應用於高效率發光二極體、鋰電池
與能源領域，研究之論文、專利與產業合作皆有豐碩成果，是國內外
學術與實務皆傑出之知名無機材料化學家。
Based on the core technologies of synthesis, formulation, and analysis, it is
applied in the ﬁeld of high-eﬃciency light-emitting diodes, lithium batteries,
and energy. The research papers, patents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t is a well-known inorganic material with outstanding
academic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chemist.

徐善慧 博士
Dr. Shan-Hui Hsu

將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醫材應用到神經修復、幹細胞的幹性與 3D 列印
組織工程上。多項專利都已經成功技轉，研究團隊成立新創生技公
司，對生技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macromolecular biomedical materials to nerve
repair and 3D printing with stem cells. Transferring technologies and
multiple patents to industry. Starting up bioengineering companies with
the research team.

羅竹芳 博士
Dr. Chu-Fang Lo

在蝦類白點病 (WSD) 及急性肝腺壞死症 (AHPND) 之發病機制研究
表現傑出。亦將白點病毒及引起 AHPND 的弧菌檢測技術研究成果，
成功技轉國內海洋科技業界，在蝦類養殖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Dr. Lo's research on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s of White Spot Disease
(WSD) and Acute Hepatopancreatic Necrosis Disease (AHPND) has been
outstanding. In addition, her transfer and licensing of detection technology
to GeneReach has led to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diagnostic kits
that have been of tremendous beneﬁt to the marin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he shrimp aquaculture industry.

田 園 先生
Mr. Tien Yuan

以實際行動與奉獻的精神，長期耕耘偏鄉科學教育、帶動偏鄉教師
重視教學方法，及提振教師教學使命與熱忱，對於普及台灣偏鄉的
科學教育貢獻卓著。
With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and practical actions, Mr. Tien Yuan is
devoted to the science education in rural area. His restless dedication has
motivated more and more teachers to improve teaching skill with passion.
For the widespread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rural area of Taiwan, Mr.
Tien's contribution deserves public recognition and aﬃrmation.

生醫 / 農業科技
Biomedical Scienc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致力於有害藻類監測與水處理研究，技術應用於亞、美及澳洲等
地，居世界領先地位，對台灣環工教育與科研、產業發展、水質安
全、學術外交及海外技術輸出等，貢獻卓著。
Dedicated to research on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harmful algae
in drinking water systems, with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Asia, US, and Australia. Contributed greatly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ter
quality and safety,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echnology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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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廖俊智 院長
Dr. James C. Liao

廖俊智院長，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麥迪生校區化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先後任職紐約羅徹斯特柯達
公司生命科學實驗室、德州農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等。
2016 年 6 月 21 日受 總統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第十一任院長。就任
中研院院長前任職於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系
以及生物工程系等兩系主任。長期從事代謝系統改造、合成生物
學、系統生物學及微生物合成等基礎前瞻科學研究。廖院長過去
雖然長期旅美，卻相當關注臺灣學術研究與環境永續發展。
廖院長研究成果斐然，學術聲望崇隆，屢獲國際重要研究獎
項，包括美國環保署綠色化學學術組總統獎、美國白宮再生能源
創新獎、義大利總統頒授 ENI 再生能源獎，並獲選為美國國家工
程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發明家學院院士，及中
央研究院院士。廖院長研究領域橫跨工程、生物、化學及醫學等，
為國際知名的傑出科學家，將為臺灣在綠能、生物及化學工程領
域帶來更大的能量，以及更國際化。
Professor Liao received his B.S. degree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Ph.D. fro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After
working as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Eastman Kodak Company, Rochester,
NY, he started his academic career at Texas A&M University in 1990
and moved t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in 1997. He has
served as President of Academia Sinica in Taiwan since June 2016.
Professor Liao is an elected Member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Academician of

Academia Sinica in Taiwan. He also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microorganisms to produce next generation biofuels and to

and recognition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ial Green Chemistry

study the obesity problem in human. Dr. Liao and his team also

Challenge Award, the White House "Champion of Change" for

develop mathematical tools for investigating metabolism and

innovations in renewable energy, the ENI Renewable Energy Prize

guiding engineering design. Currently, their main projects include

bestowed by the President of Italy, and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teins and biochemical pathways for CO2 fixation

Sciences Award for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production of fuels and chemical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use

Hi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metabolism, including its
biochemistry, regulation and redesign. He uses metabolic
engineering, synthetic biology, and systems biology to construct

biochemical methods to replace petroleum processing and to treat
metabol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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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黃茂雄 會長
Chairman M. H. Huang

學歷

Education

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學士（五十一年）

・Bachelor of Arts in Economics, Keio University, Japan (1962)

美國賓州大學經濟學碩士（五十三年）

・Master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4)

長榮大學榮譽管理學博士學位（九十五年）

・Honorary Doctor of College of management, The Chang June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學院榮譽博士學位（一○六年）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名譽管理學院博士學位（一○六年）

Christian University (2006)
・Honorary Doctor of school of Hospitality Managment, The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主要職位 ( 現任 )

(2017)
・Honorary Doctor of College of management, The National

東元集團

會長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榮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臺灣印度經貿協會

榮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東亞經濟協會

理事長

Major Positions

臺灣土耳其經貿協會

理事長

・Chairman, TECO Group (TECO)

世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Honorary Chairman,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ustry

樂雅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常務董事

・Honorary Chairman, Taiwan India Business Association

行政院「產學諮詢會」

副召集人

・Chairman, Chinese East Asia Economic Associatio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 Commerce, Taiwan (CNAIC)

・Chairman, Taiwan-India Business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the Board, Century Development Co., Ltd.
・Chairman, Taiwan-Turkey Bussiness Association
・Advisor without Portfolio of Executive Yuan

022

023

科技類獎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人生就像騎單車，想保持平衡，你必須向前邁進
Life is like riding a bicycle.
To keep your balance, you must keep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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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許健平

評審評語

先生

長期深耕無線網路與行動計算研究，發表多篇開創性的

Jang-Ping Sheu．60 歲（1959 年 4 月）

論文，協助國內企業開發關鍵性技術，提升產品競爭力，
榮獲多項學術及專業合作獎項，貢獻卓著。
Dr. Sheu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wireless networking
and mobile computing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and

學歷

has published many groundbreaking papers. He assists

國立清華大學

計算機管理決策研究所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計算機管理決策研究所

碩士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Dr. Sheu has won numerous

私立淡江大學

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

學士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wards 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enterprises to develop key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

contributions.

現任
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講座教授

得獎感言

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榮獲『東元獎』對從事研究的學者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得獎固然是榮譽，但也是驅使研究學者更加努力的原動
力。能獲得此獎首先要感謝歷年來跟我一起從事研究的

曾任
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副院長

清華大學電腦與通訊科技研發中心

主任

中央大學

特聘教授

中央大學計算機中心

主任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

主任

學生及合作的同仁，其次也要謝謝清華大學優良的學風
及良好的研究環境，我也要感謝在求學時期認真教學與
研究的師長，最後也要感謝內人的體諒與支持。未來，
我期許自己能做更多具產業效應的研究，讓研發成果能
為社會及國家所用，展現學術研究的應用價值。

029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30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庶民思維，洞燭機先－數位世界的實踐者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用「大器晚成」形容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可是許健平最早並不是讀電腦或資訊，大學畢業以前，

習範圍越來越廣，攻讀研究所根本沒有範圍，沒辦法特地準

許健平頗為貼切！到清華大學攻讀碩士之前，從小學到大

功課更非名列前茅。他是老台北人，小時候住在赤峰街、靠

備。」許健平提及，讀大學的空堂常在圖書館看書，包括《李

學念的都不是傳統名校，直到大學從建築學系轉到電子計

近寧夏夜市一帶，家裡開藥房，那時候當地還是「打鐵街」。

敖大全集》、金庸或古龍等人的武俠小說、散文、文學等等

算機科學學系之後，潛能才逐漸發揮出來。從碩博士到連

許健平說他從小到大的功課都只能算是普通，沒有很認真、

什麼書都看，大量閱讀也讓他更能獨立思考。

續三屆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現改制為科技部）研究傑出

也不曉得怎麼念書，每天都是晚上八點就上床睡覺。初中讀

大學畢業後，許健平沒有直接就業。當時想著要先去當

獎，學術研究進程幾乎是完美的無縫接軌。最難得的是，

台北縣（新北市）私立及人中學，高中聯考也沒考好，跑去

兵，還是繼續讀研究所，他覺得有碩士學歷比較容易找工作，

研究論文屢屢被國外教科書引用，更積極投入產學合作研

讀私立延平中學。大學聯考錄取淡江大學建築學系，「我當

不過沒想過要出國留學，就跟著同學報考國內大學的研究所。

究，主動走出學術無塵室，協助推動台灣資通訊產業發展。

時的想法是，做建築收入不錯，而且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因為考試沒有固定範圍，「這個時候喜歡思考的習慣，就變

不但是國內無線網路研究先驅，他研發的無線感測器平台

然而才開學一個禮拜，許健平就發現自己根本不適合建

成我的強項，研究所考試就比較容易脫穎而出。」許健平習

曾技轉給四家業者，也提供台成清交等超過二十所大學研

築系。當時上素描課畫人像，但他根本不會看光影，只會拿

以為常的說，他不需要特別找個地方靜下心思考，「有時候

究團隊使用。目前也與美國高通、鴻海及台達電等國際級

筆一直塗黑。就在心裡盤算著「只要不用畫畫、跟理工有關，

吃飯會想、睡覺前也會想、無時無刻都在想，直到現在我還

科技公司合作，全力投入 5G 網路與工業物聯網研究與應

我什麼都可以念！」發現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缺額非常多，

是喜歡思考未來可能會怎麼樣？」

用，充分掌握前瞻科技發展趨勢，緊扣產業發展脈動。就

就轉系過去，「其實我大學選擇科系跟興趣沒有關係」。許

如同他毫不諱言自己跟你我一樣，也喜歡追著看韓劇和大

健平說，到大二以前，都很佩服某些同學「怎麼那麼會考、

陸宮鬥劇，研究和生活都很庶民！

成績那麼好，怎麼讀都讀不過他們？」後來他才了解，自己
很討厭背東西，推導完公式覺得懂了就不理它。但考試當場

慢啼的大格雞 討厭背多分
不到二十八歲就拿到博士學位後，許健平馬上被中央大

推導公式很花時間，幾乎每次都寫不完，工程數學只考四、
五十分，背公式的同學一下子就寫出來。

學延攬。任教六年後，從三十四歲開始連續三屆獲得國科會
研究傑出獎；這個獎每屆得主不到百人，當時規定每次獎助

大量閱讀 累積思辨素養

兩年，每年獎助費三十萬元，獲獎機率低於千分之一，每人

不過許健平的大學成績像是「倒吃甘蔗」越讀越好。

最多獎助三屆。他卻連拿三屆，三十九歲就領到傑出研究獎

大三以後，很多東西沒辦法靠記憶，因為他平常習慣思考，

「畢業證書」。許健平笑說，「年輕總是比較有研究熱忱嘛！」

就比較容易解出問題；大四畢業前最後一學期，終於他拿到

但別看他說得輕鬆，無論是拿到博士或傑出研究獎，應該都

書卷獎。「直覺性的解題，除非是天才，不然根本不能算真

是中央大學最年輕的紀錄。

正懂，所以有些人學歷越高、成績越差。到了大學以後，學

• 無線感測器平台 Octopu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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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進研究所的許健平確實如魚得水，清華大學計算機管
理決策研究所碩士畢業那年，博士班剛成立，指導教授鼓勵

工作讓不同電腦分工執行；平行處理和分散式系統也可以結

到了，或啟動自動澆水設施。光寶科技最近在清華校園推動

測器，登入平台就查詢校園空氣品質和溫度高低等「微氣象」

合，就像攝影也可以派多台機器、多角度攝影。

智慧路燈研究計畫。「未來的高科技城市，幾乎什麼都地下

資訊，甚至裝照相機感測器就可以開放查詢路邊停車格空位
數量或取締違規停車。

大家留下來繼續念，他就成為博士班「黃埔一期」。當時台

大師開講果然是淺顯易懂。許健平投入學術研究初期，

化，但是路燈沒辦法地下化，在現代化都市扮演重要角色！」

灣非常缺博士，早期資訊相關系所教師都是讀電機、數學出

電腦剛開始蓬勃發展，有些領域如天文物理需要的運算量非

許健平在路燈桿柱裝設溫濕度、PM2.5、風力和雨量計等感

身，真正專攻電腦的博士沒幾個。許健平雖是國內最早研究

常大，平行處理技術也跟著發展成為顯學。可是卻碰到價格

「平行編譯器」的學者，也發表開創性的研究成果，但一般

太高的瓶頸，很多做平行處理的公司陸續倒閉，相關領域研

人對什麼是「平行編譯器」還是有聽沒有懂。他看到採訪團

究跟著逐漸沒落，他就投入行動通訊研究發展。談到不同階

隊迷濛的眼神，「教授魂」即刻上身當場開講。

段研究重心的轉換，許健平講得眉飛色舞，面對資通訊科技
日新月異，一個浪頭沒有站穩就會被洪流淹沒的壓力，對他

掌握全球科技浪潮樂當庶民科學家

而言，似乎是從不曾存在的問題。「第一代行動電話叫『黑

「假設一個記者一天內要訪問八個人，一個一個問很辛

金剛』、『大哥大』，體積大又重，藝人余天還自爆曾用它

苦。雖然可以找八個記者分頭訪問，但併稿時會面臨每個人

制伏醉漢。」許健平笑談風生的細數資訊科技應用在不同年

訪問和寫稿風格不同的問題。」許健平不但幫我們做機會教

代衍生的八卦趣聞，展現他特有的庶民科學家風格，遊刃有

育，更讓我們當場見識他因材施教的功力。「不過，這事讓

餘的接受新科技浪潮挑戰。

電腦執行就沒問題，就像 CPU（中央處理品）的『四核心』，

隨著行動通訊快速走紅，許健平掌握機先在 2005 年投入

四個負責計算的區塊可以同時作業。平行編譯器負責對電腦

無線感測器研究，發展到現在就是目前全球最夯的「物聯網」

下指令，讓許多運算單元同時啟動做事。」至於他早期的研

概念。例如在家裡培養的盆花，裝置溫濕度感測器，就可以

究「分散式系統」，就像是有人寫稿、有人攝影，切成不同

偵測到什麼時候該澆水？再透過無線網路提醒主人澆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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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究入世 期待台灣引領產業風潮

愛就是陪太太追劇 樂觀攀越研究頂峰

調到中大當秘書，結果我又跳槽到清華，天天中壢到新竹兩

被推崇為國內資通訊研究先驅的許健平，偶爾也

許健平不但廣泛閱讀，政治、經濟、社會什麼都看，偶

有英雄無以用武的落寞。「台灣很多領先全球的前瞻

爾也會陪太太看韓劇和宮鬥劇，還會上網看 PTT 八卦板、政

科技研究，因國內市場太小而無法商品化，反觀中國

治黑特板。「我很好動，不是一心一意完全沈浸在研究裡的

求學過程不算太順利的許健平，總是認為「船到橋頭自

的技術不見得比得上台灣，但每個學校布建幾百個就

人，反而希望更了解現在的人在做什麼。」許健平笑說，為

然直」，巧的是每次碰到難題，也總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不得了，很多企業都靠內需市場崛起。台灣沒有市場，

什麼很多人都被騙、人家講什麼就盲目跟隨？就是因為不會

但他強調，「這並不是消極，而是抱持樂觀，凡事只要努力，

就不會精進研發，單靠一個教授帶幾個學生，沒有辦

獨立思考，應該多看、多聽，增廣見聞。陪太太追劇，更是

對於收穫不用太執著，船到橋頭、盡其在我，只要沒有走歪

法壯大。」許健平強調，台灣產業不同於美國，很多

感謝另一半的具體行動。「我在哪裡工作，她就跟著搬到哪

掉，一直往前走，自然會走到目的地。就像爬山過程總會上

產業都仰賴代工，除了幾家大公司以外，多數都不重

裡，每天趕車通勤，早出晚歸，從不喊苦。」他在中大教書時，

上下下，也可能迂迴前進，但只要目標確定，絕對可以攀峰

視研發；其次是教授因發表論文、升等壓力，多數對

太太在內政部上班，每天搭車往返台北中壢；「她為了我請

攻頂」。

產學合作意興闌珊。「我算很幸運，較早升上教授，
沒有後顧之憂。」許健平從不排斥做個落入凡間精靈，
比較務實做些跟產業有關的研究，「就算無法發表論
文，只要有廠商願意研發，對他們有幫助，我都願意
做。」
學術研究可以做理論與應用並行不悖，許健平謙
稱，有時候是機運，更要感謝學生。「我收學生的要
求是，一定要會寫程式！研究感測器時，剛好碰到會
寫程式又能做硬體的學生，剛好在關鍵的路口碰到可
以幫我的關鍵學生。」在求學時代不喜歡背誦東西，
當然也不會考「背多分」的問題，出題就是要測驗學
生思考與對應能力。喜歡看偵探小說的他，經常提醒
學生要大量閱讀，加強邏輯推演能力，「做研究不可
能從天上掉下題目到你的桌上，」大量閱讀才會有研
究靈感。

• 全家福攝於 2009 年維也納熊布朗宮

邊跑。」更窩心的是，太太每天早上都會親手幫他準備水果，
讓他帶到學校當做午餐飯後水果，數十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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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成就歷程

計畫，以跨領域的方式帶領二十多位具教育、心理或資訊專

清、交、成大、中央、等二十所以上大學研究團隊使用。此

『東元獎』是鼓勵人文創作與科技創新的重要獎項，

許教授取得博士學位後於 1987 年 2 月任教於中央大學，

長的教授，從事『未來教室』計畫的研究，在此一計畫中獲

平台技轉給業界外，也被國科會指定為「無線感測器網路整

由於此一獎項的鼓勵，讓國內的科技研究受到社會更多的

並在 2007 年 8 月轉任至清華大學。從 1987 年〜 1998 年主要

得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因此獲邀擔任 2003 年〜 2005 年『數

合應用研究」的專用平台。目前也與美國高通、光寶、鴻海

注目，同時也鼓舞許多默默為科技研究及產業發展而貢獻

是從事『平行處理與分散式系統』方面的研究，是國內最早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與基礎研究組的召集人，負責

及台達電等科技公司從事產學合作。許教授曾於 2012 年榮獲

心力的研究人員。『東元獎』亦設有人文類獎，以獎勵國

從事平行編譯器研究的學者。此一研究主要是將循序程式編

推動數位學習科技研究與產業的發展。

清華大學產學績優獎。許教授與三位教授合編的兩門無線感

內對於人文或藝術發展有特殊成就及貢獻的傑出人士。此

譯成可以平行執行的程式，由於許教授在此一領域傑出的表

許教授除論文發表外，也積極從事產學合作，其在 2005

一獎項從成立至今不但建立良好的公益形象，也是國內科

現，於 1993 年〜 1997 年連續三次獲得國科會研究傑出獎。

年設計的無線感測器硬體平台 Octopus 系列，技轉給四家業

技及人文菁英希望獲得的榮譽。個人期許『東元獎』除了

許教授於 1998 年開始從事無線網路與行動計算領域的研究，

者，曾是國內大學使用最多的無線感測器平台，並提供給台、

能增進社會對於人文、藝術與科技發展的重視，也希望能

並有許多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是國內在此一研究領域的先驅。

促成科技菁英與人文菁英的對話與互動，讓現代人習慣於

因許教授在無線網路與平行處理方面傑出的貢獻，在 2009 年

人文與科技並行的思考，以培養普遍關愛弱勢族群、造福

獲得 IEEE Fellow 的殊榮。許教授也積極推動跨領域方面的

人類及有同理心的文明人。

研究，在 2000 年〜 2004 年執行教育部有關學習科技的卓越

測網路方面的課程教材，也分別於 2011 年及 2013 年榮獲教
育部編寫教材特優獎及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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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因許教授在專業領域上傑出的表現，曾連續三次榮獲國

許教授至今已發表 250 篇以上論文於國際著名期刊及國

科會傑出研究獎 (1993、1995、1997)、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

際會議上，其國際會議論文中有五篇文章，被大會選為最佳

獎 (1999、2002)、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2003)、

論文，七篇發表在國際會議的文章，被推薦收錄到國際期刊

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2005)、中華民國資訊學會李國鼎

中。許教授也受邀與國外多位著名學者，合作撰寫一本有關

穿石獎 (2007)、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有庠科技講座 (2009)、

平行編譯的專書，及六本有關無線網路及行動計算方面的專

潘文淵文教基金會潘文淵研究傑出獎 (2014)、教育部學術獎

書，也有多篇文章被國外教科書引用，或選為課後閱讀教材。

(2016)、資訊學會資訊獎章 (2017)、及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

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二十一篇文章被引用超過百次，其中有

元獎 (2019) 等。

五篇文章，被引用五百次以上，以上這些文章在無線網路領

許教授過去三十多年來，為國內資訊領域培養了許多優

域方面都有很高的影響力，也是國內在此領域被高引用率的

秀人才，且其所有研究成果皆在國內完成，是國際上行動計

文章。以 Google Scholar 資料庫統計，許教授所發表的文章

算與平行處理方面的知名學者，對提昇我國資、通訊領域在

被引用約一萬五千次。

國際的聲望有很大的貢獻，是國內極少數能在學術研究、教

在產學合作方面，其設計的無線感測器硬體平台 Octopus

育與產業應用方面，都有傑出貢獻的學者。

系列，已被大量運用於智慧家庭、空氣品質監測、天然災害
預警、及東方果實蠅的生態研究上。此一平台同時也被許多

研究展望

公、私立大學，使用在嵌入式系統及微處理機的教學應用上。

許教授歷年來除了在教學及學術研究方面有許多重要的

國內許多大學團隊也使用此平台，參加各種競賽並獲得許多

貢獻外，在產學合作方面也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尤其近年來

獎項。除此之外，許教授也執行許多產學合作案，目前與光

在智慧路燈應用方面，幫助廠商克服許多技術難題，並實際

寶科技公司從事校園智慧路燈產學案，已於 107 年 9 月在清

布建智慧路燈於清大校園。未來將持續投入在無線通訊及物

大校園布屬八盞智慧路燈，並成功運轉至今，此八盞智慧路

聯網應用技術之研發，並經由產學合作模式，將研發成果落

燈，除了可以智慧燈控節省 80% 以上電力消耗外，並可以從

實於產業界，冀望能對於台灣資通訊產業之發展，盡一己棉

事環境偵測如溫溼度、PM2.5、風力、雨量、水質等偵測，

薄之力。

也可以提供校園無線網路應用及利用互動式電子屏幕提供校
園重要資訊。未來也將提供校園停車、車流控制、交通違規
偵測等用途。目前也與美國高通、鴻海及台達電等國際級科
技公司合作，從事 5G 網路、智慧鞋墊及工業物聯網的研究
與應用。2016 年以『智慧腳踏車』作品參加台北國際發明暨
技術交易展，獲選科技部六大技術亮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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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research achievements, Professor Sheu is a three-time winner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NSC also makes the Octopus available

Qualcomm, Lite-On, Foxconn, and Delta. Professor Sheu received

The "TECO Award" is an important award to encourage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for research use to more than 2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Academia-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Merit Award from NTHU

humanities creatio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novation. Thanks

(1993, 1995 and 1997). Professor Sheu started to explore the

Taiwan, including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in 2012.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wo wireless sensing networks

to the encouragement of this award,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ﬁeld of Wireless Networking and Mobile Computing in 1998. His

Tsinghua University,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ational

courses jointly edited by Professor Sheu and three professor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search in this particular ﬁeld has yielded trailblazing results, and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t

were also awarded the First and Second Prizes by the Ministry of

encouraged many researchers who have quietly contributed

he is, therefore, proper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is

present, he also cooperates with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such as

Education in 2011 and 2013, respectively.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ﬁeld of research in Taiwan. Because of his eminent contribution

The "TECO Award" also has a humanities award to recognize

to the fields of parallel processing and wireless networking, he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who have made special achievements and

received the honor of IEEE Fellow. Professor Sheu also actively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or the arts. This

participat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e was a Co-PI of

award has not only established a good reputation but also was th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Learning Technology Excellence

honor that scientists and humanities hope to obtain. Personally, the

Plans between 2000 and 2004.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ECO Award" not only enhances the society's emphasis on the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was conducted by 20 Profess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rt,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hopes to

fields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elites and

from seven universities under his leadership to study "Future

humanistic elites. Let people get used to thinking in parallel with

Classroom." Many important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humanities and science to cultivate civilized people who generally

in this project. Between 2003 and 2005, Professor Sheu served in

care for a vulnerable group, beneﬁt humanity, and empathy.

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E-Learning in Taiwan as the leader of
the Technical and Basic Research group. H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fter receiving his Ph. D, Professor Sheu joined the faculty

promot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arning industry.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CU) in February 1987 and

In addition to the academic publication, Professor Sheu is

transferred to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THU) in 2007.

also actively engaged in academia-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In

In his first decade, Professor Sheu's research primarily centered

2005, Professor Sheu had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he wireless

on "parallel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He is known

sensor node "Octopus" to four manufacturers in the ICT industries

as the pioneer researcher in the field of parallel compilers. This

for commercial use. The Octopus platform enjoys prevalent use

research is mainly to compile the sequential program into a

at th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NSC designates the Octopus as the

program that can be executed in parallel. Since his outstanding

oﬃcial platform for "research in the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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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until now. The eight smart poles can save more than 80% of power

have earned him world renown. He is indeed a well-respected

and academic research, Professor Sheu also has many research

Professor Sheu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50 papers in

consumption, and can also perform environmental monitor such

scholar of parallel processing and mobile computing in the

achievements in academia-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over the year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Five of his

a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PM2.5, wind, rainfall, water quality,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growth and

In recent years, Prof. Sheu has helped the Lite-On company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ere selected

etc. It can also provide campus wireless network applications

advancement of Taiwan's ICT industries and their reputation. As

to overcome many technical problems of the smart poles and

as the best papers by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Besides, seven

and support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mpus with an

his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Professor Sheu excels not only in

built the smart poles on the campus of NTHU. In the future,

papers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ave further

interactive electronic screen. In the future, it will also provide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in the practical

Prof. Sheu will be ful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ireless

been invited to publish in well-respec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campus parking, traﬃc control, traﬃc violation detection, etc. Dr.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developed in the academia; indeed, he

networking and IoT technologies, and through the academia-

Professor Sheu, at the invitation of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heu is also working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such as

is one of the limited few who is highly inﬂuential in these three

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model to impl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cholars, has co-authored a book on parallel processing as well as

Qualcomm, Foxconn, and Delta to research for 5G, smart insoles,

interrelated ﬁelds in Taiwan.

in the industry. Dr. Sheu hopes that he can do his best to make

six books on wireless networks and mobile computing. His articles

and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oTs). In 2016, his Smart Bike

have been widely quoted by textbooks abroad and have been

project participated in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and

selected by various textbooks as supplemental teaching materials.

Technology Trade Show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six major

In academic research, 21 of his articles have been cited more

technical highlights from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n 100 times, and ﬁve of them have been cited over 500 times.

Professor Sheu's accomplishments have earned him the

The above articles are highly influential in the field of wireles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CS)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networking technology and highly cited in academic research.

three times (1993, 1995 and 1997), the NCS Distinguished

A search on Google Scholar reveals that articles published by

Research Fellow Award twice (1999, 2002), the Outstanding

Professor Sheu have been cited about 15,000 times.

Engineering Faculty Award by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In terms of academia-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the Octopus

in 2003, the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ward by the NCS

platform has been widely used across many ﬁelds, including home

in 2005, the K.T. Li Breakthrough Award by th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air quality monitoring, natural disaster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 Computing Machinery in 2007, the IEEE Fellow

systems, as well as Oriental fruit fly ecological studies. Many

and the Y. Z. Hsu Technology Lectureship Award in 2009, the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use the Octopus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by the Pan Wen Yuan Foundation in

platform as the platforms of embedded system and microprocessor.

2014, the Academic Award in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ny academic competition teams in Taiwan have embraced

in 2016, the Medal of Honor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the use of the Octopus platform at various academic or indu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Machinery in 2017, and TECO

sponsored competitions and won awards. Besides, Professor Sheu

Technology Foundation's TECO award in 2019.

has many academia-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s. Prof. Sheu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Professor Sheu has nurtured

cooperated with Lite-On to deploy eight smart poles on the NTHU

countless talents for the ICT industries. All of Professor Sheu's

campus on September 2018 and has been running successfully

researches were conducted in Taiwan, and his research finding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ICT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Aside from many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eaching
•2009 年與畢業博士班生合影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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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科技部計劃案成果：高頻寬 SiC-Based 伺服驅動器

賴炎生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致力於節能應用之高效率能源轉換器及高性能伺服驅動

感謝「東元獎」評審委員的肯定！尤其是在家父往生沒多

器研究逾三十年，藉由技術諮詢、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

久之後，得到獲獎通知，對家母及我家人的安慰與鼓舞，

協助國內外企業解決實務問題，學術成就享譽國際，貢

尤甚任何獎項！古云：「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與

獻卓著。

「得之於人者多，出之於己者少。」。在此，感謝教導我

Professor Yen-Shin Lai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的老師與指導教授，從他們身上受到啟蒙與學到「實事求

博士

development of inverter for energy saving, high efficient

是、與時俱進」的精神。

碩士

power converters and high performance servo drives

我總認為教書是一份很棒的職業，因為有人付錢讓教授來

畢業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e is with good national and

追求知識與創造知識。因此，此項榮譽更屬於與我一起從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the related ﬁeld. His contributions

事研究的歷屆學生們；顯然，你們並沒有認同我的觀點，

to problem solving oriented research and value-added

因為你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從事教職，或許你們看到我長年

先生

Yen-Shin Lai．57 歲（1962 年 6 月）
學歷
英國英格蘭 BRISTOL 大學
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工專

電機電子工程系

電子工程組

電機工程科五年制

現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

impact to the industry are revealed by serving as consultant,

不符合勞基法的工作時數，然而，你們的貢獻的確成就了

群光北科研發中心

主任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and

這份獎項與榮譽！ 謝謝你們！

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

理事長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我喜歡哼哼唱唱，沉浸於優美弦律之外，歌詞意境往往訴
說著內心未能盡說之情境！最後，如「浪子回頭」歌詞所

曾任

說：「有一天，咱都老，帶某子逗陣」，謹將此份喜悅與

科技部電力學門

召集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特聘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系主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教授、副教授及講師

我的媽媽、內人和三個兒女分享，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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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聚焦於解決問題—執著自信的黑手教授
「馬達驅動世界，但馬達驅動器驅動馬達」（Motor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教授。

營區，民國六○年代是出了名「打得很兇、高升學率」的私

drives the world, but motor drives drive the

在嘉義縣水上鄉長大的賴炎生，有個歡樂且無拘無束的

立學校，「念那裡的學生皮要很厚，因為家長都會準備整把

motor）。如果要描述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講座教授賴炎生

童年。老家後面就是嘉南大圳，賴炎生經常跑到圳底抓魚摸

藤條給老師，並請拜託說盡量打沒關係！畢業後有次遇見昔

研究的重要性，這句話應該是最佳的註解，他的研究是驅

蝦，邊抓邊想課本上說偉人都是在童年看到魚逆流而上，因

日國中老師，我還是打心底覺得害怕。」

動動能起源的馬達驅動器。畢生投入馬達驅動器、節能變

而得到啟發奮鬥向上，「可是我看見圳底魚時，只想捕捉來

國中畢業，賴炎生同時考上台南一中和臺北工專（現為

頻器及電源轉換器等技術研發，熱愛教學與解決問題的賴

吃！」賴炎生打趣說，「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會經常在放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但他全心想著畢業後趕緊工作賺錢、

炎生，透過產學合作和業界共同解決機電產業面臨的問

後就跑去打棒球，冒著回家可能被媽媽『竹筍炒肉絲』（挨

分擔家計，決定「棄文從武」選擇被大家認為畢業就要當「黑

題，也讓消費者有更安靜節能的變頻家電可以使用。出身

揍）的風險。」父母親並不是傳統家庭的「嚴父慈母」，而

手」的臺北工專。「選擇電機科也沒什麼特別的原因，我不

技職體系養成的務實嚴謹個性，讓他的研究不只是放在架

是「慈父嚴母」。爸爸對他的功課要求比較順其自然；反而

曉得自己對這個領域有沒有興趣。」儘管英雄不怕出身低，

上的論文，更轉化為五十餘項馬達驅動與電源轉換器控制

是媽媽管教嚴格，她身材雖然嬌小，打起人來力氣卻實足。

但賴炎生解釋在臺北工專會這麼拚，因為前三名可以拿到減

相關發明專利，提供更高效與更環保的能源轉換，為我國

或許是生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母親沒念過書也不識字、一

免學雜費的獎學金。「其實早期會念臺北工專的人，都是家

產業升級加值作出卓越貢獻。

輩子種田，因此，特別注重孩子的教育。

境比較清寒的學生。我們班有一個同學是『非庶民』，我聽
廣播學英語的收音機，還是他慷慨借給我的，我們也因此變

非典型教授 種田養豬樣樣行

嚴師出高徒 棄文從武扛家計

「你知道嗎？曾經有學生寫謝卡跟我說，『你是我碰過

「小學一、二年級，我不算是會念書的小孩，三、四年

最認真的老師。』但我從頭到尾都不敢告訴他，『我教你的

級功課才開始比較好。」兒時家裡窮，爸媽種甘蔗、稻米養

這門課，連我自己當年都沒修過！』」別看他平常不說話的

家，也養豬補貼家用。賴炎生除了課餘幫忙種田，每天還要

時候，總是滿臉嚴肅、讓人好想敬而遠之；沒想到他開口講

負責幫忙洗豬舍，不過家人還是期待他好好讀書，將來找個

話，卻是妙語如珠、幽默感十足，用很認真的表情讓大家笑

好工作，不要再辛苦種田，看天吃飯。「爸爸很少跟我講話，

聲連連，這就是賴炎生。除了認真嚴肅與幽默樂觀並存，還

我都是從別人那裡聽說：『你老爸足器重你，麥乎伊漏氣！』

可以在他身上同時看到「開放彈性的人本主義」跟「嚴謹堅

從來沒親口跟我說過他對我的期待。」賴炎生回憶，「國中

持的高自我要求」兩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即使已過天命之年，

二年級，爸媽用種甘蔗一年的收成，讓我轉學到興國中學，

卻有著年輕熱情的心志與朝氣蓬勃的臉龐，完全是「非典型」

因為我是家裡面最會唸書的小孩。」興國中學位於台南市新

成莫逆之交。直到我領了獎學金，才自己花錢買台收音機，
到現在都還留著。」
• 技轉案例之馬達驅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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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跑道再進修 不捧鐵飯碗

便跟他說：「沒關係，你可以邊念書邊在這邊兼職。」不過

滿腦子想著畢業就要工作賺錢的賴炎生，專科四年級就

賴炎生最後仍選擇辭職、專心當學生，「因為我覺得如果不

通過電子工程類普考，畢業當年又順利取得電機工程類高考，

趁著年輕讀書，可能以後就沒機會了，但工作機會一輩子可

但他真正開始對電機產生興趣想認真鑽研，其實是在出社會

以有很多！」但當年五專畢業，沒有大學學位，用同等學力

工作之後。預官退伍後，被分發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再轉

考研究所難上加難，更何況賴炎生還從電機轉到電子領域，

調經濟部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捧著人人羨慕的鐵飯碗，

在報考台灣工業技術學院（現為臺灣科技大學）口試階段，

但賴炎生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公家機關，因為「太安穩了，年

歷經整整二十分鐘的「拷問」才過關。也因自己的親身經歷，

輕人不該如此，這也不是我的風格。」開始在下班後到大學

賴炎生對於有意轉換領域的年輕人都鼓勵他們應該勇於嘗

旁聽，漸漸萌生念研究所的念頭。

試，把握任何可以讓自己更拓展視野的機會，避免自我縮限。

當時的主管對賴炎生相當照顧，知道他想再進修念書，
• 田園與親子之樂：一生辛勞的媽媽與我

• 閱讀與沉思之樂：逾四十年前，以獎學金購得的收音機長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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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家赴英攻博士 被諷像逃難
取得碩士學位後，賴炎生再度挑戰職場，到中央研究院
應徵並順利錄取，但剛報到時就碰到熟識的老師告訴他：「細

航空公司的人開玩笑說：哇，你讓我想到我爸媽當年從大陸
撤退來台的狀況！」賴炎生談起這段往事忍不住調侃自己當
年的景況有點狼狽。

姨（小老婆）打不過大某（大老婆）生的」，勸他再考慮、
考慮，暗示中研院以台清交成等頂尖大學為主流，技職體系

治學嚴謹 一輩子專注一個領域

在台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很難嶄露頭角。賴炎生心想有道理，

被問到當年多數留學生都選擇到美國深造，他為何前

就回母校臺北工專擔任講師，沒想到又被笑說：「連國語都

往英國？賴炎生說自己是被英國人務實又嚴謹的特質給「煞

講不好怎麼教書？」回想有一次上課，「我雖然很認真備課，

到」！「英國 1864 年在布里斯托建造的懸吊鐵橋克利夫頓吊

還是覺得準備尚未充分、不敢上台，只好跟同事調課，請他

橋，經過百餘年還是可以通車；但在台灣，可能蓋超過三十

換到早上的課，讓我多準備一點，下午再去上課。」

年就叫做危橋了。我的指導教授 Sidney R. Bowes（席德尼．

然而當他逐漸駕輕就熟，在課堂上侃侃而談，又發現碩

鮑斯），治學嚴謹。人家發表一篇 IEEE（電機電子工程師學

士學歷已經不夠用。「學歷是會貶值的，曾幾何時，新進的

會）期刊論文，他竟然回了七頁的文章，點出該論文錯誤之

同仁個個都是博士，我知道自己應該再出去讀書。」賴炎生

處！我覺得這樣的教授，我一輩子至少要跟一次。」對賴炎

更佩服那些博士同事，見識很好、講話頭頭是道，決定再一

生而言，學到英國人務實的做事態度，是他在英國唸書最大

次跳脫舒適圈出國留學。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資格後，三十

的收穫，「我們即使是寫博士論文也講究實作，就像他們大

歲已婚、有兩個小孩，經濟尚不穩定的賴炎生，毅然決然帶

學裡面的研究人員真的會動手修理儀器設備。你一定不相信，

著一家五口（太太肚子裡還懷了一個）到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電機系的實驗室竟然會有機械系的車床！」

（Bristol University）攻讀博士。「還記得當時在搭機時，被

博士論文完成後，指導教授沒有要求他馬上發表，卻告
訴他可以畢業了。賴炎生不解地追問為什麼？教授反問他，
為何剛有新發現就急著發表，而不是自己把學問挖到底、做
到融會貫通後再發表？「如果沒有把問題研究透徹，很可能
今天寫的，明天就被自己推翻了。」務實的價值觀影響賴炎
生至深，也讓他回台教書和研究後，堅守一輩子專注一個領
域，要成為「講到這個領域就會想到我」的專家，拒絕三心
二意盲目跟隨潮流或一窩蜂搶進跨領域研究；更堅持做研究
是為了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不只是為了發表論文、拚點數。
這也是他為何不熱衷申請政府科研計畫，幾乎全心專注跟業

• 闔家旅居英國剪影

界合作研究的原因。

• 產學合作案例：無風扇高效率電源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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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問題挑戰 持續超越自我

方案，才是有用的研究。」

「我不喜歡拿政府的錢。跟政府申請研究計畫，提的是

對於技職體系總是被認為「做黑手的」，賴炎生不亢不

學者看到的問題，卻不見得全然是業界的需要。」賴炎生表

卑的說，「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我不會特別在意

示，「但業界給我們的題目，肯定是真正存在的問題，你會

大家怎麼說，別人的看法是別人的，自己心裡要有定見。」

從業界給你的互動回應中看到實務問題所在，並讓自己的經

他常告訴學生，技職體系學生的確必須比別人更努力才能出

驗跟資源與時俱進，我喜歡這種挑戰。」就如同投入馬達變

頭，但不要抱怨、也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差。只要興趣跟熱

頻器的改良研究，也是因為常聽到有人抱怨「變頻器很吵」，

忱，明白自己特色、找出自己的亮點，盡情發揮，就可以被

讓他決定探究破解變頻器為什麼會這麼吵？結果發現馬達要

看見。就如同被問到做研究碰到最大的困難和瓶頸是什麼？

變頻、變速度，就要用到聲音很大的 PWM（脈波寬度調變），

賴炎生很自信的說：「只有一個，就是如何持續不斷地超越

「要怎麼樣不會吵，又可達到原來的功能？就是我們要解決

自己！」

的問題。做研究一定要了解問題背後真正的原因，找出解決

• 共同成長的研究團隊

• 教學相長之樂：電源轉換器量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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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期望「東元獎」對科技研發有特殊貢獻者的肯定之外，
更希望藉由「東元獎」， 發掘與肯定更多創新與實用科

礙於家庭與經濟，無法成行。最後，考取公費留學獎學金，
民國八十一年全家遠赴英國，於英格蘭西南方 Avon 河畔的
Bristol 大學攻讀博士。

技，對國內包含東元電機在內之產業的產品與技術提升，

選擇布里斯托大學的原因，是令我十分崇拜的教授在此

尤其是喚起社會各界重視科技創新與實作應用創新之於社

任教，因為他曾指出在 IEEE 電力電子領域頂尖期刊所發表論

會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以建立本土自主核心技術，創造產

文的錯誤之處，並且提出指正結果。我的指導教授治學十分

業加值，致力環境永續發展。

嚴謹，力求理論與實務相符。個人深受其實事求是，不全然
為發表期刊論文而做研究的精神影響，因此，所做出的研究

成就歷程

成果大都是可以實際應用，用以解決產業實務問題，而非無

( 取材自中技社通訊與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T98.htm)

病呻吟。民國八十四年如期完成博士學位，本著實事求是的

小時候父母忙於繁重的農事與生計，家境並不是很好，

態度，畢業後發表的博士學位相關論文，獲得英國期刊 IEE

國中畢業後，雖然考上臺南一中，卻仍然選擇國立臺北工專

年度最佳論文獎－約翰霍普金森獎的殊榮。

五專部（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科，期望畢業即就業。

民國八十四年返回國立臺北工專任教，隔年畢業證書寄

以當時時空背景與十五歲左右的年紀，對於自己是否對電機

達後，升等副教授；三年後再升等為教授。期間主要研究人

領域有興趣，其實並不明確，但是本著及早就業的目標，仍

力為大學部專題學生，著實相當辛苦與努力。個人深黯社會

然全力以赴。

主流價值觀框架下，技職教育體系的定位與限制；發揚既有

就讀國立臺北工專電機科四年級時，我已考上電子工程

傳統以動手實作解決實務問題為主，並且建立和產業界的合

類普考，畢業時又順利取得電機工程類高考。畢業後擔任空

作關係，藉此走出在電源、節能應用之變頻器及高性能伺服

軍電子官，展開軍旅生活，由於同袍大多來自非技職體系等

驅動器等領域的特色。

名校的高材生，它山之石可以攻錯，進而購買書籍研讀並向
同袍請益，藉此累積知識，提升自己。

其次，團隊合作與集思廣益，往往能激發出不一樣的火
花，做研究需要放開心胸，不吝與他人討論分享，始能激發

退伍後，即擔任公職人員，在工作一年後，以同等學力

更多想法，以致得以攻錯。因此，逾二十年來，每年均參加

報考並逕讀研究所。民國七十六年，取得國立臺灣工業技術

相關領域重要年會，以文會友，並聆聽其他團隊的研究成果，

學院（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學位後，

參與討論並發掘問題，作為研究參考。

就回母校臺北工專擔任講師，開啟教學與研究的服務生涯。
教書五年期間，從陸續到任之具備博士學位的老師身
上，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於是興起出國深造的念頭，不過

• 產學合作案例：On-Line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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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致力節能應用之變頻器、高效率轉換器及高性能伺服驅

Prize Paper Award, IEEE Journal of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Power Electronics, 2018

動器研究逾三十年，享譽國際；藉由諮詢顧問、技轉與產學

2、獲證逾五十項台、美、日、中發明專利，馬達驅動控制相

合作，協助國內外公司解決實務問題，加值產業，貢獻卓著。

關技術移轉相關產業；完成美國、日本、新加坡及臺灣等

具體貢獻事蹟列舉如下：

公司八十餘案的產學合作計畫案。藉由擔任技術顧問、技

個人從事高效能電力能源轉換、節能應用之變頻器及產
業自動化、工具機、機器人產業等應用的高性能伺服馬達驅

術移轉與產學合作計畫案，加值本土產業效益顯著。
3、相關實務技術研發及創新，獲得國內與國際學術界肯定，

動器技術等研究逾三十年，重要研究或創作成果，包含諮詢

在該領域提升台灣影響力包含擔任：

顧問、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計畫案等，加值本土高效能電力

IEEE IES Fellow Committee Vice Chair

能源轉換及變頻與伺服馬達驅動器技術產業經濟效益列舉效

IEEE IES IAS Fellow Committee Member

益逾數億元，發展提升電力能源轉換技術，藉此減少碳排量

IEEE IES AdCom Member

與致力環境永續發展；尤其是在解決產業自動化、工具機、

Editors, IEEE JSTPE (IEEE PELS)

機器人產業等產業核心的高性能伺服馬達驅動控制實務問

Associate Editor,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題，並且提出應用於雲端伺服器電源以達到 80 Plus 之鈦金等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級最高效率規範的數位電源技術，致力環境永續發展。技術
創新成果顯現於：

研究展望

1、獲得海內外之學術獎勵與榮譽包含：

求學過程中，深受優秀老師們所啟發，在往後的教學生

IEEE Fellow, 2014

涯中，都會時時提醒自己：「莫道是他人子弟，應當看作自

科技部 106 年度傑出研究獎學術類

己兒孫」，期許自己的教學內容能夠啟發學生，創造新的世

國科會 101 年度傑出研究獎學術類

代。

John Hopkinson Premium for the session 1995-1996 from the
IEE, U.K.,
Technical Committee Prize Paper Award from the IEEE IAS
Industrial Drives Committee for 2002,
The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ICRERA, Japan, 2012,
The Best Paper Award, IEEE PEDS, Kitakyushu, Japan, 2013,
The Best Paper Award, ACEPT, Singapore, 2017,

研究方面，期待在電源、節能應用之變頻器及高性能伺
服驅動器等領域，朝更高效率與更高性能等方面研究。

• 我寫故我在：務實思考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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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learn more new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t is expected more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technologies

I joined the National Taiw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85

can be revealed and highlighted via the review process of TECO

after one year of public servant work. After grating my master

Award, apart from well recogn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degree in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I become a lecture at Taipei

scholars. Moreover, more impact to the product and technology

Tech to start my academia work in 1987. I did ﬁnd further study

improvement, including TECO Co. Ltd., can be brought by

of higher degree is needed from my new colleagues who got PhD

this award. More attention can be drawn, especially, focusing

degree, after my ﬁve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on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s to the

Thanks to the scholarship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our own technology for value-added

Education, I went to Bristol University (QS ranking top 50 in

indust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9), England, UK for my PhD degree. The dominant factor for
my decision is my supervisor. As I read his paper to comment o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n IEEE Transactions paper while pointing out the correct results,

( 取材自中技社通訊與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T98.htm)

I decided to work with him.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 learned

I was born in a middle-class family and how to share part

from him about to decide the research topic. The problem-solving

of the load from my parents was one of the top concerns as I

oriented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conﬁrmation becomes one of my

selected my further study after Secondary school. Based upon

important guidelines for my academic work thereafter. My paper

this consideration, I joined 5-year vocational school, National

related to my PhD work published in IEE thereby being granted

Taip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77, although I got the entrance

the best paper award, John Hopkinson Premium.

permission from one of the best senior high schools, Tainan First

After coming back Taipei Tech after receiving my PhD in

Junior High School. To be honest, I did not really know whether

1995, I got promotion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in

Ise area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s a teenager at that time.

1996 and 999, respectively. During that period, the major research

However, I did my best to achieve the mentioned concern in my

manpower is under graduate students, working hard and smart are

mind.

indeed needed.

I passed diﬀerent level qualiﬁcation examinations for public

I do fully appreciate the SWOT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ant in 1981 and 1982, respectively. I join the military service

university and how to fully utilize such advantages to highlight

as a second lieutenant in air force, in 1982. Some of my colleagues

the special feature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Focusing on the

are superb and graduated from famous universities. With their

practical work to solve real problems from the industry is one

kind sharing of textbooks and knowledge, I studied by my own to

of the guidelines for my work in the areas of high performance

• 窗內窗外：務求實務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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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servo motor drives, inverters for energy saving and high eﬃciency

converters and high performance servo drives for more than 30

incudes serving as:

power converter.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my research model is

years. He is with goo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IEEE IES Fellow Committee Vice Chair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related industry and/or co-work with them

the related field. His contributions to problem solving oriented

IEEE IES IAS Fellow Committee Member

teacher, I always remind myself: Should regard the students as my

to provide conﬁrmed solutions.

research and value-added impact to the industry are revealed by

IEEE IES AdCom Member

own kids. And do expect my teaching can bring inspiration to the

serving as consultant,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with

Editors, IEEE JSTPE (IEEE PELS)

new generatio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ssociate Editor,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IEEE

Moreover, personally, team work and experience sharing
are also essential. Therefore, I have joined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enjoying
sharing and being inspired.

Some achievements ar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1. Recognitions:
IEEE Fellow, 2014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fessor Yen-Shin Lai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verter for energy saving, high efficient power
• 綵衣娛親：與母親及太太共遊士林官邸花園

Tra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Eminent Research Award, MOST, 2018
Eminent Research Award, NSC, 2013
John Hopkinson Premium for the session 1995-1996 from the
IEE, U.K.,
Technical Committee Prize Paper Award from the IEEE IAS
Industrial Drives Committee for 2002,
The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ICRERA, Japan, 2012,
The Best Paper Award, IEEE PEDS, Kitakyushu, Japan, 2013,
The Best Paper Award, ACEPT, Singapore, 2017,
Prize Paper Award, IEEE Journal of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Power Electronics, 2018
2. He has received more than 50 patents from Taiwan, Japan, USA
and China. Some of them have been licensed to companies. He
also received more than 80 industry sponsored projects from
Japan, USA and Taiwan, recently. By serving as a technical
consultant to the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impact to the motor drives and power industry is
signiﬁcant.
3. More relevant impact to the reputation promotion of Taiwan

To sustain th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he had been given, as a

Moreover, in the area of research, keep working to increase
the eﬃciency and performance of power converter, inverters for
energy saving and servo drives.

• 知己知彼：驅動伺服馬達需要了解伺服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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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林財富

先生

Tsair-Fuh Lin．57 歲（1963 年 1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致力於有害藻類監測與水處理研究，技術應用於亞、美

很榮幸得到東元獎評審委員們的肯定，今天能與這麼多先

及澳洲等地，居世界領先地位，對台灣環工教育與科研、

進們一起領獎。我很感激自己在求學過程當中碰到許多位

產業發展、水質安全、學術外交及海外技術輸出等，貢

教學認真、充滿愛心的老師，從桃源國中導師黃棲凰老

獻卓著。

師、詹智瑩老師，到成大環工系、臺大環工所及加州柏克

Dedicated to research on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萊大學的老師們，都是我教學研究的好榜樣。當然，我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土木系環工組

博士

harmful algae in drinking water systems, with cutting-

慶幸是在成功大學任教，成功大學及環工系同仁們的支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

持，提供我一個可以發揮專長的工作。謝謝很多支持我們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學士

edge technologies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Asia, US, and
Australia. Contributed greatly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ter quality and

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所長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safety,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echnology export.

科研的機關及優秀公務員，包括科技部、環保署、水利署、
水公司等，願意相信我們的研究是有用的！我也感激我的
學生及助理們，尤其是洪瑋濃、邱宜亭博士，我們一起野
外採樣、實驗、討論、寫文章，身為科研人員，我們沒辦
法做到宋朝張載橫渠四句中的「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
平」，但某一個角度上，我們可以部分達到「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謝謝你們願意一起努力！教學與研究需

曾任

要投入很多的時間，感激我在台北的家人，天上的父母，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系主任

以及哥哥嫂嫂及姐姐們的支持與諒解，讓我從事我喜愛的

澳洲水質中心

訪問教授

工作。最後，我也要感謝我的另一半邱鳳梓及兩個小孩悅

科技部自然科學與永續發展研究司永續發展學門

召集人

國際水協會水環境臭味專家委員會及湖泊水庫管理專家委員會

主席

台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學會

理事長

迪、安迪，你們的支持與愛，是我努力的最大原動力，謹
以此獎與同是老師的另一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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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到湖毒，快篩護水源—樂於分享的解謎者
首善之都台北也有「窮鄉僻壤」。傾聽成功大學環境
工程系特聘教授林財富細說童年往事，讓人對「天龍國居
民」完全改觀。也因為童年的刻苦環境，堅定了他投入冷
門的水質研究的決心，過去二十四年足跡遍及全台水庫。
近幾年更與研究團隊開著移動式實驗車，哪個水庫通報有
問題，馬上緊急出動趕到現場採樣，短短幾個小時就可以
檢測出水質藻類毒素是否超標。儘管困難度形同大海撈
針，卻完全難不倒這位有著「虎鼻師」般靈敏嗅覺的環境
工程科學家。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栽培，家人對林財富更是呵護備至，「還記得念高中時有個

憶起往事總是歷歷在目。「國中的時候，班導師黃棲凰為獎

颱風很大，放學後所有公車都停開，二哥不顧危險頂著強風

勵佈置教室的學生幹部，邀請學生到家裡吃火鍋，那是我生

暴雨騎摩托車載我回家！」

平第一次吃到火鍋，對一個鄉下國中生意義重大。」林財富

1995 年，林財富頂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土木環境

說，以前家裡沒有機會吃火鍋，老師請學生吃火鍋，就像現

工程博士光環回到台灣，但國內各大學開出的環工教職缺額，

在老師請學生吃飯店 buﬀet 一樣，不僅是學生難得享受的美

在他返台前幾乎都已聘滿，因為僧多粥少，向幾所大學投遞

味，「最讓我感動的是，老師把我們當做自己的孩子。」林

履歷都石沈大海，最後驚險錄取成大環工系副教授，羨煞他

財富忍不住哽咽，久久無法言語。

人。到學校報到後，才知道自己從一百多封履歷中脫穎而出，
有些教授還開玩笑說「林財富家裡不曉得燒了什麼好香！」

國三畢業那年，因為家裡沒錢讓他參加畢業旅行，黃棲
凰主動打電話到家裡希望爸媽能夠讓他參加，「財富的成績
這麼好，沒參加畢業旅行很可惜！」每每談到這段往事，林

家人是堅強後盾 兄姊無條件「支持」
出生於台北關渡，家裡原本務農維生，因興建淡水河堤
防，土地被政府徵收，父母親改做小生意，開著三輪車出去
賣水果、南北雜貨。「當時的關渡其實就是中南部的鄉下！」
林財富回憶念小學時，下課後雖不用跟著父母跑攤，但印象
很深刻的是，在那個沒有自來水的年代，家裡井水受鹽化影
響，他必須每天騎腳踏車到鄰居家載水回家用，「就這樣跟
水結下不解之緣」。
排行老么的林財富，上面有四個哥哥姊姊，跟年紀最小
的二哥差九歲，也讓他自嘲從小就享有老么的福利，家境雖
然艱辛，但隨著兄姊陸續出社會、工作賺錢，逐漸改善家中
經濟，讓他可以專心讀書，從師大附中考上成功大學，不但
是家裡唯一讀大學的孩子，還出國赴美攻讀博士。除了傾囊

國中恩師的一通電話，讓他講到哽咽
求學謀職看似順遂，背後其實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財富總是熱淚盈眶，「打個電話對黃老師可能只是舉手之勞，
但老師都親自打電話來了，做父母的怎麼會不讓小孩去。」
• 全家合影

069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70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林財富因為這通電話，如願跟著全班同學到台南畢業旅行。
也因為黃棲凰的關愛和教導，林財富國中時期締造兩大

國求學都還有維持打籃球的習慣，也是他研究之餘最熱衷的

祟，林財富帶領研究團隊調查並公布監測報告，屏東有間水

貴人阿德萊德大學兼任教授 Michael D. Burch（邁克．伯奇），

休閒活動。

廠因無法改善被迫關門大吉。研究團隊又陸續檢測出國內水

展開跨領域合作，結合物理化學與生物學，研發出檢測速度

庫含有微囊藻毒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管制標準的兩倍，而醫學

比傳統顯微鏡快三十倍的 DNA 檢測方式，把檢測時間從三天

研究長期飲用含有微囊藻毒的自來水可能誘發肝癌。調查結

縮短到三個小時，不但順利突破瓶頸，林財富也因此聞名國
際。

紀錄，當屆唯一考上前三志願；參加台北市作文比賽，榮獲
全北市第五名佳績。幕後推手都是黃棲凰，「老師總是不吝

揪出臭水有害藻毒第一人 守護全台水質安全

於把他知道的和自己擁有的分享給我們！」恩師的典範也讓

在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攻讀碩士時，原本是追隨指

果經媒體大篇幅報導，終於喚醒社會大眾關注水庫水質優養

林財富見賢思齊，決定要當個熱血教師，歷年指導碩博士生

導教授蔣本基投入空氣汙染控制的研究領域，到美國攻讀博

化問題，政府也積極興建汙水下水道、管制農牧廢水排放，

「 人 生 真 的 很 奇 妙！ 我 跟 伯 奇 是 陰 錯 陽 差 的 湊 在 一

超過百人。「我也喜歡帶學生去吃好吃的。」林財富雖用玩

士轉向土壤與地下水研究。「回台灣後，因蔣老師協助規劃

透過源頭管制解決水庫水質優養化，「因為優養化會使臭味

起。」林財富到澳洲原本預定合作對象並不是伯奇，但因原

笑般口吻這麼說，其實是想複製當年吃火鍋的師生溫馨。

環保署飲用水研究，當時中南部的自來水喝起來是有些怪怪

物質和毒素產生及釋出機率大增，危害飲用水的安全。」

定合作教授突然沒空，不得不另尋合作對象，陰錯陽差的遇

身材高人一等的林財富，從小就喜歡打籃球，高中和大

的味道，學界卻一直無法揪出造成臭味的元凶。」林財富回

林財富更率領研究團隊研發新技術，快速辨識出水源中

到伯奇。「我跟他頻率還是比較接近！」林財富在澳洲期間，

學都是校隊。「在師大附中讀三年的書沒拿到半張跟成績有

憶當年開始鑽研水源有害藻類的緣起。國內雖早有學者投入

有害藻類及毒素，把整套監測設備整合在實驗車上，巡迴全

伯奇常邀他去家裡吃飯烤肉、看球賽，兩人亦師亦友，不僅

關獎狀，唯獨拿到一張籃球體育獎。」他笑稱，小時候家裡

相關研究，但受限當時的分析技術遲遲無法找到答案。直到

台水庫採樣，「台灣每座水庫都有我們的蹤跡！」但林財富

是跨領域研究的好夥伴，也變成知交好友，彼此家人更是互

沒錢買籃球，都是在學校借球自學，打得還不錯，高中打新

林財富跟他指導的第一個研究生，踏遍南台灣水庫採樣分析

透露，研究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早期利用傳統顯微鏡檢測曠

動頻繁。兩人還在澳洲水質研究中心合作創立研究群，號召

生盃就被選進校隊。有一年參加台北市分齡賽，還差點打敗

水源臭味，終於「藻」到兇手！

日廢時，加上不了解藻類的特性，研究就被瓶頸「卡住」。

更多年輕學者投入水資源研究與保護。

公賣局籃球隊（當時最有名的籃球隊）的「幼隊」。直到美

原來造成臭味是因水質優養化助長有害藻類大量繁殖作

直至 2006 年到澳洲水質研究中心進修，遇到他生命中另一位
• 移動式監測車及研究人員
( 邱宜亭博士 ( 中 )、陳以瑄先生 ( 左 ))

071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72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別人大海撈針 他是湖裡撈藻

研究所時互許終身，婚後更是愛相隨出國一起讀書，兩個兒

隨著歐美和澳洲、亞洲地區的南韓、中國大陸與菲律賓

子都在美國出生。回國之後，林財富為了體貼愛妻，假日要

等國，也陸續發生水庫或湖泊藻類毒素汙染危機，林財富除

到研究室做研究，也帶著兒子同行，讓他們研究室做功課。

了踏遍國內大小水庫，足跡也逐漸擴及其他國家。2016 年協

也許是從小耳濡目染，兩個兒子，一個化工博士，一個專攻

助菲律賓檢測出當地最大湖泊「貝湖」藻類毒素超標兩百倍，

環境工程。有子繼承衣缽，讓林財富似有若無的流露出「教

把當地學者都嚇壞了，不敢再吃湖裡的魚。長期研究水中藻

導有方」的為父之道。

類毒素，更讓林財富練就「虎鼻師」（台語，嗅覺很靈敏的人）

林財富在訪談過程，雖然數度提到自己「神經很大條」，

好本事。有次到加拿大開會，他洗澡時就聞到水裡的土臭味，

但在談到恩師黃棲凰和父母兄姐對他的關愛時，卻又數度哽

水廠現場採樣分析果然超標，且跟他預估的差不到百分之十，

咽，不能自已，隱隱透露出在他被形容為大條的神經裡面，

讓同行學者驚嘆到下巴差點掉下來。

潛藏著豐沛而細膩的感性。「神經大條應該是遺傳自父親。

然而藻類毒素檢測不易，在國內外都是冷門研究，但林

爸爸是很樂觀的人，我們比較不會記得那些壞的事情。以前

財富認為「德不孤必有鄰」，國際間已有許多研究同好，「這

家裡環境雖然不好，有時候親戚來借錢，我們也知道是有去

個領域冷門卻不寂寞」，希望可以進一步結合 AI（人工智慧）

無回，爸媽還是會三五百的借，他們讓我知道什麼是分享，

和分子生物學等創新技術，開發即時回饋數據監測系統，除

對事情不要太計較。」林財富強調，「爸媽都不太會說話，

了讓台灣持續維持領先地位，也確保各國民眾飲用水品質與

他們都是用身教讓我累積成人生最美好的財富！」

安全。

因為不期而遇的機緣，意外跟伯奇激盪出的研究成果，

林財富在學術研究獨樹一幟，出席正式場合的穿著也

也讓林財富常用「君子不器」四個字鼓勵學生，勇於嘗試跟

有獨到風格。有別於學者習慣穿西裝打領帶，林財富喜歡穿

不同研究單位做跨領域合作，不要自我設限，就有無限發展

有設計感的唐裝當外套。原來他的另一半邱鳳梓畢業於輔仁

的機會和空間。原有的領域遇到挫折和瓶頸，只要勇敢跨出

大學織品系，不但是服裝設計師，也在大學任教，曾教出第

去，嘗試從不同領域尋找解決方法，必會激盪出更多火花與

一位本土大學生在紐約榮獲國際前衛時裝設計獎的「台灣之

收穫。

光」。「太太都虧我說理工科系出身的穿衣哲學，實在是 『朽
木不可雕！』後來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幫忙打理。」經過另一
半貼心巧手改造，身材高䠷的林財富成功變身「型男教授」。
邱鳳梓因跨校合辦大學畢業旅行認識林財富，並在他念

• 林教授與合作夥伴 Mike Burch 教授 ( 右 ) 及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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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成就歷程

東元獎成立至今邁入第二十六年，由獎項之評選過

個人在 1995 年自美國完成學業回到台灣之後，很感恩

程、評審委員的規格、獲獎人的資歷、以及頒獎典禮之用

有機會進入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任教，與一流的同事及同學

心等面向看起來，真是一項非常令人敬重的獎項，可以稱

一起教學研究及成長。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重點為有機污染物

做台灣最重要的科技人文大獎之一。因此能獲得東元獎，

在多孔性介質 ( 土壤、地下水、活性碳等 ) 中之傳輸，但剛回

對任何一位科研人員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榮耀。

到台灣時，台大蔣本基教授鑒於水環境臭味是重要水質問題，

近年來，台灣科研界面臨許多國際上的競爭，其中在

邀請我研究此議題，讓我有跨入此領域之機會；成大葉宣顯、

引進國際級人才、尤其是年輕學者在台灣從事科技研究，

張祖恩教授在高雄自來水及相關地下水研究中，讓我負責臭

以及如何將台灣研發技術往國際上推廣，更是面臨嚴重挑

味及汙染物監測，提供我更進一步接觸水研究機會。其後在

戰，均攸關台灣未來科技發展及國家競爭力。東元獎創立

與國內外學界、科技部、環保署、水利署、水事業、及環保

迄今達四分之一世紀，已樹立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重要科技

媽媽等眾多專家及團體接觸後，更確認以水領域為研究重點。

人文獎項口碑，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此期盼東元基金會

目前我的研究室主要從事兩領域的研究：有害藻類及毒

能一本支持台灣學術的初衷，持續在創造學者、尤其是年

素與臭味物質之監測、處理、及模式模擬，以及地下水中污

輕學者的優質研發環境，以及協助國內發展出的技術在國

染物監測與處理技術開發。尤其在水中藻毒素及臭味監測與

際推廣上，持續發揮影響力、扮演引領角色，並提供適度

處理，有許多機會與國際 ( 包括澳洲、美國、法國、加拿大、

鼓勵，以提升台灣的科研環境及國際學術及技術競爭力。

南韓、菲律賓、及中國大陸 ) 及國內一流團隊交流，在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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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協助與競爭下，讓我們團隊在此領域的研究持續進步，

量，後學近年來也將亞洲數個國家納入研究標的，期盼能使

具體貢獻事蹟

測、處理、及管理技術的學術研究，以及產業應用的國際競

並能維持在國際領先群中。我原本研究是以工程及處理技術

發展的技術，除應用於國內水庫及水廠外，能更推廣到國外

一、認真投入教學，連續十年榮獲成功大學教學優良及特優

爭力，持續為台灣及國際社會的教學、研究及產業應用做出

為主，但是 2006 年到澳洲水質中心生物組休假研究後，在相

水庫及水廠監測及處理技術改善、以及協助國內外專業人才

互學習下，進一步將藻類生物與工程技術結合，讓我的研究

培訓。希望能在幾年內，除協助國內水質改善外，也能幫助

二、長期耕耘水中有害藻及代謝物之監測、處理技術及相關

更為跨領域、及跨國際。由於亞洲許多國家 ( 如菲律賓、泰國、

發展中國家建立相關技術，改善飲用水水質，達到學術外交、

模擬應用研究領域，帶領世界一流學者出版國際級學術

南韓、澳洲、印尼 ) 水源污染相對較嚴重，藻毒素及臭味問

人道精神、與技術輸出等使命。

專書，出版超過 110 篇一流期刊論文。

題發生頻繁，基於學術外交、人道考量、及技術國際應用考

獎項，指導海內外學碩博士生超過百名。

三、協助國內外公私部門確認及改善水廠水質問題，擁有
十四項專利、十三項技術轉移、十一項國際經費計畫，
工程應用約五億元台幣。水庫藻毒、產毒與產臭藻、及
相關微生物快速監測技術領先亞洲，並輸出海外。
四、帶領成大環工系及水工試驗所團隊，積極展現台灣水領
域的研究能量，成功促成海外台商選擇成大為研發基地。
五、研究廣獲國內外單位肯定，包括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侯
金堆傑出榮譽獎、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中華民國環
境工程學會工程獎章、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學術特殊功
績獎、國際水協會會士、美國環境工學與科學院榮譽會
員；領導多個國際及國內學術組織；擔任國際期刊如
Chemosphere、Water Supply、Sustainable Environment
Research、Heliyon主編副主編。

研究展望
潔淨用水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一，也是台灣及世界
持續面臨的環境挑戰，尤其近年到東南亞諸國研究及交流，
更深深了解優質的水環境，是許多人不易達到的願望。個人
期待，在現有研究基礎上，能持續在快速精準的水質監測方
法、低成本有效的水處理技術、以及模式與大數據的智慧回
饋管理研究方向上，及三者之整合應用上，持續有所突破。
• 藻毒素分析儀器及研究人員陳逸廷博士

期盼能貢獻團隊研究成果，提升台灣在水處理及水回收的監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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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TECO Award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26 years. The award
commands great respec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processes,

in NCKU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 chose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and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drinking water as my research focu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qualiﬁcation of awardees, and preparation of award ceremonies! In

In drinking water research, I focused my studies on

fact, I feel personally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wards

monitoring, treatment, and modeling of cyanobacteria,

to recognize the achievements for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It is

cyanotoxins, and taste and odor (T&O) compounds in source

indeed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receive this award.

and drinking water for the last 24 years. My research group

Researchers in Taiwan are facing strong competitions

has many opportunities to exchange, share, and jointly study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In particular, attracting

cyanobacteria and metabolites with many leading researchers and

talented young researchers to stay in Taiwan and promoting

teams in Asia and the world. The important transition point for

Taiwan's research outcomes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re very

my research came when I did my sabbatical in Biology Group,

challenging issues. TECO Award has established its reputation

Australian Water Quality Centre (AWQC) in 2006. My research

and social impact. It is my great hope that the TECO Foundation

partners in AWQC, Prof. Michael Burch and his team, and I

continues its leading role in supporting and encouraging both

learned and shared diﬀerent expertise on cyanobacteria research.

leading scholars and young talents on conducting high quality

The sabbatical made my research more inter-disciplinary, with

research, and on transferring their research outcomes and

integration of engineering, chemistry and biology, and more

technologies to indust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keeping

internationalized. Cyanobacteria, cyanotoxins, and T&O are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mportant drinking water problems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development.

due primarily to improper source water protection and lack of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to focusing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on Taiwan, my group has also expanded our research locations to

I came back to Taiwan to teach in the Department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for co-inves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nv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issues of source water quality and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and

University (NCKU) in 1995 after finishing my study in the US.

for building capacity of water quality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This is like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est decisions I

Through thes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we are hoping to

made in my life; I am fortunate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excellent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of Taiwan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in DEnvE, NCKU. My doctoral study

and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y for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focused on transport and sorption of organic contaminants in

applications for Taiwan water industry teams in Asia.

soil and porous media. Encouraged by several senior professors

• 研究室花東 180 公里自由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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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Institute of Engineers in Taiwan, Fellow of International Water

1. Professor Lin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leading educators and

Assoc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Honorary Member Award from

researchers in Taiwan in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merica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He has supervised more than 100 undergraduate, master and

Prof. Lin also serves as editor /associate editor of several

PhD students and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from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cluding Water Supply, Sustainable

11 other countries. He has received NCKU Excellent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Chemosphere and Heliyon.

Outstanding Teaching Awards for 10 consecutive years (20072016).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2. Long-term research on cyanobacteria, cyanotoxins, and taste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is one of United Nation's

and odor compounds in drinking water. Leading a tea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is one of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experts to publish a high impact book on T&O in

challenges Taiwan and the world are facing. In recent collaboration

source and drinking water. Published more than 110 technical

with scientist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 deeply feel that

papers in lea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s.

good water quality remains a distant future for many communities

3. Developed technologies for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in the world. I hope that my research group can continue on

cyanobacteria and metabolites. Assisted many national and

developing faster and more precise monitoring techniques, lower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water utilities to diagnose and

cost and more eﬃcient treatment processes, better model and big

improve water quality problems, with many patents, technical

data schemes for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ransfer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monitoring,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I hope

4. Led NCKU teams to become a top choice in water research and

that our research outcomes continue to contribute water qualit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overseas Taiwanese enterprises.

research communities and water industries, and continue to be

5. His research is well-recognized by many national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ies for water

international agencies, including Outstanding Researcher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Award and Future Tech Award from Taiwa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Chin-Tsui Outstanding Award,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from Chinese

• 東南亞自來水技術培訓學員與講師 ( 工研院梁德明組長 ( 右 ))

08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Where you walk, you will leave traces.

Chemical Engineering /
Material Technology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84

化工 / 材料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 Material Technology

賴志煌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長期投入薄膜材料研究，融合材料與製程之研發，在高

首先謝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及審查委員對我個人及研究

密度磁性記憶體、磁感測器及薄膜太陽電池的論文與專

團隊的肯定。對從事材料研究的學者，「東元獎」不僅代

利皆領先國際，成果技轉國內外領導廠商，績效卓著。

表在學術上的創新，更重要的是於產業應用的突破。感謝

Renowned for the thin-fil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ith

多位材料界先進之提攜，我幸運地能在磁性與太陽能領域

innovation of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especially for the

開花結果。科技部與清華大學的經費支持，我才得以建立

博士

applications of high-density magnetic memory, sensors and

完整的薄膜製程與量測實驗室。很多長期合作的業界夥

先生

Chih-Huang Lai．54 歲（1966 年 12 月）
學歷
美國史丹佛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碩士

solar cells. Accomplished important technology transfers to

伴，不僅在經費上給予資助，更在研究方向上多所指導。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學士

leading companie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我也要誠摯地謝謝所有曾經在「尖端儲存與能源實驗室」
努力過的人，沒有他們的熱情與衝勁，很多的創意皆無法

現任

真正被實現。對於我摯愛的家人，你們的支持與傾聽永遠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

院長

是我勇往直前的最大動力。研究對我而言，是個享受探索

國立清華大學

講座教授

新知的過程。東元獎的榮譽，更添加了在此過程中，往前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邁進的能量，期盼能對社會與產業有更多的貢獻。

曾任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

副院長兼學士班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教授兼主任

台灣磁性技術協會

理事長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磁性學會

會員委員會主席
教育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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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與堅持，追根究柢－夢幻記憶體領航者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看到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賴志煌的學經歷，每個人都

道盡頭，眼淚就掉下來了。」偏偏那年受到的衝擊還不僅於

覺得他人生一路順暢。但實際上，他第一次的升等就因為

此。當年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被媒體大肆報導將成為台

名額的限制，未能順利成功。一切按計畫進行不喜歡「驚

灣未來重要產業，罕見擠進全國前十志願，吸引高手雲集，

喜」的他，卻總能加倍的努力，創造出他人眼中的傳奇。

第一學期成績竟在班上吊車尾。

從小深受父親嚴以律己、追求完美的影響，從求學到研究

向來是資優生的賴志煌被嚇到了。原本熱心擔任班代，

教學，始終以「設立目標，努力達成」面對任何挑戰。當

熱愛古典文學，還舉辦跨校寫作營的他，天天到圖書館報到，

他埋首二十年持續研發的磁性記憶體（MRAM），預定從今

連後來認識的女朋友（現在的牽手）經濟系學妹陳盈秀也跟

年開始量產的同時，他又設定目標帶領研究團隊利用全球

著陪讀，別人約會都是手牽手甜蜜看電影，他們卻是到圖書

首創的電子自旋流投入下世代 MRAM 研發，計畫在四年後

館專心念書。升上大三，賴志煌成了「書卷哥」，女朋友也

做出讀寫速度更快、更省電、斷電時資訊也不會流失的「不

是品學兼優。

失憶記憶體」，不斷自我挑戰。
• 與工研院共同開發的 MRAM 晶片

追求完美 挑戰目標使命必達
出生在台南縣永康鄉（現台南市永康區）的賴志煌，天
生就是個讓人放心的孩子。小學到國中都是全校第一名畢業。
高中順理成章考進台南一中。剛開始在高手環繞下，成績表
現不如預期，經過一個學期「熟悉環境」，馬上躍進全校前
十名，直到畢業都是名列前茅。賴志煌直言，自己很會唸書，
很會考試，只要設定目標，就會嚴格要求自己，也絕對會達
標；僅有一次「失足」就是「沒考上台大」。
「也許是追求完美的心理壓力，考試的時候，一直覺得
很想上廁所，導致表現失常。」賴志煌還記得放榜後，跟好
朋友相約到台北散心逛到台大，「四個同學就有三個興奮的
說，這就是他們未來要讀的學校，只有我不是，走到椰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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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驚嚇問：做馬桶也要唸碩士？

很快接到入學通知，「五月退伍，八月就要入學！」讓賴志

這位老師感覺是被他「釘在黑板上」，但其實是覺得教賴志

近七十歲的老先生，每每想到任何跟研究有關的問題，就迫

賴志煌雖然功課很好，卻坦言當初選擇材料系，完全是

煌心裡有些糾結，「我擔心出去念書回來，女朋友就沒了！」

煌被問得非常過癮。好學善問讓他在取得史丹佛碩士學位當

不及待的想跟學生分享。「但他不會打電話要我們過去找他，

因為當時媒體吹捧，其實對未來很茫然。「當時台積電還不

因陳盈秀當時已研究所畢業並有份很好的教職，對於立刻結

年，獲頒每年僅有一個名額的「O Cutler Shepard Award」，

總是親自從研究室走到實驗室找我們討論。這段路要走十幾

成氣候，材料系畢業最好出路是到中鋼，很多同學大三就決

婚很猶豫。

名字被永遠刻在該系紀念牆上，從眾多常春藤名校畢業的同

分鐘，即使天候不佳，他還是這樣做。」指導教授走進實驗

學中脫穎而出，不但是難得殊榮，更是第一個獲此榮耀的亞

室的身影，至今依舊深刻印在賴志煌腦海裡，「做學問，不

洲學生。

是為了一張文憑，也不是為了對自己有沒有用；而是追求真

定出國，我卻沒有任何想法。反而是每次陪女友上課、當經
濟系旁聽生，覺得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很有趣，讓我起

打破沙鍋問到底 把教授釘在黑板上

心動念想要改走管理。」但大學導師 ( 後來的研究所指導教授 )

「我只好從岳母那裡下功夫！」終於說服陳盈秀點頭下

賴志煌也因此獲得近七旬的電機系教授 Robert White（羅

吳振名看到賴志煌的潛力，鼓勵他繼續攻讀研究所，終於點

嫁，放棄教職並出國陪讀。賴志煌帶著嬌妻飛抵大西洋彼岸，

伯特．懷特）賞識，並成為他的得意門生。「我從老師的身上，

燃他對材料的熱情，認真動手做實驗，發現材料科學充滿新

匆忙趕上史丹佛開學。沒想到最難的不是課業，而是他的台

看到什麼是真正的學習動機！」賴志煌感佩的說，很難想像

的挑戰，只是自己還認識不夠清楚，也不曉得怎麼淺白的跟

式英文。剛開學就有個韓國首爾大學留學生跟他說：「你剛

家人講清楚。「吳振名教授當時研究的電子陶瓷就是新興領

剛的問題我都聽不懂。」賴志煌還以為是自己問得太深奧，

域，我阿嬤問我研究所在念什麼？我想半天說是做陶瓷，阿

結果對方說，「我聽不懂你的英文。」讓他痛定思痛苦練英

嬤很驚訝的說，做馬桶也要唸碩士喔！」

文。一個學期後，這個同學跟他聊說，「你的問題我還是沒

賴志煌拿到碩士後，並未打算往學術研究發展，想當完

理的過程。教授讓我知道一個人對研究的熱情，是可以支撐
一輩子的。」

聽懂，不是因為英文，而是問題本身太有學問了。」

兵就直接工作。「那個時候整個部隊一萬多人，包括我在內

擔心英文不好，理解錯誤，在課堂上經常舉手發問，有

只有兩個碩士，要找工作很有競爭力。」不過追求完美的基

疑惑就打破沙鍋問到底。沒想到在博士資格考口試時，有個

因還是在他的身體裡蠢蠢欲動，邊當兵邊準備 GRE 考試，還

教授當面嗆賴志煌：「我要把你釘在牆上！」但讓他意外的

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申請到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沒想到

是這個教授給他極高的評價，因為賴志煌每次上課都問到讓

• 實驗室出遊到金瓜石

• 與碩士班指導教授吳振名老師、師母、實驗室師兄弟於吳老師退休餐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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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劍 夢幻記憶體量產在即
除了長期專注磁性記憶體研究，賴志煌也積極鑽研太陽
能薄膜元件開發。為改善現有矽晶太陽能電池雖然便宜但卻

憶體研究，經過二十年的持續研發，台積電直到今年才預定
開始量產，被喻為記憶體的明日之星。

無法撓曲，難與建築物結合的缺點，國內全盛時期曾有上百

追求完美的精神，也落實成為他的教學和研究態度。「應

個研究團隊投入薄膜太陽能的研發，卻因新材料成本太高，

用和基礎研究並不會相違背！做研究，除了要和尖端技術

無法打入市場，競相改弦易轍放棄研究，但賴志煌鍥而不捨

連結，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基礎科學，才能走得比別人更高更

突破製程限制，成功開發出可與建材結合，同時也是目前以

遠。」賴志煌經常告訴學生，跟產業合作研究，業者不會在

直接濺鍍法中，世界最高效率的薄膜太陽能電池。雖然無法

乎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只要東西做出來就好，「但我堅持要

立即商業化量產，卻充分展現他對研究的熱情與堅持。

求學生找出背後原因，才能跳脫原有的技術限制，透過創新

「在一個領域，要發展出全球競爭力，沒有十年是不可

突破找出並解決更多科學問題。」如此一絲不苟，沒有吃苦

能的事情。」賴志煌認為，再生能源絕對是未來趨勢，既已

當吃補的決心，當不了他的碩博士生。賴志煌也總是帶頭示

掌握核心技術，就應該持續突破！然而國內研究單位經常因

範，時常與學生討論實驗到深夜。每當這些學生畢業求職時，

短期找不到利潤就放棄、甚至唱衰。「很多人都問我怎麼還

企業聽到是他的學生，就直接錄用，因為賴氏出品必屬佳作。

不放棄、改做別的？但我關心的是，要怎麼把研究做到淋漓
• 磁性元件的量測

• 現在實驗室成員越來越國際化

盡致，找出答案、解決問題。」就如同他長期投入的磁性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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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爭取機會 堅信走過必留痕跡

記憶以來，父親每天都回家吃晚餐，從不在外交際應酬，除

對「東元獎」的期望

全球產業預估的路徑圖，來提供國內業者研發的方向。而他

儘管教學嚴格，但賴志煌還是連拿三次全校教學傑出

了重視與家人的情感，也因為父親負責統籌公司各項工程建

「東元獎」創設至今已超過二十餘年，秉持「科文

所累積獲證的三十六項專利及數十次的技轉，也多次協助產

獎，連續十年的教學都能維持在名列前茅。「其實念大學的

設，不想跟廠商有非公務上的往來，避免無謂爭議。「小時

共裕」的設獎精神，獎勵科技領域與人文藝術，是台灣廣

業界完成技術升級與創新。而在學術發表上，已有超過兩百

時候，我就很想站在台上教課。在美國留學時就積極參加各

候看到『爸爸回家吃晚餐』的電視廣告，就覺得很奇特，因

受肯定的重要榮譽獎項。對長年埋首於科技研究的學者而

篇 SCI 期刊論文，深入的學術基礎探討也厚植了應用於產業

種國際研討會『宣傳自己』，主動跟台灣與會學者交換名片、

為我爸爸天天都回家吃晚餐，這不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嗎？」

言，獲得「東元獎」，不僅彰顯他們的創新研究成果，更

技術的基石。

自我介紹爭取演講機會。也因此在每年寒暑假經常獲邀返台，

和父親之間的相處，也讓他格外珍惜與自己的孩子相處

肯定他們對於國家產業發展的貢獻。尤其對於願意長期耕

賴教授於 2019 年針對新穎的磁性記憶體，引進突破性

到各大學與研究單位或企業演講。我總是會在最後告訴大家

互動。「兩個孩子從出生到小學，都是我幫他們洗澡。」為

耘特定領域，不追逐熱門課題，但能建立扎實技術的研究

的反鐵磁材料，並利用自旋電子流，直接翻轉磁偶矩，使得

我很想回台灣教書！」取得博士學位後，賴志煌很快就被矽

了參與孩子的學習成長，賴志煌除了擔任九年家長會委員，

學者，有正面鼓舞的作用。而對年輕研究人員與學子而言，

記憶單元的熱穩定性能因反鐵磁材料而大幅提升，但又不增

谷知名科技公司延攬，沒多久又接獲清華大學邀請，希望他

還當了「晨光爸爸」，早上到學校為孩子講故事。兩個孩子

獲獎者的努力歷程，更提供一個學習的典範，並導引他們

加寫入電流。這解決了磁性記憶體長久的挑戰，因此成果發

回母校任教。「就像磁性材料一樣，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現在也都在清華大學念書，再加上太太，全家都是清華人，

的研究態度。由於歷屆得獎者皆是各領域傑出人士與社會

表於 Nature Materials，寫下個人學術研究嶄新的一頁。

談起這段往事，賴志煌三句不離本行的說，不像半導體、電

他笑著說：「也算是前無古人了」。談到當年放棄教職出國

標竿，建議透過「東元獎聯誼會」針對趨勢性的議題辦理

或是光的性質，做完動作就「船過水無痕」，人生只要努力

陪讀的太太，「她的指導教授一直認為她如果往學術研究發

研討會，除了讓獲獎者可以持續在跨界的平台上交流，並

具體貢獻事蹟

做，或許當下沒有發生效用，但到了某個時間點，效果就會

展，絕對會有很高的成就。但她總是把光環讓給我，每次我

可為產業與政府政策提出建言，進一步發揮「東元獎」對

一、學術研究 : 賴志煌教授的學術研究，以薄膜材料的製程

神奇的出現。

碰到煩心的事情，她也總是會適時提點我，並從不同面向思

社會的影響力。

被問到自己凡事追求完美的個性，賴志煌面帶微笑說，

考，給我建議。她擅長表達並能將複雜的事務，用簡單的話

很可能是父親的遺傳和影響。「爸爸做事也是目標導向，很

語描述，其實她比我更有資格獲得傑出教學獎。」平時總是

嚴肅，不太容易親近，但很樂意花時間陪孩子。」自從他有

「法相莊嚴」的賴志煌，展現出難得的溫柔與笑容。

與應用為主，尤其專注於磁性與太陽能薄膜元件的研
發。由新穎的材料與製程切入，並搭配獨特的分析技

成就歷程
賴志煌教授自 1997 年於美國史丹佛大學獲得材料工程

術，得以在相關的元件上有突破性的進展，因此獲得三
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IEEE Fellow 與中國材料學會會士

博士後，先至矽谷的磁碟公司服務，於 1998 年回國至清華大

(MRS-T Fellow) 的肯定。

學材料系，擔任系裡第一位助理教授，從事磁性薄膜應用於

於磁性薄膜的研究，深耕磁性記憶體 (MRAM)，開發多

記憶體與磁紀錄相關的研究。回國十年後，2008 年開始跨足

種新穎材料結構，尤其是在利用電流寫入多層膜的磁性

CIGS( 銅銦鎵硒 ) 薄膜太陽能電池的研究。這兩個看似相關度
不高的領域，由於他的核心技術－「薄膜濺鍍技術」而得以
串連在一起。賴教授不僅擅長於濺鍍製程的開發與元件製作，
更有設計濺鍍機台、開發新的靶材材料與元件檢測技術的能
力，因此得以整合於磁性元件及 CIGS 太陽能電池的上 ( 靶
材、機台 ) 中 ( 製程 ) 下 ( 元件、檢測 ) 游需求，建立產學平
台。啟蒙於史丹佛大學的指導教授，賴教授相當重視研發成
果於產業界的落實。他於磁性元件與 CIGS 太陽能電池的研
• 全家人於女兒畢業典理留影（全家都是清華校友）

發，除材料開發外，皆能做到試量產的原型產品，並能依照

• 多次獲得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績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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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體上，獲得十餘個專利，將 MRAM 由實驗室推向

靶材濺鍍的新穎製程，在無後硒化的情況下，元件的轉

升產業技術。賴教授並促成中鋼與清華大學成立「先進

產業界，是台灣推動此項新穎記憶體的重要推手。另外

換效率於可撓基板上，已成功地超過 15%，是此新穎製

特殊合金中心」，協助中鋼公司於濺鍍靶材與特殊合金

賴志煌教授過去多年以薄膜技術的核心能力，致力發展

對於下世代高密度磁碟片的開發，藉由創新的「類原子

程的世界最高效率。因此成果得以發表於太陽能領域頂

領域的擴展。此外，也與上銀光電於清華大學成立 CIGS

於磁性記憶體、感測器與太陽能電池的應用。由於磁性記憶

層濺鍍」製程，屢次突破磁碟片的紀錄密度，並成為下

尖的期刊，包含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Nano Energy

研發中心，積極發展薄膜太陽能電池於建築上的應用。

體的發展，將對半導體的後摩爾世代產生重要的影響，未來

世代磁碟片材料 FePt 的全球領先團隊。磁性元件相關的

等。

由於在產學與技轉的傑出表現，賴教授也獲得科技部傑

團隊將更緊密的與產業界結合，導入磁性關鍵技術，持續維

出技術移轉貢獻獎與清華大學的傑出產學合作獎。

持台灣於半導體的技術優勢。而在薄膜太陽能電池上，戮力

成果發表在 Nature Materials, Advance Materials 等重要期

二、產業連結 : 賴教授與產業界有相當密切的合作，除了多

刊。於 CIGS 薄膜太陽能電池開發上，開創以四元 CIGS

項的產學合作計畫外，也多次技轉關鍵技術予廠商，提

於與建築結合，期許於再生能源上，提供實質的解決方案。
• 與長期合作伙伴清華物理系教授林秀豪合影
( 背景為 2019 年發表於 Nature Materials 文章的示意圖）

• 各項榮譽的獎座 包括三次傑出教學獎的獎鐘

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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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家半導體中心共同開發的記憶體晶片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build a platform to bridge the academic research with industrial

TECO award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pplications. To be enlightened by his advisor at Stanford, Prof.

With its spirit for promoting progress on both technology and

Robert White, Prof. Lai emphasizes the realization of his research

culture, TECO award has become the most prestigious award

into real applications. His researches on magnetic and solar

in Taiwan. For scholars devoting 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evices can both reach prototype products so that he can provide

getting the TECO award does not only reveal their novelty of

guidelines for industry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He has awarded

research but confirm thei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industry.

36 patents and more than 200 SCI papers. He also has several

Especially, TECO award inspires those who have been devoted

technologies transfer to industry to strengthen its technical level.

themselves on a specific topic for long time to build a solid

Prof. Lai introduced an antiferromagnetic layer into novel

technology.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impacts of TECO award, the

magnetic memory devices in 2019, which signiﬁcantly enhances

foundation can invite awardees to provide their opinions on social

the thermal stability of memory cell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or technological topics through workshops, which can promptly

writing current. This demonstration solves a long standing

give advices to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problem for MRAM so the results are published in Nature
Materials, a breakthrough for his research career.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 Chih-Huang Lai received his PhD. from Stanford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University in 1997 and then joined a magnetic head company

1. Academic Contribution:

in Silicon Valley. He joined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The focus of Prof. Lai's research is on the applications of thin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1998 and

films, especially on the magnetic devices and solar cells. For

became the ﬁrs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He worked

magnetic thin ﬁlms, he worked on magnetic memory (MRAM)

on the magnetic memory (MRAM) and storage for the first 10

and obtained more than 10 patents. He is the key person to

years and started to work on CIGS thin film solar cells since

drive the MRAM technology in Taiwan from academy to

2008. Although these two fields seem not to be correlated, he

industry. He also worked on high-density magnetic recording

applied his core capability-thin film sputtering technology to

media. Through his novel "atomic scale sputtering" process, he

link both topics and achieved outstanding outcomes. Prof. Lai is

reached a record high density of FePt-based magnetic media.

not only good at sputtering process and device fabrication, his

The related result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Nature Materials

group owns the varieties of technology on design of sputtering

and Advanced Materials. Regarding CIGS thin ﬁlm solar cells,

tools and development of target materials. Therefore, he can

he invented a direct sputtering process from a quaternary C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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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target, by which a high conversion eﬃciency over 15% can be

established Tsing Hau-China Stee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achieved without any post-selenization. The results have been

(ERC) for advanced alloys, which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Prof. Lai has been working on thin film-based magnetic

in the lab and to maintain Taiwan'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

published on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and Nano Energy.

of sputtering targets and special alloys for China Steel Co. He

memory, sensors and solar cells for decades. Because the

semicondu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 ﬁlm solar cells, he

Because of his excellent performance on these fields, he was

also collaborates with the Hiwin group on CIGS solar cells and

advancement of MRAM will bring essential impacts for

will strive to integrate solar cells with buildings and to contribute

awarded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three times from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solar cells with buildings. Due to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eyond Moore's law, Prof. Lai will

to renewable energ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cognized as an IEEE

his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on the industrial contributions,

fellow and an MRS-T fellow.

he obtained the outstanding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 from

2. Industry Contributio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outstanding

Prof. Lai has been closely collaborating with industry.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ward from Tsing Hua

addition to industrial research projects, he also has several

University.

important technologies transfer to companies. Prof. Lai

• 經常與學生熱烈的討論

• 與廠商共同開發的薄膜太陽能板

support our industry to implement the key technology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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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貢獻成果給人類。
Successful scientists are developing achievable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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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 Material Technology

劉如熹

先生

Ru-Shi Liu．60 歲（1959 年 4 月）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以合成、配方、分析之核心技術，應用於高效率發光二

能獲得第二十六屆「東元獎」感到非常榮幸。於此特別感

極體、鋰電池與能源領域，研究之論文、專利與產業合

謝歷年來投入本研究團隊之研究生、博士後及國內外合作

作皆有豐碩成果，是國內外學術與實務皆傑出之知名無

者之共同努力、系上同仁及師長與朋友們之鼓勵。更感謝

機材料化學家。

家人對我長期日以繼夜工作之容忍、關懷與照顧。我會更

Based on the core technologies of synthesis, formulation,

以創新之理念持續向前。感謝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
會提供此獎對研究成果之肯定。

英國劍橋大學化學系暨高溫超導中心

博士

and analysis, it is applied in the ﬁeld of high-eﬃciency light-

清華大學化學系

博士

emitting diodes, lithium batteries, and energy. The research

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

碩士

papers, patents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have achieved

東吳大學化學系

學士

fruitful results. It is a well-known inorganic material with
outstanding academic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chemist.

現任
台灣大學化學系

特聘教授

曾任
台灣大學化學系

教授

台灣大學化學系

副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副研究、研究員、正研究員、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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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走出學術高塔－實踐理論的行動家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說了，也許大家不相信！台灣大學化學系特聘教授劉

而大學聯考放榜，同時錄取私立東吳大學化學系與學費全免

入發光半導體 LED 晶片研發，其中必須有砷化鎵單晶，但製

如熹在發明台灣第一顆紅光發光二極體（LED），並成功

的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家裡經濟狀況卻讓他左右為難。知子

作此單晶中的砷是揮發性毒性物質，擔心研究人員在長晶過

技轉國內廠商，奠定我國發光二極體產業基礎之前，職場

莫若父，軍醫出身的父親就問他：「你吃得了苦嗎？」劉如

程不慎吸入，必須每小時排尿檢驗尿液裡面有沒有砷，確保

初體驗是在工業技術研究院專門幫研究人員煮尿驗尿，因

熹點點頭；「你是不是喜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劉如熹

所有人員在長晶過程沒有誤吸砷。「尿液裡面可能驗出的砷，

此獲得賞識被推荐到英國留學，並在短短五年內攻取清華

馬上點頭如搗蒜。深知軍人無自由的父親，很果斷的告訴劉

以 ppb（十億分之一）為單位，等於要從十億個人裡面找出

大學化學系及英國劍橋大學化學系雙博士學位，從此展開

如熹放心去念東吳大學，不必操心學費。

一個壞蛋，我負責煮尿驗尿。老闆 ( 倪國煙博士 ) 覺得我不錯，

他那被學生形容為「日以繼夜」的研究生涯。但有別於許

沒有考上國立大學雖然是個挫敗，但劉如熹進入東吳之

做事很小心，驗尿的燒杯要洗得很乾淨。」劉如熹笑說，因

多學者隱身學術高塔，劉如熹以理論與應用兼容並蓄，研

後，發現學風很好，若有學長姐考上研究所，學校就會貼紅

為驗尿練就的工夫，「吃飯的碗有沒有洗乾淨，我看一眼就

究與教學雙軌並進，不僅為學界作育英才，許多門生也叱

榜鼓勵，讓他深感有為者亦若是。大學畢業後，順利考上清

知道！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說，妳碗沒有洗乾淨；她就說，

吒於產業界，成為他的座右銘：「一個成功科學家是發展

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圓了讀國立大學的夢想。剛進研

以後家裡的全部給你洗。」

可實現的想法並貢獻成果給人類」實踐典範。

究所報到，觀念傳統根深柢固的母親，馬上拿兩打厚厚的女

「驗尿做了半年，老闆就叫我做紅色發光半導體磊晶材

生照片要他去相親。「這個時候，我跟家人坦言已經有要好

料的研究。」但劉如熹做研究全神貫注，憑細心贏得主管讚

的女朋友。」在家人催促下，劉如熹在碩士第一年就跟同是

賞，但帶孩子卻經常晃神。「老闆經常在周六連哄帶騙找我

東吳大學物理系畢業的女友結婚，老大呱呱落地後，就面臨

去討論工作細節，當天與隔天 ( 周日 ) 馬上就開始進行實驗，

貼心的長子 善解人意的父親
走進劉如熹的實驗室，映入眼簾的是牆上貼滿傑出論文
作品。把時光拉回四、五十年前，位於台南眷村的老家，牆

服兵役和養家的問題。
• 所研究的光轉換材料及其應用領域

上也是滿滿的獎狀。回憶求學與工作歷程，有驕傲，也有挫
折，點點滴滴都是滋潤他成為傑出科學家的養分。父親是軍

• 合成發光二極體用螢光粉的高溫氣壓燒結爐

細心與責任感 屢獲貴人相助

醫，母親除照顧家裡五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外，還要兼做繡花

「國防役救了我！」那年國防研發替代役第二年開放申

的家庭代工，生活過得清苦。身為家中老大，劉如熹寒暑假

請，劉如熹研究所讀的是半導體材料微量分析，順利申請到

期間都會到蒜頭工廠切蒜頭賺錢貼補家用；直到讀台南二中，

工研院材化所服國防役。只是他萬萬沒想到一待就是十個年

也會騎腳踏車幫母親分送半成品給其他代工媽媽。

頭，也成為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

儘管讀書的同時，還要幫媽媽分勞，劉如熹學業表現卻

自認不是天生的工作狂，卻因責任感與個性驅使，重視

很亮眼，破了南二中的紀錄，連續兩個學期獲選模範生。然

細節的劉如熹剛到工研院就深獲讚賞。當時工研院正全力投

105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106

化工 / 材料科技

我的工作狂性格就是這樣養成的。」他現在還覺得對孩子們

今天睡今天的覺 今天吃昨天的晚餐

晨再吃消夜當晚餐，所以是「今天吃昨天的晚餐」；凌晨以

母親北上幫忙帶孫子，「可是因為我經常很晚回家，他們就

有點愧疚，「我曾在送小孩到幼兒園的途中，邊開車邊想問

拿到劍橋博士學位後，劉如熹再回到工研院服務三年，

後收工，回家再睡，所以每天是「今天睡今天的覺」，很難

模仿我的筆跡自己簽家庭聯絡簿。」不過劉如熹也替自己辯

題，結果把小孩直接載到工研院；或者是輪到我接小孩放學

雖然被延攬到台大化學系，執教時間逾二十年。也因在工研

得有跨天睡覺的機會。也因此，當他的學生都要習慣做「暗

白，並不是在孩子成長過程全程缺席，兒子們小學在國外時

回家時，經常忘了時間，匆忙趕到幼兒園只剩下我兒子跟老

院經歷讓他有很多與產業合作研究的機會，而不是隱身台灣

光鳥」，有點辛苦，不過他也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小孩。讓學

的中文及在台灣國中的化學和英文都是他親自教的。

師在那邊苦苦守候。」也因為他的兢兢業業，台灣第一顆紅

最高學府就閉門造車。曾有學生問他：「為什麼我們不能只

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凌晨三點做完實驗到學校附近吃消

小兒子高中期間因熱愛音樂學彈吉他，於大學時除持續

光 LED 在劉如熹手上誕生。為了突破日本專利限制，他還特

待在實驗室弄瓶瓶罐罐，做完研究就畢業了，還要跟著老師

夜，沒想到竟然遇到劉如熹，「老師就默默的幫我付錢了。」

此嗜好外，還留了長髮，曾讓劉如熹很火大，父子關係陷入

地苦學日文，始能對日文撰寫之專利有深入之認識，因此讓

到公司東征西跑？」劉如熹為此想了兩天一夜沒吃飯，深思

系辦抱怨他的實驗室電話分機號碼「68995」不好記。他

緊張，但想到兩個兒子都很認真念書，也擁有博士學歷，最

台灣發光二極體的亮度與日本並駕齊驅，迫使日製 LED 降

如何回答學生。最後得到一個結論，把實驗室定位為「應用

的學生就打趣地說用「劉爸救救我」的諧音就記得住了。事

價。

導向的基礎學術研究」。被問到產學如何合作？劉如熹不假

實上，即使是半夜一、兩點，學生或太太有任何問題打電話

思索的回答：「要找到台灣工業界的洞，如果沒有人可以做，

到實驗室，也確實都能找得到他。「努力終究會有回報的！」

這個洞就是我們要補的。」

劉如熹露出欣慰的表情說，他的學生畢業從不怕，也不會煩

「No pain, no gain ！」（沒有投入，就不會有收穫）劉
如熹在工研院任職期間，靠著自己努力，並在當時的所長吳
秉天博士及工研院院長林垂宙相助下，獲得公費補助到清華

行動派的劉如熹果然說到做到！昔日工研院同事李秉傑

念博士班，還被派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雙博士。「推荐並支

創辦晶元光電 ( 現為該公司董事長 )，發現 LED 缺少螢光粉，

持我繼續深造的工研院材料所所長吳秉天及工研院院長林垂

他就帶領學生進行利用高壓高溫設備產生螢光粉的研究，把

宙，和清華博士班指導教授張昭鼎，是我研究生涯中最重要

藍光、紫外光 LED 透過螢光粉轉換成可見光白光。不僅於此，

「感謝家人對我長期日以繼夜工作容忍、關懷與照顧。」

的貴人。」尤其是當時負責主編《科學月刊》的張昭鼎，有

2014 年全台灣相關專利超過七十個分屬十九家公司，排名前

總是理性多於感性的劉如熹，難得公開說出對另一半、師大

次到台北找李國鼎（時任行政院科技政委）希望其資助經費，

二十的專利發明者，有一半都是他的學生，「劉家幫控制台

或有時至中研院原分所籌備中心，都會帶著劉如熹一起去，

灣 LED 螢光粉專利，利用高壓設備產生螢光粉。光轉光的材

但他卻不知道張昭鼎為什麼都要帶他同行，「直到老師過世

料是我們第一個幫台灣產業界完成專利佈局，可以抗衡其他

後，他的女兒才告訴我，『父親生前雖邀請過許多學生到家

國家的研究成果。」歷年跟劉如熹產學合作研究的企業超過

如熹記憶猶新地說，「當我拿到博士，她告訴我想留在英國

裡，只有你來，父親才會請母親準備水果。』我才知道老師

三十家。

繼續攻博士，我就說好，妳在這裡專心念書，我先帶兩個兒

那麼器重我！」但令人遺憾的是，劉如熹在劍橋進修時，張
昭鼎因病猝逝，兩人無緣再續師生情。

「人生往往不可預期，但就是要努力！」劉如熹常跟學

惱找不到工作，反而要煩惱應該選擇哪家公司？

珍惜每一天 研究貢獻社會

物理系教授胡淑芬的感激。「我們大學畢業後就結婚生子，
八年間她除了要在半導體公司上班外，又要照顧家庭及孩子。
直至全家到劍橋安頓好之後，她才利用空檔攻讀碩士。」劉

子回台灣，彌補過去八年未好好照顧家庭的缺失。」

生講，努力不一定有收穫，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有收穫。他做

沒想到帶孩子並沒有想像那麼簡單，因過去忙於研究工

研究都是「今天睡今天的覺」、「今天吃昨天的晚餐」。因

作與進修，「爸爸」的角色在兒子的生活裡面幾乎完全缺席，

為幾乎每天在實驗室做到凌晨 12 點過後，經常沒吃晚餐，凌

小孩跟著回到台灣以後，竟然只會叫他「媽媽」，只好拜託
• 編輯之英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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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選擇要走自己的路，他也僅能支持。對於小兒子決定從事

是五十九歲就離開人世。自己可以活到五十九歲真的很高興，

音樂創作表演維生，劉如熹雖淡淡的說，「我只有一個要求，

之後每過一天，就多活一天。」一個人最重要的不是活多久，

就是要自己養活自己。」私底下還是會偷偷跟朋友誇讚說，

混日子是一輩子；好好活也是一輩子，「我們拿人民納稅的

「物理系畢業的博士去彈吉他很特別！」並掏腰包購買兒子

錢做研究，就要做出成果分享貢獻給社會；為學生與後代留

的 CD 分贈朋友，默默用行動表達他對孩子的愛與支持。

個好風範才是最重要。」凡事都會妥善規劃、按部就班執行

「我今年剛滿六十歲！」大家以為劉如熹準備過六十大

的劉如熹，如此豁達看待生命，真的很不「劉如熹」。

壽，他卻接著說，「我的恩師張昭鼎五十九歲猝逝，父親也

• 與太太合影於臺大教師感恩餐會 (5/10/2019)

• 大量合成用於電腦、手機及電視等背光用量子點的微流道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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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成就歷程

名字 (Goodenough; 特別好 ) 取得好，又博得他一陣大笑。我

種從不曾捨棄研究，一直都在默默堅持，這裡似乎看不出實

申請之專長以綠能材料領域相關之研究約三十年。初

我於 1959 年出生於台南。小學於復興國小就讀，畢業

當時在台灣工研院任職，有天看到他的履歷，他是從麻省理

用性，但終究推動他成為「鋰離子電池之父」，讓人類享受

期於工研院服務約十年期間，主要利用液相磊晶成長乃發

時以全校第一名畢業 ( 現亦獲得傑出校友 )。國中就讀於後甲

工學院林肯實驗室轉到學校，所以在學校教書及做研究有較

到手機、電腦及電動車等能源之動力，此與我的座右銘「成

展出國內第一顆紅光發光二極體，並技轉國內廠商，奠定

國中，畢業後考上台南二中，就讀期間曾連續獲兩次模範生。

多增加知識的機會，進而感受到還是到學校好的認知。所以

功科學家是發展可實現的想法並貢獻成果給人類」不謀而合。

我國發展發光二極體產業之基礎。爾後再轉入感測器及高

1977 年就讀東吳大學化學系，很榮幸於 2010 年獲傑出校友

我就決定由任職約十年的工研院轉到台大化學系，至今已過

其為我畢生努力之最佳榜樣。

溫超導領域之研發 ( 當時為國內高溫超導領域發表論文與

獎。1981 年大學畢業後，我考上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碩

約二十五年了。每年都期盼老先生可獲諾貝爾化學獎。今年

之後於 1995 年至 1999 年擔任台灣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獲得專利最多者 )。進入台大後約二十四年間主要為以材

士班。碩士班期間，面臨人生一個轉變，就是婚姻。我於碩

(2019) 終於如願，我們常說好人有好報，在他身上得到印證。

1999 年至 2016 年任教授。2016 年升任特聘教授至今。於台

料化學核心技術 ( 配方與合成、分析與應用 ) 為基礎，發

一那年的一月，二十四歲的時候，迎娶胡淑芬小姐 ( 現於國

除此之外他一生的研究歷程由二十四歲開始研究固態物理、

大服務二十四年期間之研究內容涵蓋以材料化學核心技術 ( 配

展各種綠能領域相關之可應用於光轉換為光、電與熱之奈

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擔任教授 )。結婚讓我心裡安定了下

五十四歲研究出可用於鋰離子電池材料的鈷酸鋰、七十五歲

方與合成、分析與應用 ) 為基礎，發展各種具可應用於光轉

米相關材料，其可分別應用於發光二極體 ( 照明 )、水分

來。現育有二子，大兒子獲日本東京大學電機系博士學位，

研究出新穎磷酸鐵鋰電池材料且都九十歲了還在研究全固態

換為光、電與熱之新材料，其可分別應用於發光二極體、水

解產氫 ( 能源 ) 與熱療 ( 生醫 )。研究成果兼具學術深耕

現已婚於日本就業中。小兒子已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電池並發表研究論文，九十七歲終於拿了諾貝爾化學獎，此

分解與生醫熱療，研究乃兼具學術研究與產學研發實務。

與產業應用性，期待藉由獲得鼓勵從事化工 / 材料之研究

博士學位，目前亦就業中。

人員邁向基礎學術與實際應用兼顧方向之東元獎肯定。此

我碩士班畢業後，1983 年申請到工研院材化所的國防

次獲獎將可對於我們過去之努力有莫大鼓舞外，在精神上

役，從副研究員、研究員、正研究員升任至主任，總共待了

則更別具意義且社會責任更加重大。

十一年半。在工研院的時間，我不僅回清華大學化學系唸了

• 有條理及忙碌的行程記事本

在職進修的博士班，還被派到英國劍橋大學唸書，前後大概
五年的歲月，我拿了兩個學校的博士。1992 年劍橋大學畢業
後，返回工研院完成最後的三年合約，才離開工研院。我於
工研院期間，發明了台灣的第一顆紅光發光二極體，讓這項
發明從實驗室放大，最後技術轉移到公司，也使我於 1989
年獲得國家青年獎章與工研院科技成果貢獻個人獎及爾後於
1995 年獲國家發明獎。
離開工研院的一個主要理由為任職期間與今年諾貝爾
化學獎得主 John Goodenough 教授從固體化學至磁材料及鋰
電池會議有數面之緣，年輕時在研討會見到他，向他請教問
題，他總是會不厭其煩解釋給我聽，其中對他於言談間的
“大笑”，著實減輕我許多壓力，我也常跟他開玩笑，說他

• 於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時的全家福 (1992)

• 與於日本東京江之島與太太及大兒子旅遊 (9/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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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非常適合藍光晶片之激發，同時其發射為 630 nm 之

各式儲能技術中，鋰離子電池因具高能量密度而深具研發價

劉如熹教授於 1989 年獲臺灣青年獎章及工研院科技成

劉如熹教授是一位非常傑出之無機材料化學家。其從

尖銳譜線紅光發射，相比氮（氧）化物紅光螢光粉具有更高

值，其為開發應用於電力車之高功率動力電池，眾多研究投

果個人貢獻獎，1995 年獲臺灣第四屆發明銀牌個人獎，1998

事以綠能相關領域之材料化學核心技術 ( 配方與合成、分析

之流明效率。K2TiF6:Mn4+ 螢光粉室溫下之發光絕對量子效率

入高理論電容量之 Li2MnO3 · LiMO2 (M = Li, Ni, Co, Mn) 正極

年獲傑出青年化學獎章，2011 年獲第九屆有庠科技獎 ( 科技

與應用 ) 為基礎約三十餘年，發展各種具可應用於光轉換為

達到 98%，優於大部分現有之紅色螢光粉，上述研究成果發

材料開發，然其於充放電過程之電化學特性衰退，則為仍待

論文綠色科技類 ) ，2013 與 2018 年獲科技部二次傑出研究獎。

光、電與熱之相關無機材料，可分別應用於（1）發光二極體

表於自然 - 通訊 (Nature. Commun. 2014, 5, 4312)。

解決之瓶頸。我們以藉臨場中子繞射與穿透式 X 光顯微鏡鑑

2015 年獲國際 IUPAC & NMS 於新穎材料與合成之傑出研究

具體貢獻事蹟

( 照明 )、（2）水分解產氫 ( 能源 ) 與（3）熱療 ( 生醫 ) 研

半導體量子點發光材料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因其波

定 Li2MnO3 · LiMO2 正極材料，並分析探討其電容量衰退之

獎。2017 年獲中山學術論文獎。2018 年獲科睿唯安（Clarivate

究表現傑出，尤其於高效率與高演色性之白光發光二極體用

長可調性與半高寬窄之優勢，應用於白光發光二極體 (White

成因。當 Li2MnO3 · LiMO2 充電至 4.5 V( 相對於 Li+/Li) 時，

Analytics）高被引學者及侯金堆傑出榮譽獎。2019 年獲「有

螢光粉之開發及應用有卓越成績。研究成果共發表超過 500

Light-emitting diodes; LED) ，可使背光顯示器輕易達到廣色

其中 LiMO2 進行之兩相反映 (two-phase reaction) 與 Li2MnO3

庠科技講座」( 綠色科技 )。

篇英文期刊論文，論文總被引用數超過 17,429 次（h-index :

域之結果。劉如熹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將合成出之綠光 (515nm)

之不可逆氧氣生成反應 (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乃造成電

由以上知劉如熹教授於學術之無機材料化學領域極具創

68）。劉教授於湯森路透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中，

、紅光 (625nm) 鈣鈦礦量子點與 InGaN 藍光晶片進行 LED 封

極之體積收縮與產生破裂，並推測此為 Li2MnO3 · LiMO2 材

新與突破、且其所發展之材料對我國未來於國際競爭力有卓

有至少九篇文章為化學與材料科學領域被引用次數排名前 1%

裝，發現無機鈣鈦礦量子點具離子交換之現象，綠紅量子點

料於循環過程之電容量衰退原因。此研究成果提供改善此正

越貢獻、其更屢獲國際重要會議邀請演講，故其研究表現受

的論文作者。並獲邀於國際會議擔任邀請講席超過七十次，

封裝後會有光譜偏移與半高寬變寬之現象，應用於背光顯示

極材料電化學表現之方向，並應用於未來之電力交通設備。

國際重視。

其已為材料領域國際知名知學者。其並獲美國專利五十二件，

器具相當多之影響。目前白光發光二極體之色域可達 NTSC

本研究成果發表於 J. Am. Chem. Soc. 2016, 138, 8824。

中華民國專利一百五十九件，編輯中英文專書十三本及發表

113% 之結果，朝未來商品化邁進一大步，本研究成果發表於

十八章論文於專書中。期間並與國內外廠商進行產學合作。

Angew. Chem. lnt. Ed. (2016, 55, 7924; 2017, 56, 13650)。

此外劉如熹教授於 2010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擔任國家能源

綠色科技能源研究中，為尋找替代燃料性能源所不可或

計畫儲能召集人，推動國家於儲能技術之建立，對領導我國

缺的兩大元素—「氫」和「氧」，我們以矽基半導體為主，

發展能源材料之領域有重要之貢獻。劉教授雖屬基礎科學 ( 數

並用不同方法修飾上共催化劑 (co-catalyst)，應用於太陽能光

理 ) 之領域，但其研究乃兼具學術研究與產學研發實務，更

催化水分解產氫之光陰極，其中我們所使用之共催化劑以鈷

是國內外同時具有此專長之少數學者。

二硫化硒化物 (CoSe2) 為主，再利用異質結構造成能帶彎曲之

劉教授於材料領域不論是基礎研究或應用發展皆有豐碩

方式，克服載子傳輸上之蕭基能障 (Schottky barrier)，可使光

之成就，並有具體傑出創作事實及成果，此對產業升級與國

催化水分解產氫之效率至 9 mA cm-2 (0 V vs. RHE) ，本研究成

家社會永績性發展極具重要影響及貢獻。

果發表於 Angew. Chem. lnt. Ed. (2016, 54, 6211)。
全球之能源消耗率每年約為 15 TW，預估於 2050 年將

研究展望

突破 25 TW，此外近期研究指出約 16.8% 之能源乃應用於交

劉如熹教授及其研究團隊首次利用高效離子交換方法，

通運輸，而其中所使用石化燃料而形成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成 功 製 備 Mn4+ 摻 雜 之 K2TiF6，K2SiF6，NaYF4 與 NaGdF4 紅

為 30.4 Gt，因此造成嚴重之氣候變遷，故如何可滿足全球之

光 螢 光 粉， 該 類 螢 光 粉 於 460 nm 具 有 強 吸 收 帶（ 頻 寬 50

能源需求，並達環境友善之平衡，此為刻不容緩之議題。於

• 實驗室出遊到宜蘭冬山鄉的仁山植物園 (1/2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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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at th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of Soochow University and was

(2019), has several aspects from the conference on solid chemistry

from research laboratory (ITRI) that has been for about 10 years.

The application expertise is about 30 years in the field of

honored to receive the Outstanding Alumni Award in 2010. After

to magnetic materials and lithium batteries. When I was young, I

It has been about 25 years since then. Every year, I hope that

green energy materials. During the initial service of the Institute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in 1981, I was admitted to the Master's

met him at the beginning and asked him the problems, he always

Professor Goodenough will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ITRI) for about 10 years, the place mainly developed the first

Program at the Institute of Atomic Scienc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ould not bother to explain to me, and his "laughing" between

I am very glad that this old man can win this year. We often say

red light-emitting diode in Taiwan by liquid phase epitaxial

During the master's class, a change in life is marriage. On January

the talks had really relieved me a lot of pressure. I often laughed

that a good person has good rewards and they are confirmed in

growth, and transferred the technology to domestic manufacturers,

1982, when I was 24 years old, I met Ms. Shu-Fen Hu (now a

at him and said that his name (Goodenough; especially good) is

him. In addition, his lifelong research history began with soli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gh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good. And won him a burst of laughter. When I was working at

state physics at the age of 24, lithium cobalt oxide materials for

emitting diode industry. Later, he transferred to the research and

University). The marriage made my heart settle down. He has two

the ITRI, I saw his resume one day. He transferred to the school

lithium-ion battery materials for 54-year-old, and novel lithium

development of sensors and 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

sons, and his eldest son has a Ph.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from the Lincoln Laboratory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iron phosphate battery materials for 75 years old. All Solid-state

(then published papers and patents for the domestic high-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He is now married and works in

Technology. Therefo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the school has

battery and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s, 97-year-old finally won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ﬁeld). After entering the National

Japan. The younger son has received a Ph.D. in the Department of

more opportunities to increase knowledge, and then feel it. Still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this has never abandoned research,

Taiwan University for about 24 years, based on the core

Physics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is currently

to the school a good cognition. Therefore, I decided to transfer

has been silently insisted, these persistence does not seem to be

technology of materials chemistry (recipe and synthesis, analysis

employed. After graduating from my master's degree, I appli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actical for a long time, but ultimately promote him to become

and application), we develop various nano-related materials that

to the Material and Chem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of Industrial

can be applied to light, electricity, and heat in the ﬁeld of green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in 1983 to compensate the

energy. It can be applied to light-emitting diodes (lighting), water

military service, and I was promoted to the director of an associate

decomposition hydrogen production (energy) and thermal therapy

researcher. I spent a total of eleven and a half years. At the time of

(biomedical).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both academically deep

ITRI, I not only went back to the Ph.D. class at the Department of

and industrially applicable, and it is expected to be recognized

Chemist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ut also was sent to Cambridge

by the TECO Award for encouraging researchers engaged in

University in the UK to study. About five years before and

chemical/materials to move toward basic academic and practical

after, I took two doctors from the school. After graduating from

applications. This award will be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our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1992, I returned to the ITRI to complete

eﬀorts, more spiritually meaningful and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

the ﬁnal three-year contract before leaving the ITRI. During the
ITRI, I invented Taiwan's first red light-emitting diode, which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magniﬁed the invention from the laboratory, and ﬁnally transferred

I was born in Tainan in 1959. Elementary school was enrolled

the technology to the company. I also won the National Youth

in Fuxing Elementary School and graduated with the first place

Medal and the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89. The scientiﬁc

in the school (now also a distinguished alumnus). The middle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ontributed individual awards and

school was enrolled in the post-A country. After graduation, I

later won the National Invention Award in 1995. One of the main

was admitted to Tainan Secondary Middle School. During my

reasons for leaving the ITRI is that during the tenure, Professor

studies, I won two consecutive model students. In 1977, I studied

John Goodenough, the Nobel laureate in Chemistry this year

• 與成員操作材料合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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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ther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allows humans to enjoy the

decomposition, and biomedical hyperthermia, research is

color rendering of white light-emitting diode. Th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Professor Liu served as the national energy plan

power of energy such as mobile phones, computers, and electric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and

and application of fluorescent powder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convener of energy planning from June 2010 to December 2018,

vehicles. This is in line with my motto "Successful scientists are

development.

results.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500 English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in

journal articl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pers cited has exceeded

the country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domestic

17,429 (h-index: 68). Professor Liu in Thomson Reuters Essential

development of energy materials. Although Professor Liu is in the

developing achievable ideas and contributing to humans." It is the
best example of my lifelong eﬀort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Later, from 1995 to 1999, I served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Professor Ru-Shi Liu is a very outstanding inorganic

Science Indicators (ESI) has nine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top 1%

ﬁeld of basic science (mathematics), his research is both academic

of th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material chemist. Based on the core technology of materials

of papers cited in the ﬁeld of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 He

research and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e is

served as a professor from 1999 to 2016. In 2016, I was promoted

chemistry (recipe and synthesi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in

has been invited to serve as an invited speaker at the International

also a minority at home and abroad.

to a special professor. During the 24 years of service at National

the field of green energy, it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Conference for more than 70 times. He has been an internationally

Professor Liu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aiwan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covers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30 years, and various inorganic materials that can be applied

renowned scholar in the ﬁeld of materials. It has obtained 52 US

materials, whether it is basic research o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new material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light conversion to light,

to light conversion to light, electricity, and heat can be applied

patents, 159 paten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3 Chinese and

and has speciﬁc outstanding creative facts and achievements. This

electricity, and heat based on the core technologies of materials

separately. (1) Luminous diode (lighting), (2) water decomposition

English books, and 18 chapters in the book. During the perio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and contribution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chemistry (recipe and synthesi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hydrogen production (energy) and (3) hyperthermia (biomedical)

it also cooperated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manufactur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ocial performance.

which can be applied separately. Light-emitting diodes, water

research outstanding, especially for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 合成發光二極體用螢光粉的熱等靜壓燒結爐

• 普通化學教學 (5/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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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For the first time, Professor Ru-Shi Liu and his research

existing red phosphors.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were publish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 and a major step toward future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in capacitance. When Li2MnO3

in Nature Communication (2014, 5, 4312).

commercializ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published in Angew.

· LiMO2 is charged to 4.5 V (vs. Li+/Li), the two-phase reaction of

Chem. lnt. Ed. (2016, 55, 7924; 2017, 56, 13650).

LiMO2 and the irreversible 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 of Li2MnO3

team successfully prepared Mn4+-doped K2TiF6, K2SiF6, NaYF4

Semiconductor quantum dot luminescent materials have

and NaGdF 4 phosphor powders with red emission and high-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ir

In the research of green technology energy, in order to ﬁnd

cause the volume shrinkage of the electrode. A crack occurred and

eﬃciency by the ion-exchange method. The phosphor powder has

wavelength tunability and the advantages of half-height and

the two essential elements of alternative fuel energy - "hydrogen"

it was speculated that this was the cause of the capacity decline

a strong absorption band at 460 nm (bandwidth 50 nm). It is very

width, they are applied to white light-emitting diodes (LEDs),

and "oxygen", we mainly use sulfhydryl semiconductors and

of the Li2MnO3 · LiMO2 material during the cycle. The results

suitable for the excitation of blue light wafers, and its emission

which can make the backlight display easily reach the wide color

modify the co-catalyst by different methods. It is applied to the

of this research provide an improvement in the electrochemical

is a sharp line red light emission of 630 nm, which has higher

gamut. Professor Liu and his research team will encapsulate

photocatalyst of solar photocatalytic water decomposition to

performance of this cathode material.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lumen efficiency than nitrogen (oxygen) red light fluorescent

the green light (515nm), red light (625nm) perovskite quantum

produce hydrogen. Among them, the co-catalyst used by us is

were published in J. Am. Chem. Soc. (2016, 138, 8824).

powder. K2TiF6: Mn4+ phosphor powder has an absolute quantum

dots and InGaN blue light. At present, the color gamut of

mainly cobalt disulfide selenide (CoSe2), and the heterogeneous

Professor Liu won the Taiwan Youth Medal and the

eﬃciency of 98% at room temperature, which is superior to most

white light-emitting diodes reaches 113% of NTSC (National

structure is used to bend the energy band to overcome th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dividual

transmission of the carrier. The Schottky barrier allows the

Contribution Award in 1989. In Taiwan, he won the 4th Invention

photocatalytic water to decompose to produce hydrogen to 9 mA

Silver Medal in Taiwan. In 1995, he won the Outstanding Youth

cm-2 (0 V vs. RH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published in

Chemistry Medal. In 2011, he won the 9th Outstanding Science

Angew. Chem. lnt. Ed. (2016, 54, 6211).

and Technology Awa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pers Green

• 與成員討論材料合成策略

The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rate is about 15 TW per year,

Technology), won the two times of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and it is estimated that it will exceed 25 TW by 2050. In addition,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13 and 2018.

rec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bout 16.8% of energy is used for

In 2015, he won the International IUPAC & NMS Award for

transportation, and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the use of

Outstanding Research in Novel Materials and Synthesis. In 2017,

fossil fuels are about 30.4 Gt, which causes severe climate change,

he won the Zhongshan Academic Paper Award. In 2018, he was

so how to meet the global energy needs and achieve a balance

awarded the Claurivate Analytics Highly Cited Scholar and Hou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is an urgent issue. Among various

Jindui Outstanding Honorary Award. In 2019, he was awarde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lithium-ion batteries have great

the Y. Z. Hsu Chair Professor for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excell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alue due to their high energy density.

research on "Green Science & Technology".

They are developed for high-power power batteries used in electric

From the above, Professor Liu has made great innovations

vehicles. Many types of research have invested in high theoretical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inorganic materials

capacity Li2MnO3 · LiMO2 (M = Li, Ni, Co, Mn) cathode material

chemistry, and the materials they developed have made

development, but its elect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aiwan's future international

charge and discharge process decline, it is still a bottleneck to be

competitiveness. He has been invited to give lectures at major

resolved. We identiﬁed Li2MnO3 · LiMO2 cathode materials by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refore his research performance is

situ neutron diffraction and transmission X-ray microscopy and

valued intern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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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徐善慧

評審評語

女士

將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醫材應用到神經修復、幹細胞的幹
性與 3D 列印組織工程上。多項專利都已經成功技轉，

Shan-hui Hsu．55 歲（1964 年 6 月）

研究團隊成立新創生技公司，對生技產業發展貢獻卓
著。

學歷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工程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macromolecular biomedical
博士
碩士
學士

materials to nerve repair and 3D printing with stem cells.
Transferring technologies and multiple patents to industry.
Starting up bioengineering companies with the research

現任

team.

國立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兼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博士學位學程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療器材研發中心
副主任

得獎感言

國立臺灣大學組織工程與 3D 列印中心

感謝父母的教養與支持，感謝前輩及良師的教導與啟

主任

發，感謝台大的環境與實驗室所有成員的努力，感謝社

曾任
國立臺灣大學身心障礙者輔具工程研究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組織工程與
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國立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組織工程與幹細胞研究中心

會的栽培。感謝天。
主任
籌備主任
兼任教授
特聘教授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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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產品，造福社會—追求務實的科學家
「不管你是一帆風順，或是歷經滄桑。每個人心中都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童年什麼都好奇 什麼都奇怪

要保持一個很樂觀的小叮噹 ( 今稱哆啦 A 夢 )。」雖然是

「小時候有人跟我說，拿著筷子往鼻子插，可以一直插

漫畫裡的虛擬角色，但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

進去。我就真的一直插，把我爸爸給嚇壞了。看到大人用刀

所所長徐善慧卻從中學時期開始，就超級喜愛小叮噹的赤

子刮鬍子，我就說奇怪吔，怎麼都不會受傷？我就拿來刮，

子之心，認為這是每個人保持快樂的先決條件。也因這份

結果就流血了！」徐善慧回憶兒時在鄉下的童年往事，帶著

純真，讓她心無旁騖的專注於研究，順著心裡神奇的哆啦

歉意靦腆的說，「我的父母有時候會覺得不曉得怎麼教這個

A 夢啟發各種創新構想，別出心裁的把高分子材料應用在

常有奇怪想法的小孩，還跑到台北請教專家。他們就說，你

神經修復、培養幹細胞球體跟 3D 列印組織工程，更因此

們就當她跟普通小孩一樣，用一般的教法就可以。」

當選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學院會士與俄羅斯國際工程院通
訊院士。

從小考試總是名列前茅的徐善慧，似乎有用不完的好奇
心，學習能力也很強。上課聽老師講講，就什麼都懂了。「我

與其說喜歡小叮噹的可愛，徐善慧更喜歡「他」的心胸

學東西好像有稍微快些，可能是因為我回家不想讀書，在鄉

寬厚，「別人怎麼欺負他都沒事，總是以無比的耐心回報說，

下就是很喜歡出去走走。我覺得自己很普通，雖然從沒做過

你下次不能再這樣！」不過最讓她著迷的還是小叮噹身上的

智力測驗，但我相信自己很一般。」被問到是不是從小被當

四次元百寶袋，隨時可以變出各種千奇百怪的道具，「我研

成天才兒童，徐善慧連說好幾次「我覺得自己非常平庸」，

究的高分子，就像小叮噹的百寶袋可以變變變，激發出不同

僅承認小時候確實很愛玩，不喜歡「拿著書本看」，也比較

的研究應用。」不但從小叮噹獲得研究靈感，連寫科普文章

有好奇心，經常讓父母覺得很麻煩。

也以「他」為主角。除了漫畫，徐善慧也喜歡看武俠小說，

為了讓好奇寶寶可以乖乖坐著定心看書，在新北市金山

高中時曾在周末中午十二點放學後，嘗試跑到西門町趕場看

國小任教的父母親主動請纓幫學校管理圖書館。「我還沒有

十二點半播映的武俠電影。年少時的天真浪漫與青春期的率

入學週末就被叫去圖書館看爸媽整理圖書，那時候覺得很特

直狂放，讓人很難聯想到她現在的學術地位。

別，書裡面的注音符號，我都念得出來，就覺得太神奇了！
不識國字，也不管意思懂不懂，都可以照著讀，忽然就覺得
這些書很好看。」事隔多年，徐善慧已不記得是怎麼學會注
音符號，很可能是爸媽在教姐姐時，她在旁邊跟著聽就學會

了。「金山國小圖書館其實很小，在那個資源缺乏的時代，
還有聯合國捐贈的讀物。有些書好漂亮，我到現在還記得幾
本書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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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耳濡目染 投身百年樹人

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父母對我們姐妹的教導也是如此。

懷孺慕的說，「我跟王院士僅有一面之緣，但他的一句話對

纏繞在心裡的千千結瞬間釋然。「德高望重的院士用那麼淺

父母親不僅關心自家孩子的學習，更以身教讓徐善慧體

不求什麼！就是教，希望我們接受社會栽培，未來也能夠回

我影響非常大。」

白的話跟我講不要急，妳每走的一步路都不會浪費掉。對年

會教育是多麼神聖的工作。「金山以前是窮鄉僻壤，很多學

饋社會。」徐家三姐妹也因父母耳濡目染，先後投入教職，

生家裡都很窮，我看到自己的父母親是怎麼認真教這些孩子。

全家皆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為職志。

他們有些家裡沒有人識字，上學也沒穿鞋子，書還是讀得很
好，讓我覺得教育的力量非常大。」徐善慧說，父母為了方

一面之緣解惑 釐清未來方向

王倬看到忐忑不安的徐善慧，用和藹語氣緩緩的說：「有

輕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我，其實有很大的鼓勵。」也讓

什麼問題，妳都可以問。」徐善慧看著眼前溫文的學者說出

徐善慧體會到，「有時候我們跟學生說話『點』他一下，也

自己心裡的疑惑，「我是學工程的，離生物醫學非常遠，也

不曉得日後會產生什麼影響，但王院士當年的話對我真的很

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生物醫學的那個部分，只修過幾門相關

重要。」

便她就近升學，舉家搬到新北市永和。考上大學那年，父親

然而從小聰慧的徐善慧，雖然毫無意外的從北一女考上

的課。我也很喜歡高分子，卻搞不清楚到底要做什麼？」但

在永和國小教體育班，剛好要去受訓，「讓我代課幾個星期。

台大，在讀台大材料工程學研究所期間，卻對未來發展方向

王倬的回答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妳以為妳在繞圈圈，走

這些小孩體育都很好，我就想會不會很難教？結果真的教得

感到徬徨。大學主修化學工程，碩士轉攻材料工程的她，對

了化工改走材料又再改走生醫會怎麼樣？妳以為自己在浪費

不要急，慢慢磨！目標確定，就沒有白走的路。除了讓

好辛苦。」

於到美國留學是否轉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有些猶豫不決。「生

時間或繞路？沒有這回事！我們都是逐漸向目標邁進。妳或

徐善慧堅定赴美進修的信心，更讓她在攻讀博士過程「眾裡

但父親的有教無類讓徐善慧打心裡佩服。「父親很厲害，

物醫學工程那時候在美國也剛興起，不容易申請到學校或獎

許走了很多路，但只要大目標不變，小動作可以慢慢調。」

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在美國求

能夠把這些學生教到讓他們的考試成績，看不出是體育班學

學金！」就在舉棋不定之時，曾經教過她高分子物理的朱厚

「不要在乎現在又換了什麼？這些都是小事。妳的目標

學期間，徐善慧換了好幾位指導教授，甚至因為總是找不到

生，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父親的教育理念認為沒有人

人教授，引薦她到中央研究院向王倬院士請益。「我那時候

是什麼？慢慢找，妳心裡清楚。可能現在定義不出來。但是

合適的研究團隊與主題，一度讓她懷疑自己是不是不應該到

天生就是不會讀書，要相信學生絕對可以做得到，人一能之

還很小，又是第一次見到院士。」回想當年情景，徐善慧滿

妳有一天就會挪到妳想要去地方。」徐善慧聽到王倬的建議，

美國讀博士。「可能我對自己想做的題目比較有個人意見；

頻換指導教授 差點打退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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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美國比較自由，鼓勵大家充分思考，我就經常會醞

家人。「父親接到信就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不要想那麼多，

式，就是非常務實的把產品做出來。我們在做人才培育的時

基礎科學到應用研究，本來就有不同的光譜，「工程科學家

釀出『這個是我要做的題目嗎？』的想法。一直換到第三組

人要樂觀奮鬥。正是樂觀奮鬥這四個字，讓我重新打起精

候，永遠是以務實的思維為主，讓他們接受教育發揮到這個

務實的思維，是我非常珍惜的價值，就是把產品做出來，造

團隊，才找到我真正想要的指導教授。」

神。」因著父親的鼓勵，徐善慧在重拾鬥志的同時，也因為

社會上。」徐善慧強調，無論做什麼研究，最終的目標都是

福社會；培育的人才也能夠到產業發揮所學，造福社會。這

公費留學到美國攻讀博士，護照年限僅有五年，徐善

新選修課程意外找到她真正想跟的指導教授。「真的是緣分。

造福社會。科學家在社會的自我定位，每個人都不一樣。從

也是我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最心安的位置！」

慧談起這段被她形容為「步步驚險」的往事，還是覺得運氣

我在第二個團隊題目都做得差不多了，課也都修完了，但指

不錯，讓她接觸到很多教授，看到不同實驗室，不同的團隊

導教授還是問我要不要再修個課。新修的課剛好是第三個團

作風，讓自己成長很多。「我不是那種看到不合適就跑掉的

隊的兩個老師開的。」

人。」徐善慧在前面兩組指導教授帶領的團隊都待了一年多，

「我聽了他們的課覺得很有趣，就主動找兩位老師請他

最後還是覺得研究題目不是她想做的，放棄已經做出的成果，

們當我的指導教授。」徐善慧在第三個團隊做研究如魚得水，

重新找指導教授。「事實上經過三年半，志氣都消磨掉了！

兩位指導教授給她充分的自由，做她想做的題目。一年半就

那段時間我很困惑，甚至懷疑或許自己不適合讀博士！」

通過口試，之後並發表四篇論文，順利在公費留學五年大限
到期前，取得博士學位返台。「黑井 (Blackwell) 跟解迷仙

最後關頭巧遇伯樂 快樂似神仙

(Jamieson) 老師都是我的貴人。他們知道我之前的挫敗經驗，

徐善慧雖然寫信跟父親說，很可能會找不到合適的教授

一直給我很正面的鼓勵，也解答我很多學術研究上的疑惑。」

就回台灣，心裡卻又滿是愧疚覺得沒有成功拿到學位會愧對

從徐善慧在畢業前一年的感恩節送給解迷仙教授刻有中文解
迷仙的印章當禮物，並向老師解釋此三字代表「迷惑皆解，
快樂似神仙」，凸顯她對兩人的尊敬如同千里馬遇到伯樂。

追求務實 薪火相傳 造福社會
除了解惑，徐善慧認為兩位恩師對她最大啟發是「原來
學術界有家族樹」。兩位師出名門的教授，經常在上課的時
候提到「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的故事，傳達學術界最重要的
是薪火相傳，除了學生要懂得光耀門楣以外，老師更要體認
自己不可能什麼事都做，到最後一定要交棒，教會更多的人，
讓他發揮影響、貢獻社會，像大樹一樣開枝散葉。從美國返
台以後，徐善慧第一件事就是畫學術家族樹，無論到哪裡任
教都會告訴學生這個家族樹的由來，希望學生代代薪火相傳。
「我想是因為我在工學院的關係。工學院造福社會的方

129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130

生醫 / 農業科技

對「東元獎」的期望

成就歷程

東元二字意義非凡。東方代表日出，萬物出乎震，震

得獎人徐善慧於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就讀期間 ( 大三

東方也。元是萬物之始，又是善之長也。東元獎的設立希

下 1984 年 ) 對高分子材料尤其是具有綠色環保特性的高分子

望喚起科技創新與人文相輔相成融合發展的觀念，也就是

產生了濃厚興趣，即開始專題研究。隨後考取臺灣大學材料

科文共裕的精神，其設獎之具體宗旨為「培育科技人才，

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研究為可溶性聚乙烯醇高分子以聚

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會進步」。培育科技與人文領域人

胺脂改質之逆滲透薄膜，應用於純化水質之相關研究。碩士

才，既需要前瞻的思想，又需要將此思想落實社會，在科

畢業同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生 ( 生醫材料學門 )，至美國攻

技領域方面則常透過產業技術轉移，將創新想法與基礎研

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論文內容為可分解生物高分子凝膠的

究成果真正落實成為產品，造福社會，實踐讀書人的理想。

黏彈特性對生理功能的影響。獲博士學位後 (1992 年 ) 回國至

而這種務實性是否與前瞻思想產生一些牴觸呢？對此我個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學系任教，後轉至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人總是有些納悶，因為前瞻創新思想可能是發散的，但文

任教，推動成立校級組織工程與幹細胞研究中心。2009 年轉

明的發展包括科技的進步則需要配合人文精神，「文明以

至臺大高分子所任教，2013 年獲臺灣大學特聘教授，並推動

止」，文明可能是需要收斂的，才能避免科技不當使用對

成立組織工程與 3D 列印研究中心及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

於大自然、環境與人文的破壞，這中間需要智慧與動態平

件博士學位學程。至今發表期刊論文兩百六十四篇，專書章

衡。科技不違背人性，符合道法自然，科技需要輔以人文

節十一篇，核准專利三十六項，被引用次數 (Google Scholar)

精神，始能人文化成。我認為東元獎的設立在選拔與鼓勵

> 9,500 次。並有產業技轉簽約金近一千七百萬元，五年內已

具有格局與全方位的研究學者，這是個不容易的過程，而

實現技轉收入 ( 已入帳學校 ) 超過千萬元。主要創新成果為：

東元獎的設獎精神令人心嚮往。盼望東元獎能透過其美好

(1) 合成新型可分解聚胺脂材料，除了具有環保綠色製程與可

的設獎精神與嚴謹的選拔過程，達到科文共裕的理想。也

調控的分解特性外，還能有形狀記憶與抗發炎的性質。(2) 開

期待東元獎透過科技與人文的融合發展為社會帶來正面的

發具有神經修復功能的可分解高分子，包括聚乳酸、殼聚醣

力量，為年輕一代樹立可嚮往及可效法的科技人文典範。

及聚胺酯之水凝膠及自癒合材料等。(3) 研究間葉幹細胞 ( 或
癌細胞 ) 與高分子基材的交互作用，透過材料設計，可增加
細胞的聚集移動而成為細胞球，在幹細胞有助於提高細胞幹
性，在癌細胞則能模仿癌症微環境。(4) 發展具環保特性的生
物 3D 列印材料 ( 細胞列印墨水 ) 與自癒合水膠犧牲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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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新創公司，獲 2016 年國家新創獎，且為臺灣生技整

一、基礎學術研究方面：

合育成中心 (SI2C) 第一個學界選案成功獲得新醫療

得獎人徐善慧在學術創新與技術主要突破分為四部分：

細胞的聚集移動而成為細胞球，在幹細胞有助於提高細胞幹

「智慧型水性可分解聚胺脂合成」與「利用生醫材料基

器材經濟部科專 A+ 淬鍊計畫者，且此案於 2016 年

( 一 ) 合成新的可分解聚胺脂材料，包括溫感性與形狀記憶性

性，在癌細胞能模仿癌症微環境。( 四 ) 發展生物 3D 列印材

材進行三度空間幹細胞球體培養」這兩個特色研究主題

底獲得瑞士大藥廠諾華公司 (Novartis) 全球第一件醫

配方，並具有抗發炎特性，此部分著重於聚胺脂合成、結構

料與犧牲層材料，包括細胞列印墨水、自癒合水膠犧牲層等

在國際學術界具有知名度，獲 2016 年美國醫學與生物

療器材選案，持續受 Novartis 跨國輔導。在聚胺酯方

分析與設計，提供生物醫學應用。( 二 ) 開發具有神經修復功

材料製備，此部分著重於生醫材料之流變學特性與機械性質

工程學院會士與 2019 年國際工程院通訊院士。Google

面，並有其他數個創業萌芽計畫。

能的高分子材料，包括聚乳酸、殼聚醣自癒合材料及聚胺酯

的調整，以獲得可列印性及長期細胞存活率。未來將持續開

及相關的智能水膠材料，此部分著重於製程開發、自癒合水

發生物醫學智能高分子材料。

Scholar 超 過 > 9,500 次。 最 近 十 年 內 有 兩 篇 高 引 用 論

2、PU 材料專利授權落實產業：

文 ( 一 篇 發 表 於 2009 年 Small， 一 篇 發 表 於 2015 年

2008 年開發出數種穩定性 ( 不可分解 ) 生物相容性

Advanced Materials)。

聚胺脂 (PU)，專利與技術授權產業製造生醫級 PU

二、研究落實產業及新創公司並推動國際化：

原 料。 近 五 年 則 開 發 出 可 分 解 綠 色 PU 彈 性 材 料

生醫材料基礎研究希望亦能落實產業。實例如下。

( "Nanoelastomer" )，獲多個臺灣專利與美國專利；

1、研究生團隊成功創業：

合成方法於 2014 年授權產業，並與該公司執行科技

開發出新穎神經導管 (Ntube)，共有五個相關專利，

部產學合作案開發高級生醫導管，隨後於 2015 至

畢業生團隊完成主要專利技術授權，於 2014 年初組

2016 年陸續完成導管技術授權，亦輔導該產業 2017
年成功獲得經濟部科專 A+ 淬鍊計畫。該公司近兩年
仍與本團隊進行軟骨修補支架材料產學合作，且完成
專利技術授權。
3、推動國際團隊合作：
在殼聚醣細胞球方面與日本神戶大學醫學院、早稻
田大學及神戶大學醫學院團隊進行跨國合作；材料
方面則與日本物質材料機構 (NI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德國漢堡大學及俄羅斯科學院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物理化學研究所進行跨
國合作。
4、教學成就與人才培育：
已指導碩博士生上百人，並培育出超過 10 位實驗室
成員目前擔任大專院校教職，繼續培育相關人才。

研究展望

膠特性分析及其體內外功能性測試。( 三 ) 研究間葉幹細胞 ( 或

癌細胞 ) 與高分子基材的交互作用，透過材料設計，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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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book chapters, and 36 granted patents. She has a google citatio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There is an extraordinary meaning of "Dong Yuan, TECO " .

>9,500 and earned her institution 17 million Taiwanese dollars

The recipient Hsu's innovation includes: (1) Waterborne

"Dong" represents sunrise and source. The second word of "Dong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authorization. Her innovation includes:

biodegradable polyurethane smart biomedical polymers. (2)

Yuan, TECO" means origin and growth. The purpose of "TECO-

(1) waterborne biodegradable polyurethanes as smart biomedical

Materials for neural regeneration. (3) Substrate-derived cellular

award" is to encourage the spirit of humanity in technology

polymer, (2) materials for neural regeneration, (3) substrat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Chinese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derived cellular spheroids, and (4) bioink.

civilization should have a check point through humanity.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and may echo the spirt of "TECO-award" . I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sincerely hope the spirit and selection of the recipient will bring

1. Basic Research：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and establish role models for

Innovation in smart waterborne biodegradable polyurethane

young generation to be inspired.

and biomaterial-derived cellular spheroids has won her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wards such as 2016 fellow of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The recipient Hsu was inspired by polymer and soft matters
during her junior yea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1984. She went on developing desalination
membranes in her master thesis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USA and
2019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 Research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1) Start-up

and published her fist paper. Sh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Students from the team has started up a new company,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study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n

developing biomaterials for neural repair.

USA. Her Ph.D. dissertation was the role of viscoelasticity in

(2) Technology Transfer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biological hydrogel. She started her

The formulae of polyurethanes have been licensed to a few

teaching career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t Chung Yuan Christian

companies.

University in 1992 and transferred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3)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1996. She returned to

With Jap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2009, was appointed distinguished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professorship in 2013, and established a research center and Ph.D.
program in 2015.
S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60 referred papers, 11 book/

(4) Education
Ten members from the team have become faculty in local
universities.

spheroids. (4) Bioink. She will consistently make progress in
developing novel biomedical smart polymer material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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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在蝦類白點病 (WSD) 及急性肝腺壞死症 (AHPND) 之發病

海洋病毒的研究因蝦類成為經濟動物後才受到重視，我

機制研究表現傑出。亦將白點病毒及引起 AHPND 的弧菌

二十五年前即以拓荒者的心情開始進入鮮有人重視的蝦類

檢測技術研究成果，成功技轉國內海洋科技業界，在蝦

病毒性疾病領域，並持續用前瞻生物科技解決蝦類養殖問

類養殖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題。今日能獲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及評審委員們的肯定，

Dr. Lo's research on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s of White

對我及研究團隊是極大的鼓勵，讓我們更有毅力繼續為解

Spot Disease (WSD) and Acute Hepatopancreatic Necrosis

決全球性糧食安全及食品保全等重大議題而努力。我先生

Disease (AHPND) has been outstanding. In addition, her

王重雄和我志趣相投，無怨無悔教導我、鼓勵我、支持我

transfer and licensing of detection technology to GeneReach

五十年，沒有他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我也感謝研究團隊的

現任

has led to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diagnostic kits that

合作與努力，以及全力支持我的父母、兄弟姊妹，他們陪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講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 主任
教育部生物醫農領域
終身國家講座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WSD 參考實驗室
主持人兼專家

have been of tremendous beneﬁt to the marine biotechnology

我渡過無數漫漫長夜，並讓我見到曙光。我也感謝我的兒

industry and the shrimp aquaculture industry.

女皓青、涵青對我研究的貢獻，他們是我的合作者也是競

羅竹芳

女士

Chu-Fang Lo．70 歲（1949 年 11 月）
學歷
日本東京大學水產學科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系
輔仁大學生物系

博士
碩士
學士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AHPND 參考實驗室

主持人兼專家

曾任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院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生物學中心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院長
院長
特聘教授
主任
兼任研究員

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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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荊斬棘，天無絕蝦之路—蝦病毒的拓荒者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做研究，就像耕田一樣，一畝一畝用心耕耘，不放

定會拿諾貝爾獎 !」，羅竹芳笑說，「這個肯定與讃美，讓我

棄，就會有收穫 ! 這種執著可能輸在一時，但是只要眼光

對學習與科研建立了非常強大的企圖心，雖然到現在都沒有

大一暑假，剛退伍的學長王重雄帶學弟妹到澎湖採標

放長遠，就絕對不會永遠輸下去。」採訪成功大學生物科

拿到諾貝爾獎，但我的努力從未懈怠，對我的一生及研究成

本，有天剛好空檔，大家相約打乒乓球，學長看到她是女生

技與產業科學系講座教授羅竹芳，可以從她柔和的聲音流

果影響深遠。」自認讀書不算認真卻很喜歡思考，大學聯考

就說：「我讓你十球！」結果一球都沒拿到。「打完，他尷

露出堅毅的力量。雖然是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年，但談

前，父親生病住院，她因擔心表現失常，僅錄取輔仁大學生

尬的笑笑，沒多說什麼。我就覺得這個人個性好可以當老

到未來要讓國內外消費者都可以吃到台灣特有的無毒「白

物系，沒想到塞翁失馬。每年暑寒假都跟著學校的外籍神父

公！」羅竹芳透露，當時同學流行用撲克牌玩「心心相印」

玉蝦」， 眼神隨即綻放蝦研究專家的閃亮光芒。羅教授

研讀外國文章，學習邏輯思維，為她的開啟另一片天空。

算感情，她在心裡想著王重雄，竟也配對成功。她還藉著邀

雖然近半世紀都投身在研究工作上，但是有別於一般的教
授學者，年輕時就一直保持的自信時髦等特有氣質，讓她
擁有特出且專業的學者形象。

童年玩得快樂 大學塞翁失馬
羅竹芳出生於書香世家，在九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
父親羅富生曾任新竹中學教務主任和新竹一中校長。中央研
究院前院長李遠哲有次在日本巧遇羅竹芳曾好奇說：「你很
像羅老師。」她回答：「我就是羅老師。」李院長說：「我
是說你父親。」羅竹芳回憶小時候每逢禮拜天，父母就帶全
家到公園玩或郊遊爬山，接近大自然，「爸爸從不要求我們
要考第一名，總是告訴我們要快樂學習，凡事不要太計較，
也這麼教學生。很多學生畢業後事業有成，經常回來探望爸
爸，讓我覺得當老師很幸福，跟著走上教職。」
就讀新竹二女中 ( 現新竹市培英國中 ) 的羅竹芳，很喜
歡發問，尤其是自然課，有天葉老師突然對她說 :「妳將來一

女追男隔層紗 學界神仙眷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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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家裡作客，偷偷觀察王重雄對媽媽的態度，「他跟朋

裡的感覺？他又幽默回答，「我太太當院長，你至少要叫我

不忍心說不好吃；做化療也不喊痛、不喊苦。」明白先生的

友講是我倒追他的，沒人相信。我常愛說他是我的手下敗將，

院長先生，很好啊！」羅竹芳經常建議女學生，如果想當個

體貼善良，她把悲傷和思念藏進心裡，「走的人要走，活的

被我追到手。」

女科學家，需要另一半支持，選擇伴侶就要注意他的個性。

人要活！我要做兒女的榜樣，不能讓他們擔心。」重拾心情

事實證明羅竹芳「真的很會挑老公」。交往過程兩人經

但這對學術界讓人欽羨的神仙眷侶，終究在半世紀後鴛鴦折

投入研究工作。

常到圖書館讀書準備考研究所，認識六年在拿到碩士學位後

翼。王重雄幾個月前因病過世，「從十九歲到七十歲超過

羅竹芳每天到成功大學安南校區，帶領研究團隊在她親

結婚，又同在輔大任教，沿路從助教升到教授。「開朗樂觀、

五十年，都是他在照顧我，我能夠還他的（臥病）卻不到八

手打造的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持續鑽研蝦類新興疾

不拘小節」的王重雄，並未因結婚就變了個樣。「我們申請

個月。」羅竹芳滿心不捨的說。

病致病機制和防疫探究。回顧當年抱著拓荒者的心情轉進白
點症病毒研究，羅竹芳坦言，先前從未接觸過蝦類相關研究，

升等教授時，同事認為夫妻同時申請不可能兩人都過，建議
我隔一年再申請，讓先生升等。」但王重雄說，「又不是太

二十年斷捨離 從零對抗蝦病毒

但原本從事動物學研究的她，發現過去研究昆蟲病毒技術也

太禮讓，我就一定會升等；就算太太升等、我沒升，也是我

「直到人生最後一刻，他還是處處為我著想。他從沒嫌

可以用在蝦類病毒，「要做很難的研究，就要先斷後路！」

們家的人升上來。」讓羅竹芳倍感窩心，結果也跌破眾人眼

過我煮的飯，每次總是說很好吃，全部吃光光。」羅竹芳忍

為了對抗白點症病毒，她放棄浸淫二十年的脊椎動物生理及

鏡，兩人同時升等。

著眼眶打轉的淚珠說，「直到這次他生病住院，我把食物打

病理研究，從零開始。「當時的技術連純化病毒都是問題，

1988 年羅竹芳被延攬到台灣大學，隔年王重雄也跳槽台

碎成泥方便吞嚥，他也說好吃。有次我好奇的嘗了一口，覺

大家都沒辦法獲取相關 DNA，我們完全從基礎開始。」

大。她被任命接掌生命科學院院長時，旁人好奇問王重雄心

得世界上怎麼有這麼難吃的東西！他心地善良，怕我難過，
•97 歲的母親和子、孫及曾孫四代在家中花園幸福大合照

但羅竹芳在獲取 DNA 後，相對於其他人可能立刻發表
論文，但她沒有，反而選擇公布序列，公開讓大家驗證並接
續研究。「我不認為研究稍有成果，就要急著申請專利，不
讓大家知道。研究成果要發展成產業，就不能當作機密保護，
要站在更高的視野，建立標準讓大家沿用。通過各界驗證後，
羅竹芳三年內接連發表四篇高引用率論文，從白點症病原體
怎麼純化，到檢測、數值分析、怎麼傳染、從親代傳給子代，
研究非常完整，為養蝦產業建立新的管理模式。
羅竹芳把相關研究成果授權給國內生技公司研製蝦類病
毒檢驗試劑，全球市佔率高達七成。「除了台灣以外，美國
團隊也在同時期發表檢驗試劑，經過市場激烈競爭，最後由
我們勝出，讓各國見證台灣研究實力。」羅竹芳主持的蝦白
點症實驗室和急性肝胰腺壞死症實驗室也被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OIE）列入參考實驗室，每當各會員國有疫情發生；編纂
法典或技術手冊，OIE 都會主動諮詢請她提供建議。

• 帶著還未出世的孫子全家一起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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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林大道抓空氣 翻轉通識教育

大學及其他各地名校通識教學策略，更重新編寫教材。同時

「昆蟲病毒是我先生的研究專長，我研究蝦類病毒的方

邀請台大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被學生認為「很厲害的教授」

法都是跟他學的，他其實是我的老師。」回憶往事總讓羅竹

開設通識課程。「以前大家都講在台大開通識課，就像在椰

芳想起先生對她的啟發。「學者如果只做研究，沒有把知識

林大道抓空氣，學生根本就沒興趣選修。」但羅竹芳響應黃

傳播出去，就是不對。」也因此當歷史學系教授黃俊傑等人

俊傑教授號召，不但堂堂爆滿，原本被教育部評鑑為研究型

邀請她共同推動台大通識教育課程改革，羅竹芳很爽快答應。

大學最後一名的台大，也在三年後躍居第一名；她更因此獲

「通識課程是學者的社會責任，我們應讓學生淺顯易懂的了

頒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解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幫助他們吸收最新的知識。做教育就
是要把學生的潛力開發出來！」

轉戰南台灣 培育抗白點病毒蝦

羅竹芳剛開始也不曉得應該怎麼教通識課程，第一年教

2013 年卸下台大生科院院長，時任成功大學校長黃煌煇

學評鑑被學生打不及格，讓她痛定思痛。除了詳細瞭解哈佛

請她喝咖啡，以「南北人才交流」邀她轉到成大任教。「黃
校長說在台北很難取得土地，但成大可以撥安南校區一公頃
土地讓我養蝦。聽起來好像很不錯，我就馬上答應。」當時
的台大校長李嗣涔也認為機會難得，鼓勵她轉戰南台灣主持
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但有土地，籌建經費還是要四
處張羅，羅竹芳再度從零開始，在荒蕪的安南校區打造我國
養蝦產業創新研究基地，「有做就有機會，但不要認為努力
一次就有機會，很可能要試一百次才能拿到一個機會。」
研究白點症病毒逾二十年，羅竹芳逐漸認為，對抗不是
唯一的選擇，做好「生物保全」更重要，因為蝦子就算不是
死在白點病，也會死在別的疾病。尋找抗病蝦是前瞻蝦類養
殖國際研發中心現階段首要任務。研究團隊從篩選基因多樣
性最大族群，透過配種實驗試著找出超級抗病品種保存種源。
由於養殖條件好，成大養出來的蝦因肉似白玉而命名，「白
玉蝦」因此應運而生，除了在研究中心試養，也預定在今年
底「移民」花蓮，用東台灣純淨水源飼養，「我要讓全世界
都愛吃台灣美味的無毒蝦！」

145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146

生醫 / 農業科技

明年退而不休 傳承畢生所學

我的研究生不是妳的！」釐清兩人在研究上的競合關係，「我

對「東元獎」的期望

宿主－病毒交互作用外，亦從事另一重要快速擴散的蝦類新

面對明年屆齡退休，羅竹芳依舊初衷莫忘。1985 年為拓

做致病機制研究蝦子是怎麼死；女兒專長免疫學，就是想盡

海洋資源的日漸匱乏，養殖漁業即將成為未來人類

興疾病－急性肝胰腺壞死病 (Acute hepatopancreatic necrosis

展國際視野，剛升等教授的她，帶職進修到日本東京大學攻

辦法要讓蝦子活。」羅竹芳打趣說，有次母女曾同時獲邀在

優良蛋白質的主要來源。然而疾病與極端氣候變遷持續威

disease, AHPND)。急性肝胰腺壞死病的致病原為海洋副溶血

讀博士，「在台灣都是單打獨鬥，教授離開了，就全部歸零；

國際養殖會議發表演講，排在她後面上台的王涵青，講得很

脅、重創養殖漁業。引進跨領域新科技大幅改善現有養殖

孤菌 (Vibrio parahaemolyticus)，羅教授將成果發表在「美國

但在日本，我看到他們是如何經驗傳承，如何讓學問壯大。

活潑、面向多，還帶出很多新知識，「就像是要把我打死，

技術與設施是勢在必行。臺灣四面環海，極具條件發展本

國家科學院院刊」，闡釋這種常見的海洋伺機性細菌因新獲

他們很重視檔案建構和材料保存，不會讓後學者從零開始苦

推翻我前面的講法。」

島的海洋水產養殖產業。期望東元獎能持續重視及鼓勵海

得一個攜帶致死毒素基因之質體，進而轉變成毒力強大的病

洋養殖漁業的發展，使臺灣在糧食保全和食品安全等全球

原體。

學！」羅竹芳決定退而不休，把畢生所學傳承給年輕學者，

儘管如此，她還是為女兒的傑出表現感到驕傲，「我想

更讓她欣慰的是兒女也繼承父母衣缽，全家都是生物學家。

母女在國際養殖會議同台發表演講，應該是絕無僅有吧。」

尤其是同在成大任教的女兒王涵青，也成為國際蝦類研究翹

雖然母女對蝦類病毒採取的研究策略「生死分明」，最終目

楚。

標卻是殊途同歸，羅竹芳心心念念的經驗傳承，其實在多年
「女兒比我早六年到成大，她常說是我的學姐。」羅竹

芳剛到成大就被女兒約法三章，「研究可以救急、不能救窮，

前就是潛移默化的現在進行式。

性重大議題上能有具體貢獻。

羅教授蝦類疾病的突破性基礎研究成果及前瞻疾病控制
技術在蝦類養殖產業上的應用，備受國內及國際肯定。她的

成就歷程

實驗室是世界動物衛生組識 (OIE) 之蝦白點症 (WSD) 及急性

當 1994 年羅教授接到第一批罹患蝦白點症的蝦樣本時，

肝胰腺壞死症 (AHPND) 參考實驗室。羅教授共發表一百六十

雖然未曾有從事甲殼動物的相關研究經驗，不過羅教授於

篇期刊論文，總引用次數超過 6,784 次 (h-index: 46)，並且在

1986 年研習的桿狀病毒 / 昆蟲細胞真核表現載體系統的經驗，

國際會議受邀演溝達四十次以上。因研究表現傑出，她榮獲

讓羅教授能立即切入探究這一重挫全球經濟的養殖蝦類新興

許多重要獎項：例如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學術獎及教

疾病。羅教授很快就解決了蝦體黏液及酵素干擾的問題，成

育部終生國家講座及吳健雄基金會傑出女科學家獎。

功地純化出致病病毒。同時在三年內即發表四篇 ISI 高引用

在蝦類養殖產業上的研發工作上，羅教授利用科技部

論文。羅教授從初期研究水生無脊椎動物病毒性疾病 ( 白點

(MOST) 極高競爭性的自由型卓越計畫四年補助，組成包括生

症 ) 爆發的特性及機制開始，再而深入研究致病原的基因體

命科學、環境工程、綠色建築、工業管理和社會學等專家的

及分子特性，最近則專研蝦的防禦機制和宿主－病原體之交

跨領域團隊，共同研發新技術以使蝦類養殖產業能以科學為

互作用等。羅教授的基礎研究改革了養蝦產業 ( 苗場及養成

基礎永續經營。自 2018 年，羅教授在教育部及科技部分別獲

場 ) 生物安全上的運作，同時也促使蝦白點症致病原 - 白點症

得深耕計畫及特色研究中心計畫，她不只繼續進行育種工作，

病毒成為新病毒科 Nimaviridae 的模式物種，另也引起了學術

更進一步在花蓮建構三公頃具高生物安全的智慧化蝦類養殖

界重視海洋無脊椎動物與病原互動及的防禦機制的研究，這

系統，提昇養殖成效與獲益，顯見羅教授研究團隊成果兼具

些皆反映了羅教授的研究兼具廣度及縱深。值得一提的是羅

學術及產業應用價值，並對社會做出具體貢獻。

教授的研究促使全球對蝦疾病、海洋病毒及其他病原體的獨
特性的重視。
羅教授前瞻研究工作並不侷限於病毒本身，目前已延
伸至致病機制和防疫措施的探究。最近羅教授除了繼續研究

147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148

生醫 / 農業科技

具體貢獻事蹟

兼具廣度及縱深。羅教授最近亦從事由海洋副溶血孤菌

羅教授長期引領全球蝦白點症的研究，她的貢獻在於詮

獲極佳的風評。今年羅教授在花蓮與台肥公司合作，進

一、主持兩個世界動物衛生組成的參考實驗室

引起蝦類新興疾病 AHPND 的研究。羅教授利用比較基

釋這一全球性海洋病毒的特殊性。她的成果提出許多病

行量產，所得之經驗與市場調查之數據，將提供未來新

羅教授是國際蝦類疾病的權威，她的實驗室是世界動物

因體學，發現此菌因獲新致死毒素基因而轉變成毒力強

毒 / 宿主交互作用的新見解，同時進一步暸解蝦白點症

創公司的參考，並推動花東地區養蝦產業的發展。

衛生組識 (OIE) 之蝦白點症 (WSD) 及急性肝胰腺壞死症

大的病原體，造成蝦的大量死亡。同時利用突變細菌策

病毒如何重新調整蝦細胞之代謝路徑。此外，她最近在

(AHPND) 參考實驗室。羅教授在蝦白點症的研究非常完

略及結構生物學證明毒素作用機制，成果已發表在「美

研究病毒 / 宿主交互作用時發現的抗病毒分子標記，在

整，從疾病爆發的特性及機制開始，再而深入研究蝦宿

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三年引用次數近 150 次。

抗病毒蝦的篩選上具重大貢獻。

主－病原體之交互作用等，這些皆反映了羅教授的研究

二、發現特殊病毒 / 宿主交互作用

三、成功培育出抗白病毒的草蝦家系

研究展望
為了達成永續蝦類養殖產業的使命，羅教授的團隊專注
下列蝦類養殖的重要挑戰：

近五年來，羅教授的團隊成功地鑑定和培育出抗白病毒

1、減少疾病爆發和傳播風險的控制策略

的草蝦家系，並證實這種對白點病毒的抗性是可遺傳

2、蝦抗病性的調制機制

的。為了長期持續性的育種計劃，她的團隊還建立了一

3、商業用優質養殖蝦家系的培育

個具有高生物安全性和封閉循環水系統的室內培養設

4、節約能源和水的蝦類養殖系統

施，以支持這些抗白病毒的草蝦的整個生命週期的發

5、研發學術界、養殖界及企業界所需技能以服務學術界

育。
四、開發暢銷的白點症 (WSD) 及急性肝胰腺壞死症 (AHPND)

及蝦類養殖產業
羅教授團隊的目標不僅是提供高影響力的科學成果 ( 論

檢測試劑組

文和演講 )，還為對水產養殖有興趣的學生提供作中學的獨特

羅教授除研究成果卓越外，亦將嚴謹的實驗成果技術轉

學習環境。

移，授權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生產白點
症 ( 及急性肝胰腺壞死症檢測試劑組，兩種產品目前都
是暢銷全球，國際市場占有率達 70%。WSD 檢測試劑
組同時也是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第一個認證的水產生技製
劑。此外羅教授將生物安全管理的概念引入世界養蝦產
業，對社會及產業的貢獻顯著。
五、研發成果應用在養蝦產業
就實踐而言，羅教授在成大安南校區建立佔地一公頃的
前瞻蝦類養殖國際研發中心，從科學化養殖場域的建
置，優質品系的育種、蝦苗及食用蝦的生產及培育等實
際運用在蝦類養殖產業上。該中心己於 2018 年取得營
業登記證，並進行行銷通路的概念驗證，產品 ( 白玉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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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With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n marine resources,

In 1994, Dr. Lo received her ﬁrst samples of shrimp aﬀected

aquaculture fisheries are projected to soon become the main

by white spot disease (WSD). Although she had not previously

source of high quality protein for human consumption. However,

worked with crustaceans, her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an insect

as diseases and extreme climate change continue to threaten

baculovirus expression system meant that she was qualified to

these fisheri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ntroduce new,

study this economically devastating, worldwide disease, and

multi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 throughout the ﬁeld to signiﬁcantly

she led a team that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the causative viral

improve existing aquaculture facilities. Taiwan, surrounded as

agent. Within 3 years, she had published four ISI highly cited

it is by the sea, is in a perfect position to develop its marine

papers. Dr. Lo's publications reflect her scientific progression

aquaculture sector. We hope the "TECO AWARD" will inspire

from initially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ease outbreaks

us to continue to value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in aquatic invertebrates, through studies of the unique features

aquaculture and ﬁsheries, and enable Taiwan to make signiﬁcant

of these pathogens to the under-studied field of shrimp defense

contributions to the major global issues of food security and food

mechanisms and virus-host interactions. It is well documented

safety.

that insights from Dr. Lo's basic research prompted improvements

• 參加泰國研究伙伴的婚禮，入鄉隨俗和當地人一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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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creening for virus-resistant shrimp.

in biosecurity practices in shrimp hatcheries and farms. Her

Research Award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the

World Animal Health Organization (OIE), one for White Spot

work on the causative pathogen, WSSV (white spot syndrome

Academic Award and National Chair Professorships from the

Disease (WSD) and the other for Acute Hepatopancreatic

virus), also contributed to its being assigned to the new viru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e was also recognized by the Wu Chien-

Necrosis Disease (AHPND). Her research on WSD has been

In the past few years, Dr. Lo's team has successfully identiﬁed

family Nimaviridae. These achievements illustrate both the

Shiung Education Foundation as one of their Taiwan Outstanding

very extensive,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d bred families of WSD-resistant black tiger shrimp, and

depth and the width of Dr. Lo's scientific enquiries, as well as

Women in Science.

virus to finding the key mechanisms that underlie disease

confirmed that this WSD resistance is heritable. As part of

3. Successful breeding of WSD-resistant black tiger shrimp

her continuing efforts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marine

For her R & D work for the shrimp aquaculture industry,

outbreaks, as well as demonstrat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ir long-term sustainable breeding program, her team has

pathogens and highlight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contrast to

Dr. Lo was awarded a very competitive MoST Grant for

host and pathogen. These studies reflect the breadth and

also established an indoor culture facility with high biosecurity

the viruses, bacteria and other organisms that inhabit the terrestrial

Excellence from 2014 to 2018. She used this grant to mobilize a

depth of Prof. Lo's research. More recently, Prof. Lo has been

and a closed circulation water system to support the entire life

environment.

multidisciplinary team of experts in life sciences, environmental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AHPND, an emerging disease of

cycle of these WSD-resistant shrimp.

Dr. Lo's ground-breaking work focused not only on the virus

engineering, green architecture,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shrimp caused by an opportunistic marine bacterium. She used

per se, but also included pathogenesis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social sciences. Working at NCKU, this team has been engaged

a comparative genomic approach to show that by acquiring a

AHPND

addition to her current work in host-virus interactions, he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for a science-based sustainable

large plasmid, the bacterium was transformed into a virulent

In addition to her outstanding research, Prof. Lo has also

now includes another new, fast-moving shrimp disease (Acute

shrimp aquaculture industry. Since 2018, Dr. Lo has been funded

pathogen because of the pirA/pirB toxin genes on the plasmid.

licensed her experimental results to Gene Reach Biotechnology

Hepatopancreatic Necrosis Disease; AHPND), which is caused by

by grants from the MoE Excellent Research Center's Higher

The newly pathogenic bacterium was then able to cause mass

Co., Ltd. to develop and produce commercial detection kits

a pathogenic strain of the opportunistic marine bacterium Vibrio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and the MoST Excellent Research

mortality in infected shrimp. At the same time, the mechanism

for WSD and AHPND. Both detection kits are now sold

parahaemolyticus. Publishing her AHPND research in a high

Center. With this support, her team continues to pursue a shrimp

of the toxins' action was demonstrated by using a structural

worldwide and they currently retain a 70% share of the global

impact journal, Dr. Lo reported that a non-pathogenic version

breeding program, while simultaneously establishing a 3-hectare

biology approach and an experimental design that included

market. Furthermore, the detection kit for WSD is the first

of this organism becomes virulent by acquiring a plasmid that

shrimp farm in Hualien, with high biosecurity and the ability to

several mutant bacteria. These results were published in a high

commercialized aquatic disease detection kit to be certiﬁed by

expresses a deadly toxin.

cope with extreme changes of the weather. With this work, which

impact journa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In conjunction with

Dr. Lo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for her

is designed to increase the shrimp survival rate and thus directly

Sciences, USA) just three years ago and have already garnered

these kits, Prof. Lo has also widely promoted the concept of

groundbreaking work in the basic science of shrimp diseases

benefit the shrimp farming industry, Dr. Lo is making a major

a very high number of citations.

biosafety management to the world shrimp industry.

and her application of cutting edge disease control technology

contribution both to the scientiﬁc community and to the industrial

to shrimp aquaculture. Dr. Lo currently leads two OIE reference

sector. The consequences of her work thus therefore have very

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uthorities on WSSV, Dr. Lo's

laboratories, one for shrimp WSD and the other for AHPND.

broad implications for society.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critical in elucidating the

In addition to her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Professor Lo

unique features of this global marine virus. Her work has

has not only established a one-hectare international shrimp

She published 160 paper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books

4.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detection kits for WSD and

2. Novel ﬁndings on virus/host interactions

with a total of >6,784 citations (h-index: 46). Dr. Lo has been a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vided many new insights into virus / host interactions and

plenary /keynote/invited speaker at more than 40 International

1. Leading two OIE Reference Laboratories: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routing of host cellular

Conferences. Her achievements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Professor Chu-Fang Lo is a global authority on shrimp

metabolic pathways by this shrimp virus. In addition, her

and she has garnered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the Outstanding

diseases who now leads two reference laboratories for the

current research into anti-viral markers have led to major

5. Incorporating R&D advances in shrimp aquaculture

breeding center on the NCKU Annan campus, but also
established other scientific farms, as well as pursuing the
breeding of high-quality shrimp families and the production/
cultivation of edible shrimp. The breeding center obtain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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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rom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2018. The center has conducted a proof of concept (POC)
of the marketing channel, and the product - WHITE JADE

challenges for shrimp aquaculture:
1. Control measure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disease outbreak
and transmission

SHRIMP- has received an excellent taste evaluation. This year,

2.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disease resistance in shrimp

Professor Lo has launched a collaboration with the Taiwan

3. The breeding of high-quality shrimp families for

Fertilizer Company to pursue mass production of these shrimp.

commercial production

She hopes that these experiences and market survey data will

4. Shrimp culture systems that conserve energy and water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tartup companies, as well as

5.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quaculture and corporate

boost the local economy in the Hua-Dong region and revitalize

skills that serve both academia and the shrimp aquaculture

the shrimp industry in Taiwan.

industry.
The team aims to provide not only high-impact scientific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To achieve the mission of a sustainable shrimp aquaculture
industry, Dr. Lo's team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output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but also a unique handson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of aqua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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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心、溫暖、希望的三維空間中，
讓台灣的靈魂發出光和熱
得獎人田園老師與「東元」結緣於 2008 年的科學營隊

人文類獎
Humanities AWARD

與教學工作坊，經過一年的合作之後，基於對「東元」服務
偏鄉理念的認同， 2009 年八月的莫拉克風災後，得知東元
服務的部分學校因為孩子流離失所，並且安置在學校的風雨

設獎緣起

操場，田園老師因此主動前往提供生動有趣的科學知識幫助

「人文類獎」在「東元獎」第六屆起設置，設獎

孩子們學習。這也是田園老師發現偏鄉學校科學師資不足，

領域是本基金會長期對於臺灣社會發展的觀察，

科學教育基礎薄弱，從此深入山區提供科學課程的起點。起

並經過董事會嚴謹的探討、專業的思考而擬定。

初只服務三所小學，第二年起，附近學校紛紛響應需求，服

其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倡議該項議題對於社會發

務學校也倍數成長，截至目前服務學校高達 205 所，受益學

展的意義，並呼籲全民重視與行動。歷年來皆順

生每年達一萬名以上。是個由點到線與面，提供知識，也將

利的遴選出最具代表性，且對相關領域具有貢獻

教育資源直接帶入偏鄉，把最有趣的科學知識送到中央山脈

事蹟，對臺灣社會影響深遠的人士。第二十六屆

最深處的科普工程。

的人文類獎，以「社會服務類 - 教育貢獻獎」為

「教育」是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基礎工程，對於偏鄉的

遴選領域，獎勵「倡議重視科學教育，並且以實

孩子與經濟弱勢的孩子而言更是翻轉人生的唯一機會。而田

際行動與奉獻的精神，致力於縮短城鄉教育資源

園老師透過生活經驗帶領孩子學習的「科學」課程，正是給

的落差。且長期耕耘偏鄉科學教育、帶動偏鄉教

孩子信心、快樂與希望的重要學習方案。對於普及台灣偏鄉

師重視教學方法，及提振教學使命與熱忱，對於

的科學教育貢獻卓著，在愛心、溫暖、希望的三維空間中，

普及台灣偏鄉的科學教育具有傑出貢獻事蹟者。」

充分體現東元獎「科文共裕」的精神。

HUMANITIES AWARD

Social Service
Education Contribution

科學是一篇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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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類〈教育貢獻獎〉

Humanities Award
Social Service Education Contribution

評審評語

多小時的山路，看到右手邊台東的太平洋和日出，學校就

以實際行動與奉獻的精神，長期耕耘偏鄉科學教育、帶動

到了。

偏鄉教師重視教學方法，及提振教師教學使命與熱忱，對

花蓮濱海秀姑巒溪出海口，北岸「港口國小」下課已近黃

於普及台灣偏鄉的科學教育貢獻卓著。

昏，我們拖著行李和教材，徒步走過美麗的「長虹橋」，
南岸是「靜浦國小」，入住唯一的旅社後才知道沒有熱水

得獎感言
一山翻過一山，一校接著一校，感謝山裡面205所學校的
校長、老師、學生們對我的信任，讓台灣科學教育的新樣

田 園

先生

Tien Yuan．58 歲（1961 年 2 月）

學歷

貌在教育部、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花仙子教育基金會、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土木工程系

逢源教育基金會、文瞱科技文教基金會、志玲姊姊慈善基
金會、光泉文教基金會等單位，以及洪蘭教授、李欣禧女

現任

士、郭美琴女士的全力支持下，幫助我在台灣的山裡種了

國語日報自然科學班物理老師（1986 年至今）

整整十一年的科教大樹。兩次肝癌，師母以「開刀房護理

科學大魔界推廣課程物理老師（2004 年至今）

長」的專業把我的命搶救回來，第二次手術切肝後，退休

東元偏鄉中小學科學創意體驗計劃老師（2009 年至今）

的師母決定陪我科教行腳，所以這個計畫沒有中斷，這些
年師母擔任特別護士支撐家裡的經濟，我靠「二分之一的

曾任

肝」和「師母的愛」活著。

四任空軍總司令中文秘書

沒有2009年8月8日的莫拉克颱風，我仍然是一位在台北國

東元創造力教育講師（2008-2012）

語日報科學班任教三十四年的物理老師。
去台東太麻里的介達國小上課，低年班的教室裡傳來一陣
叫聲：「哇！他沒死呀！他又來上課了！」去南投力行產

洗澡，阿美族的老闆娘用柴火燒了兩桶熱水，用扁擔挑進
我們房間，我在靜浦村唯一的雜貨店買了兩包過期的泡麵
，加入師母從台北帶的蕃茄，成了我倆豐盛的晚餐。
台東濱海最南端達仁鄉的「安朔國小」，我們必須搭6:00
的客運，坐兩個半小時到終點站校門口，然後用跑步的衝
進學校，因為第一堂課8:40，這班公車兼具送貨車。
從甲仙轉進那瑪夏，穿越楠梓仙溪，必經被八八風災掩埋
的小林村，我都會想起父親的告誡：「十八層地獄門口排
隊的人很多，做老師千萬不能誤人子弟！」。
全島上課路線共十四條，每一條路線的風景都十分美麗各
有特色，其中一條是東部濱海線，從花蓮的水璉開始一路
貼海向南，新社、豐濱、港口、靜浦、樟原、三間、竹湖
、寧埔、博愛、忠孝、三仙、三民、和平、信義，每天課
後的夜晚都可以看到月光灑在太平洋上，我願用這美麗的
月光，感謝多年來支持這個教育計劃的愛心人士以及我的
家人。

業道路翠巒分校上課時，接駁的村長，要我和師母不要繫
安全帶，因為翻車墜谷時才來得及跳車。去南橫上課，利

對「東元獎」的期望

稻橋是我土木工程的同班同學承包興建，我叮嚀他把橋修

生命的成就是「利他」

好，他說：只有上帝做得到

以物理老師的語言表達：

淡淡三月天，去阿里山達邦的里佳分校上課，教室只有
4℃，我和師母在雲霧中發抖。去恆春山裡的高士國小，
清晨5:40必須在恆春搭客運，到分水嶺站下車，再走一個

「東元獎」的座標是：X軸＝愛心、Y軸＝溫暖、Z軸＝希望
在這個三維空間中，讓台灣的靈魂發出光和熱

161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人文類獎

162

社會服務類〈教育貢獻獎〉

在愛心、溫暖、希望的三維空間中，讓台灣
「耶！又可以上田園老師的課了！」無論是四輪傳動

父親開明包容好奇心，無形中培養出科學教育大師

車才能開到的深山、沒有火車經過的東部海線或遇到颱風

1961 年在台北景美出生的田園是家中三姊弟的老二，有

就會交通中斷的蘭嶼，都有萬分期盼田園每年帶來生動有

個當過山東中學校長的父親田少儀，從小灌輸他不少開明的

趣科學實作課程的孩子。他曾是國語日報最受歡迎的科教

教育理念，但少年田園的志願卻與當老師無關，當一個會蓋

名師，卻在 2009 年八八風災後決心投入台灣偏遠地區的

很多橋的工程師才是他的憧憬。「我小時候家裡很窮，但父

科學教育扎根志業，十年來踏遍 53 個鄉鎮、205 所偏遠小

親很捨得給我買積木，每年除夕他都會在我床底下塞一盒新

學，受教的人次逼近八萬關卡。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讓

的。你玩積木蓋各種東西，馬上能夠親身體會『槓桿原理』，

田園從「科學大頑童」變成「科學老飛俠」，創意隨手拈

摸索結構要怎樣才不會倒！」因為從小就對線條和透視很有

來、幽默源源不絕、融合生活實例的授課風格不變，卻少

概念，升國中的智力測驗成績高達 IQ138。田園的大姊田瑩

有人知道他兩度動刀切除惡性肝腫瘤，自 2015 年後就用

補充說，她對大弟印象最深刻的往事，在父親當年首次要求

僅剩的一半肝臟繼續上山下海。親友勸他停下腳步好好休

孩子們睡前要把衣服放好隔天自己穿，田園才五歲就知道要

養，田園仍堅持對十年前立下扶助偏遠幼苗的科教心願不

把後穿的衣服放在最下面、先穿的要疊上面，「沒人教他就

離不棄，還強調「醫生說人體構造只要三分之一的肝就可

會了，真是個天生條理分明的孩子！」

以活著，我還有一半夠用了！」

開明環境養出田園不受框架限制的性格，就讀的幼稚園
鄰近鐵路局調度處，小田園只要聽到外頭火車接近的聲音，
立刻就會衝出教室趴在鄰近鐵軌的欄杆上迎接。「當年蒸汽
火車對我就好像現在小孩親眼看到變形金剛，是接近神等級
的超級怪獸！」喜歡拆東拆西的好奇寶寶田園戰績輝煌，有
回父親存了很久的錢買下一台當年堪稱奢侈品的收音機，聽
到小盒子竟然會發出聲音，他無比驚訝地問爸爸：「為什麼
這東西會講話？」收到「因為有人躲在裡面」的答覆後，天
生帶有實驗精神的田園趁放學後找出所有可用的工具，把收
音機拆開看裡面到底有沒有人，結果連影子都無，小田園沒

的靈魂發出光和熱

採訪撰稿 / 郭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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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技術恢復收音機原狀，連忙把『證據』一股腦兒往父

運算，還不懂規則的同學在底下嘲笑他，導師竟也因為他最

止呼吸的田園猛搖，直到恢復正常呼吸便趕緊打電話通知田

講出一個可以說服父親如此作不算錯的理由，如果說服不了

母床底下塞。

晚完成就拿藤條打他屁股！才十歲的田園一氣之下揹著書包

爸爸：「你兒子差點死掉！」

就要接受處罰，「如此訓練我做事情前一定要用大腦先想清

田爸爸從鐵路局下班回家找不到收音機卻很快發現了殘

跑回家，父親下班回來問他為何翹課，弄清來龍去脈後田爸

「當時還沒有學過圓周運動，後來學了物理才知道你不

骸，儘管非常心疼和憤怒，他對兒子的第一句話不是痛罵而

爸隔天就陪兒子到校找導師理論，「我的孩子動作雖然慢，

可能在圓周運動過程中，有個向圓心的力量，除非你有外來

由於家境不寬裕並不容易吃到肉，升國一的田園和弟弟

是詢問：「你為什麼要拆它？」「你告訴我裡面有人，我想

但數學算法本來就是先乘除後加減，你的處罰是錯的。」在

助力，可是你盪鞦韆只有離心加速，所以沿著切線被拋出去

有回放學經過家附近的廟，看到廟前放生池裡游著許多肥大

看看他長什麼樣子。」「你看到了嗎？」「沒有，我一拆開

沒有獲得合理的善後方案後很快幫田園辦轉學，「這件事讓

是必然的。」田園微笑說，還好昏迷前他有直覺鞦韆盪回來

的魚便想釣上來幫家裡加菜，釣了幾隻被廟裡的老和尚發現，

人就跑掉了！」回憶這段往事，田園感謝父親沒有痛扁他一

我感覺父親真的很挺我，你只要作的事情是對的，就不用擔

會打到他的頭，下意識翻了身避過才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氣得用雨傘扁了田園一頓，眼鏡因此掉到魚池裡，被轟走的

頓而是包容他的好奇心。

心。」

雖然並未因此不敢玩鞦韆，卻親身體驗離心力有多大而不敢

田園兄弟根本來不及撿。回家後田園認為賠了眼鏡卻沒拿到

再亂做實驗了。

魚太吃虧，隔天備妥吸飽米酒的饅頭屑去餵魚，老和尚稱讚

轉到永和的育才國小後，小五導師劉佳源看田園古靈精

據理力爭卻被小學老師揍，轉學後鞦韆事件差點喪命

怪，暗自把他列為重點觀察對象。有次田園在操場盪鞦韆，

楚，而不是做了以後才動腦。」

他「這樣就對了，可以餵不能釣」後就進廟裡念經，沒發現

國中老師鼓動樂捐變勒索，不配合被編入放牛班

擁有數理天賦的田園，小學四年級就吸收到父親教小六

平常就好奇鞦韆能不能盪到最高點後繞頂槓一整圈的他，異

姊姊的四則運算概念，小四開學不久導師在黑板寫了一排包

想天開要實驗在盪鞦韆過程中跳起來抓住頂槓，結果沿著切

升國一前田爸爸帶田園去買一隻價值一千三百元的手

括加減乘除的算術題，讓七、八個同學一起上去解答，其他

線高速飛出去重摔在地，早就預設小田園遲早會出事並守在

錶，當時他月薪才五千多元，田媽媽罵老公是不是瘋了，田

國一國二都被編在『升學班』的田園，國二遭遇中華

同學很快寫完了，只剩田園按部就班地遵守「先乘除後加減」

走廊盯著操場的劉老師立刻從樓上衝下來，抓起幾近休克停

爸爸卻強調這是為了讓孩子建立時間觀念：「人生最寶貴的

民國退出聯合國事件，全國發起捐出一日所得讓政府採購戰

就是時間，如果不珍惜時間，擁有什麼都沒用。」隔幾天田

鬥機，學校也發起學生樂捐零用錢，田爸爸給三個孩子一人

園拿著磁鐵在家裡到處區分能吸和不能吸的材質，意外發現

五十元去捐，學校在公告欄貼出全校樂捐金額統計表，田園

磁鐵放在手錶上指針就不動了，因為父親告誡他要把握時間，

的班級高居第二名。班導不滿意想要爭第一，竟然拿著棍子

還不懂磁化原理的田園認為這代表磁鐵可以幫助他留住時

威脅同學們『再樂捐』，尤其是只捐五十元的同學被逐一點

間，就把磁鐵和手錶擱在一塊一整夜，隔天被田爸爸發現剛

名，田園不服氣問老師「為什麼要再捐？這是樂捐又不是勒

買的手錶不會動了，跑去找鐘錶店老闆理論，老闆拆開一看
就把田園招過來問是不是跟磁鐵放在一起，導致齒輪都磁化
不能修了？「我父親一聽氣炸了，但還是沒有打我，只是稍
微臭罵了我一頓。」田園微感歉疚地說。
「在我成長過程中無論做什麼很扯的事情，父親很少修
理我，都是由媽媽負責，所以我常把媽媽的掃把偷藏起來。」
田園回憶父親對他的影響很多，其中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無論
田爸爸當下對他的過錯如何生氣，很少當場發飆，而是等到
週末比較有空時，才帶田園到家後的稻田裡好好溝通，要他

之後醉醺醺的魚群浮在水面上一大片，被田園當成眼鏡的代
價撿好幾隻回家開心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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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想讓班級變第一，老師可以自己捐啊！」他據理力爭並
鼓吹同學一起抵抗，更直言若老師要強迫他再捐就要到台北

簧，都經過這麼多年了我還對國三那堂理化印象深刻！」

高中得遇終身恩師沈嘉祥，兩度獲全國科展第一

算好入射角和反射角就算背對電視朝鏡子還是能用遙控器開；

國三學會基礎物理後，田園常利用老師的處罰做親身驗

考上板橋高中讓愛做實驗的田園如魚得水，因為適逢台

證。比如上課不守秩序被英文老師叫到走廊罰站，看到陽光

灣省政府推動高中科學計畫，選定十所高中重點補助，名列

本來在升學班成績就排前段的田園從此樂得「每天不讀

射過來，就去旁邊的洗手台用嘴巴接滿水，背對陽光噴水做

之一的板中得以蓋棟全新的實驗大樓，添購許多其他學校望

擅長拆解東西的技術還讓田園在高一下就賺到一台讓同

書都能全班第一名」，田爸爸卻說「慘了，你在這班沒有競

光折射會形成彩虹的實驗；中午不睡覺要被罰站時，向導師

塵莫及的高價設備。田園和搭檔陳明毅在高一生物老師孫蘭

學們垂涎三尺的十段變速腳踏車。原來是他某次搭公車遇到

爭求進步的空間。」田園說起國三往事，最快樂的就是理化

請求「可不可以罰我動而不是站」，得到「去抓一百隻水蜘

芳的指導下以黴菌為題做科展，幾乎整天都泡在實驗室，只

緊急煞車，很多同學因此撞斷門牙，他很幸運跌在人堆裡沒

課，升學班都在背公式考試，放牛班反而能正常做實驗。「理

蛛」的懲罰後，就到掃具櫃拿洗衣粉加熱水，撒在池面破壞

有吃中飯才回教室，讓必須按表操課的同學們常投以羨慕和

受傷，之後不想再搭長途公車而據此請求父親買台腳踏車讓

化老師每次來都抱一個大箱子往講桌一放，教室座位大搬風

表面張力讓不想沉到水底的水蜘蛛落荒而逃，一口氣就讓田

忌妒的眼光。「孫老師教會我實驗計畫的重要，如果實驗計

他能騎車上學。田爸爸花費一半月薪買了高檔的十段變速腳

空出一塊地，老師拿出一組彈簧就開始在地上示範波動，什

園抓了五百多隻。

畫沒有制定好，很可能做了半天卻完全沒有價值，而找到的

踏車，要求田園一定要做到全拆全裝的地步才能騎，克服變

控制點越多，得到的實驗結果會越精確。」於是才第一次做

速器的反向彈簧難關後，田園在父親面前完成拆解組裝，漂

科展的田園擬定超過四十組的對照組，鉅細靡遺地觀察記錄

亮贏得騎高檔車上學的特權。

市教育局去申訴，結果國三就被編到『放牛班』了。

麼叫做橫波、縱波、機械波 ...... 然後我們就玩了一整節的彈

每一組的實驗過程。
「當時送件前來不及全部做完，雖然老師安慰說沒有尾
巴的實驗不代表沒有價值，我們還是沒信心可以得名，尤其
全國高手那麼多。」完全沒料到成績公布竟得全國第一，「可
能因為我們的實驗全都是自己做的，所有步驟過程非常熟，
評審無論問什麼都能對答如流。」這次經歷大大增加田園對
科學的自信，高二便在物理老師沈嘉祥的指導下以光波干涉
實驗參展，再度拿下全國第一。
「沈老師是這輩子影響我最大的老師，他還是得過金
韻獎的民歌手！我永遠記得有一次沈老師帶吉他來講聲音與
波動，進教室後一屁股坐在講桌上翹起腿邊彈邊唱，惹得隔
壁班的同學紛紛歪頭出來朝我們教室看。欣賞完老師優美的
歌聲後，他就讓我們看吉他弦的律動，解釋頻率和振幅的關
係。」田園指出沈老師影響他最大的三個關鍵，第一是非常
重視實驗一定要親自動手操作，對實驗儀器的構造要了解透
徹，沒有現成的儀器就自己從頭組裝；第二是讓他了解很多
生活實例都跟物理息息相關，例如電視遙控器屬於不可見光，

第三則是常帶他去收集別人丟掉的玩具來一起修理，從而學
會很多小工具和電子電路介面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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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考失利轉考空軍航校，靠書法當上總司令秘書

國高中書法比賽冠軍的田園，用一手漂亮書法的自傳通過台

高中三年太常泡在實驗室，田園一般學科的成績只能排

北空軍總司令部的中文秘書徵選，得以調離冰冷的海邊，服

班上中後段，大學聯考放榜發現自己只考上私立學校，不想

務過四任空總司令才退伍。期間有次空總司令要來作簡報的

加重家境負擔就轉考空軍機械學校（今改制為空軍航空技術

前一天投影機發生問題，其他人怎麼擦怎麼調都無法解決雙

學院），並如願進入他童年想當工程師的志願—土木系。三

層疊影造成的模糊，搞到晚上九點多向值班的田園求救，他

年半後被分發到苗栗後龍的雷達站服役，某回遇到跳電就被

一看就知道根據玻璃反射光的原理，疊影是因為玻璃片裝反

震撼教育：「原來我的實作經驗跟技術工人相差這麼遠！」

了，十秒立刻解決難關，因此轟動空軍總部。

於是台電派工程車來修時，他緊緊跟在技術人員旁邊學習每
個零件和步驟。

田園退伍時正值台灣大建設期，營造公司急需大量工程
人員，他從此過了三年戴著墨西哥大草帽，頂著風吹日曬雨

「海邊雷達站冬天很冷，我跟家裡抱怨部隊裡洗澡沒

淋做大地測量的生活。進營造公司沒多久，高中恩師沈嘉祥

有什麼熱水，父親就送水果刀和保溫杯來，還安慰我說你因

為國語日報擴班找上門來，希望田園可以設計結合土木營造

此增加了在海邊洗冷水澡身體會冒煙的經驗。」田園回憶，

實務、又能讓小學生聽得懂的科學課程，於是他用自己最愛

父親來探班時他曾詢問能否靠關係協助往台北調，田爸爸只

的橋樑當主題，準備了保麗龍、牙籤、橡皮筋，讓六個孩子

回應「中華民國叫你去哪裡就去哪裡，就算我有關係也不會

一組踩上用「預力樑」工程原理搭建的保麗龍橋，一舉打響

幫你。」沒多久父親因為肝硬化於六十三歲病逝，當時他才

「田園老師科學課程生動有趣」的名號。

二十三歲。但拜父親從小嚴格督促他練書法之賜，曾得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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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日報科學班開啟教書生涯，創意教法大受歡迎

幾年課有回突然聽到外頭有孩子大哭，原來是媽媽的錢不夠

八八風災重創偏遠部落，田園啟動偏鄉科教巡迴

費，而每條路線要教幾百個學生的教具都用大行李箱自己扛

他還運用「桁架原理」，以吸管和膠帶為材料，讓科學

兩兄弟一起上課，只能去年弟弟今年哥哥輪流，讓他首次深

2009 年八八風災後田園受東元基金會邀請，到屏東三

著東西南北跑，幸好幾年下來在各鄉鎮都有混熟的住宿據點，

班模仿搭建法國艾菲爾鐵塔的基座，學生都很驚訝自己用脆

刻感受自己教的學生都是家庭具有一定經濟條件的，那些沒

地門鄉地磨兒與泰武鄉的泰武國小的臨時安置處擔任暑期課

教具箱就直接寄到當地了。截至 2019 年十月為止，田園的足

弱的吸管搭建的中空結構竟然用屁股坐上去都不會垮。田園

錢來聽課的孩子怎麼辦？於是 2004 年先在網路開設「科學大

輔，雖然他的創意科學課讓等待重建的部落孩子玩得很開心，

跡踏遍 11 個縣市、53 個鄉鎮、205 所學校，統計受惠學生人

說，國語日報科學班找老師要求每個單元主題都要自己設計

魔界」部落格分享課程內容和新聞中的科學知識，隔年開始

目睹風災慘況與原住民學生的處境卻讓他深刻體會城鄉差距

次高達 10,900，其中很多偏遠學校從台北起算交通時間，即

教案，九十分鐘一堂課裡既要整合科學原理又要有一半時間

接受新北市、宜蘭縣等公立圖書館的邀請，以每次只收 10-20

的鴻溝。「在台北的小孩大部分天天都可以跟父母和同學聊

使搭乘高鐵或東部直達火車，還是要五小時以上才能抵達。

讓孩子自己動手作，很符合他的個性和興趣，所以設計起來

元材料成本費的方式授課，「科學大魔界親子科教公益活動」

天，有手機接受很多刺激，晚上有各種活動，但不少部落孩

最遠的是蘭嶼，因為經費有限得先搭火車到台東，再坐

得心應手，搭配他過往調皮搗蛋的人生經歷，以及在每天時

就此展開，今年已邁入第十六個年頭。

子卻是躺在床上聽山崩的聲音。」田園感慨地說，很多部落

車到台東機場搭小飛機，基本時數需八小時，而且田園第一

的城鄉落差是從出生前就開始了。

次到蘭嶼授課就碰到颱風飛機停飛，硬是多等一天才能回台

事新聞中尋找科學點的特殊記憶習慣，讓他每堂課都是既有

2009 年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負責規劃國科會（今科技
部）補助、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洪蘭擔任總主

同年九月底他隨東元赴受創嚴重的嘉義縣阿里山來吉國

東旅社拿醫生吩咐每天要吃的藥。本島最遠的則是位於台東

原本田園將營造當成正職，國語日報教學只是週末兼

持人的「原鄉科普教育計畫」，寒假在苗栗舉辦的第一場「培

小送中秋節月餅，親眼看到土石流把村落淹沒的威力——衝

達仁鄉的安朔國小，坐到台東火車站後得搭每天只有一班的

職，但媽媽捨不得兒子老在烈日下辛苦，就在完成一個都市

育科普教育種子師資」工作坊，就透過當時吳興國小校長瞿

進部落的石頭都比房子還大顆，河床被土石堆積到比橋面與

客運前往，單程就要三個多小時，「因為司機沿途要幫忙送

計劃的大型測量後奉母之命辭職專心教學。在國語日報上了

德淵的推薦，邀請田園老師擔綱講師，他以「科學是一篇精

屋頂還高！離開部落前，來吉村長送田園一罐茶葉，他本來

很多包裹，走走停停雖然很有趣，但坐車時間真的很長。」

采的故事」為題，把他豐富多元的人生經歷結合科學教育理

還不好意思拿，村長勸說「反正賣不出去，你不拿也是浪費」

田園笑著回憶第一次要坐客運去安朔國小，熟知焚風區天氣

念分享給 120 位中小學的教師，並當場演示他設計的「五秒

才收下來。帶回台北喝完後，決心要長期投入偏鄉科學教育

的司機看田園的穿著還擔心他會被烤乾，連續幾年跑下來便

鐘瘦身法、針筒溫水變熱水、玻璃融化變光纖、兩片玻璃鏡

的田園，特地在茶葉罐的蓋子上挖一個寬度「比一百元鈔票

跟司機熟到變好友。

變聚寶盆、輕鬆學系統力學」等科學實作課。

長、比一千元短」的孔，每次在公共場合舉辦親子公益科教

故事內容又有道具把戲。

田園在該場工作坊演講強調：「教育就是要讓孩子有

課時便講述茶葉罐的由來，發起現場小額募款並開專戶定

創意，如果教不出有創意的孩子，還不如去教動物。很多數

期結算存放整數，「例如罐裡零錢的總額是 812 元，我就存

學白痴是畫畫天才，給素材讓他去創造，孩子能發揮各種創

900 元進去。」

意。」「台灣應該學學北歐和丹麥人。IKEA 是瑞典的品牌，

這個偏鄉科學行腳構想， 2009 年在基金會安排到風災重

為什麼他們設計的床會讓人想躺上去生十個孩子，而有些

創的三所學校萌芽，也算是展開試教，2010 年起則正式展開

品牌設計的卻像是要交代遺言的床？丹麥特別強調『等待笨

二十所偏遠學校的科教巡禮，每所學校上下學期都能聽到田

蛋』。不會去鼓勵先把事情都做好好的學生，而是要他們好

園老師不同單元的課。起初田園對計畫到底需要多少經費完

好等後面的人，慢做好的人可能是明天另一顆巨星。」「在

全沒概念，東元則在田園老師的行動中，默默地承擔整合四

台灣，老師很快對學生說『你錯了』，老師可不可以讓學生

方資源的工作，並負責向公部門爭取補助，貼補教材、交通

錯完，讓他試試看？」

與食宿資源之不足，為了精省支出，還常坐長途夜車省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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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和離島的科學長約，十年回憶感動滿行囊

以後不能再上你的課。」田園便最後一次鼓勵他勇敢站出來

還是佩服。」

著裝滿教具的大背包，年年坐著公共運輸深入偏鄉，就是要

雖然教過太多學生讓田園無法記得他們的名字，但他都

示範毛細現象實驗給全校師生看，並說：「雖然你左手沒辦

八八風災隔年就認識田園老師的屏東縣來義國小李淑敏

將充滿活潑創意的科學課程帶給缺乏資源的部落孩子們，這

會記得在課堂上誰特別調皮搗蛋或幹了甚麼好事。常常有學

法握住杯子，我還是不會幫你，你一定要自己把杯子夾好！」

老師則強調，每次聽到田園老師要來上課，學生們的眼睛都

種不怕路多遠多高、無畏天氣再熱再冷的犧牲奉獻精神，得

生跑來問他「老師你還記得我嗎？」田園立刻答覆「你就是

花費了比其他學生長好幾分鐘的時間，腦傷孩子終於跟田園

是睜得又大又亮、脖子伸得長長的，整個學校都瀰漫著熱切

東元獎真是實至名歸。

去年坐在前排一直動來動去還打旁邊同學的那個嘛！」有時

老師一起完成了實驗操作，全場師生尤其是校長感動地報以

期盼。李淑敏形容田園是「打不倒的勇者」，總是一個人揹

田園會問他們還記不記得上次學的東西，很多同學都會大聲

超熱烈的掌聲，也凝結成田園教書生涯一個永難忘懷的驚嘆

回答說記得！結束課程要前往下一站時，常有孩子會拉著他

號！

的衣角求老師不要走。最感動的是有幾位從低年級開始聽課

田園強調，他不奢求要教出多少位科學家，但至少要教

的調皮學生今年畢業了，跟田園信誓旦旦地說升國中以後要

會部落孩子們學好邏輯思考，弄清楚每個現象都有它的來龍

請假回來繼續上他的課。有次在花蓮卓溪鄉崙山國小，驚喜

去脈，將來才不會被詐騙集團愚弄。

遇到當年在國語日報科學班教過的學生，原來他已經從台大
機械系畢業在崙山當替代役。

從屏東縣文樂國小退休兩年的校長簡炎輝回憶，當初田
園老師首度到他領導的學校授課前，他還心存懷疑，想說東

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東北源國小有位因小時候腦傷的孩

元基金會怎麼不把錢拿來讓學校汰換破舊硬體，認為這種課

子，首次上田園課時才讀低年級，雖然行動不便且口齒不清

程對學校沒有太大幫助，但田園老師帶著一大包教具來讓孩

易流口水，但只要田園到校開課他都非常興奮地要坐前排，

子玩科學，課堂精彩的程度和連綿不絕的笑聲讓連他在內的

為了給這位孩子機會，田園總是會邀請他出來做實驗，而孩

全校老師都聽得收穫滿滿，得知田老師不是只來這一次而是

子也總是靦腆地婉拒，田園就說：「不要急，我們還有很多

每年都會來，從此簡炎輝校長都會親自到車站接他到文樂國

次要見面，每次你都會進步一點。」幾個月前田園到北源國

小──田園巡迴屏北線的第一站，而且他的課一定是文樂全

小再遇到他，孩子努力地一字一字說：「田老師我要畢業了，

校師生一起聽講操作實驗。「只能說我對田老師除了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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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除草劑中毒傷肝，兩度腫瘤手術切到剩一半

響而停止：「教育本來就是長程工作，怎麼可以才兩年就踩

成功，田園總是在辦公室不厭其煩地測試各種細節，舉凡材

隨即想起因肝硬化過世的父親，但她從未因此勸弟弟停止下

很多接觸過田園老師的師生們並不清楚，其實他長達十

煞車？」於是休息半年檢查已恢復不錯的體力狀態後就「復

料種類、形狀大小或厚度角度，都經過他詳盡的計算和事前

鄉教學。「我太瞭解他了，他屬牛，脾氣很硬，而且他真的

年的偏鄉科教耕耘生涯，已有八年都是靠不完整的肝臟運作。

出江湖」了，太太擔心他身體負荷不來，還陪他跑了三年的

實驗才完善，田瑩曾問弟弟為何不買現成的材料包比較省事，

非常熱愛這個志業，所以我只提醒他要配合體能調整步調。」

在有『小榮總』美譽的中心診所醫院當過開刀房護理長的太

偏鄉行程。

被親友視為資源回收大戶的田園回答：「科學就是要造福人

田瑩提到田園第二次肝癌復發時她真的非常猶豫要不要勸

類的生活，所以我要多從生活取材。」

阻，「我也怕了，弟弟是不是真的該好好休息不要再跑行程？

太姜鳳玲說他本來就有Ｂ型肝炎，1995 年他三十四歲時帶

第一次切除肝腫瘤後醫生就跟田園說明，肝癌的復發

家人去六張犁掃父親的墓，看到附近長了很多咸豐草，很興

率分別有兩年、五年和九年三個大關卡，比率分別是 50%、

奮地說這些都是煮青草茶的好物就拔了一堆回家，護理經歷

30% 和 20%。之後田園每半年就乖乖到醫院複診照超音波，

豐富的太太苦勸「公墓有人維護一定會灑除草劑，你不要亂

果然在第五個年頭的 2016 年檢查又發現了將近三公分的腫

來」，但他還是執意煮了一鍋，果然「不聽老婆言，吃虧在

瘤。「醫生拿了筆要我填準備做二次手術的表格，我拿著筆

眼前」，才喝了半杯就倒在地上不能動了，緊急送到中心診

有好長時間整個人呆住一動也不動，真的是嚇呆了！」田園

所醫院確認是除草劑中毒，醫生因為熟識田園夫妻，還開玩

說切到只剩下一半的肝後，太太非常積極勸他停止跑偏鄉，

笑說是否該在病歷上註記得跟派出所報案，問田太太「你們

但深思熟慮後他還是對老婆說：「醫生講三分之一的肝就可

最近感情怎麼樣？」鬼門關前救回田園，醫生囑咐：「你的

以活，我還有一半的肝，先休養一陣子看看剩下的肝情況如

肝已經受傷了，以後不曉得何時會發生病變，一定要每年回

何再來決定好不好？」休養三個月後，田園作了更進一步的

來照超音波檢查。」

MRI 磁振造影，聽到醫生親口說他剩下的肝狀態很好，很有

2011 年二月邁入五十歲關卡時，姜鳳玲建議田園要改成

信心讓他跨過第九年的門檻，在醫學證據的支持下，二度手

半年一次。某次田園洗澡出來還沒穿上衣時，太太發現他身

術後的 2017 年田園總共跑了 187 所學校，比 2016 年的 182

體不太對稱，右邊肋骨下方顯得微腫，立刻要田園去診所照

所還多。

超音波，他因為三個月前才剛照過又希望先完成約定好的偏

師母姜鳳玲語帶無奈地說田園的優點就是很堅持，堅持

遠地區課程，原想拖到暑假才去，太太一句狠話「是你的命

到固執的地步，而且很會畫畫和雕刻的他就是一派我行我素

重要還是跑行程重要」讓他終於在二月接受檢查，一照果然

的藝術家性格：「我講話他從來不聽的，只有這兩年因為身

發現肝腫瘤已達 6.2 公分，馬上安排在榮總開刀，三分之一

體狀況確實需要，稍微有聽進我講的話了。他做爸爸比做先

的肝就沒有了。

生好，我只能靠我自己。」

田園回憶：「麻藥一退，我痛到好像世界末日，忍不住
在床上搖來搖去。」忍受手術傷痛之餘，他更擔心的是會影

感謝各方支持和東元獎肯定，下階段將朝培養偏鄉師資努力

響到已步入正軌的偏鄉科教耕耘計畫，太太在旁苦勸他若不

長年將辦公室四分之一的空間借給弟弟當教材加工和存

放棄至少要暫停， 如果繼續這樣上山下海跑，肝癌一定會復

放空間的田園大姊田瑩說，她在旁邊觀察多年，深知他每一

發，但田園對此計畫有很深遠的想法，實在不願受到身體影

堂課的設計和準備都得來不易，為了讓孩子的實驗操作容易

回想當初聽到弟弟得肝癌的瞬間，田瑩腦中一片空白，

但當田園開完刀，主治大夫出來跟我和弟媳講得很清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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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類〈教育貢獻獎〉

他剩下的那一半肝很健康，以後還是可以正常工作生活，我
就想畢竟是天公疼憨人吧！」

以要勇往直前，不要放棄。
偏鄉科教深耕計畫屆滿十年，田園也離滿六十歲關卡

得知弟弟獲得東元人文類獎，田瑩非常感謝東元科技文

越來越近了，關於傳承和下一階段的計畫，他表示會逐步將

教基金會的知遇之恩：「我弟弟這匹千里馬是因為碰到東元

直接面對學生的授課改為對偏鄉師資的培育。「這十年像是

基金會這個伯樂，才能夠成就這些年的耕耘。當今台灣連錦

一個長程教育實驗，讓偏鄉的校長和老師親身體會這種創意

上添花都不容易了，何況是像東元這樣的雪中送炭？能得東

和實作導向的課程是可行而且效果很好的，之後再把課程的

元獎是我弟弟的榮幸，但要說到無上福德還是非東元基金會

『know how』教給老師們的接受程度就會很高。」田園規劃

莫屬。」

未來在各偏鄉找一個中心區域開師資培訓課，這區域可能是

田園也深深感激多年來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支持，沒

學校或鄉鎮公所，例如屏東縣依照路線可能要有三個中心區

有東元基金會的鼎力相助，他的偏鄉科學創意教學深耕計畫

域，好讓各條路線的偏鄉老師方便就近來研習。田園很希望

不可能走到今天的規模，並強調要感謝教育部、洪蘭教授、

第二階段計畫能得到教育部和各縣市教育局的行政協助，才

李欣禧女士、郭美琴女士、花仙子教育基金會、逢源教育基

能在最短時間把這個體制外的科教師培體系建立起來。

金會、文曄教育基金會、光泉文教基金會的經費支持和無數

若要用一分鐘總結自己的教書生涯，田園引述父親的諄

愛心親子的樂捐，讓他一步一腳印地接近授課八萬人次的大

諄教誨：「十八層地獄裡排隊最多的就是老師，因為誤人子

關。當然最要感謝的還是他的太太姜鳳玲，因為原本跑偏鄉

弟的罪過太大了！」他強調，老師不是職業，而是責任與使

教學頭幾年都沒拿講師費，直到 2016 年二度手術後調整行程

命的化身，「今天我有這個機緣當老師，當然要好好做。沒

從每學期繞一圈改成每年，致使年度募款有一些結餘，基金

有人能確切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有句話說一個人沒辦法改變

會便勸田園以講師費簽收，但平均下來尚低於一般小學教師

自己生命的長度，但可以決定自己生命的亮度。我們可以數

月薪的三分之一，所以家庭經濟重擔全靠太太特別護士的收

出一顆蘋果有幾粒種子，但無法算出一粒種子將來可以結出

入來支持。即使師母不只一次勸他停下計畫好好養病，也是

幾顆蘋果；我們可以數出一個山谷有多少孩子，但無法預知

因為擔心和關心自己的身體，他一年有七個月過著「每月有

一個孩子將來能翻越多少高山。」如果能給孩子們好的教育，

兩週在各縣市偏鄉跑科教行程」的生活，三個小孩都得靠太

當然他們翻山越嶺的能力就會增加了，這就是他堅持繼續做

太照顧。師母姜鳳玲每次在山上經過土地廟都一定會去拜拜，

偏鄉深耕的最大理由。田園最想跟東元基金會和贊助此計畫

祈求田園身體健康，而田園的兒女也曾在點燈節目的訪問中

的夥伴說：「我們這十年在山上就只是種樹而已，但如果沒

大力支持老爸的理想，兒子田禹說老爸已踏上夢想的階梯了，

有十年種樹，哪來後面的百年樹人？」

給老爸繼續加油，女兒田荷則強調這是一件好事，有意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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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太空－
工作和休閒在地球之外
「東元獎」以「科技」與「人文」兼容
並蓄的原則設獎，為彰顯東元獎「科文
共裕」的精神，此次特別邀請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以「邁向太空－
工作和休閒在地球之外」為題演講，期
以日新月異之太空探索新知連結人類未
來的人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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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孫維新
未來太空的觀光、開礦、清除垃圾等三大商機您知道多少？
未來太空軌道站台和外星基地的生活環境會是什麼面貌 ?
進入太空，在生理上和心將面對的困難與準備有哪些？
世界太空大國在發展軌道駐留、月球及火星探索上又有哪些最新進展 ?
孫維新教授於 1979 年畢業於台灣大學物理系，於 1987 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UCLA）天文學博士學位，隨即進入美國航太總署（NASA）工作，而
於 1989 年回台於中央大學任教，曾擔任該校天文所所長、科學教育中心主任，以
及天文學會理事長等職，2007 年轉往台灣大學物理系及天文所任教。
孫教授創新發展天文教育方法，推動天文科普活動，使各級學校師生及社會大
眾都能接觸天文宇宙太空的科學新知，因此曾獲中央大學和台灣大學頒贈「優良教
師獎」、「教學傑出獎」及「特別貢獻獎」，於 2015 年獲得台灣天文學會頒發科
學教育最高榮譽的「譚天獎」，並獲得國際上小行星 185364 號命名為「孫維新星」
的殊榮。
孫教授曾親自製作及主持電視影集、參與電台節目擔任長期來賓，以及撰寫科
普書籍和專欄，因此獲得金鐘獎、金鼎獎、金籤獎和金帶獎等獎項。孫教授自 2011
年起，擔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科博館是台灣規模最大的科學類博物館，孫
館長親自參與策展並規劃多項科教活動，結合科學與藝術，創新科學教育及科普推
廣的形式，吸引不同年齡層的民眾入館，使該館於 2013 年獲美國博物館專業年報
評選為全世界前 20 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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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設置辦法

東元獎人文類獎遴選辦法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 申請及推薦作業說明

第 一 條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會

第一條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第四
屆第四次董事會議決議「東元科技獎」於第十一屆起更名
為「東元獎」，下設「科技類」及「人文類」等兩類獎項，
其中「人文類獎」特成立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遴委
會），負責「人文類獎」候選人之推舉及遴選。
第二條 本獎以「喚起社會提升人文關懷的精神及促進人文生活之
調適」為目的，獎勵對於國內人文發展有特殊成就及貢獻
的傑出人士。
第三條 本遴委會設委員若干人，並設召集人一人，由東元獎評審
委員會總召集人聘任。遴選委員名單由總召集人擬定，必
要時，得請召集人推薦遴選委員名單。整體遴選工作由召
集人綜理之。總召集人、召集人、委員皆由本會董事會每
年一聘，為無給職，但酌發評審津貼及交通費。
第四條 本遴委會聘請學者專家擔任遴選委員，並就下列原則舉薦
候選人：
（一）在學術或專業領域有特殊成就或貢獻，並且有益人
類福祉者。
（二）有重要創作或著作，裨益社會，貢獻卓越者。
（三）對文化發展、提升、學術交流或國際地位有重大貢
獻者。
（四）舉薦候選人時，需尊重當事人之意願。
第五條 本遴委會就下列方式舉薦候選人：
（一）每位遴選委員就當屆人文類設獎領域推舉候選人一
至五位。
（二）針對民間團體及相關領域組織所推薦之名單進行遴
選。
（三）由召集人召集遴選委員進行初審及複審，其審查過
程由本遴委會商議之。
（四）以無記名方式投票，決定得獎推薦名單一至三名，
交付東元獎總評審會議表決。
（五）表決結果連同相關資料，提請本會董事會核定。
第六條 本遴委會遴選會議由召集人召開，總召集人列席。
第七條 本遴委會開會時以委員過半數出席為法定人數，並以出席
委員過半數為法定之決議。
第八條 本遴委會掌握主動遴選的精神，在當年指定之人文類領域
中，衡量候選人之成就事蹟是否具有重大創作性，及對國
家社會是否具有重要影響性為遴選原則。
第九條 本遴選作業於七月開始進行，遴委會必須於九月初以前審
定得獎人推薦名單；本會秘書處於七月初提供推薦書格式，
裨利遴選作業進行。
第十條 本遴委會之文書工作，由本基金會秘書處處理。
第十
一 條 本遴選作業辦法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二條第一款設置東元獎（以下簡稱本
獎），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獎為喚起社會提升科技創新之風氣，並促進人文生活之
調適，獎勵在國內對科技與人文發展有特殊貢獻之傑出人
才，以創造前瞻且具有人文關懷之進步社會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獎分科技類及人文類：針對國內下列領域中具有具體之
傑出貢獻、創作或成就事蹟者予以獎勵。
一、科技類：
（一）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二）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三）化工 / 材料科技
（四）生醫 / 農業科技
※ 上列領域每年甄選乙名予以獎勵。
二、人文類：
（一）藝術 （二）文化 （三）社會服務 （四）其他
※ 上列領域每年由董事會決議乙類，遴選乙名予以獎勵。
第 四 條 本獎每年頒贈之獎項及獎金金額由董事會決議後公佈，並
公開徵求推薦及受理申請；但人文類獎由遴選委員主動遴
選或由民間團體或相關領域組織推薦，其遴選辦法另訂。
第 五 條 本獎以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對臺灣社會具有具體之傑出貢
獻或成就事蹟者為獎勵對象。
第 六 條 本獎除致贈獎金外，並致贈獎座乙座予以獎勵。決審成績
如無法分出高下，每獎項最多可由兩位候選人共得，獎金
平分；如推薦案件屬共同創作者，必須由一人代表申請，
決審結果並呈董事會核定之。
第 七 條 本獎設評審委員會公開評審，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 八 條 本獎申請人由相關領域專業人士或組織機構推薦提名。在
徵件結束經初審、複審及決審後，由評審委員會將得獎人
名單提請董事會核定。
第 九 條 本獎評審結果如無適當候選人時得從缺。
第 十 條 本獎於每年配合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廠慶活動擇期辦理
頒獎典禮（國曆十至十一月底）公開表揚。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

184

3. 完成線上申請後，檢附「推薦書」正本，郵寄至「10429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6-2 號 9 樓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
文教基金會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評審委員會 收」。

二、 獎勵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籍，不限性別、年齡，在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化工 / 材料科技、生醫 / 農業科技、人

文類等五大領域中，對臺灣社會具有具體之傑出貢獻或成就事

（四）推薦注意事項：
1. 須由兩位推薦人聯名推薦。
2. 推薦人需對申請人之傑出貢獻或事蹟成就有具體認識。
3. 推薦人需針對申請人對社會之影響及對國家之貢獻，
以具體事實與輔證資料進行說明，不可僅陳述個人推

蹟者為獎勵對象。

論或估計。

三、 名額：計五名
（一）甄選（公開受理推薦或申請）

4. 推薦人限相關領域之專業從業人員或團體推薦。

科技類：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領域 乙名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領域 乙名
化工 / 材料科技領域
生醫 / 農業科技領域

5.「推薦書」格式可於「申請專區」下載。
七、 評審步驟

乙名

主辦單位於每年七月底前邀請專家與學者組成「東元獎評審委

乙名

員會」，並於七月底起展開評審作業，決審成績如被推薦案無

（二）遴選（由遴選委員會主動遴選，不受理推薦及申請）
人文類：社會服務類（教育貢獻獎） 乙名
四、 獎勵
（一）每領域各頒發獎金新臺幣捌拾萬元整。

法分出高下時，每獎項最多得由兩位候選人共得，獎金平分；
如推薦案件屬共同創作者，必須由一人代表申請；決審結果並
呈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董事會核定之。
八、 權利義務
主辦單位經獲獎人同意後，得將獲獎人代表作轉載於東元科技

（二）獎座乙座。

文教基金會出版之相關文集。

五、 表揚方式：
（一）謹訂於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假誠品表演廳舉辦頒獎典禮

九、 設獎類別分類說明

公開表揚。
（二）邀請專業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進行人物側寫。
（三）提供得獎人及其相關資料予國內各媒體發佈刊登。
六、 科技類申請辦法：
（一）申請時間：一○八年三月一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
（二）設獎領域：

1.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3. 化工 / 材料科技

2.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4. 生醫 / 農業科技

（三）申請方式：

1. 線上申請。
2. 請至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網站（www.tecofound.org.
tw）東元獎專頁之「申請專區」進行申請。
須填寫的「申請資料」包括：
（1）簡歷表

科技類

電力電子、半導體、機器人、人工智慧、大數
電機 / 資訊 / 通訊 據、影像處理、有線 / 無線 / 光通訊、網際網路、
資訊安全、物聯網、其他
精密機械、智慧機械、自動駕駛、機器人、電
機械 / 能源 / 環境 動車、環境工程、潔淨能源、節能科技、微機
電系統、3D 列印、其他
化工 / 材料

石化工程、高分子、化學材料、複合材料、奈
米材料、陶瓷材料、磁性材料、金屬材料、生
醫材料、其他

生醫 / 農業

農業生物技術及食品、醫藥生物技術、生物資
訊、基因體、精準醫療、醫學工程、其他

人文類

內容

社會服務類
《教育貢獻獎》
( 遴選 )

獎勵「倡議重視科學教育，以實際行動與奉獻
精神，致力縮短城鄉教育資源落差；透過長期
耕耘偏鄉科學教育，帶動偏鄉教師重視教學方
法，提振教學使命與熱忱，對普及台灣偏鄉科
學教育具有傑出貢獻事蹟者。」

（2）從事研究或創作歷程（約 600 字）。

（3）重要研究或創作成果（請提出代表性著作或創作

1-3 件）。

（4）傑出貢獻或成就事蹟。

（5）簡述對東元獎的期望（約 500 字）。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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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總召集人

屆別

第一 ～ 三屆

第四 ～ 八屆

第九 ～ 十三屆

第十四 ～ 二十三屆

第二十四屆 ～

李遠哲

王松茂

翁政義

史欽泰

徐爵民

評審委員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梁志堅

汽電共生協會創會理事長

肯定其致力推動台電系統調度自動化與推廣汽車共生系統
等有卓著貢獻。

王明經

電機月刊總編輯

肯定其個人長期致力於開發超高壓大容量變壓器之生產技
術研究有卓著貢獻，促進變壓器工業技術發展。

鄭建炎

已故

肯定其於冷凍空調、污水處理、廢熱之利用等領域有突破
性之發明，貢獻卓越，期許其應用促進產業科技之提昇。

資訊類

廖明進

天和資訊 ( 股 ) 公司
董事長

倚天中文系統推出十年以來，以為國內廣泛使用，對電腦
中文化及企業電腦化影響深遠，貢獻卓越。使國人以中文
和電腦順暢溝通，提昇產業競爭力。

電機類

從缺

機械類

從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靜宜大學
榮譽教授

在 學 術 貢 獻 方 面： 早 期 李 校 長 有 關 人 工 智 慧 的 著 作
"Symbolic Logic and Mechanical Theorem Proving" 一書，為
著名之經典，被多國採用而有多種語言譯本。他長期在計
算理論上面的研究成就非凡，得有 IEEE Fellow 的榮譽，
並得過教育部工科學術獎。在作育英才方面：李校長 1975
年回國執教，當時國內資訊界荒蕪一片，而今無論學術界
或產業界，資訊方面的人才濟濟，這些人才中，直接或間
接為李校長門生者，不計其數。其對資訊學界與產業發展
之影響有不可磨滅之貢獻。在產業推動研發方面：李校長
籌劃推動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劃，並擔任該計
劃技術審查委員會主席，對推動產業研發不只資訊類，還
包括電機類、機械類等不遺餘力，經由此計劃所推動之產
業界研發成果具體，廣受重視，新產品之件數已有 116 件，
預估未來五年產值約二千餘億元，對國內學術界及工業界
之貢獻相當傑出。

電機類

于國華

吳金洌

周燦德

馬哲儒

陳力俊

曾永義

楊平世

蕭美玲

井迎瑞

吳重雨

林一平

馬振基

陳士魁

曾志朗

顧鈞豪

賴德和

王中元

吳誠文

林一鵬

馬以工

陳小紅

曾俊元

葛煥彰

錢善華

王汎森

吳靜雄

林曼麗

張子文

陳文村

曾煜棋

詹火生

薛承泰

王宏仁

呂正惠

林瑞明

張文昌

陳文華

曾憲雄

潘犀靈

薛保瑕

王明經

呂秀雄

林寶樹

張石麟

陳文章

程一麟

漢寶德

薛富盛

王維仁

呂學錦

林俊義

張長義

陳仲瑄

費宗澄

劉仲明

謝曉星

王德威

呂心純

果

芸

張俊彥

陳全木

黃春明

劉兆漢

鍾乾癸

王璦玲

何榮幸

范揚坤

張苙雲

陳杰良

黃昭淵

劉克襄

闕志克

王櫻芬

李 珀

侯錦雄

張祖恩

陳金燕

黃得瑞

劉邦富

簡春安

王

鑫

李公哲

施顏祥

張進福

陳郁秀

黃博治

劉群章

簡立人

白

瑾

李世光

洪

蘭

張隆盛

陳保基

黃惠良

劉軍廷

魏耀揮

石守謙

李如儀

洪敏雄

張漢璧

陳垣崇

黃漢邦

蔡文祥

羅仁權

石靜文

李家同

胡幼圃

張慶瑞

陳陵援

黃碧端

蔡忠杓

羅清水

伍焜玉

李祖添

胡錦標

曹

正

陳朝光

黃興燦

蔡厚男

蘇仲卿

曲新生

李雪津

孫得雄

莊東漢

陳義芝

黃增泉

蔡新源

蘇炎坤

朱

炎

李瑞騰

徐立功

莊國欽

陳萬益

黃炳照

蔡明祺

古名伸

江安世

李鍾熙

徐佳銘

許千樹

陳銘憲

馮展華

鄧啟福

傅立成

江伯倫

李曉蕾

徐頌仁

許博文

陳龍吉

楊志新

廖婉君

邱坤良

余淑美

谷家恒

徐爵民

許源浴

陳鏡潭

楊泮池

鄭友仁

邱錦榮

余範英

周更生

沈世宏

許聞廉

陳俊斌

楊國賜

鄭家鐘

彭裕民

吳中立

周延鵬

藍崇文

蔣本基

陳夏宗

楊萬發

鄭瑞雨

吳成文

周昌弘

翁通楹

郭大維

歐陽嶠暉

楊肇福

顏鴻森

吳妍華

周慧玲

馬水龍

郭瓊瑩

喻肇青

楊濬中

蕭玉煌

※ 第一 ～ 二十六屆 合計參與本獎評審之學者專家共計為 189 人

第
一
屆
機械類

第
二
屆
資訊類

李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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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電機類

第
三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電機類

第
四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姓名

洪銀樹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屆別

洪銀樹先生致力於無刷式直流風扇馬達之突破性發明，至
今已獲世界 26 國 30 項專利，其產品在此領域中成為世界
建準電腦與工業（股）公司
最小、最薄、耗電最省、品質最穩，產量高居世界第一，
董事長
具有領先世界未來之潛力，此卓越貢獻，堪為國內產業界
創新研發以提昇競爭力之典範。

黃秉鈞先生兼顧學術理論與產業技術，在冷凍空調與能源
技術領域有深遠之貢獻；其致力於冷凍空調與能源領域研
究二十年，具持續性之研究成就與貢獻。

黃秉鈞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林寶樹

林寶樹先生多年來帶領工研院電通所成功執行大型科技專
案計劃，在資訊、通訊網路及多媒體應用有重大成就，對
產業界形成正面貢獻，厚增台灣電子資訊業之國際競爭力。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主任 林君積極在專業著作之發表並活躍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
國內工協會，整合學研各界力量始資訊業成為全國第一大
科技產業。

吳重雨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講座 教授

吳重雨先生致力積體電路方面研發及推動 CIC 協助計劃南
科貢獻卓越，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四屆
電機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楊冠雄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退休榮譽教授

楊冠雄先生致力於冷凍空調、通風排煙工程之研究，並將
科技研究落實於工程實務，貢獻卓著，經本屆評審委員會
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四屆機械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林敏雄

林敏雄先生致力創新各種電腦週邊設備、光碟機等之研發，
亞太優勢微系統 ( 股 ) 公司 協助國內多方面工業創立，表現出色貢獻卓越，經本屆評
審委員會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四屆資訊類東元科技獎，
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
以玆表彰。

類別

電機類

第
五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電機類

第
六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姓名

潘晴財

范光照

陳

興

孫實慶

陳朝光

祁

甡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潘晴財教授致力電力電子，電機控制研究多年，論著與創
新專利成績斐然，研究成果著重產業應用，如：自動式電
力濾波器應用於產業之諧波問題，如：三相功因改善之研
究有助能源節約。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
五屆電機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退休教授

范光照教授結合理論與實務，多年來從事工具精密加工之
研究及推廣，特別是在工具機精度及三次元量測相關領域，
貢獻卓著，主持台大慶齡中心六年，該中心之成果亦廣獲
各界肯定。范教授在技術上有傑出之表現，且其本人及其
所領導之單位在產學合作上均有特殊之成就，經本屆評審
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五屆機械類東元科技獎，以資
表揚。

詮興開發科技 ( 股 ) 公司
董事長

陳興先生在白光 LED 及白光面光源之創新及應用，於能源
節省及環境保護方面，極具實用性，並已有廠商接受其技
術轉移並量產中，對國內光電工業發展及國際光電工業地
位之提昇，貢獻卓著。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
頒第五屆資訊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已故

致力於電子空調系統之安全、省能、殺菌及過濾零組件之
研發，獲得多項專利並實際應用於量產上，因其發明能善
用理論結合創意，對提升我國空調產業技術，貢獻卓著，
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電機類東元科
技獎，以資表揚。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名譽教授

從事熱流科技之研究，發表論文及專利達 200 件，造就國
內外項學術獎勵與榮譽，近年來致力於工程逆算、自動控
制及微分幾何，在機械、工程上之應用等，均有豐碩成果，
對產業機械設計與製造，貢獻良多，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
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機械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前 交通大學 副校長

致力於光纖光學、光固子通訊相關研究，成就卓越，發表
論文百餘篇，其中多篇為國際重要專著引用，榮獲國內外
多項榮譽，其理論多被應用於實際技術創新，對我國光電
及通訊網路產業之發展有傑出貢獻，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
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資訊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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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其他科技類
《環保科技》

第
六
屆

姓名

賴茂勝

瑪喜樂

現在任職

台灣綠色希望中心
總經理

已故

人文類
社會服務

郭東曜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理事長

得獎評語
致力研究果菜廢棄物製作堆肥及高速發酵之技術，成果優
異，獲得多項發明專利，並研製高速發酵機、殘菜處理機
及生化截油器三項產品，結合成為整套有機堆肥處理機，
已在國內三百多所學校、工廠推廣使用。目前該產品已授
權國外公司銷售，對垃圾處理及資源回收，貢獻卓著，經
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環保類東元科技
獎，以資表揚。

屆別

類別

其他科技類
《生物科技》

三十多年來以基督博愛的精神，自美國來台從事社會服務
工作，從早期照顧肢障兒童及孤兒到關心失智老人及智障
者，貢獻自己並發揮博愛精神，把愛與關懷散播在本土，
目前已屆八十五歲高齡，仍始終如一的照顧弱勢族群，愛
心廣被。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社會
服務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人文類
景觀設計

長期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為兒童及老人提供創新服務如棄
嬰保護、認養、寄養等方案，以及開辦老人在宅服務、籌
組老人基金會，推廣志願服務。結合社會資源及推動服務
精神理念，三十五年來，始終如一，影響層面既廣且深，
貢獻良多。經本屆評審委員評議一致通過，特頒第六屆社
會服務類東元科技獎，以資表揚。

電機類

電機類

第
七
屆

機械類

資訊類

蘇炎坤

蘇評揮

黃得瑞

經濟部技術處技術顧問

已故

蘇教授在紅光雷射二極體及藍綠光發光二極體等方面有重
大貢獻，並將成果商品化進入量產；發表論文二百餘篇、
專利九項，提高國內學術地位，培育眾多光電人才，貢獻
卓著。
蘇博士主持汽車共用引擎系統技術發展與開發計畫，由可
行性階段直到完成量產，使我國擁有完整的汽車工業，因
其領導團隊落實技術研發於產業界發展，貢獻良多。

黃博士在光碟機及 DVD 光學頭方面，有創新之研究並技轉
國內企業，奠定我國 DVD 產業之基礎，加入 DVD 之國際
決策委員會，展現我國的技術影響力，績效卓著。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白果能

已故

白博士在基因體研究有多項發明，其中以顏色分析法來偵
測微矩陣中反應的方法，有助於同時分析大量的基因特性
與功能，此項之技術已成功地技轉業界發展產品，貢獻卓
著。

郭中端

中冶環境造形顧 ( 股 ) 公司
負責人

郭女士具有景觀專業之素養，其作品富有獨特風格包涵人
文與自然之關懷，且能在實務上執著，堅持，不但在作品
上呈現專業的品質，且對國內景觀意識之提升，著有貢獻。

羅仁權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何宜慈講座教授
及終身特聘教授

長期致力智慧型機械人及自動化領域研究，成果卓越，深
為國際學術界肯定，其研究成果多項已技轉至產業界，現
致力推動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對輔助業界研發不遺餘力，
貢獻良多。

顏鴻森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致力機構學研究，成果卓越，獲得多項專利，廣泛應用於
加工機等裝置，其學術成就傑出，尤其著一有關創意性設
計英文專書，深具教學參考價值，且多年來推動產學合作
成效優異，貢獻良多。

蔡文祥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終身講座教授

專注電腦視覺在自動化系統應用之研究，學術成就卓著，
培養科技人才無數，並能學以致用與研究機構合作落實於
視覺辨認與自動化產業，貢獻良多。

王輔卿

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退休主任

長期投入資訊技術之研發工作，主持多項資訊產品開發之
專案，如 PC/XT、AT 工作站等，不斷創新成果卓著，將關
鍵技術適時轉移產業界，奠定我國資訊產品之世界地位，
貢獻良多。

第
七
屆

機械類
崑山科技大學
綠能中心 主任

姓名

第
八
屆

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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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其他科技類
《高級材料》

第
八
屆

姓名

陳力俊

陳國城
（舞鶴）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前 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

在半導體薄膜材料及電子顯微鏡學應用研究，特別在金屬
與矽的界面研究方面，成效卓著，獲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
的肯定，得到多項國際學術榮譽，提昇我國材料科技國際
地位，著有貢獻。

專業作家

舞鶴的小說有深刻的台灣本土歷史及文化的關懷，而其表
現手法既有寫實的基礎，又有現代的技巧。代表作『餘生』
非常具體深刻地寫出部落姑娘的追尋祖靈之行，是極高的
成就，特就其近十年卓著貢獻給予表揚。

人文類
《臺灣小說》

資訊科技類

第
九
屆

廖偉竣
彰化縣福興國民中學
（宋澤萊） 老師、作家

宋先生創作有氣魄而具熱情，近年來新作如『廢墟台灣』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和『熱帶魔界』等具有社會觀察
的深度與廣度；而其兼有寫實、魔幻和本土小說特質的嘗
試，也都頗有創意，值得肯定，特給予表揚。

張真誠

國立中正大學
終身榮譽教授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系
學術講座教授

致力於資訊科技研究，主要貢獻在於資訊安全，並擴及影
像偽裝等領域，著作豐富、成就卓越，為學術創新與人才
培育紮根，深受國際的肯定。

蔡忠杓

逢甲大學機電工程
學系講座教授

專精於齒輪研究，將各種齒輪理論和齒輪分析、設計與製
造技術有系統的發展，研究成果卓越；並對業界在齒輪與
傳動系統設計與製造能力的提升方面，貢獻良多。

屆別

王國雄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長期從事製造自動化研究，近十年更拓展至系統工程，並
發展出動態可靠度模型，極具理論創新與實務應用價值，
其成果已實際應用至十餘家廠商產品，貢獻良多。

姓名

生物科技類

陳垣崇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致力於遺傳性疾病、醣類儲存症的研究，在第二型醣類儲
存症的發現原因方面，具有原創性的貢獻，並發展出診斷
及治療方法，目前已進入人體臨床試驗階段，成就斐然。

蔣本基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在自來水工程、空氣污染防治技術與管理研究、污水處理
廠、垃圾焚化廠輔導與評鑑制度建立、環保政策及國際合
作等皆具有創新成就，貢獻卓著。

人文類
《社會服務》

周碧瑟

長期致力於子宮頸抹片檢查觀念及醫療檢驗系統的建立，
國立陽明大學
並帶動學生深入偏遠地區，遠至金門服務。在防癌與預防
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兼 社區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醫學的推動方面，對社會的影響既深且廣。

特別獎

蒲敏道

已故

遠渡重洋到異域七十一載，以超越地域、種族、疆界的博
愛精神，幫助弱勢族群，服務他人，並堅持到生命的最後
一刻，其熱情、堅持與活力，令人敬佩。

李祖添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長期致力於自動化控制、系統整合及智慧型傳輸系統之研
究與教學，堅持而深入，著作豐富，研究成果豐碩，作育
英才無數，深受國內外學術界之肯定，貢獻卓著。

劉容生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副校長

專精光電材料，鐳射元件及光通訊應用。帶領推動前瞻研
究，建立創新技術的世界水準，促進多項長期的國際合作，
大幅提升產業技術水準及光電產業之國際市場佔有率。

環保科技類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九
屆

第
十
屆

機械科技類

類別

電機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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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姓名

陳

正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日紳精密機械 ( 股 ) 公司
董事長
旺矽科技 ( 股 ) 公司
副董事長

致力於製造技術之研究與推廣近三十年，領導團隊投入產
業機械與資訊電子業關鍵零組件開發，整合業界推動工具
機及半導體製程設備產業之創新開發，貢獻卓著。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長期專注於馬達控制在精密機械與自動化系統控制之研究
與推廣，論文與專利成果豐碩，與產業互動密切，創立馬
達研究中心與學習網站，對機電產業貢獻卓著。

屆別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陳良基

科技部 部長

在視訊壓縮編解碼領域學術論著豐碩、成就卓著，深獲國
際學術界肯定。所設計多項重要數位編解碼器專利廣為業
界採用，對我國視訊技術水準之提升極有貢獻。

曾俊元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系 講座教授

致力於陶瓷製程、奈米材料、電子陶瓷材料及相關被動元
件之前瞻研究，不但深具學術價值，對於國內相關產業發
展，亦具實質貢獻，曾獲國內外榮譽肯定。

曲新生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特聘專家

致力於節約能源、半導體傳熱、氫能及燃料電池相關技術
之研究，成果豐碩。近年帶領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完
成千瓦級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為國內新能源研究建立良好
基礎。

陳壽安

國立清華大學
化工系 榮譽講座教授

多年從事高分子研究，早期致力於聚合反應，近年專注於
共軛導電高分子，在電致發光共軛高分子分子設計、高分
子電晶體及可反覆充放電聚苯胺電池等方面有卓越貢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鋼結構工程中心 主任

致力於鋼骨結構工程研究，以初削式鋼骨樑柱接頭之創新
方法，突破傳統接頭補強觀念，使耐震能力提高三倍，獲
國內外十項專利，已應用於六十餘棟大樓，極具創新性和
實用性。

創世紀詩刊 發行人

為台灣文壇最具創意的詩人，作品皆足傳世，於現代文學
史具有崇高地位。論者稱其文學經驗豐富，觀察入微，體
會多樣，長期維持卓榮、優越、精緻的品味。

機械能源類
蔡明祺

化工材料類

第
十
屆

周澤川

楊泮池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名譽教授

前 國立臺灣大學 校長
中央研究院 院士

專精胸腔超音波醫學影像之應用，以先進技術研究肺癌基
因，發現抑癌轉移分子；主持基因體計畫微陣列核心實驗
室，成果豐碩，對肺癌之預防，診斷、治療，貢獻卓著。

生物醫工類
謝仁俊

盧

炎

國立陽明大學 副校長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長期投入於電化學及觸媒化學，近年來從事微感測晶片之
研發，學術與實用成果豐碩；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主
持大型合作研究，充分展現其整合與領導能力。

以腦神經學基礎研究，對人腦功能及資訊科學領域有重要
創新性研究成果；領導研究小組應用先進儀器進行整合性
腦功能研究成果卓著，獲國際肯定。

第
十
一
屆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科技創意

陳生金

已故

創作與音樂教育逾四十年，培育後進無數。音樂作品數量
豐富，體裁與類型多元，內容兼具人文思想與開創性，其
創作成就及樂教貢獻均為樂界所肯定。

作曲家

以扎實純熟的技巧，從古典詩詞美學接軌到後現代文化氛
圍，譜寫既細膩又深刻的聲音，不僅為台灣現代音樂開拓
嶄新視野，也為台灣現代文化累積珍貴資產。

人文類
《文學創作》

王慶麟
（ 弦）

人文類
音樂創作
楊聰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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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屆別

類 別

林一平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副校長

專注行動通訊及計算之研究，學術論述豐碩，成就卓著。
結合產學研之力量，發展多項電信軟體及網路規劃技術，
落實行動通訊系統應用，對我國電信服務水準極有貢獻。

第
十
二
屆

特別貢獻獎

傅立成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系、資訊系
終身特聘教授

致力於電控、機電整合、自動化、影像資訊技術之理論與
實務研究，成就優異。不但論著豐碩，更應用於解決國防、
3C 產業、生產自動化之實際問題，深獲肯定。

前 國家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主任

長期從事以 X 光精密量測單晶材料結構之新方法研究，以
及 X 光光學元件與繞射儀器之研製，成果特出。「X 光共
振腔」之成功研製尤增加了未來製造 X 光雷射之可能性。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第
十
二
屆

張石麟

黃登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毒研究室
終身特聘教授

二十餘年來從事水產食品安全研究對海洋生物毒、麻痺性
貝毒之分佈、來源及藻毒之機制深入研究，對國人及全人
類之食品安全貢獻甚大，是國內極為優秀的科學家。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蔡世峰

李如儀

國家衛生研究院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衍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

專業及規劃設計溝通能力卓越，具整合協調專長，形塑臺
灣城鄉環境之典範；並力行政府推動「水與綠」政策，落
實國民城鄉生活環境品質提昇，其成就深具社會意義。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
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長期推動台灣大尺度景觀資源保育，開創國家公園、都會
公園系統之設立與經營；創立都市更新基金會，並推動東
亞地區自然保護區相關國際活動不遺餘力，足具景觀政策
典範。

人文類
《景觀類》
張隆盛

在基因體科技及遺傳疾病領域學術成就卓越，享譽國際，
協助國內多所學術機構建立基因體科技計劃，成果發表於
世界一流期刊，建立台灣基因體醫學里程碑。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國立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所長

這是一個不完美的社會，卻因為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奉獻，
並且努力的讓這個社會迎向美好的境界。僅以「特別貢獻
獎」獻給用智慧與行動讓社會更好的洪蘭教授。

張仲儒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致力於行動通訊系統無線資源管理分析設計，著述甚豐，
學術貢獻卓著。長期投注通訊產業技術研發、推動與輔導，
對我國行動通訊產業之蓬勃發展卓有貢獻。

陳銘憲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專注於資訊勘測、資料庫系統及行動通訊計算，整體研究
成果豐碩。積極服務於國內外學術機構與活動，對於提升
我國通訊科技的國際地位，及資訊通訊產業發展，有具體
貢獻。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陳發林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教授

專注於流體力學領域之研究，提出多項創新之理論，著述
極豐，學術貢獻卓著。在結合學理應用於長隧道通風的設
計、管控等方面，研究成果卓著，並對國內重大工程有卓
越之貢獻。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林河木

洪

蘭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十
三
屆

人文類
《社會服務》

黃春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黃大魚兒童劇團
團長

長期致力於熱力學性質量測、相平衡、超臨界流體技術等
化工熱力學相關之理論與實驗研究工作，其成果常應用於
石化工業之工程設計，在學術及實務方面貢獻卓著。

以關懷鄉土人文的精神，創新傳統藝術的價值，並以文學
藝術之造詣及對鄉土之熱愛，挹注人文精神推動社區總體
營造，對於歌仔戲劇之發揚、兒童藝術及生命教育等議題
之倡導，教化人心，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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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十
四
屆

黃惠良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退休教授

黃教授為太陽能電池與半導體之國際知名學者，並創設多
家相關公司；另創設產業服務機構，培訓半導體高科技人
才無數，已為國際典範，對我國高科技產業卓有貢獻。

屆別

第
十
五
屆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江安世

中央研究院 院士

江教授長期投入神經學研究，以創新方法做出突破性貢獻，
領先國際。他所創設的生物組織澄清技術及腦神經研究方
法，應用性極廣，在生物影像產業發展極具潛力。

人文類
《動態影像
藝術》

石昌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專任教授

國內資深動畫家，作品細膩嚴謹，且深富人文色彩，2006
年更以〈微笑的魚〉一片榮獲柏林影展兒童單元特別獎，
為台灣動畫樹立新的里程碑。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吳東權

前 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院長

致力於超精密鏡面加工及微機電奈米製造領域之研究，開
發出多項創新技術，並獲發明專利，成果豐碩。長期投注
於機械產業之推動，對我國機械產業之發展卓有貢獻。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許千樹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
講座教授

致力液晶高分子科技研發及應用，發表重要論文及專利，
為國際知名之光電材料專家，並移轉多項技術至產業界，
對台灣影像顯示產業之發展貢獻卓著。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吳家麟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視訊壓縮及數位內容分析研究，榮獲國內外重要獎項肯定。
早期發明之 DVD 播放原型，是目前全球市場佔有率最高商
品。在電腦多媒體領域上貢獻卓越。

人文類
《靜態視覺藝
術》

阮義忠

攝影家出版社社長

用鏡頭帶著大部份人的眼睛，凝視台灣即將逝去的人文價
值，在逐漸物化的環境中，重新喚醒寶貴的記憶。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張豐志

已故

長期致力於化工及高分子科技研究， 發表三百餘篇國際期
刊論文並獲多項專利。曾獲國內外多項傑出學術獎項，對
國內化工及高分子學術與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余淑美

中央研究院
分子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以創新基因工程科技改良水稻品種，廣為全球應用。領導
團隊建立含七萬個品系之水稻突變種原庫，成為國際水稻
基因功能研究重要的資源。提升國家農業生物科技的發展
及國際地位，貢獻卓著。

阮文雄

長期致力於解決外籍移工與婚姻移民的困境，協助陷入絕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望或受到非人道對待的新移民，其民胞物與的精神，對於
外籍牧靈中心神父
越南外勞配偶 辦公室主任 促進台灣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具有啟迪作用及深遠的影
響。

夏曉鵑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 教授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十
五
屆

姓名

許聞廉

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特聘研究員

許教授從事中文自然語言及生物文獻探勘研究，學術卓越，
曾獲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獲選為國際電機電子工程
學會會士，其所發明之「自然輸入法」，廣被使用，對電
腦普及化卓有貢獻。

馬振基

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
理事長

馬教授長期致力於材料 / 能源科技之研究及其產業應用，
獲得國內外多項獎項肯定。近年來應用奈米科技開發出新
的複合碳材，應用於能源產業，對產業發展貢獻巨大。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李世光

工業技術研究院 董事長

李教授致力自動化科技、光電與壓電系統、微機電與生醫
科技研究，成果卓越，獲得多項獎項肯定。其中一項研發
成果可有效對抗 SARS 病毒，對我國未來防疫有相當貢獻。

第
十
六
屆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人文類
社會服務
《新住民服務》

以拓荒者的精神，長期關懷新移民女性，並以實際行動致
力於爭取、保障新移民權益，呼籲社會對於新移民的尊重。
其學術研究與實踐行動，促進各界服務及支援系統的建立。

199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

附錄

頒 獎 典 禮

200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姓名

吳誠文

鄭芳田

第
十
七
屆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人文類
《特殊教育》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洪上程

賴美智

程章林

第
十
八
屆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駱尚廉

現在任職

國立清華大學 副校長

國立成功大學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講座教授

得獎評語

屆別

化工 /
材料科技

長期致力於晶片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領先國際開創全
新的晶片無線測試技術之研究領域，並帶領工研院團隊完
成多項前瞻晶片技術移轉產業界，貢獻卓著。

致力於製造領域自動化與 E 化的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用，成
果豐碩。虛擬量測技術更移轉多家半導體、面板及太陽能
廠商，對於學術研究及產業發展貢獻卓越。

生物 /
醫工科技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致力於微波誘發資材化、奈米光觸媒反應、資源回收處理、
重金屬固液界面反應，及環境系統等綠色科技研究，於產
業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上，貢獻卓著。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十
九
屆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黃炳照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 教授

致力於界面分析方法建立與電化學能源材料研究。結合理
論與實驗技術，探討鋰離子電池陰極材料之應用，在 3C 鋰
離子及動力電池研究及應用方面，有卓越貢獻。

陳全木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院 院長

致力於分子胚胎及基因轉殖動物研究，建立乳腺表現型動
物平台，並應用於蛋白質藥物及疫苗之生產，成功產出多
項高價值產品，論文和專利豐碩，並技轉生技製藥等廠商，
貢獻良多。

林益厚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
理事長

服務公職四十餘年，主導與參與 921 震災重建，國家公園
規劃及生態保育、都市計畫、城鄉風貌、景觀專業制度建
立，卓越的貢獻，樹立產官學界景觀專業工作者的楷模。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
設計學院景觀所
所長兼系主任

歷經國內外景觀專業以及景觀教育、人才培育與研究發展
等之專業生涯，致力於景觀專業與教育之推動，對於環境
保育、國土規劃與公共政策，秉持崇高理想與熱誠，積極
實踐，貢獻卓著。

潘犀靈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系 講座教授

長期致力於光電科技研究與人才培育，開創「兆赫液晶光
學」領域，獲多項國內外重要獎項肯定。經由產學合作與
技轉，對國內國防科技及光電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鄭友仁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致力於磨潤學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及技術開發，並將成果
應用於機械表面粗度量測、加工製造及磨潤性能提昇，對
於我國精密機械產業和半導體製程，貢獻卓著。

黃漢邦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系 終身特聘教授

致力於機械人及自動化領域，研究成果豐碩。除發表多篇
學術論著外，機械手臂、多手指機械手及機器人相關技術
更移轉多家業者，對自動化產業發展，貢獻卓越。

人文類
藝術類
《景觀與環境》

三十年前創辦第一所由特教專業人士成立的私立智障者服
務機構，又陸續增設十家福利機構、輔具服務中心、行為
工作室等，每月照護千名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已幫助上萬
個家庭，貢獻卓著。

致力於軟性主動顯示器製程技術及大面積軟性顯示電子紙
之節能連續式製程，績效卓越。另全球首度成功開發可彎
工業技術研究院
影像顯示科技中心 前主任 折軟性彩色 AMOLED 觸控面板技術，屢獲國際科技大獎
肯定。

姓名

第
十
八
屆

致力於碳水化合物的研究，首創「一鍋化」之寡醣合成，
中央研究院
受到國際高度肯定及重視。其研究應用於新藥開發並轉移
基因體研究中心中心 主任
產業，深具創新及社會效益，成果斐然。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創辦人

類別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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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第
十
九
屆

類別

姓名

化工 /
材料科技

黃志青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講座教授

長期從事金屬材料研究，在鋁合金、鋁鈦合金超塑性探討
及金屬玻璃研究方面有傑出成就，將金屬板材連續壓延等
研究成果落實於產業界，並受到國際重視。

林俊義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系
講座教授

長期投入農業科技研究，首創白木耳自動化栽培技術，並
育成彩色白木耳及杏鮑菇，創造廣大商機；培育出高產質
優的「超級蓬萊米」，提升台灣農業競爭力，貢獻卓著。

吳興國

當代傳奇劇場 藝術總監

自 1986 年以《慾望城國》創團，帶領京劇走入現代並產生
質變，成為臺灣劇場跨文化改編的代表。既開啟臺灣京劇
發展的重大轉向，更帶動當代戲劇的「新型態」。

闕志克

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所長

開發編譯器最快的資料物件記憶體，在偵測惡意程式攻擊
技術上有多項第一的紀錄。所發展全球第一套多維度儲存
裝置虛擬化管理系統，對於雲端作業系統具優異的貢獻。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人文類
藝術類
《戲劇藝術》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第
二
十
屆

曾煜棋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張祖恩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終身講座教授

致力於無線通訊及網路研究，成果豐碩，發表具關鍵性的
論文，引領相關領域的研究，並積極投入產學合作，充分
發揮產學合作效益。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 系教授

長期投入環境科技領域，是國內廢棄物處理教學研究開拓
者，也是帶領團隊從事產學合作的傑出學者，環保署署長
任內績效卓著，並榮獲多項學術與專業獎項的殊榮。

屆別

第
二
十
屆

類別

姓名

化工 /
材料科技

陳文章

國立臺灣大學
工學院 院長

長期致力於高分子奈米複合材料及光電材料研究，成功開
發高折射率塗膜、抗反射膜、透明封裝材等，學術研究表
現傑出、產業貢獻卓著。

謝興邦

國家衛生研究院
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副所長

致力抗癌、抗病毒及糖尿病新藥研發，取得 39 項專利，並
發表重要國際論文。其中已技轉藥廠之候選藥，為國內自
主研發全新抗癌藥物在國內進行一期臨床試驗的首例。

湯靜蓮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顧問

善行無界若水，靜牧民四時皆新蓮。
由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香港而台灣，30 年來，始終
心繫不幸青少年，尤其不幸少女際遇；近年更延伸服務至
受虐新移民，其為弱勢者付出之胸懷，深值感佩與肯定。

廖婉君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系 特聘教授

為無線多媒體的專家，研究成果理論與實務並重，擔任
IEEE ComSoc 亞太區主席，致力人才培育，並協助政府在
智慧生活等應用服務方面之推動，貢獻卓著。

台積電 資深處長

在產業界曾帶領 1500 人的研發團隊開發多項領先日韓的平
面顯示器產品，並在工研院推動前瞻性軟性電子與 OLED
照明卷對卷 (Roll-to-Roll) 創新技術之大型國際研發計畫，
成就卓著。

中原大學
智慧製造研發中心 主任

長期深耕射出成型科技，建立薄件外殼技術，對國內外多
項產業之技術提昇有卓越貢獻，在科技發展與產業提昇方
面，榮獲經濟部大學產業貢獻獎及國家產學創新獎，績效
卓著。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人文類
《社會服務》

第
二
十
一
屆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劉軍廷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陳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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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化工 /
材料科技

第
二
十
一
屆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姓名

鄭建鴻

陳宗嶽

鄭榮興

現在任職

國立清華大學 副校長
中央研究院 院士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特聘教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苗栗陳家北管八音團
藝術總監

得獎評語

設計開發紅色及綠色發光材料，成果豐碩，包括數十件專
利、高額技轉金及多篇高品質論文；在有機催化反應研究
方面，斐聲國際；曾擔任多項學術行政職務，績效卓著。

郭大維
第
二
十
二
屆

泰武古謠傳唱隊
指導老師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長年投身客家音樂戲曲表演與研究保存事業，創設客家戲
曲學苑傳承發展在地藝術人文，推動基礎紮根，並致力深
化培育傳統八音與採茶戲專業表演人才，成就卓越。

2003 年起指導泰武國小學童，以口傳心授方式傳承排灣族
歌謠、進行人格教育、建立族群認同，結合傳統與創新，
廣獲國內外肯定，為原住民音樂復振樹立成功典範。

林智仁

致力於機器學習領域的研究，發表之 SVM 論文具學理與實
務價值，對該領域之發展貢獻重大。所開發之 LIBSVM 軟
體為國際廣泛使用，對該領域之研發有重要助益。

姓名

現在任職

第
二
十
二
屆

蔡克銓

致力於摩天大樓之結構抗震分析、多種可應用於建築結構
之鋼造制震構件，成果應用於「台北 101」等百棟建築工
程的挫屈束制支撐構件，並榮獲行政院傑科獎等國內外獎
項。

馮展華

國立中正大學
校長

致力於齒輪刀具開發、齒輪工具機開發、齒輪設計與模擬
軟體開發等，成果被產業廣泛應用，成功創造超過每年
五十億元的產值，並獲行政院傑科獎等獎項。

宋信文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兼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所長

致力於生物醫學工程研究，顯著提升我國國際學術地位。
研發藥物釋放載體，突破現有技術水準，技轉成績卓越。
在學術服務方面，主動積極，績效卓著。

彭裕民

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院長

致力於電化學工程與材料的結合，提昇我國電解電容及鋰
電池產業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特別在抑制鋰電池內短
路的 STOBA 材料，領先國際突破現有技術水準，成效卓
著。

楊志新

國立臺灣大學
腫瘤醫學研究所
所長兼教授

對於第二代肺癌標靶治療藥物的開發有顯著貢獻，並證明
臺灣在臨床藥物開發，已可和歐美平行發展，甚至超前，
對臺灣生技業意義重大，且在肺癌臨床研究領域深獲國際
肯定。

化工 /
材料科技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得獎評語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系 教授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長期進行非揮發性記憶體之軟體與系統設計及嵌入式作業
系統設計研究，領先國際，擔任學術期刊主編，大幅提升
臺灣於 CPS 領域之國際知名度。積極協助政府與業界，提
供研發規劃服務，有具體貢獻。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類別

運用免疫抑制技術，提高水產畜產養殖效率，大幅降低飼
料成本，技轉國內外廠商量產。並開發石斑魚育種及檢測
技術奠定台灣品牌，對全球糧食短缺問題，貢獻卓著。

人文類
文化類
《音樂類》
查馬克．
法拉屋樂

屆別

致力種樹 30 年，全係自力勵行。能配合因應氣候變遷減緩
及調適策略，強化國土自然資本建設。森林復育種樹面積
可觀，能鼓勵全社會行動，社會教育意義重大。

賴倍元
人文類
社會服務類
《森林復育》
黃瑞祥

雲山水植物（股）公司
顧問

專注對本土珍貴物種復育有卓越貢獻。對亞泥礦場綠化投
入大量心力，並催生關渡自然公園。前後服務民間機構及
政府單位，利用個人時間，全力復育牛樟，甚有典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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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廖弘源

中央研究院
資訊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廖博士致力於多媒體訊號處理研究，發展的人臉辨識、數
位浮水印等理論成就卓著，所推出的雞尾酒浮水印系統，
不僅技轉業界，對當前數位內容保護提供防護機制。

楊鏡堂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終身特聘教授

致力能源及流體力學之跨領域研發，成果引領創新思維與
優化工程應用價值，領導國家能源政策，積極持續推動綠
能產業，在科技創新與社會服務方面均卓有成效。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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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氫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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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別

第
二
十
三
屆

化工 /
材料科技

藍崇文

江伯倫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副院長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陳虹樺

人文類
《臺灣關懷
報導》

張光斗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財團法人點燈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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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於兒童免疫疾病機制及臨床治療之研究，研發褪黑激
素治療改善異位性皮膚炎睡眠品質和症狀、過敏黑眼圈的
創新測定、過敏性紫斑的生物標記等成果，皆已在臨床應
用。

研究蘭花發育關鍵基因，參與國際合作，完成姬蝴蝶蘭基
因解碼，建立全球第一個蘭花基因資料庫，發表高水準論
文，提供重要蘭花研究資源，並積極推展蘭花生技產業。

近三十年長期以點燈節目報導關懷台灣社會各角落，並持
續以巡迴活動、演唱會及出版等形式，深入民間，讓弱勢
者點燃生命的希望，倡議台灣社會真善美面貌的形式。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張耀文

致 力 於 電 子 設 計 自 動 化 (EDA) 及 可 製 造 性 設 計， 成 果
NTUplace4 獲得 EDA 三大國際競賽冠軍，並發展出最佳平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 教授兼院長 面規劃方法，且被廣泛應用於相關設計工具，對產業影響
非常重大。

高志明

致力於先進綠色整治技術，透過產業化推動污染場址的整
治與復育；編撰中英文環境工程書籍，在環境工程教育、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活化土地、人類健康風險管理等方面，在國內外皆貢獻卓
著。

趙怡欽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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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產業能量，及高精準國防自主與彈性，均有卓越成效。

化工 /
材料科技

莊東漢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長期耕耘高性能合金材料及電子封裝的應用，首創量產退
火孿晶銀合金線，解決封裝線材在加工性、可靠度及價格
上長期的產業瓶頸，已逐漸成為高性能電子封裝之主流。

生醫 /
農業科技

謝清河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致力於心肌及血管再生研究，整合生物、醫學與工程等領
域，運用幹細胞探討心肌修復的分子機制，再用奈米科技
促進心肌及血管新生，研究成果已在全球早期臨床試驗中。

國際自由舞蹈表演者
編創者

在表演及創作領域皆引領風騷，風格獨特，作品試圖回歸
動作的純粹意涵，表演能量收放自如，深獲歐陸舞蹈界肯
定，持續受邀與各國知名舞團合作演出，堪稱台灣當代舞
蹈的新星翹楚。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張嘉修

類別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第
二
十
四
屆

人文類
《舞蹈藝術》

李貞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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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六屆）
屆別

類別

姓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簡禎富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講座教授

深耕智慧製造和多目標決策問題為導向之理論和技術多
年，發展出決策架構、大數據分析、資源調度優化演算法
及其數位決策系統，並積極技轉台灣產業，貢獻卓越。

屆別

類別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姓名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第
二
十
五
屆

化工 /
材料科技

周至宏

陳三元

楊長賢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暨副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
講座教授

長年鑽研積體電路靜電放電防護與可靠度設計技術，協助
國內多家著名半導體製造公司與積體電路設計公司克服相
關技術問題，貢獻卓著。

許健平

長期深耕無線網路與行動計算研究，協助國內企業開發關
鍵性技術，榮獲多項學術及產學合作獎項，對於網路廣播
及網路傳輸效能提升，貢獻卓著。

賴炎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講座教授

致力於節能應用之高效率能源轉換器及高性能伺服驅動器
研究逾三十年，藉由技術諮詢、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協
助國內外企業解決實務問題，學術成就享譽國際，貢獻卓
著。

林財富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致力於有害藻類監測與水處理研究，技術應用於亞、美及
澳洲等地，居世界領先地位，對台灣環工教育與科研、產
業發展、水質安全、學術外交及海外技術輸出等，貢獻卓
著。

賴志煌

國立清華大學
工學院
講座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長期投入薄膜材料研究，融合材料與製程之研發，在高密
度磁性記憶體、磁感測器及薄膜太陽電池的論文與專利皆
領先國際，成果技轉國內外領導廠商，績效卓著。

劉如熹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系
特聘教授

以合成、配方、分析之核心技術，應用於高效率發光二極
體、鋰電池與能源領域，研究之論文、專利與產業合作皆
有豐碩成果，是國內外學術與實務皆傑出之知名無機材料
化學家。

徐善慧

國立台灣大學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兼所長

將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醫材應用到神經修復、幹細胞的幹性
與 3D 列印組織工程上。多項專利都已經成功技轉，研究
團隊成立新創生技公司，對生技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長期耕耘新型藥物載體之研發，首創新劑型磁性抗癌藥物
奈米載體及其包覆技術平台，並授權專利及技術移轉給多
家生技公司，是以奈米科技跨領域賦能新藥發展的典範。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暨副校長

領先國際「花被密碼」突破性理論，解析蘭花特有花型發
育機制，獲頂尖期刊選為封面及「研究亮點」報導。創造
新穎特殊「鳳凰蘭」，提升花卉產值，具重要社會貢獻。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傑出的免疫方法建立全球第一個抗聚乙二醇 (PEG) 抗體，
應用到蛋白和胜肽等藥物的聚合體合成，已經有多家生技
製藥公司生產蛋白藥物之臨床應用，貢獻良多。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藝術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八○年代起參與台灣當代戲劇迄今不輟，為台灣現代戲劇
發展的開創者。編導作品跨越傳統與現代，立下新典範，
另以精湛演技橫跨影視，為當代華人表演藝術代表性人物。

生醫 /
農業科技
Steve
Roﬄer
( 羅傅倫 )

羅竹芳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講座教授

在蝦類白點病 (WSD) 及急性肝腺壞死症 (AHPND) 之發病
機制研究表現傑出。亦將白點病毒及引起 AHPND 的弧菌
檢測技術研究成果，成功技轉國內海洋科技業界，在蝦類
養殖產業發展貢獻卓著。

人文類
《戲劇藝術》

金士傑

田 園

國語日報自然科學班老師
科學大魔界推廣課程老師

以實際行動與奉獻的精神，長期耕耘偏鄉科學教育、帶動
偏鄉教師重視教學方法，及提振教師教學使命與熱忱，對
於普及台灣偏鄉的科學教育貢獻卓著。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長期致力於進化優化演算法與人工智慧應用技術研究，成
果具學術前瞻性並獲國際肯定。積極協助國內傳統產業與
中小企業建構智慧製造生產技術，對競爭力的提升有卓著
貢獻。
第
二
十
六
屆

化工 / 材料
科技

生醫 / 農業
科技

人文類
社會服務類
《教育貢獻獎》

得獎評語

國立清華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柯明道

現在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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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主持人．瞿德淵
臺北市忠孝、吳興、金華國小校長。曾當選教育部91年度全國優秀學生事務工作人員，亦曾獲臺灣區國語文
競賽小學教師演說組第一名。先後擔任過教育部全國師鐸獎、教學卓越獎暨校長領導卓越獎、友善校園獎、
世界書香日表揚活動、第十三〜二十六屆東元獎、2009〜2012年東元原住民兒童之夜等重要典禮及活動主持

東元獎獎座設計建築師－黃兟發＆劉國泉先生

人，現任頭城農場永續教育推廣中心執行長。

鋼琴家．林亮宇
黃兟發教授與

家們，共同創造山地偏鄉孩子們的幸福。

我 相 識 二 十 多 年，
見 識 廣 博， 是 良 師

『東元獎獎盃』造型的意義

益 友， 我 們 經 常 在

・如磐石般堅固的基座－

工 作 中 互 相 討 論，
啟 發 設 計 靈 感。 而
設計是一項快樂的工作，我們很難忍受不夠美好的作品，也
經常享受我們完成作品的成就感及業主給予的肯定。
郭董事長暨夫人是我們敬愛的業主及好朋友，長期的合
作，讓我非常珍惜這個知遇之恩。感謝郭董事長的青睞，有
機會能為頒給對國家與社會有貢獻的學者專家的「東元獎」

象徵基金會的創立，並獎勵優秀人才
・不銹鋼方尖形探針－

會進步的重要性。東元在設置「東元獎」之外，更積極網羅
各方英雄豪傑與企業商賈，協力支持偏遠山區部落的傳習教

攝影師．莊大宇
從事影像工作20個年頭，從黑白暗房沖洗到數位輸出，一路走來始終離不開最熱愛的攝影，把興趣當工作是
人生最大夢想，時時感念能捕捉光影的每一刻。閒暇之餘喜歡看書旅行與冥想，目前為攝影自由職業者。

象徵著得獎人持續的研究發展
・鏤空立體的金屬球體－
光亮的外表象徵人類社會的文明與生活科技的發展。

攝影師．李健維

粗糙的球體內部象徵宇宙中等待創新開發的未知。

李健維，自1994年起曾任職於TVBS、大普傳播、中天新聞、大愛電視台、壹電視、擔任攝影工作投入至
今！ 現職為自由攝影工作者。
作品與FB網址：http://www.ﬂickr.com/photos/107493598@N08/；
http://www.facebook.com/proﬁle.php?id=100003851270110

向下傾斜的球體象徵思考與謙卑。

設計獎盃，是我們無限的榮耀。頒獎典禮中頒獎人與所有得
獎人之間的互動，讓我感受到「有志之士」的付出，對於社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與交通大學聲音科技機械所碩士之雙文憑，主修鋼琴演奏，現專職音樂
表演工作者，同時參與音樂製作、演出與教學。
多次參與國科會聲音裝置計畫，並於2014年獲得臺中爵士音樂節大賽第二名、當年電音作品也入選紐約電子
音樂節殊榮；同年參與人聲樂團Sure母帶製作，並與其團隊獲得當年度傳藝金曲獎。現為异境樂團KB手、爵
士之門音樂總監，致力於古典和爵士音樂的結合，並嘗試多樣性類型演出。

期望『獎盃』意義，能讓得獎人感受到至高無上的榮耀
與社會使命，讓每個人在時代潮流中，更能發揮所長，為人

專訪撰稿．李宗祐

默默的幫忙，常常在深夜還收到 Theresa 聯絡各方的信件，讓

臺灣海洋學院（現台灣海洋大學）造船工程學系畢業。1989-1992年中國廣播公司台東台記者，1992-2013年
中時報系科技記者，主跑中央研究院、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國科會（現科技部）、原子能委員會、工業技術
研究院和中央氣象局等單位。2002年與中時採訪團隊以《核安何時能安：核四工程弊案追追追》獲得第一屆
卓越新聞獎「報紙與通訊社類」即時新聞採訪獎。目前為獨立記者，國語日報兼任主筆，科技部科普網站
《科技大觀園》特約記者。

無限的愛流傳在人間。看到基金會稀少的工作人員，卻要上

專訪撰稿．郭怡君

山下海，完成無窮盡的工作，我們深深的感動！感動之外，

臺灣大學地質系學士、臺大新聞研究所碩士。1996-2007年間任職於自由時報，主跑國科會及中研院，負責採
訪科學及學術研究相關新聞。2006年與同事合撰的「離島水泥化系列報導」榮獲臺灣三大新聞獎之一的「曾
虛白新聞獎」，並入圍同年「卓越新聞獎」，與同事合寫的「客語教學危機與展望」系列報導榮獲首屆「客
家新聞獎」。從2007年協助採訪東元獎得主至今共有十屆，曾策畫及主撰「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15周年專
刊」。 現於東部偏遠地區從事教育服務。

育，讓原住民的傳統音樂、舞蹈可以發揚光大並傳播於海內

類社會的幸福謀福利！

外，甚至美青姊都在百忙中，為原住民孩子們的生活學習，

只能略盡薄棉，幫他們做一些擅長的設計工作，除此之外，
笑談之間，也羨慕基金會同事可以有機會以行善為喜樂，雖
然任務辛苦卻可以有機會親近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及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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